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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A  高分子化学 

AI01 

酚膦中性镍催化乙烯与商用极性单体的高效共聚 

李悦生*，张艳平，潘莉，王旭灵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 135 号 300350 

聚烯烃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高分子材料，但非极性特征限制了它的应用。将烯烃与极性单体共聚有望改善聚烯

烃材料界面特征及其与极性材料的相容性等。烯烃与极性单体配位共聚合存在的问题是，催化剂对极性官能团过于

敏感，易发生催化剂失活。研究表明，位阻型酚膦中性镍可高效催化乙烯聚合，合成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并具有活

性聚合反应特征。新型催化剂对极性官能团不敏感，聚合可在乙酸乙酯、四氢呋喃和醇类介质中进行。在此基础上，

我们深入研究了乙烯与乙烯基极性单体的共聚反应，包括丙烯酸酯、丙烯酰胺和丙烯酸羟乙酯等。在温和条件下，

这些极性单体可成功嵌入聚合物主链中，生成高分子量共聚物。共聚反应催化活性、极性单体插入率和聚合物分子

量可在宽范围进行调节。 

关键词：乙烯/极性单体共聚合；配位共聚合；中性镍催化剂 

AI02 

高分子组成与序列可控聚合与催化剂 

王子川，刘波，刘东涛，林飞，吴春姬，崔冬梅*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5625号， 130022 

组成与序列分布可控共聚物，是指结构中单体以规律性排列，如梯度、交替、嵌段和无规等。本文报道通过改

变催化剂中心金属，实现共轭双烯烃与苯乙烯、乙烯、极性苯乙烯共聚合；改变丁二烯和苯乙烯的竞聚率，得到一

系列嵌段、楔形、梯度和无规分布聚合物。离子半径较大的催化剂，允许丁二烯双座配位和连续插入，结果导致丁

二烯和苯乙烯的竞聚率差异较大，得到丁二烯与苯乙烯的嵌段共聚物。离子半径最小的配合物，空间位阻胶大，对

丁二烯的配位优势消失，使得两种单体交叉增长活化能接近，竞聚率也接近，得到无规共聚物；通过催化剂边臂设

计，利用单体取代基位置不同于活性中心配位模式不同，得到序列可控的烯烃与非极性聚苯乙烯的序列可控共聚物；

通过中心金属 Lewis 酸性，实现乙烯与丁二烯的序列可控共聚合。这些不同微观结构的共聚物的物理力学性能及凝

聚态结构迥异，使我们可以建立催化剂结构、聚合物结构、凝聚态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关键词：稀土催化剂；极性苯乙烯；乙烯；选择性聚合；序列分布 

AI03 

环氧烷烃与环状酸酐的立体选择性可控聚合 

李杰，吕小兵*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环氧烷烃与环状酸酐共聚形成的聚酯是一类新型降解性高分子材料。这类反应的两种底物非常容易通过化学手

段大规模廉价获得。然而，高效地实现这一聚合过程还存在诸多问题，结晶型聚酯还比较少见。作者课题组通过设

计手性双核金属催化剂，第一次实现了内消旋环氧烷烃与环状酸酐不对称交替共聚，制备出主链具有手性的全同结

构聚酯，并发现一例结晶型聚酯，熔点达到 221℃。通过仔细微调催化剂结构，高对映选择性地实现了各种环氧烷烃

与环状酸酐的不对称交替共聚，聚合产物的对映选择性高达 99%，发现多种全同结构聚酯具备结晶性能。探讨了双

核金属配合物高效活化环氧烷烃与环状酸酐的微观过程，以及交替共聚过程中的立体化学控制机理，为创制结晶型

和功能型聚酯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环氧烷烃，环状酸酐，不对称聚合，手性聚酯，结晶 

AI04 

Lewis 酸碱对调控下的硫氧化碳/环氧化物全交替高度区域选择性共聚 

杨嘉良，张兴宏*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310027 

本文首次利用无金属的 Lewis 酸碱对催化含硫一碳单体 COS 和环氧化物的共聚，得到了全交替、超过 99%头-

尾链节、分子量可达 9.2kg/mol、PDI 为 1.2 的聚单硫代碳酸酯。由三乙基硼和 DBU、TBD 等有机碱以及 DTMeAB、

PPNCl 等季铵盐构成的酸碱对体系，避免了金属残留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使得无色透明、具有高折光指数的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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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代碳酸酯材料的制备成为可能。对于出现在含硫一碳单体与环氧化物共聚过程中的特殊问题-氧硫交换反应，Lewis

酸碱对体系表现出良好的催化性能，对于环氧丙烷 PO 和 COS 共聚反应，完全无氧硫交换现象发生的温度范围为

25-70℃。而且，当 DBU 作为 Lewis 碱时，高温下 PO 与 COS 的反应全部得到环状硫代碳酸酯。为了对有机催化体

系调控下聚合反应的链引发过程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借助核磁共振氢谱系统地研究了酸碱对的加合过程、环

氧单体的活化过程以及链引发活性种的形成过程，并据此提出了有机酸碱之间的配位键是环氧单体和 COS 交替插入

的位点的反应机理。 

关键词：无金属催化；Lewis 酸碱对；COS 共聚；全交替；区域选择性 

AI05 

有机环状磷腈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赵娜，任传利，刘绍峰，李志波*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266042 

有机催化聚合对可降解脂肪族聚酯在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领域中的应用意义重大，并逐渐成为脂肪族聚酯合成

领域的发展方向。磷腈作为一类有机碱催化剂，生物相容性好，在酯类开环聚合中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磷腈催化剂的结构和碱性是决定其催化性能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已报道的磷腈催化剂种类少，结构单一，

碱性难以调控。因此，设计开发结构多样、碱性可调控的新型磷腈催化剂具有极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们从催化剂设计角度出发，设计合成了一系列环状磷腈催化剂，通过改变取代基团实现了对催化剂碱性的调

控。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环状磷腈催化剂对环氧类单体以及 γ-丁内酯、丙交酯、ε-己内酯等具有不同环张力酯类单

体的开环聚合均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此外，我们还探讨了磷腈催化剂的结构和碱性对聚合反应可控性的影响，实

现了脂肪族聚酯的可控合成。 

关键词： 磷腈催化剂；有机催化聚合；开环聚合；脂肪族聚酯 

AI06 

基于炔类单体的新型点击聚合 

秦安军，唐本忠 

1.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2.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AI07 

基于自加速反应的高分子合成新方法 

孙鹏，张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北京 100190 

双分子关环方法是通过双端相同官能团线形高分子（A-A）与双官能团小分子连接子（B-B）反应制备环形高分

子的方法，是最早用于制备环形高分子的方法。该方法至今仍存在两个严重限制关环效率的问题：（1）为保证环形

高分子纯度，两种分子需严格等当量投料，不易实现；（2）双分子关环过程中，第一步分子间反应和第二步分子内

反应的浓度要求不相容。本研究通过引入自加速环二张力炔-叠氮点击反应，利用环二张力炔作为小分子偶联剂，与

两端叠氮基的线形高分子进行双分子关环反应，巧妙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由于环形张力二炔的特殊分子结构，

其第一个炔基与叠氮基反应后，对第二个同环炔基与叠氮的反应具有显著的加速效应，因此该双分子关环反应无需

等摩尔投料，且在稀溶液反应中使用过量环二张力炔可大大提高环形高分子制备效率。由于双端叠氮基高分子很容

易通过活性聚合反应和端基后修饰得到，因而该方法可简便高效地制备各类环形高分子。 

关键词：环形高分子；自加速反应；双分子关环；可控聚合反应 

AI08 

多组分组合聚合 

陶磊* 

清华大学化学系 北京 邮编 100084 

组合合成是快速制备分子库的有力工具，分子库的数量取决于反应底物的种类与数量。与二组分反应相比，多

组分反应采用两种以上反应底物，将多组分反应用于组合合成，可以获得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的分子库。基于此，

我们将多组分反应、组合合成、高分子合成相结合，提出了多组分组合合成高分子的概念。利用高效多组分反应，

如三组分 Biginelli 反应作为偶联反应合成缩聚物，通过不同反应底物的组合，可以快速、高效地制备大量聚合物同

系物。分析这些聚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如玻璃化转变温度 Tg，我们发现聚合物的 Tg 与聚合物链结构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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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并由此预测了未知聚合物的 Tg。上述研究体现了利用多组分反应合成新型高分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为探

索新的聚合物合成方法、合成新型功能高分子、研究相应聚合物的特殊物理化学性质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组合合成；多组分反应；Biginelli 反应；多组分缩聚物 

AI09 

多乙烯基单体的可控活性聚合 

王文新*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350 

多乙烯基单体因其方便易得、固有的反应多活性位点而一直是合成多种复杂拓扑结构聚合物的理想单体；然而

Flory-Stockmayer(F-S)均相场理论及广泛的前期尝试已证实多乙烯基单体的聚合会在极低转化率(<10%)下形成凝胶，

而无法进行可控聚合。我们近期的工作却证明关于多乙烯基单体聚合的传统理论并不完全正确，我们采用逆向增强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的策略成功实现了多乙烯基单体可控均聚，单体转化率达 60%以上仍不凝胶，并可以合成超支

化和单链超内环化两种结构完全不同的聚合物。多乙烯基单体可控聚合突破了 F-S 理论并挑战了高分子科学领域对

多乙烯基单体聚合的认识，故深入理解多乙烯基单体聚合机理、聚合物结构与反应条件的内在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

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多乙烯基单体；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单链超内环化聚合物；超支化聚合物 

AI10 

基于呋喃/马来酰亚胺动态共价键的高分子精密合成 

黄智豪，周艳艳，张留乔，周年琛，张正彪*，朱秀林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苏州 江苏，215123 

聚合物的单体单元序列结构和拓扑结构对于聚合物的性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呋喃和马来酰亚胺基团可发生

可逆的Diels-Alder反应，两者可形成热致动态共价键。本工作利用呋喃保护的马来酰亚胺作为潜在单体，苯乙烯作为

共聚单体，通过程序改变聚合温度，实现了聚合物序列调控。同时，将呋喃/马来酰亚胺动态共价键引入到RAFT试剂

末端，通过RAFT聚合和一锅法聚合物端基去除，发展了一种高效的基于“端基减法”的环状聚合物合成方法。将呋喃

/马来酰亚胺动态共价键引入到ATRP引发剂中，通过ATRP、聚合物端基叠氮化以及分子内关环反应，得到了嵌有动

态共价键的环状聚合物。并基于该动态共价键，实现了环-线拓扑结构的可逆转变。进一步地，将呋喃作为马来酰亚

胺的保护基团，利用该动态共价键和迈克尔加成，高效合成了分子量单分布的精密聚合物。 

关键词：序列可控聚合物；拓扑结构；动态共价键；Diels-Alder反应 

AI11 

新型热敏高分子的设计和 RAFT 合成 

王可，陈胜利，张望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热敏高分子是高分子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其中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和聚（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PDMAEMA）是两类典型的热敏高分子，前者以相转变温度（32℃）接近人体温度、而后者以

其多响应性而受到广泛关注。相比而言，温敏高分子的种类有限，且其热敏性质有待进一步改善和调控，比如，PNIPAM

在不溶解到溶解的相变过程中，存在回滞现象。最近，我们发现了 4 类新型的热敏高分子均聚物及嵌段共聚物，研

究了其可控 RAFT 合成，揭示了分子结构和构象与其热敏相变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热敏高分子；相变；嵌段共聚物；RAFT 

AI12 

链穿梭聚合制备新型共聚物及结构调控 

张泽，洪春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230026 

杂环单体和烯类单体由于结构的差异通常具有不同的聚合机理和增长活性种，难以进行交叉链增长，所以有关

这两种不同类型单体共聚的研究成果很少。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链穿梭共聚体系，其中三硫代碳酸酯可以同时作

为烯类单体 RAFT 聚合的链转移剂和环硫丙烷的阴离子开环聚合的引发剂，使增长链在烯类单体的自由基聚合和环

硫丙烷的开环聚合之间往复穿梭。由三硫代碳酸酯媒介的链穿梭行为能够使两个化学结构不同的链段（烯类单体的

链段和环硫丙烷的链段）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共聚物链。通过这一新的聚合方法，环硫丙烷和烯类单体这两种结构

差异很大，通常不能共聚的单体就能够很容易地共聚到一起；同时共聚物链的微结构也可以由穿梭行为调控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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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嵌段、多嵌段、梯度共聚物等各种链结构的聚合物。这一链穿梭共聚体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用以合成由

其它聚合方法难以获得的聚合物。 

关键词：链穿梭；三硫代碳酸酯；环硫丙烷；共聚物 

AI13 

螺旋链聚苯乙炔：构象转变、可控手性放大和圆偏振荧光 

汪胜，张洁，宛新华*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根据－C＝C－和＝C－C＝的几何结构不同，聚苯乙炔主链具有四种立体异构体。“顺-顺”和“顺-反”异构体能够

分别形成压缩和伸展两种螺旋构象。由于邻近侧基的空间位阻，多数聚苯乙炔在溶液中只能采取伸展的“顺-反”螺旋

构象，“顺-顺”螺旋构象只在少数聚合物的非极性溶剂溶液中被观察到。如果掌握“顺-顺”螺旋链聚苯乙炔的结构设计

关键并实现“顺-反”与“顺-顺”构象的调控，所带来的主链伸展程度、旋向以及同轴双螺旋扭曲方向的可控变化则为制

备新型刺激响应性高分子功能材料提供了无限可能。最近，我们在聚苯乙炔侧基的 3、5 位同时引入酯和酰胺取代基，

通过氢键和 n-π*相互作用平衡相邻侧基间的斥力，获得在溶液中具有“顺-顺”螺旋构象的聚合物。改变温度、溶剂和

引入添加剂可以导致“顺-顺”向“顺-反”构象的可逆转变，实现正常与非正常手性放大效应的调控。 “顺-顺”螺旋链聚

合物能够发不对称因子达 10-1 量级的圆偏振荧光。 

关键词：螺旋链；聚苯乙炔；构象转变；手性；圆偏振荧光 

AI14 

手性钯配合物引发异腈单体螺旋选择性聚合和对映选择性聚合 

吴宗铨* 

合肥工业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230009 

聚异腈是一类典型的螺旋高分子，其主链由碳碳单键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前期工作中，

我们发展了利用钯配合物引发异腈活性可控聚合的新方法。本文中，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的手性钯配合物。这种

配合物能够引发多种异腈单体活性聚合，生成立构规整螺旋聚异腈。有趣的是这种钯配合物引发非手性的芳基异腈

聚合时表现出非常高的螺旋选择性，生成单一螺旋方向的光学活性螺旋聚异腈，聚合后手性钯片段可以完全脱除，

整个聚合物不含有任何手性基团，但是因为主链的螺旋手性，这种聚合物具有非常高的光学活性。当用这种手性钯

配合物引发手性的芳基异腈聚合时又表现出非常高的对映选择性，能够对映选择性地只引发一种构型的异腈单体活

性聚合，得到单一螺旋构象的聚异腈；而在相同条件下，对相反立体构型的异腈对映体则没有聚合活性。该研究工

作为光学活性螺旋聚异腈的可控合成和对映体分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研究思路。 

关键词：螺旋；手性；聚异腈；螺旋选择性聚合；对映选择性聚合 

AI15 

烯烃与极性单体共聚以及功能化聚烯烃的制备 

陈昶乐 

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合肥，230026 

目前，在烯烃催化聚合领域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极性单体的催化聚合，或者极性单体于非极性烯烃的共聚。极

性单体能极大的改进烯烃聚合物的物理以及化学性质。通过金属催化剂聚合极性单体非常困难，因为极性单体及其

容易毒化催化剂。在 20 世纪 90 年代，Brookhart 教授用二亚胺钯催化剂成功的将丙烯酸酯与乙烯共聚合成共聚物。

但是该体系活性很低、催化剂热稳定性很低。并且，所制备的聚乙烯以及共聚物的分子量很低、支化度很高，为油

状液体。这极大的限制了这一类催化剂体系的应用前景。在本次报告中，我会讨论本课题组近期在改进二亚胺钯催

化剂体系中的一些工作。通过对配体的调节，我们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一个催化剂体系的活性、热稳定性。并且我们

可以极大的提高所制备的聚乙烯以及共聚物的分子量、降低其支化度，从而得到半结晶型的固体材料。同时，本次

报告也会涉及我们在设计并且制备其它新型的烯烃聚合催化剂体系中的一些工作。 

关键词： 聚烯烃，催化剂，极性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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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16 

多核稀土金属催化共轭二烯烃高顺式 1,4-聚合反应 

李晓芳*，杜亭亭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100081 

近年来，多核金属催化剂逐渐成为烯烃配位聚合反应的一大研究热点。多核金属催化剂分子中同时存在两个或

两个以上中心金属原子，在催化烯烃配位聚合过程中可以形成一种以上的活性中心，从而获得分子量分布相对较宽

或双峰分布的聚烯烃来改善这些聚合物的加工性能，并且通过对多核金属催化剂分子结构的设计，可以实现双金属

或多金属协同作用，进一步改善其催化性能。本文合成并结构表征了一系列以乙基桥连的双水杨醛亚胺配体支撑的

单核钪和钇单烷基化合物、双核镥单烷基化合物和三核钪烷基化合物以及在空气中稳定存在的、具有一定受限空间

和一定大小孔道的双核钪、镥、钇、钆氯化物。这些稀土金属催化剂在助催化剂的活化下可以催化异戊二烯与月桂

烯均聚合和共聚合反应，得到顺式 1,4-选择性高达 99%的聚异戊二烯、聚月桂烯和月桂烯插入率在 17%-68%范围内

变动的异戊二烯/月桂烯共聚物。  

关键词：多核稀土金属催化剂；乙基桥联的双水杨醛亚胺配体；配位聚合反应；共轭二烯烃；高顺式 1,4-选择性 

AI17 

氨基酸聚合物的可控合成 

陶友华*, 王献红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聚氨基酸是天然氨基酸单体或其衍生物通过酰胺键连接而成的一类聚合物的统称。由于其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

性、生物可降解性等优点，在生物医学等领域显示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发展可控的氨基酸聚合方法一直是高分子化

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比如，ε-聚赖氨酸侧链存在有大量氨基，它与微生物作用可以破坏细胞膜，具有非常卓越的抗

菌性能，被广泛用作化妆品添加剂、食品防腐剂等。然而，因缺乏合适的聚合方法，直到 21 世纪初人们仍主要依赖

于发酵法获得低分子量（Mn<4000）的 ε-聚赖氨酸。为了能将廉价可再生的赖氨酸转化为高附加值的 ε-聚赖氨酸，近

年来我们课题组提出了利用氨基酸的成环形成内酰胺单体，再通过内酰胺开环聚合制备聚氨基酸的方法，并成功的

通过这种开环聚合方法合成了原先主要依赖于发酵法才能制备的 ε-聚赖氨酸，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另外，本报告

还将介绍我们课题组利用经典的 Ugi 反应构筑氨基酸聚合新方法的工作。 

关键词：氨基酸；开环聚合；ε-聚赖氨酸；Ugi 反应 

AI18 

绿色高分子材料的设计与合成：从可降解到可持续性发展 

洪缪 a,*，Eugene X.-Y Chen b 

a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号 200032；b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Colorado 80523-1872 (USA) 

高分子材料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材料，并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但是，由于

目前绝大部分的高分子材料是以不可再生、日益短缺的化石资源为原料，并且在设计和合成的时候只考虑到其应用

性和耐受性，却很少考虑到材料最终的降解和回收，导致绝大部分的高分子材料废弃物不能自然降解、很难回收利

用，只能通过焚烧法或土地填埋法进行处理，因此目前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及废弃物的处理是不可持续性发展的，严

重影响生态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在这次报告中，我将汇报我们近期在设计和合成绿色高分子材料方面的工作，包

括: (1) 有机催化质子转移聚合首次实现商品化或生物质来源的甲基丙烯酸酯类单体向可降解聚酯材料的转化；(2) 以

生物质来源的五元环环内酯为单体平台，金属有机或有机催化其开环聚合，制备 100%可回收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分

子材料。 

关键词：金属有机催化；有机催化；绿色化学；配位聚合；开环聚合 

AO01 

[N,N]二齿镍钯配合物催化烯烃和极性单体聚合 

高海洋*，钟柳，廖恒，钟树煌，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后过渡金属镍钯催化剂由于高的催化活性，以及对极性基团好的容忍性，在烯烃聚合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特别是[N,N]二齿的 α-二亚胺镍钯催化剂，在烯烃聚合过程中独特的链行走过程，能够催化烯烃均聚和与极性单体共

聚制备得到高度支化的聚烯烃材料。当前后过渡金属催化剂工业化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催化剂的热稳定性差，高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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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通常容易发生催化剂分解而活性大幅衰减。本课题组通过增加 α-二亚胺配体的骨架位阻效应，基于空间的排斥效

应，显著地提高了镍钯催化剂的热稳定性，并且能够实现高温活性聚合。同时通过改变氮原子的配位方式，设计合

成出[N,N]二齿的 α-二亚胺，胺基亚胺，α-二胺基镍钯催化剂，系统的研究其催化烯烃聚合性能。通过系统的设计催

化剂，揭示了氮原子的配位方式对烯烃聚合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镍钯催化剂；乙烯；极性单体；活性聚合 

AO02 

乙烯的结构可控聚合及应用探索 

季刚，孙秀丽*，唐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零陵路 345 号 200032 

对于配位聚合，催化剂技术及聚合工艺不同可以创造多种聚烯烃结构，产品性能千差万别。我们多年来致力于

利用“边臂策略”设计单中心聚烯烃催化剂，发展了系列水杨醛（亚）胺钛配合物、吡咯亚胺钛配合物和 b-二酮类钛

配合物。研究发现，配合物中边臂的引入对于配位模式、稳定性以及催化乙烯与 α-烯烃、环烯烃以及含极性官能团

的单体的共聚合有很好的调控作用。最近我们发现新发展的多核螺环镍配合物能够高活性地催化乙烯聚合，通过边

臂性质可以调节多核催化剂中不同活性物种的结构与性质，从而高活性地得到窄分子量分布聚乙烯和双峰分布聚乙

烯；利用四核镍配合物实现了乙烯分别与 3-丁烯-1-醇、烯丙醇和 3-丁烯酸共聚合。总之，我们通过催化剂控制得到

了多种结构聚乙烯。从极低支化度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到高支化度的聚乙烯油（LPE），这些聚合物的

特殊性质如溶胀性能好（UHMWPE）、粘温指数高（LPE）等为其新应用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乙烯聚合；催化剂；边臂策略；可控聚合 

AO03 

多核水杨醛亚胺镍金属烯烃聚合催化剂的制备 

陈忠涛 马玉国*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双金属策略和轴向位阻作为重要的调控水杨醛亚胺镍催化剂性能的手段，能够提高催化剂的活性和聚合物的分

子量。我们将两种策略相结合，设计并合成了具有配位平面面对面排列的双核水杨醛亚胺镍催化剂，通过改变连接

基元缩短金属中心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催化剂的乙烯聚合活性、对极性单体的耐受性以及所得聚乙烯的分子量。

我们进一步通过环状配体和多金属中心相结合的方式来拉近金属中心的距离并增大轴向位阻，合成了基于环状配体

的三核水杨醛亚胺镍金属催化剂。环状结构的引入极大的提高了催化剂的乙烯聚合活性和热稳定性，并且抑制了链

转移和 β-H 消除，得到高分子量、低支化度的聚乙烯(Mw > 200 kDa)。此外，使用环状三核催化剂进行丙烯聚合，单

体选择性的发生 1,2-插入，并通过催化位点控制机理产生高立构规整度的全同聚丙烯。这是首次在水杨醛亚胺镍催化

剂领域实现了丙烯的区域与立体专一性聚合。 

关键词：水杨醛亚胺配体；多核镍催化剂；烯烃聚合；位阻效应；立构规整性 

AO04 

苯胺基醌类镍、钯配合物引发的烯烃与极性单体共聚 

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本文设计合成了带有苯胺萘醌或苯胺蒽醌类配体的镍、钯配合物。苯胺萘醌镍对乙烯聚合表现出高活性，并在

80℃时活性依然达到 2000kg/(mol·h)，表现出良好的耐温性。该催化剂也可有效催化乙烯与乙酸 5-己烯基酯（HAC）、

乙酸烯丙酯(AAC)、乙酸乙烯酯(VAC)的共聚。共聚物中极性单体的插入率最高达到 1.60 mol %。苯胺蒽醌镍配合物

高活性催化降冰片烯均聚和降冰片烯-乙烯、降冰片烯-己烯共聚。共聚活性低于降冰片烯均聚活性，但是所得到的共

聚物均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甚至室温下可溶于多中有机溶剂，并可控制共聚物的降冰片烯的含量及玻璃化转变温

度。该类催化剂也对降冰片烯与带有相对较长链长的极性单体（HAc 和十一烯醇）的共聚，聚合活性在 26~105kg 

mol−1h−1，并且插入率在 0.64~1.03 之间。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以上催化剂的负载化研究。 

关键词：后过渡金属催化剂；烯烃；极性单体；共聚 

AO05 

基于水杨醛亚胺铝催化剂的丙交酯和己内酯无规共聚 

刘绍峰*，石同，罗文龙，李志波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青岛科技大学，山东青岛郑州路 53 号 26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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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交酯和己内酯无规共聚物能够最大程度地结合两种均聚物的优点，在机械性能、加工性能和降解性能等方面

更加优异，并符合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由于两者共聚时丙交酯的竞聚率明显大于 ε-己内酯的竞聚率，一般只

能得到嵌段共聚物或者梯度共聚物，很难得到无规共聚物。目前主要通过具有特定结构的金属催化剂来调节两种单

体的竞聚率。本论文中，我们设计了具有不同位阻结构的水杨醛亚胺铝催化剂，并系统地研究其催化 rac-丙交酯和 ε-

己内酯共聚的性能。研究表明，具有较大空间位阻的催化剂能够实现 rac-丙交酯和 ε-己内酯的无规共聚，丙交酯和己

内酯的竞聚率分别为 1.09 和 1.05。此外，对不同转化率条件下的共聚物进行 13C NMR 表征分析，结果表明所得聚

合物微观结构均符合 Bernoulli 分布，两种单体单元链长均在 1.9-2.0 范围。在相同聚合条件下，具有较小空间位阻的

催化剂只能得到 rac-丙交酯和 ε-己内酯的梯度共聚物。 

关键词：铝催化剂；位阻效应；rac-丙交酯；ε-己内酯；无规共聚 

AO06 

含铝路易斯酸碱对催化活性内酯开环聚合及其共聚合研究 

王前义，赵武超，何江华，罗旭阳，张越涛*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长春，130012 

作为一个高效的聚合方法，内酯的开环聚合反应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具有可生物降解和生物兼容性的脂肪

族聚酯的合成当中。本次报告中将描述利用含铝的路易斯酸碱对（N 杂环烯烃 NHO 和 Al(C6F5)3）来催化 6 元环（VL）

和 7 元环内酯（CL）的开环聚合。该体系的活性聚合的特征使得其可以催化聚合得到分子量由低到高的具有窄分子

量分布的线性聚合物。通过对活性中间体结构、聚合反应动力学以及聚合物结构的表征，对该体系的聚合机理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该体系活性聚合以及没有酯交换副反应的特性使其可以催化嵌段聚合生成完美的两嵌段和三嵌

段共聚物。 

关键词：聚合反应；路易斯酸碱对；聚合机理；动力学；嵌段共聚 

AO07 

Fe(III)-salan 配合物催化羰基硫与环氧烷烃交替共聚 

任伟民*，乐天俊，吕小兵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3 

近几年，羰基硫与环氧烷烃交替共聚制备降解性聚单硫代碳酸酯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所

涉及的催化剂几乎全部为基于铬配合物与季铵盐构成的双组分或双功能体系。发展多样化且环境友好的催化体系就

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分子内含有位阻型有机碱的 Fe(III)-salan 配合物（salan 配体是指 salen

配体上的 C=N 双键被 N,N’-二取代基的 C-N 饱和键取代），用于催化羰基硫与环氧烷烃的交替共聚反应。该单活性点

催化剂展现出良好的活性、聚合物选择性和底物适用性。生成的聚合物中硫代碳酸酯单元含量超过 99%，且没有发

现“氧-硫交换”反应。此外，应用该催化剂，首次合成了由环氧丙烷/羰基硫、环氧环己烷/羰基硫聚合物链段构成的嵌

段共聚物。而且，通过改变嵌段共聚物中不同链段的含量实现对其热力学性能的调控。  

关键词：羰基硫；聚单硫代碳酸酯；环氧烷烃；铁配合物；嵌段共聚物 

AO08 

二氧化碳在立构嵌段聚酯-聚碳酸酯共聚物合成与降解作用研究 

韩冰，丁慧宁，陈俊武，武宪民，刘宾元* 

河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天津 300130 

本文通过环氧化合物与酸酐、二氧化碳的顺序加料法制备了 cis-(exo,exo)，cis-(endo,endo)和 trans-(exo, endo)以及

既有 cis 结构也有 trans 结构的聚酯链段的聚酯-聚碳酸酯嵌段共聚物。研究发现嵌段共聚物中聚酯链段立体化学选择

性与聚合时酸酐与环氧化合物的摩尔比、酸酐的构型以及二氧化碳有关。此外，嵌段共聚物的立体构型可在有机碱

和环氧化合物存在时在一定温度下会优先发生聚碳酸酯链段的降解这为这类嵌段共聚物的选择性回收提供了可能。

在降解的同时还会发生聚酯链段的 cis 构型向 trans 构型的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在二氧化碳存在下会受到抑制。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立体化学；构型转变 

AO09 

受阻路易斯酸碱对催化的表面引发聚合方法 

张宁*，侯丽曼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中科院合成橡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自从溶液聚合方法被首次应用到聚合物刷的制备当中，人们陆续将各种经典、高效聚合方法引入到表界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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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制备了成分、功能多样化，层厚可控，以及图案化的各类聚合物刷。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受阻路易斯酸碱对（FLP）

催化的聚合方法，由于具有聚合速度快，反应条件温和，区域选择性高，单体适用范围广等特点，在催化极性共轭

烯烃和环内酯聚合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我们的工作中，首次将带有卡宾烯基团的分子接枝到表面形成表面

引发剂体系，经与路易斯酸协同作用催化单体聚合用于聚合物刷的制备。我们所开发的聚合方法适用于丙烯酸酯、

丙烯酰胺以及环状内酯等多种极性单体。不仅可以制备普通线性聚合物刷，还可通过与自由基聚合相结合的方式，

获得具有‘瓶刷’结构的聚合物刷。 

关键词：受阻路易斯酸碱对；表面引发聚合；聚合物刷 

AO10 

多组分模块化合成异质含糖聚合物及其特异性能研究 

陈高健*，薛璐璐，胡翔，郑雨晴，陈红 

苏州大学，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215021 

自然界中的糖链往往包含多种不同的糖，并且糖分子之间排列方式对其功能有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多组分模

块化反应提供合成异质含糖聚合物的便利方法，并研究含糖聚合物与凝集素和细菌的特异性相互作用。通过 Ugi 反

应和点击化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制备侧链含规整糖基元结构的模块化含糖聚合物。另外通过一锅法在水相环境下，

通过主客体作用和点击化学的方法制备了聚轮烷基含糖聚合物。我们将 PPG 长链、含糖单体以及改性环糊精在一锅

法条件下，同时进行巯基-双键、叠氮-炔基点击反应以及主客体套环作用，制备了三种不同的聚轮烷基含糖聚合物

（PPR-GM，PPR-M 和 PPR-G）。得到的含糖聚合物，分别通过 QCM-D 实验和细菌粘附实验，最终证明异质含糖聚

合物产生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糖和凝集素之间的特异性识别。 

关键词：含糖聚合物；多组分合成；一锅法；细菌 

AO11 

无催化的活化炔烃、甲醛和脂肪胺的多组分聚合反应 

胡蓉蓉*,1，唐本忠*,1,2 

1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1； 

2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多组分聚合因其具有高效性、便捷性和环境友好等优点，已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其中基于炔烃的多组分聚合

具有一系列优点，例如炔烃单体具有容易制备、无难闻气味和储存安全等优点，基于炔烃的多组分聚合具有制备共

轭聚合物的潜力。目前已报道的炔烃多组分聚合大多数利用了金属催化剂，所获得的聚合物存在痕量金属残留，很

大程度上局限了聚合物在光电以及生物领域的应用。在前期工作中，我们利用活化炔烃单体的高反应活性，成功开

发了一个乙酸催化的活化炔烃、芳香二胺和甲醛的多组分串联聚合，制备了序列可控的聚合产物。在本工作，我们

通过对聚合条件的优化，为避免脂肪胺单体被季胺化，不使用乙酸催化，成功将该多组分串联聚合的单体扩展到脂

肪胺类。我们通过活化炔烃、脂肪二胺和甲醛的无催化多组分聚合制备了结构明确、高分子量(重均分子量高达 56700 

g/mol)和高产率(高达 84%)的聚四氢嘧啶。 

关键词：活化炔烃；多组分聚合；无金属催化 

AO12 

可自修复的硫醚金属配位嵌段高分子 

张久洋*，李敏 

东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211189 

基于嵌段聚合物的高性能热塑性产品由于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在众多嵌段共聚物的研究中，含

杂化原子嵌段聚合物的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各类杂化原子中，硫原子不仅原料易得而且其官

能团具有独特的性质，例如硫基团与金属动态配位的能力，氧化还原状态多变性，化学稳定性等。因此通过设计与

制备含硫嵌段聚合物，可获得新一代多功能热塑性材料。通过可逆的加成 - 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方便地制备

硫醚基丙烯酸酯嵌段聚合物。我们的研究显示含硫嵌段高分子的力学性能可通过硫醚-金属动态配位而大幅增强；嵌

段结构的设计使得此类聚合物具备良好的热塑加工成型能力；此外，在动态可逆配位的作用下，此类含硫高分子材

料还具有优秀的自修复功能。本论文将主要探讨含硫嵌段高分子，并基于硫基团的独特性质设计新型热塑性材料。

我们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结构参数的含硫嵌段高分子，研究了这些含硫聚合物的结构-性能关系，探索了硫官能团

的引入对聚合物力学、流变加工、自修复功能的影响。联合硫官能团优异的性能和嵌段高分子结构特点，含硫嵌段

聚合物可作为新一代多功能热塑性材料。 

关键词：杂化高分子，自修复材料，嵌段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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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13 

PET-RAFT 技术用于先进高分子合成 

徐江涛*，Cyrille Boyer 

Centre for Advanced Macromolecular Design (CAMD) and Australian Centre for NanoMedicine,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SW Sydney, Sydney, NSW 2052, Australia 

PET-RAFT（光致电荷/能量转移-可逆加成裂解链转移）技术，是结合传统 RAFT 聚合和光氧化-还原催化反应，

借鉴光合作用而发展出一种可见光/红外光调控的活性自由基聚合技术。和其他活性自由基聚合相比，PET-RAFT 除

了具有能耗低、反应条件温和、时间和空间可控、聚合速度可控等通用和实用的特性之外，还具备独特的高抗氧性、

催化剂多样性和高化学选择性。高抗氧性让聚合体系无需去氧，能用于流动反应器；光催化剂的选择包括过渡金属

复合物、有机染料、叶绿素等卟啉类化合物等，可以实现各种波段的可见光和红外光调控的活性聚合；高化学选择

性能够简化特殊规整结构聚合物的制备，同时可以实现一些特殊的选择性的光活化反应，能够精准制备序列可控的

高分子。因此，PET-RAFT 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活性自由基聚合的工业化应用前景，能有力推动高分子材料的“绿

色”合成方向的发展，还能够提供一些崭新的有机和高分子合成新思路。 

关键词：光化学；光致电荷/能量转移；RAFT；高分子合成。 

AO14 

多重刺激响应性均聚物的合成及其溶液行为研究 

黄晓宇*，江雪，陆国林 

中国科学院有机功能分子合成与组装化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 200032 

智能高分子是一种能感知周围环境变化，而且针对环境的变化能采取相应变化的高分子聚合物。随着刺激响应

性聚合物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药物运输等领域大量应用，单一的刺激模式己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刺激响应性聚

合物材料的需求。基于成熟的小分子合成方法，我们通过高效简便的氮杂 Michael 加成反应，将多个具有不同刺激响

应(pH、氧气、二氧化碳、温度、电压和氧化还原)行为的基团引入到同一个单体中，并通过 RAFT 聚合直接合成得

到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刺激响应性均聚物以及共聚物(Scheme 1)，并系统考察了这些含有不同刺激响应的基团的均聚物

或共聚物在不同条件条件下溶液行为。 

关键词：多重刺激响应性 均聚物 Aza-Michael RAFT 

AO15 

Simplifying Molecular Complexity for the Synthesis of Polymer Materials 

Patrick Théato* 

University of Hamburg, Institute for Technical and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Bundesstrasse 45, D-20146 Hamburg, Germany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n the molecular level demands for highly advanced specialists possessing the skillset to 

synthesize such chemical structures. This clearly limits or slows down the advancement to new scientific areas. Hence, we 

have addressed this challenge over the years by developing simple synthetic routes, while maintaining a molecular 

complexity, thereby providing the synthetic tools to prepare highly functional polymer. 

关键词：post-polymerization modification；smart polymers；hydrogel 

AO16 

环形双缆嵌段共聚物的合成新策略 

谢美然*，陈杰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上海 200241 

本 文 利 用 串 联 式 易 位 聚 合 新 策 略 ， 成 功 制 备 出 一 类 新 型 结 构 的 环 形 双 缆 四 嵌 段 共 聚 物

c-PBNP-(b-PTNP)2-b-PBNP；作为对比，同时合成了相同组成的线性双缆三嵌段共聚物 l-PBNP-(b-PTNP)2。相同单

体数量构成的两种聚合物，线性聚合物的分子量（Mn = 32.0 kDa）大于环形聚合物的分子量（Mn = 25.6 kDa），这与

环形聚合物流体力学体积较小的事实相符合，且分子量分布指数（PDI = 1.6）较窄，表明环形聚合物的成功制备。

聚合物的核磁共振氢谱分析，测得 l-PBNP40-(b-PTNP20)2 的积分比 Hk:Hp+q+r:Ha = 0.7:0.9:1.0 (4.2:5.4:6) ，

c-PBNP20-(b-PTNP20)2-b-PBNP20 的 Hk:Hp+q+r:Ha = 0.68:0.9 :1.0 (4.08:5.7:6)，与理论上的 Hk:Hp+q+r:Ha = 160:200:240 

(4:5:6)接近，聚合反应可控性较好。结果表明，控制反应条件和加料顺序，不同结构的单体连续易位聚合，能“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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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制备新型环形双缆嵌段共聚物。 

关键词：串联式易位聚合；环形双缆嵌段共聚物；合成；表征 

AO17 

基于链内能量转移的机械力诱导发光聚合物 

陈于蓝*，袁伟 

天津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 135 号 300350 

1,2-二氧环丁烷是一种机械力响应性发光基元，通过聚合物链共价修饰，机械力便可传递至弱过氧键，诱导其高

选择性断裂，并发射蓝光，但这种光较微弱。利用能量转移的方法可将 1，2-二氧环丁烷的蓝光转移至荧光小分子的

发光，提高发光效率。但前期的工作主要利用溶液共混、滴膜、干燥的方法制备聚合物与受体小分子的混合薄膜，

存在的问题有（1）受体含量提高空间不大，到达一定浓度后，发生相分离和结晶，不能进一步提高能量转移效率；

（2）混合薄膜制备繁琐，在制备过程中，聚氨酯和 1,2-二氧环丁烷易分解。为了进一步提高机械力发光效率，简化

薄膜材料制备工艺，我们发展了几种易于聚合的受体小分子，将其通过共价键直接连到聚合物主链上。聚合后得到

的材料，直接通过压膜成型即可使用，且这种链内能量转移型高分子，其发光效率更高，且受体含量、发光颜色易

调节。通过系统研究，表明这种链内能量转移策略是提高机械力诱导发光灵敏度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高分子力化学；化学发光；1,2-二氧环丁烷；能量转移 

AO18 

自引发常规自由基聚合合成支化聚合物 

李佳婷，黄文艳，薛小强，杨宏军，蒋其民，蒋必彪* 

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州，213164 

支化聚合物被认为在聚合物催化剂、药物载体和粘合剂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以简易方法合成大量的支化

聚合物是其获得规模化应用的前提。本文以叔丁基过氧化氢、溴乙酰溴和甲基丙烯酸为原料，经常规有机反应合成

含过氧键和可进行常规自由基聚合甲基丙烯酸双键的过氧化物单体（peroxide monomer），以过氧化物单体为支化单

体和引发剂与单体组成自引发常规自由基聚合体系进行自引发常规自由基聚合合成支化聚合物。采用拉曼光谱、核

磁共振波谱和三检测体积排除色谱对过氧化物单体、聚合反应过程和聚合物进行分析证实：首先生成含有过氧化物

双键和过氧键的大分子单体和大分子引发剂，大分子单体和大分子引发剂随后参与聚合和分解引发聚合得到支化聚

合物。自引发常规自由基聚合反应可用相对简单的聚合反应体系组成，在本体聚合条件下合成得到分子量分布相对

较窄的高分子量支化聚合物（Mw.MALLS > 106 g/mol，2.5 ≤ PDI ≤ 6.8）。 

关键词：过氧化物单体；自由基聚合；支化聚合物 

AO19 

高载流子迁移率的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理性设计与可控合成 

慕斌，陈坚，李谦，李翛，陈科扬，谌东中*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23 

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融合盘状液晶的光电性能与聚合物的成膜加工性及柔韧性特点，是一类极具前景的有机聚

合物半导体材料。近几年我们课题组在朝向高载流子迁移率目标的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分子设计与可控制备方面

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首先采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聚合成功实现了结构明确、分子量可设计且窄分布的苯

并菲聚丙烯酸酯的合成，构建制备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可控合成平台。提出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分立短柱堆积

(DCS)模型合理解释始于聚合度 20 左右的显著分子量效应及对应的柱状相结构转变，特别是首次揭示和提出短间隔

基正耦合效应(PCE)理论，与侧链棒状液晶聚合物经典的柔性长间隔基去耦合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补充了缺失的理论

短板。尤其设计合成的短间隔基的丁氧基取代苯并菲聚丙烯酸酯液晶聚合物，经飞行时间谱(TOF)测试，表现出比已

报道文献值高一到二个数量级的载流子迁移率，将加速推进这类液晶聚合物半导体材料在先进有机聚合物光电子器

件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正耦合效应；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可控合成；载流子迁移率 

AO20 

两相协同凝胶材料的构筑与性能研究 

赵紫光，高海南，刘明杰* 

化学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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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许多动植物有着微纳二元结构体系。如海参软组织中存在着高强度胶原纤维，在外界刺激下，胶原

纤维可以与软组织进行有效复合，提高强度，从而抵御外界风险。从海参这种力学响应性出发，我们将具有相变特

性的油溶性网络引入到水凝胶中，制备了一种智能响应性油水凝胶。我们的体系中，利用油凝胶的力学强度及异质

界面张力，可极大的增强油水凝胶的力学性能。同时，水凝胶固有弹性和油凝胶相变特性分别作为体系的固定相和

可逆相，为材料带来了热响应机械性能并使原本不具有“记忆特性”的凝胶组分产生形状记忆特性。基于凝胶材料高形

变的特点，该凝胶材料的可完全回复记忆形变达 2600%。同时，高纬度地区的动物具有很强的耐寒性，主要源于其

肌肉组织中高密度的脂肪含量。受生物体抗冻机理启发，我们将油凝胶和水凝胶通过互穿网络的形式结合起来，成

功制备出一种具有宽温度适应性（-78 到 80°C）的油水凝胶体系，有效扩展了凝胶材料的使用范围。 

关键词：水凝胶；复合凝胶；微相分离；超分子凝胶；生物启发聚合物 

AO21 

多响应聚酰胺硫醚的合成及温敏性能研究 

张洪灿，吴文涛，赵潇祺，赵优良*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多组分拓扑聚合物具有组分可调和功能集成等特点，在纳米和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模块

化合成、后聚合修饰和多组分聚合已成为多组分聚合物的重要合成策略，通过合理的大分子设计能获得多重响应材

料。合成双重相变型聚合物并探索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研究旨在探索硫代内酯化

学在多组分和多响应聚合物合成方面的应用。采用 N-硫代内酯丙烯酰胺、乙醇胺和二乙氨基乙胺进行一锅化伯胺-

硫醇-烯加成聚合，有效合成了具有温度、酸碱度、二氧化碳和氧化响应的聚酰胺硫醚。通过改变化学组成和溶剂种

类（H2O 和 D2O）、施加外界刺激（pH、CO2、氧化）和进行溶液共混，成功实现了对于聚合物溶液单一和双重相

变行为的调控。本研究发展了多组分酰胺硫醚化拓扑聚合物的合成方法，为深入探索多响应聚合物在材料领域的应

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聚酰胺硫醚；多重刺激响应；二氧化碳响应；温敏性能；溶液共混 

AO22 

含金属两亲性高分子及其光热效应研究 

夏海平*，何协华，路正宇，秦卫祥，何旭敏，陈江溪 

厦门大学化学系，厦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厦门 361005 

具有特殊性能的含金属高分子因其良好的应用前景而被广泛关注与研究。最近，我们通过点击反应，以共价键

形式将水溶性聚乙二醇键连到具有光热效应的球状疏水性金属杂芳香化合物上，得到一类含金属的“蝌蚪状”两亲性大

分子。该“蝌蚪状”高分子在水中自组装为直径约 145 nm 的胶束，并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生物相容性，以及优异的

光热性能。该工作提供了首例含金属高分子光热材料。 

此后我们对该工作进行了拓展，设计合成了具有光热性能的双末端炔基金属杂芳香功能单体，再经与末端双叠

氮化的聚乙二醇发生点击聚合反应，制备了一类含金属的“糖葫芦状”光热高分子材料。进而研究其结构和性能关系，

并开发其在太阳能利用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用途。 

关键词：金属杂芳香体；两亲性高分子；含金属高分子；光热效应 

AO23 

RAFT 分散聚合合成的嵌段高分子片层的温敏性形貌转化 

安泽胜*，周佳敏，吕晓庆，陆群赞，申亮亮，王晓，朱安琪  

上海大学，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200444 

RAFT 调控的分散聚合是一种广泛认可的合成嵌段高分子纳米颗粒的方法，集聚合与嵌段高分子的原位组装于一

体，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的机理获得各种形貌。与传统的嵌段高分子自组装相比，它的明显优势在于合成效率高、

形貌可控性好、可量化生产。通常情况下，纳米颗粒的形貌调控是通过改变高分子的嵌段比与固体含量来实现。近

期的研究表明，嵌段的不相容性、高分子构形、嵌段与均聚高分子的聚合诱导协同组装、成核嵌段的亲溶剂性等皆

可用于调控形貌。我们最近以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PDMA）为大分子链转移剂，对双丙酮丙烯酰胺（DAAM）

的水分散聚合进行了研究。通过调控聚合体系的浓度及成核嵌段的聚合度，我们发现 PDMA30-b-PDAAMx 嵌段高分

子在很宽的区间内形成片层结构。聚合后的形貌研究表明，当 PDAAM 的聚合度较低时，片层会向蠕虫、球形颗粒

低级别形貌转化，该形貌转化过程与温度相关，降低温度会促进形貌转化。 

关键词：RAFT；分散聚合；聚合诱导自组装；嵌段高分子；高分子纳米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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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4 

基于活性阴离子聚合方法的链中功能化聚合物序列可控合成 

马红卫* 

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大连，116024 

序列可控聚合物的合成被视为高分子化学领域的一座“圣杯”，同时单体单元的序列对链中功能化聚合物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基于活性阴离子聚合方法对 1,1-二苯基乙烯（DPE）衍生物进行结构设计，引入一系列可高效偶联的功能

性取代基，实现了 DPE 衍生物活性与功能性的同步调控，进一步在 DPE 衍生物设计基础上进行活性阴离子共聚合研

究，建立了聚合物序列结构确定方法。并基于苯乙烯/DPE 衍生物共聚物的序列研究，初步揭示了竞聚率对序列影响

规律，建立了活性阴离子聚合体系序列调控方法。并基于序列明确链中功能化聚合物结合高效偶联反应进行功能基

团转化，建立了精准、高效、便利的序列可控功能化及拓扑化合成方法。初步实现了链中功能化聚合物在序列尺度

的可控合成、阐释了链中功能化聚合物序列分布对聚合物基础性能影响。通过对链中功能化聚合物序列调控方法的

建立，充分挖掘活性阴离子聚合精准控制的方法学优势，以期拓展活性阴离子聚合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活性阴离子聚合；序列可控合成；链中功能化 

AO25 

高效制备二维聚合物的新方法 

张娜 1，白玮 2*，白如科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N 37996, United States. 

近年来，二维（2D）聚合物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因缺乏高效的制备方法，极大地限制了二维聚合物

的发展。为此，我们开展了二维聚合物制备方法的探索研究，发展了溶液“二维自组装聚合”制备单层二维共轭聚合物

和“溶液自剥层”制备薄层共价有机框架（COFs）的新方法。与在固、液表面制备二维聚合物不同，“二维自组装聚合”

具有便捷和高效的优点。首先，我们设计合成了含有蒽、二炔和羧基的两亲性线形共轭聚合物，在水溶液中进行“由

一维到二维”自组装，形成了 2D 超分子聚合物，通过二炔光聚合反应，借助层间静电排斥作用，获得了单层二维共

轭聚合物。其次，我们在硼酸酯类 COFs 中引入季铵离子基团，使得 COFs 具有“溶液自剥层”特性，制备了厚度约为

3 纳米硼酸酯类 CONs。利用传统方法获得的 COFs 具有多层堆积结构，难溶的特性限制了此类材料的加工和应用。“溶

液自剥层”解决了这一难题，为这类材料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关键词：二维聚合物；二维自组装聚合；自剥层；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AO26 

无机碱诱导的无配体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薛志刚*，王计嵘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武汉 430074 

本文研究了多种类型的无机碱与卤代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金属离子与卤代烃之间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自

由基产生方式，并用于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甲基丙烯酸正丁酯（BMA）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结

果表明，在无任何有机配体存在下，此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对单体进行聚合，获得具有特定分子量和窄分子量分布的

聚合物，同时可以通过改变碱的种类和强度来调节聚合反应活性和速率。这表明无机碱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中和反

应过程中产生的卤化氢，促进聚合体系中自由基的生成，提高反应速率；同时降低卤代烃的氧化还原电势，促进碳

卤键的断裂，从而有利于金属催化剂与卤代烃之间相互作用实现可控聚合。 

关键词：无机碱；无配体；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AO27 

基于模板单体的高分子链微结构控制 

何军坡*，俞云海，曲程科 

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邮编：200433 

如何在多尺度上对高分子结构进行精确控制，一直是高分子合成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介绍本

实验室发展的模板单体的活性聚合策略。通过该方法，可以制备分子量可控的窄分布的头-头链接聚合物、严格交替

共聚物、饱和或共轭聚合物等。本合成工作所用模板单体为双取代或三取代丁二烯，可通过不同的路线合成，引入

相同或不同的取代基。这些单体可进行活性阴离子聚合、活性自由基聚合或活性阳离子聚合，生成几乎 100%的 1,4-

加成产物。将部分聚合产物进行加氢或脱氢，分别生成饱和聚合物或共轭聚合物。前者等同于烯类单体的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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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为取代聚乙炔。因此，本研究通过单体设计，实现了高分子的分子量和微结构同时可控的目的。报告中将讨论

单体的合成、可聚合能力、加氢和脱氢的难易程度、以及产物的表征等。 

关键词：活性聚合；链结构；模板单体；交替共聚物；取代聚乙炔 

AO28 

原位开环-缩合聚合方法：一种级联聚合方法的原理及应用 

屠迎锋*，朱祥，张敏志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本报告介绍原位开环-缩合聚合方法（in situ Polycondensation-coupling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PROP），一种

将逐步聚合和链式（连锁）聚合原位级联的聚合方法的原理和应用。通过采用功能性二醇作为引发剂，以基于二酸

和二醇单体的环状寡聚酯为单体，熔融条件下进行原位开环-缩合聚合，合成聚酯及其共聚物。其反应机理包含 2 步：

1）二醇对环状寡聚酯单体进行开环聚合，得到末端为羟基的聚酯；2）聚酯发生原位缩合聚合，得到高分子量聚酯。

上述机理通过反应动力学研究得到证明。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反应快速，分子量高、可控，反应产物无需后处理

等优点。可合成一些难以用传统缩合聚合方法合成的聚酯、共聚酯和多嵌段共聚物样品。如将功能性基团引入二醇

或环状寡聚酯中，可合成相应的功能性聚酯或共聚酯。采用末端为双羟基的聚醚二醇时，可合成相应的聚醚酯多嵌

段共聚物。 

关键词：原位开环-缩合聚合；聚酯；级联聚合；多嵌段共聚物；环状寡聚酯 

AO29 

近红外圆偏振光诱导不对称光聚合反应合成手性聚合物 

邹纲*，杨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包河区金寨路 96 号，230026 

圆偏振光（CPL）被认为是有机化合物手性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 CPL 辐照诱导不对称光化学反应合成手

性有机小分子和聚合物的报道有很多，大多数采用的紫外圆偏振光，但自然界中探测到的圆偏振光大多属于红外波

段。因此能否利用红外圆偏振光辐照诱导不对称光化学反应实现手性小分子和聚合物的可控合成就成为极富挑战性

的工作。我们合成了稀土掺杂的 NaYF4 纳米盘状晶体，研究发现用 980nm 近红外圆偏振光（CPL-NIR）辐照，单分

散的 NaYF4 粒子发射的上转换荧光也具有圆偏振特性，手性信息可以在上转换过程中实现传递。我们以 NaYF4纳米

粒子为天线，从非手性或外消旋单体出发，通过 980nm CPL-NIR 辐照诱导不对称拓扑聚合和巯基-烯/炔点击聚合反

应，成功地实现了螺旋聚二乙炔、不同拓扑结构手性聚合物的可控合成。这将进一步拓展圆偏振光在不对称光化学

反应中的应用，同时能增进人们对于生命物质单一手性的起源的理解。 

关键词：近红外圆偏振光；手性传递；上转换纳米粒子；不对称拓扑聚合；不对称点击聚合 

AO30 

沉淀-手性诱导构建光学活性聚炔粒子及杂化材料 

邓建平*，黄骅隽 

北京化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近年来，手性高分子逐渐受到重视，日益丰富的手性功能材料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应用价值。光学活性聚炔粒子

作为一类独特的手性材料，其研究及应用价值正在日益凸显。然而，迄今为止，制备这类手性材料往往仍需使用种

类有限且成本昂贵的手性取代炔单体。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提出并建立了“不对称沉淀聚合”与“螺旋选择性共

沉淀”两种手性诱导新策略，分别以非手性取代炔单体及其聚合物为原料，成功制得了光学活性聚炔粒子及光学活性

聚炔粒子/氧化石墨烯杂化材料。所得聚炔粒子形貌规整，而在所制备的杂化材料中，规整球形粒子则均匀分布在氧

化石墨烯表面。CD 测试表明，所得粒子及杂化材料均具有光学活性，即构成粒子及杂化材料的聚炔具有单手过量的

螺旋结构。 

关键词：不对称聚合；沉淀聚合；光学活性；螺旋聚合物粒子；手性诱导 

AO31 

具有大体积功能侧基多糖类衍生物的合成与手性分离性能研究 

沈军 1*，李庚 1，吴伟萍 1，毕婉莹 1，岡本佳男 1,2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研究中心，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150001, 2Nagoya 

University（名古屋大学）,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Nagoya 464-8603,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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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类衍生物具有优异的手性识别与分离性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高分子类手性分离材料。对位取代多糖类衍

生物的手性分离性能明显优于邻位或间位取代衍生物。然而，传统的多糖类衍生物通常引入的取代基较小，而对于

引入大体积功能侧基多糖类衍生物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大体积侧基所引起衍生物结构与性能的变化也尚未见报道。

为突破传统多糖类衍生物引入小体积取代基类型的局限，并开发新型兼具高效手性分离性能和其它功能性特征（液

晶性）的多糖类衍生物，我们于近期成功合成了一类具有对位取代大体积三联苯功能侧基的纤维素和直链淀粉苯基

氨基甲酸酯类衍生物，并对其合成方法、手性分离性能及液晶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类多糖衍生物具有优秀

的手性分离性能和液晶性能，所引入大体积三联苯侧基及其对位取代烷氧基链段长度对其分离性能和液晶性能具有

较大影响。 

关键词：手性分离；手性识别；多糖；手性固定相；大体积功能侧基 

AO32 

重氮偶合反应在大分子偶联中的应用 

和亚宁*，王济磊，吴兵，李上 

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所，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利用高活性反应实现大分子高效偶联是制备具有复杂链结构聚合物的重要手段，是近年来高分子合成领域研究

热点之一。重氮偶合反应具有高产率、高选择性以及反应条件简单等特性，最近我们利用重氮偶合反应实现了聚合

物大分子的高效偶联。我们可以通过活性聚合以及大分子端基改性等方法得到大分子重氮盐，另外可通过各种活性

自由基聚合或聚合物改性等方法制备出系列带有可偶合组份的聚合物，最后利用大分子间的重氮偶合反应得到各种

复杂链结构的聚合物。重氮偶合反应形成的偶氮苯连接基团还同时带来了新颖的刺激响应性行为，为得到的聚合物

材料提供了特殊的功能性。 

关键词：重氮偶合；大分子偶联；刺激响应性 

AO33 

用于乙烯/丙烯共聚单茂钛配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催化性能研究 

张志乾，张树*，妙秋平，曲俊腾，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在制备乙丙橡胶的催化剂中，茂金属催化剂因催化活性高、热稳定性好、乙丙共聚物的结构可控等优点成为近

年来研究热点，其中含单齿阴离子配体的非桥联性单茂钛配合物在催化乙烯与丙烯共聚时具有高催化活性。本文设

计合成了含不同单齿氮负离子配体的单茂钛配合物，对配合物结构进行了详细表征。在助催化剂作用下，这些配合

物能够催化乙烯/丙烯共聚制备乙烯/丙烯共聚物。研究了配体的化学结构对配合物结构、配合物催化乙烯/丙烯共聚反

应的催化性能以及所得共聚物序列结构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了聚合反应条件对催化活性和共聚产物微观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配合物中配体的给电子能力越强，催化活性越高，共聚物中丙烯含量越高。催化剂的催化活性还受

助催化剂用量、聚合反应温度的影响，适当提高助催化剂用量和聚合反应温度有利于提高催化活性。提高丙烯/乙烯

投料比和降低聚合反应温度有利于提高共聚物中丙烯含量。 

关键词：乙烯/丙烯共聚；单茂钛配合物；氮负离子配体 

AO34 

高效、可控的聚丙烯功能化 

潘莉*，王晓艳，张德广，杨飞，李悦生* 

天津大学，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53 楼 302 300350 

等规聚丙烯(iPP)具有高的力学强度、优良的耐热性、耐化学腐蚀性和电绝缘性，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占

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碳氢元素构成的 iPP 是非极性的，表面能低，导致其亲水性、可印染性、着色性、

抗静电性差，难以与极性材料或无机材料共混或杂化，限制了应用范围。 本文介绍了利用“反应性聚丙烯中间体”（方

法对非极性的 iPP 进行高效、可控的功能化方法，利用过渡金属催化剂首先合成反应性全同聚丙烯中间体，向 iPP 中

分别可控地引入具有高反应活性的卤素、苯乙烯、蒽等官能团，并进而利用官能团的点击化学反应和 D-A 加成反应

等高效的化学反应等多种极性基团或分子链段引入到非极性的 iPP 分子链上，实现高效、可控的 iPP 功能化。 

关键词：全同聚丙烯；共聚合反应；点击化学；D-A 加成；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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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5 

稀土金属配合物催化乙烯和苯乙烯共聚合的研究 

刘波，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在聚乙烯中引入芳香基团，可显著改善聚乙烯的粘弹行为、机械性能及与多种材料的相容性，并且提高对填料

的耐受性。通过乙烯和苯乙烯共聚合是制备该类材料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研究较为广泛的茂金属配合物催化乙烯

和苯乙烯共聚时，活性中心不单一，通常得到共聚物与聚乙烯、聚苯乙烯的混合物。此外，聚合过程中，苯乙烯难

以连续插入。即使本体聚合，所得共聚物中苯乙烯的插入率也难以超过 50 mol%，导致苯乙烯单体的利用率很低。上

述不足阻碍了制备乙烯/苯乙烯共聚物的产业化进程。近期我们发现，采用稀土金属钪金属配合物与[Ph3C][B(C6F5)4]

组成的催化体系，即使在较低的苯乙烯浓度(0.46 mol/L)下，也可高活性催化乙烯和苯乙烯共聚合，苯乙烯的转化率

高达 92%，且共聚合具有活性聚合的特征，得到以交替序列为主的共聚物。向体系中加入烷基铝时，随着烷基铝用

量的增加，所得聚合物的分子量呈指数下降。 

关键词：乙烯；苯乙烯；配位聚合；序列可调；稀土金属配合物 

AO36 

TiCl4/MgCl2 型 Ziegler-Natta 催化剂催化异戊二烯-丁二烯反式-1,4 

立体定向共聚-共聚合动力学和机理 

牛庆涛 1，刘翔宇 1，李伟天 1，彭伟 1，王日国 2，贺爱华 1 

1. 山东省烯烃催化与聚合重点实验室，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山东，266042, 2. 山东华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滨州，256500  

本文研究了非均相的 TiCl4/MgCl2 Ziegler-Natta 催化剂催化异戊二烯-丁二烯的反式-1,4 立体定向共聚的聚合机

理。异戊二烯-丁二烯共聚动力学结果表明：Al/Ti 比和聚合时间显著影响共聚合催化剂效率、聚合物中反式-1,4/顺式

-1,4 结构比及丁二烯单元含量；在聚合最初期，共聚物微观结构含有相当高比例的顺式-1,4 结构，随着聚合时间的增

加，共聚合物中反式-1,4 结构含量逐渐增加，并最终为高反式-1,4 结构。对共聚物进行等温结晶分级及级份的表征发

现：共聚物中三种级分具有不同的反式-1,4 结构含量和丁二烯单体单元含，推测这三种主要级份主要是由三种具有不

同结构和空间位阻的活性中心聚合形成的。因此了负载型 Ziegler-Natta 催化剂催化共轭二烯烃定向共聚合的聚合机理

模型。 

AO37 

基于 CO2响应聚合物微球稳定的液体弹珠 

罗新杰，冯玉军*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作为一种分散于空气中的“固包液”新体系，液体弹珠近年广受关注；CO2 作为一种环境友好的刺激因子，在诱

导软物质材料的智能开关上备受青睐，但其对液体弹珠的刺激响应行为尚未见报道。采用种子乳液聚合制备了 CO2

响应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二乙氨基乙酯（PS-PDEA）微球，用此微球粒子单独包覆液体试剂制备了单一结构的液

体弹珠，然后用此微球粒子与非 CO2 响应的粒子共同包覆反应试剂制备了复合液体弹珠，最后开展了相应的 CO2

响应行为以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单一结构的液体弹珠，在 CO2 刺激下，PS-PDEA 粒子由疏水变亲水而分散

于包覆试剂中，导致其发生破裂并随即释放其内部包覆液体，使其在 CO2 气体感应以及控制释放领域有潜在应用；

对于 PS-PDEA 包覆部分互相接触的两个或多个复合液体弹珠，PS-PDEA 粒子在 CO2 刺激下分散于包覆试剂中，将

使得液体弹珠间的液体桥能自发建立，从而实现其合并以及微反应的触发。 

关键词：液体弹珠；CO2 响应；微球；控制释放；微反应 

AO38 

可溶胀聚离子液体：碳酸乙烯酯转化的类均相催化剂 

高国华*，张永亚，秦丽，张翼凤，陈必华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聚离子液体 [Poly (ionic liquid)s] 指在由离子液体单体聚合而成，在重复单元上具有阴、阳离子电解质基团的离

子型聚合物。因聚离子液体兼具离子液体和聚合物的优良性能，近年来在催化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但聚离子液体

作为催化剂时，由于其催化活性中心不能与反应底物充分接触，催化性能往往低于均相催化剂。为了让催化剂的活

性中心更充分暴露地于底物，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可溶胀的聚离子液体催化剂，并通过改变交联剂浓度与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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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种类，得到了一系列在碳酸乙烯酯中具有溶胀性的多相催化剂。在催化碳酸乙烯酯与苯胺一步合成噁唑烷酮的反

应中，这种催化剂能够和相应的均相催化剂保持同等的催化活性，而且催化剂易于分离，大大拓宽了聚离子液体催

化剂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溶胀性；催化；类均相 

AO39 

稀土催化双官能化极性苯乙烯高间规选择性聚合 

刘东涛，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邮编 130022 

聚合物的功能化一直是学术界和工业界都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在大分子链上引入极性功能基团，可以提高聚合

物的亲水性，与其它聚合物的相容性，实现材料的高性能化。高间规聚苯乙烯是一种极具应用前景的新型工程塑料，

具有熔点高、结晶速度快、介电常数低、耐热和耐溶剂性能好等优点，但由于其脆性大，尤其是聚合物链上缺少极

性基团大大限制了其工业应用。目前，制备高间规聚苯乙烯广泛使用的是前过渡金属催化剂，由于其亲氧性强，在

催化含有极性基团的苯乙烯聚合时单体上的极性基团极易与催化剂中心金属配位从而导致催化剂中毒失活。本文通

过催化剂的设计，利用限制几何构型的稀土催化剂实现了含有两个极性甲氧基的苯乙烯高活性、高间规选择性均聚

合，所得聚合物的间规选择性 rrrr > 99%，分子量为 9.4 万，分子量分布较窄，为 1.10~1.60。同时该催化体系还可以

实现双甲氧基苯乙烯与苯乙烯的高间规选择性共聚合，共聚物中极性苯乙烯的插入率可以通过改变两种单体的投料

比进行调节。 

关键词：稀土催化剂；双甲氧基苯乙烯；间规选择性；共聚合 

AO40 

功能化间规聚苯乙烯的合成及特色应用 

郭方*，姜磊，史正海，李杨，侯召民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12 

直接聚合含功能性基团的苯乙烯是获得功能化间规聚苯乙烯可控且便利的方法，但是由于催化剂对功能性基团

容忍性及聚合定向性差等因素，制约了功能化间规聚苯乙烯的合成和应用。我们采用单茂双烷基钪配合物实现了氨

基、卤素及硅氢取代苯乙烯的间规聚合，高效获得了功能化间规聚苯乙烯，间规度高达 99%。氨基功能化间规聚苯

乙烯可作为载体有效稳定钯纳米金属获得高分子负载纳米金属催化剂，间规结构及氨基基团使得该催化剂在甲醇和

酮烷基化反应中展现了其他催化剂不具备的高温稳定性、高活性及高选择性。硅氢功能化间规聚苯乙烯与苝酰亚胺

小分子反应，首次获得了具有液晶性、荧光性和电子传输性能的间规聚苯乙烯材料。该研究将功能性基团引入间规

聚苯乙烯显著改善了间规聚苯乙烯表面性能、粘接性、抗静电性以及与极性材料的相容性，还赋予间规聚苯乙烯催

化、光电及离子交换等新的功能，拓展了聚烯烃应用领域。 

关键词：钪；间规聚苯乙烯；功能化；纳米催化材料 

AO41 

有机小分子催化的可控交替共聚 

赵俊鹏*，胡双燕，张鸿鑫，李恒，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0 

交替共聚是高分子化学中极具特殊性、重要性、挑战性和科学魅力的研究课题。其中，环氧与非自聚型化合物

的交替共聚由于单体来源广泛、结构丰富且多为可再生资源，以及共聚产物的可降解等优良性质，而于近二十年在

高分子、（金属有机）催化、材料科学与应用领域中备受瞩目。目前，发展有机（小分子）催化聚合已成大势所趋，

而环氧基交替共聚则是该领域中尚待开辟的一片新天地。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在该项研究中所获得的最新结果，主要

包括环氧与环酚酯和环状酸酐的有机催化开环交替共聚。实验证明，有机碱类催化剂不仅可以较为高效、选择性地

实现交替共聚，且通过其特殊催化/活化机制的合理运用和反应条件的优化搭配，我们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平均）分

子量、链结构、拓扑结构、（端基/侧基）官能团精确可控的交替共聚物；并且由于产物结构明确，该类交替共聚很容

易与其它类型的聚合反应结合乃至“串联”，为发展新型高分子结构和性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关键词：有机小分子催化；高分子可控合成；环氧化合物；开环交替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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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42 

具有精确结构聚乙烯均（共）聚物的设计与合成 

张和凤 

汕头大学 

AO43 

POSS 接枝聚苯并咪唑共聚物制备与研究 

朱庆增*，贝逸翎，赵冰洁，张煜函，朱洪霞，崔金花，屠志强，赵文静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特种功能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99 

聚苯并咪唑（PBI）溶解性差，不易加工，限制了其应用。本文以 3-碘丙基七苯基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POSS）

为原料，通过 N-取代反应，制备了一系列不同 POSS 含量的接枝聚 PBI 共聚物（PPBI），通过在 PBI 主链中引入 POSS

侧基，增大分子间距离，降低分子间作用力，提高 PBI 的溶解性。采用红外光谱（FT-IR）、元素分析、X 射线粉末

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热重分析（TGA）和万能拉力机对制备的 PPBI 进行了表征。PPBI 系列聚

合物溶解性好于 PBI 聚合物；PPBI 系列聚合物的特性黏度比相应的 PBI 小，且随接枝 POSS 的含量增多，PPBI 特性

黏度越小；XRD 和 SEM 结果表明接枝 POSS 在 PPBI 聚合物中分散性良好，无明显 POSS 聚集区，通过溶液法制得

的 POSS 与 PBI 物理共混物存在明显的两相分离，在 PBI 树脂中出现了大量结晶；热稳定性测试表明，PPBI 聚合物

的热稳定好，其拉伸强度和杨氏模量高于 PBI。 

关键词：聚苯并咪唑；POSS；接枝共聚物；溶解性 

AO44 

单中心催化剂合成丙烯共聚物 

黄启谷 1 *,王静 1,李红明 1,2,王帆 1,何磊 1,南枫 1,石向辉 1,王科峰 2,义建军 2，杨万泰 1 

1.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100029;  

2.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聚烯烃研究室, 北京 102206 

2015 年以来由于 PP 新增产能较多，聚丙烯产能过剩约 548 万吨/年。单体丙烯产能也从 2014 年的 2,528 万吨/

年增至 2015 年的 3,970 万吨/年，丙烯当量自给率已超过 100%。但是，2015 年度国内高端聚烯烃自给率约 38%(但其

催化剂主要依赖进口），进口外费 143.3 亿美元（不含进口催化剂的费用）。聚烯烃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几十年一直以国家重大需求、国民生活必需为指导，以烯烃配位聚合催化剂及烯烃可控聚合方法学创新研究为

基础，结合聚合物“分子剪裁” 和聚合工艺，设计、合成新（高）性能低成本聚烯烃高分子材料，已拥有发明专利 70

余项：(1) 提出了非对称性给电子体概念，研发了高熔融指数高等规 iPP；(2) 研发了高效载体型 Z-N 催化剂及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3) 研发了高氢调载体型 Z-N 催化剂及高性能聚乙烯管材专用树脂；(4) 提出了内给电子体的新合成

方法与合成途径，研发了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高效丙烯聚合催化剂及高纯高等规聚丙烯；(5) 研发了高性能

烯烃共聚物弹性体及单中心金属有机催化剂；(6) 研发了双亲性共聚烯烃及其催化剂；(7) 研发了烷氧基镁载体及其

制备方法；(8) 提出了多壳多组份聚烯烃粒子概念，研发了高熔体强度聚丙烯及其催化剂与制备工艺。本文采用单中

心催化剂，以丙烯为主要单体与乙烯以及高级烯烃共聚合，合成新型丙烯共聚物，材料力学性能优异，共聚单体摩

尔插入率较高、可控[1]。采用不同的极性单体进行乙/丙/极性单体三元共聚合反应，研究了不同的极性单体对催化三

元共聚合的影响。热塑性弹性体(TPE)也称为热塑性橡胶, 既具有橡胶的特性, 又具有热塑性塑料的性能。塑料段凭

借链段间的作用力形成物理交联点, 这种物理交联随温度的变化是可逆的, 因而显示了热塑性弹性体的塑料加工特

性。由于 TPE 具有橡胶和塑料的双重性能, 用于胶鞋、粘合剂、汽车零部件、电线电缆、胶管、涂料、挤出制品等。

涉及到汽车、电气、电子、建筑及工艺与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聚烯烃类弹性体（TPOs）主要包括乙烯-α-烯烃共聚

物, 聚丙烯基聚合物和烯烃嵌段共聚物材料。我们采用单中心催化剂，以丙烯为主要单体与高级烯烃共聚合[2]，合

成新型丙烯共聚物弹性体，材料模量高、回弹性优异，共聚单体摩尔插入率可在 0.3 - 45% 范围内可控。 

关键词：单中心催化剂；丙烯共聚物；结构与性能 

AO45 

含半不稳定边臂配体的过渡金属（钛，铬和钴）催化剂催化（双）烯烃聚合的研究 

龚狄荣* 

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 PNN 和 X=PNN (X = O 和 S)配体及其铬、钛和钴配合物。在助催化剂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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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在该系列配合物，催化乙烯、1,3-丁二烯和异戊二烯的聚合行为。研究结构表明，PNN 钛催化剂对丁二烯具有

较高的 1，2 选择性，PNN 钴催化剂对 1,3-丁二烯的顺-1,4 具有优异的选择性，而 PNN 铬催化剂对乙烯具有中等的

活性。X=PNN (X = O 和 S) 钴催化剂对异戊二烯具有较好的顺-1,4 选择性，并具有活性聚合的特点。 

关键词：PNN；X=PNN 配体； 异戊二烯；1，3-丁二烯；顺式含量 

AP001 

Synthesis of duel sensitive supermacroporous cryogels of poly (Nipam-Amps) through 

various cryogenic condit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silver and gold nanocomposites for 

catalytic applications 

Abdul Haleem, Peng-Yun Li, Hui-Juan Li, Wei-Dong He* 

CAS Key Laboratory of Soft Matter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该工作的目的是研究金和银复合冻胶的催化活性，因为没有人研究过新型金和银复合冻胶催化活性这个领域。

在这个研究工作中，我们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在不同冷冻条件下(-12 oC, -18 oC 和-24 oC)合成了双重响应性凝胶。金

和银纳米粒子分别通过原位还原和加热的方法负载在冻胶之中。结果:复合冻胶在不同温度 (20 oC 和-50 oC) 和不同

pH (4, 6, 8 和 10) 的催化活性通过还原 4-硝基苯酚为 4-氨基苯酚来确认，反应程度通过紫外-可见光谱来进行监测。

反应活化能、焓变和熵变通过 Arrhenius 和 Erying 方程计算出的反应速率常数来确认。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第一次

把金和银复合冻胶用来催化反应，从催化反应结果来分析，它的催化活性优于其它纳米粒子。我们也在不同温度和

pH 值条件下研究了纯凝胶的溶胀动力学。通过傅立叶-红外测试分析了纯凝胶中的官能团。通过 X 射线衍射研究了

纯冻胶和复合冻胶的无定形性和结晶性。通过热重、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我们研究了冻胶的热力学、

表面形貌，表征了纳米粒子在冻胶网络中的分布。结论：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确认催化剂的合成方法简易方

便，金纳米粒子的催化活性比银、钴、镍和铜的催化活性高很多。 

关键词：复合冻胶；原位还原；催化活性 

AP002 

Synthesis of melt Processable poly(benzoxazole imide) copolymers by polycondensation 

method 

Lala Rukh Sidra, Liu yang, Guofei Chen, Nafeesa Mushtaq, Xingzhong Fang* 

Key Laboratory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aterials of Zhejiang Province, Ningbo Institute of Materials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ingbo, Zhejiang, 315201, China. 

A series of novel homo and co-polyimides PI(a-d) based on hydroquinone diphthalic anhydride 

isomers (3,3′-HQDPA and 4,4′-HQDPA) were synthesized with asymmetric benzoxazole 

diamine  (p-BOA), to achieve high Tg concurrently with melt processability. Molecular weight of 

copolyimides was controlled by using phthalic anhydride. 

关键词：Polyimide, polybenzoxazole, processability, Melt processable 

AP003 

Magnetically Driven Floating Porous Fluoropolymer Foams 

 by HIPE Co-stabilized by Cationic Fluorosurfactant and HA-Fe3O4 Nanoparticles 

Umair Azhar, Xiaozheng Wan, Chenxi Huyan, Bing Geng*, Shuxiang Zhang*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luorine Chemistry and Chemical Materials,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In this study, High internal phase emulsion (HIPE) was co-stabilized by cationic fluorosurfactant 

Poly(2-dimethylamino)ethyl methacrylate-b-Poly(hexafluorobutyl acrylate) (PDMAEMA-b-PHFBA) and humic acid 

modified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to prepare novel magnetic fluoropolymer foam Hexafluorobutyl acrylate-Divinylbenzene 

(HFBA-DVB), which can efficiently separate oil from water as well as ability to adsorb organic dyes from water. 

关键词：co-stabilization; nanoparticles; PolyHIPE foams; oil adsorption; cationic fluorosurfa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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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04 

甲基丙烯酰胺型光学活性聚合物的制备 

及其性能的研究 

白建伟*，张玉男，尹红研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哈尔滨 150001 

本文合成了具有光学活性的甲基丙烯酰胺类单体 RR-PEBM、RS-PEBM 和 R-PMBM，利用自由基聚合的方法获

得了它们相应的聚合物 P(RR-PEBM)s、P(RS-PEBM)s 和 P(R-PMBM)s。单体的手性基团对聚合物的形成过程和聚合

物的光学活性起了显著的作用。聚合溶剂的改变对聚合物 P(RR-PEBM)的光学活性随聚合条件的改变具有较大的影

响，且聚合物 P(RR-PEBM)在聚合过程中主链形成了一定的二级结构。单体 RR-PEBM 在甲苯中形成的聚合物的 Cotton

效应明显大于在甲醇中形成的聚合物的 Cotton 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溶剂甲醇与单体的酰胺基在聚合过程中形成氢键，

从而破坏了单体内部构型导致的。单体之间的氢键在聚合物螺旋构象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随着温度的

变化，聚合物 P(RR-PEBM)的螺旋构象较为稳定，但甲醇对其稳定性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关键词：手性烯类单体；自由基聚合；光学活性聚合物；二级结构 

AP005 

羟丁基壳聚糖的合成及其温敏性研究 

蔡炎，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 430072 

壳聚糖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氨基多糖，是甲壳素脱乙酰基后的产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抗菌活性

以及生物降解性。由于壳聚糖分子链上大量的氨基和羟基形成氢键，使其在水中很难溶解。本论文以碱/尿素水溶液

为溶剂体系，通过低温冷冻-解冻方法溶解壳聚糖，然后以 1,2-环氧丁烷为醚化剂对壳聚糖进行均相改性，制得水溶

性良好且有温敏性的羟丁基壳聚糖，利用核磁共振、光散射、UV-vis 等对其结构和性质进行表征。研究表明，壳聚

糖中成功引入羟丁基，并通过控制壳聚糖的分子量、反应浓度以及醚化剂的用量，可以较好地控制羟丁基壳聚糖的

取代度，而取代度不同对该衍生物温敏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羟丁基壳聚糖；醚化改性；温敏性 

AP006 

Inimer 单体交替共聚-阳离子环化制备“Rod-g-Coil”型聚合物刷 

蔡阳，鲁建民*，黄明路，韩丙勇
＊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院，北京，100029 

聚合物刷是一种具有高密度侧链分布的特殊接枝聚合物，因其在药物运输、生物传感、纳米技术等方面的潜在

应用而受到极大的关注。目前，刚性主链型的聚合物刷主要为聚多肽类、聚苯类和聚萘类等，这些刚性主链大多数

难以可控聚合并且分子量偏小。本文基于 inimer 单体设计合成了一种交替共聚物，通过阳离子环化引入刚性主链-侧

基碳碳弱键热解引发接枝聚合引入柔性侧链的方法制备了“Rod-g-Coil”型聚合物刷。首先将 inimer 单体对-（2，2，2-

三苯基乙基）苯乙烯（TPES）与 1,3-环己二烯（1,3-CHD）进行阴离子交替共聚合，设计合成了刚性主链的前驱体；

在三氟甲磺酸（CF3SO3H）催化下，发生了主链上的分子内阳离子环化反应而得到刚性主链；最后，主链侧基上的

碳碳弱键受热断裂生成自由基引发 MMA 接枝聚合。通过 GPC 和 1H NMR 证实了该“Rod-g-Coil”型聚合物刷的成功

制备。 

关键词：inimer；阴离子交替共聚合；阳离子环化；聚合物刷 

AP007 

离子液体型 Inimer 调控的一步 RAFT 交联聚合制备盐响应性纳米凝胶 

曹芃，苗丛丛，熊玉兵*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态环境相关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730070 

离子液体因其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在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地研究与应用。本文通过离子型 Inimer 调控的一步

RAFT 交联聚合制备了基于季鏻盐类的离子液体盐响应性纳米凝胶，并探究了 Inimer 对纳米凝胶粒径及盐响应性的

影响。首先合成了不同的季鏻盐类离子液体单体（PILPh，PILBu），然后通过与含有羧基的链转移剂反应得到了离子

型（Inimer），采用 NMR、FT-IR、MS 等对所得离子型 Inimer 的结构及性能进行了表征，以其为链转移剂，AIBN 为

引发剂，在选择性溶剂中进行 4-乙烯基苄基三苯基鏻离子液体（PIL-Ph）与交联剂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EGDMA）

的共聚反应。得到了新型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采用 NMR、IR、TGA、SEM 及 DLS 等对手段表征了该纳米凝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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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貌等，并详细考察了其盐响应性行为和机理。通过该项研究为 RAFT 聚合制备刺激响应性高分子提供了新

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RAFT 聚合；Inimer；纳米凝胶；盐响应性 

AP008 

交叉易位聚合法合成超支化脂肪族聚酯及其后修饰 

曾富容，马济美，孙林皓，曾贞，江洪，李子龙* 

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 号 430070 

超支化聚合物是具有三维空间结构的高分子，含有大量链端和链中官能团，是一类潜在的多功能材料，长期以

来吸引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通过交叉易位聚合法制备出具有超支化结构的脂肪族聚酯，进而利用链端

和链中丙烯酸酯基团反应能力的差别，以巯基化合物的 Michael 加成反应实现了上述两种功能基团的高选择性修饰。

首先，通过模型反应的研究确定了链端和链中两种类型的丙烯酸酯与苄硫醇、巯基乙酸甲酯实现选择性加成的反应

条件。然后，采用高效的酯化反应高收率地制备了 AB2 型单体。接下来，通过交叉易位聚合反应，以上述 AB2 型单

体为原料，成功得到具有较高分子量的超支化脂肪族聚酯。最后，先以二甲基苯基膦催化的 Michael 加成反应实现了

苄硫醇对链端丙烯酸酯基团的功能化，进而通过戊胺催化的 Michael 加成反应实现了巯基乙酸甲酯对链中丙烯酸酯双

键的修饰。这一正交修饰策略为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交叉易位聚合；超支化聚酯；巯基 Michael 加成；后修饰 

AP009 

基于氧化还原引发自由基聚合合成支化聚乙酸乙烯酯 

曾妮，陈俊兵，孟宵，江龙*，淡宜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成都，610065 

基于常规自由基聚合，通过商用单体的自聚/共聚，设计、合成具有支化结构乙烯基聚合物一直是高分子合成领

域的难点。本文研究、发展了一种基于氧化还原引发自缩合乙烯共聚合（SCVP）制备支化聚乙酸乙烯酯的方法。以

过氧化十二酰（LPO）为氧化剂，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DMAEMA)作为可引发型单体（inimer，其中丙烯酸酯基

团提供可聚合位点，二甲氨基具有还原性，受 LPO 氧化产生自由基，提供引发位点），研究了 DMAEMA 与乙酸乙

烯酯（VAc）的共聚行为。核磁共振氢谱（1H NMR）及三检测器体积排除色谱（TD-SEC）研究表明 DMAEMA 可

作为 inimer 用于支化聚合物的合成；引入 DMAEMA 与 VAc 共聚，可实现通过氧化还原引发的常规自由基聚合法制

备支化聚乙酸乙烯酯的目标。进一步研究了 DMAEMA/VAc 比例对支化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聚乙酸乙烯酯的支

化程度随 DMAEMA 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关键词：聚乙酸乙烯酯；氧化还原引发；自缩合乙烯基聚合法；支化 

AP010 

RAFT 聚合合成极性单体组分可任意调控的功能化聚乙烯 

曾天佑，夏磊，邹纲*，洪春雁*，尤业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96 号，230026 

由于聚乙烯的低表面能，通常要对其进行改性，与极性单体共聚是主要的研究的方向。利用后过渡金属催化剂

实现了乙烯的均聚和一些极性单体的共聚合。但是对于配位插入聚合来说，实现了乙烯与部分极性单体（丙烯酸酯

等）的共聚合并把一些极性单元顺利地插入到聚乙烯链中，但是对于那些含 N 原子的单体（如丙烯酰胺，乙烯基吡

咯烷酮氮杂环酰胺等），由于氮原子可以与催化剂络合，从而使得催化剂中毒，起到阻聚作用，因而难以形成分子量

较大和插入比可调控的功能化聚乙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温和的条件下（温度为 70 ℃，压强不超过 8 MP），通过

RAFT 共聚合实现乙烯和乙烯酯类、酰胺类、乙烯基醚类等多种单体的共聚合，得到了一些列的无规共聚物，并且聚

合物中乙烯和极性单体的相对含量可以在很广的范围内进行调控。同时利用可控活性活性特征，设计了并得到了乙

烯和乙烯基吡咯烷酮的嵌段、梯度和类似于嵌段结构的共聚物。 

关键词：聚乙烯；自由基共聚；插入比 

AP011 

含金属铝/POSS 的制备与应用 

曾莹，李丹，余鼎声，徐日炜* 

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简称 POSS）是一种具有笼状结构的有机/无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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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子。随着 POSS 配位化学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种功能基团连接到 POSS 上，利用 POSS 上的反应性基团与金属进

行配位，从而不断的合成了多种含金属的 POSS（POMS）化合物。含金属 POSS 化合物的多样性有助于模拟各种硅

胶负载型催化剂的性质，从而更好了解催化剂作用机制并指导新型催化剂设计，还可以用作催化剂。本文主要是合

成含羧基基团的 POSS，并用红外光谱(FTIR),核磁共振(NMR)等对 POSS 的结构进行了表征，以这些 POSS 为基础，

利用羧基与金属铝进行配位反应，合成出含金属铝的 POSS（Al-POSS），本文成功利用铝 POSS 降低低氰酸酯树脂（CE）

的固化温度，改善了 CE 树脂的性能。 

关键词：POSS；Al-POSS；氰酸酯；固化温度 

AP012 

酸性溶胀聚离子液体的合成及其催化性能的研究 

高国华*，陈必华，张永亚，秦丽，张翼凤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酸催化反应在化学化工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酸性聚离子液体因其高密度的反应活性位点、可设

计调变的结构以及可循环利用等特性而成为了一种新型的酸催化剂，引起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兴趣。然而，当

酸性聚离子液体用作多相催化剂时，由于其催化活性中心不能充分地暴露在反应底物中，使得它们的催化活性通常

低于均相催化剂。本文通过自由基聚合和离子交换，得到一系列新型的在水、乙二醇等极性溶剂中溶胀的酸性聚离

子液体，并通过调变单体的用量、交联剂的种类及用量等条件来调变酸性聚离子液体的酸含量以及在水中的溶胀度

大小。将该类酸性溶胀聚离子液体用于催化环氧化合物的水合反应，发现其催化活性与其在水中的溶胀度大小呈正

相关。并且，由于溶胀性能使得该类酸性溶胀聚离子液体的催化活性明显地高于传统的固体酸催化剂。这种通过改

变催化剂溶胀性能来提高催化活性的方法为其它多相酸催化剂增加催化活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关键词：酸性聚离子液体；溶胀性能；环氧化合物；水合反应 

AP013 

细胞膜穿透肽基 RAFT 试剂的合成及其对多肽-聚合物接合物的高效调控与制备 

陈超，冯岸超，汤华燊*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 100029 

多肽-聚合物接合物是将多肽连接到聚合物链上的一种杂化材料，聚合物可以改善多肽的溶解性、稳定性和生物

相容性，并赋予多肽一些新的性质。其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可广泛应用于药物载体、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等方面，是

一类颇具发展潜力的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然而，对聚合物链反应位点的修饰灵活性限制了其诸多应用。为此我们

设计并合成了一类基于细胞膜穿透肽的 RAFT 试剂。利用全自动多肽合成仪我们可以获得特定序列的功能性多肽，

然后在其末端引入 RAFT 试剂。利用此类多肽基 RAFT 试剂可以实现对丙烯酸酯类单体的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

通过对 POEGA 扩链，得到了多肽功能化的两亲性嵌段聚合物 POEGA-b-PBA，并且制备的嵌段聚合物可在水中自组

装形成蠕虫与囊泡。此类多肽基链转移试剂为结构规整的多肽-聚合物接合物的制备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并且为

具有复杂拓扑机构接合物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多肽基 RAFT 试剂；多肽-聚合物接合物；自组装· 

AP014 

一锅法制备光、化学可降解聚苯乙烯 

胡晓倩 1，陈放 1，白玮 2*，白如科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N 37996, United States. 

聚苯乙烯具有优异的性能，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和生产中，但由于聚苯乙烯的主链是由稳定性高的碳-碳键构成，

在自然条件下不易断裂，废弃后难以发生降解而造成环境污染。聚苯乙烯材料对环境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因此，可降解聚苯乙烯的设计与合成已成为高分子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文献报道，邻硝基苄酯类

化合物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可发生裂解反应，并用于光降解聚合物的制备，但将邻硝基苄酯用于可降解聚苯乙烯的研

究还未见有报道。最近，我们合成了主链含有羧酸酯基和邻硝基苄酯基的大分子引发剂，并用于引发苯乙烯聚合反

应，获得可降解多嵌段聚苯乙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酯化缩聚和自由基聚合在同一反应器中同时进行，发展了可

降解聚苯乙烯的一锅制备法。水解和紫外光照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多嵌段聚苯乙烯不仅可以发生化学降解，也可以

发生光降解。因此，本研究工作为可降解聚合物的合成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法。 

关键词：聚苯乙烯；一锅法；光降解；化学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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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15 

苝酰亚胺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可控合成及液晶相行为研究 

陈坚，谌东中*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采用RAFT聚合可控合成了一系列不同间隔基（C4、C10、TEG）的侧链苝酰亚胺盘状液晶聚合物（PPBI），并

对比考察其液晶相行为。实验结果表明，所制备的三类PPBI均表现出包括室温在内的较宽温区液晶相。与通常采用

的烷基取代基相比，我们设计合成的三甘醇甲基醚燕尾链取代的PPBI由于其更好的微分相驱动，形成更有序的组装

结构。其中，十碳间隔基的PPBI-C10呈现斜方柱状相结构（a = 3.09 nm,b = 2.29 nm, γ = 83˚），而四碳间隔基的PPBI-C4

和三甘醇醚间隔基的PPBI-TEG均呈现典型的层状相（层间距分别为4.45 nm和4.79 nm）。在70 °C下退火72 h后，

PPBI-C10由斜方柱状相转变为层柱相结构，层间距为4.21 nm。结果表明，长烃链间隔基和三甘醇甲基醚燕尾链的同

时引入，显著促进侧链苝酰亚胺盘状分子的堆积有序性，对今后高性能含苝侧链有机半导体的设计与合成有一定指

导意义。 

关键词：苝酰亚胺；盘状液晶；自组装；相行为 

AP016 

酸敏/温敏/主动靶向含金属杂芳环光热高分子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陈江溪*，李深燕，林芹，夏海平* 

厦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厦门大学化学系，厦门 361005 

含金属高分子保留了金属和高分子的双重性能，还可能具有一些新的性能。本研究中，我们合成了含叶酸分子

骨架的单电子转移聚合引发剂，并依次引发了 N-异丙基丙烯酰胺和甲基丙烯酸单体的活性聚合，制备了分子量及组

分比例可控的两嵌段共聚物；该共聚物经叠氮化后，再与含末端炔基的疏水性金属杂芳香化合物发生点击反应，最

终获得多功能的含金属杂芳环高分子材料。该材料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并可在磷酸缓冲盐溶液(PBS)中自组装形成粒

径约为 177 nm 的纳米粒子，显示其作为药物载体的应用前景。同时，该材料具有良好的光热性能（其浓度 1.00 mg/ml

的溶液在 2 W/cm2 的 808 nm 激光辐射下，温度于 5 min 内由 20 °C 升至 52 °C）。该材料高分子链上含有肿瘤靶向的

叶酸和两种水溶性高分子，生物相容性好，是一类全新的多功能高分子材料，可望应用于肿瘤的光热与药物协同治

疗。 

关键词：含金属高分子；光热；温敏；酸敏；主动靶向 

AP017 

有机催化合成 ε-聚赖氨酸新材料 

陈金龙，陶友华*，王献红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ε-聚赖氨酸（ε-PL）安全无毒、可生物降解且具有优异的抗菌性能，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批准用于

食品防腐剂以及化妆品添加剂。目前，商品化的 ε-聚赖氨酸主要来源于微生物发酵法，其价格较高且聚合物分子量

不到 4 千，限制了其应用范围。近年来我们课题组提出了利用氨基酸的成环形成内酰胺单体，再通过内酰胺开环聚

合制备聚氨基酸的方法，并成功地通过这种开环聚合方法合成了原先主要依赖于发酵法才能制备的 ε-聚赖氨酸，具

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聚合过程需要使用金属钠为催化剂，同时，该聚合需要在较高的温度（260℃）下进行,聚合

条件苛刻。在本研究中，我们以有机超强碱 t-Bu-P4 为催化剂，实现了二甲基吡咯保护的 ε-内酰胺单体较温和条件下

（60℃-140℃）的开环聚合，所得聚合物的分子量最高可达 14.6 kg mol-1。这种无金属聚合的策略为 ε-聚赖氨酸新材

料在化妆品及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开环聚合；ε-内酰胺；ε-聚赖氨酸 

AP018 

热致液晶性螺旋链梯度共聚物的设计与合成 

陈珺娴，张洁，宛新华*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进行了手性单体—(-)-2,5-双{4’-[(R)-异辛氧羰基]苯基}苯乙烯(R-(-)-M-C8)和非手性单体—N,N-二甲基-4-乙烯基

苯甲酰胺(M-StN)的原子转移自由基共聚合反应，研究了其共聚活性以及所得共聚物的化学结构、立体结构和液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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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结果表明：（1）M-StN 的竞聚率（1.59 ≤ r1≤ 2.25）远高于 R-(-)-M-C8（0.29 ≤ r2≤ 0.40），在共聚反应的初期，

M-StN 优先进入聚合物链，构成共聚物的主要组分；随着反应的进行，剩余单体中 M-StN 的含量越来越少，越来越

多的 R-(-)-M-C8 进入聚合物链中；（2）化学组成的梯度变化使得共聚物的光学活性与液晶性随着分子量的增加发生

规律性的渐变，分子量足够大时，共聚物形成某一方向占优的螺旋构象，具有稳定的热致液晶性。该研究为功能化

梯度共聚物的设计与合成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键词：螺旋链；梯度；光学活性；热致液晶；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AP019 

表面引发光引发转移终止剂法制备双响应性嵌段共聚物刷 

曹岚 1，秦雪 1，陈凯敏 2*，郭旭虹 1* 

1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市松江区龙腾路 333 号 201620 

我们采用表面引发光引发转移终止剂法(SI-PIMP)在纳米聚苯乙烯（PS）微球表面成功接枝了两嵌段共聚物刷。

首先在 PS 微球表面共聚接枝光引发转移终止剂(Photoiniferter) 4-乙烯基苯 N,N-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酯(VBDC)，然

后在紫外辐射下先后引发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和丙烯酸(AA)单体在 PS-VBDC 表面聚合，得到了两种嵌段共

聚物刷(PS@PNIPAM-b-PAA, PS@PAA-b-PNIPAM)。通过 FT-IR 证实了 PNIPAM 和 PAA 嵌段特征官能团的存在。动

态光散射(DLS)和 Zeta 电位结果显示出两种嵌段聚合物刷均具有良好的 pH 和温度响应性。对两种嵌段刷进行蛋白吸

附实验，通过浊度和 DLS 结果发现可以通过改变体系 pH 和温度来调控对蛋白质的吸附和脱附，并且两者表现有所

差别。这为蛋白质的可控吸附与分离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 

关键词：表面引发光引发转移终止剂法；嵌段聚合物刷；双响应性；蛋白吸附 

AP020 

盘状液晶树状大分子修饰富勒烯的设计合成及其液晶相行为研究 

陈科扬，谌东中*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液晶聚合物融合了液晶独特的光电性能与聚合物的机械力学与加工性能等，是一类具有潜力的有机光电材料。

引入棒状液晶基元的结构明确的树状拓扑结构大分子已经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不对称盘状分子合成上

的困难，基于盘状液晶基元的树状大分子报道十分有限。经过理性设计的苯并菲（TP）盘状液晶聚合物，是很有前

景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富勒烯具有良好的电子传输特性和优异的光伏性能表现，是前景广阔的多功能碳材料的一种

重要形态。我们设计合成了不同代数苯并菲盘状液晶树状大分子修饰的富勒烯 C60，通过对盘状基元柱状结构与富

勒烯微分相组织有序结构的调控，有望实现一类可同时传导电子和空穴的双极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 

关键词：盘状液晶；树状高分子；富勒烯；苯并菲 

AP021 

基于二氧化碳的高官能度单体的合成与 RAFT 聚合研究 

陈立锋，岳思聪，倪旭峰*，沈之荃 

浙江大学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杭州 310027 

由二氧化碳和 1,3-丁二烯通过一步调聚反应可合成一种多取代的 δ-戊内酯（EVL），主体结构是一个六元环的内

酯，且环上含有两个不同结构的乙烯基取代基，不易直接聚合，其聚合反应鲜有文献报道。设计了两步简单的醇解

和酯化反应，以 EVL 为原料制备得到了一种含有三个乙烯基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MEDMA）。研究了 MEDMA 的

RAFT 聚合反应，在特定条件下可合成线性的 PMEDMA，且聚合可控性良好；动力学研究也证明其符合可控聚合特

征。改变聚合条件，在较低链转移剂浓度下可得到超支化的 PMEDMA，并表征了其结构。通过巯基化合物与 PMEDMA

侧基上的两个不同结构双键的顺序点击反应，可制得功能化的超支化 PMEDMA。经简单两步反应，将难以聚合的

EVL 转化为具有高聚合活性的 MEDMA，并通过 RAFT 聚合得到不同拓扑结构的聚合物，进而经后修饰得到功能化

聚合物，为二氧化碳固定与转化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关键词：二氧化碳；多取代内酯；RAFT 聚合；超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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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22 

非迁移性氧化石墨烯接枝防老剂在天然橡胶中的防老化研究 

周军军，魏来蕴，魏海涛，郑静*，黄光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 成都 610065 

天然橡胶(NR)分子链上存在大量的不饱和结构，易发生老化，目前最普遍的橡胶防老化方法是在橡胶加工过程

中加入小分子防老剂。传统小分子防老剂易迁移，防老化效率低，还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制备非迁移防老剂具有重

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将防老剂 4010NA 中间体 RT 培司接枝到酰氯化的氧化石墨烯表面(GO)，制备出新型的氧化石

墨烯接枝防老剂（GO-RT），通过红外光谱、XRD 证明了接枝反应成功进行，热失重分析测定了 GO-RT 的接枝率约

7.5%。采用胶乳共混的方式将 GO-RT 加入 NR 当中，制备天然橡胶复合材料(NR/GO-RT)。扫描电镜测试表明接枝防

老剂改进了 GO 与 NR 的相容性，GO-RT 在橡胶中的分散性明显好于 GO，并且对橡胶基体的增强作用比单独加入

GO 的样品更突出。氧化诱导期测试和加速老化试验结果表明，GO-RT 在 NR 中具有很好的防老化效果。抽提液的紫

外光谱表明 GO-RT 抗迁移性明显优于 4010NA。 

关键词：非迁移性；氧化石墨烯；防老剂；热氧老化 

AP023 

聚（N-肌氨酸甲酯丙烯酰胺）的分子链形态对其温敏性的影响 

陈胜利，丁忠琳，罗光美，张望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00071 

聚（N-肌氨酸甲酯丙烯酰胺）（PNASME）是一种新型的温敏性聚合物，其水溶液在最低临界溶解温度附近表现

出相转变行为（LCST = 43.0 oC）。本文以 PNASME 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聚合物分子链的形态对其温度敏感特性的影

响。首先，我们使用结构类似的单官能团（DDMAT）和四官能团（TBTB）的 RAFT 试剂分别调控 NASME 单体合

成了线性的 PNASME170和四臂星形的(PNASME160)4均聚物。1H NMR 测试结果显示两种均聚物具有相似的分子结构，

GPC 结果表明四臂(PNASME160)4 的数均分子量几乎为线性 PNASME170 的四倍，说明两种均聚物的成功合成。进一

步比较两种均聚物的温度响应特性发现，在浓度为 1.0 wt%水溶液中，(PNASME160)4 的 LCST 温度为 51.5 oC，高于

PNASME170 的相转变温度（LCST = 43.0 oC） 

关键词：热响应性；线性聚合物；四臂聚合物 

AP024 

长链超支化多嵌段共聚物的制备与降解性能研究 

陈胜麒*,1，何卫东 2 

1. 安徽中医药大学科研实验中心，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03 号，230038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报道了一种长链超支化多嵌段共聚物的合成方法与降解行为。首先，通过开环聚合、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

和官能团转换反应的结合，制备出中间带有一个炔基，两端各带一个叠氮基团的跷跷板型（Seesaw 型）三嵌段共聚

物大分子单体炔-（聚乳酸-b-聚丙烯酸-2-（叔丁氧羰基氨基）乙酯）（alkynyl-(PLA-b-PBocAEA-N3)2）；以 Seesaw 型

三嵌段共聚物大分子单体为聚合模块，通过炔基-叠氮点击化学反应，合成出支链长度均匀的长链超支化多嵌段共聚

物 lhb-(PLA-b-PBocAEA-N3)n；接着，利用 lhb-(PLA-b-PBocAEA)n 外围的叠氮基团，接枝上聚乙二醇（PEG）链段，

增强聚合物的亲水性，获得 lhb-(PLA-b-PBocAEA-N3)n-g-PEG；最后，基于 PLA 链段的可降解性，长链超支化多嵌

段共聚物 lhb-(PLA-b-PBocAEA-N3)n-g-PEG 可在 pH 5.5 的弱酸性环境下，PLA 链段发生无规断裂，先降解较大的超

支化片段和较小的线形片段，超支化片段进一步发生降解，最终降解为 PLA-b-PBocAEA-b-PLA 和

PEG-b-PBocAEA-b-PLA 两种线形三嵌段聚合物。此外，lhb-(PLA-b-PBocAEA)n-g-PEG 可在三氟乙酸中脱去 Boc 基

团，生成电正性 lhb-(PLA-b-PAEA)n-g-PEG，可用于负载电负性的药物/基因，如 DNA、RNA 等，有望在基因传递领

域获得应用。 

关键词：长链超支化；多嵌段；活性/可控聚合；点击化学；可降解性 

AP025 

基于 1,4-二噻吩-2,5-二烷氧基苯的窄带隙 D-A 型聚合物光伏材料 

陈学强，王建东，肖文静，姚祥，李维实*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 200032 

D-A 型共轭聚合物带隙小，吸光范围宽，能级可调，是有机光伏材料的重点研究对象。由于存在 S…O 偶极-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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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相互作用，1,4-二噻吩-2,5-二烷氧基苯倾向于平面化构象，有利于主链的共轭效应和链间的 p-p 堆积，是优秀的 D-A

聚合物构筑单元之一，但未被充分研究。在本工作中，我们利用其与噻吩并噻吩，吡咯并吡咯烷和噻吩并吡咯二酮

配合，设计制备了三类 D-A 型共聚物：PTBTTFT，PTBTDPP 和 PTBTTPD。研究发现，PTBTTFT 的空穴迁移率低，

所得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仅为 1.96%。PTBTDPP 的 HOMO 能级较高，致使器件的开路电压仅有 0.57 V。但是，因

其较强的分子间 π-π 相互作用和较高的空穴迁移率，PTBTDPP 太阳能电池实现了 11.11 mA cm-2 的短路电流和 3.91%

的转换效率。PTBTTPD 具有较低的 HOMO 能级和较高的空穴迁移率，最终达到 4.49 %光电转换效率。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1,4-二噻吩-2,5-二烷氧基苯、D-A 型聚合物 

AP026 

白桦醇掺杂类多嵌段两亲性聚氨酯：有机催化简便合成及可调控蛋白阻抗性能 

陈烨，赵俊鹏*，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0 

两亲性共聚物构建的“混淆”表面在防污领域的功用广受认可。事实证明，亲/疏水组分的低纳米级或分子相级分

离有助于获得广谱的蛋白阻抗。基于此，我们设计并通过有机催化合成了一种由天然白桦醇疏水单元和短链聚环氧

乙烷交替连接所构成的（类）多嵌段两亲性聚氨酯。其合成方法包括有机强碱催化的环氧乙烷开环聚合和有机酸催

化的大分子二醇+二异氰酸酯逐步聚合。为克服传统两锅法操作繁琐、定量困难的缺点，我们通过催化转换策略将两

步反应“串联”，不仅实现上述结构的一锅化简便合成，更可方便、灵活地对其结构尤其是白桦醇掺杂密度（Db）进

行调节。实验表明，较高的 Db 所产生的位阻作用避免了相分离，使聚氨酯薄膜表面维持分子级异质从而表现出广谱

的阻抗性能。而较低的 Db 则促使纳米级相分离产生；这时，尺寸远小于疏水微区的蛋白可吸附于薄膜表面，而尺寸

较大的蛋白则依然无法吸附。这些初步结果将为可调节性蛋白阻抗/吸附材料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有机催化聚合；生物基高分子；两亲性聚氨酯；蛋白阻抗；防污表面 

AP027 

荧光标记聚 N，N-二乙基丙烯酰胺在甲醇水溶液中构象变化的光谱研究 

陈勇*，张亚文，董丽华，陈世兰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 

在甲醇－水混合溶剂中，通过光物理技术考察了荧光标记的聚 N，N-二乙基丙烯酰胺（PDEA/ACE）随温度导

致其构象的光谱变化。结果表明：（1）当甲醇浓度小于 15 mol%时，随着温度的升高， PDEA/ACE 构象发生了由蜷

缩球到柔顺的伸展的无规线团转变，呈现温敏性，而且其溶液的低临界相转变温度（TLCS）随溶剂中甲醇含量的增

加而线性增加；在甲醇浓度为 20 mol%以下时，随着溶剂中甲醇比例的增加，高分子链保持伸展的柔顺无规线团构象；

（2）当甲醇浓度大于 20 mol%时，它们的构象不再发生变化；疏水平衡是导致高分子链发生构象转变的本质原因，

溶剂化层的改变影响构象的变化；（3）观察到了瑞利倍频散射现象与溶液相变的相关性，并利用其强度的变化来研

究溶液中聚合物的构象变化和表征 TLCS，利用紫外光谱中透光率随着温度的变化的只能观察到温敏聚合物水溶液发

生的部分相变，而利用吸光度和荧光技术则能完整地观察到全过程。 

关键词：聚 N，N-二乙基丙烯酰胺；荧光标记；紫外光谱；构象；甲醇水溶液 

 

AP028 

苯氨蒽醌中性镍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在降冰片烯共聚中的应用 

程海龙，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基于降冰片烯的环烯烃共聚物因其优良性能而被广泛研究应用。本文首先合成了一类苯氨蒽醌中性镍催化剂。

该系列催化剂在 MAO 和 B(C6F5)3 作为助催化剂的条件下，可以高活性催化降冰片烯均聚和降冰片烯-乙烯、降冰

片烯-己烯共聚。降冰片烯共聚活性无论在 MAO 还是 B(C6F5)3 作为助催化剂的条件下均高于 106 kg mol-Ni-1 h-1。

虽然共聚活性低于降冰片烯均聚活性，但是所得到的共聚物均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甚至室温下可溶于多中有机溶

剂。共聚物的降冰片烯的含量可以调控在一很宽的范围，因此就可以有效调控所得共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基于

以上研究，我们也对该催化体系对降冰片烯与极性单体的共聚性能的研究。带有相对较长链长的极性单体乙酸 5-己

烯基酯(HAc)、十一烯醇(UO)可以有效的插入共聚物中，聚合活性在 26~105kg mol−1h−1，并且插入率在 0.64~1.03 之

间。 

关键词：中性镍催化剂；降冰片烯；乙烯；极性单体；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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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29 

苯胺-氧乙烯-苯胺嵌段共聚物热电性能的研究 

程相乐，杜飞鹏*，张云飞，吴艳光 

武汉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使用氧化偶联法由苯胺二聚体制备苯胺齐聚物，通过聚乙二醇双羧酸末端的羟基和苯胺齐聚物的端氨基反应，

制备电活性的苯胺-氧乙烯-苯胺嵌段共聚物。由苯胺齐聚物的共轭嵌段和聚乙二醇电解质聚合物嵌段组成的三嵌段共

聚物，其结构是两个疏水性的苯胺低聚物末端嵌段，夹持亲水性的 PEO 嵌段，表现出良好的溶剂溶解性和电化学活

性。运用 SEM、FTIR 对样品形貌及成分进行表征，使用热电参数测试系统研究嵌段共聚物的 Seebeck 系数（S）和

电导率（σ）。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嵌段共聚物的热电性能对温度敏感，升温时，在 303~308K 温度附近，由 p 型材料

向 n 型材料转变，该结果引起的原因，经 DSC 和变温拉曼测试分析，可能是聚乙二醇嵌段发生相变后活动性增强，

导致氧原子与苯胺中的质子强相互作用，抑制正电荷在聚苯胺链段上运动，载流子的输运依靠负电荷实现。这为研

究新型热电材料及温度传感器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苯胺寡聚体；聚乙二醇；嵌段共聚物 

AP030 

LED 辐照下的非共轭双烯单体的交替共聚体系的构建 

徐天驰，张丽芬，程振平*，朱秀林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烯烃是合成高分子材料的重要单体，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单烯烃和共轭双烯烃，然而采用非共轭双烯作为聚合单

体的研究报道甚少。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实现非共轭双烯单体聚合的新方法，由此获得不同于传统

聚烯烃聚合物的新材料。最近我们采用不同碳链长度（C4-C8）α,ω-全氟碘作为双官能团共聚单体 A 与不同结构（含

有烷烃、醚以及酯等结构）的 α,ω-非共轭双烯单体 B 进行共聚合，在室温 LED 光照条件下建立了一种基于 α,ω-非共

轭双烯单体交替共聚的逐步转移-加成自由基终止（Step Transfer-Addition & Radical-Termination, SATRT）新方法，并

发展了一种制备含氟交替线性共聚物(AB)n 的新技术。本文将详细研究 START 的聚合机理，并考察催化剂、溶剂以

及还原剂等因素对 START 聚合的影响。 

关键词：非共轭双烯；逐步转移-加成自由基终止（Step Transfer-Addition & Radical-Termination, SATRT）；交替

共聚；含氟聚合物 

AP031 

铜质微反应器中 P(VDF-co-CTFE)引发连续流 SET-LRP 

崔国朋 1，掌亚军 1，胡欣 2，郭凯 1* 

1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2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1800 

本文研究了铜质微反应器中单电子转移活性自由基聚合(SET-LRP)，发展了一种绿色、高效、节能的含氟聚合物

接枝改性新方法。以商品化聚(偏氟乙烯-共聚-三氟氯乙烯)(P(VDF-co-CTFE))为大分子引发剂，在铜质微反应器中引

发功能化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MMA)进行连续流 SET-LRP，得到具有不同接枝长度的 P(VDF-co-CTFE)-g-PMMA。

通过 1H NMR 以及 19F NMR 对接枝产物 P(VDF-co-CTFE)-g-PMMA 的结构进行了表征。相较于传统釜式反应器，在

铜质微反应器中进行接枝聚合反应可以显著缩短 SET-LRP 反应体系中的诱导期，同时抑制由于聚合反应体系内部传

热不均所导致的“热点”效应。此外，连续流 SET-LRP 还可以提高接枝聚合反应速率、降低反应温度并且大幅度减少

昂贵配体的用量，具有釜式反应器无法比拟的优势。 

关键词：P(VDF-co-CTFE)；连续流；SET-LRP；接枝改性 

AP032 

淀粉基纳米粒子稳定的 Pickering 反相乳液聚合 

翟侃侃，谭 颖，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利用化学改性淀粉基纳米粒子作稳定剂通过 pickering 反相乳液聚合制备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聚合物。淀粉由于

价格低廉、可再生、无毒无害、具有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而受到广泛关注，但所具有的强亲水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本文通过向酸解淀粉上引入对甲苯磺酰氯和棕榈酰氯两亲性基团来改变其亲疏水性，并通过共沉淀法制备淀粉基纳

米粒子作为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 pickering 反相乳液聚合的稳定剂。研究了淀粉球的量，油水比等因素对乳液尺寸，

稳定性等的影响并对聚合物粒子尺寸型貌以及温敏性等进行了观测与探讨。 

关键词：淀粉基纳米微球；pickering 反相乳液聚合；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温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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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33 

悬浮聚合中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氯乙烯与丙烯酸丁酯共聚合竞聚率的测定 

崔芃，杨万泰*，张先宏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 100029 

聚氯乙烯（PVC）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通用塑料，应用广泛。然而聚氯乙烯树脂在使用过程中热稳定性较差。

为了改善加工性和提高耐热性，方法之一是通过氯乙烯与其它单体的共聚进行改性。目前只有氯醋树脂，氯丙树脂

及氯醚树脂等少量共聚产品。在两单体共聚中，竞聚率参数非常重要，一般在溶液聚合中测定，而悬浮聚合是制备

上述树脂最常用的聚合方法。因此，研究和测定氯乙烯与丙烯酸丁酯，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在悬浮聚合体系中的竞

聚率意义重大。本研究通过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和氯乙烯与丙烯酸丁酯共聚，经过 1H NMR 测试，根据斜率-截距法，

初步计算得到了共聚物中二者的竞聚率，当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共聚时，醋酸乙烯酯的竞聚率 r1=0.24，氯乙烯的竞

聚率 r2=1.96；当氯乙烯与丙烯酸丁酯共聚时，丙烯酸丁酯的竞聚率 r1=38，氯乙烯的竞聚率 r2=0.11。根据竞聚率可

有效调控共聚合中共聚物配比，从而在工业生产中做到有效投料，提高收益。 

关键词：悬浮聚合；聚氯乙烯；醋酸乙烯酯；丙烯酸丁酯；共聚合 

AP034 

含有聚（2-羟乙基丙烯酸酯）的全亲水性接枝共聚物 

崔怡楠，姜秀玉，冯纯，黄晓宇*，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200032 

我们首先设计并合成了含有 SET-LRP 引发基团和亲水官能团(-OH)的三官能化丙烯酸酯单体(2-氯丙酰氧基)甲基

丙烯酸羟乙酯(HECPMA)，并用 RAFT 聚合技术对该单体进行均聚，脱除了双硫酯端基后得到了一系列含有 SET-LRP

引发基团的大分子引发剂。随后，我们以 PHECPMA 均聚物主链为大分子引发剂，引发了 N-异丙基丙烯酰胺的

SET-LRP 接枝过程，制备了主链为聚丙烯酸羟乙酯、侧链为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的全亲水性高密度接枝聚合物聚丙

烯酸羟乙酯-g-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 (PHEA-g-PNIPAM)。由于 PNIPAM 侧链的存在使得该接枝共聚物具有温度响应

性，该种性质通过紫外-可见光谱、变温核磁、动态光散射测定研究加以证实。 

关键词：全亲水接枝共聚物；PHEA-g-PNIPAM；RAFT；SET-LRP；温度响应性 

AP035 

超临界二氧化碳中聚合诱导自组装制备含氟聚合物微球 

霍志远，马佳晨，Umair Azhar, 耿兵，徐安厚*，张书香 

山东省氟化学化工材料重点实验室，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济南 250022 

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2)具有化学惰性、低毒、不易燃、易回收和后处理简单等优点，是一种环境友好聚合介质。

本文合成出在 CO2 中有较好溶解性的含氟大分子链转移剂，并以其作为分散稳定剂，以 scCO2 为介质进行甲基丙烯

酸甲酯(MMA)单体的活性可控分散聚合，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制备出不同粒径大小的含氟聚合物微球。以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为含氟单体制备了两种含氟大分子链转移剂，并通过 GPC 和 1H NMR 进行分析确认表征。分别考察了

含氟大分子链转移剂的结构、链段长度等条件对聚合物粒子形貌和大小的影响，结果显示以 mPEG2000-b-PDFMA20

为大分子链转移剂在 scCO2 中制备的 PMMA 微球粒径比以 PDFMA20-DDMAT 为大分子链转移剂制备的微球粒径更

大。以 scCO2 为溶剂聚合物微球分离简便，以含氟大分子链转移剂为分散稳定剂可避免普通分散剂添加造成的聚合

物纯度不高等缺点。 

关键词：超临界二氧化碳；聚合诱导自组装；RAFT 聚合；嵌段共聚物 

AP036 

三异丁基铝/无水磷酸/1,8-重氮-双环[5.4.0]-7-十一碳烯三元催化剂催化环氧氯丙烷、 

环氧乙烷、缩水甘油糠醚无规共聚制备热塑性氯醚橡胶 

邓明，郭方，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高分子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大连 116024  

氯醚橡胶作为特种橡胶具有优异的耐油，耐寒，耐热，半导电及气密性使其在汽车，航空航天，办公自动化领

域有大量应用。然而作为一种交联材料，交联结构在赋予其优异性能的同时也限制了氯醚橡胶的使用寿命，并在材

料废弃后带来了环境负担。本文采用三异丁基铝/无水磷酸/1,8-重氮-双环[5.4.0]-7-十一碳烯三元催化剂催化环氧氯丙

烷、环氧乙烷、缩水甘油糠醚无规共聚合，将呋喃环引入到氯醚橡胶中，并与二苯甲烷双马来酰亚胺发生 DA/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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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实现了氯醚橡胶的热可逆交联，赋予了氯醚橡胶热回收性能。通过分析表明：在该催化体系下，环氧氯丙烷，

环氧乙烷，缩水甘油糠醚均可完全转化，聚合物的组成可任意调控。同时交联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其拉伸强

度可达 15.3MPa,断裂伸长率 504.2%。其力学性能可与传统交联并用炭黑补强相媲美。同时，该材料具有自修复性能

且经过多次热回收处理，其力学性能基本保持不变。 

关键词：氯醚橡胶；无规共聚；呋喃-马来酰亚胺；Diels−Alder (DA) reaction 

AP037 

基于异腈和叠氮单体的聚合反应研究 

丁杰 1，秦安军*1，唐本忠*1,2 

1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1； 

2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烯类化合物作为传统聚合单体，其合成的聚合物材料已经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因此，高

分子化学家们需要不断的探索新的聚合反应，用于合成各种新型聚合物，以满足人类社会对材料的需求。相比烯类

单体，三键单体如炔、腈、异腈等则拥有更为丰富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类型，合成的聚合物往往因含有共轭单元而具

有特殊的光电性能。基于炔类单体的聚合反应已有很多报道，但对于异腈单体的聚合研究则相对较少。故开发基于

异腈单体的聚合反应不仅可以丰富三键单体聚合的反应类型，而且可以得到一类具有新结构和新功能的聚合物材料。

基于上述认识，本工作中，我们发展了零价钯催化的异腈与叠氮单体的聚合反应，并通过系统的条件探索，以高达

93%的产率得到了的重均分子量可达 22000 的聚碳化二亚胺。所得聚合物可以通过与羧酸化合物反应进一步进行后功

能化，从而为制备功能材料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策略。 

关键词：聚合反应；三键单体；异腈单体；聚碳化二亚胺 

AP038 

吡啶单亚胺钴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制备 cis-1,4-1,2 丁二烯立构嵌段聚合物的研究 

董博 1,2，房梁 1，赵文鹏 1，王孝华 1，胡雁鸣 1*，张学全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2.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春 130012 

顺丁橡胶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合成橡胶，由于其优异的耐寒性、耐磨性和弹性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工业中。将

1,2 聚丁二烯链段结构引入顺丁橡胶中可以提高其抗湿滑、耐老化和低生热等优点。本文合成带有大位阻取代基团的

五种吡啶单亚胺钴配合物，在 MAO 的活化下可高 cis-1,4 选择性催化丁二烯聚合，所得聚合物具有高分子量和窄的

分子量分布，并且在此二元催化体系加入 PPh3 可以实现催化剂选择性由 cis-1,4 向 1,2 结构转变。在 0 °C 聚合条件下，

Co4/DMAO 催化体系表现出准活性聚合的特点，并且通过在聚合中加入 PPh3 可合成 cis-1,4/syn-1,2 立构嵌段聚丁二

烯。所得聚合物同时具有 cis-1,4 聚丁二烯的低玻璃化转变温度和间同 1,2 聚丁二烯的熔点。 

关键词：吡啶亚胺；钴配合物；立构嵌段聚合物 

AP039 

链转移剂单体存在下悬浮聚合制备支化聚苯乙烯 

董平，黄文艳*，蒋必彪* 

江苏省绿色环保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支化聚合物在聚合物的加工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包括改变共混体系的黏度，提高体系的固含量等。本文

以 α-甲基丙烯酸和 3-巯基己醇为原料，合成了链转移剂单体 α-甲基丙烯酸-3-巯基己酯（MHM），经常规自由基悬浮

聚合合成得到了分子量分布较窄的支化聚苯乙烯。利用称重法检测产物收率；凝胶渗透色谱测定聚合物的分子量和

支化程度，并研究聚合物的支化行为。在保证体系不交联的前提下，探索最佳反应配比，包括反应温度、链转移剂

单体含量。通过改变链转移剂单体与引发剂的配比来控制最终聚合物的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及支化程度。结果表明，

在 St100:AIBN0.5:MHM0.5 体系中，苯乙烯的转化率均达到 60.4 %得到数均分子量为 49500 g/mol，绝对重均分子量达

到 795000 g/mol 和分子量分布为 6.96，Zimm 支化因子 0.68 的聚合物。通过与线型聚苯乙烯的对比，可以证明用悬

浮聚合的方法得到支化聚苯乙烯。 

关键词：支化聚苯乙烯；悬浮聚合；链转移剂单体 

AP040 

可见蓝光引发 RAFT 聚合反应制备拓扑化树枝化聚合物 

董庆豪，张夏聪，李文*，张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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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高分子材料系，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200444 

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自由基聚合反应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合成复杂拓扑结构聚合物的方法，而利用

可见光调控的 RAFT 聚合反应具有端基保留率高，单体转化率高，条件温和，绿色环保，简单方便等显著的优点。

本文采用烷氧醚树枝化大单体，经可见蓝光引发 RAFT 聚合方法合成了一系列具有拓扑结构（星形和超支化）的树

枝化聚合物。通过核磁氢谱(1H NMR)和凝胶渗透色谱（GPC）分别对聚合物分子结构和分子量进行表征，通过紫外

可见光谱（UV/Vis）以及动态光散射(DLS)对其温敏行为进行了探究，并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对该系列大尺度拓

扑聚合物的形貌进行了观测。进一步利用其结构的独特性以及温敏智能特征，研究了不同结构聚合物对溶菌酶活性

的抑制作用，发现聚合物结构和分子量均对其抑制能力产生影响。 

关键词：可见光 RAFT 聚合；拓扑化结构；树形聚合物；温度敏感聚合物 

AP041 

基于氢键作用的超分子液晶嵌段共聚物薄膜多尺度纳米结构的自组装 

朱亚兰，陈小芳*，涂远洋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多层次多尺度纳米结构的构建在制备新功能材料、刺激响应型材料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近些年来已成

为软物质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若将小分子通过非共价键作用接到嵌段共聚物某一段上，可在嵌段共聚

物微相分离的基础上嵌入周期尺寸在 1~10 nm 范围内的另一种有序结构，从而实现结构中包含结构的多层次多尺度

纳米组装结构。目前关于超分子嵌段共聚物薄膜的报道中，通常只能观察到薄膜表现形成的嵌段共聚物部分的微相

分离结构，而无法观察到超分子聚合物形成的小尺寸有序结构，限制了对这类体系的深入研究。我们研究了一系列

基于聚苯乙烯-聚(4-乙烯基吡啶)（PS-b-P4VP）与弯曲形液晶小分子(12CBP)通过氢键复合形成的侧链型超分子液晶

嵌段共聚物薄膜样品的表面形貌随 12CBP 含量变化。AFM 研究表明，由于两种尺寸在薄膜中采取不同的取向方式，

我们可观察到丰富的表面形貌，在某些条件下能从 AFM 图中直观地看到两种不同尺度的有序结构共存的特殊形貌。 

关键词：超分子液晶嵌段共聚物；薄膜；多尺度相结构；氢键 

AP042 

基于有机催化基团转移聚合方法的聚（N,N-双取代丙烯酰胺）的“先核”合成及其温敏性质研究 

董文月，沈贤德*，觉知丰次* 

长春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989 号 130022 

有机催化的基团转移聚合（GTP）是一种高效的活性/可控聚合方法，在控制聚合物分子量大小和分布、端基官

能化以及构筑不同拓扑结构（如星形/嵌段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本文中，我们首次利用三（五氟苯基）硼作

为有机催化剂以及设计多官能化引发剂（三、四、六枝引发剂），通过基团转移聚合方法合成星形聚（N,N-二乙基丙

烯酰胺）（s-PDEAA），得到了具有可控分子量及窄分子量分布的聚合物。同时，我们也应用该种方法合成含有 PDEAA

和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PDMAA）链段的星形嵌段共聚物（s-(PDEAA-b-PDMAA)s 和 s-(PDMAA-b-PDEAA)s），

得到具有双亲水性质的嵌段共聚物。最后，我们研究了合成的 s-PDEAA 以及星形嵌段共聚物的温敏性质，并阐述了

其温敏性质与枝化效应、分子量、嵌段组成以及聚合物链段序列的关系。 

关键词：基团转移聚合；温敏聚合物；活性聚合 

AP043 

可控正离子聚合与新型极性聚异丁烯基共聚物的设计合成 

杜杰，张彦君，王楠，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接枝共聚物是一类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结构大分子链通过化学键连接形成的聚合物，具有独特的分子结构和

微观形态，综合了主链和支链分子链段的性能。本文采用接出接枝正离子共聚合方法，以含有活性引发点的线性极

性聚合物为大分子引发剂，在 Lewis 酸共引发剂作用下引发异丁烯正离子聚合，设计合成一种新型的含极性主链的

聚异丁烯基接枝共聚物，且接枝共聚物中 PIB 支链的质量含量可在很宽范围内调节。该方法将两种存在明显差异的

极性主链与非极性支链通过化学键合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显现出明显的微观相分离现象。该接枝共聚物具有优良的

热稳定性和低温韧性，随着 PIB 接枝量的提高，其热分解温度和韧性均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聚异丁烯；阳离子聚合；大分子引发剂；接枝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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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44 

含芘超支化聚乙烯功能化及其在石墨烯制备中的应用 

段冬海，叶誉贤，叶会见，钟明强，徐立新*  

浙江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 

石墨烯的高质量低缺陷制备，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将功能基团引入石墨烯表面进行修饰，以期实现石

墨烯在聚合物中均匀分散，得到性能优良的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后过渡金属化合物

Pd-diimine 为催化剂，催化乙烯和 BIEA 进行链行走聚合，合成一种带有多个含溴活性末端的大分子引发剂 HBPE@Br, 

以此大分子引发剂引发甲基丙烯酸三氟乙酯进行 ATRP 聚合，成功制备出不同接枝率的含氟超支化聚乙烯共聚物

（HBPE-g-PTFEMA），利用 1H NMR、GPC、DSC 等对所得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进一步利用所得

HBPE-g-PTFEMA 借助超声在氯仿中液相剥离天然石墨，得到稳定的石墨烯分散液，然后通过 TEM、XPS、AFM 等

对所得石墨烯的结构缺陷及尺寸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所得石墨烯缺陷较少，厚度约 3-5 层，含氟基团引入，可提

高石墨烯与含氟聚合物之间作用，实现其功能化应用。 

关键词：大分子引发剂；含氟超支化聚乙烯；液相剥离；低缺陷石墨烯；功能化应用 

AP045 

Diels-Alder 基团超声力化学研究 

段汉一，邵琛琛，闵玉勤，张兴宏*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本文利用活性自由基聚合法将 DA 基团引入大分子链中央，在稀溶液状态下研究其超声力化学响应行为。研究

结果表明，链中央为 DA 基团的 PMA 均聚物在低超声功率下高选择性在 DA 处断链，而在较高的功率下则该断链选

择性降低。我们认为较高的功率会引起 DA 基团附近酯键断裂，从而降低 DA 处选择性断链的几率，因此较低的超声

功率适合单力敏基团体系的超声力化学研究。当 DA 基团被引入 ABA 三嵌段两亲性聚合物分子链中央时，我们发现

在纯 DMF 溶剂中超声可以使聚合物分子链在 DA 处发生断裂，而当聚合物在 DMF/水混合溶剂中组装成胶束时，处

于胶束核中的 DA 基团则不能发生断裂。我们认为在纯溶剂中分子链的构象为无规线团，分子间很弱的相互作用使

得分子链能够有效传递力的作用；而胶束核中较长的 PMA 疏水链段相互缠绕聚集，使得分子链不能继续传递来自胶

束外层亲水分子链传递的力，因此不能使 DA 基团发生断裂。 

关键词：DA 基团；超声；选择性断裂；胶束 

AP046 

以酞菁封端的嵌段共聚物光敏剂的合成与表征 

方元庆，刘永哲，李艳辉*，段潜* 

长春理工大学，长春 130022 

酞菁具有 18 π 电子的共轭体系的大环化合物，禁带宽带窄，约为 2.0 eV，能吸收 600-800 nm 的可见光产生光活

性，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光敏剂，能够用于光催化降解领域。但是，酞菁的平面大环易发生聚集，致使其不能均匀

的分散在水中，也易产生聚集猝灭，因此限制了其作为光敏剂的实际应用。因此，本论文开展了具有酞菁类嵌段共

聚物光敏剂的设计及合成研究。为了增加酞菁的水溶性，避免自聚集，我们引入具有良好水溶性的甲氧基聚乙二醇

（mPEG），并引入具有温度敏感性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赋予其均相催化异相回收功能。首先，采用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法合成 MPEG-b-PNIPAM；其次，再利用一步 ATRP 法将马来酸酐(MA)对其进行封端；

最后，将酞菁键合到聚合物上获得一种水溶性温敏酞菁聚合物光敏剂。该聚合物能够有效催化降解模型有机污染物

罗丹明 B，且在多次循环后依旧具有催化活性。 

关键词：酞菁；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聚乙二醇；马来酸酐；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AP047 

Nd(O-iPr)3 催化月桂烯顺 1,4 选择性聚合 
房梁 1，胡雁鸣 1*，张学全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月桂烯（7-甲基-3-亚甲基-1,6-辛二烯），广泛存在于月桂油、马鞭草油等精油中，是一种来源广泛，环境友好型

单体。月桂烯可以阴离子或自由基聚合得到聚合物，但其立构规整性较低。稀土钕系催化剂对催化双烯烃具有活性

高，结构明确可控等优势。近年来发现 Nd(BH4)3(THF)3 催化剂可合成高顺-1,4 结构含量的聚月桂烯，但该催化剂难

于合成且对水氧敏感。本文以 Nd(O-iPr)3/MAO 催化体系进行月桂烯聚合，在低 MAO 用量下（[Al]/[Nd] = 100）即具

有高活性和高顺-1,4 选择性；聚合物收率高达 99%，所得聚合物顺-1,4 结构含量可达 95.6%，并进一步研究了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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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聚合温度和时间等反应条件对聚合的影响。 

关键词：钕系催化剂 甲基铝氧烷 月桂烯 

AP048 

新型苯胺基萘醌类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催化乙烯与极性单体共聚 

伏夏，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镍系后过渡金属催化剂对乙烯与极性单体的共聚活性低，难以得到高分子量、高线型结构的共聚产物。我们设

计并合成了两种以萘醌为配体骨架的新型酮-亚胺镍催化剂(2,6-二甲氧基苯胺萘醌镍配合物(2)与 2,6-双（二苯基甲基）

苯胺萘醌镍配合物(3))。催化剂 2 由于甲氧基的供电子效应，对乙烯的聚合活性很差，聚合物分子量也较低；催化剂

3 由于苯胺结构中大位阻取代基的存在，有效屏蔽了活性中心的轴向位置，显著提高了热稳定性。以 dMMAO 为助

催化剂，催化剂 3 可以高效催化乙烯聚合。随着温度升高，聚合物的分子量和活性降低，但在 80℃时活性依然达到

2000kg/(mol·h)。催化剂 3 可以催化乙烯与乙酸 5-己烯基酯（HAC）的共聚。随着 HAC 投料量的增大，聚合活性降

低，但是共聚物中极性单体的插入率逐渐增大，最高达到 1.60 mol %。我们也研究了乙烯与乙酸乙烯酯(VAC)、乙酸

烯丙酯(AAC)等极性单体的共聚。 

关键词：苯胺基萘醌镍催化剂；乙烯均聚；极性单体；共聚 

AP049 

水性聚苯胺防腐涂料制备 

邹辰旸 a,b，张红明 a，王献红❉a,王佛松 
a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b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230022 

随着“十二五”、“十三五”对涂料领域提出的环保性、水性化的要求，基于我们组对高固体份溶剂型聚苯胺重防腐

涂料的多年研究和积累，我们开展了对水性聚苯胺防腐涂料的研究。首先是水性聚苯胺防腐涂料原料的制备，包括

水性聚苯胺的研究以及水性聚氨酯成膜树脂的研究；其次是水性聚苯胺防腐涂料的制备；最后是该防腐涂料在金属

上的性能研究。我们以侧链含有乙氧基亲水基的磷酸酯作为本征态聚苯胺的掺杂剂来制备水性聚苯胺。以我们课题

组自主知识产权的二氧化碳基多元醇作为起始原料制备的阴离子二氧化碳基水性聚氨酯，将得到的水性聚苯胺和水

性聚氨酯进行混合，制备稳定的水性聚苯胺防腐涂料。然后将该涂料涂覆在中碳钢板上，利用电化学测试手段等开

展防腐性能及机理的研究。 

关键词：水性聚苯胺；水性聚氨酯；防腐机理 

AP050 

Cobalt(III)-catalyzed polymerization of phenylacetylene 

Weiqiang Fu , Yuping Dong *, Bin Tong, Jianbing Shi, Junge Zhi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Zhongguancun South Street on the 5th, 100081 

AP051 

RAFT 聚合诱导自组装制备嵌段共聚物胶体 

高成强 1,2,*，袁冰 1，Habib Khan1，张望清 1,2,* 

1 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2 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本文采用 RAFT 聚合诱导自组装，即一元 macro-RAFT 试剂调节的分散聚合，二元 macro-RAFT 试剂协同调节的

分散聚合，种子 RAFT 聚合等聚合方法原位制备了一系列高浓度(10-50 wt%)的嵌段共聚物胶体，如多孔纳米球、纳

米管、高“亏格”囊泡以及多相微区嵌段共聚物纳米颗粒等。此外，我们还详细地研究了单体浓度，疏溶剂/亲溶剂嵌

段的比例以及溶剂性质等因素对形成的嵌段共聚物胶体形貌或尺寸的影响。 

关键词：RAFT 聚合；自组装；嵌段共聚物；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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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52 

受阻型路易斯酸碱对引发 4-乙烯基吡啶聚合的研究 

高寒，鲁建民，韩丙勇*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聚 4-乙烯基吡啶因其所具有的吡啶基团可以制备多种功能高分子材料。4-乙烯基吡啶作为一种极性单体，通常

都以自由基聚合方式进行聚合。而能实现可控聚合的阴离子聚合体系，一般都需要在低温的条件下进行。寻求一种

较为温和的可控体系成为研究的目标。加入路易斯酸作为调节剂降低引发活性来实现可控聚合就成为首先考虑的对

象。受阻型路易斯酸碱对是近期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因有着结构较为简单的引发体系、催化效果显著而应用于氢

化反应、高分子聚合、小分子的还原反应等。本文通过使用非金属路易斯酸碱对三正丁基膦和三乙基硼在常温条件

下实现了 4-乙烯基吡啶聚合，并且拥有窄分布。由 GPC 和 1H-NMR 的测试结果表明，在使用三正丁基膦和三乙基硼

作为受阻型路易斯酸碱对在四氢呋喃中引发 4-乙烯基吡啶聚合时，所获得的产物分布系数为 1.09，数均分子量 1.6

万。 

关键词：受阻型路易斯酸碱对；4-乙烯基吡啶 

AP053 

基于链穿梭合成制备聚乙烯-聚(乙烯-r-降冰片烯)多嵌段共聚物 

高欢，潘莉*，李悦生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雅观路 135 号，天津 300350 

利用链穿梭技术制备半结晶和非结晶多嵌段共聚物是聚烯烃催化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本文利用分子结构相

似、催化活性相近、单体选择性差异大的两种催化剂通过链穿梭合成聚乙烯-聚(乙烯-r-降冰片烯)多嵌段共聚物。rac-

乙基桥联二氯二茚锆共聚能力强，可以制备聚(乙烯-r-降冰片烯)无规片段、 rac-次甲基桥联双(3-叔丁基-1-茚基)二氯

化锆共聚能力弱，可以合成聚乙烯的结晶片段。在研究了两个催化体系的配位链转移及可逆配位链转移反应之后，

分别尝试利用优选的 TIBA、ZnEt2 作为链穿梭剂进行链穿梭共聚合实验，制备软段为 P(E-r-NBE)，硬段为 PE 组成的

多嵌段共聚物。通过调节链穿梭剂的用量、NBE 的用量、催化剂的比例等，对软硬两段的组成及比例进行调控，进

而调控其物理性能。 

关键词：链穿梭聚合；嵌段共聚物；配位链转移 

AP054 

镍催化烯丙基环己烷可控链行走聚合制备环烯烃共聚物 

高洁，应宗航，戴玉龙，廖恒，高海洋*，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510275 

环烯烃共聚物(COC)具有许多优点，然而目前主要是通过茂金属催化环戊烯、降冰片烯等与乙烯共聚得到。烯基

环己烷链行走聚合为该类聚合物的制备开辟了新的途径，但其催化剂主要限于贵金属钯，且产物分子量较低，未能

实现活性聚合。本文以 α-二亚胺镍为催化剂前体，通过烯丙基环己烷(ACH)链行走聚合制备了 COC。MMAO 为助催

化剂时，ACH(0.1-0.3 mol/L)较低浓度下可以得到高分子量(71.7 kg/mol)，窄分布(≤ 1.20)的聚合物。Et2AlCl 为助催化

剂时，ACH 具有较高的转化率(81.5 %)，且能在 20 °C 的条件下实现活性聚合 6 h。核磁结果表明，ACH 以 1,2-和 2,1-

两种方式配位插入，链行走后得到含甲基支链，六元环全部在主链的 COC。未检测到环己基侧链，说明不存在连续

的单体插入，在下一个单体插入前进行了精确的异构化。烯基环己烃的可控链行走聚合有望实现结构明确 COC 的精

密构筑。 

关键词：链行走；活性聚合；环烯烃共聚物；烯丙基环己烷 

AP055 

超支化抗菌肽纳米片及其抗菌机理研究 

高婧宜，杜建忠*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 4800 号 201804 

细菌感染威胁着人类健康，而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容易诱使细菌产生耐药性，进而演变为抗生素难以治愈的“超级

细菌”。因此，研发具有高效抗菌且不易引起细菌耐药性的药物迫在眉睫。目前，一些已有的抗菌聚合物虽不易诱发

细菌耐药性，但其本身往往带有较高的正电，存在着会在人体内诱发产生其他副作用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我

们采用迈克尔加成及氨基酸环内酸酐（NCA）开环聚合，合成了一种抗菌肽接枝的超支化聚合物，通过自组装，得

到了一种结构独特的抗菌纳米片。这种纳米片可在具有较低的电荷（+ 6.1 mV）的同时，通过物理方式破坏细菌膜，

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有很好的杀菌效果，MIC 值为 16 μg mL-1。同时，我们提出并证明了一种新的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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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wrapping and penetrating”来解释这一现象。 

关键词：抗菌；抗菌肽；超支化；自组装 

 

 

AP056 

基于巯/胺-烯串联反应合成的双响应序列可控聚合物 

高利龙，王文林，丛海林*，于冰 

青岛大学生物医用材料与工程研究院，青岛 266071 

最近二十年,可控聚合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序列可控聚合物的合成仍主要采用固相法或基团保护法，效率低下。为

此,我们以巯基苯并咪唑和二丙烯酸酯为构筑单元，通过调控反应温度，依次进行巯-烯和胺-烯串联反应；通过调节

丁二醇二丙烯酸酯与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的加入顺序，一锅法合成制备了一系列序列结构可控的苯并咪唑基聚酯。

所制备的聚合物具有结构明确的序列结构，较高的分子量；同时分子链中所含的苯并咪唑基团具有 pH 响应性，巯-

烯反应得到的硫醚键具有活性氧簇（ROS）响应性，该类聚合物有望作为一种药物载体用于抗癌药物的可控释放。 

关键词：序列可控聚合物；巯/胺-烯点击反应；串联反应；巯基苯并咪唑；pH/ROS 响应性 

AP057 

两性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及分散性能 

高瑞军*，吴浩，王玲，姚燕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针对阴离子型聚羧酸减水剂分散保持性能差的问题，本文以丙烯酸（AA）、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

（DMC）和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IPEG）为原料，采用水溶液自由基聚合制备了两性聚羧酸减水剂（APC），显著

提高了水泥浆体的流动保持时间。通过红外光谱对其分子结构进行了表征，并研究功能单体 DMC 的摩尔用量和 APC

的掺量对水泥浆体流动保持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单体很好地发生了共聚合反应，且当 n(AA): n(IPEG): 

n(DMC)为 4 : 1 : 0.3 时，两性聚羧酸减水剂具有最优的分散性能。当 APC 掺量为 0.5 %时，水泥浆体的初始净浆流动

度可达到 280mm。与传统萘系减水剂和标准型聚羧酸减水剂相比，掺 APC 的水泥浆体 2 h 的净浆流动度损失仅为

19.6 %。 

关键词：关键词：两性；减水剂；制备；水泥颗粒；分散 

AP058 

稀释剂对线性酚醛树脂固化环氧树脂体系的固化行为影响 

高笑笑，刘汉超，邓博，魏海涛，吴锦荣，黄光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Isothermal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i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brought by the reactive diluent of 

butyl glycidyl ether（BGE）on the curing mechanism of epoxy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BGE has the same chemical 

activity as the epoxy matrix and there is only one exothermic peak appearing in the DSC curves. Related kinetics parameters 

are calculated and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y (Ea) is 72.0 kJ/mol,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on values of Ea for the 

phenolic resin cured epoxy. A first-order reaction model is foun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to describe the cure kinetics of 

the epoxy resins. The curing mechanism is discussed in detailed, where three steps are involved: 1. Initiation by the 

accelerator of imidazole; 2. The reaction between the reactive alkoxide anion and hydroxyl in the phenolic resin or epoxy; 3. 

The reaction between the epoxy and the hydroxyl in the epoxy resins.   

Keywords: reactive diluents; linear phenolic resin; curing mechanism; kinetics 

AP059 

3D 打印生物基聚酯的合成，制备及性能研究 

耿漪亭，张立群*，胡潇然，李炎，张奇男，王润国 

北京化工大学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以 2,5-呋喃二甲酸（FDCA）、1,6-己二醇（HDO）和 1,2-丙二醇（PDO）为单体，通过熔融缩聚反应，制备了一

系列不同 HDO/PDO 摩尔比例的适合熔融沉积型（FDM）3D 打印生物基聚酯（PHPF）。采用凝胶渗透色谱（GPC）、

核磁共振氢谱（1H-NMR）表征了该聚酯结构，采用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表征了其热性能，采用万能电子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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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研究了其力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该生物基聚酯为塑料，随着 1,2-丙二醇含量的增多，玻璃化转变温度（Tg）逐

渐升高，结晶峰消失，材料表现为无定型态。n（HDO）：n（PDO）=9:1 和 n（HDO）：n（PDO）=8:2 时，PHPF 具

有良好的拉伸断裂伸长率等力学性能。用桌面挤丝机将 PHPF 样品制成线材，并用 FDM 型 3D 打印机对其打印，结

果表明可以顺利打印所设计的模型。 

关键词：3D 打印；韧性；生物基；2,5-呋喃二甲酸；1,2-丙二醇 

AP060 

高选择性大位阻卟啉铝及其制备完全交替聚碳酸酯 

卓春伟，秦玉升，王献红*，王佛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中国·长春 130022 

卟啉铝催化体系已经成为二氧化碳共聚反应中最典型的环境友好型催化剂，然而其双组份体系的选择性依旧有

待提高，聚碳酸酯中通常具有约 10%醚段，并且区域结构选择性约为 80%。本文中将具有大位阻取代基团的 D4-对称

卟啉铝催化剂应用于二氧化碳与环氧丙烷的共聚反应中，结果表明在不同温度和助催化剂条件下，均可制备碳酸脂

单元含量大于 99%的聚合物，且最高的区域结构选择性达到 92%，此结果显著区别于普通卟啉铝催化剂。进一步探

究大位阻卟啉铝催化环氧化物均聚反应，GC-MS 表征显示仅有一个环氧丙烷完成开环，无聚醚产物生成。因此得出

结论，大位阻取代基在卟啉金属中心所形成的位阻环境阻断聚醚片段的相关作用，完全抑制聚醚的形成，共聚反应

中表现为高选择性，制备完全交替聚碳酸酯。此外，位阻因素同样是大位阻卟啉铝在无助催化剂下催化共聚反应无

催化活性的原因，其区别于其它卟啉铝在同等条件下生成富醚聚合物的结果。 

关键词：二氧化碳；大位阻；卟啉铝；高选择性 

AP061 

二氧化碳基水性聚氨酯的制备及其在改性方面的研究 

巩如楠 1,2，汪金 1,2，王献红*1，王佛松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中国 长春 13002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北京 100039 

以结构可控的二氧化碳基二元醇为原料制备二氧化碳基水性聚氨酯（CO2-WPU）已见诸报道。其优异的耐水解

及较高的机械强度使其取代传统水性聚氨酯成为可能。然而不同内乳化剂含量的 CO2-WPU 及其在改性传统聚酯、

聚醚型水性聚氨酯方面未见研究。此工作研究了不同内乳化剂含量对 CO2-WPU 性能的影响，同时研究了不同

CO2-WPU 含量对传统聚酯及聚醚型水性聚氨酯的性能影响。随着内乳化剂含量的增加，乳液粒径及涂膜亲水角随之

减小，而涂膜吸水率随之增大。当聚氨酯软段中二氧化碳基多元醇含量达到 70%时，经过改性的水性聚氨酯经 8.5

小时的 0.25%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后，其拉伸强度保留率从 0%提高到 88.5%，而聚醚型水性聚氨酯的拉伸强度从 17.6 

MPa 提升至 36.4 MPa，且其百分百拉伸强度从 4.35 MPa 提升至 9.24 MPa，表明二氧化碳基多元醇对传统水性聚氨酯

表现出优异的改性作用。 

关键词：二氧化碳；水性聚氨酯；内乳化剂；改性 

AP062 

锆氢试剂诱导聚双烯烃大分子链发生区域选择性 β-烷基消除反应 

谷洋，唐涛*，郑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1,4-聚丁二烯、1,4-聚异戊二烯以及聚环辛烯在锆氢试剂的诱导下，温和的条件下（≤ 60 ºC）即可发生大分子链

裁剪反应，并能获得末端功能化的链裁剪产物。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此大分子链裁剪的反应机理为 β-烷基消除

机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1H、2H 和 13C NMR 表征证实，在上述聚合物体系中，β-烷基消除反应具有很高的区域选

择性。为进一步验证链裁剪反应的高区域选择性，我们设计了两种模型小分子化合物，分别是(Z)-deca-1,5,9-triene 和

(5Z,9Z)-tetradeca-1,5,9,13-tetraene，通过 GC-MS 表征表明，此链裁剪反应的确具有高的区域选择性。 

关键词：区域选择性；链裁剪；双烯烃聚合物；β-烷基消除 

AP063 

N-乙烯基甲酰胺的 RAFT 聚合探究 

桂起林，许春容，常嵘，陈晓辉，陈晓农*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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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乙烯基甲酰胺（NVF）是乙烯胺类单体中结构最简单的一种，常作为合成酰胺类和胺类功能性聚合物的前驱

体。与其同分异构体丙烯酰胺相比，NVF 单体无毒，因此 NVF 及其聚合物可用于水处理和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

NVF 的可控聚合是世界性难题，目前鲜有成功的报道。本研究运用 RAFT 聚合法，以 2-乙黄原酸基异丁酸为链转移

剂，AIBA 或 AIBN 为引发剂，分别探究 NVF 在本体和溶液体系下的可控性；并探究了反应温度，反应时间，pH 值，

链转移剂与引发剂的投料比等因素的影响。GPC 曲线表明在水溶液体系中，控制 pH 值为 4～5，单体含量为 33.3%，

链转移剂与引发剂的比值为 5，聚合温度为 35℃，NVF 呈现出可控聚合特征：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随时间增长而

增加，转化率与时间呈现线性关系，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较窄。本研究为得到设计分子量的 PNVF 聚合物提供了理论

依据。 

关键词：N-乙烯基甲酰胺；RAFT；PNVF；聚合 

AP064 

交联聚赖氨酸基金属吸附剂的合成与表征 

郭建伟 1,2，刘亚栋 1，刘骁 1,2，韩苗苗 1，季生象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 

本文以 ʟ-谷氨酸为交联剂，通过直接缩聚法对 ʟ-赖氨酸进行交联，反应无需溶剂和催化剂，所得交联聚赖氨酸

（Glu-c-PLLs）有较好的重金属吸附能力，Glu-c-PLLs 对 Pb(II) 和 Cu(II)的饱和吸附量分别是 217.6 和 72.3 mg/g，

并且对 Pb(II) and Cu(II)的吸附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在 pH >2.7 的情况下，Glu-c-PLLs 对多种金属离子的混合溶

液中 Au(III)， Cr(III)等 9 种离子有显著吸附作用，其中 Au(III), Pd(II) 和 Hg(II)三种离子可以在 pH ≤1.0 的情况下吸

附。通过 Glu-c-PLLs 的吸附，可以使得水中重金属含量降到 10ppb 以下，从而达到国家水排放标准。另外 Glu-c-PLLs

可以循环使用，在 5 个吸附与脱吸附循环之后，Glu-c-PLLs 对重金属离子的的吸附效率仍然能够达到 92.4%。 

关键词：交联聚赖氨酸；谷氨酸；金属吸附剂 

AP065 

苊基骨架大位阻二亚胺钯催化剂：基于弱相互作用调控聚烯烃的结构 

郭丽华 1*，孔文瑜 1，代胜瑜 2 

1、曲阜师范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曲阜，23165;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 合肥，230026 

二亚胺钯催化剂因其特有的“链行走”形成支化结构聚烯烃和催化烯烃与极性单体共聚而备受关注。最近，有文献

报道了甲基骨架的大位阻二亚胺钯催化剂催化烯烃聚合及与极性单体共聚表现出极高的活性和热稳定性，并得到了

半结晶，具有超高分量的乙烯-极性单体共聚物，这些聚合物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和优良的表面性能。尽管此大位阻

钯催化剂有诸多优点，但仍与其它报道的二亚胺钯催化剂一样，无法通过调节温度来调控聚合物的支化度等微观结

构。最近我们找到了一种合成苊基骨架大位阻二亚胺配体的方法，并通过温度调控苊基结构和二芳甲基中的芳环所

形成的 π-π 弱相互作用，实现了对聚烯烃支化度的调节。此苊基骨架大位阻二亚胺钯催化剂同时也保持了甲基骨架大

位阻催化剂优良的催化性能，有望成为潜在的工业催化剂。 

关键词：二亚胺；钯催化剂；聚烯烃；弱相互作用 

AP066 

基于联噻吩聚合物的氯化氢薄膜传感器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郭梦莹，何刚*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 710054 

随着社会工业的发展，各类化学品被广泛的应用，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其中，氯化氢（HCl）

作为常见的化工原料，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行业。但是易挥发的氯化氢气体对人体有非常强的刺激作用，它能够

腐蚀皮肤和粘膜，从而引起鼻粘膜溃疡、眼角膜浑浊，严重者甚至出现肺水肿以致死亡。因此，实现对 HCl 气体的

高灵敏检测就显得尤为重要，众多课题组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荧光法传感器因其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及成

本相对低廉等优点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噻吩及其衍生物具有非常好的光学性质，且易于修饰，因而在各类光电材

料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不难想象，利用噻吩及其衍生物优异的光学性质就可以制备性能优异的对 HCl 响应的传感材

料。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设计合成了含联噻吩和二醛基的化合物 C1，将其与己二胺共聚并用硼氢化钠还原成功制备

了聚合物 P1。将 C1 和 P1 涂覆于玻璃基质表面，成功制备了高效率的荧光薄膜，并对气相中的 HCl 实现了高灵敏的

检测。 

关键词：氯化氢气体；聚合物；传感器；荧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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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67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常温本体聚合反应研究 

郭瑞泉，危燕，陈明森，张发爱* 

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桂林 541004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是一种分子中含有碳碳双键和环氧基双官能团结构，既可以参与自由基反应又可以进行

离子型反应的低毒性单体，因其反应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采用过氧化苯甲酰（BPO）和二茂

铁（Fc）组成氧化还原体系，常温催化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聚合，研究了单体 GMA 和氧化-还原剂的用

量及反应温度对聚合体系凝胶和固化时间的影响。通过红外光谱（FT-IR）、热失重（TGA）、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等对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进行分析，结果证明部分交联的聚合物已被成功制备；通过比较凝胶时间和抽提结果，可

以发现：随着氧化剂量 BPO 的增加，凝胶时间逐渐降低，交联度也随之增加；当增大还原剂 Fc 的量时，凝胶时间

逐渐增长，交联度也逐渐降低。进一步比较不同配比所得聚合物可以得出，其摩尔比为 1000：2.5：1 时为聚合最佳

配比。 

关键词：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常温固化；氧化还原体系 

AP068 

CO2刺激响应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可控油-水吸附 

郭珊珊，李术鹏，朱超，蔡少君* 

江汉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56 

在现今化工行业的飞速发展过程中，石油泄漏和各种非水有机溶剂的渗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高效、经济、

可持续利用的高吸油材料成为了人们研究的热点。其中，聚合物吸附材料表现出了较大的应用潜力。本文以含胺基

团可交联单体与苯乙烯共聚制备含胺基团烯烃交联聚合物，利用烯烃链段对非水溶有机溶剂的吸附能力和含胺基团

在 CO2 作用下的亲油-亲水转变，开发具有一定吸油性能且能够在 CO2 作用下进行响应并释放油相的智能聚合物。分

别通过红外、1H NMR 和 SEM 对产物结构、表面形貌和粒径大小进行了表征和测定；参照 ASTM F726-06 测定了产

物对不同非水溶有机溶剂的吸附能力和吸附后在 CO2 作用下的脱附性能。结果表明：产物结构与预期产物一致，所

得含胺基团交联聚合物对甲苯具有一定的吸附性，其饱和吸附率为 4.57 g/g，并能够在 CO2作用下完成对甲苯吸附后

的部分释放。 

关键词：含胺基团单体；苯乙烯；CO2 刺激响应；吸油树脂 

AP069 

基于可切换型 RAFT 试剂制备 CO2刺激响应梯度共聚物及其可控自组装 

郭晓峰，冯岸超*，汤华燊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梯度共聚物是伴随着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技术而出现和形成的一类新型聚合物, 表现出单体组成沿分子链渐变

的性质，具有多方面的潜在应用价值。RAFT 聚合，作为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的一种典型代表，具有单体适用范围

广、简便易行等优点，广泛用于合成嵌段、梯度、星形及超支化等聚合物结构。然而，采用传统 RAFT 试剂很难直

接得到高活性与低活性单体的嵌段共聚物。近年来开发的一类可切换型 RAFT 试剂则可通过酸/碱调节实现对高、低

活性单体聚合的同步控制。基于此，我们利用可切换型 RAFT 试剂，先后控制高活性单体甲基丙烯酸卞甲酯（BzMA）

的均聚和高活性单体甲基丙烯酸二乙氨基乙酯（DEAEMA）与低活性单体乙烯基吡咯烷酮（NVP）的共聚，构筑一

系列内部含有不同梯度变化链段的三嵌段共聚物，并能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不同尺寸、形貌的组装体。在 CO2 气

体作用下，有望实现组装体形貌的特异性转变及药物客体分子的逐级可控释放。 

关键词：梯度共聚物；可切换型 RAFT 试剂；CO2 刺激响应；自组装 

AP070 

键合型纤维素基手性固定相的制备及其对商品药阿替洛尔的分离 

韩苗苗 1，刘骁 1,2，徐鹏 1,3，刘亚栋 1，季生象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2 中国科技大学，安徽

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3 扬州大学，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 225009 

手性固定相（CSP）是手性色谱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在众多 CSP 材料中，纤维素基 CSP 因其品种繁多、通用性

强、负载量大等优点被广泛使用。传统的纤维素基 CSP 大多是物理涂覆型的，耐溶剂性差，限制了流动相的选择。

键合型纤维素基 CSP 将克服涂覆型 CSP 耐溶剂性差的缺点，但是受到纤维素官能化过程可控性、制备工艺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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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其或者分离效率低、或者可重复性差，未能实现使用寿命和分离性能的同时提高。于是，我们发展了一种

独特地均相修饰纤维素衍生物的技术，获得了较小官能度且官能团分布均匀的羧基官能化纤维素衍生物，将其与氨

基修饰的硅胶载体进行化学键合，制备了新型的键合型 CSP。键合型 CSP 大大拓宽了流动相的适用范围，在流动相

中添加一定量的氯仿后，有效地提高了对反-1，2-二苯基环氧乙烷手性对映体的分离能力。另外，我们还使用醋酸铵

异丙醇溶液实现了对商品药物阿替洛尔的高效分离。 

关键词：手性固定相；手性拆分；纤维素衍生物；键合 

AP071 

水溶液 RAFT 法合成多元嵌段聚羧酸及其应用研究 

朱军峰*，王佩，拓欢 

陕西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西安 710021 

首先合成首先合成水溶液 RAFT 链转移剂 S-S'-二（a,a'-二甲基-a"-乙酸）-三硫代碳酸酯（BDATT），通过 RAFT

聚合法合成带复合长短侧链新型嵌段聚羧酸，以核磁、红外吸收光谱、凝胶渗透色谱为分子信息表征手段，考察不

同聚合工艺参数（聚合温度、引发剂和水溶性 RAFT 试剂的滴加时间引发剂种类和掺量、引发剂与 RAFT 试剂的

掺量比例）对聚羧酸分散性能的影响，获得水溶液 RAFT 法合成多元嵌段聚羧酸分散剂工艺。 

关键词：嵌段聚羧酸；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聚合；分散性能；水煤浆 

AP072 

聚 N-乙烯基吡咯纳米颗粒的合成与表征 

郝璐，朱凯明，周亚倩，于德梅*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49 

聚吡咯（PPY）由于具有易合成、导电性高、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而备受瞩目，在传感器、电容器、电磁屏蔽等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其不溶不熔性给加工工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吡咯氮位引入乙烯

基作为反应单体，以双氧水为氧化剂，聚乙烯吡咯烷酮(PVP)为稳定剂，硫酸为掺杂剂，通过紫外光催化合成可溶剂

分散的聚 N-乙烯基吡咯（PNVPY）纳米颗粒，并研究不同反应条件（单体浓度、反应温度和搅拌速度）对反应速率

的影响。采用紫外光照法，反应的可控性增强，且反应过程未使用传统化学合成法中的金属氧化剂，制备所得的

PNVPY 纳米颗粒安全环保，且尺寸可控，热稳定性良好。因此，将有望推动其在生物、电子、催化等领域的进一步

应用。 

关键词：聚 N-乙烯基吡咯；紫外光催化；纳米颗粒；分散性 

AP073 

新型 POSS 基有机/无机杂化星形聚合物的构建 

何金林*,1，晏雪生 1，徐俊 1，王晓曼 2，邵宇 2，张明祖 1，张文彬*,2，倪沛红 1 

1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苏州市大分子设计

与精密合成重点实验室 江苏 苏州 215123 

2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北京 100871 

星形聚合物泛指多根线型聚合物支链连接在同一中心核上所形成的一类支化结构聚合物。其特殊的支化拓扑结

构赋予了星形聚合物一些独特的性质，如较低的结晶度、较低的特性粘度以及较小的流体动力学体积等。这些性质

与星形聚合物的拓扑结构和分子参数有密切联系，包括聚合物臂的数目、化学结构与组成、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等。

因此，合成具有明确结构且聚合物臂可控的星形聚合物是高分子化学领域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

烷（POSS）作为一类纳米尺度上的笼状化合物，有着刚硬的三维结构、明确的分子形状以及丰富的表面化学，这使

得它成为了制备有机/无机杂化星形聚合物的重要基元。我们结合活性负离子聚合、开环聚合和点击化学反应，构建

了几种以 POSS 为内核的功能性有机/无机杂化星形聚合物，通过多种分析技术详细表征了星形聚合物的化学结构及

分子参数信息。 

关键词：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星形聚合物；活性负离子聚合；点击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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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74 

有机催化功能化聚酰胺的合成研究 

和文婧，陶友华*，王献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目前，聚酰胺的合成大多以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且缺少侧基功能性基团，而生物基的功能化聚酰胺由

于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生物降解性等优点，在生物医用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因此，研究绿色无毒、可持

续发展的功能化聚酰胺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可再生的赖氨酸为原料，通过将氨基还原为羟基以及成环等路

线合成了 α-羟基-ε-内酰胺单体，并利用有机催化开环聚合得到侧基为羟基的聚酰胺。其中，我们选用了几种有机碱

（t-BuP4, t-BuP2, TBD）和有机酸（DPP, MSA）对单体进行本体聚合和溶液聚合，并比较了其催化活性和所得聚合物

的分子量。在所选用的一系列有机催化剂中，t-BuP4 的聚合效果最好，单体转化率最高可达到 99 %，分子量可达到

12 kg mol−1。这种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聚酰胺在生物医疗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聚酰胺；可再生；有机催化；功能化 

AP075 

环境响应性粒子在皮克林乳液中的应用 

洪良智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1 

皮克林乳液是指由粒子稳定的乳液体系，在最近 20 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其在药物输送、化妆品、

食品科学，以及多孔材料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采用双亲性聚合物改性的粒子具有表面浸润性可调的特征，

是一种新型高效的皮克林型乳化剂。我们结合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和“点击化学”两种方法，制备了含有反应性嵌段的

μ-聚乙二醇(PEG)-b-聚苯乙烯(PS)-b-聚甲基丙烯酸 3-（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PIPSMA) ABC 星型杂臂三嵌段共聚物；

采用溶胶-凝胶方法，制备了 μ-PEG-b-PS-b-PIPSMA 改性的纳米二氧化硅粒子。我们发现该纳米二氧化硅粒子能够稳

定不同极性、粘度的油相；根据粒子的起始分散相不同会得到不同类型的乳液；如粒子先分散在水中时得到水包油

型乳液，而粒子先分散在油相中得到油包水型乳液。而将一半粒子分散在水中而另一半粒子分散在油中，可以一步

法制备油包水包油型多相乳液。 

关键词：皮克林乳液；表面改性；星型杂臂三嵌段共聚物；多相乳液 

AP076 

基于无皂乳液聚合制备的柔性软单体胶体光子晶体 

洪日，张亚文，谭鹏峰，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工学院，南京 210009 

光子晶体因其自发组装长程有序和紧密堆积的独特结构在纳米科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研究意义。而传统的光子晶体材料，如聚苯乙烯(PS)、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等，单体的均聚物玻璃化温度较高，

所形成的材料弹性和韧性不足。针对上述难题，本文以玻璃化温度较低(Tg 为-22℃)的软单体丙烯酸叔丁酯(t-BA)作

为反应单体，因其不饱和的双键结构并具有极性基团可以使聚合物产生交联并形成网络结构，提高了聚合物的内聚

力和韧性，通过无皂乳液聚合制备具有柔韧性好，粘结性强，成膜清晰等特点的单分散聚丙烯酸叔丁酯 P(t-BA)胶体

光子晶体。该方法操作简便，易于混合传热，同时聚合的产物胶乳粘度低、产物表面洁净。试验中，我们通过改变

反应条件制备出不同粒径的单分散聚丙烯酸叔丁酯胶体颗粒，从而获得不同结构色的光子晶体，这对发展柔性光子

晶体材料在光学器件、显示、传感和生物分析等领域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胶体光子晶体；无皂乳液；丙烯酸叔丁酯；柔性 

AP077 

Highly Active Oxazolinyl- or Benzoxazolyl-Aminophenolate Magnesium Initiators for 

the Stereoselective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of rac-Lactide 

Jianwen Hu,‡ Chao Kan,‡ and Haiyan Ma* 

Laboratory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School of Chemistry & Molecular Engineer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30 Meilong Road Shanghai, 200237 

Polylactide (PLA) derived from renewable resource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due to its numerous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 polyolefin materials. The enhanced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sotactic or isotactic 

stereoblock PLA prepared from rac-lactide (rac-LA) further intrigu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isoselective and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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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s for the ROP of rac-LA. In this work, a series of magnesium complex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by the stoichiometric 

reactions of Mg[N(SiMe3)2]2 and corresponding oxazolinyl- or benzoxazolyl-aminophenols. The monomeric nature of these 

complexes in the solid state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X-ray diffraction studies, where the three donors of the ligand and the 

silylamido group coordinate with the magnesium center constructing a distorted tetrahedron geometry at the metal center.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se magnesium complexes served as highly active and moderated isoselective initiators for the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of rac-LA. An equal molar mixture of 1 and 2 with opposite stereochemistry exhibited the 

highest isoselectivity and led to PLA with a high Pm value of 0.81 at 0 oC. 

Keywords: magnesium complex; oxazolinyl- or benzoxazolyl-aminophenolate ligand; rac-lactide; 

polymerization; isoselective 

AP078 

生物源环氧单体与氧硫化碳共聚制备区域选择性高折光指数聚合物 

胡岚方，张成建，张兴宏*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本文采用来源于丁香酚，愈创木酚的生物源环氧单体丁香酚缩水甘油醚（EGE），愈创木酚缩水甘油醚（GGE）

与氧硫化碳（COS）共聚，制备交替的区域选择性高折光指数的生物基聚合物。当 EGE 与催化剂比值为 1500/1 时，

在 0.1 h 内反应转化率达 80%，TOF 值达 12000 h-1。且核磁共振碳谱（13C NMR）表明，该反应具有很好的区域选

择性，尾头结构大于 99%。时间飞行质谱（MALDI-TOF MS）表明，当 EGE 中有含量为 0.5-1.5 mol% 1-氯-3（2-甲

氧基-4-烯丙基-2 取代苯酚）丙-2-醇时，EGE/COS 共聚物为全交替结构。且 EGE/COS，GGE/COS 及 EGE/GGE/COS

共聚物聚有较高的折光指数 1.588-1.605，阿贝数为 32.5-40.4，在光学塑料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本文提供了一

种利用可再生单体制备富含硫的高折光指数的聚合物途径。 

关键词：生物源；氧硫化碳；区域选择性；高折光指数 

AP079 

PH 可逆调控双亲性无规共聚物通过自组装形成的空心纳米球结构 

胡利智，王乙涵，张陶然，殷勤俭* 

四川大学，610065 

用丙烯腈-4-乙烯基吡啶无规共聚物（PAN-stat-P4VP）与偶氮苯染料甲基红（MMR）在水/醇溶液中通过自组装

制备了一种侧链偶氮复合物（PAN-stat-P4VP/MMR）。采用GPC，CNMR，FTIR，UV—Vis，DLS，TEM，SEM和

光学显微镜探讨了PAN-stat-P4VP/MMR聚集体随H+变化的形态变化和转变机理。结果表明：

PAN-stat-P4VP/MMR在水/醇溶液中聚集形成了空心纳米球聚集体；在酸性条件下，PAN-stat-P4VP/MMR通过氢

键作用构建了空心纳米球结构，氢键强度的变化通过指示剂MMR的颜色变化间接显示；在碱性条件下，

PAN-stat-P4VP/MMR之间的氢键被破坏，空心纳米球结构分离。通过pH可逆的控制空心纳米球的结构，空

心纳米球随着氢键的消失而分解，随着氢键的恢复而恢复。 

关键词：无规共聚物；偶氮复合物；自组装；氢键；空心纳米球 

AP080 

液-液界面辅助辐射聚合制备聚甲基丙烯酸酯类纳米颗粒 

黎清，刘汉洲，文万信，胡亮*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及交叉学科研究院，江苏省苏州市，215123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液-液界面辅助辐射聚合方法，成功制备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聚甲基丙烯酸乙酯

（PEA）纳米颗粒。在 γ 射线辐照条件下，有机相与水相界面处生成的齐聚物向水相扩散、成核、增长，形成球形纳

米颗粒。当甲基丙烯酸类单体的疏水性太大时，无法通过此方法获得其纳米颗粒。PEA 纳米颗粒的转化率和粒径大

小与 EA 单体含量和辐照剂量密切相关。随着 EA 浓度增大，转化率逐渐减小，平均粒径逐渐增大；随着辐射剂量增

大，转化率逐渐减大，平均粒径先减小后增大。本方法不含任何表面活性剂和稳定剂，合成条件温和，为聚甲基丙

烯酸酯类纳米颗粒的构筑提出了新思路。 

关键词：液-液界面；聚甲基丙烯酸酯；纳米颗粒；辐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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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81 

基于醇-炔点击化学的聚合物端基多官能团化 

胡志鹏，孙志强，周延川，肖春生*，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本文中，我们将醇-炔 Michael 加成反应引入到高分子化学领域，在室温条件下，成功地将 mPEG 末端羟基与丙

炔酸甲酯在 DABCO 的催化下进行偶联，该偶联反应可在 2 小时内反应完全（端基转化率>99%），生成末端具有氧

丙烯酸酯官能团化的 mPEG。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聚合物末端氧丙烯酸酯官能团的转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通

过与官能团化的丙炔酸酯反应，合成多种末端含可反应基团（炔基，双键等）的 mPEG 聚合物；（2）对氧丙烯酸酯

基团进行硫/氧-Michael 加成，获得末端双重官能团化的 mPEG 聚合物；（3）对氧丙烯酸酯基团进行水解、肼解等，

获得羧基或酰肼基末端功能化的 mPEG 聚合物。进一步，我们将该醇-炔 Michael 加成反应应用到 PLA 和 PCL 的末

端修饰，同样构建了多种末端功能化的聚酯材料。因此这种醇-炔 Michael 加成反应将有望成为一种新的“点击化学”

反应，并在高分子合成化学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关键词：醇-炔 Michael 加成；端基官能团化；点击化学；有机催化 

AP082 

通过可控开环聚合方法合成位带有伯胺的阳离子聚酯 

胡志涛，黄华华*，陈永明*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阳离子聚酯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及其携带一定正电性，而在纳米医学和组织工程等领域有巨

大潜在的应用，但目前通过可控聚合方法获得阳离子聚酯的报道不多，而含伯胺的聚酯研究更是少见。本文首先基

于天然谷氨酸，合成了 α 位为伯胺的戊内酯单体（NHBoc-VL），再通过开环聚合条件探索，发现在催化剂为二氮杂

二环混硫脲（DBU/TU）时，四氢呋喃为溶剂的条件下，实现了该单体的可控开环聚合。由 1H NMR 和 MALDI-TOF-MS

明确了聚合物 Poly(NHBoc-VL)的结构，并进行聚合动力学的研究确认聚合的可控性。同时，NHBoc-VL 单体可与戊

内酯或已内酯进行无规共聚合，获得分子量分布窄的共聚物，此外，端羟基的聚乙二醇或聚己内酯可引发 NHBoc-VL

的开环聚合，制得相应的嵌段共聚物。NHBoc-VL 聚合后经脱保护得到新的阳离子聚酯 Poly (NH3
+-VL)，研究其在不

同 pH 条件下的水解特性，发现 pH = 7.4 时的降解速率要明显快于 pH = 5.6 时的降解速率，其主要是由于氨基在酸性

条件下质子化，孤对电子不能很好的暴露而进行自降解。 

关键词：阳离子聚酯；可控开环聚合；水解 

AP083 

聚合诱导自组装合成含胺基和交联稳定的多功能纳米粒子 

黄建兵，李德财，卢江* 

新型聚合物材料设计合成与应用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东 510275 

本文设计合成一种含有胺基和可光交联的肉桂酸基团的多功能成核单体 DEMA，并以聚甲基丙烯酸羟丙酯作为

大分子链转移剂和稳定嵌段，在甲醇中、30%固含量下进行 RAFT 分散聚合。通过调节成核嵌段 PDEMA 的聚合度，

可以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得到各种形貌（球形、虫状、囊泡）的多功能纳米粒子。由于肉桂酸双键能够在 UV 光照

下发生[2 + 2]环加成反应，因此所得纳米粒子在 365 nm 的 UV 光下进行交联稳定化。所得交联稳定的嵌段共聚物胶

束核中含有丰富的胺基，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聚合物模板通过静电作用与氯金酸离子复合，并在硼氢化钠还原下原

位形成金/聚合物杂化纳米粒子。 

关键词：聚合诱导自组装，分散聚合，交联，杂化纳米粒子 

AP084 

β-双亚胺钇配合物催化 2-(4-氟苯基)丁二烯的高顺 1,4-选择性均聚合及其与异戊二烯的共聚合 

黄建铭，姚昌广，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与非极性聚烯烃相比，功能化聚烯烃由于其更好的粘附性、印染性及与其他聚合物的相容性，具有更加广泛的

应用。目前对双烯烃的改性主要是通过自由基聚合或阴离子聚合的方法，得到的聚合物不具有立构规整性。本文利

用 β-双亚胺钇配合物催化 2-(4-氟苯基)丁二烯聚合，得到顺 1,4-选择性 98%的聚合物，分子量可达 6.95  104，分子

量分布为 1.4 – 2.0 之间，其玻璃化转变温度约在 24 – 31 °C 范围内。此外该体系还能够催化 2-(4-氟苯基)丁二烯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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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烯共聚合，得到高顺 1,4-选择性共聚物。共聚物没有结晶性，始终只有一个玻璃化转变温度，说明产物是无规共

聚物。 

关键词：2-(4-氟苯基)；配位聚合；顺 1,4-选择性；β-双亚胺钇配合物 

AP085 

季铵盐类光产碱剂插层蒙脱土及光聚合引发体系研究 

黄李江，杨建文*，廖焕妍，罗浩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  510275 

本文将四种季铵盐类（QAS）光产碱剂（PBG）与钠基蒙脱土（Na-MMT）进行离子置换反应，通过 FT-IR、TGA、

XRD 对改性蒙脱土进行了表征，证明季铵盐成功置换插入片层中（QAS-MMT）。结果表明，复合蒙脱土在紫外光照

下能够有效光解释放碱性叔胺，同时使用 TEM 观察到蒙脱土片层在光照后部分以无序剥落，部分仍以有序插层状态

分散。采用 Photo-DSC 法研究了四种 QAS-MMT 与过氧化物 BPO 组合光触发氧化-还原体系引发三羟甲基丙烷三丙

烯酸酯（TMPTA）的自由基聚合动力学, 复合蒙脱土/BPO 的引发性能与相应未复合体系 QAS/BPO 的引发性能相比，

转化率和最大反应速率几乎相当，蒙脱土的引入并没有显著抑制体系的引发性能，四种 QAS-MMT/BPO 组合均有 1-2 

s 的延迟效果。  

关键词：光产碱剂；改性有机蒙脱土；氧化-还原引发；延迟固化；聚合物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 

AP086 

发蓝光的超支化聚碳酸酯：从机理到应用 

黄为，颜红侠*，牛松，杜玉群，原璐瑶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东大镇东祥路 1 号 710129 

文中论述了通过将碳酸二乙酯与丙三醇进行酯交换反应的方法合成含非典型性生色团的超支化聚碳酸酯，并且

反应是在无溶剂无催化剂条件下进行的。其结构使用红外，核磁氢谱和碳谱，以及 GPC 进行表征，并且其荧光性能

用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与荧光光谱进行表征。这种超支化聚碳酸酯在溶液中处于 334nm 的波长激发下，可以发出蓝

色的荧光。并且荧光强度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TEM 图显示，这种超支化聚碳酸酯在水溶液中可以自主装形成胶

粒，其疏水链段随着浓度升高越来越紧凑与僵硬。我们初步研究表明这种僵硬的疏水链段在其发光行为中扮演了重

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其荧光具有 pH 依赖性，而且可以对铁离子选择性猝灭（猝灭浓度达到了 10-3mol）。 

关键词：： 超支化聚碳酸酯；荧光；自组装；发光机理；铁离子探针 

AP087 

形貌可控的有机载体负载的 FI 催化剂催化烯烃聚合 

黄文俊，余锋，陈太鑫，杨连科，龙传江，陈忠仁* 

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院大道 1088 号 518055 

FI 催化剂由第 IV B 族金属（如 Zr、Ti、Hf）与 2 个苯氧基亚胺配体络合而成，以烷氧基铝为共催化剂。其活性

为茂金属催化剂的 10 倍以上，且价格仅为其 1/10，应用潜力巨大。但此催化剂用于均相体系，而现今聚烯烃工业的

催化剂一般采用非均相催化，需通过负载形式实现 FI 催化剂的工业应用，得到高效低成本的生产。现今主要负载为

无机载体，后处理复杂，易导致塞釜等工艺问题，相比之下，有机载体不仅工艺简便，而且种类丰富，可控性好，

性价比高。本研究主要从高分子有机载体的设计合成出发，结合 ATRP 的方法可控合成分子刷载体，实现 FI 催化剂

的可控负载，得到高活性、低分散的非均相催化体系，同时控制分子刷的形貌特征（骨架长度，支链密度，支链长

度等），在催化烯烃聚合过程中影响聚合物链的生长，从而获得高分子量、低缠结的聚烯烃材料。 

关键词：FI 催化剂；高分子载体；分子刷；聚烯烃 

AP088 

含硫醚结构控制释放交联乳液的制备 

黄悠然，卢江*，梁晖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含硫醚结构的单体甲基丙烯酸-3-甲硫基丙酯（MTPMA）和可以光交联的单体甲基丙烯酰氧乙基肉桂酸酯(CEMA)

在 75oC、质量分数为 5%的条件下与疏水性模型药物尼罗红一起通过一锅法无皂乳液进行聚合。在聚合的过程中，

尼罗红可以被包载入聚合物胶束中，其包载率为 10.8%。反应得到直径 300nm 的均一小球，可在紫外光照射下进一

步稳定化。由于疏水性的硫醚可以被氧化成亲水性的砜或亚砜，聚合物纳米粒子可以在 H2O2 的作用下解体从而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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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包载的尼罗红。结果表明了尼罗红的释放速率随着 H2O2 的浓度升高而变快，显示出聚合物纳米粒子对 H2O2

的良好响应性和疏水性药物控制释放性能。 

关键词：控制释放；光交联；硫醚结构；H2O2 响应；疏水药物 

AP089 

基于马来酰亚胺高效多反应性的精密大分子构建 

黄智豪，赵俊飞，周年琛，张正彪*，朱秀林 

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江苏省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设计及应用重点实验室，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215123 

聚合物发展至今，绝大多数的性质研究都是基于窄分布的混合聚合物，为了精确的研究其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

系，必须以确定链长（且唯一分子量），结构明确的大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如何合成单分布且结构确定的大分子，是

当代化学家们面临的挑战。本文以巯基-马来酰亚胺的“点击”反应和迭代指数级的增长为基础，构建了无金属，温和、

高效的大分子精密合成平台。首先，合成了一端含呋喃保护的马来酰亚胺，另一端含硫代乙酸酯的一代小分子。一

代产物一分为二，正交脱去一端的保护，随后将两部分进行迈克尔加成，得到二代产物（2mer），再以此为起始原料，

通过不断迭代指数级增长(4mer，8mer，16mer，32mer，64mer)，最后得到了分子量单分布 7 代产物（128mer）7.9

克，分子量达到 27.4 kDa。 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成了精密的环状拓扑结构。这一系列结构都进行了严格的表征，

验证了该合成方法下，精密大分子结构成功合成。 

关键词：巯基马来酰亚胺；“点击”化学；迈克尔加成；迭代指数增长；精密合成 

AP090 

路易斯酸碱对催化环氧化物和环酸酐的开环交替共聚 

季鹤源，王彬，李悦生* 

天津大学，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 135 号 3003506 

环氧化物和环酸酐的开环交替共聚是制备聚酯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所用单体来源广泛、结构多样，可方便

地调节聚酯的结构及性能，已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开环交替聚合广泛采用 Co, Cr, Al 等金属有机配合物

作为催化剂。大部分金属有机配合物的催化活性偏低，仅在助催化剂存在时才表现出较好的催化性能。此外，重金

属 Co, Cr 的残留会严重限制聚酯的应用。路易斯酸碱对是一类新兴催化体系，已经成功应用于环酯(丙交酯、已内酯

等)开环聚合。进一步，我们研究了路易斯酸碱对催化的环酐-环氧化物的开环交替聚合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环酸酐

结构、溶剂极性及路易斯酸碱性对聚合反应有较大影响。优化聚合条件，可实现不同结构的酸酐及环氧化合物的可

控聚合，得到具有完美交替结构的聚酯材料。 

关键词：路易斯酸碱对；环氧化物；酸酐；开环交替共聚；聚酯 

AP091 

溶液自由基聚合法制备二维聚合物 

李自力 1，江晨 1，白玮 2*，白如科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2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N 37996, United States 

二维聚合物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性质，蕴含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近年来备受科学家的关注。尽管二维聚合

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由于制备比较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二维聚合物在研究和应用方面的

发展。到目前为止，发展便捷、高效制备单层二维聚合物的方法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基于静电排斥和空间受

限聚合的概念，我们提出了在溶液中“二维自组装聚合”制备二维聚合物的新方法。为了满足二维自组装聚合的要求，

我们设计、合成了 bola 两亲性单体，联苯二胺基双马来酸-四甲基胍盐。这种 bola 两亲性单体在水溶液中可以自组装

形成超分子二维层聚集体，通过苯乙烯磺酸盐与层内双马来酸的自由基聚合反应，生成了二维共价聚合物。由于聚

合局限在聚集体层内，避免了层间交联反应。二维聚合物片层表面存在电荷，层间的静电排斥作用使得二维聚合物

片层能够很好地分散于介质中，因此，可获得单层二维聚合物。这是一种便捷、高效制备二维聚合物的新方法。 

关键词：二维聚合物；二维自组装聚合；自由基聚合；bola 两亲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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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92 

聚乙烯醇/壳聚糖/二硫化钼复合阴离子交换膜的制备与表征 

江献财*， 孙玉俊， 胡海凤， 侯琳熙 

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正在迅速攀升,其中燃料电池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清洁能源之

一。因此制备具有低的甲醇透过率和好的机械稳定性、传导率的燃料电池薄膜得到广泛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具有的

好成膜性的季铵化聚乙烯醇（QPVA）和天然高分子材料壳聚糖（CS）作为制备复合薄膜的材料，用片层二硫化钼

MoS2 提高薄膜的性能。通过溶液成膜的方法制备 QPVA/CS/MoS2 复合的阴离子交换膜。主要研究了不同 MoS2 加

量对 QPVA/CS-MoS2 复合阴离子交换膜的甲醇渗透率的阻碍效果，并对薄膜的机械性能等相关性能进行了测试。研

究结果表明，氯化铝水溶液对壳聚糖具有好的溶解性，并且 MoS2 的加入与 QPVA/CS 具有较好的相互作用。其中片

层 MoS2 的加入对燃料电池薄膜的甲醇渗透具有明显的阻隔效果。 

关键词：壳聚糖；季铵化聚乙烯醇；二硫化钼；氯化铝；阴离子交换膜  

AP093 

次血红素六肽接枝于金属有机骨架表面并用于催化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姜伟，汤钧*，代立新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长春市解放大路 2519 号 130012   

传统金属，酶以及酶模拟物催化的原子自由基聚合（ATRP）往往存在着金属残留，聚合活性低以及催化剂不能

重复利用等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模拟酶—次血红素通过酰胺键连到金属有机骨架 UiO-66-NH2 上。复合物具有

更强的酶催化稳定性及活性，固载后酶活性为游离酶活性的 10 倍以上，同时显示出于底物更强的结合能力。然后我

们将这种复合物用于催化 ATRP 其中以甲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酯作为单体。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克服游离

DhHP-6 催化聚合后难分离的问题同时能够降低反应液体系中金属离子的残留问题。另外这种方法展示出更强的循环

利用性，催化反应三次后依然具有较高的单体转化率。因此，这种酶接枝于 MOFs 表面的复合物能够有效用于合成

结构明确的生物医用高分子。 

关键词：金属有机骨架；接枝；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AP094 

异丁烯正离子聚合及其聚合物离聚体性能研究 

姜伟威，陈光泽，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异丁烯正离子聚合可以制备丁基橡胶和其他异丁烯基弹性体，对异丁烯基弹性体进行进一步卤化可以得到卤化

的聚异丁烯，卤化的异丁烯基弹性体与磷氮类亲核试剂在高温下的亲核取代反应制得异丁烯基离聚体(IPIB)。在异丁

烯基离聚体中，离子对相互簇集，形成离子簇，起到了物理交联点的作用，这使得异丁烯基离聚体与传统丁基橡胶(IIR)

和卤化丁基橡胶(HIIR)相比，在物理机械性能和流变性能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既保留了 IIR 良好的气密性、抗氧性、

耐老化性，又具有热塑性弹性体及自修复的特点。 

关键词：阳离子聚合；聚异丁烯；离聚体；自修复 

AP095 

无过渡金属催化的共轭聚合物的合成、性能及应用研究 

姜叶芳，蔡雪刁*,刘亚婷，骆楚欣 

陕西省大分子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 号, 710119 

共轭聚合物因其具有特殊的光电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于光电材料等多个领域，近年来设计新结构的共轭聚合物以

及探索新的合成方法成为备受青睐的研究热点。传统的合成共轭聚合物的方法大多是利用过渡金属作催化剂通过偶

联得到的，然而过渡金属催化剂具有毒性大、对环境不友好、对空气敏感且价格昂贵等不足，特别是微量的残留会

影响光电器件的效率及寿命。于是建立无过渡金属催化的新型聚合方法来合成高纯度、高质量的共轭聚合物显得尤

为重要。本论文主要设计并探索了一种利用无过渡金属催化剂参与的新型合成方法,该方法主要是以含有 γ-H 的 α,β-

不饱和酯类芳基化合物和醛类化合物作为单体，在有机小分子碱的催化下发生聚合反应。本文探索了新型聚合方法

的反应机理以及优化的聚合条件,并用优化条件合成了一系列主链含有 1,3-丁二烯基团的线性共轭聚合物及超支化共

轭聚合物，研究了超支化共轭聚合物作为化学传感器对金属离子的选择性检测以及对爆炸物的检测。 

关键词：无过渡金属催化剂；共轭聚合物；化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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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96 

新型比率荧光分子印迹聚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可视化检测 

蒋林冶，李明，任雪芹*，王树*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100190 

分子印迹聚合物（MIPs）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特定印迹孔穴的聚合物材料框架，特制的印迹孔穴与模板分子

的大小形状、结合位点的功能基团相匹配，这使得 MIPs 能特异性识别模板分子。荧光信号经常被 MIPs 用作检测痕

量物质的信号，当模板分子吸附到结合位点与荧光物质产生相互作用并导致荧光基团的荧光变化时，就可通过荧光

强度来定量模板分子。基于荧光的 MIPs（FL-MIPs）具有高灵敏度、快速检测、特异识别性等优点。在本研究中，

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比率荧光分子印迹传感器用来可视化检测 2,4,6-三硝基苯酚。这是首次以红色 CdTe 量子点作

为参比荧光染料，以蓝色荧光的有机荧光染料作为响应荧光染料制备比率型 FL-MIPs。利用分子印迹技术的特异识

别能力和比率荧光颜色变化，研制的比率型 FL-MIPs 可以高选择性、高灵敏度的应用于水样中痕量 TNP 可视化检测。

此方法为快速可视化分析复杂样品中的痕量污染物提供了新方法。 

关键词：分子印迹；荧光；可视化检测 

AP097 

仿生自修复超润滑表面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金碧玉，韦存茜，张庆华*，詹晓力，陈丰秋 

浙江省化工高效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仿猪笼草结构灌注润滑液的光滑多孔表面（SLIPS）因其全方位疏液的性能广泛应用在防粘污、防霜、防覆冰、

油水分离等领域。我们将改性智能响应性纳米粒子通过共价作用分散于与硅油亲和性好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基材中，

制备出具有智能响应性的自修复超润滑材料。接触角、前进角、后退角的测试结果表面所制备的材料具有很低的滞

后角（小于 5°），表明材料具有很好的疏液性能。另外，制备的聚合物基材对润滑油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以及有良好的

机械性能。破坏试验表明响应性纳米粒子可以通过光照产热实现聚合物基材和表面性能的自修复。自清洁实验表明，

超浸润材料可以抵抗多种污染物粘附。因此，智能响应性自修复超浸润材料有望在延长材料使用寿命以及自清洁领

域发挥作用。 

关键词：超浸润表面；智能响应；自修复；自清洁 

AP098 

乙烯醋酸乙烯酯接枝共聚物的合成与静电纺丝 

金世龙 1,2，崔崑 2*，历娜 1，毛国梁 1，吴韦 1，马志 2 

1.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2.中国科学院有机功能分子合成与组装化学重

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首次利用溶液接枝法合成了 EVA-g-MAH，并调节反应物之间的比例和反应条件，得到不同接枝率（5.2-11.7%）

的 EVA-g-MAH。然后选取一种接枝率稍高的 EVA-g-MAH 以对甲苯磺酸为催化剂、甲苯为溶剂，用正十八胺进行

胺化，得到双边仲酰胺 EVA-MAH-ODA。利用红外光谱仪对产物进行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最终得到双边酰胺 

EVA-MAH-ODA。最后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 EVA-g-MAH 微球和微纤维， 并详细研究了聚合物浓度对微球和微纤

维形态形貌的影响。 

关键词：溶液接枝；合成；接枝率；胺化；静电纺丝 

AP099 

含赖氨酸改性聚合物刷结构磁性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其选择性吸附染料的应用 

荆世尧，王鑫，谭业邦*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育部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00 

通过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和赖氨酸改性构筑了含两性聚合物刷结构的磁性纳米复合材料用傅里叶变换

红外光谱、热重分析、元素分析以及测定磁滞回线对其化学结构和磁性能进行了表征和测量，用透射电镜对材料的

核-刷形貌进行了考察。此外，研究了磁性纳米复合材料在柠檬黄或亚甲基蓝混合染料的选择性吸附，发现该复合材

料由于聚合物刷上存在丰富的吸附位点具有高的吸附容量与吸附速率，与传统的吸附材料相比，该磁性纳米复合材

料能够在外加辅助磁场下完成便捷分离，由于两性聚合物刷的存在，在不同 pH 条件下，该材料能够选择性地将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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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或亚甲基蓝染料从混合溶液中分离出来。循环再生实验表明该材料具有良好的重复利用性能。因此，该磁性纳米

复合材料在选择性分离水中染料污染物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磁性纳米复合材料；赖氨酸；选择吸附染料 

AP100 

大位阻苯氧亚胺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在制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应用 

康必显，杨超*，郭建双，王新威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聚烯烃催化技术与高性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是分子量在 150 万以上的乙烯均聚物。它是目前已知的最硬的塑料之一，具有

优异的抗冲击性、耐磨损性、自身润滑性等特性，广泛应用于国民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工业上主要采用 Z-N 催化剂

进行生产。1998 年，日本 Mitsui Chemicals 公司的 Fujita 研究小组等发现苯氧亚胺配合物催化体系也可催化乙烯聚合

得到 UHMWPE。该类催化剂一般需与 MAO、iBu3Al/Ph3CB(C6F5)4、MgCl2/2-乙基-1-己醇/iBu3Al 助催化剂搭配，

才能获得高的乙烯聚合活性。本文合成了含有大位阻基团的苯氧亚胺类催化剂，并将其应用于乙烯聚合。结果表明，

单独存在烷基铝助催化剂的条件下，也可催化乙烯高效聚合，活性可达 2×108 g PE/molZr；当以 MAO 为助催化剂则

可获得粘均分子量 500 万以上的 UHMWPE。经 DSC 测试，该聚乙烯熔点峰在 136℃左右，结晶度可达 44.2%。 

关键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苯氧亚胺；烷基铝；均相聚合 

AP101 

基于锌催化的硅氢化反应制备具有 AIE 效应的可降解聚合物 

李川阳，刘新立，牟泽怀，崔冬梅*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AIE）效应的聚合物，由于其独特的聚集态荧光现象，近年来被广泛研究。合成 AIE 聚合物

的方法主要包括 AIE 单体的自由基聚合、离子聚合以及偶联聚合，而这些方法合成的聚合物都不具有可降解性，限

制了 AIE 聚合物更为广泛的应用。AIE 单体普遍具有较大的体积和共轭体系，这使得合成 AIE 荧光团位于主链的聚

合物极为困难。聚硅醚是一种降解速率可控的新型聚合物，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我们通过设计双甲酰基取代的

四苯乙烯单体，在锌氢化物 LZnH (1, L = (MePz)2CP(Ph)2NPh, MePz = 3,5-dimethylpyrazolyl)催化下，成功实现了该单体

与二苯基硅烷的聚合。所得聚合物具有显著的 AIE 效应，最大发射波长 485nm，热降解温度>400℃,具有良好的应用

潜力。 

关键词：锌氢化物；硅氢化反应；聚集诱导发光；可降解聚合物；聚硅醚 

AP102 

含有刚性脂环不对称结构的聚酰亚胺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李夫，申九林， 曹中欢， 刘相富，屠国力*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4 

合成了含有刚性脂环结构的异构化二胺单体 5-氨基-1-(4-氨苯基)-1,3,3-三甲基茚(5-DAPI)和 6-氨基-1-(4-氨苯

基)-1,3,3-三甲基茚(6-DAPI)。通过热亚胺化和化学亚胺化将这两种二胺与五种商业化的二酐单体聚合制备了一系列含

有刚性脂环不对称结构聚酰亚胺薄膜（PI）。我们系统地研究了这种刚性脂环不对称结构的引入对 PI 的溶解，光学，

热学，机械，表面，介电常数等性能的影响。单晶衍射测试表明 5-DAPI (85.7°) 较 6-DAPI (78.2°)拥有更大的二面角，

因此由 5-DAPI 合成 PI 的空间位阻和不对称性小于基于 6-DAPI 的 PI。从理论上解释了 6-DAPI 系列 PI 的热稳定性

要高于 5-DAPI 系列 PI，其透光性，热稳定性等性能要低于 5-DAPI 系列 PI 的原因。 

关键词：聚酰亚胺；亚胺化；柔性基底；性能 

AP103 

设计合成高枝化星形梳状丁苯嵌段共聚物 

李福崇，李旭，宋同江，张华强，陶惠平，董静，龚光碧*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兰州化工研究中心，兰州 730060 

丁苯透明抗冲树脂是以烷基锂为引发剂，采用负离子溶液聚合技术制备的一类高苯乙烯含量的苯乙烯/丁二烯嵌

段共聚物，被广泛应用于泡罩包装、透明容器、玩具业、医疗设备和办公室用品等行业，本文采用活性阴离子嵌段

共聚物法(采用的引发剂是单官能的,THF 为单官能结构调节剂)设计合成了高枝化星形梳状丁苯嵌段共聚物。考察了

相对分子质量、苯乙烯含量及调节剂用量对偶联效率、力学性能及微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侧链相对分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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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于 5 万时，聚合物偶联效率和支化度分别可以达到 69.5%和 29.4；控制聚合产物相对分子质量在 8 至 20 万，最

高缺口冲击强度和扯断伸长率分别达 263.4 Mpa 和 158.8%；增加苯乙烯含量会导致偶联效率和支化度大幅度降低；

当 THF/Li(mol)为 1 时，所得聚合物具有较好的微观结构，增加 THF 用量会导致苯乙烯无规度和聚丁二烯中 1,2-组分

含量增加，偶联效率和支化度降低。 

关键词：活性阴离子嵌段聚合；高枝化；嵌段共聚物；偶联效率；支化度 

AP104 

Facile synthesis of fluorescent hyperbranched aliphatic polyestertriazole as the probe for 

detecting Hg2+ in water 

Hui-Juan Li, a sheng-Qi Chen, a,b Peng-Yun Li, a Haleem, Jia-min Li, a Chuan-Shan Hu, a Xi-Chuan Li, 

Wei-Dong He*,a 

AP105 

可见光引发丙烯酸丁酯的活性聚合：超快，耐氧，无催化剂 

李佳佳，朱秀林，朱健* 

苏州大学，苏州 215123 

本文合成了一种新的黄原酸酯 PXEP 作为 RAFT 试剂进行光引发聚合。在该体系中，RAFT 试剂同时作为引发剂

与链转移试剂，成功制备了分子量可控，分子量分布窄的丙烯酸酯类聚合物。在紫色 LED 灯照射下，单体转化率在

几分钟内就可达到较高程度，同时该体系也体现了一定的耐氧性。氢谱核磁结果证明了该体系制备所得聚合物具有

很高的端基功能度，扩链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该体的活性特征。另外，本文还对不同光源如太阳光以及实验室环境光

引发聚合情况进行了考察，成功构建了一个条件温和，具有超快聚合速率，一定耐氧性并且无需添加额外光引发剂

的活性聚合体系。 

关键词：光引发；超快的；活性自由基聚合 

AP106 

链转移剂单体存在下乳液聚合制备支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李佳婷，黄文艳*，蒋必彪* 

江苏省绿色环保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支化聚合物具有特殊的三维球状结构，与相同分子量的线型聚合物相比，其具有较低的熔融黏度和溶液黏度等

特点，在制备高固体含量涂料用树脂及改善高分子材料加工性能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 α-甲基丙烯酸

-3-巯基己酯（MHM）为链转移剂单体，以过硫酸钾（KPS）为引发剂，在常规自由基乳液聚合条件下，成功合成了

支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通过气相色谱仪（GC）、三检测体积排阻色谱仪（TD-SEC）对聚合物进行表征和分析。结

果表明，我们合成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支化结构，聚合物的分子量很大，绝对重均分子量大于 2×106 g/mol，且

单体转化率均大于 95 %。我们所制备的支化聚合物的特性黏度均低于相同分子量线型聚合物的特性黏度，拥有更紧

密的结构。 

关键词：支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自由基聚合；乳液聚合；链转移剂单体 

AP107 

高性能杂化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李江波，刘汉超，黄光速*，郑静*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成都 610065 

Introducing both chemical and physical cross-links into a polymer network has emerged as a prevalent strategy to 

toughen hydrogels. However, most of these hybrid hydrogels are prepared on a multi-step routes with more than one polymer 

or cross-linker, which is sophisticated and time consuming. Here, we report on a facile fabrication by in-situ polymerizing 

acrylamide with a single multifunctional cross-linker. Compressive and tensile tests show the resultant hydrogels exhibit 

superior mechanical toughness. They can be stretched up to 1900% with a maximal fracture stress of nearly 500kPa and be 

compressed to 90%. More impressively, the hydrogels can be fully recovered under compression. Rheological measurements 

suggest the co-existenc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cross-links. Finally, an effective energy dissipation mechanism is observed 

and discussed. We conclude that the reversible physical cross-links originated from entanglement provide a mechanism of 

energy dissipation while the chemical cross-links ensure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which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roved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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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hydrogel; mechanical toughness; multifunctional cross-linker; entanglement 

AP108 

基于纤维素水凝胶的制备及孔径调节 
李丽媛，吴敏*，王超，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100190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储量最丰富的一种天然高分子，广泛存在于各种植物细胞壁中。纤维素水凝胶具有生物降解

性和生物相容性的优点，成为纤维素研究和应用领域的一个热点；此外，纤维素表面有很多羟基，可以进行功能化

修饰改性，这大大拓展了纤维素在复合材料方面的应用领域。氧化石墨烯可视为一种非传统型态的软性材料，具有

聚合物、胶体、薄膜，以及两性分子的特性，氧化石墨烯复合后纤维素水凝胶可应用于电学、磁学领域。本文介绍

了纤维素水凝胶材料的研究进展，重点介绍纤维素水凝胶的制备方法和孔径调节的方法，最后对基于纤维素水凝胶

的发展前景和应用潜力进行展望。 

关键词：纤维素；氧化石墨烯；水凝胶；孔径调节 

AP109 

区域及立体结构规整的侧链型氨基酸聚合物的 

合成与性能研究 

李茂盛，陶友华*，王献红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在高分子化学中，合成具有精确初级结构（如区域及立体结构规整）的氨基酸聚合物，来模拟具有精确初级结

构的天然蛋白质，以期获得类似的仿生性能，仍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本工作中，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不

同位点甘氨酸取代的环辛烯单体。所有的 3-取代环辛烯单体在 Grubbs 二代催化剂 作用下经开环易位聚合得到头尾、

反式双键的区域及立体规整聚合物，而 5-取代环辛烯单体则得到区域及立体无规聚合物。DSC 与 WXRD 测试结果证

实，所得的 3-甘氨酸取代聚合物为半结晶聚合物而 5-甘氨酸取代聚合物为非晶聚合物。同时，与 5-取代无规类似物

相比，区域及立体规整的 3-取代聚合物具有更高的水接触角以及浊点。最后，我们研究了两种聚合物不同的微观结

构对于硫醇-双键点击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规的 5-取代聚合物相对于含高反式双键的 3-取代类似物，具有更高的

反应活性。 

关键词：侧链型氨基酸聚合物；开环易位聚合；区域及立体结构 

AP110 

花形聚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李敏，刘结平*，丁光柱，汪超，王凯旋，钱门祥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淮北市东山路 100 号 235000 

本工作通过无催化点击反应与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铜催化叠氮-炔基点击反应（CuAAc）相结合的方

式制备了不同花瓣数量的花形聚合物，并对其结构和性能进行了表征。由于一端或两端带有强吸电子基团的高活性

炔类化合物可以在无需催化剂的温和条件下与叠氮化合物发生 1,3-Huisgen 环加成反应，通过连续的叠氮化-无催化点

击反应可以方便地制备外围以叠氮基团封端的树状分子。我们据此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外围带有等量炔基和溴原子的

多官能团树状引发剂，利用这种树状引发剂进行苯乙烯的 ATRP 可得到多臂星形聚合物，通过制备不同代数的树状

分子引发剂，可以对星形聚合物的臂数进行精确控制。接下来将星形聚合物链末端溴原子叠氮化后，进行分子内的

CuAAc 关环反应即可得到不同花瓣数量的花形聚合物。我们通过 1H NMR、GPC 等确认了花形聚合物的成功合成，

并对其独特的荧光性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花形聚合物；环状聚合物；无催化点击反应；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点击反应 

AP111 

第二层配位空间效应调节钯镍金属对乙烯单聚和共聚的性能 

李敏，王兴宝，罗毅，陈昶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合肥金寨路 96 号，230026 

聚烯烃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聚合物材料，全世界每年约使用 3 亿吨聚合物材料，其中聚烯烃约占该总量的一半。

尽管聚烯烃材料有如此大的用量，其仍然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由于聚烯烃是非极性的材料，其附着力、润湿性

和混溶性比较差。过渡金属催化烯烃与极性单体共聚有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问题是：1，极

性官能团对金属；2，形成稳定的金属-烷基螯合环使得金属失活；3，快速的 β-X 消除。本合成并表征了一系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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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配位空间效应的含氮 α-二亚胺配体。研究了这类配体所形成的金属钯和镍的化合物在催化乙烯单聚和共聚中

的效果。结果表明，该类镍催化剂在乙烯聚合中可以显著降低聚乙烯的支化度，该类钯催化剂可以实现乙烯与一系

列极性单体共聚。对照实验和计算机模拟结果表明，配体中的氮原子对实现这一聚合性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AP112 

Bingel 反应端接 C60的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可控合成及其组装结构 
李谦，谌东中*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侧链盘状液晶高分子是一类广受关注的先进有机光电材料，具有盘状液晶体系有序性的同时，还结合了高分子

的成膜性和优异的加工性等特点。近几年来，我们课题组在侧链苯并菲盘状液晶聚合物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首次

采用 RAFT 聚合方法成功实现了盘状液晶聚丙烯酸酯的可控合成，系统性地比较考察其间隔基长度的影响及分子量

效应等。通过进一步优化分子结构设计，从分子水平深入理解这类聚合物的自组装机理，指导设计高有序的柱状相

盘状液晶聚合物光电功能材料。本文我们将可控合成的盘状液晶聚丙烯酸酯通过 Bingel 反应端接 C60，研究端接 C60

的聚合物体系的组装结构，为设计制备微观结构可控、高能量转化率的体相异质结（Bulk Heterojunction, BHJ）型有

机太阳能电池材料奠定基础。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变温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等表征手段研究其组装

结构和热致液晶相行为，为接下来进行体相异质结器件制备及太阳能电池性能评价奠定基础。 

关键词：侧链型盘状液晶聚合物；C60；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Bingel 反应； 

AP113 

聚(丙烯酸钠-co-丙烯酰胺)水凝胶材料的制备及其自振荡图案化研究 

李晴，杜湘云，邵欢，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工学院，南京 210009 

某些反应体系中反应物或产物的某些状态量(如物质浓度等)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变化，这一现象称

为化学振荡。B-Z（Belousov-Zhabotinsky）反应，是一类著名的化学振荡反应。近年来，将水凝胶材料与 B-Z 反应相

结合，不仅使水凝胶材料拥有自振荡性能，也拓宽了 B-Z 反应的应用范围。自振荡水凝胶材料的催化剂主要是 Ce 离

子、Ru 的配合物和邻菲咯啉亚铁离子(ferroin)。通过 B-Z 反应的进行，水凝胶可以实现类似心脏跳动的自驱动行走

或是产生周期性变化的图案。本文制备了聚(丙烯酸钠-co-丙烯酰胺) [P(NaAA-co-AAm)]高溶胀性能的水凝胶材料，并

考察了交联剂浓度对水凝胶溶胀性能的影响。基于静电作用力合成了含有邻菲咯啉亚铁离子(ferroin)的水凝胶材料

P(NaAA-co-AAm)-ferroin，并利用 B-Z 反应实现了水凝胶基质上的自振荡图案化。 

关键词：水凝胶；B-Z 反应；自振荡图案化 

AP114 

折叠链聚酯脲的合成及其组装行为研究 

李秋云，李自力，金邦坤*，白如科* 

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合肥 230026 

众所周知，聚合物链的折叠和自堆积不仅会影响聚合物的凝聚态结构，如晶态、非晶态、液晶态等，而且会影

响聚合物的性能和功能，如力学性能，以及催化、分子识别、电荷或能量传输等。为了研究聚合物链的折叠行为，

我们通过 4, 4′ − 二羧基二苯基脲和 3, 5 − 二(溴代烷氧基)-苯甲酸酯的聚酯化反应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折叠链结构的聚

酯脲。聚合物的结构通过红外光谱和核磁氢谱进行了表征，并通过核磁谱测得聚合物的分子量约为 2×104。由于聚合

物的每个重复单元都含有二苯基脲，在脲基之间的氢键作用和苯环之间的 π-π 相互作用的双重驱动之下，这种聚酯脲

可以在溶液中形成自组装。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测试结果显示，该聚酯脲在氯仿和甲醇的混合有机溶剂中组装形成了

尺寸为数百纳米的片层聚集体；小角 X 射线衍射结果表明聚酯脲形成的超分子片层聚集体是有序的堆积结构，进一

步证实了合成的聚酯脲具有折叠链结构。 

关键词：折叠链；聚酯脲；自组装 

AP115 

α-二亚胺钯催化剂催化乙烯-极性单体活性共聚 
钟树煌，高海洋*，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引入极性基团以改善聚烯烃材料的性能是烯烃聚合研究领域的热点。由于极性单体对金属活性中心的“毒化”作

用，传统钯催化剂难以实现烯烃与极性单体的活性共聚。为提高催化剂对极性基团的容忍性，本文合成了大位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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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结构的 α-二亚胺钯催化剂并对其进行共聚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其可催化乙烯与不同丙烯酸酯类单体共聚得到窄分

布的共聚物。在 15℃～35℃温度范围内催化乙烯与 MA 共聚，在 25℃条件下活性最高，分子量最大，分子量分布较

窄（PDI<1.10），可实现活性聚合。提高 MA 浓度，单体插入率提高，在 2.2M 单体浓度下可达 4.32%。通过乙烯压

力的改变可实现对共聚物支化拓扑结构的调控，共聚物结构随乙烯压力的增加而趋向于线型。 

关键词：α-二亚胺钯催化剂；极性单体；活性聚合 

AP116 

基于疏水寡肽的刷状共聚物单分子纳米药物载体研究 

郑煜逵，李鑫，夏文权，陆超，潘妙，刘道军* 

汕头大学医学院，汕头 515041 

本研究设计并合成以聚赖氨酸（PLL）为主链、以两亲性聚苄氧羰基赖氨酸-b-聚乙二醇（PZLL-b-PEG）或聚谷

氨酸苄酯-b-聚乙二醇（PBLG-b-PEG）为侧链的刷状共聚物 PLL-g-(PZLL-b-PEG）和 PLL-g-(PBLG-b-PEG），并研究

其作为单分子纳米药物载体对疏水模型药物化合物的装载性能。通过改变 PLL 主链的长度、侧链疏水内层的组成和

长度以及侧链亲水PEG外围的长度对刷状共聚物的结构进行调节。用
１

H NMR和GPC对合成的刷状共聚物进行表征，

通过 DLS 和 TEM 对刷状共聚物在溶液中的形貌与聚集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水溶性的刷状聚合物在水溶液

中以稳定的单分子胶束形式存在。选用芘和油红为疏水模型化合物，研究了刷状聚合物的装载性能。研究发现，刷

状共聚物能够稳定高效装载疏水模型化合物。合成的两亲性刷状共聚物有潜力成为装载疏水药物的单分子药物载体。 

关键词：多肽；刷状聚合物；单分子胶束；药物载体 

AP117 

立构规整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及其有序组织结构 
李翛，谌东中*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首先由 Rh 催化卡宾聚合法从溴代烷基重氮化合物制得立构规整的均聚物，再通过 Williamson 醚化反应将单羟

基苯并菲(TP)液晶基元连接到聚合物侧链上，制得一系列通过不同长度间隔基挂接 TP 液晶基元的高立构规整侧链盘

状液晶聚合物。所制得聚合物经凝胶渗透色谱(GPC)、1H-NMR 和 13C-NMR 结构分析表征，并采用热台偏光显微镜

(POM)、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变温小角/广角 X 射线散射(SAXS/WAXS)等表征手段研究其自组装结构和热致液晶

相行为。研究表明，高立构规整性高取代密度的侧链盘状液晶聚合物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组装结构，且随着柔性间隔

基从六亚甲基延长到十亚甲基，发生单斜四方柱状相到六方柱状相结构的转变，扩展了具有一维光电传导特性的盘

状液晶聚合物的制备与相结构调控的途径。  

关键词：高立构规整性；盘状液晶聚合物；相行为；苯并菲；自组织结构 

AP118 

手性 Salen-Zn(II)配合物的高分子圆偏振发光性质的研究 

李小静，成义祥*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南京大学化学楼 210023 

圆偏振发光(Circularly Polarized Luminescence, CPL)是某些手性发光物质所独有的光学现象，其在表征手性分子

激发态信息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圆偏振光独特的光学特点使其在信息存储、传感以及显示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

前景，这使 CPL 材料的研究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有机配合物中，特别是含 Zn（II）的有机物复合物及其衍

生物有高吸收系数，窄吸收带，高荧光强度等价值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本文设计合成一对基于光学活性的 R/S-1,2-

环己二胺（DACH）的 Salen-Zn(II)配合物的手性高分子。此高分子配合物发射 500 nm 的绿色荧光，并具有较强圆偏

振发光信号，CPL 的不对称因子 glum达到了-0.001 和+0.0009。这说明手性从 1, 2-DACH 传递到含发色团 Zn(II)的络

合物的共轭聚合物骨架。这项工作提供了新型金属配合物 CPL 材料设计的新途径。 

关键词：手性 1,2-环己二胺；Salen-Zn(II)配合物；圆偏振发光；高分子 

AP119 

氮-（1，3-二甲基咪唑-2-鎓内盐）喹啉-8-胺镍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催化 

降冰片烯-苯乙烯共聚研究 

李彦青，周健，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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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备催化活性高、热稳定好的烯烃聚合催化剂，研究利用 2-亚氨基咪唑啉结构配体较强的 2σ，4π 电子供体特

性，合成了 [N，N]双齿配体的氮-（1,3-二甲基咪唑-2-鎓）喹啉-8-胺镍配合物，并以 MMAO 为助催化剂，探究了不

同聚合温度、铝镍比（Al/Ni）、苯乙烯单体含量对催化降冰片烯-苯乙烯共聚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催化剂表现出

良好的热稳定性，聚合活性随 Al/Ni 比增加而增大，当 Al/Ni 比 1500、温度 90℃时，聚合活性达到 52 kg polymer/(mol 

Ni•h)；所得共聚物的分子量随温度的升高及苯乙烯投料比的增加而减小；共聚物中苯乙烯的插入率随苯乙烯单体投

料量的增加而增加，当苯乙烯单体投料比为 80 mol%时插入率达到 20 mol%；共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随苯乙

烯插入率的增加而减小。该催化剂体系对降冰片烯与极性苯乙烯共聚行为也已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镍催化剂；MMAO；降冰片烯-苯乙烯；共聚 

AP120 

(Salen)CrCl/PPNCl 催化环氧丙烷/氧硫化碳共聚的机理研究和 

ABA 三嵌段共聚物的合成 

李洋，张兴宏*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本文深入研究了水杨醛二亚胺金属铬配合物[(Salen)CrCl]搭配等当量双(三苯基膦)氯化铵(PPNCl)在一定量水存

在下催化环氧丙烷(PO)和氧硫化碳(COS)共聚的机理。凝胶渗透色谱（GPC）、核磁共振谱图（1H NMR、13C NMR）

和基质辅助激光解析时间飞行质谱（MALDI-TOF）分析表明得到的单硫代聚碳酸酯分布窄（1.05-1.06）、全交替且端

基为双仲羟基的链结构，并结合红外光谱（FT-IR）分析发现共聚物中存在两种系列高分子链，即含一个二硫代碳酸

酯链节和不含此链节的两种聚合物链。随着含水量的提高，聚合物分子量减小并且含二硫代碳酸酯链节的聚合物链

占比增加。通过合成(Salen)CrOH 和(Salen)CrSH 并在充分干燥的条件下分别催化 PO/COS 共聚，结果表明前者得到

的共聚物中不含二硫代碳酸酯链节而后者含有 1.1%二硫代碳酸酯链节，于是我们推测聚合过程中 Cr-SH 中间体的生

成导致了 PO/COS 共聚物中二硫代碳酸酯的生成。同时本文首次将得到的聚硫代碳酸酯二元醇溴化，利用原子转移

自由基聚合（ATRP）与苯乙烯共聚合成了聚苯乙烯-聚硫代碳酸酯-聚苯乙烯三嵌段共聚物。 

关键词：SalenCrCl；氧硫化碳；ATRP；嵌段共聚物 

AP121 

两仪聚合制备支化聚四氢呋喃和支化聚（四氢呋喃/己内酯）共聚物 

李瑶，白天闻，李逸凡，凌君* 

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杭州 310027 

两仪聚合（Janus polymerization）是我课题组报道的一种新型聚合方式，它将阳离子和阴离子配位开环聚合引入

到同一条增长链的两个活性端上，它也是一种高效制备不同拓扑结构聚合物的新方法。本文中，我们运用两仪聚合

方法，以三氟甲磺酸稀土（RE(OTf)3, RE = Lu, Sc, Y）和双环氧基化合物（EGDE）为催化体系来制备支化聚四氢呋

喃和支化聚（四氢呋喃-己内酯）共聚物。双环氧化合物 EGDE 作为引发剂，两个环氧基团存在活性差异，在聚合中

分别充当引发剂和共聚单体，合成支化结构的聚合物。在聚合产物中，PCL 链段／链节不仅使聚合物具有结晶性能，

同时也赋予了共聚物良好的降解性能。支化聚四氢呋喃均聚物比普通的线性聚四氢呋喃具有更优异的拉伸性能，其

断裂伸长率可以达到 1070%，由于其中存在大量的羟基以及较强的氢键作用，支化聚四氢呋喃具有自修复的性能。 

关键词：两仪聚合；聚酯；聚醚；稀土催化；开环聚合 

AP122 

超低分子量聚乙烯醇的制备 

李远鹏，邓建国*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四川 绵阳 621900 

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自由基聚合反应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合成复杂拓扑结构聚合物的方法，而利用

可见光调控的 RAFT 聚合反应具有端基保留率高，单体转化率高，条件温和，绿色环保，简单方便等显著的优点。

本文采用烷氧醚树枝化大单体，经可见蓝光引发 RAFT 聚合方法合成了一系列具有拓扑结构（星形和超支化）的树

枝化聚合物。通过核磁氢谱(1H NMR)和凝胶渗透色谱（GPC）分别对聚合物分子结构和分子量进行表征，通过紫外

可见光谱（UV/Vis）以及动态光散射(DLS)对其温敏行为进行了探究，并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对该系列大尺度拓

扑聚合物的形貌进行了观测。进一步利用其结构的独特性以及温敏智能特征，研究了不同结构聚合物对溶菌酶活性

的抑制作用，发现聚合物结构和分子量均对其抑制能力产生影响。 

关键词：可见光 RAFT 聚合；拓扑化结构；树形聚合物；温度敏感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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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23 

三嵌段聚合物 PS-PI-PMMA 的阴离子可控合成及其力学性能初探 

李铮，陈建定，苏凌，邹桂金，郑安呐*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在环己烷溶液中，以痕量四氢呋喃为调节剂，将正丁基锂作为引发剂，成功的使用阴离子聚合的方法合成了明

确结构的聚苯乙烯-异戊二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的三嵌段聚合物。反应温度能够控制在 0℃以上并且最终产率能够达到

100%。通过凝胶渗透色谱（GPC）、核磁共振氢铺（1H-MNR）、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分析产物，发现其实际分

子量与设计分子量相当，副反应产物较少，同时具有明确的三嵌段结构。合成的三嵌段聚合物中，第三嵌段的含量

较高导致聚合物具有明显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性质，具有良好的耐油性能。分析聚合物的力学性能，得到合成的

三嵌段聚合物与普通的热塑性弹性体相比有较好的力学性能。较低的副反应率、简单的反应条件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使此种合成方法具有商业化的潜能。 

关键词：三嵌段聚合物；阴离子聚合；甲基丙烯酸甲酯；热塑性弹性体；工业化 

AP124 

温度响应性琼脂糖基两性离子聚合物的制备及离子交换性能研究 

李智 1,2，冯岸超 1，魏晓虎 1*，汤华燊 1，2* 

1.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100029 

蛋白质的分离纯化是生物工程领域中的一个关键点，其分离方法有透析、超滤、凝胶过滤、离子交换层析、低

温有机溶剂沉淀法等。在使用离子交换层析法时，被分离的蛋白质溶液流经离子交换层析柱，带有与离子交换剂相

反电荷的蛋白质被吸附在离子交换剂上，随后用改变 pH 或离子强度的办法将吸附的蛋白质洗脱下来。其缺点是，洗

脱过程复杂，需要大量的高浓度电解质溶液，成本高，污染环境。因此，我们希望制备出一种新型层析树脂，可以

分离溶液中的蛋白质与盐，并通过改变温度使其再生。该材料以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琼脂糖小球为基体，表面改性后，

在小球表面用 RAFT 聚合方法,使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单体与 N-异丙基丙烯酰胺共聚，再修饰成温度响应性两性离子

聚合物。两性离子聚合物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抗蛋白质吸附，我们期待利用其电荷作用来进行离子交换。通过温度控

制盐溶液的吸收与解吸，不仅保证了蛋白质的纯化，也简化了操作过程，节省了成本，保护了环境。 

关键词：蛋白质纯化；温度响应聚合物；两性离子聚合物；RAFT 聚合 

AP125 

交叉易位聚合法合成交替序列结构脂肪族聚酯 

李子龙*，曾富容，马济美，孙林皓，曾贞，江洪 

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 号 430070 

脂肪族聚酯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我们通过交叉易位聚合法合成得到一系列以乙醇酸、乳酸和 6-羟基己酸

为单体单元并且具有交替序列结构的新型脂肪族聚酯。首先，通过高效的酯化反应构筑具有精密序列结构的 AB 型

单体模块，其端基分别为丙烯酸酯和 α-烯烃。接下来，利用上述两种端基能高选择性地发生交叉易位反应的特点，

通过交叉易位聚合法以逐步聚合的机理得到具有周期序列结构的不饱和聚酯。这种以形成碳碳键进行聚合的模式从

原理上避免了传统缩聚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酯交换等副反应，使序列结构的周期性得以完整保留，有效地减少了链结

构缺陷，为精确揭示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关系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这种聚合方法具有很好的普适性，理论上讲

可以将任意种类和长度的序列单元引入单体模块当中并最终完成聚合。最后，通过催化氢化得到了 3 种具有交替序

列结构的新型脂肪族聚酯。值得一提的是，经氢化还原之后在重复单元当中又新引入了 6-羟基己酸单元。 

关键词：交叉易位聚合；脂肪族聚酯；序列可控 

AP126 

FeCl3 水溶液引发丙烯酰胺聚合：反应动力学 

梁兵 1，黄荣华 1，廖琦 2* 

1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成都，610065 

2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100019 

FeCl3 水溶液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引发丙烯酰胺的聚合，且在有光和闭光时该聚合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利用膨

胀剂法，系统地研究了 FeCl3 水溶液引发的丙烯酰胺的聚合反应动力学。我们的动力学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 FeCl3

水溶液引发的丙烯酰胺聚合都有一段几十分钟到上百分钟的诱导期。通过对有光和无光照条件下的对比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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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光情况下的等效链增长反应常数比有光照条件下的等效链增长反应常数大一个数量级。这一动力学分析的结

果表明，在无光情况下，聚合机理和活性中心与过去已经研究过的普通光照条件下引发的自由基聚合不同。这一具

有很大等效链增长反应常数的新引发体系，由于可以获得很长的动力学链长，所以为下一步制备具有超高分子量的

窄分布水溶性聚丙烯酰胺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FeCl3 水溶液，丙烯酰胺，聚合反应动力学，等效链增长反应常数，动力学链长 

AP127 

三呋喃甲酯基丙烷扩链剂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梁楚尧，夏敏*，李杰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受损粘合剂的自我修复及功能再生是智能粘合剂领域的研究热点，具备热可逆性质的 Diels-Alder 反应用于构建

粘合剂的修复反应拥有良好的前景。端羟基聚丁二烯是常用的含能材料粘合剂，但受外界因素影响时可能会产生微

裂纹，从而影响其性能。如果能够赋予其自修复特性，那么将提高含能材料的应用可靠性。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基

于 Diels-Alder 反应由端呋喃甲酯基聚丁二烯（FTPB）作为主体树脂，经 N,N'-（1,3-亚苯基）二马来酰亚胺（PDMI）

固化可制备出具有自修复能力的胶片。但仅凭 FTPB-PDMI 体系维持材料的力学性能是不够的，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含

呋喃基团且官能度为 3 的三呋喃甲酯基丙烷（TFP）作为 FTPB-PDMI 体系中的扩链剂，对其结构进行表征并对胶片

扩链前后的力学性能及修复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表明 TFP 的加入可显著提高材料的交联密度且不降低材料修复性能，

改善材料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Diels-Alder 反应；自修复；扩链剂；粘合剂；含能材料 

AP128 

[OSSO]型桥联双苯氧基钛催化剂催化苯乙烯和乙烯共聚合 

梁华晴，周启花，龙永江，祝方明*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以桥联双苯氧基钛配合物[OSSO]-Ti 为催化剂，甲基铝氧烷（MAO）为助催化剂，通过单体同时加料配位共聚

合合成了乙烯/苯乙烯共聚物，改变两种单体的投料比，可以得到不同苯乙烯单体单元含量和分布的共聚物，一定条

件下可得到乙烯/苯乙烯交替共聚物（聚（乙烯-alt-苯乙烯））。用核磁碳谱（13C NMR）对合成的共聚物的不同的序列

组成和微观结构进行了分析，说明合成了具有不同苯乙烯单体单元含量（16-65 mol %）的共聚物；用凝胶渗透色谱

（GPC）对合成的共聚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进行了表征，共聚物的分子量分布在 2.0 左右，表明共聚物由单活性

中心催化剂制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对合成的共聚物的热性能进行了表征，表明大部分共聚物中有较长的

亚甲基序列。 

关键词：等规聚苯乙烯；苯乙烯/乙烯共聚；交替共聚物 

AP129 

含 NNP 三齿配体 Ni，Pd 配合物的合成及催化降冰片烯加成聚合研究 

庄锐 1,2，王孝华 1,3，胡雁鸣 1*，张学全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2；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 230000 

设计合成了基于吡啶单亚胺与喹啉单亚胺三齿 NNP 配体的 Ni 和 Pd 配合物，并详细研究了其催化降冰片烯的聚

合行为。在 MAO 活化下，所有配合物对降冰片烯聚合均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生成高分子量、窄分布的加成型聚降

冰片烯。Pd 配合物具有高催化活性，达到 2.45×108 g PNB (mol of Ni)-1 h-1。柔性更强的 P 侧臂电子供体可更容易适

应金属配合物的几何构型，使活性中心更加稳定，有利于提高催化活性。 

关键词：过渡金属催化剂；镍；钯；降冰片烯 

AP130 

AIE 聚合物纳米粒子的细乳液聚合法制备及其发光性能调控 

梁小琴，崔勤敏，刘玲，肖立圣，赵祖金，戚栋明，曹志海* 

浙江理工大学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8 

AIE 聚合物纳米粒子（AIE-PNPs）的亮度主要由 AIE 分子在 AIE-PNPs 内部的受限状态决定，其与基体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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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结构密切相关。明晰基体聚合物链结构与 AIE-PNPs 发光性能的对应关系，对于充分发挥 AIE 分子的发光潜能，提

升 AIE-PNPs 的应用价值有重要意义。论文以 1-甲基-1,2,3,4,5-五苯基硅杂环戊二烯为模型 AIE 分子，通过不同单体

组合的细乳液共聚合反应制得了由具有不同链结构的基体聚合物构成的 AIE-PNPs。着重研究了基体聚合物链结构对

AIE-PNPs 发光性能的影响，发现基体聚合物的链段运动能力和聚合物链侧基是影响 AIE-PNPs 发光性能的主要结构

因素。论文提供了一种基于基体聚合物链结构的调控 AIE-PNPs 发光性能的新方法，研究结果对于制定 AIE-PNPs 发

光性能的调控策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AIE 聚合物纳米粒子；细乳液聚合；链段运动；聚合物链结构；侧基 

AP131 

可降解超支化环氧树脂的合成与降解机理 

余倩，梁叶云，郭文强，张道洪* 

中南民族大学，催化材料科学国家民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074 

本文利用柠檬酸为主要材料制备了端羧基超支化聚酯（DCHP）和 可降解的超支化环氧树脂（DEHP），并通过

FT-IR 和 1H NMR 等测试表征了 DCHP 和 DEHP 的化学结构。DEHP 对双酚 A 型环氧树脂（DGEBA）具有增强增韧

作用，随着 DEHP 的含量和分子量的增加，固化的 DEHP/DGEBA 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拉伸、弯曲和冲击强度）

先增加后降低。与纯 DGEBA 相比，DEHP/DGEBA 复合材料的拉伸、弯曲和冲击强度分别提高了 34.2-43.4％，

35.6-48.1％和 117.9-137.8％。此外，DEHP 还对固化的 DEHP/DGEBA 复合材料的降解具有促进作用，固化的

DEHP/DGEBA 复合材料的降解程度随着 DEHP 含量和分子量的增加而增加，在 90℃条件下，含有 12wt％DEHP 的

复合材料仅需 2 小时可完全降解，而相同条件下 DGEBA 的降解程度仅为 35%，表明 DEHP 具有良好的降解和再循

环性能。 

关键词：超支化聚酯；超支化环氧树脂；可降解；增韧增强；复合材料 

AP132 

二胺基镍配合物催化乙烯聚合的骨架结构效应研究 

廖恒，高洁，高海洋*，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不同骨架结构的二胺基配体及其镍配合物用于催化乙烯聚合研究。相应 α-二亚胺及胺基亚胺

配体经还原得到二胺基配体，再与(DME)NiBr2 配位得到相应二胺基镍配合物。在 AlEt2Cl 助催化作用下，不同骨架

的配合物都能在室温以上催化乙烯得到窄分布的聚合产物。实验结果表明，提高骨架取代基空间位阻，可提高聚合

体系链增长速率，提高体系聚合活性。更大的骨架位阻可阻碍苯胺环的旋转，抑制链转移反应的发生，得到更高分

子量的聚合产物，并保持分子量的窄分布，PDI 在 1.2 以内。调节配合物骨架结构可得到从具有明显熔点到只具有玻

璃化转变的，主要为甲基支化且支化结构差异明显的聚合物。 

关键词：二胺基镍配合物；骨架结构，乙烯聚合 

AP133 

季铵盐类光产碱剂的合成、表征及光引发体系研究 

廖焕妍，黄李江，罗浩，杨建文* 

中山大学 化学学院，广州 510275 

设计合成了四种以四苯基硼为配对阴离子的季铵盐类光产碱剂（QAS），紫外光辐照下可高效光解产生碱性叔胺，

能够催化多种反应，具有较高活性。与过氧化物配合可形成高效率的光触发氧化-还原引发体系，可以实现室温甚至

低温下引发丙烯酸酯类单体的自由基聚合。通过 1H NMR 及 ESI-MS 证实成功合成目标产物结构，通过 UV-Vis 和 TGA

研究了四种 QAS 的光分解动力学和热稳定性，结果显示四种 QAS 在紫外辐照下均能有效光解，在室温下能稳定储

存，满足光引发剂的使用和储存条件。采用 Photo-DSC 法研究了四种 QAS-MMT/BPO 光触发氧化-还原体系引发三

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TMPTA）的自由基聚合,探讨了反应温度、紫外光强、QAS 与 BPO 配比对引发性能的影响，

结果显示均具有良好的引发活性，随着温度、光强的提高，引发活性均有所提升，而 BPO 的加入极大提高了引发性

能。 

关键词：季铵盐；光产碱剂；氧化-还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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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34 

Photo-kolbe 反应引发不同介质中自由基光聚合的研究应用 

廖晚凤，倪秀元*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200433 

近年来，光聚合作为一种环保、高效的聚合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致力于探寻新

型的光引发剂。在这，我们研究了一种新型的二元光引发体系：二元脂肪羧酸和纳米 TiO2，来探究其在醋酸乙烯酯

（VAc）的自由基光聚合反应中的应用。我们对 VAc 的聚合反应动力学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聚合反应对二元酸

（丙二酸-己二酸）的结构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和奇数碳的二元羧酸相比，当采用含偶数碳的二元酸时，聚合反应速

率更快达到峰值。同时，我们发现，在本体及水相反应体系中，二元羧酸和纳米 TiO2 组成的新型光引发体系均可引

发 VAc 的聚合。当采用 13C 标记的二元羧酸作为示踪剂时，我们利用核磁共振碳谱（13C-NMR）分析进一步探究了

二元羧酸/TiO2 这一光引发体系的引发机理。结果发现，在本体及水相体系中，二元酸/TiO2 遵循相同的光引发机理：

二元酸发生 photo-kolbe 反应生成 HOOC-R•自由基，进而引发 VAc 光聚合。这一新型的光引发体系不仅具有良好的

光引发活性，更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 

AP135 

荧光标记的聚合物型硫化氢供体的合成 

林律欢，卢江*，梁晖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硫化氢（H2S）是继 NO 和 CO 后，新发现的一种信号分子，近十年来在生理学和药理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

重大进展，许多小分子 H2S 供体被报道甚至应用于临床试验中。然而，高分子型的 H2S 供体仍然很少被报道。本文

通过一种含水杨醛功能化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 FHMA 的 RAFT 聚合，并利用其中的醛基进行后聚合改性，与单氨基

聚乙二醇(PEO-NH2)、苯甲酰硫胺(SBTHA)、水合肼反应，合成了一种荧光标记的可以释放 H2S 的聚合物。这种聚

合物在 pH=7.4 的 PBS 溶液中能自组装形成具有荧光特性的纳米粒子，并能在 L-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的刺激下缓慢

释放出 H2S。 

关键词：水杨醛；后聚合改性；荧光标记；H2S 供体 

AP136 

接枝齐聚物-共混法制备 HPS/PDMS 复合物及其熔体流变行为研究 

凌方唯，罗明超，黄榜沃，黄光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065 

高温硫化硅橡胶（HTV）分子量较高，乙烯基含量较低；室温硫化硅橡胶（RTV）分子量较低，但可通过对分

子量和乙烯基含量的调节。针对 RTV 和 HTV 各自的特点，利用碱催化的开环聚合反应合成出了不同分子量和乙烯

基含量的聚硅氧烷齐聚物。同时，硅氢加成是一种通过 Si-H 和乙烯基反应的效率较高的加成反应，单氢七苯基 POSS

（HPS）与分子量为 18.93 万 g/mol、乙烯基链节质量分数为 2.3 wt%的聚硅氧烷齐聚物发生完全接枝。采用接枝齐

聚物-共混法制备了 HPS/PDMS 复合物熔体，并对其动态流变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动态频率扫描中，熔体

储能模量 G’随频率的降低而下降，但当 HPS 含量较高时，G’的下降趋势明显减慢，出现“第二平台”。当 HPS 含量

较低时，熔体表现出类液体行为，粘性响应占据主导地位；当 HPS 含量较高时，熔体表现出类固体行为，弹性响应

占据主导地位，显然HPS/PDMS 混炼胶的类固-类液转变都源于HPS 的聚集。HPS/PDMS 熔体在 10 wt%和 20 wt% HPS

含量之间出现了流变逾渗现象，说明 HPS 的自组装导致材料发生了固液转变。 

关键词：PDMS；POSS；硅氢加成；流变行为 

AP137 

多级孔聚合物微球负载齐格勒-纳塔催化剂催化丙烯聚合 

刘博，聂赫然，周光远*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催化剂的负载化是实现聚丙烯大规模产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相较传统无机载体，有机聚合物载体有诸如

结构明确、官能团可控等优点。目前，有机聚合物载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孔结构设计与实现方面，而实际用于负载

和烯烃催化的报道较少，且主要集中于乙烯催化领域。本研究旨在探究一类多级孔聚合物载体负载多种聚丙烯催化

剂催化丙烯聚合行为，包括：通过调节反应条件，实现对一类含有不同官能团的多级孔聚合物微球载体结构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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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负载方法，实现载体与聚丙烯齐格勒-纳塔催化剂的稳定键接；应用负载化催化剂催化丙烯聚合，从反应动力学

等角度揭示催化行为与催化效率间关系；探究多级孔空间限制作用对聚丙烯链段结构、凝聚态结构以及宏观性能的

影响。本研究主要创新包括：一类聚合物载体首次用于丙烯催化聚合；利用载体空间限制效应制备结构和性能特殊

的聚丙烯；根据受限聚合现象，构建多级孔空间限制效应原理模型。 

关键词：聚丙烯；齐格勒-纳塔催化剂；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有机聚合物载体；受限聚合 

AP138 

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组装体与水凝胶 

刘固寰*，刘世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 合肥，230026  

我们报道了具有新拓扑结构与水分散性的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超支化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模块化的设计

超支化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的三类支化基元，焦点处的三种响应可移除保护基元，以及七种不同的外围功能基团与

聚合物，提供了结构与功能的多样性以及降解速率的可控性。基于这些超支化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平台，还开发了

种类繁多的功能，包括：可见光触发的细胞内周围键接药物的靶向与时空可控释放；质粒 DNA 的胞内传输与胞浆还

原环境触发的多价相互作用消除导致的 DNA 释放；线粒体靶向的具有∼20 nM 检测限的 H2O2 荧光检测探针；以及

通过触发分散金纳米粒子聚集体构筑的比色 H2O2 检测体系。为了进一步的展示超支化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平台的

潜力与普适性，作者进一步的整合基于超支化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的酶介导正反馈循环放大与酶联免疫吸附检测 

(ELISA)，构筑了疾病相关抗体 (比如人癌胚抗体) 的超灵敏荧光检测体系。 

关键词：触发式自降解聚合物，点击化学，拓扑结构，化学放大 

AP139 

新型超支化聚硅氧烷增强增韧环氧树脂 

刘汉超，高笑笑，邓博，吴锦荣，黄光速*，魏海涛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65  

针对环氧树脂韧性差的问题，本文以苯基三甲氧基硅烷、甲基氨基二乙氧基硅烷和 1，6-环己烷二甲醇二缩水甘

油醚为原料，采用一步法合成了一种新型超支化聚硅氧烷分子。将该超支化分子加入环氧树脂基体中，测试发现超

支化分子的加入并未导致相分离的发生，并且可以同时显著地提高环氧树脂的韧性和强度：在加入量为 5wt%时，强

度和韧性均达到最优值。与其他超支化分子增韧剂不同的是，该超支化分子的加入会提升环氧树脂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在加入量为 5wt%时，样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比空白样品提升了约 25oC。该超支化分子中 1，6-环己烷二甲醇二

缩水甘油醚的引入以及端基活性氨基的存在，提高了超支化分子与树脂基体的相容性，避免了相分离的发生。同时，

超支化分子中的苯环结构和支化结构分别为环氧树脂提供了刚性和韧性，从而实现对环氧树脂力学性能的协同增强

和增韧。 

关键词：环氧树脂；超支化硅氧烷；增强；增韧 

AP140 

PHEA-g-PEO 的合成及其溶液行为的研究 

孙方旭，刘浩宇，黄晓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200032 

AP141 

多功能两亲性大分子引发无皂乳液聚合制备相变微胶囊 

刘锦，张秋禹*，范新龙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市友谊路 127 号 710072 

采用一种简单、绿色的体系制备聚合物微胶囊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引入一种多功能聚合物大分子，

使得乳液聚合制备聚合物微胶囊体系中仅含有水，单体和大分子三种组分。这种大分子是由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在二苯基乙烯存在下，过硫酸钾引发聚合形成的，该聚合物主链疏水侧链亲水，在乳液聚合体系中可充当乳化剂稳

定单体液滴。同时，接入的二苯基乙烯会形成半醌式结构，其在二次加热并加入第二单体的情况下，具有再引发活

性。基于多功能两亲性大分子界面聚合机理形成了聚合物微胶囊，本文又引入相变材料，成功制得具有不同芯材和

壁材的相变微胶囊。通过多次冷热 DSC 循环测试，表明使用该方法所得的相变材料微胶囊具有很好的密封和热稳定

性能。通过计算吸热焓变的积分面积，测得包覆率高达 92%。这种绿色，简单又高效的胶囊制备方法具有很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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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同时为大分子反应器和大分子载体等的制备提供了途径。 

关键词：聚合物胶囊；两亲性大分子引发剂；界面引发聚合；相变材料 

AP142 

转移插入聚合法制备新型金属羰基聚合物及自组装研究 

刘瑾 a,b，邱惠斌 b*，王晓松 c 

a 深圳大学，深圳市南海大道 3688 号，518060，b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市海科路 100 号，201210 

c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0 University Avenue West, Waterloo, ON, Canada, N2L 3G1 

金属羰基聚合物具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可作为磁陶瓷材料、金属化合物纳米结构的前驱体，并应用于 CO 传

输、纳米刻蚀等领域。转移插入聚合是近期报道的一种新的聚合方法，可用来制备线性、环状羰基茂铁二苯基膦聚

合物，这类新型金属羰基聚合物已展现出突出的应用前景。由于其链段化学组成、拓扑结构等比较局限，自组装及

纳米材料构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本文通过转移插入聚合，并辅以插入转移接枝反应，制备具有线

性、支化、拓扑结构的金属羰基共聚物。研究所得金属羰基聚合物在溶液及固态下的自组装过程与机制，通过调节

聚合物组分、链段比例、分子结构、溶剂等，制备球状、囊泡、棒状、纤维状等自组装纳米结构。为金属羰基聚合

物及其自组装结构在药物缓释、金属及陶瓷材料、纳米刻蚀与图案化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可靠依据。 

关键词：金属羰基聚合物；插入转移聚合；自组装； 

AP143 

高储能、低损耗玻璃态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醇）P(St-MMA-MAA)的

制备及其介电储能性能研究 

刘晶晶，张志成*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28 号 710049 

本文采用氢化还原的方法将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P(St-MMA)共聚物中的酯基还原为羟基，来减小由共

聚物中的高极性 β 晶型带来的高能量损耗。实验结果表明，还原反应引入的羟基与羟基或者聚合物中的酯基之间形

成氢键，使得共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模量提高。再者，-OH 的引入，使得聚合物中极性基团的极化驰豫减小，

从而使介电常数增大。低极性苯乙烯单元的存在，在聚合物中可以屏蔽极性基团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介电常数保

持在 3~6 之间，介电损耗低于 0.04。当羟基含量为 15%的时候，击穿场强从 430 MV/m 提高到 710 MV/m，储能密度

在 725 MV/m 的时候为 13.8 J/cm3，是目前 BOPP 的 2~3 倍，而能量损耗仅为 10%。同时，三聚物具有很好的耐温特

性，在 110 oC，仍然能保持很好的介电储能特性。 

关键词：璃态聚合物；氢键；高击穿场强；高储能密度；低能量损耗 

AP144 

1,3-环己二烯-苯乙烯交替共聚物环化制备高耐热性聚合物 

黄明路，刘静伟，鲁建民*，韩丙勇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聚合物中的环状单体能提高其刚性，使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热稳定性、机械性能得到显著提升。1，3-环己二

烯能够通过负离子聚合向聚合物引入环状单体，因而受到广泛研究。本文研究了 1，3-环己二烯与苯乙烯的交替共聚

物，在三氟甲磺酸（CF3SO3H）催化条件下，共聚物发生分子内阳离子环化，得到了具有环状结构主链的聚合物，

并对环化前后共聚物的结构、热学性能进行了表征。测试结果显示，环化率达到 65.5%，环化后共聚物的玻璃化温度

由 105℃提高至 160℃，热分解温度由 382.64℃提高至 437.71℃，表明环化后共聚物的耐热性得到显著的提升。 

关键词：1，3-环己二烯-苯乙烯交替共聚物；阳离子环化；耐热性 

AP145 

一种高选择性识别组氨酸的聚合物基手性光学传感器 

刘可远，杜柑宏，叶龙，江黎明*，沈之荃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人体内组氨酸浓度异常与多种肝肾疾病相关，高效、快速检测组氨酸在临床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组氨

酸传感器大多存在选择性不高或生物毒性大等缺陷，难以满足生物医学检测的要求。制备兼具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

特异性识别能力的组氨酸传感器仍然面临挑战。聚(2-噁唑啉)被看作拟聚肽，是一类极具应用前景的生物医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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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合成了侧链含有手性吡咯烷基的新型聚(2-噁唑啉)衍生物，并成功用于组氨酸的特异性识别。相比于均聚

物，水溶性共聚物传感器表现出更好的检测效果：与 Cu2+离子原位形成的金属络合物在组氨酸诱导下给出强烈的 CD

信号，Cotton 效应的符号与组氨酸的构型相对应，实现了对组氨酸的对映选择性及特异性识别，在生物医学检测方

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对映选择性；组氨酸；传感器；聚(2-噁唑啉)  

AP146 

间戊二烯异构体-马来酸酐自由基交替共聚合研究 

刘坤*1，邓皓 2，徐伟 2 

1 湖南理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414000，2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10000 

间戊二烯（包括顺式 ZP，反式 EP 和混合异构体 PD）是 C5 馏分中含量与异戊二烯或环戊二烯相当的高反应活

性的双烯烃，而目前限制于间戊二烯纯度及其异构体分离难度的原因，仅用于合成低端间戊二烯石油树脂。本文涉

及间戊二烯交替自由基聚合领域。首先利用连续萃取精馏装置分离高纯度间戊二烯（93-95%），再结合化学反应精馏、

精密精馏等技术制备聚合级间戊二烯异构体，利用自由基溶液聚合法合成间戊二烯/马来酸酐、间戊二烯/丙烯腈等一

系列交替类型（或无规）聚合物，同时对比分析异戊二烯与此类极性单体共聚合反应特点。实时监控分析交替型（无

规型）共聚动力学反应，动力学数据表明共聚合反应基本符合一级动力学模型，马来酸酐/间戊二烯混合异构体共聚

物的最大产率高达 98.3%。同时利用多种现代测试手段系统研究共聚合中间体（CTC 络合物）和共聚物链结构信息。

该型交替型共聚物在功能微球、高性能表面活性剂、胶黏剂等领域有潜在用途。 

关键词：间戊二烯异构体；自由基共聚；交替共聚物；动力学；链结构 

AP147 

可溶液再加工的有机光电纳米纤维的制备 

刘丽娜，姚祥，李维实*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有机光电纳米纤维因具有超高的比表面积和一维传递电荷、激子、能量等光电载流子和信号的能力，在催化、

传感、光电器件等方面潜在着广泛用途。目前，常见的制备纳米纤维的方法有自组装法、模板法、静电纺丝法等。

但是，已有方法制得的纳米纤维，基本上无法溶液再加工处理，而且在处理过程中难以保持纤维结构的稳定。因此，

我们基于静电纺丝可便利制备同轴核壳结构纳米纤维的技术，提出一种制备可溶液再分散且结构保持稳定的有机光

电纳米纤维新方法。此方法利用了可交联的光电聚合物，将其作为静电纺丝所得同轴纳米纤维的核层，外面包裹防

止纤维间交联的钝性聚合物壳层，通过对静电纺丝的纺丝液参数调控成功制得壳核结构的同轴纳米纤维，然后通过

交联反应稳定纤维的形貌结构，再除去钝性的聚合物保护壳层，从而获得了可再分散于原溶剂体系的有机光电纳米

纤维。 

关键词：纳米纤维；静电纺丝；有机光电材料；可交联；溶液再加工 

AP148 

基于 CO2和丁二烯的高分子材料的合成：自由基引发剂和潜在单体的奇遇 

刘慕华 1,2,3，林柏霖 1,2，*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 2010010，2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 

200032，3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二氧化碳和烯烃作为两类来源广泛、成本低廉的化学原料，两者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二氧化碳固定转化效率和

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在合成高分子材料领域备受科研工作者们的关注，尤其以二氧化碳的化学转化合成高

分子材料最甚。本文通过二氧化碳与丁二烯的 C-C 偶联反应制备了一种具有聚合活性的 δ-己内酯（L），并通过 O2

引发了 L 的本体聚合得到约 100%转化率的高分子量高分子产品，且在该高分子主链上保留了活性官能团位点，为该

高分子材料的后期应用提供了功能化修饰的便利。尽管 L 的合成及其潜在的聚合活性已为人所知几十年，但有关 L

的聚合则鲜有报道。本课题组偶然发现，传统认为的作为抑制剂的氧气与 L 的结合可以有效引发 L 的本体聚合。因

此本文以 DFT 理论研究，探讨了这一异常的氧气引发 L 聚合的引发过程。发现正是由于氧气与具有潜在聚合活性的

单体 L 发生反应，生成的内酯过氧化物成为真正的自由基引发剂从而引发该聚合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二氧化碳的还原转化；二氧化碳基高分子；氧气引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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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49 

采用预处理策略设计并构建基于阳离子 PFP 的杀菌开关 

刘闪闪，白昊天，吕凤婷，刘礼兵，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100190 

致病菌的耐药性问题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安全的亟待解决的全球化问题。乱用和滥用抗生素而产生的环境压力

是加速耐药性致病菌出现的主要原因。传统的新药开发策略必需经过的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临床实验到市场推

广的漫长过程往往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但因为耐药性致病菌的快速出现而收效甚微。因此，寻找全新的应对

策略已经成为解决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手段。在本文中，我们采用预处理策略构建基于共轭聚合物 PFP 的超分子“杀

菌开关”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聚氧乙烯辛基苯基醚（Triton X-100）对聚合物的解聚集效应，和 PFP 杀菌活性位点与

CB[7]之间可逆的组装/解组装过程实现对细菌的可控杀伤。预处理策略不仅为构建新型超分子“杀菌开关”提供了新的

方法，有助于从源头上延缓和避免耐药性致病菌的出现。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致病菌；耐药性；杀菌开关 

AP150 

N-(3-羧基苯基)马来酰亚胺的合成与表征 

周进，何敏*，李秋石 

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3 

用间氨基苯甲酸和为顺丁烯二酸酐为主要原料合成 N-（3-羧基苯基）马来酰亚胺。合成方法采用两步法，其中

以丙酮作为溶剂，乙酸酐作为脱水剂，无水乙酸钠作为催化剂。第一步，用丙酮做溶剂，分别溶解间氨基苯甲酸和

顺丁烯二酸酐，待原料完全溶解后混合溶液得到中间产物 N-（3-羧基苯基）马来酰胺酸。第二步，在三口烧瓶中加

入中间产物，以乙酸酐为脱水剂，无水乙酸钠作为催化剂，合成最终产物 N-（3-羧基苯基）马来酰亚胺；采用红外

方法表征产物。 

关键词：N-（3-羧基苯基）马来酰亚胺；合成；表征 

AP151 

5-羟甲基-2-乙烯基呋喃：一种生物基无溶剂的胶黏剂 

刘骁 1,2，韩苗苗 1，郭建伟 1,2，刘亚栋 1，季生象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  

胶黏剂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传统的胶黏剂大都来源于化石能源且包含有机溶剂或助剂，使用过程

中会不断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甲醛、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造成生产车间或居室内的环境污染。因此，寻找一种生物

基无毒胶黏剂，解决其室内的应用问题及缓解相应环境问题，成为当务之急。5-羟甲基糠醛(HMF)作为一种重要的生

物质基的平台化合物，主要由糖类水解得到，可以通过化学反应用其制备多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品，近年来，吸引了

各国科研人员对其进行研究和开发。本文将 HMF 转化为 5-羟甲基-2-乙烯基呋喃(HMVF)，得到一种通用的胶黏剂。

研究发现在热处理或酸处理的条件下，HMVF 可以对金属、玻璃、塑料和橡胶进行有效的粘接，粘接强度接近甚至

超过商品胶。通过固体 13C NMR 谱图对粘接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其杰出的粘接性能主要来源于羟基与基底的

相互作用及醚化交联。此外，HMVF 以单体的形式使用，不需要添加溶剂和助剂，是一种生物基无溶剂胶黏剂。细

胞实验表明交联的 HMVF 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有望应用于生物领域。 

关键词：5-羟甲基-2-乙烯基呋喃；羟甲基糠醛；胶黏剂 

AP152 

三价铁离子氧化聚乙烯醇研究 

刘小刚，张军华*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65 

以六水合三氯化铁和聚乙烯醇（PVA）为原料，将六水合三氯化铁溶解在 PVA 水溶液中，三价铁离子具有氧化

性，而 PVA 分子链上的羟基具有还原性，通过水热法氧化聚乙烯醇。在一定温度下，混合溶液中 Fe3+在聚乙烯醇羟

基作用下被还原成 Fe2+，同时 PVA 分子中的羟基被氧化生成羰基，由于烯醇互变作用，而同时生成双键。氧化后的

聚合物颜色变深，溶解性降低，并从水溶液中析出，Fe3+和 Fe2+均能溶于水，可通过洗涤滤液将其除去，因此纯化方

便。通过 X 射线衍射，红外光谱等方法对三价铁在不同温度氧化 PVA 后的聚合物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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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羟基在 160°C 开始能够被 Fe3+氧化，并在分子主链上生成羰基和双键结构，而且氧化程度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

而增加，被氧化后的聚乙烯醇有望成为导电聚合物材料。 

关键词：氧化；水热法；聚乙烯醇；三氯化铁 

AP153 

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胶的合成以及环氧化改性研究 

刘晓敏，王美豪，柴梦倩，赵秀英* 

北京化工大学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本文旨在通过环氧化改性的方法在合成的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胶中引入环氧基团，以改善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

胶的耐低温性能、热稳定性、耐油性以及与无机填料的结合性能，并为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胶的进一步改性提供反

应活性点。本研究以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四甲基四乙烯基环四硅氧烷、八苯基环四硅氧烷为单体，十甲基四硅氧烷

为封端剂，通过阴离子开环聚合制备了分子量在 20~30 万间的不同乙烯基含量的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胶，然后以三

氯甲烷为溶剂，利用间氯过氧苯甲酸（MCPBA）对其进行了环氧化改性。当 MCPBA 与乙烯基含量的摩尔比为 1.3 

时，在 25℃下环氧 96h 后，环氧转化率可达到 90%以上。随环氧含量的增加，甲基乙烯基苯基硅橡胶的 Tg 逐渐

增加，当环氧摩尔含量达到 9%时，Tg 在-89.56℃左右，而结晶性完全受到破坏，这对于制备耐低温的弹性体材料具

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苯基硅橡胶；阴离子开环聚合；环氧化；耐低温性能 

AP154 

胺诱导多巴胺在水或有机溶剂的聚合及其对水溶性模板的修饰 

刘兴欢，康俊杰，贾鑫*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新疆石河子，832003 

   多巴胺(dopamine) 是一种生物神经递质，它可以在水溶液条件下发生氧化-交联反应粘附在基底表面形成聚多

巴胺复合薄层。近几年，仿生聚多巴胺在生物医药，锂离子电池，生物传感器，水处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

而，传统的多巴胺聚合基本都是在水溶液中，聚多巴胺对水溶性模板的包覆无法实现，而水溶性模板具有的易成形

貌，单分散性好，易除去等优点使得其成为一个理想模板。因此，以水溶性材料为模板制备中空聚多巴胺结构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报道了胺可以通过捕获多巴胺聚合产生的 H+从而促进多巴胺聚合。由于不同胺氮原子上

的电子云密度不同，多巴胺在不同胺溶液中表现出不同的聚合速率。基于以上机理，多巴胺聚合可以拓展到乙醇，

DMF 等有机溶剂中。同时本文利用多巴胺在有机溶剂中聚合，以水溶性的硫酸钠纳米线为模板实现了聚多巴胺对水

溶性模板的包覆。通过简单的水洗，成功制备了形貌较好的聚多巴胺纳米管。 

关键词：胺；多巴胺；有机溶剂；硫酸钠；纳米管 

AP155 

连续流化学选择性开环聚合 

刘一寰，黄卫军，朱宁，郭凯*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南京 211800 

本文发展了基于微流场技术的连续流化学选择性开环聚合(ROP)的新方法，直接合成巯基功能化聚酯。在含有 T

形混合器的聚四氟乙烯(PTFE)管式微反应器(Φ=1.0 mm)中，研究了三氟甲磺酸锡(Sn(OTf)2)催化 6-巯基-1-己醇(MH)

引发 ε-己内酯(CL)化学选择性引发开环聚合反应，无需保护基团，一步法制备巯基封端聚己内酯(PCLSH)。聚合动力

学研究表明，微尺度下单体转化符合一级动力学，表观聚合速率常数是传统釜式反应器的 4 倍。利用核磁共振(NMR)、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MALDI TOF MS)和体积排除色谱(SEC)对 PCLSH 的结构进行了表征，聚合产

物的巯基引入率超过 90 %，分子量(Mn,NMR=1360-3780 g/mol)及其分布(ÐM=1.1-1.3)可控。 

关键词：连续流；化学选择性；巯基；聚酯；开环聚合 

AP156 

水性聚氨酯弹性体 

刘奕均，祝方明*，梁华晴，龙永江，刘冬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州 510275 

水性聚氨酯具有生产绿色环保，使用安全，性能可控等优点，在上世纪 40 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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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将从选择聚醚多元醇（PTMG）聚酯多元醇（PCL）的分子量，多元醇与异氰酸酯的比例，两个方面探究聚氨

酯的合成及相关性能，傅里叶红外光谱图反映了聚氨酯的基本结构，异氰酸根滴定曲线图探究了预聚反应时间和异

氰酸根反应剩余的量的关系，纳米粒度分析仪、Zeta 电位仪表征了合成产品的粒径和水分散体系稳定性，并从二羟

甲基丙酸(DMPA)含量，异氰酸根/羟基值两个角度讨论了不同 DMPA 含量和异氰酸根和羟基比值对产品粒径和稳定

性的影响。通过红外表征可以得知我们合成出来的产品具有羧酸和磺酸结构的聚氨酯。通过对预聚物中残留的异氰

酸根与时间的关系可以测定出最佳的反应条件。通过对 Zeta 电位检测可以看到水性聚氨酯的稳定性，其乳胶粒半径

主要由亲水基团决定，一般来说，含有的亲水基团越多，体系越稳定，乳胶粒半径越小。改变异氰酸根/羟基的比例，

可以看出当亲水基团一定时，体系稳定性变化不大，加入的异氰酸根越多，乳胶粒半径越大。最后，将固化后的水

性聚氨酯进行一系列的力学性能测试，调整水性聚氨酯的合成工艺和分子结构。 

关键词：异氰酸酯；水性聚氨酯；弹性体 

AP157 

苯乙烯空间选择性的开关聚合 

刘照贺，姚昌广，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邮编：130022 

AP158 

疏水改性聚乙烯亚胺快速高效吸收 CO2 的研究 

龙远铸，何强，张青，廖述锐，符腾，谢兴益*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610065 

为了减缓空气中 CO2 的增加，现有工艺采用聚乙烯亚胺（PEI）负载于介孔材料来固定 CO2。这种负载工艺复

杂，介孔材料的存在还会降低单位质量的-CO2 吸收量。前期的研究表明疏水改性 PEI 能够直接吸收 CO2 用作聚氨酯

发泡剂，但是其疏水链对 CO2 的吸收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研究。为此本文研究了不同烷基侧链接枝到 PEI 上对其吸收

CO2 的影响，其中烷基链和 PEI 胺基的摩尔比为 1：9（即接枝率为 11.1%）。随着接枝侧链长度的增加，PEI 接枝物

（1:9-R-25kPEI）吸收 CO2 的速度和吸收总量增加。但是当侧链为十六烷基时，由于侧链会结晶，使分子链的运动

性降低，不利于 CO2 的吸收。十二烷基接枝 PEI（1:9-C12-25kPEI）吸收 CO2 的效果最好；在厚度为 0.14 mm，纯

CO2 氛围下在 160 s 内吸收 CO2 的量就可以超过 225 mg/g，此时吸收 CO2 的量达到了理论值的 76%，显示出很强的

CO2 固定能力。 

关键词：疏水改性，聚乙烯亚胺，烷基缩水甘油醚，CO2 固定 

AP159 

基于 Radziswewski 反应合成咪唑盐有机硅聚合物及其性质研究 

卢杭，邢亚楠，冯圣玉* 

特种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济南 250100 

有机硅化合物是指含有 Si-O 键，且至少有一个有机基团与 Si 原子直接相连的化合物。其中以硅氧键为骨架组成

的聚硅氧烷，因其有许多独特而宝贵的特性，如耐高低温、电绝缘性、生物性相容性、耐老化、耐候性等，使其在

许多高新技术领域广泛应用。目前，常用催化聚合、乳液聚合、热聚合、水解法、非水解法等反应来制备线形的聚

硅氧烷。与传统方式相比，将成熟的有机反应运用到有机硅化合物的合成中，开发出不同特性的产品，对有机硅学

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主要采取与工业密切相关的高效多组分 Radziswewski 反应的简单变

形来合成咪唑盐有机硅聚合物。一方面利用 Radziswewski 反应来合成咪唑盐有机硅聚合物，探索 Radziswewski 反应

条件与反应特点；另一方面对反应产物——咪唑盐有机硅聚合物的荧光性能、表面活性进行研究，研究 Radziswewski

反应具体应用到有机硅高分子合成中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Radziswewski 反应；有机硅化合物；表面活性；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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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60 

PMMA-PU 复合聚氨酯弹性体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陆琛 1,2，张辰 1，谢正斌 1，谢嘉雨 1，徐守西 1，王玲芳 1* 

1.盐城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盐城 224051；2.常州大学石油化

工学院，常州 213164 

本文采用聚四氢呋喃低聚物(PTMG)与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预聚后，通过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封端

法，成功制备丙烯酸酯基为端基的聚氨酯预聚体(PUA)。以PUA低聚物作为基础树脂，与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单体

共混进行自由基聚合，得到一系列PMMA改性的聚氨酯复合材料。利用FT-IR、XRD、SEM及力学性能测试等方法对

材料结构与性质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复合材料存在聚氨酯与PMMA的一定的相分离，且其相分离程度随MMA用

量的添加而加剧；PMMA-PU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随MMA用量的增加而增大，断裂伸长率随其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小。 

关键词：甲基丙烯酸甲酯；聚氨酯；力学性能 

AP161 

湿度响应的纤维素纳米晶/聚丙烯酰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研究 

路涛 1，潘辉 1，李尧 1，朱申敏 1,2*，张荻 1 

1. 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0；2. 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上海 200240 

AP162 

氧杂蒽桥联水杨醛亚胺双核钒配合物的合成、表征及催化性能 

罗德荣，肖骁，张莉，曾艺，陈雄，谢光勇* 

中南民族大学 催化材料科学国家民委-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Xanthene-bridged salicylaldiminato [NO] bidentate bimetallic vanadium complexes 2a-2i were synthesized. As further 

revealed by XRD analysis, binuclear vanadium complexs 2a and 2b were of distorted trigonal bipyramidal geometry. 

Nevertheless, the two metal centers are rather close to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large steric hindrance of the tetrahydrofuran 

ligand, and the subsequent elimination of a butene to form V=O bond. In the presence of Et2AlCl and ETA, all the bimetallic 

vanadium complexes demonstrated high activity for ethylene polymerization and copolymerization with 1-hexene or 

norbornene. The activity for ethylene polymeriza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luorine substitution on the aromatic ring, 

and the complex contained five F atoms on iminoaryl ring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activity, reaching 

10.98×106g/molV.h.atm. When catalyzing ethylene copolymerization with 1-hexene, the incorporation of hexene by 

complexes 2d-2i which contain F atoms is higher than that by complex 2a.  

Keywords: salicylaldimine；Binuclear vanadium complex；Ethylene polymerization；copolymerization 

AP163 

多重氢键增韧弹性体的设计与研究 

罗明超，吴锦荣，凌方唯，陈沫昆，黄光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省成都市 610065 

本文将多重氢键（四重氢键，UPy）接枝在聚异戊二烯（PI）分子链上，通过传统硫化工艺制备出既含有共价键

交联又含有物理键交联的弹性体（PI-UPy），采用拉伸测试研究了能量耗散与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 UPy

含量的增加，弹性体的韧性和拉伸强度均得到显著的提高，究其原因在于 UPy 之间形成的多重氢键比一般氢键作用

具有更高的键能，使得 PI-UPy 在达到相同应变时表现出更高的能量耗散，该能量耗散特性显著提高了弹性体的韧性；

同时键能较大的多重氢键作用可以承受较大应力，使得弹性体的拉伸强度也较高。这一结果为制备高性能双烯烃类

弹性体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韧性；双烯烃类弹性体；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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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64 

螺旋型聚单硫代碳酸酯的制备与研究 

罗铭*，左晓兵，周弟，曹振兴，左明明 

常熟理工学院，常熟 225500 

本文首次报道了氧硫化碳与含有手性大基团的三苯甲基-(S)-缩水甘油醚共聚研究。期望通过聚合反应将手性大基

团引入至聚单硫代碳酸酯侧链中，以获得螺旋型聚单硫代碳酸酯。螺旋高分子展示出独特的性能，如分子手性识别

能力、不对称催化能力等。铬中心水杨醛亚胺络合物和强路易斯碱组成的二元催化剂能有效催化两者共聚。研究了

反应温度、助催化剂种类等反应条件对聚合物结构的影响。通过对产物进行核磁表征其结构发现，聚合物主链中含

有三种不同的碳酸酯链节，这是由体系中的氧硫交换反应导致，因此未能得到预期的螺旋型聚单硫代碳酸酯。后续

研究将着眼于提高体系的选择性，最终制备规整结构的聚单硫代碳酸酯，并对其螺旋行为进行研究。 

关键词：氧硫化碳；手性环氧化物；聚单硫代碳酸酯；螺旋聚合物 

AP165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稳定的金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质的研究 

吕建华，吕长利*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小于 10nm 以下的金纳米颗粒由于尺寸效应而展现出很多特殊的性质，尤其是催化方面的性质，然而金纳米颗粒在水

溶液中如果没有稳定剂的保护，很容易聚集而失去其特殊的性质。在过去的研究中，聚合物作为稳定剂的金纳米颗

粒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论文采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的方法，设计并合成了含有具有配位作用的 8-

羟基喹啉 (HQ)单元、疏水的苯乙烯 (St)单元和温敏性的异丙基丙烯酰胺 (NIPAm)单元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St0.8-co-MQ0.2)61-b-PNIPAm72，并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具有配位能力的胶束。以制得的胶束为功能性配体，合成

尺寸均一、分散性良好的金纳米颗粒，尺寸在 3.2 nm 左右。该金纳米颗粒在硼氢化钠(NaBH4)还原硝基苯酚类化合物

(m-NP，n-NP，p-NP)的体系中表现出良好的催化活性。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金纳米颗粒；催化；硝基苯酚 

AP166 

不同结构含糖聚合物的合成及与蛋白作用研究 

郑雨晴 a，陈奎 a，陶磊 b*，陈高健 a* 

a 苏州大学软凝聚态物理及交叉研究中心，苏州 215006；b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 100084  

本文中，我们通过将酶催化酯交换反应与 RAFT 聚合相结合，一锅法合成了不同结构的梯度含糖聚合物。在聚

合过程中伴随着酶催化酯交换反应，新生成的含糖单体在体系中不断增加，而聚合物链上的第一单体（甲基丙烯酸

三氟乙酯）由于位阻效应不再进行酯交换反应，因此得到具有一定梯度的含糖聚合物。通过 GPC 与核磁监测聚合过

程，证实这是一个可控自由基聚合过程，并且可以通过改变酶的用量来改变聚合物中不同单体的比例。通过酶催化

酯交换与 RAFT 结合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很方便地制备 ABA 型三嵌段和无规含糖聚合物。在研究这些不同含糖聚合物

与凝集素识别时，我们发现，三嵌段的含糖聚合物纳米粒子与凝集素识别能力较好，梯度含糖聚合物纳米粒子识别

能力次之，无规含糖聚合物的识别能力最差，证实了聚合物的序列结构对其功能的影响。 
关键词：含糖聚合物；酶催化；RAFT 聚合；梯度；凝集素 

AP167 

氧化刺激响应性聚磷酸酯纳米凝胶的合成与表征 

马川，胥莹，张琰*，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  200237 

纳米凝胶(Nanogel)是一种通过物理或者化学键交联，可在水溶液中具有良好分散性的纳米级别的水凝胶。纳米

凝胶具备纳米级小尺寸、可功能化修饰、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优点；同时，纳米凝胶内部具有较稳定的三维网状交

联结构，以上优势使纳米凝胶在药物载体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本文首先合成新型的含硒磷酸酯单体 4-硒代辛

烷-1,8-双环二丙基磷酸酯(Se-COP)，以聚乙二醇单甲醚(mPEG)为大分子引发剂，以异辛酸亚锡(Sn(Oct)2)为催化剂，

通过引发 Se-COP 单体开环聚合制备出以聚乙二醇为壳，以聚磷酸酯为核的核-壳结构的 PEGylated-Se-PPE 全亲水纳

米凝胶。通过采用动态光散射和 MTT 比色法来研究了纳米凝胶的氧化刺激响应性以及细胞毒性和相容性行为。实验

结果表明该纳米凝胶具有较好氧化响应性和生物相容性。因此，PEGylated-Se-PPE 纳米凝胶在药物载体领域有着重

要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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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硒；聚磷酸酯；刺激响应性；纳米凝胶 

AP168 

三齿配体非茂催化剂[O-NS]TiCl3 催化乙烯-丙烯-乙叉降冰片烯溶液共聚合 

马达锋 2，肖智贤 2，杨文龙 2，姚臻 2，曹堃 1,2* 

1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2 浙江大学化工学院聚合与聚合物工程研究所，杭州，310027 

乙烯-丙烯-乙叉降冰片烯三元共聚物（EPDM）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高分子材料，应用十分广泛。本文采用三齿配

体非茂催化剂[O-NS]TiCl3 催化乙烯-丙烯-乙叉降冰片烯三元溶液共聚合，考察了不同的聚合温度、第三单体乙叉降冰

片烯的浓度、铝钛比和不同的助催化剂对聚合过程及共聚物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相对于丙烯来说，该催化体系更倾

向于 ENB 的插入。单独改变铝钛比共聚物中的丙烯含量变化不大，但乙叉降冰片烯差异明显；在助催化剂体系中引

入硼盐时，共聚物中的乙叉降冰片烯含量变化不大，丙烯含量会随着助催化剂的电负性增大而增加。表明对于非茂

催化剂[O-NS]TiCl3，乙叉降冰片烯的插入由催化剂的位阻效应决定，而丙烯的插入则由催化剂的电子效应决定。通

过不同的聚合条件，我们可以制得一系列具有不同结构的新型聚合物，如具有乙烯嵌段链段、乙烯-丙烯-乙叉降冰片

烯无规链段和乙烯-乙叉降冰片烯无规链段以及乙叉降冰片烯嵌段链段等结构的聚合物。 

关键词：乙烯；丙烯；乙叉降冰片烯；溶液聚合；三齿配体非茂催化剂 

AP169 

高效批量制备小鼠胰岛瘤多细胞球及其分泌胰岛素的研究 

马瀚骋，顾建军，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

中心，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报道，迄今为止已经有 4 亿 1500 万人患有糖尿病，而这个

数字在 2040 年则会上涨到 6 亿 4200 万。1 型糖尿病治疗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确认，因为如果不用胰岛素治疗，这种病

是致命的，将选择性破坏产生胰岛素的 β 细胞。目前主要通过定期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但这种治疗只能延缓发病，

最终并不能阻止病情发展以及并发症出现。胰岛移植可以说是治疗 1 型糖尿病概念性的进展之一，并且有望治愈这

种疾病。然而供体胰腺严重不足成为胰岛移植的主要障碍，一个病人通常需要 2-3 个供体才能提供足够量的小岛。鉴

于此，寻找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通过组织工程技术制备成类胰岛的组织，从而代替胰岛进行移植成为了当前的研究

策略。本课题我们拟通过一步法制备的溶胀起皱的图案化的水凝胶膜进行培养，来实现小鼠胰岛瘤细胞（MIN6）多

细胞球的批量生产。该方法所制备的模板，图案大小均一，制备简单快速。 

关键词：MIN6 多细胞球，图案化水凝胶膜，胰岛素分泌 

AP170 

末端含有螺吡喃单元的 PMMA 多基色稀土发光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马梦姣，李葱葱，高星草，西鹏* 

1.天津工业大学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分离膜科学与技术国家级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2.天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天津 300387 

本文利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技术，将有机变色单元硝基螺吡喃引入 PMMA 聚合物链段末端，成功

合成具有变色功能的 PMMA 功能改性材料。同时，将有机稀土光致发光材料与 PMMA 功能改性材料有机结合，利

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出了具有多基色变色发光功能的纳微米纤维。通过测试表征，表明所制备纤维表面光滑，在不

同紫外光照射下可实现红绿黄三种颜色互相转变；通过紫外光照射后可使其自身颜色由白色转变为淡蓝色并可在数

小时内保持不变；螺吡喃的开环闭合反应过程可逆，因此可以重复利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其广泛的应用提供了

重要基础。 

关键词：螺吡喃；光致变色；ATRP；纤维 

AP171 

界面聚合法制备异氰酸酯微胶囊及其性能表征 

马杨豹，张彦华，谭海彦，顾继友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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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氰酸酯具有良好胶结性能和易于设计的分子结构，但化学活性过于活泼。将异氰酸酯微囊化不仅可以增强其

稳定性，还可作为自修复剂等而提高其附加值。本文中以多亚甲基多苯基多异氰酸酯为芯材，异氰酸酯与活泼氢反

应物为壁材，在水包油乳液或悬浮液中通过界面聚合制备异氰酸酯微囊。通过使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

化学滴定、激光粒度分析仪、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热重分析仪等手段观察微囊形貌及其稳定性，分析微囊所含活性

基团含量、化学成分及热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成功制备了异氰酸酯微囊，该材料呈表面光滑球形，囊壁囊芯界

面明显，粒径分布较为均匀，活性基团含量约 23 %（异氰酸酯活性基团为 30%），稳定性良好。 

关键词：界面聚合；异氰酸酯；微囊 

AP172 

核壳结构超支化聚乙烯共聚物（HBPE-g-PS）的合成 

及其在石墨烯制备中的应用 

孟楠，徐春锋，韩博，陈雅菲，叶会见，徐立新* 

浙江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 

制备在聚合物中可均匀分散的高质量石墨烯是实现石墨烯有效改善聚合物性能的关键。本文基于后过渡金属催

化剂 Pd-diimine 独特的“链行走”机理，在乙烯压力 0.1MPa，25℃下催化其与 BIEA 单体共聚，一步法合成含异丁酰

溴的的超支化聚乙烯 HBPE@Br。并以 HBPE@Br 为引发剂，90℃下通过 ATRP 法制备超支化聚乙烯-聚苯乙烯接枝

共聚物（HBPE-g-PS）。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凝胶渗透色谱、红外光谱等方法对所得聚合物的结构与组成进行表征。

通过调节苯乙烯聚合时间，可有效调节共聚物中的分子量。进一步利用所得 HBPE-g-PS 借助超声，在氯仿中高效剥

离天然石墨，获得高浓度低缺陷的石墨烯溶液，通过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拉曼光谱、透射电子显微镜对所得石墨烯

浓度、结构缺陷及尺寸等进行表征。研究发现：PS 的引入，可高效剥离天然石墨；获得结构缺陷少、寡层石墨烯，

有望在聚苯乙烯及功能塑料改性中得到应用。  

关键词：超支化聚乙烯-聚苯乙烯接枝共聚物；ATRP；低缺陷石墨烯；高效制备 

AP173 

无需保护直接合成侧链带有酚羟基的氨基酸聚合物 

苗岳栋，岑佳宇，凌君* 

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杭州 310027 

聚氨基酸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如药物载体和组织工程等。氨基

酸-N-羧酸酐（NCA）和 N-硫代羧酸酐（NTA）是两类常见的合成聚氨基酸的环状单体。此前的研究报道中，由于羟

基具有亲核性，NCA 单体合成与聚合时羟基需要保护，聚合后需要脱保护。相反地，NTA 单体具有性质稳定、对羟

基不敏感的优点。在本文中，我们首次报道两种酚羟基未经保护的氨基酸 NTA 单体的合成与开环聚合，即酪氨酸

NTA（Tyr-NTA）和多巴 NTA（Dopa-NTA）。普通伯胺可以分别引发 Tyr-NTA 和 Dopa-NTA 可控开环均聚与共聚合，

聚氨基酸产物的链长可以通过单体/引发剂的投料比控制。这为带酚羟基的氨基酸聚合物直接合成提供了新方法。 

关键词：聚肽；新型 NTA 单体；开环聚合；活性/可控聚合 

AP174 

多孔聚苯乙烯微球负载齐格纳塔催化剂催化异戊二烯聚合 

聂赫然，刘博，周光远*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Ziegler Natta catalyst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polyolefin. In this work, porous polystyrene microspheres were 

prepared by two step swelling method. The polymerization of isoprene was catalyzed by the cyano functionalization of 

microspheres and supported TiCl4 by chemical bond bonding. The porous structure of polystyrene microsphere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polymer carrier make this catalyst a novel catalytic property for isoprene polymer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on catalytic behavior was studied by adjusting the temperature of polymerization and the ratio of Al / Ti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nfined space made some influence on the polymerization of isoprene which microstructure trans-1,4 

content of the resulting polymer can reach 93.7%. 

Keywords: Porous polystyrene microsphere; Confined space; Ziegler Natta catalyst; Polyisop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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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75 

功能性 Ziegler-Natta 催化剂的设计及其在晶型聚丙烯制备中的应用 

牛慧*，王娜，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系，大连 116024 

β 晶型等规聚丙烯（β-iPP）具有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延展性能和高的热变形温度，是高性能聚烯烃的重要品种。

本文设计并制备了一种将 β 晶成核剂（N,N’-二环己基对苯二甲酰胺，DCTPA）与催化丙烯聚合的 Ziegler-Natta 催化

剂相集成、具有双重功能的新型催化剂（DCTPA/Ti/Mg/BMMF），使其既能够催化丙烯进行高活性等规聚合，又能够

诱导等规聚丙烯（iPP）产生 β 晶型，从而实现了 β-定向结晶聚丙烯树脂的高效釜内催化合成。同时，在聚合过程中

还可实现对成核剂微粒分散尺度和均匀度的调控，克服了传统共混分散法对成核剂尺度可控性差的不足。 

关键词：功能性 Ziegler-Natta 催化剂；聚丙烯；β-定向结晶 

AP176 

酶催化法合成功能性聚酯材料 

潘景浩，肖艳*，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237 

脂肪酶作为一种生物催化剂，因其具有的高反应选择性、高效的催化能力、反应条件相对温和以及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等优点，近年来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利用南极假丝酵母脂肪酶 B(Lipozyme®CALB)为催化剂，合

成了哌啶内酯（PIL）和环十五内酯（PDL）共聚物以及己内酯（CL）、N-苯基二乙醇胺（PDEA）和酒石酸二乙酯（DETT）

为单体的三元共聚物。对于 P(PIL-co-PDL)的阳离子型聚合物，主要研究其聚合物薄膜在抗菌性能上的应用；后者为

聚己内酯基的聚酯多元醇材料，聚己内酯的疏水性表面性质限制了其在生物领域的应用，而通过在侧链引入了一定

量的羟基，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聚己内酯材料亲水性较差的缺点。利用酶作为催化剂同时催化己内酯开环聚合和醇

酯的酯交换反应，可用一锅法在较温和的条件下实现，避免了对侧链羟基的保护与脱保护的过程，同时聚合物链上

的多羟基也为聚合物的后修饰应用等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酶催化；阳离子聚酯；抗菌薄膜；聚酯多元醇；聚己内酯 

AP177 

含硒醚动态共价键的交联聚合物的合成 

潘向强*，陆伟红，朱健，张正彪，周年琛，朱秀林 

苏州市大分子设计与精密合成重点实验室，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江苏省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215123 

设计合成了二芳基二硒醚引发转移剂，结构简单，合成方法简便。该调控试剂与 St、MA、MMA、n-BA 常见乙

烯基单体的光引发 Iniferter-SCVP 聚合得到了动态共价键交联的聚合物，该合成方法基于活性自由基聚合，反应条件

简单，体系组分少，易操作，得到的交联聚合物交联密度可调。另外，交联聚合物含有动态 C-Se 键，可以进一步扩

链和改变聚合物的组成。77Se NMR 和 19F NMR 测试双氧水氧化前后的苯乙烯交联聚合物表明，C-Se 键能够被氧化

成亚硒酸，从而破坏聚合物的交联点，降解交联聚合物。这一合成方法为动态交联聚合物的可控合成提供了新思路，

方法简单，得到的含硒交联聚合物在生物可降解智能材料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AP178 

席夫碱配合物及其在生物可降解材料合成方面的应用 

庞烜，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邮编 130022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发展模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正在从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

转向可持续发展型。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比传统不可降解高分子材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

共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学术和产业发展机遇。聚乳酸（PLA）是目前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中性价比非常高的品

种。但是要与现有高分子材料竞争，还需要在耐热性、稳定性、结晶性、韧性等方面进一步提升。聚乳酸的单体丙

交酯具有左旋和右旋旋光性，分子链微观序列结构影响了聚合物链立体结构，进而影响聚合物性能。如何实现旋光

性单体的高立体选择性聚合是精确控制材料立体结构的关键，也是高分子合成领域的难题。针对此难题，我们提出

了多核配位协同催化的思想。通过分子设计，合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核系列高活性、高立体选择性催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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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化学立体结构精确可控的聚乳酸制备新方法，实现了聚合物分子序列和结构的精确调控。 

关键词： 希夫碱；催化剂；聚乳酸；立体选择性；生物降解材料 

AP179 

反应控制相转化法制备冠醚接枝聚砜微孔膜 

及其锂同位素分离效应 

裴洪昌 a,b，刘丛丛 a,b，刘耀龙 a,c，严峰 a,c，李建新*a,b，崔振宇 a,b，何本桥 a,b 

a 省部共建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分离膜科学与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b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c 天津工业大学环境与化学化工学院，天津，300387 

冠醚化合物对锂同位素具有络合能力（离子-偶极）和选择性（尺寸效应）。本文利用 4-氨基苯并-15-冠-5（AB15C5）

和氯甲基化聚砜（CMPSf）间亲核取代反应将冠醚固载化，通过反应控制相转化法制备聚合物微孔膜，采用固液萃

取法实现锂同位素分离。以 AB15C5 和 CMPSf 为反应物，N,N-二甲基甲酰胺为溶剂，聚合物浓度为 10%。将反应液

作为铸膜液，通过调控接枝/交联反应程度调控铸膜液粘度，实现对聚合物膜形貌调控。随反应程度增加，相转化时

分相速率逐渐变缓，膜断面由指状孔变为海绵状孔结构。通过优化成膜参数，制备聚合物膜平均孔径 77nm，孔隙率

80%，纯水通量 1862L/m2·h。与纯 CMPSf 膜相比，聚合物膜断裂强度提高了 67.6%。同时，聚合物膜表现出良好的

锂同位素分离性能，分配系数最高可达 204.8g/ml，较液固萃取提高 27 倍。分离因子随聚合物膜中冠醚固载量增大而

增加，可达 1.055。 

关键词：反应控制相转化；氯甲基化聚砜；冠醚接枝聚砜；微孔膜；锂同位素分离 

AP180 

双塔型倍半硅氧烷化合物(DDODES)/苯并噁嗪树脂(BZ)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盛佳，张倩，余鼎声，徐日炜*  

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2 

双塔型倍半硅氧烷(DDSQ)是一种新型的多面体结构 POSS 化合物，其具有特殊的纳米尺寸和有机无机核壳结构，

除此之外，它特有的双塔结构使得官能团的修饰很容易进行，从而用于进一步化学反应。双塔型倍半硅氧烷不仅可

以物理共混的方式加入到聚合物或者单体中，而且可以通过化学改性将两侧的官能团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其特殊

的结构，可以使其作为双官能的化合物进行反应。本文中，我们利用苯基三甲氧基硅烷在碱性条件下水解得到了双

塔型的四钠盐，然后用乙烯基二氯硅烷封端合成了具有双乙烯基的双塔型 POSS，再通过双氧水氧化法将乙烯基环氧

化得到双环氧的双塔型 POSS。通过 FT-IR、NMR 表征手段对两者的结构进行分析，确定得到了具有明确结构的化合

物。最后对苯并噁嗪树脂(BZ)/DDODES 复合材料进行了性能研究。 

关键词：甲壳素；纳米线；原子级钯；催化 

AP181 

含聚乙炔链段共聚物的合成及其形貌 

彭闯 1, 2，胡雁鸣 1，张学全 1，* 

1 中国科学院合成橡胶重点实验室，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230000 

聚乙炔的发现使导电高分子材料有了长远发展，但聚乙炔的难以加工性一直是限制其商业化的重要因素。通过

乙炔与异戊二烯、苯乙烯和丁二烯等单体共聚形成共聚物有利于提高其加工性能。本文合成了线形高分子 PI-b-PA 和

梳形高分子 PA-g-PB 两种含聚乙炔链段的共聚物，并通过凝胶渗透色谱、拉曼光谱或红外光谱和透射电镜对其进行

了详细研究。拉曼光谱或红外光谱表明两种共聚物中聚乙炔链段均以反式结构为主。透射电镜给出了两种共聚物的

微观相分离形貌，其中 PA-g-PB 的微观相分离形貌是由一系列特定形状和尺寸的纳米粒子组成。这种在聚乙炔链中

引入绝缘体来改善其加工性能的策略虽然影响到聚乙炔的导电性能，但是却为它打开了作为纳米半导体材料的大门。 

关键词：共聚物；形貌；纳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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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82 

固定并还原 Ag+的含糖聚合物合成及抗菌性能研究 

彭伦，罗妍，郑雨晴，陈高健* 

苏州大学，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本文以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葡萄糖作为单体，通过单电子转移-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聚合

方法合成具有多巴胺、羧基和糖三种官能团的无规共聚物。糖与凝集素的特异性结合是细胞识别、病原体感染、细

胞附着和分化等许多生命过程的基础；多巴胺的儿茶酚基团因复杂的氧化作用能够在表面具有极强的黏附性；用还

原 Ag+方法制备的载银纳米材料，是目前应用广泛且低毒性的新型抗菌材料。我们发现，羧基与 Ag+络合作用，所制

备的无规共聚物能够结合 Ag+，并因为多巴胺官能团在微碱性水溶液中能够极强地吸附在表面，而糖单元、多巴胺本

身具有的还原性将 Ag+还原成 Ag 使聚合物具有很好的抗菌作用，而糖单元对于细菌有较好的特异性亲和作用，从而

牢牢锚定在材料表面并原位还原 Ag，达到极好的抗菌效果。我们以大肠杆菌为例，从聚合物中羧基的比例、表面材

质、聚合物浓度等方面研究了固定并还原 Ag+于表面的含糖聚合物的抗菌性能。 

关键词：抗菌作用；含糖聚合物；多巴胺；表面修饰 

AP183 

种子乳液聚合法制备聚离子液体多孔微球 

彭乔虹*，吴越，袁华，杨瑞霞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 308 号 266071 

Porous polymer microparticl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eparation, analysis, catalysis and biomedical field due to its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Porous poly(ionic liquid) (PIL) particles with unique ionic structures have various properties due 

to its tunable ionic structures. Ionic structures of porous PIL particles can interact with other substances in manners of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hydrogen bonding, Van der Waals' force, etc., which would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fields of porous 

polymer materials. Here, we synthesized porous PIL particles through a seeded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method, using linear 

polystyrene particles as seeds, inert organic solvents as porogen, hydrophobic ionic liquids as monomers and a cross-linker 

with divinyl groups. After polymerization, the linear PS and porogen can be removed to form the porous structures. 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s of size and molecular weight of seed particles, type and ratio of porogen, monomer and 

crosslinker on the porous structure and porous property. 

Key Words：poly(ionic liquid); porous particles; seeded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biomedicine;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AP184 

高力学性能自修复弹性体的分子设计与研究 

彭燕，王世祥，黄光速，吴锦荣*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65 

近年来，本征型自修复弹性体吸引了众多科研工作者们注意，但本征型自修复弹性体中动态键的键能较低，导

致得其力学性能较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分子设计，在聚丙烯酸丁酯里面引入了带正电以

及带负电的单体。带相反电荷的单体通过静电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离子键。离子键可同时形成 Multiplet 和 Cluster。

Multiple 在材料中作为弱可逆交联起到耗能作用 并保证材料具有较好的自修复能力，使材料的韧性高达 30KJ/m2。

同时，Cluster 则作为强作用提高材料断裂强度（最高达 30MPa）。如此优异的力学性能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自修复材料

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分子设计；高韧性；高强度；自修复 

AP185 

基于 DNA Origami 和 UCST 聚合物的巨型表面活性剂的制备 

戚美微，周永丰*，潘改芳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化学楼 A 楼 535 室 200240 

DNA 纳米技术因其自下而上的设计理念，可以合理精确的构筑出二维、三维纳米结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化学修饰在拓宽 DNA 纳米结构性能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丙烯酰胺和丙烯腈无规共聚得到（P（AAm-co-AN））作

为一种具有高临界溶解温度的聚合物，能通过改变两种单体的比例改变转变温度且转变灵敏，无明显滞后现象，同

时不受盐及电解液的影响。本文制备了末端修饰有 DBCO 官能团的 DNA Origami 纳米孔道，同时采用 RAFT 活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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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备了末端带有叠氮基团的 P(AAm-co-AN)聚合物，研究了其在 TAE 缓冲液中溶解性随温度的变化。在高于 UCST

的温度下，在 TEA 缓冲液中，保持 DNA Origami 结构的条件下，利用点击化学反应，将 P(AAm-co-AN)聚合物接枝

到了 DNA Origami 纳米孔道上，制备了具有温度响应性的巨型表面活性剂。 

关键词： DNA 折纸；UCST；点击化学 

AP186 

侧链型可塑液晶弹性体的合成与表征 

钱晓杰，吉岩*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液晶弹性体在光、热、电等外界刺激下可自发形变，在人工肌肉、柔性机器人等诸多领域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液晶弹性体按介晶基元在大分子链中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主链型、侧链型和混合型液晶弹性体,其中以侧链型研究居多。

传统侧链型液晶弹性体主要分为甲基丙烯酸类、硅氧烷类、α-取代乙烯类和丙烯酰胺类。本课题制备一种新型侧链型

液晶弹性体，由 1,4-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与含液晶基元的二元酸单体在酯交换催化剂的存在下固化而成。一般液晶环

氧网络被认为是热固性材料，其液晶性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本课题研究的液晶弹性体是一种动态的共价网络，即在

TV 温度以上，快速的酯交换反应使交联网络能够流动并且结构发生改变，从而使得原本是热固性的环氧树脂具有可

塑、可锻造等优异的性能。经过各项表征可知，该液晶弹性体的液晶转变较低，且体系内液晶基元为向列相。通过

演示实验证明该材料具有可塑性，并且具有三重形状记忆功能，具有成为智能材料的潜力。 

关键词：液晶弹性体；侧链型；酯交换；动态共价网络；可塑性 

AP187 

酚醛环氧树脂微胶囊的制备和表征及其在自修复涂层中的应用 

乔磊 薛颖 张秋禹*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 127 号，邮编 710072 

AP188 

光交联稳定化的超支化聚合物用于有机电极的制备 

秦何荣，梁晖，卢江* 

新型聚合物材料设计合成与应用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超支化聚合物由于其高度支化的结构而导致的末端官能团的高密度，使其拥有相同分子量的线性聚合物所没有

的低黏度、良好溶解性以及大量可修饰的末端官能团等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逐渐成为聚合物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

之一。目前，用于锂电池的传统无机电极材料由于理论比容量的限制难以提高能量密度以及大规模生产对于过渡金

属的使用带来环境问题，使得具有更高理论比容量、更好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的有机电极材料越来越受到广泛的

关注。但此类有机电极材料在电解液中往往存在着因溶解导致电池寿命下降甚至不可反复充电的可能。本文设计合

成了一种含肉桂酸单体单元的超支化聚甲基丙烯酸-2,2,6,6-四甲基-4-哌啶基酯，利用 mCPBA 氧化聚合物中的仲氨基

产生氮氧自由基，研究了其与碳材料复合所制备的电极在紫外光交联前后的性能，发现光交联后的电极材料首圈充

放电容量增大，循环稳定性显著提升。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有机电极材料；光交联 

AP189 

阴离子交换法制备多孔聚离子液体 

秦丽，高国华*，张永亚，张翼凤，陈必华，刘秀丽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聚离子液体因其结合了均相离子液体与多相聚合物的优越性能，可用于解决均相离子液体催化剂难分离问题。

为了提高反应底物与聚离子液体活性中心接触程度与加速表面传质和能量传递，近年来多孔聚离子液体引起了人们

广泛的关注；我们利用双乙烯基咪唑鎓类离子液体单体与二乙烯基苯通过自由基聚合合成了聚离子液体，并根据聚

离子液体阴离子可交换性质，通过阴离子交换将聚离子液体中体积较大的阴离子交换成体积较小的阴离子，从而制

备了高比表面的多级孔道的多孔聚离子液体。进而我们通过调变聚离子液体阴离子种类，交联剂含量制备出不同孔

分布、比表面的多孔聚离子液体。阴离子交换法是一种有效的、新颖的多孔聚离子液体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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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离子液体；阴离子交换；多级孔道 

AP190 

两仪聚合制备四氢呋喃/ε-己内酯多嵌段共聚物 

邱欢，杨喆宁，凌君* 

浙江大学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两仪聚合是我课题组新报道的聚合方法，利用三氟甲磺酸稀土与环氧烷烃作为催化剂，在一条聚合物链两端分

别实现阳离子和阴离子开环聚合，在反应后期，阴、阳离子活性链端偶联，直接生成多嵌段共聚物。从而我们可以

用一步法合成高分子量的四氢呋喃和 ε-己内酯的多嵌段聚合物，设计单体投料比和聚合温度调整聚合物中单体单元

的组成，用 NMR 和 SEC 等表征其结构，通过 DSC 和 AFM 观察到该嵌段共聚物的微相分离行为。该聚合物是一种

热塑性弹性体，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拉伸强度达到 20MPa，断裂伸长率最大可达 2610%，且其力学性能可由聚合

物组成和热历史调节。细胞培养测试结果显示，该聚合物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望在生物医药和细胞工程领域

获得应用。 

关键词：两仪聚合；开环聚合；多嵌段共聚物；热塑性弹性体 

AP191 

基于螺旋聚间苯撑二乙炔的手性响应阴离子聚合物的构筑 

邱原，廖永贵*，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武汉 430074 

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侧链带有 L-苯甘氨酸钠的螺旋聚间苯撑二乙炔，通过圆二色光谱研究了其手性光学活性。

在水溶液中，该聚合物主链呈现偏单手螺旋构象，其主链的紫外-可见光区域表现出一定的科顿效应；另外在水-二甲

基亚砜和水-四氢呋喃体系中，不同比例的溶剂对聚合物主链构象有着不同影响，从而科顿效应表现出一定差异，实

现了混合溶剂对聚合物主链的构象的调控。在此基础上，利用该聚合物主链具有螺旋构象的特点，应用于识别各种

手性氨醇，结果表明该聚合物对于苯丙氨醇具有较好的手性响应，不同构型的苯丙氨醇对聚合物螺旋构象影响存在

较大差异。 

关键词：聚间苯撑二乙炔；螺旋结构；手性响应 

AP192 

通过 RAFT 合成末端带有环丙烯酮修饰的二苯环辛炔聚合物 
曲琳 a，武英 a，孙鹏 b，张科 b，刘正平 a 

a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100875 

b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100190 

我们合成了末端带有环丙烯酮修饰的二苯环辛炔这种功能化的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试剂。RAFT

聚合效应通过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和丙烯酸叔丁酯这三种典型的乙烯基单体来探查。 三种单体都表现出活性聚

合行为，同时保证了三种聚合物的末端都带有环丙烯酮结构。通过紫外照射，末端的环丙烯酮结构可以完全转变成

二苯环辛炔这种可以用于点击化学的结构，这种结构广泛应用于无金属张力促使的叠氮-炔环加成（SPAAC）点击反

应。随后，运用二苯环辛炔末端功能化的聚合物作为结构单元，用高效实用无金属的 SPAAC 点击方法制备嵌段和聚

合物刷等拓扑高分子。 

关键词：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环丙烯酮、二苯环辛缺 

AP193 

复合载体型 Z-N 催化剂催化 1-丁烯聚合研究 

任合刚*，闫义彬，王登飞，韦德帅，赵增辉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大庆化工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庆 163714 

聚丁烯-1 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蠕变性、抗冲击性和耐环境应力开裂性等而有别于 PE 和 PP，可广泛用于冷热水系

统、薄膜和改性剂等。近几年关于聚丁烯-1 的研究有不少研究团队进行了报道，但采用的催化剂为氯化镁载体型

Ziegler-Natta（Z-N）催化剂和茂金属催化剂，然而对于 MgCl2/SiO2 复合载体型 Z-N 催化剂用于 1-丁烯聚合研究却少

有报道。采用邻苯二甲酸酯类为内给电子体，制备了 MgCl2/SiO2 复合载体负载的 Z-N 催化剂，考察了不同聚合条件、

MgCl2 和 SiO2 质量比、内给电子体结构对复合载体催化剂催化 1-丁烯聚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三乙基铝（AlEt3）

为助催化剂、n(Al)/n(Ti)=200、氢气分压为 0.05MPa、聚合温度为 50℃、丁烯-1 300g、聚合时间为 2h 时，催化剂活



 
 

71 
 

性可达 6000g/gCat，而当外给电子体环己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与 Al 的摩尔比为 0.033 时，聚合产物的等规度最高为

96.5%，拉伸强度为 21.3MPa，标称应变为 330%，冲击强度为 27.1MPa，邵氏硬度 42.8D；复合载体催化剂中 SiO2

比例增加，活性下降，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作为内给电子体更有利于聚丁烯-1 等规度的提高。 

关键词：MgCl2/SiO2 复合载体；Ziegler-Natta 催化剂；1-丁烯聚合；聚丁烯-1 

AP194 

聚三氟丙基甲基硅氧烷-co-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尚薇伟, 朱庆增*, 牛德闯, 赵文静, 屠志强, 贝逸翎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特种功能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99 

以三氟丙基甲基环三硅氧烷和八甲基环四硅氧烷为共聚单体，选用硅醇锂/促进剂引发体系，经过阴离子开环聚

合，制备了一系列不同含氟量的聚二甲基硅氧烷-co-聚三氟丙基甲基硅氧烷共聚物。利用凝胶渗透色谱（GPC）技术

对共聚物的结构和分子量进行了表征和测定。GPC 结果表明，有环体产生存在平衡化。示差扫描量热法（DSC）结

果表明，制备的共聚物只有一个玻璃化转变温度（Tg），无结晶现象，三氟丙基甲基硅氧链节自由共聚到了共聚物中。

随着三氟丙基共聚单元链节含量由 30 %增加到 70 %，共聚物的 Tg 由-117 ℃增大到-75 ℃。通过热重分析（TGA）

研究了其热稳定性，当三氟丙基甲基硅氧链节含量低于 50 %时，共聚物只有一段热降解过程，进一步表明三氟丙基

甲基硅氧链节较好地共聚到了共聚物分子链中，当共聚三氟丙基甲基硅氧链节超过 50 %时，表现出两段热降解行为。 

关键词：阴离子聚合；氟；促进剂；共聚 

AP195 

表面引发可见光交联接枝聚合构筑多层级三维微阵列研究 

赵长稳，王力，陈冬，马育红，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表面微阵列在生物芯片、细胞工程、生物传感器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开发了一种采用可见光活性交联接枝

技术在聚合物基材表面制备具有多层级结构微阵列的新方法。首先在紫外光照射下，通过夺氢-偶联反应将异丙基硫

杂蒽酮半频哪醇光敏休眠基引入低密度聚乙烯表面。在可见光照射下休眠基能够断开，产生表面自由基并引发双官

能团单体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的交联接枝聚合，将 PEG 交联网络结构接枝在基材表面。以丙烯酸钠和

PEGDA 为混合单体在接枝 PEG 交联层表面进行二次接枝，通过结构分析及图案化接枝表面的形貌表征证明一次接

枝后的表面仍含有活性的休眠基，可再次引发接枝聚合。基于上述特点，利用光掩膜控制光照区域进行多次接枝，

可在基材表面形成具有多层次复杂结构的三维微阵列。微阵列高度表征证明不论是在没有接枝的聚合物基材区域还

是在第一层接枝区域表面，第二层接枝阵列的增长速率是一致的，可以保证第二层接枝图案的完整性。 

关键词：可见光；接枝聚合；交联；表面引发；微阵列 

AP196 

超分子催化剂调控的光诱导自由基聚合 

申亮亮，安泽胜* 

纳米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中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逆-失活自由基聚合(RDRP)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强有力手段之一。最近，

光调节的 RDRP 由于其诸多优点成为热门研究方向之一。比如，Boyer 等人发展了光诱导电子转移可逆-加成断裂链

转移自由基聚合（PET-RAFT）。其中金属卟啉作为光敏剂调控 RAFT 聚合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金属卟啉，

聚集导致的荧光自淬灭现象极大地阻碍了其应用于水相的 PET-RAFT 聚合。基于此，在本工作中，我们设计了葫芦

脲@金属卟啉超分子催化剂并用于可见光诱导的 RAFT 聚合。 

关键词：RAFT 聚合；金属卟啉； 主客体相互作用；葫芦脲 

AP197 

微反应器中的高效环化反应研究 

沈虹莹，王国伟*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Compared to the linear counterparts, cyclic polymers have been confirmed possessing distinct propertie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 However, the efficient synthesis of cyclic polymers remains a challenge. In this contribution, a flash and versatile 

cyclization technique assisted by microreactor(ormicromixer) is presentedusing Glaser Coupling reaction as ring-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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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linear propargyl-telechelic poly(ethylene oxide) (l-PEO) as precursor.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instantaneous concentration of l-PEO is confirmed as the key factor to modulate the synthesis of pure c-PEO. The cyclization 

can be instantly, completely finished in a micromixer, and the length of the microtube is confirmed to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yclization procedure.The success of cyclization technique demonstrated in this contribution is expected to 

prompt a further focus on cyclic polymers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Poly(ethylene oxide) ; Cyclic polymer ; Microreactor 

AP198 

双塔型倍半硅氧烷化合物(DDODES)/苯并噁嗪树脂(BZ)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盛佳，张倩，余鼎声，徐日炜*  

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2 

双塔型倍半硅氧烷(DDSQ)是一种新型的多面体结构 POSS 化合物，其具有特殊的纳米尺寸和有机无机核壳结构，

除此之外，它特有的双塔结构使得官能团的修饰很容易进行，从而用于进一步化学反应。双塔型倍半硅氧烷不仅可

以物理共混的方式加入到聚合物或者单体中，而且可以通过化学改性将两侧的官能团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其特殊

的结构，可以使其作为双官能的化合物进行反应。本文中，我们利用苯基三甲氧基硅烷在碱性条件下水解得到了双

塔型的四钠盐，然后用乙烯基二氯硅烷封端合成了具有双乙烯基的双塔型 POSS，再通过双氧水氧化法将乙烯基环氧

化得到双环氧的双塔型 POSS。通过 FT-IR、NMR 表征手段对两者的结构进行分析，确定得到了具有明确结构的化合

物。最后对苯并噁嗪树脂(BZ)/DDODES 复合材料进行了性能研究。 

关键词：双塔型倍半硅氧烷；双环氧；苯并噁嗪树脂(BZ) 

AP199 

离子液体辅助催化二氧化碳和环氧丙烷合成聚碳酸酯 

石佳，刘英豪，钟万林，董超凡，林强*，朱林华，卓青岸，杨彩星 

（海南师范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通过添加离子液体 1-丁基-3-甲基咪唑六氟磷酸盐(BMIMPF6)作为助催化剂，采用机械球磨法合成了 Zn-Fe 双金

属催化剂，利用红外(FTIR)、扫描电镜(SEM)和多晶 X 射线衍射(XRD)测试表征其结构和形貌。在此基础上，证明了

Zn-Fe 双金属催化剂可有效地催化二氧化碳和环氧丙烷(PO)的聚合反应，并通过 FTIR、凝胶渗透色谱(GPC)和核磁共

振谱(1H–NMR 和 13C-NMR)对聚合产物进行结构表征和分子量测定。结果表明，在聚合反应中，添加了 1-丁基-3-甲

基咪唑六氟磷酸盐的 Zn-Fe 双金属催化剂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催化聚合反应的转化数(TON)53.34，转化频率

(TOF)2.22。聚合反应产物聚碳酸酯(PPC)的二氧化碳含量为 12%，数均分子量(Mn)可达到 5.78K，分子量分布指数(PDI)

较窄为 1.05。 

关键词：离子液体；Zn-Fe 双金属氰催化剂；机械球磨法；聚碳酸酯 

AP200 

羟基-炔点击聚合反应制备功能化聚烯醚酯 

史杨 1，孙景志 1，秦安军 1,2*，唐本忠 1,2,3* 

1. 浙江大学高分子合成与构造功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2.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3.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开发并建立快速、高效的聚合反应，并用其来制备多功能化聚合物是高分子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由小分子“点

击反应”发展而来的“羟基-炔点击聚合（phenol-yne click polymerization）”，因其快速、高效，条件简单、温和，产物

结构明确、立构规整等优点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聚合物合成手段。本文将报道我们通过羟基-炔点击聚合反应，在聚

合反应条件优化的基础之上，将活化炔与双酚类单体进行聚合，制备得到了一系列分子量高、结构明确、立构规整

的聚烯醚酯。该类聚合物不仅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较高的折光指数，而且还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性能和较强的圆二

色和圆偏振荧光信号，为光电和生物等领域提供一类新型的高分子材料。 

关键词：羟基-炔点击聚合；聚烯醚酯；聚集诱导发光；手性；圆偏振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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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01 

去合金化法制备中空微球 

斯炎，梁福鑫，张行，王倩*，，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100190 

纳米多孔材料可以通过去合金化法进行大批量制备，纳米多孔材料既保留了合金的体积和结构，又拥有了高比

表面积、纳米尺度效应和多种催化应用等优点。本文中以硅铝合金微球（AlSi10）为研究对象，通过过量的刻蚀剂除

去硅铝合金微球中的单质铝，得到珊瑚状的中空微球。中空微球的骨架是由纳米级别的硅棒连接而成，具有连续的

结构，形成纳米级别的孔道，利于物质的传输。所述的中空微球结构拥有良好的支撑骨架结构，整体反应条件常温

可控，适用于大批量制备纳米多孔的中空微球和不同刻蚀程度的硅铝合金的球壳结构。同时，以中空微球为基础，

通过环氧树脂的固化，将中空微球牢固地粘接在基底表面，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超双亲涂层。再通过硅烷偶联剂对

涂层表面进行改性，在微纳表面结构和表面疏水性硅烷改性的相互作用下，得到的涂层具有良好的超疏水性质。本

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以应用于如陶瓷、玻璃、橡胶、金属等不同的基底表面上。 

关键词：中空微球；去合金化法；珊瑚状 

AP202 

基于 BODIPY 的表面粗糙度可调控的多孔有机聚合物 

宋凡，旷桂超*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410083 

有机多孔材料 POPs (Porous Organic Polymers)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它们具有优异的孔性质、较大的比

表面积、稳定性好、重量轻以及易于功能化等诸多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气体存储分离、传感、有机光电和多相催化等

重要领域。BODIPY 荧光色团由于其较高的量子产率、 良好的溶解性、易于进行化学修饰以及激发波长在可见光区

域等特点, 其在材料化学及医用材料等众多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调控 BODIPY 的比例,采用席夫碱反应，

合成了具有荧光特性且表面粗糙度不同的多孔有机聚合物。通过 SEM 和 TEM 进行表征，均表现出不同粗糙度的球

形微孔，BODIPY 含量最少的聚合物表现出最光滑的表面。同时，此类聚合物在光照下可以产生单线态氧(O2
1),单线

态氧的产生能力依赖 BODIPY 的数量。该工作有望在细胞成像和医学材料等方面有潜在应用。 

关键词：多孔有机材料；BODIPY；粗糙度可调；细胞成像 

AP203 

利用有机催化的共聚反应调节聚己内酯的结晶性和降解性 

宋其垒，夏叶宁，胡双燕，赵俊鹏*，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0 

聚 ε-己内酯（PCL）作为一种可降解高分子，具有生物相容性较高、加工性和共混兼容性好、制备简便、单体较

廉价等优点，但由其疏水性和结晶性所导致的较慢降解速率限制了其应用。我们通过有机小分子催化，实现了 ε-己

内酯（CL）与其同分异构体 δ-己内酯（HL）或三亚甲基碳酸酯（TMC）的开环共聚，合成了一系列 CL 结构单元含

量不同的共聚物。结构和性质表征显示，由于共聚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酯交换反应，即使共聚单体活性差异较大，两

种单体单元在共聚物链中依然呈现无规分布，因而可有效降低 PCL 的结晶性进而大幅提高其酶催化降解速率。此外，

我们发现，随着共聚物表面降解速率的提高，大肠杆菌在其表面附近的数量相应减少。更为重要的是，与 TMC 相比，

HL 的引入对 PCL 结晶性和降解性的影响更大；加之 HL 的生物质特性，与该单体的共聚有望成为调节聚酯性质的重

要手段。 

关键词：聚己内酯；有机催化；开环聚合；可降解性 

AP204 

侧基等间距的系列乙丙共聚物模型的合成与表征 

宋少飞,  傅智盛,  徐君庭,  范志强*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聚乙烯和聚丙烯是目前全球用量最大的高分子材料，通过乙烯和丙烯的共聚还可以制备改性的树脂及弹性体，

其性能可以通过改变两种单体的比例或添加第三单体得到有效调节。由于丙烯单元在聚合物链中的分布和含量决定

了材料的最终性能，因此有效调控其含量和序列分布，进而准确把握其结构性能关系以获得所需性能的材料，是一

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本工作利用不同的单体和催化聚合反应，合成得到一系列乙丙共聚物或其类似物，其共同

特征是丙烯单元周期性分布于分子链中。采用差示扫描量热分析研究了其热性能和结晶行为，用动态力学分析研究

了其力学性质。我们发现将甲基侧基接入线型聚乙烯分子链对聚合物热性能影响明显，且热性能随侧基间距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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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规律性变化。此类链结构精确可控的模型共聚物经连续自成核退火结晶可形成片晶厚度十分均匀的结晶相，有

助于深入理解相应商业化乙丙共聚物的结构性能关系。本研究工作还总结了文献报道的同类模型聚合物及其性质。 

关键词：聚乙烯；乙丙共聚物；模型；合成 

AP205 

环氧树脂基芳纶复合材料的研究 

宋升,刘海东,刘红文,徐亭,吴勇,何琦*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成都,610041； 

西南科技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绵阳,621010 

 以芳纶纤维为增强材料，环氧树脂为树脂基体的芳纶/环氧树脂复合材料是一种先进的树脂基复合材料。由于环

氧树脂粘度较高、对芳纶纤维的浸润性差，必须对环氧树脂进行改性，使所制备的芳纶/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具有最佳

的综合性能。本文通过各种技术途径、采用各种改性工艺对环氧树脂固化体系进行改性，使其能较好地适用于复合

材料的各种制备工艺以期获得不同用途的芳纶复合材料。主要论点和结论：1、增韧剂种类的不同，对复合材料综合

力学性能的影响不同；增韧剂环氧丁二烯的添加能明显改善复合材料的韧性。2. 环氧树脂的固化剂种类和用量对复

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较为复杂，环氧树脂的固化温度和时间的变化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也有明显的影响。3. 随

着环氧树脂量的增加，或芳纶纤维的减少，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呈现出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最高点在 50%左右。 

关键词：环氧树脂;芳纶增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AP206 

疏水溶胀聚氨酯泡沫的制备及其吸油性能的研究 

宋升，刘海东，徐亭，吴勇，何琦*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成都 610041 

西南科技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绵阳 621010 

近年来，油品等液体有机物泄露造成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而聚氨酯泡沫是一种高效的吸附材料，能有效地移除

泄露的污染物，而且还可实现对这些物质的回收利用，但普通聚氨酯泡沫的疏水性差，吸油率较低，体积大，运输

困难等缺点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文以氯铂酸为催化剂，通过五甲基二硅氧烷与端羟基聚丁二烯的硅氢加成反应，

首次合成出以聚丁二烯为主链、侧链含硅氧烷的改性端羟基聚丁二烯。利用合成的改性聚丁二烯与异氰酸酯反应制

备出新型聚氨酯泡沫。研究了改性端羟基聚丁二烯作为聚氨酯软段对聚氨酯泡沫疏水性及吸油性能的影响。主要研

究结果：成功地合成出以硅氧烷改性端羟基聚丁二烯为软段的新型聚氨酯泡沫，考察了改性软段结构对聚氨酯泡沫

的吸附性能和疏水性的影响，结果证明以硅烷化的聚丁二烯作为软段的疏水聚氨酯泡沫表现出良好的疏水性及亲油

性，而且体积吸附倍率远大与其它吸附材料，使其体积大幅变小，在运输、储存及使用过程中都占有明显优势。  

关键词：聚氨酯；单端含氢硅氧烷；端羟基聚丁二烯；硅氢加成；疏水性 

AP207 

单分散功能环状大分子的精密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周年琛，蒋习，姜淦泉，张正彪，朱秀林* 

苏州大学 ，江苏苏州，215000 

近年来，随着环状聚合物合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Click 反应的应用，新型的功能环状聚合物成为高分子领域研

究的热点。然而，目前所报导的功能环状合物的分子量基本上都是多分散性的，这对于研究结构与性能的构效关系

无疑是一个大的缺陷。这里，我们使用逐步链增长的合成策略和 CuAAC 反应及 Glaser 偶联反应，制备了一系列主

链分别含有四苯基乙烯（TEP）和偶氮苯（AZO）基团的单分散环状齐聚物 cyclic-TPEn+1 和 c-(Azon+1-TEGn)；进一

步地，系统研究了聚合物性能随着分子量变化的递变规律，并且通过对比线形前体，考察环状聚合物的光响应、荧

光、热性能和聚集诱导发光(AIE)等性能，探究环状拓扑对性能的影响。通过研究，初步构建了结构与性能的构效关

系。此研究为拓展功能环状聚合物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设计和制备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及其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单分散环状大分子；逐步链增长；四苯基乙烯 (TEP)；偶氮苯 (AZO) 

 

 

 

 



 
 

75 
 

AP208 

力学性能可调控的自修复聚合物 

宋妍，齐涛, 李国良*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1 号 100190 

受生物体损伤后可自愈合的启发，自修复高分子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快速的的发展。可逆化学键是构筑自修复

聚合物的有效方式之一，其中氢键是最简单的一种非共价键作用力，它不需要任何外界刺激或者添加剂就可实现较

低温度下的可逆形成和破坏。但是，对于自修复聚合物，单个氢键的作用力较弱，且本征型自修复体系目前还存在

自修复温度较高、力学性能较差的问题。2-脲基-4[1H]-嘧啶酮（UPy）是一种自身互补的氢键基团，能够形成可逆四

重氢键，结合常数高，近年来获得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本工作通过多重氢键的构筑来实现自修复性能和材料力学

性能的改善。结果表明随物理交联点含量，即 UPy 含量的增大，自我修复愈合能力增强。通过调节化学交联点含量，

即三官能度扩链剂三羟甲基丙烷含量的增大，调节力学性能优异的自修复材料。以上实验结果为高性能自修复材料

的设计及进一步实现低温快速自修复且力学性能优异的高分子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 

关键词：自修复聚合物；氢键；力学性能；自修复行为 

AP209 

苯胺基苯甲酸甲酯镍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在烯烃聚合中的应用 

苏月，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为了开发高效中性镍催化剂，制备功能化聚烯烃，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类具有酮胺结构的新型中性镍催化剂。成

功制备了苯胺基苯甲酸甲酯镍催化剂(1a)和 2,6-二异丙基苯胺基苯甲酸甲酯镍催化剂(1b)。从配体到配合物的合成收

率均达到 40%以上，金属中心与氮氧原子螯合环平面基本与苯甲酸甲酯共平面。与催化剂 1a 相比，1b 由于苯胺结构

中异丙基的存在，有效屏蔽了活性中心的轴向位置。以 Ni(COD)2 为助催化剂，乙烯均聚活性达到 8.75×105g PE 

mol-1Ni h-1，且聚合物的分子量分布均为 2 左右。以 MMAO 为助催化剂，降冰片烯(NB)均聚活性达到 3.14×105g PNB 

mol-1Ni h-1，生成窄分子量分布（PDI 可达 1.02）的高分子量 PNB。在不同助催化剂作用下，均可得到乙烯/NB 和

乙烯/HAc 的共聚物。 

关键词：中性镍催化剂；共聚；乙烯；降冰片烯；极性单体 

AP210 

含悬垂双键的功能化聚酯的合成及改性 

孙爱斌，杨宏军*，蒋必彪* 

江苏省绿色环保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省光伏科学与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常州 213164  

脂肪族聚酯由于其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但是，常见的脂

肪族聚酯结构单一，主链上缺少能够进一步修饰的功能基团，因此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文以氢化钾（KH）和苄醇

（BnOH）作为催化剂和引发剂，通过己内酯（CL）和烯丙基缩水甘油醚（AGE）的开环共聚反应，一步法制备了

含悬垂双键的脂肪族聚酯，并对其悬垂双键进行了修饰。通过对三检测凝胶渗透谱（TD-SEC）得知，所得共聚物为

分子量分布窄的线型聚合物。1H-NMR 研究表明共聚反应发生在 AGE 的环氧基团和 CL 之间，AGE 中的烯丙基双键

不参与聚合反应。共聚物中 AGE 结构单元的含量随投料比增加而增加，其最大值为 14.1％。合成的聚合物可以方便

地通过“巯基-双键”点击化学进行修饰和改性。通过这种简便的方法，我们在温和的反应条件下成功的合成了一系列

结构不同的功能化聚酯。 

关键词：己内酯；烯丙基缩水甘油醚；功能化聚酯；悬垂双键 

AP211 

嵌段聚合物 PMEO2MA-b-POEGMA 的制备以及温敏性的探究 

孙碧徽，孔繁星，冯岸超，魏晓虎*，汤华燊*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029 

温敏性聚合物已经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有了广泛的研究。水溶性聚合物表现出的温敏性在生物医用方面

被认为是很有前景的材料。因此，选用两种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单体，2-甲基-2-丙烯酸-2-（2-甲氧基乙氧基）乙酯

（MEO2MA）和寡聚乙二醇甲醚甲基丙烯酸酯（OEGMA，Mn= 475 g·mol-1）运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

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单体比例的嵌段聚合物。核磁共振氢谱(1H NMR)和凝胶渗透色谱(GPC)表征了聚合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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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量及其分布。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来测定聚合物的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并从单体所占比例、浓度

等方面对此两种单体聚合形成的聚合物的规律进行了详细的探究。结果表明：合成的聚合物具有温度敏感性, 其 LCST

可以通过改变单体 MEO2MA 与 OEGMA 投料比来调控,随着 OEGMA 量的增加聚合物的 LCST 升高,相同单体比例下

改变聚合物浓度对 LCST 产生影响。 

关键词：温敏性；最低临界溶解温度；嵌段聚合物；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 

AP212 

胶体粒子的自迁移性在抗菌性光固化涂层中的应用 

孙冠卿，葛惠文，刘仁*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214122 

光固化涂层在食品、医药和家具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在光固化涂层中引入抗菌性能，对于其在相关领域的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影响涂层基本性能的前提下，我们合成了光敏性的季铵盐单体，然后将其接枝到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表面，从而使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不仅仅具有抗菌性能，同时可以应用于光固化涂层体系中。实验结果表明，

在光固化涂层体系中加入 10%的胶体粒子，已经可以大幅地提高抗菌效果。加入 20%的粒子，几乎可以完全抑制细

菌的孳生。更进一步地，我们合成了含氟的抗菌性光敏单体，以期利用含氟粒子在界面的富集作用，降低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的使用量。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在与光固化树脂混合之后，含氟的光敏抗菌粒子在界面有一定的富集，

在同等条件下，抗菌效果优于不含氟的抗菌粒子。综上所述，我们从纳米粒子和光敏性抗菌剂的合成入手，结合二

者的优势，将纳米粒子应用于光固化涂层之中，从而实现了在不降低原有涂层性能的前提下，同时赋予涂层抗菌的

性能。 

关键词：胶体粒子；抗菌涂层；光固化；抗菌粒子。 

AP213 

Ni-SHOP 型催化剂催化乙烯与烷基丙烯酸酯共聚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孙嘉婕，王兴宝，罗一*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 116024 

Brookhart 等采用 α-二亚胺 Pd(II)配合物实现了乙烯和烷基丙烯酸酯共聚，但得到的聚合物支链较多，因此使用

易得的 Ni 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Steven D 等曾采用 Ni-SHOP 型催化剂共聚乙烯和有多个亚甲基间隔的烷基丙

烯酸酯，Shimizu 等报道了改进的 Ni-SHOP 型催化剂共聚乙烯与无亚甲基间隔的烷基丙烯酸酯，得到直链高分子量

共聚物。为了探讨 Ni-SHOP 型催化剂共聚乙烯和烷基丙烯酸酯的反应机理及亚甲基间隔对共聚的影响，本课题组采

用 DFT 方法进行了理论计算。结果表明，两个体系催化乙烯与丙烯酸甲酯共聚的机理一致。但 Steven D 的催化体系

中，尽管在丙烯酸甲酯插入乙烯链段后的产物因羰基氧配位形成四元环结构，但在随后的乙烯配位插入过程中羰基

氧脱配位。对于戊烯酸甲酯，羰基氧与 Ni 中心配位形成稳定的六元环结构，且在随后乙烯插入过程中，羰基氧在能

量上仍倾向于与 Ni 配位，从而降低了插入能垒。 

关键词：Ni-SHOP 型催化剂；共聚；烷基丙烯酸酯；DFT；极性单体 

AP214 

聚合后修饰策略合成多种功能性聚(二苯基乙炔)衍生物 

孙景志 1*，秦安军 1,2，唐本忠 1,2,3* 

1.浙江大学 高分子合成与构造功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2.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3.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聚（二苯基乙炔）衍生物稳定性好、可溶液加工性优、荧光效率高，在综合性能上明显优于普通的聚（单取代

乙炔）衍生物，因此成为近年来聚炔领域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受催化剂体系的限制，能够通过功能性二苯基乙炔

单体直接聚合得到的聚合物种类有限，只有含硅烷、芳烃、醚键、卤素中的 F 和 Cl、以及某些酯基等少数几种。各

类胺基、酰胺、醛基、羟基、羧基、卤素中的 Br 和 I 等功能性基团都能够导致催化剂失活，无法得到高分子产物。

为此，本研究团队借助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点击化学反应、活性酯取代等条件温和、高效率、高收率的化学合成方法，

通过聚合后修饰路线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带有伯/仲/叔/季胺基、酰胺、醛基、羟基、羧基、酚基和卤素等功能性基团的

聚（二苯基乙炔）衍生物，并研究了这些聚合物的结构和发光性能的特点，尝试了一些带特殊官能团的聚（二苯基

乙炔）衍生物在荧光检测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聚（双取代乙炔）；催化剂；聚合后修饰；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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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15 

三元杂化成核剂的制备及其在聚丙烯中的应用 

孙天伟，李娟*，龙丽娟 

贵州大学，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550000 

AP216 

醛基化纳米微球的高效制备及其酶固定化应用研究 

孙雪飞，朱蔚璞*，沈之荃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本文报道了一种利用乳液聚合高效制备表面醛基化纳米微球的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脂肪酶的固定化。首先合

成了多醛基的氧化葡聚糖，作为丙烯酸丁酯乳液自由基聚合的乳化剂和大分子引发剂，高效制备了氧化葡聚糖共价

结合于表面的纳米微球。该纳米微球尺寸均一，表面醛基密度高达 48.8 /nm2，可与含氨基的生物分子如蛋白质、核

酸衍生物等通过席夫碱键高效结合，在生物医用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我们将这种表面高度醛基化的纳米微球应

用于脂肪酶的固定化, 酶负载量可达 404 g/g。脂肪酶经纳米微球固定化后，其催化水解反应的温度及 pH 值适应范

围显著扩大且向高温及碱性方向移动。亲水的葡聚糖通过共价键结合于疏水的聚丙烯酸丁酯微球表面，使得与葡聚

糖结合的脂肪酶能够在水油界面的高效催化水解反应，在最适条件下，酶活相较于游离酶提高约 40 倍。纳米微球负

载的脂肪酶也显示了良好的稳定性，经十次重复使用后，酶负载量和酶活仍可保持 80% 和 74.5%。 

关键词：纳米微球；乳液聚合；表面醛基化；酶固定化 

AP217 

主侧链均含全氟环丁基芳基醚聚酰亚胺介电材料 

周明涛，黄晓宇*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200032 

我们合成了一系列主链和侧链均含有全氟环丁基芳基醚结构的、并且具有不同侧链长度和侧链含量的聚酰亚胺

(PFnDAx-co-PFCBBPDAy)-6FDA。介电常数测试结果表明，(PFnDAx-co-PFCBBPDAy)-6FDA 的介电常数随着侧链长

度的增加而升高，随着侧链含量的升高先降低后升高，并在侧链含量为 25%时获得最低值。接近聚酰亚胺材料介电

性质的最高水平，并代表了氟原子在降低聚酰亚胺介电常数方面的最高效率。从正电子湮灭寿命谱的结果和双过程

质量变化曲线的结果表明，聚酰亚胺的介电常数是自由体积百分比和吸水率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TGA

和 DSC 分析表明该类材料具有高的热稳定性，纳米压痕试验表明含氟侧链的引入提高了材料的硬度和弹性模量。 

关键词：全氟环丁基芳基，聚酰亚胺，介电常数 

AP218 

基于咪唑盐互穿网络阴离子交换膜的研制 

孙哲，严锋* 

苏州大学，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215000 

离子交换聚合物膜的发展对促进聚电解质膜燃料电池商业化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 Nafion 膜为代表的全氟

磺酸膜，存在高温易脱水电导率下降的缺点。另外，目前应用最广的基于季铵盐阳离子的阴离子交换膜，存在耐碱

稳定性差的缺陷。利用高耐碱的咪唑类离子聚合物与丁腈橡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互穿网络结构，得到保持高耐碱

稳定性的基础上，机械性能和电导率能够媲美甚至超过 nafion 膜的阴离子交换膜。设计合成的基于咪唑阳离子的阴

离子交换膜。所制备的聚合物膜具有好的机械性能与高的 OH-传导率(室温下达到 2.1×10-2 S cm-1)。该阴离子交换聚

合物膜不能溶于水和甲醇，并且在 1 M KOH 溶液里 60℃下浸泡 20 天后，仍然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 

关键词：咪唑；燃料电池；阴离子交换膜；耐碱性；互穿网络 

AP219 

间苯二甲酸二四氢糠酯-5-磺酸钾的合成、表征及其作为聚乳酸成核剂的应用 

孙志强，张涵，庞烜*，陈文啟，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本文从间苯二甲酸出发，合成了一种具有对称分子结构的芳香族化合物——间苯二甲酸二四氢糠酯-5-磺酸钾

（DTF-5）。利用核磁共振氢谱(1H-NMR)、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和元素分析对 DTF-5 的分子结构进行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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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DTF-5 可以作为成核剂用于调控聚乳酸树脂的结晶行为。通过示差扫描量热分析仪（DSC）和偏光显微镜（POM）

测试考察了 DTF-5 成核剂对于聚乳酸结晶过程的影响。DSC 分析结果表明：DTF-5 成核剂的加入可以有效缩短聚乳

酸的结晶诱导时间和半结晶时间，压缩其结晶过程，提高聚乳酸的结晶度（添加 1.0%的 DTF-5 成核剂，t1/2 由 23.2 min

缩短至 4.47 min，结晶度由 31.7%提高至 38.1%）。POM 表征结果显示：添加 DTF-5 成核剂的聚乳酸样品晶核形成时

间明显提前、球晶数量显著增加，表明 DTF-5 成核剂在缩短结晶诱导时间的同时，可以提高聚乳酸的晶核密度。 

关键词：聚乳酸；成核剂；等温结晶；结晶度 

AP220 

氯乙烯的 RAFT 溶液和分散聚合： 

RAFT 试剂和反应条件选择 

孙中鹤 1,2魏晓虎 1 冯岸超 1 汤华燊 1,2* 

1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市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为高分子合成领域带来了变革。RAFT 是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的一种，其最大优点是

适用的单体范围广，反应条件与普通自由基相近。聚氯乙烯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通用塑料，但由于氯乙烯单体活性较

低和链转移常数较大，所以利用可控/“活性”的方法进行氯乙烯的聚合仍面临许多挑战。因此利用 RAFT 的方法进行

氯乙烯聚合反应的探索很有必要。本文对氯乙烯 RAFT 聚合进行了研究，研究了不同的 RAFT 试剂并对反应的温度、

溶剂和引发剂进行了探索。通过对比发现，一种黄原酸酯类 RAFT 试剂可以对氯乙烯的聚合进行很好的调控，单体

转化率较高，分子量分布较窄。选择合适的反应温度和溶剂，可以对溶液聚合的效果进一步提高。这种黄原酸酯类

RAFT 试剂也可以进行氯乙烯的分散聚合，这种分散聚合的球形性比普通自由基聚合更好。氯乙烯的 RAFT 分散聚合

与溶液聚合相比，分散聚合具有更高的转化率，而溶液聚合有更窄的分子量分布。 

关键词：聚氯乙烯 RAFT 聚合 黄原酸酯 分散聚合 溶液聚合 

AP221 

基于硫代内酯一锅多组分反应和界面聚合实现单分散聚合物微球的制备 

谭蕉君 1，张秋禹 1*，Kevin De Bruycker2，Filip Du Prez2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中国西安，710129 

Department of Organic and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Ghent University, Ghent, B9000 

硫代内酯可视为受保护的巯基化合物，在胺和丙烯酸酯同时存在时硫代内酯首先进行氨解产生巯基，巯基进一

步与丙烯酸酯反应从而实现三组分点击反应，同时该反应赋予硫代内酯两次功能化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其成为备受

关注的聚合物制备和功能化方法。本文分别制备了水溶性和油溶性两种含有硫代内酯基团的聚合物，并将其与微流

控和界面聚合结合实现微球的制备。即含有硫代内酯基团的聚合物与丙烯酸酯溶液作为微流控的分散相，并将胺加

到连续相溶液中，当微流通道中的分散相液滴遇到胺时，就会发生界面多组分反应实现液滴的固化成球。这是硫代

内酯一锅多组分反应首次被引入多相反应体系实现聚合物微球的制备，不仅克服了传统自由基聚合过程中氧阻聚问

题，同时避免了巯基多相聚合体系中巯基易氧化、储存期短、臭味等不足，并为聚合物微球两次功能化提供了一种

新型、高效的方法。 

关键词：一锅多组分反应；硫代内酯；胺-硫代内酯-丙烯酸酯；点击化学 

AP222 

单茂钪催化乙烯、丙烯与共轭烯烃共聚合的研究 

谭睿，史正海，郭方，牛慧，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高分子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116024 

采用共轭二烯（丁二烯、异戊二烯）取代非共轭二烯烃（乙叉降冰片烯、双环戊二烯）作为第三单体，不仅可

以大大降低乙丙橡胶原料成本，而且将不饱和双键引入至乙丙共聚物主链中，赋予所得共聚物新颖性能，如高的交

联效率和橡胶相容性等。但由于 -烯烃与共轭烯烃不同的配位方式和反应活性，难以实现 α-烯烃与共轭烯烃的共聚。

目前，关于乙烯、丙烯与丁二烯三元共聚合的报道少见。本文采用单茂稀土催化体系考察了乙烯/丙烯/丁二烯三元共

聚，并对所得共聚物进行表征。实验结果表明，该体系能够高活性地实现乙烯/丙烯/丁二烯三元共聚合，活性高达

975×105 g molSc
-1 h-1。所得共聚物为无规共聚物，其中，乙烯含量（46–70 mol%），丁二烯含量（6–20 mol%）范围内

可控，丁二烯单元以 cis-1,4 结构为主（1,4/3,4 ≈ 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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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钪；乙烯；丙烯；丁二烯；三元共聚合 

AP223 

超支化聚亚苯亚乙炔的末端改性及其醛基功能化荧光胶束的合成 

潭清兰，王聪颖，卢江，梁晖*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功能化荧光微/纳球由于其发光特性，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可以作为荧光探针应用于生物分子的标记

和示踪、免疫分析及药物筛选和基因研究等。本文通过 Sonogashira 反应对超支化聚（对亚苯亚乙炔-alter-间亚苯亚乙

炔）（hb-PMPE）的进行末端改性，将其末端-Br 转化为醛基，再将末端醛基化产物与端氨氧基聚乙二醇单甲醚 2000

（NH2O-MPEG2000）反应，使其部分末端连接聚乙二醇(PEG)、部分醛基予以保留。所得产物含有疏水性 hb-PMPE

和亲水性 PEG，可在水中进行自组装形成以荧光性 hb-PMPE 为核、PEG 为壳、核上带有醛基功能团的荧光胶束，通

过控制 hb-PMPE 和 PEG 的相对含量可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所得胶束的粒径，当其质量比为 1:0.75~1:2 时可获得粒径介

于 30~50 nm 的荧光胶束。所得胶束在紫外光下发出明亮的绿光荧光，在功能化荧光纳米探针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

景。 

关键词：超支化共轭聚合物；末端改性；两亲性；自组装；荧光纳米胶束 

AP224 

硅源前体对空心介孔硅球壳层孔结构的影响 

汤淳，罗敬驰，喻志超，杨婷婷*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空心介孔硅球具有成本低、生物相容性好、表面易修饰、比表面积大等优点，可作为化学物质、药物和基因等

客体分子的载体，但不同客体分子对空心介孔硅球的壳层孔结构有着不同的要求。本文以聚胺修饰的聚苯乙烯胶体

粒子（pSt-co-pDMC）充当模板和介导二氧化硅沉积的催化点，水环境中原位矿化制备聚合物@SiO2 杂化粒子，高温

煅烧除去模板内核得到介孔空心 SiO2 纳米粒子。通过改变硅源前体（四甲氧基硅烷 TMOS，四乙氧基硅烷 TEOS 和

十八烷基三甲氧基硅烷 C18TMS）的种类和用量，调节硅源前体水解和缩合反应的相对速率，从而实现空心 SiO2 粒

子壳层孔径的相对大小及其分布的可控调节。 

关键词：模板合成；硅源前体；介孔；空心硅球；孔结构 

AP225 

环对苯撑及其衍生物的合成和应用 

唐璜，蒋锡群*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23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由若干个苯环对位首尾相连形成的有机共轭大环分子—环对苯撑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自从

2008 年第一次合成以来，不同环个数的环对苯撑都被陆续合成出来。然而，不同侧链的环对苯撑衍生物却很少有报

道，它们的不同性质也有待研究。本文中，我们通过不同的有机反应，寻找了一种能够高效合成环对苯撑及衍生物

的合成路线，并通过这种路线合成了五种不同的环对苯撑及其衍生物。我们合成了两种不带侧链的[8]CPP 和[10]CPP，

并通过在环对苯撑的侧链引入 Br，再利用不同基团与 Br 的反应将其接到环对苯撑的侧链，得到了三种带不同侧链的

环对苯撑，即侧链接芘、四苯乙烯 TPE 或者羧基的环对苯撑，[8]CPP-pyrene，[8]CPP-TPE 和[8]CPP-COOH。通过核

磁共振等表征手法确定其结构，这些化合物的合成及研究，将极大拓宽环对苯撑及其衍生物在纳米科学、材料学等

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有机共轭大环；环对苯撑；衍生物 

AP226 

ω 端基寡肽对聚异戊二烯橡胶拉伸及结晶性能的研究 

唐茂株，徐云祥*，黄光速*，李世其，张荣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610065 

我们将天然橡胶 ω 端的蛋白质简化为寡肽，修饰聚异戊二烯的 ω 端， 研究蛋白质对 NR 性能的影响。通过合成

金属络合物 Al-IP,作为前体参与异戊二烯的共聚，得到官能团化的聚异戊二烯共聚物 OH-PIP。OH-PIP 与 N,N-二琥珀

酰亚胺基碳酸酯发生取代反应，得到 DSC -PIP。随后该中间产物与丙氨酸四肽（4A）发生取代反应，得到多肽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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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端的聚异戊二烯橡胶 4A-PIP。AFM 测试显示在 4A-PIP 中多肽自组装形成了聚集体相畴。拉伸测试表明在 4A-PIP

中，多肽自组装形成物理交联，导致拉伸断裂强度随应变显著提高。同步辐射广角 X 射线衍射结果表明，多肽修饰

高分子量 PIP 发生应变诱导结晶，其最大结晶度接近 NR，起始结晶应变低于 NR。综合实验结果表明 ω 端基肽在聚

异戊二烯基体中自组装形成物理交联，显著提高了聚异戊二烯的物理机械性能，赋予了聚合物拉伸结晶性能，对聚

异戊二烯性能影响深远。  

关键词： 聚异戊二烯；寡肽，力学性能；结晶 

AP227 

含二硫键的 Tadpole-Shaped 双亲性嵌段聚合物的合成及自组装 

陶圆圆，侯王蒙，赵汉英*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市 300071 

双亲性嵌段聚合物因亲疏水比不同在选择性溶剂中自组装成不同形态，若嵌段聚合物以易断裂化学键相连所形

成的组装体可降解。可降解的组装体作为微溶于水的药物分子的载体进行运输及定点释放。本文通过 RAFT 可控自

由基聚合，click 反应及二硫键的交换反应合成得到含二硫键的还原性 Tadpole-Shaped 双亲性嵌段聚合物。首先，由

酯化反应合成一个两端为炔另一端为二硫-2-吡啶的三臂小分子链接剂，将聚合得到的 PS 末端二硫酯还原为巯基与二

硫-2-吡啶进行二硫键的交换反应得到 PS 链通过二硫键连接两个端炔，端炔与两端修饰叠氮的 PEO 链进行分子间的

click 成环，得到 PS 为链，PEO 为环，节点为二硫键的 Tadpole-Shaped 双亲性嵌段聚合物，将双亲性聚合物在选择

性溶剂水中进行自组装得粒径大小为 70 nm 左右的囊泡结构。还原性试剂加入二硫键断裂，囊泡结构降解消失。 

关键词：Tadpole-Shaped 聚合物；二硫键；自组装 

AP228 

基于 Ugi 反应的序列可控的聚类肽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陶月，陶友华*，王献红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聚类肽是脂肪族聚酰胺主链上的 N 原子含有取代基的一类化合物的统称，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热加工性、

溶解性和抗蛋白酶水解性。我们认为人工合成的具有可控序列结构的聚类肽最终也可能拥有天然蛋白质类似的组装

结构、催化性质及生物活性，在生物材料、功能材料及催化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然而发展序列可控的聚类

肽合成新方法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另外，人们对于聚类肽序列结构与其性能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最近，我

们以可再生的氨基酸为原料，基于 Ugi 多组分反应，发展序列结构可控的聚类肽合成新方法，成功合成了一系列的

交替结构的聚类肽。同时，通过引入功能性的异氰，实现序列结构可控聚类肽的侧链功能化。最后，详细研究聚类

肽的序列结构与性能特别是温敏性及抗蛋白污染性能之间的关系，为序列结构可控的聚类肽的制备提供理论基础，

形成基于可再生氨基酸资源合成序列可控聚类肽的新型路线。 

关键词：Ugi 反应；序列可控；聚类肽 

AP229 

高热稳定性 α-二亚胺镍配合物催化乙烯活性聚合 

钟柳，高海洋*，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通过修饰 α-二亚胺镍钯配合物的配体结构从而制备出性能优异的烯烃聚合催化剂一直是研究热点。本文设计和

合成了以桥亚乙基并五苯为骨架的 α-二亚胺配体及其相应的镍配合物，并对该配合物作为乙烯聚合催化剂进行了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以 MMAO 作助催剂，室温下当铝镍比为 800 时聚合活性最高；以 AlEt2Cl 为助催剂，在 20-80 oC

温度范围内所得聚乙烯均呈窄分布，分子量分布 Mw/Mn<1.10，且在 65 oC 时催化活性最高，分子量达到 174 kg/mol；

在 80 oC，60 min 内能催化乙烯活性聚合。 

关键词：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热稳定性；乙烯聚合 

AP230 

极性溶剂作用下铁催化的电化学调控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田梦颖，王计嵘，薛志刚*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武汉 430074 

本文以 α-溴苯基乙酸乙酯为引发剂，研究了氯化铁（FeCl3），溴化铁（FeBr3），六水合氯化铁（FeCl3•6H2O）

三种铁系催化剂对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的电化学聚合过程。聚合体系在 1-甲基-2-吡咯烷酮（NMP），N,N-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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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酰胺（DMF），乙腈（MeCN）等极性溶剂中进行，不添加其他有机配体。结果表明，当使用六水合氯化铁作为

催化剂时，聚合反应速率最快，可以获得控制性较好的聚合产物。同时我们研究了不同种类极性溶剂（NMP, DMF

和 MeCN）对聚合反应活性的影响，其中 NMP 作用的聚合体系活性最高。和传统的含氮或含磷配体相比，极性溶剂

的绿色性、普适性，为绿色聚合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电化学调控；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极性溶剂；铁催化剂 

AP231 

无催化的单质硫、异腈和脂肪胺的多组分聚合反应 
田甜 1，胡蓉蓉*,1，唐本忠*,1,2 

1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1；2 香港科技

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硫作为化石燃料中仅次于碳的第二丰富的元素，常被应用于硫化橡胶、杀虫剂、肥料以及硫酸的制备。在高分

子合成方面，单质硫参与的反应通常需要高温条件，而所生成的聚合物往往是不溶的交联产物，其结构无规，难以

进行表征和加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质硫在高分子合成中的应用。近年来，多组分聚合反应以其反应高效、

条件温和、操作简单等优点被广泛关注。在我们的前期工作中，成功地实现了单质硫与炔烃和胺的多组分聚合，一

步制备了可溶解的、结构明确的聚硫代酰胺。在本工作中，我们进一步利用异腈三键的高化学反应活性，成功实现

了在温和条件下将单质硫通过多组分聚合一步转化成聚硫脲。该聚合反应在惰性气体保护下顺利进行，具有无金属

催化、高原子经济性、反应高效、单体适用性广等优点，且所制备的聚硫脲具有规整的结构，良好的溶解性，以及

高的分子量（重均分子量高达 137 300 g/mol）。 

关键词：多组分聚合；单质硫；聚硫脲 

AP232 

制备共轭聚合物的炔烃多组分串联聚合 

田文 1，胡蓉蓉*1，唐本忠*1,2 

1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1； 

 2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多组分串联聚合反应，即将多步有序的反应整合成一锅反应来制备最终产物。由于其独特的优势近来年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它不仅具有传统多组分反应的优点并且具有更好的官能团容忍性。因此利用该方法可以通过简单的步

骤来制备结构更加复杂多样的聚合物。本工作中，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炔烃多组分串联聚合反应，并以此制备了

高产率、高分子量、具有共轭结构的聚嘧啶。该方法首次将炔烃偶联、盐酸胍加成和后续关环，以及亚甲基氧化等

四步反应通过串联的方式在一锅反应中来进行，成功构筑了共轭聚合物主链中的嘧啶杂环。该聚合产物表现出典型

的聚集诱导荧光增强的性质，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该串联聚合反应为高效制备具有复杂化学结构的共轭聚合物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多组分串联聚合；共轭聚合物；结构可控；聚集诱导发光 

AP233 

Monomer-Induced Switch of Stereoselectivity and Decrease of Molecular Weight in 

Polymeriza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Para-substituted Phenylacetylenes by 

[Rh(norbornadiene)Cl]2 

Yong Tiana, Xiaofang Lib*, Junge Zhib, Jianbing Shia*, Bin Tonga, and Yuping Donga* 

a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Construction Tailorable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Green 

Applications,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b Key Laboratory of Cluster Scienc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 South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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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34 

温度响应型核交联星型聚合物用于快速高效的富集糖蛋白 

童杰祥，罗静*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合成与生物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苏 无锡 214122 

星型聚合物是指多个线形外臂连接到同一中心核上的非线性聚合物。通过臂优先的途径，所制备的星型聚合物

由于中心内核的尺寸有别于其他的星型聚合物，因而这种方法所制备的星型聚合物又被称之为核交联星型聚合物。

糖蛋白的低丰度使得直接对糖蛋白分析十分困难，因而在分析之前需要对其有效的富集。本课题通过臂优先的途径，

RAFT 聚合制备了外臂含有对糖蛋白有富集作用的丙烯酰胺基苯硼酸以及内核是由温敏单体异丙基丙烯酰胺构成的

温度响应型核交联星型聚合物。外臂上的丙烯酰胺基苯硼酸可用于糖蛋白的捕获，温度响应性的内核通过温度的改

变来控制核交联星型聚合物在溶液中的分散的状态。相比于通过复杂的方法在固态基质表面引入识别单元，一方面

本课题可以通过活性可控的方法引入识别单元；另一方面在低临界溶解温度之下孵化消除了界面传质的影响也进一

步提高了其富集容量同时也缩短了孵化所需的时间。 

关键词：糖蛋白富集； 核交联星型聚合物； 温度响应 

AP235 

具有可逆交联功能的乙丙橡胶的设计与合成 

王爱慧，牛慧*,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系，大连 116024 

乙烯/丙烯共聚物（乙丙橡胶）是合成橡胶的重要品种，交联结构能够赋予乙丙橡胶更加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

目前乙丙橡胶的交联方式大多为硫化交联，但是硫化交联的不可逆性却给材料带来了回收和再利用的难题。本文通

过设计含有呋喃官能团的功能性烯烃单体（8-呋喃基-1-辛烯），使其在广泛使用的商品化 Ziegler-Natta 催化剂的催化

下，与乙烯/丙烯进行三元共聚合，直接在反应釜中合成侧基含有呋喃基团的乙丙橡胶，可直接与双马来酰亚胺小分

子发生热致可逆的 Diels-Alder 反应，从而实现了乙丙橡胶的可逆交联。通过调节聚合反应条件，还能够直接调控共

聚物组成、呋喃基团含量、聚合物分子量等结构参数，为研究可逆交联定制结构明确且可调变的乙丙橡胶聚合物模

块。 

关键词：乙丙橡胶；Diels-Alder 反应；可逆交联 

AP236 

γ-ray 协同阳离子引发 PVDF 接枝 PEG 

王超，张春华*，刘雅薇，刘超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辐照接枝改性，由高能射线直接引发，无需引发剂，其操作简单易行，被广泛应用于聚合物的改性研究。本研

究通过预辐照协同阳离子引发本体接枝聚合的方法对聚偏氟乙烯（PVDF）进行亲水改性。对 PVDF 材料在 γ 射线条

件下进行预辐照，使得 PVDF 产生自由基，并在硝酸铈铵作用下与聚乙烯醇（PEG 分子量 400）进行接枝反应，从

而制备亲水性接枝产物(PVDF-g-PEG)。傅立叶红外光谱测试证明在硝酸铈铵的作用下 PEG已成功接枝到了PVDF上。

将 PVDF-g-PEG 用非溶剂致相分离法制成膜，其接触角从原来的 87°下降到 59.73°，且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接触角

直线下降，6 min 后接触角达到 20°，证明成功制备了亲水性 PVDF-g-PEG 膜。 从膜的表面与断面扫面电镜图的形

貌分析，也验证了 PEG 接枝到了 PVDF 上。亲水性 PVDF-g-PEG 的制备，拓展了 PVDF 材料在膜以及其他领域的应

用价值。 

关键词：γ 射线预辐照；本体接枝聚合；PVDF 亲水改性；PVDF-g-PEG 

AP237 

用于调控嵌段聚合物自组装的一类无规共聚物涂层的制备与应用 

王晨旭，邓海*，李雪苗，李杰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二元嵌段聚合物由于链段组分间的差异，能够通过微相分离，自组装形成纳米级别的图案，运用于半导体纳米

加工等领域，从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然而，其两个链段的界面能一般都会有较大的差异，其中与基底较亲和

的链段位于最底层，另一链段被迫位于其上方，从而倾向于交替排列成与平行基底的层状结构，相较于垂直的层状

结构，平行结构局限性较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通过氮氧自由基的聚合方法，利用功能化的烷氧基胺为自引

发剂，合成了相应的无规共聚物，涂附在基底表面，聚合物的一端通过化学键与基底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致密的刷

状的涂层。通过改变两种单体的组分比，我们不断调整了基底与嵌段聚合物两个链段之间的界面能，以实现基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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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的中性，使平行于基底的层状结构能够最终垂直于整个基底，以备后续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无规共聚涂层；界面能；氮氧自由基反应 

AP238 

二元 BODIPY 聚合物:设计、制备、表征及其性能研究 

王德高，宋旼*，旷桂超*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 932 号 410083 

BODIPY 荧光色团由于其较高的量子产率、良好的溶解性、易于进行化学修饰以及激发波长在可见光区域等特

点, 因而作为光敏剂广泛应用于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生命科学领域。此文中，我们制备了三种二元 BODIPY

单体 BDP-n (n = 1, 3 and 4)，并通过氯化铁催化的氧化反应制备了三种有机多孔聚合物 BDP-POP-n (n = 1, 3 and 4)。

我们采用多种表征技术对获得的聚合物进行了表征，其中包括红外、固体碳谱、扫描电镜、透射电镜等。此外，聚

合物在可见光(480-510 nm)照射下单线态氧的产生能力也进行了比较，聚合物研究发现，单体的甲基取代以及异构化

对相应聚合物的单线态氧的产生能力有着巨大影响。吡咯环上存在甲基取代，BODIPY 色团在苯环上处于对位时，

聚合物的单线态氧产生能力是最好的，而吡咯环上无甲基取代，BODIPY 色团在苯环上处于间位时，聚合物的单线

态氧产生能力是最差的。 

关键词：二元 BODIPY；甲基取代；异构化；单线态氧 

AP239 

二氧化碳基聚合物分子刷的可控合成研究 

王恩昊，王献红*，王佛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中国·长春 130022 

目前，在高活性、高选择性地合成高分子量和高碳酸酯单元含量的 CO2 基聚碳酸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作

为合成聚氨酯的主要原料，低分子量的 CO2 基聚碳酸酯-醚多元醇的可控合成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且在聚合过程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本文以 Zn-Co 基双金属氰化物（Zn-Co-DMCC）为催化剂，甲基丙烯酸（MAA）为链转移

剂，研究了 CO2/PO 的调聚反应，合成了功能化聚醚-碳酸酯。所制备的聚醚-碳酸酯的分子量与 PO/MAA 的比例成线

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调节 PO/MMA 的比例精确控制聚醚-碳酸酯的分子量。在 50℃和 4.0MPa 下合成了碳酸酯单元

含量达到 77%的功能化聚醚-碳酸酯，并通过大分子单体的 RAFT 聚合方法，将 MAA 基不饱和聚醚-碳酸酯转化为聚

合物分子刷。 

关键词：二氧化碳；环氧丙烷；聚碳酸酯-醚多元醇；调聚反应；聚合物分子刷 

AP240 

可见光反相乳液聚合固定化木瓜蛋白酶研究 

王冠，赵长稳，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生物酶的固定化可以有效地克服其操作稳定性差、无法重复利用的缺点。酶固定化方法有物理吸附法、共价结

合法、包埋固定法和交联等方法。相比于其他的固定方式，包埋固定不通过物理或化学作用与酶结合，可以较好地

保持酶的天然活性。将酶固定在聚合物交联网络中是包埋法常用的固定化途径。然而，由于本体聚合物网络中底物

和产物的扩散受阻严重，会导致酶的催化效率降低。如果把酶包埋固定在交联聚合物微球中，则可以有效降低扩散

距离，增加底物和产物的扩散速度。反相乳液聚合可以合成亲水性微球，非常适合于原位包埋固定化酶。但是目前

常用的反相乳液聚合引发条件大多需要高温、紫外辐照或强氧化剂，容易导致包埋过程中酶的变性失活。针对这一

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在温和引发条件下，利用可见光在室温下引发反相乳液聚合包埋固定木瓜蛋白酶的新方法。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可见光反相乳液聚合固定化的木瓜蛋白酶，耐热性显著增强，实现了 10 次的重复利用。 

关键词：可见光；乳液聚合；酶固定化；木瓜蛋白酶 

AP241 

新型超大孔吸附树脂的制备以及在多肽分离中的应用 

王浩 1,2，刘毅 1,3，李晓婷 1,2，刘建 1,3，刘永峰 1,3*，黄冬冬 4，邸多隆 3* 

1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天然药物

重点实验室，兰州，73000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3青岛市资源化学与新材料研究中心，

青岛，266100;4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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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孔吸附树脂是一种不含交换基团，具有大孔结构的高分子吸附剂。它是由单体、交联剂、致孔剂、表面活性

剂等在一定条件下聚合而成。理化性质稳定，不溶于酸、碱及有机溶剂。其丰富的网状结构和高的比表面积，使得

其具有吸附性能和筛选性能。大孔吸附树脂根据其表面性质和合成材料，可以分为非极性、中极性和极性三类。合

成树脂的方法主要包括乳液聚合、悬浮聚合和沉淀聚合。本研究采用了最新的表面活性剂反胶束溶胀法，制备了较

大孔径的大孔吸附树脂用于多肽的分离分析。通过优化合成工艺，制备得到了孔径均匀且比表面积高的新型大孔吸

附树脂。利用表面修饰的方法，制备得到了功能化大孔吸附树脂，具有更好的亲水性，可以增强与亲水性强的多肽

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修饰后的大孔吸附树脂表现出优异的亲水性，吸附效率提高。与未修饰的大孔吸附树脂相比，

其吸附量上升 40%。因此，该新型大孔吸附树脂具有成为一种优良的多肽分子分离分析材料的潜力。 

关键词：大孔吸附树脂，功能化，多肽，分离分析 

AP242 

聚亚甲基- b b -聚醋酸乙烯酯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及其有序多孔薄膜 

王合营 1,2 ，崔崑 2 *，许芳 1,2 ，黄晋 2 ，姜涛 1 ，马志 2 

1.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天津 300457；2. 中国科学院有机功能分子合成与组装化学重点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利用叶立德同源聚合与各种活性聚合相结合的策略合成基于聚亚甲基(聚乙烯类似物)的嵌段共聚物为聚烯烃功

能化方法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将由叶立德同源聚合合成的端基碘代聚亚甲基(PM-I)在十羰基二锰(Mn2(CO)10)为光引

发剂、较弱的可见光引发下，在 40oC 生成大分子自由基并引发醋酸乙烯酯(VAc)的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得到结构

可控的聚亚甲基-b-聚醋酸乙烯酯(PM-b-PVAc)嵌段共聚物。随后，以四氢呋喃为溶剂，利用静态呼吸图法制备得到

PM-b-PVAc 嵌段共聚物多孔薄膜。在共聚物浓度 5 mg mL-1、33oC 和湿度 95%时得到平均孔径为 2.15 μm 的有序多

孔 PM-b-PVAc 嵌段共聚物薄膜。 

关键词：大分子烷基碘；光引发；活性自由基聚合；呼吸图 

AP243 

C1 对称芴基胺钛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催化丙烯性能研究 
王华金，蔡正国*，孙延杰， 程海龙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合成了一系列芴基胺钛配合物（1a-1c，2a 和 2b），采用元素分析、1H NMR 和 X 射线单晶衍射对配合物的结构

进行了表征，并将合成的配合物用于丙烯聚合。实验结果表明：配合物中的金属钛原子是以 η3 的方式与芴基进行络

合；含枯基胺配体的配合物 1a-1c 的催化活性要远远大于含萘基胺配体的配合物 2a 和 2b；钛基配合物催化丙烯聚合

所得到的均为无规型聚丙烯，1a-1c 在 0℃催化所得到的聚丙烯具有较高的分子量和较窄的分子量分布，具有活性聚

合特征。我们也研究了该催化剂对乙烯和降冰片烯共聚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CGC 型催化剂；钛基配合物；丙烯聚合；活性聚合 

AP244 

乳液聚合法制备模压激光全息用丙烯酸酯树脂 

王晖，郭志亮，解孝林，周兴平*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材料化学与服役失效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采用半连续乳液聚合法制备了模压激光全息用聚丙烯酸酯树脂，并通过调整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甲基丙烯

酸异冰片酯(IBOMA)和甲基丙烯酸三氟乙酯(TFEMA)三种单体、乳化剂和引发剂的配比得到粒径均一、相对分子质

量稳定、分布较窄的聚丙烯酸酯乳液。结果表明，固定含氟单体含量，改变 MMA 和 IBOMA 的相对含量聚合得到的

聚丙烯酸酯的玻璃化温度(Tg)随着 IBOMA 添加量的增加而升高，表明此单体侧链的异冰片基的位阻效应可显著降低

聚合物链段的运动能力，从而提高共聚物的 Tg，满足激光全息图像制备过程中的烫印温度要求、减少全息图像转移

不全的现象。另一方面，当共聚体系中的含氟单体质量分数较高时，共聚物的表面张力显著降低，所得低表面能的

聚丙烯酸酯用作信息记录层成像树脂时，其与金属母版的相互作用较小，可解决模压过程中材料的粘版问题。 

关键词：聚丙烯酸酯；乳液聚合；玻璃化温度；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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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45 

温度响应性聚脲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王慧英，刘华一，谢倜倜，赵慢，岳颖，邓奎林*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保定市，071002 

温敏性高分子是指对温度刺激具有响应性的智能高分子材料。温敏性高分子已在药物缓释、免疫分析、组织工

程、生物监测等领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因此，设计、合成具有生物相容性和温敏特性的高分子材料成为当今

高分子材料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本研究中，利用 L-赖氨酸乙酯二异氰酸酯(LDI)、1,2-环己二胺(O-CHDA)和 N, N'-

二甲基-1,2-环己二胺(OM-CHDA)合成了一系列具有温敏特性的聚脲材料，并利用核磁共振光谱(1H-NMR)、红外光谱

(IR)、紫外-可见光谱(UV-Vis)等手段对聚脲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发现，在几种反应介质中氯仿的效果最佳。

在共聚反应中，通过调整 OM-CHDA 和 O-CHDA 的投料比，改变了聚脲分子链中亲水基团和疏水基团的比例，进而

获得了一系列 LCST 在 10-35℃范围内的聚脲材料。当两单体投料比为 1:0 时，其 LCST 为 35℃；当两单体投料比为

2:1 时，所得聚脲水溶液的透光率从 29℃时的 85%迅速降低到 34℃时的 5%，此时 LCST 为 30℃，表现出了优异的温

敏特性。细胞毒性试验结果初步表明，这种温敏性聚脲材料对 HeLa 细胞没有明显的毒性。 

关键词：温敏性；L-赖氨酸二异氰酸酯；聚脲 

AP246 

低温共熔体作用的绿色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王计嵘，薛志刚*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武汉 430074 

本文制备了三种类型的低温共熔体（DES），根据原料组成不同，可以分为由酰胺类化合物组成的低温共熔体、

硫氰酸盐与酰胺类化合物作用组成的低温共熔体及季铵盐与氢键供体作用组成的低温共熔体。将三种类型的低温共

熔体作为溶剂或配体作用于铁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其中 α-溴苯基乙酸乙酯为引发剂，溴化亚铁为

催化剂，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为聚合单体。实验结果表明，在不添加任何配体的条件下，反应体系得到了具有

较好控制性的聚合产物。将低温共熔体的量减小到与催化剂含量相当时，聚合反应仍表现出较高的可控性。低温共

熔体的引入，排除了毒性较大的含磷或含氮配体的使用，提高了整个反应体系的溶解性和相容性，从而提供了一种

更加绿色的 ATRP 方法。 

关键词：低温共熔体；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可控性 

AP247 

核磁共振法测定橡胶交联密度的研究 

高鹏飞，王嘉琛*，姚叶锋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磁共振重点实验室 

交联密度对于橡胶的拉伸强度、弹性、硬度等材料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是橡胶原材料及成品性能的一项重要指

标参数。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首先采用不同核磁共振方法，包括 1H Hahn，1H CPMG， 以及 1H DQ NMR 分别测

试天然橡胶的交联密度参数， 并与传统平衡溶胀法相比较，证明了不同核磁共振测试方法的可行性与相关性。 其

中， 1H CPMG 测试方法所得结果对实验过程中所采用的回波时间依赖性较大。我们进而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回波时

间及相关参数设置，研究了 1H CPMG 方法下，回波时间与所测定橡胶材料交联密度结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1H CPMG；NMR；天然橡胶；交联密度 

AP248 

含稳定氮氧自由基的梳形聚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王剑 1,2，张佳星 1，武志刚 2*,王国伟 1* 

1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2 中北大学理学院,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学院路 3 号 030000 

稳定自由基 2，2，6，6-四甲基哌啶氮氧自由基（TEMPO）因具有顺磁特征，研究者通常将其标记到特定聚合

物或基体的特定位置，来解析体系的环境信息。然而，在目前鲜有研究将 TEMPO 引入到梳形接枝聚合物中，梳形

聚合物由于其独特的非线性分子结构在生物医用备受关注。本工作利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设计并成功合成

了系列含 TEMPO 自由基的梳形聚合物 PHEMA-g-(PAA-g-TEMPO) ，  PHEMA-g-[P(AA-g-TEMPO)-b-PS] 和

PHEMA-g-[(PAA-g-TEMPO)-b-PMA]。利用凝胶渗透色谱(GPC)、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元素分析等对聚合物的结

构和性能进行了表征，并通过对比不同温度下聚合物的电子顺磁共振（EPR）谱图，系统地探究了不同侧链和 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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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梳形聚合物的顺磁性质。 

关键词：梳形聚合物，2,2,6,6-四甲基哌啶氮氧自由基（TEMPO），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电子顺磁共振（EPR） 

AP249 

RAFT 分散聚合合成含有二茂铁结构的两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 

王可，刘慧，丁明笃，张望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00071 

在多种多样的金属聚合物中，含有二茂铁结构的聚合物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因为这些聚合物是新型的功能类

聚合物，在电子，催化，电池，磁性材料等领域表现出独特的性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价

值。本文先合成了大分子 RAFT 试剂聚[2-(2-甲氧基乙氧基)甲基丙烯酸乙酯]（PDEGMA-TTC，TTC 代表 RAFT 端基

三硫代碳酸酯），然后通过二茂铁甲酸-4-乙烯基卞酯（VFC）的 RAFT 分散聚合合成了一系列含有二茂铁结构的两嵌

段共聚物纳米粒子 PDEGMA-b-PVFC。通过核磁及 GPC 表征，证明了该聚合物的成功合成及该分散聚合反应的可控

性。通过透射电镜证明 PDEGMA-b-PVFC 形成了以 PVFC 为核，PDEGMA 为冠的球形纳米粒子，并且随着 PVFC

链段的增长，小球的平均粒径逐渐增大，从 18 nm 最终达到 37 nm。这种含有二茂铁结构的两嵌段共聚物制备方法简

单可控，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RAFT 分散聚合；二茂铁；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 

AP250 

PVDAT 纳米粒子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王丽，刘最芳*，王小涛，黄桐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武汉 430068 

为合成对蛋白质特异性吸附的分子印迹聚合物，本文采用水相半连续沉淀聚合法，以2–乙烯基–4,6–二氨基–1,3,5–

三嗪（VDAT）为疏水性功能单体，偶氮二异丁脒盐酸盐（V–50）为引发剂，成功制备了表面带正电荷、分散性好、

粒径均一的 PVDAT 纳米粒子；然后对 PVDAT 纳米粒子与血红蛋白的吸附行为进行研究，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法体系（ELISA）定量测试被吸附的酶蛋白活性。研究结果表明，PVDAT 纳米粒子能够与血红蛋白形成有效的氢键

作用，且随 pH 值升高吸附效率先增后减，pH 为 8 时最佳。ELISA 方法表明被吸附的酶蛋白中有高达 95.67%的酶仍

具有生物活性。最后，采用水相半连续沉淀聚合法，在 PVDAT 核表面包覆 VDAT 聚合物，形成平均粒径为 215 nm

的同质核壳 PVDAT 纳米粒子，这无疑为对吸附有模板蛋白的 PVDAT 纳米粒子表面进行 PVDAT 包覆，以实现蛋白

质的分子印迹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VDAT；PVDAT 纳米粒子；蛋白质吸附；生物活性；同质核壳结构 

AP251 

氢键和金属配位键协同作用的高强度室温自修复聚氨酯 

王丽，张秋红*，贾叙东*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聚合物材料在受损后若能够发生自修复，将可以提高材料的耐用性，延长其使用寿命。目前的研究中，能够在

室温下达到无外部刺激修复的材料，其机械强度往往较低。本研究致力于解决材料自修复效率和机械强度难以兼顾

的问题，制备了常温无外部刺激条件下高强度自修复聚氨酯。研究设计基于具有自修复性质但机械强度较弱的聚氨

酯弹性体，通过姜黄素配体的引入和铕金属离子的加入，产生非共价键交联，使得材料的机械强度大大提高，拉伸

断裂强度从原来的 0.10MPa 增加到现有的 1.38MPa，同时自修复效率在室温 48h 即可接近 100%。本研究通过精巧的

设计，引入天然产物姜黄素配体，同时调控各组分的比例和金属离子的含量，达到氢键和金属配位键间优良的协同

作用。由于聚氨酯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优良的介电性质和姜黄素的抗菌性，此体系分别在自修复的生物电极，自修

复栅介质和自修复抗菌薄膜上都具有良好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自修复；聚氨酯；室温；氢键；金属配位键 

AP252 

温敏性聚氨酯材料的设计、合成与表征 

王明凝，岳颖，赵慢，邓奎林*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温敏性聚合物材料在药物控释、固定化酶、生物分离以及免疫分析等生物医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生物降解性无疑是温敏聚合物材料的必然要求。以 1,2-丙二醇以及聚丙二醇（分子量分别为 400、



 
 

87 
 

1000 和 2000）和 L-赖氨酸乙酯二异氰酸酯为单体，成功合成了一系列聚氨酯材料。利用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光谱、

紫外-可见光谱等手段对聚氨酯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表明：当分子量为 400 和 1000 的聚丙二醇为单体

聚合时，所得聚氨酯表现出了优异的温度响应行为，LCST 范围为 3.0-25.0℃。另外，辛酸亚锡的催化作用可有效提

高聚氨酯的分子量，但其温敏特性也随之消失，其原因可能是过高的分子量提高了大分子链之间的氢键作用，导致

聚氨酯材料难溶于水，进而不能显示温敏特性。细胞毒性实验初步表明，所得温敏性聚氨酯对 HeLa 细胞没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这为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温敏性；生物相容性；1,2-丙二醇；L-赖氨酸乙酯二异氰酸酯；聚氨酯 

AP253 

聚多巴胺仿生构筑超疏水材料及油水分离应用 

王妮，文佩华，彭勃，邓字巍* 

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710062 

近年来，仿生制备表面具有特殊浸润性（例如：超疏水、超亲油等）的功能材料，引起了人们极大研究兴趣。

特别是将贻贝仿生学与荷叶表面超疏水特性相结合，构筑出具有表面超疏水结构的材料，并应用于油水分离的研究。 

本研究受自然界荷叶表面超疏水特性以及贻贝黏附特性的启发，通过一步法将多巴胺、十二烷基三甲氧基硅烷

及不同基材(三聚氰胺甲醛海绵、聚氨酯海绵、不锈钢网格、玻璃纤维布以及棉)置于 Tris buffer (pH=8.5)中反应，最

终在多种多孔基材表面形成粗糙结构，同时又有低表面能物质修饰，最终制备出超疏水多孔材料。本研究实验过程

反应条件温和，操作过程简单且环境友好，为污水处理、原油、有机试剂的回收利用等提供了一种可行有效的制备

方案。 

关键词：多巴胺；十二烷基三甲氧基硅烷；超疏水；油水分离  

AP254 

基于稀土金属催化基团转移聚合（REM-GTP）的瓶刷状聚合物刷 

王齐聊，陈珊珊，张宁*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合成橡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稀土金属催化的基团转移聚合（REM-GTP）是一种获得功能化材料的高效、可控的合成方法。2012 年我们课题

组首次将该方法拓展到基底表面,并成功获得不同类型的聚合物刷。我们从新型表面引发剂体系的设计出发，首先利

用紫外光接枝聚合方法在自组装单层膜表面制备侧链含有吡啶的聚合物刷，通过其与茂金属配合物的配位作用，形

成表面接枝的大分子引发剂体系，继而引发单体聚合形成侧链,获得具有瓶刷状结构的聚合物刷。实验结果表明这种

新型的表面引发剂体系具有单体适用范围广、催化活性高、链引发时间短等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材料表面进行化

学修饰。 

关键词：稀土金属催化基团转移聚合；瓶刷状聚合物刷；表面修饰 

AP255 

pH 和光双重响应的新型纤维素基泡沫吸附材料用于油类回收 

王倩 1，刘志勇 1* 

1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本篇文章采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法制备了 pH 及光的双响应吸附材料，其可在疏水性和亲水性之间发生

润湿性能的转变。采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 )和热重分析

( TGA )对吸附材料的结构和形貌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改性的纤维素基泡沫在 pH 值为 7 或可见光的照射的条件下具

有疏水性能，它可以吸附各种油水混合物以及有机溶剂。然而，在 pH = 3 或紫外光照射下(λ= 365 nm)，所制备的改

性纤维素泡沫的润湿性可以由疏水状态转变为亲水(水下疏油)的状态，这就导致其可以在水中进行脱附从而达到回收

油以及有机溶剂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改性的纤维素基泡沫的吸附和解吸过程可以通过外部条件的改变而进行改变。

此外，改性的纤维素基泡沫在循环 10 次之后几乎没有损坏，仍然保留原来优异的性能。总之，改性的纤维素基泡沫

材料具有可转换的表面润湿性能，是一种新型的功能性吸附材料，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纤维素基泡沫；双响应；吸附材料；润湿性转变；油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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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56 

具有“V 型”侧链的非离子水溶性聚多肽的合成、表征和温度响应行为研究 

王士学，和文婧，陶友华*，王献红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聚多肽作为一种刺激响应性聚合物，因其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被广泛应用于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

领域。本文以 L-谷氨酸和低聚乙二醇单甲醚为原材料合成了具有单链和“V 型”聚乙二醇侧链的单体，利用 N-羧基内

酸酐（NCA）开环聚合法合成了一系列非离子水溶性聚多肽，利用核磁氢谱和体积排阻色谱对聚合物进行了结构表

征和分子量测定。该类聚多肽在水中表现为可逆的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且 LCST 可通过侧链（单链和“V 型”）

聚乙二醇单甲醚的密度和长度进行调节从 17.5℃~60℃不等。圆二色谱（CD）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表明

该类聚多肽的 α-螺旋结构的含量随聚乙二醇单甲醚链长的增加和密度的增大而降低。本文不仅合成了一类新型非离

子水溶性聚多肽，并且研究了其侧基结构对聚多肽温度响应行为和二级结构的影响，阐明了该类聚多肽结构和性能

的关系，为进一步设计功能独特的刺激响应型聚多肽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温度响应；聚多肽；NCA 开环聚合 

AP257 

多点接枝共聚物的可控合成及其性能调控 

王雯雯*，张志锋，鲁振坦，王跃丹，陈媛丽，王栋* 

武汉纺织大学，湖北武汉 430200 

结构可调控的接枝共聚物因其可发生微相分离或自组装形成多种功能材料而受到广泛关注，阴离子聚合、可控

/“活性”自由基聚合可成功实现性能各异的接枝共聚物的可控合成，在纳米材料的构筑、热塑性弹性体材料的合成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采用高真空阴离子聚合或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合成了 PS 等系列大分子单体，并将其分

别与第二单体共聚，合成了 PI-g-PS、PnBA-g-PS、PS-g-PAAPA 等多点接枝共聚物，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探究了接

枝共聚物的弹性性能与其结构与组成的构效关系，并对其弹性性能及自修复性能进行调控。 

关键词：多点接枝共聚物；阴离子聚合；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性能 

AP258 

内置网络型缓释尿素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小霖，郭鹤龄，贾鑫*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新疆石河子，832003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ha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government in China，Urea, as the most important nitrogen 

fertilizer, easily occurs volatilization, leaching and runoff，Now, slow/controlled release urea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is 

important problem, However, the materials used in slow-release urea may usually cause high cost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due to their non-biodegradability and complex preparation processes. Therefore, In this project, Polyphenol, a natural 

compound, will be used on slow-release urea because it is biodegradable and cheap. We develop a solvent-free method and 

molten Urea state to prepare between the three (Poly(dimethyldiallylammonium chloride) solution (PDDA), polyphenol, 

metal ions) and the built-in network slow-release urea by the similar as gel action based on coordination chemistry. The 

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FT-IR and SEM. The slow/controlled release properties in water/soil and pot culture 

experiment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easy to prepare slow-release urea, and has a good slow-release 

effect. It has a better promotion to seed germination rate, seedling rate and so on. This slow-release urea is non-toxic, safe 

and biodegradable, theoretical basis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of 

melting urea by spraying granulation. 

Keywords: Polyphenol; biodegradable; built-in network; slow-release urea 

AP259 

基于吡唑鎓盐的新型阴离子交换膜材料 

王晓娟，陈颖，张泽齐，丁运生*，魏海兵*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230009 

近年来，阴离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因其可使用非贵金属催化剂，相对于质子膜燃料电池可降低成本等优势引起人

们的关注。但是阴离子交换膜作为其核心部件却存在化学稳定性差与离子电导率相对较低等缺点。在该研究中，我

们首先通过核磁、质谱研究 1-乙基-2,3,5-三甲基吡唑溴盐的碱解稳定性，结果表明该吡唑鎓盐在的 5 M NaOH 的 D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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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ºC）和 CD3OD：D2O（v/v = 3/1，60 ºC）混合溶液中碱解十天后，均未观察到分解，证明该吡唑鎓盐具有优异

的碱解稳定性。随后我们将该新型吡唑阳离子作为功能基元，通过阴离子亲核取代反应连接到聚苯醚主链中，进一

步与碘代烷离子化后，得到基于吡唑阳离子的侧链型阴离子交换膜材料 PPO-Pys。80 ºC 时，该 PPO-Pys 的氯离子电

导率均达到 20 mS/cm 以上，具有较高的离子电导率。该研究表明吡唑阳离子可作为潜在的阴离子交换膜的功能基元，

并且具有突出的碱解稳定性和较优的离子传导率。 

关键词：阴离子交换膜；吡唑鎓盐；碱解稳定性 

AP260 

新型配体的设计、制备及其在立体定向性 ATRP 中的应用 

王晓艳，唐勇*，孙秀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 200032 

同时精确地控制聚合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链结构一直以来在学术和工业领域都备受关注。这一目标通常是通过阴

离子聚合和配位聚合实现的。ATRP 也可以高度控制聚合物的分子量，并且反应条件温和、适用的单体范围广、可

以获得更丰富的分子结构，具有更好的工业发展前景。我们设计并合成了新型的含有边臂的双噁唑啉/铜催化剂，研

究了其在 MMA 的立体定向性 ATRP 中的应用。在设定的反应条件下，配体的特殊结构使活性中心周围形成相对收

拢的笼状反应空间，使得催化剂结构对自由基加成聚合过程的立体化学造成显著影响。首次仅通过催化剂的调控，

实现了高间规选择性 (rr 高达 92%)、分子量可控性优异 (Đ = 1.1-1.4) 的 ATRP。系统的研究表明，双噁唑啉骨架上

的取代基极大地影响着聚合反应速率、聚合物的分子量及其分布以及间规选择性。双噁唑啉桥联碳上的边臂对催化

剂的活性和聚合物的立构规整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而利用边臂策略设计催化剂有望成为调控 ATRP 立体定向性

的新途径。 

关键词：ATRP；立体定向性；噁唑啉配体；边臂策略；催化剂 

AP261 

“棒-线”结构嵌段共聚物 PFH-b-PDMAEMA 的可控合成与自组装 

周密*，李杰，吴娜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棒-线”嵌段共聚物因其较柔性链嵌段共聚物在组装、相分离等领域具有特殊现象而得到普遍关注。其中，以聚

芴（PF）等共轭高分子为刚性链段的“棒-线”共聚物已被广泛用于有机光电材料及自组装功能胶束等方面。但大多数

研究报道，含 PF 的嵌段共聚物具有较高的聚合分散度（PDI），这限制了其性能的研究。本文采用“可控”Suzuki 偶联

聚合和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成功制得窄分布的“棒-线”嵌段共聚物——聚(9,9-二己基芴)-嵌段-聚（甲基丙烯酸 N,N-二

甲胺基乙酯）（PFH-b-PDMAEMA），研究其在 THF-水混合溶液中的自组装行为。可以观察到其在不同比例的混合溶

液中，分别组装形成一系列长纤维状、圆柱状、球状的胶束。通过对胶束及聚合物溶液的紫外与荧光光谱对比，认

为该嵌段共聚物通过 PFH 链段的 H 型聚集组装形成上述准一维结构胶束。这些形貌的胶束将为以 PF 为刚性链段的

嵌段共聚物的应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聚芴；“棒-线”嵌段共聚物；自组装 

AP262 

磷酰胺催化剂存在下的原位生成烷基碘化物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可逆络合聚合 

王延安，石艳*，付志峰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9 

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高效的可逆络合聚合催化剂，首次以六甲基磷酰三胺 (HMPA) 作为有机催化剂、碘 (I2) 与

偶氮二异丁腈( AIBN) 原位生成烷基碘化物为引发剂在溶液聚合中实现了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 的可逆催化络合

聚合 (RCMP)。聚合过程表现出典型的活性自由基聚合特征。单体转化率高达 70-85%，数均分子量与理论分子量相

接近，且分子量多分散系数较小 (Mw / Mn=1.12-1.24)。另外，以 2-碘-2-甲基丁腈 (CP-I) 作为引发剂，HMPA 为催化

剂实现了 MMA 的活性聚合，说明 HMPA 可以有效的活化 CP-I 产生自由基引发聚合，并且有效控制碘原子封端的大

分子链增长过程，证明 HMPA 存在下的聚合机理属于 RCMP。总之，以 HMPA 作为催化剂，原位生成烷基碘化物为

引发剂的 MMA 的可逆络合聚合不仅可以简化聚合过程和后处理，而且将成为一种合成结构明确聚合物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六甲基磷酰三胺 (HMPA) ;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 ;可逆络合聚合 (RCMP) ；可逆-休眠自由基聚合 (R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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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63 

含碘末端的1-氯-2-苯乙炔的聚合 

王艳梅a，孙景志a*，唐本忠b* 

a教育部大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大学，杭州，310027 

b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含有强极性基团的双取代炔单体一般不能由钨、钼等传统催化剂直接催化聚合，功能化双取代聚炔的合成多通

过聚合后修饰方法进行。含碘末端的聚炔前驱体可通过偶联反应实现功能化双取代苯乙炔的后功能化修饰，由于碘

末端具有反应活性，前期报道含碘末端的功能性双取代聚炔的合成是先聚合侧链末端为氯的炔单体再通过醚化反应

将碘苯接到聚合物侧链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更期望减少反应步骤，直接合成含有反应性基团的聚炔

前驱体，本文首先合成了含碘末端的两种1-氯-2-苯炔单体，并分别用钨、钼催化剂催化聚合。其中，钨催化体系下，

聚合都不能进行。钼-锡催化体系下，得到了高分子量且分子量分布较窄的含碘末端聚合物，含碘末端的1-氯-2-苯乙

炔的直接聚合实现了催化偶联反应功能化后修饰制备路线的简化。 

关键词：双取代苯乙炔；偶联反应；后修饰 

AP264 

球磨活化改性杨木粉及其在水凝胶中的应用 

王义，黄光速*，郑静*，曹振兴，李江波，王超，赵雅超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采用原位复合制备了一种基于聚丙烯酰胺 (PAM) 和球磨活化改性杨木粉 (PWF-BA) 的新型凝胶。首先通过化

学处理除去杨木粉中绝大部分木质素和半纤维素，之后通过球磨法对木粉进行活化改性。随着球磨时间增加，PWF-BA 

的粒径和结晶度逐渐减小，同时其比表面积增加，这有利于提高活化改性木粉在 PAM 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界面相互

作用。拉伸性能测试发现随着球磨时间增加，PWF-BA/PAM 复合凝胶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加，证明了球

磨改性对木粉的活化作用。通过溶胀测试和扫描电镜测试分析了复合凝胶的网络结构，证明球磨作用提高了改性木

粉在 PAM 基质中的分散性和界面相互作用，从而使原位复合的 PWF-BA/PAM 凝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

和抗老化性能，在石油开采和农业等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杨木粉；活化改性；球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AP265 

单修饰聚合物刷的制备及其结构调控 

王友付，李蕊，朱新远*，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 200240 

本文结合多种活性聚合方法得到了单修饰聚合物刷，所得聚合物刷具有结构和数目明确的活性基团，为聚合物

纳米体系的精确修饰提供了可能。因聚合方法的多样性、活性聚合的可控性、活性聚合对组分和基团的兼容性，使

得该单修饰聚合物刷体系在组分、尺寸、修饰基团类型上具有极强的可控性。此单修饰聚合物体系可以作为纳米模

板制备单修饰的无机、有机、杂化纳米体系，为纳米体系的精确修饰提供了通用的制备策略和调控手段，也为深入

理解纳米体系在微观的生物作用机制、精确靶向和化学作用机理提供了研究平台；这些精确修饰纳米体系也可以作

为纳米层面的基本单元如小分子一样相互反应实现复杂纳米结构的制备，为高级纳米结构的制备、性质和应用研究

提供了研究的基本单元。 

关键词：聚合物刷；精确修饰；纳米复杂结构；多臂聚合物刷；活性聚合 

AP266 

Pickering 乳液聚合法制备分子印迹微胶囊 

王泽虎，邱藤*，郭隆海，叶俊，李效玉* 

1 北京市水性聚合物合成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邮编 100029 

2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邮编 100029 

近年来，具有特异性吸附性能的分子印迹聚合物(MIP)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使用商业化的二氧化硅纳米

粒子作为唯一的乳化剂，功能单体 4-乙烯基吡啶、交联剂二乙烯基苯、相分离剂十六烷、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和模

板分子双酚 A(BPA)混合后作为油相，构筑稳定的 Pickering 乳液。经热引发后，聚合诱导相分离，以 BPA 为成核剂，

成功合成出具有具有一壳多核结构的微胶囊。而后将模板脱除，即得到具有 BPA 印迹位点的 MIP 微胶囊。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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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 的特异性吸附性能进行了评价，实验结果表明，在整个测试浓度范围内，MIP 的吸附量均高于对照组；吸附动

力学数据表明该 MIP 具有较快的吸附动力学性能，能够在 30 分钟内达到吸附平衡；选择性实验数据表明 MIP 对 BPA

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其吸附量明显高于 BPA 类似物对叔丁基苯酚和 4,4’-联苯二酚。 

关键词：分子印迹聚合物；双酚 A；Pickering 乳液；吸附 

AP267 

基于七元环二酰亚胺共轭高分子的合成与性能探究 

王之君，何刚*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710054 

聚酰亚胺作为一种重要的高分子材料，因其综合性能优异，被广泛应用航天航空、微电子等高端技术领域。因

此发展新型的酰亚胺单体及聚合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聚酰亚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元环的苯二酰亚胺

和六元环的苝二酰亚胺和萘二酰亚胺，涉及七元环酰亚胺甚少提及。七元环联苯二酰亚胺分子结构具有一定的扭曲，

增加了分子链间自由度，进而提高了其溶解性；另外，骨架本身的联苯结构，具有高度对称性和刚性，又能提高机

械性能和耐热性能。本文以该七元环二酰亚胺为骨架，通过多步合成，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小分子和高分子，并对

其进行了详细的结构和性能表征。研究结果表明，该类小分子及高分子不仅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光性能和热稳定性，

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氧化还原特性。以此为基础，利用含有噻吩的小分子及高分子作为负极材料，发展了性能优异的

有机锂离子电池。 

关键词：聚酰亚胺；七元环；共轭高分子 

AP268 

可逆络合聚合制备支化聚合物 

王中睿，杨宏军*，蒋必彪* 

江苏省绿色环保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省光伏科学与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常州 213164  

支化聚合物与同分子量线型聚合物相比，具有低黏度、高溶解性和多端基等优点，在聚合物共混、功能涂料以

及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偶氮二异庚腈（V65）和单质碘（I2）原位生成可逆络合引发剂，引

发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二甲基丙烯酸 1,4-丁二醇酯（BDDMA）的“可控-活性”共聚反应，制备支化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结果表明，在 MMA/BDDMA/V65/I2/NaI=80/1/1/0.4/0.4 体系中，MMA 和 BDDMA 的转化率均达到 91 %

以上。与同分子量的线型聚合物相比，合成的支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明显较低的特性粘度和较小的流体力学半

径。并且随分子量的增加，支化聚合物的特性粘度和流体力学半径与对应的线型聚合物相比差距越大，说明聚合物

体系中分子量越大支化程度更高。 

关键词：支化聚合物；可逆络合聚合；甲基丙烯酸甲酯；二甲基丙烯酸 1,4-丁二醇酯 

AP269 

改进型 Wolff 环缩合在含 1,2,3-三氮唑高分子合成中的应用 

王自坤，王震，阎敬灵*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邮编：130022 

由于在分离膜、特种工程塑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有机光电材料等领域都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含 1,2,3-三氮唑

结构的高分子近期得到了广泛关注。本课题组从单体设计角度出发，通过改进型 Wolff 环缩合反应，采用 α-重氮乙

酰乙酰芳胺和各种伯胺作为原料，制备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含 1,2,3-三氮唑的高分子：聚（N-乙烯基-1,2,3-三氮唑）、1,2,3-

三氮唑接枝壳聚糖、A-A 和 B-B 型单体缩合合成的聚（1,2,3-三氮唑），并进一步研究此类含多取代 1,2,3-三氮唑结构

的高分子的功能特性。此方法不仅具备了传统 Wolff 制备 1,2,3-三氮唑的高区域选择性、原料丰富易得及多取代基团

等优点，并且还具备了常用的通过有机叠氮与炔的“点击化”反应制备 1,2,3-三氮唑的高产率、反应操作简单等优点。 

关键词：Wolff 环缩合；聚（N-乙烯基-1,2,3-三氮唑）；1,2,3-三氮唑接枝壳聚糖；聚（1,2,3-三氮唑） 

AP270 

不同孔径 SBA-15 内 MMA 的 RAFT 溶液聚合 

危燕，郭瑞泉，陈明森，张发爱* 

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本文以不同孔径的 SBA-15(8～27nm)作为 “纳米微反应器”，将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MMA）、黄原酸酯类链转

移剂等混合反应液真空吸附进入其孔道，在其内部进行 MMA 的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聚合（RAFT）。将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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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产物用 THF 抽提去除表面游离的聚合物，得到介孔材料/含有孔道内部聚合物的复合材料，随后用 HF 溶液刻蚀

去除介孔材料，得到孔道内部的 PMMA。通过 FT-IR、TG、GPC、TEM、N2 吸附/脱附等测试方法进行表征分析，

表明聚合后所得的复合材料依旧能保持部分 SBA-15 的二维六方结构，但有序度降低，其比表面积、孔容、孔径依次

下降，证明在 SBA-15 的孔道内部进行了聚合反应。与常规 RAFT 聚合所得的 PMMA 相比，在 SBA-15 孔道聚合所

得的 PMMA 的初始热分解温度增大，分子量明显提高，且分子量分布在 1.41-1.55 仍属于窄分布范围；等规立构比

例呈下降趋势，而间规立构比例有所上升。 

关键词：SBA-15；甲基丙烯酸甲酯；RAFT 聚合；受限作用 

AP271 

一种通用、温和的制备主链功能化聚碳酸酯的方法 

魏超，许悦，闫炳坤，张琰*，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237 

发展新型的合成方法制备功能化生物可降解聚合物是高分子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大多数功能化聚合物

主要是含有侧基功能基的聚合物，主链功能化聚合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酶催化功能性二醇与碳酸二苯酯分

子间成环得到了功能性大环碳酸酯单体，进一步通过酶催化开环聚合可控制备了一系列新型的主链功能化聚合物，

如二硫、单硫、二硒、单硒功能性聚碳酸酯。这种合成方法反应条件温和，具有很好的普适性，可以扩展到其他的

含功能性基团的聚碳酸酯中，为主链功能化聚合物的合成提供重要的方法。另外，本研究也为可控合成含硒以及其

它硫族元素聚合物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基于硫族元素独特的氧化还原响应性等特性，该类聚合物在生物医

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酶催化；大环碳酸酯单体；开环聚合；主链功能化；聚碳酸酯 

AP272 

凝固浴组成对 PVDF-g-PACMO 共聚物膜结构与性能的研究 

魏晨杰，安子韩，薛高建，赵义平，陈莉*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387 

聚偏氟乙烯(PVDF)因其优异特性广泛应用于水处理领域。但 PVDF 自身较强的疏水性使其易吸附蛋白质造成膜

污染。因此，本文采用亲水、无毒、生物相容性极佳、对蛋白质具有排斥作用的丙烯酰吗啉(ACMO)对 PVDF 本体进

行亲水改性，并将所得共聚物通过浸没沉淀相转化法制得到 PVDF-g-PACMO 膜。系统研究了凝固浴中氯化钠含量对

膜结构与抗污染性能的影响，膜形貌、表面化学组成、力学性能、亲水性、渗透分离性能和抗污染性能分别通过扫

描电子显微镜(SEM)、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断裂强度、水接触角、纯水通量和牛血清白蛋白(BSA)截留、抗蛋白

质污染性能测试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随着氯化钠含量的增加，纯水通量提高。断面由指状孔变为海绵状孔结构，

力学性能提高。经多次循环膜通量恢复率仍高达 97.8%，抗蛋白质污染能力较强。因此，通过改变凝固浴中氯化钠的

含量制备了具有良好抗蛋白质污染能力的改性 PVDF 膜。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丙烯酰吗啉；凝固浴组成；抗蛋白质污染 

AP273 

O-羧基内羧酐的立体选择性开环聚合 

陈常娟 1,2，孙洋洋 2，邬金才 2* 

1 黄淮学院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河南省驻马店市，463000； 

2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甘肃省兰州市，730000 

传统聚 α-羟基羧酸的侧链官能团比较单一，很难对其性能进行调控和改进。近十年以来，1,3-二氧戊环-2,4-二酮

又名 O-羧基内酸酐（OCA），因其可以容易地在单体中引入不同的取代基，开环聚合得到侧链含不同取代基的聚 α-

羟基脂肪酸，逐渐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OCA 单体中有一个手性中心，因此对其立体选择性开环聚合是很有价值

的研究课题。我们运用锆和铪金属配合物间规立体选择性地催化其开环聚合得到了相应的间规规整度的聚 α-羟基羧

酸。其中催化 rac-LacOCA 间规立体选择性 Pr 值最高达 0.83，催化 PheOCA 的 Pr 值达 0.92，催化 Tyr(Bn)OCA 的 Pr

值达 0.97。据我们所知，这是首例立体选择性催化 OCA 开环聚合得到高间规规整度聚 α-羟基羧酸的研究，考虑到

OCA 种类的多样性以及侧链的可修饰性，我们可以得到不同侧链取代基的立构规整的聚 α-羟基羧酸，这无疑会提升

其应用范围。 

关键词：O-羧基内羧酐；开环聚合；立体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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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74 

丙烯腈 4-乙烯基吡啶共聚膜的制备 

吴畅，罗鑫，高洪建，王婷玉，刘元法*，于跃*  

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轻工苑一号，116034 

由于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聚丙烯腈（PAN）具有很好的成膜性、化学稳定性、并

且价格低廉，经常作为膜材料被广泛使用。PAN 作为一种膜材料，虽然有着很多优点但却也有着很多不足，比如 PAN

的亲水性差，自洁能力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超滤膜的使用寿命。4-乙烯基吡啶（4-vp），作为一种膜材料，具有很

好的亲水性。为了能够对 PAN 的亲水性进行改性，使其具有更好的亲水性，延长过滤膜的使用寿命，降低使用成本，

本论文，以 AN 和 4-vp 为原料、偶氮二异丁氰（AIBN）为引发剂、甲苯为溶剂，制备了 P(AN-co-4-VP)共聚物,通过

红外和 TG 分析证明了共聚物的成功合成。并通过以 N,N-二甲基乙酰胺（DMAC）为溶剂配制了铸膜液，利用 L-S

相转变法制备了 P(AN-co-4-VP)超滤膜，扫描电镜的膜形貌分析表面制备的超滤膜具有贯通的指质孔，水通量和蛋白

截留率的实验表明，共聚物中 4-vp 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水通量但对蛋白截留率影响不大。 

关键词：聚丙烯腈；4-乙烯基吡啶；无规共聚；超滤膜  

AP275 

超疏水纺织品的制备及其机理研究 

吴景霞 1,2，李景烨 2,* 

1 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2205 号复旦大学江湾校区，200438 

2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2019 号，201800 

本研究以棉织物为基材，选取不同烷基链长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通过共辐射接枝聚合法制备了超疏水棉织物，

系统研究了超疏水性与接枝率以及聚甲基丙烯酸酯烷基链长的关系。棉纤维本身微/纳米尺度的粗糙结构和棉织物表

面低表面能的聚甲基丙烯酸酯是接枝棉织物实现超疏水性能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超疏水；棉织物；辐射接枝；甲基丙烯酸酯 

AP276 

多响应混杂接枝型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吴文涛，赵潇祺，赵优良*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AP277 

磺化聚亚苯基砜的合成及在制备超滤膜方向的研究 

周迪，荣国龙，李文科，庞金辉*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长春 130012 

聚亚苯基砜（PPSU）是一种新颖的热塑性工程塑料，具有水解稳定性、耐高温水蒸气的特征，且 PPSU 具有对

人体无毒害作用的良好性能，具有作为超滤膜基材的潜质。但 PPSU 由于其亲水性较差导致其在超滤性应用方向表

现不尽如人意。鉴于此，本工作将含有柔性烷基链磺酸基的二酚单体引入聚合反应体系，在保证共聚物分子量的前

提下合成了侧链具有磺酸根的磺化聚亚苯基砜（SPPSU），并对其分子量、热性能以及超滤性能进行了研究与测试。

结果表明，本工作合成的的 SPPSU 在保持 PPSU 较高的分子量及良好的热学性能的同时，由 SPPSU 制备的超滤膜相

比 PPSU 超滤膜具有更优良的表面亲水性、水通量、蛋白质截留率及回复率。 

关键词：聚亚苯基砜；热性能；超滤性能 

AP278 

相转移法制备羟乙基纤维素十二烷基醚 

武萌，杨洋，杨书瀚，冉蓉*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610065 

本文采用相转移方法，利用常见的溴代十二烷对羟乙基纤维素（HEC）进行疏水改性，得到了产物疏水改性羟

乙基纤维素（HMHEC）。利用两相界面反应不仅可以减少醚化反应中的副反应而且可以制备取代度可控的疏水改性

羟乙基纤维素。通过改变实验条件，发现在 80℃时，溴代十二烷：HEC 脱水葡萄糖单元=7.5：1 时，水/油两相体积

比为 5：4 时，可以得到平均取代度达 1.95 的样本。得到的一系列不同取代度的疏水改性的羟乙基纤维素不仅保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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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活性，且所制备的样本可以在水溶液中进行分子自组装，形成微米级的大分子胶束，且疏水性显著提高，水接触

角均大于 90°，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水溶性大分子表面活性剂用于相关领域。 

关键词: 相转移；羟乙基纤维素；疏水改性；表面活性 

AP279 

自组装聚合法制备有机-氧化硅纳米层状杂化材料 

武星 1，张娜 1，江晨 1，白玮 2*，白如科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安徽，合肥 230026 

2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N 37996, United States. 

有机-氧化硅杂化材料兼具了有机和无机材料的优点，展现出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预示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因

此，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然而，类似二维聚合物的有机-氧化硅纳米层杂化材料的文献报道较少，特别是超薄层、

单层杂化材料的制备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基于两亲性分子在溶液中具有自组装的特性，我们发展了“二维

自组装聚合”制备有机-氧化硅杂化层状材料的方法。首先，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两亲性硅氧烷单体，它的一端为可

离子化的亲水性羧基，而另一端是可以发生反应的硅氧烷基团，中间由苯脲基连接。实验结果表明，在有机-水的混

合溶剂中，两亲性硅氧烷单体可以进行自组装形成了超分子层状聚集体；然后，加入适当的催化剂，使聚集层中的

硅氧烷基团发生了水解和缩聚反应，形成 Si-O 键交联网络结构，从而获得了共价有机-无机纳米层状杂化材料。这种

在溶液中“自组装聚合”制备有机-氧化硅纳米层状材料的方法，具有便捷、高效的优点。 

关键词：杂化材料；有机-氧化硅；二维自组装聚合；纳米层 

AP280 

SuFEx 点击化学与 photoiniferter 结合: 一种温和、快速、高效的后聚合功能化改性方法 

王培锡，董亦诗,陆晓雯，武照强*，陈红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磺酰氟交换（SuFEx）“点击”反应具有无金属催化剂、可在氧气和水存在下反应、反应快速、产率高的优点，而

光引发转移终止剂（photoiniferter）具有集光引发聚合、链转移、链终止为一体的特点。基于此，我们首先合成了一

种新型的化合物 FSB-DETC，该化合物一端的二硫代氨基酯官能团可作为 photoiniferters 试剂引发乙烯基单体聚合，

另一端的磺酰氟官能团可通过 SuFEx 反应对聚合物进行后修饰改性。然后我们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为模型单体考察

了 FSB-DETC 的光聚合行为，凝胶渗透色谱检测结果显示其聚合过程具有“活性”可控的特点，所合成聚合物的分子

量分布系数为 1.3~1.5， 1H NMR 和 19F NMR 的检测结果也表明磺酰氟官能团和二硫代氨基酯官能团分别保留在聚合

物链的两端。最后，以所制备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和端基为特丁基二甲基硅烷的聚乙二醇为反应物，经 SuFEx

点击反应成功制备了嵌段共聚物，证实了 SuFEx 点击反应与 photoiniferters 的结合是一种反应条件温和、快速、高效

的后聚合功能化改性方法。 

AP281 

可循环使用的纳米纤维调控光活性聚合反应 

夏磊，张泽，尤业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96 号 230026 

Visible-light-driving syntheses have emerged a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acromolecules under mild and 

environmentally benign conditions. Nevertheless, a photocatalys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the polymerization, which is 

expensive and cannot be reused, limiting its practicality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Here, we find that a polymer nanofiber 

has remarkable activity in catalyzing the living 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 driven by visible-ligh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sacrificial reagents or precious metal co-catalysts. These polymer nanofibers are very stable even after repeated cycling, and 

can be reused without appreciable loss of activity. The finding may present a promising strategy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photocatalyst for polymerization driven by visible-light with grea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an directly harvest 

energy from solar light. 

Keywords：poly (1,4-diphenyldiethylene); visible light;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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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82 

多节棍聚合物：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性能提升的有效添加剂 

肖文静，项宣，李维实*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345 号 200032 

可溶液加工的小分子有机半导体在有机薄膜场效应晶体管、发光二极管和太阳能电池方面有光明应用前景。与

共轭聚合物相比，小分子化合物具有确定分子结构，易于合成和纯化，但容易结晶，成膜性不好。特别对于本体异

质结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其活性层由小分子给体化合物和富勒烯衍生物（PC61BM 和 PC71BM）共混而成，由于

两者易于结晶，活性层结构常常趋于较大尺度的相分离，不利于器件性能。过去研究工作发现添加第三组分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调控活性层形貌和结构。本论文工作在开发多节棍聚合物半导体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其可作为小

分子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制备的第三组分，有效提高其光电转换效率。我们合成了基于吡咯并吡咯烷酮的小分子

SM-DPP6T-C16C4，在与 PC61BM 配合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器件中，通过微量添加多节棍聚合物 PRC-DPP6T-C16C4，

短路电流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效率从 4.07%提高到 4.32%。 

关键词：多节棍聚合物；小分子半导体材料；有机太阳能电池；添加剂；活性层形貌 

AP283 

α-二亚胺钯催化取代苯乙烯/CO 共聚研究 

肖泽帆，高海洋*，伍青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275 

本研究使用一种具有大位阻骨架结构配体的 α-二亚胺钯配合物催化对位取代苯乙烯与一氧化碳交替共聚，考察

苯环对位取代基效应对取代苯乙烯/CO 配位共聚结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苯乙烯对位引入给电子效应的取代基，

可以使苯乙烯单体/CO 共聚反应活性和产物分子量增加；但 4-叔丁基苯乙烯由于叔丁基的空间位阻效应相比给电子

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与一氧化碳共聚活性与产物分子量均相对苯乙烯/CO 共聚反而明显降低。共聚产物经核磁氢

谱表征，均为交替共聚结构。 

关键词：α-二亚胺钯配合物；取代苯乙烯/CO 共聚；电子效应 

AP284 

基于阿魏酸乙酯的新型紫外吸收聚合物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谢婷 1，冯岸超 1，魏晓虎 1*，汤华燊 1，2* 

1.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100029 

2.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100029 

阿魏酸乙酯（ethyl ferulate，EF），其抗氧化能力可以起到保护皮肤、美容的作用。以阿魏酸乙酯为基础，成功

合成出两种吸收不同波段紫外线的单体（UVA 单体：EF-(CH2)2-MA， UVB 单体：EF-MA）。将所合成的单体分别

与甲基丙烯酸甲酯自由基共聚，得到两种共聚物（UVA 共聚物：P(EF-(CH2)2-MA-co-MMA)，UVB 共聚物：

P(EF-MA-co-MMA)）。通过核磁共振氢谱、红外光谱、凝胶渗透色谱对以上单体及聚合物进行表征，证实了阿魏酸

乙酯系列单体及其聚合物的成功合成。由紫外光谱可知，UVA 单体和 UVB 单体分别在波长 320 nm 和 280 nm、UVA

共聚物和 UVB 共聚物分别在波长 321 nm 和 281 nm 下，紫外吸收达到最大，这一数值与已有的肉桂酸类化合物性能

相当。因此，合成的新型单体可用于制备紫外线吸收聚合物功能材料，有望应用于个人护理产品中，例如防晒霜、

粉底等。 

关键词：阿魏酸乙酯；紫外线吸收聚合物；个人护理应用 

AP285 

壳聚糖纤维/纳米磷酸银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可见光催化性能研究 

                熊思维 1，刘曼 1，罗丹 1，王桦 1,2，吴静 1，王罗新 1，陈少华 1 

    1.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四川省纺织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2； 

纳米磷酸银可见光催化剂具有量子化产率高和氧化能力强等特点，成为近年来银系可见光催化剂的研究热点。

然而，纳米磷酸银具有易团聚和后处理工序复杂等问题，严重影响其应用。本文将采用壳聚糖纤维作为载体，利用

其对银离子的高螯合作用以及其较大的比表面积，制备催化剂分布均匀、催化效率高且后处理简单的壳聚糖纤维

/Ag3PO4 可见光催化纤维。通过 XRD 和 SEM 对其结构和形貌进行表征，并研究其在可见光照射下对甲基橙的催化



 
 

96 
 

降解行为。XRD 和 SEM 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成功的将 Ag3PO4 粒子负载到了壳聚糖纤维上。本文以 0.2mol/L 的 AgNO3

溶液所制备的复合材料的光催化性能最佳，当光催化反应时间为 80min 时，对 10mg/L 的甲基橙溶液的脱色率达到了

94.8% ，而未负载 Ag3PO4 粒子的壳聚糖纤维对甲基橙溶液的脱色率仅为 16.6%。 

关键词：壳聚糖纤维；磷酸银；光催化性能 

AP286 

通过连续合成小分子模块的方式来合成序列可控聚合物 

徐超然，刘超，张文建，洪春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物质重点实验室，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 

类似于核酸和蛋白质，聚合物中单体的确定序列对聚合物结构具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可以产生独特的性质，比

如说分子识别、生物催化和信息存储等。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普遍的方式可以用来大量合成多种序列可控

聚合物，因此在近些年里合成非自然的序列可控聚合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正交反应在合成化学反应中有着极高的

效率，通常被作为一种合成序列可控聚合物的高效方法。然而，仅仅通过正交反应来合成序列可控聚合物的研究很

少，通过正交反应来连续合成不同序列聚合物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报道。在这个工作中，我们通过正交反应

连续合成了具有不同序列的小分子模块，然后这些小分子模块可以在高温下自缩合得到序列可控的聚合物。通过这

种方法，我们可以简单地、高效地合成具有确定序列的聚合物。 

关键词：序列可控聚合物；正交反应；小分子模块 

AP287 

含氟超支化聚乙烯共聚物的合成及其在石墨烯制备中的应用 

徐春锋，叶会见，孟楠，韩博，陈雅菲，徐立新*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  

石墨烯的高质量低缺陷制备，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将功能基团引入石墨烯表面进行修饰，以期实现石

墨烯在聚合物中均匀分散，得到性能优良的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后过渡金属化合物

Pd-diimine 为催化剂，催化乙烯和 BIEA 进行链行走聚合，合成一种带有多个含溴活性末端的大分子引发剂 HBPE@Br, 

以此大分子引发剂引发甲基丙烯酸三氟乙酯进行 ATRP 聚合，成功制备出不同接枝率的含氟超支化聚乙烯共聚物

（HBPE-g-PTFEMA），利用 1H NMR、GPC、DSC 等对所得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进一步利用所得

HBPE-g-PTFEMA 借助超声在氯仿中液相剥离天然石墨，得到稳定的石墨烯分散液，然后通过 TEM、XPS、AFM 等

对所得石墨烯的结构缺陷及尺寸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所得石墨烯缺陷较少，厚度约 3-5 层，含氟基团引入，可提

高石墨烯与含氟聚合物之间作用，实现其功能化应用。 

关键词：大分子引发剂；含氟超支化聚乙烯；液相剥离；低缺陷石墨烯；功能化应用 

AP288 

新型烯烃酯化法制备聚酯高分子 

徐路燕，刘慕华，林柏霖*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上海市华夏中路 393 号，200120 

聚酯类高分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及工业应用中占据很大的比例。由于酯键在特定条件下的可发生断裂，使得聚酯

类高分子能够具有较好的生物可降解性能。目前常用的生物可降解高分子合成方法有两种（以聚酯为例）：（1）一般

以二元醇及二元酸为原料进行缩聚反应或通过酯交换合成，其存在的弊端就是反应温度高，能耗大，且由于反应具

有可逆性，反应产生的小分子需要及时去除；（2）利用开环聚合法可以较好的调控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但是环状

单体通常种类有限或者需要事先合成，因此增加了繁琐的合成步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型的高分子合成方法有

待开发。本文提出一种新型催化聚合方法,实现了二烯烃与二羧酸的烯烃酯化一步法合成聚酯，反应原子经济性达到

了 100%。可解决制备聚酯类高分子中存在的副产物多，反应条件苛刻，产物质量不均等问题。 

关键词：烯烃酯化；聚酯；可降解高分子；原子经济性 

AP289 

超分子聚合物发光性能的调控和应用 

徐洛楠，沈茜，尹守春* 

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林街 16 号，310036 

超分子聚合物是一类以非共价键（主客体相互作用、金属配位作用、氢键等）形成的动态聚合物，由于其不仅

具有传统的共价高分子的粘弹性，还具有新型超分子的动态响应性，从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将荧光引入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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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超分子聚合物的单体中，利用二级铵盐和冠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形成荧光超分子聚合物。形成超分子聚合物的单

体可以通过改变单体结构中官能团的位置和种类调节单体的荧光颜色，进而使形成的超分子聚合物的荧光颜色发生

改变。从不同的荧光颜色中，选取互补色（蓝色和黄色），调控两种单体的比例，有望形成发白光的超根子聚合物。

这类荧光超分子聚合物有望在在有机光电材料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荧光调控；白光发射材料 

AP290 

铵离子功能化中空聚合物微球设计制备及吸附性能研究 

徐宁，孙乔乔，樊蓉，陈冬*，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吸附法是最经济有效的染料废水处理方法，但传统吸附材料存在吸附速率慢、吸附容量小等不足，开发高吸附

量、易再生的新型吸附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设计了一类新型铵离子功能化中空聚合物微球（HPP-NH3+），通过

分步加料一锅法合成了含有高密度酸酐基团的中空聚合物微球（HPP），通过进一步化学改型成功制备了 HPP-NH3+。

因具有大的比表面积和高密度的铵离子，HPP-NH3+可作为 pH 响应性吸附剂，用于选择性吸附酸性染料甲基蓝（MB）。

从动力学和热力学两方面研究了 HPP-NH3+的吸附性能，考查壳层交联程度、初始染料浓度、吸附时间和 pH 值对性

能的影响，结果显示，HPP-NH3+具有较高的吸附容量（qe）和较快的吸附速率，且随着壳层交联程度的降低，吸附

速率和 qe 显著增加。由于含有铵离子基和羧基两种对 pH 敏感的基团，HPP-NH3+对 MB 的吸附容量具有显著地的

pH 响应性。 

关键词：铵根离子；中空聚合物微球；甲基蓝；吸附剂 

AP291 

稀土金属促进的极性烯烃单体聚合 

徐铁齐*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学院，大连 116023 

极性烯烃是一类分子内含有杂原子的烯烃单体，单体中的杂原子可以改善烯烃聚合物的染色性和亲水性等表面

性质。然而，由于杂原子的引入使得该类单体的配位聚合变得非常困难，而配位聚合是实现立体选择性最有效的策

略，因而，实现极性烯烃立体选择性聚合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利用四齿酚醚配体，通过金属中心的调整

和配体取代基调整，实现了 2-乙烯基吡啶的立体选择性聚合，得到等规聚合物，聚合物的等规选择性(mm)在 44-99%

调节。金属中心对立体选择性聚合具有开关调节能力，当配体结构相同，金属中心为 Ho 时，催化剂对 2-乙烯基吡啶

的等规选择性(mm)为 99%,然而改变金属中心为 Lu 时，聚合物变为无规聚合物，等规选择性仅为 44%。聚合物熔点

接近 220 度。聚合活性可达 2000h-1, 聚合物具有很好的热力学稳定性，分解温度超过 350 度，XRD 进一步正式聚合

物是结晶性材料。 

关键词：立体选择性聚合 

AP292 

含双联苯侧基的聚降冰片烯类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及其相结构的研究 

涂远洋，陈小芳*，朱亚兰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215123 

以主侧链形式构筑的聚合物结构不仅在通用高分子、生物高分子而且在功能性高分子领域均为一种重要的聚合

物构建方式。在侧链型液晶高分子领域，侧基的组成、形状、结构等的变化会影响到聚合物的主链和侧链之间的相

互作用，并最后导致聚合物在自组装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堆积方式，形成丰富的液晶相态。我们合成了一系列含有不

同双取代位置的主链为聚降冰片烯，侧链为烷基联苯类液晶基元(CmBA)的侧链型聚合物，研究了液晶基元取代位置

以及柔性间隔基的长度对聚合物相结构的影响。通过 1H NMR、GPC 对分子结构进行了表征，并且结合 DSC、POM、

SAXS 等测试手段对聚合物的热行为以及相结构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发现，含双液晶侧基的侧链型聚合物的聚集态

结构与侧基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关，其中 CmBA 为间位取代的 PNB-2-2,4-C12BA 为无定形态；CmBA 为对位取代的

PNB-2-2,5-C12BA 能够形成 ΦN 相；CmBA 为邻位取代的 PNB-m-2,3-C12BA (m = 2、6、8) 形成了 Φr 相，并在升温

时先进入层状相，然后进入各向同性相。 

关键词：侧链；间隔基；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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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93 

聚合诱导自组装方法制备动态壳交联聚合物纳米粒子 

许建雄*，谢少文，刘玮玮，谭海湖，冯亚辉，李娜 

湖南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绿色化学与生物纳米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株洲 412007 

采用“两步”溶液 RAFT 聚合方法，分别制备两种二嵌段大分子 RAFT 试剂，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b-聚(3-丙

烯酰胺基苯硼酸)(PDMA60-b-PAPBA21-TTC)和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b-聚(2,2-二甲基-5-乙基-1,3-二氧六环)丙烯

酸甲酯(PDMA60-b-PEDMA25-TTC)。利用 PDMA60-b-PAPBA21-TTC 和 PDMA60-b-PEDMA25-TTC 共同调介下的苯

乙烯分散 RAFT 聚合，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方法原位制备 PDMA60-b-PEDMA25-b-PS/PDMA60-b-PAPBA21-b-PS 多

组分“核-壳-冠”聚合物纳米粒子。其中，疏水性链段 PS 形成“核”，PAPBA 和 PEDMA 链段形成“壳”，亲水性链段 PDMA

形成“冠”。由于“壳”层中 PEDMA 链段上的缩酮基团在酸性条件下能够水解成双羟基基团，而且双羟基基团与 PAPBA

链段上的苯硼酸基团在 pH 调控下能够发生动态交联，从而制备出动态壳交联多组分“核-壳-冠”聚合物纳米粒子。该

方法具有简单方便、环境友好，所制备的纳米粒子浓度高、尺寸均一等特点，所制备的聚合物纳米粒子能够高效地

包裹各种难溶性药物，适用于抗癌药物的体内传输、基因载体等生物医药领域。 

关键词：聚合诱导自组装；分散 RAFT 聚合；硼酸酯键；聚合物纳米粒子；“核-壳-冠”结构 

AP294 

四苯基双硅氧烷双丙烯酸酯的环化聚合 

薛翔,杜敏,刘和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230026 

设计合成了含硅氧烷的双烯烃单体 Si-HEMA，并且对该单体进行 RAFT 自由基环化聚合，在聚合过程中利用该

分子链的偕二甲基效应以及高度稀释的技术（单体浓度为 0.08mg / mL），使得单体分子链在发生聚合反应时，分子

内的反应速率大于分子间的反应速率，从而以较好的条件实现环化聚合。通过 NMR、GPC 等手段对该单体环化聚合

动力学和聚合物的结构的分析测试，结果表明 Si-HEMA 单体的环化聚合过程具有很好的 RAFT 自由基聚合动力学，

聚合物核磁显示分子链上没有悬挂的双键存在，说明聚合物环化程度很高。MALDI-TOF 数据表明聚合物的重复结构

单元的分子量为 638，说明得到的聚合物是分子链上含有大环重复单元的环化聚合物，并且在反应过程中没有交联物

的产生。 

关键词：硅氧烷；双烯烃；环化聚合 

AP295 

主链含硫聚碳酸酯的合成及刺激响应性研究 

闫炳坤，张琰*，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237 

生物可降解脂肪族聚碳酸酯可以通过引入功能化侧基、与其它单体共聚以及与其它高分子材料共混等方法进行

改性，以满足在生物医用领域中的不同需要。由于硫组元素具有氧化还原性，因此将硫引入聚合物主链上，在氧化

作用下，使得硫能够氧化成砜或亚砜，同时能够完成含硫疏水链段向含砜或亚砜亲水链段的转变，这种特殊的刺激

响应性，在药物载体方向有较好的应用，所以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鉴于上述优点我们以聚乙二醇单甲醚（mPEG）

为引发剂，脂肪酶 Novozym-435 为催化剂，选择一种含硫功能基团的大环碳酸酯单体进行酶催化开环聚合，制备一

系列不同聚合度、主链含有硫功能基团的两亲性嵌段高分子。这类高分子在水溶液中能够自组装形成非常稳定的球

形胶束，由于硫功能基团的存在，使得该高分子成为一种刺激响应性高分子。 

关键词：含硫高分子；酶促聚合；刺激响应性 

AP296 

基于三齿邻酚氧基氮杂环卡宾配体的钯甲基烯烃聚合催化剂及催化性能 
杨丹丹，王佰全*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元素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过渡金属烯烃聚合催化剂是高分子合成化学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从传统的 Ziegler-Natta 催化剂，到茂金属、茂

后过渡金属等单活性中心催化剂的研究，一直都是高分子化学的前沿课题。继 Brookhart 等人合成的 α-二亚胺镍、钯

配合物以及 Grubbs 等人报道的中性水杨醛亚胺骨架的镍催化剂之后，后过渡金属烯烃聚合催化剂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我们课题组用氮杂环卡宾代替水杨醛席夫碱配体中的亚胺得到[C, O]螯合的邻酚氧基氮杂环卡宾配体，并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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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该配体的钌、钯、镍等金属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都能高效地催化降冰片烯的聚合。最近我们设计合成了[O, C, 

N]三齿的氮杂环卡宾配体及其钯配合物。我们发现这些三齿钯配合物在 Et2AlCl 的助催化下即可高活性地催化降冰片

烯的加成聚合，而且其活性比双齿的钯催化剂高很多。基于此，我们设计合成了该类三齿配体的中性钯甲基化合物，

并研究了其催化降冰片烯聚合的性能。 

关键词：氮杂环卡宾；三齿配体；钯甲基化合物；加成聚合 

AP297 

小分子催化的有机质子转移聚合反应 

杨宏军，黄文艳, 薛小强，蒋其民，蒋必彪* 

江苏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省光伏科学与工程协同

创新中心，江苏常州，213164 

质子转移聚合最早由 Breslow 等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通过这种聚合反应方式，传统的乙烯基单体，如丙烯酰

胺、丙烯酸、丙烯酸羟乙酯和 1,4-丁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等可分别聚合成尼龙、聚酯、聚酯醚和不饱和聚酯。质子转

移聚合可将来源广泛、廉价的乙烯基单体聚合成主链含酯键、酰胺键等可降解基团的杂链聚合物。这是传统乙烯基

聚合无法做到的，在白色污染日益严峻、生物材料蓬勃发展的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膦

腈碱为催化剂，分别研究了其催化丙烯酰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羟乙酯的质子转移聚合反应。研究发现，

采用膦腈碱催化丙烯酰胺的聚合反应时，得到的主要产物为尼龙 3，少量阻聚剂就能成功阻止乙烯基加成反应进行；

膦腈碱催化丙烯酸羟乙酯主要产物为聚醚酯，且存在大量酯交换和迈克尔加成反应；膦腈碱无法催化甲基丙烯酸羟

乙酯的质子转移聚合反应。 

关键词：质子转移聚合；有机催化剂；膦腈碱 

AP298 

链中炔/叔胺双官能化三元聚合物的序列结构研究 

杨琳燦，马红卫*，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高分子材料系，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 116024 

序列可控的功能化聚合物兼具序列可控以及功能化两个特征，能够为高分子科学注入新的活力，是功能化聚合

物合成以及应用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对炔基功能化 1,1-二苯基乙烯（DPE（DPE-yne））、叔胺功能化 DPE（DPE-NMe2）

以及 St 进行活性阴离子三元共聚合，并采用原位核磁方法对聚合过程进行原位实时监测。经过计算得到随链增长的

功能性 DPE 基团序列分布，功能 DPE 基团增长可分为三部分：1、初始增长呈现出“St-DPEyne-St”交替结构的 DPE-yne

和 St 共聚；2、聚合中期呈现三种单体三元共聚；3、增长后期呈现“尾端聚集”趋势的 DPE-NMe2 和 St 共聚。同时也

得到了整链的功能性 DPE 基团的确切分布，实现了序列明确的链中炔/叔胺双官能化三元聚合物合成。而序列结构明

确的链中炔/叔胺双官能化三元聚合物同时兼具炔基和叔胺功能基团，在聚合物的后功能化修饰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应

用前景。 

关键词：炔/叔胺双官能化；序列可控结构；三元共聚物 

AP299 

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 ABA 型 PS-PCM-PS 三嵌段热塑性弹性体的制备 
杨奇 1,2，郑文洁 1，胡雁鸣 1，张学全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2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 230000 

基于生物来源可循环使用和生物可降解材料替代当前石油来源的高分子材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本工作采

用 4-甲基-ε-己内酯（MCL）和 ε-己内酯（ε-CL）开环共聚合制得无定型聚合物，并以此为软段，通过对其两端进行

官能化，制得大分子引发剂，然后进行苯乙烯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合成了 ABA 型三嵌段共聚物。聚合物

均表现出典型的热塑性弹性体材料的特点。随硬段含量的增加，拉伸强度提高，而断裂伸长率降低；聚合物分子量

越大，其机械性能越好。聚合物具有良好的形状记忆效应，充当物理交联点的硬段含量对材料的性能影响很大，硬

段含量过低，不足以固定材料的永久形状；硬段含量过高，充当可逆相的软段在受热后受到硬段的阻碍，导致恢复

永久形状也比较困难。 

关键词：可循环利用；热塑性弹性体；形状记忆；三嵌段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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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00 

以 2,4-二甲氧基苯甲醛为催化剂的甲基丙烯酸酯 Photo-RAFT 聚合研究 

杨倩，张文秀，马育红*，张先宏，杨万泰 

光引发聚合具有低能耗、高效率、经济和环保等优点，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在众多光引发剂中，一些金属（如

Ru，Ir，Mn 和 Zn 等）的络合物光敏剂或催化剂已被应用于光激发的 RAFT 聚合中，实现了多种单体的可控自由基

聚合。然而，由于聚合产物中残留的金属催化剂不易从产品中完全去除，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制品的老化失效。

并且由于金属价格昂贵，不仅增加了成本，甚至有些金属还有毒性，由此阻碍了金属催化剂在生物药用合成和食品

包装等方面的应用。因此，研究人员便开发出了有机类光催化剂，用于光激发的 RAFT 聚合。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活

性”/可控自由基聚合方法。在室温及光照条件下，以苯甲醛衍生物/RAFT 试剂为催化体系，实现了甲基丙烯酸酯类单

体的可控自由基聚合，并保证所得的聚合物具有再引发活性，可用来引发第二单体的聚合，从而制备嵌段共聚物。 

关键词： 室温 RAFT 聚合；有机光氧化还原催化剂；2,4-二甲氧基苯甲醛；嵌段共聚物 

AP301 

水溶性主链型碳硼烷聚苯并噁嗪的合成与表征 

杨晓雪，张孝阿*，江盛玲，吕亚非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以含碳硼烷的双酚、多聚甲醛以及 ED2003 与 ED900 为原料，合成了两种结构相近的水溶性

主链型聚苯并噁嗪。通过红外光谱和核磁 1H 谱、13C 谱对产物进行了结构表征，通过紫外透射光谱对其进行了水溶

性的测试，并进行了比较，最后将产物固化后进行了热重分析来测定聚苯并噁嗪的耐高温性能。结果显示，我们成

功合成了主链型的碳硼烷聚苯并噁嗪，并且随着聚醚二胺主链上-O-结构的增加，对应的聚苯并噁嗪的水溶性会大大

增加，同时，产物固化后的热稳定性相比于使用普通双酚与聚醚胺反应生成的主链型聚苯并噁嗪好很多。 

关键词：碳硼烷；聚苯并噁嗪；水溶性；热稳定性 

AP302 

等规聚丙烯的后功能化及其 ATRP 法合成接枝共聚物 

周厚博，黄华华，陈永明*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为克服聚烯烃本身非极性的弱点，聚烯烃的功能化一直以来都是科研和工业领域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目前

功能化聚丙烯（PP）的合成主要是基于丙烯与极性单体在金属催化剂作用下进行共聚而实现，还有通过物理手段（等

离子，辐射）或者利用过渡金属催化剂直接后修饰来得到改性聚丙烯，而这些方法通常会有经济成本高，催化剂合

成困难及活性低，易产生副反应等缺点。本文介绍一种用于等规聚丙烯（iPP）直接后修饰的新策略，该策略无金属

催化剂参与，无断链交联等副反应发生。在本方法中，利用 N-羟基邻苯二甲酰亚胺（NHPI）的催化作用，将偶氮二

甲酸二（三氯乙基）酯（BTCEAD）成功引入接枝到等规聚丙烯的三级碳上从而得到 iPP-g-BTCEAD。进一步地，以

iPP-g-BTCEAD 作为大分子引发剂，分别以苯乙烯（St）、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烯酸叔丁酯（tBA）为单体，

通过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合成一系列接枝共聚物，并成功表征了接枝共聚物的三元复合体系相容性。 

关键词：后功能化；等规聚丙烯；ATRP；接枝共聚物；相容性 

AP303 

天然氨基酸直接构筑温度响应性多肽的分子设计与性能 

杨震，陈子茜，杜秀彤，赵慢，岳颖，刘娜，邓奎林*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保定市，071002 

基于多肽材料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与生物降解性以及温敏特性的可调控性，我们以天然 L-丙氨酸、L-苯丙氨酸和

L-脯氨酸为多肽构建单元，成功制备出两种具有温度响应性的多肽，即聚（L-丙氨酸-co-L-脯氨酸）（PAP）和聚（L-

苯丙氨酸-co-L-脯氨酸）（PPhP）。值得注意的是，温敏性多肽 PAP 与 PPhP 分别由两种天然氨基酸直接构成，无任何

主链或侧基的化学修饰，最大程度地赋予了多肽的生物特性,即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 

研究发现：PAP 与 PPhP 多肽链上，其结构单元含量比只有控制在一定范围时，才显示出良好的温度响应特性，

其最低临界溶液温度(LCST)处于25-75℃。独特的二级结构以及氢键作用导致了PAP与PPhP溶液在升温/降温过程中，

呈现非常明显的迟滞行为。经 24-72 小时培养，在 PAP 和 PPhP 中 HeLa 细胞的存活率分别高达 95%和 125%，表明

两种多肽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温度响应性；多肽；生物相容性；天然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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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04 

自愈合有机硅介电弹性体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伊海萍，周林，田明*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0 

随着地球上煤炭石化资源的日益紧缺，有机硅材料有着逐步取代碳材料的极大可能性。介电弹性体作为一种智

能的电活性聚合物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介电弹性体要实现进一步的实际应用还面临两个挑战，一是低

电压下需要产生大形变，二是材料长期反复使用过程中的击穿破坏。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通过阴离子开环聚

合的方法合成高乙烯基含量的硅油，利用巯-烯点击反应将胺基和羧基接枝在聚硅氧烷侧链上。然后将两种改性硅油

混合，利用 TMPT 与剩余的乙烯基进行化学交联，得到自愈合有机硅弹性体。胺基与羧基的引入增强了分子链的极

化能力，同时可以形成分子间氢键赋予弹性体自愈合性能。所制备的自愈合有机硅介电弹性体在 5kv/mm 下可达到

15%的电致形变，同时在 80℃时，自愈合效率达到 99%。 

关键词：阴离子开环聚合；自愈合弹性体；介电弹性体；点击化学 

AP305 

水对 NNTA 开环聚合的影响研究 

郑博拓，陶鑫峰，凌君* 

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本文研究了苄胺引发 N-取代甘氨酸 N-硫代羧酸酐（NNTA）开环聚合对外加水的耐受性，能够可控合成不同聚合

度的聚类肽，聚合物结构用 1H NMR、MALDI-ToF 和 SEC 明确表征。结果表明，NNTA 聚合对引发剂当量的水具有

很好的耐受性，聚合反应仍保持良好的可控性，产率高（> 70%），产物分子量可控（1.6 - 7.5 kg/mol），分子量分布

较窄（1.13 - 1.25）。随着水含量的增加（单体当量），聚合产率与产物分子量下降。MALDI-ToF 证明所得聚类肽均为

苄胺引发产物，证明水不能引发 NNTA 聚合。进一步地，用未经精制处理的市售溶剂和未经烘烤除水的容器进行了

NNTA 聚合反应，同样也表现出很好的可控性。NNTA 单体易合成、易储存、聚合时不受微量水的影响，极大地降

低了聚类肽的合成难度，有利于聚类肽材料的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聚类肽；氨基酸；氨基酸 N-硫代羧酸酐；水 

AP306 

手性异吲哚基稀土金属化合物催化异戊二烯聚合反应 

于超，周大海，李晓芳*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100081 

聚烯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材料，烯烃聚合催化剂的进步是聚烯烃工业蓬勃发展的关键。

具有独特性能和优势的烯烃聚合催化剂——非茂金属催化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釆用稀土金

属体系催化共轭二烯烃的聚合，仍然存在选择性差、聚合物分子量分布宽等问题。因此研究新型催化剂的合成及其

在共轭炼烃中的催化性能仍然是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合成并结构表征了手性异吲哚基稀土金

属催化剂，在[Ph3C][B(C6F5)4]作为助催化剂和三烷基铝存在的条件下，0.5 小时可以使聚异戊二烯的产率达到 100%，

聚异戊二烯的 cis-1,4 结构含量为 99%。 

关键词：稀土催化剂；异戊二烯聚合；高选择性 

AP307 

9-苄基-9-(甲硫基)-9H-氧杂蒽调控自由基聚合研究 

于昊宇，王力*，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以氧杂蒽酮为起始原料设计合成了 9-苄基-9-(甲硫基)-9H-氧杂蒽（BnMTX），将其作为苯乙烯自由基聚合的调控

剂。通过核磁和红外表征，证实了产物的结构。采用 ABVN 作为引发剂，将 BnMTX 投入苯乙烯的溶液聚合反应当

中，分别选用甲苯和四氢呋喃作为反应溶剂进行实验对比。采用差重法和凝胶渗透色谱法，对聚合过程中分子量和

多分散系数随转化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表征，研究了 BnMTX 存在下苯乙烯的聚合行为。结果表明，BnMTX 存在的条

件下苯乙烯的聚合反应速率下降，且分子量随转化率显著增加。因此，BnMTX 对苯乙烯的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和分

子量具有控制作用。 

关键词：可控自由基聚合；9-苄基-9-(甲硫基)-9H-氧杂蒽；分子量；多分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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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08 

环状聚硅氧烷对无机纳米颗粒的负载以及在催化上的应用 

于建一，刘宇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100191 

环状聚合物代表了一类重要的高分子化合物，但其聚合物主链结构的多样性是有限的。我们利用 Piers-Rubinsztajn

反应一步合成了具有环环相扣结构特征的环状聚硅氧烷，即环状聚合物中有相互连接的环状重复单元。我们采用三-

（五氟苯基）硼来催化不同有机的三（二甲基硅氧烷基）硅烷和三烷氧基硅烷的偶联反应，制备出了这种主链含有

环四硅氧烷结构重复单元的新型环状聚硅氧烷。我们进一步实现了硫醇化的环状聚硅氧烷，并进而引导了金纳米粒

子的环状组装，研究其催化效果。 

关键词：环状聚合物；纳米粒子；聚合；环化 

AP309 

基于四氯合铁(III)阴离子的超顺磁（聚）离子液体的合成 

于晓亮，袁晓燕，任丽霞*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材料复合与功能化重点实验室，天津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

300072 

目前，磁性聚合物在分离、催化等领域已经有了广泛应用。本文首次报道了一种基于 π-π 堆积作用的结构型超顺

磁（聚）离子液体。这种离子液体是一种以四氯合铁阴离子作为磁性基元，并含有联苯基团的磁性结构；同时，通

过开环易位聚合，得到了相应的磁性聚离子液体。样品的磁性能通过超导量子干涉（SQUID）表征，结果表明所制

备的磁性单体以及聚合物已不再显示四氯合铁常见的顺磁或反铁磁性质，而是显示出了超顺磁性，部分呈现铁磁转

变的趋势。其磁性能的提升可能是由于联苯基元的引入，联苯分子间强烈的 π-π 堆积作用减小聚合物侧链之间的距离，

从而调节了磁性基元（磁畴）间的距离，达到增强磁性的目的。该设计有望在温度敏感磁性器件、分离材料、智能

响应材料等领域进行广泛应用。 

关键词：磁性聚离子液体；超顺磁性；联苯；π-π 堆积 

AP310 

自修复金属-配体交联聚氨酯 

翟侃侃，谭 颖，王丕新* 

于长江，王振华，王占华，夏和生*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65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合成制备金属配位作用交联聚氨酯自修复材料的方法，具有规模化、价格低、力学性能好的

优点。以 2,6-二氨基吡啶为扩链剂及配体合成聚氨酯材料，通过吡啶、酰胺与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形成动态的交联网

络，赋予材料自修复性能。通过力学性能测试，材料在 60 oC 下修复 24 小时，修复率可达 100%。通过原位 ATR 测

试，监测修复过程中金属-配位作用的变化。同时铽离子交联的聚氨酯不仅具有自修复性能，而且具有溶剂响应性。 

关键词：金属配位作用；2，6-二氨基吡啶；铽离子；自修复；溶剂响应性 

AP311 

ATRP 法制备荧光标记嵌段共聚物 

余锋，黄文俊，杨连科，陈太鑫，龙传江，陈忠仁* 

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88 号，邮编 518055 

嵌段共聚物具有特殊的性质，它的两段高分子分别容于其中一相，在加入材料之后能起到很好的增

容效果，消除了相界面，使材料具有两种单一材料所不具有的性质。为了研究其增容的机理我们需要准

确的知道嵌段共聚物在材料中的分布，以及它对结构形貌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加准确的手段来追踪我们

加入的嵌段共聚物，所以我们把嵌段共聚物进行荧光标记。然后通过荧光共聚焦显微镜直接观察材料的

形貌特征。我们合成荧光标记的窄分布的嵌段共聚物，通过荧光共聚焦显微镜来研究增容的效果及形貌

的特征。本实验应用  ATRP 的方法制备了荧光标记嵌段共聚物 (PS-b-PMMA)，并探索了聚合不同单体的条

件及方法。我们将带有荧光的单体甲基丙烯酸 -9-蒽甲酯和 MMA 共聚得到第一嵌段，然后再把它纯化之后

的高分子作为大分子引发剂和苯乙烯反应合成嵌段共聚物。并通过 GPC、1HNMR、荧光显微镜表征我们合

成的嵌段共聚物。  

关键词：荧光标记；嵌段共聚物；ATRP；大分子引发剂；荧光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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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12 

稀土催化支化聚异戊二烯的研究 

余佳临，李婷婷，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高分子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24 

单茂钪稀土配合物对共轭烯烃的聚合具有高催化活性和高立体选择性，但由于配位聚合自身机理限制，目前鲜

有通过稀土配位聚合合成支化结构聚异戊二烯的报道。支化聚异戊二烯相比于线性聚合物，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

属性与支化结构，具备在保持较低的熔体和溶液粘度的同时得到较高分子量。本文中我们分析了在两种稀土金属配

合物(C5H5)Sc(CH2C6H4NMe2-o)2（1-Sc）和(C5Me4SiMe3)Sc(CH2C6H4NMe2-o)2（2-Sc）催化体系中，通过异戊二烯与

偶联剂二甲基二戊二烯基硅烷（DMDPS）一步加料发生的交联共聚合反应。在 2-Sc 催化体系中可得到支化聚异戊二

烯。采用核磁和 SEC 对最终的聚合物进行了分析，并通过示差扫描量热法（DSC）对聚合物的热力学行为进行了表

征。 

关键词：稀土催化；支化结构；聚异戊二烯 

AP313 

双亲水嵌段共聚物模板一步法制备中空 SiO2 纳米粒子 

喻志超 1，汤淳 1，蒋征 2，杨婷婷 1,2*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AIBN 所，澳洲布里斯班 

利用双亲性质的聚合物自组装聚集体作为模板与硅源前体协同组装，通过控制模板的链段结构与合成条件，可

以从分子水平控制 SiO2 的沉积，进而得到具有特定形貌与结构的的 SiO2 纳米粒子。利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

（RAFT）技术，进行甲基丙烯酸 2-二甲氨基乙酯（DMAEMA）和甲基丙烯酸丙酮缩甘油酯（SMA）的连续聚合，

得到了结构可控性好的嵌段共聚物 pDMAEMA-b-pSMA，利用大分子链中侧基水解反应得到了双亲水的聚（甲基丙

烯酸 2-二甲氨基乙酯-b-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pDMAEMA-b-pGMA）。水环境中，pDMAEMA-b-pGMA 中聚胺片

段 pDMAEMA 倾向于被亲水性更强的 pGMA 链包绕，自组装形成囊泡结构，有效引导二氧化硅前驱体原位沉积，

一步法制备得到直径约为 139nm 的中空 SiO2。 

关键词：双亲水嵌段共聚物；囊泡；模板法；中空 SiO2 

AP314 

二硫键交联的 PHEMALA-PVP 嵌段共聚物纳米胶束的制备及体内外药物传输研究 

袁康峻，李成，武伟，蒋锡群*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23 

纳米微粒作为药物传输的载体，能够跨越生物学屏障，改善药物分布，提高抗肿瘤效果，因而成为肿瘤治疗的

研究热点。我们利用可控自由基聚合与点击化学合成了侧链含硫辛酸基的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聚乙烯基吡咯烷酮

（PHEMALA-PVP）嵌段共聚物，并用纳米沉淀的方法制备了聚合物纳米胶束，利用分子间二硫键对胶束进行交联，

同时赋予胶束还原敏感的性质。 PHEMALA-PVP 胶束有很好的被动靶向能力，能够通过 EPR 效应在肿瘤部位富集，

并从肿瘤血管中外溢并在间质中渗透，最终被肿瘤细胞摄取。本文采取核磁共振，红外，质谱，GPC 等方法表征了

中间产物以及聚合物的性质，并运用动态光散射，透射电镜等方法对胶束的形貌，稳定性等性质进行了表征。通过

体外细胞实验以及动物实验，运用冷冻切片，激光共聚焦成像，近红外活体成像等方法对胶束的细胞渗透，细胞毒

性，以及体内分布等进行了研究，证明 PHEMALA-PVP 胶束是良好的药物载体。 

关键词：可控聚合；纳米胶束；二硫键；药物传输 

AP315 

无金属催化的苯丙炔酸酯与叠氮的聚环加成反应制备 

聚集诱导发光活性的聚苯基三唑甲酸酯 

袁伟，李红坤*，李永舫 

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苏州大学先进光电材料重点实验室，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活性炔（羰基炔与丙炔酸酯）与有机叠氮化合物的无金属催化的“点击聚合”已发展成为高效的聚合反应用于制备

功能化的线形和超支化聚合物。根据经典的炔与有机叠氮的 1,3-偶极环加成反应的机理可知，炔单体适用于末端炔和

内炔。但目前所用的炔类单体主要为端炔类化合物。因此，发展基于活性内炔与有机叠氮的无金属催化的聚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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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有必要的。聚集诱导发光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AIE)是指一类具有螺旋桨状的分子在稀溶液状态不发

光，而在聚集态下发光强烈的光物理现象，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新型 AIE 活性小分

子的合成及在发光显示、化学及生物传感等领域应用的研究，而关于 AIE 型聚合物方面的研究较少。本工作采用无

金属催化的苯丙炔酸酯与有机叠氮的聚环加成反应制备了分子量高、可化学降解及聚集诱导发光活性的聚苯基三唑

甲酸酯，并研究了其作为化学传感器在爆炸物检测中的应用。 

关键词：无金属催化；聚集诱导发光；聚苯基三唑甲酸酯；爆炸物检测 

AP316 

自修复型超疏水涂层用微胶囊的制备 

周莹，姚丽*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062 

赋予人造超疏水表面自修复性能，恢复其因受损而丧失的超疏水性，仍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将装载低表面能修

复剂的微胶囊分散于超疏水涂层中，通过涂层表面的破损诱发低表面能物质的释放，结合微胶囊表面的微纳结构，

实现涂层超疏水性能的修复。该方法工艺简单、普适性强。本文着眼于该微胶囊的制备，以全氟辛基三乙氧基硅烷

（G617）为芯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PMF）为壁材，合成用于自修复型超疏水涂层的微胶囊。通过红外、热重分

析、扫描电镜等测试方法，证实已成功合成 G617 微胶囊，结合胶囊表面丰富的微-纳结构，适合用于自修复型超疏

水涂层的制备。 

关键词：微胶囊；自修复；超疏水 

AP317 

B 含量对聚硅硼氮烷前驱体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张晨宇，刘勇，韩克清，常雪峰，余木火*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学院，上海，201620 

通过前驱体转化法制备的无定形 SiBNC 陶瓷具有高温稳定性、抗氧化性能强、抗结晶温度高、高强度、高模量

等优异性能，在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本文以三氯化硼（BCl3）、三氯

硅烷（HSiCl3）及正丙胺（C3H7NH2）为起始原料，采用共缩聚法合成了一种新型聚硅硼氮烷前驱体（PBSZ），该

合成方法工艺简单、可操作性强，适合工业化生产。采用傅立叶红外光谱（FT-IR）、核磁共振光谱（NMR）等对前

驱体的组成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PBSZ 除主要骨架结构-Si-N-B-外，还含有硼氮六元环结构。同时，研究了

不同原料配比对 PBSZ 结构性能的影响，通过热失重分析（TGA），当起始原料 BCl3、HSiCl3 的反应配比为 1：1 时，

陶瓷化得率最高，为 65%。 

关键词：聚硅硼氮烷；SiBNC 陶瓷；前驱体转化；高温热稳定性 

AP318 

活性阴离子聚合在序列结构聚合物合成中的应用研究 

赵志唯 1,2，隋坤艳 2*,王国伟 1* 

1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2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 308 号 266071 

目前，研究者们尝试将各种“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如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氮氧调控自由基聚合

（NMRP）和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等应用于序列结构聚合物的合成，但由于其在体系单体高转化率下

（即单体“饥饿”状态）容易发“活性”自由基的终止和转移反应的限制，使得序列结构仍只有统计平均意义。本论文综

合利用活性阴离子聚合机理的快增长、无副反应、活性种长寿命等特征，通过改变苯乙烯和异戊二烯两种单体的摩

尔比例（如 10:1、5:1、1:1、1:5 及 1:10），结合计算机控制的程序加料工艺将单体始终在其“饥饿”状态下加入聚合反

应体系中，合成序列结构聚合物；同时，为便于进行性能对比研究，我们还尝试合成相同分子量和组成的无规共聚

物。初步结果表明，序列结构聚合物具有不同于相同分子量和组成的无规共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该论文工作的

深入研究，将大大促进序列结构聚合物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进展。 

关键词：活性阴离子聚合；序列结构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聚苯乙烯；聚异戊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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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19 

高效介孔路易斯酸高分子催化剂设计及应用于精细化学品绿色合成 

梁超，陈明真，吴晓涛，张昉*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200234 

均相酸催化在精细化学品和药物中间体合成等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其污染严重，设备腐蚀以及产物分

离难等缺陷，已经对人类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1]。常见的酸催化剂有质子酸和路易斯酸，其中路易斯酸催化的反

应由于其独特的反应活性，高效的选择性以及温和的使用条件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但是传统的均相路易斯

酸催化剂（A1C13，BF3，TiC14，SnC14 等）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酸都对水非常的敏感，少量水的存在就容易导

致它们的分解或失活，这极大地限制了路易斯酸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2]。因而，设计发展高效固体路易斯酸催化剂并

应用高附加值精细化学品绿色合成的研究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问题。本课题组采用后嫁接络合三氟甲磺

酸基稀土化合物 Ln(OTf)3 开发了一系列新型耐水抗氧型有序介孔路易斯酸高分子催化剂，包括介孔酚醛树脂负载稀

土路易斯酸催化剂 Ln(OTf)2-MP 和纳米球状介孔酚醛树脂负载稀土路易斯酸催化剂 Ln(OTf)2-MNPs (Ln = Sr, La, Sm, 

Nd, Yb)。课题组首先采用乙醇溶剂挥发诱导自组装合成技术，以聚醚 Pluronic F127 为结构导向剂，诱导苯酚和甲醛

在碱性条件下形成的酚醛树脂预聚体自组装，合成具有二维六方有序介孔结构的酚醛树脂高分子载体。再通过磺酸

基功能化以及离子交换结合后嫁接技术制得一系列稀土路易斯酸负载型有序介孔高分子催化剂 Ln (OTf)2-MPs（图

1）。将上述催化剂运用于价格低廉，来源丰富的水溶性醛（如甲醛和乙醛）参与的 Mukaiyama-Aldol 反应中，结果

表明 Yb(OTf)2-MPs 表现出最佳的催化活性。此外，通过控制实验和甲醛底物吸附实验证明优异的催化性能可归因于

介孔高分子酚醛树脂本身的强疏水性孔壁，规整有序的孔道结构所构成的微反应器减小了反应底物的扩散阻力，有

利于反应底物的扩散和吸附，提高了微反应器内催化底物的浓度，加快了反应速率。同时，该催化剂可重复套用 6

次无明显失活，显示出优异的催化稳定性。 

关键词：介孔高分子催化剂；固体路易斯酸；绿色催化；精细化学品合成 

AP320 

不良溶剂中脱水制备柔性干凝胶 

张飞龙 1，王树涛 2*，江雷 2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北京，100190 

2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仿生材料与界面科学实验室，北京，100190 

水凝胶在干燥空气中容易失去水分而失去柔韧性，变得硬而脆。如果在干燥条件下仍能使凝胶保持柔韧性，将

大大拓展水凝胶的适用范围和应用前景。在此，我们通过将水凝胶在其不良溶剂中脱水干燥，实现了其在干燥时保

持柔韧性。以聚丙烯酸（PAA）水凝胶为例，利用其在丙酮中脱水，制备了韧性干 PAA 凝胶（acetone-DPAA）。该干

凝胶可以被弯折，扭曲，甚至拉伸至 8 倍原始长度而不被损坏。并且，在空气中保存数月后，该干凝胶仍保持韧性。

而空气中干燥的 PAA 凝胶硬而脆。除此之外，acetone-DPAA 还具有丙酮辅助自修复功能。利用水凝胶在空气中和在

不良溶剂中干燥的差异，我们制备出了 air-DPAA/acetone-DPAA 图案化的凝胶薄膜。该图案可以在受到应力拉伸时显

现，在丙酮或水中浸泡而消除，可以用于隐秘信息的存储。本方法的提出为功能化水凝胶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为

水凝胶的应用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干凝胶；韧性；不良溶剂；应变可视化 

AP321 

基于海藻酸钠抗菌纤维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广丽，赵昔慧，夏延致*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山东青岛 

266071；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青岛市 266071 

海藻纤维是通过湿法纺丝技术制备的一种可降解的生物质纤维，其原料海藻酸钠是天然多糖，由 β-D-甘露糖醛

酸和 α-L-古罗糖醛酸两部分通过糖苷键排列组合而成。本实验以海藻酸钠为纺丝原材料，将植物精油按照不同的质

量比通过乳化剂添加到海藻酸钠纺丝原液中，经充分分散，静置消泡后，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运用湿法纺丝技术制

备了具有良好抗菌性能的海藻酸钙纤维。利用扫描电镜对实验制得的海藻纤维样品进行了表征，并对抗菌海藻纤维

进行了单纤维拉伸测试，在抗菌测试方面，运用抑菌晕法对海藻纤维的抗菌性能进行了测试。测试数据表明，本实

验制备的抗菌海藻纤维不仅具备良好的抗菌性能，而且其力学性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同时，加入精油后的

海藻纤维具有良好的分散性且表面光滑，天然环保，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海藻酸钙纤维；抗菌抑菌；湿法纺丝；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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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22 

含聚异丁烯侧链聚丙炔两亲性螺旋聚合物分子刷的设计合成 

张航天，贺云卿，吴梦莹，魏志涛，邓建平，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聚异丁烯(PIB)具有优异的气密性、水密性、耐酸碱性及生物相容性。螺旋聚合物因其特有的不对称结构，尤其

是单一方向螺旋结构，在生物活性，手性识别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聚丙炔衍生物主链包括单双键交替的共轭结构，

其双键不可逆转，主链上每个结构单元都具有顺式和反式两种结构，具有光学活性，且可进行分子自组装。本文将

活性正离子聚合及端基官能化反应制备 PIB 大分子单体与配位共聚合制备聚丙炔衍生物相结合，采用 grafting through

方法制备含 PIB 柔性侧链、聚炔刚性螺旋共轭主链的新型两亲性共聚物分子刷，即薄荷醇酯基取代聚乙炔螺旋主链

与聚异丁烯支链的接枝共聚物。通过 FTIR 和 NMR 表征接枝共聚物的化学结构，通过 TEM 观察聚炔刚性主链和 PIB

柔性支链形成的双连续相分离结构，通过 AFM 观察到 PIB 柔性支链包围刚性聚炔主链的微观形态。 

关键词：聚异丁烯；聚丙炔；螺旋结构；两亲性 

AP323 

三硫酯功能化的梳型聚肽的合成及在水溶性量子点的应用 

张航[1,2]，陶友华*[1]，王献红*[1]，王佛松[1] 

1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39 

由 α-氨基酸的 N-羧基内酸酐（NCA）开环聚合得到的聚肽是一类非常重要的生物材料，这是因为其一些特殊的

性能如刺激响应，明确的二级结构等。并且侧链功能化的新型氨基酸 NCA 单体的合成促进了此类聚肽材料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相关的小组已经合成了炔基，乙烯基，叠氮，ATRP 引发剂等功能化的 NCA 单体，这些单体对于聚肽

材料进一步功能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研究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含有三硫酯基团的赖氨酸 NCA 单体，结合

NCA 开环聚合及 RAFT 聚合合成了三硫酯基团功能化水溶性梳型聚肽，并通过还原三硫酯，进一步得到了巯基修饰

的梳型聚合物。该类聚合物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水溶性，生物相容性，被用来修饰量子点，促进其在细胞成像等领域

的应用。 

关键词：聚肽；NCA；RAFT 聚合；梳型聚合物 

AP324 

PS-b-PEO 嵌段共聚物为分散剂的苯乙烯悬浮聚合 

张鸿聖，张春庆*,马文花，杨景，刘金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辽宁省高分子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大连市 116024 

采用活性负离子聚合技术设计并合成了聚苯乙烯（PS）-聚环氧乙烷（PEO）嵌段共聚物（PS-b-PEO 与

PEO-b-PS-b-PEO），并以此为分散剂进行苯乙烯悬浮聚合。通过 FT-IR、GPC 和 1H-NMR 分析 PS-b-PEO 与

PEO-b-PS-b-PEO中PS嵌段的相对分子质量及PEO嵌段的质量分数，通过吊片法测定了PS-b-PEO与PEO-b-PS-b-PEO

在 40℃二次水中的表面张力，从而求出 PS-b-PEO 与 PEO-b-PS-b-PEO 的 CMC 值，通过数码照片表征 PS-b-PEO、

PEO-b-PS-b-PEO 为分散剂时产品的颗粒粒径及其分布。结果表明：成功合成了 PS 嵌段相对分子质量为 5000 g/mol，

PEO 嵌段质量分数分别为 5.3%和 5.0%的 PS-b-PEO 与 PEO-b-PS-b-PEO 嵌段共聚物。40℃时 PS-b-PEO、

PEO-b-PS-b-PEO 在二次水中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0.0132 mmol/L 和 0.00849 mmol/L，将其用于苯乙烯悬浮聚合中，能

够生产出颗粒粒径适中，粒度分布均匀的 PS 颗粒。 

关键词： 聚苯乙烯-聚环氧乙烷嵌段共聚物; 分散剂; 活性负离子聚合; 悬浮聚合 

AP325 

酮参与的 Passerini 聚合制备功能化聚酯酰胺 

张简，杜福胜，李子臣*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北京 100871 

聚酯酰胺将聚酯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同聚酰胺的优异机械性能结合起来，作为一类生物医用材料

受到广泛研究。对酯结构的功能化是改善聚酯酰胺降解性质的重要途径。基于异腈、醛（酮）和酸的 Passerini 多组

分聚合（P-MCP）是一种高效、原子经济的聚合方法。尽管大多数酮的反应性差，贫电子酮参与 Passerini 反应性却

非常好。利用贫电子酮与二异腈、二酸的 P-MCP，可以在温和条件下高效制备主链为三级醇酯结构的功能化聚酯酰

胺。选用不同种类的贫电子酮参与聚合，可以方便地引入多种侧基，使聚合物具有多种性质。采用 1H NMR、13C 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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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ALDI-TOF-MS 手段表征了聚合物的结构。利用 TGA、DSC、DMA、CA 分别研究了聚合物的热稳定性、热学

性质、拉伸性质以及亲疏水性。 

关键词：贫电子酮；三级醇酯；聚酯酰胺；Passerini 多组分聚合 

 

AP326 

基于双动态共价网络多功能凝胶的可控构筑和性能研究 

张建华*，赵福利，吴迪，刘慧明，董岸杰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天津，中国，300350 

近些年，智能响应型高分子凝胶获得了广泛应用。但是，随着人们对材料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和双重响

应型凝胶已不能满足需求。三重及多重响应型凝胶的研究和开发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目前，多重响应型凝胶受限

于繁琐的制备过程、复杂的分子设计和昂贵稀缺的原材料。最近，我们基于动态共价键的环境响应和动态可逆特性，

利用商品化且成本低廉的 3-羧基苯硼酸和胱胺为原料，制备了一种含双苯硼酸基团和二硫键的多功能交联剂

(BPBAC)。随后，通过苯硼酸和邻苯二酚基团的动态键合，将多巴胺改性聚异丙基丙烯酰胺交联起来，构筑了具有

双动态共价网络的多功能凝胶。研究证实，该凝胶不仅具有温度、pH、葡萄糖和氧化还原四重敏感性能，还具备快

速自动修复和优异的粘附性能。此外，通过调节 BPBAC 的用量，极易实现凝胶的机械和力学性能的调控。考虑到原

料的易得性、制备的简易性和功能的多样性，本研究为智能多功能凝胶的开发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多重敏感凝胶；动态共价键; 硼酯键; 自修复; 多巴胺 

AP327 

水参与的三键单体新型聚合反应 

张洁 1，孙景志 1，秦安军 1,2*，唐本忠 1,2,3* 

1. 浙江大学高分子合成与构造功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2.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3.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香港九龙清水湾 

水是一种丰富、廉价、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然而到目前为止，水并没有作为一类单体用于构筑聚合物。本

作中，我们建立了一类水参与的、基于异腈和溴代炔类单体的新型聚合反应，在优化的聚合反应条件下，高产率地

得到了分子量高、区域选择性好的聚酰胺。所得聚酰胺拥有良好的溶解性、热稳定性和较高的折光指数；通过引入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四苯基乙烯基元，使所得聚合物聚合物表现出典型的聚集发光增强特征。此外，由于聚合

物结构中含有溴代烯基团，因而可以通过多条路径进行后修饰，为此类聚合物的应用扩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关键词：水；三键单体；聚酰胺；后修饰 

AP328 

含有区域选择苯基氨基甲酸酯-脲基的壳聚糖衍生物的合成 

张丽丽*，高瀚源，乔英杰，沈军，岡本佳男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01 

高效液相色谱手性固定相法（HPLC-CSPs)是最快速、最有效和应用最广泛的手性分析分离方法，其中手性固定

相的制备是该技术的关键内容。为了发展多糖手性固定相的种类，在糖单元的 2,3-位和 6-位引入相同取代基的壳聚

糖手性固定相已经被制备出来。本论文为了进一步扩宽壳聚糖手性固定相的种类和研究取代基对手性识别能力的影

响，采用区域选择的合成方法，在糖单元的 2,3-位和 6-位上引入两种不同的取代基合成了壳聚糖 2-（3,5-二甲基苯基

脲）-3-（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6-（3,5-二氯苯基氨基甲酸酯）衍生物，采用红外光谱和核磁氢谱对所有产物

进行结构表征与分析，确定合成了目标产物，同时核磁氢谱对衍生物氢质子积分面积归属表明：这些衍生物的取代

度均大于 90%。溶解性测试表明：最终产物可以溶解在一些强极性溶剂中，而不溶于常用的色谱洗脱液中，可以用

于后期制备液相色谱用手性固定相。 

关键词：壳聚糖；衍生物；区域选择；氨基甲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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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29 

双-β-酮亚胺型双核钛配合物的合成、表征及催化性能研究 

张莉，王利伟，罗德荣，陈雄，曾艺，谢光勇*  

中南民族大学 催化材料科学国家民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合成了一系列含不同烷基边臂的双 β-酮亚胺三齿配体及对应的双核钛配合物 Ti2L1-Ti2L3。产物进行了核磁和红

外表征，含辛硫基边臂的配合物 Ti2L3 还通过单晶 XRD 进一步确定了结构，六个配位原子与一个金属钛原子配位后

成为六配位的变形的八面体构型，两个金属钛配位环境不同，双核催化剂在空间上不对称。该系列催化剂均能以

105g/mol.Ti.h.atm 以上的较高活性催化乙烯聚合，与单核催化剂相比，双核催化剂的热稳定性更好，并且在 MMAO

用量低至 250:1 时仍能较高活性地催化乙烯聚合。双核钛配合物能以 106g/mol.Ti.h.atm 以上的极高活性催化乙烯与

1,5-己二烯的共聚，共聚时表现出明显的正共单体效应，共聚单体插入率高且可调；与相应结构的单核钛配合物 TiL 及

间位的双-β-酮亚胺双核钛配合物 Ti2L4 相比，Ti2L2 表现出更高的催化活性及共聚单体插入率，可能是由于存在更强

的双金属协同效应。 

关键词：乙烯聚合；非茂金属催化剂；双核钛配合物；β-酮亚胺配体 

AP330 

基于动态二硫键的自修复可降解形状记忆聚合物的制备与表征 

张梁栋，乔志，郭隆海*，李效玉*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乳液聚合研究室，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100029 

近年来，制备具有自修复、可降解、形状记忆功能的聚合物材料成为聚合物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二硫键是生

物体内广泛存在的动态化学键，具有化学响应、热响应、光响应等特点。我们通过 3,3’-二氢氧啉酸和丙烯酸羟乙酯

的酯化反应制备了含有脂肪族二硫键的二官能度丙烯酸酯单体（A-S-A）。其与末端为丙烯酸酯基的三臂聚己内酯

（PCL-A）混合后使用硫醇作为固化剂，通过烯-巯点击化学反应制备含有二硫键的交联聚合物（PCLS）。利用 PCLS

交联网络中二硫键的交换反应，在 60℃下一小时可以实现材料杨氏模量和屈服强度的完全恢复。PCLS 材料在室温

下可以利用硫醇与二硫键的氧化还原反应进行快速降解回收。并且依赖于聚己内酯在 PCLS 交联网络中的结晶性，

赋予材料优异的形状记忆性能。 

关键词：二硫键；自修复；可回收；形状记忆 

AP331 

负载型苯胺基萘醌类镍催化剂引发的乙烯与极性单体共聚 

张凌隽，蔡正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620 

苯胺基萘醌类镍催化剂可用于乙烯聚合及乙烯与极性单体共聚，产物的形态难以控制，易黏釜，限制其工业化

应用，于是我们进行该催化剂的负载化研究。通过将干燥的改性甲基铝氧烷（dMMAO）负载于球形纳米级二氧化硅

表面，从而使催化剂非均相化，这类负载型催化剂能引发乙烯均聚以及乙烯与极性单体共聚，活性高和热稳定性好。

该负载型催化剂在 60°C 时活性最高，在 100°C 高温下依旧保持较高的活性(3600 kg of PE /(mol Ni•h))。随着聚合温

度的升高，所得聚乙烯的分子量降低，当反应温度为 40°C 时，分子量最高(69.4 × 104g/mol)，且分子量分布为 1.7。

更重要的是，还能用于乙烯与乙酸 5-乙烯基酯共聚，活性高(6000kg polymer/(mol Ni•h))，共单体插入率最高达 0.87 

mol%。该催化体系不仅保留了均相体系活性高稳定性好的特点，还能制备出球形聚合物，具有良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关键词：苯胺基醌类镍催化剂；非均相化；聚乙烯；极性单体 

AP332 

基于呋喃保护马来酰亚胺潜在单体的聚合物序列调控 

张留乔，纪宇轩，谷雪，张伟，周年琛，张正彪*，朱秀林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苏州，江苏，215123 

本论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潜在单体制备序列可控聚合物的新方法：即将呋喃保护的马来酰亚胺作为潜在单体，该

潜在单体在低温（40℃）下较为稳定，不会与苯乙烯共聚，体系中只有苯乙烯发生均聚，但在高温条件下，潜在单

体就会发生逆 Diels-Alder（rDA）反应脱除呋喃，生成可聚合的马来酰亚胺单体，并且立即与苯乙烯发生交叉共聚合。

因此，我们可以在可控自由基聚合中，通过程序改变聚合温度（如 40℃/110℃/40℃/110℃），将马来酰亚胺单体嵌入

聚合物链的指定位置，实现聚合物的序列可控。此外，在苯乙烯的可控自由基聚合体系中，同时加入马来酰亚胺和

潜在单体，可一锅法得到序列可控的三元共聚物。使用炔基官能化的马来酰亚胺作为潜在单体，可将炔基功能团放

置到聚合物链的指定位置。这种基于潜在单体的策略为制备序列可控聚合物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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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序列可控聚合物；可控自由基聚合；潜在单体；马来酰亚胺；Diels-Alder 反应 

AP333 

分子模拟辅助研究不同结构 PBS 基聚合物的降解性能 

张敏*, 李成涛，马晓宁，赵冬 

陕西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安 710021 

引入第三单体为六元环、醚键结构、线形结构的二元酸和二元醇合成具有不同结构的 PBS 基共聚物以探讨结构

与降解性能之间的关系。采用酶促降解实验、分子对接模拟和分子动力学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在水相体系下，

南极假丝酵母脂肪酶 B（Candida antarctica lipase CA）对含六元环结构，醚键结构，线形结构的 PBS 基共聚物进行降

解，通过测定共聚物降解前后质量损失率、分子量变化等，分析比较共聚物在 lipase CA 作用下的降解规律。结果表

明 lipase CA 均 可 有 效 地 降 解 PBS 基 共 聚 物 ， 降 解 速 率 为 ： P(BS-co-CHDM)>P(BS-co-CHDA) ，

P(BS-co-BDGA)>P(BS-co-DEGS)，P(BS-co-PeD)>P(BS- co-PDO)>P(BS-co-HDO)，分子模拟结果表明，第三组分改性

的 PBS 基共聚物，与 lipase CA 相互作用增强，使共聚物表现出出色的降解性能。 

关键词：聚丁二酸丁二醇酯，脂肪酶，降解性能，分子对接，分子动力学模拟 

AP334 

硼酸酯二维共价有机骨架聚合物的溶剂自剥层 

张娜 1，武星 1，江晨 1，白玮 2*，白如科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TN 37996, United States. 

近年来，二维聚合物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研究比较多的一类二维聚合物是共价有机骨架

（COFs）材料，因为他们拥有许多优点，比如大的比表面积，可调控性以及可功能化等。然而，COFs 材料通常为

多层堆积的聚集体，不溶性极大地限制它的表征、加工及应用。最近，我们发展了一种“溶液自剥层”法，成功获得了

超薄层硼酸酯类 COFs。基于离子间静电排斥的原理，我们设想如果将季胺基团引入到了二维 COFs 中，可有效地减

弱层间作用力，使自剥层成为可能。实验结果表明，我们设计合成的离子型共价有机骨架（iCOFs），在极性有机溶

剂中借助静电排斥和溶剂化作用，可发生自剥层形成超薄离子型共价有机纳米层（iCONs）。有趣的是，随着溶剂极

性的改变，iCOFs 的形貌也会发生变化，可由多层堆积的聚集体转变成为空心纳米球、或二维纳米层。与此相反，非

离子型 COFs 在不同极性的溶剂中则没有观察到形貌变化。本研究不仅为超薄层 COFs 的制备提供了方法，而且为其

加工、应用拓展了空间。 

关键词：共价有机框架；纳米层；静电排斥；自剥层 

AP335 

含咔唑基团的聚芴类高分子蓝光材料的电致发光研究 

张茜，白续铎*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150080 

以聚芴作为发光材料制作的电致发光器件（PLED）常因载流子传输不平衡而导致器件稳定性不好。原因在于聚

芴本身的结构导致器件在加电压时电子传输受到较大势垒阻碍。改进方法一是从结构入手，在芴主链上连接给体或

受体，通过调节分子带隙宽度进而改善电子传输性能，二是在制作器件时增加有利于电子/空穴传输的功能层和/或电

极修饰材料（例如 LiF）。基于以上两点，将 N 上带有长烷基链的咔唑基团与同样带有长烷基链的芴通过 suzuki 反应

得到分子量适当（Mn=14973），溶解性良好，热稳定性高（378 C 下仅有 5%质量损失）的聚合物 PCF。以 PCF 薄

膜作为活性层制备了结构为 ITO/PEDOT:PSS/PCF/LiF/Al 的 PLED 器件，在 4.6 V 起亮电压下观察到了明显的蓝光，

最大亮度可达 3192 cd/m2，最大电流效率为 1.90 cd/A。实验结果表明，聚合物 PCF 作为蓝色电致发光材料有很大的

后续研究应用价值。 

关键词：聚芴；蓝光材料；电致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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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36 

具有可调节低临界相转变温度的儿茶酚聚合物的 Cu(0)-LRP 合成与表面固定化研究 

王东浩 a，郭书童 a，张强*a，Paul Wilsonb，David M. Haddleton*b 

a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南京，210094，Email：zhangqiang@njust.edu.cn 

b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Warwick, CV4 7AL, Coventry, UK. 

该论文通过零价铜调控的可控自由基聚合技术（Cu(0)-LRP）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的微观结构、精确可调的低

临界相转变温度和儿茶酚端基的热响应型聚合物。所有的 Cu(0)-LRP 聚合反应均从未保护的多巴胺基功能引发剂出

发，在水体系和室温（或冰水浴）下进行，并可在数十分钟的短时间内达到完全转化率。最终的聚合物有着设定的

分子量、较窄的分子量分布和端基保持率，可以进行原位的嵌段共聚合反应。这类界定良好的儿茶酚聚合物可以对

二氧化钛（TiO2）纳米材料进行修饰，获得具有自絮凝效应的智能纳米材料。一种“一锅法”策略可以同时实现儿茶酚

聚合物的制备与 TiO2 纳米材料的表面修饰，从而简化了聚合物纯化和表面接枝修饰的多步反应步骤。研究表明这种

热响应型的 TiO2/聚合物杂化材料具有受温度控制的光催化开关和絮凝回收，可以在模拟日光的照射下实现对罗丹明

等染料的光催化降解，显示出在水处理领域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儿茶酚聚合物；可控/活性聚合；可调节低临界相转变温度；智能纳米材料。 

AP337 

用 SiO2 介孔材料负载 Ti(IV)催化剂合成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 

叶冲，张强，姜敏，周光远*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坏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本文采用SiO2介孔材料SBA-15和MCM-41负载Ti(IV)催化剂用于直接酯化法合成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

考察了不同负载催化剂合成 PTT 的结果。对比非负载催化剂钛酸四丁酯催化合成 PTT 的结果，考察不同催化剂对合

成 PTT 的影响。使用负载催化剂合成 PTT，催化剂用量增加，酯化时间较短，能够得到特性粘度 1.0 以上，b 值小于

4 的 PTT 产品。SiO2 介孔材料负载催化剂催化能有效提高 PTT 的特性粘度和色度，是直接酯化法合成质量良好 PTT

产品的高效催化剂。 

关键词：介孔材料；负载催化剂；合成；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 

AP338 

智能响应超浸润多功能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张庆华*，付昱晨，金碧玉，詹晓力，陈丰秋 

浙江省化工高效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通过将 pH 响应性单体引入到抗菌改性的含氟聚合物中，然后与纳米粒子在异氰酸酯的作用下发生交联作用，制

备出具有 pH 响应性的超疏水抗菌材料。接触角测试反映出当用酸液处理时，材料表面润湿性发生变化，最终变成超

亲水表面。材料表面被油污染后仍具有优良的自清洁性，经不同 pH 处理后也保持着较高的抗菌性，表明制备的材料

可以很好地解决分离材料的油污染和生物污染的问题。油水分离实验结果表明，在经过 pH 响应后材料实现了从超疏

水/超亲油性向超亲水/水下超疏油性的转变，从而可以选择性地分离油水混合液中的油相和水相。因此，pH 响应性

的多功能材料在处理含油污水和含水污油等油水分离领域有潜在的应用，有望在解决油污染问题上发挥作用。 

关键词：pH 响应；超浸润性；油水分离 

AP339 

结构明确的具有嵌段支链的梳形聚合物发泡行为研究 

张少锋，唐涛*，林亿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5625 号 邮编：130022 

聚合物泡沫由于其质轻、比强度高等优点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与线性聚合物相比，具有相同化学组成和分子

量的梳形聚合物由于其侧链长度和支链密度的多样性，使得材料本身能够表现独特的多功能性。到目前为止，关于

结构明确的梳形聚合物泡沫材料的研究还较少。本工作采用一系列结构明确的梳形嵌段聚合物 PVSt-g-(PS-b-PE)进行

超临界 CO2 发泡，研究其发泡行为，尝试建立聚合物相形态和发泡性能的内在关系。我们通过改变侧链中 PS 分子量

来调控聚合物中 PS 总体积分数。随着聚合物中支链 PS 含量的提高，聚合物微相分离结构从球状相逐渐过渡为层状

相，相界面越来越大，两相作用越强，聚合物发泡窗口逐渐变宽。完全发泡时聚合物泡孔尺寸逐渐变小且更为均一，



 
 

111 
 

泡孔密度逐渐增大。对于球状相和柱状相的微相分离体系，通过温度的调控实现了泡孔尺寸从纳米孔到微米孔的转

变。 

关键词：梳形聚合物；微相分离；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 

AP340 

基于硅自由基还原体系氢化聚（偏氟乙烯-三氟氯乙烯）来制备 

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 

张婉婉，谭少博，张志成*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49 

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P(VDF-TrFE)）因其具有优越的铁电、压电以及热释电等性能而备受关注。迄今为止，

除了通过直接共聚法合成 P(VDF-TrFE)，还可以通过氢化还原聚（偏氟乙烯-三氟氯乙烯）（P(VDF-CTFE)）来制备。

为了克服现有的氢化还原法制备过程中残留的金属离子对于聚合物介电性能不利的影响，我们发现了一种硅自由基

引发的可控自由基链转移法氢化 P(VDF-CTFE)来制备 P(VDF-TrFE)的新方法。反应过程中 P(VDF-CTFE)与等摩尔比

的硅烷进行转换，且反应温和，能在大多数的溶剂中很好的进行。由于反应过程中无金属离子参与，使得该方法下

合成的 P(VDF-TrFE)与之前还原方法制备的聚合物的介电性能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该方法还为今后氟聚合物的

化学改性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P(VDF-TrFE)；(Me3Si)3H；金属离子 

AP341 

含二苯并硼氮杂环戊二烯高分子的合成及其对氟离子的 

传感性能研究 

张维东，何刚*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710054 

有机共轭体系具有良好的机械和光电性能，近年来被众多科研工作者所青睐。从全碳体系到其它杂原子的引入，

所制备的有机共轭杂环芳烃，无论从材料本身性质还是所制备器件的性能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将硼氮（BN）引

入共轭体系后其光电性能明显改变。尽管含硼氮（BN）的共轭体系有优异的性能和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实现对硼

氮（BN）化合物高效、简易的设计合成还是存在很多的困难。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合成一系列含硼环化合物，并利

用硼高的路易斯酸性，用叠氮类分子对其进行扩环反应，制备了一系列含硼氮（BN）的小分子单体。通过 Stille 偶

联成功制备了含硼氮（BN）的高分子。研究发现，含硼氮（BN）的小分子和高分子均可以实现对氟离子的比色型选

择性识别。随着氟离子的不断加入，荧光光谱发生明显的红移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小分子，含硼氮的高分

子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敏度。相信含硼氮（BN）小分子及聚合物在生物传感中有着巨大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硼氮（BN）；共轭高分子；氟离子检测 

AP342 

敞口活性自由基聚合 

王杰，薛文涛，张卫东*  

苏州大学，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215123 

“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历经 30 多年的成长历程，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预先除氧的要求一直阻碍着活性自

由基聚合工业化的进程，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以模拟太阳光为光源，分别研究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酯、

醋酸乙烯酯、N-异丙基丙烯酰胺等单体在不同 RAFT 试剂存在下的光聚合行为。结果表明，二硫代苯甲酸酯、三硫

代碳酸酯、黄原酸酯均可用于实现太阳光光解的 RAFT 聚合，聚合具有明显的活性聚合特征。更为有意义的是，通

过在体系中引入磁性半导体纳米粒子，在完全敞口条件下成功实现太阳光光解 RAFT 聚合，且聚合结果具有典型的

活性特征。而且体系中的磁性半导体纳米粒子易于回收，可实现循环催化。此外，我们还研究太阳光诱导的 ATRP

聚合，提出利用耗氧反应实现敞口聚合，设计合成通用型除氧剂。实验结果表明利用耗氧反应，各种活性自由基聚

合技术都可以在完全敞口条件下成功聚合。 

关键词：耗氧反应；敞口；磁性纳米粒子；活性自由基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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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43 

对甲氧基苯甲醛催化的甲基丙烯酸酯类单体的可见光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 

张文秀，马文超，马育红*，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以低成本的对甲氧基苯甲醛为无金属光致氧化还原催化剂，1-碘全氟己烷作引发剂以及 N,N-二甲基苯胺作还原

剂，在 23 W 家庭用紧致型节能灯辐照下，成功实现了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以及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PEGMA）

的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其次，以制得的 PPEGMA-I (Mn,GPC=10200 g?mol-1；PDI=1.33)为大分子引发剂，对甲氧

基苯甲醛作光致氧化还原催化剂，通过扩链反应，得到了单体转化高达 85%的聚合物 PPEGMA (Mn,GPC=44000 

g?mol-1；PDI=1.54)。从而证明聚合物的末端官能团具有较高的反应活性。 

关键词： 无金属光致氧化还原催化剂；光引发活性自由基聚合；扩链反应 

AP344 

聚醋酸乙烯酯基核壳乳液形貌及其形成机制 

张霄，孙嘉星，刘旸，李志国*，顾继友*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哈尔滨，150040 

核壳结构化乳液体系中，胶乳粒子的形貌结构特性是决定复合乳液性能关键性因素，同时也是制备高性能乳液

的基础。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半连续种子乳液聚合，以疏水的聚苯乙烯（PS）为壳层组分，亲水的聚醋酸乙烯酯（PVAc）

为核组分，系统考察了胶乳体系中无过渡层结构和存在接枝过渡层结构对粒子构建及其形貌的影响。通过微观形貌

研究发现，在不存在过渡层结构时，稳定的 PVAc/PS 难以获得，胶乳粒子通过相逆转形成了以 PVAc 基聚合物为核

的正向核壳结构。通过构建 MA 过渡结构，能够实现反向 PVAc-MA/PS 反向核壳乳液的稳定制备，乳胶粒呈明显的

草莓型结构，且随着 MA 含量增加，壳层 PS 瘤型凸起之间存在明显的相融合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草莓

型 PVAc-MA/PS 反向核壳乳胶粒的形成机制。该研究将为特殊形貌结构的核壳胶乳的设计制备提供一种新颖的设计

思路。 

关键词：聚醋酸乙烯酯；反向核壳；形貌；形成机制 

AP345 

新型大位阻中性镍催化剂合成及其催化乙烯/丙烯酸甲酯共聚合 

张艳平，王旭灵，李悦生*，潘莉*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35 号 300350 

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自由基聚合反应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合成复杂拓扑结构聚合物的方法，而利用

可见光调控的 RAFT 聚合反应具有端基保留率高，单体转化率高，条件温和，绿色环保，简单方便等显著的优点。

本文采用烷氧醚树枝化大单体，经可见蓝光引发 RAFT 聚合方法合成了一系列具有拓扑结构（星形和超支化）的树

枝化聚合物。通过核磁氢谱(1H NMR)和凝胶渗透色谱（GPC）分别对聚合物分子结构和分子量进行表征，通过紫外

可见光谱（UV/Vis）以及动态光散射(DLS)对其温敏行为进行了探究，并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对该系列大尺度拓

扑聚合物的形貌进行了观测。进一步利用其结构的独特性以及温敏智能特征，研究了不同结构聚合物对溶菌酶活性

的抑制作用，发现聚合物结构和分子量均对其抑制能力产生影响。 

关键词：中性镍催化剂；大位阻膦；丙烯酸甲酯；共聚 

AP346 

新型环烯烃聚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张怡然，杨继兴，潘莉*，李悦生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350 

本研究利用六氯化钨/三异丁基铝/乙醇/1-己烯催化体系实现了外型-1,4,4a,9,9a,10-六氢-9,10（1’,2’）-桥苯亚基-1,4-

桥亚甲基蒽（HBM）和双环戊二烯（DCPD）的开环易位共聚合。经过氢化之后的环烯烃聚合物具有较高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Tg），高透明性，良好的热稳定性，优异的机械性能。1-己烯在反应中作为分子量调节剂，可有效的在 5.8 

~ 41.1×104 范围内调节 HBM 均聚物的分子量。我们合成的共聚物的分子量在 28.0 ~ 48.7×104 之间。共聚物热性能良

好，分解温度在 340℃左右，氢化后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较高，在 165.4 ℃ ~ 219.7 ℃之间。通过共聚可有效改善聚

合物材料的韧性，断裂伸长率可达 11.9%。此外，聚合物薄膜的透光率可达 80%。 

关键词：开环易位；氢化；环烯烃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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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47 

可溶胀聚离子液体的合成及其在碳酸乙烯酯转化反应中的应用 

高国华*，张翼凤，张永亚，秦丽，陈必华 

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溶胀聚离子液体结合了均相催化剂与多相催化剂的优点，近年来引起了催化工作者的关注。多相催化剂通常由

于其活性中心与底物接触不充分而导致催化活性远低于均相催化剂。聚离子液体在底物中充分溶胀后，大大增加了

活性中心与底物的接触，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利用 1-乙烯基-3-丁基咪唑鎓类离子液体单体与二乙烯基苯通过

自由基聚合合成了溶胀性聚咪唑鎓离子液体，并通过离子交换制备了阴离子为醋酸根的聚离子液体。该聚离子液体

在 2-苯氨基乙醇与碳酸乙烯酯合成噁唑烷酮的反应中表现出高于均相催化剂 BmimOAc 的催化活性。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溶胀；催化 

AP348 

三铵基封端聚乙烯的高效合成及应用 

张勇杰*，王文博，姜宁，李晓佩，王书唯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 116034 

端基功能化聚乙烯在复杂拓扑结构高分子构筑、纳米材料表面改性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近期，作者围绕端基

功能化聚乙烯的高效合成及应用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系列进展。本文中，我们报道三铵基封端聚乙烯（PE-3N+）

的高效合成及其在蒙脱土有机改性中的应用。首先，利用环氧端基聚乙烯与胺基化合物之间的高选择性环氧开环反

应得到三胺基封端聚乙烯（PE-3N），进一步经盐酸处理即可得到 PE-3N+。中间体三胺基封端聚乙烯的结构经核磁及

GPC 分析得以确认。为了考察 PE-3N+对粘土的插层效果，将 PE-3N+与钠基蒙脱土进行静态熔融插层，得到了有机

改性蒙脱土。XRD 结果表明：具有独特三铵基端基结构的 PE-3N+可以作为蒙脱土的高效插层剂，实现蒙脱土的充

分剥离。该有机改性蒙脱土有望用于制备综合性能优良的聚烯烃/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 

关键词：三铵基封端聚乙烯；插层剂；蒙脱土；有机改性 

AP349 

以苯甘氨酸基为侧链的光学活性甲基丙烯酰胺共聚物 

组成对其光学活性的影响 

张玉男，白建伟*，尹红妍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研究所 哈尔滨 150001 

摘要：利用酰胺化反应合成带有两个手性中心的新单体 N-(R)-((N-(R)-1-苯乙酰胺 )-苯基 )甲基丙烯酰胺

(RR-PEABMAM）。新型手性单体 RR-PEABMAM 与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以偶氮二异丁腈（AIBN）为引发剂在

不同的溶剂中反应 24 小时所得到具有不同性质的共聚物。利用 GPC、旋光仪和 DSC 对共聚物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随着手性单体组分的不断增加，共聚物与其的光学活性完全相反，这表明共聚物的主链形成了一定的二级结构。另

外，共聚物组分和聚合溶剂都对共聚物的性质有较大的影响，如在甲苯形成的共聚物与在甲醇中得到共聚物的性质

有一定的不同，这说明分子间氢键在共聚物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自由基聚合；手性烯类单体；光学活性共聚物 

AP350 

聚甲基三氟丙基硅氧烷流变性能研究 

张煜函，朱庆增*，贝逸翎，程林，朱洪霞，崔金花，屠志强，赵文静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特种功能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99 

通过阴离子本体开环聚合反应制备了一系列不同摩尔质量的聚甲基三氟丙基硅氧烷（PMTFPS）。利用核磁共振

氢谱（1H NMR）、核磁共振硅谱（29Si NMR）对聚合物结构进行了表征。通过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研究了 PMTFPS

的低温性能，发现 PMTFPS 为非结晶性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随着 PMTFPS 聚合物分子量的增加，从-75 oC 升高

到-65 oC，当分子量大于 3×104 g/mol 时，玻璃化转变温度不再依赖于聚合物的分子量而发生明显变化，保持在-65 oC

不变。利用流变仪详细研究了聚合物的粘弹性行为、流体类型、粘温性能等。结果表明，随摩尔分子量的变化其呈

现出不同的流变学行为。低分子量的 PMTFPS 聚合物在 0.001~1000 s-1 剪切速率下，粘度随剪切速率无明显变化，表

现为类牛顿流体的行为。高分子量的（大于 3.7×104 g/mol）PMTFPS 聚合物弹性大于粘性，在 0.001~1000 s-1 剪切速

率下，呈现剪切变稀现象，表现为假塑性流体行为。PMTFPS 聚合物的粘温活化能在 32~36 kJ/mol 之间，大于传统

聚二甲基硅氧烷的粘温活化能（17 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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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甲基三氟丙基硅氧烷；阴离子开环聚合；流变性能 

AP351 

基于螺吡喃的多重刺激响应嵌段聚合物的合成和自组装 

张媛，曹梦姣，张望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本研究以 4-氰基-4’-（十二烷基硫烷基硫羰基）戊酸（CDTPA）为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试剂，偶氮二

异丁腈（AIBN）为引发剂，在 1,4-二氧六环中进行单体 2-螺吡喃丙基甲基丙烯酸甲酯（SPPMA）和 N-异丙基丙烯

酰胺（NIPAM）的连续两步溶液 RAFT 聚合合成了具有光、温度和 pH 响应的嵌段聚合物 PSPPMA-b-PNIPAM，通过
1H NMR 和 GPC 表征了聚合物的结构，证明了 RAFT 溶液聚合合成嵌段共聚物 PSPPMA-b-PNIPAM 具有很好的可控

性。嵌段聚合物 PSPPMA-b-PNIPAM 在水中自组装形成胶束，在紫外光照射下会发生颜色变化，同时其紫外-可见吸

收光谱在可见光范围也会出现新的吸收峰，说明 RAFT 聚合对螺吡喃单体的光响应性没有影响，且紫外光照可以使

聚合物胶束的形态发生变化，此外改变温度和 pH 值也可以使聚合物胶束的形态发生变化。 

关键词：多重刺激响应；嵌段聚合物；胶束化 

AP352 

连续的多组分反应合成不同拓扑结构的聚合物 

张泽，尤业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230026 

我们发展了连续的多组分反应制备不同拓扑结构聚合物的新方法。以甲基丙烯酸炔丙酯和 N,N-二甲基亚二丙基

三胺为初始原料，甲基丙烯酸炔丙酯拥有炔基单元和碳碳双键两个官能团。双键可以通过巯基迈克尔加成与伯胺化

合物、硫代内酯一起参与到胺基-巯基—烯三组分反应中；而炔基可以与磺酰基叠氮、胺基化合物一起参与到叠氮-

炔基-胺基三组分反应中。N,N-二甲基亚二丙基三胺同时包含伯胺和仲胺两个不同的胺基基团，伯胺可以亲核进攻硫

代内酯从而参与到胺基-巯基—烯三组分反应中，但是仲胺却不能与硫代内酯反应，也不能和双键发生加成，但是它

可以参与接下来的叠氮-炔基-胺基三组分聚合。因此，利用同时含有双键和炔基单元的甲基丙烯酸炔丙酯和同时拥有

伯胺和仲胺的胺类化合物就可以将胺基-巯基-烯三组分反应和叠氮-炔基-胺基三组分聚合有效结合起来。这种策略不

仅可以使连续的多组分反应在同一个反应容器中进行，还可以调控聚合物的拓扑结构。 

关键词：多组分反应；拓扑结构；迈克尔加成 

AP353 

Zn(C2H5)2/有机碱受阻 Lewis 酸碱对催化丙交酯开环聚合研究 

赵国平，韩丙勇*，鲁建民，杨万泰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聚乳酸作为生物可降解材料，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生物降解性，已广泛应用于环保材料领域与医用缝合

线等医疗领域。目前聚乳酸的合成方法以金属催化剂催化丙交酯聚合方法为主，该聚合方法中残留的金属离子所带

来的细胞毒性，限制了聚乳酸在医学领域内的应用。近年来，研究发现以含 Zn 元素的 Lewis 酸所组成的受阻 Lewis

酸碱对对催化丙交酯开环聚合具有良好的反应效果。而聚合物中残余的锌元素并不具有细胞毒性,又因其简单高效的

特点，这一催化体系表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中采用 Zn(C2H5)2 为 Lewis 酸分别与不同有机碱所组成的 Lewis

酸碱对催化丙交酯开环聚合。由 MALDI-TOF 和 1H NMR 测试结果可知，以 Zn(C2H5)2 为 Lewis 酸所组成的 Lewis 酸

碱对催化丙交酯开环聚合具有良好的反应效果。并对聚合机理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丙交酯；受阻 Lewis 酸碱对；开环聚合 

AP354 

温度、pH 双响应型三维纤维素基气凝胶的制备、表征及其油水分离性能的研究 

赵林燕，刘志勇*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石河子 832003 

工业生产和原油泄漏造成的水资源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本文以自然界储量最丰富的、可生物降解的

纤维素为基本原料，通过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反应（ATRP）法将不含氟的聚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

（PDMAEMA）引入到纤维素气凝胶中，制备一种 pH、温度双响应的油水分离材料。制备的纤维素气凝胶可通过调

节 pH 值和温度从而变换其亲水性和疏水性，在低温或者低 pH 值时，能从油水混合物中将水分离，在高温或者高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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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能将油水混合物中的油分离出来。因此，这种吸附剂既适用于分离富水的油/水混合物,也适用于分离富油的油

/水混合物，改性的纤维素气凝胶是一种高效的吸油材料，具有良好的重复使用性，又是一种低成本的“绿色环保型”

的油水分离材料，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纤维素基气凝胶；温度响应性；pH 响应性；浸润性转变；油水分离 

AP355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的等温结晶行为研究 

赵文静，朱庆增*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特种功能聚集体次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99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分子链独特的“Z 字形”结构，赋予其良好的拉伸回弹性，广泛应用于地毯、非织

造布、高档服饰等领域。PTT 是半结晶性的芳香族聚酯，结晶形态直接影响着其加工和使用性能。本文通过偏光显

微镜研究了特性黏度为 0.2 dL/g-0.98 dL/g 的 PTT 在 185 ºC 到 220 ºC 的温度下的等温结晶过程。PTT 在该温度范围内

结晶时形成了球晶形貌，并且观察到 PTT 球晶具有环带结构，环带结构是 PTT 片晶的扭曲生长的结果。在同一结晶

温度下（185 °C），特性黏度从 0.2 dL/g-0.98 dL/g 的 PTT 聚酯等温结晶时球晶的线生长速率从 550 nm/s 增加至 850 

nm/s，PTT 球晶的线生长速率随着 PTT 特性黏度升高而逐渐减小。对同一 PTT 样品（[η]=0.98 dL/g），PTT 球晶的线

生长速率在 185 °C-220 °C 的温度范围内从 9 nm/s 增加至 550 nm/s，PTT 球晶的线生长速率随着结晶温度的升高逐渐

减小。PTT 晶核出现的时间随着 PTT 特性黏度和结晶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随着结晶温度的升高，PTT 晶核的数

量逐渐减小，发生碰撞时球晶的尺寸逐渐增加。 

关键词：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等温结晶；环带球晶 

AP356 

基于亚胺结构钴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催化异戊二烯聚合 

赵文朋 1,2，庄锐 1,2，董博 1,3，胡雁鸣 1*，张学全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2；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吉林大学，长春 130022 

通过对亚胺结构的修饰，合成了一系列亚胺结构与类亚胺结构吡唑组合形成 NN 两齿的新型 Co (II)配合物 4a-4e,

配合物 4a 和 4b 采取扭曲三角双锥构型，4d 和 4e 采取扭曲的四面体构型。在 AlEt2Cl 活化下，该类 Co 配合物用于

异戊二烯聚合，均具有高的催化活性。所得聚合物具有高分子量(Mn≈15×104)，窄分子量分布指数(Mw/Mn < 2.6)以及

以 cis-1,4 结构(68%)为主。此类 Co 配合物中心金属具有更加开阔的配位空间，使得异戊二烯单体更易于与中心金属

配位，从而表现出高的催化活性。特别是与之前报道的亚胺类后过渡金属催化剂相比，该类 Co 配合物具有高的热稳

定性，在 70°C 时，聚合 30min，聚合物收率即可达 100%。当以 MAO 为助催化剂时，在聚合体系中添加 PPh3，随

PPh3 加入量的增加，聚合收率增加，同时催化剂选择性由 cis-1,4 向 3,4 转变。所得聚合物 3,4-含量为~68%。 

关键词：亚胺吡唑；钴配合物；异戊二烯；三苯基膦 

AP357 

硫代内酯化三杂臂星的合成、后修饰及性能研究 

赵潇祺，吴文涛，赵优良*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215123 

作为一类重要的星形聚合物，杂臂星形聚合物往往具有独特的微相分离结构、可调的化学组成和广泛的应用前

景。其中，三杂臂星的设计合成在合成化学、高分子物理及多样化应用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硫代内酯是一种重要的

构筑基元，采用多组分反应或后修饰能高效合成线型和接枝等拓扑聚合物。本研究结合可控自由基聚合和开环聚合，

合成了含硫代内酯单元的三臂四组分星状聚合物 P(NIPAM-co-ATL)-PCL-PtBA。然后，采用一锅化胺-巯基-烯后修饰

反应，并结合选择性水解，得到含叔胺和丙烯酸单元、具有温度、pH 和二氧化碳等响应的杂臂星形聚两性电解质。

通过施加外界刺激和改变化学组成可以调节聚合物的溶液相变行为和水相自组装行为，发现室温下随着溶液 pH 的增

加，所形成胶束发生球形-棒状-球形的形貌转变。多组分三臂星的合成及性能研究，能丰富多响应聚合物的种类，并

在智能材料等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硫代内酯化学；聚两性电解质；多重刺激响应；自组装；杂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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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358 

RAFT 聚合制备具有聚集诱导发光行为的三元共聚物 

朱进昌，王力*，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AIE）行为的聚合物吸引了广泛的研究兴趣。本文合成了单体 4-(4-乙烯基苄氧基)四苯基乙

烯，采用 RAFT 聚合将其与苯乙烯和马来酸酐进行三元共聚，考察了其聚合行为和聚合物的 AIE 行为。以二苯甲烷

和 4-甲氧基苯并苯基酮等为主要原料，通过四步反应得到 AIE 单体，对其进行了核磁表征。采用二硫代苯甲酸苄酯

（BTB）作为 RAFT 试剂，将 AIE 单体，苯乙烯和马来酸酐作为单体进行三元共聚，在三者摩尔比为 1:7:8 时，分子

量随转化率线性增长，得到了分子量为 17.6k、分布 1.47 的聚合物，探究了不同单体配比对于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及

共聚物组成的影响。在 317nm 紫外光激发下，所得聚合物的荧光随着 THF/H2O 溶液中水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表现

出 AIE 行为，并且在水解之后表现出了对 pH 的响应性。本文制备的三元共聚物在化学/生物传感和荧光成像等领域

具有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pH 响应；RAFT 

AP359 

n→π*作用稳定的顺-顺螺旋链聚(3,5-二取代苯乙炔)  

汪胜，张洁，宛新华*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近十几年来，基于对 X-射线晶体数据的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科学家们在核酸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中发现了

n→π*作用的存在，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其在稳定和调控生物大分子高级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有目的地利用

n→π*作用构筑螺旋链高分子迄今尚未见报道。聚苯乙炔衍生物是一种常见的动态螺旋链聚合物，由于侧基空阻的影

响，在溶液中主要采取伸展的顺-反螺旋构象，而紧密的顺-顺螺旋构象只有在侧基间有较强的氢键时才于低极性溶剂

中存在。这里，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的 3,5-双酯取代苯乙炔聚合物，计算机模拟证明相邻侧基的酯羰基间存在 n→π*

作用。该聚合物在氢键受体溶剂如 THF 中呈现紧密的顺-顺螺旋构象，而在氢键给体溶剂如 CHCl3 中则呈现伸展的

顺-反螺旋构象。FTIR 研究表明，氢键给体溶剂分子与 C=O 形成氢键，破坏了原有的 n→π*作用，是导致顺-顺构象

向顺-反构象转变的主要原因；改变溶剂和温度可以调控构象转变。 

关键词：n→π*作用；聚苯乙炔；氢键；顺-反螺旋构象；顺-顺螺旋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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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B  生物大分子 

BI01 

核酸超分子水凝胶及应用研究 

李闯，程恩隽，邢永政，金娟，刘冬生 

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 100084 

设计和发展新型的支架材料是三维生物打印领域极为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难题，水凝胶作为细胞外基质的类似物

可以为细胞提供必要的物理和化学环境的支持，在细胞打印领域展现了潜力。通过 DNA 序列设计，我们制备一种聚

多肽-DNA 杂化水凝胶，成胶速度快，可以达到秒级成型，而且条件温和，过程完全在生理条件下完成，不涉及化学

反应以及能够对细胞造成伤害的外界刺激。由于具备高力学强度和自愈合等特点，我们可以打印出的厘米级别一维

点阵、二维字母、三维形状等结构，具备不溶胀不塌缩等优点，而且具有良好的通透性，能够保证细胞生长所需营

养物质的输送，打印出的细胞不仅保持了高的存活率，而且具备正常的生物学形态和细胞功能。此材料还具有非常

好的触变性和自修复性能，在细胞生长的同时可以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能够在保证对细胞提供足够支撑的情况下

不限制其扩增；此凝胶材料可以根据需要迅速分解不残留，为将来 3D 打印器官的活体移植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核酸；自组装；超分子；水凝胶；3D 打印 

BI02 

DNA 纳米结构作为模板构建刺激信号响应型手性金属纳米结构 

蒋乔,丁宝全,刘鸣华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刺激响应型大分子结构在生命体系中广泛存在并起到很多重要的作用。人工制备的刺激响应型自组装体系正在

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在生物医学检测和智能材料领域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我们利用 DNA 纳米结构作为模板精确组

装金纳米棒二聚体，构建了刺激响应型等离子体共振手性纳米结构。通过合理设计，组装结构的三维构型及手性信

号能够对多种外界刺激信号，例如 GSH 分子、生物酶、pH 值变化及光信号等产生特异响应。GSH 分子的还原及生

物酶切反应会造成组装结构等离子工作手性信号的不可逆变化；而 pH 变化及特定波长的光照则会对组装结构的手性

信号产生可逆的调控。我们设计构建的系统能够将外界的刺激信号转化为组装结构三维构型的变化及近红外区圆二

色光谱的响应。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构建可程序化设计的体系通过光学信号对一系列关键的生物信号分子进行

检测。 

关键词：DNA 纳米结构；等离子体共振手性；金棒；自组装；刺激响应 

BI03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DNA-Based Nano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Pik Kwan Lo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Chemist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Shenzhen Key Laboratory of Biochip Researc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518057, PR China 

BI04 

“异相聚合”制备 DNA 水凝胶及其图案化 

王建榜,柳华杰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201800 

DNA 水凝胶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大分子功能材料，不仅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而 DNA 所具有的智能响应性将

使其有别于普通化学水凝胶，实现水凝胶的“智能化”。通常的 DNA 水凝胶制备采用“均相聚合”思路，难以充分体现

DNA 分子的可编程性。我们提出一种定点定时“异相聚合”的新思路，通过一种新型的“钳式杂交链式反应 (clamp 

HCR)”原理，使 DNA 三维凝胶网络在可控有序过程中逐步形成，实现从源头和内部控制凝胶化反应。研究表明，在

新方法中 DNA 凝胶化将起始于 HCR 反应引发剂的加入，并通过后续的级联反应逐步形成网络并加强。这与“均相聚

合”中各种原料同时交联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在相同 DNA 用量条件下，使用新方法获得的 DNA 水凝胶具有目前为

止最高的结构强度。这一新方法同时为构建复杂的凝胶图案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并从理念上改变了传统上依赖模

具制备特定形状材料的思路。 

关键词：DNA 水凝胶；级联反应；凝胶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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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05 

定点原位生长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 

高卫平*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北京，100084 

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兼具蛋白质特性（如结构与功能精准可控、生物活性等）与高分子特性（如可调控的化学

与物理性质等），是一类重要的生物偶联物，可广泛用于药物/生物大分子递送、分子影像/诊断等生物医药领域。通

常，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是由高分子链的一端以共价键的形式无规地连接到蛋白质表面的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的

反应性侧基上而形成的，其中聚乙二醇（PEG）是最为广泛使用的高分子，且已有 12 个 PEG 化蛋白药物被 FDA 批

准用于临床治疗。但是 PEG 化技术存在偶联位点非特异性以及产率低等问题，制约了 PEG 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了

解决这些关键共性科学问题，近年来我们将化学生物学与高分子化学有机结合，研发了定点原位生长（SIG）技术，

高效制备出位点特异性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并将其用于蛋白递送与分子诊断。 

关键词：蛋白质工程；蛋白质化学；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蛋白递送 

BI06 

蛋白质-聚氨基酸偶联物的合成与生物应用 

吕华*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软物质中心  

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是潜在的长循环蛋白质药物。传统的用于蛋白偶联的高分子如 PEG 虽然取得了可观的临床

成功，但是因其不可降解以及缺乏可修饰官能团等性质严重限制了其广泛应用。而聚氨基酸（也称聚多肽，PAA）

具备可降解、生物相容性好、含有丰富的侧链官能团等特点，成为一类潜在的 PEG 替代物用于蛋白药物的修饰。我

们开发了一种方法能够在聚氨基酸链增长的过程中原位引入可修饰活性基团，得到两端分别含有不同生物正交官能

团的异遥爪聚合物（heterotelechelic polymer），从而极大地简化了后续的蛋白质-聚氨基酸偶联步骤，得到了一批位点

特异、且具有不同拓扑结构的绿色荧光蛋白-聚氨基酸偶联物，包括头-尾相接的环形偶联物。不同拓扑结构的蛋白质

-聚氨基酸偶联物的简洁制备在发展制备蛋白质-高分子偶联物的化学方法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在长循环蛋白药物方面

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聚氨基酸；位点特异；蛋白质-高分子偶联；干扰素 

BI07 

含核苷类抗癌药物 DNA 纳米结构的组装及其抗肿瘤研究 

牟全兵，马媛，张川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基于核苷类似物抗癌药分子与天然核苷单体结构的相似性，同时受自然界核酸分子组成及其组装原理的启发，

我们将具有抗癌作用的核苷类似物药物分子通过化学方法修饰整合到具有优异分子识别及组装功能的核酸分子上。

通过特定的核酸序列设计，我们利用 DNA 纳米技术实现了一系列具有精确组分和形貌的含药核酸纳米结构的构建，

进而将其作为新型纳米药物输送体系用于癌症治疗的研究。对于整合了核苷类似物药物分子的不同 DNA 精确纳米结

构，我们通过改变组装体的尺寸以及形貌研究其与细胞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不同结构因素对细胞摄取、毒性的影

响，阐明该类新型含药纳米结构与细胞作用时的构效关系。在细胞实验的基础上，选取具有高效抗肿瘤效果的含药

DNA 纳米结构作为新型纳米药物，我们在荷瘤小鼠身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抑瘤效果，从而为开发更安全高效的纳米药

物输送体系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纳米药物；DNA 纳米技术；核苷类似物；肿瘤治疗 

BI08 

蛋白质组装及其功能化 

刘俊秋，徐家云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3 

构筑多维多样化的蛋白质功能组装体，实现对蛋白质组装体结构的调控，是当前重点研究课题。控制蛋白质自

组装方向则是实现规则蛋白质组装体的核心问题。我们将蛋白质自组装与仿生功能化结合起来，在蛋白质组装体上

构筑了多酶中心，实现了多酶串联与生物酶协同催化。以蛋白质基超分子聚合物模拟自然界光捕获系统的功能为导

向，以发展结构新颖蛋白质基超分子聚合物为目标，发展了制备蛋白质基超分子聚合物的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对

自组装方法的优化实现对蛋白质基超分子聚合物的结构调控，以新型蛋白质超分子聚合物为基础，模拟了光捕获系

统捕获光能及能量传输功能，获得多种高效基于蛋白质组装体的光捕获系统，实现能量在超分子聚合物体系中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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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递。 

关键词：自组装；蛋白质组装体；仿生化学 

BI09 

蛋白质拓扑工程及其生物意义 

张文彬*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大学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北京 100871 

蛋白质是模型的精确结构大分子，其序列、长度、立体化学甚至折叠的三维结构都是精确确定的。但是，天然

蛋白质的主链结构多半是线性结构。我们致力于拓展蛋白质的拓扑结构，通过其人工重组合成和体外的结构-性能关

系研究，来揭示其可能的生物意义。可基因编码的多肽标签-蛋白质化学反应对是重要的蛋白质工程的工具。我们发

现，通过合理的设计及与蛋白质折叠的结合，可以合成具有各种拓扑结构的蛋白质。这不仅包括环状、蝌蚪状、星

型和支化蛋白，还包括轮烷、打结蛋白、索烃等复杂的拓扑结构。通过对若干模型蛋白拓扑结构的研究，我们发现

拓扑结构可在不改变蛋白野生型序列的前提下，显著改进蛋白的热稳定性和耐酶切稳定性，对适当的蛋白还有协同

促进其活性的效果。该结果展示了蛋白质拓扑工程在生物材料上应用的广泛前景。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1474003，91427304）和 863 青年科学家专题（2015AA020941）的资助。 

关键词：蛋白质工程；索烃；GFP；DHFR；SpyCatcher；SpyTag 

BI10 

蚕丝蛋白凝胶的结构与性能 

苏帝翰，姚萌，邵正中 

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和高分子科学系，上海，200433 

众所周知，溶液中的丝蛋白能够形成以 β-折叠为主的物理交联点（区域）而产生凝胶网络，这是个热力学控制

的过程。但由于力学性能较差，普通的再生蚕丝蛋白凝胶材料在若干应用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我们在实践中发现，

若采用适当的方法控制 β-折叠区域的尺寸和均匀性，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丝蛋白凝胶的力学性能。例如，辣

根过氧化物酶能对桑蚕丝蛋白水溶液实施先期预（化学）交联，以形成交联不充分但丝蛋白分子链受限的“第一”交联

网络；然后将由此酶化学交联的丝蛋白凝胶浸泡于能促进丝蛋白分子链构象发生 β-折叠转变的乙醇溶液中，又可形

成物理交联为主的“第二”网络，由此得到一类透明性好、模量高、韧性强且具有生物相容性的桑蚕丝蛋白水凝胶。另

一方面，当将蚕丝蛋白的凝胶体系变化为恰当的离子液体（β-折叠的良溶剂）/水（β-折叠的非溶剂）后，所得到的

丝蛋白凝胶不仅有着出色的力学性能，而且还具备了“不干”的特性 

关键词：regenerated silk fibroin; restricted network; double networks, nanofibrils; tough hydrogel 

BI11 

聚肽/聚类肽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相互关系的研究 

孙静*，李志波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 266042 

仿生天然蛋白质的结构特点，研究其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对发展新型生物高分子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人

工合成的聚肽结构与天然蛋白质类似，具有优良的生物可降解性，其分子主链固有的分子内/分子间氢键相互作用能

够使其形成与天然蛋白质一样的 a-螺旋、b-折叠等高级结构，有助于聚肽高分子自组装成为高度精确有序且具有合适

生物功能的纳米材料,因此氢键相互作用对聚肽高分子的性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聚类肽高分子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生物高分子，这类高分子结构中不存在聚肽高分子中固有的分子内/分子间氢键相互作用以及

手性中心，这使得聚类肽高分子主链具有较好的柔性，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及热加工性能，其性质也很大程度上由其

侧基的种类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决定。本文从材料结构出发，系统研究了材料微纳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

引入多重刺激响应性基团，构筑刺激响应性聚肽/聚类肽高分子体系，拓展其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聚肽高分子；聚类肽高分子；结构与性能关系 

BI12 

通过分子设计调控短肽组装体的纳米结构 

徐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生物工程与技术中心，青岛, 266580 

研究肽自组装不仅对理解关键的生物功能或重要的病理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助于仿生构筑各种纳米材

料和器件。我们一直围绕两亲性短肽的设计、自组装规律和机制、自组装体系的功能化开展工作，近期设计、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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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个系列的短肽两亲分子，通过其分子结构的精确调控，可以获得不同形貌和结构的纳米聚集体；并基于分子结

构和聚集体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肽的分级组装过程和纳米结构的调控规律。重要的结论包括：（1）I3K 纳米

纤维螺旋手性与组成氨基酸的手性密切相关，肽链 C 端 K 残基的手性决定了组装体纳米纤维的螺旋手性；（2）氨基

酸侧链间的 β-支化和氢键有利于 β-sheet 的侧向堆积，最终导致宽的纳米管和带状（或瓦片状）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自组装；短肽；分子结构；纳米结构；手性 

BI13 

人造黑色素功能材料 

李乙文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黑色素是一类重要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广泛存在于人与动物的皮肤和毛发中，在诸多生理活动中都起到核心调

节作用。我们受到天然黑色素生物合成过程的启发，制备了相同的单体二羟基吲哚（DHI）与羧酸化二羟基吲哚

（DHICA），通过自发氧化聚合反应，实现了具有可控大小和形貌的人造黑色素纳米材料的批量化合成。这些合成粒

子不仅具有与天然黑色素相同的化学成分，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还有十分类似的物理结构。基于这些相似性，我

们利用合成粒子去模拟天然粒子的各种功能，并探索这类功能材料在各种领域的潜在用途。本文总结了近期人造黑

色素功能材料的研究进展，介绍了其在模拟天然黑色素功能方面的数个代表工作（如鸟类羽毛启迪下的光学薄膜，

人类皮肤黑素体启迪下的防紫外辐射材料，海洋生物启迪下的生物成像试剂等），并对使用新的高分子化学方法来进

一步改善人造黑色素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人造黑色素；生物启迪；高分子聚合；功能材料 

BI14 

基于 KOH/尿素水溶液的高效、节能、“绿色”途径制备高强度透明甲壳素膜 

黄俊超，钟奕，蔡杰，张俐娜 

武汉大学 430072 

首次利用 KOH/尿素水溶液体系成功制备出高强度透明甲壳素膜。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扫描电子

显微镜（SEM）、原子力显微镜（AFM）、魔角自旋/交叉极化固体核磁共振碳谱（CP/MAS 13C NMR）、广角 X 射线

衍射（WAXD）和力学性能测试等表征，我们发现中和条件以及甲壳素溶液的脱乙酰化程度影响甲壳素分子链氢键

相互作用和疏水相互作用，从而使甲壳素分子链以不同的方式自组装和聚集，进而影响甲壳素水凝胶以及甲壳素膜

的力学强度。为了得到力学强度更好的甲壳素膜，在提高甲壳素浓度的同时进行拉伸取向，制备出拉伸强度高达 226 

MPa、模量为 7.2 GPa、断裂功为 20.3 MJ/m3 的高强度透明甲壳素膜。通过该法制备的甲壳素膜有望应用于诸如酶和

催化剂载体、柔性电子器件、食品包装和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这种简单、绿色的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海洋生物质废

弃物的利用率，是一种高效利用海洋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途径。 

关键词：甲壳素；氢氧化钾/尿素水溶液；水凝胶；膜；力学性能 

BI15 

纤维素纳米晶化学修饰方法及改性材料策略的探索 

黄进*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400715 

以推动纤维素纳米晶（CN）这类生物质纳米材料的高值利用为目标，围绕其材料应用发展所涉及的表面官能性

与化学活性调控、介质中的分散稳定性、热成型加工适应的稳定性、改性基质中的分布行为与相容性等关键问题，

发展了小分子反应、“Graft from”和“Graft onto”聚合物接枝等策略的表面化学修饰方法。特别在小分子表面修饰可控

性方面取得进展：针对乙酸酐修饰能确保表面取代度呈 10%以上逐级递增的分布，或不同结构酸酐的取代度差值控

制低于 5%。基于上述进展，利用表面修饰 CN 增强改性聚氨酯、网络结构含能材料及多种类型生物基聚酯塑料和发

泡材料，促进了填料与基质的相容性并调控两者间界面作用，部分材料强度、模量和伸长率同步提高。进而，关注

CN 表面化学结构微小调控对材料结构与性能的放大效应，探索了通过基于表面化学修饰实现材料高性能化改性策

略，包括表面小分子取代度调控、化学耦合和链段缠结构建共连续结构、增容性 CN 逾渗网络构建等。 

关键词：纤维素纳米晶；表面化学修饰；纳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121 
 

BI16 

含糖聚合物的自组装及免疫学应用 

陈国颂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糖类是仅次于核酸和蛋白质的第三类生物大分子。近年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作为能量的来源和细胞的架构材料，

糖还有更加重要的生物学功能，特别是细胞表面的糖萼作为复杂细胞功能的识别中介分子参与了多种重要的生命过

程，并和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由于糖自身的化学结构相比核酸、蛋白质的复杂性，人们对糖类的认识，包括合成、

组装和生物学功能，都比对前两者更加困难、起步较晚。考虑到细胞表面的糖通常以聚集体的形式存在并发生功能，

和糖－蛋白相互作用对于糖的生物学功能的重要意义，利用大分子自组装为平台和手段来研究糖的结构与功能是一

个有效的新思路。 

关键词：糖聚合物；自组装；肿瘤免疫 

BI17 

模拟 HDP 的抗菌尼龙 3 结构优化研究 

刘润辉* 

华东理工大学，梅陇路 130 号 邮编 200237 

*rliu@ecust.edu.cn 

我们以 β-氨基酸聚合物（尼龙 3）模拟天然宿主防御肽（host defense peptide, HDP），在克服天然 HDP 结构不稳

定、价格昂贵、活性不高等固有缺点的同时，获得多个对耐药菌显示很高活性的聚合物，并细致研究了尼龙 3 的结

构与活性之间关系，发现可以通过疏水性、骨架构象的因素等对尼龙 3 的结构进行优化，调节尼龙 3 的抗菌活性。

其中，最佳的抗细菌尼龙 3 显示了对耐药性“超级细菌”VREF 和 MRSA 和多类重要病原细菌的广谱和高活性和高选

择性。尼龙 3 在广谱抗菌活性和选择性的综合评价上优于抗菌药万古霉素、甲氧西林、达托霉素，以及代表性的天

然抗菌蛋白/多肽 Magainin II 和 LL-37。连续使用尼龙 3 作为抗菌剂，没发现细菌产生抗药性。尼龙 3 对耐药性艰难

梭菌的独特活性 显示了其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方面的药物研究前景。 

关键词：HDP；抗菌；尼龙 3；骨架构象 

BO01 

生物大分子信使 RNA m6A 甲基化修饰特异性的研究 

刘建钊* 

浙江大学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8 号 310027 

在哺乳动物体系里，腺嘌呤 N6-甲基化修饰(m6A)是生物大分子信使 RNA(mRNA)内部已知所有碱基修饰中丰度

最高的(0.1-0.4% m6A/A)，它是一个动态的非化学当量修饰，主要集中在 mRNA 近终止密码子和 3 端非翻译区 1。最

近 5 年对 mRNA m6A 修饰的生物学功能探索已成为 RNA 领域的前沿热点，m6A 修饰已被证明可调控 mRNA 加工，

运输，降解及翻译等基础 RNA 代谢功能，代表在转录组层次上可实现一个新层次基因表达调控，有重要的基础生物

学意义。要对 m6A 的生物学功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必须破译 m6A 甲基化的工作机理，即 m6A 甲基转移酶如

何实现特异性修饰 mRNA。在此报告里，我们将主要介绍如何鉴定及表征 m6A 甲基化酶复合物 2，研究复合物是如

何来控制 mRNA m6A 甲基化修饰特异性。该项工作为我们将来人工合成序列可控、定点碱基化学修饰的 mRNA 提供

重要的基础。 

BO02 

光催化交联法构建蛋白质水凝胶 

任军，贾凌云*，田凯凯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本研究报道了一种以纤维蛋白原构建水凝胶材料的方法，并验证其作为载体材料用于活性蛋白包埋的应用效果。

通过光催化交联反应构建了以纤维蛋白原凝胶为载体的固定化脂肪酶反应体系，该体系中纤维蛋白原凝胶的储能模

量和损耗模量可分别达到了 800 Pa 和 100 Pa，是良好的固定化酶载体，固定化脂肪酶的固载量可达 30%，酶活可保

持 45%，高于文献普遍报道的 30%的酶活保持率，而在连续使用 5 次之后，酶活并未出现显著性下降，具备良好的

重复使用性能。同样，利用该方法在硅片表面制备了以纤维蛋白原为基底的蛋白 A 功能膜，通过 ELISA 法测得该活

性界面的吸光值可达到 0.6119，为阴性对照组的 2.64 倍，而环氧法构建的蛋白 A 功能界面，吸光值与阴性对照组无

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表明除了常规使用的明胶、丝蛋白等结构性蛋白以外，其他蛋白质也具有交联成水凝胶的能力。

mailto:xxxx@e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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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物材料领域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水凝胶；蛋白质；光催化交联；纤维蛋白原；固定化酶 

BO03 

生物膜的界面自组装及响应重组 

刘娇娇，元冰，杨恺，马余强 

苏州大学 215006 

磷脂是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构成了生物膜的基本脂质双分子层骨架。磷脂分子具有一个亲水的头基和两条

疏水的尾链，这种亲疏水并存的两亲结构导致它可以发生自组装，形成胶束、微囊、脂质体、脂双层等多种有序结

构。磷脂分子的自组装行为尤其是它在环境调制或刺激下的响应重组行为是生物膜完成各项重要的细胞生物学过程

（包括细胞内吞、跨膜信号传导、细胞迁移等）以及设计制备各种以脂分子为基础的功能纳米复合材料（例如仿生

药物载体的制备、生物材料的表面功能化修饰等）的基础。在本工作中，我们分别探讨磷脂分子在石墨烯材料表面、

氧化石墨烯颗粒表面以及碳纳米管内表面的自组装，研究该自组装行为受基底材料的表面性质以及脂分子的结构（相

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基底性质的变化引导下的脂分子重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脂分子对固体材料的表面修饰

对调制材料性质和功能（例如材料表面亲疏水性、跨碳管的离子传输速率）的重要功效。 

关键词：生物膜；磷脂；自组装；界面相互作用 

BO04 

蛋白质位点专一共价反应以及蛋白质组装的系列方法及其生物应用 

夏江*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沙田 

jiangxia@cuhk.edu.hk 

以蛋白质化学为核心，以方法开发为枢纽，以生物应用为本，我们实验室旨在应用化学知识解决一些生物研究

中的关键问题。1. 蛋白质定点共价反应。蛋白质与小分子或者多肽的共价交联反应（生物交联反应 bioconjugation 

chemistry）已经有详细研究，但如何实现反应的高度位点专一性是个难题。比如控制反应仅仅在细胞表面的某一个

半胱氨酸发生，而不是其他半胱氨酸。通过临近诱导反应（proximity-induced reactivity ）我们实验室开发了针对多

肽结合域 SH3, SH2, PDZ 等的单个 cysteine, tyrosine 甚至 lysine 的位点专一共价反应。通过细胞内实现位点专一反应，

抑制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调控细胞内信号传递。2. 蛋白质组装。天然的生物合成酶往往通过组装协同作用，实

现细胞内的高效物质转化同时保护有毒中间体。通过模拟天然的组装体系，我们实验室开发了一系列的蛋白质组装

方法，实现了细胞外和细胞内的多酶组装，并且应用于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证明通过组装类胡萝卜素合

成途径中的关键酶我们可以大大提高最终产品的产率。 

关键词：生物交联反应；蛋白质共价反应；蛋白质组装；信号调控；生物合成 

BO05 

Synthetic Biology Approaches toward Diverse Protein-Based Materials 

Fei SUN*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kefsun@ust.hk 

Synthesis of molecular systems with precis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ontrol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for 

molecular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complex biomolecular architectures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is 

challenge. My team is interested in a new category of protein chemistry, namely, genetically encoded click chemistry 

(GECC), which can covalently stitch together protein molecules with high specificity and efficiency under mil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 prototypical GECC, SpyTag-SpyCatcher chemistry, enabled cellular synthesis of 

macromolecules while exerting precise control over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these molecules including length, sequence, 

stereochemistry and topology. The same chemistry further led to the creation of bioactive and photo-responsive protein 

materials for three dimensional stem cell culturing and controlled stem cell/protein release. Given its potential in molecular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we will continue to enrich and diversify the GECC toolbox through directed evolution and 

other protein engineering methods. By bridging the two fields, synthetic bi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GECC provides us 

with enormous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new protein materials for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regenerative medicine 

to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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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06 

Diverse Supramolecular Nanofiber Networks Assembled by Functional Low-Complexity 

Domains 

Bolin An, Xinyu Wang, Chao Zhong* 

School of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Tech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10, China; 

*zhongchao@shanghaitech.edu.cn 

Self-assembling supramolecular nanofibers, common in the natural world, are of fundamental interest and technical 

importance to both nano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Despite important advances, synthetic nanofibers still lack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biological molecules, and the controlled assembly of one type of molecule into a variety 

of fibrous structures with wide-ranging functional attributes remains challenging. Here, we harness the low-complexity (LC) 

sequence domain of fused in sarcoma (FUS) protein, an essential cellular nuclear protein with slow kinetics of amyloid fiber 

assembly, to construct random copolymer-like, multi-block and self-sorted supramolecular fibrous networks with distinct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fluorescent functionalities. We demonstrate the utilities of these networks in the templated, spatially 

controlled assembly of ligand-decorated gold nanoparticles, quantum dots, nanorods, DNA origami, and hybrid structures. 

Owing to the distinguishable nanoarchitectures of these nanofibers, this assembly is structure-dependent. By coupling a 

modular genetic strategy with kinetically controlled complex supramolecular self-assembly, we demonstrate that a single type 

of protein molecule can be used to engineer diverse one-dimensional supramolecular nanostructures with distinct 

functionalities.  

Key words: supramolecular nanofibers; self-assembly; low-complexity sequence domain; modular genetic design; functional 

amyloid  

BO07 

基于蛋白质类淀粉样积聚的大分子表界面化学及材料系统 

杨鹏* 

应用表面与胶体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西安，陕西省 710119 

材料表/界面功能化是实现材料用途，特别是实现航天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附加值应用的关键环节，其

内容是赋予材料表面丰富的化学和物理性能，如亲/疏水、抗腐蚀、生物活性/惰性、微纳米结构、多层/多种材料复合

等等。目前缺少对高分子、金属和无机都适合的普适性表面改性方法。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基于蛋白质类淀粉

样积聚的多用途、普适性表面功能化方法。其科学本质在于一个新的蛋白质组装机制被揭示。在该机制中，只需对

溶菌酶的水溶液做一个温和的刺激（Adv. Mater. 2016, 28, 579），如在溶菌酶的 HEPES 缓冲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二硫

键还原剂三(2-羰基乙基)磷盐酸盐（TCEP），溶菌酶就可以快速发生相转变，并驱动自组装过程而形成纤维网络和纳

米薄膜。两种组装结构均可以快速吸附到各种材料表面而形成稳定涂层，从而为进一步的功能化或者直接使用奠定

了良好基础（Adv. Mater. 2016, 28, 7414）。 

关键词：溶菌酶；蛋白质组装；类淀粉样积聚；表面改性和功能化；薄膜与涂层  

BO08 

基于正交蛋白质化学反应对的层层组装薄膜及其应用 

张雪健 1,2，杨曙光*1, 张文彬*2 

1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先进低维材料中心，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

海 201620；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运用基因编码的技术设计并制备了一种融合蛋白质反应对： SpyTag-SnoopCatcher-SpyTag(CBC) 和

SnoopCatcher-SpyTag-SnoopCatcher (DAD)。CBC 与 DAD 间存在正交反应的性质，可以发生共价交联反应，利用这

些特性可以将这两种蛋白层层组装制备蛋白质复合薄膜。基于这一正交反应体系，我们将一些功能蛋白，如钙调蛋

白、超级铀蛋白，引入薄膜当中。研究了薄膜的生物功能性和生物响应性。由于超级铀蛋白的引入，组装蛋白薄膜

可以从水中提取铀。希望通过层层组装等相关的界面复合技术，将基因编码的蛋白进一步组装构筑多功能复合薄膜，

并深入探讨其在众多领域里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层层组装；SpyCatcher；SnoopCatcher；Uran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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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09  

基于抗体、纳米抗体的三维免疫识别传感器 

董学会 

华南理工大学 

BO10 

多功能肽类基因递送载体研究 

孟昭，康子瑶，孟庆斌，刘克良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100850 

基因治疗虽然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瓶颈。如何安全有效的将治疗基因导入靶细胞是基因治疗一个关键问题。目

前临床多用的病毒性载体存在免疫原性及毒性等副作用，研发新的非病毒载体有望解决这一问题。肽类基因递送载

体具有生物相容性好、功能多样性、易于合成等特点而被广泛研究。我们课题组利用多肽合成可以集成多个功能片

段于一身的优点，将多个功能片段，如硬脂酸、内涵体逃逸片段、阳离子穿膜肽片段和多肽靶向片段等整合在一条

多肽序列中，得到一系列安全、高效的多肽载体。其中，硬脂酸促进载体的自组装和脂膜相互作用；内涵体逃逸片

段促进内涵体逃逸，提高递送效率；阳离子穿膜肽片段提高透膜能力，并通过电荷相互作用结合 DNA；靶向片段可

以提高多肽对细胞受体的靶向能力，提高递送效率。这些载体在 NIH-3T3 细胞、293T 细胞和 B16F10 等细胞上显示

出了数倍于阳性对照 Lipo2000 的递送效率，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多功能集成；肽类载体；基因递送； 

BO11 

丝素/细菌纤维素骨骼再生支架：放射状片层及网状嵌入结构 

张耀鹏*，陈建，庄奥，邵惠丽，胡学超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制备力学性能优异的大孔仿生骨骼再生支架一直是该领域的难点。本论文将细菌纤维素纳米纤维带（BCNR）与

丝素蛋白溶液混合，基于多级冷冻干燥工艺，制备了高强丝素蛋白/BCNR 复合仿生支架。该支架具有放射片层结构

及梯度片层间距，较之传统的蜂窝状三维孔洞，片层结构更利于营养物质及代谢废物在支架中的传输，以及细胞在

支架中的生长与组织再生。BCNR 会在丝素蛋白片层间进行嵌入、穿插和支撑形成网络结构，大大增加了支架的强

度和刚度。复合支架的压缩强度与压缩模量最高可为纯丝素蛋白片层支架的 6 倍与 8 倍，分别为 2.32 MPa 和 72.5 

MPa，且在松质骨力学性能范围之内。BCNR 的加入可以明显促进成骨细胞在支架上的粘附和增殖。体外模拟矿化实

验表明，相比于纯的丝素蛋白支架材料，BCNR 的加入可以促进羟基磷灰石在支架上的沉积，提高支架的骨生物活

性。 

关键词：丝素；细菌纤维素；复合支架；纳米纤维；力学性能 

BO12 

海藻酸钠水溶液凝胶化过程中钠离子的动力学研究 

刘瑞刚 1,*，赵从宪 1,2，隋坤艳 2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2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 266071 

海藻酸钠（SA）是从海藻中提取的天然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组织工程、药物递送、食品工程和

纺织工业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工作采用核磁方法研究了 SA 水溶液在凝胶化过程中钠离子动力学行为，并结合

动态和拉伸流变仪对其流变性能进行系统表征。制备了不同浓度的海藻酸钠溶液并且以 3%海藻酸钠为例释放不同量

的 Ca2+。分别采用核磁脉冲序列 CPMG 和 PFG 对钠离子进行了弛豫和扩散系数的测量。探究了钙离子的加入对钠

离子动态学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的海藻酸钠中钠离子弛豫谱图只存在一个峰，当释放进去钙离子以后，钠离子

的弛豫谱图出现两个峰值，并且随着钙离子量的增加其弛豫峰值不断移动以及钠离子的扩散系数逐渐增大趋于氯化

钠的扩散系数。说明了钙离子的加入对海藻酸钠中的钠离子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研究了海藻酸钠与一价抗衡离子间

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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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13 

用于肝细胞 3D 培养的壳聚糖多孔微载体的表征及生物学评价 

黄丽霞，肖林，杨光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30074 

本文通过制备具有多孔结构的壳聚糖微球作为微载体应用于肝细胞的 3D 培养，通过结构与理化性质表征和生物

学评价说明壳聚糖多孔微球具有良好的三维多孔结构和生物相容性。首先通过乳化固化法制备 100μm 左右的壳聚糖

微球，利用扫描电镜（SEM）观察微球的形貌和结构，通过接触角测试分析微球的亲疏水性，采用压汞仪测定微球

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率，结果显示壳聚糖微球具有良好的多孔结构和较高的比表面积可以作为微载体培养细胞。运用

CCK-8 进行细胞毒性分析，采用 SEM 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结合 Live-Dead 双染观察细胞在微球表面及内部孔隙的粘

附和增殖情况，结果显示壳聚糖微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方法研究细胞分泌白蛋白与尿素的

情况、肝细胞解毒功能以及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摄取，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芯片技术分析解毒代谢功能相关

基因在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量，结果显示肝细胞能在微球上进行正常的代谢功能。 

关键词：肝细胞；壳聚糖微球；微载体；3D 细胞培养 

BO14 

海藻酸钠纳米纤维膜的溶菌酶吸附性能研究 

窦雪宇，王倩，马运良，谭业强，隋坤艳，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21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连通性好和孔隙率高等特点，且从海带中提取的海藻酸钠（SA）具

有优异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且分子链糖环单元自身具有羧酸基团，可形成高效吸附配位基，无需经过额外的表

面修饰，所以 SA 纳米纤维膜是非常理想的蛋白分离纯化材料。然而，SA 由于较大的分子链刚性和强的链间静电排

斥导致了链缠结不足，为其静电纺丝带来困难。本文利用表面活性剂-曲拉通，助溶剂-乙醇和助纺剂-高分子量聚氧

化乙烯三者之间有效的协同作用，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得到了形貌优异的 SA 纳米纤维膜，对其溶菌酶的吸附性能进行

了研究。所得材料对溶菌酶的吸附量为 1235 mg g-1，与之前的报道相比（160 mg g-1）有大幅度的提升，且吸附平

衡时间仅为 10h。SA 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的天然多糖，在蛋白质纯化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未来有望在生物药物、

食品、化工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关键词：海藻酸钠；静电纺丝；溶菌酶；吸附 

BO15 

有机碱/DMSO/CO2纤维素溶解体系中纤维素接枝聚己内酯共聚合物的合成与性质研究 

谢海波*, 徐芹芹，宋龙初，张丽华，郑强 

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贵阳，550025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储量最大的天然高分子材料。由于自身聚集态结构的特点，纤维素不能熔融，也

很难溶解于常规溶剂，这极大地限制了纤维素材料的开发与利用。因此，设计、构建新型纤维素衍生材料是纤维素

高效利用的基础，而开发清洁高效的纤维素溶解技术是实现纤维素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与保障。最近，我们基于强

有机碱，醇与 CO2 反应形成离子化合物的原理，提出“捕获 CO2 用于纤维素溶解加工与转化”的概念，实现了纤维素

温和条件下的非衍生化与 CO2 衍生化高效溶解。研究发现，当原位加入己内酯时，超强有机碱即作为纤维素溶解的

有效成分，又作为纤维素衍生化的催化剂，催化纤维素引发己内酯的链开环聚合，高效制备纤维素接枝聚己内酯材

料。研究发现，接枝效率和超强有机碱的结构及碱性具有重要的关系，在优化反应条件下，聚己内酯接枝量占整个

产物的 85%，产物玻璃化转变温度-53 oC。 

关键词：纤维素；CO2 溶解技术；接枝衍生化；链开环聚合 

BO16 

核壳/海岛结构复合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杨冬芝*，徐婷，张铭，杨洪阳，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生物聚酯和天然多糖在组织工程支架领域是典型且常用的原材料，但聚酯的生物相容性、多糖的机械强度、降

解性一直是该领域改善研究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本研究通过静电纺丝过程中，均相溶液依靠纺丝温度控制产生的

自动相分离，制备出可控的核壳或海岛结构纳米纤维支架，支架集中了聚乳酸优异的机械强度与慢速降解特性，以

及壳聚糖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在海岛结构的纤维表面，由于拓扑结构的调控，显著增强成骨细胞的粘附能力以及铺

展性能。同时，增强了骨分化的诱导作用。研究系统阐述了这一表面结构形成的机理并表征了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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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关键词：壳聚糖；聚乳酸；海岛结构；生物相容性 

BO17 

纤维素在 DMAc/LiCl 体系中的凝胶行为研究 

刘耀东*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 27 号 030001 

纤维素是植物界中最广泛存在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具有可再生性，几乎不会耗竭，是部分石油基材料的可能替

代品。纤维素通过溶解和再生可以制备不同形貌的再生纤维素样品，如纤维和气凝胶。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在

DMAc/LiCl 体系中溶解的纤维素，经过特定条件下的热致凝胶（≥35゜C）可以再生为 I 型纤维素，这种高温凝胶转

变是不可逆的。此外对于纤维素 DMAc/LiCl 溶液，如果其温度降低到-40゜C 以下，整个溶液同样会发生凝胶转变，

而这种低温转变是完全可逆的。针对纤维素的 DMAc/LiCl 溶液在高温和低温发生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凝胶转变，我们

通过原位红外测量和光学观测对以上凝胶转变进行了表征，发现在高温或者低温的情况下，纤维素溶液具有不同的

凝胶机理。这种凝胶行为，尤其是低温可逆冻胶转变，使得通过凝胶法制备高取向度和高力学性能的再生纤维素纤

维成为可能，目前实验正在进行中。 

关键词：纤维素；凝胶机理；DMAc/LiCl；高温；低温 

BO18 

支化茶多糖与 α-淀粉酶的相互作用研究 

杨立群*，伍淑韵，罗嘉浩，赖明华，潘靖雯 

中山大学高分子与材料科学系，广州 510275 

本工作从绿茶中分离提取出酸性茶多糖（TPSA），通过 NMR 和 FTIR 等方法对其结构进行分析。采用荧光光谱

法研究了 TPSA 与 α-淀粉酶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 TPSA 对 α-淀粉酶荧光产生了较强的猝灭作用，属于静态猝灭机

理，即 TPSA 与 α-淀粉酶在基态形成了稳定的复合物。根据荧光猝灭理论，计算出 TPSA 与 α-淀粉酶在 20、30 和 37 °C

的结合常数（KA）分别为 18.6×106, 8.0×106 和 4.6×106 L·mol-1，进一步计算出吉布斯自由能（ΔG）分别为-40.78、

-40.04 和-39.54 kJ·mol-1，表明 TPSA 与 α-淀粉酶发生相互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焓变（ΔH）和商变（ΔS）计算

结果分别为-62.13 KJ·mol-1 和-728 J·mol-1·K-1，表明 TPSA 与 α-淀粉酶发生相互作用以氢键为主。共振光散射法进

一步证实 TPSA 与 α-淀粉酶形成了稳定的复合物。 

关键词：支化茶多糖；α-淀粉酶；相互作用；荧光光谱法；共振光散射法 

BO19 

半纤维素多糖结构仿生：刷状木葡寡聚糖接枝共聚物的合成及其与纳米微晶纤维素的作

用调控 

陈静 1,2*，付俊 1，Redouane Borsali2，Sami Halila2 

1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1219 号，315201 

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植物大分子研究中心（CERMAV） 

Polysaccharides are ubiquitous in Nature, building up from various living species like plants, micro-organisms or 

mammals. Their roles are numerous and diverse acting as structural elements where they accommodat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ell wall, as bio-recognition sites where they are implied in cell interaction, growth and metabolism, or as 

texturing agents where they monitor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hysiological fluids. Because of these large range of 

proper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abundant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polysaccharides are already extensively used in food, 

pharmaceutical, cosmetic and related biomedical industries. However processing of polysaccharides and fine-tuning of their 

properties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owing to their variable sources, heterogeneous structures, high polydispersity and high 

molecular weight making them difficult to solubilize and to chemically modify with precision and reproducibility. In this 

work, we report that while low molecular weight hemicellulosic building block does not interact with cellulosic materials, 

their multivalent presentation on a polymeric scaffol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binding interactions that are remarkably in 

the same range as those usually observed for lectin-carbohydrate interactions. We developed a poly(propargyl methacrylate) 

scaffold to which we conjugated, by “post-click” reaction, a variety of azide reducing-end functionalized xyloglucan 

oligosaccharides with controlled enzymatic-mediated rate of degalactosylation. Bottlebrush-like xyloglucan oligosaccharide 

glycopolymers (poly(XGOn)) were obtained and their self-assemblies in aqueous solu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 From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increasing the rate of degalactosylation promoted self-association of 

poly(XGOn) arising from the emergence of hydrophobic domains and a sharp thermoresponsiveness was observed fro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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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galactosylation rate featured with a decrease of aggregate size with increasing the temperature. Importantly, isothermal 

titration calorimetry (ITC) and polarized/depolarized DLS revealed that poly(XGOn) exhibit a significant capacity to interact 

with NCC surfaces especially for the non-degalactosylated form,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galactosyl residues in the 

binding mechanism and in the 3-dimensional structures of glycopolymers 

Keywords：xyloglucan；click chemistry；hemicellulosic polysaccharides mimics；bottlebrush-like 

BO20 

刚性多糖链的自组装行为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许小娟*，李梦霞，孟燕，平兆华，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 430072，中国 

*xuxj@whu.edu.cn 

多糖具有多羟基结构特点，易发生氢键相互作用而组装成具有规整结构的螺旋链或聚集体。本文主要介绍两种

刚性多糖链在水溶液中由于疏水和氢键相互作用发生的自组装行为及其潜在应用。香菇多糖链由于氢键作用倾向于

组装形成三螺旋结构，它被破坏成单链后可再组装形成三螺旋结构，并能与均聚核苷酸相互作用形成新的三螺旋复

合物，可用作基因载体，传递多种目标基因。随着浓度增加，香菇多糖三螺旋链可沿链方向生长，并伴随侧向连接

形成树枝状纳米纤维，“树枝”间相互连接形成多孔网络结构，包覆疏水分子聚集体。黑木耳多糖刚性链在水溶液中随

浓度增加自组装成为中空纳米纤维，该中空纤维可诱捕多种疏水分子，如聚集诱导发光荧光分子、阿霉素、硒纳米

粒子等，可用作它们的载体，在生物成像、传递药物、提高纳米粒子生物利用度等具有应用前景。本工作为多糖在

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多糖；刚性链；自组装；生物医用 

BP01 

阳离子白蛋白负载寡脱氧核苷酸 CpG ODN 用于激活免疫 

艾书伦，何晓燕，刘博亚，程巳雪*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寡脱氧核苷酸 CpG ODN 是一种很强的免疫活化剂，通过与 Toll 样受体 9（TLR9）的相互作用，诱导多种免疫

细胞特别是巨噬细胞的活化、增殖、分化，激活多种信号通路，诱导多种细胞因子如 TNF-α，IL-6 和 IL-12 的产生，

从而激活免疫。此外，白蛋白作为常用的天然大分子载体，已被证明是无毒的，非免疫原性的，生物相容的和可生

物降解的。因此，它有希望作为重要的基因递送载体。本课题组通过对白蛋白进行阳离子化改性使其带上丰富的正

电荷,可以更好的和带负电的 CpG ODN 自组装，成功制备了阳离子化白蛋白/ CpG ODN 纳米粒子。研究结果表明，

该纳米粒子能有效的将 CpG ODN 传递进入巨噬细胞，发挥免疫激活作用，增强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 

BP02 

双亲性两性离子苝酰亚胺自组装囊泡的动态组装用于细胞膜成像 

蔡阳，叶勇，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在生物体中，利用荧光分子标记技术研究细胞膜动态过程对生命科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设计制备了一

种“酰亚胺”位不对称修饰的双亲性两性离子苝酰亚胺 ( ZP ) 分子。 ZP 的一端“酰亚胺”位被引入疏水烷基链，另一

端“酰亚胺”位修饰上两性离子结构后，提高了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双亲性 ZP 可以在水溶液中自组装成对生物环

境响应的纳米囊泡结构。当纳米囊泡进入到细胞膜脂质环境或是酸性环境时，会逐渐解聚集形成单分子态。利用 ZP 

“组装-解组装”过程伴随荧光信号增强的特点，用于细胞内膜和外膜的荧光成像。在体外细胞标记实验中， ZP 囊泡

被内吞进细胞后，在溶酶体的弱酸环境中解聚集并嵌入细胞膜中，荧光强度逐渐增强，稳定、持久地标记膜结构；

在活体标记实验中， ZP 囊泡伴随食物进入肠胃酸环境中逐渐解组装，然后标记肠道细胞膜。 ZP 标记时间长达 72 

h 以上，满足了长时间观察细胞膜动态过程的需求，是一种经济、优良的细胞膜标记染料。 

关键词：苝酰亚胺；双亲性；两性离子；自组装；细胞膜 

BP03 

聚（L-谷氨酸）多孔水凝胶原位诱导脂肪干细胞微团构建血管化脂肪组织 

房浩伟，张坤玺，李贵飞，尹静波*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血管化对于诱导组织再生具有重要意义。以多孔水凝胶支架为基体材料，成功地诱导脂肪干细胞（ASCs）成团，

mailto:xuxj@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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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促进血管化脂肪组织再生。首先，使用 EDC 活化聚（L-谷氨酸）（PLGA），再以己二酰肼（ADH）为交联剂制

备出均相水凝胶，通过冻干的方式制备出多孔结构。PLGA 多孔水凝胶表现出良好的亲水溶胀性能，可以有效地阻止

细胞贴壁从而促进细胞形成微团。增大接种细胞密度可以提高细胞微团尺寸，通过上调缺氧诱导旁分泌促进血管生

成基因表达。同时成功地实现细胞微团成脂分化。将材料植入裸鼠皮下，观测了原位血管化脂肪组织再生情况。回

植 12 周后，在成脂诱导组织及未诱导组织内都有明显的血管化现象。成脂诱导组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细胞之间有

环状形貌的液泡存在，油红 O 染色证实了脂肪组织的形成。 

关键词：细胞微团；脂肪干细胞；聚（L-谷氨酸）；脂肪组织工程；血管化 

BP04 

席夫碱键连接的葡聚糖−阿霉素键合药提高抗肿瘤功能 

冯祥汝，庄秀丽，丁建勋*，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pH 响应性抗肿瘤纳米键合药因其良好的稳定性及药物释放的可控性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种键合药能在

肿瘤组织和细胞的酸性微环境中迅速裂解，释放出小分子抗肿瘤药物。在本工作中，我们首先将葡聚糖（Dex）氧化

为含有醛基的氧化型葡聚糖，再与阿霉素（DOX）的氨基反应，合成席夫碱键连接的 Dex−DOX 抗肿瘤纳米键合药。

两亲性的 Dex−DOX 在水溶液环境中迅速聚集成流体力学半径为 22.9 nm 左右的均匀的纳米粒子，在体外呈现明显的

pH 负相关性药物释放。Dex−DOX 在鼠 B16F10 黑色素细胞中的内吞性能以及细胞毒性均优于游离 DOX，在体内能

明显抑制肿瘤的生长，并且能明显减轻对心脏及肝脏的毒副作用，证明了该键合药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pH 响应；葡聚糖；抗肿瘤键合药；控制释放；肿瘤化疗 

BP05 

含有不同侧基的壳聚糖衍生物的可控合成 

高瀚源，张丽丽*，乔英杰，沈军，岡本佳男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01 

为了深入开发壳聚糖衍生物,扩大其种类和应用范围，本文基于区域选择性化学修饰方法，对壳聚糖的 6-位羟基

进行三苯基甲基的保护与脱保护，在壳聚糖的 2,3-位和 6-位上分别引入两种不同的取代基合成了壳聚糖 2-（3,5-二甲

基苯基脲）-3-（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6-（3,5-二氯苯基氨基甲酸酯）衍生物。利用红外光谱和核磁氢谱对所

有合成的衍生物进行结构表征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衍生物结构与预期目标一致。同时溶解性测试表明这些衍生

物可以用于后期制备壳聚糖类手性固定相并应用于高效液相色谱进行手性对映体拆分。 

关键词：壳聚糖，区域选择性，三苯基甲基，衍生物 

BP06 

形状记忆聚肽材料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顾林，胡金莲* 

香港理工大学纺织与制衣学系，香港 999077 

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宁波 315201 

形状记忆高分子作为一种重要的刺激响应材料用于生物医学，已经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除了合适的形状

记忆性能，形状记忆生物材料还需要良好的机械性能、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可消毒性。聚肽材料能满足上

述需要，但形状记忆聚肽鲜有报道。本文通过聚醚胺引发 -苄基-L-谷氨酸-N-羧酸酐（BLG-NCA）开环聚合制备了

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聚谷氨酸苄酯（PBLG-PPG-PBLG）。采用 1H NMR 和 FTIR 对所获得的 PBLG-PPG-PBLG 进行

了结构表征。FTIR 表明，PBLG-PPG-PBLG 不仅形成 -螺旋结构，还存在 β-折叠结构。PBLG-PPG-PBLG 具有较好

的形状记忆性能，形状回复时间小于 120s，形状回复率为 100%。本研究采用简单合成方法得到了智能的聚肽材料，

将有望用于许多生物医学中。 

关键词：开环聚合；形状记忆；聚肽；生物医用 

BP07 

羧基化纳米纤维素晶体溶致液晶行为的研究 

贺金涛，李玲，朴光哲* 

青岛科技大学，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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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盐酸水解和 TEMPO 体系氧化处理 Whatman CF11 微晶纤维素，制备了羧基化纤维素纳米晶体(TOCNs)及其

溶致胆甾型液晶(N*-LCs)。通过向 TOCNs 悬浮液中添加 NaCl 以改变离子强度的方法，研究了离子强度对 TOCNs 溶

致 N*-LCs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TOCNs 悬浮液形成液晶的临界浓度是 4.1 wt%，并首次成功地在 9.0 wt%的浓度

下观察到了 TOCNs 溶致 N*-LCs 的特征指纹织构，其螺距(P)为 6.0 μm。随着 TOCNs 悬浮液中 NaCl 浓度的增大，其

P 减小。与此同时，将 TOCNs 溶致 N*-LCs 的液晶行为与硫酸水解体系制备的纤维素纳米晶体的溶致 N*-LCs 进行了

对比。 

关键词：TEMPO；N*-LCs；螺距；离子强度 

BP08 

聚多肽构建 C-C 连接的二价单特异性、双特异性纳米抗体 

黄春东，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大连 116024 

纳米抗体 VHH 是一种具有完整功能的单域抗体，具有分子量小，稳定性好等特点。在作为体内药物时，常通过

多种方法制备二价或多价 VHH，如融合表达、化学交联等，但是都有明显的缺陷，如融合表达时采用的氨基端-羧基

端连接影响抗原结合，化学交联引入的化学基团有安全风险。利用氨基酸-N-羧基-环内酸酐（NCA）开环聚合是常用

的制备聚多肽高分子的方法，并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生物可降解性。因此我们利用 NCA 开环聚合设计制备了

一系列聚多肽连接臂，利用转肽酶方法制备碳端-碳端连接的单特异性、双特异性二价纳米抗体。这种制备方法采用

的连接臂由天然氨基酸及 PEG 组成，可以被完全代谢；NCA 开环聚合分子量可控，单分散性好；并且连接过程由酶

催化诱导，条件温和；最终获得的二价纳米抗体亲和力显著提高。是一种理想的制备二价纳米抗体方法。同时通过

NCA 开环聚合可以在连接臂中引入赖氨酸，增加化学修饰位点，用于体内检测或抗体偶联药物。 

关键词：纳米抗体；聚多肽；二价抗体；C-C 连接 

BP09 

仿生水响应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及其性能研究 

蒋元章，顾林，胡金莲*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999077 

天然蜘蛛丝仿生材料的研究一直是仿生学研究热点。研究表明，蜘蛛丝超收缩是一种典型的水响应形状记忆功

能。基于现有超收缩机理研究，结合对形状记忆高分子的理解，我们提出蜘蛛丝无定形区氢键为开关、β-折叠结构为

节点的形状记忆结构模型。NCA 开环聚合是制备聚多肽（聚氨基酸）的常用方法，然而若所得聚氨基酸为 β-折叠结

构，往往在其还是低聚物时便已从溶剂中沉出，从而在聚合上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现阶段，我们探索了利用 NCA 开

环聚合制备具有 β-折叠结构的聚多肽的可靠方法，初步制备了仿蜘蛛丝结构的材料。本研究不仅为智能材料提供新

的设计思路，拓展仿生学和智能材料交叉领域发展的方向，还有助于完善形状记忆理论体系的建立，为形状记忆高

分子材料进一步发展奠定扎实理论基础。 

关键词：蜘蛛丝仿生；NCA；高分子材料；形状记忆 

BP10 

不同的仿生 GAGs 共聚物促进胚胎干细胞神经分化作用的差异 

雷杰华，王宏炜，袁琳*，陈红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江苏省苏州市 215123 

糖胺聚糖（Glycosaminoglycans，GAGs）对细胞生命活动的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其能控制干细胞的粘附、增

殖、迁移以及分化等过程。作为关键的 GAGs，硫酸乙酰肝素（Heparan Sulfonate,HS）和肝素（Heparin）可以促进

胚胎干细胞（ESCs）向神经细胞的方向上分化。然而由于天然 GAGs 存在生物稳定性差和安全隐患多等问题，并且

化学合成和酶化学法等策略制备 GAGs 面临繁琐的制备过程以及较高的成本，我们提出的将 GAGs 结构中的磺酸单

元和糖单元拆分后利用不同单体进行 RAFT 聚合的策略制备仿生 GAGs 共聚物，并探讨其促进 ESCs 神经分化的作用

及其与不同磺酸单体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的仿生 GAGs 共聚物相较肝素在促 ESCs 神经分化的功能上具有更强的专

一性，且具备柔性直链的 SPA 结构单元的共聚物相比苯环结构的 SS 以及存在甲基位阻的支链 AMPS 为磺酸单元的

共聚物具备更强的促进神经分化的效果。对于 P(MAG-co-SPA)的研究表明当使用较小分子量共聚物（Mn≈9000 Da）

以 8 g/mL 浓度作用 ESCs 具有最佳的促神经分化效果。 

关键词：仿生 GAGs 共聚物；磺酸基团；胚胎干细胞；神经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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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11 

多肽纳米管复合石墨烯量子点在以及其荧光性能的研究 

李大鹏，苏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邮编 100029 

由多肽分子自组装成的纳米管对于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潜在的应用。一些短肽单元，例如二肽，能够自组装成

为其它独特的结构并且表现出独特的力学、光学或者半导体性质。石墨烯量子点作为一种准零维的材料，其内部电

子在各个方向上的运动都受到局限，具有许多独特的光电性质。量子限制效应和边效应可诱导石墨烯量子点发出荧

光，在生物医学成像领域有很重要的应用。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多肽序列，这种新型的序列能够在

溶液中自组装成为纳米管的结构。并在我们在纳米管上复合了石墨烯量子点，并且能使量子点保持其特有的荧光性

能。我们的这种新型的纳米复合物在未来的生物医学领域有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多肽纳米管；石墨烯；量子点 

BP12 

多肽纳米纤维复合石墨烯/聚氨酯多孔材料在生物矿化方面的应用 

李岢恒，苏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孔羟基磷灰石材料已广泛运用于药物运输，牙科手术和蛋白质携带。其中利用多孔羟基磷灰石来制造人造骨的

两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孔径大小和多孔结构。石墨烯-聚氨酯复合材料具有开孔三维网状骨架结构，能较好地满足骨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对多孔结构。本研究先将聚氨酯泡沫在氧化石墨烯水溶液中进行挤压吸附，然后真空烘干之后，

在进行高温碳化处理，得到具有一定力学强度，高度连通，生物活性好的石墨烯-聚氨酯复合材料。多肽自组装成的

纳米材料由于细胞毒性小、生物相容性好、含水量高、状态易于控制等优点在生物医学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

其应用包括组织细胞工程、药物缓释载体、抗菌材料、无机材料构建等。本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种具有矿化功能的多

肽纳米纤维，并将此多肽纤维与石墨烯-聚氨酯多孔材料通过 π-π 吸附自组装形成一种新的复合材料。最后将此复合

材料在模拟人体溶液中进行矿化，得到了具有多孔结构的羟基磷灰石 

关键词：多肽纳米纤维；羟基磷灰石；石墨烯；聚氨酯 

BP13 

蛋白质修饰水溶的碳纳米材料在光治疗应用的研究 

林肇星，郭政玺，蒋邦平，沈星灿* 

广西师范大学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桂林 541004 

肿瘤诊断和治疗，是当前肿瘤学研究的热点。碳纳米材料因其独特的理化性质，在癌症的诊疗研究中有着巨大

的应用潜力。但碳纳米材料由于其稳定的碳六元环结构，呈现出表面惰性化因而难溶于水及其他溶剂，限制了其在

生物医学的应用。本工作以水溶性蛋白质为表面修饰剂，通过非共价表面修饰作用，构建 SWNHs-PC 复合物。理化

性质表征揭示了 SWNHs-PC 具有良好的水溶性以及良好的光热升温的性质，暗示着此材料在光治疗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碳纳米材料；水溶性性蛋白；光热治疗 

BP14 

单蛋白 Janus 纳米粒子的温控自组装 

刘连晓，闫强*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具有非对称结构的 Janus 粒子在构筑多种复杂超分子组装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工作基于肌红蛋白与血红素辅

基严格的 1:1 配位关系，将低聚乙二醇（OEG）基温敏树枝化基元修饰到血红素结构中，再通过辅基重构得到温敏

Janus 纳米粒子。该 Janus 粒子具有绝对尺寸均一性且直径在 10 nm 以下，其一半是具有亲水外壳的刚性珠蛋白；另

一半是配位后裸露在外部的柔软 OEG 树枝化基元，在 23 oC 以下时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而在 23 oC 以上时会脱水塌缩

并驱动整个纳米粒子进行相互聚集。DLS 和 TEM 测试表明，该温度驱动组装过程是一个多级自组装过程：聚集体在

23 oC - 27 oC 彼此分散，尺寸相对均一；温度超过 27 oC，聚集体开始粘连并进一步聚集形成尺寸更大的多级组装体。

本工作首次实物演示了直径 10 nm 以下双亲 Janus 纳米粒子疏水部分占比变小对整体组装形貌的影响过程，为 Janus

纳米粒子的组装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Janus 纳米粒子；温度响应；多级自组装；蛋白质；辅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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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15 

基于 DNA 杂合水凝胶和 DNAzyme 的 SNP 比色检测 

马琪，刘俊，王诗宇，方教冰，刘明哲* 

沈阳药科大学制药工程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103 号 110016 

近年来，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已开始被广泛用于生物医学，新药开发及疾

病诊断等领域。因此，开发快速，简便，灵敏的 SNP 检测方法在疾病风险预测和个体化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中，我们在实验室开发的“基于 DNA 杂合水凝胶的 SNP 荧光可视化检测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联合使用一种具

有过氧化酶活性的 DNAzyme，开发 SNP 比色检测新方法。首先设计制备固定有探针 DNA 的 DNA 杂合水凝胶，然

后利用 DNA 分子杂交技术在定温下将完全互补配对靶标与单碱基错配靶标分别固定于水凝胶中，形成两种靶标固定

量的差异，最后利用 DNAzyme 的过氧化酶活性在过氧化氢存在下对底物染料进行显色反应，实现 SNPs 的比色检测。

本方法不仅能够通过 DNAzyme 实现信号放大，而且染料分子在水凝胶中的吸附，还能起到传感信号富集的作用，从

而进一步提高 SNP 的检测灵敏度。 

关键词：DNA; 水凝胶；DNAzyme；单核苷酸多态性; 染料 

BP16 

利用光响应的超分子远程开关构建智能谷胱甘肽硫转移酶 

刘瑶，罗全*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130012 

我们将超分子可逆附合的主客体对偶氮苯-环糊精与天然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ST）共价连接，设计了一系列利

用超分子作用力调控酶活力开关的光响应型谷胱甘肽硫转移酶，成功实现了对天然酶的活性进行高效稳定的可逆开

关控制。通过使用不同的化学修饰位点和不同尺寸、不同结合能力的主体分子，对酶活性控制行为与所修饰开关数

量和其中主体分子尺寸和主客体对结合能力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讨论，并且通过等温量热滴定（ITC）和测试酶催化动

力学参数验证了阻断底物谷胱甘肽（GSH）接近催化中心是该光响应型超分子开关控制酶活的核心。该工作为基于

超分子作用力可逆调控天然酶的催化功能提供了简单且有效的方案。 

关键词：偶氮苯，环糊精，谷胱甘肽硫转移酶，可逆催化，超分子作用力 

BP17 

使用基因编码 SpyTag-SpyCatcher 的生物活性水凝胶实现多酶组装并探究生物大分子

的合成机理及其它生物应用 

刘珍君*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沙田 999077 

我们实验室开发并研究了一系列的蛋白质组装方法，实现了细胞外和细胞内的高效多酶组装。其中，我们着力

探索以虾青素为代表的类胡萝卜素的生物合成，建立使用基因编码 SpyTag-Spy-Catcher 的生物活性水凝胶来实现多酶

组装，并证明通过组装类胡萝卜素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我们可以大大提高最终产品的产率。在细胞外，一方面，我

们利用对接域之间的非共价反应实现多酶组装，搭建整个反应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利用 SpayTag-SpyCatcher 形成

的生物活性水凝胶的网状结构将关键的连续反应结合在一起实现物质的高效转化并同时保护有毒中间体。在细胞内，

使用微凝胶的网状结构固定类胡萝卜素合成过程中的酶，当用特定蛋白酶处理时，网状结构解体释放出酶，通过此

方法实现生物友好型地生物大分子合成控制，并可通过一系列表征方法来深入探究类胡萝卜素等生物大分子的合成

机理。该方法的建立可以有更多生物应用。 

关键词：蛋白质组装；生物合成；水凝胶；类胡萝卜素 

BP18 

构建钙离子响应的智能含硒抗氧化酶 

罗全*，潘铁铮，刘俊秋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 

活性氧自由基在高强度的氧化压力下会引起代谢紊乱和生物大分子损伤，进而导致细胞凋亡。氧化压力的存在

同时也会导致 Ca2+从细胞外大量涌入到细胞质中，因此 Ca2+浓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细胞内氧化损伤水平。恢复蛋白

Recoverin 是一种钙离子结合蛋白，它在结合 Ca2+和不结合 Ca2+时分别呈现两种不同的构象，可以作为一种钙离子

响应的分子开关。通过理论设计，我们选择了 Recoverin 的 Ala128 作为突变位点，并利用缺陷型表达技术将其修饰

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的催化残基，硒代半胱氨酸（Sec）。当 Recoverin 结合 Ca2+时，Sec 在蛋白表面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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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状态，可行使催化功能。当 Recoverin 不与 Ca2+结合时，Sec 处于蛋白内部包埋状态，因而无法参与催化。基于

模拟结果，还可引入底物结合基团 Arg50，进一步提高智能酶的催化活力，从而获得高效的 Ca2+响应型智能抗氧化

酶。 

关键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硒代半胱氨酸；Recoverin 蛋白；别构效应 

BP19 

琼脂糖在 LiOH/尿素水溶液中的低温溶解 

吕昂*，汪森，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 430072 

我们首次利用 4 wt% LiOH/ 16 wt%尿素水溶液经冷冻解冻溶解卡拉胶，得到了澄清透明的溶液。该溶解是物理

过程，没有化学反应的发生。动态光散射和原子力显微镜结果说明琼脂糖在溶液中呈现伸展链构想，且容易平行聚

集形成纳米纤维结构。黏度和流变实验证明 LiOH/尿素溶解得到的琼脂糖溶液具有比热水体系更高的稳定性。此外，

LiOH/尿素体系制备的琼脂糖水凝胶也显示出均一的结构、高热稳定性以及力学性能，其压缩断裂应力比热水溶解制

备的凝胶强 3.7 倍，源于其纳米纤维结构。琼脂糖水凝胶还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物材料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琼脂糖，LiOH/尿素，低温溶解 

BP20 

自组装分子伴侣高效促使包涵体蛋白的复性 

马飞贺，刘阳，王建祖，安英丽，史林启* 

南开大学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300071  

在体内，新生多肽链的正确折叠需要一系列的分子伴侣发挥调控作用，当缺少分子伴侣时，多肽链中暴露的疏

水基团间易相互聚集，形成没有活性的包涵体。我们通过混聚不同性质的功能性单体，合成了四种具有温敏性的两

亲性嵌段共聚物：一类为带正电荷的 PCL-b-P(NI-co-Ntb-co-GUA)和 PCL-b-P(NI-co-GUA)；另一类为带负电荷的

PCL-b-P(NI-co-Ntb-co-AAc)和 PCL-b-P(NI-co-AAc)。在水溶液中分别与 PEG-b-PCL 自组装形成四种自组装分子伴侣

体系，然后选用溶菌酶(pI=11.3)和碳酸酐酶(pI=5.9)为模型蛋白，将之完全变性以模拟新生肽链，探究了四种自组装

分子伴侣辅助其从头折叠复性的能力。结果表明，针对带正电荷(pI>7)的包涵体蛋白（以溶菌酶为例），带正电荷的

复合胶束可以高效的辅助其从头折叠复性，PEG/P(NI-co-Ntb-co-GUA)和 PEG/P(NI-co-GUA)复合胶束对溶菌酶的复性

产率高达 97%和 86%；针对带负电荷(pI<7)的包涵体蛋白（以碳酸酐酶为例），带负电荷的复合胶束可以高效的发挥

作用，PCL-b-P(NI-co-Ntb-co-AAc)和 PCL-b-P(NI-co-AAc)复合胶束对碳酸酐酶的复性产率高达 58%和 54%。针对不

同性质的包涵体蛋白对应的调节自组装分子伴侣的电荷性质，使得该体系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自组装分子伴侣；电荷可调；包涵体；蛋白质复性 

BP21 

基于葫芦脲[8]的超分子囊泡的构筑及其光控药物释放的应用 

马宁宁，房雨，罗全*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 

超分子纳米载体由于其高度规整有序的组装结构，不仅能高效负载治疗药物，还可以利用其内在的动态可逆性

质，实现药物在人体内特定病变部位靶向性和刺激响应性释放，降低药物对正常组织或细胞的毒副作用。基于 CB[8]

与紫晶和偶氮苯的三元复合，我们设计了一种光响应性超双亲分子，通过其在水溶液中进一步组装，形成稳定的大

尺寸超分子囊泡。该囊泡在紫外光刺激下，可利用偶氮苯的顺反异构触发超双亲分子解离，从而导致囊泡结构崩解，

实现抗癌药物阿霉素在细胞内的智能投送。体内体外实验表明，尽管 CB[8]基于的超分子囊泡直径接近 1 微米，但其

仍能在复杂的细胞环境中维持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并具有一系列细胞内药物投送优势，如易于表面修饰，较低

的细胞毒性、肿瘤细胞选择性，快速内化能力。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其多通路协同的快速胞吞机制，以及体内光控

杀灭肿瘤细胞的效果，证明该超分子体系具有较好的药物转运应用前景。 

关键词：CB[8]；超双亲分子；超分子囊泡；光控药物释放；靶向智能投送 

BP22 

基于氢氧化钠/尿素溶剂体系低温溶解丝素的研究 

牛欠欠，李艾琳，邵惠丽，胡学超，张耀鹏*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丝素蛋白是一种力学性能优异、生物相容性好、环境友好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等方面。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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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丝素蛋白是制备各类丝素蛋白制品的第一步，但现有的溶解方法存在着蛋白降解或对人体有害等缺点。本文研究

了一种溶解丝素蛋白的新方法，采用氢氧化钠/尿素体系在-12 ℃低温下溶解丝素，并探索了氢氧化钠、尿素含量和配

比对丝素溶解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氢氧化钠与尿素总量不变、比例增加时，其溶解度增加；当两者比例达到 0.6

后，溶解度逐渐趋于不变；当氢氧化钠与尿素比例不变、总量增加时，溶解度先增加，后缓慢增长。 

关键词：丝素蛋白；氢氧化钠；尿素；溶解；低温 

BP23 

溶剂含水量对直链淀粉单链力学行为的影响 

钱露，鲍雨，崔树勋*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31 

本文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AFM）的单分子力谱（SMFS）对直链淀粉（amylose）在不同含水量的混合溶剂

中的单链力学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只有当溶剂中的含水量≥临界含水量（CWC）时，试验曲线才会出现指纹峰。在

无干扰的情况下（纯有机溶剂），糖环呈现多种构象，单链拉伸时没有特定的构象变化，曲线没有指纹峰。在混合溶

剂中水分子会在糖环周围聚集，随着水含量的增加，糖环周围的水分子会增多。溶剂中水含量<CWC 时，水分子不

足以完全包裹糖环，糖环构象不固定，曲线没有指纹峰。水含量≥CWC 时，糖环完全被水分子包裹，构象被稳定下

来，单链拉伸时糖环发生特定的构象变化，力曲线出现指纹峰。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其他三种可能对单链力学行为有

影响的因素（溶剂的介电常数、链内氢键和溶剂分子尺寸），结果发现介电常数通过影响链内氢键进而影响直链淀粉

的单链力学行为，但是这种影响仅表现在高力区，而溶剂分子尺寸则没影响。溶剂中水含量的多少决定了力谱曲线

是否有特征峰，即水使得直链淀粉的单链力学行为具有特异性。 

关键词：单分子力谱；临界含水量；指纹峰 

BP24 

高级结构人体端粒 G 四联体 DNA 折叠过程中聚电解质效应的单分子研究 

任伟斌，赵江*, 杨京法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DNA 的聚电解质性能是其最重要的性能之一，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和研究。高级结构的人体端粒 G 四联体 DNA

（包含多个 G 四联体单元）研究相比单个 G 四联体单元的研究更具生物实际意义，其折叠过程中静电相互作用占主

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很是缺乏。因此，本研究以高级结构的人体端粒 G 四联体 DNA 为研究对象，采用具有单分子

灵敏度的荧光关联光谱，在单分子水平上考察了 Na+驱动的三单元（G43）和四单元(G44)G 四联体 DNA 单链折叠过

程，研究发现 G44 和 G43 的折叠过程均表现出着逐步的行为，这表明高级结构的人体端粒 G 四联体 DNA 的折叠过

程是一有序的塌缩过程。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 G 四联体 DNA 在生命体的发挥重要功能，也利于在基于其有序结构的

纳米材料与技术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聚电解质；G 四联体 DNA；折叠；荧光关联光谱；单分子 

BP25 

温度响应性类弹性蛋白多肽-金纳米颗粒自组装体用于肿瘤光热治疗与成像 

孙蒙蒙，高卫平*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北京 100084 

肿瘤光热治疗大多利用近红外激光产生局部过高热杀伤肿瘤，具有近红外光热转化性质的纳米材料种类繁多，

但大多难以体内应用。为解决这些光热转化剂的毒性、生物相容性等问题，本研究利用温度响应性的类弹性蛋白多

肽（ELP）精准修饰金纳米颗粒（AuNPs），合成温度响应性的纳米颗粒（ELP-AuNPs），体温条件下可自发组装形成

内部规律排列的聚集体。我们利用动态光散射及透射电镜表征 ELP-AuNPs 的形貌及温度响应性，其聚集温度低于体

温，聚集体尺寸与温度、浓度和时间相关。在肿瘤原位形成的 ELP-AuNPs 聚集体可同时用于光声、光热及 CT 成像。

细胞实验表明，ELP-AuNPs 对正常细胞无毒性，在近红外激光作用下较低浓度时即可精准杀伤肿瘤细胞。在小鼠的

肿瘤原位光热治疗中，使用低剂量的 ELP-AuNPs 即可有效杀伤肿瘤并不再复发。本研究为设计合成生物相容性、智

能型纳米光热转化剂提供新思路，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类弹性蛋白多肽；金纳米颗粒；原位自组装；肿瘤光热治疗；多模态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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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6 

构建组合底物以抑制 DNA 反应体系泄漏的研究 

孙先宝 1,2，肖石燕 1,2*，梁好均 1,2,3*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化学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安徽合肥 230026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安徽合肥 230026 

近年来，基于链替换反应的 DNA 反应体系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但也始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泄露

反应。泄露是背景信号的根源，直接影响反应体系的性能。为了提高 DNA 反应体系多链底物的纯度从而抑制泄露，

我们提出了“组合底物”的概念，即将传统的多链底物转变为若干双链的组合结构。技术上，纯化这些双链仅通过简单

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即可实现，规避了复杂的物理或生物纯化方式，也避免了使用合成昂贵且易出错的 DNA 长链。

此外，这种杂交结构在后续的链替换反应中引入了跨链反应，从而产生更大的反应能垒，有利于抑制泄露。我们设

计了一个对泄露极度敏感的 DNA 自催化体系，验证了这一概念的可行性。然后通过实验优化了组合底物的各种参数，

再将其应用于多输入 DNA 反应体系。实验证明，相比于传统底物，组合底物具有更高的纯度，能更有效地抑制 DNA

反应体系的泄露。因此，其在设计复杂的 DNA 反应体系及器件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DNA 反应体系；泄露；组合底物；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BP27 

基于聚集诱导发光核酸探针的合成、表征及应用 

田迪，朱锦涛* 

能量转换存储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武汉 430074 

在基础生物医疗领域研究中，发展快速、灵敏及廉价检测核酸的手段十分重要。传统的核酸探针荧光响应是基

于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而对于许多单链 DNA 的响应灵敏度较低。一些基于静电作用或者氢键作用的新型核酸荧光探

针虽然能够检测短单链 DNA，但灵敏度较低，且容易受溶剂与电解质的影响，致使这些荧光探针在实际应用中受到

较大的限制。我们设计、合成了基于四苯乙烯聚集诱导发光的荧光探针，并与酚红、邻苯二酚紫进行自组装，利用

金属配位作用及氢键作用实现对单链 DNA 分子的选择性检测。结果表明，复合探针对含有碱基 T 的单链 DNA 有较

好的选择性和较高的荧光响应。同时，将复合探针对 B16 细胞进行染色，通过线粒体探针进行共定位。结果表明，

与酚红形成的复合探针能特异性与线粒体探针定位。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核酸；复合探针；细胞染色 

BP28 

单分子力谱研究单宁酸对 TMV 中 RNA 与衣壳蛋白相互作用的影响 

王慧杰，陈莹，张文科*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长春 130012 

单宁酸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天然产物，它能与蛋白，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作用，表现出杀菌抗病毒等功能。文

献中提到它对烟草花叶病毒（TMV）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抑制的机理人们并没有做详细的研究。研究单宁酸对

TMV 病毒颗粒稳定性的影响有助于解释其抗病毒的机理。这里我们利用 AFM 成像技术和基于 AFM 的单分子力谱技

术研究了单宁酸对 TMV 中 RNA 与衣壳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单宁酸能使 TMV 颗粒聚集，

且随着单宁酸浓度的增加聚集越严重。另外我们还发现单宁酸能增大 TMV 中蛋白外壳与 RNA 的相互作用。与未加

入单宁酸的 TMV 体系相比，加入单宁酸后将 RNA 从 TMV 蛋白外壳内拉出所需力值增大了 351 pN 左右。此外，通

过往复拉伸实验我们还发现加入单宁酸后 RNA 重新组装回到蛋白外壳内的几率由原来的 100%减少到 40%，这可能

由于单宁酸进入到 TMV 管内后占据了 RNA 与衣壳蛋白之间的结合位点，抑制了 RNA 的重新组装。 

关键词：单宁酸；烟草花叶病毒（TMV）；单分子力谱；原子力显微镜 

BP29 

新型呋喃生物基聚醚酯的合成与表征 

王瑞，同小博，葛成达，周光远*，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以生物基 2,5-呋喃二甲酸（FDCA）与乙二醇为原料可以制备出具有高拉伸强度、优良气体阻隔性能的全生物基

聚 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F）。但是，我们发现，生物基聚酯 PEF 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会发生明显的热降解，为

其应用带来了一定困难。本课题以解决呋喃生物基聚酯在加工过程中热降解的问题为目标，从短链段甘醇的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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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发，采用向 PEF 结构中引入短醚化链段的方法，以 FDCA 与乙二醇、二甘醇和三甘醇为原料进行共聚，制备一

种新型的呋喃生物基聚醚酯，使 PEF 由结晶结构聚合物改性成为一种非晶结构聚合物。在保持 PEF 优良热力学的同

时，通过降低聚合物实际加工温度的方法，解决了 PEF 在加工过程中极易热降解的问题，推动对呋喃类可再生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对环境友好的新型生物基聚酯的制备，对解决我国聚合物工业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

题，实现我国高分子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及应用价值。 

关键词：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醚酯；加工；热稳定性 

BP30 

利用双链的燃料链推动 DNA 分子机器的运转及其在体内环境下的 microRNA 的检测 

王晓静，宋廷结*，梁好均* 

中国科学院软物质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230026 

MicroRNA（miRNA）是一类内生的、长度约为 19-24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 RNA 分子。目前已经有研究表明：

miRNA 的异常行为会导致疾病的出现，包括心血管疾病，神经发育失常，甚至癌症。因此，肿瘤细胞和肿瘤组织中

可视化的 miRNA 的监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 miRNA 的长度较短、细胞中含量低这些问题，因此对它的原位监

测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发展了一种由双链燃料链（DSF）参与的 DNA 链替换催化反应体系，它能够有效地

监测活体肿瘤细胞和肿瘤组织中 miRNA 的含量（图 1）。我们通过尾部静脉注射将探针打入到小鼠体内，并且成功

的在小鼠体内的肿瘤组织中检测到很强的荧光信号。所有的这些实验结果这对于今后 miRNA 在体内的实施监测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策略能够对于监测 miRNA 的表达以及肿瘤组织的生长和实时治疗进展的

评估具有更加重要的应用。 

BP31 

离子辅助法制备中性蛋白交联的海藻酸钠纳米凝胶 

卫星，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蛋白交联纳米凝胶具有纳米凝胶的优点且表现出特定的生物活性和良好的稳定性。但是，蛋白易变性失活和低

表面反应基团密度限制了蛋白交联纳米凝胶的制备；而中性蛋白极低的电荷密度进一步限制其纳米凝胶的制备方法。

因此，开发一种温和的制备中性蛋白交联的纳米凝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离子辅助交联法成功制备了

一类稳定的中性蛋白交联的蛋白纳米凝胶。首先，中性蛋白通过物理包裹担载到离子交联的醛基化海藻酸钠纳米凝

胶中；其次，蛋白和醛基化海藻酸钠发生原位共价交联；最后，除去离子进而得到中性蛋白交联的纳米凝胶。这种

温和的制备方法保证了中性蛋白结构的完整性。蛋白纳米凝胶特定的生物活性和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为其在生物医用

领域应用提供了可能。该方法有望应用于其它多功能蛋白纳米凝胶体系的制备。 

关键词：中性蛋白；纳米凝胶；海藻酸钠；离子辅助法；生物活性 

BP32 

基于可基因编码的谍标签-谍捕手突变体的应用 

吴夏泠，刘栋，张文彬*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100871 

基于蛋白质的结构复杂性和在生理活动中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发展不同的方法修饰蛋白质，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和功能。近年来，天然化学连接、酶促反应、生物正交反应等方法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蛋白质的研究，但是利用蛋

白质自身高效、快速的化学反应作为工具的研究寥寥无几。谍标签-谍捕手蛋白质复合物中高选择性、高反应性的异

肽键弥补了研究的空白，然而谍标签-谍捕手复合物自身存在的缺陷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本项目利用不同的策略发

展基于谍标签-谍捕手的蛋白质化学反应对工具，拓展蛋白质化学反应对的应用范围，提供更好的蛋白质研究工具。 

关键词：谍标签-谍捕手；蛋白质化学反应对 

BP33 

自支撑蛋白质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高活性固定化酶体系的构筑 

吴晓晨，吕莉莉，韩祥生，李朝旭*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青岛 266101 

由蛋白质分子组装形成的膜材料保留了蛋白质本身优异的生物降解性、生物相容性、反应活性和机械性能，被

广泛应用于膜科学、电子学、生物医学、传感等学科及领域。尤其是由各类蛋白质纤维（例如，淀粉样蛋白纤维、

蚕丝纤维等）构筑的薄膜，在自然界和人工制造业中广泛存在。但是，由淀粉样蛋白纤维制备出的薄膜通常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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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支撑性能，无法单独作为膜材料而被应用。对此，本文以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 BSA）为例，通过

简单的方法制备出基于淀粉样蛋白纤维的自支撑蛋白质纳米纤维膜，并用做固定化酶基底，构筑高活性固定化酶体

系。BSA 纳米纤维膜负载的辣根过氧化物酶展现出优于游离酶的稳定性，在高温及酸、碱性条件下的活性保留程度

高，并具有更优异的存储稳定性。同时，BSA 纳米纤维膜的类水凝胶结构为负载其上的水溶性酶提供了分子水层，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水溶性酶的稳定性和催化活性，在多种有机溶剂中展现出优异的活性。 

关键词：蛋白质纳米纤维；多孔膜；自支撑；酶固定化 

BP34 

肿瘤干细胞靶向聚合物囊泡 

肖建刚，杜建忠*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系，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 4800 号 201804 

肿瘤干细胞（CSCs）可以引发肿瘤、维持肿瘤的生长、保持肿瘤的异质性，同时，循环肿瘤细胞的自我更新和

多向分化使得它具有先天的抗细胞毒性药物能力，因此，肿瘤干细胞的存在常常导致肿瘤化疗的失败。针对这一问

题，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抗-上皮细胞粘附分子（anti-EpCAM）抗体标记的肿瘤干细胞靶向嵌段共聚物囊泡作

为抗癌化疗药物和小核酸 siRNA（通过沉默癌基因的表达来克服肿瘤干细胞的耐药性）的载体。因为囊泡表面标记

有对肿瘤干细胞表面的特定标记物的单抗，囊泡对于抗癌药物阿霉素（DOX）和 siRNA 都显示出很高的运载效率。

与非肿瘤干细胞靶向的囊泡相比，肿瘤干细胞靶向的囊泡包载的阿霉素和 siRNA 显示出更好的肿瘤干细胞杀伤力和

肿瘤生长抑制能力，但是对于正常细胞有着更低的毒性（IC50，DOX 降低了 80%），在纳米医学领域具有一定应用

潜力。 

关键词：肿瘤干细胞；上皮细胞粘附分子；响应性囊泡；小核酸 

BP35 

高弹性纤维素水凝胶及其力致光学异性行为 

叶冬冬，常春雨，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本工作利用碱-尿素体系制备纤维素溶液，利用酸溶液快速再生含少量化学交联点的纤维素化学凝胶，构建出一

类高强度、高弹性、力致光学异性多级结构纤维素水凝胶。此类水凝胶具有优异力学性能，最大牵伸形变目前已有

报道最高值 160 %，最大牵伸断裂应力 2.26 MPa。水凝胶具有多级结构赋予其上述优异的力学性能：含化学交联点

的亚微米框架和由氢键构筑的纳米纤维网络结构。亚微米尺度的框架赋予凝胶极好的韧性，纳米纤维网络通过重组

耗散外力。亚微米框架在外力施加下迅速取向，产生光学异性行为，撤去外力后，光学异性行为随即消失。据此我

们设计一种智能力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最小 5 kPa 应力的作用，可重复使用 5000 次以上。这类新型的纤维

水凝胶在智能软物质材料和生物医用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纤维素；力敏感；多级结构；各向异性；水凝胶 

BP36 

冷冻法制备 C 端-C 端连接的二价纳米抗体 

臧柏林，贾凌云*，任军，徐丽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 116023 

纳米抗体，一种分子量只有正常抗体 1/10 的单域抗体分子，相比常规抗体其具有更加稳定，更易串联等优势，

因此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发展迅速，应用前景广阔。制备二价及多价或多特异性的纳米抗体能够赋予其更好的效果和

更多的功能，现今处于临床期的纳米抗体药物几乎都为多价态或多特异性形式。现有多价态或多特异性纳米抗体通

常使用串联基因重组表达来制备，由于纳米抗体的活性位点靠近 N 端，这种基因重组造成的 C 端-N 端的连接方式容

易使得处于后序的纳米抗体失活。本文中，我们利用甲酰甘氨酸生成酶对纳米抗体末端进行定点醛基化修饰，然后

用不同长度的双酰肼/氧氨基 PEG 分子在冷冻条件下连接纳米抗体制备 C 端-C 端连接二价纳米抗体。制备的二价纳

米抗体亲和常数最高提升 20 倍，这种近似天然结构的二价纳米抗体能够最大程度保持抗体的活性和功能。更重要的

是，这种简单的制备方法为二价纳米抗体的合成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多价纳米抗体；C-C 连接；定点醛基化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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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37 

聚（L-谷氨酸）基水凝胶与体内血管化研究 

张伟骏，吴杰，张坤玺，颜世峰，尹静波*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上海 200444 

阻碍组织工程支架临床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快速有效地生成血管组织。脂肪干细胞（ASCs）微团具有良

好的促血管化能力。本文主要通过寡聚乙二醇（OEGn）交联聚（L-谷氨酸）（PLGA）制备一系列具有不同亲水性的

水凝胶，以此调控原位细胞微团的形成，并进一步评价体内血管化程度。研究表明，PLGA 多孔水凝胶亲水性随着寡

聚乙二醇（OEGn）链段长度的增加而增大。伴随材料亲水性的增强，ASCs 在 OEG1、OEG2、OEG3 和 OEG9 交联

的多孔水凝胶中呈粘附到聚集的形态变化。裸鼠皮下血管化实验表明，负载细胞微团的水凝胶相比细胞贴壁粘附的

水凝胶，血小板-内皮细胞粘附分子（CD3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上都有明显提高，促进了材料内

部血管组织的生成。 

关键词：聚（L-谷氨酸）；脂肪干细胞；细胞微团；血管化 

BP38 

双链端粒 DNA 的制备与单分子力谱研究 

张箫浓，张文科* 

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长春 130012 

随着生物的进化，高等生物染色体中重复序列含量明显增加，在人体中端粒序列就是一段具有着非常重要生物

意义的重复序列。人们研究发现重复序列不是无用的序列，相反它们调控着染色体的功能与结构，若这一调控出现

异常，则会引发多种相关疾病。双链重复序列由于存在大量相同的重复结构单元，其退火复性速度比一般片段要快，

复性时互补选择性极低，导致重复序列在体外极难合成。目前虽然人们对普通 DNA 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深入，但对

重复序列的研究确实十分罕见。所以我们结合前人的方法，以人体端粒序列为例，利用 PCR，TA 克隆和双酶切等方

法，合成一段双端带有修饰，且长度确定的重复序列 DNA。通过 AFM 成像等方法进行表征，并通过单分子操纵技

术研究这段 DNA 的力学性质。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发现，重复序列的稳定性要比普通 DNA 低，且含有重复序列的 DNA

其 BS 转变平台力值会降低。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端粒 DNA 力学性质的认识。 

关键词：重复序列；端粒 DNA；单分子力谱；AFM 成像 

BP39 

酶调控的快速自修复的水凝胶 

张欣，刘俊秋* 

吉林大学 

自修复材料是一种在物体受损时能够进行自我修复的材料，自修复是材料令人期待的性能，生物体可以自动修

复组织的损害和各个人工系统。我们利用柱[5]芳烃衍生物和双醛基 PEG 通过可逆动态共价键交联形成水凝胶，用酶

催化方法实现了水凝胶的快速自修复。该水凝胶中包含葡萄糖氧化酶（GOx）和过氧化氢还原酶（CAT）两种协同酶，

通过这两种酶的协同作用使得断裂的可逆动态亚胺键迅速重新形成，实现水凝胶的快速修复，自愈效率高达 100％。

拉伸实验显示，该水凝胶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修复，而不包含这两个协同酶的水凝胶则需要超过 24 小时才能实现不

完全的恢复。未来，该双酶调节的快速自修复的水凝胶将有希望应用于药物传输和软组织修复等领域。 

关键词：自修复；柱芳烃；水凝胶；酶；动态共价键 

BP40 

添食育蚕法制备荧光蚕丝 

郑小婷，赵梦露，邵惠丽，胡学超，张耀鹏*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荧光蚕丝由于其不仅具备蚕丝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以及优异的机械性能，同时还具有特殊的标记

追踪功能，已被证实在生物医用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如何用简单环保的方法制备出荧光性能稳定的荧光蚕丝

引起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稀土上转化发光材料的荧光标记功能近来被广泛研究。本研究利用蚕作为生物转换器，

将稀土上转化荧光粉通过喂食法引入丝素蛋白，成功制备了荧光蚕丝。SEM 图显示纤维中存在荧光粉粒子，荧光光

谱及脱胶丝在 980 nm 激光下的照片证明了纤维具有荧光性能。该添食育蚕法制备荧光蚕丝方法简单、效果显著，对

于大规模制备荧光蚕丝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荧光丝素蛋白；红外上转化荧光粉；生物反应器；大规模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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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41 

氧化石墨烯和纳米金在单碱基突变检测的应用 

郑斌* 

合肥师范学院，合肥 230016 

在 DNA 杂交检测单碱基突变的方法中，主要集中在对某个点的检测而对于突变位置的检测却鲜有报道。目前已

报道的突变位置的检测均是通过内嵌染料进行的电化学的方法，要利用电化学工作站对由于突变点的存在而产生的

电化学信号的变化进行捕捉，而其他方法并未见可对突变点位置进行检测。本文利用 DNA 修饰过的纳米金对氧化石

墨烯的吸附具有差异来检测单碱基突变，将双链 DNA 接枝到纳米金粒子表面，利用具有修饰的纳米金在氧化石墨烯

上吸附动力学的差别，由于 DNA 序列存在单碱基突变点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空间位阻效应和静电作用达到调控纳米

金与氧化石墨烯吸附作用，因此不仅可以检测单碱基突变，也能达到对突变位置的检测，实现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实

时研究单碱基突变的状况。通过设计实现了对突变点位置的检测，不需要复杂仪器，仅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即可实现

定位，用比色法可实现定性分析。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单碱基突 

BP42 

光响应球状核酸的设计与应用 

周翔，梁好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 230026 

DNA 或 RNA 链通过化学键作用接枝到球状无机纳米粒子表面，形成密集、高度定向排列的核酸分子。这种形

式分布的 DNA 或 RNA 链称为球状核酸(SNA)。相比溶液中均匀分布的核酸分子，SNA 具有协同杂交，直接细胞转

染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生物检测、基因调控等领域。一般，在 SNA 的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着复杂的体系和环境，

需要 SNA 有更好的性能表现。因此，对 SNA 性能的有效调控将会大大拓宽其应用领域和范围。这里，我们设计了

一种新型的光响应的球状核酸。光照前，SNA 性能被隐藏；经紫外光照射后，SNA 性能被激活。而且，不同的光照

时间可以有效地调节 SNA 性能的释放程度。实现了光作为一种洁净能源对 SNA 性能远程、便捷、准确地控制。这

一方法将进一步扩大 SNA 在生物检测、材料合成等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纳米粒子；球状核酸；光响应 

 

 

 

 

 

 

 

 

 

 

 

 

 



 
 

139 
 

主题 C  高分子物理与软物质 

CI01 

“巨型分子”的超分子结构中的组成和序列调控的拓扑效应 

程正迪 

美国阿克伦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44325-3909 

巨型分子是一种基于“纳米原子”组成的一类传统高分子。其基本构筑单元“纳米原子”是一类具有确定的分子组

成，形状和表面官能团的笼状分子纳米粒子，如富勒烯，倍半硅氧烷，金属杂多酸，折叠蛋白质等及其衍生物。这

些巨型分子可分为以下主要几类：巨型表面活性剂，形状两性体，纳米不对称粒子和巨型多面体。这些巨型分子保

持了与它们相对应的小分子的结构特点，但同时拥有更大的尺度。因此它们能够填补小分子和传统高分子之间的间

隙。我们在其本体，薄膜和溶液里观察到丰富多样的热力学稳态或亚稳态的多级组装结构。本文中，我们通过精准

的合成方法对分子结构进行调节，发现这些组装结构对其分子的化学结构也很敏感。一些不常见的纳米结构可以由

这些巨型分子在分子自组装或在受限条件下的组装形成。这些结果都表明分子纳米粒子是一种特殊大分子的构筑基

元，同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于多样化纳米结构调控的基础研究和实用技术的平台。 

关键词：巨型分子；纳米原子；超分子结构 

CI02 

含六苯并蔻的盘状-香蕉型形状两亲分子的自组装 

顾克骅,沈志豪,范星河 

北京大学 100871 

形状两亲分子是由具有不同形状的结构基元共价连接而成的复合物。与嵌段共聚物类似，组成基元的不同形状

导致的形状效应会使它们自组装，同时，由于组成基元的刚性，它们会可控地形成非传统的多级有序自组装结构。

这些特殊的多级有序自组装结构有望带来新颖的性质。最近，我们将香蕉型分子通过柔性烷基链连接到盘状分子六

苯并蔻上，得到了盘状-香蕉型形状两亲分子。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研究了这种形状两亲化合物的热致相行

为，发现该化合物具有两种不同的有序结构，包括超分子晶体和液晶相。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一维 X 射线衍

射（1D WAXD）的结果给出了形状两亲分子在不同温度下的组装结构。利用薄膜组装技术，我们观察到了该类形状

两亲分子形成的类似甜甜圈的特殊的螺旋结构。 

关键词：形状两亲分子；多级有序自组装；形状效应；螺旋结构 

CI03  

From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A Polymer/Colloidal System To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n The Glass Tranformation Of Structural Materials 

韩志超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In this talk, the glass transition of structural materials, especially for polymers, colloids and colloid/polymer 

systems will be presented. 

关键词：adsorptive 

CI04  

表面受限的聚合物结晶行为及形态结构 

闫寿科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100029 

对高分子材料而言，尽管由化学键决定的一级结构，即高分子的链结构，是决定其性能的关键因素，而由非化

学成键的分子链间弱相互作用控制的形态结构对材料的性能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考虑到 2/3 以上的合成高分子

可以结晶，通过调控晶体与形态结构来提高材料性能甚至实现材料功能是开发高性能和特殊功能高分子材料一个重

要途径。因此，研究不同情况下的高分子结晶行为，全面理解高分子的结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表面受限

对聚合物结晶行为的影响，通过表面受限能够固定聚合物的分子链取向，不仅实现了对高分子材料包括链构象、链

取向以及晶体结构的精确调控，而且能够构筑微区结构精确可控的结构化聚合物薄膜。 

关键词：高分子结晶；表面受限；结构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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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05  

甲壳型液晶聚炔的相行为：螺旋构象、手性与受挫排列 

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我们研究了一系列取代基置于乙炔苯基 3,5-位的甲壳型聚苯炔，考察了化学结构、液晶结构、螺旋构象以及体系

功能之间的相互关联。取代基含直链烷基的样品 Pn 在高低温下存在两个柱状液晶相 Φh（低温）和 ΦN（高温），两

个柱状相间的转变与主链构象在 cis-cisoid 与 cis-transoid 之间的变化相关。当烷基较长时，Pn 存在非手性相到手性

相的转变，可发生镜面对称自发破缺现象。我们合成了烷基链含手性中心的 s-P5 和 s/r-P4。s-P5 在低温下形成高级

有序的超晶格六方柱状受挫结构 Φh
3D-SL，晶胞中含有四根分子链，在高温下可转变成简单六方柱状相 Φh。该相转变

过程中，聚炔主链发生构象异构化，同时伴随手性反转。这使得取向的宏观 s-P5 样品表现出热致双重形状记忆效应。

s/r-P4 可形成有序度更高的三链受挫晶相结构，分子链为 6/2 螺旋，扫描隧道显微镜下可清晰观察到螺旋的旋向和螺

距。 

关键词：聚炔；液晶；螺旋；手性；双向形状驱动器 

CI06 

含动态共价键的液晶弹性体 

吉岩 

清华大学大学化学系 100084 

液晶弹性体在外界刺激下，能够发生大幅度可逆性变，作为制动器和感应器，在软机器人、医疗器械、盲人显

示器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液晶弹性体的可逆形变，有赖于液晶基元的宏观排列。对于共价交联的液晶弹

性体，实现此排列，困难较多，长久以来制约了此领域的发展。动态共价键既具有传统共价键的稳定性，又具氢键

等非共价键作用力的可逆性。将其引入液晶弹性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使得液晶基元，能够交联后再排列，从而为

克服液晶弹性体的加工瓶颈，提供了一种有效解决方案。同时，动态共价键的引入，又可赋予液晶弹性体新的功能，

比如重塑型、愈合、焊接以及回收等。我们将不同种类的动态共价键，引入到液晶弹性体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又

通过与纳米颗粒复合等手段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改性，从而丰富了材料的种类、优化了刺激响应的特性并拓展了材料

的应用范围。在此报告中，我将重点介绍我们在可光照塑型的含动态共价键的液晶弹性体方面的进展。 

关键词：液晶弹性体；动态共价键；取向；加工；回收 

CI07  

聚丙烯大形变下应力发白机理 

卢影 1,Phil Coates2,门永锋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School of Engineering，Desig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Bradford，Bradford BD7 1DP，UK 

等规聚丙烯在一定温度区间（低于熔点）下拉伸先发生塑形形变至高度取向，此时样品呈透明状。随后进一步

的拉伸则发生应力发白现象。这种大形变的应力发白具有与拉伸温度无关的临界应力行为，发白临界应力随分子量

增加而增加，说明其机理是高度取向的非晶网络（主要是拉直的微纤间系带分子网络）断裂松弛所致。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预先模拉（die drawn）取向的样品在随后沿不同方向二次拉伸过程中发生应力发白的临界应力具有方向依赖

性，微观结构解析表明不同方向拉伸的样品内发白前呈现不同的微纤长轴方向与拉伸方向之间的夹角，这使得微纤

间系带分子网络受力分散，导致不同的表观应力发白临界应力。 

关键词：聚烯烃；聚丙烯；应力发白；SAXS；临界应力 

CI08 

多重氢键型超分子聚合物的结晶与相转变 

潘鹏举 

浙江大学 310027 

为了揭示超分子聚合物独特的结晶与相转变行为，构建超分子聚合物结晶凝聚态结构与性能的调控方法。本研

究采用 2-脲基-4[1H]-嘧啶酮（UPy）修饰的聚左旋乳酸（PLLA）为模型体系，其中 UPy 可通过自身互补四重氢键作

用形成二聚体，键合力接近于共价键，将 UPy 引入至高分子、低聚物的末端或侧链，通过氢键自组装可形成超分子

聚合物。利用 WAXD、FTIR 等手段研究了超分子聚合物中链段在“受限”条件下的结晶动力学、多晶态形成与相转变

行为。发现超分子基团的引入限制了聚合物链段的结晶。由于受限效应的影响，超分子 PLLA 在较低结晶温度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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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 b 晶，而在较高结晶温度时形成通常的 a 晶，这是首次采用非拉伸或剪切形变的方法制备了 PLLA 的 b 晶。

针对互为立体异构聚合物的立构复合结晶体系，发现在 PLLA 和聚右旋乳酸（PDLA）链段末端引入 UPy 超分子基

团后，更容易形成高熔点的立构复合结晶。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结晶；相转变；聚乳酸；多重氢键 

CI09  

仿生多相复合凝胶材料 

刘明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自然界中的生物凝胶利用多组分生物大分子的协同作用实现多种生命学功能。聚合物的多组分复合已经成为发

展高性能高分子水凝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途径。受生物中软骨及肌肉软组织启发，我们仿生构筑了多相复合凝胶材

料：（1）提出亲水/亲油高分子协同网络的设计理念，利用分步互穿技术构筑了均匀稳定异质网络，制备了自适应性

且极端温度下力学性能稳定的油水凝胶。（2）利用界面接枝与界面聚合，构筑了微观界面牢固的异相高分子复合网

络，制备了可控微相分离结构的油水凝胶，并实现了其响应性及功能化。（3）利用强磁场诱导高分子网络中掺杂的

纳米片层层取向，实现了水凝胶力学及光学性能的各向异性调控；进而发展了一种流体剪切取向纳米片的普适性方

法，实现了高强度层状结构水凝胶的大面积可控制备。 

关键词：水凝胶；复合凝胶；微相分离；超分子凝胶；生物启发聚合物 

CI10 

抗冻蛋白对冰晶形成的 Janus 效应 

王健君 

Institute of 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结冰是自然界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相变过程，由冰成核与冰生长两部分构成。迄今为止，受限于研究方法的缺

乏和技术手段的制约，冰形成机制问题与防冰新材料开发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突破现有方法的局限，从自然界

能够有效控制冰晶形成过程的抗冻蛋白表面出发，采用实验科学与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揭示了抗冻蛋白

对冰晶成核的 Janus 效应。以抗冻蛋白/水界面作为研究切入点，从物理、化学与计算机科学等多角度建立切实可靠

的分析模型。并以此为指导，通过表界面结构的设计与构筑，仿生制备能够有效控制冰晶成核效率与生长速率、修

饰冰晶形貌、抑制冰重结晶的多种表界面材料，揭示多级化学结构与物理凝聚态结构对冰形成的协同作用机制。该

研究将有助于人工降雨/造雪、食品保鲜、生物冷冻保存等领域中新防冰材料的制备与新抗冻方法的建立，而且有利

于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抗冻蛋白；冰成核；冰生长 

CI11  

宏观超分子组装及其应用 

石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宏观超分子组装，已经发展成为超分子化学中的新兴研究方向，是指特征尺寸在微米及微米以上尺度

的构筑基元，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发生组装，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为超分子体相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

案。自 2011 年以来，该方面研究集中于发展可以实现宏观组装的超分子相互作用体系，而对宏观超分子组装体系的

设计原则和组装机理尚缺乏深入研究。为此，针对“什么样的构筑基元可以发生宏观组装？”和“什么超分子作用可以

用于宏观组装？”两大基本问题，我们提出了具有自修复性能的高流动性表面是宏观构筑基元的基本设计原则，并利

用“双锁策略”实现了普适性的宏观超分子组装。在实现组装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利用超分子组装实验条件温和、生物

相容性体系丰富、自下而上构筑等特点，实现了宏观超分子组装在化学特异性组织工程支架制备方面和生物芯片制

备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宏观超分子组装；柔性间隔层；三维有序结构；自组装 

CI12 

长碳链聚酰胺及其聚醚嵌段共聚物的 Brill 转变 

董侠,王莉莉,朱平,王笃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研究了长碳链聚酰胺合金及 PA1012-PTMO 聚醚酰胺共聚物升温过程中的 Brill 转变及片晶增厚现象。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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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碳链聚酰胺合金 Brill 转变温度呈现组分比例无关性，即构成组分晶型转变独立发生，这使得长碳链聚酰胺合金在

中等温度区域实现了 α 晶与 g 晶共存，晶相含量可以通过改变温度或组分比例进行调控。伴随晶型转变，在升温过

程中，片晶层厚度和非晶层厚度增加共同导致聚酰胺长周期明显增加，证明高温下片晶完善导致片晶增厚的发生。

本研究首次采用 12 步热分级法揭示了合金 Brill 转变比例无关性的本质，一系列恒定热分级 Tm证明长碳链聚酰胺合

金中两聚酰胺组分呈现完全不相容特性。对于嵌段共聚物的 Brill 转变，研究发现，在 1 到 0.72 之间硬段比例范围内，

引入无定形组分不会降低聚酰胺相区内氢键的强度，在 Brill 转变温度范围内，酰胺构象基本保持不变，且各样品的

Brill 转变温度和片晶厚度基本不受 WPA变化影响。 

关键词：长碳链聚酰胺；聚醚酰胺嵌段共聚物；晶型转变；原位 X 射线散射技术；原位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CI13  

聚醚高分子的结构调控与自组装 

熊辉明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聚醚高分子是一类 C-C-O 主链、具有特殊偶极取向、可阴离子聚合的柔顺高分子。通过侧基修饰和主链结构调

控的聚醚高分子呈现出许多特殊、优异的性质，适用于高分子体系许多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我们将液晶相互作用引

入聚醚链形成侧链型液晶高分子。利用阴离子聚合方法我们成功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不同分子量、结构明确的聚醚类

侧链型液晶高分子；利用共聚合反应动力学控制调节主链功能基团的序列分布，并初步研究了多种聚醚高分子的相

行为、结构及其在不同相态和分子间作用力下的链的动力学和统计构象。通过嵌段聚合方法我们将典型的液晶场耦

合于微相分离结构之中，设计合成了近晶相-近晶相(S-S)双液晶嵌段聚合物和近晶相-向列相(S-N)双液晶嵌段聚合物。

我们系统研究了该类软物质体系中多尺度匹配效应，限域效应等对液晶行为以及自组装高级结构的影响，发现了一

系列新型的纳米相分离超级结构。 

关键词：聚醚高分子；嵌段聚合物；液晶 

CI14 

有机-无机纳米复合微球的生物分子诱导合成研究 

陈敏,李秋菊,司银松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433 

谷胱甘肽（GSH）作为细胞内最丰富的生物硫醇之一参与了众多细胞信号转导，其浓度失衡会诱发诸多疾病。

目前，对于细胞内 GSH 的检测，单一荧光检测易受外界干扰而准确性欠佳。与之相比，比率型传感器因同时采集两

个不同发射波长的荧光信号，不仅克服了单一荧光检测的限制，还提供了内标矫正作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改性

海藻酸钠(ADA)与苯丙氨酸二肽分子 (FF)及染料分子发生席夫碱反应后自组装，同时 Au3+原位还原而构建

ADA-Au-FF-Dye 复合微球。其中，染料分子因与 Au 电磁耦合能量转移而荧光猝灭。随着 GSH 的引入，由于巯基与

Au 之间更强的相互作用，使得 Au 与染料分子间能量转移被破坏而恢复荧光（518nm），其强度与 GSH 浓度相关。

而微球中席夫碱键的自发荧光（468nm）不随 GSH 的浓度而变化，故可作为参比，即 I518/I468 荧光强度比值与 GSH 

浓度线性正相关，表现出优异的灵敏性。 

关键词：纳米复合微球；海藻酸钠/苯丙氨酸二肽(ADA/FF)；荧光；比率型；GSH 检测 

CI15  

有序聚合物膜的定向光调控 

林绍梁,王伟,高飞,孔雪丽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有序聚合物膜具有结构规整、高比表面积等优良特性，在图案化模板、组织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膜表

面的结构及其尺寸在实际应用中至关重要。目前，制备得到的有序聚合物膜的表面结构有限，且一旦成型后很难再

次改变，这极大的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文采用光响应性的偶氮苯聚合物构筑了多孔结构、表面微图案等不同的有

序聚合物膜，提出了简单易行、非接触的光控方法，可有效调控聚合物膜的结构。利用呼吸图法制备了蜂窝状、圆

形孔的偶氮苯聚合物有序多孔膜，通过线性偏振光照射，可得到菱形和矩形孔结构的多孔膜。此外，还利用胶体晶

体法制备了偶氮苯聚合物微球阵列，经偏振光照射，可以得到短棒状、纺锤状、菱形等微阵列的聚合物膜。该方法

具有操作简便灵活、结构均一等优点，为有序聚合物膜的非接触式结构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图案化模板

和光控结构仿生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合物膜；偶氮苯；光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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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6 

自组装有序多孔膜表面的可控粘附行为研究 

万灵书,仲启智,易铭翰 

浙江大学 310027 

具有特殊浸润性的表面在自清洁、油水分离、液滴操控等领域具有应用前景。呼吸图法可以方便有效地制备蜂

窝状有序多孔膜，通过调控膜表面化学组成与微结构可以赋予其超疏水性质和可控粘附行为。研究表明，在表面化

学修饰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控膜表面微结构可以实现超疏水/低粘与超疏水/高粘表面的调控，从而实现多重液滴操控。

基于多巴胺化学对有序多孔膜进行修饰，实现了超疏水表面构筑。进一步对有序多孔膜表面微结构设计，制得蜂窝

状结构与针垫状结构的图案，并证实了其在水滴无损转移、水滴收集、水滴可控运动、微流体反应等方面的应用潜

力。 

关键词：自组装；水滴模板法；表面粘附；液滴操控 

CO01 

形状响应性高分子胶体的聚集态结构与动力学 

张泽新,王华光 

苏州大学 215006 

高分子胶体粒子的形状和尺寸等物理性质，对于高分子胶体聚集态行为的基础研究和高分子胶体材料的设计制

备都具有重要意义。粒子的形状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性质，因为形状不仅可以决定粒子的相变和堆积结构，而

且会对粒子体系的流变行为和输运性质产生巨大影响。然而，相对于尺寸，粒子形状的调控目前依然十分具有挑战

性。最近，我的研究组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实现了对高分子胶体粒子形状的精准调控。该形状调控方法不但可

以用来制备前所未有的、各向异性的高分子胶体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形状响应性的高分子胶体可以作为新

的实验模型，研究体系的聚集态结构与动力学。例如，通过原位调控胶体粒子的形状，我们在实验上观察到了高分

子胶体晶体、玻璃和液晶转变。利用摄像显微技术和粒子跟踪手段，我们定量地表征了上述各种聚集态的结构及其

动力学，探究了高分子胶体晶态-玻璃态-液晶转变的物理机制。 

关键词：高分子胶体；形状；聚集态；结构；动力学 

CO02 

具有可控偏心率核壳高分子胶体的合成与组装 

李怡潼,刘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具有可控微结构的胶体合成是高分子胶体研究中的重要领域。高分子胶体不仅可以作为基本构筑基元组装成新

颖的有序结构材料如光子晶体和三维大孔有序材料，也可用作大的分子原子模型研究凝聚态物理的基本问题如结晶、

成核和相变等。在我们的胶体组装和相行为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高分子（或复合）核壳胶体已经被研究多年，

然而一个简单的隐藏的问题在文献中却几乎被忽略，即利用乳液聚合和分散聚合制备核壳胶体时是否可以控制核在

复合胶体里的位置或者偏心率。该偏心率的控制是重要的，直接影响到三维光子晶体的多重周期性。我们通过实验

仔细探讨了这一问题，用一个极简单的无皂乳液聚合和分散聚合体系，论证了通过控制溶剂便可实现“活性的”壳层增

长以控制其偏心率。我们研究了其机理，并利用具有不同偏心率的胶体构筑了新的光子晶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也

构筑了新颖的椭球胶体，研究了其在外场响应下的液晶相变行为。 

关键词：高分子胶体；核壳；偏心率；液晶；相行为 

CO03 

天然网络的形貌及流变行为 

黄光速,吴锦荣,瞿玮,黄成,徐莉莉,郑静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采用随机光学重构显微技术（STORM）和熔体流变，研究了未硫化天然橡胶中蛋白质和磷脂构成的天然网

络结构与生胶的流变性能。采用 Cy5 通过 N-羟基琥珀酰亚胺与蛋白质上的氨基反应，将 Cy5 荧光分子接枝在蛋白

质上，实现对蛋白质的特异性标记。DiI 的分子结构与磷脂组装对磷脂进行标记。由此第一次观察到了蛋白质和磷脂

在胶乳表面聚集成几十至几百纳米的区域，以及它们在胶乳表面形成一层相嵌的薄膜。同时也观察到了胶乳破乳后，

蛋白质和磷脂和聚异戊二烯分子链一起形成的天然网络结构以及它们在高温退火后的自组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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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明天然网络的存在，我们采用熔体流变的方法对天然橡胶（NR），脱蛋白的天然橡胶（DPNR）以

及脱磷脂和脱蛋白的天然橡胶（TEDPNR）等三种模型物进行了研究。证明了 TEDPNR 为简单热流体的线性分子，

而 NR 和 DPNR 为复杂热流体，具有网络结构。 

关键词：天然橡胶；天然网络；随机光学重构显微技术；流变 

CO04 

壳层链段作用力对结晶性嵌段聚合物自组装的影响 

童再再,江国华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结晶性胶束因具有形态可控性好、各向异性显著的特点而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对其形貌调控主要通过

结晶链段实现，而对壳层链段构象关注较少。本工作通过合成系列结晶/离子型嵌段共聚物，利用壳层链段与不同分

子间的超分子相互作用（包括液晶、静电以及主客体络合作用）来调控结晶性胶束的形貌。结果表明壳层液晶作用

力有利于亲溶剂链段的规整排列，使得结晶链段两端暴露，利于生成二维有序的单晶；通过引入琥珀酸酯磺酸钠反

离子与亲水链段发生强的静电作用，使得亲水链段的亲疏水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发生一些列结晶性胶束的形态转变；

最后利用壳层的偶氮苯基元与柱[6]芳烃的主客体络合作用，进一步实现了球形胶束与复合型囊泡的转变。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结晶；壳层作用力；自组装 

CO05 

纳米孔道中受限态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链段动力学的表征 

王晓亮 1,章晨 1,齐冬亮 1,张悦 1,滕超 1,张荣纯 2,孙平川 2,薛奇 1 

1.南京大学; 2.南开大学 

我们将聚苯乙烯（PS）或聚甲基丙烯酸甲脂（PMMA）置于阳极氧化铝模板（AAO）孔道中研究其受限态的链

段动力学行为。基于玻尔兹曼叠加原理，我们通过多步松弛过程分析了不同降温速率与高分子在 AAO 孔道界面上的

残余应力之间的关系，结合 DSC 和介电谱的分析，我们发现快速降温通过玻璃化转变区域易于导致高分子链呈现亚

稳态，甚至从界面剥离；慢速降温通过玻璃化转变区域可以使得高分子稳定在 AAO 界面上，对于高分子纳米管形成

界面上更加致密的结构，对于纳米棒则形成界面致密中心疏松的稳定的核壳结构。低场固体 NMR 的变温实验进一步

在链段动力学的层面上证实了上述结论。 

关键词：固体 NMR；链段动力学；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纳米孔道 

CO06 

半晶聚乙烯非晶结构和分子运动的固体核磁共振研究 

张燃,姚叶锋,陈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半晶聚乙烯（PE）的非晶结构对其机械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 PE 非晶结构中构象结构、分子链空

间排列结构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等特点，研究 PE 非晶结构及相应的分子运动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科研方向。在

本工作中，我们将应用一系列先进的固体核磁方法对几类超高分子量 PE 材料的非晶结构和分子运动进行研究。研究

的重点集中在由结晶条件产生的样品形态(morphology)对非晶结构和分子运动的影响。我们着重关注：1.PE 非晶结构

中构象、构象分布与链段运动之间的关系；2.非晶链段运动与结晶链段运动之间的关联性；3.结晶/非晶之间的长程分

子链扩散运动。本工作的研究结果对于我们从分子层次理解半晶体高分子材料中玻璃化转变及各种次级松弛现象具

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聚乙烯；固体核磁共振；固体氘谱；非晶结构；分子运动 

CO07 

液滴降温超高冷却降温速度量热仪的研制 

周东山 1,Evgeny Zhuravlev1,2,姜菁 1,Bin Yang2,Christoph Schick2,罗少川 1,薛奇 1 

1.南京大学；2.Rostock University 

现有的超快量热技术，通常使用氮气或者氦气作为传热介质。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良的导热系数以及极小的热

惯性。这对于实现快速的升降温切换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样品的温度与环境的气氛接近时，降温速率会急剧下

降，即工程上的“ballistic cooling”问题。使用气体作为冷却介质，如果温差降低到 50 度，降温速率会下降到仅有每秒

100 度。这是制约目前国际上商业或者自行搭制的超快量热仪器低温段降温速率的关键。我们提出了利用微液滴强制

冷却的方法来突破这一极限。要实现强制冷却,需要研究液滴与样品之间的高速浸润，如何感知冷却液滴临近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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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回路的亚毫秒级的快速切断，避免 Leidenfrost 效应等科学及技术问题。利用自己搭建的仪器原型，用液滴冷却

的方法，即使对较大样品，当温差仅为 50 度左右时，其降温速率仍然可达 105 K/s，提高了约 4 个数量级。可用于多

种快速液固/固液转变的研究。 

关键词：超快速量热技术；液滴冷却技术；液固转变；固液转变 

CO08 

应用小角散射技术研究聚氨酯粘结剂的相分离与相混合行为 

田强,闫冠云,白亮飞,陈波,孙光爱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子物理学重点实验室，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621999 

本工作应用原位 X 射线和中子小角散射技术表征了聚酯型聚氨酯（Estane 5703p）粘结剂的微相混合与分离行为。

使用多散硬球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拟合得到了硬段相距离、尺寸、体积含量等参数随温度和时间的演化关

系。在升温阶段，40 ℃以上，MDI-BDO 硬段相即开始与软段基体发生相混合，当温度增加到 80 ℃时，硬段相的尺

寸由初始态的 1.94 nm 降低为 1.38 nm。在 70 ℃到 100 ℃之间，q=1.22 nm-1 位置出现了明显的衍射峰，对应周期距

离 5.15 nm，表明样品中产生了液晶相有序结构。在降温过程中，相分离的速度远远小于升温过程的相混合速度。在

降温初期，相分离受调幅分解机制控制；而在后期，样品的黏度增加、分子链的运动速度降低，形核长大机制起主

导作用，将样品在室温放置 80 天，微相结构仍然不能回复到初始态。我们发现液晶周期结构与微相混合和分离过程

存在明显的关联，并结合实验数据对其进行了解释分析。 

关键词：聚氨酯；小角散射；相混合；相分离；液晶相 

CO09 

基于不同分子倾斜模型的蜂窝柱状液晶相研究 

刘峰 1,陈长龙 1,C. Tschierske2 

1.西安交通大学;2.德国哈雷-维滕贝格大学化学所 

X 型多嵌段液晶分子是由棒状的刚性芳香核为中心，极性和非极性基元分别连接在芳香核两端以及侧链位置而

形成的两亲性分子。取决于侧链的结构以及芳香核长度与侧链体积之间的比例，这类分子在各向异性、微观相分离

等竞争因素作用下，通过分子自组装过程可以形成具有不同几何形状蜂窝组成的柱状液晶相。最新的研究结果证明，

伴随着侧链体积的进一步增加，我们在两种简单四方形柱状液晶相之间首次观测到类似于 SmA-SmC 相的一级相转

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形成蜂窝外围结构的芳香核在维持结构的同时其取向度发生不连

续的变化，而且导致了异常的光学现象。此外，对芳香核进行有选择性的氟化导致了自组装结构复杂性的进一步提

高，即使是在结构最简单的三角形蜂窝柱相中，三个刚性芳香核有可能采用不同的取向度来适应结构的变化并维持

结构的稳定性。通过对上述不同分子倾斜模型的分析和研究，将对分子自组装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自组装；液晶；相转变；氟化；复杂性 

CO10 

液晶聚合物金纳米粒子调控液晶的取向行为 

范遥见,谢鹤楼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411105 

本文报道一种液晶聚合物金纳米粒子来调控液晶分子的取向。首先，合成了一种含偶氮液晶基元的聚合物配体，

并通过两相 Brust-Schiffrin 方法构筑了含有偶氮液晶基元的液晶聚合物金纳米粒子。进一步将该系列聚合物旋涂在硅

基地上，构筑了一类聚合物刷，该类聚合物刷对 5CB 的取向具有很好取向调控。同时结果表明，将该纳米粒子与 5CB

液晶分子掺杂，在经过表面处理的基底上，采用不同波长光源的照射可以调控 5CB 液晶分子的取向，该液晶金纳米

粒子能可逆地调控液晶分子的取向。该方法在未加电场或磁场的诱导下即可方便快捷实现对液晶取向的调控，使其

在光、电等功能性材料和设备中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液晶；金纳米粒子；光响应；取向 

CO11 

液晶网络聚合物/上转换发光纳米复合材料的可见光上转换发光的调控 

郭金宝,叶思敏,隽奥,张哲维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转换发光材料由于具备将长波长光转换为短波长光的独特光学特性，这使得它及其复合物在激光器、特种显示

和生物荧光标记等领域展现出了很好的应用前景。液晶/上转换发光材料就是其中一类新兴的复合材料，在以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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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上转换纳米粒子（UCNPs）/液晶复合功能材料研究中，UCNPs 一般作为二次光源载体将液晶体系的紫外或可

见光调控转换为近红外光调控。本研究中，我们将 UCNPs 和液晶网络聚合物（LCNs）结合，设计并制备了两种新

型 UCNPs/LCNs 复合光功能材料。这两种体系的主要的特色是，利用了液晶分子不同的取向来调控上转换发光，实

现了散射荧光增强和偏振上转换荧光发光。详细探讨了两种体系的制备条件、液晶取向与上转换荧光调控机理。并

展示了这些材料在显示及防伪光学薄膜领域的应用。本研究为液晶聚合物/纳米复合光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开辟了

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液晶网络聚合物；上转换纳米粒子；散射荧光增强；偏振荧光；荧光图案 

CO12 

状病毒的聚合物接枝及其手性液晶行为研究 

张珍坤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300071 

由于其形貌的各向异性，棒状胶体/纳米颗粒、刚性高分子或生物分子如 DNA 往往具有丰富的溶致型液晶相行

为。深入理解这类颗粒的多级结构和相互作用与其溶致液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的主要科学问题，其研究有助于

探索这类有机软物质粒子在制备功能性液晶材料中的应用。我们结合棒状病毒和高分子接枝二者的特性，以长为 880

纳米, 直径仅 6.6 nm 的纤细且单分散的蛋白质组装体—fd 或者 M13 病毒为骨架，通过多种途径在其表面接枝不同结

构的聚合物，构建了几类典型的尺寸单一的聚合物接枝修饰的病毒-聚合物共轭体(Polymer-Virus conjugates)。以 fd 或

者 M13 病毒本身的溶致型手性胆汁型液晶为参考，通过直观测量各向同性-各项异性之间的相转变，手性胆汁型液晶

的指纹结构和螺距等宏观参数，考察了所接枝聚合物的不同结构参数对毛发状聚合物纳米粒子液晶行为的影响并与

现有的理论做比较。 

关键词：手性液晶；棒状病毒；聚合物接枝；刚性高分子 

CO13 

一种基于可 3D 打印温度敏感水凝胶的多功能离子皮肤 

雷周玥,武培怡 

复旦大学 200433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软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制备可以模仿人体皮肤的感知能力和力学性能的多功能传感

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本工作中，我们采用一种可 3D 打印的温度敏感水凝胶构筑了一种新型多功能离子

皮肤。由于该温度敏感水凝胶的粘度在不同温度下可调节，因此可进行亚毫米分辨率的 3D 打印；通过打印技术实现

的微结构，可以有效放大离子皮肤的电容变化比例，从而赋予该离子皮肤对于外界刺激（如温度和压力）更灵敏的

电容响应。本工作旨在提出一种通用简便的方法，将刺激响应水凝胶的体积相变行为转化为可靠电信号，不仅拓宽

了多功能水凝胶的研究思路，也为开发多功能智能皮肤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离子皮肤；刺激响应水凝胶；3D 打印；电容传感器；体积相变行为 

CO14 

记忆效应对聚乳酸结晶行为的影响 

王亚明,张缓缓,许艳梅,周启龙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02 

作为和小分子不同的独特特性，聚合物的结晶记忆效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工作研究了记忆效应对聚

乳酸（PLA）结晶行为的影响。主要结果如下：（1）预结晶状态对部分熔融和随后的冷却结晶行为有重要影响，特

别地，对于 PLA 原料，其具有记忆效应的部分熔融温度范围比其它经过熔融制备的结晶样品明显地宽，对 PLA 结晶

的促进效果也最显著；（2）将 PLA 单个大球晶部分熔融后冷却结晶，通过改变熔融温度和时间观察到了多式多样、

奇特的结晶形貌，表明 PLA 单个球晶在径向的结构是不均一的，在升温时发生了复杂的熔融再结晶和/或退火引起的

结构重组；（3）通过改变熔融温度，得到一系列不同有序程度的 PLA 熔体，利用 FTIR 原位探测了结晶过程中的分

子间和分子内相互作用。与完全熔融的样品相比，部分有序的熔体可以作为异相成核点缩短结晶诱导期、加快结晶

速率。熔体有序度的提高，有利于骨架构象有序结构，特别是 103 螺旋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聚乳酸；结晶；记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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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15 

一种基于可 3D 打印温度敏感水凝胶的多功能离子皮肤 

雷周玥,武培怡 

复旦大学 200433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软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制备可以模仿人体皮肤的感知能力和力学性能的多功能传感

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本工作中，我们采用一种可 3D 打印的温度敏感水凝胶构筑了一种新型多功能离子

皮肤。由于该温度敏感水凝胶的粘度在不同温度下可调节，因此可进行亚毫米分辨率的 3D 打印；通过打印技术实现

的微结构，可以有效放大离子皮肤的电容变化比例，从而赋予该离子皮肤对于外界刺激（如温度和压力）更灵敏的

电容响应。本工作旨在提出一种通用简便的方法，将刺激响应水凝胶的体积相变行为转化为可靠电信号，不仅拓宽

了多功能水凝胶的研究思路，也为开发多功能智能皮肤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离子皮肤；刺激响应水凝胶；3D 打印；电容传感器；体积相变行为 

CO16 

记忆效应对聚乳酸结晶行为的影响 

王亚明,张缓缓,许艳梅,周启龙 

郑州大学 450002 

作为和小分子不同的独特特性，聚合物的结晶记忆效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工作研究了记忆效应对聚

乳酸（PLA）结晶行为的影响。主要结果如下：（1）预结晶状态对部分熔融和随后的冷却结晶行为有重要影响，特

别地，对于 PLA 原料，其具有记忆效应的部分熔融温度范围比其它经过熔融制备的结晶样品明显地宽，对 PLA 结晶

的促进效果也最显著；（2）将 PLA 单个大球晶部分熔融后冷却结晶，通过改变熔融温度和时间观察到了多式多样、

奇特的结晶形貌，表明 PLA 单个球晶在径向的结构是不均一的，在升温时发生了复杂的熔融再结晶和/或退火引起的

结构重组；（3）通过改变熔融温度，得到一系列不同有序程度的 PLA 熔体，利用 FTIR 原位探测了结晶过程中的分

子间和分子内相互作用。与完全熔融的样品相比，部分有序的熔体可以作为异相成核点缩短结晶诱导期、加快结晶

速率。熔体有序度的提高，有利于骨架构象有序结构，特别是 103 螺旋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聚乳酸；结晶；记忆效应 

CO17 

嵌段共聚物/均聚物杂化单晶及其与嵌段共聚物结晶性胶束的共组装 

范斌,徐君庭 

浙江大学 

聚合物单晶通常由同一种组份形成，但我们发现在特定条件下结晶性嵌段共聚物聚乙烯 -b-聚丙烯酸特丁酯

(PE-b-PtBA)和聚乙烯(PE)均聚物可在溶液中同时结晶形成杂化单晶。由于 PE-b-PtBA 和 PE 的结晶速率不同，两种组

份在单晶中呈梯度分布，形成向下凹的表面结构。通过改变结晶温度、混合溶剂比例、PE-b-PtBA/PE 质量比等条件

可调控单晶形貌及其表面形貌。另外，PE-b-PtBA 可单独形成结晶性棒状胶束，因此在含有杂化单晶的溶液中加入

PE-b-PtBA，PE-b-PtBA 棒状胶束可在杂化单晶上生长，形成杂化单晶/结晶性棒状胶束的多级自组装结构。选区电子

衍射(SAED)表明结晶性棒状胶束仅能在杂化单晶的特定表面进行附生生长。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单晶；结晶性胶束；多级自组装 

CO18 

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聚合物结构与纳米力学性能研究—拉伸形变与分子链表面运动能力 

王东,武雪菲,孙树权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对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的研究一直是高分子物理领域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发展的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力学图谱

(AFM Nanomechanical mapping)方法为该研究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我组长期从事发展和应用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力学

图谱方法表征聚合物微观结构与纳米力学性能的研究。应用该方法，近期我们实现了（1）异戊橡胶 (IR) 拉伸形变

过程中微观结构随应变的可视化，提出了橡胶自增强的新观点：多尺度的纳米微纤结构和无定形分子链形成的网络

结构可极大增加 IR 在高应变下(大于 500%)的拉伸应力，从而实现橡胶的自增强；（2）通过表征结晶聚合物等规聚

丁烯-1（PB-1）的表面和本体纳米力学性能，证实了其表面具有远高于其本体的分子链运动能力。 

关键词：原子力显微镜；拉伸形变；表面活动能力；结构；纳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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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19 

溶液中接枝型聚电解质链构象 —模型化介电解析 

周歆璐,赵孔双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00875 

作为典型软物质体系的聚电解质，通过调整其聚合物组成及拓扑结构，形成具有很强的结构可控性的接枝型聚

电解质，可以进一步实现其物理化学性质的多样化，从而更大限度发挥其软物质特性，在生命医药及工业材料等领

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由于分子结构的复杂性，从微观角度剖析其链构象及电性质已经成为聚合物领域的一大难点，

本工作通过系统的微波介电谱研究解决了此领域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们检测到了两个弛豫过程，并提出了精细的双层极化模型很好的解释了这两个弛豫，同时得到了体系内部重

要的链结构和电参数。进一步利用标度论和对离子凝聚理论讨论了：(1) 亲疏水支链对聚电解质链构象和对离子波动

行为的影响；（2）双亲接枝型聚电解质链在溶液中的微结构以及对离子凝聚行为；（3）不同 PH 以及溶剂质量下接枝

型聚电解质的构象转变行为。最终明确了带电本质在接枝型聚电解质链构象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双亲接枝聚电解质

项链构象和雪崩式的对离子凝聚趋势。 

关键词：聚电解质；接枝；介电弛豫；构象；对离子 

CO20 

氧化铝纳米通道内结晶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研究 

孙晓丽,戴煕赢,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190 

聚合物在氧化铝模板内的结晶及熔融行为在过去 10 年已经有比较多的研究，但仍存在未能很好解
决的重要问题。 如 1，界面作用及空间受限作用如何协同影响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2，界面层在老化过程中的结

构演变。围绕该问题开展了系统工作，结果如下：空间受限作用能够加快分子链段的运动，而界面作用抑制分子链

段的运动，并形成界面层。链段运动被抑制的程度及界面层厚度随孔径减小而增大，增厚。利用孔径可以调控两种

效应作用的强弱，进而控制结晶。如聚羟基丁酸酯在小孔径模板内，只有界面效应控制结晶，形成了稳定的介晶相。

在大孔径内，界面和空间受限作用协同影响结晶，形成了结晶度梯度分布的皮芯结构。此外对比了影响 PHB 薄膜及

纳米柱受限结晶关键因素的异同。界面层内大量的分子链处于非晶或介晶状态。解除受限后分子链老化过程鲜有报

道。通过追踪老化过程，揭示自由界面对解除受限后界面层的结晶行为的影响规律，发展了制备非热力学稳定相的

新方法 

关键词：一维聚合物；链段运动；结晶；空间受限作用；界面作用 

CO21 

受阻酚杂化阻尼材料的热力学平衡相图及相分离动力学研究 

吴国章,刘元标,刘志远,尹晓彤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237 

在聚合物中添加受阻酚等有机小分子可以大幅度提高材料的阻尼性能，但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阻

尼性能衰退现象严重制约了该新型材料的应用和发展。本文采用熔点降低法测定了四种小分子在聚丙烯酸酯中的

Flory-Huggins 相互作用参数 χ，结合小角激光光散射（SALS）、原位变温红外和光学透明性绘制了热力学平衡相图。

研究表明，所有体系在高小分子含量区域出现 spinodal 相界限，体系呈现 UCST 相行为，相分离源于有机小分子的

自发凝聚，导致氢键化羰基含量随热处理时间不断下降，阻尼性能出现衰退。进一步研究发现，受阻酚阻尼材料的

相分离动力学（即小分子凝聚动力学）受控于聚合物基体的 β 松弛，这个结果对于快速、准确评估新材料的阻尼稳

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相图；阻尼材料；有机小分子；聚丙烯酸酯；凝聚 

CO22 

静电纺聚乳酸/聚乙二醇相变储能纤维中诱导结晶的研究 

贾毅凡,王林格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近年来，新型相变储能纤维由于具有定型封装、温度调控性能而备受关注。本工作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了聚乳

酸（PLA）/聚乙二醇（PEG）共混相变储能纤维，其中半结晶性高分子 PLA 作为支撑材料，PEG 作为相变储能材料。

通过 DSC 与时间分辨广角 X 射线散射（WAXS）技术研究了复合纤维的热性能与升降温时的动态结晶过程。DSC 结

果显示共混纤维的熔融焓与结晶焓达到了理论值的 98.56%与 99.78%，特别是结晶焓远高于以非结晶高分子为支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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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相变储能纤维。原位、时间分辨 WAXS 测试结果表明 PLA 分子链对 PEG 分子链有诱导结晶作用，有利于 PEG

的结晶行为，并因此提高了 PEG 在受限（纤维）条件下的结晶度与相变焓。  

关键词：相变储能材料；聚乳酸/聚乙二醇纤维；时间分辨广角 X 射线散射；诱导结晶 

CO23 

纳米粒子交联复合凝胶的盐诱导增韧机制 

徐昆,梁学称,谭颖,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传统水凝胶内部介质性质的改变（如离子强度上升、极性增加等）会明显改变凝胶网络内亲水基团和介质分子

之间相互作用强度，从而导致凝胶机械强度大幅度衰减。在本文中，我们以氟代甲基丙烯酸丁酯和烯丙基胺为共聚

单体，通过乳液聚合制备附带活性伯胺基的核壳纳米粒子。并以上述核壳纳米粒子为大分子引发剂，以丙烯酰胺为

单体，在盐水介质内通过纳米粒子表面接枝的方法制备纳米粒子交联复合凝胶。在复合凝胶结构内，含氟纳米粒子

在盐水介质内形成的微小聚集体起到主要交联作用。同时由于含氟结构单元自身特性，含氟纳米粒子在盐水介质中

粒子与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较弱，所形成的微尺度聚集体易于可逆的分散解离。因此在拉伸过程中，微尺度聚集

体的可逆性分散解离为复合凝胶引入新的能量耗散机制。这种特殊的结构设计可以明显改善盐介质复合凝胶的机械

强度，为凝胶材料在盐水介质内的应用提供良好发展空间。 

关键词：盐诱导；含氟纳米粒子；增韧机制 

CO24 

尿素-PNIPAM 的相互作用的介电谱研究 

张灿灿,杨曼,赵孔双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00875 

尿素使蛋白质变性的机理至今仍不清楚，主要原因是蛋白质结构的复杂性。本工作通过研究蛋白质的模型物

PNIPAM 在尿素水溶液中的微波介电谱，提出了尿素使蛋白质变性的可能机理。我们检测到了一个由 4 个子弛豫的

叠加而成的弛豫谱。根据 NH 函数拟合获得了不同尿素浓度下的各子弛豫的弛豫强度和弛豫时间的温度依存关系，

发现尿素的存在对体系的影响大概可以 Curea=5M 为界限分为两个区域。进一步，利用 Cavell 方程求得了与 PNIPAM

键合的水分子数以及尿素分子数，并依此推断了尿素对 PNIPAM 构象影响主要有三方面：（1）尿素取代水分子作为

PNIPAM 相邻侧链的桥连剂；（2）尿素增强水分子的氢键网络结构；（3）尿素分子之间形成自聚集。 

我们预测，尿素和肽键基团之间的氢键作用是尿素使蛋白质变性的触发器，一旦尿素和蛋白质的肽键基团形成

了氢键，就如同打开一个水的入口，使水分子涌入蛋白质折叠结构中，从而促使蛋白质解折叠。 

关键词：PNIPAM；介电弛豫；氢键作用；取向极化；蛋白质折叠 

CO25 

基于 BZ 振荡反应的自主变形凝胶体系的研究 

李杰 1,2,郑朝晖 1,丁小斌 1 

1.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文以微凝胶交联的 P(Ru(bpy)3-CONIPAAm)互穿 PNIPAAm 网络协同 BZ 振荡反应，构建了在封闭体系中不依

赖外界刺激就可发生往复“弯曲-伸直”变形的自主变形高分子凝胶体系。合成了可聚合的 BZ 振荡活性单体 Ru(bpy)3，

用 FTIR 和 1H NMR 对其结构进行表征。通过光引发聚合的方法在 PNIPAAm 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互穿结构的 Ru(bpy)3

浓度梯度凝胶。考察了在不同温度下P(Ru(bpy)3-CONIPAAm)互穿PNIPAAm凝胶处于氧化态/还原态时的平衡溶胀率，

证明在相同温度下处于氧化态的凝胶具有更大的平衡溶胀率。将制备的 Ru(bpy)3 浓度梯度凝胶置于 BZ 振荡底液中，

随着 BZ 反应的进行，凝胶自主往复地发生“弯曲-伸直”变形。本文中提出的利用光引发聚合快速固定浸润过程中形

成的浓度梯度的不对称凝胶制备方法，有望拓展自主变形凝胶的变形模式。 

关键词：智能高分子；人工驱动器；高分子凝胶；化学振荡反应 

CO26 

微凝胶增强的高强高韧水凝胶 

胡建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水凝胶是一种以水为分散介质的三维交联高分子网络，通常含水率可达到 90%。由于其在组织工程、药物控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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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敷料、细胞培养、软机器人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近年来一直是软物质领域的研究热点。传统合成水凝胶由于交

联不均导致机械强度很低，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本文提出了一种高力学性能水凝胶的全新设计思路，通过将微凝

胶嵌入聚丙烯酰胺网络，合成了一种具有新型两相复合结构的微凝胶增强的高强高韧水凝胶（Microgel-reinforced 

hydrogels，MR）。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高强度水凝胶体系，MR 水凝胶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在光学显微镜下实时地观

测内部微凝胶在拉伸过程中的变形破坏过程。结合 MR 水凝胶的拉伸试验结果和内部微凝胶在光学显微镜下的实时

变形观察，阐明了 MR 水凝胶宏观的力学响应行为和微观的微凝胶内部破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揭示了 MR

水凝胶的增强增韧机理以及微凝胶的应力集中效应。 

关键词：水凝胶；强度；韧性；双网络；微凝胶增强 

CO27 

尿素-聚氧化乙烯主客体包合物的结晶:从齐聚物到高分子客体 

徐军,高阳,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小分子-聚合物主客体包合物为研究聚合物结晶提供了有趣的研究对象。通过调控尿素-聚氧化乙烯（PEO）包合

物中聚合物分子链长度，我们研究了包合物的结晶结构、分子链构象、球晶形貌和晶型转变。实验发现，包合物稳

态晶型的熔点随聚合物分子链长度提高而增加，这一点和高分子结晶相似。发现了两种亚稳态的包合物球晶，其中

PEO 分子链分别沿球晶半径和圆周方向，这两种球晶的生长机制不同：前者直接从熔体中成核生长，后者沿先成核

析出的尿素晶体表面外延成核生长。进一步发现，这两种亚稳态球晶转化为稳态晶型的过程中 PEO 分子链取向不发

生显著改变，且垂直于 PEO 分子链方向的相转变速率均显著大于沿聚合物分子链方向的速率。随着主客体组成和结

晶温度的变化，观察到不同晶体的优先结晶，其原因是晶体的成核能垒随温度和体系组成变化。 

关键词：主客体包合物；尿素-聚氧化乙烯；结晶；晶型转变；分子链取向 

CO28 

离子特异性对冰晶形成的影响 

贺志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材料表面离子对过冷水异相成核变冰的影响是诸多实际应用领域中的核心问题，例如碘化银晶体在人工降雨/降

雪中的作用机制、器官的低温冷冻保存过程中离子的跨膜行为对过冷水成核变冰的影响、各种离子对冰川形成和消

融的作用以及大气中荷电分子和气溶胶表面离子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等。我们利用聚电解质刷表面具有可置换的抗

衡离子的特性，研究了材料表面的离子对过冷水成核变冰的影响。我们首次发现了离子特异性对过冷水成核变冰的

作用，即过冷水成核变冰的 Hofmeister 效应。分子动力学模拟分析发现，聚电解质表面的抗衡离子通过控制界面水

的动力学行为和静态结构，实现对过冷水成核变冰的调控。该发现对离子参与的过冷水成核变冰行为提供了理论指

导，并拓展了低冰黏附防冰表面材料的研究。 

关键词：聚电解质刷；冰成核；Hofmeister 效应 

CO29 

组成和相分离对聚 3-羟基丁酸酯/聚碳酸亚丙酯共混物薄膜形态结构影响研究 

李慧慧,张淑景,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在本工作研究了共混物组成与相分离对聚 3-羟基丁酸酯（PHB）/聚碳酸亚丙酯（PPC）共混薄膜形态结构的影

响规律。相差显微镜结果表明 PHB/PPC 共混物在 190 ºC 热处理时发生相分离。偏光显微镜（POM）和扫描电镜（SEM）

结果表明共混物在平行和垂直于膜平面的两个方向上都发生相分离。PPC 含量为 30 wt %时，球状的 PPC 微区均匀

分散在 PHB 球晶内，而 PPC 微区的相尺寸对熔融时间有依赖性。增加 PPC 含量和熔融时间后，在 POM 下可以观察

到具有双折射的 PHB 微区作为岛状结构分散在 PPC 连续相中。SEM 结果进一步表明，PPC 组分主要迁移到表面形

成网络状结构，在 PPC 相下面存在的薄层 PHB 连接着分散的 PHB 微区形成了 PHB 连续相，保证了 PHB 球晶连续

生长。 

关键词：聚合物共混；相分离；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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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30 

偕胺肟基材料铀酰吸附的中子反射研究 

谢雷 1,王运龙 1,李新喜 1,王燕 1,孙光爱 1,汪小琳 2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从海水中提取铀元素对解决能源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偕胺肟基材料作为目前研究最多、最有希望工程化的海水

提铀材料，其分子链在水中的构象对吸附性能有较大影响。中子反射在研究聚合物刷构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

ARGET-ATRP 方法制备偕胺肟化聚丙烯腈刷薄膜，在与不同浓度铀酰离子的中子反射实验结果表明，铀酰离子与聚

合物刷材料作用后，聚合物刷材料与重水的相互渗透减弱，分子链在水中的构象发生明显塌缩，表明铀酰吸附量很

大时，铀酰与分子链的相互作用可能对水的扩散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铀酰离子；偕胺肟；中子反射 

CO31  

PEO 离子液体流变学 - 溶剂性质的影响 

刘琛阳,刘付永,刘佳健,阎志超 

中科院化学所 100190 

离子液体具有许多优良的性质，在聚合物合成、加工和改性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聚环氧乙烷（PEO）/咪

唑基离子液体（ILs）溶液是代表性体系之一，其相行为和相互作用得到广泛的研究。PEO/ILs 相互作用受离子液体

中阴离子组分的尺寸和阳离子烷基取代链的长度影响，具体结果为随阴离子尺寸增大或者阳离子烷基链长度增加，

表现出更大的 PEO 熔点下降，更低的 PEO/ILs 表面接触角和更好的良溶剂性质。这与文献报道的高能 X 射线、溶胀

实验和光散射实验结果一致。其阴离子效应主要受阴阳离子间库仑力控制，阳离子效应受到烷基链与 PEO 的范德华

力相互作用控制。利用离子液体室温不挥发的特点，我们进一步测试了超高分子量 PEO 在具有不同溶剂性质的溶液

中缠结平台模量的浓度依赖性，其结果符合聚合物堆砌长度模型对缠结效应溶液稀释率的预期。最近文献报道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在不良溶剂中凝胶纺丝性能得到改善，这与本文的实验观察一致。 

关键词：聚环氧乙烷；离子液体；流变学；溶剂性质；缠结效应 

CO32 

长链高分子-纳米颗粒溶液复合体系的结构与动态行为 

颜枫,邱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良溶液中高分子线团处于舒张状态，尺寸较小的胶体颗粒能够进入线团内部，从而形成单链线团包含多个胶体

颗粒的复合体。由于吸附作用，每个胶体颗粒可以作为一个物理交联点导致高分子线团发生分子内交联，导致高分

子链坍缩，宏观上表现为复合体系流体力学尺寸的降低，对应于体系粘度的降低。另一方面，胶体颗粒由于高分子

链的桥联作用而靠近，它们之间的静电排斥力将大幅增强。单条高分子链中的胶体颗粒数量超过一定阈值时，胶体

颗粒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将导致高分子链出现扩张的现象，宏观上表现为复合体系流体力学尺寸的增加，对应于体系

粘度的上升。由于高分子-胶体颗粒复合结构尺寸的扩展，高分子链间的相互作用也将得到体现，形成分子间复合体

系，进一步带来结构和动态行为的变化。联合流变和动态、静态散射技术，上述变化过程能够得以阐明。 

关键词：长链高分子；胶体颗粒；结构；动态行为 

CO33  

刺激响应聚合物刷调控表面粘弹力及摩擦力的研究 

于云龙 1,Sissi de Beer2,Julius Vancso2,张仕勇 1 

1.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2.University of Twente 

粘弹力与摩擦力在自然界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实现对其可调控性在智能响应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与

意义。本文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接枝在硅片上的刺激响应聚合物刷 PNIPAM 进行了系统地可调控粘弹力及摩擦力的

研究。随着体系温度的升高，聚合物刷的高度逐渐减小，而其粘弹力却逐渐升高。当温度高于 LCST 后，聚合物刷

完全塌陷，其粘弹力也达到最高值。然而其摩擦力的最高值却出现在 LCST 附近，这是因为部分塌陷的聚合物刷被

探针拉扯伸直，造成了很大的能量损耗。同时，PNIPAM 又是非共溶剂响应的聚合物，在乙醇与水的不同配比中也

表现出不同的粘弹力与摩擦力。其最大摩擦力出现在 10%的乙醇/水溶液中，而最大的粘弹力在 30%处。通过不断调

控溶剂的配比，该聚合物刷体系可以实现在溶剂中对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控制与释放，从而降低了纳米粒子的团聚。

本文的研究内容在智能响应领域有着重要的探究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聚合物刷；摩擦力；刺激响应；粘弹力；原子力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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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34 

纳米纤维素增强聚合物凝胶材料多尺度结构调控及机制研究 

杨俊 

北京林业大学 100083 

以纤维素为原料制备功能性高分子复合材料是发展可持续化学和实现农林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项目以纳米纤维素表面接枝聚合物链段并构筑具有核-壳结构的纳米纤维素-聚合物复合粒子为基元结构，分析不同

聚合物分子链结构对形成逾渗凝胶网络结构的影响。以纳米纤维素为多官能度交联点，考察纳米纤维素对聚合物分

子链束缚和基元粒子之间相互作用。考察交联网络在外场调节下凝胶化动力学过程，总结聚合物链段构象与凝胶粘

弹性之间关系，并由此揭示纳米纤维素聚合物基元粒子结构演化机制。根据多层级凝胶结构的特点，从跨尺度研究

角度探索凝胶宏观力学行为、介观凝胶网络结构和微观界面应力分布及裂纹演化机制之间相互关系，阐明界面作用

对凝胶网络内部应力传递、裂纹演化路径和能量耗散之间关联效应。 

关键词：纳米纤维素；凝胶；力学增强 

CO35 

含手性基团及四苯基乙烯炔类聚合物的合成、性能及结构 

李少军 1,2,余振强 1,唐本忠 2,3 

1.深圳大学；2.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3.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单取代侧链液晶聚炔的本体相结构研究表明，当主链为顺式构型时，分子形成刚性柱状结构，进而堆砌形成柱

状相结构。将聚集诱导发光基团和手性中心引入聚炔侧链，如果侧链的手性能够传递到聚合物主链，将有望获得高

发光效率的圆偏振光。本文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数量烷基尾链的含手性中心和四苯基乙烯（TPE）的侧链炔类聚合

物，采用核磁共振、红外光谱及凝胶渗透色谱对分子结构及分子量进行了表征。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荧光光

谱、圆二色谱（CD）、一维（1D）广角 X-射线衍射（WAXD）等研究手段考察聚合物及其单体的发光行为及相行为，

并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了聚合物的表面形貌。结果表明，侧链的手性能够传递到聚炔主链，而且，刚性的主链限制了

TPE 的分子内旋转，聚合物在溶液中表现出聚集诱导发光增强行为。 

关键词：聚炔；四苯基乙烯；聚集诱导发光；手性 

CO36 

链折叠聚氨酯的合成及其力学与形状稳定性研究 

张若愚,王玉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中由氢键或者结晶固定的硬相区很容易受到破坏，从而发生分子链的迁徙，导致大幅度永

久形变。以往的研究中，通常采用增强氢键或者增加结晶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终的效果比较有限。这

里，我们采用另一种思路，即从分子链构象的控制角度去维持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的性能和形状稳定性。我们把含

有吸电子结构（A）和缺电子结构（D）的单元作为扩链剂，交替放在聚氨酯的主链上。这样聚氨酯分子链在溶液和

本体中均可以形成分子链自折叠的构象。在溶液和本体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测试了这种分子链自折叠聚氨酯的

力学性能。结果发现这种聚氨酯弹性体在应变回复率、断裂伸长率、强度等各个指标上，均大幅度优于各种对比聚

氨酯弹性体。此外，除了第一次拉伸外，在后续的多次 500%拉伸应变中，聚氨酯的力学曲线和形状均能通过热处理

得到完美回复。这是因为这种力学和形状的修复不是通过相区来实现，而是通过分子链的构象回复来实现的。 

关键词：聚氨酯；弹性体；链折叠 

CO37 

基于超分子凝胶的杂化双网络水凝胶 

陈强,陈峰,朱琳,唐自清,闫小强,魏丹丹,杨佳 

河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54003 

双网络水凝胶（DN 凝胶）是机械性能非常优异的高强度水凝胶之一，但它容易发生不可逆的软化现象、耐疲劳

性能很差。小分子超分子凝胶具有刺激响应性、自修复等优异的性能，但它们通常力学性能差，无法承载拉伸形变。

本文利用鸟苷形成的超分子自组装 G 凝胶为第一重网络、共价交联的聚合物为第二重网络，成功制备了杂化 DN 凝

胶，该凝胶的拉伸强度可以达到 0.273 MPa、弹性模量达到 307 kPa、断裂伸长率达到 1760%、形变能达到 3.2 MJ/m3，

其撕裂能可以达到 1840 J/m2。另外，还可以发现，该杂化 DN 凝胶具有大的滞后现象和快速的自恢复性质和良好的

耐疲劳性能。高强韧杂化 DN 凝胶的成功制备，表明小分子超分子凝胶可以作为第一重网络增强增韧共价聚合物网

络，为设计和制备新型 DN 凝胶的研究拓展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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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分子凝胶；双网络水凝胶；高强度；高韧性；自恢复 

CO38 

高浓度聚电解质刷相互作用的研究 

王云伟 1,李莉 1,郭旭虹 1,2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2.石河子大学新疆建设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文结合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广角 X 射线散射(WAXS)和流变学等方法系统研究球形聚电解质刷在浓溶液

中的微观结构及相互作用。随着聚电解质刷浓度的增高，在 SAXS 曲线上大 q 范围处可以明显观察到一个宽峰（聚

电解质峰），用 WAXS 可以证实聚电解质峰的形成是由于高浓度聚电解质链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局部有序结构。利

用流变学方法进一步研究了聚电解质刷的浓度对其链间相互作用和微观结构的影响。最后分析了 pH，盐离子浓度等

环境因素对聚电解质刷相互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球形聚电解质刷；流变学；小角 X 射线散射；广角 X 射线散射 

CO39 

聚偏氟乙烯的极化偶极反转过程 

胡志军,吴阳江,申雪珍,王芳,常同鑫 

苏州大学 215123 

铁电材料是一类具有特殊介电性质的材料，它们不仅具有自发极化，而且自发极化偶极可以在外场的作用下发

生反转。具有铁电性质的高分子材料包括聚偏氟乙烯（PVDF）、偏氟乙烯/三氟乙烯共聚物（P(VDF-TrFE)）、聚氨酯、

奇数尼龙等。尽管人们已经对铁电高分子的极化偶极反转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于反转过程仍然存在很多争论。为

了探索结晶高分子的多层次聚集态结构对 P(VDF-TrFE)极化偶极反转过程的影响，我们对 P(VDF-TrFE)薄膜和晶区/

非晶区交替共存的纳米条带进行了研究，发现二者在局域电场作用下的反转区域形状和动力学过程的差别。据此，

我们提出了具有空间多层次聚集态结构的铁电高分子在电场作用下极化偶极反转过程的两步模型，一步晶体内部的

极化偶极反转，可以用畴壁的流动模型描述。另一部为非晶区的极化偶极反转，可以用蠕变模型描述。晶区/非晶区

界面起到稳定铁电畴壁作用。 

关键词：铁电高分子；聚偏氟乙烯；极化偶极反转 

CO40 

苝酰亚胺分子及其聚合物的聚集态结构和光学性质 

任相魁 1,曾洋 1,,陈尔强 2 

1.天津大学化工学院；2.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苝酰亚胺（Perylene Diimide，PDI）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质，但荧光淬灭效应也将导致其本体发光效率的急剧下降。

为此，我们研究了不同取代基对双硫稠合苝酰亚胺分子的自组装行为、聚集态结构和光电性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

明：大体积的聚硅倍半氧烷（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POSS）取代基可有效地破坏 PDI 芳核间连续的 π-π

堆积，使材料发育出特殊的离散晶体结构，从而在溶液和本体状态下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光效率。并且，由于具有双

重响应机制，该类衍生物可以对氟离子进行快速、定量的检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 PDI-POSS 引入到聚合物

体系，实现了侧链型苝酰亚胺聚合物从层状液晶结构到柱状液晶结构的转变；并制备了基于 PDI 的聚合物荧光微球，

其发光效率高达 68%。 

关键词：苝酰亚胺；POSS；聚集态结构；发光效率 

CO41 

基于双格子模型研究高分子体系的相变行为 

蒋诺斐,唐萍,杨玉良 

复旦大学 200433 

Lennard-Jones 与 Devonshire 用双格子模型描述了分子的熔融转变，并将位置序参量作为描述体系状态的参数。

通过引入分子取向的有序度，Karazs 与 Pople 成功拓展了这一模型。修正体系参数与体积的关系，液晶行为也得以用

这一模型进行描述。我们将这一双格子模型推广到了高分子体系。通过以链段在两套格子中的分布为位置序参量，

链内化学键在两个不同方向取向的分布为取向序参量，从而描述了高分子中位置或取向的有序-无序转变。借助 Flory

与 Huggins 的格子模型方法，我们成功推导出了体系的自由能，并因此获得了有序-无序转变，也就是相变过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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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我们分析了了影响相变过程的因素，并借助不同参数下相变行为的不同，将其划分成了三个相区。尽管理论计

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匹配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但这一双格子模型对于从分子层面上描述高分子的相变过程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双格子模型，序参量，有序-无序转变 

CO42 

环状聚合物及其共混物的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 

阎志超 1,2,Salvatore Costanzo2,3,Youncheol Jeong4,Taihyun Chang4,Dimitris Vlassopoulos2,3 

1.深圳大学；2.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Laser， FORTH；3.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rete；4.Divis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Department of 

Chemistry，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由于缺少链末端，环状聚合物具有不同于线性聚合物的动力学行为。我们考察了经过严格纯化的环状聚合物的

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行为。结果表明 lattice-animal 模型可以描述高分子量环状聚合物的松弛机理,而 Rouse 模型更适

合于低分子量环状聚合物。阶跃剪切速率与阶跃应变实验都表明环状聚合物比线性链更难发生非线性形变。在环状/

线性共混物中，环状聚合物可以作为流变学修饰剂调节线性基体的动力学行为。  

关键词：环状聚合物；线性与非线性流变学；环状/线性共混物 

CO43 

聚离子液的离子输运、极化与电致流变行为* 

尹剑波 

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聚电解质由于密度低、磨损小、电流变活性高被认为是最具实用前景的电流变材料之一。典型的代表有聚甲基

丙烯酸锂、聚苯磺酸钠、离子交换树脂等，它们的电流变效应被认为起源于金属离子的迁徙受阻而引起的界面极化。

干态时，锂等金属阳离子会被羧酸根、磺酸根等阴离子通过化学键强烈束缚，因此激活这些聚电解质的电流变效应

往往需要吸附水等小分子溶剂以使金属离子游离迁徙，但吸附水等小分子溶剂也导致了挥发、泄露和大的漏电流损

耗等问题，严重影响材料稳定性 [1]。 

最近，我们研制了一种基于聚离子液的无水聚电解质电流变材料新体系[2]，发现该材料具有强电流变活性和良

好的抗沉降能力。本文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阴阳离子对的聚离子液电流变颗粒，在直流电场下研究了反离子种类

对离子输运、界面极化和宏观电流变行为的影响[3，4]。 

关键词：聚离子液；离子输运；极化；电致流变 

CO44 

基于抗体/纳米抗体的三维免疫识别传感器 

董学会 1,2,Bradley Olsen2 

1.华南理工大学；2.MIT 

由于优异的分子识别特性，抗体被广泛运用于诊断和生物医疗中。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利用嵌段聚合物自组装

的概念构建了基于三维有序抗体阵列的免疫识别装置。我们发展了一种简单通用的连续点击化学的合成方法来高效

合成抗体-聚合物嵌段聚合物。这类嵌段聚合物可以自组装形成有序层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抗体相含有密集堆积

且具有可控取向的抗体分子，同时聚合物相提供分子的传输通道。基于这些结构特点，三维有序抗体阵列表现出比

传统的识别装置高得多的识别灵敏度。  

关键词：免疫识别；自组装；抗体-聚合物嵌段共聚物；点击化学 

CO45 

基于原位中子反射技术追踪聚丙烯酸酯类温敏薄膜在真空环境下的去水合行为 

钟齐 1,2,王际平 1,Peter Müller-Buschbaum2 

1.浙江理工大学；2.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在本研究中，借助于原位中子反射探究了处于膨胀状态的聚 2-丙烯酸-2-(2-甲氧基乙氧基)乙酯（PMDEGA）和

聚苯乙烯与聚 2-丙烯酸-2-(2-甲氧基乙氧基)乙酯的嵌段共聚物（PS-b-PMDEGA-b-PS）薄膜在真空环境下的去水合行

为。由于使用了氘代水，借助于中子对氘代水的强散射，能够追踪去水合过程中薄膜的结构动态演变和氘代水分子

在薄膜中的传输和分布。研究发现，膨胀状态的薄膜在施加真空后，薄膜急剧收缩，氘代水含量显著降低。该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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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过程可用 Schott 二级动力学方程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薄膜残余的水含量与占据薄膜自由体积的水含量相当，说

明该部分水分子极难从薄膜中移除。而对于 PS-b-PMDEGA-b-PS 薄膜，疏水的 PS 嵌段对水分子传输存在阻碍作用，

使得薄膜的去水合速度减慢了 30%。同时，处于真空平衡状态下的薄膜中，PMDEGA 嵌段仍含有一定量的水，而 PS

嵌段则变为完全干燥。 

关键词：温敏聚合物；去水合；中子反射；薄膜；嵌段共聚物 

CP001 

基于侧链工程调控介电弹性体电致形变性能新策略 

冒杰,罗英武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310058 

介电弹性体是一种可在外电场作用下产生大变形响应的智能软材料，可用于电/力转换，具有形变大、响应迅速、

电/力转化效率高等优点，被誉为新一代“人工肌肉”。现有材料存在驱动电压高，介电常数低，高频响应差，工作温

度范围窄等问题。 

本项目提出了一种通过改变链缠结密度来调控介电弹性体电/力响应性能的新策略。利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乳

液聚合新技术合成了一系列聚苯乙烯-b-聚丙烯酸酯-b-聚苯乙烯三嵌段共聚物。通过改变聚丙烯酸酯链段的侧链长度，

调节聚合物链缠结密度，从而调控聚合物的电/力转换性能。研究发现，材料的模量随链缠结密度的下降而快速降低，

而击穿场强没有大幅度下降，且丙烯酸酯嵌段中大量的羰基提供了较高的介电常数，使得介电弹性体的电致形变能

力和能量密度随链缠结密度的降低而快速增加。同时，这类聚合物还具有优良的高频响应性能和较宽的工作温度范

围，是一类新型高性能介电弹性体材料。  

关键词：介电弹性体；电致变形；嵌段共聚物；链缠结； 

CP002 

聚（乙丙交酯）/聚乙二醇超分子共聚物的溶液胶束化和温敏性结构演变 

常晓华,毛海良,单国荣,包永忠,潘鹏举 

浙江大学  

作为一种典型的非共价键，氢键具有高度取向性，常被用于制备超分子聚合物。2-脲基-4[1H]-嘧啶酮（UPy）是

一种可以形成四重氢键的基团，将其对两亲性共聚物末端修饰，通过氢键自组装可以得到超分子嵌段共聚物胶束。

在本工作中，我们以聚乙二醇为大分子引发剂，引发乙交酯和丙交酯的开环聚合，制备一系列不同分子量的聚（乙

交酯-CO 丙交酯）/聚乙二醇（PLGA/PEG）两亲性嵌段共聚物。通过在共聚物末端引入 UPy 基团，制备多重氢键键

合的超分子两亲性共聚物。随着温度升高，稀溶液胶束会由澄清变为浑浊，表现出低临界溶液温度（LCST）。而且，

胶束的 LCST 值受 PLGA 疏水链段长度、PEG 亲水链段分子量和 UPy 超分子基团的影响。同时，我们利用同步辐射

溶液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分析了 PLGA/PEG 超分子嵌段共聚物胶束的结构，基于“核-壳”散射模型对 SAXS 数

据拟合得到胶束的结构参数，揭示 UPy 超分子单元和胶束精密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借助变温 SAXS 尝

试分析胶束的温敏性聚集态结构形成机理。 

关键词：胶束化；氢键；温敏性；同步辐射溶液 SAXS 

CP003 

聚乳酸/聚乙二醇嵌段共聚物物理凝胶的微观结构与温敏性相转变 

毛海良,单国荣,包永忠,潘鹏举 

浙江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310027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聚乙二醇-聚右旋乳酸（PEG-PDLA）和聚左旋乳酸-聚乙二醇-聚左旋乳酸（PLLA-PEG-PLLA）

可在水溶液中分别形成星型胶束和花瓣形胶束。通过调控 PEG-PDLA 以及 PLLA-PEG-PLLA 的亲水链段/疏水链段比

例，并将具有立构对映体的两者胶束溶液共混后随着温度升高可观察到凝胶-溶胶-凝胶（gel-sol-gel）多相变行为。

采用变温核磁共振氢谱（1H-NMR）和原位广角 X 射线衍射（WAXS）等表征手段，阐明了 PEG-PDLA/PLLA-PEG-PLLA

共混溶液的温敏性多相变机理。当疏水链段/亲水链段比例合适时，共混物先是形成胶束间堆积机理的物理凝胶；随

着温度升高，1H-NMR 结果表明 PEG 链段活跃，发生 gel-sol 转变；继续升高温度，立构复合结晶增加，胶束间形成

桥联结构，发生 sol-gel 相转变。这种具备多相变的物理水凝胶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水凝胶；物理交联；立构复合结晶；相转变；聚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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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04 

立构复合结晶调控的两亲性共聚物物理水凝胶 

曹贺庆,单国荣,包永忠,潘鹏举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310027 

为了解决物理水凝胶交联密度低、机械性能差的问题，通常可在水凝胶体系中引入不同的非共价键作用，如疏

水作用，氢键等。本工作通过在聚丙烯酸（PAA）体系中引入可结晶的疏水侧链聚乳酸（PLA），增加了水凝胶体系

的交联密度，从而提升水凝胶的机械性能。我们首先用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引发丙交酯开环聚合得到大单

体，再将大单体与丙烯酸（AA）共聚得到聚合物，最后通过溶液镀膜和水中再溶胀的方法得到水凝胶。本工作中利

用 1H NMR 和 GPC 分别表征大单体与聚合物的分子结构和分子量。通过调节大单体的加入比例来调控水凝胶的机械

性能。由于侧链 PLLA 和 PDLA 之间能形成立构复合，因此我们也可通过调节立构复合结晶的含量来调控水凝胶的

机械性能。同时我们采用同步辐射的 WAXD 和 SAXS 来获取水凝胶的微观聚集态结构信息，分析其微观结构与宏观

性能之间的联系。另外通过羧基与 Fe3+的络合作用，实现了水凝胶的形状记忆效应。 

关键词：物理水凝胶；立构复合结构；机械性能；形状记忆 

CP005 
PS-b-PLA(rac)嵌段共聚物薄膜在化学图案上的引导组装 

刘亚栋 1,靳潇洒 1,2,张潇飒 1,2,黄广诚 1,2,逄媛媛 1,2,韩苗苗 1,2,季生象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目前，嵌段共聚物的引导组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两嵌段共聚物聚，但是两嵌段共聚物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

缺点，在化学图案上进行引导组装时，两嵌段共聚物的相区尺寸最大能被拉伸～10％。三嵌段共聚物是一个潜在的

可解决上述难题的体系。三嵌段共聚物的相区尺寸可以被拉伸达 60％，有利于其在化学图案上通过表面重组得到异

于本体相形态的结构，而不需要通过加入均聚物来制备无缺陷的复杂结构。本论文选用外消旋的 PS-b-PLA 嵌段共聚

物的材料，由于 PS-b-PLA 嵌段共聚物包含可生成立体复合物的嵌段 PLA，使 PS-b-PLA 两嵌段共聚物表现出三嵌段

共聚物的特性，相区尺寸被拉伸高达 60%以上。在图案周期比聚合物相分离周期大 90%的化学图案上依然排列成无

缺陷的纳米结构，便于后续复杂图案的制备。使用包含能够形成立体复合物的嵌段的两嵌段共聚物时，无需加入均

聚物即可获得相区区域拉伸程度较大的纳米结构，并且无缺陷。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化学图案；引导组装；PS-b-PLA(rac) 

CP006 

微相分离诱导 PEG-b-PLLA 嵌段共聚物结晶行为 

周冬冬 1,2,孙静茹 1,边新超 1,李杲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PEG-b-PLLA 是一种典型的结晶-结晶型嵌段共聚物，其结晶行为以及结晶形貌非常复杂，探索不同条件下其结

晶行为不仅能够为嵌段共聚物结晶结构提供新的认识，而且对进一步拓展聚乳酸的应用领域很有意义。本文通过控

制聚乳酸从熔融态降温结晶过程的降温速率，进而调控嵌段共聚物微相分离结构，研究微相分离结构对 PEG 结晶行

为以及嵌段共聚物的熔融行为的影响。随着 PLLA 结晶过程降温速率的降低，无定形态 PEG 会更多的被排除出

interlamellar 区域，进而在 interfibrillar 区域聚集而形成 micro-domains。在 PLLA 结晶过程降温速率低至 1°C/min 时，

PEG 呈现两个结晶峰，即为 Fractional Crystallization，分别归属于 interlamellar 和 interfibrillar 区域 PEG 的结晶。嵌

段共聚物微相分离与结晶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其应用研究提供基础。 

关键词：PLLA-b-PEG 嵌段共聚物；微相分离；结晶行为 

CP007 

金属配位键交联的梯度塑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杨立鹏,张国高,郑宁,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12 

金属配位键是一种常见的非共价键作用力，因其可在多种金属与有机配体之间形成且具有较强的键能，因而广

泛应用于可逆聚合物网络的设计中。金属配位键交联的聚合物所具有的可逆性，使得其在自修复领域应用广泛，但

其在可塑化领域却被长期忽视。因此，探索金属配位键交联聚合物在可塑化领域的特性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此外，

制备具有梯度塑性行为的形状记忆聚合物将有利于复杂的形状操纵。 

在本项工作中，我们设计出同时具有弹性和塑性行为的金属配位聚合物网络。选择三联吡啶作为有机配体与不

同金属离子配位。选用甲基丙烯酸甲酯和丙烯酸丁酯来构成聚合物主链并调节玻璃化转变温度。实验表明，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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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三联吡啶的含量或金属离子的种类，可对材料的塑性行为进行调控，且并未降低材料本身的形状记忆性能。更重

要的是，通过在同一交联网络内引入两种不同的金属离子，可实现材料梯度塑性行为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形状记忆

行为的复杂操控。 

关键词：金属配位键；形状记忆聚合物；超分子；梯度塑性 

CP008 

碱基仿生增粘水凝胶 

高光辉,刘鑫,张钦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目前的粘性水凝胶大多受贻贝、藤壶和沙塔虫的启发来进行设计和合成，主要是将生物体内的粘性组分多巴胺

引入水凝胶体系赋予水凝胶优异的粘性性能，但是多巴胺易于氧化导致水凝胶粘性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本课

题组提出碱基仿生粘性水凝胶，将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碱基分子引入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体系，使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粘

性。依靠腺嘌呤和胸腺嘧啶驱动的碱基仿生粘性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具有优异的粘性性能，其对金属、塑料、橡胶、

玻璃、陶瓷、玛瑙、木头和肌肉组织均具有优异的粘结性能，甚至对聚四氟乙烯材料也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其最

大的剥离力可以达到 330 N/m，远远高于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剥离力（50 N/m）。此外，这种粘性水凝胶在反复三十

次粘结剥离后仍能保持良好的粘性，并且在皮肤表面没有任何的残留和不良反应。这一仿生增粘方法扩宽了粘性水

凝胶的设计思路，对新一代粘性水凝胶设计及机理探讨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关键词：仿生；腺嘌呤；胸腺嘧啶；聚丙烯酰胺；粘性水凝胶 

CP009 

复杂流场中高分子流变行为的可视化研究 

王伟,孙熙林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课题研究了聚乙烯熔体在剪切流动和拉伸流动共存收缩流场中的流变行为，用自己搭建的流动双折射(FIB)测

试装置获得了流场中的应力等色条纹，并用粒子图像测速(PIV)方法测试了流场中的速度分布，实现了流场的可视化

实验研究。此外，还构建了该复杂流场的有限元模型，借助 S-MDCPP 模型来描述高分子熔体的黏弹性本构行为，利

用基于有限增量积分(FIC)构造的压力稳定型迭代分布算法及 DEVSS/SUPG 方法预测了高分子熔体的流变行为，并与

实验得到的应力条纹和速度分布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二者吻合较好，从而验证了本课题实验装置和计算方案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为以后研究类似复杂流场中高分子流变行为的可视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高分子熔体；应力双折射；PIV；流变行为；可视化研究 

CP010 

绵阳研究堆小角中子散射谱仪在高分子中的研究进展 

刘栋 1,陈杰 1,孙良卫 1,陈良 1,孙光爱 1,陈波 1,龚建 1 

1.I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2.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小角中子散射（SANS）在高分子和生物大分子材料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优势，高分子领域的两个诺贝尔奖，Flory

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理论和 de Gennes 蛇行理论，都通过中子散射获得了直接的实验证据。玻璃化转变、网络形变、

相分离、结晶等高分子物理的基础科学问题，无一例外，都曾受益于中子散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绵阳研究堆

（CMRR）上 SANS 谱仪已经稳定运行近三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展示了 SANS 在我国高分子材料研究中的独特

优势和前景。本报告将结合 CMRR 上 SANS 谱仪高分子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小角中子散射特有的氘代标记和衬度

变换在高分子材料研究中的应用。其中，利用氘代聚乙烯/聚乙烯共混物，研究了高分子外场诱导串晶晶核形成的分

子链变形机理；利用不同配比的氘代甲苯/甲苯溶剂对白炭黑填充硅橡胶进行溶胀，通过衬度变换 SANS 技术对硅橡

胶的纳米层级结构进行了定量化解析。 

关键词：小角中子散射；高分子；氘代；衬度变换 

CP011 

基于微凝胶胶体晶体模板和巯基—烯点击化学反应制备温敏性胶体簇 

姚丽娟,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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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簇，也称为胶体分子，指的是由多个胶体粒子形成的具有类似分子结构的非球形聚集体。本文基于微凝胶

胶体晶体模板，利用空隙填充和巯基-烯点击化学反应，成功制备出三种具有类似四面体、八面体、三角双锥分子结

构的微凝胶胶体簇。首先作为主体的巯基微凝胶大球可排列成规则有序的胶体晶体，而少量掺杂的双键微凝胶小球

则填充在该胶体晶体的空隙中。然后通过巯基——双键的点击反应将局部形成的胶体簇结构进行固定。这些簇继承

了 PNIPAM 微凝胶的温敏性特点，可以作为分子模型，通过调节外界环境，来研究相转变等物理现象或者构筑更高

级的结构，相比于硬球的簇，具有更多的优势。另外，有研究表明，以四面体结构的胶体分子为基本单元，有望制

备出全光子禁带的光子晶体。 

关键词：微凝胶；胶体晶体；点击化学；胶体簇 

CP012 

基于聚己内酯的热可塑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邹玮珂,赵骞,罗英武,谢涛 

浙江大学 310058 

形状记忆效应是基于聚合物网络弹性的刺激变形行为。而要实现优良的弹性通常依赖于聚合物网络的交联行为，

而这也决定了聚合物的永久形状在加工成型后被固定下来无法改变。为了得到永久形状较为复杂的聚合物网络，我

们通过加入一定的酯交换催化剂，利用聚己内酯网络中丰富的酯键进行酯交换，造成链段之间的交换与重新分布以

及宏观上材料的应力松弛，实现了永久形状可以多次加工变形的塑性形状记忆聚合物，拓宽了形状记忆聚合物的潜

在应用范围。 

关键词：聚己内酯；动态键；形状记忆 

CP013 

存在双结晶过程的聚合物等温结晶动力学 

王瑞洋,邹淑芬,徐君庭,范志强 

浙江大学 310027 

我们将由成核-生长的控制的等温结晶动力学方程（Avrami 方程）推广至了双结晶情形，得到了崭新的等温双结

晶动力学方程。我们将此方程用于以下三种存在双结晶过程的聚合物体系：具有不同受限环境的结晶性三元三嵌段

共聚物、能同时形成多晶型的聚合物，链规整度存在一定分布的结晶聚合物。在双结晶过程当中存在着三种结晶类

型：单独结晶类型，竞争类型和复合结晶类型。我们认为嵌段共聚物自组装中的缺陷，结晶时的成核密度，过冷度，

以及链规整度可能对双结晶过程中的结晶类型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结晶动力学方程；两相三嵌段共聚物；同质多晶；链结构不均匀性 

CP014 

性能可调的可塑化热固性形状记忆聚氨酯 

郑宁,方子正,侯京京,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27 

热固性聚氨酯作为一类重要的形状记忆聚合物具有优异的热机械性能。他们通过化学交联制备而成，因此，其

永久形状难以改变。我们发现结晶性聚氨酯在催化剂作用下拥有塑性性能，能够改变永久形状。通过氨酯交换作用，

聚合物网络拓扑结构能够发生改变。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结晶型形状记忆聚合物网络通常具有较低的交联密度，

这是由于维持结晶性能需要较高的相对分子质量。虽然低交联密度可以促进塑化性能，但是也同样影响了其他的形

状记忆性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类无定形的聚氨酯，他的交联密度可以大范围调节。并且我们发现

利用芳香族的异氰酸酯可以使聚氨酯在没有催化剂存在下实现塑化性能。这类聚合物具有可调的形状回复应力和形

状记忆转变温度。此外，这类聚氨酯还具有三重形状记忆性能，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性能可调的聚氨酯在形状记忆

聚合物器件上有很多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聚氨酯；氨酯交换；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CP015 
PS-b-PMMA/ PS/PMMA 三元共混聚合物薄膜在四方化学图案上的引导组装 

张潇飒 1,李晓 1,万雷 1,季生象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四方对称结构是制备高密度存储材料和集成电路的必备几何图形，而嵌段共聚物的引导组装是构筑长程有序结

构的有力手段之一。本文以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S-b-PMMA, 46k-b-21k), 聚苯乙烯(PS, 50k), 聚甲基丙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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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酯(PMMA, 18.2k)三元共混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组分比例，薄膜组装厚度、温度、时间等因素的调节，利用化

学模板诱导的表面重组，成功的实现了本体为六方结构共混聚合物薄膜在四方化学图案模板上的组装，得到了结构

规整的组装图案。同时，本文利用湿法刻蚀去除 PMMA，制备了四方结构 PS 模板，以 CF4 为刻蚀气体，可将上述

图案完整的转移到硅基底上，实现四方结构的图案转移。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化学图案引导组装；图案转移刻蚀 

CP016 

剪切诱导聚偏氟乙烯结晶和相转变的研究 

王海军,杨茜,阮潇潇,刘坤 

陕西科技大学 710021 

本文主要使用POM、Raman microscope和WAXD等手段研究了剪切作用下聚偏氟乙烯的结晶行为和相转变现象。

研究结果表明，对聚偏氟乙烯（PVDF）在 160℃下的过冷态熔体施加剪切作用可诱导其形成高度取向的 β 型晶体。β

型晶体进一步诱导其附近的各向同性熔体形成 α 型横晶。α 型横晶在高温下退火时发生 α→γ'相转变，相变起始于 β/α

界面处并沿着横晶生长方向向外进行，相变速率落后于 α 型横晶的生长速率。与 γ 型球晶诱导的相转变相比，β 型晶

体诱导的相转变更为高效。β 型晶体诱导 α→γ'相转变机理与 γ 型球晶诱导的 α→γ'相转变机理相似，均为分子链中 TTT

序列引发所致。研究结果对于原位跟踪研究 PVDF 的相变进程并深入理解相变机制，以及制备形态结构可控的 γ 型

晶体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剪切；相转变 

CP017 

聚-β-羟基丁酸酯在多孔阳极氧化铝纳米受限空间中的结晶行为研究 

戴熙瀛,孙晓丽,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β-羟基丁酸酯（PHB）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聚合物。本文通过溶液法，利用毛细作用将 PHB 制备到不同孔径

的多孔阳极氧化铝（AAO）模板中。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到 PHB 在 AAO 模板中形成了纳米柱。结合

X 射线衍射（XRD），红外光谱（IR），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和宽频介电谱仪（DS）的表征，我们研究了 PHB 在

受限于 AAO 模板中的结晶行为和分子链段的松弛情况。PHB 的结晶度随着模板孔径的减小而降低。在大孔径模板中，

结晶行为是可以发生的，并且晶体的取向受到结晶温度影响。在较低的结晶温度，晶体的 b 轴和 c 轴倾向于垂直于

管径方向。当受限孔径减小到 100 nm 及以下时，PHB 不能结晶。实验表明，随着孔径的减小，受限作用增强，PHB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说明了受限尺寸对结晶度有着影响。当把 100 nm 的 PHB 样品的模板蚀刻掉时，样品又可

以结晶了，说明界面作用也对结晶度有着影响。  

关键词：聚-β-羟基丁酸酯；纳米受限；结晶；取向 

CP018 

基于光调控的聚合物形状记忆多孔膜研究 

王伟 1,2,陈凌志 1,Zhiqun Lin2,林绍梁 1 

1.华东理工大学 

2.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形状记忆聚合物作为一类能够可逆变形和回复的智能高分子，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等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关

注。具备形状记忆功能的有序多孔膜在膜分离、组织工程、微电子、光子晶体、光刻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然而，由于传统的机械处理方法难以实现微结构的可控变形，形状记忆多孔膜鲜有报道。本文通过将光调控引入到

形状记忆聚合物的设计理念中，提出了一种设计形状记忆多孔膜的新思路。首先合成了具有形状记忆潜质的两嵌段

共聚物，并通过呼吸图方法制备了该聚合物的有序多孔膜。通过原位交联，形成了形状记忆效应必须的固定相/可逆

相两相体系。在线性偏振光的照射下，初始的圆孔形状能够变形成为矩形、菱形等多种孔形状。随后通过紫外光光

照，变形孔结构能够完全恢复其初始形貌。这种新型的形状记忆聚合物的设计规避了传统的机械变形和单一的热回

复，在形状记忆微结构的设计和制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关键词：形状记忆；聚合物多孔膜；定向光调控；偶氮苯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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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19 
等规聚丙烯薄膜中片晶生长分叉研究 

张彬,陈静波 

郑州大学 450001 

高分子薄膜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使之成为高分子物理与加工领域的研究热点。高分子结晶

形态结构对其物理及机械性能有较大影响，在高分子薄膜中研究片晶形态、取向与纳米尺度性能等问题，有助于加

深对高分子结晶的理解。本文使用原子力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研究了等规聚丙烯（iPP）薄膜结晶形态结构。结果表

明随结晶温度的升高（120-160 °C）iPP 片晶由树枝状平躺片晶转变成板条状平躺单晶，即 iPP 片晶在 b 轴方向呈现

出树枝状分叉生长，随结晶温度的升高树枝状分叉逐渐消失；在 a*轴方向则表现为周期性分叉，且分叉周期随结晶

温度的升高而增大。通过测量不同结晶温度下分叉前最大片晶宽度（W）与生长速率（G），计算得出 W2G 为常数（不

依赖于结晶温度）,即符合 Mullins-Sekerka 不稳定理论。本研究认为 iPP 片晶在 a*轴方向上的周期性分叉是由片晶生

长前沿的界面失稳引起的。 

关键词：薄膜结晶；扩散限制凝聚（DLA）；生长不稳定；聚丙烯 

CP020 

蛋白质复合物的小角散射研究 

史册,习士霞,李云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研究蛋白质结构及其在分子诱导下的结构变化和聚集行为是从分子层面了解蛋白质生物活性,拓宽蛋白质应用前

景的有效途径，而小角 X 光散射则是解析多种分散体系中蛋白质结构的有力手段。我们研究了牛血清蛋白、胰蛋白

酶与两种茶多酚（catechin 和 EGCG）形成复合物的结构和聚集行为，发现茶多酚能够促进蛋白聚集，EGCG 的促进

作用更加明显，而牛血清蛋白在聚集中表现出更高的结构稳定性。此外，我们还利用小角散射研究了玉米醇溶蛋白

和聚乙二醇溶液的老化行为及其与电纺丝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玉米醇溶蛋白老化过程中发生聚集，加入聚乙二醇

后玉米醇溶蛋白沿着线性高分子链排列，较高的老化程度利于电纺成丝。 

关键词：小角 X 光散射；聚乙二醇；玉米醇溶蛋白；牛血清蛋白；茶多酚 

CP021 

PC7DPF 溶液中聚集以及 β 相溶解过程的研究 

李涛,陆丹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静态/动态光散射的表征以及标度理论研究方法，成功证明了一种聚芴衍生物 PC7DPF 的

β 相形成于聚集之中，此状况与 PFO 极为相似。推测 β 相的形成也是链内和链间两种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良溶

剂氯仿比例为 0%时，甲苯是其不良溶剂，溶解性较低导致链内作用力和链间作用力皆比较强，形成了较多的 β 相；

而随着氯仿比例的增加，削弱了这两种作用力，导致 β 相转变成 α 相。 

本研究拓宽了聚芴 β 相的研究范围，使其延伸到了聚芴的其他分子结构；研究还发现：即使分子结构不同，

PC7DPF 溶液中 β 相的形成机理也与 PFO 类似，推测是可形成 β 相的聚芴所共有的特点.此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

同分子结构的聚芴及 β 相的关系、特点及规律，对含有 β 相的聚芴类共轭高分子以及其他共轭高分子的开发及应用，

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聚芴；聚集结构；β 相；标度率 

CP022 

等规聚丁烯-1 熔体记忆效应的初始片晶厚度依赖性 

刘珮茹 1,2,门永锋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利用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研究了一种分子量为 188 kg/mol 的等规聚丁烯-1（iPB-1）在平衡熔点以上的熔体

记忆效应。结果表明，iPB-1 显示出了强烈的熔体记忆效应，随着熔体温度的降低，随后的等温结晶速率大大增加。

该记忆效应还受到初始样品聚集态的影响，初始样品结晶温度越低，其片晶厚度越薄，记忆效应加速结晶的效果越

明显。只有当熔体温度在 170℃以上，等温结晶速率才达到基本恒定的值，而该熔体温度远超平衡熔点（133℃）。 

关键词：聚丁烯-1；记忆效应；片晶厚度；半结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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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23 
壳聚糖接枝聚合物侧链结晶行为的研究 

刘凌志,门永锋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接枝聚合物由于分子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其结晶行为线性高分子有所不同。近年来，有关于含有长烷基侧链的接

枝聚合的结晶行为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已有研究表明主链结构，主链刚性，侧链接枝密度，侧链长度等均能影响

该类聚合物的侧链结晶行为。本文首先合成了一系列以刚性的壳聚糖作为分子主链，不同长度的烷基作为侧链的接

枝聚合物，并对其进行了 DSC，变温 X 射线等表征。结果表明该系列聚合物均为层状结构，主链与侧链交替排列。

通过对单个亚甲基所占体积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出当侧链碳原子数少于 14 时，侧链为倾斜排列，侧链碳原子数为 16

和 18 时侧链为头对头排列方式，当侧链碳原子数大于 22 时侧链为交叉方式排列。  

关键词：接枝聚合物；侧链结晶；壳聚糖 

CP024 

聚电解质刷内部离子对行为的研究 

赵彬涛 1,褚虓 1,袁光萃 2,杨京法 1,赵江 1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Technology 

本文采用中子反射技术（neutron reflectivity）研究通过 grafting to 的方法制备的强聚电解质刷-聚苯乙烯磺酸钠

（sod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在不同盐浓度下的结构，发现聚电解质刷的厚度在较低的盐溶液浓度时发生了溶胀增

强的现象。通过 grafting from 的方法合成两种接枝密度的聚苯乙烯磺酸钠刷，采用介电松弛谱测量内部离子对的偶极

取向松弛峰的频率变化，发现从低浓度氯化钠溶液到高浓度氯化钠溶液，离子对的偶极取向松弛峰逐渐向高频移动。

这些结果对于平均场理论提出的渗透压刷模型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我们认为上述现象是外部盐离子渗透进刷子内

部，打破了刷子内部偶极-偶极（dipole–dipole interaction）相互作用，拆开了相邻链之间多重离子对所带来的效应。 

关键词：中子反射；介电谱；聚电解质刷；偶极-偶极相互作用；离子对 

CP025 

探索聚电解质溶液流变学特性的微观机理 -高分子流变显微光谱仪 

郑锴锴,陈阔,任伟斌,赵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同步获取剪切场下高分子体系的流变学信息及光谱信息是理解与认识被研究体系，特别是多电荷高分子体系（聚

电解质、生物大分子等）的流变学性质微观机理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将高灵敏的单分子荧光显微与光谱方法与精

确的流变学方法结合，实现了剪切场下单个高分子的光谱测量，获得了单个高分子的荧光发射光谱和亮度，测量了

单分子的运动速率，并结合体系的宏观流变学性质，对聚电解质分子链在剪切场下的运动特性（定向运动、布朗运

动），微观的物理化学环境开展系统地考察与讨论，对聚电解质流变学性质的分子物理图像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聚电解质；流变；单分子荧光显微；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CP026 

自增溶性疏水单体的单一/复配型疏水缔合水凝胶的合成与性能 

刘玉东,刘凤岐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通过一种简单的自由基共聚，利用十二醇聚氧乙烯(n)丙烯酸酯（AEO-n-AC，n 表示乙氧基数目，为 3 和 23）

与丙烯酰胺共聚合成了两种单一/复配型疏水缔合水凝胶。前者是利用 AEO-23-AC 的自增溶性与 AM 共聚，在无额

外表面活性剂的情况下合成的一种单疏水单体的水凝胶。后者复配型凝胶是将其与 AEO-3-AC 复配，与 AM 共聚后

得到一系列强度可调节，最高强度可达单一疏水单体凝胶的 200%-300%的水凝胶。复配凝胶表现出高度可调节的伸

展性（伸长率可达 700%-2700%）.动态光散射和扫面电镜实验揭示了两种疏水单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最优化复配

胶束的结构。讨论了不同复配比下，复配胶束的缔合情况与凝胶性能的关系。溶胀实验中发现疏水单体上亲水 PEG

片段的长度与凝胶的溶胀度直接相关，而凝胶寿命则与凝胶强度有关。这种协同效应的发现对疏水缔合凝胶的设计，

改善和调控凝胶性能上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自增溶；协同效应；复配胶束；机械性能；溶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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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27 
高强度、自修复的单网络形状记忆水凝胶 

兰军,陈重一 

宁波大学 315211 

聚丙烯酸（PAA）-二乙烯三胺（DETA）水凝胶是一种高强度、自修复的单网络形状记忆水凝胶。单网络水凝胶

是通过丙烯酸和二乙烯三胺在水溶液中自由基聚合得到，其中二乙烯三胺作为交联剂与羧基形成羧酸铵键连接不同

聚丙烯酸分子链。羧酸铵键在水凝胶中处于一种动态水解平衡，在拉伸过程中作为牺牲键来增强水凝胶的强度，使

单网络水凝胶具有类似于双网络水凝胶的强度。由于单网络水凝胶中聚合物链具有较高的灵活度和羧酸铵动态键，

所以水凝胶能能在较温和条件下进行自修复，这种自修复能力优于其它双网络水凝胶。羧酸铵键作为一种弱酸弱碱

盐，其水解平衡常熟是温度的函数。单网络水凝胶中的羧酸铵键可以通过温度响应实现形状记忆。 

关键词：单网络；水凝胶；高强度；自修复；形状记忆 

CP028 
由儿茶酚基团与自由基的反应制备微凝胶 

薛锦巧 1,聂晶晶 2,杜滨阳 1 

1.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2.浙江大学化学系 

儿茶酚基团与自由基的反应首次被应用于交联的纳米结构——微凝胶的制备上。利用无皂乳液聚合方法（SFEP），

无需外加交联剂，便可以成功制得尺寸均一的稳定的微凝胶纳米粒子。多种丙烯酰胺型主单体：丙烯酰胺（AM），

N,N-二甲基丙烯酰胺（DMAA），N-乙烯基吡咯烷酮（NVP），N-乙烯基己内酰胺（VCL），N-异丙基丙烯酰胺和 N-(3-

二甲氧基丙基)甲基丙烯酰胺等分别与含有未保护儿茶酚基团的乙烯基共聚单体于水溶液中 70 OC 下反应均可得到尺

寸分布很窄的微凝胶纳米颗粒。微凝胶中交联网络结构的形成主要可归因于在无皂乳液聚合过程中聚合物链上未受

保护的儿茶酚基团与增长链自由基间的反应。儿茶酚化学的应用大大拓展了适用于 SFEP 方法制备微凝胶的单体种

类。无需外加表面活性剂及交联剂，多种全水溶性聚合物均可作为骨架成功制备微凝胶。 

关键词：儿茶酚；自由基；微凝胶；无皂乳液聚合；骨架 

CP029 

Bentonite/SiO2 基双重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余丽娜 1,武荣兰 1,徐世美 2 

1.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四川大学 

传统水凝胶由于强度低、脆性等缺陷，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为提高凝胶的力学性能，研究者在凝胶中引入

膨润土（Bentonite）或 SiO2 等无机填料使其韧性和压缩强度得到明显改善。为了提高凝胶的综合力学性能，我们以

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VTES)为 SiO2 前驱体，丙烯酰胺(AM)为单体，在膨润土分散液中进行原位自由基聚合，制备

PAM/Bentonite/SiO2 双重纳米复合水凝胶。该凝胶中，VTES 充当插层剂和交联剂，对膨润土进行插层和剥离，同时

VTES 在 sol-gel 过程中与膨润土发生缩合，从而产生化学键合；此外 VTES 中的双键与 AM 发生共价交联聚合，因

此提高了凝胶组分的相容性和凝胶力学性能。当 VTES 用量为 5.79 wt%时，膨润土达到较好的剥离和插层状态，此

时凝胶压缩强度可达 4.36 MPa（含水量为 85%），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在化学机械、人工肌肉和执行元件等领域显

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Bentonite；插层；双重纳米复合水凝胶；硅烷化试剂 

CP030 

Janus 示踪粒子在细菌悬浮液中的反常扩散 

黄子涵,燕立唐 

清华大学 100084 

活化物质由于其微驱动特征，体系在局部往往伴随着时间反演对称性的破缺，因而时常展现出复杂的时空行为

与崭新的物理现象。而活化物质对外界刺激的响应，可以直接重构其非平衡动力学的不可逆性，使其传输过程脱离

传统统计物理方法的可描述范围。因此，研究活化物质在外界刺激影响下的传输动力学行为，对于深入揭示活化体

系的统计力学原理与构建非平衡系统的理论框架而言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本论文通过建立细菌趋化模型，深入研究

了细菌悬浮液这一典型活化体系中覆盖趋化因子的示踪粒子的反常扩散行为。借由朗之万方程揭示了全覆盖示踪粒

子的非高斯扩散行为起源于指数关联的非热细菌噪音。进一步地，Janus（半覆盖）示踪粒子在趋化因子浓度较低时

展现出耦合 Lévy 飞行与布朗振动的复合随机行走，而在浓度较高时表现为增强的定向运输。该转变被确认为对称性

破缺诱发的二阶相变，从而深入揭示了非对称效应对于活化体系传输动力学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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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Janus 示踪粒子；非平衡态；细菌悬浮液；反常扩散；二阶相变 

CP031 

铁离子络合制备双物理交联水凝胶以及其核壳结构研究 

胡城鑫,邓映雪,张钰林,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采用两步法，先将丙烯酸(AA)，丙烯酰胺(AM)，甲基丙烯酸十八酯(SMA)以胶束共聚的形式制备疏水缔合

型凝胶 P(AA/AM)，第二步将 P(AA/AM)凝胶在 FeCl3 溶液中浸泡一段时间(12h 和 36h),得到了一种疏水缔合和离子络

合双物理交联的水凝胶。第二步实验中发现圆柱状的凝胶在 FeCl3 溶液中浸泡时出现不同程度的核壳结构，发现凝胶

内部和外界溶液之间的渗透压是形成核壳结构的主要原因。接着，制备片状凝胶，避开核壳结构的出现，发现制备

的双物理交联水凝胶比起纯疏水缔合型凝胶，断裂应力提高约 208 倍，达到 10.39MPa；能量耗散能力提高约 162 倍，

耗散能达到 10.38MJ/m3 

关键词：水凝胶；疏水缔合；铁离子络合；能量耗散 

CP032 

超快速 4D 打印变形材料 

黄丽媚,江睿琪,吴晶军,宋吉舟,柏浩,李伯耿,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27 

具有刺激响应性的变形材料在生物医学和航空航天领域都有很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通常它们的形状结构决定

了它们最终的功能。然而，通过传统的加工方式很难得到复杂形状结构。数字化的 3D 打印技术在打印各种复杂结构

上有极大优势，但现有三维打印技术无法回避的挑战在于逐层固化成型，打印一件物体一般要数十分钟至数小时，

打印的速度和非常有限的材料选择成为了它推广和应用的短板。此文章开发了一系列可由普通投影仪进行数字化可

见光固化的单体体系，并借鉴了水凝胶由二维平面经不均匀溶胀变形为三维结构的技术，实现了聚合物的超快速三

维成型。既可以“打印”三维复杂形状的水凝胶，又可以“打印”三维的石蜡溶胀凝胶，而不同凝胶的刺激响应性质赋予

凝胶随时间变化的第四维性质。此方法利用了光敏树脂能快速光固化的性质，而又无需逐层固化叠加成型，“打印”

时间仅须二十余秒。 

关键词：4D 打印；变形材料；刺激响应性 

CP033 
聚（苯乙烯-丙烯腈）大分子微球增强疏水缔合水凝胶 

陈静,柯月,陈凯旋,邓映雪,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采用自由基乳液聚合制备聚（苯乙烯-丙烯腈）（P（St-AN））大分子微球（MMs），将其加入疏水缔合水凝胶(HA-gels)

的合成反应体系中，因疏水作用 MMs 表面可吸附疏水单体甲基丙烯酸十八酯（SMA），再与亲水单体丙烯酰胺（AAm）

胶束共聚，制得大分子微球复合疏水缔合水凝胶（HAMMs）。在 MMs 内因为氰基之间的偶极-偶极作用而形成交联，

而在 HAMMs 中则以 MMs 作为疏水缔合交联中心，从而提高水凝胶的机械强度，其断裂应力和应变分别达到 550KPa

和 2832%，约为 HA-gels（强度 62KPa，应变 1587%）的 9 倍和 2 倍，同时还兼具优异的自愈合和溶胀性能。 

关键词：丙烯酰胺；疏水缔合水水凝胶；大分子微球；偶极-偶极作用；机械性能 

CP034 

碳纳米点复合疏水缔合水凝胶 

张伊伊,兰云鹏,周寰,黄鑫,李无敌,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通过简单的酸处理法制备了 100nm 左右的球形碳纳米点（C-dots），用一锅法将 C-dots 引入到疏水缔合水凝

胶体系中制备一种新型的双物理交联复合水凝胶。C-dots 和聚丙烯酰胺链间的氢键作为凝胶中的第二物理交联作用，

赋予复合凝胶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自愈合性能。复合水凝胶的拉伸强度和断裂能最高分别达到 0.83MPa 和 6.51MJ/m3，

凝胶的自愈合率高达 92%。该方法为制备强而韧的凝胶提供了一种新的简单的途径。 

关键字:碳纳米点；疏水缔合水凝胶；机械性能；自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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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35 

超分子形状记忆水凝胶的构筑及性能调控 

张佳玮,乐晓霞,路伟,汪力,陈涛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形状记忆高分子因可以保持临时形状、在外界刺激下又可恢复初始形状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超分子化学为

创造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提供了巨大空间，将超分子体系引入形状记忆高分子，将为传统形状记忆高分子注入新的

生命力。本文利用可逆作用（超分子作用和动态化学键）作为动态交联点固定材料的临时形状，当受到外界刺激时，

临时交联点被破坏，材料又恢复到初始状态，从而开拓了不依赖于热效应的形状存储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子

设计和聚合物结构设计，利用两种或多种可逆作用分别记录不同的临时形状，并通过调整刺激信号的输入顺序，使

其在存储临时形状时互不干扰，实现了宏观/微观三重（多重）形状记忆功能；并进一步基于仿生设计引入自修复和

驱动功能，为构筑新型仿生智能材料开辟了新途径。上述研究成果是对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的有效补充及创新，为

开发新型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超分子化学；可逆作用；形状记忆 

CP036 

冷冻干燥法实现全方向形状记忆效应 

陈狄,夏旭辉,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310027 

形状记忆聚合物能够固定在临时形状，并在外界环境改变时回复到原始形状。该类材料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以及组织工程等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现有基于外力的程序化固定临时形状的方式，包括拉伸、弯曲、压缩

等只能对材料进行一维或二维变形，而无法将材料固定在三维方向均拉伸的临时形状，即无法实现三维收缩。为了

克服这一瓶颈，我们创新地将冷冻干燥技术引入到形状记忆聚合物临时形状的程序化中。链段可结晶的聚乙二醇水

凝胶在冷冻干燥之后被固定在多孔的临时形状，实现了网络结构的三维拉伸。温度升高到聚乙二醇的熔融温度以上

时，多孔干胶就会发生三维收缩回复到无孔的永久形状，从而实现全方向形状记忆回复（omnidirectional shape 

memory）。重新溶胀后再次冰冻干燥，形状记忆过程即可循环进行。该新型形状记忆效应有望用以制备具有新型可控

分相结构的多功能复合材料。 

关键词：形状记忆聚合物；水凝胶；聚合物加工；冷冻干燥 

CP037 

基于热压印方法构筑 PHB 微纳线条 

汪超,刘结平,丁光柱,李敏,王凯旋,钱门祥 

淮北师范大学 235000 

聚合物薄膜图案化的构筑成为高分子材料领域研究一个热点。研究表明热压印方法已被证实为一个有效的构筑

纳米结构图案的方法。本实验用热压印的方法来构筑聚合物 PHB 的微纳结构薄膜，并利用原子力显微镜(AFM)观察

其表面形貌。从 AFM 的高度形貌图可以看出，图案化后的聚合物 PHB 微纳薄膜的表面线条分布均匀，清晰明朗，

图案规整，没有明显塌陷和变形，并且可以看出 PHB 微纳线条图案的尺寸完全与压印模板的微纳尺寸相互配套(线宽

和周期)。因此，通过原子力显微镜的表征可以表明利用热压印技术我们可以成功的构筑聚合物 PHB 的微纳线条图案。

而且该方法还可以构筑具有不同线宽和周期的聚合物线条图案薄膜，具有较强的图案化普适性。此种构筑图案化聚

合物薄膜的方法对高分子材料性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聚 3-羟基丁酸酯(PHB)；原子力显微镜(AFM)；图案化；热压印 

CP038 

关于聚电解质稀溶液多重动态松弛模式根源的探索 

陈阔,杨京法,赵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多重动态松弛模式作为聚电解质体系的突出特征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这种行为的根源却一

直没有定论。本文采用双色荧光关联光谱研究了聚苯乙烯磺酸钠（sod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无盐稀溶液的松弛行

为。我们发现即使在极稀溶液中（＜10nM），聚电解质链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静电排斥，而且在短时间尺度和长时

间尺度上存在着动力学非均匀性。此外，对比动态光散射的实验结果发现稀溶液中“慢模式”对应的扩散系数处于短时

间尺度和长时间尺度对应的扩散系数之间。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可以用链间静电排斥引起的“笼子效应”来解释。 

关键词：双色荧光关联光谱；聚电解质；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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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39 

蛋白质在不同含水量的聚合刷上吸附的定量研究 

代威 1,贾鹏翔 1,赵江 2 

1.西北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大量的研究表明亲水类材料能够有效地抑制蛋白质在其界面处的吸附。目前普遍认为这一性质可能和材料界面

处结合水量的多少有关，由于技术的局限，目前对于界面处的水含量实验表征方法的报道非常少。定量表征界面处

的水含量成为当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采用 QCM-D 技术定量测量出聚合物刷体系中的水含量并首次对不同含

水量聚合物刷上的蛋白吸附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聚合物刷体系中水含量显著地影响蛋白质在其

界面处的吸附行为。表现出随着水含量的增加，BSA 和 Fg 蛋白的吸附明显降低，而且当聚合物刷体系中含水量足够

高时可以有效抑制蛋白质在其界面处的非特异性吸附。 

关键词：含水量；聚合物刷；蛋白吸附 

CP040 

Poly(VBIMBF4)/BMIMBF4 离子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李浩,郭书非,宋洪赞 

河北大学 071002 

离子凝胶结合了离子液体的良好导电性、不挥发以及普通凝胶的形状、结构可控特点，因而在新型太阳能电池、

锂电池等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以 1-乙烯基-3-丁基咪唑四氟硼酸盐(VBIMBF4)为单体，溶解于 1-丁基-3-甲

基咪唑四氟硼酸盐(BMIMBF4)液体中，并以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为交联剂，采用原位化学交联的方法制备

出了一种新型离子凝胶电解质。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旋转流变仪、电化学工作站等手段对样品进行表征。流变性

能测试结果表明，模量可达 105 Pa，随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和 1-乙烯基-3-丁基咪唑四氟硼酸盐的总含量的增加而增

大。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拉伸强度随 PEGDA 和 1-乙烯基-3-丁基咪唑四氟硼酸盐的总含量的增加而增强。电学

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电导率接近 10-3 S/cm 数量级，且随 BMIMBF4 的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关键词：离子凝胶；聚离子液体；聚合物电解质；流变 

CP041 
数据挖掘在 Nafion 质子交换复合膜中的应用研究 

刘伦洋,陈文多,李云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Nafion 是在质子交换膜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材料。通过选择添加合适的有机或无机填充材料能有效提升 Nafion 质

子交换膜的性能。我们广泛收集整理了 224 篇关于 Nafion 质子交换复合膜的原始文献，构建了包含膜组成，工艺，

和核心性能指标质子传导率的数据集。根据 Nafion 膜中掺杂物的不同，数据集分为素膜数据集，无机掺杂和有机掺

杂复合膜数据集。我们建立了质子传导率预测的显示和隐式模型。经过对用于构建模型的特征进行优化，最终，由

上述三份数据集建立的显示预测模型的性能指标 R2 分别达到了 0.80， 0.68， 0.87，能够很好的用于质子传导率的

预测。 

关键词：Nafion；质子交换膜；数据挖掘 

CP042 

基于棒状病毒手性液晶的结构化水凝胶 

裴晓冬,支雪丽,董子越,张珍坤 

南开大学 300071 

在原本无规的水凝胶内部引入规整的结构特征，有望赋予水凝胶各种特异的性能如刺激变色、单向力学响应性

等，在多重刺激响应性智能材料方面有着潜在的应用。在对棒状病毒胶体粒子三维手性组装机理的深刻认识的基础

上，我们发展了诱导组装的方法，通过调节受限空间特征尺寸与手性特征参数的相对比例，在玻璃毛细管内构建了

均一的手性组装结构，解决了胶体组装结构不均一的问题。进一步引入单体、交联剂和引发剂，成功将棒状病毒三

维手性液晶结构固化在聚合物水凝胶内部，构建了具有光学双折射和较好的力学性能的手性液晶聚合物水凝胶。将

镶嵌的病毒模板刻蚀掉后，水凝胶内部仍然保留了手性特征结构，其螺距(Pitch)可作为固有的内在物性参数用来定量

化地表征水凝胶的多重响应性，如吸水/脱水、湿度以及外力挤压等。这种固有的手性特征结构可经历干燥/吸水的多

次过程，可视为结构记忆水凝胶(Structure memory hydrogels)。 

关键词：水凝胶；手性液晶；棒状病毒；刺激响应性；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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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43 

多重响应和多功能性苯胺寡聚物修饰的可塑性环氧 

陈巧梅 

清华大学 100084 

智能聚合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同时将 3 种以上刺激响应或功能引入同一聚合物具

有很大挑战，更不要说同时将多重刺激响应性和多功能性在同一聚合物中体现。可塑体（vitrimers）是一种新兴的共

价交联聚合物，成型后可再加工，但依旧具备热固体不溶不熔的特性。在这个工作中，我们采用简单的方法将苯胺

寡聚物引入环氧可塑体，所得材料不仅可以对 6 种刺激（热、光、pH 值、电压、金属离子、氧化还原化学物质）作

出响应，而且具备 6 种不同功能（形状记忆、焊接、愈合、回收再使用、电致变色、金属离子吸附）。除此之外，该

材料具备一些苯胺寡聚物和空白可塑体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如光致自愈、焊接，pH 导致的形状记忆，金属离子吸附

增强的光热效应，多重光响应功能组合操作等。并且，该材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生产。 

关键词：苯胺寡聚物；可塑体；多响应性；多功能性 

CP044 

聚酰胺酸亚胺化反应的动力学研究 

陈兴,杨京法,赵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本文采用红外光谱（IR）研究了均苯四甲酸酐（PMDA）与 4，4'二苯醚二胺（ODA）体系的聚酰胺酸的亚胺化

反应的动力学行为。通过红外光谱直接监测了聚酰胺酸的升温亚胺化反应和在不同温度下的等温亚胺化反应，同时

获取亚胺化程度随温度和时间的变化规律，追踪了溶剂的挥发与亚胺化反应的同步进行过程，并采用多时间尺度方

法分析等温亚胺化反应的动力学，获取了特征反应时间和展宽因子及其与温度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聚酰亚胺；红外光谱；亚胺化；动力学 

CP045 

“光刻写”实现复杂三维形变的原位调控 

陈婷珽,金桥,计剑 

浙江大学 310027 

内应力诱导的自塑形材料可以在合适的刺激下发生三维形变，在植入材料，微流道，仿生机器人等领域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目前，实现材料自塑形的方法主要是在平面材料中引入图案化结构，在合适的刺激下，同一平面中的

不同区域发生不同响应，从而产生内应力，诱导材料的形变。这种自塑形材料可以以预设方式向目标形状转变，在

材料形状的动态控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由于这种材料中形变信息是固定的，难以实现形变的原位调控。我们

介绍了一种形变信息“按需刻写”的方式解决这一局限性。本研究以常见的形状记忆材料 Nafion 和具有光热转变能力

的聚多巴胺的复合材料为模型详细阐述了这种方法。我们通过高温拉伸和低温固定的方式获得处于均匀拉伸状态的

材料，通过近红外光照诱导局部形状恢复，引发内应力，实现三维形变。这一过程中，平面材料是均匀的刺激响应

材料，形变信息由光照控制，可以实现形变步骤任意可调的多步形变和具有“私人订制”特点的三维形变。 

关键词：形状记忆聚合物；聚多巴胺；内应力；原位可调；近红外光照 

CP046 

pH、温度双重响应性水凝胶和染料吸附的应用 

黄海龙,侯立峰,朱峰,徐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智能水凝胶是指自身能感知外界环境如温度、pH、光、电、压力等微小的变化或刺激，并能产生相应的物理结

构和化学性质变化的一类高分子水凝胶。智能水凝胶这种特殊的性能使其在药物控制释放、物料分离、化学转换器

和医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以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2-甲氧基乙基丙烯酸酯和丙烯酸

为单体，使用传统自由基聚合，得到具有温度和 pH 双重刺激响应型水凝胶。通过调整单体比例，可以调控温度响应

性转变点，且转变点温度范围窄，刺激响应性快。同时大大提高了凝胶的力学性能。利用其三维空间网状结构和丰

富的结合位点，我们将水凝胶作为有机染料吸附材料，其表现出吸附量大，吸附速率快，稳定性高的特点。并且利

用其温度与 pH 值的响应，可以有效地对吸附的有机染料进行脱附，并且脱附效率高，速度快。经过多次吸附-脱附-

再吸附过程，凝胶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吸附效率。 

关键词：水凝胶； pH 响应；温度响应；染料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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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47 

乙烯基咪唑类离子微凝胶的制备与表征 

吴青文,聂晶晶,杜滨阳 

浙江大学 310027 

微凝胶（microgel）是一种具有三维交联网络结构、尺寸在 1-1000 纳米范围的聚合物颗粒，在水中溶胀而不溶解，

具有膨胀－收缩性能。微凝胶在药物控制释放、化学分离和传感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本工作中，我们首先通

过季铵化反应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长度烷基侧链的乙烯基咪唑溴类离子液体，将其作为共单体，与主单体 N-异丙

基丙烯酰胺（NIPAm）经无皂乳液聚合，成功制备了一系列具有均一粒径分布的乙烯基咪唑类离子型微凝胶。并且

进一步通过动态光散射、紫外可见光谱表征其温敏性，探究了烷基侧链长度、乙烯基咪唑溴类离子液体含量、交联

剂含量对微凝胶粒径、温敏性的影响。实验表明，随着烷基侧链的增长，其疏水性增加，导致相应的离子型微凝胶

体积相转变温度向低温移动。  

关键词：微凝胶；NIPAm；乙烯基咪唑；烷基侧链 

CP048 

塑化速率可调的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方子正,郑宁,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27 

传统的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由于存在着永久交联点，因此具有良好的热力学稳定性，但也存在着成型加工困

难，可回收利用性差等缺点。而在一个热固性网络中引入动态键，通过一定的外界刺激，可以激发动态键发生可逆

键交换反应，从而赋予材料一些特殊的动态性能，包括自修复，可重新加工以及形状重构等。由于这些性能对于外

界刺激（温度）的响应不同，为了更好地在一个聚合物网络中同时实现这些功能，其要求材料设计过程中可以实现

塑化速率的大范围连续可调。 

本课题中，我们在一个聚氨酯网络中引入两种具有不同塑化速率的动态共价键（氨酯键和受阻脲键），通过改变

可逆键的比例，可以调控聚合物网络拓扑结构重排的速率。同时，利用自修复和可重加工性能，可以实现和丰富对

于形状记忆聚合物复杂原始形状的形状重构。 

关键词：动态共价键；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CP049 

聚芴（PFs）分子链凝聚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侧链长度对其 β 构象稳定性的影响 

刘宾,陆丹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共轭聚合物特殊的主链长程 π 共轭结构和独特的光电性能，使其在光电领域应用广泛。研究表明：高分子链构

象与光电性能之间的关系受到溶度参数、侧链支化、侧链长度、分子量和温度等因素影响。聚芴是经典的、固态具

有多相结构的蓝光材料，其中特殊的 β 构象具有共平面结构和有序性的特点，对提高其薄膜载流子迁移率及光电器

件效率尤为重要。 

本工作探究了在分子链凝聚态结构形成过程中，PFs 不同侧链长度对其 β 相稳定性的影响。我们选择侧链长度不

同的 PF7、 PF8、PF9、PF10 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PF8、PF9、PF10 含有 80%乙醇的甲苯溶液中，β 构象的含量

均达到最大值（42%），并且该值非常稳定，不随时间增加（21 天）而改变；而 PF7 分子链的共轭程度随着时间的延

长而逐渐增强。研究揭示了 PFs 的 β 构象稳定性的机理，对光电材料与器件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侧链长度；β 构象稳定性；时间变化 

CP050 

基于光降解聚合物膜的光调控皱纹微图案制备 

汪娟娟,鲁从华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0354 

近年来，光降解高分子作为一类特殊的刺激敏感型材料引起了研究人员极大的关注。其中主链型光降解聚合物

为微纳米制造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于光刻的“自上而下”策略，然而目前却鲜有将此类聚合物应用到刺激响应型微图案

制备的报道。本文中我们第一次将光降解聚合物引入皱纹体系，实现了基于光降解聚合物膜/基体系皱纹图案的动态

光调控/擦除。光降解聚合物膜在紫外光照下持续发生分子链断裂，产生局部应力微扰，导致存储在皱纹膜中的应力

逐渐松弛耗散，进而引发体系表面皱纹形貌的动态调控。进一步对皱纹膜进行选择性曝光处理，曝光区域的皱纹能

被擦除；而非曝光区域的皱纹在保持的同时，其形貌从无规演变为垂直于曝光区/非曝光区边界的高度取向性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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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展示了这一动态图案化策略在光可擦写信息存储、具有可控光学性质及润湿性的智能表面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光降解聚合物；表面起皱；表面图案化 

CP051 

PS-b-PMA 嵌段共聚物薄膜在化学图案上的引导组装 

逄媛媛 1,2,靳潇洒 1,2,黄广诚 1,2,季生象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利用嵌段共聚物薄膜作为模板将高分子相分离生成的图案转移蚀刻到基材上，开创了嵌段共聚物蚀刻这一新的

研究方向。与半导体行业传统的光刻法相比，嵌段共聚物的引导组装具有线边粗糙度低、可以通过密度倍增法解决

光刻法极限分辨率等优点。目前嵌段共聚物引导组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S-b-PMMA) 

两嵌段共聚物上，但是由于 PS-b-PMMA 的链段-链段相互作用参数（χ）值较小，决定了其最小的相分离尺寸不能满

足半导体行业制备 11 nm 或更小半节距的要求。本论文制备了聚苯乙烯-聚丙烯酸甲酯 (PS-b-PMA) 嵌段共聚物，具

有更大的 χ 值和相近的表面自由能。PS-b-PMA 薄膜在化学图案上加热引导组装可以形成长程有序的垂直排列的纳米

结构。并且通过缩小 PS-b-PMA 的分子量，可得到周期小于 20 nm 的引导组装结构，可以满足半导体行业制备 11 nm 

节点的需求。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化学图案；引导组装；加热退火；垂直相畴 

CP052 

近红外-可见光响应的液晶网络聚合物复合光子薄膜制动器 

魏万媛,张哲维,魏杰,李晓峰,郭金宝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光驱动产生可逆形变聚合物或聚合物复合材料制动器是制动器中十分重要的类型，由于在传感器，光开关，软

体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一直备受关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并制备了一种可近红外（NIR）-可见(Vis)光响应液晶复

合光子薄膜制动器。在制备中，以 SiO2 胶体晶体为模板，将掺杂有光生热载体氧化石墨烯（GO）的向列相液晶网络

聚合物（LCN）的前驱体引入其中，经紫外（UV）光聚合及氢氟酸去除 SiO2 模板等步骤，得到了下层具有反蛋白石

光子晶体结构的非对称复合薄膜。系统研究了该薄膜在 NIR 光或 Vis 光照射下的光生热状况、可逆弯曲形变及反射

波段及反射光颜色的迁移。研究发现在 NIR 光、Vis 光甚至在聚焦的太阳光照射下，由于 GO 较好的光热转换效应，

复合光子薄膜能实现较大程度的弯曲形变；形变同时伴随反射光颜色的迁移。表明这类材料可同时作为制动器和传

感器。本研究为具有 NIR/Vis 光响应制动器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液晶网络聚合物；氧化石墨烯；反蛋白石光子复合膜；弯曲形变；光子带隙迁移 

CP053 

本征荧光光谱方法研究硫化网络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朱常才,孙浩,杨琨,张萍,赵树高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文将本征荧光光谱方法引入到橡胶网络结构的研究中，通过跟踪丁苯橡胶硫化过程中本征荧光特征参数的变

化规律，建立本征荧光特征参数与网络结构程度的相关性，对硫化过程中硫化网络的形成及演变机理展开研究。通

过研究配方体系对荧光光谱的影响，探讨丁苯橡胶本征荧光光谱的产生机制并建立光谱特征参数与硫化网络结构之

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对硫化过程中网络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跟踪研究，揭示硫化网络演变机理，并对硫

化过程的动力学参数进行定量计算；结合硫化仪等研究方法对本征荧光光谱方法的结果进行佐证，建立一种可实时

跟踪硫化网络变化过程的无需标记、高灵敏度、简单快速的光谱学方法。  

关键词：本征荧光；橡胶；硫化网络；演变机理 

CP054 

声表面波激发下的单分子运动 

侯天昊,杨京法,赵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合物超薄膜在机械剪切下的动力学行为对于理解处于纳米尺度空间内的聚合物玻璃化转变乃至流变学微观机

理既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自行研制声表面波激发与单分子荧光显微结合的实验仪器，实现对于在纳米尺度机械

剪切场下聚合物超薄膜内的单个荧光分子运动的实时观察，并通过其运动规律的分析，获取聚合物超薄膜内部单分

子动力学基本规律。结果提供了对于认识与理解聚合物超薄膜体系的玻璃化转变具有建设性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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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玻璃化转变；动态非均匀性；声表面波；全内反射；荧光各向异性 

CP055 

盐溶液对杂化双交联聚丙烯酸水凝胶力学性能的调控 

赵友姣,李学锋,龙世军,徐恒,陈明敏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聚合物水凝胶是一种含水量大、亲水性好的三维网状结构的软湿材料，因为具有如同人体活性组织一些优异特

性，所以在人体组织工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研究中，采用“一锅法”制备了物理/化学杂化双交联聚丙烯酸

（PAAc）水凝胶，再通过盐溶液的浸泡来有效调控水凝胶的力学性能，自修复性能与自愈合性能。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浸泡的盐溶液浓度的增加，水凝胶的拉伸强度从 0.1MPa 提高到 1.8MPa，断裂伸长率增加到 1320.9％。同时，

杂化双交联 PAAc 水凝胶也具有良好的自愈合性，被切断后的凝胶断面贴合在一起，断面可自愈合，愈合后的水凝胶

拉伸强度恢复到原始凝胶的 40%，断裂伸长率也可以恢复到原始凝胶的 30%。杂化双交联 PAAc 水凝胶有着优异的

综合性能，此凝胶特点是由聚电解质并用“高离子溶液”获得的高强度水凝胶，所以在高性能离子导电水凝胶的应用上

具有潜在的价值。  

关键词：一锅法；聚丙烯酸；水凝胶；力学性能；自愈合性 

CP056 
多肽类抗菌高分子胶束的制备及其抗菌机理研究 

江金辉,杜建忠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 201804 

传统抗生素一般通过化学方法杀死细菌，但随之而来的耐药性愈发严重。当前，由于抗生素滥用而导致的耐药

性问题日趋突出，所形成的“超级细菌”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虽然自然界中存在的一些抗菌肽可通过刺破细菌细胞

膜而杀菌且不产生耐药性，但是天然抗菌肽产量少且价格昂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模拟天然抗菌肽的结构设

计并制备了由苯丙氨酸和赖氨酸构成的人工合成的抗菌肽胶束 PLLA31-b-poly(Phe24-stat-Lys36)。与负载小分子抗生素

的普通胶束不同，该抗菌胶束将抗菌肽的抗菌能力集中在一起，大大提高了抗菌肽的抗菌能力。此外，该抗菌胶束

还可以作为药物载体负载其他多种药物并进行缓释，在生物医用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

证明该胶束通过破坏细菌细胞膜的方式杀菌，为揭示抗菌肽胶束的抗菌机理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为下一代抗菌药物

和抗菌材料的设计与合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抗菌肽；高分子胶束；抗菌机理 

CP057 

微凝胶复合梯度水凝胶的制备和表征 

梁学称,邓裕坤,裴小朋,翟侃侃,宫鑫源,徐昆,谭颖,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采用玻璃板（G）和特氟龙板（T）诱导微凝胶的方式，合成了微凝胶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中呈梯度分布的复合

水凝胶。用 SEM 的方法直观地看出 G 面和 T 面不同类型的网络结构。这是因为微凝胶在水凝胶中起到大分子引发剂

和交联剂的作用，所以最终的复合水凝胶的交联密度是梯度分布的。同样因为交联剂的梯度分布，该复合水凝胶表

现出特殊的溶胀行为，将合成好的直的条形的水凝胶放入水中，由于表面亲疏水性的不同，水凝胶会立即发生弯曲，

弯向 T 面，并在 1 小时左右达到弯曲的最大程度。不同于组分梯度分布水凝胶，由于微凝胶较大的尺寸，使得该微

凝胶复合梯度水凝胶表现出更明显的各向异性以及可以预测的更快的响应速率。该 G-T 的方法合成的各向异性梯度

复合水凝胶有望应用在远程操控，刺激-相应材料、智能器件等领域。 

关键词：微凝胶；复合水凝胶；梯度水凝胶 

CP058 
海鞘纤维素纳米晶体增强聚合物水凝胶 

常春雨,张天天,胡丹宁 

武汉大学 430072 

海鞘纤维素纳米晶体（TCNCs）由纤维素 Ib 组成，具有高长径比和模量等特点，是增强聚合物材料的理想填料。

本论文以 TCNCs 为多功能交联剂和纳米填料，增强聚合物水凝胶，解决传统水凝胶在实际应用中力学性能不足的问

题。通过对 TCNCs 表面化学修饰，聚合物网络结构合理设计，分别构建 TCNCs/丙烯酰胺复合水凝胶、TCNCs/丙烯

酸杂化交联水凝胶、双物理交联水凝胶和取向 TCNCs 增强聚合物水凝胶。研究水凝胶的化学结构和力学性能，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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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凝胶能量损耗的主要途径和阐述维持水凝胶弹性的有效方法，揭示 TCNCs 增强聚合物水凝胶的机理。本论文有望

为新型高强度复合水凝胶的制备提供新方法，为可再生资源的高值化利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海鞘纤维素；纤维素纳米晶体；水凝胶；高强度；网络结构 

CP059 
聚苯乙烯与基底 π-π 堆积作用对其薄膜玻璃化转变温度的影响 

洪永明,左彪,王新平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基底支撑的聚合物薄膜当尺寸降低至纳米尺度时，基底与聚合物的相互作用将严重影响聚合物运动能力，进而

影响其相关的物理化学性能。然而，聚合物/基底界面的相互作用很难通过常规的方法表征得到，而和频振动光谱仪

(SFG)在原理上即具有高度的表界面信号专一性，是研究聚合物/基底界面结构的有效方法。本文利用 SFG 及椭圆偏

振仪研究了聚苯乙烯(PS)、氘代聚苯乙烯与苯基三甲氧基硅烷(PTS)改性基底的界面结构及基底对 PS 薄膜 Tg 的影响。

研究发现，随着膜厚的降低，PTS 改性基底上 PS 薄膜的 Tg 下降程度要小于未改性基底，这可能是由 PS 与改性基底

相互作用导致的。同时，SFG 的结果显示，在 PTS 改性基底上，PS 的苯环与改性基底表面的苯环均倾向于垂直平面

取向。由于芳香环之间易发生 π-π 堆积的弱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推测可能是 PS 的苯环与基底表面的苯环形成 π-π 堆

积作用致使 PS 链段运动受阻，进而减弱了 Tg 的下降趋势。 

关键词：聚合物/基底界面；π-π 堆积；玻璃化转变温度；苯基化改性基底；和频振动光谱 

CP060 

联用椭偏仪和光学显微镜对高分子薄膜溶剂蒸气退火的研究 

张欢欢 1,3,徐林 2,石彤非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贵州师范学院表面物理与化学实验室；3.中国科学院大学 

溶剂蒸气退火高分子薄膜是调控高分子薄膜形态和性能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对于在非润湿性的固体基底上的高

分子薄膜而言，溶剂蒸气退火时，高分子薄膜会发生会发生溶胀和去润湿过程。本文通过联用椭偏仪和光学显微镜，

实现了对高分子薄膜溶剂蒸气退火的原位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溶剂退火时高分子薄膜的溶胀和去润湿行为。研究发

现：(1)当 PS 分子量较高时 (Mw = 400 kg/mol), 丙酮分子溶胀 PS 薄膜时, PS 链发生松弛, 溶胀过程符合 Fickian 

Relaxation 机理。(2)当 PS 膜厚减少时，丙酮在 PS 膜中的平衡溶胀度和扩散系数都呈减少的趋势。(3) 当 PS 分子

量较小时 (Mw = 4.1 kg/mol)，去润湿过程在平衡溶胀过程发生之前迅速发生，无法观察到完整的溶胀过程。 

关键词：溶剂退火；高分子薄膜；溶胀；去润湿 

CP061 

利用扫描力显微镜研究多价胆碱磷酸（CP）与细胞间相互作用 

尚序东,马晓晶,于喜飞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磷脂酰胆碱(PC)是生物细胞膜中磷脂双层的头基， CP 拥有与 PC 相反的结构。CP 从被合成后受到了大家的广

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 CP 特殊的结构特征，而且基于 CP 的聚合物在生物医药，比如药物载体和生物材料等方面都

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比如，多价化的 CP 可以强吸附在细胞膜上，并将细胞粘附在一起。基于 CP 的聚合物前药由

于 CP 与细胞膜之间强相互作用可以快速被肿瘤细胞内在化；基于 CP 的聚合物载体在进入细胞的效率方面得到大大

的提升。为充分理解这种强相互作用并实现对 CP 与细胞相互作用的有效控制，我们利用扫描力显微镜对 CP 与细胞

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将多价化的 CP 修饰在原子力探针的针尖上，利用探针的移动来研究 CP 与

细胞膜之间作用力的大小。同时，通过调整细胞的种类，针尖上 CP 的数量等获得 CP 与细胞膜之间的作用力的信息。

结果表明 CP 与细胞膜之间的作用力远大于已经报道的其他纳米材料被细胞内在化的作用力。 

关键词：力谱；细胞；胆碱磷酸；生物界面； 

CP062 
超快扫描量热法研究三维受限状态下聚丙烯的等温结晶动力学 

姜菁 1,杨榕 2,李红梅 2,周东山 1 

1.南京大学；2.伊犁师范学院 

不相容聚合物共混是一种获得优异综合性能高分子材料的有效途径。当结晶高分子作为分散相均匀分布在不相

容聚合物基体中，且其分散相数目大于活跃的异相成核物质数目时，在冷却过程中会发生受限结晶（分级结晶）现

象。目前研究高分子三维受限（微滴或微球）结晶行为的主要方法多为根据冷却过程中高分子非等温结晶峰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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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来判断结晶性高分子在共混物中的受限状态。我们使用扫描速率高达 106 K/s 的超快扫描量热仪可以获得高分子

跨越玻璃化转变到熔融的整个温度区间内等温结晶动力学。以聚丙烯为例，制备与聚苯乙烯夹层的多层薄膜，通过

去湿润获得不同尺寸的聚丙烯微滴，研究在不同尺寸受限下其等温结晶动力学的变化。同时通过改变受限界面的性

质来研究界面诱导成核和均相成核在高过冷度时对等温结晶动力学的影响。 

关键词：高分子结晶；超快扫描量热仪；受限结晶；等温结晶动力学；聚丙烯 

CP063 
光驱动氧化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梯度水凝胶的制备 

杨洋,廖望,徐世美 

四川大学 610065 

光驱动水凝胶能够将外界光能刺激转换成机械运动，仿生材料、驱动器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基于氧化

石墨烯(GO)的胶体性质和骨架中含有丰富的多官能团，我们尝试电场诱导，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为单体，

过硫酸钾(KPS)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BIS)为化学交联剂，GO 为物理交联剂，通过原位自由基聚合法成

功制备纳米复合梯度水凝胶(PNIPAm/GO)，凝胶具有近红外光响应性。在电场作用下，负电荷的 GO 向阳极定向迁

移，在电场方向上呈梯度分布。由于与 GO 片层的相互作用(范德华力和氢键等)，单体也随之迁移，最终 GO 和聚合

物在水凝胶中呈现梯度分布。利用 PNIPAm 的温敏性和 GO 的光热转化性，PNIPAm/GO 在沿电场的方向表现出近红

外光-弯曲响应性能。水凝胶的各向异性结构有利于水凝胶快速定向运动，这种定向弯曲的梯度水凝胶在软体机器人、

仿生材料、人造器官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光热响应；梯度水凝胶 

CP064 
拓扑结构对高分子薄膜去润湿的影响 

王丽娜 1,2,徐林 3,石彤非 2,蒋世春 1 

1.天津大学；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3.贵州师范学院表面物理与化学实验室 

随着高分薄膜的广泛应用，高分子薄膜在基底上的稳定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研究。大量的实验证明了影响高分

子薄膜稳定性及去润湿动力学的因素有高分子的链长，膜厚，基底，温度等。这些实验大多是基于线形高分子薄膜

体系。本文研究了线形聚苯乙烯 (LPS) 和环形聚苯乙烯 (RPS) 薄膜在烷基化基底上的去润湿行为。结果表明，环形

聚苯乙烯薄膜的去润湿速度小于线形聚苯乙烯薄膜。这是由于与线形高分子链相比，环形高分子链由于具有更密实

的结构，吸附到基底时损失的构象熵更小，使得环形链的熵斥力小于线形链。这就使得在相同温度下加热时，RPS

链在基底上的吸附量大于 LPS 链在基底上的吸附量，使得 RPS 薄膜的去润湿速度小于 LPS 薄膜。去润湿过程中，摩

擦力随着吸附量的增加而增大，三相接触线最后被固定，去润湿被抑制。 

关键词：环形聚苯乙烯薄膜；线形聚苯乙烯薄膜；去润湿 

CP065 
PCT 聚酯的等温结晶动力学：Flash DSC 的应用 

苗中硕,门永锋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Flash DSC 的出现实现了高速升降温速率，能够抑制在降温过程中晶核的生成和晶体的生长，满足了人们对于结

晶较快的半晶高分子材料在较低过冷度下的研究。同时，较高的升温速率可以有效的避免了半晶高分子折叠链片晶

在常规 DSC 升温过程中由亚稳态向更稳定状态的转变，获得最初的高分子晶体内部聚集态结构相关信息，所以 Flash 

DSC 的应用在结晶学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本文，借助于 Flash DSC 在 Tg-Tm之间对 PCT 的结晶动力学进行了研究，

确定了 PCT 的临界降温速率，结果表明降温速率大于 100 K/s 时，降温过程中没有成核和晶体生长。以半结晶时间

来表示结晶速率，结果表明，整个温度范围内的半结晶时间是钟形的曲线，有一个最低点，在 185 oC，说明在这个

温度下结晶速率最快，在 Tc 下完全结晶，以不同的速率升温，以 Tm对速率的根方作图可以得到在 Tc 下晶体的熔融

温度，结果表明 PCT 聚酯的熔融温度比结晶温度高于 30oC。 

关键词：等温结晶；动力学；Flash DSC 

CP066 
微粒模板法制备窄分布纳米级聚合物囊泡 

李卫昌,王林格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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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囊泡是一种高效的药物负载体系，既能负载亲水性药物亦能负载疏水性药物。特别是一些小尺寸（200 nm

左右）的聚合物囊泡可以被细胞内吞并将负载物（药物或基因）释放到细胞内部，因此近年来聚合物囊泡在生物医

药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控释药物和基因治疗。传统的聚合物囊泡制备方法有水合法、溶剂交换法、电铸成型

法、超声法、高剪切的挤出法等，这些制备方法所得聚合物囊泡的尺寸往往分布宽（几十纳米到几微米），不同批次

的质量也不尽相同，进而直接影响载药效率和细胞给药利用率。本工作中我们拟通过采用先制备微米尺寸的嵌段共

聚物粒子为模板，之后通过水合法在溶液中自组装形成粒径均一、尺寸可控的纳米级聚合物囊泡。我们用 4 种嵌段

共聚物进行了尝试，结果显示通过此微粒模板法可制备出 150 nm 左右的窄分布囊泡。此外，进一步载药实验证明，

此制备方法可用于聚合物囊泡载药并能被细胞有效内吞后释药。 

关键词：聚合物囊泡；微粒模板法；尺寸可控 

CP067 
金纳米棒-液晶弹性体复合材料的二向色性研究 

祝超,何燕荣,郭金宝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金属纳米粒子拥有特殊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能对特定波段的光产生强烈的吸收作用，这使得拥有特殊几

何形状的金属纳米粒子在光子及光谱研究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经过聚合物表面修饰后的金纳

米棒（GNRs）引入到液晶弹性体（LCE）体系中，制备了以 LCE 为主，GNRs 为宾的复合材料体系。利用液晶材料

独特的长程有序排列的特点来诱导 GNRs 的取向，并通过紫外（UV）光固化将这种取向固定下来。由于 GNRs 在几

何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使得其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有双吸收波段，在液晶的诱导取向下，GNRs 在偏振片下会出现

二向色的变化。这种 LCE-GNRs 复合体系能将由液晶诱导的 GNRs 长程取向固定下来，并通过宏观或微观区域取向

的变化写入信息，在防伪和信息储存等邻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表面等离子体共振；金纳米棒；液晶弹性体；二向色性 

CP068 

基于双氰芪基荧光基元的液晶聚合物光子薄膜的研究 

张哲维,李俊涛,郭金宝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发光液晶材料因在发光二极管，信息储存，传感器，一维半导体等领域的潜在应用受到广泛的关注。

其中，含有氰芪结构的发光材料是其中重要的一类，这类材料具有聚集荧光增强（aggregation induced enhanced 

emission，AIEE）的特性，并且在紫外（UV）光曝光下可发生 Z/E 异构化反应。本研究中，我们发展了一种基于双

氰芪基荧光基元的反射/荧光液晶聚合物光子薄膜。首先，制备了具有双氰芪基的可聚合液晶单体；然后将其引入二

氧化硅胶体晶体中，制备了含有反蛋白石结构的液晶聚合物光子薄膜。研究表明：反射波段和荧光波段的叠加实现

了荧光增强的效果。随后，我们通过掩膜下 UV 曝光的方法，透光区域诱导了双氰芪结构的 Z/E 异构化，实现了液

晶聚合物薄膜的荧光图案化。本研究从分子设计和液晶聚合物网络两个方面为设计发光液晶聚合物材料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发光液晶；氰芪荧光材料；荧光增强；Z/E 异构化 

CP069 
基于 CB [8]主客体作用的树枝状超分子聚合物 

尹家福,张翼,旷桂超 

中南大学 410083 

由于其动态学可逆性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树枝状超分子聚合物的研究受到众多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BODIPY

衍生物由于其优异的发光性质、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易于修饰等特点，其在材料化学、及医用材料等领域都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基于 CB [8]的主客体作用，我们设计并制备了一种新型的水溶性树枝状超分子聚合物。在客体分子

砌块的选择上，将 BODIPY 衍生物 BDP 分子引入到超分子聚合物的构架之中，赋予了该超分子聚合物独特的荧光性

质。与此同时，BDP 中树枝状烷氧醚链的引入使得超分子聚合物拥有较大的侧基，这样一个独特的性质使得该超分

子聚合物能够通过 AFM 直接进行观测。在 AFM 测试中，该超分子聚合物的单分子链的线性形貌得以体现，其链长

可达 150 nm。单分子力谱的测试也进一步说明了链状超分子聚合物的存在。该工作有望为其他主链树枝状超分子聚

合物的设计及合成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树枝状超分子聚合物； BODIPY；主客体作用；单分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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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70 
聚己二酸乙二醇酯球晶光学性质的温度依赖性 

李淑雅,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己二酸乙二醇酯(PEA)在不同的结晶温度下形成的球晶有着明显的光学性质差异。在温度区间 25~35 ℃下进行

结晶时，所得晶体为负光性；在此区间外的温度下结晶时，所得晶体的双折射表现为正光性。鉴于附生结晶方法可

以对聚合物分子链排列方向和片晶形态进行调控，我们采用此方法来探究 PEA 球晶光学性质的温度依赖性。结果表

明，取向聚乙烯(PE)基底上的 PEA 晶体均为共享同一分子链方向的 edge-on 片晶，其光学性质体现为负光性。在上

述温度区间内结晶时，PE 薄膜边缘诱导所得 PEA 横晶的光学性质与附生部分一致，且存在交替出现的正负双折射带。

这是由于片晶沿径向方向生长且不断扭转。Tc<25 ℃时，PEA 倾向于生成 flat-on 片晶，其切向方向（a 轴）的折光

率大于径向方向（b 轴），所以得到正光性的晶体。Tc>35 ℃时，PEA 晶体生长过程中的均相二次成核行为使得 edge-on

片晶束方向不一致，所得晶体表现为正光性。 

关键词：聚合物球晶；光学性质；附生结晶；片晶方向 

CP071 
取向聚乙烯薄膜诱导全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熔融结晶行为 

郭之鑫,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29 

采用熔体拉伸法制备了高度取向聚乙烯（PE)超薄膜，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和透射电镜研究了全同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i-PMMA)在高取 PE 薄膜上的熔融结晶行为以及诱导产生的特殊形态结构。考虑到 i-PMMA 的熔点高于 PE 的

熔点，为实现 PE 对 PMMA 熔体诱导结晶，在 PMMA/PE 复合膜的 PE 表面蒸镀了无定型的碳以固定 PE 的分子链取

向。结果表明，PMMA 熔体在取向 PE 诱导作用下结晶速率显著加快，同时产生附生结晶，致使 PMMA 分子链与 PE

分子链平行排列取向。但 C/PE/PMMA 体系从 200℃熔体猝冷到 0℃样品中 PMMA 仍然处于非晶态。结果研究表明，

非晶态 PMMA 的少量分子链已经沿 PE 分子链排列，产生了预取向，而这部分预取向的分子链作为结晶的前驱体存

在。这也更加证明了 PE 分子链对 PMMA 分子链的诱导作用。 

关键词：聚乙烯；高度取向；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CP072 

聚环氧乙烷与尿素包合物的亚稳相球晶结构与晶型转变 

高阳,郭宝华,徐军 

清华大学 100084 

本工作采用 POM、DSC、WAXD、偏振 FTIR 等方法研究了 PEO/Urea 包合物亚稳态的球晶结构及晶型转化过程。

研究发现包合物直接熔体降温结晶时可以形成两种典型的亚稳态球晶形貌，且两种形貌可以在同一球晶中先后出现。

两种形貌的球晶组成均为亚稳态包合物与纯 Urea 晶体，但是两种球晶中亚稳相晶体的取向互成 90°，亦即球晶中 PEO

分子链的取向明显不同，一种沿球晶径向，另一种沿球晶切向，而纯 Urea 晶体在两种形貌的球晶中取向基本相同。

两种形貌产生的原因是包合物与纯 Urea 结晶时的竞争。亚稳态晶体发生向稳态的晶型转变时，生成双折射强度较弱

的椭圆形区域，并且不改变分子链的取向。晶型转化速率在不同的亚稳相形貌中也有不同的各向异性，但都是垂直

于 PEO 分子链方向的相转化速率大于沿聚合物链方向。通过对包合物亚稳态球晶结构和晶型转变行为的研究，可以

加深我们对有高分子参与的主客体包合物的结晶机理的理解。 

关键词：包合物；聚环氧乙烷；尿素；亚稳态；晶型转变 

CP073 
可光编程的单组分 3D 软物质驱动器 

金斌杰,宋慧洁,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27 

软物质驱动器通常是一类聚合物基的刺激响应材料，它能将不同形式的输入能量例如热能等转化为机械能。现

有的软体机器人通常可以分为单组分和多组分组装两种，单组分软体驱动器的变形行为和结构较多组分驱动器更为

简单。本文中，我们通过在高分子网络中引入两种不同的刺激响应化学键，解耦了软件驱动器的 3D 形状构造和驱

动行为编程，从而构建了具有复杂 3D 形状和多种可控变形的单组分软体机器人。首先，通过热促发聚氨酯网络中

的氨酯键交换可以构建具有复杂 3D 形状的软体驱动器。其次，网络中另一种光响应化学键（硝基肉桂酯）可以在

紫外光照时发生交联反应，这一特性被利用在通过二次交联的方法区域化的在驱动器的关键部位引入复杂的可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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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种无需组装一体化的软物质驱动器可能在在生物软体机器人中具有潜在的巨大应用。 

关键词：软物质驱动器；3D；光编程；单组分 

CP074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诱导精确取代聚乙烯的附生结晶行为研究 

苗伟俊,王宗宝 

宁波大学 315211 

采用非环二烯异位聚合方法（ADMET）制备的精确取代聚乙烯作为研究模型，研究在“链缺陷”（取代基）存在

的情况下，外界基底表面诱导聚乙烯结晶序列长度和分子链堆积结构产生的变化。通过精确调控取代基间的链间距

和取代基的基团类型，制备取代基体积不同的精确取代聚乙烯（简称 PE21X，21 为取代基间碳原子数，X 取代基类

型）；采用溶液共混的方法制备 PE21X 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复合材料。研究在填料诱导作用下，随着取代基

体积的变化，PE21X 的结晶序列长度和分子链堆积结构的演变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存在取代基或支

链的半结晶型聚合物在填料表面附生结晶后分子链堆积结构的变化规律，而且可为构筑物理性能可控的功能化复合

材料提供借鉴。 

关键词：精确取代聚乙烯；附生结晶；聚集态结构演变 

CP075 
金属-配体交联的可拉伸多功能超分子水凝胶 

王丽媛,郭明雨 

苏州大学 215123 

本文利用金属-配体间的配位作用，将合成的带有可聚合双键的多巴胺单体与镧系金属铽（Tb）离子在水中配位，

形成金属-配体超分子交联剂。这种超分子交联剂可以和丙烯酰胺（AM）等多种水溶性单体通过简单的光照自由基

共聚合反应，制备出透明的超分子水凝胶。所得水凝胶断裂伸长率可达 2500 %、拉伸应力近 50 kPa ；且在多种不同

材料表面都具有较强的粘附性能，可以用于生物组织表面的粘贴，帮助伤口修复；铽离子和多巴胺间的动态可逆配

位作用，使得制备的水凝胶兼具自修复性能；同时，铽离子-多巴胺配体还具有光致荧光行为。众所周知，多巴胺和

聚丙烯酰胺均有着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铽化合物还具有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可用于治疗多种皮肤病。因此，所制

高拉伸、自修复、粘附性、荧光超分子水凝胶在生物医学领域，特别是皮肤表面伤口修复有一定的应用前景。这些

研究结果为基于金属-配体的高强度功能性超分子水凝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关键词：超分子水凝胶；金属-配体；粘附；自修复；光致荧光 

CP076 
基于马兰戈尼效应制备物理水凝胶薄膜 

田野,宋义虎,吴子良,郑强 

浙江大学 310027 

水凝胶薄膜在分子分离、医用敷料等领域有潜在应用。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马兰戈尼(Marangoni)效应制备物理

水凝胶薄膜的新方法。聚(丙烯酸十八酯-CO 丙烯酸) (P(SA-COAA))乙醇溶液滴入水面后会迅速铺展成膜，而溶剂交

换过程使长烷基链 SA 形成疏水微区，这些疏水微区会形成物理交联点，从而得到具有一定强度的物理水凝胶薄膜。

制备的水凝胶薄膜厚度均匀，尺寸可控（厚度 40-80μm，直径 5-12cm）,并有较好的力学强度（拉伸断裂应力为

0.3-1.1MPa,断裂应变为 30-290%）。该方法简单、高效，有望应用于其它体系制备具有特定功能的水凝胶薄膜。 

关键词：水凝胶薄膜；马兰戈尼效应；溶胶-凝胶转变 

CP077 
同步热拉伸 PA1010 结构的动态转变 

张振亚,彭仁杰,刘浩,何素芹,刘文涛,朱诚身 

郑州大学 450001 

采用熔体等速冷却制备了聚酰胺 1010 的 α 晶型结构，控制拉伸速率为 10μm/s, 利用配备热台和拉伸台的广角 X

射线衍射仪（WAXD）对其动态结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同步热拉伸促进了聚酰胺 1010 发生 Brill 转变，退火温度

越高，转变越明显；拉伸倍率越大，转变越明显，拉伸倍率达到 2.50 时，完成了 Brill 转变，α 晶型全部转变成了 γ

晶型，拉伸力诱导聚酰胺 1010 发生 Brill 转变的能力要强于温度。随拉伸倍率增加，其结晶度先增大后减小，拉伸倍

率达到 2.25 时结晶度达到最大值，其取向度不断增大，拉伸倍率达到 2.50 后则基本上保持不变。 

关键词：聚酰胺 1010；同步热拉伸；Brill 转变；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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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78 

不同构型聚乳酸共混物的受限结晶与多晶行为 

谢青,包建娜,包永忠,单国荣,潘鹏举 

浙江大学 310027 

在相容性结晶态/结晶态聚合物的共混物中，当两种结晶态聚合物熔点相差较大时，在结晶过程中，高熔点组分

首先结晶，为低熔点组分提供一个受限的可结晶空间。当温度进一步降低时，低熔点组分在高熔点组分提供的框架

内结晶，形成受限结晶现象。立构复合结晶广泛发生在高分子结晶中，互为立体异构的高分子共混物可形成立构复

合结晶，通常可以提高聚合物的熔点、耐热性、结晶能力、结晶度等。聚乳酸是一种典型可形成立构复合结晶的生

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聚左旋乳酸（PLLA）和聚右旋乳酸（PDLA）的等量共混物可形成立构复合结晶，其熔点约

为 230 ºC，高于其同质结晶 50 ºC。因此，在 PLLA/PDLA 这样的相容性结晶态/结晶态共混物中，其立构复合结晶和

同质结晶之间的可形成独特的受限结晶。因此，我们将探究对立构复合结晶和同质结晶共存的中间分子量的

PLLA/PDLA 共混物，立构复合结晶含量和结晶条件对结晶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聚乳酸；立构复合；受限结晶 

CP079 
蛋白质吸附的聚合物厚度依赖性 

金晶,姜伟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430022 

抑制非特异性蛋白质吸附是制备抗污材料的关键决定因素。寻找 PEG 的替代材料，在保持 PEG 优异抗蛋白质吸

附性能的同时赋予材料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是当前血袋材料研发的方向。研究表明，PHEMA 聚合物层的抗污性具有厚

度依赖性。PHEMA 聚合物层的抗蛋白能力取决于聚合物层的厚度，同时不同蛋白质的最佳 PHEMA 厚度不同。 

QCM-D 在线研究表明，蛋白质吸附差异与 PHEMA 层的吸水能力有关。当聚合物厚度较低时，疏水相互作用占主导

因素，致使蛋白质变性失活吸附在基底上；当聚合物厚度较厚时，也会使得蛋白质吸附，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交联

结构导致蛋白质吸附；只有当聚合物厚度适中时，聚合物层才具有优异的抗蛋白质吸附性能。较厚的聚合物层具有

不能吸收水的交联链，并且 BSA 分子缠结到疏水交联网络中。X-射线反射和中子反射结果进一步证明蛋白质不同聚

合物层的结构和吸附蛋白质在聚合物层中的位置。  

关键词：蛋白质吸附；厚度依赖性；石英晶体微天平；X-射线反射；中子反射 

CP080 
二维核壳杂化微凝胶胶体晶体的制备 

潘虹,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 300071 

通过 Turkevich 方法用柠檬酸三钠水溶液还原氯金酸得到金纳米粒子，然后，通过自由基沉淀聚合法合成了金-

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Au@PNIPAM）核壳微凝胶。采用电荷反转基质可以方便地将 Au@PNIPAM 组装成二维胶

体晶体。该基质表面被氨基修饰后，用 2,2-二甲基琥珀酸酐保护氨基使基质表面带负电荷，并且在酸性条件下酰胺

键水解从而使基底表面带正电荷。因此，我们将带有负电荷的 Au@PNIPAM 快速地在带有负电荷的基底表面进行三

维微凝胶胶体晶体的自组装，随着基底表面发生电荷反转，三维微凝胶胶体晶体的 111 面通过正负电荷的静电吸引

作用固定在基底上，形成二维杂化微凝胶胶体晶体。  

关键词：自组装；杂化微凝胶；胶体晶体 

CP081 
生物相容性双物理交联发光水凝胶 

胡晨,赵雪琦,陈咏梅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一般来说，发光水凝胶可以通过将发光物质包埋于水凝胶三维网络中得到。其中镧系元素因其独特的电子层结

构而具有非常优异的发光性能，但是也存在光、热稳定性差的巨大缺陷，这严重限制了它的实际应用价值和范围。

此外，材料制备中存在化学交联过程不可避免的引发剂、交联剂和催化剂的添加以及残留单体分子毒性的威胁等缺

点，极大的限制了发光水凝胶材料的应用。本工作基于海藻酸钠和 PVA 互穿网络体系，通过循环冻融和离子交联的

方法引入氢键和配位键，合成了新型高韧性光致发光镧系元素(Ln)-海藻酸钠/聚乙烯醇的水凝胶。新型水凝胶具有很

高的机械强度(拉伸强度 0.6 MPa，拉伸应变 5.0，压缩强度 6.0 MPa，在 400 %应变下能量耗散 900 kJ/m3)，良好的

光致发光以及生物相容性和抗菌活性。本工作为制备基于生物相容性聚合物的多功能光致发光水凝胶提供了一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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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  

关键词：抑菌作用；生物相容性；水凝胶；光致发光；韧性 

CP082 
表面涂层对于纳米薄膜中高分子玻璃化转变的影响研究 

常同鑫 1,胡志军 1, Alain M. Jonas2 

1.苏州大学；2.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在纳米受限空间中，高分子常表现出异于本体状态的松弛行为，然而对于这种异常行为的本质仍没有统一的理

论解释，尤其是自由表面对于高分子松弛行为的影响仍有较大的争议。我们采用具有低玻璃化转变温度的类液体高

分子量聚二甲基硅氧烷为表面涂层，覆盖聚苯乙烯薄膜的自由表面，对比研究有无表面涂层条件下聚苯乙烯薄膜的

玻璃化转变行为。实验结果显示，两种状态下的薄膜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均表现出了厚度依赖性，随着薄膜厚

度的降低而降低。同时，较低膜厚条件下，带有表面涂层的聚苯乙烯薄膜的 Tg 高于纯的聚苯乙烯薄膜。这一结果表

明，不和自由表面有直接接触纳米受限高分子仍然会表现出低于本体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这一结果可以用自由体积

孔扩散模型（free volume hole diffusion）进行解释，高运动活性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涂层有利于受限空间内分子自由体

积的传输和排出，最终引起体系玻璃化转变温度的降低。  

关键词：玻璃化转变；纳米受限；自由体积；松弛，表界面 

CP083 

简单、高效的 CNT-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光照焊接 

杨洋,吉岩 

清华大学 100084 

环氧树脂是一类常用的且被广泛应用的热固性材料，但在成型之后不能再重复加工。我们通过加入酯交换反应

催化剂来得到动态酯交换键，从而引入“Vitrimer”到环氧树脂中。另外通过碳纳米管（CNT）的光热效应，用光代替

热作为刺激源来控制 Vitrimer 环氧树脂中的酯交换反应，从而开发了一种简单、高效、光控的方法实现热固性环氧树

脂的焊接。掺杂了碳纳米管的 Vitrimer 环氧树脂（CNT-Vitrimer）能在很短的的时间内（如 30 s，1 min）通过光照焊

接。还能通过透射焊接将 CNT-Vitrimer 材料于其他环氧树脂、热固性材料和热塑性材料（如 PE）等焊接。这种焊接

通过直接加热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当前光照焊接共价交联的高分子网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如此，通过光照，

还能实现 CNT-Vitrimer 材料宏观的和微观的永久塑形，以及在没有胶水或粘合剂的存在下实现快速、高效地愈合。  

关键词：vitrimer；光响应；碳纳米管；焊接；愈合 

CP084 
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制备高折射 TiO2 / PHEMA 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 

刘宇桅,张全元,孙鹏 

湖北大学 430062 

水凝胶因其独特的高分子网络体系及其与人眼角膜相似的理化性质而在眼科材料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传统水

凝胶折射率较低，因而使其应用受到了限制，研究高折射率水凝胶将是发展眼科材料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通过简

单的氧化还原引发自由基聚合，成功制备了一系列含有 TiO2 纳米粒子的高折射率 TiO2/PHEMA 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

钛酸四乙酯先被引入到水凝胶体系中，然后以十分温和的方式逐渐水解成 TiO2 纳米粒子，并稳定均匀地分散在

TiO2/PHEMA水凝胶基质中，最终所得的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是无色均一透明的。随着 TiO2纳米粒子的含量从 15wt.%

变化到 26wt.%，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的含水量从 23.6wt.%变化到 18.8wt.%，折射率相应的从 1.512 变化到 1.529。该

反应耗时短，且在室温下就可进行，是制备高折射 TiO2/ PHEMA 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的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  

关键词：高分子；水凝胶；TiO2 纳米粒子；折射率 

CP085 

自修复黄原胶-高支化多糖水凝胶 

陶咏真,杜思敏,何全 

武汉纺织大学 430073 

模拟细胞外基质仿生水凝胶的研究及应用已成为生物材料的主导方向，生物大分子基水凝胶类似于细胞外基质，

具有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与细胞相互作用及高含水量，从而给细胞生长和分化提供有利的微环境。最近，自

修复水凝胶材料在软机器人和组织工程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真菌多糖参与细胞的各种生命活动而产

生多种生物学功能。黄原胶具有独特的流变行为：高粘度、剪切变稀，并且当撤掉剪切力时，立即恢复高粘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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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于虎奶菇高支化多糖(TM3a)和黄原胶(XG)，采用三偏磷酸钠对其进行化学交联制备水凝胶；利用流变仪表征

水凝胶的形成、力学性能及自修复性。结果表明：在接近人体温度 37 ℃左右，TM3a 及 XG 糖环上的羟基与 STMP

发生酯化交联，化学键逐渐取代多糖间的氢键，成功制备出具有自修复性能且三维贯通多孔水凝胶。本工作基于天

然高分子制备具有自修复水凝胶，有望应用于可注射及 3D 打印生物医用材料及组织工程领域。 

关键词：高支化多糖；黄原胶；水凝胶；自修复性 

CP086 

温敏性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CO 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Na2WO4 复合水

凝胶的一步法制备及催化氧化性能 

肖志新 1,岳凡 1,徐世美 2 

1.新疆大学；2.四川大学 

本文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和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DMC）为单体，过硫酸钾（KPS）为

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BIS）为化学交联剂，Na2WO4 为物理交联剂，通过一步自由基聚合制备 P

（NIPAM-CODMC）/ Na2WO4 复合水凝胶。凝胶中 Na2WO4 通过与阳离子单体 DMC 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负载到凝

胶网络中。随着 Na2WO4 含量由 4 wt%增加到 20% wt%，该水凝胶的 LCST 由 29.3°C 降低到 24.1°C，故可通过调节

Na2WO4 含量来调控其温敏性。在过氧化氢（H2O2）存在的条件下，将复合凝胶用于苯甲醇的催化氧化，苯甲醇的转

化率为 23%，对苯甲醛的选择性达到 77%，这将为负载型温敏性水凝胶催化剂的设计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温敏性；Na2WO4；苯甲醇；催化氧化 

CP087 
共混聚己二酸丁二酯对聚偏氟乙烯退火过程中晶型转变影响研究 

杨思寒,李慧慧,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制备了质量比为 80/20 的 PVDF/PBA 共混物，并通过 DSC，FTIR，POM 等表征手段对共混物在 155°C 等

温退火过程中的相转变行为进行了表征，研究了在共混物中，PBA 熔体对 PVDF 结晶行为及晶型转变的影响。通过

共混物结晶后升温熔融过程的 DSC 曲线，我们发现在共混物的等温退火过程中形成了熔点不同的两部分晶体。随结

晶时间增加，低熔点晶体含量减少而高熔点晶体含量增加，说明高熔点晶体是由低熔点晶体在退火过程中转化得到

的。用 FTIR 进行进一步的表征，我们证实了低熔点晶体是 PVDF 的 α 晶型而高熔点对应 γ 晶型。用 POM 表征晶体

形貌，发现高熔点的 γ 晶型主要分布在球晶中心。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等温退火；晶型转变 

CP088 
新型主客体型光控热致水凝胶体系 

郝翔,桑伟,闫强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工程 200433 

热致水凝胶作为一种能够随升温而凝胶化的重要凝胶类型，在医用药物传输和智能材料上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文报道了一类新型主客体型光控热致水凝胶体系，利用主客体作用赋予无响应的两亲聚合物体系光控热致凝胶效

应。首先，利用胶束聚合，得到疏水单元微嵌段分布的疏水聚合物（PC14AM）。进一步利用 α-环糊精与疏水缔合聚

合物主客体相互作用，得到表现独特的热致凝胶效应聚合物溶胶，其溶胶-凝胶转变温度（Tgel）分别对聚合物浓度及

环糊精浓度表现正相关或负相关。引入竞争客体偶氮苯小分子，则由于反式偶氮苯与环糊精络合常数大于聚合物与

环糊精络合常数，而顺式偶氮苯与环糊精络合常数小于聚合物与环糊精络合常数，对体系实施远程光控，其 Tgel光控

幅度可达 20oC。本文不仅制备研究了新型光控热致凝胶体系，同时了丰富热致凝胶体系种类，拓宽主客体化学在智

能材料上应用。  

关键词：主客体；两亲聚合物；光控；热致水凝胶 

CP089 

有机/无机复合 Janus 材料 

梁福鑫,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Janus 复合材料表面具有明确组成和功能分区，是一种典型复合材料体系。Janus 复合材料组成分区、形状/结构



 
 

178 
 

调控、选区功能复合方法学、及批量化制备是其中关键问题。我们提出界面材料化制备 Janus 材料方法，复配表面活

性剂相分离控制界面补丁结构调节 Janus 材料形状和微结构思路；将响应性聚合物和功能纳米颗粒选区复合，实现

Janus 材料从化学分区向功能分区转化；发展 Janus 复合材料批量化制备技术，拓展其在油水分离、可控释放、功能

涂层构筑等方面应用。 

关键词：Janus；复合；乳液；界面 

CP090 

疏水改性聚乙二醇遥爪聚合物水溶液的刺激响应性聚集与流变 

杜柱康,任碧野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疏水改性聚乙二醇(HMP)是一类具有特殊“疏水-亲水-疏水”三嵌段结构的两亲性聚合物。在水相体系中，HMP

自组装形成花瓣状胶束。随着浓度的增加，HMP 的疏水末端基将吸附在不同胶束上，最终形成一个物理交联的动态

网络，导致其水溶液的流变性能显著变化。因此，HMP 作为一种增稠剂被广泛地使用于工业中。近年来，功能化的

HMP 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将具有刺激响应性的基团作为疏水末端基改性聚乙二醇，可得到刺激响应的疏水改性聚

乙二醇遥爪聚合物。我们将具有刺激响应性的功能基团如偶氮苯、螺吡喃、香豆素和二茂铁等引入到 HMP 的末端基，

制备了具有不同环境刺激响应性的 HMP，并研究了其刺激响应的聚集和流变性能。本工作对进一步认识聚集结构的

形成，不同缔合网络的聚集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新型增稠剂的合成制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关键词：疏水聚集；遥爪聚合物；刺激响应；聚集；流变 

CP091 

嵌段共聚物纳米印刷术的自洽场理论研究 

黄昌杭,满兴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我们对获得垂直于衬底的两嵌段共聚物薄膜的无缺陷层状相的方法进行了理论研究。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两嵌

段共聚物薄膜在余弦衬底上的自组装进行了数值计算。其中衬底经过化学处理并对两嵌段共聚物的某一组分有微弱

的倾向性。我们运用自洽场理论（SCFT），研究了衬底性质对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影响。结果表明，衬底的粗糙程

度及对某一组分的倾向性会对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产生影响。通过研究衬底的粗糙程度及对某一组分的倾向性对嵌

段共聚物自组装的影响，最终在一定参数范围内得到了垂直于衬底的无缺陷层状相。我们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实验上

探究衬底粗糙程度及化学性质对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影响是可行的。这为寻找获得无缺陷层状嵌段共聚物薄膜的经

济可行的方法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洽场理论衬底特性自组装层状相 

CP092 
不可压缩对称线形多嵌段共聚物熔体相行为的自洽场理论研究 

张景雪 1,吴佳坪 1,王强 2,李宝会 1 

1.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2.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本文采用格点自洽场理论（LSCF）研究了线形多嵌段聚合物的体相层状周期 L0 随 xN（Flory-Huggins 参数与聚

合度的乘积）的变化。我们主要研究 A、B 嵌段具有相同体积分数的对称多嵌段共聚物（(AB)n n=1, 2, 3, 4 和 ABA）

体系的相行为。LSCF 的初始 xN 值及初始层状周期 L0 由随机相近似（RPA）给出的值指导。本文模拟采用 FBCC 模

型，这是因为 FBCC 模型的不变聚合度大，与试验更为接近。结果显示：xN 相同时，L0 随嵌段数的增多而减小；嵌

段数不变时，层状相周期 L0 随 xN 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多嵌段共聚物；格点自洽场理论；层状相；随机相近似 

CP093 

基于线型液晶共聚物的快速光响应执行器的制备 

许波,韦嘉,俞燕蕾 

复旦大学 200433 

线型光致形变液晶高分子制备的微管可以在全光操纵下实现液体的输运，有望代替现有微流控系统复杂的外部

控制设备。光致形变材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降低刺激光强、提高材料形变能力。本文设计并合成了一

系列带有联苯和偶氮苯液晶基元的线型共聚液晶高分子，提高了刺激光穿透深度，获得了需要刺激光强更小，响应

速率更快的线型液晶共聚物材料。通过 1H NMR，GPC 表征了其分子结构，确定了共聚物的组成；通过一维 XRD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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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表征了液晶的层状结构；通过拉力机测试了其力学性能。利用热压法制备了快速响应薄膜，薄膜在紫外光照下 0.5

秒内即可达到 110°的弯曲程度，紫外光照停止后，0.7 秒内即可恢复到初始状态。在同样强度的蓝光刺激下，共聚材

料制备的微管执行器对异丙醇液体的传输速率相比于均聚物提高了一倍。减小刺激光强，可以降低系统能耗、提高

系统的使用寿命、简化光控系统，为自动化控制的光流控系统奠定了材料基础。 

关键词：液晶共聚物；偶氮苯；光致形变；开环易位聚合 

CP094 
壳聚糖交联 pH-敏感、高强度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马晓梅,郭垒,王晓宁,纪全 ,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71 

壳聚糖不溶于水，但分子中含有大量碱性氨基官能团，利用这一点，使壳聚糖溶于甲基丙烯酸水溶液中，由于

甲基丙烯酸与壳聚糖氨基发生中和反应形成壳聚糖甲基丙烯酸盐，从而在壳聚糖分子中引入大量不饱和双键。以壳

聚糖甲基丙烯酸盐为多官能大分子物理交联剂，N，N-二甲基丙烯酰胺为单体，过硫酸钾（KPS）为引发剂，通过自

由基聚合反应制备了物理交联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水凝胶。考察了固含量、交联剂用量等对水凝胶力学性能

和溶胀性能的影响。溶胀性研究表明所制备的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溶胀性和 pH 敏感性。力学性能研究表明所制备的水

凝胶具有良好的压缩和拉伸性能，拉伸强度可达 50kPa，断裂伸长率在 10 倍以上；水凝胶压缩形变至 98%仍未破碎，

98%形变时的应力在 12MPa 以上；循环拉伸和压缩结果表明所得水凝胶具有良好回复性能。  

关键词：水凝胶；高强度；pH-敏感；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 

CP095 
柔性间隔基对光响应偶氮苯侧链型液晶聚合物有机凝胶性能的影响 

陈磊,黎金娣,张海良 

湘潭大学 411105 

通过自由基聚合合成出聚甲基丙烯酸-(4′-十四烷氧基-4-偶氮苯)酯(PMAzo-14)以及聚甲基丙烯酸-(4′-十四烷氧基

-4-偶氮苯)己酯(PM6Azo-14)两种聚合物。通过加热冷却法与有机溶剂共混制备出光响应有机凝胶。试管法测试结果

表明，无柔性间隔基聚合物 PMAzo-14 在有机溶剂中的最低凝胶浓度高于有柔性间隔基聚合物 PM6Azo-14；在相同

浓度下，PMAzo-14 形成的有机凝胶的凝胶解缔温度(TGS)也高于 PM6Azo-14 的 TGS。此结果说明了柔性间隔基可以

增强聚合物凝胶因子的凝胶能力，却减弱了其凝胶的热稳定性。通过紫外可见光谱仪测试了两种聚合物溶液的光响

应速度，在 UV 和可见光的光照下，PMAzo-14 中偶氮苯基团顺反异构的响应时间均快于 PM6Azo-14 中偶氮苯基团

转变的响应时间。结果表明，柔性间隔基的存在降低了主链结构对于偶氮苯基团的支撑作用，从而增加了其光响应

的时间。 

关键字：侧链型液晶聚合物；偶氮苯；柔性间隔基；光响应；有机凝胶 

CP096 
可反应液晶聚合物/聚氨酯共混薄膜的制备与光致形变 

庞馨蕾 1,许波 1,卿鑫 1,韦嘉 1,俞燕蕾 1,2 

1.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2.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光致形变液晶聚合物可以实现光能-机械能转变，但是合成过程较为复杂、成本较高，限制了其广泛应用。本文

将含有反应活性较高的琥珀酰亚胺基团的线型液晶聚合物与价格低廉的通用高分子聚氨酯共混制备得到了共混薄

膜，通过后交联反应及拉伸取向过程，实现了共混薄膜在低光强紫外光照下的快速光致形变行为。形变速度快、角

度大，与纯液晶聚合物薄膜的形变速度相当。在室温下利用机械拉伸法对共混薄膜进行取向，偶氮苯基团可以沿着

拉伸方向有序排列，在 365-nm 紫外光照下，即使共混体系中仅含有 1.7 wt%液晶聚合物，薄膜仍然可以朝向光源发

生弯曲。当液晶聚合物含量为 9 wt%时，交联后薄膜的断裂能较未后交联薄膜的断裂能明显增大，即后交联过程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共混薄膜的韧性。该工作大幅降低了光致形变材料的制备成本，为聚氨酯类通用高分子材料的应

用拓展和光响应柔性执行器件的实用性加工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液晶聚合物；偶氮苯；聚氨酯；共混薄膜；光致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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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97 
Pickering 乳液法制备 PCL-PVA-CNC 复合材料 

黄婧 1,吴亮 2,吴德峰 1 

1.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PCL 及 PVA 因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是当今热门的生物可降解高分子。但这两种聚合物之间不相容的缺陷限制

了 PCL-PLA 复合材料的使用。本研究通过改性纤维素纳米晶来控制其在 PCL-PVA 体系中的界面分布情况，制备出

PCL 为分散相，PLA 为连续相的 PCL/PVA 体系或 PLA 为分散相，PCL 为连续相的 PVA/PCL 复合材料。有趣的是，

本实验采用的 Pickering 乳液模板法而非传统的熔融共混或聚合物添加技术，这样制备出来的复合材料两相分布更加

均一，且因为纤维素纳米晶的存在，充分发挥了 Pickering 乳液的优势，使得两相结合更加紧密，这样得到的复合材

料将会更加稳定。使用显微镜来探究乳液体系的角色分配；使用扫描电镜来观测材料的形态以及纤维素纳米晶体在

界面的分布情况。 

关键词：聚己内酯 (PCL)；聚乙烯醇(PVA)；Pickering 乳液；纤维素纳米晶体 

CP098 
通过无规共聚构筑的聚合物刷调控液晶取向 

匡泽洋,谢鹤楼 

湘潭大学 411105 

本文报道了通过无规共聚构筑了一类液晶聚合物刷对液晶的取向进行调控。首先用含有偶氮苯液晶基元的单体

与含有环氧基团的单体（GMA）进行共聚，得到了一系列不同液晶基元含量的共聚物，并用核磁和红外对其结构和

含量进行了表征。进一步，将该系列聚合物旋涂在硅基底上，构筑了一类聚合物刷，并对 5CB 在其表面的取向行为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随着液晶组份的降低，基底上聚合物刷的垂直液晶基元排列密度变小，使得棒状小分子液

晶 5CB 不能很好的垂直，从而聚合物刷诱导 5CB 垂直取向的效果变差。相比于传统的依靠共价键实现与基底吸附作

用的嵌段聚合物刷，该液晶共聚物刷与液晶接触的界面更为平整稳定，且具备更多的选择性；本文中液晶单体和聚

合物的合成更为简便，可应用于工业化纳米材料的制备。  

关键词：液晶高分子；聚合物刷；光响应；液晶取向 

CP099 

多壁碳纳米管对全同聚 1-丁烯流变性质和结晶行为的影响 

李艳凯,孙昭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全同聚 1-丁烯(PB-1)是一种多晶型聚合物，常见的晶型有晶型 I、II、和晶型 III。PB-1 的晶型转变会导致产品发

生体积收缩，带来产品形状不易控制, 制作周期延长等不利因素。碳纳米管(CNT)因其具有长径比高、密度低、表面

积高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在聚合物-碳纳米复合物体系中。开展该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拓展 PB-1 的应用范围,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我们通过溶液共混的方法得到多壁碳纳米管(MWNT)/PB-1 的纳米复合物，采用流变仪进行表征。通过频

率扫描和阶跃剪切初步测得 MWNT/PB-1 体系形成逾渗网络的临界浓度在 1%附近。我们进一步根据储能模量和损耗

模量相交所对应的频率与 MWNT 浓度的依赖关系，验证了该纳米复合物体系形成逾渗网络的临界浓度为 1%~1.5%。

根据时间扫描的结果可知含有 1%MWNT 的 PB-1 半结晶时间最短，表明 CNT 与聚合物形成的网络结构对 PB-1 的结

晶过程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多壁碳纳米管；全同聚 1-丁烯；聚合物-碳纳米复合物；逾渗网络 

CP100 
基于“甲壳”效应的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效应（AIE）的液晶高分子 

郭扬,李明莉,洛支旺,杨龙虎,陶磊 

湘潭大学 411100 

本文报道了一类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效应（AIE）的液晶高分子.首先合成了一系类基于“甲壳”效应的具有聚集诱导

发光效应（AIE）的液晶高分子，并用 GPC、核磁等实验手段对其结构进行了确认。进一步 DSC、PLM、WAXD、

UV-Vis、PL 等实验结果表明，其柔性间隔基的长度对于该系列样品的相行为、相结构都及光物理性质均具有重要的

影响。UV-Vis、PL 实验结果表明该类所有聚合物具有明显的 AIE 现象，同时其荧光量子产率随着柔性间隔基的增长

而呈降低。而 DSC、PLM、WAXD 结果表明其玻璃化温度随着其柔性间隔基的增长而降低，当烷链间隔碳原子数为

2、4、6 时其形成近晶 A 相，随着其柔性间隔基增长，碳原子数为 8、10、12 时形成六方柱状相（ΦH）结构。 

关键词：液晶高分子；聚集诱导发光效应；液晶性质；“甲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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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 
纳米粒子对全同聚 1-丁烯纳米复合物晶型转变行为的影响机制 

张星星,孙昭艳 

长春应化所 130022 

全同聚 1-丁烯是一种多晶型聚合物，熔融后常压冷却结晶形成晶型Ⅱ，之后逐渐过渡到晶型Ⅰ，常规条件下，

实现晶型Ⅱ到晶型Ⅰ的转变需要 7 天，不利于生产应用。为了缩短晶型转变时间，我们引入两种典型纳米粒子，硅

酸盐粘土坡缕石（PGS）和芳基酰胺衍生物(TMB-5)，以调控晶型Ⅱ到晶型Ⅰ的晶型转变行为。我们使用 TMB-5 和

PGS 作为成核剂分别与 PB-1 溶液共混，通过 DSC，WAXS 系统研究了两种纳米粒子对聚丁烯-1 的结晶行为的影响。

DSC 的结果表明，纳米粒子的引入显著提升聚 1-丁烯的结晶温度，缩窄晶粒尺寸分布，降低晶型转变时间。WAXS

的结果进一步证明 PB 和 PB-5％TMB-5 样品中晶体沿着所有方向均匀分布，但 PB-5％PGS 样品中的晶体存在优先取

向，这意味着晶体周期性地组织在粘土棒晶体上。因此，可以通过晶型匹配的硅酸盐粘土坡缕石（PGS）来直接诱导

附生结晶达到缩短晶型转变时间的目的。 

关键词：聚 1-丁烯；晶型转变；纳米复合；坡缕石；芳基酰胺衍生物 

CP102 
近红外响应形状记忆 PDMAA-Laponite-GO 水凝胶 

杨述瑞,张袁铖,王涛,孙尉翔,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形状记忆水凝胶是一类具有特殊的刺激响应的软物质材料，通过外界的刺激，它可以从临时形状恢复至永久形

状。这种水凝胶在组织工程学、药物释放、柔性驱动器、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具有一系列潜在的应用。我们以 N,N-二

甲基丙烯酰胺为单体，以锂藻土 Laponite 为交联剂，并加入了氧化石墨烯（GO），制备出了一种物理交联的形状记

忆水凝胶。将凝胶在 80 °C 下浸泡 1 min，然后在冰水中浸泡 5 min 以固定临时形状。使用 808 nm 近红外激光照射

60 s 内可以恢复至永久形状。凝胶中的 GO 可吸收近红外光，并将其快速地转换为热能，导致凝胶中的物理交联结构

部分解开，从而使凝胶从临时形状恢复为永久形状。此种水凝胶同时还具有高的力学强度，拉伸强度在 300 kPa 左右，

断裂伸长率可达到 2000%。这种非接触式、具有温和刺激方式的响应性水凝胶可用于设计和制备智能软物质驱动器。  

关键词：纳米复合水凝胶；近红外响应；形状记忆；氧化石墨烯 

CP103 
聚偏氟乙烯超薄膜取向行为的研究 

步馨云,李慧慧,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采用熔体拉伸法制备了高度取向的聚偏氟乙烯（PVDF）超薄膜。通过红外掠角反射技术（FTIR-GIRAS），

发现取向的 PVDF 薄膜和各向同性薄膜在热处理后取向行为的显著差异。结合红外掠角反射技术和原子力显微镜

（AFM），研究了退火温度对 PVDF 超薄膜分子链取向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当小于或等

于 170 °C，PVDF 的片晶更加完善，并发生片晶增厚现象，但分子链取向没有发生变化；当退火温度在 170-185 °C

时，PVDF 分子链倾向垂直于基底，即晶片倾向平行于基底排列；当退火温度大于 185 °C 时，PVDF 分子链倾向平

行于基底，晶片倾向垂直于基底排列。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形态结构；取向 

CP104 

基于离子作用的功能水凝胶：制备，机械性能和自愈合行为 

闫博,周宏伟 

西安工业大学 710021 

将聚合物链交联形成三维网络结构可以得到功能性水凝胶，合理的交联方式是提高水凝胶的机械性能和功能的

关键因素。本文基于羧基和多价金属离子之间的物理交联作用构筑水凝胶，系统研究了聚（丙烯酸）/铈离子水凝胶、

F127DA 交联聚（丙烯酸）/铁离子水凝胶和 F127DA 交联聚（丙烯酰胺-CO 丙烯酸）/铁离子水凝胶的制备方法、机

械性能和自愈合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引入离子作用作为交联点，并结合 F127DA 的交联作用可以制备具有高柔韧

性、高强度和自愈合性能的水凝胶材料，羧基和多价金属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金属离子的迁移在提高机械性能和

实现水凝胶自愈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离子作用；机械性能；自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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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5 
热历史对聚苯乙烯超薄膜的动力学玻璃化转变行为的影响 

罗少川,沙野,周东山 

南京大学 210093 

本文使用超灵敏差分交流芯片量热仪对聚苯乙烯超薄膜在不同热历史下的动力学玻璃化转变行为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高分子量聚苯乙烯超薄膜的动力学玻璃化转变温度不随膜厚及降温速率的变化而变化。而对于低分子量

聚苯乙烯超薄膜，它的动力学玻璃化转变温度不仅随膜厚的降低而降低，同时还随着降温速率的升高而降低。我们

还发现，降温速率变化所导致的动力学玻璃化转变温度的变化量随着膜厚的降低而增加。无辐射荧光能量转移法可

灵敏的测量薄膜中高分子链的链间距变化。通过无辐射荧光能量转移法，我们发现在降温速率改变相同的范围时，

低分子量聚苯乙烯超薄膜的链密度变化要比高分子量聚苯乙烯超薄膜的链密度变化明显得多。由于链密度越低，超

薄膜中的自由体积越多。因此，我们认为高分子量与低分子量聚苯乙烯超薄膜在不同热历史下动力学玻璃化转变行

为的差异是由超薄膜中自由体积的量及其扩散速率不同导致的。 

关键词：聚苯乙烯；超薄膜；动力学玻璃化转变温度；无辐射荧光能量转移 

CP106 
手性向列相液晶物理凝胶的结构与性能 

阮欢,彭海炎,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 430074 

液晶态是介于晶态和液态之间的聚集态，既表现出晶体的各向异性，又具有液体的流动性。流动性赋予液晶快

速的外场响应能力，但也成为柔性液晶器件发展的障碍。液晶物理凝胶通过非共价键自组装形成的三维纤维网络对

液晶凝胶化，在保持液晶快速电光响应能力的同时提高了液晶材料的机械稳定性，避免了液晶的任意流动，有利于

柔性液晶器件的制备。本文选用 1,4-苯二甲酰胺苯丙氨酸衍生物为手性凝胶因子，以向列相液晶 4-正戊基-4′-氰基联

苯（5CB）为主体制备了手性液晶物理凝胶。研究了手性凝胶因子的含量对液晶物理凝胶微结构、相行为和电光性能

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制备的液晶物理凝胶中存在互相缠绕的自组装纳米纤维三维网络，且纳米纤维呈手性螺旋状。

凝胶因子含量的改变对液晶物理凝胶中液晶的相变温度和电光响应行为影响不大。 

关键词：手性；液晶；凝胶 

CP107 
水溶液中一步制备聚电解质多层胶囊 

潘娜,隋坤艳,谭业强,崔慧琳,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71 

多层聚电解质胶囊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如：水处理，食物和化妆品加工，以及药物释放和组织工程。传

统的制备多层聚电解质胶囊的方法有 LBL 自组装技术和乳液聚合，但是这些方法存在着多步或者使用有机溶剂的缺

点。因此，发展一种简单的生物友好水环境中制备多层聚电解质胶囊的方法仍是一个挑战。本文我们将壳聚糖溶液

滴加到海藻酸钠溶液中，发现在二者的接触界面形成一层络合层，阻止两种溶液的混合。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壳聚

糖继续扩散，与海藻酸钠发生反应，最终形成“洋葱状”的多层结构的胶囊。我们的方法不仅极大地简化了实验过程，

而且可以一步法形成络合和可调控间隔的梯度结构。此外，我们证明了这种胶囊具有优越的吸附性能，吸油能力达

到 80 g/g。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的扩散自组装过程不仅仅适用于壳聚糖和海藻酸钠，而且适用于很多其他聚电解质

聚合物。 

关键词：多层聚电解质胶囊；海藻酸钠；壳聚糖；一步法；水溶液 

CP108 
pH 响应 Fe3+-多巴胺络合交联的形状记忆水凝胶及自发驱动行为 

廖杰新,黄家和,张袁铖,王涛,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受贻贝启发，我们采用“一锅法”制备了一种具有高形状固定率和高形状恢复速率的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水凝胶。

通过将水凝胶浸泡在 FeCl3 溶液中 30 s 引入 Fe3+，然后在 NaOH 溶液中固定 20 s 使 Fe3+与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形成 

tris-complex 即可获得临时形状，再放入 HCl 溶液中 60 s 使 tris-complex 解离成 mono-complex 即可实现形状恢复。溶

胀和 Fe3+络合交联点形成同时发生在 NaOH 溶液中，两者的协同效应使这种多巴胺水凝胶展现出独特的自发驱动行

为，即通过调节 pH 实现永久形状和临时形状的自发转变。这种水凝胶可作为一种新型的软物质驱动器设计材料，同

时上述自发驱动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水凝胶驱动器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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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状记忆水凝胶；多巴胺；pH 响应；金属离子络合交联；软物质驱动器 

CP109 
具有 pH 诱导形状记忆和自发驱动行为的聚两性电解质水凝胶 

张袁铖,廖杰新,黄家和,王涛,孙尉翔,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本工作通过在传统聚两性电解质水凝胶中以弱电解质甲基丙烯酸 MAA 代替部分强电解质对苯乙烯磺酸钠 NaSS

制备得到了由[3-(甲基丙烯酰氨基)丙基]三甲基氯化铵 MPTC、NaSS、MAA 共聚的水凝胶，该凝胶具有优异的力学

性能、形状记忆和独特的自发驱动功能。该凝胶在 NaOH 中强度下降；将凝胶再放入 HCl 后强度又提高，此过程可

重复进行。我们利用此性质实现凝胶在酸碱中的形状记忆过程，凝胶在 HCl 中可固定临时形状，在 NaOH 中可恢复

至永久形状。在第一次形变恢复后，将具有少量残余形变的凝胶再次放入 HCl 中，凝胶可自发形变至临时形状，且

此临时形状亦可在 NaOH 中恢复至永久形状，即凝胶可在临时形状与永久形状之间多次自发变化，这与传统的形状

记忆水凝胶每次临时形状都需要外力的作用完全不同。我们推测这是凝胶在溶胀的同时有新的交联点形成共同作用

而导致的自发驱动行为，这种自发驱动行为可极大扩展水凝胶驱动器的设计和应用。 

关键词：聚两性电解质水凝胶；pH-响应；形状记忆；自发驱动 

CP110 

基于 Diels–Alder 点击反应的自修复纳米复合凝胶 

邵长优,杨俊 

北京林业大学 100083 

自修复水凝胶模仿生物体损伤愈合的原理，自行发现裂纹并通过一定机理自行愈合，是一种有着广泛应用需求

的高分子智能材料。Diels–Alder (DA) 点击反应作为一种温度响应的可逆动态共价化学反应，因其反应条件温和，高

效、高选择性、高得率等优点，在水凝胶合成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纤维素作为自然界最丰富天然生物质多糖，

具有来源广泛、可生物降解、生物相容性好、易于加工处理、可持续再生等特点，而纳米纤维素因其优异的物理特

性已作为复合凝胶材料的增强相被广泛研究。 

因此，我们以纳米纤维素为化学交联剂和增强相，通过可逆的 DA 点击反应的设计制备了一种具有自修复性能

的纳米纤维素-聚乙二醇复合凝胶。这种自修复的凝胶还展现出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快速回复特性，是可再生生物质资

源通往智能高分子材料的新思路。 

关键词：自修复；纳米纤维素；Diels–Alder 反应；水凝胶 

CP111 
聚合物薄膜结晶中非扭转环带球晶的成因探讨 

张诚 1,崔毅杰 1,2,郭宝华 1,黄继军 2,徐军 1 

1.清华大学；2.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最近不同的实验小组相继报道了聚合物薄膜样品在结晶时会产生非扭转的周期性环带结构，该结构起源于片晶

厚度方向上的周期性变化，而非在传统本体样品中由于片晶协同扭转而造成的。我们类比生物系统中的“捕食-被捕食”

模型，即将高分子熔体视为被捕食者，而将片晶生长前沿视为捕食者，建立起一组偏微分方程。对于高分子熔体部

分，其遵从经典的反应扩散方程，而对于捕食者则遵循连续性方程，并且我们引入了“源项”来考虑片晶的繁殖机制。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数值模拟，发现与实验结果一致，最后我们对成核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非扭转环带球晶；聚合物薄膜；结晶；捕食-被捕食模型 

CP112 

基于酸碱相互作用制备双亲聚磷腈微粒及其乳化性能研究 

焦密密,姜新,魏玮,刘晓亚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江南大学 214122 

本研究以双酚 S（BPS）与六氯环三磷腈（HCCP）缩聚反应制备聚（环三膦腈-CO4,4’-二羟基二苯砜）（PZS）

胶体粒子，将其加入到含季铵阳离子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溶液中，一定时间后离心除去 CTAB 溶液，

洗涤离心干燥得杂化的聚磷腈双亲胶体粒子（PZS@CTAB），通过 Zeta 电位，TGA，接触角等对粒子表征。进一步

利用 PZS@CTAB 微粒作为颗粒乳化剂稳定乳液。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吸附时间增加，胶体粒子表面负电荷减少， 

CTAB 在 PZS 微粒上成功吸附，增强了 PZS 的疏水性。进一步利用 PZS@CTAB 作为 Pickering 乳化剂，稳定 W/O 型

乳液，其乳化效果相较于 PZS 有大大提高，而 CTAB 在该情况下无法单独稳定乳液。另外向 PZS@CTAB 杂化粒子



 
 

184 
 

稳定的乳液中加入三乙胺（TEA）时，乳液破乳，PZS@CTAB 杂化粒子稳定的乳液可实现简便可控破乳，进一步拓

展了乳液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磷腈微球；吸附；物理改性；双亲性 

CP113 

尼龙 46 晶型转变 

许佳儒,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我们系统研究了尼龙 46 α 相和 γ 相的晶体结构以及它们的升温相转变行为。早期有研究认为尼龙 46 的 α 相结构

为尼龙 66 α 相类似的为三斜晶系。Atkins 等人研究了溶液生长得到的单晶，认为尼龙 46 的晶体结构与尼龙 6 的 α 相

类似，分子链完全伸展并反式平行排列，晶胞参数 a = 9.6 Å，b = 14.7 Å (分子链轴方向)，c = 8.26 Å，β = 115°。然而

对于尼龙 46 纤维和薄膜当中的晶体结构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制备了双轴取向的尼龙 46 α 相的薄膜，确认其为单斜晶

系，并且发现它在升温的过程先转变为高温 α’相再转变为高温 γ 相。在 200 ℃高温碾压得到的 γ 相在升温的过程中

保持晶型不变直至熔融。熔体淬冷的无定形相在升温的过程中先转变为高温 γ 相，在随后的降温过程中再转变为 α

相。尼龙 46 相结构相转变的研究对实际的生产应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尼龙 46 晶型转变 

CP114 
基于基底调控熔融重结晶 P(VDF-TrFE)薄膜的片晶取向及铁电性能 

赵聪,孙晓丽,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P(VDF-TrFE)）是最受欢迎的聚合物铁电材料之一，其结晶行为直接决定材料的最终

铁电性能。P(VDF-TrFE)熔融重结晶后一般形成分子链垂直于基底的 flat-on 片晶，没有铁电性能。本文将通过基底调

控来控制该聚合物的熔融重结晶行为进而提高铁电性能，拓宽器件加工温度窗口。实验结果表明，熔融重结晶后的

样品在硅和金基底上均生成 flat-on 片晶，没有铁电性。而在单层石墨烯及石墨基底上，得到分子链平行于基底的

edge-on 片晶。片晶的取向对熔融温度表现出强的依赖性，且晶体尺寸随熔融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压电力显微镜结果

表明其具有优良的铁电性。此外，在电滞回线实验中，单层石墨烯基底上样品表现出更高的剩余极化值和更小的矫

顽场。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基底；熔融重结晶；片晶取向；铁电性 

CP115 

液晶嵌段聚合物/液晶小分子共混体系的本体与界面组装 

魏炜,熊辉明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利用液晶共聚物的界面组装并实现可控的纳米图案是液晶材料应用的热点问题。我们通过将近晶相-向列相双液

晶嵌段聚合物（S-N）与向列相液晶小分子 5CB 共混，获得了全液晶属性的 S-N/5CB 共混体系。该体系在较宽浓度

范围内可形成宏观的均相体系，在纳米尺度仍保持规整的自组装多级结构。在复合物体系自组装过程中，通过调节

体系的温度与聚合物的浓度，我们观察到了层状与柱状结构间的溶致与热致相转变，进而构建了 S-N/5CB 体系中随

浓度和温度变化的结构相图，并探究了液晶高分子与 5CB 共混体系自组装的物理过程。将共混体系制备成薄膜，我

们研究了 5CB 的引入对液晶嵌段聚合物纳米结构的定向诱导作用。实验发现，纯 S-N 样品薄膜中的柱状或层状相均

平行于基板排列。引入 5CB 后，可诱导 S-N 水平配向的结构转变为垂直配向，从中表明了液晶分子对调控液晶聚合

物的取向和相分离形貌的关键作用，为液晶材料的可控界面组装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液晶；微相分离；界面组装 

CP116 
聚多巴胺及其功能化微纳材料作为氧化还原介质在染料降解方面的应用研究 

杜思南,罗阳,廖芝建,梁天宇,左芳 

西南民族大学 610041 

多巴胺(DA)可在碱性且有氧条件下聚合形成聚多巴胺 (PDA)微球，此外 PDA 极强的粘附性可以构建各种 PDA

功能化的纳米粒子。尽管 PDA 的聚合机理及结构组成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大家都认为 PDA 的结构类似

于真黑素，结构中包合酚、醌单元。氧化还原介质 (Redox mediators，RMs)，是一种可以介导电子传递的物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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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的加速一系列氧化还原反应。染料废水的氧化与还原降解中，经常要加入 RMs 来加速染料的降解。含铁物质

及醌/酚类作为 RMs 被广泛用于染料的降解领域。基于此，本工作中首先合成了 PDA 微球并将其用于亚甲基蓝的还

原降解；随后我们将PDA包覆的Fe3O4纳米粒子用于催化染料的还原与氧化降解中，研究结果表明醌/酚与Fe(III)/Fe(II)

的协同电子传递作用极大的促进了该粒子的介导电子的传递能力。这一研究拓宽了 PDA 功能化材料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聚多巴胺；Fe3O4；纳米粒子；微球；电子传递；染料降解 

CP117 
含烷基酰胺的单取代聚炔的合成、结构及性能研究 

于小淞,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 100871 

聚乙炔具有单双键交替的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导电高分子。其含有大量的 π 电子不仅为聚炔带来了独特的电学

性能，还赋予了其在其他方面的许多优良性能。为深入探究这些性质，科研人员尝试利用乙炔衍生物进行聚合。根

据“侧链基团的手性对于主链构象有诱导作用；聚炔主链构象对分子形状有一定影响；分子形状又与其凝聚态结构相

关”这三层关系我们对聚炔的设计及合成进行了探索，并对单体及聚合物进行了表征，结果证明主链采用顺式构型。

进一步我们利用多种方法表征了五种聚炔的本体相行为及其光学性质。我们不仅观察到液晶相的形成，还发现部分

样品随温度变化发生了不同相态的转变，据此我们分析了分子间氢键与分子内氢键的形成对于主链构象的影响。在

光学性质方面，我们观察到五种样品随溶剂的改变其紫外吸收峰发生移动，这表明主链构象发生了改变；同时也观

察到 P-s/r-4-1 系列样品的 CD 信号，这意味着侧链手性中心诱导主链产生螺旋构象。 

关键词：聚炔；烷基酰胺；手性；螺旋；相转变 

CP118 
无定型碳酸钙交联的仿生聚丙烯酸水凝胶黏合剂 

李昂 1,孙胜童 2,徐益升 1,3,郭旭虹 1,3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2.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3.石河子大学新疆建设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些年来仿生材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使用无定形态碳酸钙纳米颗粒，通过物理交联聚丙烯酸，得到

了一种新型的仿生水凝胶黏合剂。这种水凝胶无论是在干燥还是湿润的条件下，都具有非常高的黏附性能。FT-IR 和

XRD 测试表明碳酸钙颗粒以无定型碳酸钙的存在形式。这种水凝胶在干燥之后可以形成具有优良光学透过性的薄膜，

使得其在光学器件黏附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无定型碳酸钙；聚丙烯酸；水凝胶；粘合剂 

CP119 
含倍半硅氧烷的侧链聚降冰片烯无规共聚物的力学行为研究 

郑晓慧,陈尔强,杨爽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倍半硅氧烷（POSS）是由硅、氧两种原子构成直径约 1 nm 的一种笼状化合物，由于其特殊的化学结构与高的

热稳定性，在材料设计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们合成了一系列含 POSS 基团的侧链聚降冰片烯无规聚合物，

并考察其力学性质。由于 POSS 基团与主链之间由较长的柔性间隔基相连，结合各种实验表征手段我们发现，较长

的柔性间隔基可以有效地实现主侧链间相互作用的去耦合，使 POSS 基团在共聚物中排列成更加规整的结构。此外，

采用含四个碳原子的柔性侧链作为单体之一可得到共聚物，其中柔性共聚单体具有较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可作为软

段增强材料的弹性性质。通过调节共聚物中软、硬段的比例，我们实现了材料由塑料至橡胶的转变。与不含 POSS

的均聚物相比，我们所设计材料的力学强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关键词：倍半硅氧烷; 降冰片烯; 力学行为 

CP120 
静电纺丝法制备光响应液晶聚合物/聚苯乙烯复合丝垫 

韦嘉 1,刘玉云 1,俞燕蕾 1,2 

1.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2.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光响应润湿性表面及光控微流体逐渐成为科学家的研究热点，液晶聚合物作为一种性能出色的智能响应

材料，有望为这两个领域的器件制备带来新的机遇。本文发挥线型液晶聚合物能够溶液加工的优势，利用它与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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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混合进行电纺，将偶氮苯液晶聚合物的光响应性赋予到复合的聚合物丝垫上。这里选择疏水性的聚苯乙

烯为共纺对象，将其与光响应液晶聚合物（PC11AB6）以不同比例进行混合纺丝，制备得到超疏水丝垫。随着 PC11AB6

质量分数的增加，紫外光照前后丝垫表面粘附力的变化量逐渐增大；当其质量分数超过 65%时，紫外光照后丝垫表

面粘附力的变化范围与纯 PC11AB6 丝垫的变化接近。PC11AB6 的加入可以使复合材料具备了光响应性，降低了光

响应粘附性智能表面的加工成本，且通过改变 PC11AB6 的含量，可以调控丝垫表面粘附力的变化区间。 

关键词：光响应液晶聚合物；静电纺丝；粘附性 

CP121 
含偶氮苯液晶基元的 Hemiphasmidic 型侧链液晶聚合物多重形状记忆效应 

蒋旭强,赵瑞颖,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形状记忆高分子是一类能够固定临时形状并在外界刺激下恢复到其原始形状的高分子材料，网络结构和转换链

段是其保持形状记忆性能所必备的两大要素。体系中的化学或物理交联点决定了材料的永久形状，而暂时形状通常

由一些可逆结构转变进行固定。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Hemiphasmid 型侧链液晶聚降冰片烯衍生物可具有多重形

状记忆效应。由多根高分子链组装形成的超分子柱是这类聚合物柱状液晶相的基本构筑单元。一根长的高分子链参

与到多个超分子柱的排列中并与其它分子链产生缠结，使体系中形成了大量的物理交联点。连接不同物理交联点的

链段及处于不同大小的液晶畴区中的链段给出很宽的松弛时间谱，这赋予体系具有多重形状记忆的能力。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我们设计合成了含有偶氮苯刚棒状液晶基元的 Hemiphasmid 型侧链液晶聚降冰片烯衍生物，利用其宽的

液晶相转变成功的实现了多重形状记忆效应。  

关键词：Hemiphasmidic 型液晶聚合物；超分子柱状结构；多重形状记忆；偶氮液晶基元 

CP122 

侧链间距对侧链液晶高分子的液晶相结构的影响 

常文英,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侧链液晶高分子体系中，主链与侧链液晶基元之间通常具有强烈的偶合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往往是决定体

系液晶相结构的关键因素。通过控制主链上侧链的间距来调控主侧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体系的液晶相行为，正是特

别重要而未被深入认识的科学问题。我们通过 ADMET 聚合反应，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侧链接枝密度的聚合

物，结合热分析(DSC), 偏光(POM), X 射线衍射(XRD)等表征手段,我们发现随侧链间距的增大，体系的液晶相转变

温度明显降低。此外，侧链间距的增大也导致侧链液晶高分子体系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有序的结构。通过探究侧链间

距对液晶相结构的影响我们可以构筑具有多级组装有序结构的液晶高分子体系。 

关键词：侧链液晶高分子；侧链间距；层状相 

CP123 

含手性基团的侧链型聚炔的合成与表征 

赵剑锋,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单取代侧链型聚乙炔可做为新型导电高分子、光学器件和手性选择基元，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由于聚炔主链

顺反结构的存在，其展现出丰富的手性螺旋结构。如何精确调节主链的手性结构作为重要的科学问题引起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本课题组通过改变侧链手性基团来实现主链手性结构的调控。我们利用一种含手性基团的聚合物单体“1-

乙炔基-3,5-间苯二甲酸二[(R)-(+)-1-苯基乙基]酰胺”，将其进行均聚以及与“1-乙炔基-3,5-间苯二甲酸二烷基酯”进行共

聚，利用该手性基团影响主链的构象并使得特定螺旋结构占据主导。经过多种实验手段表征，我们发现共聚能够得

到分子量较大、分散度较窄的共聚物，高分子主链具有较高的顺式含量（93%），且左手螺旋占据主导。这一结果证

明了侧链的手性基团对侧链型聚乙炔的主链螺旋构象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侧链型聚乙炔；手性基团；螺旋结构 

CP124 

聚丁二酸丁二酯-共-富马酸丁二酯对聚丁二酸丁二酯结晶和成核行为的影响 

郑越,霍红,李林,周建军,田耕坤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根据已有的研究表明，聚富马酸丁二酯（PBF）共混入聚丁二酸丁二酯（PBS）中能起到明显的成核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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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产生大量的晶核，从而改进光学性能和机械性能。本论文主要研究了他们的共聚物聚丁二酸丁二酯-共-富马酸丁

二脂（PBSF）对 PBS 结晶和成核行为的影响。发现当 PBS 与相同含量，但富马酸（BF）含量不同的 PBSF 系列共

聚物进行共混时， DSC 结果显示 BF 含量越高，PBS 的结晶温度（Tc）越高；POM 观察共混物结晶形貌发现 BF 含

量增加，能够生长环带球晶的结晶温度区间变窄，成核密度变大，球晶生长速率增大，说明较高 BF 含量的共聚物

PBSF 对 PBS 具有一定的成核效果。当 PBS 与 BF 低含量的 PBSF-5 共混时，对 PBS 无成核作用，进一步增加 PBSF-5

的含量，其对 PBS 成核效果明显，添加 PBSF-5 缩小 PBS 生成环带球晶的温度范围。 

关键词：聚丁二酸丁二酯；聚丁二酸丁二酯-共-富马酸丁二酯；成核效果；环带球晶 

CP125 
基于 POSS 聚集作用增强的可注射水凝胶 

秦泽昭,吕红英,杨小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可注射水凝胶由于其体内成胶的特性可运用于组织工程和药物缓释。其中，剪切变稀型的水凝胶可以有效解决

成胶时间带来的问题，因此备受关注。然而，通常此类凝胶的力学性能都不尽理想，限制了他们的应用。我们将无

机纳米颗粒 POSS引入高分子链端基，利用 POSS基在水溶液中的自聚集作用来提升水凝胶的力学性能。据报道，POSS

基团在水中易于相互聚集形成疏水微区，由此可以形成凝胶的第二重交联。引入 POSS 端基的凝胶，模量、温度稳

定性都极大提升。由此同时，剪切变稀、自修复性能以及生物相容性却基本不受影响。鲜有 POSS 基团运用于可注

射水凝胶的报道，本工作为提升可注射水凝胶力学性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剪切变稀；POSS；自聚集作用 

CP126 
死亡细菌对上层生物被膜微流变行为的影响 

王智,龚湘君,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生物被膜是微生物吸附于表面，并嵌入自身分泌的胞外多聚物中形成的微生物群落。生物被膜的形成是包括人

类感染性疾病、海洋污损等问题的主要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截至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关注外界因素处理后生

物被膜初期的变化。然而，一旦杀菌环境改变，死亡细菌表面仍会继续生长生物被膜。因此我们在死亡的绿脓杆菌

（PAO1）上继续培育生物被膜，对比其与未经处理的生物被膜的流变行为和生长差异，从而研究其结构的差别。我

们运用磁力调制原子力显微镜测试生物被膜的机械性能，发现在生物被膜较深层区域，相比活着细菌上生长的生物

被膜，死亡细菌上生长的生物被膜有效刚度更小；而在浅层区域，死亡细菌上生长的生物被膜有效刚度更大。同时，

我们发现在生物被膜生长的初期，死亡细菌上生长的生物被膜比活着的细菌上生长的生物被膜弹性模量更小，而此

后阶段死亡细菌上生物被膜弹性模量更大，该研究对医用材料和海洋防污涂料的长期抗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物被膜；死亡细菌；微流变 

CP127 
具有区域塑性的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 

董建特,邹玮珂,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310000 

形状记忆聚合物是一类能够在外界刺激条件（如光、热）下从临时形状（一般热转变相固定）回复到其永久形

状的智能高分子材料。其中，热固性的形状记忆聚合物由于其化学交联的特性，使得其获得了良好的力学性能和形

状记忆性能，却也使其失去了可重复加工性，即，其永久形状在其生产制造后即无法改变。若引入的化学交联点是

由可逆的共价键构成，则可在一定刺激下通过可逆化学键的重新排布而从使聚合物网络完成拓扑结构的重排，实现

交联聚合物的塑性形变或重复加工。[1]在此基础上，区域性地使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获得塑性形变，使得其制造更

为复杂的永久形状，进一步拓宽其应用范围显得尤为必要。 

本工作中，我们独创性地将光产碱剂应用于热固性的交联聚酯中，利用特定区域光照后其释放出的强有机碱催

化聚合物中的酯键进行酯交换反应，区域性地松弛网络的内应力，最终获得具有弹性与塑性空间可控分布的热固性

形状记忆聚合物。 

关键词：形状记忆；塑性；光产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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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28 

一种特殊的聚 3-己基噻吩球晶的制备及表征 

黄晶晶,李慧慧,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 3-己基噻吩(P3HT)是最受关注的半导体聚合物之一。通过旋涂由可结晶溶剂 1,3,5-三氯苯(TCB)和载体溶剂氯

仿混合成的 P3HT 混合溶液，制备了一种特殊的 P3HT 球晶。这种球晶在正交偏振光下可观察到明显的象限颜色差异，

且在中心附近存在“鱼眼”结构。在顺时针旋转样品台的过程中，除“鱼眼”外区域始终保持原来的象限颜色差异，而“鱼

眼”区域的颜色发生连续变化。这说明所制备的 P3HT 球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构。原子力显微镜的表征结果也符合

这一特点。随后在取向 PE 基底的诱导下，所制备的 P3HT 球晶整体具有一致的取向性。偏振紫外的表征结果也证实

了“鱼眼”结构的存在使 P3HT 球晶具有一定的取向程度，但整体取向并不一致，随后的取向 PE 基底对 P3HT 的诱导

作用使其形成整体取向一致的结构，且取向程度远远大于常规附生结晶制备的 P3HT 取向薄膜。 

关键词：聚 3-己基噻吩；“鱼眼”结构；附生结晶 

CP129 

基于水凝胶的柔性压力传感器及其水下应用 

高扬 1,陈咏梅 1,周勤 2,谭力 2 

1.西安交通大学 

2.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水凝胶因此自身的物理化学特性使其在柔性压力传感器的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水下声波探测中极具

潜力。然而目前在水凝胶的器件化过程中主要面临着如何赋予水凝胶以压力响应特性，及如何在其表面修饰电极实

现电学通路等问题。本工作基于双电层理论基本原理，提出了多孔微纳电极表面双电层电容值响应压力变化的新机

理，并据此设计构建水凝胶柔性压力传感器件。通过电化学原位还原法在水凝胶薄膜表层内植入具有分形结构的金

属银微纳枝晶以作为压力响应单元，并通过化学镀铜反应在实现表面电极的修饰，从而最终实现了水凝胶的器件化。

该水凝胶柔性压力传感器在空气中可实现对置于其上的不同形状重物的图像化响应，在水下可实现对不同频率，振

幅及方向的水下声波的动态响应。其最大响应频率可达 2000 Hz，且通过与商用水听器对比发现，在小于 60 Hz 的低

频水声波段中响应信号强度最高可高出 30 dB 以上，表明了其在超低频水声探测方面的巨大应用潜力。  

关键词：水凝胶；银纳米结构；柔性器件；压力响应；水下声波 

CP130 

双物理交联高强度水凝胶聚乙烯醇/海藻酸盐的制备与成型研究 

王慧,龙世军,王鹏,李荣哲,李学锋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在生物组织工程的应用中，对聚合物水凝胶的力学强度、加工成型工艺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文采用了双物

理交联形成双网络结构水凝胶，通过退火溶胀再冷冻解冻的处理方法获得了一层为聚乙烯醇（PVA）的氢键网络，水

凝胶内另一层为海藻酸盐(SA)分子链上的 G 段与 Ca2+离子配位交联的网络的双物理交联双网络水凝胶。与单网络 SA

和 PVA 水凝胶以及通过一般的冷冻解冻处理制备的双网络 PVA/SA 水凝胶相比，其拉伸强度与断裂伸长率分别提高。

且该种水凝胶溶胶具备良好的成型加工性能，可应用于 3D 打印水凝胶，因此在生物应用中有着显著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PVA；高强度；水凝胶；双物理交联 

CP131 
机械力取向制备各向异性水凝胶材料 

陈列,吴青山,刘宇思,刘明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 100191 

水凝胶是一种由交联的亲水高分子组成的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材料。其内部含有大量的水，具有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因此其在组织工程，生物医学和智能仿生材料方面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传统的水凝胶材料能够实现在组分

上的高度仿生，但是却缺乏对生物体组织复杂结构的效仿与设计。本工作通过对水凝胶的机械力取向与第二层网络

再固定的方法成功的制备了具有温度响应性的各向异性水凝胶材料。所制备的各向异性水凝胶能够在一定的温度条

件下发生可逆的各向异性的形变。此外，该水凝胶材料在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上展现了各向异性的拉伸膜量。这种

温敏各向异性水凝胶的制备在一定层度上实现了对人体肌肉组织的仿生，并且在仿生智能材料与传感器等领域具有

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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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凝胶；各向异性；温度响应；取向结构；双网络水凝胶 

CP132 
含手性中心的单取代聚苯乙炔衍生物的相结构与光学活性 

张艳芳,胡铭秋,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100871 

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具有高顺式含量的单取代螺旋聚苯乙炔衍生物 o-，m-，p-(S/R)-P4*。含有手性中心的

(S)/(R)-仲丁基基团通过简单的酯键与苯环相连，使手性可以有效地从侧基传递到螺旋主链，并且在不同的取代模式

下，聚合物展现出了不同的相结构和光学活性。我们用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二维 X 射线衍射（2D-XRD）、圆

二色谱（CD）、紫外-可见光谱（UV-vis）以及原子力显微镜（AFM）对该系列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表明，当聚合物从溶液中沉淀析出时，聚合物表现为无规线团的构象，这归因于主链刚性过强以及样品析出过

快，聚合物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构象进行重新排列。通过溶剂退火，o-(S/R)-P4*和 p-(S/R)-P4*则可以发育出

具有多级有序的晶相结构，这来源于溶剂的存在赋予高分子链更多的运动空间使得其进行构象调整并排列有序。 

关键词：聚苯乙炔；螺旋；溶剂退火 

CP133 
交流电场下细菌的动态行为研究 

周鑫,龚湘君,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细菌在表面上生存繁殖是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而细菌在表面的粘附则是该现象的先决条件。调控细菌

在表面的粘附对于控制细菌在表面的生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电场是一种控制细菌表面粘附的有效手段，然而目

前电场影响细菌运动，乃至表面粘附的机理尚不清楚。数字全息显微镜（DHM）可实现实时三维监测电场下细菌的

动态行为，即粘附到表面的整个过程。因此，我们利用该工具研究了不同的电流强度和电场周期下 ITO（氧化铟锡）

导电玻璃附近游走的大肠杆菌（E.coli）和铜绿假单胞菌（P. aeruginosa）在粘附到表面之前的运动行为。通过分析上

述过程中细菌的密度分布、三维速度、翻转概率以及与表面的碰撞等信息，我们探究了交流电场对细菌粘附的影响，

为细菌的表面粘附提供更加明确的机理。  

关键词：数字全息显微镜；细菌粘附；交流电场 

CP134 
有机分子“自隔离聚集高效发光”新策略及应用 

党东锋,王晓驰,孟令杰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有机荧光染料是目前临床和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荧光探针，一般是具有大共轭体系的刚性平面结构的分

子。这些常规的有机荧光染料通常面临着在高浓度溶液或者固体状态时荧光强度大幅度下降，即“聚集诱导淬灭”的问

题。主要原因是荧光染料分子在聚集靠近时，由于刚性分子平面之间强烈的 π-π 堆积作用使得激发光能量以非辐射跃

迁形式耗散，进而使得荧光强度强烈下降甚至消失。本论文提出一种“自隔离聚集诱导增强发光”策略，设计并和合成

了具有不同烷基链个数的荧光染料分子，即 DTBT 系列；通过调控两种分别含有烷基链和烷氧基链单体的比例合成

了一系列近红外聚合物。初步证实了通过在常规有机染料分子中引入不同数目烷基链，实现有机发光单元之间的堆

积距离的有效调控，进而有效改善其荧光性能策略的可行性。 

关键词：聚集诱导淬灭；自隔离；烷基链 

CP135 
聚电解质型吸油树脂的制备和表征 

姚大虎 1,洪缓 1,王晓 1,余志强 1,陈权 1,李鹏 2,汤慧慧 1 

1.河南科技大学；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过在制备的树脂中引入亲油性的离子型功能单体，得到了聚电解质型的吸油树脂。首先制备得到三辛烷基烯

丙基溴化铵离子型单体；继而通过离子交换得到了三辛基烯丙基六氟磷化铵（Tri-C8-DMAAPF）。利用 Tri-C8- 

DMAAPF 分别与丙烯酸丁酯共聚，得到了离子型吸油树脂。研究结果表明，离子型单体的引入可明显的提高树脂的

吸油倍率，当 BA∶Tri-C8- DMAAPF（摩尔比）为 95∶5，所制备的 P（BA/Tri-C8- DMAAPF）树脂对二氯甲烷的吸

收率可达到 93.1g/g，对无水乙醇和石油醚的吸收率分别为 27.2 g/g 和 0.8 g/g。所得聚电解质型吸油树脂在二氯甲烷

—无水乙醇混合溶剂中，吸油树脂的吸油率最高达到 130.9g/g。在二氯甲烷—石油醚混合溶剂中，当二氯甲烷所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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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比例为 80%时，吸油树脂的吸油率最高达到 158.1g/g。 

关键词：三辛烷基烯丙基溴化铵；聚电解质型吸油树脂；吸油率 

CP136 

嵌段共聚物水凝胶 Pluronic L64 水溶液的介电弛豫 

王娟,赵孔双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学院 100875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在选择性溶剂中可自组装成胶束，而且通过控制嵌段共聚物的结构、组成，可得到形貌丰富

的、在生命科学、药物传输与释放以及先进材料制备等领域有着重要应用前景的聚集体和功能膜。其中，聚氧丙烯

醚嵌段共聚物(PEO13PPO30PEO13，Pluronic L64)，作为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因其在细胞生物学，医药等领域的特

殊应用，对它的性质研究正在得到增加的关注。 

本工作对该嵌段共聚物与水组成的水凝胶体系在 10-40°C 温度范围(相图如下)和 10-110MHz 的频率范围进行了

介电测量(测量途径见图说明)，发现了两个与浓度和温度有关的弛豫现象，提出了弛豫的可能机制；通过解析介电谱

获得了两个弛豫的特征参数，从这些参数的温度和浓度依存性发现了渗滤现象并予以了解释；探测了不同聚合物组

成和温度体系所呈现的介电性质及其与微结构的关系，讨论了因温度诱导产生的弛豫的动力学和凝胶化行为。  

关键词：Pluronic L64；介电弛豫，渗滤，胶束，凝胶化 

CP137 
刺激响应性表面起皱形貌的构筑与应用 

鲁从华,谢继勋,宗传永,姬海鹏,韩雪,汪娟娟,赵景新 

天津大学 300350 

刺激响应性表面微结构形貌在智能调控的表面润湿性与粘附性能、可逆结构化模板、柔性器件和表面光栅等领

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此处，我们利用表面起皱的应力松弛特性，结合功能性组分的引入，实现了多种刺激响应性

表面起皱/无皱态的可逆调控，开启了一类新型刺激响应性表面起皱智能系统。如利用聚苯胺（PANI）酸掺杂和碱去

掺杂引起体积可逆变化为驱动力，实现了酸掺杂与碱去掺杂调控的表面起皱/无皱态间的可逆转换。利用 PANI 氧化

还原环境中所处氧化态不同，由此引起不同程度溶胀/去溶胀，实现了氧化/还原反应操控的表面起皱/无皱态的可逆调

制。利用偶氮顺反光异构化带来的应力场微扰，驱动了光调控下高效快速的表面消皱。借助选区曝光，构筑了一系

列高级微结构化图案，探索了起皱形貌在光可擦写信息的应用。基于偶氮膜光软化效应来有效提高临界起皱条件，

从而达到表面防皱，并赋予材料优异的拉伸/压缩特性，为柔性功能器件的构筑奠定基础。 

关键词：表面起皱；应力松弛；刺激响应性；表面图案化 

CP138 
含氢键的侧链液晶高分子结构与力学性能研究 

石栋,杨爽,陈尔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100871 

构筑具有“软硬”层状结构特性的高分子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设计合成了由降冰片烯主链作为软段和“苯-酰胺

-苯”液晶基元侧链作为硬段的液晶高分子，相邻侧链间能够形成氢键而进一步提升硬段强度。通过改变主侧链之间的

柔性间隔基长度，我们研究了主侧链的不同耦合作用如何影响液晶材料的层状结构及力学性质。结果表明，当间隔

基为 2-4 个碳时，材料呈现为近晶 C 相，且每层由尾链重叠的双层高分子链形成；当间隔基多于 6 个碳时，材料也

呈现为近晶 C 相，但层间距减小，体系可能演变为“苯-酰胺-苯”基元反向交叉排列的单层结构；当不存在间隔基时，

材料未形成明显的近晶相。对三种不同相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质研究发现，不存在间隔基的材料表现出了优异的力学

性质，具有高的拉伸长度和拉伸强度；而间隔基较短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韧性，但拉伸强度有所下降；间隔基增长到 6

个以上的材料则表现出高强度和极低的拉伸长度。 

关键词：侧链液晶高分子；氢键；DMA 

CP139 

温度对 PAN 基碳纤维一级和二级拉曼光谱的影响 

沙扬,曹维宇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拉曼光谱被普遍认为是研究碳材料的有力手段，在碳纤维拉曼光谱的研究中大量文章报道了利用一级拉曼光谱D

峰和 G 峰的强度比值来表述石墨化程度，而对于二级拉曼光谱的研究较少。因此，本论文以拉曼光谱为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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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一级和二级区域中峰的强度、强度比值和半峰宽随温度变化的规律。在碳纤维二级拉曼区，随着温度的升高，

D、G 和 G'峰形不断变尖锐即峰的半峰宽逐渐减小。其中 G 和 G'强度明显增强并且峰位置红移，而 D 峰强度相对于

G 峰呈下降趋势。说明了随着石墨化处理温度的升高促使类石墨微晶结构取向排列更加规整和对称。这些峰都表现

出极强的温度相关性，一级和二级峰 G 和 G'之间的强度比值也有类似的温度相关性。IG'/IG 的强度比同样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逐渐增强，即在较低石墨化温度处理下的 G'峰强度低于 G 峰的强度，但当温度升高 G'峰的强度逐渐超过 G

峰的强度。 

关键词：聚丙烯腈基碳纤维；一二级拉曼光谱；高温热处理 

CP140 

稀土高顺式聚丁二烯等温结晶动力学、结晶形态及性能研究 

朱寒,杨昌风,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稀土催化丁二烯配位聚合制备了不同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及顺-1,4结构含量的稀土高顺式聚丁二烯（cis-PB），

研究了 cis-PB 在-18℃ ~ -27℃范围内等温结晶过程，观测结晶形态，并研究了硫化胶物理机械性能。结果表明：在

cis-PB 等温结晶过程中，Avrami 指数（n）在 2.0~3.0 之间，呈现三维球晶生长方式；当顺-1,4 结构含量小于 98.4%

时，半结晶期（t1/2）随其含量增加而缩短，结晶速率加快；同时提高聚合物分子量及顺-1,4 结构含量或者在分子量

及顺-1,4 结构含量相近的前提下使分子量分布变窄，均有利于提高结晶速率；随顺-1,4 结构含量增加，结晶驱动力增

大；结晶活化能（ΔE）为负值，降低结晶温度有利于提高结晶速率。当 cis-PB 顺式-1,4 结构含量由 96.3%提高至 98.7%

时，生胶及混炼胶加工性能改善；可明显提高硫化胶的物理机械性能及动态力学性能。  

关键词：绿色轮胎；高顺式聚丁二烯；等温结晶动力学；动态力学性能 

CP141 
简单体系下制备高性能铁电性 γ 相 PVDF 的研究 

米策,孙晓丽,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偏氟乙烯(PVDF)是最热门的铁电聚合物材料之一，但由于制备具有铁电性能的铁电相一般需要特殊的处理方

法，因此极大的限制了其应用。本文通过一种简单的热退火的方法制备了对基底无依赖的近乎 100% γ 相的 PVDF 薄

膜。热退火后，降温过程形成了两种熔点的 g 相。高熔点的 g 相是由初始膜中存在的 g 晶自成核诱导形成的，低熔

点的 g 晶由初始膜中的 b 晶转变而来。两种不同熔点的 g 晶含量随退火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两种 g 晶均形成针状的

edge-on 片晶。铁电测试结果表明热处理后薄膜具有优异的铁电性能，极化强度为 5.6 uC/cm2，接近文献报道的最优

值;且薄膜具有很好的抗疲劳性能。这种采用简单且短时间的热处理方法制备铁电 PVDF 薄膜的方法在工业应用上具

有很大的优势。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γ 晶；铁电性能 

CP142 

基于微凝胶增强的高强度双网络导电水凝胶的超级电容器 

陈烁,赵昱,朱才镇 

深圳大学 518000 

传统的导电水凝胶存在机械性能差，使其应用具有局限性。因此，开发一种具有高强度的导电水凝胶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利用聚丙烯酰胺（PAAm）微球结构及双网络结构提高水凝胶的力学性能，并通过聚 3，4-乙烯二氧噻

吩/聚苯乙烯磺酸（PEDOT：PSS）及聚吡咯（PPy）提高其导电和电化学性能,制备得到具有高力学强度和电化学性

能的复合导电水凝胶，在超级电容器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1.采用电化学聚合 PPy 的方法制

备得到单层 PEDOT /PAAm/ PPy的复合导电水凝胶，其比电容达到 200F/g；2.通过聚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PAMPS)

提高复合导电水凝胶的离子渗透压，在此基础上，将复合导电水凝胶与电中性的 PAAm 水凝胶复合，制备得到具有

高力学性能的复合导电双网络水凝胶。  

关键词：复合导电水凝胶；微球结构；导电聚合物；力学性能 

CP143 

基于多重键交联单网络高强度水凝胶的物理模型构建 

阎建辉,刘晓颖,徐皓,谢续明 

清华大学 100084 



 
 

192 
 

本文通过建立一种简单的物理模型来模拟多重键交联单网络水凝胶的应力应变行为并验证其合理性。交联点的

类型可分为物理交联点及共价交联点，其中物理交联点采用上随体（Upper Convected）Maxwell 模型（UCM）模拟，

用以描述物理交联点不断破坏再形成的特性造成的粘弹性流动；共价交联点采用 Gent 拉伸硬化模型模拟，用以描述

永久交联网络的弹性形变行为。对于多层级交联水凝胶往往存在两种及以上的物理交联点，相应地存在多个 UCM 单

元，各 UCM 单元采用并联模型。为验证并联模型，制备含有氢键或离子交联的单层级及双层级交联的聚丙烯酸水凝

胶，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双 UCM 模型能正确合理地描述凝胶内两层交联点的贡献与作用，说明该物理模型是一定程度

上合理的。进一步对多交联点凝胶研究表明，该物理模型为水凝胶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的认识以及设计高强度水凝胶

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物理模型；多重键交联；高强度水凝胶 

CP144 
硫化橡胶溶胀过程的固体核磁共振研究 

高鹏飞,姚叶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溶胀会带来橡胶交联密度的改变。本文将利用固体 1H双量子核磁共振技术对硫化天然橡胶的溶胀行为进行研究。

我们发现，溶胀对硫化橡胶的 1H 双量子激发效率存在明显的影响，溶胀后橡胶的 1H 双量子激发效率变小，表明溶

胀过程中橡胶发生了解缠结。为了研究溶胀对橡胶交联密度的改变是否可逆，我们将溶胀橡胶内的溶剂抽干后再次

观测了样品的 1H 双量子激发效率，结果发现 1H 双量子激发效率处于溶胀和未溶胀橡胶激发效率之间，表明溶胀对

橡胶交联密度的改变不可逆，其中包含着复杂的解缠结过程。本工作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硫化橡胶溶胀

机理的理解。  

关键词：天然橡胶；溶胀；固体核磁共振；1H 双量子 

CP145 

具有复杂形状的热适性环氧酸酐体系形状记忆聚合物 

朱继婷 

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 210000 

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由于其在外界的刺激下可以实现临时形状和永久形状的转变，被应用于航空航天、柔性电

子器件等领域。而目前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聚合物大多数只能做到简单的弯曲形变，对于复杂形状的塑化是很难实

现的。环氧树脂类的热固性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耐腐蚀性等优点。环氧/酸酐体系聚合物是很

常见的工业化材料，相较胺固化体系来说，采用酸酐固化在酯交换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可以赋予材料塑化形变的能

力、并提高其热稳定性和耐酸碱性。本文中，我们采用了环氧体系复合超薄玻纤布材料，调节环氧酸酐体系的交联

密度，降低固化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应用激光物理半切割的方式对复合材料进行一个缺陷处理以实现其复杂形状

的变形过程。通过激光物理半切割的方式，我们设计了不同的正反切割图形，在热转变温度范围内对其进行变形，

并在高温下通过动态酯交换反应形成复杂形状的永久形状变形。 

关键词：环氧树脂 

CP146 
聚丁烯-1 球晶在相变过程的各向异性分布 

扈健 1,田代孝二 2,张建明 1 

1.青岛科技大学；2.日本丰田工业大学 

晶型 II 到晶型 I 的转变是聚丁烯-1 中最常见的相变行为，但是对于其在球晶中的相变行为还没有被揭示完全。

在本工作中，我们首先利用偏光显微镜，对不同温度下得到的球晶进行外在形貌的分析，发现在低温下更容易形成

圆形形貌的球晶，在高温等温结晶时，更容易形成方形形貌的球晶，但是球晶形貌在相变过程中是没有变化的。然

后利用二维红外成像技术，对球晶内部结构进行进一步解析。根据不同晶型红外特征峰进行积分，观察到了球晶内

部在相变过程中存在各向异性分布，但对其形成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根据球晶不同位置进行积分强度对比，

我们发现晶型 II 到晶型 I 的转变首先发生在中心区域，随后边缘区域和大球晶外围区域才开始转变。下一步，拟利

用同步辐射微束 X 射线方法对不同球晶形貌内部的的各向异性结构进行更全面和深入解析，包括其分子链折叠行为

以及片晶演变机理。  

关键词：聚丁烯-1；球晶；二维红外成像；相变；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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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47 
高强度、可自愈合、PH 响应性水凝胶的制备与研究 

张钰林,陈凯旋,陈怡霏,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以丙烯酰胺为亲水单体、甲基丙烯酸十八酯为疏水单体，在透明质酸钠水溶液中，通过原位胶束共聚一步法合

成了一系列具有半互穿结构的复合物理水凝胶。通过拉伸和压缩测试证实了凝胶力学强度的显著提高并同时具有良

好的自愈合能力，通过在不同 PH 溶液中的溶胀实验证实了复合凝胶具有 PH 响应性，通过染料吸附实验证明该凝胶

具有良好的阳离子染料吸附性能，可应用于药物控释和水处理等方面。 

关键词：疏水缔合水凝胶；透明质酸钠；半互穿；PH 响应性；自愈合 

CP148 
三重交联网络水凝胶的机械强度研究 

邢路,张钰林,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使用亲水单体丙烯酰胺（AM）、疏水单体甲基丙烯酸十八烷基酯（SMA）在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和增溶剂氯化钠（NaCl），在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和聚乙烯醇（PVA）溶液中通过胶束共聚合，合成疏水

缔合复合水凝胶。在该复合凝胶体系中，通过疏水缔合作用形成第一交联网络，通过共聚单体 GMA 上的环氧基团与

PVA 上的羟基化学交联形成第二网络，再通过循环冻融使 PVA 形成结晶微区从而形成第三网络，此外，PAM 与 PVA

之间还会形成氢键作用，有利于凝胶体系的稳定，因此所得的复合凝胶具有显著增强的机械强度。拉伸强度最高达

到 1.26MPa，在应变为 85%时压缩强度最高为 3.21MPa。 

关键词：疏水缔合；三重网络；PVA 冻融结晶；高强度 

CP149 

超支化聚胺酯基二茂铁-石墨烯增敏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对辛硫磷的检测 

李心昕,王俊忠,郭明阳,刘乔,郝玉颖,杨桂芝,范春燕,王新才,任琪玮,肖凤娟 

石家庄铁道大学 050043 

利用超支化聚胺酯基二茂铁(HPAE-Fc)与石墨烯(GR)之间的化学键接与物理吸附作用，将 HPAE-Fc 和 GR 制备成

复合材料，采用滴落涂布法在玻碳电极  (GCE) 上构建了超支化聚胺酯基二茂铁 -石墨烯增敏传感器

(HPAE-Fc-GR/GCE)，用透射电镜(TEM)对传感器的结构进行了表征，用交流阻抗(EIS)、差分脉冲伏安(DPV)法研究

了电化学传感器对农药辛硫磷的电化学响应性，分析了传感器电子转移过程及其增敏机制。石墨烯在电极表面分散

均匀，其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电子传输性使修饰电极表面的阻抗值变小，说明石墨烯有效改善了传感器的灵敏性。

HPAE-Fc-GR/GCE 对辛硫磷浓度显示出良好的电化学响应，说明 HPAE-Fc 与辛硫磷产生了相互作用阻碍了电极表面

的电子传输，增大了电极的阻抗，使 HPAE-Fc-GR /GCE 的响应电流变弱。DPV 峰电流的降低与辛硫磷浓度有良好的

线性关系，可以实现对辛硫磷的有效检测。 

关键词：超支化聚胺酯基二茂铁；石墨烯；增敏传感器；电化学响应；辛硫磷 

CP150 

一种基于弹性模量局部调节诱导水凝胶三维折叠的方法研究 

李填珍,王嘉辉,周学昌 

深圳大学 518060 

形状可改变系统由于在软机器人、生物医疗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吸引了广泛的研究兴趣。目前研究方

法主要包括形状记忆金属合金，四维打印等。在本研究中，我们介绍了一种基于对水凝胶局部模量调节诱导的三维

折叠的方法。在本方法中，在软而脆的水凝胶中引用多种金属离子，构建多重离子交联网络，从而改变凝胶的韧性

和模量。为了验证该方法，我们成功对 alginate/PAAm 水凝胶进行了机械改性，其模量从 10 kPa 增加到 3 MPa。此

外，我们通过图案化的方法，对水凝胶进行了局部机械性质的调节，并利用模量不同在不同作用力条件下的水凝胶

形变的不对称性，成功实现了水凝胶的三维折叠。该方法是对水凝胶进行再次机械改性策略的探索，进一步拓展了

水凝胶的应用，并提出了一种通过利用局部模量不对称性诱导水凝胶的三维折叠的新策略。此外，本文对折叠的机

理研究以及智能形变系统的研发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三维折叠；水凝胶；弹性结构；韧性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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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51 
PEG-b-PNIPAM/α-环糊精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表征 

刘晓霞 

复旦大学 200433 

聚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和聚乙二醇(PEG)都具有良好的水溶性，PNIPAM 还具有温敏性，PEG 可与 α-环

糊精(α-CD)形成包结络合物。结合这二者的特点，本文合成了一系列不同分子量的 PEG-b-PNIPAM 聚合物。改变 PEG

重复单元与 α-CD 的摩尔比，通过温度调控，制备了一系列凝胶并对其进行流变学测试，发现它们形成凝胶的条件及

流变学性质与其组成和微观结构密切相关。分子量较高且 PNIPAM 含量较多的聚合物，更易凝胶且模量较大。通过

此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其在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基础数据，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 

关键词：PEG-b-PNIPAM；α-CD； 主客体作用； 缔合；凝胶 

CP152 
超低温下应变诱导聚甲基乙烯基硅氧烷结晶 

陈品章,张前磊,常家瑞,赵景云,苏凤梅,纪又新,孟令蒲,李良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9 

硅橡胶作为典型的低温弹性体，常用品种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往往在-100℃以下，其低温下的使用性能目前只

停留在简单的低温力学性能研究阶段；X 射线作为晶体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

表征方法，随着同步辐射 X 射线的发现和应用，检测时间分辨从过去几十小时缩短到毫秒量级；为了在线研究低温

力场下硅橡胶的结构演化，我们研制了可与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实验站联用的超低温伸展流变仪。差示扫描量热法

的结果表明聚甲基乙烯基硅氧烷的平衡熔点在-55℃左右，我们对其在-50℃进行在线广角 X 射线散射(WAXS)拉伸实

验，相比于常温拉伸只有无定型弥散环的高度取向，低温下的拉伸结果显示在大应变下会出现三个晶体衍射环，通

过晶体结构分析得知应变诱导生成了单斜晶体，同时对应的应力-应变曲线出现应力的陡增。此研究首次实现了硅橡

胶超低温下在线 WAXS 拉伸实验，为其加工和低温使用性能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低温；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聚甲基乙烯基硅氧烷；拉伸诱导结晶 

CP153 
聚（3-己基噻吩）纳米管直径和热处理方式对其结构及光学性能的影响 

向伟忠,孙晓丽,任忠杰,李慧慧,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选用了孔径约为大小两种不同的氧化铝模板来制备不同孔径及壁厚的聚（3-己基噻吩）（P3HT）纳米管。通

过 X 射线衍射研究了纳米管在等温热退火和熔融重结晶下的晶体结晶度及其取向情况。结果表明，对于大孔径模板

中的 P3HT 纳米管，热退火和熔融结晶都可以提高其结晶度，其中熔融重结晶样品结晶度最大，P3HT 晶体的 Face-on

与 Side-on 取向并存。而对于小孔径模板中的纳米管，热处理不能提高其结晶度，且 P3HT 晶体主要以 Side-on 取向

存在，只有当熔融重结晶时，才出现部分 Face-on 取向。将 Spano 模型运用到 P3HT 的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中，发现

热处理能够提高大孔径模板中聚噻吩中的有序分子链含量及降低形成激子的能带宽度，且等温退火的样品具有最大

的有序分子链含量与最窄的能带宽度；而热处理使小孔径中的 P3HT 纳米管的有序分子链含量下降，并使能带宽度

增大，不利于光吸收。 

关键词：聚（3-己基噻吩）；多孔氧化铝模板；纳米管；结晶度；光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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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D  高分子物理化学 

DI01 

动态表面与海洋防污 

马春风，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海洋生物污损是指海洋微生物和动植物在船体或海洋设施表面吸附生长形成的生物垢, 它给海洋航运和海洋资

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海洋防污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依然是使用防污涂料。作为防污涂料的基

体的高分子树脂，同时也是防污剂的载体，对于涂层的性能和防污剂的释放起关键作用。长期的研究表明，这些材

料只有在海洋环境下形成不断变化的动态表面，才具有防污能力。本文将介绍自抛光防污材料、生物降解高分子材

料的海洋防污性能、防污机理，以及防污与动态表面的关系。 

关键词：海洋防污、动态表面、生物降解高分子 

DI02 

固体 NMR 研究交联高聚物中的动态结构与分子运动 

王粉粉，陈胜利，田东林，张荣纯，吴强，孙平川* 

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天津，300071  

具有自愈合和形状记忆等独特性能的聚合物材料一直是高分子中备受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这类材料中通常具

有环境刺激响应性及可调控的动态结构和链段运动，在分子水平上表征这类复杂高聚物中的多尺度动态结构、链构

象和相转变、链间相互作用、以及不同时间尺度的链运动等一直是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本文将介绍我们近年来利用

系列先进的固体 NMR 技术用于揭示这类复杂高聚物的动态结构演化机理、阐明其结构-性能关系中的典型应用。主

要包括：多种基于 Diels-Alder 热可逆动态共价键和高密度氢键的高性能交联聚氨酯、环氧树脂和橡胶中动态共价键

与超分子相互作用的演化规律、复杂相转变机理；辐射交联乙烯基共聚物中热收缩性形状记忆过程的微观机理等。 

关键词：自愈合；形状记忆；高分子；固体 NMR 

DI03 

明胶溶液凝胶化过程的动态不均匀性 
洪伟，许国智，孙尉翔*1，童真*2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广州，510640 

凝胶化是物质液-固转变的重要途径，体系的运动越来越慢，表现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动态不均匀分布。利用探针

粒子示踪微流变法对明胶溶液的非平衡等温凝胶化过程的动态不均匀性进行了观测。通过广义 Stokes-Einstein 关系由

均方位移曲线得到动态模量，按照 Winter 判据确定了临界凝胶时间。试样的凝胶化过程具有 time–cure time 叠加性，

凝胶点前、后不同凝胶化时间的均方位移曲线能分别叠成主曲线。通过非高斯因子 α2 对探针粒子位移分布的非高斯

性进行表征，发现凝胶化过程体系的动态不均匀性发生多次波动，且在不同温度下的等温凝胶化过程均发现类似的

波动行为。统计表明这种波动主要来自大尺度的空间不均匀性，为凝胶化过程中体系的相关长度与探针粒子的探测

长度之间的耦合。为了进一步探究动态不均匀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关，计算了 4 点相关函数和极化率。结果表明，

凝胶化前、后体系的快、慢松弛有不同的规律。 

关键词：动态不均匀性；粒子示踪；非高斯因子；4 点极化率 

DI04 

强缔合体系的缔合能研究 

张志杰，陈全*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无规缔合高分子是缔合点无规分布在聚合物链上的一类高分子。由于分子链间的缔合作用，无规缔合高分子常

表现物理溶胶或凝胶的特性。具体说来，在低缔合点浓度下，体系形成具有一定尺寸分布，但是没有达到逾渗结构

的溶胶；当体系达到一定离子浓度时，逾渗结构形成，体系实现了溶胶到凝胶的转变；继续增加缔合点浓度，凝胶

／溶胶之比会逐渐上升，最终凝胶会占据整个体系。研究发现：（1）一旦缔合网络形成，体系在应变条件下的应力

松弛就受到链的热运动和缔合点解离两种机制控制，其中分子热运动控制着体系在缔合点解离前的松弛行为，而缔

合点解离控制着更长时间（或更低频率）的松弛行为；（2）使用缔合解离时间相对于 Kuhn 链节特征时间之比和热运

动和缔合点解离所对应的松弛模量的温度依赖性之比两种方法可以一致有效地求出缔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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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缔合高分子；溶胶凝胶转变；缔合能 

DI05 

聚电解质单链构象如何从直棒转变至无规线团 

赵江*，许国锋，杨京法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由于长程静电相互作用及大量离子的存在，聚电解质分子链具有特殊的构象。本研究采用单分子荧光关联光谱

与光子计数直方图方法，研究了模型聚电解质体系（聚苯乙烯磺酸钠、季铵化聚 4 乙烯吡啶）在水溶液中的构象及

电荷密度。结果表明，在无盐状态下，聚电解质分子链采取直棒构象，这是对于相关理论预测的直接实验观察。随

着溶液中外加盐浓度的增加，聚电解质分子链的构象出现了与分子量的依赖性，且发生了由直棒至无规线团（或溶

胀无规线团）的转变，研究结果表明，外加盐浓度的升高直接导致了聚电解质分子链抗衡离子云的收缩以及有效电

荷密度的降低，从而使之发生了构象变化。实验结果表明，聚电解质的电荷密度具有分子量依赖性，使得其不具备

中性聚合物的自相似性。同时，其电荷密度由于其抗衡离子分布受到溶液离子强度的强烈影响而发生明显变化。 

关键词：聚电解质；构象；抗衡离子；单分子荧光 

DI06 

高分子的离子效应 

刘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合肥 230026 

离子广泛存在于各种高分子体系中，其对高分子的性质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有关高分子体系中离子效应的一

些重要科学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揭示并加以研究。我们从离子特异性效应、离子氢键、离子疏水性等角度出发，系统

开展了高分子体系中离子效应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质子型和非质子型溶剂对高分子体系离子效应的影

响、强聚电解质、弱聚电解质和两性聚电解质体系中的离子效应、拥挤环境中高分子的离子效应以及高分子体系中

离子效应在咸水淡化、有机催化等相关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我们期望这些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高分子体系中离子

效应作用机理的理解，为设计和开发各种基于离子调控的高分子材料提供研究思路。 

关键词：离子特异性效应；界面性质；高分子表征；聚电解质；高分子刷 

DI07 

多肽诱导巨型脂质体出芽和内吞行为研究 

于秋红，梁德海*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100871 

细胞质膜是细胞结构的边界，在细胞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交换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质膜功能

的实现离不开膜蛋白，但膜蛋白由于其强疏水性很难原位跟踪研究其与质膜的作用机理。在本工作中，我们自主设

计了多种具有简单序列的多肽来模拟蛋白的功能，并以由不同类型磷脂分子构成的巨型脂质体为对象，探讨了多肽

诱导脂质体发生内出芽和内吞的机理。结果表明，具有 bola 构型的多肽 K3L8K3 能够诱导脂质体发生纤维状、空心

管状、以及球状等的内出芽。芽出的形状以及芽出之后的动态变化与脂质体中饱和/不饱和磷脂的比例、带电基团的

位置等因素有关。我们用多肽诱导的膜曲率的动态变化对发生的内出芽机理进行了解释。另外，溶液环境中的 DNA

分子会伴随 K3L8K3 诱导的膜内吞而进入到脂质体内部。这些结果对于从分子水平上深入理解细胞的内吞机理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脂质体；多肽；内吞；出芽；膜曲率 

DI08 

一种基于仿生矿物水凝胶的智能离子皮肤 

武培怡*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 200433 

本工作利用一种仿生矿物水凝胶，构筑了具有高灵敏度和良好力学适应性的离子皮肤。水凝胶的制备方法是受

自然界中虾壳结构和生物体内矿化过程的启发，以及通过对无定形矿物与常见高分子的红外光谱分析，利用无定形

碳酸钙（ACC）纳米粒子、聚丙烯酸（PAA）和海藻酸钠三者物理交联而成，合成方法简单。制备的矿物水凝胶具

有独特粘弹性质，基于其构筑的电容式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力学适应性（包括柔性、可拉伸、易加工、

完全自主自修复以及保持与动态界面的高度匹配），可以感知外界微小的压力变化（包括人体运动以及小水滴落下

等），不仅在人工智能、人机交互和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显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对于未来开发新型具有良好力学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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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智能皮肤材料也具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离子皮肤；超分子水凝胶；电容传感器；自修复；仿生材料 

DI09 

环境响应性离子微凝胶的设计、结构与性能 

周娴婧 1,2，聂晶晶 3，杜滨阳*1 

1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310027 

2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杭州，310018；3浙江大学化学系，杭州，310027 

我们提出了无皂乳液聚合和原位季铵化交联的方法，在调控环境响应性微凝胶的交联网络结构的同时实现了微

凝胶的功能化。通过选用温度响应性的 N-异丙基丙烯酰胺或 N-乙烯基己内酰胺为主单体，含有叔铵基团的 N-乙烯

基咪唑或乙烯基吡啶为共单体，选择和设计季铵化交联剂——二溴化合物，在单体的无皂乳液聚合过程中实现原位

季铵化交联，成功地制备了一系列尺寸分布均匀的新型温敏性离子型微凝胶体系。季铵化交联网络结构大大地提高

了微凝胶的体积膨胀率，提升了其对外界刺激的响应性能，所形成的带正电荷网络结构赋予了微凝胶对带负电荷药

物有效的负载和释放性能；在原位季铵化交联过程中引入了特殊官能团，获得了能离子选择性检测水中不同重金属

的离子型微凝胶体系，由此构建的离子型微凝胶传感器阵列能够检测和区分水中十种不同的金属离子；由可降解的

二溴交联体系能够实现离子型微凝胶季铵化交联网络结构的可控解离。 

关键词：环境响应性；离子微凝胶；季铵化交联；结构与性能 

DI10 

基于图像分析的自适应显微表征技术 

金帆*，夏爱国，杨帅，金震宇，黄亚佳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中国科学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合肥市，邮编：230026 

图像分析技术以及粒子追踪算法的高速发展令研究者在显微拍照的同时可对所获得图像数据实现即时分析。在

此，我们将即时的图像分析技术、粒子追踪算法和显微镜自动控制技术相结合，发展了一系列自适应显微成像技术，

其运行的原理和普通显微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自适应显微成像中，需将获得图像进行实时分析再反馈给显微镜，

令显微镜可根据样品的即时状态调整后续的显微拍摄方式。我们将给出几个示例展示这种新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完

成对复杂系统的表征。在其中的一个示例中：通过结合光遗传学、显微微投影技术以及自适应显微成像技术（如图

一所示），我们将展示该新表征技术可高通量的实现对活细菌的光遗传操控以及表型的观测。这些示例表明，基于图

像分析的自适应显微表征技术是对现有显微表征技术的极大补充，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光遗传学；自适应性显微镜；图像分析；生物大分子表征 

DI11 

外场作用下嵌段共聚物体系的自组装与解组装行为 

吴明 1,2，姜伟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19 号 100049 

分别采用剪切场和静电场对不同的嵌段共聚物体系的组装与解组装行为进行了研究。首先，采用剪切场对 ABA

三嵌段共聚物（P4VP43-b-PS260-b-P4VP43）环状胶束体系的组装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低剪切场下环状胶束通

过棒状胶束的首尾相连形成，而高剪切场下环状胶束通过棒-球-囊泡-环转变形成。接着，采用静电场对 AB 两嵌段共

聚物（PS144-b-PAA22）囊泡体系的解组装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静电场作用下聚合物囊泡会拉伸破裂接着分裂变

小，更重的是这个分裂现象能被非常方便地用来控制囊泡在溶液中的释放行为。最后，采用静电场对 ABC 三嵌段共

聚物（PS770-b-P2VP134-b-PEO91）巨大分节蠕虫胶束体系的解组装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静电场作用下蠕虫胶束

会沿长轴拉伸且同时由内而外逐步拆解为小球，而且蠕虫规整的多级片层结构的破坏是先从两端开始再逐渐到中间。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组装；解组装；剪切场；静电场 

DI12 

聚肽共聚物多级自组装行为的理论模拟研究 

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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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肽构象的多样性赋予了聚肽共聚物丰富的自组装行为，可形成纺锤状胶束和超分子螺旋等。我们最近发现，

聚肽共聚物聚集体还可以进一步组装，形成结构更复杂但精确可控的多级组装体。通过引入 DMF 并透析，纺锤状胶

束可发生头尾衔接的一维生长，形成分节的纳米线结构，其动力学遵循高分子逐步聚合原理；通过引入 THF 并透析，

纺锤状胶束可以像高分子环化反应那样，先逐步弯曲后头尾相接形成环状胶束。理论模拟表明，纺锤形胶束因聚肽

链的有序排列会在溶剂条件改变时会产生高能量末端，这类似于高分子反应中的活性端，是发生头尾相接的成因。

在 DMF 中纺锤状胶束通过一维生长的方式消除高能量末端，而在 THF 中纺锤状胶束因聚肽链收缩逐渐弯曲并以成

环的方式消除高能量末端。研究工作可将高分子合成的概念拓展到微纳尺度，有助于新型一维多级结构材料的精确

制备。 

关键词：多级自组装；聚肽；共聚物；理论模拟 

DI13 

聚合物晶体受力熔融的单分子研究 

张文科*，宋宇，吕秀娟，杨鹏，冯伟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 

高分子材料的力学性质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之一。对于半结晶性高分子材料而言，其结晶相的性质对材

料的力学性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高分子晶体中，聚合物链段可以采取螺旋、平面锯齿等不同的构象状态。研究聚

合物的不同化学组成及链构象状态等对晶体力学性质的影响规律，有助于更好地建立结构与性质间的联系。为此我

们结合受控分子动力学模拟（SMD）和基于原子力显微镜技术（AFM）的单分子力谱方法，系统研究了聚合物链构

象（螺旋、平面锯齿及非平面锯齿）和链组成（氢键体系与非氢键体系）等对晶体中单分子熔融力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聚合物单晶；受力熔融；单分子力谱；受控分子动力学模拟 

DI14 

力促碳碳双键顺反异构的单分子力谱研究 

黄文茂，朱振舒，文静，王鑫，秦猛，马海波，王炜，曹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江苏省南京市 210093 

碳碳双键是天然和合成高分子中非常常见，但因其键能较大通常被认为是力不敏感化学键，对高分子的伸长无

贡献。我们采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单分子力谱，研究了一种含有碳碳双键的高分子的单链拉伸行为，发现当外力

达到 1.7 nN，可以实现在室温下毫秒时间量级下碳碳双键顺反异构反应，使得高分子链变长。我们进一步利用自由

基捕获实验和量化计算，证明这一转变经历双自由基中间态。我由于我们所采用的高分子结构的特殊性，拉力的作

用方向与高分子链中的碳碳双键之间不平行，拉伸高分子不仅会提供一个平行拉伸的分量来降低转变能量势垒，而

且会产生一个垂直的分量导致双键的旋转，近一步促进碳碳双键发生顺反异构的发生。这一机理解释了我们在远低

于碳碳双键断裂的力下观察到力促碳碳双键顺反异构的现象。这一发现丰富了人们对高分子主链的“力臂效应”的认

识，启发了通过控制力的方向来操控力化学反应的方法，提供了设计力响应材料的新思路。 

关键词：原子力显微镜；单分子力谱；力化学；碳碳双键；顺反异构 

DI15 

天然纤维素和淀粉的单分子力谱 

崔树勋*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31 

天然纤维素与直链淀粉是两种常见的天然高分子，这两种多糖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圈都非常重

要。它们的分子结构很接近，完全水解的产物都是葡萄糖。直链淀粉的单体是麦芽糖，两个糖环是由 α 方式连接；

而天然纤维素的单体是纤维二糖，两个糖环是由 β 方式连接。我们利用基于 AFM 的单分子力谱系统地研究了天然纤

维素和直链淀粉，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1）此前人们认为天然纤维素是刚性的。然而，我们发现天然纤维素的单

链弹性与普通 C-C 主链的合成高分子没有显著差别，即纤维素单链本身属柔性链。这一实验结果得到了理论计算的

支持。纤维素晶体的刚性应源于平行（反平行）链间氢键的协同增强效应。2）在实验上发现，即使在单链分散的状

态，天然纤维素仍然相当疏水，在水中塌缩成球，在拉伸时可观察到与聚苯乙烯相似的平台型力曲线。3）发现在单

分子层次上，淀粉比纤维素更亲水。这一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淀粉比纤维素更容易水解。 

关键词：天然纤维素；直链淀粉；单分子力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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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01 

Sensitive Mechanochromisms Based on a Polymer Bilayer Structure 

Songshan Zeng1, Dianyun Zhang2, Wenhan Huang1,3, Zhaofeng Wang1, Stephan G. Freire1, Xiaoyuan Yu1,4, 

Andrew T. Smith1, Emily Y. Huang1, Helen Nguon1, Luyi Sun1,* 

1Department of Chemical &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and Polymer Program,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T 06269 USA 

2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onnecticut 06269, United States 

3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yuan Polytechnic, Heyuan, Guangdong 517000, China 

4Institute of Biomaterial,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Energ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We have designed a series of mechanochromic devices inspired by nature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changing transparency 

and “switching on/off” luminescence in response to mechanical stimuli. The key to accomplish these excellent optical 

properties is to control strain-induced surface engineering, that is, the longitudinal cracks opening and transverse invaginated 

folds. All of these devices are comprised of a rigid thin layer atop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based elastomer, which can 

be facilely and quickly fabricated. For transparency change mechanochromism, the folds and cracks with excellent light 

trapping and scattering capabilities can endow high opaqueness to the originally highly transparent samples. The evolution of 

crack opening and fold–ridge mechanisms are captured through finite analysis that incorporates damage and cracks in the 

rigid thin layer. For luminescent mechanochromism, the strain-tunable cracks on the UV shield layer act as “gates” to 

mediate the traveling of UV light to “switch on/off” the luminescence of mechanochromism. This device exhibits a 

remarkably high strain responsive sensitivity, demonstrating an excellent sensing capability for detecting mechanical failure 

or damage. All the mechanochromisms also show outstanding durability and reversibility.  

KeyWords:mechanochromism; crackformation; strain; luminescence 

DO02 

基于生物降解高分子/海洋天然产物的环境友好海洋防污涂层 

马春风 

华南理工大学 

DO03 

生物分子诱导响应性聚合物薄膜表面的宏观性质转变 

熊雨婷，李闵闵，卿光焱* 

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理工大学，武汉 430070 

生物体可以看作为聚合物的集合，其中包含有一系列的生物聚合物，例如蛋白、多糖和核酸等，这些复杂且精

密的结构赋予了这类聚合物精准而独特的功能。与生物聚合物类似，人工合成的生物分子响应性聚合物能够响应微

小的环境变化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可设计性和拓展性，在药物控制释放、组织工程和生物成像与传感等众多领域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因此，我们依托“Recognition（识别单元）-Mediating（调节单元）-Function（功能转换单元）”的聚

合物三单元设计理念，设计了生物分子响应性聚合物 poly(NIPAAm-co-PT-co-Glc)。并采用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

聚合技术在硅片表面制备了该三组分聚合物薄膜。该聚合物薄膜能够响应多肽和糖分子的识别和吸附，并产生表面

宏观性质（如表面润湿性，表面形貌）的转变，在生物相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响应性聚合物；生物分子；宏观性质；聚合物薄膜 

DO04 

丙烯酸和八氟环丁烷等离子体共聚物薄膜制备及润湿性调控研究 

李昱鹏，Muzammil Iqbal，雷明凯*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表面工程实验室，辽宁大连 116024 

等离子体聚合是一种制备聚合物薄膜的有效方法，由于其远离平衡态的工艺方法和不依赖改性表面性质的生长

工艺特点，可用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合物进行聚合，也可进行多种不同化学结构单体共聚，沉积具有复合性能的等离

子体聚合物薄膜，获得材料表面的功能性调控。本文采用连续和脉冲射频容性耦合等离子体，选用亲水性单体丙烯

酸（CH2CHCOOH）和疏水性单体八氟环丁烷（C4F8），进行等离子体共聚研究，利用红外光谱、X 射线光电子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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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和接触角测量仪分别对等离子体共聚物薄膜的化学成分、表面形貌和润湿性进行测量。通过调节共聚单体

比例和等离子体脉冲宽度，可实现等离子体共聚物薄膜中亲水性 COOH 基团和疏水性 CFx 基团比例的有效调控，随

等离子体共聚物薄膜 COOH 基团含量增加，在具有纳米线结构表面接触角从 163°降低到 1°，获得了超疏水性到超亲

水性表面，同时等离子体共聚薄膜展现出具有 pH 值响应的润湿性。 

关键词：射频容性耦合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共聚；润湿性；接触角；pH 值响应 

DO05 

耐磨聚氨酯/氧化镧复合超疏水涂层的制备及其自清洁性能研究 

肖利吉，易昌凤*，徐祖顺，曾维国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本文以逐步聚合法制备的含氟超支化聚氨酯和商业级氧化镧为原料，采用简单喷涂法成功制备出耐磨超疏水涂

层。通过傅立叶红外光谱、热重分析、差示扫描量热等表征超支化聚氨酯和复合物的结构及性能。对复合物涂层进

行接触角和自清洁测试表明:当氧化镧的含量为聚氨酯的 17%时，涂层的水接触角达到最大（157°），涂层不仅在空气

而且在油下中都有自清洁性能；除此之外，涂层耐磨擦试验结果表明其可耐受 20 次往返砂纸磨擦。将该复合物喷涂

在载玻片、铁片、滤纸、砖块、棉布、海绵等基材表面上形成涂层，这些基材表面都表现出良好的疏水效果。 

关键词：喷涂法；聚氨酯；氧化镧；超疏水；自清洁 

DO06 

各向异性自驱动油污吸附材料 

仇梦娜 1，王女 1, *，赵勇 1, *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0 

针对水体油污染问题，本论文构建了轻质各向异性浸润性自驱动油污吸附材料。我们制备了疏水亲油的无纺布

纤维膜和疏水疏油的滤纸，并利用疏水亲油的无纺布纤维膜和疏水疏油的滤纸构建了各种形状的各向异性盒子。在

众多不同设计的各向异性盒子中，以底面和侧面疏水亲油、其余面亲水亲油、侧面为横向褶皱状的盒子自驱动效果

最佳。该种盒子在玉米油/水的混合物中可实现自驱动。自驱动的动力来自于盒子各向异性浸润性表面与吸附液体间

的毛细力差异。 

关键词：浸润性；多孔材料；各向异性；超疏水 

DO07 

纤维素氢键解离和重构 

刘瑞刚*，张超，蒋志伟，刘志景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最为丰富的天然高分子，其链结构规整性和分子链上的羟基使之形成较强的氢键网络。此外，

纤维素分子链重复单元葡萄糖环面内和边缘具有的双亲特性。纤维素的氢键网络体系和双亲性使得纤维素既不能熔

融，也无法溶解于一般的有机溶剂中，其中纤维素氢键的解离和重构对于纤维素材料的溶解和再生纤维素材料的结

构调控至关重要。本报告中，我们将系统总结和报道本课题组近年来在纤维素氢键解离和重构方面开展的一系列研

究结果。通过我们已有的研究工作，对纤维素的经典溶剂体系 N,N-二甲基乙酰胺/氯化锂以及新溶剂体系低温 NaOH/

尿素（硫脲）/水溶液、离子液体等体系中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阐明了上述体系中的纤维素分子与溶剂小

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溶解机理。通过固体核磁成像等手段，探讨了纤维素氢键体系重构过程及其动力学。我们

的研究工作为纤维素的新溶剂开发和纤维素材料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纤维素；氢键；解离；溶解；再生 

DO08 

石墨烯调控的 Diels-Alder 热可逆凝胶的流变与低场固体 NMR 研究 

张悦 1，蔡辰婷 2，齐冬亮 1，张荣纯 2，孙平川 2，王晓亮*1，薛奇 1 

1、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南京 210093； 

2、南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所，天津 300071 

近年来，Diels-Alder(DA)反应的热可逆性质于交联聚合物体系以获得自愈性已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高温时反

应往往伴随着不可逆的热交联行为，使得可逆性大大减弱。石墨烯作为新兴的二维材料，具有高度各向异性和比表

面能，可以作为凝胶化过程的开关。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合成了一种基于呋喃/马来酰亚胺的 DA 凝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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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石墨烯均匀分散在 DA 凝胶内，制备了一种以石墨烯为开关的热可逆凝胶，并深入研究了其凝胶化过程。通过

在流变仪上温度循环扫描实验，我们发现 DA 凝胶的转变点在 92℃，并且运用时间分辨谱（TRMS）发现加入石墨

烯能够明显缩短凝胶点的时间。利用低场固体 NMR，我们能够很好的在链段动力学层面上证实上述结论，石墨烯的

加入减弱了链的运动性，凝胶体系变得越刚性。基于石墨烯对微波辐射的优先吸收，这部分吸附于石墨烯的动态键

就成为可逆凝胶的微波响应开关，从而达到获得流动性的同时减少热不可逆交联的目的。 

关键词：DA 凝胶；石墨烯；凝胶点；低场固体 NMR 

DO09 

固体 NMR 研究纤维素/蚕丝共混膜的构象和分子间相互作用 

田东林，王粉粉，张荣纯，吴强，孙平川* 

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天津，300071 

利用天然高分子制备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高分子材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课题。再生丝素蛋白（SF）和纤维素制

备的共混物膜比纯纤维素具有更佳的强度和韧性，但对该共混物在分子水平上大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水分子和共混

物不同组分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则很少报道。本文利用多尺度固体 NMR 技术研究了纤维素和 SF 之间的构象变化和

分子间相互作用，进而阐明纤维素/SF 共混膜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微观起源。研究发现，与再生 SF 膜相比，纤维素

/SF 共混膜中的有序 β-折叠结构含量增加，而无序 β-折叠结构的含量减少。2D 1H−13C 异核相关谱实验阐明了 SF 和

纤维素之间存在强氢键相互作用，进而导致 SF 和纤维素在分子水平上具有很好的相容性。SF 主链上的-NH 基团倾

向于与纤维素碳上的 C2 和 C3 位上的羟基形成氢键。此外，2D 1H−13C 质子宽线分离谱实验发现纤维素/ SF 共混膜

中的水分子主要是与纤维素主链相结合，可进一步提高共混物材料的韧性。 

关键词：丝素蛋白；纤维素；力学性能；固体 NMR 

DO10 

基于低场核磁技术的聚电解质水溶液离子特异性研究 

陈健韬，龚湘君*，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1 

聚 2-甲基丙烯酰氧基乙基三甲基氯化铵（PMETAC）和聚 3-磺酸丙基甲基丙烯酸钾盐（PSPMA）是两种结构相

对简单，侧链末端分别为季铵基团和磺酸基团的人工合成聚电解质。PMETAC 为阳离子聚电解质，而 PSPMA 为阴

离子聚电解质。在本课题中，我们利用低场核磁技术系统测定这两种聚电解质水溶液以及其对应的多种盐溶液的横

向弛豫时间（T2）。通过对比加入不同离子后聚电解质溶液中水分子 T2 的差异，研究了聚电解质溶液的离子特异性

与其产生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离子盐溶液对应不同的 T2，反映了离子种类对水分子运动性影响的差异。

其中，含有氨基的胍盐离子（Gdm+）能够与水分子发生质子交换，导致溶液 T2 下降。加入 PSPMA 后，溶液 T2 上

升，胍盐离子的质子交换现象消失，推测是有较强氢键供体能力的胍盐离子能够与 PSPMA 上的磺酸基团形成氢键，

氨基内 H 质子受束缚无法与水分子交换所致。 

关键词：聚电解质；低场核磁；弛豫时间 

DO11 

聚脲中氢键对其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影响的多尺度探究 

李婷，张诚，谢智宁，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英士楼 1007  100084 

聚脲是一类由异氰酸酯和氨基化合物快速反应生成的多嵌段共聚物，一般由软段和硬段相互连接而成。其中，

聚脲硬段链段间存在较强的氢键作用，对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本体聚合的方

法合成了一种具有微相分离结构的聚脲，通过多种手段探讨了氢键对聚脲多尺度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的影响。变温

红外和变温 X 射线散射（SAXS）结果表明，165 ℃后氢键开始大量解离，氢键的解离之后伴随着硬段微区结构的重

组。热处理之后样品的原子力学显微镜结果表明，165 ℃之后伴随着氢键的破坏，硬段逐渐重组形成更大尺度的微

观形态，和 SAXS 的结果相呼应。宏观的静态力学拉伸测试结果中杨氏模量的下降和滞后圈面积的缩小则证实了氢

键的解离和微观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聚脲；氢键；微观结构；宏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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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12 

氧化石墨烯/聚乙二烯水分散液的瞬态法向应力差 

梁辰，孙尉翔*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市五山路 381 号，510640 

添加了 5wt%氧化石墨烯（GO）的 5wt%PEG 水溶液（MW = 900 k）在剪切速率<10 s-1 范围内出现额外的 N1 峰。

延长每个应变速率下的取值时间，该峰就减弱或消失，说明它是瞬态现象。保持每个应变速率下的取值时间不变，

静置了不同的时间 t 的样品，N1 峰随静置时间的增大而增大，峰位对应的应变速率随静置时间增大而减小。对于静

置同样时间的样品，静置温度越高的 N1 峰越大。采用大幅振荡剪切（LAOS）测量静置 7 天后的样品，并与不添加

GO 的 5wt%PEG 溶液相比较，发现：添加了 GO 的样品，随着应变振幅 γ0 的增大，其第一法向应力差的相位角 δ2

在 Pipkin 图的变化比不添加 GO 的样品多出一条脊线。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法向应力差；大幅振荡剪切 

DO13 

引入支化聚丙烯腈共聚物后腈纶的流变和力学性能的研究 

黄文艳，蒋必彪，薛小强，杨宏军，蒋其民 

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州 213164 

本文以甲基丙烯酸-3-巯基丙酰氧基乙酯（MPOEM）为链转移剂单体，丙烯腈和醋酸乙烯酯经常规自由基聚合合

成支化聚（丙烯腈-醋酸乙烯酯）（BPAN），将 BPAN 加入到常规腈纶纺丝液中，制备得到改性腈纶纺丝液。采用三

检测体积排除色谱仪（TD-SEC），旋转流变仪和万能力学测试仪表征聚合物，纺丝液以及腈纶膜的特性。研究结果

表明：在 100 份常规腈纶纺丝液中加入 5 份与常规线型聚丙烯腈共聚物结构相同且分子量稍高的支化聚丙烯腈共聚

物后，溶液黏度明显降低，其零剪切黏度与加入支化聚合物之前相比下降约 10%。加入支化结构的改性腈纶纺丝液

成膜后，其拉伸强度下降，且断裂伸长率急剧下降。100 份常规腈纶纺丝液中分别加入 1 份，5 份，10 份 BPAN 后形

成的膜，其拉伸强度较常规腈纶膜的拉伸强度分别下降了 0.5 %，3%，4%、断裂伸长率分别下降了 71%，72%，60%，

本研究为制备抗起球腈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支化结构；腈纶；流变性能；力学性能；抗起球性能 

DO14 

增韧环氧树脂复合材料非等温固化行为的流变学表征 

罗锦添，孙尉翔*，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640 

片状纳米粒子能够在极低的添加量下起到有效增韧环氧树脂的作用，但是否会对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固化过程

产生影响，特别是固化过程中的宏观力学性质，仍是未知的。环氧树脂的固化动力学和行为可以用时间-温度-转化图

（TTT diagram）来表示和预测。对于等温固化过程，固化温度高于或低与 Tg∞，环氧树脂会在固化的过程中经历不

同的转变区域，前者只经历凝胶化转变，而后者会先后发生凝胶化转变和玻璃化转变。这两种不同的固化过程在宏

观流变学测试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响应行为。理论上，可以认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非等温固化行为也能够通过 TTT

图上的跨越不同温度的曲线来描述和预测。在动态振荡剪切测试中，当样品的固化过程的升温速率不同时，除了模

量突变温度有区别外，可以观察到模量增长曲线也稍有区别。这个特征在观察损耗角 δ 随温度的变化时更为明显，

并猜测可能与固化过程中样品经过了不同的转变区域有关。 

关键词：环氧树脂；纳米复合材料；流变学；固化动力学 

DO15 

扫频式石英晶体微天平仪及其在高分子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杜滨阳 

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石英晶体微天平仪具有非常高的灵敏度，能够检测纳克量级的质量变化和纳米量级的吸附层厚度变化，广泛应

用于高分子科学领域中如高分子吸附过程、分子间相互作用、化学与生物检测等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将向大家报

告一种扫频式石英晶体微天平仪及其在高分子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该石英晶体微天平仪采用网络分析技术，通过扫

频的方法得到石英晶片的共振频谱，进而对共振曲线进行拟合以得到石英晶片共振频率的变化 df 和半峰宽的变化

dG；能同时对 7 个泛频进行测量，温度范围 10-70 oC，控温精度 0.02 oC，测温精度 0.01 oC，控温速率可调；数据

采集时间分辨 0.3 秒，频率分辨 0.05Hz；控制软件为中文界面，用户友好，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一对一进行定制；通

过对 df 和 dG 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吸附物质的一些物理量如厚度、质量和粘弹性能等，其中 dG 与所谓的耗散因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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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dD 成正比关系（耗散因子 D = 2G/f0，有 dD = 2dG/f0）。 

关键词：石英晶体微天平仪；扫频式；共振频率变化；半峰宽变化；耗散 

DO16 

单价离子诱导高分子单链发生电荷反转 

杨金霞,于淼,崔树勋 

西南交通大学 060031 

利用单分子力谱(SMFS)技术对聚电解质 PSSNa 与离子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 K+可诱导 PSSNa 单链发生电荷

反转的现象。用修正过的自由连接链模型（M-FJC）对不同盐浓度下高分子单链刚性拟合，从拟合参数 K0 的变化情

况，也可以证实电荷反转的发生。PSSNa 在水中电离后分子链处于伸直的状态。当[K+] = 0 时，PSSNa 单链刚性大

于本征刚性；当[K+]在 0.01 ~ 3M 时，静电力色散力的共同作用使得 PSSNa 单链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I，链的刚性比在

水中要低；当[K+] ≥ 3.5M 时，在静电力、色散力、疏水力的作用力下，抗衡离子在 PSSNa 单链周围过量凝聚，因

PSSNa 本身带负电，带正电荷的 K+靠近主链，最终引起 PSSNa 单链发生电荷反转，达到平衡状态 II。另外，M-FJC

结果显示 K0 具有明显的“凹形”特征，也证明这一点。 

关键词：关键词；电荷反转；抗衡离子；单分子力谱；聚电解质 

DO17 

POSS/螺吡喃高压诱导可逆可调结构转变 

蔡一枫 1，张秋红 1，王乙凯 1，郭宏伟 2，王凯 2，贾叙东 1,*，邹勃 2,* 

1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210023 

2 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130012 

本文设计出螺吡喃组装一个 POSS 和嵌入两个 POSS 分子之间的两种新巨型分子（POSS-SP 和 POSS-SP-POSS，

POSS-SP-POSS 简称为 PSP），研究其在原位高压下的应力响应行为。随着压力的增加，两种分子 MC 特征吸收峰的

吸收强度逐渐增加，宏观表现为颜色明显加深。此外，两种分子在加压过程中的吸光度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 PSP

的线性吻合度较好。在卸压过程中，POSS-SP 未能完全回复到初始的无色状态，而 PSP 因为压力而产生的颜色变化

完全可逆。通过对机理的分析发现，PSP 中的力只能通过 POSS 和 SP 之间的共价键进行传导，体现出高度的有序性、

确定性和可逆性，而 POSS-SP 中压力的传导既存在沿 POSS 一端的可逆变化，也存在类似 SP 小分子的无序不可逆变

化。通过引入 POSS，压力更利于传递到螺吡喃分子上，从而使得更多的螺环开环。利用这类材料在高压下的线性变

化性质，在高压应力传感器或应力指示器上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高压；POSS；螺吡喃；力化学 

DO18 

中子全散射研究共混不互溶的热力学本质 

程贺*，左太森，马长利 

中子科学部，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东莞，广东，523803 

共混不互溶指的是聚合物不溶于由其两种良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的反常现象，学界对它的本质存在长期争议。

本研究中，我们联用中子全散射和超算，从原子结构入手，解析聚（N-二乙基丙烯酰胺）（PDEA）在水/乙醇混合溶

剂中共混不互溶的热力学本质。通过分析不同氘代组成的 PDEA/水/乙醇混合物的中子全散射数据，全原子模拟确定

了每个分子在空间中的最可几位置分布，明确了：PDEA 的加入，不会影响水/乙醇混合溶剂的结构；在相图的水富

集区，水分子保持水液态本体的四面体结构，乙醇分子以单聚体、或者少量二聚体结合；在相图的乙醇富集区，乙

醇分子保持乙醇液态本体的 Z 字型结构，水分子以团簇的形式分散于乙醇 Z 字型结构的间隙；水/乙醇混合过程为放

热反应，水/乙醇相互作用参数为负值，8.4 mol%乙醇含量时，相互作用参数达到极小值，此时共混不互溶现象最为

显著。所以，混合溶剂分子间强相互吸引作用是共混不互溶的热力学本质。 

关键词：共混不互溶；中子全散射；超算 

DO19 

分析型超速离心研究 TMPyP4 与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 

叶晓东，高亚婷，光天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化学物理系，合肥，230026 

本论文利用分析型超速离心技术（AUC）研究了 TMPyP4 与富含鸟嘌呤碱基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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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氯化钠溶液中，每根 DNA 结合的 TMPyP4 的分子数随着 TMPyP4 的浓度增加而增加。然而，结合的 TMPyP4

分子数随氯化钠浓度的增加而减小。AUC 和 PAGE 两种方法都表明，在氯化钠溶液中，TMPyP4 有助于形成

DNA-TMPyP4 二聚体。当 TMPyP4 浓度一定时，二聚体的含量随氯化钠浓度的增加先增加到一极大值，然后逐渐降

低。结果表明，TMPyP4 与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分为较强的和较弱的相互作用。其中较弱的相互作用会降低 DNA

形成四链体的稳定性，而较强的相互作用可促进形成二聚体。 

关键词：分析型超速离心；四链体结构；构象变化 

DO20 

长支链超支化聚合物：从模型设计到溶液性质 

李连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安徽，合肥，230026 

不同于短支链超支化聚合物（short-subchain hyperbranched polymers, SHPs），长支链超支化聚合物（long-subchain 

hyperbranched polymers, LHPs）相邻支化点间的支化子链通常由几十到几百个单体单元构成。线形柔性支化子链的存

在不仅能够降低 LHPs 体系的溶液和本体态粘度、增加其可加工性，还能同时保留 LHPs 材料适当的机械性能，因而

相比于传统的 SHPs 更具工业应用前景。毫无疑问，LHPs 的整链和支化子链的分子量及其分布都会对聚合物相关性

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具有可控支化子链的 LHPs 模型体系的制备是进一步开展 LHPs 结构-性质相关性研究的前

提。通过设计构筑“跷跷板”型 AB2 大分子前体链（可聚合 A 功能基团位于链的中间，两个 B 功能基团分别在链的两

端），我们成功制备了一系列具有可控支化子链长度的 LHPs 体系，并深入研究了其链结构参数与相关溶液性质间的

关系。特别地，我们揭示了支化子链长度如何影响 LHPs 的分形特性、在剪切流场中的可形变性，以及其在溶液中的

链内折叠与链间聚集行为。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可控支化子链；分形特性；溶液性质 

DO21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超倍牵伸机理研究及其应用 

朱才镇*，林成栋 1，田宇 1，刘会超 1，孙同兵 1，马敬红 3，徐坚 1* 

1 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深圳 518060；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3 东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纤维是世界三大高性能纤维之一，具轻质、高强、高模、抗冲击、耐磨损、耐

腐蚀、耐辐照等优点。UHMWPE 纤维超倍牵伸过程直接影响其力学性能，本文采用原位小角 X 射线散射和分子动

力学模拟的方法，研究了 UHMWPE 纤维在超倍牵伸过程中微结构的演化，并探究了其机理。对 UHMWPE 初生纤维

在 90℃、80℃、70℃和 60℃热拉伸过程，伸长率至 910%，进行了原位小角散射的检测。根据散射图像，将拉伸过

程分为 I、II、III 区域，不同的区域对应不同的微结构。经过对不同温度下微结构的分析，建立了微结构演化的详细

图谱，形成了完整了折叠链片晶旋转、破裂、滑移、重组，最终转变成纤维晶的详细路径。随着温度的变化，演化

的路径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驰豫过程和牵伸过程相互竞争。本文也进一步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方法验证了

UHMWPE 纤维牵伸过程中片晶转变成纤维晶的过程。 

关键词：原位小角 X 射线散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分子动力学模拟；微结构 

DO22 

二维 X 光衍射法测量高分子残余应力 

史颖，刘立志*，任敏巧，贺保平 2 

1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北三环东路 14 号，100013 

2 Bruker AXS Inc. 5465 East Cheryl Parkway, Madison, WI 53711, USA 

用 X 光衍射测量残余主应力的方法是金属材料残余应力测试的主要方法之一，因其具有无损测试且精度高等优

势，在工业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高分子由于存在大量的无定形区，因此 X 光的方法一直难以拓展到高分子材料

上。在本文工作中，对于具有硬质晶体网络骨架和橡胶态无定形区的硬质半结晶高分子材料，如聚乙烯、聚丙烯等，

由于其网络骨架提供了弹性模量，且两相区具有等应变的特征，因此我们利用等应变模型，将二维 X 光衍射的方法

应用到了高分子材料上。使用该方法可以计算出数据点任意方向的应力大小，从而得到 MD、TD 方向和主应力极大、

极小方向等几个重要方向的应力，并能够给出样品的应力分布。以实验室制备的双向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为例，

其主应力极大方向与小角散射（SAXS）得到晶体取向一致，都接近 TD 方向，而 MD 方向应力较小。该薄膜宏观力

学性能显示出 TD 方向的模量和高温热收缩率均显著高于 MD 方向，与应力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关键词：XRD；残余主应力；晶体取向；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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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23 

单向拉伸 P(VDF-co-HFP)介电和储能性能影响研究 

周振基 1，夏卫民 1,2,*，陈冰 1，尹亚玲 1，张志成 2 

1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与数字媒体学院，西安 710048 

2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西安 710049 

利用溶液旋涂法制备了不同 HFP 摩尔含量（5%， 12%，15%，17%）的 P(VDF-co-HFP)厚膜。为提高厚膜耐击

穿电场强度，采用双向拉伸工艺以 500%的拉伸率处理 P(VDF-co-HFP)厚膜。然后用 XRD 和 DSC 表征了拉伸前后

P(VDF-co-HFP)厚膜结晶度、晶相等凝聚态结构变化，并利用 Agilent-4980 和铁电测试仪比较分析了拉伸处理前后

P(VDF-co-HFP)厚膜介电和储能性能。结果表明，拉伸处理后不同 HFP 摩尔含量的 P(VDF-co-HFP)厚膜发生了由 α

相到 β 或 γ 相的相变，使室温下介电常数稍有下降。然而，经拉伸处理后，HFP 摩尔含量为 5%的 P(VDF-co-HFP)厚

膜耐击穿电场强度提高到了 900MV/m，单向电滞回线表明，该厚膜可释放能量密度达到 27.7 J/cm3。该数值高于此

前报道结果，为 PVDF 基含氟聚合物在能量存储方面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P(VDF-co-HFP)；相变；介电；储能 

DO24 

聚烯烃锂电池隔膜的热收缩及微孔闭合机理研究 

熊必金*，陈冉，门永锋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本文采用原位超小角 X 射线散射技术（USAXS）研究了聚烯烃锂电池隔膜在升温过程中微观结构的变化以及微

孔闭合的机理。通过 USAXS 测量了不同隔膜的微孔结构参数，包括：孔隙率、比表面积、孔尺寸。实验结果表明单

轴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U）孔尺寸为 63nm，且具有较窄的孔尺寸分布。双轴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B)孔

尺寸为 120 nm，且分布较宽。湿法制备的孔聚乙烯隔膜(PE-B)孔尺寸为 60 nm，且分布较窄。原位升温 USAXS 实验

结果表明微孔的闭合取决于晶体的熔融温度。进一步讨论了微孔的闭合机理，即：微孔闭合的驱动力来源于取向链

段的收缩力和微孔的表面张力。对于高度取向的 PP-U 隔膜，取向链段的收缩力占主导地位，而 PP-B 和 PE-B 的驱

动力主要来源于微孔的表面张力。 

关键词：锂电池隔膜；微孔闭合；热收缩；原位超小角 

DO25 

温度响应性纳米凝胶的体积相转变机理研究 

侯磊 

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上海，201620 

温度响应纳米凝胶是纳米尺度下的多孔交联聚合物粒子，它们能够在环境温度的变化下改变自身的尺寸。本工

作中，我们比较研究了基于聚(寡聚乙二醇丙烯酸酯)(POEGA)和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的核壳结构纳米凝胶

在水溶液中的体积相转变行为。DLS 曲线中，POEGA 基纳米凝胶在很宽的温度区间内粒径随温度的升高线性减小，

而 PNIPAM 基纳米凝胶在升温至其体积相转变温度附近时呈现出典型的粒径急剧减小。分子光谱研究表明，前者的

线性响应行为源于纳米凝胶内核C=O的连续脱水，而后者的剧烈相转变源于PNIPAM链段中C=O…H-N氢键的形成。

此外，通过比较两类纳米凝胶体系内核和外壳的变化发现，外壳聚(N,N’-二甲基丙烯酰胺)主要以缓冲层的形式存在，

起到了稳定纳米凝胶的作用。 

关键词：纳米凝胶；二维相关光谱；PNIPAM；POEGA 

DO26 

基于含多重脲基线形共聚物的高强度超分子水凝胶 

杨南南，郭明雨*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 215123 

目前已报道的诸多超分子水凝胶往往具有自修复性能和诸多的刺激响应性，甚至可回收重复利用。但是，其弱

而可逆的交联网络特性却往往伴随着机械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的缺失。这里，我们以水为间接扩链剂，利用传统聚氨

酯脲的“一锅两步”制备方法，合成了一系列主链含多重脲基（聚脲短链）的线形聚氨酯脲共聚物。这些多重脲基短链

由于自身的疏水性和脲基间的强氢键相互作用，在水中可自聚集形成强而稳定的纳米微区。由这些纳米微区交联形

成的溶胀平衡态超分子水凝胶不仅具有超高的力学性能（断裂拉伸强度在 2-14 MPa，断裂伸长率在 600-1400%，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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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模量在 0.5-6 MPa，断裂能在 10-60 MJ m-3），还具有离子不敏感性和无机纳米离子可杂化性（人工海水溶胀平衡

或纳米羟基磷灰石杂化后含水率及机械性能不损失）及可重复加工、回收性。此外，聚合物溶液还可以利用静电纺

丝、微流控纺丝及湿法纺丝制备成具有良好拉伸性能的纳米、微米及毫米级水凝胶纤维。 

关键词：超分子水凝胶；高强度；多重脲基；氢键；水凝胶纤维 

DO27 

热敏性荷电微凝胶 P(NIPAM-co-AA)合成与体积相变的研究 

高若男，朱丹*，沈健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江苏省生物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南京市 

栖霞区文苑路 1 号，210023 

我们采取了程序进样及升温的办法，乳液合成了可控荷电量的异丙基丙烯酰胺与丙烯酸的共聚温敏微凝胶球，

利用动态光散射研究了微凝胶在水分散介质体系中体积随温度变化的特性，以及利用介电弛豫谱研究了微凝胶的介

电弛豫行为及其所对应的微结构和动力学信息。随着 AA 单体的引入量增加，水凝胶体积略有增大，Zeta 电位变负，

体积相变温度向高温移动，在相变点的体积变化减小。将聚合物以相同体积分数分散于不同 pH 的缓冲溶液，比起

pH=4，水凝胶在 pH=10 的溶液中相变温度区间明显变宽、体积收缩程度变小。温度诱导体积相变行为受交联网络熵

弹性与分散体系中各种状态反离子之间的库伦作用的综合影响。我们还将介电谱仪与黏弹谱仪连用，通过不同剪切

场下的微凝胶分散液的介电或导电信号，探究在流变场中微凝胶聚集结构和状态的变化。通过粒子追踪微流变技术

探究 P(NIPAM-co-AA)微凝胶体系的局域流变学性能。 

关键词：荷电温敏水凝胶；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介电弛豫谱；Zeta 电位 

DO28 

受界面效应影响的分子运动传递深度与聚合物吸附层关系研究 

徐健荃，左彪，王新平*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杭州 310018 

当材料尺寸降至纳米尺度，高分子链构象、聚集态、运动性会随尺寸变化而改变。空间受限高分子的分子运动

行为成为了高分子物理领域重要基础科学问题。界面是影响纳米受限高分子分子运动行为主要因素之一。高分子链

在基底表面的吸附会抑制界面高分子链运动能力，使得薄膜玻璃化温度(Tg)升高。由于聚合物薄膜受界面影响的临界

厚度远大于分子链尺寸，说明界面效应具有很长的作用距离。弄清楚界面效应往本体传递的机制是阐明界面影响薄

膜分子运动的关键。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开展了系列研究工作，利用氟化端基标记法、借助薄膜表面结晶动力学变

化来间接研究界面效应传递深度，关联其与聚合物分子量、基底性质等的关系。研究发现基底效应传递深度与界面

吸附层结构相关；可用吸附层厚度(hads)与分子链尺寸(Rg)比值(hads/Rg)来量化界面结构对其传递深度的影响；并进

一步量化界面对整个薄膜 Tg 的影响。研究成果为通过吸附层结构来调节聚合物薄膜物理性能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聚合物薄膜；分子运动；界面效应；吸附层结构；玻璃化转变 

DO29 

胶体与微生物在高分子界面附近的三维动态行为研究 

龚湘君*，戚萌，黄桂，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10641 

研究胶体颗粒与微生物个体在高分子界面附近的动态行为对它们的附着、脱附、以及微生物的生长代谢等过程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建立了一种新型光学技术——数字全息显微镜用于获取胶体与微生物的实时三维位置和

轮廓。该技术不需要标记、具有高达 100 微米的观察深度及小于 100 纳米的观测精度，且可同时独立追踪多个目标

物体。该技术可对几十纳米至微米尺度的胶体和金属颗粒进行了无扰的实时追踪，获取不同浓度和尺寸下胶体颗粒

在表面的相互作用。此外，利用该技术，我们系统研究了细菌在包括亲疏水、可降解等高分子表面附近的运动行为，

为细菌在各类功能化高分子材料界面上的粘附机理提供了进一步的阐释。 

关键词：动态行为；胶体；细菌；数字全息显微镜 

DO30 

和频振动光谱研究界面吸附的高分子链构象 

李旭，卢晓林*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南京市 2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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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上产生高分子链的吸附时，由于吸附时间和吸附温度不同，可形成吸附程度不同的分子链，弱吸附和强吸

附的分子链构象会显著不同。吸附程度足够强的链在吸附位点足够多的情况下，会形成不可脱附的 Guiselin layer[1,2]。

我们组前期发展了多种和频振动光谱的实验和分析方法[3-6]，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展了高分子链吸附的研究。以

Sapphire 为基底，我们以和频振动光谱研究了形成弱吸附和 Guiselin layer 的聚苯乙烯高分子链。发现，在非溶剂的

作用下，弱吸附的聚苯乙烯分子会有链构象的转变，Guiselin layer 的分子链构象基本不发生变化；在良溶剂的作用下，

弱吸附的和 Guiselin layere 聚苯乙烯分子链构象都基本保持不变。 

关键词：吸附；链构象；界面；和频振动光谱 

DO31 

聚合物受限于纳米孔道中界面结构及动力学行为 

李林玲，沙野，李翔，薛奇*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23 

近些年来，聚合物受限于纳米孔道中的分子链构象和动力学性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通常，界面效

应对纳米尺度下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和动力学有着重要影响。因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二维纳米孔道受限态中界面

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借助生物领域中广泛应用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技术发展了一种界面 FRET 的方法，

以聚甲基丙烯酸丁酯（PBMA）受限于阳极氧化铝（AAO）模板的体系为模型，将荧光给体（咔唑）和受体（蒽）

分别接枝到高分子链和氧化铝孔壁表面，则高分子链与孔壁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可定性地简化为荧光给体和受体之

间距离的测量。受限于纳米孔道中 PBMA 的链段动力学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降温速率依赖性，界面 FRET 的表征结果

直观地指出这一依赖性主要源于不同降温速率下纳米孔道中界面结构的演变，始于高分子基体与无机基底之间热膨

胀系数的不匹配。 

关键词：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二维纳米孔道受限态；玻璃化转变；热膨胀系数失配 

DO32 

荧光寿命谱研究受限态高分子薄膜的链堆积形态 

秦淋淋，沙野，陈葳，薛奇*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去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23 

自从 1994 年开始，高分子薄膜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对于高分子薄膜的链结构研究，却相对缺乏。这

里，我们合成了在高分子链几何中心精准标记荧光基团的 PMMA,制备链间标记荧光基团的 PMMA 薄膜，膜厚从 7nm

到 248nm。基于荧光寿命测试，我们可以通过拟合得到荧光基团在空间中的维度分布信息。因为每根链上有且只有

一个荧光基团，荧光基团的空间分布可以反映高分子链的排布状态，当荧光基团呈平面分布时，说明高分子线团的

排列状态是单分子层堆积。通过对供体的衰减进行分形维度拟合，获得了荧光基团在空间中的分布维度随膜厚变化

的关系，从而推断出高分子薄膜在膜厚降低过程中单分子层的形成过程，在膜厚为 1.5Rg 的时候，形成了高分子线

团单分子层。 

关键词：荧光寿命；薄膜；单分子层 

DO33 

Flash DSC 比较研究聚酮和尼龙 6 的结晶动力学 

何裕成，罗叡琦，李照磊，胡文兵*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系，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23 

高分子链中存在不同的分子间作用力，从而影响了高分子结晶动力学。本研究为探究高分子中相互作用力对结

晶动力学的影响，选择了具有不同的分子间作用力但熔点相近的尼龙 6 与聚酮。尼龙 6 中存在层状氢键[1] ，极大地

增强了相邻、平行对称的高分子链间作用力的各向异性，而聚酮中只存在极性键作用[2]。我们采用超快差示扫描量

热法比较研究了高低温区间内分子间作用力对两种高分子结晶动力学的影响[3]。超快速差示扫描量热仪 Flash DSC

升温速率可达 40000K/s,降温速率可达 4000K/s，能够有效抑制高分子在升降温过程中发生的结晶，以及避免亚稳结

构转变成更稳定的结构，并且能够精准控制温度，在此基础上，能够较为准确地研究尼龙 6 与聚酮的等温结晶动力

学。我们观察到在高温区尼龙 6 的结晶速率较快，而在低温区聚酮的结晶速率较快。根据高低温区高分子结晶速率

不同的决定机制，我们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在动力学角度上，扩散控制的低温区间内，作用力较强的氢键束

缚了尼龙 6 高分子链的运动能力。而在成核控制的高温区间内，与聚酮中存在的极性键作用相比，较强的层状氢键

作用力促进了高温区尼龙 6 高分子链成核，从而当结晶温度大于 140℃后，结晶速率超过聚酮。 

关键词：尼龙 6；聚酮；结晶动力学；分子间作用力；Flash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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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34 

基于高分子逐步结晶行为研究聚合物薄膜分子运动的表界面效应 

左彪,* 徐健荃, 王新平*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杭州 310018 

当聚合物薄膜厚度降至 100 nm 以下，其玻璃化转变行为偏离本体，表现出纳米受限效应。表面和界面是影响受

限聚合物分子运动的主要因素。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发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表现出逐步（stepwise）

结晶行为。PET 表面具有比本体低的 Tg 使得表面分子具有比本体更快的结晶速率。升温过程中表现出两次独立结晶

过程，11 nm 厚度表面层先结晶；表面结晶完成后，表面以下的分子链随后开始结晶。PET 薄膜逐步结晶特征使得我

们可以独立操控表面分子聚集态结构；也可通过研究表面结晶层厚度直接研究高运动活性表面层尺寸以及研究表面

和界面效应的耦合作用。据此开展工作，解决了受限高分子薄膜分子动力学研究中的与表界面相关的三个基础问题：

（i）阐明了高运动活性表面与薄膜 Tg 的直接关系；（ii）澄清了高运动活性表面层厚度与温度的依赖性；（iii）获得

了界面效应的传递深度，并揭示了其与吸附层结构的关系。 

关键词：聚合物薄膜；分子运动；表面与界面；纳米受限；玻璃化转变 

DO35 

聚氧乙烯单晶纳米力学性质调控 

宋宇，杨鹏，姜珂，张文科*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超分子楼 130012 

利用纳米力学性质定向、可控地改善本体材料宏观力学性质或者开发新功能材料，成为了材料设计的一种新途

径。以往人们认为在主链引入苯环等芳香基团改变了聚合物链的柔顺性，进而改变了材料的力学性质，忽略了引入

基团对结晶链段力学性质的影响。我们建立的聚合物单晶纳米力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定量的研究引入基团对晶体力

学性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末端基团的引入将聚氧乙烯晶体的单链力学稳定性提高 4 倍左右，达到聚酯类晶体

的单链力学稳定性；随着基团尺寸的增大，聚氧乙烯晶体的单链力学稳定性显著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聚氧乙烯分

子链整体的力学性质，我们在聚氧乙烯分子链中均匀地引入多个芳香基团。相对以往侧链引入功能基团的分子设计，

主链引入基团可控性更强，同时可以降低相分离程度，有利于提高材料性能。以上研究为分子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进而实现对材料力学性质的调控。 

关键词：聚合物单晶；单分子力谱；纳米力学；端基效应；力学性质调控 

DO36 

无溶剂纤维素纳米晶流体及其液晶性质 

程巧云，常春雨，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430072 

纳米流体既保持纳米粒子原有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纳米效应，又具有类似液体的流动性，且无挥发性。本工作用

海鞘纤维素纳米晶体(TCNCs)通过二甲基十八烷基[3-三甲氧基硅丙基]氯化铵(DC5700)与 TCNCs 表面的羟基反应，再

通过离子键与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硫酸(NPES)结合得到海鞘纤维素纳米晶须流体(TCNCs-DC5700-NPES)。红外光谱

(FTIR)和 X 射线衍射(XRD)表明 DC5700 和 NPES 成功接枝在 TCNCs 上。TCNCs-DC5700-NPES 在低温表现为液体

行为，温度升高至 20 oC 出现热凝胶化现象。TCNCs-DC5700-NPES 在结晶熔融温度范围内出现各项同性相，双折射

现象消失，在其他温度均出现明显的双折射现象。这种具有独特的热凝胶化和双折射现象的纳米流体在复合材料、

药物缓释、液晶显示、防伪材料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 

关键词：纤维素纳米晶须；纳米流体；液晶 

DO37 

PPBS 共聚酯的一步合成与树枝状结晶行为研究 

聂武成，宋飞，汪秀丽*，王玉忠 

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化学学院，四川大学，成都，610064 

在过去几十年中，半结晶性聚合物的结晶行为与晶体形貌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控制半结晶性聚

合物的结晶制备树枝状晶体更是备受关注。迄今为止，树枝状晶体的制备仅出现于半结晶性聚合物的超薄膜结晶或

半结晶性聚合物共混体系，而能否制备出共聚物树枝状晶仍未见报道。因此，我们利用酶催化法一步合成了 PPBS

共聚酯，并利用 DSC、POM、WAXD、AFM 和 SAXS 等 PPBS 共聚酯的结晶动力学与结晶形貌进行了研究。研究结

果显示：第三组分 PDO 的引入并不能改变 PPBS 共聚酯的晶体结构，但是结晶速率明显受到第三组分 PDO 含量所控

制。在较低的过冷度（ΔT）下结晶，PDO 含量较低的 PPBS 共聚酯（9%、16%）的形貌由球晶转变为楔形球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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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PDO 含量较高的 PPBS 共聚酯（26%、30%），其形貌转变为树枝状的结晶形貌。树枝状晶体的形成归功于较高

温度下的结晶、无规链厚度和极低的晶体生长速率。 

关键词：PPBS 共聚酯；结晶；树枝状晶体 

DO38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薄膜表面高运动活性层厚度的温度依赖性研究 

徐健荃，左彪，王新平*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教育部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310018 

近二十年来，受限于纳米尺度的聚合物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材料尺寸降低至

纳米尺度时，聚合物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与其本体发生偏离，呈现出尺度依赖性。研究发现聚合物薄膜表面存在一

层“liquid-like layer”，具有比本体分子更强的运动能力。表面高运动活性层厚度的测量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研究发现，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表面具有比本体高的结晶速率，表面以下的本体层具有较低的结晶速率，并且表

面层和本体层结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结晶过程，呈现出分步结晶的特性。本文利用 PET 薄膜分步结晶行为，通过原

位升温椭圆偏振光谱仪和 X 射线反射（XRR）研究了表面活性层厚度与温度的关系。研究发现，表面活性层厚度随

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并且没有分子量依赖性。实验得到的数据与描述表面活性层厚度与温度关系的 cooperative strings 

模型理论计算的结果一致。 

关键词：聚合物表面；高运动活性层；厚度；温度依赖性 

DO39 

氢键构建的液晶嵌段共聚物的合成与多级自组装行为 

潘洪兵*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本论文以含苯并菲液晶基元的吡啶衍生物（PHTC6）作为氢键受体，以含聚二甲基硅氧烷和聚乙烯基三联苯二

酸的嵌段共聚物前体（PDMS-b-PM3H）作为氢键给体，构筑了一系列超分子液晶嵌段共聚物。通过调节 PHTC6 小

分子与 PDMS-b-PM3H 的复合比例，可以调控液晶嵌段共聚物的微相分离结构以及液晶链段的相结构。利用红外光

谱（FT-IR）和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分别证实了体系中氢键的存在以及 PHTC6 小分子完全复合到嵌段共聚物中。

利用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研究了超分子液晶嵌段共聚物在本体中的微相分离结构，

超分子液晶嵌段共聚物可以形成层状结构和六方柱状结构。利用广角 X 射线散射（WAXS）研究了超分子链段的液

晶相行为，超分子液晶链段可以自组装形成近晶相，并且苯并菲部分还可以堆叠形成盘状向列相的结构。整个超分

子液晶嵌段共聚物可以自组装形成多级有序的纳米结构。 

关键词：氢键；液晶高分子；嵌段共聚物；自组装 

DO40 

冰模板法制备超轻石墨烯气凝胶及其组装单元尺寸效应 

高微微*，赵妮芳，高超 

浙江大学，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 310027 

气凝胶具有超低密度，超弹性，高比表面积等优异性能，在很多领域具有很广泛地应用潜能。目前，此领域的

一大挑战就是难以实现对其力学性能的精确调控，并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在很多领域的应用潜力。本工作中，我们以

冰为模板来尝试将具有不同片径的寡层氧化石墨烯组装成具有特定结构的 3D 石墨烯气凝胶，研究具有不同尺寸的氧

化石墨烯在组装过程中的角色，对气凝胶微观结构的剪裁机制，以及最终对其力学性能的精确调控。我们发现，氧

化石墨烯片径尺寸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气凝胶的力学性能，主要表现在力学强度、模量以及抗疲劳性能等。在压缩

过程中，大片径氧化石墨烯组装的气凝胶具有更高的力学强度，抗疲劳性能等。组装过程中，大片氧化石墨烯片间

互相具有更强地相互作用，利用有效地片间滑移作用，使得气凝胶在压缩过程中，低于外力的破坏作用。我们的研

究，为精确调控石墨烯气凝胶力学性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石墨烯气凝胶；片径尺寸；力学性能；冰模板法 

DO41 

两相模板法制备嵌段接枝共聚物 

管纪鹏，王艳媛，邢晨阳，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杭州 3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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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论文中，我们利用半结晶性聚合物两相结构模型和辐射技术，制备 l 一系列具有不同接枝率的嵌段接枝共聚

物。首先，通过溶液共混和铺膜，制备得到半结晶性聚合物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 P(VDF-co-HFP)和反应性离

子液体 1-乙烯基-3-丁基咪唑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盐[VBIm][TFSI]共混薄膜。然后，在电子束辐照下，非晶区离子液

体被成功接枝到高分子链上。根据半结晶性聚合物的两相模型，一条高分子链可以同时穿过几个晶区和非晶区，呈

现出“晶区-非晶区-晶区”的交替分布。因此，接枝共聚物应具有“未接枝链段-接枝链段-未接枝链段”的交替结构，即

嵌段接枝共聚物结构。通过核磁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测试分析发现，在用甲醇抽提除去未反应的单体和均聚

物后，这类嵌段接枝共聚物在高温熔融时因嵌段之间热力学不相容，能够发生微相分离，最终得到具有纳米构造的

聚合物复合材料，表现出类似嵌段共聚物的微相分离行为 

关键词：两相模型；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1-乙烯基-3-丁基咪唑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盐；辐照技术；嵌段接

枝共聚物 

DO42 

SEPS-g-PEO 的合成及其纳米微相结构 

刘沛莹，赵忠夫*，张春庆，朱秀玲，刘伟，张岩东，孟繁志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 116024 

本文采用原位超小角 X 射线散射技术（USAXS）研究了聚烯烃锂电池隔膜在升温过程中微观结构的变化以及微

孔闭合的机理。通过 USAXS 测量了不同隔膜的微孔结构参数，包括：孔隙率、比表面积、孔尺寸。实验结果表明单

轴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U）孔尺寸为 63nm，且具有较窄的孔尺寸分布。双轴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B)孔

尺寸为 120 nm，且分布较宽。湿法制备的孔聚乙烯隔膜(PE-B)孔尺寸为 60 nm，且分布较窄。原位升温 USAXS 实验

结果表明微孔的闭合取决于晶体的熔融温度。进一步讨论了微孔的闭合机理，即：微孔闭合的驱动力来源于取向链

段的收缩力和微孔的表面张力。对于高度取向的 PP-U 隔膜，取向链段的收缩力占主导地位，而 PP-B 和 PE-B 的驱

动力主要来源于微孔的表面张力。 

关键词：锂电池隔膜；微孔闭合；热收缩；原位超小角 

DO43 

用于环境检测和蛋白质分离的聚合物无机杂化材料 

丛海林*，于冰，彭乔虹，谷传涛，胡浩，高利龙，李国玲，王逸凡，陈桂焕，张小艳 

青岛大学生物医用材料与工程研究院，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66071 

本文利用自组装和表面改性的方法成功制备了具有光响应和温度磁场响应的聚合物无机杂化材料。所制备的

PS/Ag-NPs 杂化材料具有可逆变色性能，可用作检测环境中含卤气体的裸眼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性能稳定可靠、可

低成本大规模快捷制备的特点。所制备的 PNIPAM/CNT 杂化材料可用于蛋白质和离子的选择性分离。这些智能仿生

的聚合物无机杂化材料在制备人造细胞、生物传感器和分离膜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合物；无机材料；杂化材料；传感器；分离膜 

DO44 

力诱导开环反应的单分子力谱研究 

李逊 1，张欢 2，翁文桂 2*，张文科 1* 

1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长春，130012 

2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厦门大学，厦门，361000 

在大分子体系(高分子力化学)中对于机械力的传递以及控制为人们研究药物传递、传感材料以及具有自修复功能

的材料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理解生物体如何利用物理刺激诱发化学反应提出了新的方向。而在分子水平上实施对

机械力的精确控制，取决于高分子链中力响应基团以及分子骨架对机械力的传递能力。现在人们已经能够通过对功

能基团以及外力的设计与调控，实现高分子在特定的位置或者特定的价键处发生断裂。从而在开发力诱导化学反应、

力致变色、潜在自修复功能以及具有强化性能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论文利用基于 AFM 的单分子力谱技术，

对含有不同机械力响应功能基团的肉桂酸类高分子在受到外力拉伸时的开环反应进行了研究。实验中发现四元环状

功能基团在受到足够外力拉伸时(大于 1 nN)，会发生开环反应，伴随着分子主链长度的增长。在力谱拉伸曲线中表现

为规整的锯齿峰。且锯齿峰间距与功能基团的长度相对应。 

关键词：力化学；机械力响应功能基团；原子力显微镜；单分子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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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45 

聚乙二醇的溶剂尺寸效应 

段威力，罗仲龙，崔树勋*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31 

本文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AFM）的单分子力谱（SMFS）对聚乙二醇（PEG）在不同极性及不同尺寸的溶剂

中的单链弹性行为进行了研究。QM-FRC 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 PEG 在无扰状态下的单链弹性行为（本征弹性）。

通过 QM-FRC 拟合，表明 PEG 在 TCE 中的力谱曲线代表了其本征弹性。以 PEG 的本征弹性为根据，研究了排除体

积效应对 PEG 单链熵弹性的影响。对比 PEG 在水环境和 TCE 中的单分子力谱曲线，我们认为在水环境中，分子链

与水分子之间形成氢键使 PEG 在水中以螺旋构象存在；在 TCE 中，分子链不能与溶剂分子形成氢键，PEG 以无规

线团存在。PEG 在十二烷与十六烷中的单链弹性表明两种溶剂分子的体积已经显著影响了 PEG 的单链熵弹性，此时

在溶剂分子的作用下 PEG 分子链采用了紧密排列的塌陷构象，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溶剂分子的排除体积效应导致的，

并从其他方面进行了佐证。最后，基于单分子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分子马达设计思路。 

关键词：单分子力谱；排除体积效应；分子马达 

DO46 

聚乙烯单晶表观力学性质的单分子力谱研究 

吕秀娟，张文科*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 

聚乙烯作为半结晶性高分子材料，因为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所以在工业生产和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聚乙烯

的结晶结构对其机械性能起着关键作用，而理解分子链间及分子链内相互作用与其力学性质间的关系对将来调控和

设计高机械性能材料至关重要，因此研究聚乙烯单晶的纳米力学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

（AFM）的单分子力谱技术（SMFS）可以实现直接在单分子水平研究聚乙烯单晶中分子链熔融过程中的表观力学稳

定性。利用自晶种发法通过改变结晶温度制备了四种不同厚度的聚乙烯单晶。结果表明，聚乙烯分子从晶体中熔融

解链的典型力谱信号为等间距的包含多个小锯齿的多峰。随着聚乙烯单晶厚度增大，断裂力值显著提高，峰间距也

明显增大而且接近晶体厚度的二倍。对小的锯齿峰间距分析发现其间距约 0.27 nm，该结果与受控分子动力学模拟

（SMD）得到的 0.26nm 相吻合，对应着平面锯齿形构象的 PE 主链相邻碳原子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聚乙烯单晶；原子力显微镜；单分子力谱；纳米力学性质 

DO47 

光控制偶氮苯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导致可逆固液转变 

吴思*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Mainz, Germany 55128 

我们发现光可以改变偶氮苯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并诱导聚合物发生可逆的固液转变。聚合物中的偶

氮苯基团能发生可逆的光致顺反异构。反式的偶氮共聚物是 Tg 高于室温的固体，而顺式的偶氮共聚物是 Tg 低于室

温的液体。由于光致固液转变，光可以将偶氮聚合物膜的表面粗糙度降低近 600％和反复的修复偶氮聚合物中的裂纹。

光还可以控制偶氮聚合物的粘附用于转移印刷。光控制聚合物 Tg 可以实现在室温下和无溶剂的条件下加工和在加工

聚合物。光可以利用其高的时空分辨率对聚合物的力学能进行精确控制。 

关键词：玻璃化转变；偶氮苯；自修复；固液转变；光响应 

DO48 

聚合物在不同构形之间的转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热致响应行为 

孙文慧，武培怡*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 200433 

通常情况下，热响应线性聚合物和与其相对应的聚集体或纳米凝胶会表现出相似的热响应行为。但在该研究中，

聚合物在形构转换后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热响应行为。线性聚合物在加热过程中呈现出与多数热响应聚合物相似的

一种非连续的热转变，而交联的纳米凝胶则在较大的温度区间内表现出独特的“线性”热转变。聚合物在两种不同构形

的转换中伴随着不同热响应行为提供了一种如何通过聚合物结构工程来显著地操控智能聚合物的响应行为的实例。 

关键词：纳米凝胶；可逆切换；热响应；线性响应；荧光能量共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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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49 

不同氨基修饰多孔材料的吸附选择性比较 

刘毅，刘永峰*，邸多隆*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甘肃天然药物重

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本文制备了不同氨基修饰的多孔材料，并采用 FTIR、N2 吸附/脱附等温线、XPS、TGA 和色度变化对材料进行

表征，同时制备的材料用于 EGCG 和咖啡因（CAF）的选择性吸附。修饰后，多孔材料的比表面积和孔容降低，而

平均孔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修饰了乙二胺基的多孔材料对 EGCG 具有较高的吸附效率，相对于 CAF，其对 EGCG

的选择性因子高达 17.91。修饰了三乙烯四胺的多孔材料对 EGCG 也具有很高的吸附效率和选择性因子；然而由于空

间位阻的缘故，修饰了密胺的多孔材料对 EGCG 的吸附效率较低。本研究不同氨基基团修饰的多孔材料对 EGCG 和

CAF 的吸附性能不同，说明功能基在吸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吸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吸附过程中，除传统的

氢键、π-π 和筛分作用外，尺寸匹配和窄的孔径分布更利于修饰的多孔材料对 EGCG 的高选择性。本研究为具有不同

基团的多孔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对天然产物中复杂成分的分离富集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 

关键词：氨基；多孔材料；EGCG；吸附选择性；咖啡因 

DO50 

硬段结构对线型聚氨酯单分子力学性能的影响 

姜珂，宋宇，张文科*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长春 130012 

聚氨酯由多元醇构成的软段和多异氰酸酯构成的硬段交替组成，通过改变原料的种类及配比可以控制不同相区

的结晶，进而改变材料的性能。聚合物分子链的聚集态结构影响高分子材料的性能，从单分子水平研究二者之间的

关系有助于为材料的设计和性能调控提供理论依据。我们选择线型聚氨酯作为研究体系，首先以聚乙二醇（PEG）

为软段通过溶液聚合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硬段结构的线型聚氨酯材料；然后利用自晶种法从其稀溶液中制备单晶，

将 AFM 的成像功能与单分子力谱的拉伸功能相结合，研究了硬段基团对线型聚氨酯单分子力学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发现硬段基团引入后从晶体中将高分子链提拉出所需的力值显著增大，该现象被归因于硬段基团的存在对 PEG 链运

动自由度的限制以及较大空阻效应。 

关键词：聚氨酯；硬段；单分子力谱；力学稳定性 

DP01 

多重响应性的热可逆交联环氧/石墨烯复合材料 

蔡辰婷 1，张悦 2，张荣纯 1，王晓亮 2，吴强 1，孙平川 1* 

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天津 300071； 

2 南京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南京 210093 

由于环氧树脂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并应用广泛，因此制备具有自修复和再加工性能的新型交联环氧树脂已成为

研究热点。本文合成了一种基于 Diels-Alder（DA）热可逆动态共价键的交联环氧树脂/石墨烯复合材料，研究发现，

石墨烯可以均匀的分散在交联聚合物的网络中，质量分数不到 1%石墨烯就可以显著增强该聚合物的力学强度，特别

石墨烯可以充当能量转换媒介将红外及电磁能量转化为热能而高效地驱动 DA/rDA 热可逆转变过程，从而赋予材料

具有多重刺激（热，微波，近红外光）响应性，进而实现复合材料的高效修复和再加工。本文中通过红外激光和微

波等手段分别实现了复合材料表面不同程度的破损裂痕的高质量快速修复。此外还分别通过光、热和电磁波实现了

该材料的重复加工。另外，采用原位变温的固体 NMR 技术，进一步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复合材料中通过 DA/rDA 热

可逆转变使得复合材料获得热修复的微观机理。 

关键词：环氧树脂；Diels-Alder；石墨烯；自修复；固体 NMR 

DP02 

基于液晶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与功能化修饰 

蔡锋，路庆华*，陆学民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 200240 

基体表面的功能化修饰由于其表面限制效应使得这种功能化修饰具有独特的潜力和优势，目前这种功能化修饰

主要是通过表面活性聚合来实现。我们采用物理沉积法和自组装将侧基含有液晶基元的两嵌段共聚物引入到基体表

面，从而实现其表面功能化修饰。这种表面沉积是通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与两嵌段共聚物共混，然后在聚合物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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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温度以上热退火而得到。两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如下：以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 N-苯甲氧基马来酰亚胺

(NPAMI) 共聚形成共聚型大分子引发剂，同时引发偶氮液晶单体 (MAz6Me) 形成两嵌段共聚物 , 即

P(MMA-NPAMI)-b-PMAz6Me，将其与 PMMA 基体共混，通过热退火实现两相分离，同时偶氮液晶基团由于表面张

力小和链柔顺性好的特性而迁移到材料表面，实现表面功能化，同时共聚 NPAMI 对 PMMA 基体的耐热性进行改善。 

关键词：液晶；嵌段共聚物；表面功能化修饰；自组装 

DP03 

高分子的单链弹性及理论模型 

蔡皖豪，罗仲龙，王科峰，崔树勋*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31 

分散的高分子链在非极性溶剂中可近似为无扰状态。通过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AFM）的单分子力谱（SMFS）

技术，我们研究了具有不同侧链的 C-C 主链结构的高分子。实验发现，在非极性有机溶剂中，其弹性均表现为主链

的弹性[1]，侧链对高分子弹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只有高分子侧链极为巨大时（树枝状结构侧链），才会对高分子

的弹性产生影响[2]。因此，该实验结果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线性高分子。高分子单链在无扰状态下表现出的主链的

弹性，称之为高分子单链的本征弹性。将经过量子力学（QM）计算后得到的非线性的高分子链弹性，与自由旋转链

（FRC）模型进行结合，可以得到 QM-FRC 模型，该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高分子单链的本征弹性。并且，QM-FRC

等模型的拟合参数和高分子主链结构有密切关系。当拟合一个 C-C 主链高分子时，QM-FRC 模型的长度参数与一个

C-C 键长度相当（0.154nm）。因此，经过量子力学计算改进的三种高分子链构象模型，与高分子的链结构密切相关，

可以用来定量描述高分子链弹性。 

关键词：单链弹性；单分子力谱；本征弹性；构象模型 

DP04 

分级孔聚硅氧烷的构筑及表征 

陈静，张旭，王小梅* 

河北工业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天津 300130 

双亲性共网络聚合物（APCN）既能在水相中溶胀又能在有机溶剂相中溶胀，这是由材料本身在纳米级别发生微

相分离导致的。APCN 为集合不能共混的化学组分于一个双连续的互穿网络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由于这种特性，

使得 APCN 材料在生物催化、药物输送和隐形眼镜方面都将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通常来说双亲性共网络聚合

物一般很少有孔结构，因此，本研究将大孔与 APCN 相结合，制备了分级孔 APCN。APCN 的微相分离结构可以很

好地在亲水相或者亲油相负载酶或者药物等，而大孔的存在具有提高生物催化速率，药物负载的效率优异特性。本

文通过向具有密堆六方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胶体晶模板注入 2-(三甲基硅氧基)乙基甲基丙烯酸酯(TMSEMA)

及交联剂双官能团聚硅氧烷(PDMS)随后聚合,溶剂去除 PMMA 模板并醇解脱去硅甲基，直接制备具有分级孔结构的

双亲性聚硅氧烷。 

关键词：分级孔结构；双亲性共网络；微相分离 

DP05 

基于可逆动态键构建可循环利用 vitrimers  

陈茂*，周琳，吴冶平，赵秀丽*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四川省绵阳市 919 信箱 324 分箱 621900 

Vitrimers 在热固性材料（如环氧材料）的修复和循环利用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然而受共价键交换速率限

制，vitrimers 的修复和再加工需要长时间高温，条件比较苛刻。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以牺牲材料力学性能为

主。本项目拟在基于酯键交换的 vitrimers 中引入可逆断裂的动态键，如狄尔斯-阿尔德（DA）反应，用于降低 vitrimers

热修复和再加工成型的温度并保持材料性能。在高于 DA 反应临界温度时，D-A 键断裂，交联密度降低，酯键交换

和交联网络重组更加迅速，在 DA 反应临界温度附近 vitrimers 即可实现热修复和再加工成型。低于临界温度后，D-A

键再次生成，聚合物交联密度升高，酯键交换几乎停滞，材料性能恢复。这种性能优异且较低温度下可修复和再加

工成型的 vitrimers 可望用于制备新型可重复利用的电子封装材料，也将为热固性聚合物的循环利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环氧聚合物；D-A 键；可循环利用；动态键 

DP06 

PLLA/PBS 共混薄膜的力学性能、热学性能及透气性能的研究 

道日娜，徐畅，刘梦禹，许兵，张敏欢，董同力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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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和浩特市 010018 

目的提高聚乳酸（PLLA）的韧性、强度及阻隔性能。方法采用双螺杆挤出流延方法制备出 PBS 所占比例分别为

100%、75%、50%、25%的单轴拉伸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LLA/PBS）共混薄膜，使用万能拉伸机、差示扫描

量热分析仪（DSC）和压差仪对不同混合比例的 PLLA/PBS 共混薄膜进行力学性能、热学性能以及二氧化碳透过性

能的测试。结果随着 PBS 共混比例的增大，PLLA/PBS 共混薄膜屈服强度逐渐减小，断裂伸长率呈现增大的趋势。

随着 PBS 共混比例的增大，PLLA/PBS 共混薄膜的结晶速率明显提高，其二氧化碳的透过性能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结论通过单轴拉伸与 PBS 共混的方法提高了 PLLA 的韧性及强度，其中共混比例为 PLLA/PBS75 共混薄膜的性能相

对较好。 

关键词：力学性能；热学性能；共混薄膜 

DP07 

超疏水纳米纤维膜在膜蒸馏的应用研究 

邓莉，李雄，叶浩辉，王雪芬*，Benjamin S. Hsiao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水资源短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而膜蒸馏（MD）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膜分离技术，在海水淡

化、水资源再利用、工业废水处理等领域得到迅速发展。MD 是一种采用疏水微孔膜为介质，在热驱动条件下以膜两

侧蒸汽压差为传质动力的膜分离过程。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具有高孔隙率、相互贯通的开孔结构等优点，以此作为

分离膜可以显著改善传统 MD 用膜低水通量的缺陷。本文以聚偏氟乙烯（PVDF）纳米纤维多孔膜为三维非织造支架，

然后利用低表面能 1H,1H,2H,2H-全氟十二烷基三氯硅烷（FTCS）缩聚结合一步浸泡法制备自粗糙的超疏水 PVDF 纳

米纤维膜。研究结果表明，FTCS 改性的超疏水纳米纤维多孔膜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和抗润湿性能。在热侧 NaCl 料

液浓度为 3.5wt%，温差 40℃持续 24h 的直接接触 MD 脱盐测试过程中，渗透侧电导率始终保持在 2.45 μs/cm 左右，

渗透通量达到了 36.9 kg/(m2•h)。 

关键词：纳米纤维膜；膜蒸馏；超疏水 

DP08 

尼龙-6 的单分子力学性质研究 

丁奥博，张文科* 

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长春 130012 

尼龙-6 由于其良好的机械性能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尼龙-6 依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人们尝试将其与其它纳米物质复合，制备复合材料来增强尼龙-6 的力学等性能。为了更好地从分子水平来理解

尼龙 6 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利用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单分子力谱技术从分子层面研究尼龙-6 分子的力

学性质以及其凝聚态（组装）结构的形成过程。本文以尼龙-6 纤维中的最简单情况即单分子链形成折叠结构为切入

点，在基底与针尖中桥联尼龙-6 单分子链并对其进行拉伸和松弛实验，考察折叠结构的形成与破坏过程及影响因素。

在实验中观测到在水中尼龙-6 单分子可以形成折叠结构，并且该折叠结构被打开后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新形成。此外，

由于尼龙-6 与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具有相似性，因此对尼龙-6 单分子折叠与解折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蛋白质纤维

化过程的本质。 

关键词：尼龙-6；单分子力谱；力学性质；纤维化 

DP09 

聚合物模板法一步合成氢倍半硅氧烷空心结构材料 

董福平*，谢海波 

贵州大学，贵阳 550025 

氢倍半硅氧烷，也叫氢硅化合物，分子式表示为(HSiO1.5)n，因其具有多孔，低介电常数，大比表面积以及易于

表面修饰等优良性能而广受关注。本研究报道一种新型方法制备空心氢倍半硅氧烷空心球。该方法以水为溶剂，盐

酸为催化剂，三乙氧基硅烷为唯一硅源，通过聚苯乙烯小球存在下的酸催化溶胶凝胶法完成。与传统硬模板法相比，

该方法无需后续模板去除步骤，不使用任何有毒有害的有机物参与反应，且操作简单可通过一锅法简便合成。其中

催化剂盐酸的使用量非常关键，通过调节盐酸的量，所得材料结构从核壳结构向空心结构转变。研究发现盐酸在反

应后期起到去除低分子量聚苯乙烯的作用，随着盐酸量的增加模板去除更加彻底。材料的结构和表面化学可通过透

射电镜，扫描电镜，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及 X 射线衍射等手段进行全面表征。本研究报道的这一新的策略对于制备

吸附、催化或分离用多孔硅氧烷空心材料极具前途。 

关键词：氢倍半硅氧烷；空心结构；溶胶-凝胶；一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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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10 

ATRP 表面接枝在 PVDF 紫外吸收改性中的应用 

董莉 1,2，杨宇明 1,*，周妍 1,2，林长红 1，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230026 

PVDF 具有优异的加工型、抗疲劳性、耐候性、耐化学品性等性能，尤其抗紫外线辐照的性能，具有广泛应用。

目前对于 PVDF 的改性有很多报道，但是对于 PVDF 紫外线吸收性能的研究较少，如何进一步提高其紫外线吸收性

能具有重要意义。紫外线吸收剂存在分子量小；容易向表面迁移和挥发；易被溶剂析出以及与基体相容性较差等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有机合成方法制备反应型紫外线吸收剂 2-羟基-4-(3-甲基丙烯酸酯基-2-羟基丙氧基)二

苯甲酮（BPMA），然后利用 ATRP 表面接枝的方法在 PVDF 薄膜表面直接引入具有紫外线吸收性能的分子链，从而

提高 PVDF 的紫外线吸收性能。1H-NMR、IR 表征证明成功制备出 BPMA；通过 IR、TGA 以及 UV-Vis 对接枝前后

的 PVDF 膜进行表征，测试结果表明 PBPMA 成功接枝到 PVDF 膜表面，并且薄膜在紫外光区的透过率与原 PVDF

膜相比明显降低，制备出了具有紫外线吸收性能的 PVDF 薄膜。 

关键词：ATRP；表面引发；PVDF；紫外线吸收 

DP11 

金刚烷基交联型形状记忆聚氨酯的制备研究 

傅淑琴 1,2，朱佳平 1,2，文豪 1，杨景皓 1，陈少军 1* 

1.深圳大学材料学院；广东省功能材料界面工程研究中心，深圳 518060 

2.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光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 

本文通过自由基聚合制备一种以聚己内酯（PCL）为软段，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和扩链剂 N-甲基二乙

醇胺（MDEA）为硬段，基于金刚烷的交联型形状记忆聚氨酯（Ad-SMPU）。中间体金刚烷基聚己内酯（Ad-PCL4）

及目标聚氨酯 Ad-SMPU 的结构通过核磁氢谱，傅里叶红外光谱，并通过凝胶渗透色谱表征鉴定。热失重分析结果表

明，Ad-SMPU 的热分解温度在 234 oC 以上，说明该聚氨酯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采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对 Ad-SMPU

的热转变温度进行表征，Ad-SMPU 在二次升温过程中显示出一个玻璃化转变以及一个熔融相转变温度，且玻璃化转

变温度较低，在 34.5 oC 左右。对 Ad-SMPU 的形状记忆性能测试表明其固定率为 99%，回复率为 88%。Ad-SMPU

低的回复率可能是因为 Ad-SMPU 中交联结构金刚烷基元含量低造成的。 

关键词：聚氨酯；金刚烷；化学交联；热响应；形状记忆效应 

DP12 

PBA 在取向 PBS 基底上的附生结晶行为 

高治进，王海军*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本文主要使用示差扫描量热仪（DSC）、偏光显微镜（POM）、拉曼光谱仪（Raman）和二维 X-射线衍射仪（WAXD）

等分析手段，研究了聚丁二酸丁二酯（PBS）/聚己二酸丁二酯（PBA）共混物在剪切场中的结晶温度、结晶形态以

及晶体结构的变化规律，同时也对 PBA 在取向 PBS 基底上的附生结晶晶体的晶型结构及形态做出了研究，并对 PBA

与取向 PBS 基底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在附生结晶时还是在共混体系中，取向的 PBS 基底对

PBA 晶体都有着强烈的异相成核作用，其中 PBA 在 PBS 取向基底上附生结晶并形成高度取向且尺寸较小的晶体，

且 PBA 在取向 PBS 基底上附生结晶时均生成其 α 相晶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诱导作用不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由

于 PBA 的 α 相晶体比其 β 相晶体具有更高的热力学稳定性和更快的降解速率，因此研究结果对于制备综合性能优异

的 PBA 复合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聚己二酸丁二酯；附生结晶；剪切；共混物 

DP13 

高强度高韧性绿色多级复合纤维 

郭凤云，王女，赵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100191 

随着人们保护环境和健康意识的提升，绿色复合材料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自然界中的植物纤维属于

天然无公害材料，产量高、环境友好且绿色可再生，但往往被人忽视甚至废弃。其中，绿色单根纤维，作为制备高

强度复合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力学性能对于材料的实际生产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本实验以椰纤维为基础材料，

通过调节纤维素裸漏状态、碱以及聚乙烯醇（PVA）探究其对复合材料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纤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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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降低，以及 NaOH 和 PVA 的后处理，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本实验所制备了轻质高强高

韧单根绿色复合纤维，其增强机制主要涉及物理机械互锁，化学交联、分子相互作用。该纤维所具有的轻质高强这

一特征使之在航空航天，纺织品以及汽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绿色纤维；多级结构；纤维素；聚乙烯醇；力学增强 

 

DP14 

基于 yolk-shell 结构单元三维有序大孔功能聚合物的制备及其级联催化作用 

郭迎春，张旭*，王小梅 

河北工业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天津 300130 

近年来，级联反应因具有节约时间和能量、优化操作过程、强化化学反应的优点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

于多功能催化剂（Multifunctional catalysts）的内部区域具有不同的催化活性位点，从而更有效的实现级联反应。本

研究提出一种合理的方法制备出基于 yolk-shell 结构单元三维有序大孔分级结构（YS-3DOM）。该分级结构中同时拥

有两种不相容基团，磺酸基位于可移动的交联聚苯乙烯（CLPS）微球表面，而氨基位于 3DOM 骨架。该材料集 3DOM

结构和 yolk-shell 结构于一体，具有较高的空隙率、多尺度有序结构的同时，具有优异的传质效率、稳定的机械性能

和易于分离回收的优势。因此，该非均相多功能催化剂在级联催化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多功能催化剂；级联反应；yolk-shell 结构；酸碱双功能 

DP15 

可控超浸润纳米纤维膜在有机混合液体分离中的应用 

侯兰兰，王女，赵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荷叶表面的微纳结构和蜡状物质的存在是表面超疏水的关键，改变材料的表面结构和调节材料表面能可以制备

出一系列特殊浸润性材料。近年来超疏水材料在选择性油水分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外对有机混合液体处理的

迫切需要同样是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及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课题。与油水体系较大的表面张力差相比，有机

混合液体的表面张力差更小。本工作我们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聚偏氟乙烯-合-六氟丙烯（PVDF-HFP）高分子纳米纤

维膜，通过利用低表面能的氟硅烷对聚合物纤维膜的表面能进行调节，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不同表面能的纤维膜材料。

经过精确调控使纤维膜的表面能恰好处于待分离的两相混合液体的表面张力之间，可以用于不同表面张力范围内有

机混合液体的分离以及传统油水混合物的分离。结果显示该复合纤维膜对有机液体混合物具有优异的分离能力，对

有机液体混合物的分离效率达 98%以上。我们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接触角测量仪对材料的表面形貌和浸润性进行

了表征。 

关键词：浸润性；混合液体分离；表面张力；纳米纤维；静电纺丝 

DP16 

磺酰基杯[4]芳烃官能化的纳米纤维膜用于 Tb3+的去除及其光致发光性能的研究 

华韦康，王敏，李霈云，王雪芬*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本研究结合了磺酰基杯[4]芳烃对稀土金属离子 Tb3+的络合能力和静电纺纳米纤维优异的灵活性、加工性，通过

静电自组装成功制备出了磺酰基杯[4]芳烃官能化的微纳结构胺化聚丙烯腈（APAN）纳米纤维膜用于 Tb3+的有效去

除。我们详细地探究了一系列影响因素诸如溶液 pH、溶液浓度、膜的添加量、吸附时间以及干扰离子对磺酰基杯[4]

芳烃官能化的纳米纤维吸附 Tb3+的影响。制备的复合膜表现出了对 Tb3+优异的吸附性能，pH=5.0 时，对 Tb3+的吸

附量高达 118.79mg/g，这主要归结于纤维膜上负载的磺酰基杯[4]芳烃对于 Tb3+的吸附。吸附数据更好地符合朗格缪

尔等温模型和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有趣地是，吸附了 Tb3+的磺酰基杯[4]芳烃官能化纳米纤维在 254nm 紫外光辐照下

发出强烈的绿色荧光，具有良好的光致发光性能。 

关键词：磺酰基杯[4]芳烃；胺化聚丙烯腈；纳米纤维膜；光致发光 

DP17 

序列可控瓶刷状聚合物的合成 

黄维，马红卫*，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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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瓶刷状聚合物具有特殊的拓扑结构，是高分子化学以及物理研究中非常重要模板的高分子，但当前研究中对侧

链序列分布如何影响性能鲜有报道。本文以硅氢（SiH）功能基团取代的 1,1-二苯基乙烯（DPE）衍生物(DPE-SiH)

与苯乙烯进行活性阴离子聚合，采用定时取样方法确定了 SiH 基团在共聚物链中的序列分布。并在此研究基础上，

设计合成了三种链中含等数量 SiH 基团，序列结构分别为渐变、串联以及对称的共聚物主链。进一步将三种主链与

末端炔基功能化聚苯乙烯侧链进行高效硅氢加成反应（加成效率>97%），成功合成了三种序列结构不同的瓶刷状聚

合物。实现了瓶刷状结构支化点的序列分布调控，建立了精准、高效制备序列结构明确的瓶刷状聚合物的合成方法。 

关键词：活性阴离子聚合；序列可控；硅氢加成；瓶刷状聚合物 

DP18 

热拉伸处理过程中温度对聚苯二甲先对苯二胺（PPTA）纤维分子结构的影响 

孔海娟*，余木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PPTA 纤维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耐高温等优良性能，作为增强材料应用在航空、航天及其国民经济建设中。本文

研究热拉伸处理不同温度下得到的纤维中分子链间氢键的变化及对其力学性能影响。发现随着温度的升高，纤维的

拉伸强度和比浓对数黏度降低，而在加热外力作用下，分子链进一步规整排列，分子间氢键作用力增加，分子内自

由氢键含量增加，-NH2 的含量却增加，说明在热处理过程中造成分子链的断裂使其拉伸强度降低。 

关键词：PPTA 纤维；热拉伸处理；分子间氢键；拉伸强度 

DP19 

含 POSS-PDMAEMA-b-PSBMA 两亲性涂层的防雾/防覆冰性能 

李川，李晓晖，任丽霞，赵蕴慧，袁晓燕*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材料复合与功能化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50 

为解决透明基材表面防雾/防覆冰问题，我们针对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OSS-PDMAEMA-b-PSBMA 与二甲基丙烯

酸乙二醇酯经紫外光作用形成的半互穿网络(SIPN)涂层进行了研究。基于原子转移自由基活性/可控聚合方法合成了

含有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的嵌段共聚物，精确控制共聚物的组成，探究 POSS 及温敏性吸湿嵌段组成对防

雾/防覆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亲水性 PDMAEMA-b-PSBMA 能够与水分子作用形成氢键，从而促使水分子在涂

层表面快速均匀分散；具有低表面能的 POSS 在成膜过程中可迁移至涂层表面，赋予表面一定的疏水性能。嵌段共

聚物中具有低临界溶解温度性质的 PDMAEMA 和具有高临界溶解温度性质的 PSBMA 能够促进涂层快速吸收水分

子，从而增强涂层的防雾性能。聚集于涂层表面的 POSS 基团和分布于其间的亲水组成所形成的表面，遇水后能够

形成一层自润滑层，从而赋予涂层良好的防覆冰性能。 

关键词：两亲性涂层；SIPN；POSS；防雾；防覆冰 

DP20 

高耐热含氟可溶性聚芳酰胺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李华，黄孝华*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有色金属及材料加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本论文以 4-三氟甲硫基苯甲醛和 4-硝基苯乙酮为原料，采用两步反应合成含吡啶及三氟甲硫基非共面结构新型

二胺单体：4-（4-三氟甲硫基）-2,6-二（4-氨基苯基）吡啶（FTAP），通过 FT-IR、NMR 和 MS 等分析手段对二胺单

体结构进行表征。将 FTAP 分别与 1,4-萘二甲酸（NDA）、4,4-二苯醚二甲酸（CPBA）及对苯二甲酸（PTA）三种二

酸，通过 Yamazaki 膦酰化法反应得到了一系列新型可溶性聚酰胺 PA。采用 FT-IR、1H-NMR、DSC、TGA 等分析方

法对聚合物结构和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聚酰胺在常温下具有较好的溶解性能，不仅能溶解在 NMP、DMF、DMAc

等高沸点有机溶剂中，甚至在加热条件下能溶解于低沸点溶剂 THF、CHCl3 中。聚酰胺还呈现出了优异的热稳定性，

其玻璃化转变温度（Tg）范围为 285 ℃ ~ 325 ℃；在氮气中T5％和T10%的温度范围分别为396 ℃ ~ 435 ℃和430 ℃ 

~ 490 ℃，残炭率都在 70%以上。 

关键词：聚酰胺；溶解性；耐热性；吡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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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21 

含有环状偶氮苯的双重响应性聚合物囊泡的制备及其在结肠疾病治疗领域的潜在应用 

李立山，陆金杰，孟凤华，张正彪，周年琛*，朱秀林 

苏州大学，江苏苏州 215000 

我们通过 ATRP 法成功制备了侧链分别悬挂环状偶氮苯结构和线性偶氮苯结构的两亲性聚合物

PEG45-b-PCAzo17 和 PEG45-b-PLAzo19。两种聚合物均都可以在 pH 为 7.4 的 PB 溶液中组装成囊泡结构,并展现出对

紫外可见光和还原剂双重响应行为,尤其是 PEG45-b-PCAzo17 显示出更加优异的光响应性。我们进一步尝试将这两种

聚合物应用到生物领域,发现两者均可以有效地包载常见疏水性荧光分子 Nile Red 和 DOX，但环状偶氮苯的聚合物囊

泡包载 Nile Red 的能力更强。紫外光与可见光交替照射结果显示，环状偶氮苯的聚合物囊泡释放和再包载荧光分子

的可逆性更加突出。当使用 Na2S2O4 触发 DOX 释放，PEG45-b-PCAzo17 囊泡比其线性 PEG45-b-PLAzo19 具有更快

的释放速率以及更高的药物释放量。鉴于 Na2S2O4 可以模仿人体结肠内偶氮还原酶，我们认为所制备的侧链悬挂环

状偶氮苯的两亲性聚合物在结肠疾病治疗方面具有潜在应用前景。 

关键词：环状偶氮苯；两亲性聚合物；光/还原响应性；肠疾病治疗 

DP22 

形状记忆模型网络高分子的仿生构建及其性能 

李兴建* 

浙江大学，杭州 310027 

设计精确可控的聚合物网络结构，将理想的材料性能集成到单一网络中是一个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受水母结构

和功能关系的启发，采用光催化的步增长巯基-降冰片烯点击化学，设计、构建了具有可控结构的聚 D, L-丙交酯形状

记忆模型网络。由于这个网络中开关相和网点的均匀分布，该单一网络展现了狭窄的玻璃化转变范围、完美的形状

固定和回复、快速的响应速度、优异的形状记忆循环性能和机械性能。和目前的形状记忆聚合物相比，大大提高了

形状记忆回复的精度。这种具有优异综合性能的可降解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在生物医用领域作为微创手术器件具有

极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形状记忆高分子；形状记忆模型网络；巯基-降冰片烯光聚合 

DP23 

微注塑成型高密度聚乙烯的结构及其在拉伸过程中的结构演化 

廖涛，姜志勇，门永锋*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使用微注塑机将高密度聚乙烯成型成哑铃状样条，利用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扫描广角 X 射线衍射（WAXD），

拉伸测试和原位同步 WAXD 实验对样条的结构及其结构演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对样条整体上用 SAXS 和 WAXD 表

征，结果都显示样品沿着流动方向有着一定的预取向。把样条沿流动方向切开两边，留下中间部分，用 WAXD 沿厚

度方向扫描，结果表明样品有着典型的“皮芯”结构，各层都有着一定的取向，且皮层的取向度大于芯层的，这是因为

皮层所受的剪切作用强于芯层。对样条做拉伸测试，得到的真应力-应变曲线表明样品在拉伸时经历了屈服，成颈直

至断裂的过程。成颈现象不是很明显，因为样品有着预取向。样品最终在中间部分断裂，因为皮层的取向度高于芯

层，皮层首先断裂，芯层随后断裂，整体上样品的强度减小了。使用原位同步 WAXD 探究样品拉伸过程中的结构演

变，结果表明，样品在拉伸过程中取向度进一步增大，且几乎随应变线性增加。垂直于 110 晶面的晶块大小随应变

减小，暗示着在拉伸过程中晶体发生了破碎。 

关键词：微注塑成型；高密度聚乙烯；结构；结构演化 

DP24 

丙烯酸酯类单体的不同加入方式对水性聚氨酯形态与性能的影响 

林荣茜，张杨*，史玥，周超，杨海东，李勃润 

长春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长春 130012 

以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聚四氢呋喃醚二醇(PTMG)，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1，4-丁二醇(1,4-BDO)，

双羟甲基丙酸(DMPA），丙烯酸丁酯（BA），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为主要原料，合成了一系列含有有机硅的 WPUA

复合乳液，保证 PU 与 PA 质量比一致为 60/40，探讨了 PA 的不同加入方式对 WPUA 复合乳液及涂膜性能的影响。

通过 TEM 观察粒子形貌，SEM 观察相分离程度，应用 FT-IR 对其结构进行表征。利用加入接枝剂 HEMA 以及 TD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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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加单体和单体预溶胀 3 种方式合成出了核-壳型，反相核壳型和 IPN 型的 WPUA 复合乳液粒子。研究结果表明所合

成的具有核壳结构的 WPUA，其拉伸强度较大，断裂伸长率较低。改变丙烯酸酯类单体不同加入方式对硅迁移影响，

进而对膜表面疏水性能产生影响。加入硅后，胶膜出现相分离，SEM 结果显示 IPN 型涂膜相分离大，表面疏水性好，

吸水率小。 

关键词：WPUA 复合乳液；相分离；性能 

DP25 

近红外光修复聚氨酯/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研究 

林长红 a, b，刘向东 a, *1，许少斌 a, b，纪凡策 a, b，董莉 a, b，周妍 a, b，杨宇明 a, *2 

a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b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80 

利用石墨烯增强自修复材料的机械性能，并且利用石墨烯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和转换能力提高体系的修复效率。

然而由于石墨烯与树脂基体之间较弱的相互作用以及树脂基体在石墨烯表面润湿困难，导致石墨烯在树脂中难以均

匀分散，无法制备出理想的石墨烯增强材料。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介绍了聚氨酯/还原氧化石墨烯(PU-EDM/r-mGO)

复合材料，聚氨酯链段通过 Diels-Alder 反应交联，GO 改性后再还原促进 r-mGO 在聚合物基质中的分散，利用近红

外光辐照可以修复局部损伤而不影响材料其他部位。r-mGO 作为 NIR 吸收剂吸收能量，并将能量转换成热能，导致

复合材料温度快速升高，聚合物链段熔融扩散，重新恢复链段之间缠结和化学交联，最终复合材料在 NIR 辐照下快

速有效修复损伤部位。 

关键词：还原氧化石墨烯；Diels-Alder 反应；NIR 辐照；自修复 

DP26 

硅泡沫伽马辐射剂量率效应初步研究 

刘波*，黄玮，陈洪兵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绵阳 621900 

硅泡沫材料是聚硅氧烷通过特殊的发泡工艺制成的，其密度低、比模量、比强度优良，在航空航天、核电站等

重要设备的防护及结构内部填充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上述低剂量率环境中材料的辐照老化效应相当显著，

而通常采用的剂量率加速老化实验难以反映出实际的老化程度。我们采用了在系列剂量率辐照相同剂量的方法，对

比研究了高低剂量率辐照以及辐照气氛对硅泡沫材料结构性能的影响，如力学性能、交联密度、辐解产物等。随着

辐照剂量增加，材料的断裂伸长率大幅下降，空气辐照下辐解气体产量增加，上述变化在较低剂量率下尤其明显。

相同剂量辐照时，随剂量率下降交联密度的增加和辐解产物分子量的下降，表明反应程度对剂量率变化更加敏感，

并引起相应力学性能的变化。该结果不仅显示出评估辐照环境下材料性能时所采用剂量率的重要性，并提示从高剂

量率到低剂量率寿命预测的风险，而且指出剂量率与其他条件如辐照气氛共同作用下影响的复杂性。 

关键词：硅泡沫；伽马辐照；剂量率效应；气氛 

DP27 

温敏树枝化聚合物双网络智能水凝胶 

刘洁，张夏聪，李文*，张阿方 

上海大学高分子材料系，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200444 

近年来，采用动态键联方式构筑智能型双网络水凝胶吸引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不仅赋予其智能响应性能同时弥

补了传统凝胶软而脆的缺点，使水凝胶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在生物医药和传感器等方向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烷

氧醚树枝化聚合物是一类新型的智能大尺度聚合物，兼具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优异的温敏行为。本课题采用双网络

水凝胶思路，将烷氧醚树枝化共聚物（PGA）与交联剂（PEG-DA）通过席夫碱反应形成的树枝化聚合物凝胶网络

（SN-PGA）和丙烯酰胺单体（AAm）与 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BAAm）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形成的聚丙烯酰胺

凝胶网络（SN-PAAm）相结合，经冷冻法制备凝胶手段，构筑了一类新型的智能双网络多孔水凝胶。通过研究不同

成胶方法（两步法和一锅法）和不同组分含量的比例对双网络凝胶的力学和温敏性能影响，最终得到了兼具优异温

度响应行为、良好力学性能以及大孔径结构的智能双网络水凝胶（DN-PAAm/PGA）。 

关键词：树枝化聚合物；双网络水凝胶；动态键联；温敏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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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28 

智能响应性石墨烯基分离膜 

刘敬崇 1，王女 1, *，赵勇 1, *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0 

石墨烯分离膜作为非传统膜材料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近期受到广泛的关注。石墨烯膜中层层堆叠的纳

米片为水流体低摩擦通过提供了二维毛细通道，且其丰富的含氧官能团网络有利于客体分子的修饰或复合。本文探

讨基于石墨烯的复合膜在外场刺激下的分离性能，并对其制备条件及其分离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所制备的石

墨烯基复合膜具有刺激响应性，可通过改变外界刺激实现不同物质的可控分离。 

关键词：石墨烯；智能响应；分离膜；可控分离 

DP29 

单轴拉应力对高密度聚乙烯光氧老化的多重影响 

刘强，杨姮，赵锦灿，吕亚栋，黄亚江*，孔米秋，李光宪*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610065 

本文研究了不同温度下高密度聚乙烯（HDPE）在不同单轴拉应力水平和不同老化时间的光氧老化行为。发现应

力对 HDPE 的光氧老化速率的影响不是单调的（即简单的加速或者抑制老化），而是随着老化时间和老化温度的变化

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温下，高应力和合适的老化时间有利于抑制 HDPE 的光氧降解；但是，随着老化温度的升高，

应力逐渐转化为加速 HDPE 的光氧老化，这是由于无定形区反应物质运动能力的加强，导致快速氧化破坏。微观分

析表明，应力的加速或者抑制老化作用与光氧老化过程中材料的聚集态以及表面形貌的相互作用有关。无定形区在

拉应力作用下形成的较高的取向与紧密的链堆砌结构与氧化破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表面裂纹的发展又影

响着应力传递进而影响聚集态结构，导致了应力在不同老化条件下（应力水平下，老化时间，老化温度）对 HDPE

老化扮演了多重角色。 

关键词：高密度聚乙烯（HDPE）；光氧老化；应力；老化温度；老化时间 

DP30 

不同侧基含醚半芳香族聚酰胺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龙家伟，沈聃，史小慧，李映明，陈力*，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成都 610064 

本文利用不同二酚结构的化合物与二氟苯甲酰胺通过亲和取代反应制备了一系列不同侧基的含醚半芳香族聚酰

胺。利用凝胶色谱仪（GPC），N,N-二甲基甲酰胺（DMF）作为洗脱剂，测试了其数均分子量和重均分子量以及分子

量分布范围在 1.18~ 1.55，通过差示量热扫描（DSC）测试研究其玻璃化转变温度在 133~ 157 ℃之间；机械性能测

试结果表明，芳香族侧基的半芳香族聚酰胺的具有优异的拉伸强度，能够到达 76.7 MPa，比杜邦商品化半芳香族聚

酰胺（HTN）的拉伸强度更优。结果显示，侧基为苯基的含醚半芳香族聚酰胺综合性能最优。 

关键词：半芳香族聚酰胺；玻璃化转变温度；力学性能 

DP31 

PVC/超支化聚酯中空纤维复合膜的制备及其染料脱除性能 

邱泽霖，林春儿，袁佳佳，沈宇杰，朱宝库*，朱利平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27 

为了制备一种既有高通量，又有很好的染料/盐混合物分离性能的复合膜，超支化聚酯（HPE）作为一种反应型

的大分子单体通过和戊二醛（GA）的一步缩醛反应成功地在聚氯乙烯超滤膜（PVC-UF）表面形成了交联的 HPE 皮

层。制得的膜的结构和形貌用 ATR-FTIR、FESEM、表面 zeta 电位和 CA 来表征。GA 浓度和热处理时间对膜性能的

影响通过对日落黄（SY）的截留和通量来评价。当 GA 浓度为 3.0 wt%，热处理时间为 2.0 h 时，得到的 HPE-M5 膜

对 SY 的截留可达 96.4%，0.4 MPa 下通量可达 237.6 L m-2 h-1。在 0.1 MPa 下反冲 30 min 后，膜对 SY 的截留和通

量可基本恢复到原有水平。另外，通过对不同染料和盐的截留性能来研究它的分离机理。由于在短期测试中表现出

的良好的稳定性，且能进行反冲处理，制得的中空纤维复合膜有望在工业上用于染料纯化。 

关键词：超支化聚酯；中空纤维膜；染料纯化；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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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32 

基于超声波在线监测固化过程的方法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预测 

任亮 2，赵瑾朝 1*，黄乐平 2 

1.武汉纺织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生物质纤维及生态染整”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430200； 

  2. 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200 

复合材料内部存在多组分、多尺度结构，对其固化成型工艺的表征和成型过程中材料性能的预测十分困难，实

时监测复合材料成型过程中填料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与界面形态是其中的关键及难点。本研究以环氧树脂、环氧

树脂/未处理多壁碳纳米管、环氧树脂/氧化石墨烯@多壁碳纳米管为研究对象，采用超声波在线监测法实时获取了不

同体系固化过程中损耗角正切值 tanδ 的变化，根据 tanδ 与填料和树脂基体界面结合力之间的关系，结合复合材料断

面形貌分析和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氧化石墨烯@多壁碳纳米管在环氧树脂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界面结合力优于未

处理多壁碳纳米管，环氧树脂/氧化石墨烯@多壁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更高。这一结果揭示了纳米填料在环

氧树脂基体中分散性及界面结合力与材料力学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验证了超声波在线监测固化过程方法预测环

氧基纳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超声波；在线监测；固化过程；损耗角正切；力学性能 

DP33 

含氮类磺化聚醚醚酮湿敏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邵值，赵成吉*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130012 

湿度人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湿度传感器因其能在在不同环境下检测到相对湿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当湿度环境发生变化时，水分子和湿度敏感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湿度设备的电容和电阻发生改变，我们通过

使用这种特性来测量湿度。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传感材料已经被开发出来，例如陶瓷、半导体和高分子材料。其

中，聚醚醚酮(PEEK)作为一种优秀的工程聚合物，因其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和出色的机械性能等优良性能，受到广泛

关注。磺化聚醚醚酮（SPEEK）因为磺酸基的传导特性而应用于湿敏领域。然而，大部分功能化的 PEEK 都呈现较

大的湿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含氮聚醚醚酮（SNPEEK），由核磁共振氢谱确定其化学结构。

SNPEEK-Xs 的阻抗在很大范围内发生了变化(107-102Ω)。同时，SNPEEK-Xs 具有非常小的湿滞。所有的结果都显示

了 SNPEEK-Xs 有潜力应用于湿敏材料。 

关键词：湿敏；聚醚醚酮；低湿滞 

DP34 

PGMA 微球的制备 

宋立岛，黄慈，王傲，游力军* 

福州大学生物和医药技术研究院，福建 350002 

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PGMA）微球是一种富含环氧基的功能高分子材料，既具备特定的物理结构，又有

良好的化学反应性能。为了制备单分散尺寸均一的 PGMA 微球，采用单因素法研究了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用量，

不同乙醇与水比例（醇水比）的溶剂，偶氮二异丁腈（AIBN）用量三个因素对 PGMA 微球的影响，并成功制备了

0.8 ～ 5 μm 的 PGMA 微球。微球表面光滑，无粘连，适合进一步的荧光、拉曼标签分子的添加和表面修饰。 

关键词：PGMA；微球 

DP35 

利用 AIE 荧光探针区分嵌段共聚物与高分子共混物 

宋泽华，高龙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北京 100191 

近年来，嵌段共聚物（block copolymers）和高分子共混物（polymer blends）都被大量研究与使用。尽管二者存

在本质上的不同，区分嵌段共聚物和高分子共混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此，我们第一次通过简单掺杂少量的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性质（AIE）的荧光分子，提供一种可视化将二者区分的技术。将四苯基乙烯（TPE）掺杂进入嵌

段共聚物聚苯乙烯-b-聚乳酸（PS-b-PLA）与高分子共混物聚苯乙烯/聚乳酸（PS/PLA）中，TPE 将选择性地进入 PS

微区， TPE 的外围苯环的运动将会受到 PS 分子链运动的影响。在嵌段共聚物 PS-b-PLA 中 PS 与 PLA 链段通过化学

键连接，PLA 链段的运动会影响 PS 的运动，因此 TPE 的荧光会受到 PS 与 PLA 的影响。然而在高分子共混物 PS/PLA

中，PS 与 PLA 的分子链之间没有关联，故只有 PS 分子链可以影响 TPE 的荧光。这种可视化的方法将会为监测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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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大分子结构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高分子共混物；聚集诱导发光 

DP36 

一种可控荷电大纳米孔膜材料的制备方法 

孙创超，周名勇，邱泽霖，张音，银雪，朱宝库*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8 号 310027 

拥有可控荷电特征和适宜纳米孔的膜材料由于其在特定膜分离过程中的巨大潜力而备受关注。本工作中，我们

通过了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实现了这样的膜材料制备。首先，我们合成了 PVC 基接枝型两亲荷电聚合物（GACPs）。

然后把 GACPs 作为膜材料添加剂，结合非溶剂诱导相转化的方法来制备初始荷电膜。最后再通过短时间非溶剂退火

的方法使得膜材料具有比较合适的纳米孔。利用扫描电镜图像分析和 PEG 截留实验的测试结果，我们能观察到热退

火前后，膜的孔径从 10 nm 缩小到 3 nm。此外，zeta 电位和孔径分布结果表明了可控荷电膜的成功制备以及荷电导

致的孔径些微变化。最终，这个方法的有效性体现在对于硫酸钠截留从 20%到 80%明显的增长。这或许能够开辟膜

材料在疏松纳滤应用中的新道路，使得疏松纳滤能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关键词：可控荷电；大纳米孔；GACPs；非溶剂退火 

DP37 

胶束间隔层在层层自组装制备荧光微球的作用:同时实现荧光增强及表面反应点的引入 

孙丽娟，刘江心，邱钿，范丽娟*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近年来，荧光微球被广泛应用于基于悬浮阵列技术（如流式细胞仪和微流控装置）的污染物检测、生物医学研

究和临床诊断等领域。因此，发展多种制备荧光微球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课题组原来制备聚对亚苯基亚

乙烯（PPV）荧光微球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荧光微球制备方法，我们利用层层自组装技术将表面带羧基

的两嵌段共聚物聚丙烯酸-苯乙烯（PAA-b-PS）组装成的胶束 PSAm 作为 PPV 的间隔层引入到微球表面,由于胶束间

隔在两层 PPV 之间，有效防止了 PPV 层的荧光自淬灭以及 PAA 与 PPV 之间链穿插导致的荧光减弱，从而获得荧光

发射较强的微球；另外，胶束外围的羧基官能团也提供了生物分子反应位点。我们通过流式细胞仪的表征和带有荧

光标记的生物分子偶联反应证实了胶束的荧光增强效应和生物分子偶联功能。 

关键词：荧光微球；胶束；共轭高分子；荧光增强；层层自组装 

DP38 

锂离子电池聚丙烯阻燃隔膜的研究 

滕也，周建军*，李林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本文使用 PP 膜为基膜，将磷腈溶液涂覆于 PP 膜上，其中，磷腈可以溶于电解液中。为研究复合隔膜的阻燃性

能，我们使用微燃烧量热仪对其进行测试，分析结果可知复合隔膜具有最小的最大热释放速率，为 640.6W/g，表明

磷腈对于降低 PP 膜受热过程热释放量具有显著作用，同时，其具有最小的热释放容量，为 616 J·g-1·K-1，表明磷腈

的添加使得 PP 膜具有更低的可燃性；为了确定复合隔膜所装电池的循环性能，对其进行充放电循环 100 次测试，放

电比容量仍能保持在 131.2mAh/g，并且倍率性能与 PP 膜相近；在复合隔膜浸润性方面，通过接触角测试可知电解

液在复合隔膜和 PP 膜上的接触角分别为 55.6°和 56.3°，此外，复合隔膜及 PP 膜浸入电解液的分解电压相近，表明

磷腈复合在 PP 膜上对其浸润性和分解电压没有负面影响。因此，制得的复合隔膜能够使锂离子电池具有较高的阻燃

性，且不影响锂离子电池的其他性能。 

关键词：磷腈；聚丙烯；锂离子电池隔膜；阻燃 

DP39 

间规聚甲氧基苯乙烯晶体结构解析 
王海 1，刘东涛 1，崔冬梅 1，门永锋 1,*，田代孝二 2,*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22 
2 丰田工业大学极限高分子材料研究室，名古屋，4688511 

间规聚甲氧基苯乙烯（Syndiotactic polymethoxystyrene，sPMOS）是具有间规聚苯乙烯碳骨架，且苯环的临（O-）、

间（M-）、对（P-）位分别被-OCH3 取代的新型高分子。为获得 O-、M-和 P-sPMOS 的晶体结构，分别测试并解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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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 sPMOS 的二维广角 X 射线衍射图样。O-sPMOS 具有单斜晶胞，晶胞参数为 a = 11.52 Å，b = 17.90 Å 和 c (fiber 

axis) = 7.72 Å，α = β = γ = 90o，可能属于 P1121/b 组群。其分子链构象与间规聚苯乙烯 δ 晶型类似。M-sPMOS 具有

斜方晶胞，a = 16.00 Å，b = 28.70 Å 和 c (f. a.) = 5.06 Å，可能属于 Pbam 组群。P-sPMOS 具有斜方晶胞，a = 16.80 Å，

b =29.00 Å 和 c (f. a.) = 5.06 Å，可能属于 Pbcm 组群。M-和 P-sPMOS 的分子链构象与间规聚苯乙烯 β 晶型相似。 

关键词：间规聚甲氧基苯乙烯；晶体结构；二维广角 X 射线衍射；分子链构象 

DP40 

机械力辅助高分子刷的去接枝效应及机理分析 

王健，Harm-anton Klok* 

Institut des Matériaux et Institut des Sciences et Ingénierie Chimiques, Laboratoire des Polymères, École 

Polytechnique Fédérale de Lausanne (EPFL), Bâtiment MXD, Station 12, CH-1015 Lausanne, Switzerland 

高分子刷基于它的功能多样性及可控性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高分子涂层，曾几何时，大多数研

究者都认为它是一种极其稳定的体系，然而随着近些年研究的深入以及 2008 年第一篇针对高分子刷在界面去接枝现

象的报道，人们开始怀疑从前假设的稳定性。从那以后针对亲水性高分子刷在水溶液中去接枝现象的报道也越来越

多，一些研究者证明了这种现象是由高分子刷与其基底连接的化学键断裂导致的，这是一种溶胀引发的机械力催化

的水解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核心的结构性参数如何影响这一过程仍然缺乏认知，而且研究的范围始终局

限在亲水高分子之中。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制备了一系列亲水高分子刷，深入研究

了诸如引发剂结构，高分子刷的分子量以及界面曲率对去接枝过程的影响，并且准确判断出断裂点发生的位置；我

们还进一步制备了疏水性高分子刷，研究并证明了这种去接枝现象在非水性溶剂中也会发生。 

关键词：机械力化学；高分子刷；界面涂层 

DP41 

等离子体放电气压对芳 III 表面浸润性能的影响 

王静 1, 时晨 1, 任航 1, 冯佳月 1, 任荣 1，陈平 1，2* 

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省先进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制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136 

2.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三束材料改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本文利用低温射频氧气等离子体处理国产芳 III 纤维表面。考察等离子体放电气压对芳 III 纤维表面性能的影响。

通过动态接触角分析（DCAA）、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别研究等离子体放电气压

对芳 III 纤维表面浸润性能、表面元素组成和表面形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纤维表面的浸润性能在不同放电气压

处理后均得到明显提高，在放电气压为 10 Pa 时，芳 III 纤维表面总的自由能由未处理时的 49.90 mJ/m2 增加到最大

值 71.54 mJ/m2。与此同时，芳 III 纤维表面的碳元素的含量由未处理时的 81.24% 下降到 77.55%, 表面氮元素的含

量由未处理时的 5.97%增加到 7.55%。表面氧元素的含量由未处理时的 12.79%增加到 14.91%。另外，纤维表面的沟

槽结构较未处理时变深变多。这些物理和化学作用均有利于提高纤维表面的浸润性能。 

关键词：芳 III；等离子体处理；表面；浸润性能；XPS 

DP42 

基于热压印方法构筑 PEO 微纳线条 

王凯旋，刘结平*，丁光柱，李敏，汪超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 235000 

关于聚合物薄膜的图案化的构筑成为高分子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怎样大面积有效方便地构筑聚合物

图案化薄膜仍然是纳米材料领域研究的一个难题。本文利用 PDMS 微纳结构模板作为复制模板,利用微纳压印技术进

行聚合物 PEO 图案化薄膜的构筑。实验表明利用这种方法在恒温条件下聚合物 PEO 薄膜能够简单有效地复制 PDMS

模板上的微纳结构的图案信息。热压印方法构筑的 PEO 薄膜周期和线宽都非常规整，没有发生坍塌，通过这种热压

印方法可以成功构筑不同微纳尺寸的聚合物图案，聚合物图案化的微纳线条表面都是具有很高的规整性。这种聚合

物微纳结构的构筑方法对相关理论研究和材料加工的应用制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PEO；微纳结构阵列；热压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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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43 

聚偏氟乙烯/聚氨酯共混物薄膜结晶结构和压电性能研究 

王素素，梁永日*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19 号 102600 

聚偏氟乙烯（PVDF）一种具有压电、铁电和热电性能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其电活性依赖于结晶结构与结晶取向。

PVDF 的晶型中，β-晶的链构象采取全反式（TTT）锯齿形构象，PVDF 链的 C-F 的偶极矩方向朝同一方向，从而在

PVDF 晶型中具有最高的极性。因此，如何控制 PVDF 的 β-晶及其结晶取向是在制备高压电、铁电性能 PVDF 材料

的关键。本研究中，研究聚氨酯（PU）的含量对 PVDF/PU 共混物薄膜的结晶结构、形貌和压电性能的影响，并利

用红外测试（FTIR）、同步辐射二维掠入射广角 X-射线散射（2D-GIWAXS）、以及压电力显微镜（PFM）方法进行

表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少量的聚氨酯（PU）利于提高 PVDF β-晶的结晶度，从而提高 PVDF 薄膜的压电性能。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共混；β-晶；压电性能 

DP44 

用于去除水中有机微污染物的交联 β-环糊精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 

王章慧，张培斌，胡帆，赵翌帆，朱利平* 

浙江大学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310027 

β-环糊精是一类无毒且价廉的环状低聚糖，可以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和一些尺寸和形状相匹配的有机微污染物形

成络合物。但 β-环糊精在水中具有一定的溶解度，因此制备不溶于水的交联 β-环糊精聚合物对于去除水中的有机微

污染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利用刚性的二氟二苯砜和 β-环糊精之间的亲核取代反应从而得到交联的 β-环

糊精聚合物。静态吸附实验表明 β-环糊精聚合物对双酚 A 的吸附较快且吸附量可达到 113 mg/g，吸附过程可以通过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和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对其进行较好的模拟，表明该吸附过程属于单层的化学吸附。环糊精聚

合物柱可以去除 99%以上的有机微污染物（双酚 A、二羟基二苯砜、羟基萘、二氯苯酚），且通过简单的乙醇过滤可

实现环糊精聚合物柱的重复利用。 

关键词：β-环糊精；有机污染物；快速吸附；高吸附量 

DP45 

具有二苯并八元环结构的新型可逆热收缩聚芳基酰胺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昭，黄玉蕙，金科，汪长春*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本课题组 2013 年首次报道了一种具有超大负热膨胀系数的聚芳基酰胺类材料，并提出其热收缩机理与二苯并八

元环（DBCOD）的船式-椅式构象变化有关，但该体系中 DBCOD 通过交联二聚形成，含量无法调控。本研究工作首

先合成含有 DBCOD 的二元酸单体，采用 Yamazaki-Higashi 缩聚反应，制备了系列具有不同 DBCOD 含量的聚芳基

酰胺。系列聚合物 5%热失重温度均高于 450°C，玻璃化转变温度在 244-261°C 之间。引入 DBCOD 后，制备所得聚

合物薄膜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呈现明显收缩，30-200°C 的平均线性收缩系数为 48.22~433.93 ppm/K。差示扫描量热、

变温红外及 DFT 理论模拟计算表明，DBCOD 椅式比扭船式构象熵更高，室温下最优构象的扭船式在高温条件下自

由能比椅式略高，随温度升高，分子易于从扭船式向椅式转变，同时，构象变化会引起 15.6%的体积收缩，具有无可

替代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可逆热收缩；聚芳基酰胺；二苯并八元环；构象变化 

DP46 

以结晶温度作为探针研究聚合物与填料的相容性 

徐春江，吕巧莲，吴德峰*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成功地制备了不同取代度（DS）的乙酰化纤维素纳米晶（aCNC），将其与聚己内酯（PCL）共混制备复合材料

以研究聚合物与填料的相容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填充未改性纤维素纳米晶（CNC）的复合材料中，由于 CNC 的

成核作用，PCL 的结晶温度（Tc）明显升高。而填充 aCNC 的复合材料中，Tc 随着 aCNC 取代度的增大而单调降低，

高取代度 aCNC 的加入甚至会导致 Tc 低于纯 PCL。通过 Flory-Huggins 参数计算，这归因于基体和填料间的相容性

提高。因此 Tc 的改变可以作为探针研究脂肪族聚酯/乙酰化纤维纳米晶复合材料的两相相容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不同取代度 aCNC 的填充可以用来控制脂肪族聚酯的结晶。 

关键词：聚己内酯；纤维素纳米晶；乙酰化改性；相容性；结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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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47 

聚叠氮缩水甘油醚/固化剂固化体系的固化行为研究 

吴书宝，姚维尚，李国平*，罗运军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低场核磁交联密度分析仪、邵氏硬度计表征了 GAP 与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异佛尔酮

二异氰酸酯（IPDI）、缩二脲多异氰酸酯（N100）三种固化剂的固化反应，获得不同异氰酸酯类固化剂的反应历程随

固化时间的变化规律，得到不同体系固化终点时间（t 终点）。拉伸测试和硬度测试得到的 t 终点有所不同，硬度法测

得结果更长；不同固化剂固化 GAP 的速率不同，N100 固化 GAP 时的速率最快，硬度增长速率为 3.9557HA/d；拉伸

测试结果表明 N100/TDI 固化 GAP 时的拉伸强度最大，为 0.99MPa；根据交联橡胶的高弹性理论以及网络缺陷修正

理论对 GAP 胶片交联网络完善程度分析表明 TDI 固化时胶片的网络结构更完善；交联密度测试显示 N100 固化 GAP

时交联密度最大，为 3.1×10-4/mol•cm-3；对比拉伸测试法和硬度法，认为硬度法对固化终点的判断更加准确，结果

显示 t 终点由短到长所对应的固化剂体系依次为：N100，8d；N100/TDI(摩尔比 7:3)，10d；N100/IPDI(摩尔比 5:5)，

19d；TDI，21d。 

关键词：异氰酸酯类固化剂；GAP；固化行为；固化终点 

DP48 

硬相区结构对端羟基丁二烯-丙烯腈共聚物基聚氨酯-脲弹性体的电性能和力学性能的

影响 

项东，梁永日*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特种弹性体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617 

本文中，我们研究了硬段含量及不同的胺类扩链剂对聚氨酯-脲（PUU）弹性体的电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影响。PUU

样品是由带有氰基极性基团的端羟基丁二烯-丙烯腈共聚物（HTBN）为软段，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和胺类扩

链剂为硬段组成，所用的胺类扩链剂包括 4,4′-二氨基二环己基甲烷（PACM），3,3′-二甲基-4,4′-二氨基二环己基甲烷

（DMDC）和甲基环己二胺（HTDA）。通过介电测试，击穿强度测试和拉伸测试表征了硬段含量和胺类扩链剂的化

学结构对 HTBN 基 PUU 的微观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硬段含量的增加 DMDC-PUU 的介电常数降

低，而击穿场强提高。然而，硬段含量对介电损耗的影响较小。不同化学结构的胺类扩链剂也影响介电常数，在相

同组成比时，HTDA-PUU 显示较高的介电常数和较高的断裂伸长率，而 PACM-PUU 显示最低的模量。不同扩链剂

对击穿场强和介电损耗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聚氨酯-脲；胺类扩链剂；介电常数 

DP49 

基于树枝状分子的氢键复合物侧链型超分子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制备及相结构的研究 1 

肖安琪，沈志豪*，范星河*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从多官能团内核出发，通过枝化基元逐步重复增长，可以形成具有高度枝化结构的树枝状三维大分子。由于其

具有单分散性的精确分子结构、大量的官能团和分子内腔而备受医学以及纳米科学等领域的关注。其中 Percec 等人

开发的芳醚树枝状分子由于合成简单、自组装能力强等特点而被广泛研究。首先我们成功合成了一种一代的树枝状

小分子（（4-3,4,5）8G1-COOH），观察了这样的树枝状液晶小分子基元的相行为和相结构的变化。而后通过溶液共混

的方法成功制备了一系列不同复合比的聚（4-乙烯基吡啶）（P4VP）与一代的树枝状小分子（（4-3,4,5）8G1-COOH）

基于氢键作用复合的超分子液晶聚合物体系，结合红外光谱（FT-IR）、DSC、小角 X 射线散射（SAXS）和广角 X 射

线衍射（WAXD）等表征手段可以系统的研究温度和复合比等因素对本体样品和相结构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超分子液晶聚合物；氢键复合物；树枝状分子；相结构 

DP50 

基于芳香型席夫碱键的本征自修复环氧树脂 

谢振华，容敏智*，章明秋* 

中山大学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环氧树脂是工业上量大面广的热固性树脂品种。环氧树脂与固化剂反应生成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固化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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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抗溶剂性和尺寸稳定性。但同时由共价键所构成的不可逆交联网络结构使得材料不溶不熔，

在材料完成使命后难以进行降解和再加工回收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及环境污染。因此，利用可逆共价键，研究新

型可自修复、可重复利用和可降解回收的环氧树脂固化物具有重要意义。芳香型席夫碱键具有热激发动态可逆特性，

将其引入环氧树脂网络分子中，可赋予材料热可逆动态自修复、可回收等特性，可提高其循环使用次数和延长服役

周期。本工作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制备了一种含芳香型席夫碱键的超支化环氧树脂。对环氧树脂的结构进行了表征，

将树脂与季戊四醇巯基丙酸酯进行固化得到了环氧树脂固化物，对材料的热性能、力学性能以及自修复性能进行了

研究。揭示了芳香型席夫碱键在环氧交联网络可逆反应和分子重排规律，研究材料自修复性能及回收特性。 

关键词：环氧树脂；席夫碱；动态可逆；自修复 

DP51 

PBAT 单轴拉伸膜对圣女果的保鲜效果研究 

徐畅，道日娜，刘梦禹，董同力嘎* 

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和浩特市 010018 

为了探讨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对圣女果的自发气调保鲜效果，从而拓宽 PBAT 的应用领域。选

取常用的聚乙烯（PE）膜材料和不加任何包装的空白组作为实验对照，于室温（25±2 ℃）和冷藏（5±2 ℃）条件下

保鲜圣女果。分别对其在贮藏期间内的包装袋内的 O2 和 CO2 的含量变化、感官评分、Vc 含量变化、失重率变化、

糖度变化和硬度变化进行测定。结果显示 PBAT 气调包装薄膜的感官评分、Vc 含量、糖度等数值均高于其他两组，

保藏期长达 45 天，明显长于 PE 组和空白组。说明 PBAT 是一种适宜于圣女果自发气调保鲜的膜材料，再加之其可

生物降解的特征，非常适宜于果蔬的包装，是一种极具开发和应用价值的果蔬包装材料。。 

关键词：圣女果；气调保鲜；聚乙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 

DP52 

奇-偶脂肪族共聚酯类质同晶行为对碳链长度依赖性研究 

于洋，魏志勇*，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高分子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辽宁大连 116024 

类质同晶是一种理想的结晶状态，它可以在不改变聚合物结晶性能的同时，通过调整共聚物的组成来调控热性

能以及机械性能。类质同晶要求共聚体系只能存在一种晶体结构，因此它是非常罕见的结晶现象。奇-偶效应对聚合

物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对奇-偶聚酯的类质同晶行为的探索却很少有研究报道。本文我们通过熔融缩聚方法

设计合成了三个系列奇-偶脂肪族聚酯聚(丁二醇戊二酸-co-壬二酸)(PBGA)，聚(己二醇戊二酸-co-壬二酸)(PHGA)与聚

(辛二醇戊二酸-co-壬二酸)(POGA)。DSC、WAXD 等实验结果表明，PHGA 表现了罕见的严格类质同晶行为。然而，

PBGA 和 POGA 聚酯处于类质同二晶体系。仅通过轻微地改变二元醇的碳链长度就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晶行为，表

明了奇-偶脂肪族共聚酯类质同晶行为对碳链长度有依赖性关系。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独特的结晶行为，我们

提出了奇-偶脂肪族聚酯共结晶模型。 

关键词：奇-偶共聚酯；类质同晶；类质同二晶 

DP53 

含氨基的磺化聚（芳基醚酮砜）掺杂氨基酸改性二氧化钛掺杂用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臧欢，王哲*，韩金龙，李名卉，罗雪妍，田雪，王蕾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省长春市延安大街 2055 号 130012 

主要探讨了在保证质子交换膜的其它性能不受损的情况下，来提高膜的质子传导率。本文采用磺化芳香型聚合

物为基体，掺入亲水性的二氧化钛粒子进行改性。首先制备了含有氨基的单体，然后引入磺化聚（芳醚酮砜）中。

并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了 TiO2，采用 3,4-二羟苯丙氨酸对其进行官能化（L-TiO2）。最后用不同含量的 L-TiO2 与聚

合物基体进行物理共混，制备了一系列的混合膜。通过 1H NMR 和 FT-IR 来对聚合物和粒子进行结构表征，SEM 观

察了膜的微观形貌。当温度为 90℃，L-TiO2 的含量达到 15%，测得掺杂膜的质子传导率高达 0.0879 s cm-1。膜的杨

氏模量从 1866.46 MPa 增加到 2270.08 MPa,以及膜的氧化稳定性从 92.16% 增加到 95.46%。经过热稳定性能的测

试，所有膜的主链断裂也均在 300℃以上。这些测试表明了我们制备的 Am-SPAEKS/L-TiO2 适用于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 

关键词：质子交换膜；二氧化钛；聚（芳醚酮砜）；氨基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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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54 

带有铂芳炔生色团的聚芳醚的制备与光物理性质研究 

张梦晗，杜垠龙，姜博涛，王贵宾*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130012 

铂芳香炔类化合物因其独特的碳碳三键结构，良好的溶解性，较高的线性透过率,在有机光电和非线性光学材料

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然而，这类有机金属化合物只能在溶液中发挥非线性吸收效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在于寻找具有良好稳定性，同时在可见光波段有高线性透光率的基体材料。本文设计合成了两种以铂芳炔为中心

的双氟单体，与 4,4’二氟二苯砜，六氟双酚 A 共聚，首次得到新型的主链中带有重金属铂和炔键的聚芳醚共聚物。

在稳态瞬态荧光和磷光光谱中，测得所制备的单体和共聚物均有磷光发射和较长的磷光寿命（>200 μs），表明存在激

发单重态 S1 至三重态 T1 的隙间跃迁过程。Z 扫描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铂炔单体化合物与共聚物均具有明显的反饱和

吸收性质，溶液浇铸所制得的固态材料不仅表现了优异的光限幅效果，并且避免了以铂炔小分子与聚合物溶液共混

的聚集现象。 

关键词：铂芳香炔；聚芳醚砜；反饱和吸收；Sonogashira 偶联；光限幅 

DP55 

硫化钠溶液膨胀裸皮的规律及对皮胶原结构与性能的影响研究 

张倩，汤克勇，刘辉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在制革过程中，浸灰可以打开胶原的部分次级键，去除胶原纤维束中的部分粘蛋白、类粘蛋白，得到分散的胶

原纤维束。该过程直接影响到皮胶原纤维的结构与性能，对后期胶原的提取、鞣制的效果及皮革的质量有很大的影

响。本文探究了硫化钠溶液对裸皮的膨胀行为、结构与性能的影响。通过控制变量法，研究了裸皮的膨胀度与反应

温度、时间及与硫化钠溶液的浓度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得出：当硫化钠溶液为 0.8%，浸灰温度为 25℃，浸灰时间

为 22h 的时候，裸皮的膨胀程度最大。同时，裸皮的膨胀度随着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和硫化钠溶液浓度的增加呈现

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采用切片扫描技术，EVG 染色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硫化钠溶液浓度的增大，裸皮中非胶原

纤维成分，如粘多糖、蛋白多糖等逐渐溶出；胶原纤维的松散程度增加。 

关键词：裸皮；浸灰；硫化钠；胶原 

DP56 

纳米纤维复合超滤膜的抗污染性研究 

张同辉，程诚，沈克，王雪芬*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膜分离技术在废水处理、食品加工、分离生物分子等各类工业中具有重要的应用。目前，膜污染现象是膜分离

处理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亲水涂层及静电纺丝制备的纳米纤维复合膜可提供渗透通量并且减少膜的污染问题。

本文制备了由静电纺丝聚丙烯腈（PAN）为支撑层，交联的聚乙烯醇（PVA）为亲水涂层的纳米纤维复合膜。通过复

合膜的形态结构及对 BSA 的过滤性能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表明，在压力约 0.1 MPa 下，预交联时间为 18 min 时，

优化的纳米纤维复合膜对蛋白质的截留率为 95.5 %，纯水通量为 290.5 L/m2h。聚磺酸甜菜碱（PSBMA）是一种表

面具有高度水合能力官能团的两性材料。将其与 PVA 共混来制备抗污染纳米纤维复合膜。经过三次周期纯水、BSA

溶液过滤循环后，PSBMA 改性的复合膜的通量恢复率最高可达到 98.5 %。以上结果表明，经 PSBMA 改性的 PVA/PAN

纳米纤维复合膜具有更好的抗污染能力。 

关键词：膜分离；聚磺酸甜菜碱；抗污染 

DP57 

基于 HBC 和 POSS 多元体的合成及自组装研究 

张伟，范星河，沈志豪*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软物质科 

学与工程中心,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本文将 HBC 和 POSS 通过共价键进行连接，研究了该分子在不同温度下的相态结构。所得到的分子通过核磁共

振氢谱和质谱表征了其结构的正确性，并且 TGA 测试显示 5%分解温度为 384 oC，表明它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DSC

测试显示在测试温度区间内只存在一个相转变。进一步通过 SAXS 测试表明，在室温时，该分子呈现为层状结构和

POSS 的结晶结构。升高温度至转变温度以上，POSS 熔融，且相态由层状相变为了六方柱状相。层状相时周期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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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nm，柱状相时柱子间距为 4.27 nm。并且，POSS 是一个具有良好抗氧等离子体刻蚀的纳米基元，利用该多元体

自组装得到的纳米结构可以制成纳米图案，用于芯片制造等行业。 

关键词：HBC；POSS；自组装；纳米图案 

DP58 

甲苯二异氰酸酯与乙二胺沉淀聚合一步法制备聚脲多孔材料及其表征 

张晓艺，李世彦，朱晓丽，姜绪宝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济南 250022 

聚合物多孔材料因其具有密度低、比表面积大、孔径可控等优点，在离子交换、水净化、医疗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本文采用 TDI 和乙二胺为单体，通过相分离成孔法在乙腈或丙酮溶剂中一步法制备了具有不同主链结构

的 PPU。用氮气吸附法和压汞法对 PPU 的孔结构进行了表征，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了聚脲的形貌。结果表明，聚

合反应进行 48 h 后 PPU 表面的伯胺基含量不再变化。与丙酮相比，以乙腈作反应介质制备的 PPU 具有更大的比表

面积和孔体积，以及更宽的孔径分布。X-射线衍射仪表征显示，由于聚脲分子链上的脲羰基与相邻分子链上的两个

-NH-基团可形成有序氢键，使聚脲中存在一定的有序结晶区域。我们将所制备的 PPU 用于吸附水中不同金属离子。

结果表明，在 Cu2+、Ni2+、Pb2+、Cd2+和 Cr3+混合溶液中，PPU 对 Cu2+和 Ni2+体现出优异的吸附选择性。并对

金属离子的吸附、解吸和重复利用能力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甲苯二异氰酸酯；乙二胺；沉淀聚合；多孔聚脲 

DP59 

依赖于单体组成的 P(DMAEMA-co-AM)水凝胶的 CO2 响应溶胀学行为 

张亚男，张慧娟*，杨彪*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北京 100048 

以甲基丙烯酸-N, N-二甲氨基乙酯（DMAEMA）和丙烯酰胺（AAm）为单体，利用过硫酸铵（APS）为引发剂，

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BIS）为交联剂，采用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制备了具有 CO2 响应性的 P(DMAEMA-co-AAm)

水凝胶，讨论了水凝胶中单体配比、交联剂用量对水凝胶响应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共聚水凝胶的响应行为具

有高度组成依赖性。通过改变水凝胶中单体的组成，可以在相同条件下观察到 CO2 刺激下水凝胶的溶胀和消溶胀现

象，目前这种现象少有报道。改变交联剂的用量会改变凝胶的平衡溶胀度但不会改变凝胶的响应性。通过傅里叶红

外光谱（FTIR），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光学视频接触角，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核磁共振光谱（NMR）等

表征手段对凝胶的结构进行了表征，分析结果表明这种转变是聚合物网络中分子内氢键和叔胺基质子化作用相互竞

争的结果。 

关键词：CO2 响应；组成依赖性；凝胶；溶胀 

DP60 

C-F 键的选择性活化及消除反应在 P(VDF-TrFE)中可控引入-CH=CH- 

张亚楠，赵益霏，谭少博，张志成*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 710049 

聚偏氟乙烯(PVDF)基聚合物的功能化改性，通常采用化学法，这是扩展氟聚合物应用领域的最经济而便捷的方

法之一。为了充实氟聚合物的改性方法，本论文成功提出了 Cu(0)催化可控自由基转移消除反应。以聚(偏氟乙烯-三

氟氯乙烯) 全氢化得到的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为原料，由 Cu(0)和 2,2’-联吡啶(Bpy)选择性活化 TrFE 单元的 C-F 键

以产生-CF2-CH*,与邻位 β-H 发生脱 HF 反应，得到主链含亲电型双键(-CH=CH-)氟聚合物。通过反应条件优化和反

应动力学模拟，表明 TrFE 单元的浓度与反应时间 t 呈现很好线性，遵循一级动力学关系；共聚物化学结构的详细表

征证实了高选择性的消去反应机理。不饱和内双键(-CH=CH-)降低聚合物结晶度而提高了铁电-顺电相转变温度。本

工作提出了一个实用性可控化学工具，将反应活性-CH=CH-基团引入氟聚合物主链上，为后续功能化改性氟聚合物

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C-F 键；活化；β-H 消除；可控；内双键 

DP61 

有机硅、氟改性水性聚氨酯乳液的制备和性能的研究 

张杨，林荣茜*，史玥，丁乙桐，周超，杨海东 

长春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以聚四氢呋喃醚二醇（PTMG）为软段，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为硬段，二羟甲基丙酸（DMPA）为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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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链剂，全氟聚醚油（E10-H）和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作为改性剂，改变 E10-H 和 PDMS 的含量合成出不同系

列的 R 值=1.2 的水性聚氨酯乳液，测试其乳胶膜的力学性能、耐水性，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SEM）其内部相

分离程度，并用傅立叶红外光谱（FT-IR）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随着有机硅、氟改性剂的增加水性聚氨酯

的耐水性明显增高，断裂强度随着有机硅、氟的增加有所提高，但断裂伸长率降低。当加入有机硅、氟后,吸水率降

低，耐水性能明显提高，但是当有机硅、氟一起加入到聚合体系时，吸水率反而下降，可能由于有机硅与有机氟迁

移的相互抑制。 

关键词：全氟聚醚油；聚二甲基硅氧烷；耐水性；力学性能；吸水率 

DP62 

TA/PEI 涂覆 PP 隔膜用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的研究 

张音，宋有志，袁佳佳，孙创超，朱利平，朱宝库*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浙江省杭州市 310027 

为满足锂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及储能领域的应用，其性能仍需进一步提高。隔膜作为锂离子电池的重要组件，

直接影响电池的循环寿命及倍率性能。目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聚烯烃微孔膜因其固有的疏水性质，严重制约高性能

锂离子电池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单宁酸（TA）和聚乙烯亚胺（PEI）作为二元涂层前体，通过层层自

组装的方法在聚丙烯隔膜（Celgard 2500）上形成亲水涂层，且不破坏其原有的孔结构。改性的隔膜具有良好的电解

液润湿性，室温离子电导率（0.95 mS cm -1）和锂离子迁移数（0.438）。使用 TA / PEI 改性隔膜的电池在 1.0C 下显

示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循环 200 次后仍然保持 90.6％的放电容量。此外，其倍率性能也显著提高。该改性方法具

有低成本，环保等优点，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备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单宁酸；聚乙烯亚胺；聚丙烯隔膜；电解液润湿性；锂离子电池 

DP63 

含动态可逆 C-ON 键的本征型自修复聚合物 

张泽平，袁婵娥，容敏智，章明秋* 

中山大学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本研究通过 C-ON 键相邻基团的空间位阻和电子效应两种途径来改变其键能，使其均裂温度在较宽温域内可控

调节；同时将该具有同步均裂/结合特性的动态键引入大分子链，在赋予聚合物自修复能力的同时，确保其在均裂温

度下不会出现因 C-ON 键完全断裂而失去承载能力。第一种途径采用过氧化苯甲酰、氮氧自由基和含不同 α 取代基

的苯乙烯衍生物反应，改变 C-ON 键周围的空间位阻，从而调节热可逆温度。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调范围较窄，而

且含这类 C-ON 键的聚合物抗氧性不佳，须在惰性气体中才能进行自修复。第二种途径采用偶氮引发剂和氮氧自由

基反应，通过 C-ON 键相邻基团吸电子作用的强弱，改变 C-ON 键的均裂温度。由于众多具有不同分解温度的偶氮引

发剂可用，因而可调范围较宽；同时，依靠电子诱导效应和 p-π、σ-p 超共轭效应等，可提高 C-ON 键热可逆过程抗

氧性，使聚合物能在空气中自修复。此外，该类动态聚合物还可热压回收和溶液降解。 

关键词：动态热可逆；烷氧基胺；本征型自修复；热压回收；溶液降解 

DP64 

基于石墨烯纤维的可穿戴非对称超级电容器 

赵景新，鲁从华*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35 号，邮编 300350 

近年来，纤维状超级电容器成为了能源存储家族的一员。它们不仅有优异的柔性，并且在轻质、柔性以及可穿

戴器件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如何提高纤维状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的同时保持其柔性是纤维状超级电容器面

临的挑战之一。本工作发展了一种简单便捷低成本的方法制备了高容量的多级铁-钴-镍三元氧化物纳米线阵列/石墨

烯纤维正极以及聚苯胺-前驱碳纳米棒/石墨烯纤维负极材料。所获得的单电极具有优异的微观结构以及电化学性能，

且有其构筑的纤维状非对称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具有 1.4 V 的操作电压，比电容达到了 61.58 mF cm−2，能量密度达

到了 16.76 μWh cm-2。此外，最优化的器件在 8000 次的循环稳定性测试后具有 87.5 %的电容保留率以及优异的柔性

性能，在 4000 次弯曲测试中，电容保留率达到了 90.9 %。 

关键词：铁-钴-镍三元氧化物纳米线阵列；柔性非对称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石墨烯纤维；碳纳米棒 

DP65 

氨基酸功能化的果胶/姜黄素胶体粒子的合成与性质研究 

赵丽曼，石彤非*，杨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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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130022 

果胶具有无毒、生物可降解、来源广泛及成本低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缓控释制剂及药物输运体系中。然而在

生理环境下，果胶的控释效果不理想。我们通过酯化反应，将 Boc-组氨酸修饰到天然果胶分子上，合成具有 pH 响

应型果胶衍生物，这种新型的果胶衍生物能够在水溶液中形成纳米尺度的胶体粒子；将姜黄素包裹到果胶衍生物胶

体内，制得了果胶衍生物-姜黄素纳米胶体粒子。我们对果胶衍生物-姜黄素纳米胶体粒子的包埋率、载药率、PH 响

应性和不同 pH 环境下的体外药物释放特性，及其粒子对 HepG2 细胞的生长的抑制和毒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Boc-组氨酸-果胶；姜黄素；药物释放；毒理 

DP66 

pH 响应双荧光水凝胶微球的构筑及在肿瘤检测方面的应用 

赵月，张川，林权*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130012 

智能响应纳米粒子可以根据环境的刺激而发生自身的物理结构或者化学性质的变化。针对传统的单一荧光响应

性探针在癌细胞成像和检测方面容易出现荧光猝灭等问题，本体系构筑具有双荧光功能且对环境 pH 有不同响应性变

化的聚合物水凝胶微观体系。通过乳液聚合法制备核/壳结构水凝胶纳米微球，并分别在核和壳组装红色和蓝色荧光

基团。这两种荧光分子对环境 pH 变化具有不同响应，使该纳米微球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呈现红色到紫色的不同荧光

颜色，获得了 pH 智能响应特性。该体系还可以区分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使其在肿瘤细胞和组织检测、生物传感、药

物缓释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智能响应；聚合物微球；荧光；检测；生物成像 

DP67 

高比表面吸附树脂的制备及在草铵膦脱色工艺上的研究 

周玥玥，孙莹莹，徐莹莹，慕峰，王春红*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所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草铵膦是一种高效、广谱、低毒、易降解的膦酸类除草剂。作为替代草甘膦的新型除草剂，其市场需求快速增

长。草铵膦的出口标准对色素有较高要求，色素不仅影响产品外观，同时长期储存时会沉淀聚集，对后续使用造成

不良影响。所以需要设计合适脱色工艺解决色素问题。吸附树脂法是依靠高分子吸附剂与吸附质的疏水作用进行物

理吸附，克服了活性炭选择性差、解吸困难问题。大孔吸附树脂孔径分布宽、比表面低、吸附性能差，需合成高比

表面吸附树脂，调控树脂孔结构使其兼具高吸附容量和好的吸附动力学性质，并改变上柱液浓度、流速、洗脱条件，

考察树脂对色素吸附能力和草铵膦保留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后交联法，选用 400%甲苯致孔，合成比表面

积高且孔径均匀的吸附树脂。以 1BV/h 速度处理 8BV，脱色率达 80%以上；用 HCl 回收草铵膦，回收率高达 99.2%；

用乙醇溶液可解吸全部色素，保证树脂的重复利用。此工艺对于脱除除草剂色素起普适作用。 

关键词：草铵膦；脱色工艺；吸附树脂 

DP68 

聚乳酸在聚丙烯腈同轴电纺纤维中结晶行为的研究 

邹淑芬，徐君庭*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高分子系 310027 

利用同轴静电纺丝工艺制备了核壳结构的左旋聚乳酸/聚丙烯腈（PLLA/PAN）同轴电纺纤维。通过透射电子显

微镜 (TEM) 观察到PLLA/PAN复合纤维具有核壳结构。利用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DSC) 测试了PLLA在PLLA/PAN

复合纤维中的结晶行为。研究发现，在非等温结晶测试中，PLLA/PAN 复合纤维的热结晶温度比 PLLA 本体要高很

多，同时其冷结晶温度比本体的要低。这说明 PLLA 在受限的条件下结晶能力反而增强了。等温结晶测试也证实了

PLLA/PAN 复合纤维的总体结晶速率比本体要快。对于 PLLA 在纳米受限空间内结晶速率增强现象的解释是：纳米

受限环境导致了晶体记忆效应的增强，从而导致总体结晶速率的加快。同时还研究了退火温度、退火时间和受限尺

寸对 PLLA/PAN 复合纤维结晶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PLLA/PAN 的结晶能力是由晶体记忆效应和受限作用这两种

竞争作用共同来决定的。 

关键词：PLLA/PAN 同轴电纺纤维；晶体记忆效应；受限作用；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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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E  高分子理论计算模拟 

EI01 

“生命”高分子物理中的一些前沿计算问题 

马余强 

南京大学 210093 

报告首先对“生命”高分子的结构组织特征和动力学行为做一简要评述，并对当前计算“生命”高分子中的若干前沿

问题做一简单总结和展望。然后利用统计物理、非线性理论及计算模拟方法，1）研究 DNA 等复杂大分子集体行为

中的熵效应；2）结合实验讨论细胞与“生命”高分子纳米材料的相互作用机制；3）从不同尺度研究“生命”活性液晶的

非平衡组织行为，分别讨论存在定态的相行为和没有定态的集体涨落行为。 

关键词：“生命”高分子 

EI02 

DNA 分子机器驱动的多级球状核酸组装 

姚东宝,肖石燕,周翔,李辉,王蓓,魏冰,梁好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球状核酸（SNA）是一种由内层的金纳米粒子和外层的寡聚核酸探针构成的双层复合物，独特的结构特征使其

同时具有内层和外层的综合性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SNA 首次被 Mirkin 等人合成以来，采用“直接连接策略”，

其被成功地用于各种可控的从一维到三维的周期性超晶格微观结构的组装中。传统 SNA 静态组装（直接连接策略）

要求 DNA 连接链与 SNA 表面的 DNA 探针严格互补，然后通过精确的温度控制完成组装，这无疑限制了将 SNA 集

成为大型循环网络并用于恒温生物分子编程的能力。 

在前期工作中，我们把基于粘性反应末端的 DNA 链替换反应设计 DNA 分子机器，实现了 SNA 的恒温催化组装，

和对碱基多样性的高效检测。在本工作中，我们采用计算机模拟，结合实验研究，基于 DNA 链替换反应设计的分子

机器，建立了两级和三级催化反应驱动的 SNA 组装。 

关键词：球状核酸；DNA 分子机器；组装；级联 

EI03 

外场调控的非平衡态高分子自组装 

许多 1,张阔 1,吕中元 1,2 

1.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非平衡态自组装是自然界（特别是生物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自组装过程中的热力学条件或弱耦合

外场（如流场、电场、磁场等）进行调控，可以获得在平衡态自组装中无法得到的一系列独特的结构。弱耦合的外

场改变了体系的自由能面，若改变外场的调控周期与强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可控制备不同的自组装结构。通过耗

散粒子动力学模拟方法，我们考虑振荡变化的粒子间相互作用或分子构型，研究了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行为，

发现了一系列独特的非平衡自组装结构。振荡周期是非平衡态自组装的重要控制因素，只有当振荡周期小于高分子

链扩散的时间尺度时，才会得到特有的组装结构。若振荡周期较长，组装结构只是在不同的平衡态结构之间不断变

化。理解这种非平衡态的自组装行为，对探索光控反应或 Belousov–Zhabotinsky (BZ)反应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可能产

生的应用，将起到重要的预测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非平衡态自组装；耗散分子动力学；两亲性嵌段聚合物 

EI04 

共聚物引导自组装的动力学调控 

张良顺,万晓敏,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快速地获得宏观有序纳米结构是共聚物应用于半导体工业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溶剂蒸气退火和区域退火是

两种典型的调控共聚物长程有序结构的动力学方法。本工作建立这两种退火方法的动力学模型，并理解和探索共聚

物引导自组装的有序行为及缺陷湮灭机制。基于动态自洽场理论，发展一种相互参数依赖于时空变化的局域退火模

型，讨论前端移动速率、墙壁选择性和相互作用参数等因素对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纳米结构有序机理和取向调节的影

响规律。当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机理由自发有序转变为模板有序或缺陷湮灭时，纳米结构有序程度显著提升。另外，

处理溶剂蒸气退火模型的移动边界问题，模拟共聚物溶液的溶剂摄入-蒸发过程，得到有序程度提升的共聚物纳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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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其它模拟方法和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关键词：引导自组装；区域退火；溶剂蒸气退火；动态自洽场理论 

EI05 

聚电解质单链在显含不良溶剂的溶液中链构象转变的模拟研究 

王朗,李宝会 

南开大学 300071 

聚电解质链在如温度，溶剂质量，或盐浓度等外部刺激下的构象变化对众多的生物和合成过程至关重要。我们

采用并行回火蒙特卡罗方法研究了聚电解质单链在显含不良溶剂的溶液中的链构象转变。对不同链长以及不同疏水

相互作用的体系，通过多直方图方法计算了链均方回转半径、有效电荷、能量、熵和比热随温度连续变化的曲线。

同时，对链构象转变进行了微正则分析，确定了构象转变的临界温度以及在临界温度时能量分布函数以及自由能曲

线。结果表明，在显含溶剂的不良溶液中温度、链长和溶剂的性质对链构象以及链构象有重要的影响，体系的能量

与熵之间的竞争以及静电能与疏水相互作用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链构象；项链构象可以稳定存在；并

且不同链珠数的项链构象之间的转变具有一级相变的特征。 

关键词：聚电解质单链；不良溶剂；并行回火蒙特卡罗模拟；链构象；显含溶剂 

EI06 

嵌段共聚物球状相：从经典相到非经典相 

李卫华 1,刘美娇 2,An-Chang Shi3 

1.复旦大学，2.浙江理工大学，3.McMaster University 

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形成的球状相是一类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纳米结构，特别是几年前实验上观察了非经典的

Frank-Kasper（FK）晶体结构（相对于经典的体心立方和面心立方），这些复杂晶体结构的形成机理激起了一系列的

理论和实验研究。在该报告中，我们首先讨论了 AB 两嵌段共聚物体系形成复杂 FK 晶体结构的机理——嵌段之间的

构象不对称性；然后，我们提出 ABn分叉拓扑结构不对称性稳定 FK 晶体结构的机理。最后，根据 FK 晶体结构的特

点——结构单元包含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相畴，我们设计了简单 AB 两嵌段共聚物二元共混体系，在很大的参数空间

内获得了稳定的 FK 晶体结构，除了 σ 和 A15，还观察到了 C14 和 C15 两种 FK 晶体结构。通过自洽场理论计算，

我们深入分析了这些复杂晶体结构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球状相；Frank-Kasper；自洽场理论 

EI07 

单链塌缩临界点附近出现核壳结构的热力学解释 

朱子霆,高欢欢,胡文兵 

南京大学 210023 

稀溶液中悬浮的高分子单链从良溶剂进入到不良溶剂时，其线团尺寸会发生剧烈塌缩，链较短时塌缩较缓。由

于这一行为与蛋白质折叠的物理机制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动力学和热力学机制已经得到了很广泛的研究。我们采用

动态蒙特卡洛分子模拟方法观察这一塌缩转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所谓的 theta 点以下附近温度区域出现核壳熔球态结

构，但其物理机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为此我们在分子模拟中比较了相同链长的环形链和线形链的塌缩转变

热力学行为，发现其基本一致，说明链端基的特殊性不是决定链长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提出了塌缩线团表面预溶

的假说，证明在较窄的温度区间内，较短的链会出现较明显的核壳结构，使得塌缩转变变缓。 

关键词：高分子溶液；单链塌缩转变；蒙特卡洛模拟 

EI08 

分子模拟研究顺式聚 1,4 丁二烯熔体剪切场下的单链分子动力学、链结构与流变学特性 

郭洪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研究高分子熔体在高剪切速率下的动力学行为和结构演化及其与宏观流变学特性的关系不仅为高效指导材料加

工与设计提供指导，也为扩展平衡态下管道模型的应用范围提供有价值参考。聚丁二烯（PB）作为产量第二大的合

成高分子材料，已被广泛用于汽车工业、电力工业等领域。近年，随着核磁共振和散射技术的发展人们已开始从分

子层面研究 PB 熔体结构-性能关系，但主要集中于平衡态或慢速流场，因此对 PB 体系在非线性区，如高速剪切下链

动力学、结构及流变性质却认识浅显。分子模拟已证明是研究缠结聚合物熔体微观结构与动力学行为的有效方法之

一，因此我们采用非平衡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不同链长（从非缠结到 2~3 个缠结长度）的 cis-1,4-PB 体系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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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剪切速率（Wi=0.1~1000）下的单链构象动力学、链取向与伸展、和稳态及瞬时流变学性质变化，阐明 PB 熔体中

单分子在非平衡动力学条件下的动力学行为及结构－非线性流变学性质关系。 

关键词：分子链动力学；剪切流；链形变；流变学性质；分子模拟 

EI09 

Periodic and aperiodic order in soft matter systems 

史安昌 

McMaster University L8S4M1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non-classical ordered phases, such as quasicrystals and the Frank-Kasper phases, 

could emerge from block copolymers as equilibrium or metastable morphologies. In my presentation, I will summarize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rogresses on this fascinating topic and discuss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关键词：phases and phase transitions 

EI10 

高密度接枝体系的理论研究 

陈仓佚 1,唐萍 1,邱枫 1,An-Chang Shi2 

1.复旦大学；2.McMaster University 

本报告中我们将以高分子刷为例，介绍高密度接枝体系的形态结构理论。高分子刷可应用于维持胶体体系的稳

定性，改善材料表面的浸润性、减小摩擦力、提高表面防污能力等。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高分子刷形态的解析

理论是由 Milner，Witten 和 Cates (MWC)于 1988 年创立。MWC 理论基于自洽场方法，未能严格考虑高分子链段之

间的体积排除作用。为此，我们应用能严格处理排除体积相互作用的密度泛函理论方法，研究高密度接枝的高分子

刷的结构和压缩行为，修正了先前高分子刷经典理论描述的偏差，并得到相关分子动力学模拟以及文献中实验结果

的证实。 

关键词：高分子刷；形态结构；自洽场；密度泛函；接枝密度 

EI11 

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中高分子链动力学模拟研究 

戴利均,朱有亮,孙昭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合物基纳米复合功能材料由具有优良力学性能的聚合物基底和分散在聚合物基底中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纳米粒

子构成，在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纳米粒子的添加会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以及可加工性等方面产生

极大的影响，尤其高含量的纳米粒子会严重降低聚合物复合材料在挤出和喷涂等工艺中的加工性能，而其物理本质

是由于纳米粒子对高分子链的动力学性质产生影响。本工作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通过建立高分子链和纳米粒子的

粗粒化模型，研究了纳米复合物熔体中高分子链在不同纳米粒子体积分数下的动力学特征。通过分析分子链上粒子

在不同时刻的位移概率分布，发现当纳米粒子的体积分数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高分子链的运动就会呈现非高斯行为。

并且纳米粒子尺寸越小，分子链运动的非高斯行为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分子链的运动特征，发现由于纳米粒子的添

加所引起的受限作用使得部分高分子链采取 Hopping 运动模式进行松弛。 

关键词：聚合物；复合材料；高分子链动力学；计算机模拟 

EI12 

DNA-金纳米粒子自组装的分子动力学研究 

汪蓉,于秋彦 

南京大学 210023 

金纳米粒子因其特殊的化学性能以及极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纳米材料和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DNA 修

饰的金纳米粒子（DNA-AuNP）的自组装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我们用分子动力学方法(MD)研究了 DNA-AuNP 体系的

自组装动力学过程并研究了各种因素对 DNA 成键性质的影响，从而得到其结晶过程的动力学和热力学。当 spacer

比 linker 长的时候，有利于 DNA 键的杂化，而 DNA 链的长度决定了体系的熔点。我们还得到了 DNA 键的寿命和活

化能，寿命主要和温度相关，而 DNA 键强度决定了活化能的大小。我们的结果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 DNA-AuNP 自

组装和结晶性质，从而有利于晶体设计和分子器件设计。 

关键词：金纳米粒子；DNA；自组装；熔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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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13 

Janus 胶体粒子的非平衡态动力学行为 

燕立唐 

清华大学 100084 

研究各向异性粒子在非平衡态下的动力学行为对于明晰其刺激响应机理，进而深入揭示胶体粒子的非平衡统计

力学原理而言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本论文介绍了本课题组对于非平衡态下 Janus 胶体粒子动力学行为的理论和模拟研

究工作，着重强调了非对称效应对粒子外场响应性以及扩散动力学的重要影响。通过多粒子碰撞动力学耦合分子动

力学的模拟方法，率先研究了 Janus 粒子在剪切场下的组装动力学行为，并借由维里展开揭示了各向异性与各向同性

粒子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细菌趋化模型，深入研究了细菌悬浮液中覆盖趋化因子的示踪粒子

的反常扩散行为，发现随着趋化因子浓度的升高，Janus 示踪粒子分别展现出耦合 Lévy 飞行与布朗振动的复合随机

行走，从而深入揭示了非对称效应对于活化体系传输动力学的重要影响。该研究对于各向异性胶体粒子非平衡态动

力学行为的理论框架建立与实验体系设计具有重要的启发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Janus 粒子；非平衡动力学；剪切；细菌悬浮液；扩散 

EI14 

短链聚合物体系相行为的理论研究 

蒋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共轭高分子被广泛应用于有机光伏材料的研究中，其发生微相分离所形成的微相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光电子

的传输效率。本工作重点研究共轭高分子形成取向有序液晶相的物理条件和性质。由于共轭高分子的主链呈现半刚

性链特征，我们采用蠕虫状链模型描述其在空间的链构象行为，同时采用 Maier-Saupe 型的相互作用势描述链段之间

的取向相互作用。为了合理描述 Isotropic-nematic 液晶相转变的一级不连续相跃迁性质，我们采用可压缩条件调节体

系在空间上的浓度涨落变化，研究其对共存相区变化的调控作用。通过该物理模型的建立，我们采用自洽场方法研

究了聚合物体系在相关体系参数变化下的 Helmholtz 自由能，并由此计算了体系在跃迁零界点附近的热力学性质。此

外，我们将计算结果与基于单链平均场方法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 

关键词：蠕虫状链；共轭高分子；自洽场 

EI15 

液滴蒸发残留物结构的 Onsager 变分理论研究 

满兴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含有非挥发性溶质的液滴干燥后，会产生丰富多样的沉积图案。对这种由溶剂蒸发诱导的高分子残留物结构的

设计和控制在喷墨打印、纳米电路印刷、微电子器件制备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虽然实验上已经报道了很多不同

的残留物结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适的对此类问题描述的理论模型。我们基于 Onsager 变分原理，提出

了包含液滴内部流体运动模式和液滴接触线运动模式的理论模型，成功预测了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非挥发性溶质在

衬底上的密度分布情况。对于两个相邻液滴，我们的研究表明液滴通过蒸汽相互作用，使得蒸发速率存在一定梯度，

导致溶质粒子的速度不再具有轴对称性，进而形成非对称的环状结构。通过控制非对称蒸发速率梯度的大小和接触

线在衬底的滑移强度，我们预测了扇形和月食形的沉积图案。理论研究还表明，可以通过调控液滴接触线与衬底的

摩擦系数以及液滴蒸发速率，来实现沉积图案连续的从“咖啡环”到“火山状”再到“山状”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沉积图案；液滴蒸发；Onsager 变分原理；接触线移动 

EO01 

多肽与细胞膜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杨恺 1,元冰 1,马余强 1, 2 

1.苏州大学，2.南京大学 

基于抗菌肽（AMP）的药物设计是解决细菌耐药性以及超级细菌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人们对于抗菌肽与膜的

相互作用机制尚缺乏清楚的认识。在本工作中，我们以蜂毒肽作为抗菌肽模型，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和实验手段，

采用不同生物膜模型和技术，在分子层次上详细研究了蜂毒肽与生物膜的界面相互作用动力学过程。研究发现，蜂

毒肽在脂双层上的初始吸附和聚集行为会导致脂膜发生剧烈的波动和局部形变；尤其是，会聚的多肽分子引发了脂

双层中外叶脂分子的抽离以及脂膜的质量损失。由此引发的生物膜脂双层不对称性将促使蜂毒肽插入膜中，之后它

对脂膜内叶脂分子的扰动会引起最终跨膜孔的形成。此外，通过对蜂毒肽进行空间微结构设计，我们进一步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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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肽分子之间的协作性对其生物膜活性的影响。这些发现将深化我们对多肽抗菌机制的了解，为开发高效低毒的新

型抗菌药物提供指导。 

关键词：抗菌肽；细胞膜；相互作用机制 

EO02 

磷脂粗粒化模型及自组装模拟 

何学浩 

天津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300350 

磷脂分子是一种典型的两亲性分子，研究磷脂分子的介观自组装对深入认识和调控两亲性分子介观胶束结构具

有重要基础价值。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发展了一种高效的隐式溶剂型粗粒化三粒子磷脂模型，粗粒化磷脂分子的力

场通过拟合实验和全原子模拟数据获得。模拟结果表明该粗粒化磷脂模型能够高效再现磷脂分子囊泡的形成过程，

其具有模拟复杂介观囊泡的结构形成和演变的能力。在此之后，我们采用该粗粒化模型成功模拟研究了多层磷脂囊

泡的熟化过程，并通过动力学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加深了复杂囊泡熟化动力学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磷脂；粗粒化模型；自组装；熟化 

EO03 

纳米粒子与细胞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的研究 

丁泓铭,马余强 

苏州大学物理学院 215006 

近些年来，纳米医学目前得到了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与传统材料相比，纳米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

使其在生物传感，细胞成像，药物输运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不过纳米材料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毒副作用（包

括对体内蛋白、基因、细胞器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应用纳米材料的时候，能够寻找到输运效率与降低毒副

作用之间的平衡。因此理解纳米材料与生物体，尤其是与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对在生物医药领域更好地利用纳米材料

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在本次报告中，我们将首先从理论模拟角度来探讨如何有效地设计纳米材料使其能够高

效地输运进入细胞中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重点讨论细胞输运过程中纳米粒子与蛋白、细胞膜间相互作用的内在

物理机制以及纳米粒子对生物大分子、细胞膜及细胞器等的影响。此外，结合最近与实验学家的合作，我们将进一

步给出纳米材料的设计新思路。最后，我们将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细胞；纳米材料；蛋白环；分子模拟；细胞实验 

EO04 

脂筏促进细胞粘附蛋白的键合 

李龙 1,胡晶磊 2,宋凡 1 

1.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2.南京大学 

细胞膜铆定蛋白之间的键合调控着细胞粘附和信号传导，对键合作用的深刻认识有助于理解细胞间通讯所驱使

的多种生理过程。脂筏作为细胞膜上富含胆甾醇和饱和磷脂的微相区，被认为是募集蛋白质分子以实现生物功能的

重要平台。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问题是脂筏如何影响细胞膜铆定给体和受体蛋白的键合平衡常数。我们采用经典的生

物膜介观模型，使用 Monte Carlo 方法研究多组分膜的粘附，发现细胞膜铆定给体和受体蛋白在脂筏上的优先分配通

过与热激发引起的细胞膜形状涨落协作而显著提高键合常数。有趣的是，键合常数甚至可以大于基底支撑膜上相同

蛋白的键合常数。与单组分细胞膜的情况相反，细胞膜的形状涨落有助于铆定给体和受体蛋白的键合。我们的研究

结果表明，真实细胞可以通过调控脂筏的性质，比如其在细胞膜上的面积分数、尺寸以及与蛋白的亲和性，来控制

粘附蛋白的键合。 

关键词：细胞粘附；脂筏；膜蛋白；特异性键合 

EO05 

剪切诱导下增容剂对聚合物共混体系相行为的影响 

陆腾,周永祥,郭洪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采用动力学模拟方法对增容剂存在下的聚合物共混体系剪切诱导相变行为进行了研究，并主要关注增容剂

刚性对微乳区相结构的影响。首先，我们绘制了静态条件下聚合物三元对称(A5/B5/A15-b-B15)共混体系相图，得到

了与文献报道一致的无序、层状、双连续微乳通道和相分离四个区域。通过对静态微乳相逐步施加剪切作用，我们

发现：1）很小的剪切作用就会使微乳通道关闭，使原本各向同性的双连续结构沿剪切方向取向；2）随剪切速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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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相转变点位置逐渐向高嵌段共聚物含量区移动；3）随剪切诱导作用的变化体系出现了取向和界面数的变化。与

此对比我们研究了 Janus 纳米棒增容体系在剪切诱导下的相变行为，并发现 Janus 纳米棒能够很好的稳定相界面，体

系并未出现取向和界面数的变化，这暗示我们嵌段共聚物在界面上构象转变可能是前述取向转变的关键因素。这些

结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界面结构与性质对相分离动力学行为影响的物理本质。 

关键词：聚合物共混体系；计算机模拟；剪切；相行为 

EO06 

Depletion 效应诱导的受限空间中胶束自组装 

张兴华 

北京交通大学 100190 

本文在实验的启发下，采用自洽场理论研究了管道中嵌段共聚物在均聚物中形成的球状胶束的相行为。理论发

现均聚物引起胶束之间，以及胶束与表面之间的 depletion 效应，这一效应导致胶束之间的凝聚，以及球状胶束在管

道上的凝聚行为。此外，实验观察到在外加压力的作用下管道中的球状胶束可以转变为柱状胶束，本文利用自洽场

理论系统地研究了管道尺寸以及压力对球状胶束-柱状胶束转变的影响。数值结果表明两个机制引起球-柱转变：（1）

压力导致管道内球状胶束密度的增加可以促使球状胶束融合为柱状胶束；（2）在管道半径小于球状胶束时具有单轴

对称性的受限条件可以促使球状胶束自发形成柱状胶束，而不需要外加压力。有趣的是胶束间的 depletion 效应改变

球-柱转变的相变界，即在柱状胶束区可能会出现球状相的再入（reentrant）现象。 

关键词：自组装；胶束；受限；depletion 应；phase reentrant 

EO07 

非平衡粒子浴下的 brush-like 链行为 

田文得 

苏州大学 215006 

研究非平衡态的 brush 行为是高分子物理中有趣且前沿的课题。该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胶体链组成的 brush 结

构，研究其在非平衡粒子浴中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我们采用具有活性物质特点的粒子，构建远离平衡态的粒子浴，

关注 brush-like 链的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为更好的体现非平衡特性，我们构建简单的两维体现进行研究。我们发现随

着驱动力增加，粒子会进入并聚集在 brush chain 的周围，粒子的分布出现纵向和横向的不均匀性。在比较大的驱动

力下，brush 链形成 bundle 结构，且 bundle 结构进行左右周期性摆动。对 brush 高度统计分析可见，brush 链被拉伸

且被推倒。倾斜度随着驱动力的增加而增大。此外，我们还发现在非平衡粒子浴中，brush 链的 Rg 和平均高度 h 和

链长 N 成很好的现象关系。进一步，我们分析了 chain 形成 bundle 并 beating 的物理机制。 

关键词：brush-like chain；non-equilibrium bath；Brownian dynamics；beating 

EO08 

两嵌段共聚物薄膜微相分离动力学过程的理论模拟研究 

赵文锋,李卫华 

复旦大学 200433 

薄膜中两嵌段共聚物微相分离形成的相结构和本体中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边界效应所导致的。利用基

于含时金兹堡朗道理论（TDGL）的元胞动力学方法（CDS）模拟两嵌段共聚物微相分离的动力学过程，研究周期性

凹槽衬底表面形貌及化学性质对微相结构的诱导作用。通过调节周期性凹槽衬底的参数，如高度、宽度以及表面相

互作用等，诱导形成大尺度有序垂直柱状结构。这表明周期性凹槽衬底可以用于制备大尺度有序柱状结构。 

关键词：两嵌段共聚物；动力学；含时金兹堡朗道理论；薄膜受限体系；周期性凹槽 

EO09 

聚电解质刷表面的摩擦系数 

廖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系统研究了聚电解质接枝表面的法向相互作用和切向相互作用，进而得到了两

个接枝表面相互摩擦时候的摩擦系数，并进一步和已知的标度理论进行了对照。我们的结果表明，在高分子聚电解

质的渗透压区，法向相互作用主要贡献来自于抗衡离子的渗透压。我们的隐含溶剂模型，虽然没有考虑溶剂的流体

力学相互作用，但是由于静电的长程相互作用，所以可以得到和标度理论相一致的结果。 

关键词：聚电解质刷摩擦系数分子动力学模拟标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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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10 

接枝两性离子聚电解质表面自清洁效应的模拟研究 

朱有亮 1,吕中元 2,孙昭艳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 

受血红细胞表面细胞膜自清洁作用的启发，近些年来人们发展了可以产生自清洁作用的两性离子聚电解质材料，

例如带有磷酸胆碱基团的 poly(2-methacryloyloxylethyl phosphorylcholine) (PMPC)。具有两性离子的 PMPC 毛刷表面

具有完全的疏油特性，不仅体现在水润湿状态下，即使在干燥状态下吸附了油污后，也可以通过水的作用，快速、

自动地去除油污。我们利用粗粒化模型，极化 MARTINI 力场和分子动力学方法，对接枝 PMPC 的表面产生自清洁效

应现象进行了模拟研究。我们在模拟中重现了 PMPC 表面产生自清洁作用的过程，从微观角度解析了自清洁作用产

生的机理。我们发现自清洁作用是由于 PMPC 分子中两性离子的超亲水性，使得水分子渗透到表面接枝的 PMPC 分

子层中，进而与两性离子发生水和作用，促使油分子与其剥离。在自清洁过程中 PMPC 的接枝长度、密度和结构都

影响材料的自清洁效率。 

关键词：分子动力学；自清洁材料；PMPC；粗粒化 

EO11 

全氟磺酸质子交换膜的计算机模拟与大数据研究 

李云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全氟磺酸基质子交换膜的质子传导率是与其应用密切相关的重要性能参数。但目前膜的组成、工艺与质子传导

率尚未建立定量联系，不能够高效地设计和制备高性能的质子交换膜。要建立组成、工艺与性能的定量联系，核心

的内容是明确质子交换膜的特征结构、结构形成机制和结构性能关系。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结合大数据手段，我

们研究了全氟磺酸中最具代表性的 Nafion 膜。通过精确建模，我们研究了膜的微相分离结构及其随膜中水含量增加

的变化规律，发现水在膜中的分布满足吸附 BET 方程。针对 Nafion 的多种含有机、无机材料掺杂的质子交换膜，不

仅对质子传导率建立了可靠的定量预测模型，而且明晰了复合材料性能指标在热力学上的体现。同时，将计算机模

拟于电镜和小角散射实验对比，首次在结构解析上实现了定量吻合，为阐述膜结构的形成机制和进一步研究膜中的

传质规律建立了基础。 

关键词：质子交换膜；分子动力学；大数据；结构性能关系；复合物 

EO12 

离聚物 Nafion 在不同水含量下的自组装结构 

陈文多,刘伦洋,李云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130022 

氟化磺酸基聚合物 Nafion 是一种典型的离聚物。受益于较高的质子传导率和较好的稳定性，Nafion 在电动汽车、

便携式电源和分散电站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在 Nafion 的水溶胀化过程中形成微相分离结构，其中氟碳主链

在熵和内能的驱动下组装成具有一定结晶度的憎水相；支链和磺酸根及其吸附的水分聚集形成亲水相；部分的氟碳

主链和醚碳支链构成中间相。该微相分离形貌已被广泛接受，但在分子水平上膜的微结构还不是很清楚。本工作通

过准确的各向异性粗粒化模型，引入 Gay-Berne (GB) 椭球势，研究了不同水含量下各向异性粒子的自组装结构，并

与结构表征实验进行定量对比。结果显示随着水含量的增加，Nafion 结构逐渐从独自的球状团簇模型（干态）向团

簇/管道模型（最大水含量）过渡，与此同时，主链形成的结晶区含量逐渐降低。 

关键词：分子动力学模拟；Nafion；各项异性粗粒化；Gay-Berne 势能；实验验证 

EO13 

电场控制纳米杆在聚合物基体中导电网络的形成 

高洋洋,张立群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当将纳米杆填料加入聚合物基体中时能有效的提高材料的导电性能。本研究目的是考察纳米杆填充聚合物纳米

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在电场作用的变化。当材料置于电场下时，纳米杆填料会发生诱导极化。一端带正电，另一端

带负电。这样纳米杆会沿着电场方向排列，同时纳米杆带不同电荷末端相互吸引而搭接在一起。材料导电性能表现

出各向异性，这与电场强度与诱导电荷大小相关。我们主要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采用典型的珠璜模型描绘聚

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一般特性。在电场作用下，纳米杆受到电场的静电力使得材料导电概率下降；而纳米杆带不同

电荷末端产生静电相互作用提高了材料导电概率。同时，材料沿着电场方向的导电概率上升，垂直于电场方向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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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概率下降。因此，材料导电概率的上升与下降取决于静电力与静电相互作用的大小。材料导电概率，静电力和静

电相互作用可以用一个半经验方程描绘。同时，材料逾渗值，静电力和静电相互作用也可以用一个半经验方程描绘。 

关键词：分子动力学模拟；纳米复合材料；电场；导电概率 

EO14 

单链高分子的自洽平均场理论研究 

王立权,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高分子构象是高分子物理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高分子所有物理性能的分子基础。但是，利用自洽平均场理论

研究单链高分子在溶剂中的构象行为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本工作发展了一种可研究良溶剂中单链高分子行

为的自洽平均场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高分子构象的质心被固定，使高分子链的平动受到限制。计算了单链高分

子在良溶剂中的均方末端距与聚合度的标度关系，发现理论结果与重整化群的预测结果基本吻合。该理论方法可以

较方便地拓展到其它溶剂条件或其它类型的单链高分子体系（如聚电解质等）。 

关键词：单链；良溶剂；自洽场理论 

EO15 

两嵌段共聚物溶液中络合生成三嵌段共聚物的自洽场研究 

付超 1,杨颖梓 1,2,3,邱枫 1,2,3 

1.复旦大学，2.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3.计算物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聚合物间的络合反应是一种常见的共聚物共混反应体系，不仅络合次级键（如氢键）影响着络合反应的产率，

溶剂和聚合物的相互作用也不容忽视。本文针对溶液中的二元嵌段共聚物 A1A2/B1B2 络合反应生成三嵌段共聚物

A1DB1 的体系，运用自洽场理论的方法，研究了次级键键能、聚合物-溶剂相互作用和络合嵌段长度等参数，对络合

反应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调节单链次级键能量或调节溶剂对反应物产生的相互作用，可精确地控制络合反应

的产率。我们以聚合物体积分数，络合物与溶剂相互作用参数和络合嵌段长度为轴作体系三维相图。相图中包含以

反应物为主的 S 相区域、以络合产物为主的 D 相区域、D 相和 S 相宏观相分离的 D/S 区域、以及溶剂与高分子宏观

相分离的 P 相区域。本工作为嵌段共聚物的络合反应体系在选择反应链段、溶剂以及反应物浓度等方面提供了理论

指导。 

关键词：共聚物；络合反应；自洽场 

EO16 

嵌段共聚物形成晶体&准晶结构的自洽场理论研究 

段超,赵明天,强宜澄,陈雷,李卫华 

复旦大学 200433 

我们课题组先前将三元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所形成的复杂球状相与离子化合物、合金等晶体结构进行类比，理论

预测了十多种二元介观晶体结构，包括 NaCl, CsCl, ZnS, AlB2, CaF2, Al2O3 等。同时利用 AB1CB2 型嵌段共聚物，我们

还得到了一序列二维柱状相结构，即从 C4,2, C5,2, C6,2, 到 C6,3。但是在之前的工作中，C6,2结构的相区非常狭窄。对

此，我们独立调节 A，C 嵌段的体积分数 fA和 fC，当 fA>fC 时可以得到较大的 C6,2 相区。由于 C5,2 和 C6,2中 A 嵌段形

成的柱的排布分别对应正十二面体准晶（dodecagonal quasicrystal, DDQC）的两个重要组成片段（σ 相和 Z 相），一个

有趣的问题便是：DDQC 是否可以在 C5,2 和 C6,2 之间稳定存在。对此，我们将使用自洽场方法研究 DDQC 在我们设

计的嵌段共聚物体系里的热力学稳定性问题。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晶体；准晶；自洽场理论 

EO17 

形成稳定穿孔层结构的 AB 型嵌段共聚物拓扑结构的设计 

姜文博,陈雷,李卫华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嵌段共聚物因其可以自组装形成一系列介观尺度下的有序结构而在诸多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不同结

构的嵌段共聚物有着不同的自组装行为。Xie 等人通过考虑不同拓扑结构的 AB 型嵌段共聚物，引入了构象不对称的

概念，同时设计出几种 ABn型嵌段共聚物，并且通过自洽场理论(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 SCFT）计算预测了其自

组装可以形成稳定的 Frank-Kasper A15 和 σ 相，为感兴趣的目标结构反向推演嵌段共聚物分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

例。如何设计 AB 型嵌段共聚物分子，形成稳定的穿孔层 (perforated lamella, PL)结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但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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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的问题。已知 AB2 嵌段共聚物可以在很窄的参数范围内形成穿孔层结构。我们通过自洽场理论计算了相关的

嵌段共聚物的相图，计算结果不仅预测了 PL 结构的稳定相区、揭示了 PL 相的稳定机制，同时为实验上获得 PL 相

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穿孔层 

EO18 

高分子片晶-无定形区界面自由能的理论研究 

严大东 1,肖弘毅 1,张兴华 2 

1.北京师范大学，2.北京交通大学 

众所周知，在高分子结晶之前分子链的刚性会大大增强。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理论依旧停留在柔性链的模型上。

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一局限。我们以蠕虫状链模型为出发点，研究了高分子片晶-无定形区的界面自由能。这

一界面自由能的主要贡献来自于高分子链形成的圈（loop）的构象贡献，是 Gibbs-Thomason 关系中以及结晶问题中

的关键参数。我们采用单链平均场方法，得到了片晶-无定形区界面高分子链构象的统计特性；进而采用王-朗道算法，

得到圈构象关于接入点间距 D 的态密度曲线 g(D)；对一系列固定的接入点间距，结合单链平均场方法给出的场能，

考虑链内及链间的各项能量，采用王-朗道算法，得到给定接入点间距的圈构象的能态密度 gD(E)；最后，我们得到随

接入点间距变化的自由能曲线 F(D)。此外，为了解决计算能态密度时采样的全面性与精确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发

展了一套修订后的王-朗道算法。 

关键词：高分子结晶；蠕虫状链；王-朗道算法；片晶-无定形区界面能；圈构象 

EO19 

聚集形态对长余辉有机室温磷光的影响 

彭谦 1,帅志刚 2 

1.中科院化学所，2.清华大学 

长余辉有机室温磷光总是依赖于其聚集形态。也就是说，室温下，有些纯有机分子/聚合物在溶液和无定形薄膜

不发磷光但其晶体发出明亮的磷光。更有甚者，晶体和薄膜下看不到磷光，而与溶剂分子形成的共晶发出强磷光。

CZ2BP 与 CHCl3 共晶就是一例。这里，我们采用动力学模拟、量子力学/分子力学及速率理论的混合方法，研究 CZ2BP

在溶液、无定型、晶体及共晶下的发光性质，揭示其发光机理。结果表明：1）分子间的静电相互作用诱导 S1
1(n,p*) 转

变为 1(p,p*); 2) 从无定型到晶体到共晶，随着静电相互作用增强，邻近 S1 的三线态中 3(n,p*) 成分逐渐增加，打开

S1®Tn 通道; T1 中 3(p,p*)成分增加，延长了磷光寿命;3）同时，共晶的强静电相互作用大大限制了 C=O 的伸缩振动,

致使无辐射跃迁从晶体到共晶减少了 4 个数量级，从而使辐射跃迁占主导，产生磷光。该机理意味着极性溶剂分子

可作为“辅助剂”实现 RTP。 

关键词：有机共晶，长余辉室温磷光；分子间静电相互作用；无辐射速率 

EO20 

基板接枝聚合物结晶行为的分子模拟研究 

聂仪晶,周志平,郝桐帆 

江苏大学材料学院 212013 

将高分子链接枝到填料或基板表面是提升材料力学性能的主要方法之一。对于结晶聚合物，由于填料或基板的

限制效应，接枝聚合物表现出与未接枝聚合物所不一样的结晶行为。我们利用动态 Monte Carlo 模拟方法研究了接枝

聚合物的特殊结晶行为。我们发现接枝密度越高，成核诱导期越短。接枝密度的增加会引起成核模式及晶体取向的

改变。界面相互作用也会影响接枝聚合物的结晶行为。对于低接枝密度体系，随着界面相互作用的增大，成核诱导

期变短，异相成核效应更加显著；对于中等接枝密度体系，成核诱导期也随着界面相互作用的增大而增大，但较强

的拥挤效应阻碍了晶粒和基板的直接接触，晶体逐渐从 flat-on 晶体转变为 edge-on 晶体；对于高接枝密度体系，由于

拥挤效应太强，其成核诱导期和晶体取向没有随着界面相互作用的增大而变化。我们还发现接枝在二维基板表面的

取向聚合物圈可以诱导体系中其它未接枝分子链结晶生长形成取向的片晶结构。 

关键词：分子模拟；接枝聚合物；结晶；晶体取向 

EO21 

流场下受限高分子动力学行为 

丁明明,石彤非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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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单分子调控技术的快速发展，流场下受限高分子动力学行为逐渐引起了高分子物理以及生物物理学界的广

泛关注。本工作利用分子动力学与格子玻尔兹曼耦合的杂化数值模拟方法系统研究了流场下高分子在复杂受限空间

中的动力学行为。模拟结果发现流场驱动高分子进入更小受限空间存在一个临界流量，即只有受限空间中的流量大

于某一临界值时，高分子才能进入更小的受限空间。此外，我们还证实存在一个负临界流量，即受限高分子可以克

服流场的阻力，逃出较小的受限空间。结合标度理论，我们系统阐释了正负临界流量的物理机制，为实现单分子的

调控提供了可靠的计算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高分子输运；高分子逃逸；临界流量 

EO22 

显含拓扑受限项的 Rouse 动力学模型 

李剑锋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通过分析高分子链在两根柱拓扑受限下的统计热力学行为，可得到拓扑受限对高分子链拉伸曲线影响的普遍规

律，发现拉伸力中除经典的熵弹力还存在拓扑电荷吸引力。我们进一步将拓扑电荷吸引力加入 Rouse 动力学方程得

到含拓扑受限项的 Rouse 动力学模型，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此拓扑受限项作用相当于改变缠结链段的摩擦系数。 

关键词：高分子缠结；Rouse 模型；拓扑受限 

EO23 

高分子熔体的缠结演化 

卢宇源 1,阮永金 1,安立佳 1,王十庆 2,王振纲 3 

1.Changchun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University of Akron 

3.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分子链缠结的表征及其在流场下的演化是近年来缠结高分子流体流变学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焦点。本工作中，

我们发展了一种新的表征静态和大形变条件下长链高分子熔体缠结演化的原始路径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 快

速启动剪切可抑制缠结点的更新速率，即抑制 CCR 效应，且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剪切抑制解缠结效应增强；（2）

如果考虑 CCR 效应，而忽略剪切抑制解缠结效应，在应力过冲点前，高分子链的缠结点几乎全部被更新，而计算机

模拟结果显示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原始缠结点；（3）在缠结演化过程中，不能忽略多链效应；（4）在快速启动剪切

停止后，高分子链并不会立即（τR 内）完全回缩，缠结点演化速率恢复到平衡状态的演化速率所需的时间大于 8τR。

进一步地，剪切抑制解缠结效应还可以帮助我们定性上理解，阶跃形变后，宏观流动的特征时间与约化松弛模量的

重叠时间 τk 为什么远大于 τR，以及长链高分子浓溶液为何出现拉伸增稠现象。 

关键词：缠结演化；对流约束松弛；启动剪切；阶跃剪切；约化松弛模量 

EO24 

密度影响二维软芯晶体熔化的相变类型 

祖梦婕,柳军,童华,徐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根据 KTHNY 理论, 二维固体的熔化是个两步过程。在固相和液相之间存在着一个称为六角相的中间相，从固相

到六角相和从六角相到液相的相变都是连续相变。近期的研究表明，硬球体系的六角相-液相相变是一级相变，而且

随着颗粒硬度的减小，六角相-液相相变经历了从非连续到连续的转变。我们研究了赫兹、简谐和高斯核三个典型的

软芯颗粒模型体系，这些体系都呈现出可重入结晶（熔化）现象，在密度 rho_m 处达到最大熔化温度 T_m。有趣的

是，rho_m 对应着一个转变。当 rho<rho_m 时，六角相-液相相变呈现出显著的一级相变特性，存在着一个液相和六

角相共存的密度区间。这个密度区间随着温度的增大而减小，并且在 T_m 处趋于零。然而当 rho>rho_m 时，六角相

-液相相变变成了连续相变。因此，在存在可重入结晶现象的软芯颗粒体系中，密度是影响六角相-液相相变属性的重

要因素。 

关键词：二维熔化；六角相；软芯体系；胶体；相变 

EO25 

材料基因组：模拟与实验研究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 

刘军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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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要介绍采用计算机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研究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取得的系列进展，包括纳米颗粒分散随界

面相互作用的变化、分子链与纳米颗粒界面物理化学作用、纳米颗粒对橡胶分子链的力学增强与体系粘弹性的调控。

对于石墨烯片，我们考察了分子链插入片层的插层动力学，系统研究了温度、链长、分子链柔顺性的影响。同时也

研究了分子链的官能化与石墨烯表面接枝对分散的影响。另外，我们考察了聚合物/石墨烯界面区分子链的结构与动

力学，期望澄清界面区玻璃化层是否存在。最后介绍了利用力学可回复性的纳米弹簧或单层石墨烯片，能有效降低

体系的滞后损失。采用纳米颗粒交联分子链末端构造的理想网络，呈现出优良的动静态力学性能，该复合材料为下

一代节能轮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橡胶；粘弹性；增强；模拟 

EO26 

油-油乳液法构建非对称囊泡的计算机模拟研究 

李善龙,于春阳,周永丰,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简便的制备非对称囊泡膜对于理解细胞模拟仿生以及实际的生物医药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最近，Lodge

课题组报道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通过 PS-b-PEO 和 PB-b-PEO 在 PS/PB/CHCl3 乳液界面自组装制备非对称囊泡的方法。

然而，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对于非对称囊泡形成的深入的微观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本文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系

统地研究了非对称囊泡形成的共组装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非对称囊泡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 3 步：胶束的形成、扩散

到界面、界面处重排形成非对称囊泡。研究同时发现 PS、PB 和 PEO 之间的不相容性是非对称囊泡形成的主要驱动

力。此外，模拟还揭示了聚合物的加入顺序以及 PEO 嵌段的体积分数对非对称囊泡结构的影响。我们发现聚合物的

添加顺序对于形成过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先添加 PS-b-PEO 可以使非对称囊泡的结构更加规则。不仅如此，只有当

PEO 的体积分数大于 0.55 时才能形成非对称囊泡。 

关键词：非对称囊泡；计算机模拟；乳液法；界面自组装 

EO27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分子的高分子物理理论和计算机模拟研究 

王衍伟 1,袁家兴 2,赵红霞 1,舒鑫 1,杨勇 1,冉千平 1 

1.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2.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上海 200240 

以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分子为代表的梳形接枝共聚物聚电解质是一类重要的高分子型分散剂，其分子结构自

由度大、可设计性强、高性能化潜力大，但兑现其高性能化潜力的关键在于明确构效关系。行业内对聚羧酸分子分

散作用的认识以基于实验现象的定性分析为主，难以在分子设计和产品开发中起到指导作用。我们综合运用高分子

物理理论和计算机模拟研究方法，针对梳形接枝共聚物聚电解质在溶液构象、界面吸附和分散作用等方面开展基础

理论研究。在计算机模拟方面，建立了描述聚羧酸溶液和界面吸附构象的粗粒化介观尺度模型，推广了库伦系统静

电求和的算法，研究水泥表面极化电荷对于吸附过程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利用蠕虫状链梳状共聚物模型和表

面接枝聚合物模型获得了聚羧酸溶液尺寸、吸附层厚度、表面覆盖面积、最大饱和吸附量和吸附吉布斯自由能的理

论表达式，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对部分理论工作进行了检验。 

关键词：梳形接枝共聚物；聚电解质；界面吸附；蠕虫状链；粗粒化模型 

EO28 

Unravelling Critical Thermodynamic Polymer Properties with Fast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王坚 1,Alexander Goldberg2,Caroline M. Krauter3,H. Shaun Kwak2,Jeffrey M. Sanders2,Thomas J.L. 

Mustard2,Andrea R. Browning2,Mathew D. Halls2 

1.极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Schrödinger Inc.；3.Schrödinger GmbH 

Recent advances make it possible to use GPU hardware for molecular dynamics (MD) simulations, enable simulation 

time scales that were not previously accessible. Computational studies based on long MD trajectories for molecular systems 

that contain 104-105 atoms make it possible to obtain thermodynamic observables with high accuracy that can help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s. 

关键词：molecular dynamics, density, glass transition, solu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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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29 

狭缝空间共非溶现象的格子密度泛函理论 

陈学谦 1,冯维 2,韩霞 2,刘洪来 2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理学院 

2.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聚合物格子密度泛函理论（PLDFT）被用于考察狭缝受限空间中的共非溶现象。根据两种典型的共非溶（CNSC）

现象，包括以溶剂-共溶剂束缚为主导因素的共非溶 1（CNSC1）和以高分子-溶剂束缚为主导因素的共非溶 2（CNSC2），

我们分别建立了分子模型。借助这两种简化模型，PLDFT 都通过计算捕捉到了狭缝中正/负吸附高分子的再溶胀行为。

为了深入理解狭缝空间中共非溶现象的实现机制，我们用 PLDFT 分析了 CNSC1 与 CNSC2 的区别和联系。通过考察

CNSC1 和 CNSC2 的主导束缚能强度对聚合物膜塌缩态的影响，发现触发明显塌缩行为的临界束缚能的存在性。另

外，高分子浓度对 CNSC1 和 CNSC2 的影响也得到了讨论。 

关键词：共非溶；狭缝；溶剂-共溶剂束缚；高分子-共溶剂束缚；格子密度泛函理论 

EO30 

高分子纽结概率与纽结复杂度的普适关系 

代亮 1,Patrick Doyle1,2 

1.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研究中心；2.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 

纽结广泛存在于线状物，从宏观的物体如耳机线，到微观分子如 DNA 链以及蛋白质中的肽链。纽结对这些线状

物的影响依赖于纽结概率以及纽结复杂度。一般而言，越长的线，以及越紧致的结构更容易形成纽结，并且纽结也

越复杂。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计算机模拟产生平衡态的高分子链结构，发现了高分子纽结概率与纽结复杂度的普

适关系。为大范围调节纽结概率，我们在圆球或者圆管内抽样高分子链构象。通过控制高分子线长从 200 到 4000 个

单体，弯曲持久长度从 0 到 10 个单体，以及圆球或者圆管的直径，纽结概率 pknot 从接近 0 增加到接近 1，纽结的平

均交叉数 Ncross （用来度量纽结复杂度）从 3 增加到 40 左右。令人惊奇的结果是，pknot 与 Ncross 满足一个普适关系，

不依赖于高分子链参数以及受限强度。我们也发现该普适关系与文献中的实验吻合，比如 P4-DNA 成环时的纽结以

及病毒壳中 DNA 的纽结。 

关键词：高分子纽结 

EO31 

胆甾液晶的粗粒化模型：分子模拟和泛函密度理论 

吴量,孙淮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胆甾液晶(cholesteric liquid crystal)又称为手性向列相(chiral nematic)是液晶态中最为特殊的一种。胆甾液晶相的向

矢场沿着胆甾液晶的螺距轴呈螺旋状周期排列。一些液晶分子体系中，如 DNA 和多肽分子都呈现出胆甾液晶相的有

序状态。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胆甾液晶的粗粒化分子模型。其中，分子主链的刚性/柔性可以通过键角

的力常数来描述，分子内的螺旋相互作用表示了胆甾液晶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我们不仅观

察到了各向同性相-液晶相的转变，也考察了分子柔性对于胆甾液晶相行为的影响，并且可以预测粗粒化模型的胆甾

相的结构。通过对于胆甾液晶粗粒化分子模型进行在经典密度泛函理论框架内的自由能计算，分析了分子结构因素

以及分子的相互作用对于胆甾液晶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液晶；胆甾相；分子模拟；泛函密度理论 

EO32 

树枝状大分子构象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张添财,杨颖梓,邱枫 

复旦大学 200433 

树枝状大分子(dendrimer)是一类高度规整支化的球形大分子，它含有数量巨大的末端基团。它独特的结构和性能

在功能材料上有着广泛的潜在应用，比如化学催化、药物运输以及基因治疗等。我们利用经典密度泛函理论研究了

树枝状大分子的构象。溶液中，均聚树枝状大分子构象表现为浓核结构。代数较高时，靠近中心核的链段表现出显

著的浓度集中分布，形成链段的有序排列结构。连接链较长的树枝状大分子，在构象熵驱动下末端链段回折现象明

显，但很难进入到排除体积作用较强的中心核区域，因此存在明显的浓度平台区域。两亲性树枝状分子在非选择性

环境中仍表现为浓核结构，不同链段间排斥作用增强时树枝状分子会整体向外延伸。特别地，药物分子亲内部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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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疏末端链段时，药物大量渗透进入树枝状大分子以减小内部链段浓度，而末端链段在外围聚集形成浓壳层，形成

内部疏松外围紧密的空核-浓壳结构。增加末端链长更有利于形成明显的空核-浓壳结构。 

关键词：树枝状大分子；密度泛函理论；构象；浓核结构；浓壳结构 

EO33 

接枝纳米粒子在聚合物熔体中的自组装行为及复合物力学性能的计算机模拟 

钱虎军,施睿,吕中元 

吉林大学 130012 

在纳米粒子（NP）表面接枝高分子链是对 NP 在高分子材料中分散性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而 NP 分散性如

何影响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PNC）材料的性能也是高分子材料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在本工作中，我们通过大量耗

散粒子动力学模拟，系统研究了 PNC 材料中接枝 NP 的组装行为和最终几类典型 NP 组装形貌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的影响规律。在 NP 组装方面，我们系统研究了接枝链长（N）与熔体链长（P）的相对大小、接枝密度（s）、以及

双分散接枝对 NP 组装行为的影响，并且在 P/N ~ sN1/2 参数空间内构建了 NP 组装相图，明确了一系列不同组装体稳

定存在的参数空间及组装机理。此外，针对不同 NP 组装体体系，利用 Lennard-Jones 模型进行了拉伸模拟，模拟发

现材料的力学性能主要依赖于 NP 的分散程度，并且材料屈服与体系中空穴的产生密不可分。NP 越分散，体系中模

量分布越均匀，空穴产生相对困难，材料更难以屈服。 

关键词：高分子/纳米粒子复合物；接枝纳米粒子；纳米粒子组装；力学性能；计算机模拟 

EO34 

表面嫁接链的胶体在活性粒子浴中的自发旋转 

陈康 

苏州大学 215006 

如何设计微观器件可以从活性粒子比如细菌的随机运动中采集能量并输出功是一个很有意思和应用前景的问

题。这里我们通过模拟研究了表面嫁接有链的胶体粒子浸没在活性粒子悬浮液的薄膜中。我们发现胶体粒子会发生

比较稳定的定向旋转，也就是说嫁接链的胶体可以作为微观器件的马达，把活性粒子或细菌运动的能量转化为机械

运动对外做功。在此过程中嫁接链的构象会发生集体的自发对称性破缺，这是胶体可以定向旋转的根源。活性粒子

的活力，如驱动的持久时间、驱动力的大小，以及粘滞阻力的大小都决定了嫁接链的集体对称性破缺是否会发生并

保持，从而实现定向旋转。在旋转状态下，我们发现胶体的旋转速度和活性粒子的驱动力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在非旋转状态下嫁接链的构象不对称性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关键词：胶体；活性物质；聚合物刷；微马达 

EO35 

蝌蚪形大分子和流星锤形大分子的微相分离行为 

张添财,杨颖梓,邱枫 

复旦大学 200433 

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高性能的电学和力学性能等，而聚合物可形成多种有序的微相结构，可诱导纳米粒子有序

排列。将聚合物和纳米粒子通过共价键连接，形成蝌蚪形的和流星锤形的大分子，且聚合物链与纳米粒子化学不相

容时，体系的微相分离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纳米粒子的尺寸和几何形状，聚合物分子与纳米粒子的化学相互

作用，不同组分的体积分数。我们用自洽场理论结合密度泛函理论的方法，研究了蝌蚪形大分子与流星锤形大分子

的微相分离行为，并给出相图。这类分子可微相分离形成层状相、柱状相、球状相和 Gyroid 相，其相结构类型与两

嵌段高分子的相同，但是具有更小的相结构周期，且相图极不对称。由于纳米粒子球相区具有较大空隙允许链穿过，

流星锤形分子且具有比 ABA 线型三嵌段分子更好的桥连性质。我们的工作为设计具有 10 纳米以下尺度的规整结构

的材料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蝌蚪形大分子；流星锤形大分子；自洽场理论；密度泛函理论；桥连 

EO36 

各向异性胶体粒子聚集态结构与动力学模拟 

李占伟 1,朱有亮 1,吕中元 2,孙昭艳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 

如何合理设计并制备得到具有特殊功能的纳米结构始终是材料科学的核心目标之一。具有形状和表面各向异性

的软形变聚合物胶体的出现为材料设计和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针对各种具有各向异性特性的聚合物胶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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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普适性的各向异性聚合物胶体模拟模型及方法，开发了相应的 GPU 加速模拟模块，为各

向异性聚合物胶体体系聚集态结构研究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模拟方案。利用这些模拟模型，我们研究了不同类型

的各向异性胶体体系聚集态结构的形成规律及动力学机理，揭示了基于各向异性聚合物胶体自组装构筑各种新颖超

胶体结构的设计原则与调控机制，为设计和开发新型功能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帮助。 

关键词：各向异性胶体粒子；聚集态结构；动力学；计算机模拟 

EO37 

柔性纳米粒子的生物膜内吞动力学研究 

陈李萍,肖石燕,梁好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近来，人们并逐渐认识到纳米粒子的力学性质在体内循环和其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并与其细胞表面

吸附及内吞速率相关联。但是，人们对纳米粒子的力学模量对其内吞动力学机制尤其是多纳米粒子内吞的协同机制

并没有形成共识。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数学方法，建立了柔性纳米粒子的网格模型，并研究其柔性对其内吞速率

和动力学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力学模量对纳米粒子内吞动力学过程的影响，跟形状相关。弹性增大，球形和长

椭球的内吞效率变低，而扁椭球的内吞加快。我们的自由能计算也印证了同样的结果。 

关键词：内吞；柔性纳米粒子；形状；动力学；自由能 

EO38 

单链嵌段共聚物接枝选择性纳米粒子超分子体系组装行为的自洽场模拟 

崔杰 1,王英英 1,2,姜伟 1,韩媛媛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采用自洽场与密度泛函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单链 AB 两嵌段共聚物接枝纳米粒子 P 形成的超分子体系的组装行

为。考察了嵌段间相互作用、纳米粒子与嵌段间相互作用以及纳米粒子在共聚物链上接枝位置对超分子体系组装行

为的影响。纳米粒子始终选择 A 嵌段而排斥 B 嵌段。模拟表明，超分子体系发生相分离的难易程度和相区尺寸取决

于纳米粒子的接枝位置。与接枝在 B 嵌段末端（即 AB-P 型超分子）的情形相比，纳米粒子接枝在 A 嵌段末端（即

BA-P 型超分子）时体系更容易发生微相分离但形成的相区尺寸较大。纳米粒子接枝在 AB 嵌段连接点（即 AB-P 星

形超分子）时的情形介于二者之间。统计结果表明体系相互作用焓是 BA-P 型超分子体系更容易发生相分离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纳米粒子与 A 嵌段的选择性对层状相区尺寸的影响，发现在各超分子体系中层状相的平衡周期

及相区尺寸都随着选择性的增强而增加。模拟结果能够加深人们对该类超分子体系相分离行为的认识。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组装；自洽场；模拟 

EO39 

高分子纳米复合物中高分子性质的模拟研究 

黄建花,黄晓维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高分子纳米复合物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分子与纳米颗粒的相互作用，高分子在复合物中的热力学性质和

动力学性质可以反映其与纳米颗粒的相互作用。我们考虑高分子与纳米颗粒之间相互吸引，模拟研究高分子在充满

纳米颗粒的受限空间中的统计尺寸和扩散系数，得到了如下结论：（1）高温下相互吸引弱的时候，纳米颗粒不影响

高分子的均方末端距<R2>；（2）低温下相互吸引强的时候，<R2>可以增大、减小、或者不变，与系统的温度、纳米

颗粒之间的距离相关；（3）受限空间中高分子的无规扩散受纳米颗粒的体积排斥效应和相互吸引的双重影响，当高

分子吸引到纳米颗粒上后扩散系数 D 快速减小；（4）扩散系数 D 随高分子的链长和纳米颗粒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规律

与系统温度相关。我们对这些结果的物理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高分子链长与纳米颗粒间距的相对大小、高

分子在纳米颗粒上的吸附对高分子纳米复合物中高分子性质的影响。 

关键词：高分子纳米复合物；构象；扩散；模拟 

EO40 

分子模拟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手性超分子微观结构的预测 

郑凤 1,叶强 2,路庆华 1 

1.同济大学；2.湘潭大学 

实验发现，手性胺修饰四苯乙烯的对应异构体，TPE-(R-/S)-PEA，在不同溶剂下的自组织材料会出现不同的形

貌，在极性小的溶剂中，为结构规整的超分子材料；而在极性大的溶剂中，为无定型材料。本文采用分子模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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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 TPE-(R-/S)-PEA 的自组装材料进行结构预测。通过对 TPE-(R-/S)-PEA 的构型分析，我们发现每个手性分子都

具有 4 个可能的构型；采用密度泛函理论（DFT）方法分别在正己烷和二氯甲烷溶剂模型中对这些可能构型进行优化

得到最稳定构型，随后对正己烷溶剂模型下的最稳定构型进行晶型预测，模并对其超分子的微观结构进行分析，发

现两种不同的分子间相互作用使得两种分子单元以不同的方式排列，从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超分子材料，并决定了

这些材料的螺纹手性。 

关键词：Material Studio；分子模拟；手性分子；微观结构 

EO41 

利用官能化聚合物实现纳米粒子的有效分散和自组装 

陈玉龙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近年来，随着高分子合成方法学的发展，一系列特殊序列结构的官能化聚合物被合成了出来，因其独特的物理

和化学性质，在信息存储与传递、催化剂载体、自组装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本报告中，我们采用分子动

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了官能化聚合物对纳米粒子分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调控分子链的官能化程度和序列结

构，可以诱导纳米粒子组装成片状、串状、均匀分散等结构。由于这些自组装结构的连通性非常好，对材料的（电、

磁或热）信号传输能力非常有益。通过施加剪切流场，这些结构还可进一步排列成非常规整的沿剪切平面取向的组

装结构，且这种有序结构在剪切停止后仍可稳定存在，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聚合物链会逐渐松弛直至达到平衡。我们

的研究将为高性能功能性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加工技术开发、结构-性能调控提供理论帮助。 

关键词：官能化聚合物；纳米粒子；自组装；分子动力学模拟 

EO42 

刚-柔两嵌段高分子的复杂三维自组装结构及相变路径 

孙同杰,刘法强,邱枫,唐萍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刚-柔嵌段高分子由于热力学不相容的刚-柔嵌段间的微相分离以及刚性单元间的取向相互作用，两种相分离的竟

争及协同作用导致其自组装形成较柔性-柔性嵌段高分子更为复杂的有序结构，并且具有特定的链段取向。本文运用

自洽场理论并结合弦方法，模拟了刚-柔嵌段高分子中的非层状液晶结构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并对这些有序-有序相结

构之间的转变路径进行分析，明确了其相变机制及路径中的亚稳态结构，为实验上制备特定的复杂液晶结构提供理

论依据。 

关键词：刚柔嵌段高分子；非层状液晶结构；相变路径 

EO43 

高分子流体的剪切变稀及其微观机理 

徐晓雷,陈继忠,安立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采用非平衡态分子动力学模拟（NEMD）方法，我们研究了不同分子量、不同链拓扑结构的高分子流体在剪切

场下的剪切变稀，从链拉伸、取向、流场诱导动力学及缠结效应等角度深入阐述了高分子流体的微观机理。对于线

形链体系，模拟结果重现了实验上观测到的剪切变稀曲线，并发现缠结体系的剪切变稀随着剪切强度的增加可以分

为两段理解，第一段由链拉伸、取向、解缠结共同导致，而在第二段，缠结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链间滑动导致了

粘度减小；而对于非线形高分子链体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非缠结区内，分子链拓扑结构并不会定量的影响体系的

粘度行为。多臂星形链体系的模拟结果表明在低剪切区域存在一个特殊的剪切变稀区域，该区域并非由分子链构象

变化导致的，而是由链间有序结构的崩塌所导致的。这些研究结果详细阐述了宏观粘度行为的微观结构机理，加深

了对高分子流体非线性流变行为的认识。 

关键词：高分子流体；剪切变稀；缠结；模拟 

EO44 

半刚性高分子体系粘度行为 

徐晓雷,陈继忠,安立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采用非平衡态分子动力学模拟（NEMD）方法研究了不同刚性线形链体系在剪切场下的粘度行为。模拟结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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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实验上观测到的多种粘度曲线样式。进一步的结构分析表明上述不同的粘度曲线背后所蕴含的微观机理可以分

为两类：对于刚性较小的体系，粘度行为与分子链本身的构象变化有关；对于刚性较大的体系，粘度行为与局域的

结构性质有关。特别的，对于链持续长度接近轮廓长度的体系，首次发现了四段剪切行为的存在，并给出了上述行

为的微观结构起源。这些研究结果详细阐述了宏观粘度的微观结构机理，加深了对高分子体系的认识水平。 

关键词：高分子；半刚性；粘度；机理 

EO45 

可迁移的聚合物粗粒化力场开发 

黄灏,吴量,金钊,曹风雷,孙淮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200240 

粗粒化分子模拟是大尺度模拟高分子热力学和动力学行为的一种高效的研究方法。开发建立系统性的高分子和

聚合物的粗粒化力场是高分子模拟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温度迁移性也是高分子粗粒化力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采

用综合的粗粒化力场的开发策略，即兼顾高分子系统的结构性质以及热力学性质，提出了一种系统化地开发聚合物

的粗粒化力场的方法。力场优化过程中，采用了自由能的 Lennard-Jones 势能函数形式，扩展了粗粒化力场的温度应

用范围。作为研究示例，我们详细讨论了聚二甲基硅氧烷和聚乙烯的粗粒化力场参数优化，从分子的热力学和结构

性质获得力场的温度依赖性质。对于高分子的多种性质，如密度、表面张力、回旋半径、玻璃化转变温度、溶解度

参数等，我们验证了粗粒化力场模拟的结果，得到了与全原子模拟和实验一致的结果。 

关键词：高分子；聚合物；粗粒化；力场；温度可迁移 

EO46 

聚合物体积性质的多尺度模拟研究 

吴超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417000 

为在较宽泛的时-空尺度上模拟特定聚合物体系，一种极具潜力的研究途径是多尺度模拟。对于这类多尺度模拟，

很关键的一点是系统地获得准确描述链结构和粗粒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势能”。一般地，以往的系统粗粒化模型存在

“描述性”和“迁移性”问题，不能重现聚合物体系的体积压缩性。为此，本文开发了一种简单有效的系统粗粒化策略，

利用此策略以聚乙醚为模型聚合物开发了系统粗粒化势，对其本体体系进行了广泛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结果表

明，在各个温度下模拟得到的密度均随聚合度倒数的增加线性减小，由此推得各个温度（T）下聚合度无限大时体系

的密度；进一步发现极限密度随T的变化关系可分为两个线性区，拟合直线的交点定义了体系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

斜率确定了体系橡胶态和玻璃态的体积膨胀系数（ar 和 ag）。由此模拟的体积性质与相应的实验值吻合较好，证实了

多尺度模拟的有效性；而由于动力学加速，模拟的 Tg 比相应的实验值小得多。 

关键词：体积性质；多尺度模拟；系统粗粒化；分子动力学；玻璃化转变 

EO47 

黏弹性液体圆柱的动态过程研究 

周嘉嘉,土井正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黏弹性液体有很多不同于简单牛顿液体的性质。圆柱形的牛顿液体是不稳定的。在表面张力的驱动下，圆柱会

分解为若干个球形液滴。如果换成黏弹性液体，液滴之间会有一条细丝相连，而细丝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形成串珠

状结构。我们运用昂萨格原理推导了圆柱形黏弹性液体的时间演化方程，从动态相分离的角度解释了串珠状结构形

成过程。 

关键词：黏弹性液体；昂萨格原理 

EO48 

纤毛状表面材料疏水性能的计算机模拟研究 

刘鸿,裴汉文,吕中元 

吉林大学 130023 

近年来，调节表面的浸润性、优化非浸润表面的结构设计，成为目前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受自然现象的启发，

我们采用粗粒化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对影响纤毛接枝表面材料的浸润性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纤毛的长度、硬度和

接枝密度等。此外，由于表面的几何结构对表面的浸润性也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不同形状的纤毛进行了模拟，

包括线形、环形以及不同侧臂长度的梳型和 Y 形纤毛。我们提出了一套适用于计算机模拟的表征手段。纤毛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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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硬度的不同而被分为两类，即硬纤毛和软纤毛。在硬纤毛状表面，液滴的接触角主要依赖于表层纤毛粒子的数密

度；而对于软纤毛而言，接触角则主要依赖于液滴下方表面的性质，如纤毛束或网络结构的强度等。短侧臂 Y 形纤

毛可以自发聚集形成局部凹陷结构（re-entrant structure）。同时，对于某些具备很强抗浸润能力的表面可能会存在较

低的表观接触角，因为这些表面可能会具有较高的表层粒子密度，从而降低接触角。 

关键词：超疏水；接触角；浸润性；分子动力学模拟；纤毛结构 

EO49 

聚合物 A/B 共混理论：相平衡及 Coil-to-Globule 转变 

徐玉赐 1,Zhen-Gang Wang2 

1.宁波大学；2.California Insititute of Technology 

Flory-Huggins 理论是描述聚合物共混里程碑式的工作，通过假设高分子 A/B 均匀混合，并用一个唯象的相互作

用参数 c 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得到体系的自由能。当大于临界 c 时候，共混体系会分相，形成稀相与浓相

两相。但是在稀溶液的情况下，体系真实的物理图像并不是 Flory-Huggins 所描述的均匀分布，而是具有局部的浓度

涨落。我们通过考虑这种局部的浓度涨落，发现在稀溶液的情况下，F-H 理论由于假设均匀分布，而过高的估计了体

系相互作用能，进而极大的低估了溶解度极限；另一方面，稀相浓度与聚合度 N 的指数关系也并非为 F-H 所预测的

N，而是 N2/3 的关系。最后我们对局部涨落单链的 Globule-to-Coil 转变也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 chi 的降低，单链分

子会经历完全榻缩小球，到表面溶胀，然后再到 Coil 结构。 

关键词：Flory-Huggins Theory；Localized Fluctuation；Self-Consistent Field Theory；Coil-to-Globule Transition 

EO50 

跨尺度模拟研究疏水聚电解质溶液的聚集行为 

张然 1,2,Nico F. A. van der Vegt2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Technische Universitat Darmstadt 

系统粗粒化方法是近期涌现的多尺度模拟方法之一，能够综合利用全原子模拟的准确度和粗粒化模拟的高效率。

我们对该方法进行了升级，使其能够正确地描述水溶液中疏水型聚电解质的聚集体结构和形貌。在方法改进中，我

们结合疏水聚电解质标度理论对聚集体结构的溶解自由能进行推导，发现模型有效相互作用的纠正值与链长具有－

1/3 的理论标度关系。进一步通过跨尺度分子动力学模拟对有效对相互作用势进行了重新标定，印证了该非线性理论

标度关系，发现标度值在－0.38 左右，与预测值非常接近。该结果表明，在不良溶剂中，隐溶剂模型的有效对相互

作用势随着链长的变化应当及时进行调整。这一点在以往的模拟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将此标定曲线应用到长链大分

子后，我们成功地观测到了 pearl-necklace 形貌随链长增加的演变过程，并与相关理论取得了很好的对应。 

关键词：跨尺度；疏水型聚电解质；pearl-necklace 形貌 

EP01 

AB 两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复合物在圆柱孔道中简并行为的 Monte Carlo 模拟 

王英英 1,2,崔杰 1,姜伟 1,韩媛媛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简并行为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嵌段共聚物在相同受限条件下得到不同结构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各种受限体系。

为了精确地调控受限条件下自组装体的结构，理解简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采用 Monte Carlo 模拟方法研

究了 A5B15 两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复合物在圆柱孔道受限条件下自组装体的简并行为。模拟结果表明，A5B15 两嵌段

共聚物/纳米粒子复合物在圆柱孔道内自组装体的简并行为取决于纳米粒子的含量。随着复合物中纳米粒子含量的增

加，体系中简并结构的数目减少，而当纳米粒子含量增加到足够大时，简并行为消失。此外，我们还对纳米粒子含

量对各种简并结构出现概率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模拟结果表明纳米粒子含量的增加有利于使复合物形成双螺

旋结构，而不利于体系形成单螺旋结构。这些模拟结果对于实验中精确调控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复合物在受限条件

下的自组装结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两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受限；简并；Monte Carlo 模拟 

EP02 

ABCA 四嵌段共聚物自组装行为的自洽场模拟 

刘丹 1,2,崔杰 2,孙迎春 1,姜伟 2 

1.东北师范大学；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采用自洽平均场（SCFT）模拟方法在二维条件下研究了线型 ABCA 四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相行为。模拟在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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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条件下进行，即模拟中保持两端 A 嵌段长度和中间 B、C 嵌段长度分别相等。在不同 B、C 间相互作用下，考

察了 A 嵌段链长比及其与 B、C 嵌段相互作用对体系组装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当 A 嵌段与 B、C 嵌段相互

作用相等时，ABCA 四嵌段共聚物的组装结构中大部分为中心对称结构，比如 A 连续的分级层状相，三色六角排列

相，界面有珠状分布的层状相，两色层状相以及六角排列相等。当 B、C 间相互作用较弱时我们得到了非中心对称层

状相，而当 B、C 间相互作用较强时得到了一种非中心对称六角排列的 Janus 相。非中心对称结构在相图中所占区域

非常有限。此外我们还研究了 A 嵌段与 B、C 嵌段相互作用不等时体系的组装行为。模拟工作能够为实验中对该类

四嵌段共聚物的结构调控提供依据。 

关键词：四嵌段共聚物；相行为；模拟；自洽场 

EP03 

两亲性超支化寡臂共聚物自组装形成不对称胶束的耗散粒子动力学研究 

汪羽翎,周永丰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通过阳离子开环聚合和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合成了低接枝率的两亲性超支化寡臂共聚物 HPG-star-PDMAEMA，

并发现 HPG-star-PDMAEMA 的组装行为具有 pH 响应性。在中性条件下形成大球形胶束；在 pH=8.0 时，自组装形

成的是棒状及网络状胶束。我们采用 DPD 方法进一步研究了该两亲性超支化寡臂共聚物在水溶液中的自组装行为。

发现在中性条件下，由于 PDMAEMA 链段之间存在弱的疏水作用力，PDMAEMA 臂之间会相互缔合，从而驱使

HPG-star-PDMAEMA 自组装形成多胶束聚集体。当增加溶液 pH 值至 8.0 时，PDMAEMA 的疏水性急速增加，导致

PDMAEMA 臂塌缩在 HPG 核表面形成疏水区域，因此形成了具有不同补丁结构的小胶束。接着这些粒子通过补丁之

间的各向异性作用力进一步聚集成为链状和网络状结构。DPD 模拟的结果与实验上得到的结果一致，并详细揭示了

自组装过程的相分离机制和影响因素。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耗散粒子动力学；自组装；不对称胶束 

EP04 

纳米棒填充的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力学和粘弹性能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沈建祥*，姜旸，沈小军 

材料与纺织工程学院，嘉兴学院，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嘉杭路 118 号，314001 

摘要：本工作重点探讨了接枝密度和接枝分子链长对表面接枝的纳米棒填充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和粘弹性

能的影响。采用非平衡态分子动力学模拟，利用单轴拉伸研究了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静态力学性能和增强效果，

通过周期性振荡剪切研究了其动态力学性能与“Payne 效应”。结果表明，纳米棒的表面接枝可以改善纳米棒在聚合物

中的分散状态，从而能对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和粘弹性能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外，本工作进一步利用 Snapshot

图、径向分布函数等表征手段研究了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在拉伸过程中的微观结构演变。总之，通过对聚合物复合

体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力学行为的研究，相信可以给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和制备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纳米棒；表面接枝；增强；Payne 效应 

EP05 

环状纳米粒子细胞内化及其成孔行为研究 

吴芳升,管洲,王立权,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环状纳米粒子类似于成孔蛋白的内腔结构，具有特殊的细胞内化行为。运用“粗粒化”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

了环状纳米粒子与生物膜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不同尺寸的纳米粒子会导致不同的内化途径，包括内嵌、成孔破裂、

一般胞吞、成孔胞吞。成孔胞吞和成孔破裂可以根据膜上孔洞最终消失与否以及纳米粒子是否完成胞吞来区分。此

外研究了各种内化途径的动力学过程以及环状纳米粒子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能变化，结果表明更大的配体密度和均

匀的配体分布有利于细胞内化。研究明确了环状纳米粒子的细胞内化情况，分析了内化过程中出现的成孔现象和细

胞毒性。这可为环状纳米粒子在生物载药等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环状纳米粒子；细胞内化；成孔；分子动力学 

EP06 

高性能硅氢芳炔树脂的性能预测与结构设计 

朱峻立,王立权,林嘉平,杜磊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高性能硅氢芳炔树脂在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目前硅氢芳炔树脂的结构设计还是依赖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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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法，对于其固化机理以及结构-性能的关系研究甚少。我们利用多尺度计算机模拟，首先通过密度泛函理论（DFT）

研究了硅氢芳炔树脂 2 个固化反应的反应路径，探讨了温度对反应活化能和反应速率的影响，然后利用固化反应活

化能等信息，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构建了硅氢芳炔树脂的固化交联模型，并对其热性能（玻璃化转变温度、热膨胀

系数等）和机械性能（杨氏模量、剪切模量等）进行了预测，预测值与实验有很好的吻合性。针对硅氢芳炔树脂固

化温度高和加工性能差的缺点，我们结合基团加成法和量子化学计算开发了一套硅氢芳炔树脂主链结构设计的高通

量筛选方法，通过热分解温度、零切粘度以及|HOMO-LUMO|等指标对树脂耐热性、加工性和反应性进行评价和筛选，

最终从 24 种不同的化学结构中筛选出 3 种具有潜在优异性能的结构。 

关键词：硅氢芳炔；多尺度模拟；结构-性能关系；结构设计 

EP07 

通过逆向算法设计嵌段共聚物引导自组装模板 

张润融,张良顺,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嵌段共聚物引导自组装是一种获得特征尺寸小于 10 nm 图案的新光刻技术。然而，共聚物自组装通常形成周期

性纳米结构，不能形成可预测的非周期性结构。引导自组装的模板设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本工作基于粒子—

自洽场理论，设计了一种逆向算法来构建引导自组装模板(即以最终光刻图案为目标结构，寻找模板中引导柱的构象，

使得共聚物引导自组装结构与目标结构尽可能一致的算法)。通过比较不同粒子参数(粒子数量和半径)下逆向算法得

到的引导柱构象，建立设计模板引导自组装结构与目标结构的匹配标准，获得最优化模板参数空间。模拟发现：粒

子数量主要影响引导自组装结构的匹配度，而粒子半径主要影响引导自组装结构的定位精度。 

关键词：引导自组装；模板设计；逆向算法；自洽场理论 

EP08 

DNA 修饰的纳米粒子体系的熔融性能 

于秋彦,汪蓉 

南京大学 210093 

DNA 修饰的纳米粒子可以被作为一种“可控原子当量”来设计合成具有特殊性质和高对称性晶格结构的材料，广

泛应用于等离子材料，能量转换，医学诊断，电化学 DNA 生物传感器等。在熔点附近 DNA 诱导的纳米粒子自组装

体系的 DNA 键容易形成，断裂，再形成，这是形成超晶格的必要条件。DNA 的熔融转变性能有利于评估 DNA 探针

或者其他应用的热稳定性和灵敏性。我们通过调节 DNA 链的键合区域和间隔区域长度，发现熔融转变性能对他们的

依赖性。一般情况下，键合区域越长，DNA 链键强越大，就需要更高的温度使 DNA 熔融，但是必须保持键合区域

大于间隔区域长度，才能有利于 DNA 链保持一定的柔性，从而有利于结晶。并且熔融转变的剧烈程度并不是由键合

区或者间隔区长度单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 DNA 链的总长度决定的。另外，纳米粒子间的距离可以通过调节键合区

和间隔区的长度来有效控制，有利于设计出不同晶格参数的超晶格。 

关键词：DNA；纳米粒子；键合区长度；间隔区长度；熔融 

EP09 

基于苯并菲的侧链型盘状液晶聚合物的自组装 

宫敏清 1,2,汪蓉 1,2 

1.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针对于实验中以苯并菲为侧链液晶基元的一系列聚丙烯酸酯，我们构建了侧链型盘状液晶聚合物的粗粒化模型

(AkBlC4D5×m)n（A, B, C, D 分别代表主链、间隔基、苯并菲和尾链；k, l, m 分别代表主链、间隔基和尾链的长度，n 代

表聚合度），利用耗散粒子动力学方法对其自组装进行了模拟。主要研究了液晶基元与其取代基的相互作用

（aCD(=aBC)），聚合物分子量，主链、间隔基以及尾链的长度对其自组装行为的影响，通过改变以上影响因素，我们

得到了包括六方柱状相和向列柱状相在内的 8 种相，并证实了实验上提出的以分离柱状堆积为基础的自组装行为，

以及盘状液晶侧链聚合物中间隔基的正耦合效应。当 aBC>40 时能自组装成柱状结构；当 n=20 时相转变温度增大，

具有明显的分子量效应；而间隔基较短时分子量效应较强，间隔基较长时分子量效应很弱或不存在；适当长度的尾

链使液晶基元有适当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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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 

不同表面性质纳米棒对不相容高分子共混体系在静态或剪切场下增容性能和形貌转变

的研究 

周永祥,黄满霞,陆腾,郭洪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在这个工作中，我们采用介观模拟——耗散粒子动力学（Dissipative Particle Dynamics）模拟，系统地研究了在

静态下或剪切场下，含有不同表面性质纳米棒对不相容高分子共混体系的体系结构的影响。含有 Janus 纳米棒的体系，

由于 Janus 纳米棒超强的界面吸附能力以及剪切促使 Janus 纳米棒取向，所以形成了层状结构，而不是静态的双连续

微乳结构。含有全同双亲纳米棒 C2 的体系，虽然 C2 同样具有双亲性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吸附在界面上，但是

在剪切场的扰动和破坏下，C2 并不能稳定地吸附在界面，而是可能从界面上解吸附下来，所以这个体系会发生宏观

相分离，形成 2P 相。含有全同单亲纳米棒 C1 的体系，相比于静态下，剪切则明显地促进了体系的相分离速度，发

生完全的宏观相分离。所以，剪切对含有纳米棒的三元共混体系的相分离过程影响很大，诱导形成了不同于静态下

的结构。 

关键词：剪切；Janus 纳米棒；增容；相转变 

EP11 

三体系受阻酚小分子/丁腈橡胶复合材料阻尼性能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的研究与分析 

杨瑞宁,祝静,尹超,吴丝竹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课题采用实验和分子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对三种受阻酚/丁腈橡胶体系（AO-60/NBR，AO-70/NBR，AO-80/NBR）

进行了研究，探究了阻尼机理以及分子间氢键对阻尼性能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三种复合材料中受阻酚与丁腈橡胶

之间形成的分子间型氢键是最主要的氢键类型，并且随着受阻酚含量的增加，三体系中分子间氢键数量均逐渐上升，

结合能（Ebinding）逐渐上升，氢键数量与结合能的大小成正比关系（线性相关系数 R2 达到 0.94）。当分子间相互作

用逐渐增强时，聚合物分子链间的自由空间减小，内部摩擦力增强，从而材料的阻尼性能提高。实验值与模拟结果

一致，受阻酚含量的增加了玻璃化转变温度 Tg，加宽了材料的阻尼温域，并且有效阻尼区面积 TA 与结合能具有较

好的线性相关性（R2 达 0.92 左右）。 

关键词：复合材料；氢键；分子模拟；阻尼；受阻酚 

EP12 

温度对高分子熔体/单链纳米粒子复合物界面结构和动力学性质的影响 

贾祥蒙,钱虎军,吕中元 

吉林大学 130023 

单链交联纳米粒子（SCNP）有独特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目前关于交联球内部的结构、交联球与熔体链的界面

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对界面动力学性质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我们发展并利用 reverse mapping 方法，从粗

粒化模型出发成功重建了体系的原子细节，进而利用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在不同温度下复合物中的界面

结构及动力学性质。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下降，SCNP 中的苯环倾向于沿着链骨架平行排列，导致在 SCNP 内部形成

明显的层状结构，同时交联键也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转变，最终导致 SCNP 发生了由 “软”球到 “硬”球的转变。由

于交联键的存在，低温下 SCNP 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并最终被外围高分子熔体链所占据。此外，降温过

程中 SCNP 的硬化以及低温下 SCNP 与熔体链的相互穿插使得 SCNP 与熔体链在界面处的协同运动性增加，同时也

暗示着这类复合材料玻璃态的力学性能会得到加强。 

关键词：纳米复合物；单链交联纳米粒子；界面结构和动力学；温度效应 

EP13 

纳米棒在高分子熔体中的扩散动力学 

李舒嘉,钱虎军,吕中元 

吉林大学 130021 

将纳米尺度粒子分散在高分子中是对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的重要手段，同时所形成的高分子纳米复合物也具有

重要的应用与理论研究价值。对纳米粒子动力学的研究，是研究纳米复合物性能的重要部分。我们通过分子动力学

模拟，研究了单个硬纳米棒（对应于金属纳米棒）在高分子熔体中的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在非缠结体系中，直

径为聚合物单体尺寸的超细纳米棒的运动随着聚合物分子量的增加而变慢；而在缠结聚合物中，该超细纳米棒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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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不受聚合物分子量的影响。当纳米棒的直径增大后，纳米棒的扩散行为对聚合物的分子量产生了弱的依赖性。我

们的模拟结果首次在模拟上观察到 de Gennes 对超细棒的理论预测，并定性解释了实验上报道的超细纳米棒对聚合物

分子量的弱依赖性。 

关键词：纳米棒；高分子纳米复合物；分子动力学模拟；分子量依赖性 

EP14 

软胶体粒子的共聚合动力学研究 

马晓东,张良顺,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胶体粒子多层次自组装形成一维超结构的过程与分子单体的逐步聚合反应具有相似性，并为构筑多尺度功能材

料提供一种重要手段。由于缺乏“胶体粒子聚合动力学”的深入了解，一维超结构的精确调控仍具有挑战。本工作以不

同嵌段长度的 ABC 三嵌段共聚物作为初级单元，构建两种软胶体粒子（具有两个疏溶剂补丁 ABCA 型和一个补丁

ABC 型胶体粒子）；采用粗粒化分子动力学研究胶体粒子的组装行为和共聚合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ABCA 型胶体

粒子相互聚合形成一维胶体聚合物，而 ABC 型胶体粒子覆盖于胶体聚合物链的末端；ABC 型胶体粒子的引入抑制

ABCA 型粒子的聚合动力学，这为控制超分子聚合物的链长度提供一种有效方法。 

关键词：胶体粒子；胶体聚合物；聚合动力学；耗散粒子动力学 

EP15 

非线形高分子链与类棒状高分子混合物在稳态剪切场下的结构性质 

刘爱清 1,2,陈继忠 1,安立佳 1 

1.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 

采用非平衡态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了线形高分子链与棒状分子混合物的结构性质。研究体系涵盖了不同棒

状分子体积分数，得到结论如下：在平衡态乃至小剪切速率下，基体高分子链的均方回转半径以及各回转半径张量

分量与纯线形链体系相比无明显变化，表明基体结构性质基本不受棒状分子影响；而在高剪切速率下，混合物中高

分子基体的均方回转半径和回转半径张量相比纯链体系都会有明显变化，说明在流场的作用下，高分子基体与棒状

分子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棒状分子体积分数的增加，其対基体的影响愈加明显。 

关键词：混合物；结构；稳态剪切 

EP16 

环形双亲嵌段共聚物在溶液中的自组装 

宋永兵,谢腾,蒋润,王铮,王朗,尹玉华,李宝会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 300071 

我们使用模拟退火方法研究环形双亲嵌段共聚物在溶液中自组装的形态。通过与线形双亲分子在溶液中的自组

装形态对比，发现环形双亲分子随溶剂与疏水嵌段之间斥力的增加，自组装形态除了球形胶束，柱形胶束，圆盘形

胶束，囊泡以及复合胶束外，还出现了多室囊泡。环形双亲分子独特的拓扑结构使其更易形成多室囊泡，并且其室

的数目可以调控。除此之外，模拟结果还表明，疏水嵌段和溶剂之间的斥力不同，环形双亲分子随聚合物浓度的增

加自组装成囊泡的形态转变序列也不同。在疏水嵌段与溶剂的斥力较小时，随着聚合物浓度的增加体系先形成球形

胶束，然后为盘状胶束最后形成囊泡，在疏水嵌段与溶剂的斥力较大时，球形胶束先形成洋葱形胶束然后形成囊泡。

我们的模拟结果可以为实验中环形大分子在溶液中的自组装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并且环形由于其更易在较宽的参

数区域内形成多室囊泡，因此在多组分药物运输方面具有潜在的广泛应用。 

关键词：Monte Carlo 模拟；环形双亲分子；自组装；多室囊泡 

EP17 

多臂星形嵌段共聚物 Bn-A-Bn 自组装相行为的自洽场研究 

李聪聪 1,2,李宝会 2,李卫华 1 

1.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2.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嵌段共聚物是化学性质不同的嵌段由共价键连接形成的大分子。嵌段共聚物能够自组装形成各种有序的周期性

结构，且这些尺寸在纳米量级的有序结构在很多领域都具有应用潜力，因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嵌段共聚物分子的

拓扑结构对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相行为有重大影响。例如，它对球状相区的大小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当 B 组分为小

组分时，线型ABA三嵌段共聚物比AB两嵌段共聚物能够形成更大的球状相区域。另外，多臂嵌段共聚物A-Bm（m>=2）

也可以显著增大 A 组分形成球的相区域，并且导致稳定的复杂 Frank-Kasper 球状相。那么，如果把这两种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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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行为的影响结合起来，获得多臂星形嵌段共聚物 Bn-A-Bn 分子结构，那么它的球状相区是比前面两类分子都更大，

还是介于它们之间呢？在该工作中，我们主要通过自洽场理论计算了该类型嵌段共聚物的相行为，分析其球状相的

稳定性机制，相关的理论结果和实验结果基本符合。 

关键词：多臂星形嵌段共聚物；自组装；自洽场理论；球状相 

EP18 

基于 Onsager 变分原理的液滴蒸发过程研究 

张洁 1,2,吴萌萌 1,2,满兴坤 1,2,Masao Doi1,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物质物理及应用研究中心；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当一个液滴接触到光滑的水平衬底表面时，它会试图铺展和收缩的行为以达到最小表面能的平衡态。这不仅是

自然界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而且也是工业生产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像喷墨打印技术、纳米流体处理技术、

DNA/RNA 微阵列技术、原油采集技术等。很多学者对液滴在基底上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包含

蒸发特性的通用的理论描述。我们使用 Onsager 变分原理研究了液滴蒸发的流体动力学过程，并且对伴随蒸发的接触

线移动性、蒸发系数、铺展和去润湿现象分别进行了研究。我们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当改变蒸发系数时，液滴蒸发

分为三个模式：恒接触面积模式、恒接触角模式和混合模式即接触面积和接触角都变化的模式，这与已知的实验结

果相符很好。 

关键词：液滴干燥；Onsager 原理；蒸发系数；铺展和去润湿 

EP19 

疏水性差异对 ABC 三嵌段共聚物在选择性溶剂中自组装行为影响的 Monte Carlo 模拟 

高志华 1,2,3,韩媛媛 1,姜伟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大学；3.东北师范大学 

本文采用 Monte Carlo 模拟方法研究了 ABC 三嵌段共聚物在 A 嵌段的选择性溶剂中的自组装行为，重点考察了

B、C 嵌段间的疏水性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不相容性对体系自组装胶束形貌的影响。模拟结果分别给出了当 B、C 嵌段

间具有不同不相容性时，体系中的胶束结构随 B、C 嵌段疏水性变化的相图。模拟结果表明，B、C 嵌段间的疏水性

差异对体系自组装所形成的核壳冠状胶束中的嵌段分布至关重要，当 B 嵌段的疏水性远强于 C 嵌段时，体系中形成

了以亲水嵌段 A 为核，B 嵌段居中，而 C 嵌段为冠的洋葱型胶束。此外，当 B、C 嵌段的疏水性相近时，B、C 嵌段

间的不相容性对于胶束中疏水嵌段微相分离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增强 B、C 嵌段间的不相容性，体系中会得到包括

节状蠕虫形、汉堡形以及补丁蝶状胶束等多种多间隔状胶束。模拟结果明确了 B、C 嵌段间疏水性差异和不相容性对

于体系结构的影响，对于人们在实验精确调控 ABC 三嵌段胶束结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ABC 三嵌段；疏水性；自组装；选择性溶剂；Monte Carlo 模拟 

EP20 

两嵌段共聚物薄膜在溶剂蒸发下自组装行为的 MD-SCF 理论研究 

朱艳艳,满兴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溶剂蒸发可增强嵌段共聚物薄膜形貌有序性、调节形貌取向。我们模拟以溶剂蒸发的方式诱导两嵌段共聚物薄

膜自组装形成层状相的过程。所得的高度有序的嵌段共聚物的纳米结构可以应用在微电子器件制造等方面。 

我们采用混合粒子场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方法（MD-SCFT）研究体相形成层状相的两嵌段共聚物薄膜在溶剂蒸发

条件下的自组装，特别关注层状相形貌的取向。MD-SCFT，是将分子动力学模拟与自洽场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把

分子动力学模拟中计算量最大的部分利用自洽场方法计算。 

最近，我们采用 MD-SCFT 模拟研究溶剂蒸发中薄膜的自组装行为。蒸发过程通过删除超过一定高度的溶剂分子

来实现，蒸发速率由删除溶剂分子的频率来控制。我们发现在溶剂蒸发的诱导下两嵌段共聚物进行自组装形成层状

相。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溶剂蒸发速率、溶剂选择性和薄膜厚度等因素对层状相取向的影响，并讨论层状相取向

的机理，从而得出获得无缺陷的垂直层状相的条件。 

关键词：两嵌段共聚物薄膜，溶剂蒸发，层状相 

EP21 

粗糙表面单链高分子扩散行为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李佳翔,丁明明,张然,石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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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高分子链在表面上的扩散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表面的粗糙程度就是很重要的一项。本文使用分子动

力学模拟的方法研究了表面粗糙程度对高分子扩散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当障碍物的高度很低的时候，对高分

子链扩散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高分子链的扩散行为接近于光滑表面，表现为 Rouse 动力学；而当障碍物的高度非

常高，高分子链需要较高的能量才能纵向跨越障碍物进行运动时，高分子链主要表现出在障碍物缝隙中蠕动的

Repetation 动力学。当障碍物高度在两者之间时，随着障碍物高度的增加，表现为 Rouse 行为减少而 Repetation 行为

增加的过渡区域。因此，对于高分子体系而言，可以通过表面上障碍物的高度将表面分为三种类型：光滑表面、粗

糙表面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区。 

关键词：粗糙表面，高分子扩散，分子动力学，Rouse 动力学，Repetation 动力学 

 

 

EP22 

嵌段溶液亲疏水性对共聚物纤维晶体生长速率的影响 

陈俊帆,胡文兵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两嵌段共聚物在溶液中由结晶驱动的纳米纤维自组装动力学对我们理解纳米结构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采

用基于格子模型的动态蒙特卡洛分子模拟研究了两嵌段共聚物与溶剂间的亲疏水性对模板诱导的纤维状晶体生长速

率的影响。我们分别固定结晶段和非晶段与溶剂间的相互作用参数，改变另一参数，再通过计算晶体胶束前沿的生

长速率来比较其影响。我们发现，当结晶段越疏水时，晶体生长速率越快。反之，非晶段越疏水时，晶体生长速率

越慢。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结晶段与溶剂相互作用参数对晶体生长动力学的影响可以用热力学因素来解释，

而非晶段与溶剂相互作用参数的影响则可归因于非晶段的构象变化对晶体生长前沿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

我们采用改变嵌段选择性溶剂亲疏水性的办法来调控纳米纤维的生长动力学。 

关键词：纤维状晶体；亲疏水性；嵌段共聚物；蒙特卡洛模拟 

EP23 

二元共混缠结聚合物熔体的缠结网络微观结构与运动研究 

冯禄坤,姚普,郭洪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包含轮廓长度涨落 CLF 及约束释放 CR 效应的管道模型可以用来较好描述单分散缠结聚合物熔体运动学行为，

但是对于更加常见的多分散体系，现有的理论描述较欠缺。我们用 TraPPE-UA 力场对长短链链长都超过缠结长度的

二元线形 PE 进行了模拟，从微观管道方面来研究短链在长链背景下所表现出的 CLF 及 CR 效应。首先我们对 CLF

进行表征发现短链在自身纯体系中与其在长链背景下时的情况相近，与 CLF 的单链机理预测一致。对缠结网络性质

进行表征发现短链在不同体系中缠结网络性质也相近。另外，我们利用“mean-path”对链缠结存活时间进行定义，并

表征了链缠结存活时间，可以发现短链在自身纯体系中的运动会快于其在与长链共混体系时来得快，说明处在后者

中时，CR 效应被抑制。 

关键词：共混；缠结；CR 

EP24 

聚合反应控制的熵驱 Janus 纳米粒子界面二元体系相转变 

杨烨,燕立唐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100084 

理解熵对有序相变的贡献在设计具有良好控制性的自组装体系中十分重要。尽管在计算机模拟和实验中已经大

量报道了熵致多种单元组装成的复杂响应性相，但对自组装动力学在熵驱动的相行为中所扮演角色的了解还很少。

通过将计算机模拟和理论分析结合，我们报道了聚合反应诱发的双层混合接枝 Janus 纳米粒子在界面处自组装时，动

力学路径依赖的熵驱动相变的实现过程。我们的模拟表明，可以通过调整聚合反应速率来调控熵驱动界面处纳米粒

子混合物从随机混合到长程有序相转变的动力学路径。在较慢反应速率下，转变在混合参数中表现为突跃，类似于

一级平衡相变。增加反应速率会减少跳跃程度直到转变成为连续的，表现为类似二级相变，可通过表征转变的临界

指数得到验证。最后，我们利用聚合物链的 blob 理论模型分析以补充模拟结果，并揭示了熵驱动相行为的基本尺度

规律。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为通过动力学调控来加强熵对材料设计的贡献提供更多机会。 

关键词：熵驱有序；相转变；自组装动力学；界面纳米结构；计算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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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 

设计嵌段共聚物分子形成稳定的二元合金晶体结构 

陈雷,姜文博,强宜澄,李卫华 

复旦大学 200433 

晶体，因为其丰富的结构对称性和特殊的机械性能、电学性质、光学性质而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功能材料。

利用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形成有序结构的方法来制备介观尺度（5-100nm）的晶体结构，一方面可以弥补原子尺度晶体

和胶体球自组装形成晶体的尺寸大小空隙，另一方面其尺寸大小还可以通过高分子的分子量来调控，从而满足晶体

结构在功能材料应用中不同尺寸的需求。我们提出通过设计嵌段共聚物分子的方法来实现稳定的目标二元合金晶体

结构。具体方法：（1）通过多嵌段三元共聚物的自组装来构造二元合金介观晶体结构，在自组装中，通过中间嵌段

来调控配位数和球状区域的大小。（2）末端嵌段的引入一方面来固定恒定的 B 组分，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他们的相

对长度来调节配位数的不对称程度。（3）改变嵌段共聚物链的拓扑结构，基于“可控桥连嵌段”的概念和“组合构型熵”

的机理，设计多臂分子链结构，实现稳定的目标合金晶体结构，如：Cu3Au。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自洽场理论；二元合金；晶体结构 

EP26 

高分子在相反流场下逃离受限纳米管道 

丁明明,石彤非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纳米尺度微流装置制备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在单分子层次上研究高分子行为的新方法，其在生物技术以及医

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工作利用分子动力学与格子玻尔兹曼耦合的杂化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高分子在相反流

场下逃离受限纳米管道的动力学行为。模拟结果证实存在一个负临界流量，即受限高分子可以克服流场的阻力，逃

出较小的受限空间。结合标度理论，我们系统阐释了负临界流量的物理机制，为实现单分子的调控提供了可靠的计

算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高分子逃逸；临界流量 

EP27 

软 Janus胶体体系动力学变慢以及 Stokes-Einstein 和 Stokes-Einstein-Debye关系的破缺 

邹庆智,李占伟,孙昭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趋近玻璃化转变点时，各向同性玻璃质液体的动力学急剧变慢，平动的松弛时间与扩散系数明显偏离

Stokes-Einstein（SE）关系。对于各向异性玻璃质液体，Stokes-Einstein-Debye （SED）关系是否存在破缺现象以及

导致 SED 关系破缺的原因等问题仍不清楚。本文中，我们研究了软 Janus 胶体玻璃质液体平动和转动的动力学。随

温度的降低，平动和转动的扩散系数相对于平动松弛时间倒数的减小而相对较慢，这表明 SE 和 SED 关系发生了破

缺。我们发现，动力学异质性的强度与温度满足关系 t*a2(t
*
)~T

-y
。对于转动的动力学异质性强度，y=1.81,对于平动的动

力学异质性强度,y 在温度为 1.11 处从 y=3.24 变为 y=4.98。相对于平动的动力学异质性，转动的动力学异质性随温度

的降低变化缓慢。我们的结果表明粒子各向异性特性对平动和转动的动力学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软 Janus 胶体；动力学变慢；Stokes-Einstein 关系；Stokes-Einstein-Debye 关系 

EP28 

多嵌段共聚物形成多级结构的自洽场研究 

赵斌,李卫华,姜文博 

复旦大学 200433 

嵌段共聚物可以自组装形成丰富的有序结构。目前已知 AB 型嵌段共聚物，通常其中的一种组分的只能形成一

种几何相畴。能否设计出这样的一类嵌段共聚物，可以使得相同组分链段可以同时形成不同的几何相畴，如球跟层

的混合相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根据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物理机制，我们设计出 AB 型多嵌段共

聚物，以期通过自洽场理论模拟，对理论参数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实现层中有球等多级结构，即同种组分的不同嵌

段在自组装的过程中实现局部分离，分别形成球跟层的畴区，为将来的实验以及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相分离；自洽场理论；多级混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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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 

三嵌段粒子分级自组装的计算机模拟 

李延春,吕中元 

吉林大学 130021 

利用布朗动力学（Brownian Dynamics, BD）方法研究了 ACB 三嵌段粒子的分级自组装过程。由第一级组装得到

的结构作为第二级组装的初始构型，通过调控体系中补丁 B 部分的吸引强度和补丁粒子的浓度，研究了第二级组装

过程中形成有序结构的影响因素。我们还通过设计组装模型、组装规则和组装路线，最终得到了蜂巢状网络结构和

金刚石状结构。结果表明在较高的吸引强度和适当的浓度下，可以得到更多并且更规整的蜂巢状结构。而对于金刚

石状结构，较高和较低的吸引强度和浓度都不利于其形成。 

关键词：补丁粒子；布朗动力学；分级自组装 

 

EP30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环化反应机理的研究 

石逯迪 1,施志军 1,刘会超 1,赵勇 1,王明良 1,朱才镇 1,徐坚 2 

1.深圳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具有模量高、耐腐蚀性好等优良性能。在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广泛的

应用。PAN 的环化反应对碳纤维的质量影响巨大，在开展相关实验的基础上，本文对 PAN 环化反应的反应机理进行

量子化的计算和研究。本文基于第一性原理，采用密度泛函理论(DFT)的 B3LYP 泛函，在 6-31+G(d, p)基组水平上，

综合运用构型优化、能量计算、频率分析、反应路径分析等手段，对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环化反应机理进行了量子化

学研究。研究发现，自由基第一步初始环化反应能垒为 17.52 kcal·mol-1。第二步环化反应能垒更低，只有 8.86 

kcal·mol-1，说明只要环化一旦引发，后面的环化速度将会非常快，短时间内放热量大，使得反应不可控，容易碳化，

影响碳纤维的品质。本文结合计算在 PAN 聚合过程中引入单体 1，单体 2，测试表明引入第二单体后，其反应过程

中放热温度区间变大，集中放热得到明显改善。 

关键词：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密度泛函理论；环化反应；共聚单体 

EP31 

聚酰亚胺薄膜介电常数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 

范振国,刘四委,池振国,张艺,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目前，集成电路行业正朝着多功能化、高性能化及轻薄化发展。本课题组制备了一系列本征型聚酰亚胺薄膜，

为掌握微观参数对材料宏观性能的影响，进而实现对新材料宏观性能的精准化预测，本工作主要从理论方面进行开

展：在 B3LYP/ 6-31G( d) 水平上对聚合物单体进行密度泛函理论计算，采集了 44 种不同化学结构的结构参数。采用

通径分析法从 15 种结构参数里面筛选出 7 种结构参数—含氟的自然律 e-F%、熵、链段侧基长度、偶极矩、恒热比容、

Homo 以及 Lumo。构建了两种定量构效关系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和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VR)；对 7 种

结构参数构建的两种定量构效关系进行了拟合度、物理意义及共线性方面的分析，评价了两种模型的稳定性。分别

对比薄膜的实测介电常数，发现模型的预测值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其中 MLR 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2.8%，SVR 的平均

的相对误差为 3.9%。 

关键词：聚酰亚胺；介电常数；定量构效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支持向量回归 

EP32 

长线形和支化高分子熔体的平衡方法 

姚普,冯禄坤,郭洪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高分子熔体模拟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如何准备平衡态的高分子熔体。缠结线形高分子的最长松弛时间为解缠结时

间，随链长快速增加。在支化高分子熔体中，由于支化点的存在，高分子臂不能像线形链一样，进行蛇形移动，而

只能以臂回缩的方式进行松弛。相比于线形链，最大松弛时间会更长，得到平衡熔体更为困难。因此寻找一种能够

较快平衡长链和支化链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平衡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搭建短星形链和线形

链，并平衡短链。第二步，由短链接成长线形链和支化链，随机放置在盒子中。第三步，用以局域密度涨落为判据

的 MonteCarlo 方法，将体系跑到近平衡。再在 force-capped-WCA 势函数下，跑到平衡态。高分子熔体平衡的判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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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内均方距离收敛到平台值，局域密度涨落收敛到统计误差内。 

关键词：缠结；蒙特卡罗方法；分子动力学方法 

EP33 

链刚性对接枝共聚物微相分离影响的蒙特卡洛模拟 

张靖梓,成林颖,吴婷婷,刘珊,纪仕辰,沈星灿 

广西师范大学 541004 

最近我们合成了一种具有光热效应的新型可注射水凝胶材料，该凝胶基于接枝了亲水聚乙二醇侧链的疏水聚氮

苯基甘氨酸，有望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主链的强疏水特性，实验上难以表征水凝胶的形成机理。为此，

我们采用计算机模拟对该体系中进行研究。要研究其形成机理，首先需要理解接枝共聚物的形貌。该水凝胶中链刚

性不能忽略，我们蒙特卡洛模拟研究了链刚性对一条接枝共聚高分子微相分离的影响。 

模拟采用了疏水的主链和亲水的侧链。无链刚性时，微相分离后，较短的疏水主链相互聚集形成一个胶束，而

较长的疏水主链会形成两个胶束。当侧链为刚性链时，即使较长主链也会得到一个胶束。另外，我们还通过改变主

链/侧链的长度，侧链的接枝密度等来分别考察主链/侧链的链刚性对微相分离的影响。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具有链刚

性的接枝聚合物的组装行为。 

关键词：链刚性；接枝共聚物；蒙特卡洛模拟 

EP34 

聚合物诱导纳米颗粒自组装行为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侯雅琦,张晨,密建国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纳米颗粒/聚合物复合体系中的自组装行为决定了体系的微观形貌，进而决定复合材料的性能。无序-有序转变，

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组装行为已成为各国研究的焦点。对其微观机理的研究，有利于在应用中实现聚合物基体与纳米

颗粒填充物协同作用的最大化。本文充分考虑聚合物构象熵和堆积熵、颗粒-颗粒和聚合物-聚合物间的对称作用、颗

粒-聚合物间的非对称作用等，构建相应的自由能泛函，通过体系的能量最小化，定量表征纳米颗粒和聚合物的密度

分布。研究发现，在聚合物的诱导下，纳米颗粒在平板表面发生高浓度聚集，这种局部过饱和状态为纳米颗粒进一

步自组装成有序结构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以面心立方、体心立方、六角密堆积三种典型晶格作为有序结构的范

式，研究了体系自发形成无序-有序转变的条件。与纳米颗粒在板表面的聚集相联系，揭示了如何通过改变颗粒-聚合

物、板-组分间的非对称作用以及颗粒-聚合物间的粒径比实现对复合体系中有序形貌的调控。 

关键词：自发自组装；无序-有序转变； 聚合物纳米颗粒复合体系；密度泛函理论 

EP35 

“反应竞争机制”下活性遥爪聚合物形成复杂拓扑结构及其自组装行为的计算机模拟研

究 

李慧 1,2,葸雄宇 1,杜雪岩 1 

1.兰州理工大学；2.兰州理工大学温州泵阀工程研究院 

本论文采用耗散粒子动力学( Dissipative Particle Dynamics,DPD )模拟方法，研究遥爪聚合物经分子链两端活性基

团间的交联反应形成复杂拓扑结构后自组装形成胶束结构的动力学过程，模拟各种拓扑结构聚合物的自组装行为，

寻找热力学上最稳定的高级结构，考察影响自组装结构的多种因素。进一步考察交联反应与溶剂效应对组装行为的

竞争机制，阐明溶剂与交联反应的协同作用对自组装过程和组装形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拓扑结构的变化能够改

变自组装的进展，同时，次级拓扑结构能够改变组装形态。交联反应与自组装行为存在竞争机制，当遥爪活性端基

亲水时，反应促进自组装发生；当遥爪活性端基疏水时，反应抑制自组装，改变组装结构稳定性。 

关键词：自组装；遥爪聚合物；拓扑结构；交联反应；竞争机制 

EP36 

侧链液晶嵌段共聚物溶液自组装的 DPD 模拟 

吕翌晟,王立权,林绍梁,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侧链液晶(SCLC)嵌段共聚物由于兼具液晶以及聚合物的特性，在诸如图形存储，形状记忆材料等方面具有潜在

应用前景。但由于实验条件以及表征手段限制，对于侧链液晶共聚物形成的组装体，实验上难以获得其内部刚性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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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方式。本文利用耗散粒子动力学(DPD)模拟方法，研究侧链液晶共聚物在溶液中自组装行为。共聚物由柔性亲

水链段 A，柔性疏水链段 B，以及刚性侧链 C 组成。我们研究了刚性侧链和柔性亲水链段长度，接枝个数以及聚合

物浓度对自组装形貌的影响，并获得了相图。得到了球状胶束，盘状胶束，椭球状胶束，囊泡，柱状结构以及层状

结构。此外，在相对较长的刚性链长下，得到了较为特殊的柱状胶束以及方形柱状结构。此外，还计算了刚性链段

的有序度参数以及角分布情况。发现有序度存在转变点，在刚性链长达到转变点后突然增大，发生无序-有序转变。

本工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侧链液晶共聚物的自组装行为以及聚集体的内部结构，为实验提供指导。 

关键词：自组装；侧链液晶共聚物；DPD 模拟 

 

 

 

 

 

 

 

 

 

 

 

 

 

 

 

 

 

 

 

 

主题 F  生物医用高分子 



 
 

258 
 

FI01 

可注射性热致水凝胶 

崔书铨,陈曦,王金耀,俞麟,丁建东 

复旦大学 200433 

物理水凝胶是一类特殊的软物质，蕴含丰富的科学问题。低温溶胶-高温凝胶的可降解热致水凝胶体系当相转变

温度介入常温与体温之间时，在药物缓释载体、组织工程和其它医学应用领域有广泛用途，既可以注射，又可以在

体内自发形成水凝胶，可以单独使用，也容易包裹细胞和各类药物。十余年来，本课题组以生物相容（被美国食品

和药品监管管理局以及中国和多个国家相关权威机构批准可以作为医学用途）的常见的聚醚和聚酯为嵌段，获得了

具有上述特性的高分子，并且在从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生物医用材料等多个方面作出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

若干新的分子设计原理，显著拓宽了可热致凝胶化的窗口，为热致水凝胶的医学应用建立了多种新的策略。 

关键词：生物医用高分子；物理水凝胶；药物缓释载体；组织工程；嵌段共聚物 

FI02 

基于炎症反应调控不同种类细胞在 pH 响应水凝胶中的三维迁移行为研究 

高长有,李旭光 

浙江大学 310027 

细胞迁移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与创伤修复、免疫反应等行为密切相关。细胞在三维环境下的迁移更为重

要，但研究较少。刺激响应性水凝胶的研究发展迅速，在药物传递、组织修复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基于席夫

碱键在 pH 5 附近会发生断裂的特性，制备了生物相容性良好、可在弱酸环境下响应的透明质酸（HA）水凝胶。通

过高碘酸钠氧化、甲基丙烯酸酐（MA）取代以及己二酸二酰肼（ADH）修饰 HA 分别得到 HA-ALH、MA-HA 和

HA-ADH，再将三者混合搅拌后经光照交联得到席夫碱和双键交联的 pH 响应双网络水凝胶。在不同 pH 缓冲液（pH 

7.4 和 pH 5）处理下，材料的干态孔径和模量发生显著性的变化。进一步研究基于炎症反应内皮细胞和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在不同 pH 缓冲液处理的材料中迁移行为的变化。发现交联密度低水凝胶可以促进内皮细胞迁移的深度，但不

利于干细胞的迁移。 

关键词：水凝胶；智能响应；3D 细胞迁移；炎症反应 

FI03 

表面改性：从固体到活细胞 

陈红 

苏州大学 215123 

深入理解材料和生物体的界面相互作用规律，寻求合适的表面设计和修饰方法，实现材料和生命体的生物相容

和功能诱导，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是发展新一代生物材料的基础。我们课题组长期致力于生物材料表界面

领域的研究，建立了几类具有简便、高效、可控等特点的生物功能化新方法用于多种固体基材的表面改性，为材料

表面的后功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平台。应用这些方法，我们开发了一系列具有特定生物功

能的材料表面，并应用其调控蛋白质、细菌、细胞与表面的相互作用。最近我们将表面改性的目标投向活细胞，通

过细胞表面工程学方法在细胞膜表面引入具有特异性生物活性的大分子，进而探索细胞与细胞间交流并通过改变细

胞膜微环境实现调控细胞行为及生理功能。 

关键词：表面改性；细胞表面工程；生物表界面 

FI04 

蛋白质启迪的牙科修复/抗菌材料—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 

李建树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蛋白质是生命功能的最终执行者，与生命现象的本质密切相关。龋病（24.3 亿人）和牙齿敏感（ 1/3 人群）等

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目前临床应用的修复材料存在着界面结合力弱、长效性差、需创伤性植入等尚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我们关注到自然界中非胶原蛋白质（NCPs）对生物体的硬组织矿化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另外一

个有趣的自然现象是牙齿表面的具有强吸附能力的唾液获得性膜（SAP），其中大量的蛋白质提供了独特的解决齿科

材料界面问题的启迪。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受 NCPs 和 SAP 中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启迪，设计制备了一系列用于牙

体和骨硬组织修复/抗菌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获得了突出的效果，并进一步开展了相关的产业化工作。 

关键词：医用高分子；口腔材料；修复；抗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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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05 

可生物还原的纳米胶束基因载体的构筑及应用 

尤业字,王龙海,张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阳离子型聚合物作为最主要的非病毒类基因载体近期得到广泛的研究，然而目前大多数已合成的聚合物基因载

体毒性高、转染效率低。最主要的原因是聚合物与 DNA 之间的相互结合作用太小，不能有效地保护 DNA。因此，

我们提出了按珠链模型压缩 DNA 的新思路。把氟碳长链等疏水链通过-S-S-键连接到阳离子聚合物上，进一步自组装

形成~10 nm 纳米胶束，此纳米粒子具有很高的表面电荷（+70~110 mV），可作为“珠”与 DNA 链复合并缠绕形成珠链

结构，这样的缠绕可以提供更大的熵减值，产生更大的 DNA 压缩效果，最终达到了非常好的基因转染效率。通常在

N/P>5 时，阳离子聚合物才能完全压缩 DNA，结合常数小，而且基因载体转染效率一般小于 50%。我们发现：在 N/P=1

时，纳米胶束可以完全压缩 DNA，结合常数比 PEI 提高近两个数量级，而且组装体在血液中稳定性非常好，部分细

胞中基因的转染效率高达 95%，接近病毒载体的转染水平。 

关键词：基因传递；纳米胶束 

FI06 

高分子基因载体体内传输与联合治疗研究 

田华雨,关秀文,徐彩娜,王艳兵,陈杰,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高分子基因载体具有免疫原性低、种类多样和结构可控等优点并在基因治疗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高分子载

体体系的表面电荷状态和粒径是影响其体内传输性能的关键因素，但载体体内传输的不同阶段对其电荷状态和粒径

要求不尽相同。针对上述矛盾，我们开发了系列化的高分子载体遮蔽策略。该遮蔽策略可保证载体在体外组装阶段

具有较高的电荷密度以实现对核酸物质的高效压缩和负载。在体内循环阶段，载体体系具有较低的表面电荷密度有

利于实现“长循环”性能。到达肿瘤部位后，载体具有较高的正电荷密度有利于细胞内吞。另一方面，我们开发的遮蔽

策略可实现对载体粒径的可逆调控。载体在体内循环阶段具有相对较小的粒径有利于稳定传输，到达肿瘤部位后具

有相对较大的粒径可促进细胞内吞。上述构建策略成功解决了高分子基因载体体内传输中遇到的“两难性”生物学障

碍，有效提升了载体体内传输性能。利用上述策略与其他治疗手段相结合在动物体内实现了良好的抗肿瘤效果。 

关键词：高分子基因载体；基因治疗；遮蔽体系；肿瘤治疗 

FI07 

水凝胶的可控制备、功能构筑及生物医用 

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高分子水凝胶是一种类似于软组织的软湿材料，在软组织的修复与替代等生物医用领域有重要的应用。提高力

学强度、改善生物相容性、优化降解性能，是水凝胶走向临床实际应用最亟待解决的难题。针对凝胶交联进程难动

态调控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双硫键交换的可控交联新策略，实现了水凝胶在微纳米及宏观多尺度下的可控制备，为

医用水凝胶的定制及功能构筑奠定基础；针对凝胶三维网络结构缺陷导致力学强度弱、耐疲劳性差的缺点，建立了

高强高韧化学-物理混合双网络水凝胶构建的新方法，拓展了凝胶作为承重软组织的替代物如软骨、肌腱、半月板的

应用范围；针对凝胶与组织黏附弱、生物相容性差的难题，发展了原位快速成胶法构建高强高黏、优异组织相容的

聚乙二醇水凝胶，有望在创面止血封闭、伤口隔离抗菌、皮肤修复愈合等方面取得了实际应用。 

关键词：水凝胶的可控制备；双网络水凝胶；高强高韧；止血抑菌；生物相容 

FI08 

聚电解质复合界面：从血管细胞外基质仿生到组织再生涂层技术 

计剑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介导血管原位再生的血管基质基底膜是由多种生物大分子自组装形成的具有高度穿插结构的微纳复合层状膜。

它可在有效支撑血管细胞的同时，实现对生物分子的识别与传递。并通过信号（如细胞生长因子,金属蛋白酶）介导

的组装与解组装，调整细胞外基质基底膜地组成，物理机械性能和物理拓扑结构，从而影响血管细胞的分化和传导，

诱导血管组织再生。我们通过对血管基质基底膜的仿生分析，采用层层组装的方式，构建了具有模拟细胞外基质基

底膜结构和功能的系列仿生界面，实现了通过生物分子负载与传递、原位基因转染和自适应硬度调控对血管原位再

生功能的调控。并结合可工业实现的涂层技术，依据多层膜中生物聚电解质高流动性的特点，发现并强化了分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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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调控在设计新型血管原位再生涂层材料的重要作用，构筑了具有自愈合特点的多孔海绵聚电解质涂层技术和聚

电解质生物分子复合物的高速喷涂技术，为原位组织再生涂层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崭新的途径。 

关键词：血管组织再生；层状组装；聚电解质；分子链运动。 

FI09 

可控细胞粘附界面 

王树涛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围绕细胞基癌症早期检测的应用背景，我们系统的研究了生物界面上细胞的特异识别与粘附调控，不再将细胞

简化成理想的球体，还原其多尺度性，取得了系列重要进展。1）受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的特异粘附界面启发，提出

结构匹配和分子识别的协同细胞粘附的研究思路，打破了传统上仅仅对分子水平识别的局限，构筑了系列多尺度微

纳结构的界面。2）利用智能分子或基团为桥将特异性识别分子固定到多尺度基底上，制备了系列刺激响应性的细胞

粘附可控界面。通过酶、热、pH，磁场等外场刺激调控智能分子的构型转变或键的开合，实现了界面对肿瘤细胞特

异粘附和去粘附的无损智能调控。3）以这些生物界面为基础，通过细胞在静止和流体条件下不同粘附过程的研究，

发展了流体条件下痕量癌细胞的高效特异识别检测技术（捕获效率> 97%）。4）利用具有自清洁性能的基底实现了生

物芯片丢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关键词：多尺度界面；粘附可控；细胞；生物启发 

FI10 

基于氢键作用的高效糖蛋白组学及磷酸化蛋白组学富集分离材料 

孙涛垒,卿光焱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复杂的生物样本中的精确识别与调控是新一代生物材料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从生命体系的自身特征出发，将

手性和氢键作用引入生物材料的设计，开发了一系列能对生物分子的手性作用、氢键作用、Pi-Pi 作用及 CH-Pi 等分

子间弱相互作用实现精确调控的高分子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在阿兹海默病研究中的 Abeta 纤维化及糖蛋白组学和磷酸

化蛋白组学富集分离材料研究中取得若干突破。本报告将以糖基化及磷酸化蛋白组学富集分离材料为例，阐述我们

如何将我们的材料设计理念应用于复杂生物样本中的精确识别与调控以推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瓶颈与挑战的解决。 

关键词：氢键作用，响应性高分子，糖蛋白组学，磷酸化蛋白组学 

FI11 

高强度水凝胶在骨修复中的应用 

戴西洋 1,翟昕昀 1,2,高飞 1,阮长顺 2,刘文广 1 

1.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本文利用 N-丙烯酰甘氨酰胺侧链的多重氢键作用制备了力学性能优异的超分子聚合物水凝胶（PNAGA），在水

含量 70-80%的情况下，其拉伸和压缩强度都能达到兆帕级别，并且具有抗撕裂性，在各种酸碱溶剂中能够保持非常

良好的稳定性。由于这种多氢键作用能够在较高温度下实现破坏和重组，水凝胶具有热塑性和自修复功能。我们进

一步发现将适量粘土加入到单体的水溶液中，得到的高触变性的生物墨水非常适合打印，再经紫外交联后得到稳定

的支架。粘土的引入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支架的力学强度，同时赋予了支架良好的骨诱导能力，提高了材料与宿主骨

的结合能力。体内动物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该水凝胶材料具有良好的骨修复效果，显示出其在骨修复研究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水凝胶；高强度；3D 打印；骨修复 

FI12 

水性可降解聚氨酯三维多孔支架在脑组织修复中的应用 

王焱超 2,吴英克 1,林伟崴 1,何学令 1,3,李洁华 1,谭鸿 1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3.四川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一般地，由脑、脊髓所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受到损害后所具备自我修复能力十分有限，目前临床上对于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仍没有较好的治疗措施。经前期探索，本课题组合成的 LDI 型水性聚氨酯具有促进受损脑组织修复的

功能。基于这种可降解聚氨酯乳液，采用冷冻干燥制备三维多孔支架，通过改变乳液的固含量调控支架形态，获得

一系列不同孔径的三维多孔支架，该类支架能促进巨噬细胞从炎症表型 M1 向修复表型 M2 转化。将这类多孔支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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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大鼠脑内，进行为期 6 个月的长期修复后，发现在支架区域有新神经元和轴突的再生。结果表明这类可降解聚

氨酯三维多孔支架在脑组织损伤修复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聚氨酯；脑修复；多孔支架 

FI13 

动态层层组装膜及其用于零级药物释放的研究 

张拥军 

南开大学 300071 

零级释放药物载体可始终以恒定的速度释放药物，因此可将药物浓度始终维持在治疗窗口中，最大限度发挥药

物治疗作用，最大限度减轻药物毒副作用。但是零级释放非常难以实现。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动态层层

组装膜这一概念，即以可逆的相互作用为驱动力组装的层层组装膜。我们发现，由于这些相互作用的可逆性，动态

层层组装膜在水中可逐步解离。利用这一特性，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药物释放机制，即利用动态组装膜的逐步解离

进行药物释放。进一步我们发现用窄分布高分子组装的动态层层组装膜可很好地实现零级释放。与现有的零级释放

载体或装置相比，动态层层组装膜结构非常简单，制备简易，且能通过外部刺激调控药物释放速度。利用这一机理，

我们已分别实现了抗癌药物、多酚类药物以及多肽类药物等多种药物的零级释放。 

关键词：层层组装膜；动态键；零级药物释放 

FO01 

可注射性聚氨基酸水凝胶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贺超良,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我们通过热响应溶液-凝胶转变、酶催化分子间交联、席夫碱反应等方法制备了一系列合成聚氨基酸可注射性水

凝胶，并研究了该类材料在作为细胞 3D 培养仿生支架材料及抗肿瘤药物局部缓释体系方面的应用。交联方式的不同，

所获得的水凝胶力学强度与降解速率具有明显差异。在作为细胞 3D 培养支架材料方面，我们发现，水凝胶中培养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铺展形态与增殖受到凝胶中聚合物含量的显著影响。通过将单糖分子、RGD 细胞粘附肽等生物

分子接枝到聚氨基酸侧链，改善了材料的生物相容性与细胞黏附性能。而且，水凝胶的稳定性与细胞黏附性则可以

通过引入环境响应的基团来实现动态调控。另一方面，采用水凝胶负载单种或多种联合的抗肿瘤药物或大分子，制

备了多种抗肿瘤药物局部缓释（联合缓释）体系。经过在何瘤裸鼠肿瘤组织局部进行单次瘤周注射，实现了对肿瘤

组织的长效抑制，促进了多种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并显著降低了药物的全身毒副作用。 

关键词：可注射水凝胶；聚氨基酸；仿生水凝胶；3D 细胞培养；局部药物缓释 

FO02 

用于药物持续性释放和骨髓炎治疗的可注射水凝胶 

谢妍,欧宛靖,梁佩清,全昌云,张超 

中山大学 510006 

本文制备了基于聚(丙交酯-共聚-乙交酯)-嵌段-聚(乙二醇)-嵌段-聚(丙交酯-共聚-乙交酯)(PLGA-PEG-PLGA)的可

注射温敏水凝胶，利用水凝胶的优异性能将其作为骨髓炎治疗的潜在的药物传输载体。本文对其性能、负载、释放

抗生素等行为展开研究，研究了不同摩尔质量共聚物溶液的温敏相图和流变性能。结果显示 25 wt % 

PLGA-PEG-PLGA(1300-1000-1300)水溶液临界凝胶温度(CGT)为 34°C，略低于生理温度，且满足注射粘度要求，适

合体内应用。体外细胞增殖试验和溶血试验及体内生物相容性评估所有均表明 PLGA-PEG-PLGA 温敏凝胶具有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温敏凝胶具有良好的药物包封能力（包封率为 100%）和控制释放能力。抗菌实验结果表明，水凝胶

包载抗生素万古霉素具有优异的抗菌效果，在骨髓炎的临床治疗上拥有极大的潜力。 

关键词：可注射水凝胶；万古霉素；释放；骨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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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基可注射双网络水凝胶的制备及 3D 细胞培养 

闫衍 1,李梦楠 2,杨迪 1,屈小中 1,杨振忠 2 

1.中国科学院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可注射水凝胶具有原位包载药物和细胞能力，且植入过程手术损伤小；双网络水凝胶则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

但目前对具有注射能力的双网络水凝胶的报道较少。本工作尝试通过两种动态相互作用制备在生理环境条件下可注

射的双网络水凝胶材料。以羟乙基壳聚糖（GC）/端苯甲醛基修饰 PEO 和海藻酸钙（Alg）分别构筑第一、第二网络，

通过席夫反应和静电相互作用两种动态交联实现在生理环境条件下的双网络凝胶化，获得了可使用双联混药器注射

且具有较好力学性能的 GC/Alg 凝胶载体。体外实验评价了 GC/Alg 凝胶的安全性，以该水凝胶为细胞外基质三维包

载小鼠软骨前体细胞（ATDC5），实现了细胞在凝胶内的增殖和诱导分化，观察到凝胶中 ATDC5 细胞的 II 型胶原和

硫酸软骨素分泌。初步建立兔膝关节软骨损伤模型，证实以双网络水凝胶为填充材料较对照组可加速受损软骨的修

复速度，为今后该水凝胶作为支架进行应用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关键词：可注射双网络水凝胶；动态交联；3D 细胞培养；组织工程支架 

FO04 

强化超声成像性能的医用高分子导管材料 

陈晓农 1,陈婧泠 1,王浩 1,张国强 1,2,练睿 1,2,闫圣涛 1,2 

1.北京化工大学 2.中日友好医院 

介入置管是临床中常见的诊疗手段。确保快速、准确和安全的介入置管极为关键。目前介入置管的导入和位置

确认主要依赖 X 射线透视和 CT 检查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有射线暴露，且操作实施复杂，难以实现床旁操作。超声

引导置管定位具有无创、无辐射，并可实现床旁及现场救治的优势，逐渐被医师认可。但是，由于目前常用的聚合

物导管材料的声阻抗与人体组织接近，置入体内的导管在超声图像中往往模糊不清，难以准确定位。为了解决此问

题，本研究通过在导管聚合物中填充高声阻抗无机粉体，增大导管材料声阻抗与人体组织声阻抗的差值，进而提高

导管材料的超声显影效果。研究了无机粉体种类、添加量以及分散状况对于复合材料超声成像性能的影响，并考察

了超声显影导管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生物医学安全性。 

关键词：介入导管；超声成像；高声阻抗；复合材料 

FO05 

肿瘤靶向罗丹明类荧光成像探针的研究 

刘凡,李斌,邓迪,周子琪,刘琪钰,陈思,鄢国平 

武汉工程大学 430205 

活体动物荧光成像技术检测灵敏度高，可广泛用于人体全身多种疾病如肿瘤的临床检测与诊断。然而，体内荧

光探针存在剂量过高、代谢速度快、利用率低、对肿瘤细胞缺乏选择性或靶向性、对肿瘤成像效果较差等问题。 

根据小分子多肽对肿瘤细胞具有特异亲和性作用，能被肿瘤选择性摄取的特点，将多肽与罗丹明 B 偶联，或将

多肽、罗丹明 B 分别键连在多糖类大分子载体的侧链上，从而制备肿瘤靶向性荧光成像探针。这类化合物对肿瘤有

较好的亲和性与较低的体内细胞毒性，能被肿瘤细胞如 B16 小鼠黑色素瘤细胞选择性摄取，并获得较好的肿瘤细胞

红色荧光成像，成像增强度高，成像效果好。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312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6YFB1101302）；湖北高校 2016 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610490022）；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CX2016004, 2016012）的

资助。 

关键词：荧光成像技术；肿瘤靶向；多糖；多肽；罗丹明 B 

FO06 

荧光超分子探针的设计及其生命医学的应用研究 

尹梅贞,张少博,孙盟盟,程文玉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环境污染、癌症频发、农药的过度使用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如何降低或避免农药的过度使用？

如何避免传统化疗、放疗对人体健康细胞产生副作用？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本课题组将荧光发色基团与功能超

分子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以成像示踪可视化、材料应用多功能化为研究目标，研发了一系列新型的、高荧光量子产

率的荧光大分子化合物。这些荧光分子水溶性极好，具有纳米尺寸可控、荧光追踪精确、携带生物分子效率高、光

稳定性高、细胞毒性低、生物可降解等优点。探索了该系列化的核酸/蛋白/药物等荧光纳米超分子体系，拓展了农业

害虫绿色防治的新方法。此外，我们研发了一种新型近红外有机光热试剂，同时用作高性能光声成像造影剂，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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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水平实现了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肿瘤光声可视化和光热治疗的目的，光热治疗有效弥补了传统癌症治疗手段的

不足。总之，荧光纳米超分子体系的设计及应用仍是一个挑战性的课题，有待于深入探索开发。 

关键词：荧光超分子；生物成像；功能载体；纳米药物；抗肿瘤 

FO07 

聚 L 谷氨酸-g-聚 ɛ 己内酯弹性体水凝胶制备与半月板再生 

张坤玺,吴杰,崔磊,尹静波 

上海大学 200444 

理想半月板支架材料应提供高机械强度，从而在半月板修复过程中提供力学支撑，避免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发生，

同时具备合适的降解速率，为组织再生提供空间。本研究以接枝方式制备两亲性共聚物 PLGA−g−(PCL5)3，以三乙二

醇为交联剂，在有机相中制备凝胶，采用溶剂相分离法，使凝胶内 PCL 聚集形成疏水缔合微区，赋予水凝胶高强度

和能量耗散机制。结果显示：PLGA−g−(PCL5)3 水凝胶具有可压缩性、可弯曲性、可折叠性以及快速回弹性。冷冻干

燥后可得到多孔凝胶，PLGA−g−(PCL5)3 水凝胶和再润湿多孔凝胶在高应变下可保持完整且压缩模量分别达到 0.63 

MPa 和 0.14 MPa；降解 1 个月，压缩模量依然维持在 0.1 MPa 以上，3 个月左右完全降解。凝胶支持 rASCs 在支架

内部粘附，增殖及诱导因子作用的软骨向分化。植入兔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半缺损处，16 周在体内重建半月板组织，

对关节股骨和胫骨平台起到了保护作用。 

关键词：半月板；聚 L 谷氨酸；聚 ɛ 己内酯；高强度水凝胶 

FO08 

具有组织整合特性的光原位水凝胶的构筑 

林秋宁,杨云龙,华宇杰,张依晴,包春燕,朱麟勇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水凝胶被认为是目前最接近于天然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人工材料，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和

再生医学中。理想的临床医用凝胶要求操作简单、水凝胶本身及凝胶化过程无毒、具有良好的组织赋型能力并且能

与周边组织粘附整合一体化，从而有效减少感染并促进组织愈合。基于此，本研究组提出利用标记在透明质酸上的

邻硝基苄光笼分子光解产生的醛基，同步交联含氨基的高分子和表面富含氨基的生物组织，建立具有组织整合特性

的光原位水凝胶技术。该技术操作简易、生物相容性好，其胶层与组织整合一体化的特性，不仅克服了现有凝胶体

系由于柔软易碎、表面光滑在临床应用中难以固定的瓶颈，而且能够促进周边组织中的细胞迁移进凝胶，有效促进

损伤组织的愈合生长，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水凝胶；光凝胶化；邻硝基苄；亚胺交联；组织整合 

FO09 

X 射线显影热致水凝胶用于体内降解的无损示踪及其在术后防粘连中的应用 

俞麟,雷科文,马前,丁建东 

复旦大学 200433 

可注射热致水凝胶具有独特的反相凝胶化特性，在室温下为流动溶液，而在体温下可自发转变为半固体凝胶，

在众多医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此类材料不具有显影功能，无法对其进行非入侵式和可视化的体内检

测。本报告中，我们通过共混 PEG/聚酯嵌段共聚物及其 2, 3, 5-三碘苯甲酸修饰产物制备了具有 X 射线显影特性的混

合物热致水凝胶。该 X 射线显影热致水凝胶在大鼠腹腔粘连模型中可以有效预防腹腔粘连的产生，其预防效果远优

于医用的几丁糖。同时，使用 Micro-CT 成像技术可以无损示踪该显影水凝胶在腹腔内降解过程中的形貌和体积变化

情况，揭示该水凝胶在腹腔中的降解周期约为 5-7 天，与腹腔创面修复周期匹配。另外，结合解剖观察，发现该显影

水凝胶腹腔内降解机理主要为表面溶蚀，而且在降解后期存在凝胶溶胀现象。该工作为研究 PEG/聚酯热致水凝胶在

不同医学应用环境下的体内降解提供了一种无损且可靠的示踪手段。 

关键词：显影热致水凝胶；Sol-gel 相转变；Micro-CT 成像；体内降解；术后防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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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 型聚高折射硫氨酯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在人工角膜上的应用 

张全元,曾有兰,孙鹏 

湖北大学材料学院 430062 

理想的人工角膜植入材料要求物理化学性质稳定、生物相容性好、透光性高以及透气性好等，同时还应具有一

定的折射能力，使得植入后能够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水凝胶因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其对水溶性代谢产物如葡萄

糖、营养物质、氧气等高的透过性，在眼科材料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本文利用合成的双巯基乙酸聚乙二醇

酯和不同结构的二异氰酸酯反应，以 HEMA 为封端剂，制备了一系列双键封端的具有不同链长的聚硫氨酯预聚物，

并通过与丙烯酸经紫外引发自由基共聚合，成功制备了一些列高折射的 PEG 型聚硫氨酯水凝胶。所制备的水凝胶具

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较高的折射率和含水量。如 2-M-1 水凝胶的断裂伸长率、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分别为 275%、3240 

kPa、1310 kPa。所制备水凝胶的平衡含水量为 42.8-50.0%，其在干态和湿态下的折射率分别为 1.509-1.559 和

1.425-1.468，远高于人角膜的折射率。 

关键词：水凝胶；人工角膜；聚硫氨酯；折射率 

FO11 

Bio-responsive microspheres for on-demand anti-inflammation and alveolar bone 

regeneration in periodontal disease 

陈鑫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We report the fabrication of a core−shell composite composed of MMP-cleavable MSN clusters (core) and porous 

PLGA microspheres (shell) that are able to display on-demand co-delivery of anti-inflammatory drug and bone growth factor 

to inflammatory area. The composite is attached to PLLA micro-scaffolds that not only spatially control the release of these 

biomolecules to prevent off-target effects, but provide biomimetic structure to promote bone regeneration. 

关键词：Bio-responsive micro-scaffold；on-demand biomolecules delivery；biomimetic 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 

FO12 

具有光热效应的功能复合微球 

杨武利 

复旦大学 200433 

光热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肿瘤的手段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光热治疗的原理是在近红外光的照射下，利用

光热转换试剂将吸收的光能转换成大量的热能，使组织的温度升高，从而在局部杀死癌细胞，并且不破坏健康的组

织。近来，我们在功能性复合微球的光热治疗方面，取得了系列进展。发现簇化的 Fe3O4 纳米晶(Fe3O4 微球) 比 Fe3O4

纳米晶具有更好的光热效应，这是由于 Fe3O4 微球在近红外区有更强的吸收。研究表明红细胞(RBC)膜包衣确实显著

提高了 Fe3O4@RBC 复合微球在体内的长循环能力，使复合微球能有效地在肿瘤部位富集，从而显著提升其光热治疗

效果。我们还发现改变粒子的形态，可增强其在近红外区的吸光度，进而提高其光热效应；基于光热效应，我们还

获得了近红外光响应的 NO 纳米发生器，逆转了肿瘤的多药耐药性；细胞和动物实验说明具有光热效应的复合微球

在肿瘤治疗方面潜力巨大。 

关键词：光热治疗；复合微球；磁性粒子；红细胞膜；肿瘤靶向 

FO13 

仿生技术构筑通用型表面改性涂层 

魏强 

马克斯普朗克医学研究所 70569 

材料界面性能是材料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在材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由

于化学、物理、材料、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不断多元化发展，基于涂层与基底特定相互作用的传统表面改性技术受到

越来越多的限制与挑战。不受基底材料化学性质与物理形貌限制的通用型表面改性技术为材料科学打开一扇全新窗

口。本研究通过一系列仿生策略，利用合成高分子深度模拟并整合贻贝粘着蛋白在固体表面的粘附行为以及血液蛋

白的非特异性吸附性能，进而制得从复合多分子层到高规整度单分子层、具有不同构型不同性能的通用型涂层。合

成高分子具有可设计性强的特点，通过理化手段能够赋予表面涂层多样化性能或二次改性能力。合理设计涂层高分

子化学活性与生物惰性，可以制得生物抗污表面；调节高分子的亲疏水性及涂层形貌可以控制材料表面浸润性；通

过修饰特异性配体，可以让材料与生物体系建立有效联系。最后，本文归纳总结制备通用型表面改性涂层的普遍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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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表面改性；高分子；仿生；涂层；通用型 

FO14 

杂萘联苯聚芳醚砜酮的表面仿生矿化 

柳承德 1,2,刘程 1,2,王锦艳 1,2,蹇锡高 1,2 

1.大连理工大学；2.辽宁省高性能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聚芳醚因与骨的力学性能相匹配和射线可透性等优点越来越多地被用作骨植入材料，但传统聚芳醚的生物相容

性不高等问题使其应用受限。本论文拟结合聚多巴胺表面修饰和类骨磷灰石仿生矿化改性方法，对一种新型的聚芳

醚含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聚芳醚砜酮（PPBESK）进行表面改性，既不影响其原有的力学性能等方面的优点，又提高

其生物相容性。在 PPBESK 表面涂覆聚多巴胺层作为聚合物和类骨磷灰石之间的粘接层，通过仿生矿化法在聚多巴

胺表面沉积类骨磷灰石层。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Ｘ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等对经聚多巴胺表面修饰及其诱导沉积的类

骨磷灰石层进行表征，并采用小鼠前成骨细胞（MC3T3-E1）进行细胞粘附及毒性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 PPBESK

的表面成功制备了聚多巴胺和类骨磷灰石的复合涂层，经过类骨磷灰石改性的 PPBESK 表面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杂萘联苯；聚芳醚砜酮；表面改性；类骨磷灰石；仿生矿化 

FO15 

儿茶酚基衍生物改性/表面修饰聚合物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施冬健,沈佳丽,刘蓉瑾,陈明清 

江南大学 214122 

受海洋贻贝可黏附于各种基材表面的启发，大量存在于贻贝足丝蛋白中的 3,4-二羟基苯丙氨酸(DOPA)及其含儿

茶酚基的衍生物多巴(DA)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 DOPA 和 DA 的可反应性、与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和氧化还

原性进行了系列研究。成功制备了结构明确、具有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的 DOPA 聚合物及其与 PVA、PLA 的共聚

物，研究了儿茶酚基聚合物的结构、性能及其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改变结构，可调控聚合物的热稳定性、

降解性、生物相容性、自修复性、抗菌性。进而，将 DOPA、 DA 及其聚合物沉积至无机氧化物和聚合物的表面，

实现对其表面修饰，可提高材料的细胞粘附性和对药物的利用率。所得的儿茶酚基衍生物修饰改性聚合物具有优异

的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等性能，可用于药物控释、组织修复等领域。 

关键词：儿茶酚基衍生物；功能聚合物；修饰改性 

FO16 

利用非共价相互作用构建生物功能化表面 

于谦,韦婷,渠阳翠,占文俊,陈红 

苏州大学 215123 

材料表面的生物功能化在现代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技术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本文报道了一种以非共价

相互作用作为驱动力的简单普适性方法来实现表面的生物功能化。首先通过层层组装技术将由含有金刚烷基团的聚

丙烯酸共聚物和聚烯丙胺构成的聚电解质多层膜沉积于多种基材表面（如金属，氧化物，合成聚合物）；随后通过主

客体相互作用引入了修饰有不同配体分子（生物素、甘露糖、赖氨酸和季铵盐）的环糊精衍生物，从而得到具有相

应生物功能（生物识别，细菌捕获性，纤溶活性，抗菌活性）的生物活性表面。该方法巧妙地结合了两种常见的非

共价相互作用（静电相互作用和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优点来构建具有特定生物功能的生物活性表面，同时具有以下

四个突出的优点：普适性，简易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在植入材料、组织工程材料和生物检测等领域具有潜在的

应用前景。 

关键词：主客体相互作用；层层组装；生物功能表面；非共价相互作用 

FO17 

响应性层状抗菌表面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 

栾世方,闫顺杰,王向红,殷敬华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抗细菌粘附与杀菌策略相结合，可以避免单一抗菌策略的固有缺陷，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然而目前报道的抗-

杀结合表面多为单层结构，其存在的问题为：制备时，抗、杀功能单元含量相互影响，造成各自有效密度的降低；

工作时，抗-杀组分彼此相互干扰，协同性能受到限制。本工作提出了将抗粘附和杀菌功能层分置于不同空间层的设

计思想，发展了层状结构抗感染表面。该层状结构抗感染表面降低了抗粘附与杀菌功能间相互干扰，提高了表面的

长效抗菌性能；进一步通过改变抗细菌粘附层和杀菌层构建顺序、抗菌层化学性质，分别实现表面具有响应性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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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如：存储中杀菌使用时具有血液相容性、温度响应性抗菌表面、细菌响应性抗菌表面。 

关键词：层状高分子刷；干-湿态响应；温度响应；细菌响应；抗菌表面 

FO18 

基于聚合物刷修饰的高效抗菌表面 

刘传军 

武汉大学 430072 

细菌在生物材料表面的黏附、生长进而形成的生物膜造成的生物污染是医疗行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抗菌表面

的制备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通过杀死黏附在表面的细菌实现抗菌；另一种是通过阻止细菌在表面的黏附达到抗菌

效果。将抗细菌黏附材料和具有杀菌活性成分结合以提高抗菌效果是设计材料的一个很好的思路。聚磺酸基甜菜碱 

(PSBMA)可以与水通过氢键结合，表现出抗细菌黏附功能。而仅用亲水聚合物并不能完全阻止细菌的黏附，黏附在表

面的少量细菌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三氯生(TCS)是一种广谱抗菌剂，具有即刻、持久的抗菌效果。我们将抗细菌黏

附和杀菌活性结合，通过表面聚合及修饰，制备了 Si-PSBMA-TCS 表面。不仅能够阻止细菌的黏附，同时能将极少量

黏附的细菌杀死，是对防止表面引发感染的双重保险，具有高效的抗菌性能。 

关键词：抗菌表面；高分子刷；聚磺酸基甜菜碱；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FO19 

持久抗菌防污棉纺织品的制备及相关性能 

张少波,袁玲君,蔡晓华,陈仕国 

深圳大学 518060 

设计合成了反应两性离子和季铵盐抗菌整理剂，并成功以共价键结合到棉纺织品表面，获得持久抗菌防霉防污

棉纺织品。经整理改性后棉纺织品的亲水性大大提高，且力学性能、透湿和透气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两性离子

改性可以赋予棉纺织品广谱而持久的抑菌活性和抗细菌粘附性，季铵盐改性可赋予棉纺织品持久的广谱杀菌活性，

双重改性的棉纺织品具有持久的杀菌和抗细菌粘附性。洗涤 50 次后，上述三种抗菌棉纺织品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抗菌率都远高于纺织行业的 AAA 级标准。通过改变两性离子和季铵盐的配方，可调控双重整

理棉纺织品的抗菌活性和抗细菌粘附性，获得持久抗菌和防污功能的棉纺织品。蛋白组学定量研究表明，两性离子

和季铵盐都能抑制大分子的生物合成，产生破坏性活性氧,进而破坏细菌膜从而导致细菌最终死亡。由于非溶出性，

整理改性后的棉纺织品无毒无皮肤刺激性，在纺织、包装、水处理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前景。 

关键词：纺织品；抗菌；季铵盐；两性离子；抗污 

FO20 

温敏型可逆杀菌-自清洁智能抗菌表面的构建 

王佰亮,叶子,徐青文,孙林,南开辉,陈浩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针对细菌黏附、细菌尸体和细菌生物膜难以清除的关键问题，依据温敏型聚合物的相转变特性构建了一类可以

可逆杀菌-释放细菌的智能抗菌表面。通过表面引发聚合技术巧妙地将温敏性组分和杀菌组分复合于材料表面，基于

相转变实现细菌的可控“吸附”和“释放”，因此解决了目前大部分抗菌表面不能有效清除细菌尸体的关键问题。采用表

面引发的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反应技术，首先构建了聚（N-乙烯基己内酰胺-(2-甲基丙烯酰氧基乙基磷酰胆

碱)-(2-(二甲基氨基)-甲基丙烯酸乙酯)三元共聚物。在 37℃表面呈现一定的疏水性，细菌黏附并和季铵盐组分作用被

杀死，降低温度到 4℃后表面发生从疏水到亲水的相转变，使黏附的细菌被清除，通过四次黏附-释放循环实验证实

了该聚合物刷的温度刺激响应的杀菌-释放细菌尸体可调控性。 

关键词：抗菌；自清洁；温敏型；可逆；智能 

FO21 

具有双重靶向的糖聚物修饰 3D 纳米结构对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诊疗 

张新歌 1,2,赵钰 1,2 

1.南开大学；2.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抗生素的泛用和滥用致使细菌耐药的问题日趋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迫切需要发展新型、高效的非抗生

素药物。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性病原菌，它产生的粘附蛋白参与宿主细胞识别与粘附，在触发人体感染

和严重组织损伤中起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细菌耐药这一问题，依据细菌结构特征和自然界中配体和受体结合方式，

采用对细菌粘附蛋白具有识别功能的半乳糖与岩藻糖聚合物和具有光热转换功能的金纳米棒，构建出具有双重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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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含糖聚合物共聚的三维空间结构的纳米材料用于抗菌研究。发现该 3D 纳米材料能有效地识别铜绿假单胞菌，

降低细菌与宿主细胞的结合，可抑制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形成，进而利用金纳米棒的光热转换，实现纳米材料

经近红外光照射 3 分钟后，致使细菌全部死亡，降低细菌耐药性，避免对正常组织的损害。该 3D 纳米材料具有良好

的粘附性和光热杀菌效果，为发展新型的非抗生素药物提供新的策略和新的途径。 

关键词：杂多价；生物被膜抑制；抗细菌粘附；光热治疗 

FO22 

可实现基因长效缓释的超分子水凝胶载体设计 

吴云龙 

厦门大学 361102 

高效低毒的基因载体设计是实现基因治疗的关键环节之一。由于病毒载体潜在的免疫反应，非病毒基因载体特

别是阳离子聚合物非病毒基因载体在近期成为研究热点。然而，由于许多聚合物载体在血液及靶组织中的停留时间

短，只能透过频繁的重复注射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使其成药性及患者顺应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了克服上述

限制，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溶胶-凝胶自组装能力的可注射超分子水凝胶，期望其能够以微创的方式保持治疗基因在

病灶部分的长效释放及高转染效率。我们利用阳离子 MPEG-PCL-PEI 低配嵌段共聚物与 a-环糊精形成可注射超分子

水凝胶，高效装载能够逆转 Bcl-2 耐药蛋白功能的 Nur77 基因，并通过在肿瘤部分通过微创原位形成基因缓释载体。

该工作第一次表明了超分子水凝胶能够长效缓释 Nur77 基因，并有效抑制 Bcl-2 高表达耐药性性肿瘤生长，显示了超

分子水凝胶作为新型抗肿瘤基因缓释载体的良好前景。 

关键词：超分子自组装；水凝胶；基因载体；肿瘤治疗 

FO23 

共轭聚合物增强的核酸输送研究 

冯福德 

南京大学 210023 

阳离子聚合物在核酸输送中存在使用剂量高、溶酶体逃逸困难、转染效率低等问题。本研究中，在壳-核型载体

体系中引入微量阳离子共轭聚合物能够显著提高载体复合物的稳定性、提升溶酶体膜扰动性、增强转染效率、降低

载体材料使用量。利用载体复合物壳层中共轭聚合物的光化学内化效应，载体体系的溶酶体逃逸能力进一步增强。

本研究考察了共轭聚合物的骨架刚性、光诱导活性氧产生能力、分子量、侧链电荷密度等因素对转染过程的影响。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基因输送；溶酶体逃逸；光化学内化；活性氧 

FO24 

系列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 

何斌 

四川大学 610064 

生物降解高分子在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产品如可吸收手术缝合线、血管夹、补片、吻合器、骨钉、骨板中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经 FDA 批准可用于人体的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其体内的安全性有充分的保证。据不完全统

计，国内医用降解高分子医疗器械的市场容量高达近百亿元/年。国内生物降解高分子原材料及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

产品大部分依赖进口，如用于手术缝合线的 PGLA90/10 的生物降解高分子纤维 90%从韩国进口，荷兰 Purac 公司几

乎垄断了国内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用生物降解高分子原材料市场。由于对温度的敏感性，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的成

型加工是产品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生物降解高分子加工制品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挤出、注塑等热加工成型，

材料在热成型过程中极易热降解，使分子量大幅度降低，无法满足强度要求。本文以可吸收血管夹为例，从原料合

成到成型加工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介绍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 

关键词：生物降解高分子；植入可吸收医疗器械；可吸收血管夹；注塑成型 

FO25 

面向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抗感染涂层 

李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生物医疗器械和植入体所引起的感染日益严峻，并对公共卫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利用多肽、蛋白质或聚

合物合成了多种具有抗菌和抗污作用的表面涂层，用来防止细菌污染以及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降低感染的发生率：

利用阳离子抗菌肽或聚合物结合具有低生物黏附性的聚乙二醇分子，我们合成了同时具有抗菌和抗污性能的嵌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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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分子，并利用这类材料构建了双功能表面涂层，这种涂层对几种典型的革兰氏阴/阳性菌、真菌等具有良好的广

谱抗菌性能，同时具有较低的蛋白、血小板黏附性，不易黏结微生物死细胞等，可有效阻止生物被膜的生成；基于

蛋白质超分子组装体，我们构建了另外一类环境友好型的抗菌涂层，无需另外加入其他有害物质，利用纯的溶菌酶

自组装形成的纳米膜具有显著的广谱抗菌效果，同时这一纳米膜中的淀粉样结构可作为仿生粘附媒介，粘附或转印

于任意基质材料表面，构成抗菌涂层。动物实验的结果初步证实，这几种抗菌涂层可以在动物体内有效降低植入性

生物材料引起的相关感染。 

关键词：抗菌高分子；材料表界面；抗菌肽；生物被膜；抗感染 

FO26 

多官能度聚乙二醇衍生物的合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朱蔚璞,王滢,杜红,高利龙,孙瑞,沈之荃 

浙江大学 310027 

聚乙二醇是 FDA 批准可注射入人体内使用的高分子材料，但是商品化的聚乙二醇缺少可反应官能团，且不可降

解，限制了聚乙二醇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本课题组研究开发了一种合成多官能度聚乙二醇衍生物的新方

法：采用两端羟基的寡聚乙二醇作为大分子二醇单体，与含官能团二酸（如马来酸、苹果酸、硫代苹果酸、二硫二

丙酸等）在选择性催化剂的作用下缩合聚合，无需对官能团保护与脱保护，“一锅”缩聚反应即可规模化合成含多个羟

基、巯基、共轭双键或二硫键的可降解聚乙二醇衍生物。利用这些官能团的后修饰反应，我们制备了多种聚乙二醇

基可注射水凝胶和响应性纳米粒子，可用作腹腔手术后的防粘连材料、抗菌伤口敷料以及药物递送载体，具有临床

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乙二醇；缩合聚合；“点击”化学；纳米药物；可注射水凝胶 

FO27 

光诱导电荷可变的共轭聚电解质分子刷包覆上转换纳米粒子用于近红外光激发条件下

siRNA 的有效释放和协同光动力治疗 

范曲立 

南京邮电大学 210023 

基因治疗和光动力治疗结合是提升肿瘤治疗效果的一个主要策略。然而，开发近红外光激发下有效的基因释放

和光动力治疗的纳米平台仍然存在很大的挑战。我们报道了一种光诱导电荷可变的阳离子共轭聚电解质分子刷包覆

上转换纳米粒子作为一个有效的纳米平台。这种阳离子共轭聚电解质分子刷表面有大量的正电荷，同时本身具有光

敏剂的性质，因此能够有效将基因载体和光敏剂集于一身。分子刷包覆上转化纳米粒子能够实现近红外光激发。凝

胶电泳实验表明纳米粒子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较大的基因负载量。在近红外光激发条件下，纳米粒子能够有效的产生

单线态氧用于光动力治疗。同时，光响应的阳离子侧链能够转变成两性离子从而促进基因的释放。细胞和活体实验

表明负载基因的纳米粒子在近红外光激发条件下能够实现对 A549 肿瘤细胞的有效抑制。我们预期这种纳米粒子能够

作为纳米平台有效结合其他光疗方法实现更好的协同治疗效果。 

关键词：电荷可变；共轭聚电解质分子刷；siRNA；光动力治疗；近红外光激发 

FO28 

改性电纺纤维膜 miRNA-126 递送体系研究 

袁晓燕,周芳,周培琼,文美玲,赵蕴慧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材料复合与功能化重点实验室 300350 

小口径血管组织工程始终面临着长期通畅率低的难题。材料表面改性是改善小口径血管生物材料血液相容性、

促进快速内皮化和提高长期通畅性的重要研究方向。MicroRNAs (miRNAs)作为基因表达的重要调控者，在抵抗心血

管疾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借助电纺纤维膜局部递送 miRNAs 模拟物，有目的地改变 miRNAs 的表达, 在血管组织再

生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研究从表面改性和负载 miRNA-126 两个角度出发，在电纺溶液中引入低分子量的聚 e-

己内酯-REDV (PCL-REDV), 制备了 REDV 表面修饰的聚乙二醇-b-聚(L-丙交酯-co-己内酯) (PELCL)电纺纤维膜，并

通过乳液电纺方法在电纺纤维中负载壳聚糖-PEG-REDV/miRNA-126 复合粒子，得到了 miRNA-126 的电纺纤维膜递

送体系。研究了电纺纤维膜的表面物理化学性能，以及可控释放的 miRNA-126 对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和增殖的影响。 

关键词：电纺纤维膜；聚乙二醇-b-聚(L-丙交酯-co-己内酯) ；REDV 小肽；microRNAs 

 

F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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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肿瘤治疗的富含硼高分子纳米载体 

熊和建,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碳硼烷是一类具有三维 σ 电子离域，以及较强疏水性、亲脂性、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的硼簇分子，由于分子

中含硼量高，被广泛运用于肿瘤的硼俘获中子治疗。但是，碳硼烷疏水性太强，且缺乏肿瘤部位选择性，因此常被

修饰到纳米载体中，以增加水溶性和提高肿瘤部位靶向性。因此，我们围绕碳硼烷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结合生物

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特点，构建了不同高分子富含硼高分子纳米载体体系，验证了富含硼高分子载体作为硼俘获试

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优化联合放化疗策略，找到一条高效低毒的抗癌途径；同时还研究了含硼超分子两亲

性高分子载体增强的光动力疗效，为中子治疗和光动力疗法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碳硼烷；高分子载体；肿瘤治疗；硼俘获中子治疗 

FO30 

酸激活高分子纳米载药系统抗肿瘤研究 

于海军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201203 

光动力治疗(PDT)诱导全身抗肿瘤免疫应答，在转移性肿瘤治疗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 PDT 诱导的免疫响应受

到肿瘤组织的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的显著影响，特别是 PD-1/PD-L1 免疫检查点通路极大地抑制了 T 细胞的抗肿瘤免疫

活性。针对上述难题，我们构建了肿瘤细胞酸环境激活 POP 智能纳米递药系统，将光敏剂 PPa 和以 PD-L1 蛋白为靶

点的 siRNA 递送至肿瘤部位，阻断 PD-1/PD-L1 免疫检查点通路，增强光动力作用的免疫治疗效果。POP/PD-L1 纳

米粒具有酸激活的光动力特性，可以大大降低光动力治疗的暗毒性。经系统给药后，POP/PD-L1 纳米粒富集于肿瘤

部位，在 PDT 和 siRNA-PD-L1 的沉默作用下，显著上调肿瘤组织内部 p-65 蛋白表达，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分泌免疫

相关细胞因子，招募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浸润。同时解除 PD-L1/PD-1 介导的肿瘤免疫抑制，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关键词：纳米载药系统；酸响应；胞内释放；肿瘤渗透；联合治疗 

FO31 

天然主客体超分子调控的响应性高分子 

贾永光 1,金家宏 1,刘卅 1,任力 1,朱晓夏 2 

1.华南理工大学；2.蒙特利尔大学 

我们将天然分子胆酸作为客体分子引入到具有最低临界溶液温度（LCST）的高分子侧链上，通过改变胆酸的含

量可以调节该高分子的最低临界溶液温度。也可以利用天然主体分子 β-环糊精对于胆酸分子的主客体识别，在高分

子的溶液中加入 β-环糊精分子调节其最低临界溶液温度。在另外一个竞争客体的帮助下可以把该高分子的最低临界

溶液温度可逆地调节。同时我们将胆酸分子作为一个疏水分子引入到聚丙烯酰胺的侧链上，在合适的单体比例下，

所得高分子具有最高临界溶液温度（UCST），通过加入 β-环糊精分子可以调节所得高分子的最高临界溶液温度。最

后我们将胆酸分子和聚乙二醇通过缩聚得到了主链上含有胆酸单元的可降解高分子。该高分子具有最低临界溶液温

度，其最低临界溶液温度可以通过加入 β-环糊精分子而形成不同结构的轮烷来调节。其轮烷结构可以在扫描隧道电

子显微镜下清楚地观察到项链的形貌。 

关键词：天然分子；主客体超分子；最低临界溶液温度；最高临界溶液温度；轮烷 

FO32 

两性离子/膦酸（酯）共聚物的制备及在钛合金表面的构建 

刘红伟 1,刘平生 1,2,3,沈健 1,2,3 

1.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3.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通过简易方法构建高效的抗生物粘附涂层一直是金属植入体表面改性的热点与难点。两性离子是一类被公认的

新型抗生物粘附的材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两性离子材料被广泛用于各类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的表面改性以期提高

基材的抗生物粘附性能。两性离子材料的引入提高基材表面抗生物粘附性能主要得益于两性离子内在的优异抗粘附

性能，但接枝聚合物的在基材表面的稳定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制备了一类新型的基于两性离子/膦酸（酯）

共聚物。通过简易的涂层工艺，所制备的共聚物能在钛合金表面形成稳定的涂层。共聚物的构建能显著降低蛋白质

在钛合金表面的粘附，抑制血小板在表面的粘附与激活，阻止大肠杆菌在材料表面的粘附，从而极大地提高的基材

的抗生物粘附性能。 

关键词：两性离子；膦酸（酯）；共聚物；金属涂层；抗生物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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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33 

多巴胺介导的聚丙烯材料表面抗粘连功能化 

张天柱,胡琬君,鲁生林,嵇振岭 

东南大学 210096 

抗粘连聚丙烯疝修补补片一直是疝修补所需的重要植入材料。壳聚糖（CS）和聚乙二醇（PEG）都是 FDA 批准

的并且具有良好抗粘连作用的廉价易得的材料，主要用于抗粘连膜，因此如果将这些材料嫁接在具有优异力学性能

的聚丙烯材料表面上，将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本工作通过应用简单的氧等离子体活化，以多巴胺为介导，

结合化学接枝的方法（“嫁接到”的方法），在聚丙烯补片表面获得 CS 或 PEG 的涂层，厚度和形貌可控，并通过

ATR-FTIR, SEM 和 XPS 等手段表征证实。用获得的经过表面功能化的聚丙烯补片 O-PP/PDA/CS 和 O-PP/PDA/PEG

进行大鼠腹壁缺损模型修复，试验结果表明，其具有显著的抗粘连功能和良好组织相容性，并且与脏器接触（如小

肠），而无明显粘连、无明显并发症，粘连等级小与 1 级接近 0 级，炎症指标小于 1 级。所获得的结果极具临床应用

价值。 

关键词：聚丙烯；抗粘连；多巴胺；壳聚糖；聚乙二醇 

FO34 

基于蜂窝状图案化的多功能生物界面的制备及其应用 

陆学民,陈双双,路庆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生物界面的构筑在生物医学和组织工程等领域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人工材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及生命机

制的研究等。同时在器官移植、生物支架和医用器械，乃至疾病监测、癌症治疗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通过仿生模

拟细胞在体内的生长微环境，制备具有仿生微纳米拓扑形貌对深入研究细胞与生物界面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进一步

推动生物材料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利用呼吸图案法构筑了具有仿生蜂窝状多孔结构，并以此为基

础，通过仿生自然界中的特殊粘生物的结构特点制备了具有可控粘附生物界面；通过引入聚磷腈纳米结构原位生长

法制备了具有仿生骨架；并拓展了界面的多功能性，制备了刺激响应生物界面和单细胞限域的传感界面。我们的研

究基于自组装法制备具有仿生微纳米结构，实现了界面的多功能化，赋予了生物材料界面更为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表面改性；微纳米图案化；可控粘附 

FO35 

动态聚电解质层状膜及其功能化的研究 

任科峰,陈夏超,雷文茜,计剑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基于层层静电组装的聚电解质层状膜由于其弱相互作用，能够获得多种响应特性（电场、pH、湿度、光、热等），

因此能够设计和制备多能化的动态功能平台。本研究利用层状组装方法构建聚乙烯亚胺/聚丙烯酸（PEI/PAA）多层

膜。该种多层膜呈现快速指数增长和多种动态特征。通过酸溶液处理，致密膜可转变为微纳米尺度的海绵多孔结构，

孔洞尺寸和膜厚均可通过酸处理时间进行调节。有趣的是该种海绵多孔膜可以通过饱和水蒸气处理，激活聚电解质

链运动，重新恢复至原始的致密结构。孔洞空间可用于大量药物负载，而孔洞的闭合则可实现药物的缓释，因此能

够将该种动态层状膜用于精准药物传递。进一步在 PAA 链上引入光可交联基团，结合图案化紫外光交联技术，区域

化调控聚电解质的运动性，能够获得多种图案化功能界面。由此，利用 PEI/PAA 层状膜的动态特点，我们获得了一

系列功能化材料界面，为功能化涂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策略。 

关键词：层状组装；动态结构；聚电解质膜；药物传递；图案化 

FO36 

一种特异性激活 CD8+ T 细胞的多肽水凝胶疫苗佐剂 

杨志谋,杨成彪,王怀民,王忠彦,王友志 

南开大学 300071 

我们发现了一种特定四肽序列的 D 构型多肽水凝胶可以起到良好的佐剂效应，该多肽水凝胶生物相容性高，其

在与 HIV DNA、OVA、x-射线处理的 B16 肿瘤细胞等抗原联合使用的情况下可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大大提高特异

性抗体滴度。深入研究表明，该类水凝胶可以促进 DC 细胞对抗原的内吞、帮助抗原的溶酶体逃逸以及辅助抗原在

淋巴结的富集；尤其重要的是该类水凝胶可以特异性的激活 CD8+ T 细胞，这对治疗性疫苗的制备非常重要。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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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活的 B16 肿瘤细胞作为抗原的条件下，我们的水凝胶可以有效的抑制肿瘤的生长。我们的研究为开发一种可人体

应用的佐剂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疫苗佐剂；多肽；水凝胶；自组装 

FO37 

酶响应性 RGD 多肽修饰的微血管网络诱导材料的构建 

王蔚,张莹雪,李营营,袁直 

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 300071 

在组织工程支架中预先构建微血管网络，是保证植入人体的人工组织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关键问题，但过度血

管 化 则 有 癌 变 风 险 。 为 了 解 决 这 种 矛 盾 ， 本 文 设 计 了 酶 敏 感 的 响 应 性 多 肽 链

NH2-Gly-Gly-Leu-Gly-Leu-Lys-Gly-Arg-Gly-Asp-Ser-COOH （eRGD），此链段具有促进细胞粘附的 GRGDS 序列以及

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底物酶解序列。本文将 eRGD 共价修饰到海藻酸钠水凝胶中，当支架内血管网络不足

时，该材料内 GRGDS 可诱导内皮细胞的粘附增殖从而促进微血管新生；当体系内血管过度生长时，环境中 MMP-1

酶含量升高，酶敏感序列断裂，GRGDS 基团从支架中脱落，材料失去诱导血管新生的能力，脱落的游离 RGD 序列

还具有一定抑制血管生长的功能。MTT 检测法与黏着斑染色实验表明该响应性材料在 MMP-1 酶处理前后，对促进

内皮细胞的粘附、铺展、增殖具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RGD；微血管化；酶响应；组织工程 

FO38 

光控开环聚合制备超支化聚肽的研究 

董常明,李攀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由于独特的空腔结构、易于多功能修饰、以及具有多级自组装等特性，树状或超支化聚合物已广泛应用于生物

成像、疾病诊断和药物/基因/siRNA 递送系统。目前，开环支化聚合与自缩合乙烯基聚合为制备超支化聚酯、聚醚和

乙烯基聚合物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成策略。尽管通过天然 AB2 型氨基酸的热缩聚可以制备超支化聚肽，但是，聚合物

分子量和支化度难于控制，并且需要较高温度和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因此，发展 a-氨基酸-N-羧酸酐（NCA）单体的

光控开环聚合方法，制备生物降解超支化聚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前景。受开环支化聚合和自缩合乙烯基

聚合方法的启发，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光敏性 NCA 单体 e-邻硝基苄氧羰-L-赖氨酸-N-羧酸酐（oNB-Lys NCA），发展

了一类新颖的光控开环聚合反应，制备了分子量和支化度可控（0.09-0.6）的超支化聚肽及其线形聚肽。 

关键词：光控开环聚合；氨基酸-N-羧酸酐；引发单体；超支化聚肽 

FO39 

肿瘤微环境特异性激活的多肽聚合物纳米药物 

乔增莹,王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利用聚合物作为纳米药物载体传递抗癌药物是目前纳米药物的研究热点之一。人们将多肽分子共价连接到聚合

物上，发展得到聚合物－多肽连接体（PPC），可有效保护多肽不被降解，同时提高多肽的生物可利用度。因此，将

PPC 应用于癌症治疗是发挥治疗性多肽在活体内疗效的有效途径。另外，为了实现 PPC 在肿瘤部位的有效富集，要

求 PPC 在特定刺激下原位可控组装。 

我们发展了一种 pH 响应型的多肽 HLAH，它在血液循环里是生物惰性的；当进入到肿瘤部位，微环境的酸性

pH 使其构象改变，治疗活性被激活。将 HLAH 多肽和 MMP2 响应的多肽-PEG 连接到疏水性聚合物主链，可以得到

肿瘤微环境双响应型的多肽聚合物 P-S-H。它可以自组装形成纳米粒子，在血液中稳定循环；当到达肿瘤微环境时，

PEG 链段脱落，HLAH 质子化亲水性增强，导致纳米粒子重新组装。重组装后的纳米粒子可有效进入到肿瘤细胞内

部，实现高效抗肿瘤效果。 

关键词：多肽聚合物；pH 响应；酶敏感；重组装；纳米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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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甲基丙烯酸聚合物刷的多肽功能化构建高灵敏蛋白酶检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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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康,吴叶萍,徐福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SI-ATRP）在 SiO2 纳米粒子表面接枝聚甲基丙烯酸（PMAA）聚合物刷并对

其进行多肽功能化修饰。当聚合物刷上的多肽底物被蛋白酶水解，释放出荧光标记的多肽残基（GGK-FITC），经过

离心、超滤分离后用荧光显微镜检测反应液中的荧光强度，从而定量表征溶液中蛋白酶的检测下限（LOD）及其酶

促反应动力学参数（Km, vmax, kcat 等）。之后在玻璃基板表面构建聚丙烯酰胺凝胶微阵列和聚乙二醇（PEG）微柱环，

当 PMAA 聚合物刷上的多肽底物被蛋白酶水解，释放出的多肽残基（GGK-FITC）可以进入聚丙烯酰胺凝胶微阵列

的高分子网孔，从而实现多肽残基的分离与蛋白酶检测（LOD=157 pM）。通过在凝胶微阵列高分子骨架中引入环糊

精（CD），同时在多肽残基中引入金刚烷（Ad）基团，利用 Ad-CD 超分子自组装作用可以进一步提高蛋白酶检测的

灵敏度（LOD=13.2 pM）。 

关键词：聚甲基丙烯酸；聚合物刷；蛋白酶检测 

FO41 

Effective and Selective Anti-Cancer Protein Delivery via All-Function-in-One 

Nanocarriers Coupled with Visible Light-Responsive, Reversible Protein Engineering 

殷黎晨,何华 

苏州大学 215123 

蛋白质药物介导的抗肿瘤治疗的关键在于高效的肿瘤细胞内递送和肿瘤特异性功能激活。本研究发展了一种新

型的全能型蛋白质药物载体，用于协同体内递送的多重生理屏障，提高蛋白质药物的靶向递送效率。我们进一步发

展了一种可见光调控的、ROS 敏感的蛋白质前药，利用光敏剂在光照下产生 ROS 来激活药物，从而发挥协同抗肿瘤

效果。通过苯硼酸基团保护 RNA 水解酶 A（RNAse）上的氨基并使其失活，所得的蛋白前药（RNBC）用酸可降解

的 PEI 进行包载，形成纳米复合物，并在外层用光敏剂修饰的透明质酸进行包衣，所得载体同时具有长循环、肿瘤

靶向、内含体逃逸、胞内特异性药物释放等性能，从而显著促进肿瘤细胞靶向递送。低能量可见光照射（605 nm，5 

mW/cm2）肿瘤部位产生高浓度 H2O2，激活药物并协同杀伤肿瘤。该研究是首次利用低能量可见光调控蛋白功能，

该全能载体对于解决蛋白质药物递送中的关键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intracellular protein delivery；protein caging；light responsiveness；H2O2 production；cancer therap 

FO42 

基于氨基酸 Ugi 反应的聚类肽的合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陶友华,王献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类肽是脂肪族聚酰胺主链上的 N 原子含有取代基的一类化合物的统称, 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热加工性、

溶解性和抗蛋白酶水解性。聚类肽高分子材料与天然蛋白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生物医用材料及功能材料等领

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然而聚类肽的简单高效的合成方法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最近，我们以可再生的氨基酸为

原料，基于 Ugi 多组分反应，发展聚类肽合成新方法，成功合成了一系列结构多样的聚类肽。同时，通过引入功能

性的异氰，实现聚类肽的侧链功能化。此类聚类肽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抗菌性和药物控制释放功能。 

关键词：氨基酸；聚类肽；Ugi 反应；生物医学 

FO43 

杂化交联策略构筑强韧生物弹性体 

陈硕,孙利杰,张璐之,郭一凡,游正伟 

东华大学 201620 

生物相容的可降解性弹性体（生物弹性体）可模拟人体软组织和细胞外基质的力学特征，适应人体动态的力学

环境，因此在组织工程、生物传感等诸多领域具有广阔前景。聚（癸二酸甘油酯）【Poly(glycerol sebacate)(PGS)】是

生物弹性体的代表，但其力学强度不佳，限制了进一步应用。前期我们创立了酸诱导环氧开环新聚合方法制备了新

一代 PGS，结构更规整性能更好的 PSeD，进而在其侧链引入强氢键作用，首次构建了 PGS 骨架的超分子弹性体

PSeD-U，大提高了强度，但韧性未改善，同时存在蠕变。据此，本文构筑酯键-氢键杂化交联的结构，其中氢键起牺

牲键作用，拉伸时耗散能量，且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完全恢复。从而研制了强度、断裂伸长率和韧性同时大幅度提

高的交联 PSeD-U 生物弹性体（在优化条件下其韧性较纯 PSeD 弹性体提高了 18 倍）。进而通过调节氢键和共价交联

网络的密度，实现了对其力学和降解性能的有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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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弹性体；聚（癸二酸甘油酯）；杂化交联；牺牲键；氢键 

FO44 

生物模拟制备具有高韧性的高分子杂化凝胶 

周现锋,李志波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现在骨组织工程针对大尺寸骨骼缺陷的填充和愈合这一临床难题，发展支架工程材料，为骨细胞的生长分化提

供支持和保护，引导新骨的生长。生物玻璃是一类性能优良的生物材料，它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和生物相容性，作

为骨修复植入体可以在材料界面与人体骨组织之间形成化学键合。但是这样的材料机械强度低，脆性大，韧性不够，

只能应用于受力不明显的骨缺损区域，明显限制了其应用。受自然界材料增韧机制的启发，我们设计了一个 POSS

衍生的有机无机杂化凝胶，使每个无机 POSS 单晶和有机链的相互作用在分子水平上，允许无机 POSS 单晶能在有机

网络中进行有限的震动，从而分散能量。这种材料的韧度达到 3.56 ± 0.25 MPa.m1/2，达到天然骨 2.4-5.3 MPa.m1/2

的水平。这种材料展示了优秀的生物活性，能够加速羟基磷灰石在表面的沉积，并且刺激脂肪间充质干细胞黏附，

增殖和骨分化，可能成为骨缺陷干细胞治疗的一个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Biomimetic；hybrid polymeric material；mechanical property；bioactivity 

FO45 

可自修复强韧聚离子型高分子水凝胶 

罗锋 1,孙桃林 2,龚剑萍 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日本北海道大学 

聚离子型高分子水凝胶是采用分子链中带有相反电荷的高分子通过离子对结合形成三维网络结构的凝胶材料。

本工作，采用逐步聚合两种带相反电荷的单体形成含有分子间离子键交联的物理水凝胶。由于离子键的可修复性，

该水凝胶可以在破坏后在盐溶液的辅助下实现自修复或自粘接。同时该种水凝胶还具有高的强度和韧性，形状记忆

性及盐，温度，PH 刺激响应性。该方法制备水凝胶具有普适性，通过改变单体结构和离子对结构可以制备具有不同

力学性能的聚离子型水凝胶。由于该类水凝胶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该材料有潜力应用于 3D 打印材

料及生物工程材料，如软骨替代，药物载体，运动防护材料（牙套）等等。 

关键词：自修复；强韧；聚离子；水凝胶 

FO46 

细菌纤维素有序微结构的可控构建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杨光 1,李莹 1,Lallepak LAMBONI1,蒋兴宇 1,2 

1.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2.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 BC) 是一种新型的生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理化性能和生物相容性，在生物医学方

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如可作为人工皮肤、人造血管、人工肠道、脑电极材料等。本文以 BC 纳米支架材料的可控重

构组装及其生物医学应用为主题，通过与丝胶蛋白复合获得促创伤修复水凝胶，并通过与金纳米颗粒（AuNP）复合

获得抗菌水凝胶敷料。此外，设计并制备具有可控图案化的 BC，比较不同图案化的支架材料的结构和性能，深入研

究支架与细胞相互作用的机制及组织修复机理，拓展图案化 BC 的应用。利用微流控细胞培养技术与 BC 的自卷曲功

能结合制备小尺寸人工血管。 

关键词：细菌纤维素；创伤修复；人工血管 

FO47 

基于纳米微晶纤维素的药用包装和空心胶囊研究 

查瑞涛,张雅佩,蒋兴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经历多次“明胶门事件后”，明胶替代物的研究显得越为重要。国内在非明胶空心胶囊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很多

技术都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纳米微晶纤维素（Nanocrystalline Cellulose，NCC）是指植物纤维原料经水解或机械等方

法处理得到的聚合度接近极限聚合度、尺寸在纳米级别的材料。本论文以漂白阔叶木化学浆为原料，采用酸水解工

艺，制备出 NCC。用 NCC 分别和瓜尔胶（Guar gum，GG）、明胶（Gelatin，GL）复配制备出机械性能好、氧气阻

隔能力强的薄膜。本研究评价了 NCC/GG 薄膜的包装性能，发现其与市售的保鲜膜对食品的保鲜效果没有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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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食品包装薄膜技术标准的要求，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我们还通过添加聚乙二醇（PEG）和甘油的方法成功

制备出纳米微晶纤维素空心胶囊。胶囊的断裂伸长率随着甘油和 PEG 的增加在持续上升。胶囊的溶胀性研究表明，

溶胀时间到四十分钟后，溶胀率趋于定值。 

关键词：纳米微晶纤维素；瓜儿胶；明胶；流延法；胶囊 

FO48 

功能化聚膦腈在组织修复中的应用研究 

黄兆辉,蔡晴,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功能化改性是实现生物可降解材料体内应用和更好促进组织再生的重要手段。首先，生物可降解植入材料具有

原位可观察性以实现对其降解过程的实时监控，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次，具有促细胞增殖和分化能力的生物活性物

质向细胞内的可控传递尚缺乏合适的可视化检测方法。传统生物可降解合成高分子如聚乳酸及其共聚物，化学结构

中普遍缺乏可参与反应的有机官能团，功能化改性相对困难。聚膦腈是一类主链由磷氮原子交替组成，每个磷原子

带两个有机官能团的高分子，其化学结构强大的可设计性赋予材料丰富的理化性能。本研究利用聚二氯磷腈具有极

高反应活性的特性，设计合成了光致荧光特性的生物可降解聚膦腈材料和负载生物活性分子的聚膦腈高分子前药，

开展了动物体内降解和高分子前药纳米粒子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內吞的荧光监控，研究了生物活性分子持

续释放对 BMSCs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功能化聚膦腈在组织修复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生物可降解；聚膦腈；功能化；组织修复 

FO49 

全亲水性官能化聚己内酯共聚物 

张骏,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全亲水性共聚物相比传统两亲性共聚物具有独特的自组装行为，是高分子合成和自组装领域的研究热点。本论

文合成了不同的亲水性官能化聚己内酯，优化了阳离子型和阴离子型聚己内酯的制备方法，制备了全亲水聚酯-聚酯

类型和聚酯-聚肽类型嵌段共聚物，并深入探究了这些共聚物的自组装行为，扩大了全亲水性共聚物的研究范围。同

时，为这类材料在药物控释、纳米反应器、仿生等领域潜在应用打下基础。 

关键词：全亲水性共聚物；官能化聚己内酯；刺激响应性；阴/阳离子聚合物 

FO50 

用于器官芯片构建的微纳结构生物材料研究 

赵远锦 

东南大学 210096 

器官芯片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其主要目标是要在芯片上模拟生物体的环境进行细胞、组织和器官的

培养，研究并控制细胞在体外培养过程中的生物学行为，从而实现能够模拟生物体环境的器官移植以及药物评价等。

在各类器官芯片的研究中，构建具有生物学功能的肝脏芯片对药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上有多个研究组都

在进行芯片肝脏的构建及应用研究。尽管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目前的芯片肝脏主要是在芯片中简

单的进行肝脏细胞培养，其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究其原因在于，芯片肝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目前面临

着细胞的三维培养、器官微血管的构建、微器官功能的再现、以及细胞及代谢过程的在线监测等多个科学和技术瓶

颈问题。本研究中，申请人将通过对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结构和功能的设计，来解决芯片肝脏构建所面临的这些瓶

颈问题。 

关键词：生物材料；微流控；肝脏芯片；组织工程；药物评估 

FO51 

铁电高分子-二维纳米材料复合物在人工视觉中的应用 

丰培坚,韩煦,姜琪丰,沈群东 

南京大学 210023 

视网膜是视觉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主要功能是接受光信号并向大脑传输影像。视网膜主要是由视杆细胞、

视锥细胞和神经节细胞配合实现视觉功能。视网膜退化性疾病，如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色斑性视网膜炎，会导致

眼部光受体丧失，但视网膜神经细胞功能完好。人造视网膜有希望为失明的人带来光明。我们提出一种新型的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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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的设计，其核心是铁电高分子和二维纳米材料复合物，该复合物薄膜接受光照射产生电极化信号，并将其传

递给神经细胞。二维纳米材料有很好的吸光效果，铁电高分子具有优异的将不同能量转换电信号的能力，两者相结

合可以实现可见光或红外光诱导的电势变化，再传递给与人造视网膜紧贴的神经细胞。我们利用细胞内钙流变化来

指示细胞能否接收到信号。我们还致力于将器件植入视网膜。该研究提供了人造视网膜的一种崭新设计思路，可获

取低成本、生物亲和性、神经元可读取、可植入、自供能的器件。 

关键词：视网膜假体；铁电高分子；二维纳米材料；植入 

FO52 

受贻贝启发制备的具有体温触发形状记忆，高伸长率以及促进 C2C12 成肌分化性能的

双活性形状记忆弹性体 

赵鑫 1,郭保林 1,Peter Ma1,2 

1.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2.美国密西根大学生物工程系 

软组织工程需要弹性材料既能模拟软组织的弹性性能，又要具备多重生物活性来促进细胞增殖和分化。本研究

结合聚（柠檬酸-co-聚己内酯）弹性体、多巴胺以及电活性苯胺六聚体的性能制备了一系列双活性形状记忆聚氨酯弹

性体。随后，我们系统地表征了弹性体的化学结构、电活性、热学性能、亲水性和水合能力、机械性能以及降解性

能。该弹性体展现出优异的形状固定率以及生理温度下的形状恢复能力。材料的伸长率和断裂应力可以通过六聚体

含量来调节，而其亲水性受多巴胺的引入、六聚体含量以及六聚体的掺杂状态来调节。种植在材料上的 C2C12 细胞

的存活率和增殖结果证明了材料的良好细胞相容性。此外，通过分析种植在材料上细胞的相关蛋白和基因表达情况，

我们证明了多巴胺或者六聚体的引入均可促进 C2C12 的成肌分化。最后，皮下埋植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该材料具有良

好的体内生物相容性。以上结果表明该弹性体具有巨大的潜力应用于电信号敏感的软组织工程。 

关键词：贻贝启发的生物材料；形状记忆弹性体；苯胺寡聚体；电活性；成肌分化 

FO53 

3D 打印的 PLGA/TCP/Mg 多孔支架促进骨再生修复的体内评价 

赖毓霄 1,3,李彩荣 1,李烨 1,曹会娟 1,李龙 1,龙晶 1,王新峦 1,秦岭 1,2 

1.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骨科；3.中国化学会会员 

骨再生在骨组织工程中至关重要。近年来因为创伤、感染、事故等原因造成的较大面积骨缺损，无法通过骨自

体的再生来进行修复。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几年通过外科手术来治疗大面积的骨缺损非常常见。而在治疗过程中骨

修复材料的应用对大面积骨缺损的治愈有很大优势。其中，磷酸三钙（TCP）和聚（L-丙交酯 - 共 - 乙交酯）（PLGA）

由于其极好的生物降解性，生物吸收性和成骨性能而广泛应用于骨修复。并且可用于制造多孔支架，用作骨缺损修

复的骨替代物。为了促进骨再生，本研究通过低温沉积三维打印技术，将 PLGA，（TCP）和镁（Mg）复合而成设计

和制造了一种创新的生物活性多孔支架，这种支架具有明确的生物仿生微结构。在本研究中，建立兔股骨激素性骨

坏死模型，旨在研究 PLGA / TCP / Mg 多孔支架的体内成骨和血管生成作用。同时观察镁在血管生成和成骨过程中的

作用。 

关键词：PLGA / TCP / Mg 多孔支架；3D 打印；体内成骨；血管生成 

FO54 

可降解温度相应聚合物的制备、性能及应用初探 

张启路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作为药物载体的聚合物一般需要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可触发缓慢释放药物且可生物降解性。本项目设计合

成了一类新型可降解温度响应聚合物用于药物缓释体系。聚合物一方面具有温度敏感行为可以在水相中进行可控自

组装并包覆疏水性药物；另一方面可在弱酸性条件下水解提高其水溶性进而释放药物，最后形成水溶性聚合物排出

体外。项目对聚合物的合成、温度敏感性、温度及 pH 依赖的水解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聚合物的温度及 pH 响

应行为进行了优化；再此基础上对聚合物作为药物载体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温度敏感聚合物；可降解聚合物；药物载体；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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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高靖辰 

南开大学 300071 

心血管疾病目前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血管移植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氧化氮

(NO) 是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一种小分子生物活性因子，它具有促进内皮细胞（ECs）生长、抑制平滑肌细胞（SMCs）

黏附、增殖、迁移和铺展以及调节炎症反应等多种功能。肝素同样具有促进 ECs 生长、抑制 SMCs 增殖等多种生理

功能，这对于构建人工血管有着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人工血管的快速内皮化，防止血栓形成。 

本课题以聚己内酯（PCL）为基质材料，将硒代聚乙烯亚胺（SePEI）和肝素（Hep）通过层层自组装的方法，

修饰到血管支架内表面，构建生物活性人工血管支架；并系统评价其生物学性能以及血管再生能力。 

结果表明，该血管支架具有良好的多孔结构、亲水性、力学性能和细胞相容性；可以促进 ECs 的黏附和增殖，

并抑制 SMCs 的黏附和铺展；可以减轻炎症反应，有利于血管组织再生与重塑。 

关键词：人工血管；一氧化氮；炎症反应；血管再生 

FO56 

角蛋白复合纤维血管组织工程支架的构建研究 

袁江,汪燕芳,沈健 

南京师范大学 210023 

血栓形成和内膜增生导致的再狭窄等问题一直制约着组织工程化血管的发展，构筑快速内皮化表面是目前解决

以上问题的最佳策略。角蛋白生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及无免疫原性。但是，角蛋白的凝血本性限制了其

在血管组织工程方面的应用。本研究首先采用还原法从人发中提取角蛋白，然后通过多种化学方法制备角蛋白衍生

物以改善血液相容性。最后，角蛋白衍生物与聚己内酯混合电纺制备血管组织工程支架。具体如下： 

（1）电纺制备聚己内酯/角蛋白（PCL/keratin）复合纳米纤维，后肝素化偶联修饰，制得生物相容的复合纳米纤

维支架；（2）磺酸化修饰角蛋白，后与聚己内酯混纺制备聚己内酯/磺酸化角蛋白复合纳米纤维支架；（3）磷铵两性

离子化修饰角蛋白，后与聚己内酯混合电纺制备聚己内酯/磷铵两性离子化角蛋白复合纳米纤维支架；（4）硫亚硝基

化修饰角蛋白，后与聚己内酯混合电纺制备可释放 NO 的复合纳米纤维支架。 

关键词：血管组织工程支架；角蛋白；静电纺丝；NO 释放材料 

FP001 
一种刺激诱导组装普适性技术用于肿瘤治疗监控 

李莉莉,王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近年来，在细胞内构建纳米聚集体和纳米结构用于仿生天然结构和功能的思路用于疾病调控、治疗和成像获得

了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其利用我们提出的“活体自组装”技术，在复杂生理环境中精准构筑纳米结构并赋予其功能，

其实际的应用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前期的研究中发现，利用生命体中的小分子或者酶

进行组装调控，可以实现在特定部位的纳米组装体构筑，并体现出“组装诱导滞留效应”（Stimuli-Induced-Aggregation 

(eSIA)）。因此，我们发展了一种普适性的“内源刺激诱导组装”技术，在细胞内灵敏、精准构筑纳米结构，用于肿瘤

治疗的监控。我们构筑了一系列多肽聚合物（polymer-peptide conjugates (PPCs)），系统研究其分子性质、环境影响对

于细胞内组装的影响，为将来的分子设计提供了研究思路。这种方法可以扩展用于生命体中原位动力学监控疾病发

生和发展过程。 

关键词：自组装；多肽；聚合物；纳米聚集体；成像 

FP002 
可调节体积相转变温度的层层自组装薄膜材料 

许荣 

南开大学 300071 

温敏性的层层自组装薄膜一般是由温敏性的聚合物组成，通过层层自组装的方式可以把没有温敏性的两种物质

做成有温敏性的材料，这两种聚合物分别是丙烯酰胺，N,N-二甲基丙烯酰胺，3-丙烯酰胺基苯硼酸的共聚物和聚乙烯

醇。组装的驱动力是聚乙烯醇和共聚物之间形成的苯硼酸酯键，组装得到的层层自组装薄膜在光纤下可以观测出

Fabry-Perot 条纹，通过条纹可以观测到膜随着温度的变化发生溶胀或收缩，进而检测层层自组装膜的温敏性行为。

研究发现没有温敏性行为的共聚物和聚乙烯醇，通过层层组装之后会变现出温敏性行为，并且这种温敏性的变化随

着共聚物成分的变化而呈现相应的规律。我们认为是聚乙烯醇，这中亲水性单体影响了共聚物的相转变行为，降低

了共聚物的最低临界溶液相转变温度。由于聚乙烯醇和共聚物之间形成了苯硼酸酯键，大大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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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大增强。这种通过层层自组装得到的温敏性材料有望成为光学温敏传感器。 

关键词：层层自组装；温敏性；最低临界溶液温度；聚乙烯醇 

FP003 
活性氧触发的正反馈策略用于自加速的药物传递 

胡晶晶,张先正 

武汉大学 430072 

尽管已有大量的关于活性氧敏感型药物控释体系被报道，但大部分材料因不够敏感而无法在生物体内释放的足

量药物实现有效治疗。本文应用正反馈策略来扩大细胞内 ROS 浓度设计了一种 ROS 触发自加速的药物传递体系。

我们以介孔硅为载体，同时负载抗癌药物阿霉素和 ROS 产生剂 α-TOS，在介孔硅表面通过 ROS 敏感的缩硫酮键接上

β-环糊精作为纳米阀门，通过主客体作用修饰上 PEG 以提高纳米粒子的稳定性。体外释药实验证明，该纳米粒子的

释药行为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增高，累积释药量和释放速度都有提高。在MCF-7细胞中材料不仅能够在高浓度的ROS

作用下打断缩硫酮键释放 DOX 和 α-TOS，并且释放的 α-TOS 能够影响线粒体的呼吸，从而产生更多的 ROS 作为新

的刺激，促进更多的 DOX 的释放，从而实现更为高效的肿瘤化疗。结果证明该药物传递体系为现有的 ROS 敏感型

药物载体提供了一种通用的策略，在肿瘤治疗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正反馈策略；活性氧敏感；介孔硅纳米粒子；药物传递；肿瘤治疗 

FP004 

基于钆螯合的聚合物纳米粒子用于光声/磁共振双模态成像引导的光热治疗 

胡晓明 1,陆峰 1,卢晓梅 1,2,黄维 1,2,范曲立 1 

1.南京邮电大学；2.南京工业大学 

开发一种集诊断和治疗于一身的多功能且易于制备的纳米材料在纳米医学中备受关注。本文中，我们开发了基

于苝-3,4,9,10-四羧酸二酰亚胺（PDI）衍生物，聚乙二醇（PEG）及聚（异丁烯 - alt-马来酸酐）作为骨架的多功能钆

螯合的聚合物纳米粒子，该纳米粒子可用于光声/磁共振双模态成像引导光热治疗。所获得的螯合有钆离子的聚合物

纳米颗粒即使在较强的磁场下也表现出高的 T1 弛豫系数（13.95 mM-1s-1）。尾静脉注射该纳米粒子 3.5 小时后，小

鼠肿瘤部位的 T1 磁共振信号强度和光声信号均有明显增强，表明该纳米材料在肿瘤部位有较大的覆集，这主要是由

于渗透性增强和滞留(EPR)效应引起的。此外，活体小鼠明显的肿瘤消融进一步证明该纳米材料具有较好的光热治疗

效果。总之，我们的工作阐述了一种简单易制备的多功能聚合物纳米颗粒的合成策略，该纳米粒子可用于多模态成

像以便为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粒子；光声成像；磁共振成像；光热治疗 

FP005 

具有自溶特性的多功能高强度超分子水凝胶 

高飞,刘文广 

天津大学 370002 

本文制备了一种具有自溶解特性的高强度超分子水凝胶。这种水凝胶具有仿氨基酸的结构，酰胺-酰胺、羧基-

羧基、羧基-酰胺间的多重氢键相互作用，以及钙离子与羧酸根离子间的离子键作用或者与羧酸的配位作用，使水凝

胶在含水量 70% 的情况下，断裂拉伸强度达到 1.3 MPa，断裂伸长率高达 2300%，压缩强度达到 10.8 MPa，撕裂能

达到 1000 JM-2。聚合物侧链末段羧基的质子化和去质子化作用，使得凝胶具有 pH 响应性，在酸性条件下保持稳定，

在中性及略碱性条件下，发生溶胀甚至自溶解。可以通过调节单体的含量、钙离子的浓度等很方便地调节其力学强

度和自溶解时间。凝胶自溶后得到的高分子可以再次在钙离子及微酸环境下形成凝胶。多重可逆物理交联作用，赋

予水凝胶热塑性、自修复性和重复利用性，还可以很容易的“焊接成”具有综合性能的梯度凝胶。体外细胞毒实验和体

内皮下埋植实验表明该凝胶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且可以体内溶解。 

关键词：水凝胶；高强度；自溶解；自修复；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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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聚合物苝酰亚胺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其光声成像光热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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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程 1,孙鹏飞 1,黄维 1,2,范曲立 1 

1.南京邮电大学；2.南京工业大学 

目前，基于近红外吸收材料的肿瘤光热治疗（PTT）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之前报道的 PAI/PTT 纳米材

料不能主动靶向肿瘤，在临床治疗中有很多限制。为此，我们制备了一种高密度糖聚合物包裹的苝酰亚胺纳米粒子

(PLAC-PDI NPs)，可以对肝癌肿瘤（Hep G2）主动靶向，同时光热治疗。该纳米粒子是由聚乳糖修饰的苝酰亚胺两

嵌段聚合物自组装形成的，疏水的苝酰亚胺作为核，亲水的聚乳糖作为壳。在体外实验中，PLAC-PDI NPs 可以与肝

癌细胞特异性结合，在激光照射下，对肝癌细胞选择性杀灭。在小鼠实验中，通过尾静脉注射 PLAC-PDI NPs，相比

于提前用乳糖占据 ASGP-R 受体的小鼠，肿瘤处的光声强度相差 1.5 倍。在激光照射下，PLAC-PDI NPs 对肝癌小鼠

具有明显增强的治疗效果。总的来说，我们开发了一种具有光声成像功能的纳米粒子(PLAC-PDI NPs)，可以进行高

效的肝癌肿瘤光热治疗。 

关键词：主动靶向；ASGP-R；光声成像；光热治疗 

FP007 

双重靶向光热治疗体系用于肿瘤治疗的研究 

陈思,鄢国平 

武汉工程大学 430205 

为了提高光热治疗体系在体内的肿瘤抑制效率，本文设计了一种包覆有透明质酸的金纳米星双重靶向光热治疗

体系。首先在具有光热能力的金纳米星上修饰具有核靶向能力的核定位信号肽 NLS，之后在其表面通过静电吸附作

用包覆上透明质酸膜。该体系在透明质酸的电荷屏蔽和肿瘤靶向的双重作用下，不仅可以有效延长其血液循环时间，

而且可以在肿瘤部位有效富集。到达肿瘤组织后，纳米粒子的星形形貌有利于其快速被细胞摄取，之后在核定位信

号肽的核靶向作用下快速到达核周，最终通过对细胞核的光热破坏有效杀死肿瘤细胞。该多功能、高效率的双重靶

向星形智能纳米光热治疗体系能有效抑制多种肿瘤的生长，并对肿瘤的转移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望实现对多种肿

瘤的有效治疗。 

关键词：多功能；双重靶向；金纳米星；光热治疗；肿瘤治疗 

FP008 

生物活性纳米颗粒复合水凝胶用于诱导干细胞成骨分化 

邵楠楠,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纳米羟基磷灰石作为骨成分在促进矿物质沉积，加速新的骨组织生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在水相

中分散性较差，与高分子基底材料间的界面结合力较弱，生物功能性单一，致其在骨修复材料应用方面受到很大的

局限。本论文首次将纳米羟基磷灰石与 BMP-2 多肽相结合，制备了 BMP-2 多肽修饰的纳米羟基磷灰石纳米粒，提

高了其在水溶液中的分散性并多样化了其生物功能性。除此之外，通过将 BMP-2 多肽纳米羟基磷灰石掺杂在紫外光

引发双键交联的高分子水凝胶体系中，增大了水凝胶的孔径，提高了水凝胶表面的粗糙度，便于营养物质、细胞因

子的传递以及细胞的粘附和迁移。细胞实验表明，无论是 2D 还是 3D 培养，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都能很好地粘附、

伸展、生长和迁移。由于 BMP-2 和纳米羟基磷灰石的共同作用，可以更好地诱导干细胞在水凝胶表面的成骨分化，

表明该水凝胶复合材料在骨组织修复方面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纳米羟基磷灰石；BMP-2 多肽；水凝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 

FP009 

聚乙二醇（PEG）修饰的 BODIPY 组装体用于光动力治疗 

张巍,谢志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相比传统的荧光染料, 荧光纳米粒具有独特的化学和光学性质，如：更高的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所有

的这些特性都为其在生物医用领域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基础。近年来 BODIPY 类荧光染料备受关注，因其优良的光学

性能而被广泛用于细胞成像和化学传感器中。然而大多的 BODIPY 衍生物并不能够直接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纳米

结构。因此，制备以 BODIPY 为基础的功能荧光纳米颗粒仍是一个巨大挑战。在这里，我们以聚乙二醇单甲醚(PEG)

为基础通过一锅多组分反应生成了 PEG 修饰的、含 BODIPY 的双亲性高分子。他们可以在水中自组装形成稳定的纳

米粒。我们发现所得到的纳米粒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可用于细胞成像并且在光照条件下展现出良好的光动力效

果。随后，我们也对纳米粒的光学特性，包括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现象(FRET)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多组分

反应所生成的 PEG 修饰的 BODIPY 组装体可以用于细胞成像和光动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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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组分反应；荧光纳米颗粒；BODIPY；自组装；细胞成像与光动力治疗 

FP010 

基于碳硼烷与环糊精主客体相互作用的高强度自愈性水凝胶 

熊和建,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水凝胶是一类具有三维网络结构以及可调节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软物质材料，因其具有优越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和

生物组织的相似性,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超分子水凝胶具有在

不需要外源刺激的条件下，自我修复损伤的特点，备受关注。本文将客体分子碳硼烷键合到葡聚糖侧链，将主体分

子环糊精键合到聚丙烯酸的侧链，在一定比例和浓度下，两者在水中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和分子链间的缠结，形

成具有自愈能力的水凝胶。该水凝胶不仅能在被切割后的短时间内愈合，还具有比较高的模量，为制备自愈合能力

强且机械性能高的水凝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关键词：碳硼烷；环糊精；自愈性；水凝胶 

FP011 

多聚赖氨酸分子刷型阳离子共轭聚合物的制备及在疫苗免疫中的应用 

王超,孙鹏飞,范曲立,黄维 

南京邮电大学 210023 

DC 疫苗是一种将抗原递送到 DC（树突状细胞）并将该细胞注射给活体并转移到引流淋巴结中启动 T 细胞免疫

治疗的治疗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制备了一种新型分子刷型共轭聚合物，利用静电吸附的方式将抗原卵清蛋白（OVA）

引入到生物体输送系统。该体系成功增加了 DC 对 OVA 摄取效率，提高了未成熟 DC 摄取抗原后的成熟程度。并且

分泌肿瘤坏死因子和白介素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因此，该工作为 DC 疫苗的免疫治疗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免疫治疗

的发展打开了光明的前景。 

关键词：分子刷型共轭聚合物；DC 疫苗；OVA；免疫治疗 

FP012 

细胞的移动城堡：用于细胞培养的聚羟基脂肪酸酯开放式多孔微球载体 

魏岱旭,刀金威,陈国强 

清华大学 100084 

本研究首次提出了一种能同时为细胞提供载粘附、生长和分化功能的高分子移动载体；该细胞的移动城堡为开

放式多孔结构，以聚羟基脂肪酸酯为原材料。采用气体复乳法，所制备出的细胞城堡的平均粒径为 415.31 μm，表面

孔状结构的平均孔径为 22.71 μm，平均吸水率为 31.65 的多孔微球支架。将所制备的多孔微球支架用于培养成纤维细

胞、成骨细胞及干细胞，以研究生物相容性，细胞行为及分化能力。通过激光共聚焦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

所制备的移动的细胞城堡生物相容性良好，培养 24 小时后，细胞能贴附在微球支架表面；培养 96 小时后，部分细

胞通过微球支架表面的孔状结构进入支架内部，并且微球支架表面的细胞数量也明显增加。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实

心的微球载体相比，细胞城堡作为一种新的可移动的细胞载体，存在大量的内部空间，更有利于细胞的粘附、增殖

和分化，这将更有利于在未来的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的应用。 

关键词：生物医用高分子；聚羟基脂肪酸酯；开放式多孔微球支架；细胞的移动城堡；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 

FP013 

载有引发剂的金纳米笼作为光控自由基发生器用于癌症治疗 

王晓强,高凡,张先正 

武汉大学 430072 

肿瘤的乏氧问题严重影响着光动力学治疗（PDT）的效果，原因在于活性氧的产生具有高度氧气依赖性。不同

于活性氧，在高分子自由基聚合的过程中，由引发剂产生的自由基是完全不需要氧气参与的。因此，我们将自由基

引发剂包载于金纳米笼内部，得到了一种智能型近红外光控自由基发生器，并研究了自由基在乏氧肿瘤治疗中的作

用。在近红外光照射下，金纳米笼的光热效果会引起引发剂分解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具有高反应性，可以和细胞内

的一系列物质，比如还原性小分子、脂质、DNA、蛋白质等反应，最终引起细胞氧化应激，导致细胞凋亡，并且这

一过程不受细胞内氧气限制。这项研究开启了自由基用于乏氧癌症治疗的新途径 

关键词：自由基，乏氧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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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14 

基于凝集素-糖特异性识别作用的葡萄糖快速响应膜的研究 

李倩,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 300071 

传统的葡萄糖传感器通常具有敏感度低、响应速度慢、稳定性差等缺陷，而通过伴刀豆球蛋白 A（ConA）这种

凝集素和葡聚糖（Dex）之间的特异性亲和作用组装而成的（ConA/Dex）n 多层膜可以作为光学传感器很好地改善这

些不足之处。环境中游离的葡萄糖可以与（ConA/Dex）n 膜中的 Dex 竞争 ConA 的结合位点并进行取代，从而降低

（ConA/Dex）n 膜内的交联程度，导致响应性溶胀。这种葡萄糖响应性溶胀可以直接通过反射光谱上 Fabry-Perot 条

纹的移动来进行检测，通过计算膜对应的光程值 OPL 和溶胀度 SD 也可以进行葡萄糖浓度的定量测定。这种响应膜

材料可以在生理条件下很好的工作，并且可以在 30s 内实现快速相应平衡，响应速度快，具有很好的可逆性和可重

复性。同时，尽管人体血浆中含有其他微量糖成分，响应膜材料几乎不受影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可以在生理环

境下实现快速响应的葡萄糖光学传感器的构建。 

关键词：糖响应；光学传感器；快速；凝集素-糖；特异性 

FP015 

多组分反应构建用于肿瘤成像治疗的聚合物纳米粒 

林文孩 1,2,谢志刚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合物纳米粒在肿瘤诊断治疗领域展现出优异的性能。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多组分 Passerini 反应一步制备了一

系列含有不同功能基团的疏水聚合物。他们具有相似的结构但不同的生物功能。这些聚合物通过纳米沉淀的方法都

可以在水里形成稳定的纳米粒。由于主链上含有二硫键，所以所得的纳米粒具有还原响应性。在谷胱甘肽的刺激下，

不同的纳米粒由于不同的功能基团而表现出不同的刺激响应行为。我们系统地研究了他们的光学行为包括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和聚集诱导发光等。所有的纳米粒对 HeLa 细胞均表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不同的纳米粒表现出不同的生

物功能，可以用于药物传递，生物成像以及光动力治疗。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这些纳米粒在肿瘤的成像治疗方面

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些数据表明，多组分反应作为一种合成方法在合成制备具有生物功能的聚合物纳米粒领域具有

巨大的潜力。 

关键词：多组分反应；生物成像；光动力治疗；聚合物；纳米粒 

FP016 

二硫化钼传递的多功能肿瘤协同治疗系统 

彭梦云 1,张先正 1,2,郑迪威 1,王世博 2,程巳雪 1 

1.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2.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 

基于二维材料的突出的多功能性质及载体性质，二硫化钼（MoS2）纳米片被应用于肿瘤的协同治疗体系。在该

体系中，通过硫辛酸中的 S-S 键，二硫化钼分别表面修饰了聚乙二醇以及电荷翻转肽，之后进一步负载了正电性的

光敏剂 TBO。在肿瘤微酸性环境下，由于电荷翻转肽的酸敏感性，该纳米体系由负电性翻转为正电性，易于被肿瘤

细胞内吞。进一步地，由于内涵体中的 pH 值逐渐降低，正电性的多肽与带正电的 TBO 形成了竞争机制，导致了光

敏剂的释放，进行光动力治疗。另一方面，二硫化钼在近红外波段有良好的吸收及热转化效果，可进行光热治疗。

光热效果还可以促进细胞对材料的内吞以及物理吸附 TBO 的释放，由于吸附的 TBO 荧光及光动力治疗的效果都被

二硫化钼大幅淬灭，二硫化钼的光热效果可以进一步地提高光动力治疗的效果，达到更好的协同治疗效果。该体系

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释药与协同机制，增加了肿瘤治疗的可能性。 

关键词：二硫化钼；光热治疗；光动力治疗；电荷翻转；TBO 释放 

FP017 

超高紫杉醇含量的纳米药物研究 

裴晴,胡秀丽,谢志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紫杉醇在水中超低的溶解度以及其严重的毒副作用成为制约其在临床发展的瓶颈。用生物相容的，可降解的双

亲聚合物包裹紫杉醇可以改善了上述问题，但通常担载量低，药物易突释，稳定性差，以及由高含量的载体带来的

免疫原性等问题。本文合成了具有还原敏感的可控释放的紫杉醇二聚体，用聚乙二醇-聚乳酸嵌段共聚物包裹紫杉醇

二聚体，达到了 85 wt%的药物担载量，通过动态光散射和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探究了纳米胶束的尺寸和形貌特征，

同时发现其在模拟的体液环境下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并无突释现象，在肿瘤细胞中（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较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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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释放出活性紫杉醇分子，从而展现了肿瘤细胞杀伤能力，动物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其低的毒副作用，高的最大耐

药剂量及非常好的抑制肿瘤的效果。这种紫杉醇纳米药物极大程度地增加了紫杉醇的溶解性，降低了系统毒副作用，

使其在临床治疗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紫杉醇；二聚体；控制释放 

FP018 

仿生超疏水聚羟基脂肪酸酯表面的细胞粘附行为研究 

车雪梅,魏岱旭,陈国强 

清华大学 100084 

超疏水表面细胞的粘附行为以及超疏水表面拓扑结构对细胞行为的调控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聚羟基脂

肪酸酯（PHA）是一类完全由微生物合成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高分子聚酯。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简

单高效的相分离的方法，制备出不同拓扑结构的超疏水 PHA 材料，其中有多孔球形，类花状，叶片状和网状。经测

量发现，所制备的 PHA 材料具有稳定的超疏水性能（水接触角大于 150°），在 PHA 材料表面接种骨髓间充质细胞，

培养 72 小时，扫描电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结果表明细胞能在未经处理的 PHA 上粘附和生长，而在不同拓扑结

构的超疏水 PHA 材料表面则仅有少数细胞生长。同时发现超疏水 PHA 上细胞活性均明显低于未经处理得光滑 PHA

表面，细胞活性仅为其 20~30%。本实验中制备具有微纳米尺度多种拓扑结构的超疏水 PHA，有望应用于抗细胞粘附

器件和支架的研究中。 

关键词：超疏水；聚羟基脂肪酸酯；细胞粘附 

FP019 

一种可长效释放的壳聚糖基载银海绵用于抗菌治疗 

黄晓飞,王征科,胡巧玲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生物医用大分子研究所 310000 

本研究制备了一种缓释型壳聚糖基载银海绵用于抗菌治疗。将儿茶酚接枝到壳聚糖上制得改性壳聚糖（CCS）。

利用其还原性制得 CCS 包裹的纳米银（CCS-AgNPs）。借助儿茶酚与壳聚糖海绵上的氨基的相互作用，将粒子负载

到海绵上（CCS-AgNPs/CS）。海绵的多孔结构使之呈现出优良的柔韧性和吸水性，可有效吸收创面渗出液。将未改

性壳聚糖代替 CCS 制得 CS-AgNPs/CS 海绵，作为对照组，研究儿茶酚对银缓释的影响。结果表明儿茶酚作为粒子

与海绵基底连接的桥梁，将银的释放时间延长了 3 天。银的缓释赋予了复合海绵显著的抑菌和杀菌效应，能抑制细

菌的对数增殖长达 3 天，并能杀死超过 99.99%的细菌，满足了创伤愈合的抗菌需求。然而细胞毒性实验表明，过高

的载银量会引起细胞毒性。因此载银量适中的 CCS-AgNPs/CS 海绵，因其具有的长效抑菌作用，显著的杀菌效果和

优异的生物相容性，有望成为理想的创伤抗菌敷料。 

关键词：壳聚糖；纳米银；抗菌敷料 

FP020 

由蛋白酶操控的 MRI/近红外双显影自组装复合纳米微球 

郭和泽,窦红静,宋晟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我们通过自组装法成功制备了 PLL-Cy5.5/Fe3O4 复合纳米微球，组装机理为 PLL 聚赖氨酸链段上的氨基与磁性

纳米颗粒表面修饰的聚丙烯酸羧基通过静电吸引组装成团聚体，再经由戊二醛的交联形成稳定的复合纳米微球。微

球的尺寸可以通过调节组装过程中 PLL 的浓度和分子量来调控，可调控于 100-300nm 范围之间。复合微球在正常状

态下，微球内的近红外荧光分子由于分子间距离近，发生共振能量转移，导致荧光淬灭；而在胰蛋白酶活化的环境

中，微球内的 PLL 发生酶切反应，共振能量转移现象消失，复合微球释放荧光，具有较高的信噪比。荧光的释放也

与复合微球的尺寸相关，越小尺寸的微球被胰蛋白酶水解得越彻底，释放的荧光越强。与此同时，复合微球磁性能

在酶解前后也出现变化，表明了微球磁性能的胰酶响应性。此外，复合微球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使其在生物医学领域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如胰蛋白酶过表达癌症的早期显影检测。 

关键词： Fe3O4 纳米颗粒；自组装法；复合微球；胰蛋白酶；近红外荧光/磁共振双重显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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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改性海藻酸梯度支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282 
 

沈佳丽,施冬健,陈明清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14122 

随着骨缺损的日益增多，对骨修复支架的要求越来越高，构筑优异性能的骨修复支架以改善材料与骨组织之间

的相互作用成了关键所在。受贻贝蛋白的启发，多巴(DOPA)及其衍生物多巴胺(DA)由于其超强的黏附性能已被广泛

应用于材料的改性。本文利用 DA 接枝改性海藻酸(Alg)制备具有优异黏附性能的海藻酸-多巴胺(Alg-DA)；利用 DA

在弱碱性溶液中的氧化自聚制备均一粒径的聚多巴胺(PDA)粒子；将不同浓度的 Alg-DA 与 PDA 进行复合并通过叠

层冷冻干燥法制备 PDA/Alg-DA 梯度支架。本文通过良好的结构设计以及制备过程的调控，简单快速地构建结构和

性能稳定、具有较高强度和梯度结构的支架材料，并探索其内部结构、形态及其与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该

种支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适宜的孔隙率、降解周期，优异的矿化性能，良好的细胞黏附性。 

关键词：骨修复支架；海藻酸；多巴胺；梯度材料 

FP022 

棉子酚的零级释放 

温娜,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

中心，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 

药物零级释放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药物利用率，使药物浓度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治疗窗范围内。这样提高了药

物利用率，延长药物有效作用的时间，减少病人的痛苦。零级释放模式是真正意义上实现长时、有效的持续释放。

层层自组装技术是最广泛的制备多层薄膜的技术，特别是在药物控制释放领域应用广泛。以动态键作为驱动力得到

的动态层层自组装膜，通过调节膜的解离可以调节药物的释放。棉子酚（gossypol）是从棉籽中提炼的一种化合物，

淡黄色，有毒。用于牲畜的饲料添加剂、杀真菌剂以及杀虫剂。在中国，棉子酚曾被用作男性避孕药。通过抑制精

子的活动和工作来使人暂时不育。停止使用就可以恢复生育能力；两到三个月内，精子的生成量恢复正常。后经过

研究表明，棉子酚对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这就更加拓宽了它的用途。我们通过层层自组装的

方式实现棉子酚的零级释放。 

关键词：棉子酚；零级释放；层层自组装；男性避孕药 

FP023 

新型高性能烯醇基席夫碱合成及其锌配合物催化性能研究 

胡晨阳 1,2,段然龙 1,周延川 1,2,李想 1,庞烜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席夫碱配体是一类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的配体，尤其在环酯开环聚合领域其可谓最为经典的配体结构之一。而

其中水杨醛基的席夫碱配体研究已非常深入，近些年烯醇基席夫碱配体的对于环酯开环聚合的研究也走入了人们的

视野，但该类结构的独特之处还有待深入探究。在本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构建烯醇基席夫碱配体的方法，即

用一系列二胺和不同取代 β-二酮反应，这种方法可以容易地构建一系列新型烯醇基席夫碱体系。同时我们将这种烯

醇基配体与锌复合，应用于丙交酯的开环聚合中。通过实验证实其具有很好的活性聚合特征，在室温下就能完成聚

合。不同的取代基团以及胺桥长度对催化性能具有极大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表明。4a 具有最优的催化活性，能够

在极低的催化剂负载下完成较快的聚合，具有一定的未来应用意义和优势。 

关键词：席夫碱；烯醇式；丙交酯；催化；聚合 

FP024 

具有抗菌抗炎功能的自修复超分子聚合物水凝胶 

王宏博,刘文广 

天津大学 300350 

本文以 N-丙烯酰基甘氨酰胺和 1-乙烯基-1，2，4-三唑为原料，不加任何交联剂情况下，设计及构建了一种具有

高机械强度及抗炎症性能的超分子共聚水凝胶，所制备的凝胶其最高拉伸强度可达 1.2 MPa，伸长率为 1300%，压缩

强度为 11 MPa，在各种酸碱溶剂中能够保持非常良好的稳定性。N-丙烯酰基甘氨酰胺侧链的双酰胺键能够形成多重

氢键而作为物理交联点形成超分子水凝胶，这种双氢键作用能够在较高温度下实现破坏，当温度降低时又可以重组，

使得该水凝胶具有热塑性和自修复功能。此外，1-乙烯基-1，2，4-三唑组分的存在，削弱了氢键的相互作用，使得

凝胶能够在较低的温度下实现自修复及热塑性能，同时还赋予了共聚凝胶抗菌及抗炎症性能，体内动物实验证明了

该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显示其在可注射凝胶支架中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水凝胶；高强度；自修复；热塑性；抗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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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5 

聚（改性精氨酸/N-异丙基丙烯酰胺）水凝胶敷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朱婕,吴德群,韩华 

东华大学 201620 

以改性精氨酸（M-Arg），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Am）为单体，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BIS）为交联剂，

通过自由基共聚，并预载入抗菌药物洗必泰，以及接枝盐酸胍聚合物抗菌剂，制备出温敏性长效释药 P(M-Arg/NIPAAm)

系列水凝胶敷料。通过核磁共振（1H NMR）、红外光谱（FT-IR）、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表征了 M-Arg 的结构和

水凝胶的表面形态结构；利用溶胀率测试、药物累计释放、抗菌测试以及体内动物实验，研究了水凝胶敷料的抗菌

及溶胀性能。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单体投料比合成的水凝胶敷料具有不同的温敏性；新型 P(M-Arg/NIPAAm)水凝胶

敷料具有良好的抗菌和药物缓释性能，动物实验表明，该水凝胶生物相容性优良，伤口愈合时间明显减少，愈合效

果良好。 

关键词：水凝胶敷料；精氨酸；洗必泰；温敏性；药物控释 

FP026 

PEG 的 loop 构象对血液相容性的影响 

吕建华 1,2,金晶 1,韩媛媛 1,姜伟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聚乙二醇(PEG)在生物材料表面改性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但目前主要局限于对表面接枝形成 brush 构象的研究，

而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材料表面接枝PEG形成的 loop构象对血液相容性的影响研究还没有报道。本文首先在SEBS

表面接枝多巴胺，进而将 PEG 的 brush 和 loop 构象引入 SEBS 表面。选用 Fib、BSA、IgG、lyz 四种蛋白和血小板，

对改性前后材料进行抗污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在接枝质量接近的条件下，PEG 的 loop 构象相对 brush 构象对四种

蛋白的吸附量及血小板粘附量分别减少 37%、39%、40%、55%和 44%。利用 QCM-D 研究 PEG 的 brush 和 loop 构象

接枝动力学，当 PEG 的浓度为 5mg/mL, 接枝稳定时，分别耗时 110h 和 11h；当 PEG 的浓度为 2mg/mL，分别耗时

35h 和 6h。由以上结果可知，接枝 loop 构象的 PEG，是一种高效、快捷的改善材料血液相容性的方法。 

关键词：血液相容性；loop 构象；QCM-D；接枝动力学 

FP027 

聚乙二醇回填对蛋白质活性的影响 

杜艳秋 1,2,金晶 1,韩媛媛 1,姜伟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当功能化载体与生物环境接触时，由于蛋白质电晕，使其丧失了特异功能。因此，如何保持载体表面功能性蛋

白质活性同时减小其他蛋白质的吸附，是当前制备功能化载体的核心问题。其中，保持所固定的功能性蛋白质可移

动性和可获得性是两个关键性问题。研究表明，利用长链聚乙二醇（PEG）将蛋白质固定载体表面，长链 PEG 的柔

顺性可以有效提高固定蛋白质的可移动性；选用短链 PEG 回填，在复杂的生理环境下能够减弱蛋白质电晕现象，提

高固定功能性蛋白质的可获得性。PEG 回填研究发现，长、短混合链的比例是影响蛋白识别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

目前尚无有效表征手段来获得载体表面长、短链准确的摩尔比。本工作借助双偏振极化干涉仪（DPI），准确得到芯

片表面 PEG24 和 PEG4 的比例。结果表明，回填 PEG4，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抗体特异性识别能力。此外，通过改

变混合链的摩尔比，将抗体活性从 40%提高至 70%，实现了对抗体活性最优调控。 

关键词：聚乙二醇；蛋白质活性；双偏振极化干涉仪 

FP028 

线形梳状己内酯戊内酯无规共聚物的合成与研究 

吴桐,魏志勇,冷雪菲,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本文合成了一系列不同组成配比的高支化无规共聚新型生物可降解聚酯，并研究了其热力学性能、力学性能并

进行了酶降解实验。以羟基化聚丁二烯为大分子引发剂，己内酯戊内酯为单体，通过开环聚合的合成方法合成了一

系列不同单体组成的线形梳状高支化己内酯戊内酯无规共聚物，GPC 测试结果显示分子量均在 300kDa 左右，分子量

分布较窄。并对聚合物的结构及性能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根据核磁碳谱验证了聚合物的无规结构以及测定平均链

段序列长度，DSC 测试表明共聚聚合物有异质同二晶现象，聚合物的熔点及结晶温度随 PCL 组分的增加先升高后降

低，约在组分为 50%时出现最低值，拉伸测试结果显示，共聚大大提高了聚合物的断裂伸长率，共聚改善了聚合物

的力学性能。酶降解测试表明，共聚使聚合物降解速度显著提高，SEM 测试照片显示，酶降解 48h 后的聚合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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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己内酯组分含量增加表面孔洞直径增加。 

关键词：聚己内酯（PCL）；聚戊内酯（PVL）；无规共聚；线形梳状；酶降解 

FP029 

聚多巴胺/聚甲基丙烯酸复合微球用于光热-化疗联合治疗 

田野菲,颜录科,晁敏,魏俊基 

长安大学 710064 

近来，将光热治疗与传统的化疗相结合，开展肿瘤联合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以甲基丙烯酸(MAA)

为单体，含二硫键的 N,N'-双(丙烯酰)胱胺(BAC)作为交联剂，制备了具有核壳结构的聚多巴胺/聚甲基丙烯酸复合微

球(PDA@PMAA)。通过改变 MAA 与聚多巴胺(PDA)的质量比可以调节聚甲基丙烯酸(PMAA)壳层厚度，复合微球的

光热性能随 PMAA 层厚度增加而降低；且该微球能够有效地负载抗肿瘤药物阿霉素(DOX)。释药结果显示，

PDA@PMAA-DOX 纳米微球在生理条件下 24 h 仅释放 10.8%的 DOX，而在酸性还原环境下中，24 h 累积释药率可

达 87.1%。细胞实验表明空白 PDA@PMAA 纳米微球无明显细胞毒性；相对于纯 DOX 或 PDA@PMAA 加光照组，

PDA@PMAA-DOX 在近红外光照射下显示出更强的肿瘤细胞杀伤能力。 

关键词：纳米凝胶；二硫键；药物载体；光热治疗；还原响应 

FP030 

自修复胶体凝胶及其再生医学应用 

王华楠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10024 

胶体凝胶是基于“自下而上”设计理念，以微、纳米胶体颗粒为基本单元、通过物理或化学“交联”，形成具有精细

微观结构和稳定宏观结构的新型水凝胶材料。通过引入可逆的胶体间相互作用，我们可以赋予胶体凝胶剪切变薄和

自修复的性能。然而，揭示胶体凝胶自修复机理和开发兼顾高强度和自修复的凝胶材料是目前该领域的两大难题。 

本研究通过对胶体网络形成过程和微观结构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胶体微观结构对凝胶力学强度和自修复性能的

影响；成功开发出兼具高强度和自修复能力的新型胶体凝胶；并系统证实了自修复胶体凝胶在再生医学应用的可行

性，创新性的利用胶体凝胶实现多种药物因子的程序化释放；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这一体系对骨修复的加速催化效应。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微流控液滴技术实现高度细胞化的胶体凝胶，为人工器官和组织的体外快速重建打下了基

础。 

关键词：自修复材料；胶体凝胶；组织工程；药物缓释；微流控 

FP031 

生物正交性的细胞内锚定分子用于生物活性分子的调控 

王建武 1,王树 1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本论文提出了一种预靶向-再调控的策略，即先将具有靶向作用的锚定分子定位在特定细胞器内，再通过生物正

交，使生物活性分子锚定在该细胞器内。基于四嗪与反式环辛烯（TCO）之间发生的生物正交反应，通过调节聚合

物或寡聚物的结构，经过进一步的合成、提纯及产物的表征，得到了能够锚定在溶酶体中的荧光寡聚物 OPF，和能

够与 OPF 发生生物正交反应的模型分子 Dox-TCO。通过吸收和发射光谱、高效液相色谱以及高分辨质谱，对 OPF

和 Dox-TCO 之间的反应进行了验证；这种策略兼顾活性分子在细胞内的渗透性和靶向性，实现了对外源性物质的细

胞内分布的调控。由于生物正交反应具有易修饰、反应快、生物相容性好等优势，这种策略有望能实现对多种生物

活性分子在不同细胞器内分布的调控。 

关键词：生物正交反应；细胞渗透性；溶酶体靶向；分布调控 

 

 

 

 

FP032 

基于光开关控制单线态氧产生的胶束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翟岩,史林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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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 300071 

单线态氧，即激发态氧分子是由基态氧原子（三线态氧分子）被激发后产生。单线态氧可由光敏化法、微波放

电法和化学方法得到，其中光敏化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单线态氧广泛用于废水处理，精细化学合成，光动

力学治疗等方面，近年来单线态氧的产生和活性研究引起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单线态氧具有很高的活

性，导致单线态氧容易引起非特异性的损伤。因此，可逆的控制单线态氧的产生变得尤为重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设计了基于能量转移相互作用的光控胶束纳米粒子。在这个体系中，卟啉作为光敏剂小分子，选用二芳基乙烯

衍生物作为光开关构建控制体系。最终，我们成功设计了，具有良好的可逆的控制单线态氧产生和良好生物相容性

的纳米粒子。 

关键词：单线态氧；二芳基乙烯；光开关；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FP033 

功能性多肽纳米杂化纤维的制备与生物应用研究 

苏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生物基纳米杂化材料在在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及纳米科技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通过自组装的方法

制备出一系列具有特殊功能的多肽纳米纤维，并通过自组装方法将多肽纳米纤维与石墨烯、量子点、金属纳米粒子

杂化，得到具有良好形貌的新型杂化材料。通过对多肽分子结构的设计及自组装过程的调控，我们成功设计了具有

不同生物功能的多肽纳米纤维，并将其应用于生物传感、生物矿化、重金属离子检测与分离、生物成像等方面的研

究。本文重点研究了不同环境因素对具有特殊序列结构多肽自组装的影响，多肽纳米纤维与不同纳米粒子界面相互

作用，以及纳米杂化材料的各种生物应用。通过本研究项目的实施，我们可以获得制备新型多功能型多肽纳米纤维

的新方法，进一步推进这种有机-无机纳米杂化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与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潜在

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多肽纳米纤维；石墨烯；自组装；生物应用 

FP034 

利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备方法构建多功能抗菌表面 

韦婷,占文俊,陈红,于谦 

苏州大学 215123 

许多生物医用领域都需要材料表面具有抗菌性能，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在不同物理化学性质表面构建抗菌涂层的

通用方法。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层层组装（LBL）技术和主客体相互作用开发了一种用于构建具有多功能性“智能”

抗菌表面的方法。首先利用 LBL 技术在多种不同化学性质和拓扑结构的基材表面沉积含有客体分子金刚烷的聚电解

质多层膜，而后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引入季铵盐修饰的主体分子 β-环糊精（CD-QAS）实现高效杀菌功能。最后通过

引入十二烷基硫酸钠溶液解离主客体相互作用，进而释放表面的死细菌达到表面清洁的效果，同时表面可以再次通

过引入新的 CD-QAS 实现重复利用。该方法操作简单，条件温和。特别地，可以通过模块化设计，混合组装多种生

物分子修饰的 β-环糊精，实现在保证抗菌功能的同时引入其他生物功能。以上结果提供了一种在不同材料及设备上

构建多功能、可重复使用的抗菌表面的新方法，在多种生物医用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层层组装；抗菌表面；主客体相互作用 

FP035 

共轭聚合物与细菌的相互作用及群体感应与耐药性研究 

周鑫,张鹏博,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群体感应是微生物通过分泌、释放一种被称为自体诱导剂的信号分子，并感知其浓度变化，检测菌群密度、调

控菌群生理功能，从而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信号交流机制。我们将共轭聚合物与细菌群体感应现象结合起来，利用

阳离子共轭聚合物(PFP-G2)与大肠杆菌之间的静电作用和疏水作用构建了新型的共轭聚合物－细菌复合群体。

PFP-G2 拉近了大肠杆菌间的距离，使细菌感受到周围浓度的变化，释放更多的信号分子(AI-2)。利用哈氏弧菌响应

信号分子 AI-2 而发射荧光的性质检测培养不同时间的大肠杆菌上清液中信号分子浓度的变化。PFP-G2 聚合物提高了

大肠杆菌 AI-2 的释放浓度且延长了释放时间。在高浓度 AI-2 的调控作用下，大肠杆菌对抗菌药物氨苄西林的敏感性

降低，耐药性提高。通过静电相互作用自组装构建共轭聚合物－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为解决细菌耐药性提供新思

路和新方法，可发展用于细菌耐药性相关的新型识别与检测体系。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群体感应；大肠杆菌；信号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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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36 

一种快速、高效构建抗菌聚合物涂层的方法 

董亦诗,王培锡,陆晓雯,武照强,陈红 

苏州大学 215123 

二苯甲酮类光引发剂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夺氢型光引发剂，而咪唑类离子液体不仅有较好的杀菌性能和热稳定性，

且通过简单的离子交换即可实现性能的转换。基于此，我们首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二苯甲酮类离子液体衍生物 BMI，

该化合物一端为可在紫外光照下实现表面键合的二苯甲酮基团，另一端为具有杀菌功能的咪唑类离子液体基团。随

后，我们选取硅片作为模型表面，通过紫外辐照在硅片表面原位构建了聚合物抗菌涂层，涂板法抗菌实验结果表明

该表面对于革兰氏阴性菌以及革兰氏阳性菌都有着较好的杀菌效果。最后，通过反离子交换，将样品表面的 Br-成功

交换为 PP6-反离子来释放表面被杀死细菌，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反离子交换后的表面有着优异的释放细菌性能。循环

实验结果也表明该表面在多次循环内都能维持较高杀菌效率和释放细菌效率，以上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可有效的

在表面快速、高效地构建聚合物抗菌涂层。 

关键词：二苯甲铜；离子液；抗菌涂层；紫外光辐照 

FP037 

用于基因编辑的高分子/无机杂化纳米基因共传递系统 

刘博亚,何晓燕,艾书伦,卓仁禧,程巳雪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30072 

纳米基因传递系统在肿瘤等疑难疾病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成为近年来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CRISPR/Cas9

目前已经成为多功能化的基因编辑技术，并且受到广泛的研究。乳腺癌组织中 CDK11 蛋白的过表达是乳腺癌存活的

关键之一，通过 CRISPR/Cas9 技术靶向剪切肿瘤细胞中的 CDK11 基因序列，降低 CDK11 在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

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本研究通过共沉淀制备了生物素化壳聚糖/鱼精蛋白/磷酸钙/碳酸钙杂化纳米基因传递系统。

制备方法不涉及有机溶剂及表面活性剂，条件温和，安全简便。能较好地控制基因传递系统的尺寸。研究了负载靶

向剪切 CDK11 的 CRISPR/Cas9 质粒的生物素化壳聚糖/鱼精蛋白/磷酸钙/碳酸钙杂化纳米基因传递系统的体外毒性，

结果表明载体自身无细胞毒性而剪切CDK11的基因传递系统对MCF-7细胞具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可成功下调CDK11

的表达。 

关键词：高分子/无机杂化纳米粒子；基因传递；CRISPR/Cas9；CDK11 

FP038 

基于鱼精蛋白的自组装基因传递体系的制备及其在递送寡脱氧核苷酸中的研究 

何晓燕,刘博亚,艾书伦,程巳雪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30000 

鱼精蛋白是分子量小，富含精氨酸，含有核定位信号的蛋白（NLS），它能够有效地与负电性的核苷酸自组装形

成稳定的复合物，另外，核定位信号使其能通过核孔复合物进行核定位，鱼精蛋白的这些生物学特性能使其成为良

好的基因递送载体。未甲基化的寡脱氧核苷酸 CpG ODN 是强的免疫活化剂，通过与 Toll 样受体 9（TLR9）的相互

作用，激活下游的多种信号通路如 NF-κB 信号通路，以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如 TNF-α，IL-6 和 IL-12 的产生。本研究

通过自组装方法制备了甘露糖化的羧甲基壳聚糖/硫酸鱼精蛋白/CpG ODN 纳米粒子。研究结果表明该体系能有效的

将 CpG ODN 递送入巨噬细胞，进而发挥免疫激活作用。并且通过引入甘露糖功能化的羧甲基壳聚糖，利用甘露糖与

巨噬细胞表面的甘露糖凝集素受体的作用，有效的增强了巨噬细胞对负载 CpG ODN 纳米粒子的摄取，进一步增强了

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实现了纳米粒子的巨噬细胞靶向功能。 

关键词：基因传递；CpG ODN；纳米粒子；鱼精蛋白；免疫治疗 

FP039 

IR-780/丝胶蛋白纳米胶束的制备及其肿瘤靶向近红外成像与光热毒性的研究 

邓立志 1,杨立群 1,张黎明 1,郭伟洪 2,胡彦峰 2,李国新 2 

1.中山大学；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丝胶蛋白是一种天然高亲水性球蛋白，来源于绢丝昆虫，具有诸多生物活性，比如抗氧化性、细胞粘附性、低

免疫原性和体内可生物降解等，同时拥有大量的可化学修饰的氨基、羟基和羧基。为了进一步提升丝胶蛋白在药物

传输领域的应用价值，本工作合成出叶酸修饰的丝胶蛋白的胆固醇衍生物（FA-Ser-Chol），能高效稳定地包覆 IR-780 

形成胶束药物载体（FA-Ser-Chol-IR-780）。利用 1H NMR 法对丝胶蛋白衍生物进行了结构表征。利用荧光光谱法测

定 FA-Ser-Chol 的临界胶束浓度，并通过透射电镜和动态光散射表征测定了其形貌和粒径。体外近红外激光照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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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该载药胶束具有良好的光热转换效应。体外细胞实验表明，FA-Ser-Chol 胶束能有效地被细胞摄取，包裹 IR-780

后的胶束在近红外光激发下高效杀伤胃癌细胞 AGS，在荷瘤裸鼠的近红外成像实验中，其显示很好的肿瘤靶向性和

成像效果。 

关键词：丝胶蛋白；光热治疗；近红外成像；IR-780 

FP040 

含铂光刺激响应类脂质体前药 

刘沙,何沙沙,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高分子纳米药物输送体系一般通过物理包裹和化学键合将药物引入到高分子内部或者侧链，但是存在药物担载

率低、突释现象明显、批次差别大等问题，严重地限制了其应用。最近，单分子自组装体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决思

路。四价光敏铂作为二价铂化合物的前药，在光照条件下可以被激活成有活性的二价铂物；但其在黑暗本身毒性很

小，并且疏水能力很强。基于此，我们将四价光敏铂前药作为疏水基团引入到质量确定的亲水性高分子聚乙二醇的

节点合成得到节点含光敏铂的类脂质体前药，并自组装得到制备结构确定、类脂质体的两亲性高分子前药纳米粒。

通过改变亲水段的长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组装形貌的类脂质体前药纳米粒，具有不同的的形貌对内吞的影响不同行为。

当类脂质体前药纳米粒其被细胞内吞后，在光照下可以诱导纳米颗粒的崩解，并促进活性二价铂药的释放，实现定

点、可控药物释放。 

关键词：类脂质体；节点；光敏铂；前药 

FP041 

Genipin Crosslinked Microspheres as an Effective Hemostatic Agent 

刘雯 1,杨啸 3,李娜 1,冯亚凯 1,3,陈浩 1,2,石长灿 1,4 

1.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3.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4.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novel microsphere with efficiently hemostatic property from chitosan and 

gelatin using appropriate amount of genipin as a crosslinker. The size of chitosan/gelatin crosslinked microspheres (Cs/Gel 

MPs) ranged from 20 μm to 80 μm.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Cs/Gel MPs were evaluated with experiments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in vitro showed that the best hemostatic efficacy was achieved by Cs/Gel-0.75 MPs. 

关键词：Chitosan；Gelatin；Genipin；Microspheres；Efficient hemostasis 

FP042 

铂配位的硒代蛋氨酸酯通过自组装调控抗癌活性 

李天予,许华平 

清华大学 100084 

传统小分子抗癌药物已广泛应用于癌症的临床治疗当中，但是它们具有许多缺陷，如水溶性差、毒副作用强等

等。高分子药物递送载体的发展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但载体的多分散性又引发了人们对于安全性的担忧，从

而使临床应用受到制约。我们设计合成了具有高抗癌活性和低毒副作用的无载体小分子自组装药物——铂配位的硒

代蛋氨酸酯。通过改变其中疏水链段的长度，可以简便地调控其自组装行为，进而实现对抗癌活性的调控。机理研

究表明，硒铂配位结构能够诱导大量活性氧物种产生，进而引发细胞凋亡。该体系分子结构简单明确，具有良好的

临床应用潜力，同时为小分子自组装药物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硒；自组装；活性氧物种；抗癌 

 

 

 

 

FP043 

纳米银系抗菌剂对聚氨酯性能影响 

刘艳霞,高长青,丁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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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采用双螺杆挤出机，将纳米银无机抗菌剂 AEM-5700 和 RHA-S 与聚氨酯熔融共混，研究了纳米银无机抗菌

剂对聚氨酯力学性能和抗菌性能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观察抗菌剂在聚氨酯中的分散情况。结果表明：添加纳米银

系 AEM-5700 和 RHA-S 型抗菌剂的 TPU 抑菌环试验抑菌圈直径均达到 7mm 以上，具有抗菌性能；当 AEM-5700 型

抗菌剂含量在 0.6%时，聚氨酯复合材料伸长率为 539%，较纯 TPU 断裂伸长率增大 28.8%，拉伸强度为 25.6MPa，

提高 12.1%； AEM-5700 型抗菌剂的加入，使 TPU 冲击强度增大 17.1%。RHA-S 型抗菌剂的添加使 TPU 断裂伸长

率提高 24%，冲击强度增大 15.3%。 

关键词：聚氨酯；力学性能；抗菌性；分散性 

FP044 

电纺纤维/止血海绵复合物用于肝癌术后治疗 

邝改真 1,2,张志云 1,周东方 1,黄宇彬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西安交通大学 

肝癌手术切除后的原位复发是影响肿瘤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术后多辅以化疗。相对于传统的系统化疗，

原位化疗作为局部治疗手段得到了广泛关注，它可以长时间维持并保持局部药物浓度，减低系统毒性。虽然局部治

疗为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肝脏切除手术中，出血不可避免。针对肿瘤切除后的以上问题，我们选用

了可生物降解的静电纺丝纤维毡作为药物载体，制备了担载顺铂的静电纺丝纤维毡/止血海绵复合物，其中止血海绵

在发挥优异止血性能的同时，极大程度地减少纤维中药物的突释，保证了局部药物浓度长时间维持在疗效窗口范围

之内。在小鼠皮下肝癌术后抗复发实验中，该体系表现出较好的术后防复发效果，减低了顺铂的毒副作用，提高了

小鼠的生存率。这种具有止血功能的原位给药体系使用方便，功能性强，在肝癌术后治疗中具有很强的临床应用前

景。 

关键词：电纺纤维；止血海绵；局部治疗；防复发 

FP045 

复合纳米氧化镁颗粒可注射 PMMA 骨水泥制备及成骨性能的研究 

李彩荣 1,孙键乔 1,4,李龙 1,姚治东 1,王新峦 1,赖毓霄 1,2,秦岭 1,3 

1.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中国化学会；3.香港中文大学；4.东北大学 

研究复合纳米氧化镁（Nano-MgO）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的可注射骨水泥的成骨性能,从而构建一种

具有骨传导和骨诱导性的新型可注射性植骨材料。制备复合 Nano-MgO 的 PMMA 骨水泥材料,其中 Nano-MgO 的含

量分别为 5%，10%，15%，20%，并将单纯 PMMA 骨水泥材料作为对照。检测负载 Nano-MgO 颗粒的 PMMA 骨水

泥的镁离子的释放。在体外将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与 5 种共同培养,通过 CCK8 检测 5 种材料的细胞毒性；

通过 DAPI 染色检测细胞在材料上的粘附；通过碱性磷酸酶活性、茜素红染色以及成骨基因表达检测材料的成骨活性。

Nano-MgO 在 PMMA 中呈持续缓慢释放。在培养 7d 后,含 Nano-MgO 骨水泥复合材料可显著提高 BMSCs 的细胞粘

附，ALP 活性和成骨基因表达含量。复合 Nano-MgO 的 PMMA 可注射骨水泥复合材料是一种有应用前景的新型可注

射骨移植材料。 

关键词：纳米氧化镁；PMMA；成骨性能；骨水泥；可注射 

FP046 

具有广谱抗菌活性的类多肽共轭分子和设计合成 

赵浩,陈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世界范围内迅速出现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病原菌给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发展新颖、高效的广

谱抗生素迫在眉睫。研究者已经证明，靶向细胞膜的双亲性阳离子大分子（如多糖和聚合物）和多肽具有广谱抗菌

性与不易产生耐药性的优点。然而，它们的毒性和复杂的生产过程促使研究者们发展新的靶向细胞膜的抗生素。 

近年来，共轭分子因其有效的抗菌和抗癌活性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大多数涉及共轭分子抗菌和抗癌的

实例均利用其在光照条件下直接或间接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了兼具共轭分子和抗菌多肽的新

化合物，寡聚-（7,7’-双芴-苯并[环][1,2,5]噻唑）（OFBT）。OFBT 对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以及真菌具有优良

的杀菌活性，对这三种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小于 3 μM。此外，OFBT 对人类细胞几乎没有毒性使其成为一种

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广谱抗生素。 

关键词：OFBT；谱；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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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47 

过氧化氢敏感型水溶性共轭聚合物的合成与生物应用研究 

贺萍,王云侠,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胆碱是膜磷脂的必要成分，也是乙酰胆碱的前体，两者在众多生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且磷酰胆碱在正常组

织中含量水平低而在肿瘤部位含量高，所以，它们的定量分析在生命科学及临床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

设计合成了过氧化氢敏感的新型阴离子聚合物 PFP-FB，在聚合物侧链引入了烷氧链以增加其水溶性，聚合物末端修

饰的硼酯保护的荧光素给予了聚合物过氧化氢敏感性，即过氧化氢可以催化分解硼酯得到活化的荧光素 FL，聚合物

PFP 与荧光素之间可以发生荧光共振能量转移，通过肉眼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以及计算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的比率，

可实现对过氧化氢定性及定量检测。此外，借助酶联反应，该聚合物还能实现对胆碱和乙酰胆碱等生物活性物质的

检测。 

关键词：胆碱；乙酰胆碱；共轭聚合物；检测 

FP048 

类囊体膜包裹纳米粒子用于光合作用自产氧增敏肿瘤治疗 

郑迪威,李彬,李楚欣,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肿瘤内部的乏氧是制约光动力学治疗抗癌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理想

的肿瘤内可控高效产氧材料，从而实现对光动力学治疗的增敏作用。本文提取了植物类囊体膜，并证明了这种细胞

器膜可以包裹在各种纳米粒子上。通过疏水作用，我们将合成的具有光敏剂和靶向分子的两亲性聚合物组装在类囊

体膜上。我们通过体外细胞实验证实了该材料可以在 660 nm 光照下高效产氧；同时显著的提升了光动力学治疗效果。

更进一步的，通过组织透明化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手段，我们证明了这一材料可以在体内发挥相同的效果，而在动物

实验中，我们也发现这一材料可以很好的抑制肿瘤生长。该类材料在肿瘤光动力学治疗治疗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类囊体膜；纳米材料；两亲性聚合物；产氧；光动力学治疗 

FP049 

基于功能化 PEG 的三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及自组装研究 

齐延新,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通过环氧乙烷和带功能团的环氧单体共聚得到侧链功能化的 PEG，在保持传统 PEG 优异性能的基础上，可提高

对药物和功能化分子的负载能力。本文通过活性开环聚合和点击化学方法合成了两亲性三嵌段共聚物

mPEG-PCL-PAGE ，进一步利用巯 - 烯反应实现烯丙基的后修饰，制备侧链带有羧基或氨基的共聚物

mPEG-PCL-PAGE(R)。共聚物在水溶液中可以容易地组装成胶束，胶束无明显的细胞毒性。mPEG-PCL-PAGE(R)显

示出 pH 诱导的形态转化，不同序列顺序的聚合物 mPEG-PAGE(R)-PCL 则无相应形态变化，该形态变化由于不同 pH

值可调节亲水性和分子链的折叠，该发现提供了通过控制块序列来调节聚合物体自组装行为的途径。

mPEG-PCL-PAGE(R)担载模型药物 DOX 后，在体外释放实验中 DOX 在酸性条件下释放加速，表明所合成的材料作

为药物载体能够在体液环境中实现长循环和肿瘤酸性微环境下快速释放。 

关键词：三嵌段聚合物；功能化 PEG；嵌段序列；自主装 

FP050 

基于 MoS2@顺磁性含氟两亲聚合物的 T1-T2 双模式磁共振成像引导光热治疗 

林乐平,徐祖顺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30062 

成像引导光热治疗是指成像确定肿瘤位置，引导和辅助光热治疗。本工作构建了基于顺磁性两亲含氟聚合物杂

化的 MoS2（MoS2@pCGF）的诊疗一体化平台。通过红外、XRD 和 XPS 表征了 MoS2@pCGF 的基本结构。扫描电

镜显示 MoS2@pCGF 呈均一球形，粒径约为 30nm。聚合物中大量羧基在稳定纳米粒子的同时增强 MoS2 水溶性，4℃

存放 6 个月不会发生明显沉淀。细胞毒性实验表明，MoS2@pCGF 浓度为 200 微克每毫升时细胞存活率超过 84%，

生物相容性好。MoS2@pCGF 中钆作为 T1 造影剂，19F 作为 T2 造影剂，在体外磁共振成像中，表现出了明显 T1-T2

双模式磁共振成像的效果，在体内磁共振成像可以获得肿瘤位置和轮廓信息。MoS2 作为光热剂，用 808nm 近红外

光照射 MoS2@pCGF 孵育的 4T1 细胞 5 分钟，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表明 MoS2@pCGF 能够在近红外光的照射下产

生明显的光热毒性。 



 
 

290 
 

关键词：两亲聚合物；磁共振；二硫化钼；光热治疗 

FP051 

共轭聚合物调控生物膜的形成 

张鹏博,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生物膜是指微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粘附于非生物或活性组织表面，分泌大量的多糖、蛋白质和核酸等不均一的

胞外基质，将菌体自身包裹在其中而形成的大量菌体聚集膜样物，是菌体在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生存状态。相对于

游离细菌，生物膜内菌体被胞外基质包裹，形成一层厚厚的生物屏障，阻碍抗菌药物的渗透，增强菌体对不良环境

的耐受性。因此，寻找新的治疗策略以期抑制生物膜的形成同时破坏成熟生物膜是具有挑战性的。 

本研究中，我们利用水溶性共轭聚合物 PFP 抑制生物膜的形成，同时破坏已经形成的生物膜。通过静电和疏水

作用，PFP 会结合到游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表面将细菌包裹起来，削弱细菌-细菌、细菌-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

抑制生物膜的形成。生物膜成熟之后，PFP 在光照条件下敏化周围氧气产生活性氧，可以杀死生物膜内的细菌，达

到破坏生物膜的效果。此方法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生物膜引发的耐药性缺陷，为建立有效的生物膜去除和预防策略奠

定了基础。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生物膜；抑制；破坏；活性氧 

FP052 

基于壳聚糖/纳米金的温敏性可注射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光热性能研究 

曾金凤,施冬健,李小杰,陈明清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14122 

具有靶向性的高分子纳米载体常被用于肿瘤治疗，但患者的肿瘤类型及恶化程度不同，所需药物剂量、治疗时

间也有较大差别。一般需多次注射药物才能达到治疗效果，但这增添了治疗成本及药物在体内循环而产生的副作用。

因而，只需一次注射，再根据病理所需定时、多次治疗成了最佳选择。本文旨在制备具有光热性的壳聚糖/纳米金可

注射性水凝胶用于多次光热治疗。选用生物基大分子壳聚糖（CS）原位还原制备壳聚糖/金纳米颗粒（CS/Au NPs）

复合物。再利用 CS 与 β-甘油磷酸钠（β-GP）在 37℃快速凝胶化的性能，制备相转变温度与人体体温相近的温敏性

凝胶，使其具有可注射性质。研究结果表明制备得到的温敏性凝胶在水中及模拟体液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激光

照射下产生足够的热量，且可以根据肿瘤类型以及恶化程度选择有效的光热治疗次数，实现“一次注射，多次治疗”

的目的。 

关键词：温敏性水凝胶；光热治疗；纳米金 

FP053 

具有生物素靶向和量子点示踪功能的可降解诊疗纳米胶束的制备和表征 

张雪飞,柳培 

湘潭大学 411105 

本文以羟基官能化的靶分子生物素（Biotin）为引发剂，利用官能化的降冰片烯丙交酯为单体，经开环聚合、环

加成和点击反应，合成了亲水端含生物素且疏水端侧链经组胺和阿霉素修饰的嵌段共聚物（Btn-mOeg-His/Dox），并

进一步通过与量子点的配体交换，构建了用于癌症细胞诊断与治疗用的高分子纳米胶束（QD-Btn-Dox-M）。核磁和

HPLC 表征结果证明了共聚物的成功合成，紫外和荧光结果显示了高分子诊疗纳米胶束的成功制备。与人非小细胞肺

癌细胞（A549）和人乳腺癌细胞（MCF-7）的相互作用表明，纳米胶束载体材料的对两种细胞的无毒性而诊疗胶束

则表现出较高的细胞毒性， CLSM 结果表明了含生物素的诊疗纳米胶束对 MCF-7 细胞具有一定的主动靶向性，同

时也体现出量子点在细胞成像上具独特的应用优势。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制备的可降解诊疗纳米胶束对癌症细

胞的诊疗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生物可降解；靶向；量子点；阿霉素；诊疗一体化纳米平台 

 

 

 

FP054 

蛋白质/磺胺修饰金属有机框架结构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在肿瘤治疗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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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王晶,徐祖顺,易昌凤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30062 

本研究，选择金属铁离子为中心，卟啉为有机配体制备金属有机框架结构的纳米粒子；通过蛋白质和磺胺的相

互作用得到蛋白质/磺胺复合物；然后利用蛋白质/磺胺复合物包覆其纳米粒子，得到了蛋白质/磺胺修饰的金属有机框

架结构的复合材料。通过傅里叶红外表征，证明已成功制备复合材料。此复合材料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通

过肿瘤部位的高渗透特性而被动靶向于肿瘤部位，磺胺也可以提高此复合材料的针对于肿瘤的主动靶向；同时，此

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肿瘤治疗作用，在 80 mW/cm2 功率的 660 nm 激光照射下，复合材料可以促进肿瘤部位产生大

量的单基态氧而杀死肿瘤细胞；复合材料溶液用 1.2 W/cm2 功率的 660 nm 激光照射 10 min 后，溶液从 25.6℃升高到

48.8℃，体外光热实验表明，此材料具有不错的光热转化效果。蛋白质/磺胺修饰金属有机框架结构复合材料所具有

的肿瘤靶向和协同光热光动效应可用于肿瘤的治疗。 

关键词：复合材料；肿瘤治疗；光动/光热 

FP055 

PCL 抗菌电纺纤维膜的制备及性能 

刘波,姚添甜,任丽霞,赵蕴慧,袁晓燕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0350 

外伤治疗过程中的细菌感染对病人的康复存在极大的威胁，随着人口老年化问题的日益突出，慢性伤口愈合给

医疗康复带来了巨大挑战。本研究分别以异丁胺、POSS-NH2和 PEG-NH2 为引发剂，利用 NCA开环聚合合成了 iButyl-

共聚肽、POSS-共聚肽及 PEG-共聚肽三种合成模拟抗菌肽(SMAMPs)共聚物。将 SMAMPs 分别引入到聚己内酯(PCL)

电纺体系，制备了不同含量 SMAMPs 的 PCL 电纺纤维膜。研究了 SMAMPs 种类和含量对复合电纺纤维膜性能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PCL/SMAMPs 电纺纤维直径约 190~240nm，表面存在少量 SMAMPs，且 SMAMPs 的加入提高

了电纺纤维膜的亲水性。SMAMPs 含量为 8%时，该电纺纤维膜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较好的抗菌活性，

同时对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具有细胞相容性。 

关键词：聚己内酯；模拟抗菌肽；电纺膜；抗菌；细胞相容性 

FP056 

红外成像用于聚乳酸/羟基磷灰石复合材料的体外降解研究 

窦彤彤,景楠,周冰垚,杨和丽,张普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乳酸/羟基磷灰石（PLLA/HA）生物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及力学性能，是理想的骨

组织工程支架材料。本工作采用溶剂浇铸-盐淅沥法制备了较高空隙的 PLLA/HA 生物复合材料，并将其浸泡在 37℃

模拟体液(SBF)中进行体外降解研究。每隔 7 天采集其红外图像，采集面积为 300*300 mm2。对不同降解天数的红外

图像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PC1 载荷谱中 1035 cm-1 与 1755cm-1 峰面积比值与降解天数成良好的线性关系

（R=09937），符合零级降解动力学模型，结合吸光度比值的红外图像变化，表明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复合材料降

解程度也在逐渐增加。 

关键词：红外成像；聚乳酸；羟基磷灰石；体外降解 

FP057 

两亲性 N-卤胺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 

常丹,朱崇毅,王潇,高歌 

吉林大学 130012 

预防细菌污染已成为医疗的主要焦点，目前迫切需要对病原菌具有广泛而良好的消毒能力的抗菌药物。我们选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和 3-烯丙基-5,5-二甲基海因作为单体，通过自由基聚合的方法

制备出具有两亲性能的 N-卤胺前体（P（HEMA-MMA-ADMH）），进一步氯化得到 N-卤胺抗菌剂。通过红外光谱（FTIR）,

核磁共振氢谱图（1HMNR）,和 X-射线电子能谱（XPS）对 N-卤胺前体（P（HEMA-MMA-ADMH））进行了表征。

并探究了不同亲疏水性的共聚物对抗菌的影响，结果表明亲水单体（HEMA）含量越多抗菌性能越好。这种抗菌材

料对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很好的抗菌性能，并且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杀菌效果比大肠杆菌的效果好，因为大肠杆菌是双层细胞壁结构，抗菌剂更容易穿过细胞壁进而杀死细胞。 

关键词：两亲性；自由基共聚；N-卤胺；抗菌 

FP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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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敏仿生蜂窝状生物界面的细胞粘附与脱附 

陈双双 1,2,路庆华 2,1,陆学民 2 

1.同济大学；2.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界面直接影响着人工材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及生命机制的研究等。过去，人工合成的生物界面多为静

态，无法模拟体内细胞的真实生长环境。如何构筑具有智能响应性动态生物界面是生命领域的一个难题。异丙基丙

烯酰胺聚合物（pNIPAAm）具有生物安全性的热相变温度，是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过去报道的 pNIPAAm

界面以二维平面为主，存在细胞粘附效率低等问题。文献研究表明基材界面的微纳米结构能有效促进细胞的粘附，

本文结合蜂窝状多孔结构与热敏性高分子 pNIPAAm 两者的物理化学特征，将热敏性高分子 NIPAAm 通过原位活性

聚合 RAFT 的方法将热敏高分子选择性地接枝到蜂窝状多孔结构的孔穴中。利用蜂窝状多孔结构的物理粗糙度来提

高材料表面的细胞粘附性能，并提高了热敏高分子的刺激响应性，获得了具有刺激响应性增强的动态生物界面，有

望用于细胞层工程。 

关键词：表面改性；微纳米图案化；可控粘附，刺激响应 

FP059 

基于纳米纤维素的免疫传感器用于 C-反应蛋白的检测 

张燕霞 

苏州大学 215007 

C-反应蛋白（CRP）是是心血管疾病强有力的预示因子与危险因子，快速、精确地检测 CRP 的含量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纳米纤维素（NFC）是一种新型天然高分子功能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独特的三维网络结构，

以上优点使其适合作为生物分子的载体从而应用于生物传感器领域。本工作通过对 NFC 进行表面化学修饰并固定了

protein A 分子，而后通过 protein A 分子与抗体的 Fc 段之间的生物亲和作用将 CRP 的抗体（anti-CRP）定向固定在表

面用于对 CRP 的检测。石英晶体微天平的测试结果表明：定向固定了 anti-CRP 的 NFC 表面能够特异性地结合 CRP，

同时可以有效排斥非特异性蛋白质的吸附。这种基于 NFC 的免疫传感器对于 CRP 的检测线性区间在 1-100 μg/mL 之

间，能够满足临床上对 CRP 的检测要求。本工作的设计思路可以推广到其他多种生物标记物检测，在低成本纸基传

感器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纳米纤维素；生物传感器；C-反应蛋白 

FP060 

贻贝仿生两性离子聚合物自组装及电泳沉积制备抗菌涂层 

孟龙,潘凯,朱叶,罗静,魏玮,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两性离子型聚合物涂层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抗菌性及抑制生物污物的粘附，是制备抗菌抗粘附理想的材料。

然而，两性离子型聚合物优异的亲水性导致其涂层在溶液环境中存在稳定性问题，也为进一步聚合物功能化造成了

大的障碍。因此，本文从天然贻贝仿生高分子材料出发，以提高涂层的溶液稳定性；并提出融合大分子自组装及有

机相电泳沉积技术固定两性离子胶体粒子在钛合金表面构筑两性抑菌功能涂层。因此，首先合成了包含多巴胺功能

团的双亲两性离子聚合物 PSED，并在异丁醇中自组装成胶体粒子（CP），其流体动力学直径 Dh=166.0 nm；从 SEM

可知，通过阴极电泳沉积所制备的涂层 Ti-CP 表面形貌较为平整、致密；多巴胺基团的引入提高了涂层与基材之间

的结合强度。体外抗菌实验表明，构建的两性离子涂层能有效地抑制革兰氏阴性菌（E. coli）和阳性菌（S. aureus）

在改性表面的粘附；此方法为制备两性离子型功能涂层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两性离子；多巴胺；自组装；电泳沉积；抗菌涂层 

FP061 

蛋白复合物修饰金纳米棒用于 T1 磁共振成像引导光热/光动协同治疗 

刘佩,徐祖顺 

湖北大学 430062 

诊疗一体化治疗体系中，诊疗剂既可提供病变处的成像信息，又能对其进行治疗。相比传统的化疗、放疗与手

术切除，光动治疗和光热治疗因损伤性小、较高的治疗效率与较为理想的治疗精确性，近年来受到极大的关注。因

此，设计一种由磁共振成像引导的光热与光动协同治疗十分有意义。本工作选用牛血清白蛋白（BSA）修饰金纳米

棒（AuNRs）从而改善其生物相容性；随后用 Gd 螯合的原卟啉与其通过组装成功制备了 AuNRs@BSA-PpIX-Gd 纳

米粒子，将其作为具有 MRI 成像引导、光动和光热治疗功能的诊疗剂。透射电子显微镜显示合成的金纳米棒尺寸均

一，长宽约为 32±3nm*7.3±0.8nm。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在 808nm 和 630nm 处吸收表明该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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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效应。 

关键词：协同治疗；金纳米棒；核磁共振成像 

FP062 

脂肪酶降解聚(三亚甲基碳酸酯-co-己内酯)的机理研究 

杨立群,李建新,李淼,郭晶 

辽宁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院 110031 

聚三亚甲基碳酸酯（PTMC）因其降解速率与尺寸稳定性的兼容性较差，限制了它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广泛应用。

共聚是改善 PTMC 性能的有效途径，通过共聚反应将聚己内酯链锻引到 PTMC 的主链结构中可达到改善 PTMC 性能

的目的。目前，对聚(三亚甲基碳酸酯-co-己内酯)共聚物 P(TMC-co-CL)降解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对 P(TMC-co-CL)

的体外降解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并对脂肪酶降解聚(三亚甲基碳酸酯-co-己内酯)的机理进行详细阐述。结果表明：脂

肪酶对 P(TMC-co-CL)共聚物的降解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降解 P(TMC-co-CL)的机理为：首先脂肪酶作用于酯键，

加速共聚物分子链的断裂，导致共聚物的分子量下降；同时，脂肪酶具有表面活性剂作用，能够与降解产物充分接

触，并将其分散于水中，加速 P(TMC-co-CL)共聚物的失重及降解，进而导致 P(TMC-co-CL)酶解速率远大于其水解

速率。 

关键词：聚(三亚甲基碳酸酯-co-己内酯)；脂肪酶；酶解速率；表面活性剂 

FP063 

生物矿化法制备 PPy@BSA-Gd 复合纳米微球用于 T1 磁共振成像引导的光热治疗 

阳哲,徐祖顺 

湖北大学 430062 

性能优异的可视化光热剂，在肿瘤光热治疗研究中不可或缺。本研究基于生物矿化法成功将氧化钆与聚吡咯复

合，“一步法”构建了结构新颖的聚吡咯基可视化光热剂。通过红外、元素分析等测定了复合纳米微球的基本结构。由

于其表面具有亲水性优异并且带负电的牛血清蛋白，复合纳米微球能够稳定的分散于 PBS、MEM 等生物溶剂，相关

细胞测试结果表明 PPy@BSA-Gd 能够被 4T1 细胞吞噬并具有优异的细胞相容性。通过对注射了 PPy@BSA-Gd 的小

鼠进行组织元素分析表明该复合纳米微球具有较长的血液循环时间并能在肿瘤区域富集。在磁共振成像测试中，

PPy@BSA-Gd 表现出明显的 T1 模态磁共振成像效果。在波长为 808 nm，能量密度为 1.5 W cm-2 的近红外激光的照

射下，该复合纳米微球表现出显著的肿瘤细胞杀伤效果。因此，PPy@BSA-Gd 可以作为可视化光热剂用于 T1 磁共

振成像引导的光热治疗。 

关键词：生物矿化；光热治疗；磁共振成像 

FP064 

自适应动态硬度多层膜调控内皮细胞功能的研究 

胡米,常皓,张翮,任科峰,计剑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在所有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细胞外基质和细胞都处于相互协调与适应的动态平衡中。目前，虽然基于合成材

料的细胞行为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些材料大多都是静态的，缺乏和复杂的细胞组织行为相适应的时空动

态性。作为最重要的理化性质之一，材料硬度在调控细胞的多种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细胞行

为在不同阶段对细胞外微环境的硬度具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内皮细胞，高硬度材料能够促进细胞初期的粘附和增殖；

但是较高的材料硬度又会降低后期内皮细胞层功能。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本课题研究中，我们将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敏感肽链作为交联单元引入到透明质酸/聚赖氨酸(HA/PLL)多层膜中，构建了一种酶敏感的动态硬度材料界

面。较高的初始材料硬度有利于内皮细胞粘附和生长。随后细胞分泌的 MMPs 逐步降解多层膜中的交联位点，实现

自适应的多层膜硬度下降，从而为健康的内皮细胞层功能创造良好的微环境。 

关键词：硬度自适应；内皮细胞；聚电解质多层膜；基质金属蛋白酶；内皮功能 

FP065 

良好血液相容性的抗菌聚合物涂层的研究 

凡小利,任科峰,金桥,计剑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基于季胺盐类的阳离子性聚合物由于其简单、高效、广谱的杀菌能力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其高密度的

阳离子基团易导致不良的血液相容性，从而阻碍了该类聚合物在血液接触材料领域的应用。本研究中，我们在季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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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聚合物中引入负电荷羧基基团，制备了聚（ 4-乙烯基吡啶 -甲基丙烯酸正丁酯 -甲基丙烯酸叔丁酯）

（PVP/n-BMA/t-BMA），进一步通过自动化工业超声喷雾技术制备成膜。研究表明，该类聚合物涂层具有高效的杀

菌性，并且随着引入负电荷比例的提高，涂层的血液相容性不断增加，表现在降低溶血性和提高凝血时间。这可能

是由于负电荷基团的引入，降低了阳离子基团对血液细胞的影响，阻抗了血小板和红细胞与涂层界面的接触。本研

究在聚合物中引入负电荷，获得了既具有高效抗菌性又具有良好血液相容性的涂层材料，为季铵盐类抗菌聚合物应

用于血液接触领域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医源性感染；季铵盐；电荷平衡；血液相容性 

FP066 

大分子温敏驱动器调控细胞膜受体寡聚化 

乔圣林,王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蛋白寡聚化对于受体的激活，传递胞外信号，进而影响细胞功能息息相关。人为控制蛋白寡聚化利于研究信号

转导，同时也为疾病治疗提供新可能性。传统化学小分子或生物大分子对于蛋白寡聚化的调节缺乏可控性。近年来

发展的光遗传学及磁调控方法为受体的精准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却依赖于繁琐的蛋白质工程技术或搭建高级的

仪器设备。我们在此首次开发了一种大分子温敏驱动器实现对膜受体蛋白寡聚化的简单有效而精准操控。该大分子

温敏驱动器包括三部分：1）基于多肽的受体蛋白靶向模块，2）基于温敏聚合物的驱动模块，以及 3）基于近红外吸

收分子的触发模块。我们利用所设计的大分子温敏驱动器，实现了其对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II（HER2）在乳腺癌

细胞（SKBR3 和 BT474）表面的寡聚化操控。荷瘤小鼠肿瘤生长抑制效果可与临床使用的赫赛汀相媲美。这种模块

化的设计在操控不同蛋白质相互作用以及干扰生物功能方面有很好的生物医学应用价值。 

关键词：大分子温敏驱动器；聚合物-多肽；膜蛋白寡聚化 

FP067 

医用镁表面电活性防腐涂层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崔燕,朱叶,孙家娣,魏玮,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本文结合自组装和电沉积技术在医用镁合金表面制备电活性防腐涂层，改善镁合金在模拟人体环境下的降解速

率，使其降解行为适应骨组织的再生长，增加其作为植入材料的可行性。首先选用生物相容性的电活性小分子苯胺

四聚体(TANi)作为疏水单元，改性天然多肽 γ-聚谷氨酸(PGA)，制备得到电活性双亲大分子 PGA-TANi，利用核磁共

振仪(1H NMR)对结构进行表征；然后在 DMSO/Ethanol 中自组装，制备得到纳米胶体粒子，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TEM)

表征粒子形貌和尺寸，通过 CV 曲线表征胶体粒子电活性；最后通过阳极电沉积技术在镁合金表面构筑电活性防腐

涂层，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表征涂层形貌，电化学测试表征涂层防腐性能。研究结果表明，TANi 对 PGA 的改

性率为 30%；胶体粒子成球状，粒径约 100 nm，且胶体溶液具有电活性；通过电泳沉积法制备的涂层平整光滑，有

效降低了镁合金在模拟人体液中的初始降解速率。 

关键词：医用镁合金；自组装胶体；电活性；防腐涂层 

FP068 

糖聚合物囊泡及其在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 

萧雨芬,杜建忠 

同济大学 201804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目前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口服降糖药及皮下注射胰岛素。但传

统疗法存在胰岛素抵抗、低血糖、血糖失控等问题，且频繁给药给患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急需寻找糖尿病治

疗新方法。基于上述背景及思路，本文通过 ATRP 合成了糖聚合物囊泡 PEO-b-P(CMA-stat-DEA-stat-GEMA)，通过凝

集素与糖的特异性识别作用将凝集素 Con A 结合到囊泡上，同时 PDEA 与 Con A 间的静电作用会加强结合效率，最

后通过光交联固定在囊泡膜上，形成可“呼吸”葡萄糖的囊泡。通过 Con A 与囊泡上的糖和外界的葡萄糖的动态结合

作用，在血糖浓度高的升高时自动“吸入”葡萄糖，而在血糖浓度低的时候“呼出”葡萄糖，从而维持血糖稳定。 

关键词：糖尿病；囊泡；自组装；凝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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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天然层状硅酸盐矿物催化 ε-己内酯开环聚合 

胡盼,马睿,范金旭,唐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30074 

聚 ε-己内酯（PCL）具有优良的生物可降解性、生物相容性等，可作为优异的药物控释和缓释、组织工程材料等，

而研发价廉、易得、环保、高效的聚己内酯催化体系是当前的研究热点。高岭石、蒙脱土是两种天然层状硅酸盐矿

物，含有大量的硅铝活化中心，优异的特性使其催化 ε-己内酯（ε-CL）开环聚合成为可能。本文首先成功制备出绿

色环保的短链、中链咪唑型离子液体 1-乙基-3-甲基咪唑化溴盐与 1-己基-3-甲基咪唑化溴盐，通过离子液体与矿物间

离子交换作用，分别对天然层状硅酸盐矿物进行有机改性，提高天然矿物与单体己内酯间相互作用，并以改性矿物

为催化剂，催化己内酯开环聚合。FT-IR 和 1HNMR 结果确证聚合产物为 PCL，XRD 结果表明聚合产物 PCL 存在结

晶态结构，SEM 结果表明聚合产物 PCL 为明显的片层状结构，堆叠整齐，这是由于片层状高岭石和蒙脱石在聚合过

程中起到了模板作用，两种改性矿物均满足 PCL 催化体系要求。 

关键词：聚己内酯；催化；离子液体；高岭石；蒙脱土 

FP070 

PFP/CB[7]超分子荧光探针在致病微生物快速鉴别中的应用 

戴楠,白昊天,刘礼兵,吕凤婷,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在疾病临床诊断和食品工业等领域中，快速而准确的微生物检测和区分对防治传染病的蔓延、保证公共食品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关注并投身于探索新的快速区分诊断材料和方法，例如，无机纳

米粒子，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PCR 等。但这些方法都需要使用多种检测探针对多组平行样品进行分别检测，因而

操作复杂，且准确性和可重复性都不佳。 

我们研发了一种基于超分子共轭聚合物材料的快速、便捷的病原菌检测与鉴别新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聚

芴苯衍生物（PFP）与葫芦[7]脲（CB[7]）形成的超分子微生物检测荧光探针，通过检测其在病原菌表面原位解组装

前后的荧光信号变化，参照指纹图谱，最终实现对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铜绿假单胞菌），革兰氏阳性菌（枯草芽

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和真菌（白色念珠菌，酿酒酵母菌）的快速检测区分，且同时实现了对同种

菌不同亚型的区分和病原菌混合样品的区分。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超分子材料；微生物；传感器；检测 

FP071 

自组装辅助法大规模制备葡聚糖基纳米粒子及其在肿瘤化疗中应用 

王灏 1,尤佳毅 1,王成龙 1,戴婷婷 2,周广东 2,窦红静 1 

1.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刺激响应交联纳米载体在抗肿瘤药物传送体系研究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一种高效的自组装辅

助法成功公斤级制备含有二硫键交联点的还原环境敏感性葡聚糖基 -聚丙烯酸甲酯纳米药物传送载体

（Dex-SS-PMA）。然后，通过酸敏感的化学键-腙键将抗肿瘤药物阿霉素 DOX 共价连接到 Dex-SS-PMA。所得药物

传送体系 Dex-SS-PMA-DOX 由动态光散射测得粒径为 125±2 nm。以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为模型的裸鼠动物实

验结果证明，该药物传送体系 Dex-SS-PMA-DOX 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生长的能力，而且能够大大降低游离阿霉素的毒

副作用，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抗肿瘤药物运输体系。实验结果证明，Dex-SS-PMA 纳米药物载体在抗肿瘤药物输运研究

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刺激响应载体；葡聚糖；大规模制备；药物运输体系 

FP072 

共聚序列结构对生物材料降解行为的影响 

冷雪菲,魏志勇,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共聚单体排列组合的不同能够产生多种多样的共聚物，但单体序列结构对共聚物性能，尤其是生物材料降解行

为的影响却少有研究。本文以线形多羟基聚丁二烯作为大分子引发剂，有机碱类为催化剂，开环聚合丙交酯（L-LA）

和三亚甲基碳酸酯（TMC），设计嵌段、梯度和无规三种共聚结构。实现具有线形梳状拓扑结构，多种序列结构侧链

及多羟基官能团链端的复杂结构共聚物的合成。通过测试分析分子量的降低，组份含量的改变以及热力学性能等，

研究共聚序列结构对复杂结构聚合物降解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改变序列结构可以有效地调节共聚物的降解速率，

梯度、无规、嵌段共聚物的水解速率依次降低，并揭示了聚合物结构与降解性能的关系，为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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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序列结构；线形梳状；复杂结构聚合物；降解行为 

FP073 

基于阳离子 PPV 的“杀菌开关”在抗菌活性调控中的应用 

彭可,白昊天,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多年以来，为解决全球性的致病菌耐药及其相关问题，科研工作者们不断探索新的抗生素，但结果表明，致病

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已远远超过新型抗生素的研发速度，亟待开发新的应对耐药菌的策略。在近期的工作中，我们

设计并成功实现了一种基于超分子自组装原理的“杀菌开关”，提供了一个调控杀菌药物活性的全新概念。这个“杀菌

开关”的实现是基于带有季铵盐侧链的共轭聚合物 PPV 和 CB[7]在组装和解组装状态下拥有与细菌完全不同的相互作

用机制。构建这种简单有效的“杀菌开关”，并不需要对杀菌分子活性位点进行特殊的化学修饰，同时还可实现对其光

毒性的有效调控。从长远来看，这种超分子“杀菌开关”不仅可以成功抵御细菌感染，且有望延缓杀菌分子耐药性的产

生。 

关键词：杀菌活性调节；细菌抗药性；超分子组装；分子开关 

FP074 

新型蛋白纳米粒药物载体制备方法的研究 

王玉鹏,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优势的天然生物材料，蛋白质拥有优越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无免疫原性等优点，

被作为纳米载体材料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用领域。但是目前蛋白纳米粒的制备方法很容易引发蛋白的分解与变性，

制约了蛋白纳米粒的应用。本论文创新性地开发出一种绿色，简易，安全的等电点法来制备具有 PH 刺激响应的蛋白

纳米粒。利用蛋白质在等电点条件下自发聚集的性质，通过调节蛋白浓度和搅拌速度得到不同粒径的蛋白纳米粒，

并且利用改性的天然多糖-醛基化葡聚糖对蛋白纳米粒进行交联固定，大大提高了蛋白纳米粒的稳定性。简易绿色的

制备方法，使得蛋白完整的保留其功能活性和二级结构的稳定性,同时，该蛋白纳米粒可成功担载小分子药物阿霉素，

并且利用交联键-席夫碱的酸性解离性质，实现了药物在肿瘤细胞的可控释放。 

关键词：蛋白纳米粒；等电点；药物载体；控制释放 

FP075 

CdS/PAAc-PAAm 复合水凝胶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杨韬,文万信,刘汉洲 

苏州大学 215123 

半导体量子点具有出色的光学、电学特性，已成为科研人员关注的热点，广泛的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太阳能电

池及显示等领域。水凝胶由大量水膨胀的三维亲水聚合物网络构成，其在药物释放、创口敷料、组织工程等方面有

着良好的应用前景。将两者结合，可有效的拓展它们的性能和应用。本文选用丙烯酸/丙烯酰胺为水凝胶单体，CdCl2

和 Na2S2O3 分别作为合成量子点的镉源、硫源，利用辐射聚合和交联的方法合成水凝胶，同时在射线的作用下原位

生成 CdS 量子点，一步法获得了含 CdS 量子点的水凝胶材料。实验结果显示，利用该方法制备的复合水凝胶材料中

量子点尺寸一致，分布均匀；水凝胶在 310 nm 激发下，可发出 640 nm 荧光；CdS 表面的 Cd 与 N 产生配位，使得

量子点能够固定在凝胶三维结构中，保证量子点发光位置的固定性，同时阻止了量子点的团聚，可更好的应用于生

物标记和生物特征识别。 

关键词：量子点；辐射交联；水凝胶；光致发光 

FP076 

青蒿琥酯铂及其高分子纳米化用于肿瘤治疗 

吴彭 1,2,周东方 1,黄宇彬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 

顺铂等二价铂类药物是临床使用率最高的抗癌药物，但其在癌症化疗中的毒副作用，易产生耐药性等问题，严

重限制了其临床应用。青蒿素类衍生物作为抗疟疾药物同时兼备抗肿瘤活性，与铂类药物连用可显著提高其抗癌活

性。基于此，我们合成了一种含顺铂和青蒿琥酯的新型四价铂前药分子 Arteplatin，进一步对其 PEG-PLGA 高分子纳

米担载，利用“EPR”效应提高其在肿瘤部位的蓄积；在细胞内还原条件下，Arteplatin 还原后可释放活性二价顺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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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琥酯，作用于不同的分子靶点，充分发挥了两类药物的协同增效作用，诱导细胞凋亡，增加肿瘤治疗效果。 

关键词：顺铂；青蒿琥酯；高分子纳米化；联合治疗；双重作用 

FP077 

ATP 刺激响应性嵌段聚合物的合成及水溶液性质的研究 

董冰洋,刘丽 

南开大学 300071 

我们设计并构建了一种具有 pH 和 ATP 双重响应性的聚合物纳米材料智能系统。利用 RAFT 聚合合成了聚（聚

（乙二醇）甲基醚甲基丙烯酸酯（PEGMA））-b-聚（N-羟基琥珀酰亚胺丙烯酸酯（NHSA））两嵌段共聚物

P(PEGMA)-b-P(NHSA)。通过后修饰得到三聚氰胺功能化的嵌段聚合物 PM。31P NMR 和等温滴定量热（ITC）研究

结果表明 PM 和 ATP 之间具有氢键相互作用。动态光散射结果显示在 pH 高于其 pKa（5.4）值时，PM 可以自装成粒

径 110 nm 的胶束，ATP 的加入会诱导胶束解离，再向体系中加入酸性磷酸酶（ACP）时，会重新形成相同尺寸的胶

束。此聚合物材料对 MCF-7 细胞具有低毒性。初步的释放实验表明，在 pH 7.4 时，ATP 的加入可以促进包裹 DOX

的 PM 胶束中 DOX 的释放。因此这种具有 pH 和 ATP 双重响应性的聚合物在生物材料及药物控制释放等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生物刺激源；ATP；氢键；刺激响应性 

FP078 

含磺酸基半乳糖高分子与凝集素相互作用及抗肿瘤转移研究 

叶宝彤,蔡智,吴婧,袁嘉怿,陈荆晓,陈敬华 

江南大学药学院 214000 

本文以含半乳糖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对苯乙烯磺酸钠为单体，通过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得到了具有不同

磺酸基含量的嵌段型 P(Gal-b-SS)和无规型 P(Gal-r-SS）含糖高分子。以花生凝集素（PNA）为模型，分别通过比浊法

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研究了磺酸基的数量及分布对材料与凝集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磺酸基的引入

能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协同增强半乳糖高分子与 PNA 之间的特异性结合，并且这一作用可通过磺酸基的数量与分布进

行调节。P(Gal-r-SS）与 PNA 之间的结合能力相对于 P(Gal-b-SS）更强。在相同分子量条件下，半乳糖单体与磺酸基

比例为 1:2 时的 P(Gal-r-SS)与 PNA 的结合作用最强，较（PGal）和 P(Gal-b-SS)分别提高 2.7 和 1.5 倍。利用这种相

互作用，P(Gal-r-SS)能够通过阻断凝集素的生物活性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 

关键词：半乳糖高分子；凝集素；磺酸基；相互作用；肿瘤转移 

FP079 

分子钳改性载体材料的制备及脂肪酶手性拆分 

杜育芝,祝黛莲,秦存琪,叶鹏,倪华钢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脂肪酶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催化非天然底物的生物催化剂，对于手性有机物（如醇、酯和胺）表现出良好的拆分

效果。胆汁盐的甾醇组骨架具有平面两亲性，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对脂肪酶具有界面诱导活性的功能。

将脂肪酶和胆汁盐结合，可以提高对外消旋氨基酸甲酯的拆分效果。 

以脱氧胆酸为骨架合成的分子钳对 D/L-氨基酸甲酯具有手性识别功能，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滴定法考察了两者的

主客体配合作用和识别性能，得到其结合常数（Ka）和自由能变化(－ΔGθ)。发现合成的分子钳对 L-氨基酸甲酯的结

合常数高于 D-氨基酸甲酯，优先与 L-色氨酸甲酯结合。 

向猪胰脂肪酶（PPL）中分别加入 6 种分子钳进行酶促反应。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DL-氨基酸甲酯和正辛醇

酯交换的拆分效果，可以看出加入氨基酸分子钳和脱氧胆酸后拆分能力有所提高。 

关键词：脂肪酶；手性拆分；差紫外光谱法；脱氧胆酸；分子钳 

FP080 

MRI、CT、荧光三功能造影剂的制备及表征 

邹义彪,徐祖顺 

湖北大学 430062 

多模式成像是医学成像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满足多模式成像要求的多功能造影剂是不可或缺的，对成像的质量

起着关键作用。本工作首先制备了含氟两亲性接枝共聚物，再通过超声加热的方法与油酸改性的硫化铅（PbS）及氧

化钆（Gd2O3）纳米粒子进行自组装，从而制备出有机无机复合纳米粒子（NPs）作为 MRI、CT、荧光三功能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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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研究发现 NPS 在水中分散性好，且在较高离子浓度下依然保持很好的分散性。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 PbS 的粒径

约为 8±2 nm，NPs 的粒径约为 220±10 nm。MRI 结果显示其 r1 为 5.73 mM-1s-1，而 CT 结果表明相比于临床的碘剂，

相同浓度下 NPs 呈现出更好的 CT 造影效果。荧光性能测试可得到 NPs 在 1110nm 位置的明显特征发射峰，结果表明

NPs 具有良好的荧光效果。 

关键词：MRI；CT；荧光；PbS 

FP081 

一种新型的自携氧胶束体系用于高效光动力学治疗 

袁正,曹方义,凌君 

浙江大学 310027 

光动力学治疗是一个不断在肿瘤细胞区域产生单线态氧的过程。然而绝大多数肿瘤细胞往往处于乏氧的环境，

使得其治疗效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且在光动力学治疗过程中会持续消耗胞内氧气，进一步加剧乏氧环境，使得

光动力学治疗效率进一步降低。本文中，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自携氧纳米胶束材料，可以直接将单线态氧输送

至肿瘤细胞区域。在 808nm 激光的辐射下，胶束内的 IR780 分子能够有效吸收近红外光并将其转换为热能，促使其

原位释放单线态氧杀死肿瘤细胞。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非携氧的材料，我们的纳米胶束材料具有优异的抑瘤能力，

有望在癌症治疗领域得到应用。 

关键词：光动力学治疗；自携氧；乏氧；抑瘤 

FP082 

聚多巴胺/半胱氨酸表面修饰的聚偏氟乙烯膜及其血液透析应用研究 

安子韩,陈莉,赵义平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血液透析在患者肾脏替代治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透析膜表面与血液接触时易引起机体的防御反应黏附血小

板，甚至产生凝血。因此，膜表面设计对血液透析膜的开发和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两性离子半胱氨酸对

聚偏氟乙烯(PVDF)中空纤维膜血液透析性能的影响。利用聚多巴胺(PDA)的强粘附性能在预先制备的 PVDF 中空纤

维膜表面形成一层潜在二次反应功能层，之后利用共价接枝的方法将不同浓度的半胱氨酸接枝到膜表面，以提高膜

表面的抗污染性和血液相容性。通过 XPS、SEM、接触角、静态蛋白吸附、溶血率、血浆凝固时间测试评价了改性

PVDF 中空纤维膜表面元素组成、形貌、亲水性、抗污染性和血液相容性。通过表面修饰大大提高了膜表面的血液相

容性。此外，透析测试表明改性膜显示出高的牛血清白蛋白截留率(>90%)，对尿素和溶菌酶的清除率可达 75.1% 和

55.4%，可用于血液透析。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膜；聚多巴胺；半胱氨酸；血液透析 

FP083 

经典铁配合物合成及其催化环酯开环聚合性能研究 

段然龙 1,胡晨阳 1,2,周延川 1,2,李想 1,庞烜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席夫碱配体是一类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的经典配体，其多种金属配合物在环酯开环聚合领域具有出色的催化性

能。而其中席夫碱铝配体合物的研究已非常深入，多种结构的席夫碱铝配合物在外消旋丙交酯的立体选择性聚合中

表现出十分优异的性能，但是此类铝配合物存在金属毒性较高以及对水，氧敏感的缺点，而具有相同配体结构的铁

配合物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本研究中，合成了两类经典结构的铁配合物，即用三氯化铁和席夫碱配体室温反

应，这种方法可以容易地合成稳定的铁配合物。我们将这种铁配合物应用于丙交酯与己内酯的开环聚合中。通过实

验证实其在环氧化合物存在下具有很好的催化活性，在室温下就能完成聚合。通过对所得聚合物结构的详细分析，

推论了此类铁配合物对丙交酯聚合的开环机理。不同的胺桥对催化性能具有极大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表明，柔性

结构具有最优的催化活性。 

关键词：铁配合物；丙交酯；催化；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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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静电喷制备复合膜材料在皮肤烧伤修复中的应用探究 

李卫昌,王林格 

华南理工大学 510632 

烧伤皮肤修复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通常伴随炎症反应、细胞增殖和基质重建的发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

互相重叠。现有的伤口敷料大多只能针对某一阶段进行维护，并不能取得良好全面的修复效果。本研究设计一种复

合膜结构，内层用于表皮细胞修复和生长，外层用于防止外界细菌或其他微生物的粘附和感染。内层我们利用静电

纺核/壳结构纤维膜分别负载不同功能性药物用于针对性组织修复；外层采用静电喷雾构建一层“类荷叶”微纳结构超

疏水性层。通过考察内层纤维膜的药物释放和外层的与细菌间的相互作用发现，表面微纳结构修饰的电纺核/壳纤维

膜可在伤口修复的不同阶段，实现功能药物的梯度释放，且超疏水层外表面具有防止细菌二次感染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烧伤修复；微纳结构；药物控释；超疏水；抑菌 

FP085 

聚 L-谷氨酸/壳聚糖可注射水凝胶的制备及其环境响应行为 

颜世峰,李星,简宇航,尹静波 

上海大学 200444 

可注射水凝胶作为一类重要的生物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再生医学。聚 L-谷氨酸（PLGA）是一种大分子多肽，具

有优良的组织亲和性和消化吸收性。其分子链上存在大量游离羧基，易于修饰。聚 L-谷氨酸（PLGA）/壳聚糖（CS）

可注射水凝胶可模拟细胞外基质中的胶原和多糖组分，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然而，在生理环境的 pH 条件下两组

分的水溶液会发生强烈的静电作用，易沉淀析出，难以获得稳定均相的水凝胶。本文通过活化改性法对 PLGA 和 CS

进行改性，成功制备了醛基化PLGA（PLGA-CHO）及乳酸化CS（CS-LA）。以上述两种改性产物为前驱体制备PLGA/CS

可注射水凝胶，通过旋转流变仪表征了成胶后固含量对凝胶强度的影响，采用扫描电镜观察冻干后水凝胶的多孔结

构，并研究了该水凝胶的离子响应性和 PH 响应性。结果表明该水凝胶结构稳定，机械强度较好，具有明显的环境响

应性，在组织修复、药物释放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 L-谷氨酸；可注射水凝胶；壳聚糖 

FP086 

超临界 CO2 制备聚乳酸立构复合开孔泡沫研究 

史学涛,张广成,王龙,任柳丞,荣帆 

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聚乳酸 PLA 具有的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生物相容性和力学性能，因此成为组织工程材料领域应用最多的材料

之一。聚乳酸泡沫材料主要面临的制约问题是其结晶速率缓慢，熔体强度低容易导致泡孔塌陷合并，发泡工艺难以

控制的问题；同时，如何实现满足组织工程材料必需的高开孔率进而保证细胞生长，增殖所必需的通道和表面积，

也是聚乳酸微孔材料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聚乳酸特有的光学异构体左旋（PLLA）和右旋（PDLA）分子链之间的

特殊立构复合效应，通过调控立构复合晶体含量，提高熔体强度；选择同样生物可降解 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第二相柔性体系进行开孔结构的调控；基于复合体系中 PBAT 分散相以及立构复合物

自身结晶行为对超临界流体吸附和解吸附的研究，实现对不同孔径和微观结构的调控。在聚乳酸多元立构复合体系

流变行为，结晶行为，气体传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中各组分对其开孔材料发泡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聚乳酸；立构复合；超临界；开孔泡沫 

FP087 

醛肼交联型 PNIPAM 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石淑先,李珊珊,陈晓农,夏宇正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为了提高水凝胶力学性能，本研究采用天然大分子基纳米淀粉粒子(SNPs)为补强材料、天然可降解醛化糊精为

大分子交联剂，利用醛肼交联反应制备了具有温敏性和解交联特性的补强型可注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

复合水凝胶。水凝胶在 37℃下可在 50s 内固化成型，具有明显的可注射特征。水凝胶的动态模量、温敏性、解交联

性和细胞毒性测试结果表明：1)前驱体浓度 9.0wt%的水凝胶通过 1.5wt% SNPs 复合后力学性能显著提升，储能模量

从 89.6KPa 增至 399.2KPa，提高了 343.4%；2)在 25℃和 37℃交替温度下水凝胶表现出了良好的温敏性；3)酸性条件

下水凝胶表现出良好的解交联性，且 SNPs 的加入对水凝胶的解交联性能无明显影响；4)通过 CCK-8 法用 L929 细胞

对水凝胶进行细胞毒性测试表明水凝胶无明显细胞毒性。 

关键词： PNIPAM 复合水凝胶；醛肼交联；纳米淀粉粒子；动态模量；解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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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88 

基于壳聚糖的高强度聚电解质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表征 

曹金锋,李嘉鸿,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 430072 

水凝胶作为一种“软而润”的材料在组织工程、生物医药、以及传感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壳聚糖水凝胶更

是由于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然而传统的壳聚糖水凝胶力学性能较差，这极大限制了水凝胶

的应用范围。制备高强度水凝胶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于设计一种独特的结构或者引入一种高效的能量耗散的机理来防

止水凝胶在拉伸过程中产生断裂。在本工作中，通过将丙烯酸单体在壳聚糖的浓溶液中原位聚合，制备出具有高强

度和韧性的聚电解质复合水凝胶。该水凝胶的力学性能可以通过改变壳聚糖及与丙烯酸的比例得到有效调控。水凝

胶中均匀分布的高密度离子键赋予该水凝胶良好的力学性能和自修复能力。 

关键词：壳聚糖；原位聚合；静电作用；高强度 

FP089 

基于甲基纤维素的可注射防术后粘连温敏水凝胶 

黄雅清 1,郭洪伟 2,张黎明 1,杨立群 1 

1.中山大学；2.南方医科大学 

目前临床上抗术后粘连的材料多为预成型的网状薄膜，不仅难以覆盖复杂伤口且无法体内降解，需要二次手术

取出。为了解决该问题，本工作构建了可在生物体内降解并且适应各种伤口部位的含磷酰胆碱基的甲基纤维素

（MC-g-PMPC）温敏性水凝胶体系，磷酰胆碱起到抗蛋白粘附的作用。首先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合成 MC-g-PMPC，

通过 1H NMR 和 FTIR 对其结构进行表征。然后利用高温分散、低温溶解的方法制备出 MC-g-PMPC 水凝胶，通过扫

描电镜观察其微观形态，采用流变法研究了该水凝胶的凝胶温度、凝胶时间、凝胶强度以及水溶液的黏度。结果表

明，水凝胶的凝胶温度为 33℃，凝胶时间为 2 分钟，保证了其在室温下可以以溶液的形式注射进人体，在体温下快

速原位凝胶化固定，为微创手术的进行提供了可能。大鼠模型和组织分析证明 MC-g-PMPC 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抗蛋

白粘附效果。本工作为临床抗术后粘附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甲基纤维素；磷酰胆碱；温敏水凝胶；抗术后粘 

FP090 

聚乙烯亚胺-聚丙烯酸钠/聚丙烯酰胺高强度双网络水凝胶的制备 

孙鹏,张全元,刘宇桅 

湖北大学 430062 

水凝胶作为生物材料被广泛的应用在药物缓释，组织工程以及软组织替代等领域，但传统水凝胶的强度低，力

学性能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这些领域的实际应用。因此制备具有高强度以及优异力学性能的水凝胶是目前该

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本文通过紫外光引发自由基聚合制备了聚乙烯亚胺（PEI）-聚丙烯酸钠（PAAS） / 聚丙烯酰

胺（PAAm）双网络水凝胶，利用 FT-IR 和拉力测试分析了 PEI 含量以及分子量对水凝胶机械性能的影响，所制备的

水凝胶的平衡含水量均处于 90%以上，同时其杨氏模量与拉伸强度可达 1.41 MPa 和 0.72 MPa。研究表明引入少量的

PEI 可以有效提高水凝胶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但随着 PEI 含量的增高，对水凝胶的增强效果有所下降；高分子

量的 PEI 对水凝胶的增强作用更加明显。结果证明该水凝胶在生物材料领域具有潜在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双网络水凝胶；高强度；聚乙烯亚胺 

FP091 

基于壳聚糖的自愈性水凝胶的制备和应用 

徐艳双,张亚玲,危岩 

清华大学化学系 100084 

自愈性水凝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研究领域，作为生物医用水凝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自愈性水凝胶制备时，

其三维网络结构的交联点通常采取动态化学键构建。动态化学键是具有动态特性的物理化学作用，如氢键作用、亲

疏水相互作用、静电相互作用和可逆共价/非共价作用等。动态化学键的使用，赋予了水凝胶材料一定程度的自修复

和多响应特性。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自愈性水凝胶材料，即基于亚胺键的壳聚糖基多响应性自愈性水凝

胶。壳聚糖具有一种天然高分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物领域已获得广泛使用；双端苯甲醛基封端的遥爪

聚乙二醇（DF PEG），将其作为凝胶因子与壳聚糖溶液混合，快速形成亚胺键，制备得到水凝胶。此水凝胶在外界

损伤后可进行自我修复，以及在外界刺激下发生凝胶-溶胶转变的多响应特性。此外，DF PEG 凝胶因子表现出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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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PEG 的低细胞毒性，使得整个材料表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水凝胶；自愈性；壳聚糖；动态键 

FP092 

以 PAMAM 为核的多臂高分子的合成、尺寸控制及药物传输研究 

余博,蒋锡群 

南京大学 210023 

本工作以第三代树枝状聚合物 PAMAM 为核，先后引发谷氨酸 NCA（N-羧基氨基酸酐）单体的开环聚合和电中

性的两性离子结构的单体羧酸甜菜碱甲基丙烯酸酯的 ATRP 聚合，制备了水溶性的多臂嵌段聚合物，并利用聚谷氨

酸嵌段众多的羧基侧基通过酰腙键负载了抗肿瘤药物阿霉素（DOX），实现了 pH 响应的药物释放和较高的载药量。

我们合成了三种尺寸的多臂聚合物并系统研究了三种多臂聚合物的药物释放、细胞毒性、细胞摄取以及 3D 细胞渗透

性能，结果表明未负载药物的三种多臂聚合物均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负载 DOX 的多臂聚合物可以通过酰腙键的水

解表现出 pH 响应的药物释放行为，对结肠癌细胞 CT26 均表现出剂量依赖性的增殖抑制作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

流式细胞仪的实验结果证实随着多臂聚合物尺寸的增大 CT26 细胞的摄取逐渐降低，而随着尺寸减小在 3D 细胞球中

的渗透能力逐渐增强。 

关键词：多臂聚合物；尺寸控制；药物传输；抗肿瘤 

FP093 

自身具有增强双模式成像功能的聚多巴胺掺杂聚吡咯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应用 

林沁睿,邵正中,杨宇红 

复旦大学 200433 

近年来，由于多种成像功能的联用能够有效的定位肿瘤，多模式成像纳米材料的研制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构

建自身具有多种成像功能纳米材料能够有效规避多步反应带来的生物分布和毒性问题，然而这一部分的研究目前主

要集中在无机材料上，无机材料在体内长循环难代谢的问题会进一步的造成全身性反应。因此，在本项研究中，我

们构建了一种自身具有双模式成像功能的半导体聚合物纳米材料，聚多巴胺掺杂的聚吡咯复合材料（PPy-PDA），并

且通过“一锅法”的水相反应，首次将 PPy-PDA 集成在了纳米尺度上。更重要的是，PPy-PDA 的光声成像信号提升至

了聚吡咯的 3.5 倍而拉曼成像信号提升至了聚吡咯的 3.77 倍。此外，聚多巴胺的加入能够引入一系列可修饰基团，

能够对聚吡咯的难修饰问题进行改善。我们不仅研制了一种成像效果增强的自身具有多种成像功能的纳米材料，并

且指出聚多巴胺能够作为一种新型的掺杂试剂，用于调控半导体聚合物的光电性能。 

关键词：多模式成像；半导体聚合物；光诱导电子转移 

FP094 

TDI 基近红外光热纳米药物的合成及肿瘤诊疗研究 

张少博,刘畅,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在莱啉（Rylene）系列光学化合物中，具有较大共轭度的 Terrylene diimide（TDI）分子具有强烈的近红外光吸收

能力和稳定的光热转化特点。我们设计并通过 ATRP 聚合方法，把 TDI 分子作为引发剂合成得到到八臂聚丙烯酸星

型大分子（TPA）。其明确的双亲化学结构，有助于在水环境中自组装成为 12 nm 尺寸的实心纳米药物（TNMs），TNMs

在近红外激光（660 nm）的辐射下，光热转化效率达到 41%。此外，TNMs 在体外水平和活体水平分别验证了较低

的细胞暗毒性、高分辨率光声成像能力和良好的光热肿瘤治疗效果。由于药物表面聚丙烯酸电离出大量负电荷，具

有较低的蛋白吸附力和较高的排斥力，降低了 TNMs 团聚和组织吸附。通过观察主要脏器的病理切片和对照血液生

化指标，在健康小鼠上验证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性。生物试验评价说明 TNMs 首次作为一种新型近红外光热纳米材料，

取得了良好的肿瘤诊疗效果。 

关键词：Terrylenediimide（TDI）；纳米药物；超分子自组装；光声成像；光热治疗 

FP095 

苝酰亚胺（PDI）光热纳米药物的合成及生物应用 

黎剑浩,张少博,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苝酰亚胺（PDI）是常用的高性能荧光材料。我们在 PDI 中引入“推-拉”电子结构，再通过 PEG 修饰得到一种水

溶性的光热分子。此策略既增加了分子共轭度，使 PDI 特征光谱吸收红移至 630 nm，还引起分子内的光致电子转移，



 
 

302 
 

造成荧光淬灭。该光热分子在水溶液中自组装成超分子胶束，形成光热药物 PPNMs。当 660 nm 激光辐射时，PPNMs

可高效地实现光热转换，表明 PDI 成功地由荧光分子转化为光热分子。由于 PEG 包裹形成稳定的结构，PPNMs 表现

出低的细胞暗毒性，而在激光辐射下，PPNMs 产热引发癌细胞死亡。PPNMs 可通过被动靶向，富集到小鼠肿瘤中。

给予激光辐射后，小鼠的肿瘤逐渐消退，并在 20 天内痊愈，体现 PPNMs 显著的光热治疗效果。以上实验表明，通

过引入“推-拉”电子结构，可将荧光分子转化为光热分子。我们的研究既拓宽 PDI 分子的生命医学应用，还提供新型

有机光热分子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苝酰亚胺；光热纳米药物；生物安全性；稳定性；光热转化效率 

FP096 

磁性荧光双功能纳米粒子及其细胞成像研究 

李鹏宇,姚倩芳,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铁酸钴（CoFe2O4）纳米粒子是被人们所熟知的硬磁性材料，其具有高饱和磁化强度、卓越的化学稳定性、高矫

顽力以及机械硬度、高磁晶各向异性等特性。引入具有生物活性的荧光分子可以赋予这类材料诸多的功能，如生物

成像。苝酰亚胺（PDI）衍生物是一种优秀的荧光染料，由于其出色的化学、热以及光电稳定性，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有机太阳能电池、化学传感器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我们通过开发出一种具有荧光和磁性的双功能 CoFe2O4 纳米粒子。

在磁性纳米粒子表面以多巴胺进行氨基改性后，人血清白蛋白（HSA）可以与多巴胺的氨基形成可逆的非共价键作

用，从而轻易地吸附在磁性纳米粒子的表面。基于类似的原理，带有多个氨基的苝酰亚胺（PDI）荧光分子可以被吸

附到纳米粒子上。相比一般的荧光纳米粒子制作方案，该方案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通过此方案得到的荧光/磁性

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且成功地进入细胞实现细胞成像的功能。 

关键词：磁性/荧光纳米粒子；铁酸钴；苝酰亚胺；细胞成像 

FP097 

两亲性聚集诱导发光高分子的构建及细胞成像应用 

张锡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聚集诱导发光高分子在生物成像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我们利用聚集诱导发光单体与 ε-聚赖氨酸的环氧开环聚

合合成具有两亲性的荧光高分子（AIE-Ply），并通过核磁共振和红外光谱证实其化学结构。AIE-Ply 在水中通过自组

装形成具有高水分散性的荧光聚合物纳米粒子，动态光散射结果表明纳米粒子的粒度分布为 106±8 nm，透射电镜照

片表明纳米粒子为球状形貌、尺寸范围是 50-100 nm。AIE-Ply 纳米粒子水分散液具有强烈的绿色荧光，荧光量子产

率达到 33%。AIE-Ply 纳米粒子在水中具有高稳定性，其最低临界胶束浓度为 0.042 mg mL-1。同时 AIE-Ply 纳米粒

子具有优异的光稳定性。细胞摄取实验表明 AIE-Ply 纳米粒子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细胞成像性能。本工作将为

制备用于细胞成像的稳定的交联型荧光高分子提供新的方法。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高分子；临界胶束浓度；光稳定性；生物相容性 

FP098 

BODIPY 类光敏剂的制备及其产生活性氧能力的研究 

刘馨刚,吴敏,李忠宝,李洋,王建伟,吴望腾,白宏震,汤谷平,周峻 

浙江大学 310012 

通过苯甲醛与吡咯的缩合反应以及亲电取代反应制备两种不同极性取代基的氟硼二吡咯( BODIPY)类光敏剂。通

过核磁共振氢谱、傅里叶红外光谱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荧光发射光谱对该光敏剂进行理化性质表征。通过 1,3-二

苯基异苯并呋喃与 2',7'-二氯荧光黄双乙酸盐检测该光敏剂活性氧产生能力，并采用 MTT 方法考察其在肿瘤细胞活

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光敏剂均具有高的单线态氧产生能力。但给电子取代基的 BODIPY 类光敏剂 BPOI 具

有环境响应性的活性氧产生能力。其在高极性环境中产生活性氧速率慢，而在低极性环境中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大大

增强，BPOI 光敏剂有望用于肿瘤细胞内的环境选择性光动力治疗。 

关键词：癌症治疗；氟硼二吡咯；光敏剂；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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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超分子用于程序化药物释放和癌症治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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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玉 1,尹梅贞 1,张先正 2 

1.北京化工大学；2.武汉大学 

荧光超分子载药系统具有多功能、多响应及微观形貌可控的优点，在疏水药物运输和生物成像中应用广泛。基

于肿瘤微环境响应的超分子药物释放体系能够有效提高癌症治疗的效果。在此，我们设计并制备了苝酰亚胺（PDI）

为核的荧光超分子载药系统，并将其用于程序化释药及抗肿瘤研究。将疏水抗癌药喜树碱（CPT）通过双硫键链接到

PDI 为核的星型聚合物上得到前药 P1。为了屏蔽 P1 的阳离子毒性，我们进一步制备了具有电荷翻转功能的聚阴离子

P2。P1 通过静电和疏水作用与 P2 复合后得到超分子前药 P1@P2。P1@P2 在水中组装成为长 150 nm 的棒状超分子

胶束并具有对微酸性环境/还原性环境的双响应特点。在小鼠体内验证了药物程序化释放过程。细胞和活体治疗实验

中，超分子复合物 P1@P2 有效地抑制了肿瘤的增殖。因此，该荧光超分子载药体系在生物成像，程序化释药及癌症

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超分子载药；电荷翻转；程序化释药；癌症治疗 

FP100 

含多巴胺的聚氨基酰胺的合成与其作为医用粘合剂的应用 

彭勃 1,赖欣宜 1,陈蕾 2,林学镁 1,孙成新 1,刘利新 1,祁少海 2,陈永明 1 

1.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外科 

贻贝分泌的粘附蛋白具有极强的防水粘附性能，主要是因为其结构中含有大量儿茶酚侧基。受此启发，本文采

用具有儿茶酚基团的多巴胺与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通过 Michael 加成合成含多巴胺的聚氨基酰胺（DCP），随后

利用叔胺与丙磺酸内酯的开环反应，在 DCP 分子链上引入磺基甜菜碱。此反应首次实现利用聚合物主链中的叔胺结

构进行开环，无需提前引入其它侧基。通过控制反应条件得到接枝率不同的聚氨基酰胺磺基甜菜碱（DCP-SB），由

此调节聚合物的水溶性，从而控制其降解性能。经细胞实验验证，上述聚合物的细胞毒性低且生物相容性好。DCP-SB

或 DCP 与交联剂 FeCl3 溶液共混后，粘结性能较强，基本与商用粘合剂的粘结强度持平，加入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可

进一步提高其粘结强度。经动物实验验证，这些聚合物作为医用粘合剂可促进线性伤口愈合，且其降解性能可调节，

可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关键词：医用粘合剂；多巴胺；二氧化硅；生物相容性 

FP101 

可见光刺激响应主链双药高分子纳米胶束 

王子贵,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022 

联合化疗可能产生更严重的毒副作用且药物由于不同的理化性质导致到达肿瘤部位的比例与预设比例不一致。

含叠氮配体的四价光敏铂，其本身毒性及抗癌活性都较低，却可以在较温和的光照射下失去 Z 轴配体还原成更具有

抗癌活性的二价铂药。我们前期研究表明顺铂与去甲基斑蝥素具有较好的协同抑瘤效果[2]。因此，将四价光敏铂化合

物 Pt(IV)与去甲基斑蝥素(DMC)按 1:2 开环制备 Pt(IV)-DMC，不但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由于 DMC 的引入可以

达到逆转耐药的效果。我们将 Pt(IV)-DMC 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并用亲水性聚合物封端，自组装得到可见光响应主

链双药高分子纳米胶束。其到达肿瘤细胞药物比例确定；药物间有明确的协调作用，可解决肿瘤耐药问题；高分子

载体以及前药隐匿药物的毒性，降低毒副作用；由于光照可以定时、定量地仅在肿瘤部位引发双药释放，进一步提

高了化疗协同效果，降低了系统毒性。 

关键词：光响应；胶束；去甲基斑蝥素；可见光敏铂 

FP102 

一种靶向激活自然杀伤细胞的纳米粒子 

郑春雄,刘阳,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激活免疫系统中的 NK 细胞来治疗癌症，是免疫疗法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但由于 NK 细胞免疫作用没有特异性，

非选择性的激活 NK 细胞会导致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引发自免疫反应。同时，用于激活 NK 细胞的激活因子在血液循

环中容易被单核吞噬细胞系统清除，降低了对 NK 细胞的激活效果。因此，本文中设计了一种负载 IgG 用于靶向激

活 NK 细胞的纳米粒子。它将 IgG 连接在 BSA 的蛋白纳米胶囊上，再通过纳米胶囊上的硼酸基团与葡萄糖的作用，

将聚两性离子-b-聚葡萄糖的嵌段共聚物覆盖在了纳米粒子表面。聚两性离子由于其亲水作用会伸展在纳米粒子表面，

将 IgG 隐藏起来，屏蔽吞噬细胞系统的识别，提高血液长循环。同时，在肿瘤微酸以及肿瘤细胞表面过表达的唾液

酸环境下，硼酸酯键断裂，暴露出隐藏在聚合物中的 IgG，激活肿瘤组织附近的 NK 细胞。这种纳米粒子可以提高血



 
 

304 
 

液长循环的稳定性，实现在肿瘤部位的富集，实现了对肿瘤部位的 NK 细胞的靶向激活。 

关键词：NK 细胞；激活；靶向；免疫疗法 

FP103 

温敏磁性脂质体用于热触发的局部药物传递 

戴敏 1,吴聪 2,邹涛 1 

1.武汉科技大学；2.武汉大学 

局部过热(40-42 °C)触发阿霉素(DOX)快速释放的一种温敏脂质体制剂(ThermoDOX)已用于治疗肝癌的 III 期临

床试验。但是，在静脉注射后 1 小时内，ThermoDOX 释放了约 50%的 DOX。在脂质体内部引入碳酸氢铵(ABC)，通

过 ABC 在过热(~ 42 oC)时分解产生二氧化碳气泡的特点，导致在脂质双分子层产生渗透缺陷，实现了 DOX 在过热

时的快速释放，并改善了其在生理温度时的血浆稳定性。虽然 ABC 脂质体改善了 DOX 在肿瘤部位的富集，但是，

仅通过 EPR 效应在肿瘤部位的积累量是有限的，因为通过 EPR 效应传递到肿瘤部位的纳米载体的量通常小于 5%。 

使用磁性纳米粒子和聚焦在靶组织上的外部磁场进行磁性靶向,已被认为是靶向药物递送的方法之一。因此，本

文将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加载到 ABC 脂质体中，以改善 ABC 脂质体对肿瘤的化疗功效。 

关键词：热响应；磁靶向；脂质体；药物传递 

FP104 

基于 PPX 系统的干细胞定向诱导成骨分化的研究 

刀金威,魏岱旭,陈国强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100081 

基于 PPX 系统和 PHA 材料，本研究设计出一种可用于干细胞定向诱导成骨分化的组织工程培养体系。聚羟基脂

肪酸酯（PHA）是一类在许多微生物中都能合成的生物聚酯，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可用于细胞粘附和

生长。PPX 系统是基于 PHA 结合蛋白 PhaP 的高分子表面功能化系统。以 PHA 结合蛋白 PhaP 为核心媒介，将功能

短肽 RGD 和 B1 修饰在高分子材料表面，用于干细胞的体外培养和诱导。结果发现，进行功能短肽 RGD 修饰的 PHA

材料（PHA-PRGD/PB1 和 PHA-PRGD）具有更好的细胞粘附率和细胞增殖能力。同时，进行功能短肽 B1 修饰的 PHA

材料（PHA-PRGD/PB1 和 PHA-PB1）具有显著的定向诱导成骨分化能力。本研究是首次提出利用 PhaP 蛋白进行材

料界面修饰，用于干细胞的定向成骨分化，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的体现 

关键词：聚羟基脂肪酸酯；PhaP；表面修饰；成骨分化 

FP105 

酸敏感聚马来酸-酰胺的一锅法合成及功能研究 

苏姗,杜福胜,李子臣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度下快速水解，常用于小分子药物、生物大分子、聚合物侧基的氨基修饰。本工作从具有不同取代基结构的双

官能度酸酐单体出发，在优化的聚合条件下与二胺单体进行聚加成反应，得到了结构清晰的主链型马来酸-酰胺聚合

物，聚马来酸-酰胺。这种双官能度酸酐单体作为功能性模块，选用不同长度的二胺单体与之反应，可得到性质各异

的聚合物。第一，通过长链的 NH2-EG77-NH2 得到了可降解的高分子量聚合物，主链结构主要为 OEG 单元，羧基密

度低，可作为一种易代谢、低生物累积性的 PEG 衍生物；详细研究了不同结构的聚马来酸-酰胺的酸催化降解过程。

第二，使用短链的 NH2-EG2-NH2 得到了具有高密度羧酸侧基的聚阴离子，可作为酸敏感的聚电解质；对其在基因治

疗领域的应用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究，考察了其对正电性的 DNA 复合粒子的复合行为以及水解性质。 

关键词：聚马来酸-酰胺；双马来酸酐；酸敏感；可降解 PEG；聚阴离子 

FP106 

金红石二氧化钛负载氢氧化亚钴在 660 nm 产氧结合化疗药物阿霉素用于化疗增敏 

刘梦颐,徐祖顺 

湖北大学 430062 

化疗时细胞容易产生多耐药性，使得肿瘤对化疗药物（如阿霉素）敏感性降低，抵抗作用增强。而化疗增敏剂

通过逆转肿瘤组织耐药而提高化疗疗效。其作用机制包括：抑制药物泵功能；针对谷胱甘肽代谢相关酶、拓扑异构

酶Ⅱ、DNA 修复相关酶、蛋白激酶 C 等靶点逆转耐药；促凋亡；干扰肿瘤细胞与组织微环境之间耐药。氧气作为一

种增敏剂，可以改善肿瘤乏氧的微环境，提高肿瘤细胞对 DOX 的敏感性，提高化疗效。金红石金红石二氧化钛（TiO2）

负载氢氧化亚钴(Co(OH)2)的复合纳米粒子（NCs）可在 660nm 光照下分解水产生氧气,NCs 外涂层聚多巴胺，通过 π-π



 
 

305 
 

共轭运载抗癌药物阿霉素（ DOX ） , 再由迈克尔加成接枝氨基封端的聚乙二醇（ PEG-NH2 ）。得到的

NCs@PDA-DOX-PEG，在红外波段产生氧气，改善肿瘤微环境增强癌细胞对 DOX 的敏感性,减少化疗药物用量且提

高了抗癌效果。 

关键词：化疗增敏；氧气；肿瘤微环境；多耐药性；抗癌活性 

FP107 

T1-T2 磁共振成像及酶解释药多功能磁性纳米粒子的研究 

喻春函,徐祖顺 

湖北大学 430062 

利用叶酸或 RGD 多肽等物质修饰磁性纳米粒子作为诊疗试剂，从而实现肿瘤靶向诊断治疗一体化，在肿瘤诊疗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采用共沉淀法合成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Fe3O4 NPs），通过氨基硅氧烷 KH-550 改性

Fe3O4 NPs 引入功能性氨基，再利用 Fe3O4 NPs 表面的氨基接枝含磷酸基的钆配合物（Gd-DOTEP）和叶酸（FA），然

后通过磷酸基团和阿霉素(DOX)形成阿霉素磷酸盐，制备出 T1-T2 磁共振成像及酶解释药多功能磁性纳米粒子

(MMNPs)。透射电镜显示 MMNPs 粒子平均直径大约为 20nm，MMNPs 的磁共振成像表明 MMNPs 具有 T1-T2磁共

振成像功能，T1 加权弛豫率 r1 为 5.19mM-1s-1，T2 加权弛豫率 r2 为 103.22mM-1s-1。MMNPs 可在肿瘤部位碱性磷酸酶

的作用下水解阿霉素磷酸盐释放阿霉素。 

关键词：磁性纳米粒子；肿瘤靶向；磁共振成像 

FP108 

生物可降解交替嵌段聚氨酯神经导管用于 SD 大鼠坐骨神经长截断损伤修复的研究 

牛玉清,陈志刚,陈仕国 

深圳大学材料学院 518060 

本课题选用生物可降解的生物聚酯 PCL 为原料，通过酯交换反应得到双羟基封端的 PCL-diol。以 HMDI 为硬段，

疏水性 PCL-diol 和亲水性聚醚 PEG 为软段，采用溶液聚合法得到一系列化学结构规则排列的交替嵌段聚氨酯材料

PUPCL-alt-PEG。通过对这一系列交替嵌段聚氨酯膜材料进行血液、细胞和组织相容性分析后，选取了一种性能优越

的 PUPCL-alt-PEG 基材进行加工，得到了具有均一微孔结构的中空神经导管支架。将此 PUPCL-alt-PEG 中空神经导

管植入 SD 大鼠右侧坐骨神经 12 毫米神经损伤的修复研究，术后 14 周采用神经功能，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等方法来

评估术侧坐骨神经的再生情况。结果表明，PUPCL-alt-PEG 中空神经导管支架因可以为损伤后的神经提供良好的再

生微环境而促进神经再生，其修复效果接近于自体神经移植，是较为理想的神经组织工程修复材料。 

关键词：聚氨酯；聚己内酯；可生物降解；神经支架；坐骨神经 

FP109 

密胺树脂/银复合微球的制备及抗菌,SERS 性能研究 

文佩华,邓字巍 

陕西师范大学 710100 

负载金属纳米粒子的复合微球，依靠微球表面金属纳米粒子的表面等离子共振作用增强材料内部及周围附近区

域的电磁场，赋予自身具有不同于一般传统材料的特殊性能，从而使其在生物医药、光电及催化领域等受到广泛应

用。 

目前，如何采用操作简单，环境友好的方法来获取性能优良的金属复合微球，是人们努力探索的目标。本研究

基于密胺树脂富含功能基团、热稳定性优异等特点，采用有机溶胶-凝胶法制备出了单分散的密胺树脂微球。在不添

加任何还原剂的情况下，利用微球表面丰富的功能基团，在 50℃,水介质条件下将银氨离子原位还原成银纳米粒子，

从而制备出密胺树脂/银的金属复合微球。这种复合微球作为抑菌基底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表现出有效抑

菌能力，同时作为 SERS 基底能够对不同类型有机分子（4-ABT 和青霉素 G 钠）进行检测。 

关键词：金属复合微球；密胺树脂；银纳米粒子；抗菌；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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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还原响应性共价壳交联的聚磷酸酯前药的合成及抗肿瘤药物传输的研究 

李磊,何金林,张明祖,倪沛红 

苏州大学 215123 

两亲性嵌段聚合物能够自组装形成一系列的高分子组装体，如胶束，囊泡和纳米粒等，尤其是作为药物载体在

输送过程中的独特优势，引起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兴趣。但是，聚合物胶束作为药物载体物理包埋疏水性药物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增加载药胶束的稳定性，防止药物在血液循环过程中泄露，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热点。我们

设计合成了具有壳交联的聚磷酸酯前药，由于两亲性的聚磷酸酯前药在水溶液中能够自组装形成具有核壳结构的纳

米粒子，进一步构筑具有壳交联的结构，不仅有效增加胶束的稳定性，还可以防止药物在血液循环中泄漏。在肿瘤

细胞的酸性和还原性微环境中，壳层交联结构解离，实现药物可控释放。通过细胞实验对其细胞相容性和细胞毒性

进行测试，评价具有双重响应性的壳交联聚合物前药的生物学性质，从而作为评价其生物利用度以及药物效率的一

种手段，为壳交联的嵌段聚合物前药胶束能够用于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聚合物前药；pH 敏感；还原响应性；壳交联；自组装 

FP111 

基于树枝化烷氧醚的温敏型冻胶对于蛋白的可逆包络释放 

冯晓青,李文,张阿方 

上海大学 200444 

蛋白质所具有生物活性和特殊的功能性，使其在临床医学及工业催化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蛋白质极

易失活，因此开发具有智能响应性的负载体系以智能调控蛋白，成为研究的热点。烷氧醚树枝化聚合物是本课题组

近年来开发的一类新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优异的温敏行为，在智能纳米容器、生物医药等方面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两步法制得一种基于温敏型一代树枝化烷氧醚单体与含负电荷单体，硅酸酯单体的三元共

聚物和聚乙烯醇的双网络冻胶。聚乙烯醇网络为共聚物网络相互作用与支撑，树枝化烷氧醚基元赋予该冻胶良好的

温度响应性，在 LCST 以上胶体失水收缩。由于三元共聚物内含有负电荷基元，室温时，胶体可吸附蛋白，在相变

温度以上胶体可在 24 h 内释放出 80%以上的蛋白。在负载释放行为前后，酶活力基本保持不变。此类冻胶在生物医

药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温敏性；蛋白；包络释放；冻胶 

FP112 

纳米靶向“集束炸弹”用于肿瘤诊断及光热治疗 

张明康,冯俊 

武汉大学化学学院 430072 

本研究利用透明质酸（HA）作为硫化铜纳米粒子制备的稳定剂，并直接用这种分散体系和荷正电的较大粒径的

上转化纳米粒子（UCNP）复合，构建一个肿瘤靶向—荧光恢复肿瘤检测—肿瘤深层光热治疗的诊疗一体化三元纳米

复合材料。该复合纳米由于表层透明质酸存在，获得较长体内循环时间和良好生物相容性，且能主动靶向肿瘤。当

HA 稳定的 CuS 附着于 UCNP 时，UCNP 的发光被猝灭。一旦靶向到达肿瘤部位， HA 被过表达的 HAase 降解，CuS

脱离复合纳米体系，发光恢复，进而实现肿瘤诊断。脱离的 CuS 超小纳米粒子（～5nm）深入到肿瘤深层，近红外

光照能够起到更好的光热治疗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该纳米材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同时具有良好的光

热性能，能够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在近红外光照射下对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杀伤效果。体内实验表明，该纳米粒

子能够在肿瘤区域富集，具有良好的体内成像及肿瘤治疗效果，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透明质酸；上转换纳米材料；光热治疗；纳米硫化铜；肿瘤诊断 

FP113 

多功能性金纳米粒子沉积膜对蛋白质的吸附和释放 

李镇华 

苏州大学 215123 

蛋白质改性功能表面广泛应用于生物材料及其医学领域。本工作中，我们结合 pH 响应性聚合物改性的金纳米粒

子沉积膜与金纳米粒子-蛋白质-聚合物三元复合体系，制备了一种能够通过调节 pH 调控蛋白质吸附与释放的多功能

性材料表面。首先，通过金硫键自组装，将聚 N,N-二甲氨基乙酯（PDMAEMA）接枝到材料表面。同时，通过金硫

键自组装将含有巯基突变位点的焦磷酸酶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AA）共修饰在金纳米粒子表面。通过活性表征

实验发现，金纳米粒子沉积膜能够实现在不同 pH 时对金纳米粒子复合物的吸附与释放，且这一过程在三个循环内具

有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不同活性蛋白质分别制备了金纳米粒子复合物，达到了材料对它们的顺序吸



 
 

307 
 

附和共吸附的作用，并且该材料体系能够依次或同时发挥两种蛋白质的催化功能，说明此纳米材料体系具有良好的

多功能性。这种可循环使用的多功能表面在生物检测和分子固定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金纳米粒子沉积膜；多功能性表面；pH 响应性聚合物；金纳米粒子复合物 

FP114 

可注射双交联高分子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在烧伤修复中的应用 

李自伊 1,刘利新 1,李志勇 1,陈蕾 2,周飞 2,翟齐毅 2,陈永明 1 

1.中山大学；2.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外科 

高分子水凝胶在生物医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三嵌段聚合物（PEO-PPO-PEO）和天然多糖透明质

酸为基础，制备了 PF127-二苯甲醛和酰肼化修饰的透明质酸。通过动态共价键和物理作用力组合制得了一种新型的

双交联高分子水凝胶。结果发现，该高分子水凝胶在生理环境下（37℃，pH=7.4）具有剪切变稀的特性，因而具有

可注射性和原位成性的特性；同时，由于 PEO-PPO-PEO 三嵌段聚合物在常温下能够自组装成胶束，该高分子水凝胶

具有可拉伸性。此外，动态共价键的引入赋予了此凝胶材料的自愈合性能。组织粘附性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表明该

水凝胶具有一定的皮肤组织粘附性和良好的细胞相容性，而且，将该高分子水凝胶应用于深二度烧伤创面，能够有

效抑制皮肤伤口的感染程度，并加快伤口愈合速率，为寻找一种理想的水凝胶医用敷料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高分子水凝胶；烧伤修复；可注射；双交联 

FP115 

具有原位快速成胶特性的仿贻贝粘附水凝胶制备与性能研究 

徐夏忆,边黎明,张琨雨 

香港中文大学 999077 

原位成胶因其可适应任意形状的特性而被广泛应用于 3D 细胞培养、伤口敷料、快速止血和靶向药物运载等，是

一种前景广阔的生物材料。但大部分水凝胶成胶时间较慢的问题阻碍了它在医用领域的应用价值。在本研究中，我

们模拟了贻贝在自然环境中利用含硫氨基酸保护足部蛋白质中的邻苯二酚的羟基不被过度氧化的手段，利用硫脲-邻

苯二酚反应设计了一种新型仿贻贝水凝胶，该种水凝胶具有即时成胶的特性（五秒内）。与传统邻苯二酚交联水凝胶

相比，它的成胶不依赖于特定 pH 值，所需的氧化剂剂量大大降低（10 倍以上），且在相同条件下，力学性能更优。

快速成胶的特性可以应用于诸多领域。新鲜猪胃试验表明，这种新型水凝胶在酸性湿润的组织表面上可以快速成胶

且展现出稳定的强粘附性能。我们期待该种水凝胶可被用于治疗胃溃疡，辅助胃部手术的止血、局部保护等。 

关键词：原位成胶；成胶时间；粘附；仿贻贝水凝胶；透明质酸 

FP116 

共轭聚电解质分子刷作为模板合成不同尺寸的金纳米粒子，用于光声成像引导光热治疗 

纪钰,范曲立 

南京邮电大学 210046 

模板法是控制合成纳米结构材料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本课题以一种单分散共轭聚合物纳米颗粒 PFNBr

作为纳米尺度的模板，在温和条件下合成不同大小的金纳米颗粒（NP）。 PFNBr-Au-PEG（PAP）NPs 由于增强的渗

透性和保留性（EPR）效应而积累并渗透到肿瘤中。在这里，我们的团队首先使用 PFNBr 作为模板来合成直径为 33

至 80nm 的一系列 PAPNPs。有趣的是，我们发现 PFNBr 聚合物和 AuNPs 分别在 808nm 处没有吸收峰。然而，有机

-无机杂化材料 PAP 将 PFNBr 聚合物与 Au 结合在 808nm 处显示出明显的吸收，这使其在光声成像指导下的光热疗

法具有可操作性。同时，808 nm 处 PAPNPs 的光热转换效率比 AuNPs 高出 1.25 倍，甚至在 635 nm，高达 2.5 倍。所

有这些结果使得 PAPNPs 作为肿瘤光声成像和光热治疗的有效纳米平台非常有希望。 

关键词：模板；光声成像；光热治疗 

FP117 

一步水热法合成对牙龈卟啉单胞杆菌具有选择性抗菌活性的荧光碳纳米点 

刘君君 1,卢思宇 1,唐秋 2,张恺 1,于维先 2,孙宏晨 2,1,杨柏 1 

1.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2.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牙周病科 

近几年，具有高量子效率、低毒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的碳点一直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主要需求，并多数被用于

生物成像方面，而它们在抑菌方面的应用却鲜有报道，因此，拓宽碳点的应用领域仍是研究者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众所周知，碳点的碳源丰富，但研究者们却很少用药物小分子来合成碳点。本文利用甲硝唑作为唯一碳源，首次通

过简单、绿色的水热法成功制备了水溶性好、无毒、光稳定性好、量子效率高且对牙龈卟啉单胞杆菌具有选择性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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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效果的碳纳米点。由于此碳纳米点具有明显的激发依赖性荧光，使得它在多色生物成像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因此，本文不仅为研究者们制备多功能碳点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为探索由牙龈卟啉单胞杆菌引起的一些疾病的诊

断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碳纳米点；选择性抗菌；多色生物成像；牙龈卟啉单胞杆菌 

FP118 

细菌纤维素/Ti3C2-MXene 电活性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在皮肤伤口敷料方面的应用 

毛琳 1,马亚楠 2,石志军 1,高义华 2,杨光 1 

1.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2.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国家实验室 

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BC）是一种微生物分泌的天然水凝胶，具有高保湿性、良好的透气性、亲水性

及生物相容性等特性。Ti3C2-MXene 是一种新型的二维材料，具有良好的亲水性、金属导电性和生物相容性。本研究

中，我们首次将 BC 溶胶与 Ti3C2-Mxene 共混，通过三氯乙烷（ECH）交联获得了一种 BC/Ti3C2-MXene 电活性复合

水凝胶。采用 SEM，XRD 等方法对该复合水凝胶的理化学性质进行表征，通过 Alarma Blue、LDH 等试验对其生物

相容性进行评价，然后在电刺激情况下，研究该复合水凝胶对 NIH3T3 细胞的粘附、迁移、增殖与分化等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BC/Ti3C2-MXene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导电性, 该复合水凝胶能够通过细胞共培养与电刺激耦合定向

诱导细胞的粘附、生长与增殖，为其应用于皮肤伤口敷料，进而促进皮肤组织的定向修复与再生提供理论与实验依

据。 

关键词：BC；Ti3C2-MXene；电活性；生物相容性；皮肤伤口敷料 

FP119 

两亲性功能聚合物设计及其胶束靶向性能调控研究 

丁凯,宮永宽 

西北大学 710127 

本文通过自由基共聚合成了含有磷酰胆碱、胆固醇和叶酸的两亲性多功能聚合物(PMNCF)。该聚合物可以在水

中自组装形成以磷酰胆碱为亲水壳，胆固醇为疏水核，叶酸为靶向基团的仿细胞膜结构聚合物胶束。通过优化胶束

制备条件、调控固定叶酸小分子分布于胶束外表面，以提高纳米药物载体的主动靶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含叶酸

的聚合物胶束在不同制备条件下其表面叶酸分布密度不同。通过与表面高表达叶酸受体蛋白的癌细胞系共培养，随

着叶酸基团在胶束表面分布密度的增加，癌细胞对纳米胶束的吞噬效率显著提高。这种调控叶酸小分子到功能聚合

物纳米胶束表面，提高纳米药物载体的主动靶向作用的新方法，有望减轻癌症化疗的副作用。 

关键词：仿细胞膜结构；靶向调控；纳米胶束；癌症化疗 

FP120 

含喹啉单元的芴共聚物的设计、合成及杀菌应用 

孙含,吕凤婷,刘礼兵,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本文设计、合成了阳离子水溶性共轭聚合物 PFPQ，其主链由芴、苯和喹啉单元组成，侧链含有季铵盐基团。该

聚合物对表面带有外膜保护的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具有显著的作用效果，杀伤率可达到 99%。我们进一步探索了

PFPQ 的杀菌机理，PFPQ 侧链的正电荷和细菌表面的负电荷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静电驱动力，喹啉单元的引入以及

季铵盐侧链对细胞壁的破坏性嵌插作用是其具有暗毒性的主要原因，PFPQ 在白光照射下高效敏化产生活性氧物种

（ROS）提供了对细菌的光照杀伤。ROS 对生物靶标具有非特异性破坏作用，对细菌的氧化杀伤具有广谱性，因此

细菌不易产生抗性。体系用白光作为光源，光照条件缓和，且光计量远小于已报道的体系。该研究工作结合 ROS 介

导的光毒性以及喹啉骨架、季铵盐基团介导的暗毒性，实现了 PFPQ 对细菌的多模式杀伤，在抗菌医疗器械和抗菌

涂料等方面表现出了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聚芴；喹啉；季铵盐；光辅助杀伤 

FP121 

POSS 改性的 PEG 类生物胶水用于术后伤口的封闭和愈合 

补亚忠,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PEG 类的生物胶水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PEG 容易溶胀造成伤口开裂和二次伤害；另一方

面，PEG 本身的抗蛋白特性不利于细胞在 PEG 表面的贴附，阻碍了伤口的修复。本文通过无机 POSS 对 PEG 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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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具有高粘连强度的生物胶水。引入 POSS 结构后，生物胶水的溶胀率大大降低，细胞能够很好

的在材料表面进行贴附和生长。通过体外的毒性和体内的皮下埋植实验证明了这种生物胶水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进一步的巴马猪伤口修复模型展现了相比于传统的手术缝合，生物胶水封闭的皮肤能够更快的愈合，证明了这种生

物胶水在伤口封闭和愈合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生物胶水；聚乙二醇；水凝胶；伤口封闭 

FP122 

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多重刺激响应性超分子水凝胶的制备 

樊林峰,王星,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由于高性能软材料在催化、药物输送和生物材料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日益增加，非常需要开发一种具有多刺激响

应性和良好生物相容性的智能水凝胶。超分子交联网络由于交联点处的非共价作用可以在材料内部实现可逆的连接

和断裂，从而显示出优异的刺激响应性、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自修复能力，这将有助于构建自适应和智能材料，其可

以通过外界环境微小的改变而实现宏观性质的变化。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蝌蚪状 PEG-POSS-(CD)7 聚合物作为主体分

子，偶氮苯-SS-偶氮苯二聚体作为客体分子，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构建了一种对温度、光、还原剂和客体分子变化产

生响应的新型多刺激响应性超分子水凝胶。引入刚性的 POSS 单元在蝌蚪状主体聚合物中，可以为水凝胶提供良好

的机械性能；而引入通过二硫键连接的偶氮苯客体分子则提供了可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多响应性行为。这种超分子

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多重刺激响应性，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主客体作用；水凝胶；响应性 

FP123 

用于改善钛植入体表面的超分子纳米膜及多聚磷酸盐涂层 

徐心源,李建树 

四川大学 610065 

钛植入体作为现有修复手段的一种常规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但其易引发相关的植入体炎症，该炎症病因与

植入体自身的界面惰性和弱的杀菌能力有关。基于改善钛植入体表面活性的目的，本文设计了一种具有抗菌性和促

进细胞吸附增殖的涂层。溶菌酶作为一种普适的杀菌蛋白，被报道在三(2-羧乙基)膦(TCEP)的还原下，形成一种可以

黏附在任意基材表面的超分子纳米膜（PTL），同时这种 PTL 膜具有针对阳性菌，阴性菌及真菌的广谱杀菌能力。多

聚磷酸是由数百个的正磷酸基团经高能磷氧键连接而成的线性聚合物，并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多聚磷酸已被证实

具有良好的诱导细胞增殖，分化并促进细胞内钙化的作用。利用 PTL 膜表面的正电荷和多聚磷酸盐负电荷间的相互

吸引作用，两种物质可以同时存在于钛植入体表面，进而达到抗污和促进成骨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溶菌酶；多聚磷酸盐；抗污；成骨 

FP124 

pH 诱导聚合物囊泡转变的 TPE 纳米颗粒在活细胞成像中的应用 

王星,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基于 AIE 的荧光成像和纳米科技在众多领域尤其是早期癌症诊断、追踪癌症治疗药物/基因运载工具和监控方面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AIE 荧光探针主要存在的难题是在长时间的体内循环过程中难以保持稳定的荧光性能，

因而研究并开发具有结构简单、生物相容性良好和耐光性优异的 AIE 荧光探针用于长期体外活细胞的成像跟踪和体

内癌症的诊疗一体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之前提出了一种具有 pH 和 AIE 双重响应特性的聚合物囊泡用于细胞成

像和药物释放。研究发现，该聚合物囊泡在酸性环境下发生降解，因而致使其在细胞体内的荧光成像时间较短，难

以满足长期细胞成像的需求。为此，本文设计并得到了一种具有 AIE 特性的新型 AIE 纳米颗粒，它是由聚合物荧光

囊泡在较低的酸环境下自发降解并组装得到。该 AIE 纳米颗粒的尺寸可以通过酸处理时间进行有效调控，表现出了

较低的细胞毒性和优异的耐光性，能够用于长期的活细胞荧光成像。 

关键词：pH 响应型囊泡；AIE；形貌转变；TPE 纳米颗粒；细胞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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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端官能化法合成 X 光显影聚乳酸及载药微球的制备 

王文焕,桑琳,魏志勇,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首先分别以 1,4-丁二醇、季戊四醇为引发剂合成了线形和星形两种不同分子结构的端羟基聚乳酸，进而以 DCC

为脱水剂通过酯化法向链端引入了显影小分子三碘苯甲酸，得到了具有 X 光不透过性的功能化聚乳酸。并在此基础

上采用水包油乳化法制备了包覆抗癌药物紫杉醇的Ｘ光显影载药微球。为了进一步分析此种聚合物和载药微球的相

关性能，我们利用 1H-NMR、SEM、HPLC 以及 X 射线 CT 等检测手段，分别对聚合物的分子结构、载药微球的微观

形态、载药微球的载药量与包封率以及Ｘ光显影性能进行了测试表征。结果显示聚合物Ｘ光显影性随分子量增大而

减弱，相同分子量的线形和星形聚合物，星形聚合物显影性强于线形；载药微球的载药量随投药量增加而增大，包

封率最高可达 94%，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在生物医用领域取得重大应用。 

关键词：聚乳酸；载药微球；X 光显影性 

FP126 

多肽修饰的聚己内酯的合成及组装 

鞠媛媛,刘琪,赵汉英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300071 

本文报道了一种制备可生物降解和生物相容的多肽修饰的聚己内酯（PCL）的新策略。还原型谷胱甘肽（GSH-SH）

和巯基改性的 L-肌肽（L-carnosine-SH）用作模型多肽。接枝共聚物是通过 PCL 侧链上的二硫吡啶基团和多肽分子

上的硫基之间的硫基-二硫吡啶交换反应制得的。侧链带有二硫吡啶基团的聚己内酯 PεCL-co-P(αPy-εCL)的合成包括

四个步骤。首先，通过开环聚合制得共聚物 PεCL-co-P(αCl-εCL)；之后通过 PεCL-co-P(αCl-εCL)和叠氮化钠的反应将

侧链的氯转化为叠氮；然后通过叠氮和三键的点击反应将 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基团引入 PCL 主链；最后，通

过 NHS 和吡啶二硫代乙胺的反应得到 PεCL-co-P(αPy-εCL)。两亲性的接枝共聚物 PεCL-g-peptide 能在水溶液中组装

成胶束或囊泡，其尺寸和形态取决于溶液的 pH 值。 

关键词：多肽；聚己内酯；巯基-二硫键交换反应 

FP127 

酶催化的内部装载蛋白质的纳米胶囊的制备 

魏琳,赵汉英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300071 

本文报道了一种制备可封装蛋白质的聚合物纳米胶囊的新策略。聚合物纳米胶囊是以乳液液滴为模板，酶催化

双亲性聚合物在乳液界面的交联聚合得到的。双亲性嵌段聚合物 PPEGMA-b- PEGDMA 的合成包括三个步骤。首先，

通过 RAFT 聚合制备双亲性嵌段聚物 POEGMA-b- PHEMA，然后用 AIBN 使 RAFT 末端的二硫酯失活，最后通过聚

合物侧链上羟基和甲基丙烯酰氯反应得到侧链带有不饱和双键的 POEGMA-b- PEGDMA。利用 HRP/H2O2/AcAc 酶催

化体系，催化双亲性嵌段聚合物 POEGMA-b- PEGDMA 侧链上不饱和双键的界面交联聚合，制备得到封装脂肪酶的

空心纳米胶囊。该纳米胶囊使脂肪酶依旧保留一定的活性，且可以保护其内部脂肪酶不被胰蛋白酶水解。该方法以

乳液液滴为模板，酶催化界面交联聚合制备得到内部封装蛋白质的纳米胶囊，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封装蛋白质的方

法。  

关键词：双亲性聚合物；酶催化；纳米胶囊 

FP128 

基于大豆蛋白构建的新型生物相容性水凝胶及其生物评价 

黄骏,顾志鹏,康洋,吴钧 

中山大学 510006 

大豆蛋白作为一种植物性蛋白，具有性能优异，来源丰富等特性，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日益受到关注。本研究

以大豆蛋白为主要原料，制备获得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新型水凝胶。研究表明，该水凝胶体系的主要成分为大豆

蛋白，其中以沉降系数为 7S 的 β-大豆伴球蛋白和 11S 的大豆球蛋白为主，具备优异的可加工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可控的生物降解性。对支架微观形貌、力学性能等理化性质进行深入分析，表明以大豆蛋白为主要成分的新型水凝

胶支架具有疏松多孔的三维立体结构，是一种良好的细胞外基质，利于细胞黏附和生长，同时，一定的力学性能能

满足支架的物理支持作用。支架的主要成分大豆蛋白自身含有微量活性物质，能够刺激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通

过调节不同类型大豆蛋白的比例，可获得理化性能各异的生物支架，以达到适应不同类型组织的修复和治疗目的。

因此，在组织工程领域，以大豆蛋白为基础制备的生物支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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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豆蛋白；生物相容性；水凝胶 

FP129 

可注射酶交联酪胺改性羧甲基甲壳素水凝胶的合成与表征 

毕波,刘慧,康文亭,卓仁禧,蒋序林 

武汉大学 430072 

甲壳素是自然界中含量第二多的大分子，仅次于纤维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由于其热力

学稳定的结晶形态，十分难于溶解加工，其应用受到限制。本研究利用水溶液均相法合成的水溶性羧甲基甲壳素引

入苯酚基团制备了一系列酪胺改性羧甲基甲壳素（CMCH-Tyr），其结构通过 1H NMR 和 UV 谱图可确认。向 CMCH-Tyr

水溶液中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双氧水交联，成功制备了 CMCH-Tyr 水凝胶，利用注射器可以将含酶的 CMCH-Tyr 溶

液注射到不同形状的模具中，形成不同形状的水凝胶，说明该酶交联酪胺改性羧甲基甲壳素可作为可注射水凝胶使

用。通过倒置法和流变实验测试了这类水凝胶的凝胶时间和强度，实验结果表明其凝胶时间和强度可通过加入的酶

和双氧水进行调节。体外酶降解实验说明该水凝胶生物可降解。细胞实验表明了其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这些都

表明该可注射水凝胶在细胞三维培养和组织工程等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关键词：甲壳素；可注射水凝胶；酶交联；细胞相容性；三维细胞培养 

FP130 

抗血小板粘附的聚氨酯表面构建 

袁黎光,吕红英,屈宝留,秦泽昭,俞晓峰,杨小牛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在聚合物材料与血液接触过程中，如何避免血小板在材料表面粘附和激活一直是生物医用材料研究所关注的一

个焦点。我们利用光反应基团，在聚氨酯表面通过“graft-to”的方式接枝不同长度和类型的聚乙二醇衍生物，构建具有

抗血小板粘附功能的亲水聚合物刷表面。通过对比接枝聚合物主链的长度对表面的影响，发现随着聚乙二醇链段的

增长，水接触角逐渐降低，并且通过在末端基引入磺酸根离子可以进一步增加表面的亲水性。在获得亲水性表面的

基础上，通过调整涂覆浓度，对比血小板粘附效果，确定具有良好抗血小板效果的浓度，为实际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此外，通过联系表面亲水性和血小板粘附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良好的亲水性可以提高抗血小板粘附效果，为材料表

面与血小板粘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最终，我们通过简单的方法获得了具有优异抗血小板粘附性能的聚氨酯表面，

在血液接触类医用材料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血小板；抗粘附；聚氨酯；表面改性 

FP131 

膀胱输尿管反流注射治疗用琼脂糖微球/透明质酸凝胶填充剂的制备和表征 

吴攀 1,龙霈华 1,陈宏 2,曹君铭 3,徐虹 2,汪长春 1 

1.复旦大学；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3.复旦大学化学系 

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 VUR)是由于膀胱输尿管连接部瓣膜作用不全而致尿液反流回输尿管及

肾脏的一类疾病。VUR 患儿具有泌尿系统感染的高风险，可引起肾盂肾炎和肾疤痕的形成。肾疤痕及其后的慢性肾

损伤可导致成人期高血压、蛋白尿和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对儿童 VUR 早发现、正确诊断和规范治疗一直是医

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近年来 VUR 外科治疗中的利用内镜注射各类填充剂抬高输尿管末端及开口位置，可以达到抗

反流的目的。目前内窥镜下注射填充剂治疗 VUR 的研究逐渐开展，但国内尚未批准任何治疗 VUR 的注射用填充剂。

本课题组与长期从事于 VUR 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小儿肾脏和泌尿系疾病诊治中心合作，采用简

单制备方法研发了热稳定性和机械强度较好的交联琼脂糖微球，将其与透明质酸水溶液进行混合，制得可注射治疗

VUR 的填充剂，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  

关键词：琼脂糖微球；透明质酸；填充剂；膀胱输尿管反流 

FP132 

反应性嵌段共聚物用于制备可降解型纳米粒子 

王旭 

山东大学 250100 

基于反应性嵌段共聚物聚乙二醇-b-聚（2-乙烯基-4,4-二甲基吖内酯）（PEG-b-PVDMA）制备了可降解型纳米粒

子，其可以方便地结合功能胺分子以实现其功能化修饰进而用于客体分子的有效负载及可控释放。PEG-b-PVDMA

嵌段共聚物在水溶液中自组形成球形纳米粒子。PVDMA 嵌段中的吖内脂官能团提供给聚合物纳米粒子进行水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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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一步功能化修饰的位点。PEG-b-PVDMA 嵌段共聚物的水合反应会引起聚合物纳米粒子的逐步重建及降解。此

外，在 PEG-b-PVDMA 嵌段共聚物中引入偶氮苯或吡啶官能团可赋予聚合物纳米粒子刺激响应性的降解能力。这种

利用功能胺分子修饰 PEG-b-PVDMA 聚合物纳米粒子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来有效制备并调控具有良好

单分散性的刺激响应降解型纳米粒子。这种反应性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具有负载及可控释放客体分子的能力，其在

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空间。  

关键词：反应性嵌段聚合物；纳米粒子；刺激响应性；降解；客体分子负载 

FP133 

生物医用材料的设计与构建 

李杨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材料的发展，生物医用材料可以通过现代聚合反应设计和构建以适应

不用的医学应用。通过 ATRP 或 RAFT 等可控聚合方式构建的多种多样的生物材料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及结构性。引

入不同功能性的聚合物链是制备新型功能性材料的核心，也是实现制备功能型生物材料的首要手段。第一个例子是

通过聚合物接枝策略构建具备较高的弛豫效应和较低的毒性的功能性新型生物显影大分子，有望成为新一代新一代

显影分子。第二个例子是通过多功能化手段的修饰构建具有诊疗一体化的先进纳米颗粒。其肿瘤微环境敏感的特性

使其有潜力成为新一代具备示踪的功能药物递送系统。第三个例子是构建可用于皮肤促愈合修复的新型水凝胶敷料，

所设计构建的水凝胶敷料能够提供较好的力学性能、三维支架功能、抗菌保湿等功能，为皮肤愈合提供良好的微环

境。 

关键词：生物医用材料；药物递送；MRI；水凝胶；可控聚合 

FP134 

反应型两性离子仿生聚合物的合成及抗细菌黏附涂层的构筑 

赵洋,葛颖,杨科武,史素青,宫永宽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710127 

为了改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固有的疏水性和抗细菌黏附性能，本文从仿生角度出发，以 2-甲基丙烯酰氧

乙基磷酸(酰)胆碱（MPC）、甲基丙烯酸三甲氧基硅烷（TSMA）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为单体，设计合

成了一种反应型三元随机共聚物 PMGT，并以二元共聚物（PMT 和 PMG）为参照物，研究聚合物中活性基团类型对

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APS)预处理 PDMS 表面亲水改性效果的影响。用 1H NMR 和 GPC 对共聚物的结构进行测定；

接触角测试仪、XPS、ATR-FTIR 和 AFM 研究 PDMS 表面改性前后润湿性、化学组成和表面形貌的变化，用 MTT

法和细菌黏附实验评价涂层表面的生物毒性和抗细菌黏附性能。结果发现，不同聚合物结构对 PDMS-NH2 亲水改性

效果差异较大，结构中同时含有环氧和三甲氧基硅基团的仿生聚合物（PMGT）可获得更为有效的表面接枝效果，从

而赋予涂层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抗细菌黏附性能。 

关键词：反应型仿生聚合物；PDMS；亲水改性；抗细菌黏附 

FP135 

聚乙烯醇基载药复合栓塞微球的制备与表征 

李晓宏 1,李拔森 1,2,蒋泽文 1,王良 2,杨光 1 

1.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 

针对目前广泛存在于中老年男性中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动脉栓塞术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而栓塞

剂的开发和不断完善是提高血管内栓塞治疗水平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微球栓塞剂以其优良的特性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对于负载药物的栓塞微球目前虽有少量报道，但存在载药方式单一，药物释放周期短等问题。为了提高栓塞微球的

应用效果，本研究构建了更复杂的药物递送系统，即将负载非那雄胺的聚羟基丁酸戊酯微球包埋于聚乙烯醇/壳聚糖

微球中，这种“药库型”体系对药物的扩散起到阻碍作用，防止药物突释，同时掺入的少量壳聚糖在缓慢降解过程中在

复合微球中形成微孔通道，有利于外界体液进入微球内部，随着聚羟基丁酸戊酯的降解，非那雄胺缓慢释放到周围

组织环境中，使药物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有效浓度，提高药物的疗效。该药物缓释微球把动脉栓塞的靶向定位性

和微球药物缓释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介入治疗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关键词：聚乙烯醇；复合栓塞微球；药物缓释；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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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36 

力学性能增强的多肽水凝胶调控神经干细胞分化 

翟虹,全大萍 

广州中山大学 510275 

RADA16 自组装多肽水凝胶，具备良好生物相容性、非免疫原性、纳米纤维结构、促进神经生长等多种优点，

在生物医用领域被广泛研究。然而，水凝胶机械力学性能弱及降解速率过快限制其应用。为维持水凝胶的纳米纤维

结构，同时增强其力学性能，我们采用丙烯酰化的 PCL-PEG-PCL（PCECDA）与 RADA16 共混，通过改变各组份含

量及 UV 光照时间来调控交联密度，获得不同储存模量的水凝胶材料。结果显示，当 PCECDA/RADA16=8/1、光照

时间为 3min 时，水凝胶储存模量由 RADA 的 600Pa 升高到 4000Pa。而且，体外神经干细胞培养显示，PCECDA 组

份的引入，并未影响 RADA16 的生物相容性，而且在提高多肽水凝胶的稳定性、维持微观的纳米纤维结构的基础上，

还能促进神经干细胞的增值及向神经元分化。  

关键词：纳米纤维；力学性能；多肽水凝胶；神经干细胞；分化 

FP137 

快速凝胶的可注射配位-共价双交联生物粘合剂 

李思迪,赵瑾,侯信,原续波 

天津大学 300350 

本文受海洋贻贝粘结过程的启发，利用先配位交联后共价交联的方式，制备了快速凝胶的可注射配位-共价双交

联生物粘合剂。本文首先利用邻苯二酚修饰的 ε-聚赖氨酸（PL-Cat）为模型分子，对低 Fe3+含量时，Fe3+与邻苯二酚

基团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配位形式进行研究。随后选择适合的 pH 值形成 PL-Cat/Fe 的配位交联，并通过 PL-Cat 中氨

基与氧化葡聚糖（ODex）中醛基之间的希夫碱反应，形成共价键交联，从而制备可注射且凝胶快速的配位-共价双交

联 PL-Cat/Odex 水凝胶。结果显示邻苯二酚基团与 Fe3+摩尔比为 6:1 时，Fe3+与邻苯二酚基团更易形成二配位或三配

位，且随着 pH 值的升高，与邻苯二酚形成配位的 Fe3+不断增多。Fe3+的加入可有效提升 PL-Cat/Odex 水凝胶的力学

强度和粘合强度。这些结果表明该快速凝胶的可注射配位-共价双交联水凝胶在生物粘合剂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生物粘合剂；可注射水凝胶；配位-共价双交联 

FP138 

microRNA 纳米微囊促进骨愈合和植入钛合金骨整合研究 

赵瑾 1,孟玉斌 1,耿振 1,温静 3,亓洪昭 1,李学平 1,李雪 2,李朝阳 1,刘运德 2,崔振铎 1,原续波 1,卢云峰 3，

杨贤金 1 

1.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3.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洛杉矶 

促进骨损伤或骨缺损愈合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要问题；钛合金是骨折与骨损伤治疗中常用的医疗器械，但其表

面惰性诱发多种临床问题，需要对其表面进行功能化改性。microRNA(miRNA)在骨修复各个过程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细胞实验已经证明其可促进干细胞成骨分化。然而，体内应用 miRNA 需要高效的投递系统。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

先研究了 miR-21 诱导干细胞成骨分化的机制，证明其可以通过 PI3k/Akt-GSK3ß信号通路调控 ß-catenin 促进干细胞

的成骨分化；进一步以 miRNA 表面原位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制备了 miRNA 纳米微囊，该微囊可显著提高干细胞的

miRNA 转染效率，以此微囊为基础通过静电作用与羧甲基壳聚糖形成 miRNA 活化基质，体内注射 miR-21 活化基质

可促进骨的快速愈合；最后，以该活化基质修饰钛合金表面，显著加快了钛合金植入体周围的新骨形成速度，同时

大幅度提高了植入钛合金的骨整合强度。 

关键词：microRNA 纳米微囊；钛合金；成骨分化；骨整合 

FP139 

利用单宁酸涂层诱导纤维蛋白原构象的较小变化而实现抗血小板粘附 

杨立为,韩璐璐,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3 

在生物材料介导血小板粘附的过程中，血浆蛋白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gn）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课题

组前期利用天然多酚化合物单宁酸（Tannic acid，TA）构建了一种简单高效的抗血小板粘附涂层，但是该涂层排斥血

小板粘附的机理并不清楚。本研究首先构建了四种单宁酸功能化的涂层，使其带有不同数量的没食子酰基基团（galloyl 

groups），然后考察不同涂层表面 Fgn 吸附和血小板粘附的情况。研究发现这四种涂层吸附 Fgn 的数量相近，但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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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Fgn 的构象以及粘附血小板的数量有很大差别：含有最多没食子酰基基团的 TA 表面能诱导 Fgn 构象的较小变化，

导致吸附 Fgn 的 α 和 γ 链高度失活，从而血小板粘附最少；随着表面没食子酰基基团数量的减少，吸附 Fgn 的 α 链

活性保持不变，γ 链活性却逐渐增高，导致血小板粘附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控制生物材料表面的血小板粘附提供了一

种新策略。  

关键词：表面；单宁酸；纤维蛋白原；蛋白吸附；血小板粘附 

FP140 

树枝状聚缩醛的合成与两性离子改性研究 

王亚强,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癌症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难题，如何发展高效、低毒的治疗手段已成为癌症肿瘤研究领域的重要问

题。纳米药物传送体系是基于纳米粒子在药物传递系统中的应用，目前正在被广泛研究。传统的两亲性树枝状大分

子载药系统是通过本身的核壳结构将药物包载在核中，但传统的树枝状大分子载药系统存在生物可降解性差，体内

稳定性差等问题。本论文针对以上问题，设计了一种含有 pH 可降解性缩醛键的新型树枝状大分子—树枝状聚缩醛，

并且树枝状聚缩醛末端接上磺基甜菜碱型的两性离子，对树枝状聚缩醛及改性后的树枝状聚缩醛进行了研究：表征

了树枝状聚缩醛结构的规整性与迭代性；研究了两性离子改性后的树枝状聚缩醛在水中的自组装行为、pH 响应性，

以及药物释放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所合成的聚缩醛树枝状大分子确实具有规整的形貌，两性离子改性后的树枝状聚

缩醛具有电荷反转的效应，并且在酸性条件下，药物释放速率明显高于正常生理环境，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药物载体；缩醛键；树枝状大分子；两性离子 

FP141 

壳聚糖/卡拉胶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软骨修复潜在应用 

梁西潮,徐琪,王晓岚,段将将,吕昂,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我们利用 4.5 wt% LiOH/7 wt% KOH/8 wt%尿素水体系作为溶剂，将壳聚糖和卡拉胶分别在低温下溶解并按一定

比例混合，得到均匀透明的混合溶液，然后加入环氧氯丙烷进行交联，成功制备了壳聚糖/卡拉胶复合水凝胶。通过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力学性能测试以及溶胀率测试等分析手段对复合凝胶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壳

聚糖/卡拉胶复合凝胶具有均匀的多孔结构和良好的力学性能。随着卡拉胶含量的增加，复合凝胶的力学性能降低，

凝胶的孔尺寸和溶胀率均呈现出上升趋势。此外，我们将复合水凝胶作为支架材料对软骨细胞 ATDC5 进行了体外细

胞实验。细胞实验表明，该复合凝胶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并且能够促进软骨细胞 ATDC5 的粘附、增殖与生长。

因此，基于碱/尿素水体系下制备得到的壳聚糖/卡拉胶复合水凝胶有望作为组织工程支架应用于软骨修复等领域，在

生物医用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壳聚糖；卡拉胶；碱/尿素水溶剂；复合水凝胶；软骨组织工程 

FP142 

光催化转换二氧化碳为一氧化碳用于増敏肿瘤治疗 

李彬,郑迪威,李楚欣,张先正 

武汉大学 430072 

一氧化碳，作为一种在体内天然存在的气体信号分子，能够増敏肿瘤化疗，同时又可以帮助正常细胞对抗凋亡。

人们利用它的特性，已经进行了许多肿瘤治疗方面的研究。本文利用合成的光催化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HisAgCCN），

可以将内源性二氧化碳在红光的照射下转化为一氧化碳，以实现肿瘤内部的化疗増敏，同时研究了它对正常细胞的

保护作用，使其免受化疗药物的伤害。我们通过体外细胞实验证明了一氧化碳的成功产生，并且能促进线粒体的活

动，增加细胞内的氧化压力，实现了对肿瘤细胞増敏化疗而保护正常细胞免受化疗伤害的效果。进一步通过蛋白质

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了其中的机理，发现线粒体产生的氧化压力变化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动物实验，研

究了这一材料与传统化疗药物阿霉素联合治疗，可以比单纯的化疗更好地抑制肿瘤生长。结果表明这一策略在肿瘤

治疗领域具有新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光催化；一氧化碳；多肽；氮化碳；増敏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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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43 

非共价键作用力调控共轭聚合物荧光 

谷传涛,丛海林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66071 

相比于有机小分子染料，共轭聚合物荧光探针具有更高的摩尔吸光系数、更大的斯托克位移，并且在生物体内

受酶、pH 变化等影响更小，是一类比较理想的构筑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材料。共轭聚合物的近红外荧光成像的研究才

刚刚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如何通过分子结构的设计使其荧光波长更长；如何通过分子结构的设计减弱

或避免聚合物荧光的聚集淬灭，获得更高的荧光量子效率等。 

本文中，我们研究了基于环戊二烯并二噻吩和氟代苯并噻二唑的聚合物中 F 原子数目对聚合物荧光性质的影响，

实验结果证实，减少聚合物中 F 原子的数目，可以减弱聚合物中 F•••F、F•••H 非共价键作用力，减弱聚合物在聚集

态时的荧光淬灭，聚合物的荧光强度的得以提高。这对今后设计聚合物荧光材料时合理避免 F、H、S、O 等非共价

键作用力以提高荧光量子效率提供了一定理论和实验依据。 

关键词：非共价键作用力；共轭聚合物；堆积；荧光 

FP144 

聚乙二醇诱导大鼠肝实质细胞短期尿素循环障碍 

许莉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0240 

聚乙二醇（PEG）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在生物体内具有 stealth effect 和长循环效应，是应用最广泛

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早期 PEG 安全性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在动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行为或病理应答，并不能给出

生物系统对 PEG 在分子水平上的应答。随着系统生物学的发展，研究 PEG 和生物系统在分子水平上的相互作用，有

助于医用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和生物相容性研究。本文采用 PEG（2 kD）作为良好生物相容性材料的代表，大鼠肝实

质细胞（BRL-3A）作为简单的生物模型，研究 PEG 和细胞在分子水平上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PEG 可通过调

控细胞内 NAD+水平诱导大鼠肝实质细胞短期的尿素循环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肝功能，这些过程是细胞对 PEG

在分子水平上的适应性应答。我们首次在分子水平上阐明细胞和 PEG 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细胞功能的影响，是生物医

用高分子材料研究的一大进步，对将来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聚乙二醇；大鼠肝实质细胞；相互作用；尿素循环 

FP145 

基于氧族元素的氧化响应聚酯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于丽,杜福胜,李子臣 

北京大学 100871 

活性氧物质浓度偏高是炎症和恶性肿瘤组织的生物学特征之一，可作为纳米药物或诊断试剂的靶标。本工作以

氧族杂原子硫和硒为核心基元，利用己内酯衍生物开环聚合的可控性，设计合成了三种不同结构的两亲性氧化响应

聚酯，系统研究了它们在过氧化氢催化下的结构变化及响应行为。第一种侧链含有乙基硫醚，可被氧化为亚砜结构，

亲水性显著增强，且难以被进一步氧化成砜；第二种侧链含有苯基硫醚，氧化产物以砜为主，同时存在少量的亚砜 β-

消除的产物；第三种侧链含有苯基硒醚，可迅速氧化并发生 β-消除形成反式共轭烯烃，产物单一，无副反应。作为

药物载体，三种聚酯与聚乙二醇（PEG）的嵌段共聚物在中性缓冲溶液中均能形成稳定分散的纳米粒子，可负载疏

水小分子荧光探针尼罗红，表现出 H2O2 促进负载物释放的性质。其中，含硒聚酯由于硒醚键键能低、反应活性高

的特点具有最快的响应速率，而侧基含乙基硫醚的聚酯由于极性变化显著可实现较为完全的释放。 

关键词：氧化响应；聚己内酯；氧族元素 

FP146 

一种可用于骨修复的生物相容性高强度双网络水凝胶 

黄钶晴,顾志鹏,康洋,吴钧 

中山大学 510006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骨损伤发病率居高不下，亟待发展有效快速的治疗方案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高强度双网络水凝胶的发展使之具备了骨修复所需的机械性能，成为极具潜力的骨组织工程复合支架材料，但获得

优良生物相容性与力学强度兼备的水凝胶支架仍是一大挑战[1]。本研究在传统双网络水凝胶的基础上，引入生物相容

性较好的丙烯酸（AA）与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构建共价交联网络，保留海藻酸钠（Alg）与硫酸钙的离

子交联网络，同时掺入不同比例可促进骨诱导和血管生成的无机聚合物聚磷酸钙（CPP），制备 PAA/Alg/CPP 复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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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支架材料（如图 1 所示）[2]。实验结果表明 PAA/Alg/CPP 双网络水凝胶具有较均匀、连续的多孔结构，机械性

能满足骨修复过程中力学支撑的需求。细胞实验表明 PAA/Alg/CPP 双网络水凝胶能够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并提供细

胞粘附生长的微环境，初步具备临床骨修复的应用潜能。 

关键词：双网络；生物相容性；高强度；聚磷酸钙；骨修复水凝胶 

FP147 

聚多巴胺改性的新型寡肽凝胶的构建与应用 

秦四勇,程崟家,张爱清 

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寡肽凝胶因子因其序列较短导致寡肽凝胶强度较差，功能相对单一，在生物医用领域表现出特定局限性。功能

聚合物对寡肽凝胶进行掺杂改性为改善其力学强度，赋予凝胶新颖的生化功能提供了可行性。本文借助多肽固相有

机合成技术制备含芳香环的小分子寡肽凝胶因子，引入生物相容性良好、可生物降解同时具有自由基清除功能的聚

多巴胺与之通过非共价作用，以制备生物相容性好、同时具有清除自由基功能的新型寡肽凝胶。倒置法表明聚多巴

胺的引入可以降低临界凝胶浓度，流变结果证实聚多巴胺杂化的凝胶具有更强的凝胶强度。进一步借助 DPPH 法考

察了杂化凝胶清除自由基的能力，结果显示聚多巴胺改性的新型寡肽凝胶能有效捕获自由基。此杂化寡肽凝胶渴望

通过捕获伤口处自由基减缓炎症，从而可用于促进伤口愈合敷料。 

关键词：聚多巴胺；寡肽凝胶因子；自由基捕获；凝胶强度 

FP148 

自供氧纳米材料用于光动力学治疗对抗缺氧肿瘤 

张瑶慧,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30072 

本文通过设计一组自供氧纳米复合材料来对抗缺氧肿瘤对光动力学治疗的耐受性。传统需氧型光动力学治疗

（PDT）在疗效上极大限制于肿瘤缺氧，导致疗效低等问题，基于此，自供氧特性的脂质体纳米粒子，在肿瘤部位

释放氧气，提供氧气给光敏剂利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本文通过载过氧化钙（CaO2）及甲苯胺蓝 O（TBO）的脂

质体（LipoTBO/CaO2），CaO2 与水反应释放氧气，在经过一段时间光照，释放的氧气被激发的 TBO 用于产生单线态

氧（1O2），杀死癌细胞，同时缓解肿瘤缺氧程度，抑制肿瘤生长。这一策略达到高效且低毒的抗肿瘤效果。 

关键词：缺氧肿瘤；光动力学治疗；自供氧 

FP149 

聚集诱导发光分子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与性能 

张敏敏,石光 

华南师范大学 510006 

复合还原氧化石墨烯（rGO）和壳聚糖(CS)，采用水热法制得超顺磁性的 rGO/CS/Fe3O4，Stober 法进行 SiO2 包

覆，制得壳核结构的磁性纳米颗粒（MSNPs）；利用 4-溴-二苯甲酮合成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性质的二溴四苯乙烯

（TPEBr2）；MSNPs 与 TPEBr2通过 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KH-570）偶联得到荧光磁性双功能纳

米颗粒（MFSNPs）。MFSNPs 的平均尺寸约为 30 nm，其乙醇悬浮液在紫外光的激发下可发出强烈的绿光，最大荧光

发射峰约为 480 nm。MFSNPs 同时具备荧光和超顺磁性，细胞毒性小，在细胞成像、荧光示踪和蛋白质提取等方面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超顺磁性；聚集诱导发光；细胞毒性；蛋白质吸附 

FP150 

多层膜修饰的双相陶瓷复合骨化三醇在骨质疏松骨缺损中的应用 

唐千,郑刚,余兴芳,沈利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骨科植入物的表面修饰，能够提高传统植入体的生物活性并赋予材料新的功能，为许多难治性骨缺损修复提供

新的治疗途径。我们以壳聚糖（Chi）和透明质酸（HA）这两种天然聚多糖为组装体，在双相陶瓷(BCP)支架表面通

过层层组装的方法构建多层膜，利用多层膜对药物的富集作用，将骨化三醇装载于 HA/Chi 修饰的 BCP 支架中以制

备多功能复合支架。QCM 显示层层组装的顺利进行，SEM 表明膜呈多孔的粗糙表面；UPLC 揭示膜能有效减缓骨化

三醇的释放。体外实验证实该多层膜能显著提高骨质疏松大鼠间充质干细胞（OVX-rBMSCs）在陶瓷材料表面的黏

附，增殖；骨化三醇有效逆转了骨质疏松环境下钙离子敏感受体（CaSR）的下调从而促进 OVX-rBMSCs 的成骨分化。



 
 

317 
 

颅骨缺损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多功能复合支架对骨质疏松骨缺损的修复作用。这种多功能的涂层技术将赋予医用

植入材料新的功能特征，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多糖；层层自组装；骨质疏松；骨缺损；骨化三醇 

FP151 

采用可控阳离子聚合方法合成新型聚噁唑啉基两亲接枝共聚物 

张彦君,窦灿煜,杜杰,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非极性聚合物（如 PS）具有疏水性且不溶于水限制了其应用，因此将聚噁唑啉接枝到非极性聚合物上可以提高

它的水溶性和亲水性，以扩展其应用范围。本文通过正离子聚合制备含氯甲基苯乙烯结构单元的聚合物,并以此为大

分子引发剂，采用 grafting from 方法引发 2-乙基-2-噁唑啉进行正离子开环聚合，制备支链为极性聚（2-乙基-2-噁唑

啉）的新型两亲性接枝共聚物。通过 NMR 表征可以测定共聚物组成及接枝率，由 TGA 表征可以证明该接枝聚合物

提高了聚噁唑啉均聚物本身的热稳定性。聚噁唑啉的接入使这种新型接枝共聚物得亲水性增强，且随着聚噁唑啉链

段的增长，亲水性增加。这种新型接枝共聚物能形成明显的相分离结构，在水中形成稳定且均匀的纳米胶束，当作

为药物载体时，其对药物布洛芬负载率能到达 45%，并能起到缓释作用。将这种新型接枝共聚物加入到水/油混合物

中能形成均匀的乳化体系。 

关键词：正离子聚合；聚噁唑啉；两亲性；接枝共聚物 

FP152 

荧光改性的聚醚酰亚胺配位顺磁纳米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徐雯龙,朱锦涛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随着医学、电子技术及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医学影像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多种模态的医学成像，如 MRI(磁共振

成像)、CT(计算机 X 线断层扫描)、PE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FI(荧光成像)

等。单模态成像往往不能提供足够信息。例如，MRI 虽然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但成像速度慢，易产生伪影；而荧

光成像检测速度快、不易产生伪影，但成像深度较浅。因此，需要将不同模态的成像进行协同，从而作出准确的诊

断。为了提高多模态成像的分辨率、产生荧光，往往需要注射造影剂，这就需要其具有较好生物相容性和水溶性好、

对多模态成像造影均一等特点。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成功制备了通过荧光改性的聚醚酰亚胺配位顺磁纳米材料。

结果表明，该改性材料具有很强的荧光、高弛豫率、生物毒性低、水溶性好等特点，在 MRI-FI 双模态成像上有望得

到应用。 

关键词：多模态成像；造影剂；荧光改性；应用；顺磁纳米材料 

FP153 

基于壳交联胶束中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构筑灵敏的比率型铅离子检测材料 

万学娟,刘海洋 

深圳大学 518060 

利用温敏型三嵌段聚合物(PEO-b-PNIPAM-b-PS)壳交联胶束中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行为(FRET)构建了灵敏的比

率型铅离子检测材料。其中荧光能量转移的給体 NBD 和潜在受体(铅离子荧光探针 RhBPy)分别处于胶束的疏水内核

(PS)以及交联的亲水壳(PNIPAM)上。当检测环境中不存在铅离子时，铅离子荧光探针 RhBPy 处于淬灭状态，壳交联

胶束中没有能量转移现象发生，只显示給体的绿色荧光发射；在识别了铅离子之后，聚合物壳层中潜在的荧光受体

被激活，給体的荧光发射能有效的诱导受体分子发出红色荧光，同时自身的荧光强度衰减。通过监测給体与受体之

间的荧光发射强度比就可以实现灵敏的比率型铅离子检测。这种检测体系能有效的排除检测背景的干扰，提高荧光

检测的灵敏度。另外，温敏 PNIPAM 交联外壳在高温下能进一步塌缩，拉近荧光給体与受体之间的距离，增强 FRET

效率，铅离子检测的灵敏度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关键词：壳交联胶束；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比率型；荧光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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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54 

甘露糖受体介导的主客体纳米系统用于免疫治疗 

杨斌 1,2,刘海鹏 2,陈晓明 1 

1.广州医科大学；2.韦恩州立大学 

CpG 寡聚脱氧核苷酸（CpG-ODN）是一种常用的有效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效应的佐剂，但其细胞摄取率低且很

容易被代谢清除。高分子型纳米材料作为控释的药物传输载体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而可以用来有效负载 CpG 并输

送到体内产生相应的免疫反应。甘露糖受体主要表达于树突状细胞（DC）以及巨噬细胞表面，可高效靶向 DC 并被

其摄取。基于 β-环糊精主客体组装体系非常有利于引入功能化模块，在纳米传递体系中具有很大优势。本工作中将

带有正电荷的小分子胺修饰到 β-环糊精上，通过静电作用结合 CpG 形成复合物，其与模型抗原卵清蛋白（OVA）共

同输送，体外及体内实验均表现出免疫刺激活性。进一步借助主客体作用引入聚乙二醇（PEG）修饰的甘露糖，能

够提高传输体系的稳定性以及 DC 对其的摄取效率，从而显著增强免疫刺激效果，最终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本研究可望为研制理想的肿瘤抗原载体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CpG-ODN；甘露糖靶向；主客体作用；免疫治疗 

FP155 

在透析治疗中聚合环糊精对蛋白结合毒素硫酸吲哚酚的吸附研究 

李景煜,韩璐璐,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慢性肾病是一种因患者肾脏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导致体内大量毒素分子含量明显高于健康人，进而对身

体产生严重损伤的疾病。临床研究表明硫酸吲哚酚（indoxyl sulfate，IS）是一种对身体多器官造成损害的毒素分子。

因其在血液中有 90%与白蛋白结合，在常规透析中白蛋白无法穿过透析膜，因而透析治疗对其清除效果不佳，目前

很少有报道提及改善 IS 清除的治疗方法。环糊精及其衍生物是一类具有亲水外腔和疏水内腔结构的化合物，将其应

用做吸附剂已受到广泛关注。本课题提出在透析过程中在透析液中添加低浓度环糊精聚合物，在不改变现有透析体

系的前提下，利用环糊精聚合物对 IS 吸附的特性，提升 IS 在透析液中的溶解度，从而达到有效提升 IS 在透析过程

中的清除率，最终实现对病人病情的有效缓解。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针对 IS 清除治疗的改进方法，该方法可有效

提升在透析过程中 IS 的清除效果，弥补目前无针对 IS 有效清除手段的空白。 

关键词：硫酸吲哚酚；聚环糊精；清除；透析 

FP156 

含 1,4-二噻烷侧基聚氨基酸的合成及其用作氧化响应性药物载体的研究 

张田慧 1,2,肖春生 1,庄秀丽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文将 1,4 二噻烷结构引入聚氨基酸侧链，合成了一种新型氧化响应性聚氨基酸材料，并阐明了其在氧化响应性

纳米药物载体上的潜在应用。首先，通过缩合反应制备 1,4-二噻烷修饰的 L-谷氨酸酯，并合成相应的 α-氨基-N-羧基

内酸酐单体；再利用端氨基聚乙二醇单甲醚引发开环聚合，合成具有 1,4-二噻烷侧链的聚谷氨酸嵌段共聚物。该两亲

性聚合物在水环境中自组装成球状纳米粒子。用 DLS，红外和浊度实验研究纳米粒子的 H2O2 响应行为。结果显示，

在 H2O2 水溶液中，1,4-二噻烷的硫醚结构被氧化成亚砜，从而使聚合物由两亲性变成亲水性，导致纳米粒子解体。

纳米粒子的氧化速率随 H2O2 浓度的增加而加快，而无 H2O2 存在时，纳米粒子保持稳定。同时，体外药物释放实验

表明担载尼罗红模型药物的纳米粒子能够实现药物的氧化响应性控释。上述实验表明，含 1,4 二噻烷侧基的聚氨基酸

材料有望用作 ROS 响应性纳米药物载体。 

关键词：聚氨基酸；氧化响应；药物载体；嵌段共聚物 

FP157 

纳米银系抗菌剂对加成型硅橡胶性能的影响 

杨玲玲,丁雪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硅橡胶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耐老化性及化学稳定性，与人体接触无明显排斥反应，被广泛应用于医疗产品。在

医疗环境中存在许多的细菌，这些细菌可通过硅橡胶侵染与之接触的人体组织，所以需要对硅橡胶进行抗菌改性。

本文以加成型硅橡胶和纳米银系抗菌剂（AEM-5700A 简称 AEM）为主要原料，采用共混方法制备纳米银系抗菌剂/

硅橡胶（AEM/硅橡胶）复合材料。抑菌环测试显示，添加了纳米银系抗菌剂的硅橡胶抗菌性能良好，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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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AEM 的硅橡胶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抑菌环产生，且该材料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要

强于大肠杆菌。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AEM/硅橡胶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良好，拉伸强度及撕裂强度在 AEM 添加

量为 0.8%时较佳。SEM 显示，AEM 颗粒在硅橡胶内部分散良好，粒径尺寸小于 100nm。 

关键词：硅橡胶；纳米银；抗菌性 

FP158 

花粉-聚乙烯缩丁醛喷涂复合膜对癌细胞捕获性能的研究 

姜文宁,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微纳结构表面是一种新型仿生材料，通过模拟细胞在体内生长、转移的真实环境，使肿瘤细胞快速粘附在材料

表面，从而实现肿瘤细胞的捕获与分离。花粉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微米级粒子，其表面天然存在利于其传播粘附的粗

糙的微纳结构，有利于细胞识别，捕获以及表面微加工。但是由于微米粒子体积较大，需要一种可行的修饰方法，

使其能够稳固的锚定在薄膜上。聚乙烯醇缩丁醛 (PVB) 树脂，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具有良好的成膜性和韧性，广泛

的应用于安全夹层玻璃，涂料、粘合剂等领域，但应用于微米粒子的固载修饰领域鲜有报道。本文通过一步法，将

微米级花粉粒子喷涂在 PVB 树脂表面，制备出具有微纳结构的平面材料。通过优化花粉粒子的修饰密度，实现肿瘤

细胞的快速捕获，同时可以减少白细胞的黏附，以提高肿瘤细胞的捕获纯度，在生物检测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花粉；细胞捕获；微纳结构 

FP159 

具有定向孔结构聚氨酯支架的制备与表征 

林伟崴 1,吴英克 1,王焱超 2,李洁华 1,谭鸿 1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可降解聚氨酯因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已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支架研究。本研究中采用冰模

板定向冷冻干燥对 LDI 型生物可降解水性聚氨酯进行定向孔道成型，通过改变乳液的固含量调控支架形态，获得一

系列不同孔径的定向孔支架。研究发现乳液的固含量对其支架结构具有较大影响，体外细胞实验证实定向支架结构

能够诱导细胞沿孔道取向方向排列。在 SD 大鼠腿部肌肉植入定向孔支架，发现肌肉组织沿定向孔支架的孔道方向规

则生长。可降解聚氨酯材料在植入 4 周以后消失，且形成的肌肉组织能按照支架原有孔道取向方向规则排列。结果

表明具有定向孔结构聚氨酯支架在各向异性组织（肌腱、神经、软骨、韧带、脊髓等）的修复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关键词：聚氨酯；组织修复；定向孔支架；定向冷冻干燥 

FP160 

具有“核-壳”结构的多功能化阳离子基因载体的构建 

方华攀,林琳,孙平杰,田华雨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基因治疗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有望从根本上治疗癌症。但基因治疗需要基因载体。在基因载体中，阳离子

型基因载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分子量为 25000 的聚乙烯亚胺（PEI25k）被称为基因载体的“黄金标准”。虽然 PEI25k

具有一定的转染效率，但是 PEI25k 有着明显的细胞毒性，而低分子量 PEI（如 PEI1.8k），尽管毒性低，但是转染效

率差。我们设计出一种具有“核-壳”结构的多功能化的载体。该载体的“壳”是由接枝叶酸基团的葡聚糖构成，“核”是

由接枝苯硼酸基团的 PEI1.8k（PEI-PBA）构成。该载体具有四个优点。其一，PEI-PBA 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和优异

的转染效率。其二，葡聚糖形成的“壳”有利于体内长循环。其三，叶酸基团能够靶向肿瘤细胞的叶酸受体，促进细胞

的内吞。其四，“核-壳”之间的苯硼酸酯键能在内涵体酸性环境中断裂，促进 DNA 的释放。该基因载体在抗肿瘤领域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阳离子型基因载体；“核-壳”结构；抗肿瘤 

FP161 

3D 人工椎间盘的构建和评价 

杨俊川 1,2,蒋兴宇 2,杨光 1 

1.华中科技大学；2.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应用组织工程构建的人工椎间盘在治疗椎间盘退行性疾病上具有一定的潜力，但由于天然的椎间盘具有复杂的

细胞类型和各向异性的微观结构而极具挑战[1]。椎间盘由纤维环和髓核组成，纤维环具有多层同心环结构，每一环

的胶原纤维沿+30o 或者-30o 定向排列，且相邻环的排列方向相反[2]。本课题利用图案化的 PDMS 诱导木醋杆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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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制备出表面图案化的细菌纤维素，根据纤维环的三维结构逆向设计材料的二维结构，通过利用滚轴卷曲的原理

构建出具有与体内纤维环相似的三维结构，构建中央基于胶原蛋白凝胶的髓核，外周是基于图案化细菌纤维素的各

向异性的纤维环。细胞实验表明图案化的细菌纤维素可以诱导纤维环细胞和胞外基质的定向排列，动物实验表明人

工椎间盘可以有效的同周围组织结合在一起，形成类似体内纤维环的环状组织和具有一定功能的人工椎间盘。本课

题对于构建其他复杂的人体器官和组织，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图案化；细菌纤维素；人工椎间盘 

FP162 

侧基功能化聚半胱氨酸的制备与表征 

王奎 1,2,陈杰 1,孙平杰 1,田华雨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刺激响应性聚合物在生物医药领域迅速发展。与传统的聚合物相比，可降解的聚合物具有生物相容性与生物可

降解性的优点，因此其更适合于生物医药应用。在可降解聚合物的类型中，聚氨基酸不仅能进行侧基改性，而且能

对外部刺激通过二级结构变化实现刺激响应。本课题将苄氧羰基保护的半胱氨酸（Z-Cys）与苄基（2-羟乙基）三硫

代碳酸酯反应，获得三硫代碳酸酯侧基功能化的半胱氨酸（TTC-Z-Cys）。TTC-Z-Cys 与二氯甲基甲醚反应，制备出

三硫代碳酸酯侧基功能化的半胱氨酸 N-羧酸酐（TTC-Cys-NCA）。在正己胺的引发下，制备了三硫代碳酸酯侧基功

能化的聚半胱氨酸（P(TTC-Cys））。通过 RAFT 聚合与 N-羧酸酐（NCA）开环聚合两种聚合方法的结合，聚半胱氨

酸的侧基功能化将更加简便。在氧化条件下，P(TTC-Cys)中的硫醚可氧化为砜基团，实现其构象以及亲疏水变化，

使其能潜在用于药物的智能化传递。 

关键词：开环聚合；氧化响应性；RAFT 聚合；半胱氨酸；生物降解 

FP163 

基于逆电子效应 Diels-Alder 反应的可注射聚谷氨酸水凝胶用于顺铂局部缓释 

张震 1,2,贺超良 1,徐平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设计并制备了一个基于逆电子效应 Diels-Alder 反应的可注射聚谷氨酸水凝胶用于顺铂的局部缓释 . 通过

EDC/DMAP 条件下的酯化反应在聚谷氨酸侧链修饰降冰片烯基团，再与末端带有四嗪基团的四臂聚乙二醇进行交联，

制备基于逆电子效应 Diels-Alder 反应的可注射水凝胶. 将两种聚合物的 PBS 溶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数分钟内可

以形成稳定的水凝胶，其储能模量（G′）随聚合物总质量分数，两种聚合物质量比以及 PLG-Norb 取代度的变化而改

变. 通过与羧基配位而担载在凝胶内部的顺铂可以在 12 天内缓慢持续得释放出来. 与 MCF-7 细胞共培养后，载顺铂

水凝胶将细胞阻滞在 S 期，显著引起细胞凋亡，并且细胞的存活率随顺铂浓度的升高，培养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关键词：可注射聚氨基酸水凝胶；逆电子效应 Diels-Alder 反应；顺铂局部缓释 

FP164 

聚合物生物纳米涂层的引发式化学气相沉积 

孙敏,叶羽敏,竺亚斌 

宁波大学 315211 

引发式化学气相沉积（iCVD）是一种新型的聚合物薄膜制备方法，其主要通过气化的引发剂和聚合单体在真空

中聚合反应并成膜于基底，具有条件温和，成膜可控，共型性好等优势。我们以乙烯基吡咯烷酮(VP)为单体，丙烯

酸乙二醇酯(EGDA)为交联剂，利用 iCVD 方法成功制备了不同组分与纵向结构的交联与复合接枝功能涂层。我们发

现交联涂层的亲水性以及抗生物吸附性随着交联度的减小而增加。交联度较低的涂层可以使疏水的 PVDF 膜表面达

到超亲水，并使其对牛血清蛋白的吸附减少 92%，基本消除大肠杆菌在表面的吸附。通过对涂层的进一步纵向结构

优化，我们制备了复合接枝涂层，该涂层与单一交联结构涂层相比其平面水接触角由 32°进一步减小至 22°。使用该

涂层我们对医用导管进行表面改性，并将其植入小鼠皮下，测试发现改性后导管的生物相容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关键词：引发式化学气相沉积；超亲水；抗生物吸附；生物相容性 

FP165 

双层可降解仿生人工皮肤支架的制备及其促慢性创面愈合的研究 

冯文娟,全大萍,饶子龙 

中山大学 510275 

皮肤作为人体覆盖面积最大的表层器官，极易受到外界的损害。目前，由糖尿病、放疗、静脉淤滞、褥疮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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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慢性难愈合创面已成为临床工作中非常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创面缺乏再生潜能。目前市

面上的敷料往往用作前期处理起物理遮挡、吸收渗出液、营造湿润微环境和杀菌的作用，为临时性保护物，且使用

过程中需频繁更换，这不仅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疼痛，还易造成二次创伤，对于皮肤再生缺乏突破性进展。本文针对

目前市场上敷料及皮肤替代物的不足，将可以阻挡细菌侵入的 PLLA-TMC 静电纺丝材料和小肠粘膜下层脱细胞基质

凝胶复合加工成双层仿生可降解吸收材料，作为创面缺损的永久性皮肤替代物。文章所制备的仿生人工皮肤支架同

时具备纳米纤维多孔结构、去细胞生物活性成分达到双重仿生的目的，能营造有利于皮肤再生的微环境，提供必要

的营养成分，诱导细胞迁移爬行，为最终解决慢性难愈合创面治疗难题提供科学依据和个性化选择方案。 

关键词：慢性难愈合创面；可降解；双重仿生；小肠粘膜下层脱细胞基质；人工皮肤 

FP166 

唾液酸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用于癌症诊断研究 

黄福慧,李建树 

四川大学 610065 

癌细胞或肿瘤标志物的识别和检测是癌症诊断和治疗中的关键一步，传统的特异性检测方法主要依赖于生物抗

体的使用，但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抗体难以制备，稳定性差，耗时等缺点。本文基于硼和顺式二醇之间特殊的

亲和作用通过分子印迹的方法制备新型电化学传感器用于癌症诊断。该传感器以癌细胞表面过量表达的一种单糖 

“唾液酸”为模板，以三氨基苯硼酸为功能单体，采用电化学聚合的方法将三氨基苯硼酸与唾液酸之间的特异性结合位

点和取向固定到“壳聚糖-多壁碳纳米管”复合物修饰的电极表面，最后用物理方法将模板分子去除，得到对模板分子

具有特异性识别作用的分子印迹传感器。该传感器能够在生理条件下对目标检测分子发生快速灵敏的电位响应，单

毫摩尔浓度电位响应达到 1 毫伏左右，同时对干扰分子基本没有响应。该传感器特异性高，制备成本低，响应快，

在癌症识别和诊断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唾液酸；癌症；三氨基苯硼酸；分子印迹技术；电化学传感器 

FP167 

具有纤溶活性的多功能血液接触材料表面 

顾皓,陈咸双,刘小莉,陈红 

苏州大学 215123 

血液接触材料的植入所引起的血栓是导致其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获得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血液相容性材料。通过合理设计，构建具有多功能的抗血栓表面有望解决该问题。本工作利用自由基聚合

法将亲水性单体甲基丙烯酸-2-羟乙酯、甲基丙烯酸金刚烷甲醇酯单体及乙烯基赖氨酸单体（纤溶活性）共聚至双键

功能化的聚氨酯（PU）表面，得到具有纤溶功能的 PU 表面。然后通过 β-环糊精与表面金刚烷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将

具有磺酸基团的类肝素物质 CD-S 结合到共聚改性后的材料表面。CD-S 的引入不仅能够促进内皮细胞的黏附，还能

够抑制平滑肌细胞的黏附，并且不会影响材料表面的溶栓能力。本工作利用简单的两步法（共聚合和主客体相互作

用）制备了一种具有纤溶活性、促进内皮细胞黏附以及抑制平滑肌细胞黏附的多功能表面，有望在短期以及长期均

保持优异的血液相容性，为心血管材料的制备以及血液接触材料的表面改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聚氨酯；表面改性；主客体相互作用；纤溶活性；血液相容性 

FP168 

高机械强度混合双网络凝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研究 

杨艳宇,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物理-化学混合双网络凝胶是由物理网络和共价网络组成，物理网络独特的破坏-重建行为赋予混合双网络凝胶优

越的自恢复和抗疲劳性能，这在反复受力的承重软组织，柔性制动器和传感器中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碱性多糖制备离子-共价混合双网络凝胶的方法，即通过硫酸钠和柠檬酸钠后交联聚丙烯酰胺-壳聚糖复合凝胶生成

壳聚糖的离子交联网络，制备得到壳聚糖-聚丙烯酰胺离子-共价双网络凝胶（DN-Sul 和 DN-Cit）。凝胶具有高拉伸强

度、超高韧性、优异的弹性模量、负重能力和抗碾压性能。由于破坏的壳聚糖离子网络能够重建形成新的离子网络，

从而赋予凝胶快速的自修复能力和抗疲劳性能。不仅如此，在制备过程中，调整复合凝胶的后交联时间，得到一系

列密度和刚性不同的壳聚糖离子网络，从而调控双网络凝胶的微观结构和机械性能。本文将拓宽双网络凝胶的设计

思路，并进一步拓展双网络凝胶在组织工程、智能机器人和传感器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双网络凝胶；壳聚糖；自恢复；抗疲劳；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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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69 

基于物理键作用的耐久性荧光蚕丝纤维 

何源,陈咏梅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蚕丝由于优越的力学性能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其在生物和医学领域的研究日益广泛。近年来，具有荧光功能

的蚕丝纤维在支架材料、生物成像、检测、示踪、防伪、光电器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制备具有光致发光且荧光性

能良好、稳定的荧光蚕丝纤维是功能化荧光蚕丝的重要目标之一。本课题中，我们采用水溶性有机荧光小分子展示

了基于物理键作用，兼顾稳定性和耐水性荧光蚕丝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环保绿色，无需高温高压，且无需有机

溶剂、传统化学交联剂和引发剂等。其机理是荧光小分子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和氢键作用与纤维上的胺基结合。紫外

激发下，所制备的丝纤维具有生物相容好、量子产率高（绝对量子产率 16.3%）、荧光稳定性强等优势，同时纤维还

具备抗光漂白性能和耐水洗性能。这种荧光丝纤维在生物成像、细胞检测、三维网络生物支架，生物纺织品等方面

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蚕丝纤维；荧光；耐久性；稳定性；光漂白 

FP170 

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用于活细胞特异性标记 

胡蓉,秦安军,唐本忠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发展一种具有高的发光效率、优异的选择性、突出的灵敏度和良好生物兼容性的荧光材料在生物医药领域有着

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诊断、成像及治疗方面。在本论文中，我们基于侧链修饰有烷氧链的四苯基乙烯设计并得到

了一种新型共轭聚合物，该聚合物不仅具有明显的聚集导致荧光增强（AEE）特性使其在固态条件下发光效率高达

56%，且能特异性的与活细胞结合，不受死细胞和凋亡细胞的干扰。我们实验还证明，因为微生物表面携带大量的负

电荷，聚合物与微生物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该 AIE 聚合物不与细菌和真菌（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结

合。该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其针对活细胞优异的选择性，有望在药物筛选及疾病诊断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活细胞；特异性成像 

FP171 

逆转癌细胞耐药性的自组装杂化纳米多药协同传递系统 

武金龙 1,何晓燕 2,刘博亚 2,程巳雪 2 

1.北方民族大学；2.武汉大学 

癌细胞耐药性(Multidrug Resistence，MDR)的产生是目前癌症治疗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P-糖蛋白(P-gp)的过表

达是 MDR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具有靶向定位、细胞穿透等功能的多药协同传递系统将可逆转癌细胞耐药性。本研

究利用简便的自组装方法制备了多肽功能化的高分子/无机杂化纳米药物传递系统。根据生物素-亲和素之间的特异性

结合作用，将含有肿瘤靶向 RGD 序列和细胞穿透 R8 序列的融合功能多肽引入生物素化羧甲基壳聚糖/碳酸钙

(BCMC/CaCO3) 杂化纳米粒子的表面，得到多肽功能化的纳米粒子(PNP)，以此提高药物在耐药癌细胞中的传递效率。

抗癌药物 DOX 和环氧合酶-2 抑制剂 CXB 被同时负载于 PNP 中进行协同传递。研究结果表明该多药协同传递系统对

癌细胞具有很好的抑制能力，并能有效下调耐药性癌细胞 P-gp 表达，降低 P-gp 介导的药物外排作用，增加细胞内药

物蓄积，从而逆转癌细胞的耐药性。 

关键词：逆转耐药性；功能多肽；自组装；P-糖蛋白 

FP172 

一种简便模块化构筑多功能聚阳离子基因载体的方法 

查增仕,葛治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面对基因运输过程中的复杂性，合成并筛选具有特定结构的多功能基因载体，以克服其中的重重阻碍显得至关

重要。本研究利用不同结构的胺和多种含疏水基团修饰的硫代内酯进行开环反应，生成的巯基进而与聚丙烯酰氧乙

基甲基丙烯酸酯(PAOEA)发生迈克尔加成反应。基于这种简便、连续、高效的合成方法，得到了一系列结构各异的

多功能潜在聚阳离子基因载体，并通过后期的基因转染及毒性研究等实验，筛选出可用于基因递送的最佳载体。通

过细胞内吞和细胞内分布等实验表明，经四乙烯五胺和全氟丙烷基修饰得到的聚合物能够提高复合物的内吞能力并

且也明显增强了其内涵体逃逸能力。这一载体表现出较 PEI（MW 25kDa）近 4 倍的基因转染效率，同时更低的细胞

毒性。上述结果表明，运用硫内酯开环-迈克尔加成这一简单高效的合成方法将不同功能性的基团整合得到一系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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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功能生物作用的聚合物材料体系中，可以获得更加高效低毒的聚合物基因输送载体。 

关键词：硫内酯开环；迈克尔加成；多功能聚合物；非病毒基因载体 

FP173 

复合壳层胶束在小鼠体内抑制 Aβ 聚集的研究 

杨惠茹 1,黄帆 2,曲敖廷 1,祝林 1,周俊虎 3,柳朝永 3,康春生 3,史林启 1 

1.南开大学；2.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AD）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普遍认为 β 淀粉样蛋白（Aβ）的沉

积是造成 AD 的重要原因。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两种嵌段聚合物，聚乙二醇-b-聚己内酯(PEG-b-PCL)和聚(β-氨酯)-b-

聚己内酯(PAE-b-PCL)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 pH 响应性的复合壳层胶束(MSPM)作为人工分子伴侣，并考察了该体系

在多蛋白的复杂条件下对 Aβ(1-42)的选择性结合能力以及在小鼠体内抑制 Aβ 聚集的效果。结果表明，该复合胶束体

系在复杂的多蛋白体系中仍能够选择性地结合 Aβ，并在小鼠脑内有效地抑制了 Aβ 的聚集和神经细胞毒性，表明了

该体系能够适应生物体内的复杂环境，显示了其在 AD 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的良好前景。 

关键词：复合胶束；β 淀粉样蛋白；选择性 

FP174 

通过高效的三组分反应构筑具有 pH 和还原响应性的多功能嵌段聚合物前药 

柯文冬,葛治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230026 

通过将药物分子紫杉醇修饰上硫代内酯分子，再利用硫代内酯在含功能性基团的伯胺作用下开环释放高反应性

的巯基，和聚合物上的吡啶二硫基团间高效的二硫交换反应，构建了一种结构明确，载药量高的聚合物前药。同时

引入的伯胺含咪唑基团加上二硫交换形成的二硫键，使得此聚合物前药具有 pH 以及还原性双重响应性。在肿瘤组织

微环境的 pH 6.8 下，聚合物前药纳米粒子的 zeta 电势由负变正，同时维持粒径基本不变，而且在还原性环境中（10 mM 

GSH），纳米粒子会解离并且加速药物的释放。从单层细胞层面上，证实了这种纳米粒子在 pH 6.8 时能更高效的进入

细胞内部，增加细胞毒性。从 3 维的肿瘤细胞球层面，在 pH 6.8 时，能够促进纳米粒子在细胞球内部的渗透，从而

更加高效的抑制细胞球的生长。体内实验证明了具有 pH 响应的纳米粒子能够更好的在肿瘤位置富集，并且更加高效

的抑制肿瘤的生产，同时并不会给小鼠带来明显的毒副作用。 

关键词：聚合物前药；三组分反应；pH 响应；还原响应 

FP175 

糜蛋白酶敏感型形状记忆聚氨酯的合成与表征 

王蓉,张凡军,李洁华,罗锋,谭鸿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41 

非血管介入治疗的发展使形状记忆聚氨酯材料的研发成为热点，而消化道多种特异性的酶分泌使得酶促降解成

为调控材料降解速率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合成了以聚己内酯（PCL）为软段，1，6-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

三羟甲基丙烷单烯丙基醚（TMPAE）以及具有糜蛋白酶敏感性的苯丙氨酸-己二胺-苯丙氨酸（PHP）为硬段，集可降

解性和形状记忆性于一体的生物可降解形状记忆聚氨酯，并且可以通过调控 PHP 含量来调控降解速率。拉伸性能测

试表明该系列的聚氨酯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扭转和弯折模式下均有较好的形状记忆固定率和回复率。FTIR 和 DMA

结果表明该系列聚氨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分离，且 PHP 的添加会增强分子间氢键的作用，促进相分离，降低聚氨酯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SEM 表明，同一浓度糜蛋白酶溶液相同降解时间后，随着 PHP 含量的增加聚氨酯的降解程度增

加。该材料可用于消化道支架的制备，且能实现糜蛋白酶敏感的特异性降解。 

关键词：糜蛋白酶；酶敏感；聚氨酯；形状记忆；支架 

FP176 

聚 L-谷氨酸苄酯多孔微载体孔径可控制备及其组织工程应用 

夏鹏飞,李贵飞,颜世峰,尹静波 

上海大学 200444 

组织间整合被认为是缺损组织修复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于保持新生组织的长久活性和功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细胞增殖与迁移能够促进细胞间相互作用，从而利于组织整合，因此构建能够促进细胞增殖和迁移的支架

材料以实现组织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支架材料的孔径被证实对细胞的增殖与迁移有显著影响，

较大孔径能促进细胞增殖和迁移进而达到较好组织整合，尤其是可通过微创手术进行缺损组织修复的可注射支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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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应用潜力。本研究提出构建基于聚 L-谷氨酸苄酯(poly-(γ-benzyl-L-glutamate), PBLG)的多孔微载体支架，通过

简便的调节乳液体系温度可实现 PBLG 固化速率和明胶凝胶化速率的调控，制备出三种孔径可控的多孔微载体，微

载体孔径分别为 50-80 mm、20-30 mm 和 10-20 mm。研究表明增大孔径确实可以促进细胞增殖和迁移，对促进组织

整合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组织整合；细胞增殖；聚 L-谷氨酸苄酯；多孔微载体 

FP177 

一种用于 siRNA 递送的新型 pH 敏感阳离子聚合物在体内外递送效果的研究 

周俊辉,董岸杰 

天津大学 300350 

siRNA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强有力的基因工具，它能够特异性抑制生物体内基因的表达。但是，siRNA 的临床

应用受到诸多限制，比如，siRNA 药物释放行为不可控。研究表明阳离子聚合物能够有效地负载 siRNA，与此同时，

阳离子聚合物还能够防止 siRNA 的降解、增加 siRNA 的胞吞量以及促进 siRNA 在内涵体的逃逸。在药物递送领域，

pH 敏感材料能够有效地控制药物的释放。因此，我们开发出一种新的 pH 敏感的三嵌段阳离子聚合物，聚乙二醇-聚

（甲基丙烯酸（2-甲基-2-（4-（2，4，6-三羟甲基苯）-3，5-二恶烷）乙酯）-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醚-co-二甲氨

基乙硫醇）（PTMS）。这种聚合物不仅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而且能够在酸性条件下有效的控制 siRNA 的释放。

PTMS 能够在多个细胞实现递送，并能够实现体内递送 siRNA。因此，我们认为 PTMS 是一种具有较大潜力的 siRNA

递送材料。 

关键词：pH 敏感；siRNA 递送；多细胞转染；体内递送 

FP178 

淀粉基的新型口服胰岛素微凝胶载体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刘梁 1,2,张滢 1,2,周宇豪 1,2,贺超良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糖尿病是一种由体内葡萄糖代谢紊乱所引起的慢性病。在糖尿病的传统治疗中，相比于皮下注射外源性胰岛素

来控制机体血糖水平，胰岛素的口服传输作为一种非侵入型的给药方法，能够更好地模拟生理状态下胰岛素的分泌

和体循环模式，进而缓解注射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和并发症。本研究设计并制备了一种 pH 值和 α-淀粉酶双响应的新

型微凝胶材料，来作为胰岛素口服的药物载体，提升胰岛素口服的生物利用度。该载体以 2-异丁基丙烯酸为单体，

采用接枝了丙烯酸的羧甲基淀粉作为交联剂，进行水相自由基聚合，合成了淀粉基含量为 20%的微凝胶。该微凝胶

针对消化道中的 pH 值变化具有优异的收缩和溶胀响应行为，且小肠中的淀粉酶能够使其快速降解，以达到对胰岛素

药物的精确控释。最后采用 I 型糖尿病大鼠对其进行药效学评价，以皮下注射胰岛素溶液为参照，发现封装了胰岛素

的微凝胶相对药物利用率为 4.7%，进一步证明了该微凝胶作为口服胰岛素载体的优异性能。 

关键词：羧甲基淀粉；丙烯酸；微凝胶；口服胰岛素 

FP179 

荧光素类高分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在生物领域应用 

魏刚,赵岗,光善仪,徐洪耀 

东华大学 201620 

汞离子在环境和生命科学领域凸显出重要的作用,而传统检测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检测限低、线性范围窄和

检测单一等缺点。新型荧光检测技术具有极宽的响应范围、高的灵敏性、及时检测性能、抗干扰以及低检测限等特

性。设计和合成对汞离子具有选择性识别功能的受体分子近年来备受关注，目前报道的小分子荧光探针影像位点少，

用量多，灵敏度低，检测限高同时水溶性比较差，限制了探针在生物领域中的应用。本文利用荧光素和丙烯酰胺设

计合成双亲性荧光素类探针聚合物，研究发现探针在纯水溶液中对 Hg2+进行特异性识别且不受其他离子影响。高分

子探针在 3 min 内能够快速识别 Hg2+，线性范围为 1-10 nM，检出限 0.4 nM。由于探针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和亲油性、

细胞膜通透性，可以应用到生物细胞实验中，用于细胞成像。对探针的细胞毒性进行测试，发现探针浓度达到 100μM

时对细胞毒性都很小。同时还对活细胞内汞离子进行荧光追踪成像。 

关键词：荧光探针；荧光素；汞离子；细胞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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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80 

透明质酸遮蔽金属有机框架的制备及其担载化疗药物的研究 

张滢 1,林琳 1,刘梁 1,2,田华雨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工作设计合成了透明质酸（HA）遮蔽的金属有机框架（MOF）纳米颗粒，并用来担载化疗药物用于肿瘤治疗

的研究。首先，通过微波反应的方法，以三氯化铁和均苯三酸为原料，合成了 MIL-100。MIL-100 具有致密的孔隙与

大的比表面积，因此可以对疏水药物姜黄素（Cur）进行担载。结果证明，MIL-100 对 Cur 显示了优异的担载能力，

药物担载量高达 33%。由于多巴胺（DA）与 MIL-100 中 Fe3+之间具有比较强的相互作用，并且带负电的阴离子聚

合物 HA 可以用来稳定纳米粒子，并具有肿瘤细胞 CD44 靶向的能力，因此可以将 HA-DA 引入到 MC 纳米粒子的表

面对其进行遮蔽。通过 HA-DA 的遮蔽，纳米粒子被赋予了良好的分散性、肿瘤细胞 CD44 受体靶向性以及较好的体

内稳定性，这些优势有利于 MCH 纳米粒子在体内应用。裸鼠体内尾静脉给药肿瘤治疗结果也证明了遮蔽型纳米粒子

MCH 治疗组能够有效抑制小鼠的肿瘤生长。 

关键词：MOF；药物；肿瘤治疗；靶向；稳定性 

FP181 

聚乳酸立构复合高耐热性高力学强度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谢燕,兰小蓉,包睿莹,曹志强,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 610065 

聚乳酸作为一种生物可降解材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其降解产物为乳酸，能够参与人体代谢，因此，

聚乳酸是用于制造组织工程支架的理想材料。传统的聚乳酸多孔支架材料多采用的 PLLA 作为原料制备，所获得的

多孔支架模量较低，且支架材料的耐热性较差，在医用高温高压消毒灭菌的条件下容易变形。在 PLLA 中引入 PDLA，

PLLA 与 PDLA 会生成特殊的立构复合晶体。本文采用溶液浇筑并以氯化钠粒子作为致孔剂的方法制备聚乳酸组织工

程支架。支架中大量形成的立构复合晶体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支架材料的耐热性能和力学性能。对聚乳酸立构复合

支架材料进行体内实验表明，大鼠的细胞能很好地生长进入支架材料内部。将聚乳酸支架放入 PBS 溶液中进行降解，

发现 PLLA 多孔支架材料降解后的溶液中出现很多残渣，这些残渣会引起组织炎症，而立构复合支架所在溶液澄清，

可有效避免 PLLA 多孔支架易引起组织炎症的问题。 

关键词：立构复合；组织工程支架；耐热性；高储能模量 

FP182 

利用活性聚合制备新型疏水电荷诱导色谱介质用于抗体分离 

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抗体类药物是目前生物技术类药物中最重要的一类，因其专一性强、亲和力高，在医药和科研领域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如何从复杂的溶液中快速、高效的分离目标抗体成为生物工程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本文结合原子

转移自由基聚合技术和点击化学成功地制备了三唑基疏水电荷诱导层析介质。该层析介质在中性 pH 条件下对人抗体

的动态结合容量高达 88 mg/g，较市售的 MEP HeperCel 提高 2 倍以上，且抗体吸附过程中受离子强度的影响较小。

混合蛋白（IgG/BSA）溶液吸附实验表明，一步分离，抗体的纯度超过 98%，回收率高达 90%以上。以人血清中抗

体作为分离目标，胶血比为 1:2，一步分离后使用柠檬酸缓冲液（0.01 mol/L, pH 3.5）洗脱，抗体纯度超过 95%。该

方法可在固相载体表面引入高密度混合模式吸附基团，实现高载量蛋白吸附，该吸附介质在抗体药物分离领域具有

潜在应用 

关键词：疏水电荷诱导层析；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点击化学 

FP183 

负载 5-氨基乙酰丙酸透明质酸微针的制备及其光动力治疗 

赵笑,李欣芳,王幽香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近些年来，微针经皮给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基于聚合物微针的经皮给药。聚合物微针具有优异的

生物相容性以及足够的强度刺穿皮肤角质层，即使断裂在皮肤内，也不会构成安全问题，而且其具有载药量相对较

大，可规模化制备等特点。5-氨基乙酰丙酸（ALA）是内源性光敏剂原卟啉（PPIX）的前体，经过线粒体系列反应

之后，它可以转化为 PPIX，选择性富集在肿瘤部位。红光照射下，可产生单线态氧杀死肿瘤细胞。本文采用皮肤主

要基质成分透明质酸（HA）作为微针基质，利用浇注法制备针尖载有 ALA 的 HA 微针，利用体视显微镜表征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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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尺寸。万能试验机测试其机械强度，其机械强度 3.36 N/Needle 远大于刺穿皮肤角质层所需的理论强度。同时，

冷冻组织切片也表明，该载药微针具有足够的强度刺穿皮肤角质层，到达真皮层。动物实验表明，该载药微针可以

有效抑制皮肤癌的生长，因而，该微针设计在治疗皮肤癌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关键词：5-胺基乙酰丙酸；透明质酸；微针；光动力治疗；皮肤癌 

FP184 

温敏性聚合物/荧光碳点杂化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细胞成像中的应用 

刘畅,陈久存,李俊志,尤慧 

西南大学 400715 

荧光碳点克服了传统量子点的某些缺点，不仅具有优良的光学性能与小尺寸特性，而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易于实现表面功能化，在生化传感、成像分析、药物载体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本实验中，首先合成具有良

好反应活性的表面富氨基疏水性碳点；再通过简便的酰胺化反应，将甲基丙烯酰氯修饰在碳点表面，得到可聚合的

碳点单体；最后将该碳点单体和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聚合得到温敏性聚合物 /荧光碳点杂化材料

（PNIPAM/CDs）。亲水性的聚异丙基丙烯酰胺与疏水性碳点聚合，不仅增加了该纳米粒子在水中的分散性，增强荧

光，同时 PNIPAM 随温度变化引起聚合物链收缩改变荧光性能，使该杂化材料具有一定的温敏性。我们测试了细胞

毒性和细胞成像，浓度为 2000μg/ml 时细胞成活率达 85%，同时细胞成蓝色，轮廓清晰，表明合成的温敏性聚合物/

荧光碳点杂化材料有着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碳点；温度响应性；细胞成像 

FP185 

用于稳定吸收纤维的韧性可恢复双网络水凝胶 

费宾,吴峰,李养令 

香港理工大学 999077 

高拉伸和韧性的可恢复水凝胶由一步自由基聚合制得。这些由共价交联的聚丙烯酰胺和亲水热塑性聚氨酯构成

的双网络水凝胶可以达到 30 倍以上的伸长和 19.14 MJ/m3 的断裂能。通过改变聚氨酯和聚丙烯酰胺的比例，水凝胶

的拉伸强度和模量可以在 0.12 - 1.42 MPa 和 0.014 – 0.143 MPa 之间调整。凝胶在拉伸 1 倍以后可以立刻完全复原，

在拉伸 8 倍之后也可以在几分钟内复原。通过干燥拉伸 8 倍的凝胶样条，得到了具有 2.6 Gpa 弹性模量和 56 MPa 拉

伸强度的稳定吸收纤维。所得纤维在水中迅速缩回原凝胶尺寸，并可以重复拉伸 10 倍以上。 

关键词：双网络；水凝胶；吸收纤维；聚氨酯 

FP186 

超分子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手性调控和抗菌 

吴芳,张仕勇 

四川大学 610064 

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 PEG 修饰的间苯二咪唑配体 L1，利用刚性二咪唑配体的配位作用,将配体 L1 与 Ag(Ⅰ)络合

后获得了具有成胶时间短，临界凝胶浓度低特性的配位聚合物水凝胶,并通过 SEM，CD 和流变等手段对该水凝胶的

结构和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银离子与配体 L1 配位作用形成了纤维状的稳定的水凝胶，临界凝胶浓度低至 1.5 

wt%，成胶时间仅仅为 45 s，与此同时，通过圆二色谱测定显示该水凝胶具有随机的手性信号，用手性溶剂(2R,3R)-2,3-

丁二醇以及(2S,3S)-2,3-丁二醇调节水凝胶的手性，成功获得单一手性方向的水凝胶。此外，该水凝胶对革兰氏阴性

菌大肠杆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展现出优异的抗菌效果。 

关键词：超分子水凝胶；手性调节；抗菌 

FP187 

黄金碳纳米管用于肿瘤的药物-光热联合治疗 

王大权,孟令杰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8 

化疗作为癌症临床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抗肿瘤药物的疏水性和非靶向性往往带给病人极大的痛苦。利用

碳纳米管极高的比表面积、特殊的纤维状结构羧化截短后可有利于其进入细胞内部等特性将其作为载体材料可以有

效提高药物的靶向输送，并体提高药物的使用效率。在以碳纳米管作为药物载体的同时，利用碳纳米管本身的光热

特性，将其用于具有非侵入性，靶向性和药物增强的的光热疗可能具有较好效果。因此，我们在羧化截短后的多壁

碳纳米管表面通过氧化聚合反应修饰了一层聚吡咯层，然后通过静电作用在其表面吸附了一层均匀分布的纳米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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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利用种子生长法成功的获得了纳米金层包覆的碳纳米管。并在该黄金碳纳米管表面利用一端巯基一端叶酸的聚

乙二醇进行了生物相容性修饰和靶向修饰，得到了具有高载药率/pH 敏感药物释放，极低的细胞毒性和高效的药物-

光热联合治疗效果的复合材料。 

关键词：碳纳米管；金纳米粒子；聚吡咯；光热疗；化疗 

FP188 

基于含氮高分子修饰石墨烯构建高性能眼用电刺激电极 

刘勇,晏露,桂庆元,董卡伦,董贡献,黄立斌 

温州医科大学 325027 

电刺激技术在提高神经元生存率和促进神经轴突生长方面表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理论上，是存在着通过电刺

激促进视神经节细胞及其轴突再生的可能性的。但是电刺激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最大的问题在于传统的刺激电极，

没有足够大的安全电荷注入限制（Qinj, 即电化学电容）。氮掺杂石墨烯作为高电化学活性催化剂的研究，近年来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吸电子原子氮在共轭碳环中的掺杂，使得相邻碳原子上的电子云部分转移到氮上，从而使得

这些碳原子处于相对缺电子状态，成为有效的电化学活性位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石墨烯共轭碳环结构的边缘引

入含氮高分子，也能有效的提高石墨烯的电化学活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简洁高效的边缘功能化球磨

法，将一系列的含氮生物相容性高分子如壳聚糖、DNA、导电聚合物等，掺杂修饰到石墨烯边缘，从而有效提高石

墨烯的电化学活性和生物相容性，并将其组装成眼用电极，用于电刺激促进视神经的再生。 

关键词：含氮高分子；石墨烯；电刺激；视神经；电化学活性 

FP189 

内填充 Fe3O4磁性碳纳米管的荧光修饰及其性能表征 

张文乔,谢荣荣,孟柳,曹阳,贾晓龙,蔡晴,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磁性纳米粒子修饰碳纳米管作为增强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复合材料领域，相对于传统将磁性粒子负载在碳纳米管

外部管壁，将其填充在碳纳米管内腔中，具有磁性粒子不易脱落、对碳纳米管管壁结构破坏小等优势。本文采用水

热法拟制备内部填充磁性 Fe3O4 的碳纳米管 Fe3O4@MWNTs 杂化体，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测试结果表明，成功得到了上述杂化体结构。通过控制外磁场强度、分散介质粘度等变量能够实现 Fe3O4@MWNTs

在外磁场中的可控取向。在此基础上利用 ATRP 法和荧光标记法对 Fe3O4@MWNTs 进行表面荧光标记，得到异硫氰

酸荧光素标记磁性碳管 Fe3O4@MWNTs-FITC。采用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CLSM 观察发现荧光标记碳管具有显著的

绿色荧光特性，采用荧光显微镜 FM 观察了细胞对荧光标记磁性碳管的吞噬状况，实现了其在细胞中的示踪性，结

果表明荧光标记磁性碳纳米管可以应用于细胞吞噬领域。 

关键词：碳纳米管；四氧化三铁；内填充；异硫氰酸荧光素 

FP190 

去细胞周围神经基质水凝胶及定向微通道导管的制备与性能 

饶子龙,刘晟,冯文娟,全大萍 

广州中山大学 510275 

去细胞基质是从天然组织中提取得到的生物材料，由于其保持了天然组织的微观形态和生物活性组分，在组织

工程修复中是一种良好的生物支架的原材料。为制备可用于神经修复的组织工程生物支架，本文设计从猪周围神经

中通过脱细胞技术提取去细胞周围神经基质，利用蛋白质自组装的原理将其制成具有纳米纤维网络结构的脱细胞基

质水凝胶，其具有与天然组织相匹配的力学性能。同时，该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温敏性和可注射性，在修复不规则神

经损伤中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定向冻干技术是利用水凝胶内部冰晶的定向生长来制备单轴的微通道结构，可以用来

模拟构建神经内膜管的结构，实现组织工程支架结构上的仿生。因此，我们利用去细胞周围神经基质水凝胶通过定

向冻干技术制备了一种具有定向微通道结构的神经导管，在保留其纳米纤维网络结构的同时，微通道尺寸可以在

20μm-100μm 之间实现精确调控。这种定向排列的微通道可引导神经轴突定向延伸，以促进损伤的修复。 

关键词：神经修复；去细胞基质；水凝胶；纳米纤维；定向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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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91 

丝素蛋白/纳米羟基磷灰石构建复合骨钉的结构与性质 

徐瑞,常春雨,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丝素蛋白(SF)是由蚕茧中提取的绿色可再生资源，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生物相容性以及环境稳定性，在生物医

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论文中我们以 SF 为基体，通过添加具有骨传导性的纳米羟基磷灰石（nHA）制备一系

列骨折固定材料，解决现有人体可吸收骨折固定材料在临床应用中力学性能不足的问题。通过合理设计 nHA 在 SF

基体中的固含量，分别构建固含量为 0 wt%、25 wt%、50 wt%和 75 wt%的复合材料。研究 SF/nHA 复合材料的化学

结构和力学性能，弄清材料力学性能增强的主要原因。本论文有望为制备高强度人体可吸收骨折固定材料提供新方

法。 

关键词：丝素蛋白；羟基磷灰石；骨折固定材料；人体可吸收 

FP192 

聚合物配体修饰的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作为 MRI 造影剂的研究 

严微 1,2,郭娇娇 1,2,向晨阳 1,2,杨维涛 3,王俊 3,张兵波 3,易昌凤 1,徐祖顺 1,金尚彬 2,谭必恩 2 

1.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3.同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纳米科学研究院 

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因其大的比表面积、低毒性及超顺磁性在生物医用领域有着极大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带

有巯基的亲水性聚合物 PTMP-PVP 作为稳定剂，制备得到水溶性的、稳定均一的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

MIONs@PTMP-PVP,测试了该颗粒的粒径、形貌、稳定性及饱和磁化强度。细胞活性测试结果表明，该颗粒在不同

类型的细胞体内有良好的生物适应性。体外弛豫表明，r2 / r1是 42.5，该颗粒可用作为 T2 造影剂。体内活体成像结果

表明该纳米颗粒能够在小鼠肝脏部位有效富集，之后通过体内代谢逐渐排除体外，显示出该颗粒作为 T2 造影剂的潜

能。 

关键词：磁性纳米颗粒；聚合物配体；造影剂 

FP193 

激光调控可控自由基聚合制备 PEG 聚合物刷的动力学研究 

沙金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表面聚乙二醇（PEG）聚合物刷的制备对于生物医疗、界面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椭圆偏光仪、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和光学显微镜等方法表征了激光催化三(2-苯基吡啶)合铱（Ir(ppy)3）可控自由基聚合制备的

图案化 PEG 聚合物刷的厚度、表面化学组成和图案结构；探讨了 Ir(ppy)3 催化体系下激光调控表面自由基聚合过程

的动力学过程，提出描述 Ir(ppy)3 催化条件下表面自由基聚合过程的分段动力学模型。实验数据的模型拟合研究表明

自由基“迁移”终止模型较好地描述 PEG 聚合物刷生长过程(R2＞0.946)：聚合初始阶段提高催化剂浓度、光照强度、

单体浓度和引发剂接枝密度均可提高聚合物刷的生长速率；随光照时间增加自由基“迁移”终止效应会抑制聚合物刷厚

度的持续增长，提高光照强度和单体浓度会降低自由基“迁移”终止效应，而提高催化剂浓度和引发剂接枝密度提升自

由基“迁移”终止效应。 

关键词：激光调控；三(2-苯基吡啶)合铱；可控自由基聚合；PEG 聚合物刷；动力学 

FP194 

基于穿膜肽和金纳米棒构建的可激活的光动力学疗法结合光热疗法用于肿瘤的成像与

治疗 

邱文秀,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我们设计了 GNR-ACPP-PpIX 纳米体系（简称为 GNR-ACPI），用于双成像指导下的可激活光动力治疗（PDT）

和光热治疗（PTT）。在 GNR-ACPI 中，我们使用包含有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敏感多肽序列 GPLGLAG 的可

激活细胞穿膜肽（ACPP）为桥梁，将原卟啉（PpIX，PDT 试剂）修饰到金纳米棒（GNR）表面。首先，由于 GNR

的强近红外光吸收和 ACPP 特殊的“U 型”结构使得 PpIX 和 GNR 接触紧密，导致 PpIX 的光活性被 GNR 有效地淬灭。

然而，纳米粒子一旦到达肿瘤部位，GPLGLAG 序列被肿瘤细胞过度表达的 MMP-2 水解，导致残留的细胞穿膜肽

（CPP）键合的 PpIX（CPP-PpIX）释放与光活性的恢复。此外，在 CPP 的帮助下，PpIX 可以更有效地被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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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从而大大提高 PDT 的疗效。另一方面，GNR 还可以用于光热成像和光热治疗。 

关键词：光动力学治疗；可激活的穿膜肽；肿瘤靶向 

FP195 

细胞膜修饰仿生药物载体在肿瘤治疗中的研究 

吴敏,刘馨刚,陈琪,陈宇轩,黄国俊,潘之渊,白宏震,周峻,汤谷平 

浙江大学 310028 

纳米材料在肿瘤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提高癌症药物的输送效率、增强癌症疫苗的免疫原性等，但是

纳米材料的应用仍面临巨大挑战：作为生物体的外源物，容易被机体免疫系统和肝脏、肾脏排毒系清除，肿瘤特异

靶向，高效率进入肿瘤细胞等。因此，发展一个理想靶向的纳米材料作为药物运载体系在肿瘤治疗领域非常关键。

近年来，基于活性细胞膜的仿生纳米材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门的关注，为药物传递和疫苗提供了新平台。在本研究

中，设计用黑色素瘤细胞膜（CM）包裹载 DOX 的阳离子聚合物（HPAD）的制备仿生纳米材料 CM-HPAD。在体外

实验证明了 CM-HPAD 具有癌细胞膜的特征蛋白，能靶向同源肿瘤，增加药物 DOX 疗效。体内实验证明了 CM-HPAD

具有较强抗肿瘤活性及较好生物相容性好，安全性高。 

关键词：纳米材料；癌细胞膜；仿生纳米材料；阳离子聚合物 

FP196 

可变形的多肽纳米载体用于抗多药耐药 

张驰,刘理涵,邱文秀,张瑶慧,宋文,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多药耐药已成为肿瘤化疗过程中很大的障碍。为了克服多肽耐药，我们设计了一种可变形的多肽纳米载体通过

特异性靶向细胞膜并在细胞膜上自组装来克服多药耐药。这种纳米载体是由组织蛋白酶 B 响应以及细胞膜靶向的多

肽 CTGP（C16-K(TPE)-GGGH-GFLGK-PEG8）与阿霉素 DOX 自组装形成。基于肿瘤区域过度表达的组织蛋白酶 B

特异性地切断 GFLG 多肽序列，纳米载体解体并转变为网状纤维结构。与此同时，由于多肽烷基链的细胞膜嵌合作

用，解体后的纳米载体能主动靶向到细胞膜，并在细胞膜表面形成致密的纤维结构。这种纳米纤维能限制 DOX 外排

并抑制 P 蛋白的活性，从而增强其抗多药耐药能力。这种可变形的多肽纳米载体通过在细胞膜表面自组装形成纳米

纤维将在耐药疾病的治疗上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细胞膜；多肽；自组装；多药耐药；化疗 

FP197 

沟槽表面内皮细胞特异性响应以及取向内皮层抗血栓功能提升的研究 

陈佳炎,任科峰,计剑 

浙江大学 310027 

血管植入材料表面的再内皮化以及新生内皮层功能的正常化对于减少术后并发症、维持长期安全性至关重要。

研究发现体内取向的内皮层结构有益于提升内皮功能，使内皮层具有更好的抗粥样动脉硬化的效果。但是取向内皮

层的抗血栓功能尚不明确，值得我们的关注。本文利用微米沟槽结构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基底诱导内皮细胞

取向，形成取向内皮层，并对细胞行为和内皮层功能进行了相应表征。结果表明内皮细胞在沟槽表面的黏附和迁移

行为具有特异性和尺寸依赖性，具体表现为细胞伸长取向的程度以及迁移定向性和速率的差异。此外，与平面上形

成的无规内皮层相比，沟槽表面上形成的取向内皮层血分泌更多的前列环素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凝血时间更

长，具有潜在更好的抗血栓功能。本研究揭示了内皮细胞在不同尺寸沟槽表面的响应行为，较为深入地探索了取向

内皮层的抗血栓功能，为进一步优化血管植入材料表面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沟槽；内皮细胞；响应行为；取向内皮层；抗血栓功能 

FP198 

用于骨修复的形状记忆高分子复合材料的研究 

张原驰,胡金莲 

香港理工大学 999077 

骨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撑人体，保护软组织。但是由于现在人口老龄化

加重，由于骨折，骨质疏松，疾病等导致骨损伤、骨缺损愈发常见。随着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修复材料

开始被不断地用于临床骨修复治疗之中。其中，形状记忆聚合物具备性能容易控制及可自发恢复初始形态等优点逐

渐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的形状展开，形状回复，形状自适应等都是其它生物医用材料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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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功能，可以满足新型外科手术，新型医疗器械对材料特殊功能的要求。同时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可以根据需

要通过结构设计灵活调整其形状记忆性能和生物力学性能。在本研究中，首先使用羟基磷灰石和 RGD 三肽作为修饰

材料合成形状记忆聚氨酯复合材料。然后考察了材料的结构，力学，形状记忆性能以及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力学性能。 

关键词：形状记忆高分子复合材料；羟基磷灰石；RGD 三肽；骨修复 

FP199 

基于可降解有机硅材料的双重载药体系的制备及研究 

曾旋,李江蓝,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院 430072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可降解有机硅的纳米胶囊载体，用于同时装载大分子和小分子药物模型，选择荧光素作为

小分子药物模型，罗丹明标记的壳聚糖作为大分子药物模型。荧光素通过亚胺键共价键合在纳米胶囊表面，在内涵

体的酸性环境下可断裂释放。可降解有机硅将壳聚糖封装在纳米胶囊内部，并在癌细胞内高浓度的还原型谷胱甘肽

作用下降解，释放出壳聚糖。我们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测纳米胶囊形貌，结果显示壳聚糖内核尺寸约为 25nm，硅

层厚度约为 5nm。纳米胶囊的体外释药实验结果显示载体具有酸敏感和还原敏感性。我们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测

有机硅层的降解过程，发现硅层逐渐变大，同时结构逐渐松散，最后破裂,导致内部药物释放。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和流式细胞术对纳米胶囊在 HeLa 细胞和 COS7 细胞中的释药行为进行观测，结果表明大小分子药物在 HeLa 细胞

中均有特异性释放。 

关键词：可降解有机硅；双重载药；谷胱甘肽；酸响应；大分子封装 

FP200 

过氧化氢响应的比率计纳米探针用于循环肿瘤细胞的鉴定和结直肠癌的诊断 

李纯婷,朱新远,李培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临床上，循环肿瘤细胞(CTC)的计数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循环肿瘤细胞的鉴定和计数

主要依赖于肿瘤细胞表面特定抗原的抗体来鉴定，但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成本很高且受限。由于 CTC 具有高度的

异质性且在形成过程中会经历上皮间质转换，导致传统 CTC 的鉴定方法会产生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因此，我们制

备了一种高效的比率计纳米探针通过对细胞内的过氧化氢(H2O2)成像来鉴定 CTC。H2O2 响应的疏水香豆素硼酸酯和

异硫氰酸罗丹明 B 接枝到亲水乙二醇壳聚糖上，在水中可自组装形成具有优异荧光性能的比率计纳米探针。该比率

纳米计探针和肿瘤细胞内高水平的 H2O2 反应使硼酸酯脱保护香豆素的蓝色荧光增强，而罗丹明 B 红色荧光则保持不

变。通过两者之间的比率变化可定量检测 H2O2 含量。该纳米探针克服了由于细胞表面蛋白丢失造成假阴性和结果和

纳米探针细胞摄取量不同而造成的误差，在临床上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循环肿瘤细胞鉴定；过氧化氢检测；比率计纳米探针 

FP201 

超分子包合物作为靶向基因传递系统 

孙云霞,邱文秀,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学院 430072 

利用主客体相互作用制备了超分子靶向基因传递系统 PEI-CD/Ad-GRGDS。该传递系统可以很好地络合 DNA，

形成尺寸均一的球形纳米粒子。荧光素酶表达实验表明 PEI-CD/Ad-GRGDS 介导 pGL-3 质粒 DNA 在 HeLa 细胞中的

转染效率明显高于 PEI-CD 介导的转染效率。激光共聚焦表明 PEI-CD/Ad-GRGDS 对表面过度表达整合素受体 αvβ3

的细胞有明显的靶向性。荷瘤 H22 细胞小鼠模型皮下注射结果表明，PEI-CD/Ad-GRGDS 介导 DNA 的转染效率高于

PEI-CD 介导的转染效率。小鼠尾静脉注射结果表明 PEI-CD/Ad-GRGDS 介导 pORF-LacZ 在肿瘤组织的分布要明显高

于在其它组织器官的分布。体外细胞实验和体内动物实验均表明 PEI-CD/Ad-GRGDS 对表面过度表达整合素受体 αvβ3

的肿瘤细胞有很好的靶向能力，同时证明这类基因传递系统在肿瘤的靶向治疗方面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基因传递；主客体作用；转染效率；靶向性；整合素受体 

FP202 

通过点击化学制备用于骨关节炎治疗的可注射透明质酸流动凝胶 

蔡志祥,张洪斌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0240 

透明质酸（HA）由于具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包括生物可降解性、生物相容性、无免疫性和高持水性等，作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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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特别是凝胶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然而，透明质酸凝胶力学性能较差且本身易降解的不足大大限

制了其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范围。在本研究中，为降低透明质酸的易降解性和提高其力学性能，我们制备了透明质

酸流动凝胶，主要是通过二乙烯基砜（DVS）修饰 HA 获得 HA 衍生物（HA-VS），再将其与巯基化的 PEG（SH-PEG-SH）

通过点击化学反应来制备透明质酸凝胶（HA-VS-PEG），然后将 HA-VS-PEG 凝胶破碎与 HA 溶液混合制备可注射流

动凝胶。对可注射透明质酸流动凝胶流变学性质和生物相容性研究表明，所制备的可注射流动凝胶可用作骨关节炎

治疗的外源性粘弹性补充剂。 

关键词：透明质酸；流动凝胶；点击化学；骨关节炎 

FP203 

pH 和脂肪酶敏感的聚氨酯胶束在根除细菌生物膜领域的研究 

罗建斌,苏玉玲,赵礼礼,孟凡翠 

西南民族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 610041 

本文通过自组装制备了三种不同结构的聚氨酯胶束（PEG-c-PU、PEG-g-PU 和 PEG-b-PU），其内核为疏水 PCL，

外壳为亲水链 PEG。用 DLS 表明刷型结构的 PEG-g-PU 胶束具有 pH 诱导的电荷翻转功能，而 PEG-g-PU 和 PEG-b-PU

没有发现明显的电荷翻转。以三氯生为模型药物，用透析法将疏水性药物包载于胶束疏水空腔，显示了相对优异的

包封率和载药率，同时，疏水性内核 PCL 在细菌脂肪酶作用下加速降解并释放药物。MIC 和 MBC 的数据表明，相

对于游离三氯生，将三氯生包载于胶束内核能显著提高其抗菌性能。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显示包载荧光染剂

（尼罗红）的 PEG-g-PU 胶束可以渗透到整个细菌生物膜内。此外还发现，电荷翻转型的载药 PEG-g-PU 胶束较其它

两种载药胶束具有更好的抗生物膜活性。因此，刷型结构的 PEG-g-PU 胶束可用于输送疏水性药物同时根除细菌生物

膜。 

关键词：三氯生；聚氨酯胶束；脂肪酶敏感；电荷翻转；生物膜 

FP204 

自放大芬顿反应聚合物纳米胶束的构筑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汪钰恒,葛治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肿瘤细胞相对于正常细胞，缺乏完善的活性氧清除能力。因此，可以通过提高肿瘤组织的活性氧浓度杀死肿瘤

细胞。本研究构筑了一个选择性提高肿瘤组织中过氧化氢(H2O2)浓度，同时通过芬顿反应将其转变为活性更高的羟基

自由基的聚合物胶束体系。首先，设计了两嵌段聚合物，一段为聚乙二醇，一段为环糊精分子修饰的的聚谷氨酸。

将该嵌段聚合物和十六烷基二茂铁，抗坏血酸棕榈酸酯在水溶液中共组装，得到稳定的核-壳结构胶束。嵌段聚合物

中环糊精分子的内部空腔可以络合二茂铁，稳定胶束结构。静脉注射后，在肿瘤组织中实现粒子富集，同时抗坏血

酸在药理学浓度下促进产生过氧化氢，在二茂铁催化下，引发芬顿反应产生大量的羟基自由基，对肿瘤细胞进行破

坏，达到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关键词：活性氧；芬顿反应；聚合物胶束；肿瘤治疗；主客体作用 

FP205 

酸敏感细胞膜靶向嵌合肽用于光动力学治疗 

刘理涵 1,2,张先正 2 

1.南方医科大学；2.武汉大学 

细胞膜是细胞的重要保护屏障，细胞膜靶向治疗有望于成为一种高效抗肿瘤的治疗方法。本文构建了一种新型

酸敏感嵌合肽 C16-PRP-DMA 用于细胞膜靶向光动力治疗（PDT）。C16-PRP-DMA 在微酸性环境中脱去侧基保护基团

DMA 后，能够靶向肿瘤细胞膜。在光照射下，插入的 C16-PRP-DMA 产生的活性氧（ROS）直接破坏细胞膜并迅速

诱导细胞坏死，从而显着增加 PDT 效果。本文构建的酸敏感细胞膜靶向嵌合肽为利用 PDT 高效抗肿瘤提供了新的前

景。 

关键词：嵌合肽；细胞膜靶向；光动力学治疗；酸敏感 

FP206 

胶原/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水凝胶的研究 

陈可可,范夏莲,汤克勇 

郑州大学 450000 

角膜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视觉，理想的角膜替代材料应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力学性能和修复性能等。本文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iki.cnki.com.cn%2FHotWord%2F1350202.htm&q=CLSM%E6%BF%80%E5%85%89%E5%85%B1%E8%81%9A%E7%84%A6&ts=1496206753&t=9f33b29219d7ba42536b4d6adb1c811&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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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PHEMA）为原料，以碳酸钙颗粒为制孔剂，利用颗粒浸出技术制备

了具有多孔结构的 PHEMA 水凝胶。通过浸泡胶原溶液泡和冷冻干燥得到胶原/PHEMA 复合材料，然后通过 EDC/NHS

交联其中的胶原，制备了胶原/PHEMA 水凝胶。使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内部及表面形貌进行表征。采用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样品扫描得到红外扫描图，此外，还对其溶胀能力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本文制备的胶原

/PHEMA 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溶胀能力，水含量可达到 62%，接近人体角膜的水含量 78%；胶原/PHEMA 的红外光谱

图中可看到胶原酰胺带特征峰、PHEMA 的特征峰；复合材料内部结构由多孔结构构成，孔径约为 5-10μm，能够运

输细胞生存以及生长需要的水、氧气以及营养物质。 

关键词：胶原；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多孔水凝胶；角膜疾病 

FP207 

一种可控双硫键水凝胶的通用构筑方法 

曹庆辰,王星,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水凝胶是一种具有三维交联网状结构的高分子材料，因其具有保水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特点在生物医用领

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水凝胶具有独特的交联网络结构，若能通过简便地控制交联度实现凝胶性能的精确调控，

对拓宽水凝胶医用材料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合成方法以构建一类双硫键连接核

壳结构的两亲性高分子，我们将含有双硫键的 PEG 分子与两种多氨基内核利用酰胺键分别键接，得到了两种双硫键

凝胶前体；表征了两种凝胶前体的化学结构；进一步研究了不同交联时间对水凝胶微观形貌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制备得到的两种双硫键凝胶前体均能在碱或光照的条件下实现水凝胶的可控制备。通过触发或终止体系巯基

双硫键交换反应可精确控制交联反应的引发、终止及再引发，进而可以得到不同交联程度的水凝胶，同时水凝胶的

力学性能能够实现精确调控。 

关键词：可控；双硫键；水凝胶；POSS 

FP208 

温敏性可降解聚合物的设计与合成 

文联磊,肖艳,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目前，大多数温敏性聚合物是不可降解性聚合物。然而可降解性聚合物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设计了一个思路合

成温敏性的可降解聚己内酯，有望在生物医药材料领域得到应用。首先以 4-甲酸乙酯环己酮为原料，制备了 4-异丙

基甲酰胺己内酯，然后经过开环聚合，合成侧基含有酰胺键的聚己内酯（PNICL），研究发现，合成的 PNICL 随着

聚合度的增大，由于 PNICL 的骨架的疏水作用，变得不溶于水。另外低聚合度的 PNICL 表现出 LCST 型温敏性。

将 4-异丙基甲酰胺己内酯与己内酯进行开环聚合，制出聚((4-异丙基甲酰胺-ε-己内酯)-co-(ε-己内酯))P(NICL-co-CL)

共聚物，研究发现共聚物中 NICL 的含量越多，共聚物的的降解速率越快。制备的侧基含有酰胺键的聚己内酯很好的

温敏性和可降解性，有望应用到生物医用材料领域。 

关键词：温敏性；可降解；聚己内酯；酰胺键 

FP209 

脂溶性茶多酚稳定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人工关节研究 

任悦,尹华模,徐家壮,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因其良好的耐磨性、力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已被广泛用于全置换人工关节的耐

磨内衬。然而，采用辐照交联的方式虽然提高了 UHMWPE 的耐磨性，却加速了材料的氧化。因此，改善辐照交联

UHMWPE 材料的抗氧化性成为 UHMWPE 人工关节研究的热点。本文研究了天然脂溶性茶多酚（ls PPT）对辐照交

联 UHMWPE 的抗氧化性、交联密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在氧化诱导实验中，纯样在 1min 内即出现明显氧化，而加

入 0.2 wt% ls PPT 后 150 kGy 下 14.6 min 才发生氧化；相同辐照剂量下 ls PPT/UHMWPE 的交联密度以及力学性能与

纯 UHMWPE 几乎一致，证明 ls PPT 对辐照交联没有明显抑制作用且未对材料的力学性能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ls PPT 可以作为 UHMWPE 的新型抗氧剂，从而获得高抗氧、高交联度的 UHMWPE 人工关节材料。 

关键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人工关节；耐磨性能；力学性能；抗氧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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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0 

双重响应超分子嵌段共聚物非病毒载体的构建及其基因转染研究 

吾麦尔·亚森,朱新远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与传统共价基因载体相比，超分子基因载体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性能优势，比如低的细胞毒性、优异的生物降解

性及智能的环境响应性，然而，超分子基因载体在生理条件下易被解离，致使其转染效率偏低。为了实现高效的基

因治疗，超分子基因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物稳定性以使其能够克服各种细胞障碍。为此，本工作结合了传统共价

聚合物和超分子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优势，利用非共价策略通过偶氮苯和 β 环糊精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设计制备了结

构可控、生物性能可调的新型的双重响应的智能超分子两嵌段共聚物，实现了超分子聚合物的动态可逆性与生物稳

定性的动态平衡。这类超分子共聚物与 DNA 形成了核壳纳米复合物，体现了良好的 DNA 压缩能力以及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和生物稳定性，其不仅显著改善了生物稳定性和长循环能力，而且在 450nm 可见光或者酸等生理环境下实现

了 DNA 的可控释放。 

关键词：超分子嵌段共聚物；生物稳定性；动态可逆性；450nm 可见光；基因治疗 

FP211 

一种克服细胞对顺铂耐药性的聚合物纳米载药体系 

韩钰,葛治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顺铂等铂类药物作为临床使用最广泛的化疗药物之一，除了其毒副作用，肿瘤细胞耐药性的产生也是限制其在

临床治疗的效果。耐药性的产生主要有三部分原因：细胞对铂摄取量减少、铂被细胞内金属硫蛋白(MT)和谷胱甘肽

(GSH)解毒、DNA 自修复。本研究一段为聚乙二醇，一段为含苯硼酸酯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的两嵌段聚合物

(PEG-PBEMA)设计了新型纳米载药胶束并用于负载四价铂。实验结果显示，耐药性 A549R 细胞对通过该载体负载的

铂类药物 (Pt(IV)-PEG-PBEMA)的摄取量是顺铂的 7.1 倍；A549R 细胞的 GSH 浓度降低至原来的 60%。

Pt(IV)-PEG-PBEMA(细胞半数细胞只是量 IC50=0.198 μM)对 A549R 毒性远高于顺铂(IC50=33.15μM)，而且能有效地抑

制 A549R 荷瘤小鼠的肿瘤生长。该体系能有效克服肿瘤细胞对铂类药物的耐药性，在基于铂的肿瘤化疗方面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顺铂；纳米载药体系；耐药性；谷胱甘肽；苯硼酸 

FP212 

“Bottom-Up” 方法构建两亲性超支化聚药-光敏剂单分子胶束用于肿瘤化疗-光动力联

合治疗 

孙佩,朱新远,金鑫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化疗-光动力联合治疗能够克服单一肿瘤治疗方法带来的多药耐药以及其他副作用，因而成为提高肿瘤治疗效果

的重要手段。考虑到纳米载药体系在体内的稳定性，大量文献通过后合成法构建了共价键连接的纳米载药体系用于

化疗-光动力联合治疗。然而这类后合成方法涉及到复杂的合成步骤以及繁琐的纯化工作，因而发展一种简单灵活的

制备方法引起了科学工作者们极大的兴趣。本文利用 “bottom-up” 方法简便地构建了一种新型两亲性超支化聚药-光

敏剂单分子胶束（hPCBE）用于肿瘤化疗-光动力联合治疗。通过将化疗药物与光敏剂分别进行修饰，得到可聚合前

药／光敏剂。随后通过“bottom-up” 方法将二者共聚一步构建超支化聚药-光敏剂内核，在其表面覆盖亲水单元后得到

hPCBE。hPCBE 在水中以稳定的单分子胶束形式存在，且与单一的化疗或光动力治疗体系相比，hPCBE 展现出更高

的肿瘤细胞毒性。 

关键词：“bottom-up” 方法；单分子胶束；化疗-光动力联合治疗；药物输送 

FP213 

包载荧光分子聚合物胶束用于脊髓荧光成像 

肖春生 1,柳万国 1,2,胡志鹏 1,杨怀林 1,庄秀丽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骨科 

术中神经损伤，会导致病人麻木、疼痛甚至瘫痪，是外科手术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因此，对神经组织进行术中

监护，避免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是改善手术预后的重要保障。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合成了一种具有髓磷脂特异结合

能力的荧光分子（1,4-二（对氨基苯乙烯）-2-甲氧基苯, BMB），并将其担载在聚合物胶束中，再通过腰椎硬膜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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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实现了对兔子脊髓的快速荧光成像。我们方法的优点在于；1）硬膜外注射对脊髓无损伤；2）BMB 在低剂量条

件下，也可有效实现全脊髓荧光成像；3）荧光成像速度快——5 分钟内实现全脊髓造影；4）荧光成像时间可持续 8

小时，满足几乎所有脊柱相关外科手术要求。进一步研究表明，所包载的荧光分子是通过脑脊液输运快速完成全脊

髓荧光成像，而且这种成像方法能有效监测术中脊髓损伤状况。 

关键词：高分子胶束；荧光成像；脊髓损伤 

FP214 

新型氮磷掺杂量子点的合成及其在维生素 B12 检测中的应用 

王明乾,吴石山,刘亚军 

南京大学 210046 

碳量子点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化学稳定性和光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易于表面改性和处理等优点。但是

现在关于碳量子点的理论还不健全，种类较少，影响了碳量子点的研究和应用进展。水体中重金属钴离子浓度超标

时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本文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氮磷掺杂碳量子点，检测环境中的钴离子及维生素 B12，发现

有着比较低的检测限。具体来说，本文使用胞磷胆碱（CDPC）和乙二胺为原料，水热法合成氮磷掺杂碳量子点，采

用多种表征手段研究了其粒径尺寸、表面形貌、化学组成。还使用钴离子和维生素 B12 探究了其有优异的重金属离

子检测能力。结果表明，新型的氮磷掺杂碳量子点具有优异的荧光性能，量子产率达到 18.3%，而且具有很好的耐酸

碱性、耐盐性、耐晒性。同时，新型量子点能有效的特异性检测钴离子和维生素 B12，其检测限达到 10μmol。因此，

新型氮磷掺杂量子点在钴离子和维生素 B12 的检测上的应用展现了巨大的前景。 

关键词：碳量子点；检测；钴离子；维生素 B12 

FP215 

热聚赋形介导蛋白二硫键纳米组装及用于靶向载体 

温亚,李永勇 

同济大学 200092 

蛋白纳米粒具有优越的生物相容性及丰富的表面功能基团，用于药物递送系统具有更高的生物安全性及易于多

功能修饰，因而具有广泛的生物医学应用前景。本工作从蛋白质的化学结构特点出发，利用蛋白结构中少量巯基与

二硫键，发展了一种预先热组装随后二硫键氧化交联的方法制备蛋白纳米粒。所得蛋白纳米粒尺寸可控；内部形成

二硫键交联的稳定的网络结构；RGD 功能化修饰后，纳米粒靶向能力显著增强。组装过程研究发现热处理可有效暴

露蛋白内部巯基，然后在氧化条件下形成蛋白间二硫键交联的网状结构。该方法简便、绿色、高效，所制备蛋白颗

粒粒径可控，储存及生理稳定性好，可有效缓解传统的制备方法存在纯化不彻底、颗粒不稳定等严重缺陷。此方法

在卵清蛋白与牛血清白蛋白模型蛋白上均得到证实。鉴于众多蛋白富含自由巯基及二硫键，所发展新方法有望发展

为一种通用性的蛋白组装方法，在药物递送系统及免疫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关键词：蛋白纳米粒；卵清蛋白；二硫键 

FP216 

原位催化释放一氧化氮含硒聚氨酯的合成及其抗凝血性能研究 

屈宝留,吕红英,杨小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血栓形成是血液接触医疗装置面临的最常见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NO 是具有强效的抑制血小板粘附和激活的

特性。本工作将联硒二醇小分子以扩链剂的形式共价引入聚氨酯分子链中，基于该含硒聚氨酯的共混薄膜 PU-Se-50，

能够催化内生 GSNO 分解持续释放 NO，在 PBS 缓冲液中浸泡 7 天后，仍然具有较高的催化 NO 释放速率（> 

2.0×10-10mol·cm-2·min-1）。同时，抗凝血实验结果表明，PU-Se-50 具有优异的抗血小板粘附和激活的能力，相比于对

照 PU，血小板粘附量减少了约 85%。此外，PU-Se-50 浸泡 24h 的浸提液培养细胞，细胞存活率高于 90%，几乎没有

表现出细胞毒性。以上结果表明：该含硒共混薄膜制备工艺简单，具备持续释放 NO 的能力，表现出了优异的血液

和细胞相容性，具有潜在的医疗应用价值。 

关键词：含硒聚氨酯；催化 NO 释放；长期；抗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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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7 

不同结构脂肪族聚酯的结晶及降解行为研究 

蒋妮,甘志华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乳酸（PLLA）和聚(e-己内酯)(PCL)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但

是 PLLA 性脆而硬，而 PCL 韧性高但降解慢且熔点低限制了两者应用。通过物理及化学方法混合，利用两者的协同

作用弥补单一聚合物缺陷，获得材料性能的优化，对于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醇为引发剂，

通过调控单体与引发剂的摩尔比，合成一系列结构规整、组分可控的线性 PLLA、PCL、左旋聚乳酸-b-聚(ε-己内酯)

（PLLA-b-PCL）、聚（左旋丙交酯-co-ε-己内酯）（PLLA-co-PCL），从而构建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化学结构的二元聚合

物体系：PLLA/PCL、PLLA-b-PCL、PLLA-co-PCL，系统研究了化学结构及组成对聚合物两相相容性、结晶行为和

降解行为的影响，阐明了聚合物的结构与结晶及降解性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为拓展材料在组织工程领域的应用

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聚乳酸；聚己内酯；降解；化学结构；结晶 

FP218 

猪外周神经去细胞基质水凝胶的生物学性能检测 

徐毅炜,全大萍 

广州中山大学 510275 

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再生问题一直是神经科学界和医学界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上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的重大难题，而组织工程是一种很有希望的促进 CNS 再生的途径之一。水凝胶是一种由亲水聚合物高度交联组成的

组织工程材料，其具有高水含量和与组织类似的力学性能，所以非常适合用于软组织如脑部以及脊髓的修复。 

由去细胞外基质所形成的水凝胶由于其天然的成分而有着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结合水凝胶的优点，是非常有前

途的 CNS 修复支架材料，多种去细胞外基质水凝胶已经被用于不同组织的修复。而外周神经来源的去细胞外基质水

凝胶用于 CNS 修复的影响仍未见报道，研究其生物学性能有利于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功能改性，以改善其脊髓损

伤修复的效果。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去细胞过程对猪外周神经成分的影响，包括其 DNA，胶原和硫酸糖胺多糖(sGAG)的含量。

然后，我们还检测了外周神经去细胞外基质水凝胶与神经干细胞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中枢神经系统；水凝胶；外周神经；神经干细胞 

FP219 

羟基磷灰石接枝右旋聚乳酸/左旋聚乳酸共混体系的结晶行为 

宁振勃,甘志华,郭育琪,蒋妮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乳酸/羟基磷灰石（PLA / HA）复合材料具有生物活性、生物相容性及可降解性，但聚乳酸与羟基磷灰石的相

容性差，通过 HA 表面接枝右旋聚乳酸（PDLA）不仅能够改善 HA 与 PLLA（左旋聚乳酸）两相间的相容性，而且

能够在共混体系中形成立构复合晶（stereocomplex crystallites）从而对共混物中 PLLA 的结晶性能进行调控。本文对

HA/PLLA、HA-g-PLLA/PLLA、HA-g-PDLA/PLLA、PDLA/PLLA、HA/PDLA/PLLA 等共混体系进行不同熔融温度处

理（190oC 和 230oC）并对结晶行为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接枝于 HA 表面的 PDLA 能有效加快立构复合晶的形成并加

快 PLLA 的结晶速率，并且经 230oC 热处理后，接枝的 PDLA 与 PLLA 所形成的立构复合晶的促结晶效果受到的影

响较小，说明该体系中的立构复合晶能够在熔融降温或等温过程中快速再形成并发挥成核剂的作用。 

关键词：聚乳酸；羟基磷灰石；立构复合晶；结晶；成核 

FP220 

一种用于磁共振成像和光热治疗的纳米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夏明春,唐建斌,叶明舟 

浙江大学 310027 

光热治疗(PTT)是利用具有较高光热转换效率的材料在近红外光照条件下将光能转化为热能，导致肿瘤细胞局部

高温，从而杀死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在过去的几年间，很多种具有强近红外吸收的纳米材料都被作为光热试剂

用于肿瘤光热治疗。保证肿瘤有效地暴露在光照下在光热治疗中是必须的，但是仅依靠光热治疗不能获取肿瘤位置

或评价治疗效果，使 PTT 受到限制。所以发展具有成像功能和治疗效果的诊疗一体化纳米材料是非常必要的。本文

提供了一种简易的“一锅法”制备纳米材料的方法，所得纳米颗粒的 R1 值高达 9.6 mM-1s-1，在体内外实验中均展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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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欧乃影的造影效果。同时，这种纳米材料在近红外区有很强的吸收，在体内外实验中均呈现出较好的抗肿瘤效

果，实现了磁共振成像介导光热治疗。 

关键词：诊疗一体；光热治疗；磁共振成像 

FP221 

TPE-PLGA/HAP 纳米掺杂材料在制备前体中的分散性研究 

左云飞,杨飞,吴德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在纳米掺杂材料的制备前体中，由于纳米粒子比表面积大，表面原子比例高，极易团聚。而制备纳米复合材料

方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要对掺杂复合体系中纳米粒子分布进行有效的控制，研究纳米粒子在掺杂材料制备前体中

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合成了两种末端基团不同的聚合物 TPE-PLGA 和 TPE-PLGA-COOH，以及 HAP

纳米粒子，研究了 HAP 纳米粒子在不同聚合物制备前体中的分散情况，提供了一种纳米尺度下纳米掺杂材料颗粒能

均匀分散的方法。将带有负电荷的 TPE-PLGA-COOH 与表面具有正电荷的 HAP 纳米粒子在溶剂中进行自组装，得

到类似于胶束的结构，使纳米掺杂材料颗粒能均匀的分散于掺杂材料制备前体中，为制备均匀骨修复材料提供了一

种方法，同时也赋予聚合物聚集发光性能，便于监测材料降解，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纳米羟基磷灰石；聚乙交酯丙交酯；分散；聚集发光 

FP222 

细胞内传输抗肿瘤药物的还原响应性聚氨基酸胶束的制备 

许维国,庄秀丽,丁建勋,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氨基酸因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而在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该工作中

我们用氨基封端的聚乙二醇（mPEG-NH2）作为大分子引发剂，通过 S-叔丁基巯基-L-半胱氨酸 N-羧基酸酐（tBMLC 

NCA）开环聚合制备了甲氧基聚乙二醇-block-寡聚（S-叔丁基巯基-L-半胱氨酸）（mPEG-b-OBMLC）嵌段共聚物。

以此两亲性共聚物包裹阿霉素（DOX）制备还原响应性聚氨基酸胶束（PM/DOX）。该胶束的 DOX 释放速率和累计

释放量随着谷胱甘肽（GSH）浓度升高而增加。同时，PM/DOX 在 GSH 预处理的细胞中表现出更高效的细胞内吞和

更强的细胞毒性。相比游离 DOX，PM/DOX 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作用和较低的机体毒性。因此，鉴于简单的制备过

程、敏感的还原响应性和较好的肿瘤抑制效果，PM/DOX 在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聚氨基酸；胶束；还原响应；控制释放；肿瘤治疗 

FP223 

一种具有近红外光响应性质的可注射杂化水凝胶制备方法及应用 

陶娜,郑月圆,李娟,刘又年 

中南大学 410083 

具有智能响应性可注射性水凝胶是指一类可以通过注射方法植入体内并能够对刺激做出快速响应，使得载体本

身发生特定的物理或者化学变化，在药物负载、肿瘤治疗、伤口敷料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本文主要介绍了

一种包含 CuS 纳米粒子的明胶/结冷胶杂化凝胶体系，并将其用于抗肿瘤药物阿霉素的负载，有望应用于肿瘤的原位

光热治疗。这种杂化水凝胶中 CuS 纳米颗粒的尺寸在 5 nm 左右，在 808 nm 近红外光的刺激下，具有非常优异的光

热性质，在 37℃具有很好的可注射性和自愈合性质。 

关键词：刺激响应；水凝胶；药物控制释放；自愈合；可注射 

FP224 

基于喹啉的超氧阴离子双光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生物应用 

李润青,荣磊,雷琪,朱静宜,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超氧阴离子作为线粒体内最早产生的自由基，在细胞转导，氧感应和炎症反应等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在生物体内检测和示踪超氧阴离子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迄今为止，一些性质优良的超氧阴离子荧光探针已有报导，

然而可用于活体内监测的却屈指可数。近年来，由近红外区（700-900 nm）光激发的双光子荧光探针由于其穿透性强，

光损伤小，空间分辨率高等明显优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为了实现生物体内超氧阴离子的可视化检测及

其与某些病理过程的相关性评估，我们构建了基于喹啉荧光团的双光子荧光探针（HQ），用于特异性监测生物体内

的超氧阴离子水平。该探针本身基本无荧光，与超氧阴离子结合后由于共轭平面的扩大及分子内电荷转移过程（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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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明显的荧光增强。经验证后证明该探针在溶液及生物体内都对超氧阴离子有高灵敏度的特异性响应，且可用

于小鼠的肺炎模型讨论体内超氧阴离子水平与小鼠肺炎的关系。 

关键词：双光子；超氧阴离子；特异性检测；生物成像；肺炎 

FP225 

F127-苯胺四聚体共聚物可注射电活性水凝胶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金娥,连花,肖春生,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随着生物医学材料的发展，可注射电活性水凝胶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本文中，通过偶联反应，苯胺四聚体成功

接枝到 F127 链末端，一种新型的电活性共聚物被成功制备。产物的结构通过红外光谱、紫外光谱和 1H NMR 进行表

征. 共聚物溶液的循环伏安曲线表明，产物具有良好的电活性。而且，这种电活性共聚物水溶液表现出对温度敏感的

溶胶-凝胶转变特征，制得的水凝胶通过流变仪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苯胺四聚体的引入增强了凝胶的力学性能。通

过 13C NMR 和动态光散射测试证实，这种溶胶-凝胶的转变主要是由于 F127 中的 PEG 链段的脱水导致的。MTT 实

验表明这种电活性共聚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体内成胶实验表明共聚物溶液能在皮下形成良好的凝胶。因此这

种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可注射电活性水凝胶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空间。 

关键词：可注射；水凝胶；电活性 

FP226 

模板法制备不对称壳聚糖引导骨组织再生膜 

张利,涂英,陈晨 

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610064 

骨缺损以及骨折不愈合等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难题，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引导骨组织再生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为解决

上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由于可降解型膜材料组织相容性好、无细胞毒性，无需二次手术，可在植入后一定时

期内降解，不会引起机体不良反应，因此成为 GBR 材料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大部分的可降解性膜材料力学性能差，

不易操作，且其降解速率与骨组织愈合速度不匹配。为此，本文采用单通氧化铝模板法制备出不对称壳聚糖膜，以

此为膜基质材料，用三聚磷酸钠溶液对其进行交联，再与钙磷酸盐复合，以期得到兼具较好力学性能和高生物活性

且降解速率可控的 GBR 膜。结果显示，该不对称壳聚糖基引导骨组织再生膜的力学性能及降解速率均得到优化，且

初步的体外生物学评价结果显示，该不对称膜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未显示明显的细胞毒性。该不对称复合膜未

来有望作为一种可降解 GBR 膜而展示出应用潜力。 

关键词：引导骨组织再生术；壳聚糖；三聚磷酸钠；钙磷酸盐；不对称膜 

FP227 

多功能聚对苯撑乙烯的合成及其抗菌及成像研究 

袁焕祥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设计合成一种侧链连有甲基咪唑基团的阳离子聚对苯撑乙烯衍生物 PPV-M。带正电荷的 PPV-M 可以选择性地结

合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而不结合真菌。PPV-M 在光照条件下可敏化产生具有毒性的活性氧物种（ROS），

我们利用活性氧特异性检测探针 DCFH 检测 PPV-M 在白光照射下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发现在较低浓度和较低光剂量

条件下，PPV-M 具有较强产生活性能力，所以 PPV-M 在白光照射下可选择性地杀伤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

此外，由于 PPV-M 发绿色荧光并且带有正电荷，可以结合动物细胞，经过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表征，利用溶酶体

特异性燃料与 PPV-M 共定位，表明 PPV-M 可以进入细胞并且分布在溶酶体中。长期培养细胞发现，PPV-M 可以在

细胞中停留相对长的时间，并且在实验浓度范围内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表明 PPV-M 具有可以用于长期细胞成像的

潜力，用于观察癌细胞的分裂、迁移等行为。 

关键词：多功能阳离子聚合物；活性氧物种；光敏剂；选择性抗菌；溶酶体特异性成像 

FP228 

高内相乳液法制备烟草制品体外毒理学评价用三维细胞支架 

李茹洋,杨松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450001 

目前烟草制品体外毒性评价普遍采用平板单层细胞培养方法，细胞因缺少立体支架，失去原体内时的立体形态

和功能性，评价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采用高内相乳液法，采用丙烯酸对材料表面进行改性，制备了聚合物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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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多孔材料作为三维细胞支架，有利于细胞的粘附及生长过程中氧气，养料的输入和代谢废物的输出，此外，该支

架可为细胞提供与原体内类似的三维生长环境，更加真实反映细胞的体内生物学形态。以该三维细胞支架为载体，

进行人肺癌细胞的培养，考察细胞在此支架上的增殖分化情况，利用 Cell Counting Kit-8 试剂法检测细胞的生长数目，

并用扫描电镜观察细胞的增值分化形态。结果表明，在此三维细胞支架内肺癌细胞可贴壁并增殖生长，扫描电镜图

片表明细胞在支架内部可分化形成一定的形态，在材料表面形成细胞层，可成为一种新型烟草制品体外毒理学评价

用三维细胞支架，对吸烟与健康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内相乳液；聚合物互通多孔材料；三维细胞支架；人肺癌细胞 

FP229 

一种新型具有非对称结构的壳聚糖支架用于肌腱修复 

杨玲,王征科,胡巧玲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10027 

由于肌腱组织具有较差的再生能力和不完全修复行为，肌腱修复成为现今临床医疗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年

来，科学家研发了一系列针对肌腱损伤的手段，其中采用组织工程手段进行肌腱修复要求材料兼具微观孔隙结构和

优异的力学性能。本文采用自沉积的方法制备了一种新型壳聚糖（CS）基非对称支架，材料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能符

合肌腱修复的标准，通过体外将大鼠肌腱干细胞（TSPCs）种植在材料上研究结果表明在细胞分化过程中成肌腱的特

定基因和蛋白具有更高水平的表达；随后，将 CS 支架填充到大鼠跟腱缺损区域，在植入术后 2 周和 4 周分别通过组

织切片、免疫组化、免疫荧光和力学性能测试综合评价肌腱的修复情况，结果表明 CS 支架＋TSPCs 和 CS 单纯支架

组的修复情况更好，相较于空白缺损组（ED）具有更为规整排列的胶原纤维和细长纺锤形细胞。以上结果表明制得

的非对称 CS 支架是一种可有效实现肌腱修复的材料。 

关键词：CS 支架；非对称结构；TSPCs；肌腱损伤 

FP230 

细胞膜表面工程促进小鼠胚胎干细胞定向高效分化成神经元 

刘琦,陈红,陈高健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15123 

细胞膜表面组成决定了几乎所有细胞与细胞间以及细胞与外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改性细胞膜表面

来控制不同的细胞功能，比如体内的迁移、细胞成像、聚集以及凋亡、分化等特定细胞行为，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

成像、细胞治疗以及组织工程等领域。本研究以调控小鼠胚胎干细胞（mESCs）的神经分化为目标，首次将可逆加

成-断裂链转移聚合和聚合物后修饰相结合来制备新型末端修饰磷脂基团的糖胺聚糖类似物。相比于传统制备磷脂化

糖聚物的方法，本研究不受限于天然聚糖结构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制备一系列具有特定结构的糖聚

物前体而得到相应的磷脂化糖聚物。研究结果证实我们合成的特定结构磷脂化糖胺聚糖可以成功插入细胞膜表面，

并且能够结合特定的生长因子，同时激活影响 mESCs 神经分化的信号通路，促使 mESCs 在短周期内高效分化成具

有轴突结构的神经元。本研究能够进一步扩展到调控细胞膜上受体相关的其他细胞行为。 

关键词：合成糖聚物；细胞膜表面工程；糖胺聚糖类似物；神经分化；小鼠胚胎干细胞 

FP231 

咪唑盐聚离子液体抗菌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郭江娜,严锋 

苏州大学 215123 

离子液体是由正、负离子组成的有机盐，具有挥发度低、电导率高、热稳定等优异特性。离子液体被广泛应用

于有机合成，环境，功能材料，能源及航空等领域。聚离子液体兼具离子液体和聚合物的性质，其优异的离子交换

能力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离子交换法制备主链结构相同而性质不同的功能聚合物材料。 

抗菌材料是指具有杀灭或抑制细菌能力的一类新型功能材料。较之于小分子抗菌剂，高分子抗菌材料在具有抗

菌性能的同时还兼具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长效性等特性，在临床医用器械及日常生活中具备潜在应用价值。 

本论文利用(聚)离子液体的正、负离子结构可设计性，利用光引发聚合制备咪唑盐聚离子液体膜，并进一步与氨

基酸阴离子交换，制备聚离子液体抗菌膜。所制备的聚离子液体膜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优异抗菌性，

且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及可循环使用等特性。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咪唑盐；抗菌材料；阴离子交换；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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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32 

Clay/P(MEO2MA-co-OEGMA)/Chitosan 半互穿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危培玲,朱美芳,夏梦阁 

东华大学 201620 

与典型的 PNIPAM 类温敏性水凝胶相比，寡聚乙二醇丙烯酸酯类（OEGMAs）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优异的温敏性，近年来已成为温敏性水凝胶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传统化学交联的此类水凝胶表现出较低的平衡溶

胀率，较差的力学性能和不敏感的相转变过程，从而限制了其应用领域。研究发现，采用无机交联剂 clay 和半互穿

聚合物网络(Semi-IPN)技术是有效改善此类水凝胶应用性能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中以 clay 为物理交联剂，2-(2-甲氧

乙氧基)甲基丙烯酸乙酯(MEO2MA)与寡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OEGMA)为单体原料，壳聚糖为半互穿材料，合成了

clay/P(MEO2MA-co-OEGMA)/chitosan 半互穿网络纳米复合水凝胶。两种组分网络之间没有化学键合，但存在氢键相

互作用，且与 clay 产生静电和氢键作用，有效改善 OEGMAs 类水凝胶的力学、温敏性、以及溶胀性能。 

关键词：寡聚乙二醇丙烯酸酯；纳米复合水凝胶；壳聚糖；半互穿 

FP233 

基于超疏水界面的水溶性蛋白磁性可控书写新方法 

宋文龙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生物芯片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实现蛋白质的图形化，对于蛋白图形的可控书写技术目前主要有软模板印刷法，

层层自组装法，蘸水笔纳米刻蚀法及物理化学沉积法等，然而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都具有操作复杂，技术成本高等

问题。因此发展操作简单易行的蛋白质图形化技术仍是研究人员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我们应用超疏水表面作为蛋

白图形的书写基底，在磁场的调控下，实现了对包含有磁性水凝胶球的水溶性蛋白液滴运动的控制，利用磁场作用

下磁性水凝胶球和基底之间的作用力实现对水溶性蛋白溶液的压印，从而实现图形的制备。我们不仅实现了对水溶

性蛋白的图形化制备，还拓展到其他水溶性功能材料，如 CdTe 量子点的图形制备。另外还可以通过书写图形化的纤

连蛋白图形实现细胞粘附的控制。本工作为一向操作复杂的蛋白质图形化方法提供了更加简便的途径，也为蛋白质

芯片以及生物芯片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蛋白芯片；图形化；超疏水基底；磁控 

FP234 

聚氨基酸键合紫杉醇纳米药物用于肿瘤治疗 

姜健 1,2,沈娜 2,于海洋 2,汤朝晖 2,李杲 2,陈学思 2 

1.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小分子药物紫杉醇存在水溶性差和系统毒副作用大等问题，影响紫杉醇

的临床推广。高分子纳米药物与传统小分子化疗药物相比，具有提高药物水溶性，延长循环时间、降低毒副作用等

优势。针对紫杉醇水溶性差和系统毒副作用大的问题，我们将紫杉醇键合到一种两亲性智能纳米载体（PLG-g-mPEG）

上，得到高分子 PLG-g-mPEG/PTX。 PLG-g-mPEG/PTX 可以在水溶液中通过自组装形成纳米粒子 (PTX-NPs)。 H1 

NMR 检测表明 PTX 键合到 PLG-g-mPEG 上， DLS 结果显示其自组装形成粒径为 26.6±2.7 nm 的纳米粒子。 MCF-7

细胞毒性实验证实 PLG-g-mPEG/PTX 具有与 PTX 相近的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动物实验有望取得好的抑瘤效果。

该设计理念为解决疏水性小分子药物的临床应用难题提供可能。 

关键词：紫杉醇；水溶性；两亲性；谷氨酸 

FP235 

仿生纳米粒子用于肿瘤靶向性的协同治疗 

成红 1,2,张先正 2 

1.南方医科大学；2.武汉大学 

众所周知，光敏剂在光照在氧气存在条件下，能进行有效的光动力学治疗肿瘤。但是由于肿瘤自身长期处于缺

氧状态，光动力学治疗过程也需要不断消耗氧气，导致肿瘤部位缺氧进一步加剧，最后又会极大限制光动力学治疗

效果。而很多生物还原性药物可以在缺氧条件下被激活，释放高毒性的瞬态氧化性自由基杀死细胞。本文利用卟啉

类金属有机框架 PCN-224 和生物还原药物替拉扎明（TPZ）构建了一种癌细胞膜包裹的仿生纳米粒子

（TPZ@PCN@Mem）用于肿瘤靶向性的协同治疗。TPZ@PCN@Mem 由装载了 TPZ 的 PCN-224 的内核和癌细胞膜

壳层组成。通过实验证明 TPZ@PCN@Mem 具有较好的同源靶向，光照后，能产生大量 ROS 杀死细胞，同时光化学

氧气消耗导致的肿瘤缺氧加剧，会促进激活 TPZ 进行生物还原化疗。这种靶向性的协同光动力学治疗和化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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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的实现肿瘤的有效治疗。 

关键词：卟啉类金属有机框架；缺氧；光动力学治疗；生物还原性化疗；同源靶向 

FP236 

仿生级联反应器用于肿瘤靶向饥饿治疗和光动力学治疗的研究 

李仕颖 1,张先正 2 

1.广州医科大学；2.武汉大学 

切断肿瘤细胞内葡萄糖的供给并且破坏肿瘤细胞的功能可以有效的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增殖。本文利用肿瘤

细胞膜包裹载有过氧化氢酶和葡萄糖氧化酶的卟啉有机金属框架纳米粒子构建了一种仿生级联反应器(简写为 mCGP)

用于肿瘤靶向饥饿治疗和光动力学治疗。肿瘤细胞膜的仿生修饰使 mCGP 具有免疫逃逸和对肿瘤细胞同源靶向的能

力，能够有效实现对肿瘤靶向和在肿瘤组织中滞留的目的。被肿瘤细胞内吞后，mCGP 的级联催化反应能催化 H2O2

的分解并产生 O2，进而促进肿瘤细胞内葡萄糖的降解并克服肿瘤区域缺氧微环境增强饥饿治疗和光动力学治疗的目

的。该仿生级联反应器能够在时空上实现对肿瘤生长的有效抑制，将推动更多新的协同互补的治疗方式的发展。 

关键词：饥饿治疗；光动力学治疗；同源靶向；级联反应；有机金属框架 

FP237 

基于凝血酶响应性 t-PA 纳米胶囊的血栓响应性材料表面 

李聪,杜慧,李丹,陈红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15123 

异体植入材料与血液接触易诱发血栓，这一问题限制着血液接触材料的应用与发展，将具有抗血栓活性的生物

分子与材料表面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该问题。然而，材料表面的生物活性分子长期暴露于血液环境中可能会引起凝

血系统紊乱。在本工作中，我们将凝血酶作为标志血栓生成的应激源，构建了一种可通过简单方法附载于多种材料

表面的血栓响应性纤溶纳米胶囊。在该策略中，我们将纤溶活性分子 t-PA 包载在可被凝血酶降解的水凝胶壳层中形

成 t-PA 纳米胶囊，利用胶囊表面裸露的化学基团将其附载于聚多巴胺层涂覆的不同基材表面。通过扫描电镜（SEM）

观察到表面负载的纳米胶囊，且酶活性测试和溶栓活性测试结果均表明该表面可以在凝血酶作用下降解纳米胶囊并

使其中的纤溶分子 t-PA 发挥溶栓活性，从而达到溶解初生血栓的目的，同时避免在正常血液环境中引起不良反应。

为血液接触材料的表面改性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血栓；凝血酶；t-PA；表面；溶栓 

FP238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 敏感的阿霉素纳米药物用于肿瘤治疗 

沈娜,姜健,杨晨光,吴家惔,汤朝晖,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00 

药物的肿瘤靶向性对提高生物利用度和疗效十分关键，在纳米载药体系上引入肿瘤相关配体、药物上修饰肿瘤

处可断裂结构都是很好的选择。本研究构建一种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 敏感的阿霉素-聚氨基酸纳米药物，利用聚氨

基酸高分子载体（mPEG5k-b-p(Glu10-r-Phe10)）疏水担载 MMP9 底物肽连接的阿霉素（Fmoc-GPLGL-Dox），在肿瘤处

高表达的基质金属蛋白酶选择性前药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阿霉素（Dox）的肿瘤选择性和缓释。细胞水平释放及细胞

毒性实验结果表明，酶敏感底物肽键合的阿霉素具有 MMP9 敏感性，可催化生成 L-Dox，再经肿瘤细胞高表达的氨

肽酶催化生成 Dox；高分子前药对肿瘤细胞相对正常细胞更加敏感，且缓释效果更好，具有肿瘤选择性。综上，基

质金属蛋白酶 MMP9 敏感的阿霉素-聚氨基酸纳米药物有望取得更好的体内抑瘤效果，该设计为纳米药物治疗癌症的

临床疗效提升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阿霉素；基质金属蛋白酶；高分子纳米药物；药物缓释 

FP239 

共载阿霉素和 BCL-2 siRNA 的 pH 敏感纳米胶束实现耐药肝癌的高效协同治疗 

王勇,孙维彤,帅心涛 

中山大学 510275 

纳米输送体系具有改善药物的水溶性，增加药物的稳定性，提高靶部位药物浓度等优点，为改善肿瘤化疗提供

了一个有效手段。然而，输送过程中药物渗漏和靶点细胞内释放缓慢等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显露出来，随之

而来的毒副作用和肿瘤耐药等问题成为肿瘤治疗失败的关键。刺激敏感型多功能聚合物纳米载体，因其具有可控的

药物释放，易实现多药联合传输等优点，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我们设计合成一种 pH 敏感的三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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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聚乙二醇-聚赖氨酸-聚天冬氨酸（二异丙基乙二胺），在微碱环境（pH 8）中可组装成胶束，实现化疗药物

阿霉素的负载，中间带正电聚赖氨酸嵌段，用于复合核酸（BCL2 siRNA）。该体系在生理环境中复合层能有效减少

药物的渗漏，而在酸性条件下可以快速释放药物。siRNA 能够有效地抑制耐药蛋白的过量表达，增加耐药细胞的药

物敏感性，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体内和体外实验显示了很好的肿瘤协同治疗效果。 

关键词：肿瘤耐药；共输送；pH 敏感；协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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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G药物控释载体高分子 

GI01 

功能性多肽的研究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张先正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2  

多肽是一类由多种氨基酸组成的具有特殊生理功能的活性物质。它能够在细胞水平上调控人体的生理功能，具

有传统的生物医用材料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例如实现对肿瘤细胞的靶向，诱导细胞的凋亡等。同时，多肽在某些

情况下具有能够与蛋白质相媲美的生物活性，因而用量与副作用均比较小。易于合成和化学修饰也是多肽分子的突

出优势，通过 20 种天然氨基酸的排列组合以及外源性功能基团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浩如烟海的结构、功能各异

的多肽分子。相比于其他生物医用材料，多肽类生物材料在药物/基因控制释放、生物矿化、生物传感以及组织工程

等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得益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多肽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医

用材料在肿瘤的靶向治疗和早期诊断上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我们将具有不同生物活性的多肽与传统的基因/药

物传递与诊断系统相结合，在肿瘤治疗/诊断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很大的进展。 

关键词：多肽；功能化；生物医学 

GI02 

多功能高分子抗肿瘤药物载体的研究 

郭星，杨光，王毅，周绍兵*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0031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传统的化疗药物普遍存在着半衰期短，副作用大，疗效差等缺点。

基于高分子的纳米载体能够对难溶性药物进行增溶，提高药物的靶向性，增加药物在血液中的循环时间给肿瘤
化疗带来了希望。如何实现抗肿瘤药物在病灶部位的精确释放，如何高效逆转肿瘤细胞耐药以及抑制肿瘤的转移，

是高分子药物载体系统研究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报告将围绕如何设计和发展高效传输药物的多功能高分子

载体材料，设计合成了 pH 值响应、温度响应、还原响应以及多重环境响应组合的系列新型多功能靶向高分子载体材

料。同时，详细考察了高分子载体对肿瘤细胞的主动靶向性，对肿瘤组织微环境的响应性；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

物学水平研究了高分子载体对肿瘤的治疗效果以及抑制肿瘤转移效果等。  

关键词：药物传递；抗肿瘤；纳米载体；刺激响应；肿瘤转移 

GI03 

肿瘤靶向纳米囊泡 

杨炜静，邹艳，魏耀华，张建，孙欢利，程亮，程茹，孟凤华，邓超，钟志远 

苏州大学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苏州 215123 

纳米囊泡与脂质体囊泡类似，可同时装载疏水和亲水药物，是一性能优异和灵巧的纳米系统。近几年，我们研

发了一系列肿瘤靶向纳米囊泡，取得了高效体内肿瘤治疗和成像。例如，基于含环双硫戊环的环三亚甲基碳酸酯单

体，我们设计制备了多肽修饰的自交联囊泡阿霉素，其展示了优异的稳定性、高耐受剂量和比脂质体阿霉素更好的

肿瘤治疗效果。我们研发了双硫交联的具不对称膜结构囊泡，其可高效装载和靶向输送临床用水溶性抗癌药
物，氨甲喋呤钠，到 H460 肺癌模型，有效抑制肿瘤生长，提高小鼠的存活率。我们还制备了具超高碘含量的生物可

降解纳米囊泡，其具低粘度和等渗透压等优异特点，在不同皮下和原位肿瘤展示了比临床用小分子造影剂碘海醇更

好的 CT 造影效果。  

关键词：聚合物囊泡；癌症治疗；计算机断层扫描；靶向传输 

GI04 

肿瘤酸度激活的纳米药物载体设计及应用 

王均* 

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地点，510641 

多种纳米药物临床上批准用于肿瘤治疗，但疗效较原药并未显著提高。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结果表明，

纳米载体必须连续克服生物屏障，包括：长循环，肿瘤组织富集、渗透，肿瘤细胞摄取，胞内快速释放等，才能实

现药物高效输送。我们曾利用血液环境、肿瘤微环境、细胞内微环境等显著不同的理化特征，设计了“电荷反转”、“PEG

脱壳”等策略，成功实现延长体内循环时间的同时，增强肿瘤富集和肿瘤细胞摄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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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等多功能协同纳米药物载体，该“集束化”纳米载体保持约 100 nm 的尺度，具有良好的血液长循环效应，增

强药物在肿瘤部位的富集；当集束化纳米药物进入肿瘤组织后，在微酸性肿瘤环境下触发小尺寸颗粒的释放，并携

载药物进一步穿透整个肿瘤组织，并促进肿瘤细胞对药物的摄取。当进入到肿瘤细胞后，键合的顺铂前药在细胞内

部的还原环境下转变为顺铂。通过这种“多步级联”载体及递送系统，协同增强递送效果，提高疗效。 

关键词：纳米医学；肿瘤渗透；肿瘤酸度；刺激响应性 

GI05 

AIR 效应在肿瘤和细菌感染中的应用研究 

王浩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100190 

自组装聚合物材料在复杂的生物环境下，组装材料的理化特性变化和在体内的生物转化过程是影响医用材料在

体生物效果和安全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单体/聚合物在病生理条件下的组装调控机制研究及其对生物功能的调控是

医用高分子材料领域极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我们将围绕多肽聚合物生物材料，系统考察其结构与形成组装体
理化参数的相关性。此外，我们提出了“活体自组装”策略，在复杂生物环境（细胞、组织和活体）下构建可控的

药物缓释体系，实现生物活性成分在病灶部位靶向、富集和滞留。该策略导致了独特“聚集诱导滞留 （Assembly 

Induced Retention， AIR）效应。该效应可以增加载体和药物在病灶部位的富集和滞留，并降低肝肾毒性。 

关键词：AIR；肿瘤；细菌感染；成像；药物递送 

GI06 

高分子生物影像探针研究 

蒋锡群*，郑先创，张亚军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93 

本文将重点报告我们近期在高分子生物影像探针的制备、细胞显像和疾病诊断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提出了

一种新的两步放大肿瘤微环境信号的探针设计思路，合成了一种对肿瘤酸化和乏氧连续响应的大分子探针，具备了

传统探针没有的两级响应特征，实现了肿瘤微环境信号的两步放大。利用这一探针，对细胞的酸化和乏氧进行了
验证。通过活体光学成像系统在小鼠皮下肿瘤模型中进行了定性的肿瘤乏氧和酸化检测，还进行了小鼠皮下少量癌

细胞的高灵敏检测，提高了肿瘤检测的信噪比。通过对肿瘤肝转移模型的成像，实现了肝组织上微小肿瘤转移结节

的检测，提示该瘤微环境敏感的光学探针具有手术导航的能力。 

关键词：高分子影像探针；细胞造影；乏氧；酸化；肿瘤早期诊断 

GI07 

应用于肿瘤治疗的载阿霉素超声敏感囊泡的研究 

帅心涛* 

中山大学 

 

GI08 

利用支化共轭聚合物胶束实现肿瘤细胞的高效检测 

朱新远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上海 200240 

共轭聚合物是主链上含有大离域 π 键的一类聚合物，其主链是由碳-碳单键、双键或三键连接而成。由于共轭单

元之间的强烈 π–π 堆积，共轭聚合物在聚集态时其荧光发生严重淬灭，这极大限制了共轭聚合物的实际应用。为了

避免共轭聚合物聚集诱导的荧光淬灭，我们发展了一种胶束化策略调控共轭聚合物的荧光增强与转变，在此基础上

实现了肿瘤细胞的高效检测。具有刚性高度支化共轭聚合物核和许多柔性聚合物臂的星状共轭聚合物能够在溶剂中

形成单分子胶束。通过多胶束聚集机理，星状共轭聚合物单分子胶束能够进一步自组装成大胶束并避免相分离。基

于这一想法，星状共轭聚合物在聚集状态下可以实现荧光增强，并成功应用于肿瘤细胞检测。我们制备了一类新型

过氧化氢响应的星状共轭聚合物，由于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其组装体在过氧化氢响应前后会分别产生蓝色和绿色荧

光。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借助荧光颜色的变化实现了肿瘤检测。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单分子胶束；光学性质；肿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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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09 

基于 HPMA 的聚合物纳米药物 

甘志华*, 喻青松 

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100029 

与小分子药物相比，纳米药物能够有效延长循环时间，提高药物在肿瘤组织中的富集并降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

用，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EG 化作为纳米药物修饰过程中最常用的技术，具有多重优势。但是由于其潜在的

免疫原性，使得多种 PEG 修饰后的纳米药物在给药后会诱导 anti-PEG IgM 的产生，从而使得再次给药后被快速清除。

针对 PEG 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基于聚（N-2-羟丙基甲基丙烯酰胺）及其衍生物的聚合物纳米药

物，系统地研究了相关纳米药物的纳米特性，例如表面性质、拓扑结构等对血液循环和生物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

少量负电荷有利于延长纳米药物血液循环时间，而在相同表面性质前提下，正电荷则有利于提高纳米药物在肿瘤组

织中的富集和与肿瘤血管的共定位程度。此外，与 PEG 相比，PHPMA 修饰的纳米药物拥有相近的血液循环时间，

但是能够有效避免加速血液清除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进一步的应用具有更好的前景。 

关键词：聚（N-2-羟丙基甲基丙烯酰胺）；纳米药物；表面性质；血液加速清楚；生物分布 

GI10 

DTX-MPEG-PDLLA-PLL 纳米胶束制剂的制备、表征及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 

谭立伟，彭锦荣，钱志勇*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610041 

纳米药物作为一种新型的药物剂型被广泛研究，超过 40 种抗肿瘤纳米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多西他赛（DTX）作

为临床抗肿瘤一线药物广泛用于多种肿瘤治疗。Nanoxel-PMTM 为韩国 Samyang 公司的 DTX 胶束制剂，已在韩国
上市。但是，Nanoxel-PMTM 的载药量仅为 5%，并需在复溶后 4 hrs 内使用完。载药量及稳定性是制约其发展的重

要因素。 

据报道，改变纳米制剂的表面电荷可提高其稳定性。因此，我们通过在原有聚合物 MPEG-PDLLA 的基础上修

饰具有高生物相容性的阳离子聚合物聚赖氨酸（PLL），制备新型共聚物 MPEG-PDLLA-PLL 用于 DTX 的传输。实
验发现采用一定分子量的 PLL 修饰后的胶束制剂的稳定性及载药量均明显提升，并通过药物与聚合物分子间的

相互作用的分子模拟对 MPEG-PDLLA-PLL 的载药机理进行了研究。成功实现了对 DTX 胶束制剂的稳定性及载药量

的提升，乳腺癌治疗效果也明显提高。 

关键词：纳米胶束；纳米药物；多烯紫杉醇；多西他赛；乳腺癌治疗 

GI11 

医用天然多糖应用基础研究探讨 

徐福建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医用材料北京实验室, 北京 100029 

基因导入系统是基因治疗的核心技术, 缺乏安全而高效的基因载体是目前制约基因治疗实施的主要瓶颈。天然
多糖具有无毒、极好的生物相溶、生物可降解、可再生等特性，非常适于制备药物控释体系。针对目前非病毒基

因载体存在的问题和生物医用高分子发展的趋势，本报告将结合我们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和开环聚合（ROP）接枝法构建高性能多糖基载体。 

关键词：天然多糖；接枝；控释载体；基因转染；敷料 

GI12 

磁性复合微球的制备及在诊疗一体化体系中的应用 

李典，杨朋，汪长春* 

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上海 

200433 

磁性纳米晶簇由大量尺寸微小的磁性纳米晶聚集而成，具有高的磁饱和强度及良好的超顺磁性，在外加磁场的

作用下能做出快速响应，因此在检测物分离、生物成像、靶向药物输送等生物医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经

过对特定结构的磁性纳米晶簇的孔道及表面进行修饰之后，可使其自身附加上特殊的刺激响应功能，进而扩宽

其应用领域。本研究针对生物医用研究中的靶向药物运载问题，以结构多样化的磁性纳米晶簇为基础，设计了一系

列具有刺激响应控制释放机制的磁性纳米抗癌药物载体，旨在提高抗癌药物对癌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同时减小其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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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细胞的副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复合微球在超声成像、磁共振成像以及靶向药物载体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制

备一种诊治一体化的生物医用纳米材料。 

关键词：磁性复合微球；药物载体；可降解；诊治一体化 

GI13 

基于电荷反转高分子的抗肿瘤纳米药物 

邱娜莎，刘欣，周珠贤，唐建斌，刘祥瑞，申有青* 

浙江大学生物纳米工程中心，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利用功能高分子构建纳米药物实现高疗效、低毒副作用的肿瘤治疗，是肿瘤靶向纳米药物研究的最终目标。因

此，如何设计高分子功能材料、赋予纳米药物随血液系统、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的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纳米尺

寸（size）、纳米表面（surface）和稳定性（Stability）（i.e. 3S Nanoproperty Transitions），满足体内肿瘤靶向输送过程

中从血液循环系统向肿瘤蓄积、肿瘤组织内渗透、肿瘤细胞内吞、药物释放的五步 “级联”（即 CAPIR Cascade）的

各种要求，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本文将介绍利用响应肿瘤微环境中酸性或酶而发生从负电性向正电性、或从正

电性向负电性转换的电荷反转型高分子、来设计具有上述 3S 纳米特性转化能力的高效纳米药物的相关工作（Adv. 

Mater. 2017, 29(14) 1606628：2016, 28(9) 1743；2016 28(48) 10613）。 

关键词：功能高分子；电荷反转； 纳米药物； 高分子药物；肿瘤治疗 

GO01 

Developing polymeric micelles for cancer targeted theranostics 

米鹏*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41 

Polymeric micelles are generally constructed with a protecting shell of a hydrophilic polymer for shelling 

the hydrophobic core, demonstrating high performance for cancer therapy. Herein, we have developed several 

kinds of polymeric micelles for cancer imaging, imaging-guided therapy and tumor-targeted therapy, by 

incorporating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imaging probes and bioactive compounds, demonstrating high 

performances in cancer theranostics.  

关键词：Polymeric micelles；tumor；drug delivery system；EPR effect；therapy 

GO02 

可克服肿瘤耐药性的级联放大药物释放系统构建和抗癌研究  

叶明舟,韩玉鑫,唐建斌*,朴莹,刘祥瑞,周珠贤,申有青 

浙江大学生物纳米工程中心，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市西

湖区浙大路 38 号，310027 

如何提高化疗药物的选择性和克服肿瘤的耐药性是目前肿瘤药物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本文构建了一种

级联放大药物释放系统，在提高化疗药物选择性的同时，克服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性。论文合成了一种活性氧响应

的阿霉素抗癌前药(B-DOX)，将它与能够在肿瘤细胞内选择性产生活性氧的药物拉帕醌共包埋在一种新型聚合物载体

中，构建了级联放大药物释放系统。该系统在肿瘤细胞内首先释放 β-拉帕醌，在癌细胞中 NQO1 酶的作用下产生大

量的活性氧，级联引发活性氧响应 B-DOX 的活化和释放化疗药物 DOX，选择性地杀死肿瘤细胞。与此同时，此级

联放大药物释放系统能够下调肿瘤细胞内 ATP 水平和 P-糖蛋白的表达，并能促进 DOX 的入核，克服肿瘤细胞的多

药耐药性。因此，论文构建的级联放大药物释放系统能够显著提高的 DOX 对耐药肿瘤（MCF-7 ADR 移植瘤）的抗

癌效率，其抑瘤率从 DOX 的 50.3%提高到 92.8%。 

关键词：级联放大；抗癌前药；多药耐药性；β-拉帕醌；活性氧响应；药物输送 

GO03 

微环境响应可降解聚氨基酸复合粒子的光热肿瘤治疗研究 

申鹤云 1*,马俊杰 1,王伟伟 1,汪顺浩 2,刘惠玉 1 

1.北京化工大学，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报告人构建了一种核磁共振成像介导的具有良好药物递送效率、pH 响应性、及光热疗和化疗联合的可降解聚氨

基酸复合纳米药物系统。通过聚谷氨酸（PGA）和三氯化铁共沉淀形成 PGA 包裹的 Fe3O4 纳米粒子，然后与阿霉素

（DOX）、聚精氨酸（PA）共自组装形成正电荷的纳米粒子，通过表面的氨基原位合成金纳米粒子，最终形成复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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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金粒子（PGA-Fe3O4-DOX-PA-Au（PFDR-Au））。纳米金壳包裹 Fe3O4 粒子寸均一，分散性良好。PFDR-Au 纳米

粒子在近红外区域 800 n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峰，具有重复升降温功能。PFDR-Au 与 4T1 细胞共培养 24 h 及 48 h 后

发现粒子浓度 200 ug/mL 以下均具有较高的细胞相容性，PFDR-Au 在近红外光照后细胞杀伤效果显著。在模拟体液

中，约 4 天左右基本上降解完全。表明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以及光热疗与化疗协同治疗效果。 

关键词：聚谷氨酸；生物降解；光热治疗 

GO04 

光转换可调控的 Bodipy 纳米囊泡用于肿瘤光治疗的研究 

何慧,计双双,陈华兵* 

苏州大学药学院 215123 

高性能光治疗药物是近年来光动力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如何获得近红外光激发、耐光漂白的高性能光治疗药

物，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本研究将两亲性聚合物与光敏剂 Bodipy 组装后得到聚合物纳米囊泡，Bodipy 分子可通

过 π-π 堆积以 J-type 和 H-type 两种聚集形式有序排列于囊泡疏水膜中，诱导其吸收峰从 660 nm 红移至近红外区（~760 

nm）。在 660 nm 光激发时，纳米粒主要通过单线态氧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产生了一定的光动力抑瘤作用；而在 785 nm

近红外光激发下，纳米粒则主要通过非辐射跃迁产生的光热效应诱导细胞坏死，而小部分能量仍可通过系间窜越介

导的单线态氧诱导细胞凋亡，从而产生了更强的双重细胞损伤作用。除具有肿瘤靶向性、胞浆转运等优点之外，Bodipy

纳米囊泡对肿瘤组织具有更深的光穿透性，并完全避免了常见有机光活性药物的光漂白现象，实现了更为高效的肿

瘤光热/光动力协同治疗。 

关键词：Bodipy；聚合物囊泡；光热治疗；光动力治疗 

GO05 

基于聚合物纳米反应器的肿瘤治疗 

葛治伸*,李军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邮编 230026 

基于聚合物囊泡的纳米反应器在促进化学反应方面表现出了很多优势，例如保护反应体系免受环境影响，反应

的开始与终止可以通过聚合物膜的通透性来调节等。治疗型纳米反应器在可控条件下实现将有毒物质转变为无毒或

者将无毒物质转变为有毒物质，从而起到治疗的作用。本研究首次探索了基于肿瘤微环境响应性纳米反应器的肿瘤

治疗。设计了一段为聚乙二醇嵌段，一段为含哌啶或苯硼酸酯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共聚的两嵌段聚合物，在水溶液

中自组装得到囊泡结构。静脉注射负载葡萄糖氧化酶的聚合物囊泡，在肿瘤组织中选择性开启囊泡通透性，产生大

量过氧化氢，同时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升高，苯硼酸酯逐渐分解释放出对亚甲基醌（QM），高效地消除肿瘤细胞内

谷胱甘肽，降低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协同杀死肿瘤细胞。该纳米反应器实现在肿瘤组织中特异性开启反应，将无毒

物质转变为有毒物质并自分解，协同杀死肿瘤细胞，起到肿瘤治疗的作用，为高效的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 

关键词：纳米反应器；囊泡；肿瘤治疗；响应性聚合物；自组装 

GO06  

肿瘤微环境调控的纳米药物研究 

东梅，肖暄中，沈群东*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23 

光动力治疗（PDT）是一种较新型的癌症治疗方法。光敏剂可在适当波长的光照射下引发光敏化反应杀死肿瘤

细胞。光动力疗法的发展目前仍然受到许多问题的制约，因而如何增强光动力疗法对肿瘤的杀伤效率是研究热点。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用于增强 PDT 效果的靶向纳米载体，该体系既能在肿瘤细胞内响应内源的活性氧信号，快速

释放光敏剂和 PDT 增强剂，也能快速释放抗癌药。这种纳米载体光照后可在肿瘤细胞内微环境维持一种较高的 ROS

信号水平，进而持续激发后续进入肿瘤细胞的纳米载体快速释放药物。实验表明，该递药系统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

的生长，增强 PDT 并大幅度降低给药浓度。这种纳米载体系统为区别化治疗耐药肿瘤、提高治疗有效性和减低毒副

作用提供了新的方法。 

关键词：纳米递药系统；光动力治疗；活性氧；肿瘤微环境 

GO07 

细胞内谷胱甘肽可激活的超分子胶束用于光动力学诊断和治疗的研究 

金桥*,童红鑫,计剑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3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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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学诊断治疗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光敏剂在正常组织的分布及由此而产生的光毒性是影响光动力

学治疗的关键。自激活光敏剂纳米载体的开发有望解决这一难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光敏剂二氢卟吩 e6（Ce6）通

过谷胱甘肽（GSH）响应的二硫键连接到环糊精分子上，并且利用环糊精与聚乙二醇——磷酸胆碱（PEG-b-PMPC）

之间的主客体作用组装形成超分子胶束。在生理环境下，Ce6 分子由于荧光淬灭效应而处于“休眠”状态，无明显光毒

性。然而，当胶束被肿瘤细胞内吞后，在高浓度 GSH 作用下，二硫键会发生断裂，释放出 Ce6 分子，实现 Ce6 的细

胞内激活而具有显著的光毒性。体内实验发现，由于超分子胶束的 PMPC 仿生壳层，该 Ce6 装载的胶束具有比自由

Ce6 更长的循环时间，能够显著促进 Ce6 在肿瘤处富集并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些结果表明 GSH 激活的光敏剂传递体

系是一种光动力学诊断治疗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诊疗；光动力学治疗；超分子纳米载体；自激活 

GO08 

肿瘤细胞触发活化线粒体靶向纳米药物载体研究 

周伟,喻会,张留杰,吴波,王彩霞,王倩,邓凯,卓仁禧,黄世文*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30072 

线粒体不仅是细胞产生 ATP 的场所，也是调控细胞死亡的中心。线粒体膜是纳米载体穿越复杂的线粒体结构进

而在线粒体基质中定位的重要屏障。由于线粒体膜具有高度负电荷，亲脂性阳离子如三苯基膦在进入细胞后优先在

线粒体中富集。三苯基膦与小分子化疗药物或纳米载体物通过化学键结合，已成为设计线粒体靶向化疗剂的重要方

法。由于高正电荷特性，基于三苯基膦的线粒体靶向药物通过静脉注射后，很容易与血液中的蛋白结合并被快速清

除，很难在体内药物输送中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本文报告一种构筑肿瘤细胞活化线粒体靶向纳米药物载体的新方

法，利用长链聚乙二醇屏蔽含三苯基膦脂质-聚合物杂化纳米粒子的正电荷，避免血液中蛋白吸附，提高肿瘤富集能

力。待进入肿瘤细胞后，胞内还原剂如谷胱甘肽选择性脱除长链聚乙二醇，恢复纳米载体的表面正电荷和线粒体靶

向能力。体外和体内实验证明负载紫杉醇的肿瘤细胞活化线粒体靶向纳米载体表现出极好的抗乳腺癌生长能力。 

关键词：线粒体靶向；化疗；活化；纳米载体；肿瘤特异性 

GO09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端基对中度疏水药物纳米颗粒稳定性的影响 

徐鹏 1, 2，朱正曦*1，季生象*2 

1.扬州大学，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 

制备具有超高负载量且尺度稳定的纳米颗粒是药物制剂、医疗示踪、能源、催化等众多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

特别在解决水难溶性有机物的负载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如 mPEG-b-PLGA 常被用于制备纳

米颗粒以负载小分子疏水药物。对于高度疏水药物（ACDLogP > ~12），所制备的超高负载量（如 > 80%）颗粒奥氏

熟化和重结晶速度较慢，颗粒可具有较好长期稳定性。但对于中度疏水药物（~ 9 > ACDLogP > ~2），高负载量颗粒

会快速发生奥氏熟化，尺寸稳定性较差。本论文运用瞬时纳米析出(Flash Nanoprecipitation, FNP)法制备具有超高负载

量的高分子纳米颗粒。通过在 PLGA 端引入不同数量胺基，在一定 pH 下，通过与药物分子间电荷吸引力形成药物/

高分子复合物，以提高药物表观疏水性，抑制颗粒奥氏熟化，增强其颗粒稳定性。姜黄素（负载量 80%）纳米颗粒

稳定性从数小时提高至一个月以上。  

关键词：瞬时纳米析出法；端基氨基化；中度疏水小分子药物；纳米颗粒稳定性；超高负载量纳米颗粒 

GO10 

含双键的生物降解聚酯的功能化改性 

郑柳春*,吴绍华,李春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工程塑料实验室，北京，100190 

开展脂肪族聚酯的离子功能化改性可在改善其亲水性的同时赋予其功能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研究针对目前离子功能化聚酯的合成存在过程繁多、纯化复杂、离子基团含量低、可调范围窄等问题，利用反式

丁烯二酸基聚酯分子链中的 C=C 的磺化反应和点击化学反应得到了一系列带有不同功能性侧基的功能化脂肪族聚

酯。通过亚硫酸氢钠和聚（丁二酸丁二酯-co-富马酸丁二酯）主链上碳碳双键的加成反应制备了一系列含有不同比例

磺酸根侧基的聚丁二酸丁二酯（SPBS），SPBS 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的胶束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通过巯基-烯点

击化学对聚己内酯-聚富马酸丁二酯-聚己内酯的碳碳双键进行修饰得到了羧基和氨基功能化的共聚酯。二者共组装的

胶束可在其等电点附近反转表面电荷，实现模型药物尼罗红的可控释放。 

关键词：脂肪族聚酯；功能化；聚合物胶束；共组装；电荷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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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11 

肿瘤微环境响应性细胞外释放治疗性抗体纳米微囊设计及体内抑制恶性脑胶质瘤研究 

亓洪昭 1,陈璐扬 1,黄凯 2,杨超 2,龙丽霞 1,卢云峰 3*,原续波 1*,康春生 2* 

1.天津大学，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治疗性抗体是现代肿瘤免疫靶向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靶向性高、特异性强的特点。但治疗性抗体也存在

着体内免疫系统激活等副作用，而且治疗费用昂贵，亟需要开发高效的治疗性抗体投递系统。本文以 2-甲基丙烯酰

氧基乙基磷酰胆碱（MPC）为单体，可响应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断链的多肽为交联剂，应用蛋白表面原位

自由基聚合技术制备了粒径 20~40nm、表面含磷酰胆碱的尼妥珠单抗纳米微囊。通过控制表面磷酰胆碱的密度，可

实现酶响应性的治疗性抗体释放，该纳米微囊在进入体内循环系统后，可有效屏蔽非目标蛋白酶和免疫系统的攻击，

提高尼妥珠单抗的稳定性，降低其毒副作用和免疫反应。到达肿瘤部位后，纳米微囊可降解释放出尼妥珠单抗，单

抗可竞争性与肿瘤细胞表面 EGFR 结合，阻断由 EGFR 介导的下游信号转导通路，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分

化、促进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起到良好的肿瘤治疗效果。 

关键词：治疗性抗体；2-甲基丙烯酰氧基乙基磷酰胆碱；基质金属蛋白酶-2；纳米微囊 

GO12 

基于 ROS 和 pH 双敏感调控的抗肿瘤纳米药物递送策略 

邓宏章 1,邓联东 1,刘鉴峰 1,2,张建华 1,董岸杰 1* 

a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 135, 300350 

b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天津 300192 

肿瘤细胞内相对较高含量的活性氧(ROS)、细胞外基质及内涵体的低 pH 环境常被用来设计敏感响应型抗肿瘤纳

米药物载体，以促进肿瘤细胞内的药物靶向递送。而光动力和放疗也是利用肿瘤细胞的氧化应激敏感性，通过引发

肿瘤局部产生高浓度的 ROS，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问题是：（1）肿瘤不同发展阶段、肿瘤类型以及个体差异

等因素，导致肿瘤细胞内 ROS 水平差异性较大，势必会影响 ROS 敏感性药物递送的效果；（2）肿瘤内缺氧环境，

抑制细胞内 ROS 的产生，并引起化疗药物耐药，也是导致肿瘤对光动力和放疗敏感性下降的原因之一。为克服上述

问题，我们设计制备了自诱导 ROS 产生的 ROS、pH 双敏感的纳米载体，通过调控 ROS 水平，达到药物释放的时间

和释放速率的可控性，为降低个体差异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关键词：抗肿瘤；纳米药物；活性氧；pH 敏感 

GO13 

高载药量纳米胶束的制备与性能评价 

喻青松*, 甘志华* 

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100029 

相比于传统化疗药物，纳米药物由于能明显降低毒副作用、提高肿瘤内药物含量而受到广泛研究。紫杉醇（PTX）

作为一种重要的化疗药物，在临床上具有广泛应用，但由于其极强的疏水性，极大地限制了进一步临床应用。针对

现存的问题，本文介绍了一种具备高载药量和主动靶向能力的核交联胶束的制备方法。分别利用聚乙二醇和聚（N-2

羟丙基甲基丙烯酰胺）作为亲水段，以含 N-羟基琥珀酰亚胺单体的聚合物作为疏水段实现对紫杉醇的高效负载，主

动靶向分子从 c（RGDfK）可在聚合过程中直接引入。载药胶束进一步在弱碱条件下与胱胺二盐酸盐发生交联反应得

到核交联胶束。结果表明，与文献常见胶束相比，本文所制备胶束具有更高的载药量，且胶束粒径和载药量都随聚

合物组成比例改变。在还原剂 DTT 存在的条件下，胶束所负载的 PTX 能够响应性的快速释放。因此，本文所制备胶

束体系在肿瘤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前景。 

关键词：紫杉醇；纳米药物；核交联胶束；还原敏感性；高载药量 

GO14  

基于苯硼酸酯的氧化响应水凝胶及高分子胶束荧光探针 

杜福胜,张梅,李子臣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苯硼酸/酯因其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可拓展性佳等特点被人们用于构筑各种氧化响应小分子探针、前体药物、

高分子纳米药物载体等，在 H2O2 检测、氧化应激与病变的因果关系研究、ROS 相关的疾病诊疗等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曾报道过一系列基于苯硼酸酯的氧化响应高分子的合成及氧化降解性质，但这些体系主要用于疏水小分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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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载。本工作以具有自分解结构特征的苯硼酸/酯为核心基元，设计制备了基于四臂 PEG 的氧化响应可降解水凝胶，

研究了其降解机理、对葡萄糖氧化酶（GOx）和胰岛素等水溶性蛋白质的负载以及葡萄糖触发的胰岛素释放行为。

另外，我们将氧化敏感荧光基团共价连接于两亲性氧化响应高分子上，制备了具有诊疗一体化功能的载药高分子胶

束，考察了氧化响应性药物释放和体系荧光变化之间的关系规律，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了细胞内高分子载体

与负载的药物在 ROS 刺激下的分离或释放过程 

关键词：氧化响应；苯硼酸酯；PEG 水凝胶；荧光探针；诊疗用高分子胶束 

GO15 

具有 AIE 检测效应的可控抗菌高分子复合材料的构建 

李巧英,吴元昊,高辉* 

天津理工大学 300384 

介孔硅纳米粒子（MSN）由于其比表面积大、孔径可调、易修饰、化学稳定性等优良特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目前研究介孔硅表面包裹层具有很多种，它们组成的系统在药物控制释放、传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具有 AIE

效应的四苯基乙烯衍生物由于其高耐光性和无毒性适合作为新一代荧光检测物。在本文中，我们将阿莫西林加入到

介孔硅孔内之后，利用层层自组装技术将溶菌酶、透明质酸、乙二胺修饰的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吸附在介孔硅

表面，这种纳米复合生物材料表现出很强的协同抑菌作用和较高的抑菌效率，随后，我们将乙二胺修饰的聚甲基丙

烯酸缩水甘油酯，葫芦脲[7]（CB[7]），四苯基乙烯衍生物吸附在介孔硅表面，实现选择性控制抑菌活性，同时检测

细菌的性能。四苯基乙烯硼酸（TPE-DB）具有识别死亡细菌的作用，我们将修饰的聚乙烯亚胺（PEI）衍生物与 TPE-DB

复合构建了一种兼具细菌检测和抑制的新型抗菌剂。  

关键词：抗菌材料; 层层自组装；四苯基乙烯；介孔硅纳米粒子；细菌检测 

GO16 

基于主客体作用的肿瘤微环境响应型高分子诊疗纳米材料 

毛峥伟*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310027 

设计制备了基于疏水作用、主客体作用和金属协同配位的自组装多功能诊疗高分子纳米材料，负载和靶向输送

荧光、磁共振和放射性探针以及小分子化疗药物和光动力治疗药物，探索其对肿瘤的活体成像和联合治疗。此类高

分子诊疗一体化纳米材料有机地整合了各个功能单元的功能：1）通过主客体作用和金属协同配位，探针分子和小分

子药物在特定聚合物的帮助下形成有序的自组装结构，可显著提高化疗药物的稳定性、探针的检测灵敏度和光敏剂

的转化效率。2）通过 EPR 效应和表面固定肿瘤靶向分子，实现纳米材料的定向输送和肿瘤富集，提高成像效果和药

物的生物利用率，降低毒副作用。3）在肿瘤内弱酸性和低氧微环境中，纳米材料有序分解，药物的逐级释放。配合

近红外光照，实现化疗和光动力治疗的联合作用，优化治疗效果。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微粒；诊疗；肿瘤微环境；联合治疗；肿瘤活体成像 

GO17  

刺激响应性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纳米输送体系的制备及其克服肿瘤耐药性的研究 

黄纤 1,2,3,刘寻 1,2,3,司晶星 2,3,张千之 1,2,3,顾丹霞 2,3,杨浩 2,3,隋梅花 2,3,1* 

1.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系，2.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3.浙江省肿瘤分子诊断与个体化治疗研究重点实验室 

伊立替康（CPT-11）是临床治疗消化道肿瘤等实体瘤的常用化疗药物，其体内代谢产物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

（SN38）的抗癌活性是 CPT-11 的 100-1000 倍，但 SN38 因水溶性极差等缺陷无法直接用于临床。同时，与其它小

分子药物一样，肿瘤细胞会对 CPT-11 和 SN38 产生耐药性。多项研究表明耐 CPT-11 及 CPT 的肿瘤细胞中存在 GSH

水平增高，而消耗细胞内 GSH 能够增加肿瘤细胞对 SN38 的敏感性；多项研究表明 CPT-11 及 SN38 的耐药机制与乳

腺癌耐药蛋白（BCRP）密切相关。本项目中，我们首先构建了能在酯酶、GSH 及过氧化氢存在时迅速释放 SN38 的

多重刺激响应性 SN38 纳米输送体系 PEG-S-S-SN38，证实其体内外抗癌疗效均显著优于 CPT-11；在此基础上，我们

进一步引入疏水性 BCRP 抑制剂 Ko143，以期获得具有良好抗肿瘤及克服 BCRP 相关耐药性的联合靶向药物输送体

系。 

关键词：7-乙基-10-羟基喜树碱；刺激响应性；药物输送；乳腺癌耐药蛋白；肿瘤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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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18 

近红外光增强还原响应的聚前药杂化囊泡的光化学内在化用于协同光动力学和化疗治疗 

王程,朱康宁, 胡进明*,刘世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6 

利用细胞内还原性微环境来控制负载药物的释放已经被广泛的用于设计智能纳米药物载体。然而，这些还原性

响应的纳米载体通常在内在化后滞留在内涵溶酶体中，从而导致负载药物分子的降解，显着地降低了其治疗性能。

针 对 这 一 难 题 ， 我 们 通 过 连 续 的 可 逆 加 成 - 断 裂 链 转 移  (RAFT) 聚 合 合 成 了

Poly(N,N-dimethylacrylamide-co-EoS)-b-PCPTM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在疏水性油酸稳定上转换纳米粒子 (UCNPs, 

NaYF4:Yb/Er) 存在下，通过超声形成水包油乳液自组装两亲性聚合物制备了上转换纳米粒子负载的杂化囊泡。利用

上转化纳米粒子和光敏剂之间的能量转移，实现利用近红外光活化 Eos 光敏剂产生 1O2；同时，利用 1O2 的 PCI 效

应，促进滞留在内涵溶酶体中的药物载体逃逸进入胞质中，再利用胞质中高浓度的 GSH 触发二硫键解离释放 CPT

原药，从而实现时空可控的 PDT 和化疗的协同治疗以提高疗效。 

关键词：近红外光；还原性敏感；光化学内在化；化疗；光动力学治疗 

GO19 

光响应高分子与控制释放 

王国杰*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光响应高分子是一类在光场作用下其化学结构、聚集态结构及性能发生改变的高分子。由于光场具有独特的时

间、空间的可操控性，而且光刺激无需加入其它物质便可影响分子结构和性能，光响应高分子在智能高分子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主要介绍光响应高分子表面及高分子纳米粒子的制备与控制释放性能。在光响应表面材料

方面，基于偶氮苯及螺吡喃的光响应性，构建了系列新型光响应功能材料，实现了光功能材料对细胞的可控吸附与

脱附、光控离子整流及光控乳化等。在光响应高分子纳米粒子方面，构建了含光响应芘甲酯、苝甲酯、硝基苯甲酯、

偶氮苯、螺吡喃等基元的聚合物纳米载体材料，并将刺激响应分子与介孔二氧化硅、上转换纳米粒子及石墨烯等无

机纳米粒子复合，揭示了光控高分子纳米载体结构变化对释放性能的影响机制，实现了紫外光、可见光、近红外光

调控释放，并将光与温度、pH、氧化还原等外场协同实现了装载物质在温和环境下的高效控制释放。 

关键词：刺激响应聚合物；自组装；胶体；纳米粒子；表面 

GO20 

红光响应的两亲性金属有机高分子抗癌试剂 

吴思*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 Mainz, Germany 55128 

我们合成了红光响应的含钌配合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嵌段共聚物的亲水段为具有生物相容性的聚乙二醇。嵌

段共聚物的疏水端为有抗癌活性的含钌配位段。通过调节嵌段共聚物的亲疏水段的链长，我们得到了可以在水溶液

中组装成胶束和囊泡等多种纳米粒子的聚合物。这些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可以被宫颈癌细胞吞噬。我

们使用这些纳米粒子作为药物载体。红光可以控制药物释放还可以诱导钌配合物产生单线态氧。实验表明红光可以

穿透皮肤和组织，诱导纳米在皮下体系释放出药物和单线态氧，从而杀死癌细胞。 

关键词：光响应；嵌段共聚物；自组装；金属配合；动态配位键 

GO21 

一种光响应“呼吸型”纳米粒子用于脉冲调控药物释放与肿瘤光热-化学联合治疗研究 

杨军，胡祥龙* 

激光生命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激光生命科学研究所,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广

州 510631 

基于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刺激敏感的药物递送系统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们发展了一种亲水层修饰阿霉

素前药，具有最高临界相转变温度的聚合物，其自组织胶束可以作为模板引发吡咯的原位聚合，构建一种智能光控

载药纳米粒子。当进行近红外激光照射时，该诊疗纳米粒子可以吸收近红外光并将其转化为热，产生的热同时诱导

共价连接阿霉素的热不稳定键的断裂和明显的纳米粒子溶胀（体积膨胀约 125 倍），进一步促进多种化疗药物的扩散

释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终止近红外光照射，光热效应和热触发的药物释放都暂时停滞，实现近红外激光调控

的肿瘤联合光热治疗和化疗。活体实验表明，和单独的光热治疗或化疗效果相比，808 nm 激光照射下，该纳米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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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有效破坏肿瘤细胞，肿瘤生长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光热和化学药物具有显著的协同肿瘤治疗效果。

其持久的肿瘤滞留效果为光声成像指导的肿瘤治疗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脉冲药物释放；最高临界相转变温度；聚吡咯；近红外；热疗；化疗 

GO22 

雌二醇-聚缩酮偶合物缓释微球制备与表征 

郭术涛* 

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 300071 

生物可降解聚缩酮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pH 响应性，在药物输送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然而，高分子量

聚缩酮的合成方法不成熟，并且缺乏对其结构与性能和生物学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导致聚缩酮的应用受到限制。

我们报道了一种以二异丙烯基醚和二元醇为单体，通过加成聚合反应制备高分子量聚缩酮的方法。以雌二醇为二元

醇单体，我们合成了高分子量雌二醇-聚缩酮偶合物。通过乳液溶剂蒸发法，制备了雌二醇-聚缩酮偶合物微球，提高

了微球对雌二醇的负载量并大大延长了药物的释放时间。同时，羟基乙酸/乳酸共聚物(PLGA)可通过产生微酸环境加

快聚缩酮降解，起到调节微球的表面形貌以及雌二醇释放的功能。雌二醇-聚缩酮微球体内组织反应呈良性，聚缩酮

药物偶合物有望用于长效药物输送系统的构建，并为控制慢性疾病提供新方案。  

关键词：聚缩酮；生物医用高分子；微球；长效缓释 

GO23 

多价胆碱磷酸高分子细胞膜粘接剂——性能优异的药物载体材料 

王文靓,马晓晶，于喜飞*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磷酸胆碱（PC）作为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细胞膜中，取向异构 PC 得到胆碱磷酸分子（CP）。

研究证明，CP 与 PC 间存在弱的静电作用，多价胆碱磷酸（PCPs）可以快速粘接在细胞膜上，并可以被真核细胞快

速内在化，该粘接过程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实现可逆。我们设计并合成 pH 响应的高分子前药（PCP-Dox）用于癌症的

靶向治疗，实验结果表明，PCP-Dox 可以被各种癌细胞快速内在化，在癌组织的酸性微环境下将 Dox 快速释放达到

治疗的目的。此外，我们还设计并合成了谷胱甘肽响应的高分子载体材料（PCL-s-s-PMCP），通过调控分子链上 CP

的密度可以有效地控制细胞内化的效率，同时利用肿瘤细胞内外谷胱甘肽浓度的差异有效的提高了细胞内药物释放

效率，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PCPs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与细胞膜之间的可逆相互作用，在强化药物靶向输

送，组织工程等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胆碱磷酸；药物载体；癌症治疗；靶向输送 

GO24 

含载药纳米微球的人工晶状体表面涂层研究 

韩月梅,林全愧*,陈浩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温州 325027 

人工晶状体是临床治疗白内障必不可少的一种医用植入材料。然而作为一种外来植入异物，容易导致手术残留

的晶状体上皮细胞在其表面粘附、增殖、转分化等，从而导致后发性白内障，严重影响术后远期视觉效果。本文采

用载药纳米微球技术联合表面层层自组装技术，在人工晶状体材料表面制备含载药纳米微球的修饰层，以期达到抑

制术后晶状体上皮细胞粘附增殖的目的。研究首先利用离子交联法制备负载抗增殖药物阿霉素的壳聚糖纳米微球。

利用载药壳聚糖微球表面的正电荷性与带负电荷的肝素在人工晶状体材料表面进行层层静电组装，在人工晶状体表

面构建得到载药涂层。利用粒径分析、zeta 电位、紫外光谱、原子力显微镜等研究了载药多层膜的制备及药物释放行

为。将该载药涂层应用于人工晶状体的表面修饰，能有效抑制晶状体上皮细胞增殖。该药物缓释涂层修饰将为人工

晶状体抗后发障方面探索新的途径！  

关键词：表面修饰；层层组装；药物涂层；人工晶状体 

GO25 

紫杉醇纳米药物 

谢志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紫杉醇是一种天然抗肿瘤药物，临床广泛使用，但其差的水溶性，导致了严重的毒副作用。所以，研制紫杉醇

的新剂型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比较文献和临床紫杉醇纳米药物的各种剂型，发现紫杉醇的药物含量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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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低于 20wt%。基于此，我们合成了多种紫杉醇的二聚体，通过不同的连接基团，可以有效地控制紫杉醇的释放，

关键的是，用聚合物 PEG-PLA 包裹紫杉醇二聚体，可以获得紫杉醇含量超过 50wt%的纳米药物，纳米药物细胞毒性

和肿瘤抑制效果明显。 

关键词：紫杉醇；纳米药物；自组装 

GO26 

双重 pH 响应载药胶束用于肿瘤化疗、免疫联合治疗 

尹明星,谭松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430030 

利用肿瘤微环境的低pH环境下高分子材料的电荷反转而引发的“脱壳”效应以提高疗效是高分子药物控释体系的

常用策略。但通常这层具有 pH 敏感特性的外壳脱去后便无“下文”。为了进一步拓展药物载体自身的功能，充分利用

每一部分，我们通过材料筛选，将柠康酐修饰的壳寡糖 c-CS 作为外层可电荷反转的功能材料，以负载紫杉醇的聚氨

基酯胶束 PTX@TPC 作为正电内核，经静电复合制备双重 pH 响应载药胶束。此胶束可由 EPR 效应富集于肿瘤，在

肿瘤微酸性细胞外基质中，c-CS 电荷反转，变为正电性的 CS，与同样带正电的 PTX@TPC 内核分离。PTX@TPC 能

够被肿瘤细胞高效摄取，内化后在肿瘤细胞内含体/溶酶体中发生二次 pH 响应，释放出 PTX，杀伤肿瘤细胞。另一

方面，正电性的 CS 可以招募中性粒细胞，释放出多种生物因子，直接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或促进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

的杀伤，最终实现免疫与化疗相结合，高效灭杀肿瘤。 

关键词：胶束；pH-敏感；化疗；免疫治疗 

GO27 

Legumain 响应释药的阿霉素、姜黄素共包载体系靶向抑制肿瘤多耐药性研究 

林森*，罗梦梦，谢佩玲，南开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温州，325027 

Legumain 高表达是多种肿瘤及其微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设计和构建 legumain 酶响应的阿霉素纳米药物控

释载体，研究体内外释放规律及其对癌细胞的抑制效果，以获得一种理想的有效实体瘤给药策略。我们将姜黄素进

一步包载到 Cs-PEP-DOX 纳米药物疏水核心，形成共包载药物体系。结果表明，结果显示 1.8 μg/mL DOX 处理浓度

下，Cs-PEP-DOX 纳米粒子对 MCF-7/ADR 的抑制率从游离 DOX 的 5 % 提高到 35 %。共包载 Cs-PEP-DOX/Cur 进

一步提高药物的处理效果，对 MCF-7/ADR 的抑制率进一步调高到 57 %。我们制备了裸鼠肿瘤模型用于评价

Cs-PEP-DOX/Cur 纳米药物的治疗效果。结果表明 Cs-PEP-DOX/Cur 纳米药物显示出较好的肿瘤靶向效果，能够显著

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Legumain；阿霉素；姜黄素；纳米药物载体；多耐药性 

GO28 

基于聚磷酸酯的还原响应性前药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倪沛红*,杜雪琼,孙月,何金林,张明祖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苏州 215123 

聚合物前药是通过化学键将药物键合到基体上，使药物不具有活性，而当药物从聚合物基体上断裂后，释放出

活性药物。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不饱和磷酸酯单体（EAEP）。通过迈克尔加成聚合和“点击”化学的方法，成功

制备了基于聚磷酸酯的还原响应性喜树碱前药 P(EAEP-PPA)-g-ss-CPT。首先对小分子药物喜树碱（CPT）进行修饰，

使其带有二硫键和叠氮基团（CPT-ss-N3）；其次，合成不饱和磷酸酯单体 EAEP，并且通过迈克尔加成聚合制备了侧

基具有炔基的聚磷酸酯 P(EAEP-PPA)；最后，通过“点击”化学反应将喜树碱衍生物 CPT-ss-N3 接枝到 P(EAEP-PPA)

的侧链上，得到了基于聚磷酸酯的还原响应性喜树碱前药 P(EAEP-PPA)-g-ss-CPT。对前药的结构及性能进行研究。

药物释放实验和 MTT 实验结果表明，合成的聚磷酸酯-喜树碱前药具有低毒性、稳定性和对谷胱甘肽的还原敏感性。 

关键词：聚合物前药；聚磷酸酯；喜树碱；还原响应性 

GO29 

含铂功能高分子前药用于癌症治疗 
周东方，黄宇彬*，景遐斌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顺铂、卡铂及奥沙利铂等二价铂类化合物作为癌症临床化疗药物用以治疗一半以上的癌症，但严重毒副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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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和后天肿瘤耐药性极大地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剂量效果和化疗效用。纳米药物控制释放体系尤其是高分子纳米

控制释放体系，能够延长药物血液循环时间，控制释放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免疫原性，通过“EPR 效应”在肿瘤部

位被动靶向蓄积药物。本文从铂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出发，拓展了其作为抗癌药物之外的诸多功能属性如还原刺激

响应基团、光刺激响应基团、疏水基团、聚合单体、配位中心及成像试剂等，合成了一系列的含铂功能高分子材料。

这类含铂功能高分子自身即为高分子前药能可控释放铂药，同时还可自组装并作为可控释放纳米载体担载传输其它

化疗药物、光敏剂、基因等用于癌症的增强联合治疗。该系列含铂功能高分子前药体系在细胞和动物水平上降低了

铂药毒性并逆转肿瘤顺铂耐药性。  

关键词：铂；功能性；高分子前药；癌症治疗 

GO30 

肝素-聚己内酯和肝素-紫杉醇两亲大分子的制备及其作为纳米药物载体的应用研究 

文娟,李青璇,叶霖*,张爱英,冯增国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北京，100081 

将聚己内酯（PCL）共价接枝到肝素（HEP）分子上得到两亲共聚物 PCL-HEP。分别利用其疏水内核负载紫杉

醇（PTX），带负电的亲水外壳吸附盐酸阿霉素（DOX）和靶向分子质子化叶酸（CFA）。其中 DOX 的释放具有明显

的 pH 控释特性，吸附 CFA 后的载药体系比未吸附 CFA 的载药体系对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具有明显更强的毒

性，而对正常细胞 HUVEC 的毒性则没有差别，显示出肿瘤主动靶向性能。PCL-HEP 体系虽然显示了一定的应用前

景，但其仍具有 PTX 药物负载量（8.59%）较低，且不具有 pH 控释性等问题。将紫杉醇通过 pH 敏感的乌头酸键共

价接枝到肝素上，并吸附 DOX 和 CFA，得到纳米药物载体 PTX-HEP。其药物负载量大大提高，可达到 21.73%，PTX

也具有了明显的 pH 控释特性。所制备的两种载药体系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肝素；肿瘤靶向；pH 控释；载药体系 

GO31 

基于还原敏感喜树碱二聚体的高载药量的药物传递系统 

蒋涛*,池彦伟,王志莹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制药与生物材料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 新乡 453007 

聚合物胶束给药系统的构建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刺激响应型给药系统在提高人类治疗和预防疾

病的水平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在制备载药胶束的过程中，药物因聚集而导致载药量普遍较低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

颈之一。因此，解决在制备载药胶束的过程中的药物聚集的问题，可以有效地提高载药量。本文将喜树碱引入柔性

二硫键制备的还原敏感的喜树碱二聚体，可以有效地降低聚集作用，提高给药系统的载药量，其载药量由 1%提高到

12.6%。体外药物释放性能实验表明，该药物传递系统在 DTT 的存在下，可以有效地将喜树碱释放出来。 

关键词：药物传递；高载药量；药物二聚体 

GO32 

Hydroxyethyl starch based smart nanomedicine 

李子福*,胡航,周庆,李忆卉,肖晨,唐宇翔,杨祥良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30074 

在此报告中，我们将介绍本课题组在 HES 智能纳米药物研究方向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我们制备了一种新型的氧

化还原敏感性 HES-SS-DOX 以减轻 DOX 的副作用并提高其抗肿瘤效能。基于 HES-SS-PTX，我们制备了纳米粒。该

纳米粒具有双重响应特性，因此有良好的肿瘤深部穿透能力以及更好的抗肿瘤功效。将 HES 与聚乳酸偶联，制得

HES-PLA，以组装成不同大小的纳米粒。先用大尺寸的纳米粒饱和 MPS 系统，然后使用小的载有 DOX 的纳米粒提

高药物递送效率和抗肿瘤功效。细胞毒性药物，如 DOX，和免疫调节剂，如 TGF-β 受体抑制剂，可以共包载于 HES-PLA

纳米粒中，以抑制化疗不充分所引发的肿瘤转移。我们的研究共同证实 HES 具有很好临床转化价值。 

关键词：Hydroxyethyl starch, Smart nanomedicine 

GO33 

天然多糖基保鲜材料缓释的微观行为研究 

林宝凤 1*,林珉杰 1,徐传辉 1,付丽华 1,邓文 2,熊定康 2 

1. 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广西南宁大学东路 100 号 530004 

2. 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广西南宁大学东路 100 号 5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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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壳聚糖、甲壳素和淀粉等天然多糖为载体，采用纳米技术引入具有保鲜功能性的成分，成功制备了系列新型

的天然多糖基保鲜材料。采用正电子湮没寿命谱、原子力显微镜和电镜等表征测试方法，研究了保鲜材料在缓释过

程中微结构与微观形貌的变化及其对缓释行为的影响，从微观结构缺陷和界面相互作用等深层次因素研究药物缓释

的微观力学行为，揭示天然多糖基保鲜材料的药物缓释机理和演化过程。结果表明缓释前后多糖载体的化学结构未

发生改变，不同驱动机制的缓释材料，药物缓释与材料内部自由体积、表面粗糙度和杨氏模量等参数的变化有关。

研究结果为深入到多糖的微观缺陷的研究以及可控缓释行为和保鲜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天然多糖；微结构；药物缓释；原子力显微镜；正电子湮没寿命谱 

GO34 

按需释放的氨基糖苷抗菌水凝胶 

胡婧婧,全艳春,程义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241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是临床上一类较为广泛使用的广谱抗生素，然而这类抗生素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剂量难以控制，

剂量过低容易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形成生物膜；剂量过高则容易产生耳毒性、肾毒性等毒副作用。本工作中，我

们将氨基糖苷抗生素与醛基化的多糖高分子通过席夫碱键交联制得水凝胶。当细菌增殖使得感染部位生理环境变酸

时，席夫碱键断裂导致水凝胶降解从而释放出药物，实现了氨基糖苷抗生素的按需释放（图 1a）。并且凝胶的强度、

降解速率以及药物释放动力学均可通过药物含量来调控。提高药物含量，凝胶强度增加，药物的释放周期也会延长。

所制得的氨基糖苷抗生素水凝胶对多种细菌具有显著的抗菌活性，并且具有长程抑菌性能。此外，由于氨基糖苷抗

生素是通过进入细胞核糖体来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抑菌，该过程需要消耗能量，因而对厌氧菌无效，对此，

我们进一步在该凝胶中引入奥硝唑来与氨基糖苷抗生素协同作用，获得了全谱抗菌凝胶制剂。 

关键词：氨基糖苷抗生素；按需释放；抗菌水凝胶 

GO35 

自定位“笼状”UCST 微凝胶 

甘盛龙，李皓*，周国富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广州，510006 

本文通过 RAFT 聚合合成无规 UCST 共聚物 P(AAm-co-AN)，并利用微流控制备得到单一粒径的、P(AAm-co-AN)

聚合物体形交联微球。通过对温敏性研究可以发现，该 P(AAm-co-AN)共聚物的 UCST 为 39.1 ℃，响应温度范围为

20~60 ℃，交联形成的微凝胶颗粒也显示出了明显的温度响应特性，升温后体积膨胀率达到 170%-240%。这使得该

微凝胶能够在肿瘤毛细血管中实现膨胀聚集，形成类血栓，有望在肿瘤精准成像与治疗中得到应用。  

关键词：自定位；UCST；微凝胶；温度敏感 

GO36 

基于无溶剂法多酚络合聚合“水肥药”一体化递释体系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 

贾鑫*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工绿色过程重点实验室，新疆石河子，832003 

滴灌技术是目前干旱半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本研究针对滴灌体系下化肥农药利用率低下

及肥料和农药难以同时随水冲施等问题，从新材料的设计和制备出发，构筑了新型环境友好型化肥农药高效利用的

递释体系。通过在金属基底上的摩擦成膜实验，验证了基于机械力化学原理的固相无溶剂法制备多酚络合聚合物的

假设并揭示反应机理，建立了该种聚合物在无溶剂条件下的成膜方法。基于以上机理，本文通过机械球磨在无溶剂

条件下成功制备了 TA-Fe 胶囊，并且该胶囊对所封装的药物具有缓/控释性能。通过机械力化学与配位化学相结合的

方法，一步法成功制备了缓/控释包膜尿素，该包膜尿素对尿素及金属离子都具有较好的缓释性能和 pH 控制性。本

工作通过机械球磨将化肥农药超细化混合达到纳米尺度的同时，实现了表面包覆多酚聚合物膜，构建了水分散“水肥

药”一体化递释体系. 

关键词：多酚；无溶剂；络合聚合；水肥药一体化；递释体系 

GO37 

光热响应型 PNIPAM/Au NRs 杂化凝胶微球的制备 
胡静*, 张玉迪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市奉贤区海泉路 100 号，201418 

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为单体，通过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温度响应性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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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PNIPAM）。以此凝胶微球为微反应器，通过原位还原法制备了光热响应性 PNIPAM/金纳米棒（Au NRs）杂化

凝胶微球。分别考察了金种子溶液用量、生长溶液中 HAuCl4 和 AgNO3 水溶液用量对 PNIPAM/Au NRs 杂化凝胶微

球微观形貌和性能的影响，优化制备工艺条件；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IR）、热重分

析仪（TGA）、动态激光光散射仪（DLS）和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UV-vis-NIR）对光热响应性杂化凝胶微球微观

形貌和性能进行表征。并研究了负载 DOX 的 PNIPAM/Au NRs 杂化凝胶微球在光热刺激下的可控释放。研究结果表

明，当金种子用量为 3mL，AgNO3 溶液用量为为 400uL 时制备了粒径为 390nm 的 PNIPAM/Au NRs 杂化凝胶微球。 

关键词：PNIPAM/Au NRs 杂化凝胶微球；光热响应；药物释放 

GO38 

多肽修饰的金纳米载体系统的转染性能研究 

赵欢乐,梁菊* 

河南科技大学化工与制药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选择 SH-PEG-COOH 作为连接物，将多肽 KKTNVTLSKKRKRR（Pep1）、C18KKTNVTLSKKRKRR（Pep2）、

RRKRKKK（C18）KKRKRR（Pep3）与金纳米通过金硫键和酰胺键共价连接，得到多肽-金纳米类的载体系统

AuNPs-PEG-Pep1、AuNPs-PEG-Pep2、AuNPs-PEG-Pep3。结果表明,所制备的多肽-金纳米颗粒的粒径在 30 nm 左右。

AuNPs-PEG-Pep2、AuNPs-PEG-Pep3 在复合比为 1 时能够有效复合 DNA，而 AuNPs-PEG-Pep1 在复合比 2 时有效复

合 DNA。基因转染结果发现 AuNPs-PEG-Pep1、AuNPs-PEG-Pep2、AuNPs-PEG-Pep3 对 DNA 的最大转染效率分别

是 28.94%、72.18%和 48.6%。AuNPs-PEG-Pep2 的转染效率接近阳性对照，有望应用于临床上的基因治疗。 

关键词：金纳米粒子；聚乙二醇；多肽；基因载体系统 

GO39 

一步法构筑 GSH 响应的碳纳米管基聚磷腈药物输送体系 

孟令杰*，王大权，王菲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西安市 710049 

聚磷腈是一种典型的有机无机杂化聚合物，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调的生物降解速率，降解产物为完全

无毒副作用的无机盐类。以聚磷腈材料作为药物载体可有效改善抗肿瘤药物难溶于水、靶向性差和毒副作用较大等

不足，并延长药物释放、体内循环时间，并同时负载多种药物利用其协同效应通过靶向药物输送实现高效的肿瘤治

疗。利用肿瘤细胞内 GSH 含量远高于正常组织细胞的特点在药物分子或者载体中修饰二硫键或二硒键是开发 GSH

响应药物释放体系的一种有效策略。同时，碳纳米管以其极高的比表面积、特殊的管状结构等使其被广泛用于药物

输送系统、生物传感器、成像等研究领域。碳纳米管的纤维状结构在羧化截短后可有利于其进入细胞内部。以碳纳

米管作为基体材料，将抗肿瘤药物和 GSH 响应基团同时交联在聚磷腈中，利用其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可有效提高载

药率以及进入细胞的能力，同时实现药物的靶向输送和 GSH 响应释放。 

关键词：聚磷腈；GSH 响应；药物缓释；碳纳米管 

GO40 

用于诊疗的超 pH 敏感近红外荧光增强聚多肽纳米粒子 

闫立峰*,傅立轶,袁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30026 

合成了两亲性共聚物 POEGMA22-b-PBLA19，随后对 PBLA 链段采用两种伯胺进行胺基，分别是 N,N-二异丙基

乙二胺(DIEDA)和 N,N-二丁基乙二胺(DBEDA)，通过调节两种胺的比例，可以实现不同结构可离子化的叔胺侧链结

构。得到的共聚物在中性 pH 值时在水中可以通过自组装形成胶束纳米粒子，但在弱酸条件下，因聚合物侧链叔胺基

的季铵化，纳米胶束解体。当把近红外荧光分子 cy5.5/淬灭剂分别共价链接到共聚物末端后可形成混合胶束。因 cy5.5

分子与淬灭剂分子间的 FRET 能量转移，体系没有荧光，但当体系在弱酸性时解体，荧光分子与淬灭剂分离，体系

便发出 cy.5.5 的近红外强光，且这个过程是超 pH 敏感的。同时该聚合物作为药物载体具有良好的药物释放特性、生

物相容性。该胶束的微环境效应成像与响应型药物释放行为可以作为新的纳米“诊疗”制剂用于肿瘤的早期发现与治

疗。 

关键词：超 pH 敏感；共聚物；聚多肽；近红外；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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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41 

埃洛石纳米管的表面修饰及其作为抗癌药物载体的研究 

刘明贤*，张军，龙哲儒，杨景，周长忍 

暨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广州 510632 

埃洛石纳米管(Halloysite nanotubes, HNTs)是自然界中形成的一维纳米材料，具有独特而完美的纳米管状结构，

其化学式为 Al2Si2O5(OH)4•H2O，是一种无机硅铝酸盐矿物。依赖于产地和沉积条件，HNTs 管内径尺寸范围是 10~30 

nm，外径尺寸为 40~70 nm，而长度为 0.2~1 μm。HNTs 具有高比表面积、吸附能力强、良好的水分散性、优秀的生

物相容性、表面活泼的化学基团、廉价易得等优势。HNTs 展现出作为药物载体的潜力。本课题组系统研究了壳寡糖

(COS)修饰后的 HNTs(HNTs-g-COS)作为阿霉素(DOX)载体的可行性，探究了其体外和体内治疗乳腺癌的效果。

HNTs-g-COS 具备带正电荷的表面和良好的血液相容性。HNTs-g-COS 负载 DOX(DOX@HNTs-g-COS)后可以促进

MCF-7 细胞的凋亡。由于 HNTs-g-COS 类似于碳纳米管的独特针状结构，其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或通过内吞进入细

胞，通过线粒体和细胞核双重损伤协同机制来增强 DOX 的抗癌效率。通过原位注射 DOX@HNTs-g-COS 到 4T1 肿瘤

小鼠的肿瘤部位进行抑瘤实验。发现 DOX@HNTs-g-COS 可以显著地抑制肿瘤的生长，小鼠全部存活至 60 天以上，

并且小鼠的主要脏器并无损伤。因此，HNTs-g-COS 在临床抗癌应用中提供了新可能。  

关键词：埃洛石；表面修饰；接枝；药物载体；抗癌 

GO42 

基于海藻酸钠的 pH 敏感水凝胶用于抗生素的按需智能释放 

张佳琪，鲁振坦*，黄煜，余振国 

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省纺织新材料及其应用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江夏区阳光大道 1 号 430200 

抗生素滥用引起细菌耐药性的出现对人类公共健康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诸多新型抗菌材料，如纳米粒子、阳

离子聚合物以及光动力学抗菌剂等，在某些方面相对抗生素展现了更优异的性能；但也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使

其无法在临床中大规模应用。因此，实现抗生素的按需智能释放是一种更为实用、简便对抗细菌耐药性的方法。本

文制备了一种海藻酸钠和柠檬酸构筑的基于氢键交联的新型智能抗菌水凝胶，该水凝胶可以对细菌感染微环境做出

特征响应，实现对抗生素的按需释放，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量并提高抗生素的使用效果，从而避免抗生素的滥用，抑

制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细菌感染部位呈弱酸性，该弱酸性环境能够诱导水凝胶分解，释放出包载的抗生素杀灭细菌；

而在正常的生理环境下，水凝胶保持稳定，内部包载抗生素在凝胶基体内不释放。该水凝胶有望应用于细菌感染的

治疗，为细菌感染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水凝胶；酸敏感；抗菌；按需释放 

GO43 

基于交联小分子胶束纳米载药系统的设计、合成 及生物评价 

张仕勇*, 廖春燕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4 

基于共价捕获小分子自组装体的研究基础，以及小分子胶束作为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现状，我们设计了一类基

于交联小分子胶束的纳米载药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细胞以及动物体内的研究。该交联小分子胶束作为纳米载体具有

以下显著性优点：高载药量，强稳定性，纯的单体分子以及简单的制备。交联小分子胶束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为

纳米载药系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简单的一步反应，将硫辛酸分别与吉西他滨和氨基葡萄糖通过酰胺缩

合，制备出表面活性剂 1 和表面活性剂 2。表面活性剂 1 能自组装形成胶束纳米粒子，且通过二硫苏糖醇（DTT）交

联，得到稳定的交联小分子胶束纳米载药系统(CSM-DDS)，且其载药量高达 58%。该小分子胶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优良的生物安全性且有显著的体内和体外抗肿瘤活性。 

关键词：小分子胶束；交联；纳米载药 

GO44 

还原响应型可逆核交联聚碳酸酯胶束用于肿瘤的高效靶向治疗 

夏迎春,曾云雄,卢彦兵*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10082 

生物可降解聚合物纳米胶束作为药物载体备受关注，但存在药物运输过程中存在不稳定、药物过早释放、靶向

性差、药物效率低、及副作用大等问题。聚碳酸酯具有生物兼容性好、可降解的特点，是一种理想的药物载体材料。

传统的聚酯可修饰性差，且制备成的纳米结构存在低浓度时不稳定的缺点。基于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存在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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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GSH）浓度差异性，运用开环聚合与点击化学的方法，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尺寸小、结构稳定、毒性低且

具还原性的可逆核交联聚碳酸酯胶束纳米粒子。纳米粒子对抗癌药物 DOX 的载药量高且在高浓度 GSH 存在下，实

现 DOX 可控释放，减少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对肿瘤细胞对纳米粒子的吞噬行为研究发现，纳米粒子能高效

地将 DOX 输送到 HepG2 肿瘤模型中，4 小时聚集在细胞核的周围，可实现肿瘤的高效靶向治疗。  

关键词：两亲性聚合物；聚碳酸酯；开环聚合；还原响应性；靶向；药物释放 

GO45 

血管阻断剂与高分子纳米药物协同治疗肿瘤研究 

汤朝晖,宋万通,于海洋,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传统抗肿瘤纳米药物存在 2 个瓶颈问题，一是纳米药物在实体肿瘤组织内渗透性差，难以到达肿瘤中心区；二

是传统纳米药物的肿瘤靶向能力不高；这些导致了传统抗肿瘤纳米药物单药在疗效上与相应的小分子药物相比并没

有显著的临床优势。针对纳米药物在实体肿瘤内的渗透性不足这一限制疗效的瓶颈问题，我们提出了肿瘤“边缘与中

心”协同治疗思路，通过小分子血管阻断剂（治疗肿瘤中心区）与顺铂纳米药物（治疗肿瘤边缘区）联用，大幅提升

了纳米药物对于实体瘤的治疗效果。针对纳米药物的肿瘤靶向能力不高这一瓶颈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凝血机

制的肿瘤靶向药物递送新策略：“凝血靶向”，利用小分子血管阻断剂迅速选择性地引发肿瘤部位发生出血-凝血级联

反应，产生强烈的凝血信号，同时注射表面修饰有凝血靶向多肽并担载顺铂的纳米药物，促使纳米药物靶向富集到

肿瘤部位，该新型纳米药物对肿瘤部位的靶向能力是传统纳米药物的 2.5 倍。 

关键词：血管阻断剂；高分子；纳米药物；抗肿瘤；协同治疗 

GO46 

3D 血管化的静电纺水凝胶纤维支架构建及皮瓣重建研究 

程若昱,崔文国* 

苏州大学医学部骨科研究所，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708 号，215006 

    血管化是皮肤、肌肉等带有血管组织修复过程中一个重要过程，通过损伤组织的血管化，从而给损伤组织提供

营养等各类物质，加快损伤组织重建。由于静电纺丝纤维支架的微纳米结构和致密性，难于实现其血管化的立体构

建。此外，静电纺纤维膜的致密性和纵向坍塌等特性，各类细胞只能生长在纤维膜的表层，即使构建大孔隙率或者

复合致孔剂等方法，也难于克服纤维膜的纵向坍塌问题。本研究，合成光交联的明胶水凝胶，延长明胶交联分子链

段长度，通过静电纺丝技术构建可调柔软度和含水量的光交联明胶水凝胶纤维支架，实现内皮细胞在水凝胶纤维上

立体生长并成功构建出血管组织，从而分别实现糖尿病损伤皮肤和皮瓣组织的快速血管化和损伤组织重建。通过本

研究，我们首先构建出水凝胶静电纺纤维支架，并成功实现其快速促进血管化重建，从而扩大的静电纺丝纤维在生

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水凝胶；电纺丝；血管化；组织工程支架 

GO47  
多功能化聚合物超分子自组装基因载体系统的研究 

蒋序林*,蒋其民,张云倜,刘佳,卓仁禧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基因治疗对于根治遗传性疾病和癌症等有很好的前景，但目前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基因的传递系统。聚阳离子是

一种重要的基因载体，它必须多功能化并且低毒可降解才能克服基因传递过程中的多重障碍。我们的策略是设计多

种特定功能化的高分子模块，利用主客体相互作用，将这些模块简单组合自组装成多功能化的聚合物超分子基因载

体体系，可有效复合基因核酸，该基因复合体系通过靶向作用进入目标细胞后，部分解组装或者快速降解释放基因，

减少毒性，提高基因在特定细胞中的表达。 实验结果表明了在支化聚合物中引入双硫键，增加其支化度，引入环糊

精聚合物（PCD）和使用紫外光辐照均能提高该光/还原双重敏感主客体超分子自组装体系基因载体的细胞内吞和转

染效率。 通过简单的模块组合，构建了 PCD 和含不同靶向和客体基团的功能化聚合物（包括 PEG 化）模块的自组

装基因载体系统， 结果表明这些多功能化能增加特异靶细胞对复合物的内吞，复合物的体外转染也有明显提高 

关键词：基因治疗；聚阳离子基因载体；主客体相互作用；多功能化；刺激响应性 

GO48 

新型有机/无机复合药物递送载体的构建及其在诊疗中的应用 

赵娜娜*,徐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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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 号 100029 

    在传统治疗中，药物经全身循环，不仅会使病变细胞产生耐药性，还会对正常组织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基因

治疗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化疗和基因治疗相结合则可以起到协同效应以提高疗效，所以发展可以同时载药

与载基因的新型载体至关重要。有机/无机复合药物递送载体可以将无机纳米颗粒和阳离子聚合物的优势结合，本工

作以具有独特物理、化学性质的氧化硅、量子点、氧化铁和金等无机纳米颗粒为模型，发展了构建阳离子聚合物功

能化的有机/无机复合纳米基因载体的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形貌设计进一步提高材料性能，所得特殊形貌的纳

米基因载体表现出高效的基因转染效率和较低的毒性，通过化疗、基因治疗和光热联合治疗取得较好抗癌效果，并

且兼具优异的荧光、CT 和核磁造影等成像功能，实现成像引导的治疗。这种有机/无机复合药物递送载体的设计和制

备为多功能传输系统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将有利于研究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系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有机/无机复合；药物载体表面功能化；形貌；诊疗 

GO49 

构建 DNA 烷化剂与 CRISPR/Cas9 共传输体系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及化解策略 

肖海华*,李挺,齐若谷,王永恒,喻赢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02215 

基因和药物共传输常用来提高药物疗效、降低毒性、克服耐药等。人们通常将药物和外源性的基因如 siRNA, 

CRISRP/Cas9 等通过物理包裹、化学键合、静电复合等方法负载到药物载体上，从而构建共载体系。铂类（顺铂、

卡铂、奥沙利铂）、氮芥类、环磷酰胺类等是常用的抗癌 DNA 烷化剂。然而这类药物与外源性基因是否能配伍的基

本问题从未被认真考虑。烷化剂的靶点是 DNA 上的碱基，而外源性基因又富含各种碱基。因此烷化剂有可能毒化外

源性基因。以顺铂为例，我们发现顺铂能快速毒化 sgRNA,使其失去基因编辑能力。为合理传输铂类药物和

CRISRP/Cas9 组件，我们设计了既含低毒、低反应活性的四价铂前药，又含有 CRISPR/Cas9 组件的高分子纳米载药

体系。通过一系列的细胞实验和后续的 PDX 模型，我们证实这种共传输体系不损坏基因的编辑效率，其能提高顺铂

联系、克服其临床上的耐药。 

关键词：DNA 烷化剂；基因传输；CRISPR/Cas9；共传输体系；肿瘤治疗 

GO50 

光响应桥联聚倍半硅氧烷纳米粒子的制备及作为药物载体的应用 

张鑫，朱庆增*，付东鲁，朱洪霞，张煜函，贝逸翎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特种功能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99 

二（3-三甲氧基硅烷基丙基）胺与邻硝基苄基氯甲酸酯通过共价键链接而成的桥联倍半硅氧烷单体，在催化剂碳

酸钠水溶液中制备了一种经紫外光照射后表面电荷能发生变化的桥联聚倍半硅氧烷纳米粒子。成功合成了粒径均一

且分散性良好的纳米粒子，扫描电镜和粒径分布测量结果表明，该纳米粒子的尺寸 size 为 303.1 nm，多分散指数 PDI

为 0.315。该纳米粒子的桥联基团在紫外光照射下发生光致断裂反应后，桥联的胺基裸露出来进而发生质子化，最终

使纳米粒子的电荷发生变化。zeta 电位测试结果表明，经紫外光照射 40 min 的纳米粒子的 zeta 电位由-19.80 mV 增加

为-15.14 mV，紫外光照射能够引起该纳米粒子的电荷变化。基于以上特性，将这种表面带有负电荷的纳米粒子负载

抗癌药物阿霉素，并对该纳米药物载体的载药量和包封率进行了测量。通过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其载药率

和包封率分别为 14.38 %和 28.77 %。 

关键词：桥联聚倍半硅氧烷；纳米粒子；光响应；药物载体；电荷 

GP001 

可模块化设计的多重负载囊泡 

张懿旸，王硕，刘冬生*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育部有机光电子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中国，100084 

组装囊泡是药物输送系统中最有趣的平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构象，组装囊泡具有 EPR 效应，同时也减少了药

物的副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推动囊泡载药的应用发展，如引入刺激响应性质实现控制

释放；通过囊泡的表面设计延长循环时间，增加稳定性；靶向分子修饰进行定向给药，合成不同的大小与尺寸纳米

粒子研究其进入细胞的过程等等。近期，人们发现多药交付在肿瘤治疗中显示协同效应，这可能进一步扩大药物输

送应用的机会。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受到阻碍由于特定的载体或方法。因此，我们希望构筑一个通用的平台，实现

多种功能的模块化，并且共载亲水/疏水性小分子以及 DNA 或 RNA。我们利用框架诱导自组装的方法，利用一个稳

定的框架去逐步构筑囊泡的形成。在这种方法下，所需负载的物质可以在组装的过程之中逐步的加入以负载到不同

的位置，从而实现一个囊泡的多重负载。而且在囊泡形成之后会有自由的 DNA 链暴露在囊泡之外，这就为其模块化

的功能添加提供了条件，通过引入功能化的 DNA 序列，我们可以赋予该囊泡多种不同的性能。利用上述的方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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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功的实现了囊泡的多重负载和功能化。并且通过荧光光谱和透射电镜的技术表征了该囊泡，成功的负载了荧光

素钠，尼罗红，寡聚 DNA 等不同物质，并且通过加入不同的 DNA 杂化分子，实现了囊泡的靶向性能与表面电势调

节的功能。我们制备了大小和形状可调的囊泡，不仅可以依次负载多种物质，而且可以进行功能的模块化设计，这

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细胞的吸收和药物输送过程。可以预料的是，随着 DNA 纳米技术的发展，这种囊泡可以运输丰富

的货物，并实现选定的功能。我们相信，这个通用平台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细胞研究，准确的药物输送

和纳米诊断等等。 

关键词：框架诱导自组装，囊泡，药物负载，模块化 

GP002 

乙烯基单体酵母细胞内原位自由基聚合 

秦洪,李伟,刘和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面包酵母细胞是一种球形或椭球形的微米级真菌，其细胞被膜可以被视为一种微米尺寸的“包装袋”，因其细胞被

膜中含有大量的 1,3-b-葡聚糖，所以是一种免疫细胞受体。在该文中，我们通过细胞内部的原位自由基聚合在酵母细

胞中制备聚苯乙烯纳米粒子，形成微米尺度的酵母细胞包裹聚合物纳米球的多级复合粒子。因为其表面包覆的是细

胞胞壁，所以它是一种可能被活细胞吞噬并输运，随后释放聚合物粒子的“木马”粒子。这种粒子在生物医药和环境处

理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比如可用于巨噬细胞受体介导的免疫系统靶向输运或者生物吸附和隔离材料。 

关键词：酵母细胞；木马粒子；聚苯乙烯；原位自由基聚合 

GP003 

螺旋链修饰的细胞内环境响应性荧光比率型高分子基纳米载体 

韩鑫,张健,乔晨阳,张文明,殷俊,吴宗铨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为了精确地跟踪细胞对纳米载体的内吞过程及定位纳米载体在细胞内的位置，高灵敏度、多功能的荧光示踪剂

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传统的单色荧光探针常常存在易受背景荧光干扰以及不能长时间示踪等缺陷，从

而导致低的分辨率及效率。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多色荧光探针与比率型荧光探针成为了有效解决该缺陷的重要手段。

本文中，我们合成了一种表面由亲水性螺旋高分子链修饰的核交联胶束，其内部含有四苯乙烯(TPE)官能团与具有巯

基响应性的核交联结构。与众不同的是，该结构中与共轭主链相连的 TPE 基团在单分散时显现出明显的蓝色荧光，

而聚集时荧光淬灭。恰好利用这一独特的光学性质，当荧光染料分子尼罗红(NR)被包裹在胶束内部后，在细胞内的

还原性环境中，我们成功地观测到了荧光的比率型变化，其荧光叠加照片亦显示出由红色-紫色-蓝色的变化，很好地

实现了对纳米载体在细胞内的定位与对药物释放过程的实时监控。 

关键词：细胞成像；刺激响应；荧光探针；比率型；螺旋高分子 

GP004 

新型氧化还原响应聚合物药物载体用于肿瘤细胞光热-化疗协同治疗 

张皖苏 1,范曲立 1,黄维 2,1 

1.南京邮电大学，2.南京工业大学 

化疗药物在肿瘤治疗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仍存在释放缺乏靶向性及长期治疗的耐药性等问

题。刺激响应型化疗药物载体已经被验证可以增加化疗药物的治疗效果。且化疗与光热疗结合后，肿瘤治疗效果能

得到提高，并能减少化疗副作用。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以多聚双硫胺为主链，接枝苝酰亚胺（PDI）和 PEG 链组

成的聚合物（PDI-SS-PEG），包载阿霉素（DOX）的肿瘤光热-化疗协同治疗的药物控释系统。该聚合物胶束在生理

环境中较稳定，可在接触还原型谷胱甘肽时快速解离释放化疗药物，并且在近红外光照射下会产生明显的光热效应。

文章中对制备出的纳米颗粒的各理化特性，如形貌、紫外吸收、光热效应、载药率、体外药物释放率等都进行了详

细的表征。而且，本文对人类乳腺癌细胞（MCF-7）进行了光热-化疗协同治疗，光照后的载药聚合物纳米颗粒显示

了很强的肿瘤细胞毒性。  

关键词：光热疗，化疗，协同效应，氧化还原响应释放 

GP005 

刺激响应型智能靶向纳米载体的构建与性能研究 

赵丹,李峰,马淑杰,易小庆,袁功道 

武汉大学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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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纳米载体在改善化疗药物的溶解性、提高对肿瘤组织和细胞的选择性、降低化疗药物的系统毒性和克服多

药耐药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在血液循环过程中，表面暴露靶向配体的纳米载体也可能被正常组分或细胞识

别，从而造成体内的快速清除或毒副作用。基于肿瘤内部环境特征（如：pH、还原环境、酶和温度）或者外部刺激

（如：光照、磁场等）制备的智能靶向纳米载体，可以通过刺激响应的结构转变实现对纳米载体的靶向功能和药物

释放的调控，有助于提高纳米载体的体内稳定性和靶向给药效率。此外，智能靶向纳米载体通过内涵体转运的方式

进入细胞内，能够逃避耐药细胞膜上 P-糖蛋白（P-gp）的转运，促进化疗药物在细胞内的富集，从而达到克服肿瘤

细胞的多药耐药的目的。本文中，我们设计制备了一系列刺激响应性智能靶向纳米载体，通过外部或肿瘤内部环境

的刺激调控纳米载体的靶向功能，用于化疗药物的靶向传递和肿瘤细胞多药耐药的逆转。 

关键词：刺激响应；智能靶向；药物传递 

GP006 

主链含光敏铂聚阳离子载体用于光控基因输送及联合化疗 

何沙沙,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高分子化疗和基因药物纳米共输送体系用于癌症治疗受到化疗药物担载量低、释放不可控，基因药物内涵体逃

逸与卸载困难等问题限制，开发新型高分子纳米共输送体系同时实现两类药物的高效担载和可控释放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本项目创新性地将抗癌“前药”，四价光敏铂化合物，作为光敏剂和疏水组分引入高分子主链，制备了可见光

敏感的主链含铂聚阳离子；静电复合基因药物后形成的纳米颗粒即可实现联合治疗。该纳米颗粒内吞入癌细胞后，

光照下四价光敏铂化合物会释放叠氮自由基破坏内涵体膜实现载体内涵体逃逸；同时还会光还原成二价铂药，诱导

载体主链结构迅速崩解，实现光控铂药释放和基因卸载，充分发挥了两类药物间协同增效作用。该体系为高分子化

疗和基因纳米共输送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试验依据。 

关键词：铂；主链光刺激响应；基因载体；基因逃逸；联合治疗 

GP007 

近红外光响应的一氧化氮纳米发生器用于逆转肿瘤的多药耐药性 

郭冉冉,杨武利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一氧化氮（NO）作为人体内重要的信号分子，其在多种疾病上的潜在治疗意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发展

出具有临床应用潜力的可精准控制释放 NO 的体系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我们通过将光热试剂和热敏感的 NO 供体

结合，发展出灵敏的近红外光响应的 NO 纳米发生器并将其用于耐药型癌症的治疗。这种纳米发生器可以有效吸收

808 nm 的近红外光，然后将其转化为大量的热传递给热敏感的 NO 供体。实验中我们发现近红外光可以很好的控制

纳米平台释放 NO，产生的 NO 能够抑制耐药型肿瘤细胞的 P 型糖蛋白表达，从而有效增加细胞内化疗药物的富集，

达到提高化疗效果的目的。我们还在裸鼠耐药型肿瘤模型中进一步验证了该纳米平台的治疗效果，发现在近红外光

照射下，其表现出出色的肿瘤抑制效果同时无明显副作用。因此，这种基于光热转化的新型 NO 释放平台有望用于

临床耐药型肿瘤的治疗，对其他 NO 相关疾病治疗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一氧化氮；近红外光；耐药型肿瘤；控制释放 

GP008 

具有温度和 pH 值双重敏感性的纳米药物载体及其药物控释行为 

彭伟黎,容敏智,章明秋 

中山大学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10275 

以乳液聚合法制得的不同粒径的单分散聚苯乙烯为模板，采用正硅酸乙酯为硅源、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胺为孔

模板、氨水为催化剂，通过溶胶-凝胶方法，在 PS 模板上包裹上 SiO2，再利用高温灼烧除去模板，制备了中空介孔

纳米硅球。在中空介孔 SiO2 纳米球表面修饰上乙烯基官能团，用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co-N 丙烯酰基多巴胺）共

聚物修饰中空纳米硅球表面，并加入 Fe3+与儿茶酚基配位，获得具有温度和 pH 值双重响应性的中空介孔硅球

HMSN@P(NIPAM-co-DMA-Fe3+)。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傅里叶红外谱、热重分析、紫外-可见光谱等测试手段表征

了微球的物理化学性能。并以阿霉素为模型药物，研究其作为药物载体的载药及药物控释行为，结果表明这种纳米

微球在 1mg/ml 的阿霉素磷酸溶液中载药量高达 8.64%，包封率为 94.60%，药物释放行为呈现对温度和 pH 的双重响

应性，可以实现对药物的有效负载和控制释放。 

关键词：中空介孔二氧化硅；表面修饰；双重响应性；药物载体；控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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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09 

自组装壳聚糖-亚甲基蓝纳米载体用于靶向光动力治疗宫颈癌细胞 

张贵阳,贾叙东,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光动力治疗（PDT）涉及光氧化剂（PS）与氧分子和特定波长的光的细胞摄取，以便能够通过凋亡途径触发癌

细胞死亡，细胞凋亡途径较少有害，并且具有比坏死更少的炎症反应。[1-3]  然而，传统的 PDT 治疗方法有明显的缺

陷：比如光敏剂对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选择性差和一些 PS 化合物的暗毒性随着剂量和潜伏期的增加而增加。本文通

过自组装方法设计出治疗性聚乙二醇/壳聚糖/亚甲基蓝-转铁蛋白纳米生物相容性药物载体，它对于癌细胞靶向选择性

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样 PS 的选择性交付到目标肿瘤部位区域,能够有效积累在癌细胞内部，防止随机分布在皮肤组织

造成光致表面的皮肤损伤，此外光敏剂本身不产生暗毒性，在光动态靶向治疗上具有很好的效果，这个工作代表生

物相容性较好的多功能复合载体有最小化副作用并且能够对光动力学治疗效果起积极作用。 

关键词：自组装；CS；PDT；PS 

GP010 

靶向上皮-间质转化：基于金属多酚网状结构的纳米复合物用于抑制肿瘤转移 

樊锦轩,张先正 

武汉大学 430072 

摘要：恶性肿瘤的转移是导致癌症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而在传统的药物化疗过程中，肿瘤细胞会产生适应性

变化，抑制化疗效果。期间，肿瘤细胞会发生转移的关键性步骤——上皮-间质转化作用(EMT)。因此，设计出 EMT

抑制的纳米材料对肿瘤抗转移、提高化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茶多酚是一类已被 FDA 批准使用的天然化合物，能够

抑制 p 蛋白表达进而降低细胞耐药性，同时其多个酚羟基的结构易于与金属离子配位形成网状交联结构。基于此，

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茶多酚（没食子酸酯）与金属离子（铁）配位作用的通用型多功能纳米包覆层（EIN），以

纳米硅球和高分子胶束为例进行药物（DOX)包裹，在继承了传统纳米药物抑制肿瘤细胞耐药性及 EPR 效应介导的肿

瘤富集能力的同时，通过体外细胞实验与体内动物实验，全面研究了这一纳米复合组装体在进一步提高纳米材料克

服肿瘤细胞耐药性、靶向 EMT 抑制肿瘤转移以及协同提高化疗药物治疗效果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上皮-间质转化，肿瘤转移，多药耐药性，纳米药物，抗肿瘤治疗。 

GP011 

可注射温度敏感水凝胶负载多肽药物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刘衍朋 1,陈晓斌 2,李建树 1,俞麟 2,丁建东 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骨质疏松症骨量减少治疗的过程中，长效控释降钙素等多肽类药物，对于骨小梁的修复效果比短期用药的疗

效好。但是多次皮下注射可能导致患者的依从性比较差。本文介绍降钙素与氧化海藻酸钙复合物(sCT-OCA)负载温度

敏感的三嵌段共聚物，PLGA-PEG-PLGA，可用于骨质疏松症的长效治疗。 三嵌段共聚物在接近人体体温时可呈现

出良好的溶胶-凝胶转变行为；同时，负载 sCT-OCA 的聚合物溶液注射皮下后会原位形成水凝胶，通过凝胶和氧化海

藻酸钙降解持续释放降钙素。在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量减少动物模型中，聚合物体系释放出的降钙素对于血液中钙

离子浓度的降低和骨小梁的修复具有明显的作用，并且单次注射后药物释放时间可达 30 天。因此，温敏水凝胶释药

系统在骨质疏松症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可控释放；降钙素；温敏水凝胶；骨质疏松症  

GP012 

pH 和还原双敏感的聚多糖纳米载体担载阿霉素 

杨胜彩,汤朝晖,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临床广泛使用的小分子抗肿瘤药阿霉素存在靶向性差和系统毒性大等问题。与传统小分子化疗药物相比，高分

子纳米药物能够延长循环时间、降低毒副作用。针对肿瘤微环境（低 pH 和高 GSH）的特点，基于丁二酸酐修饰的

葡聚糖，我们创新性地制备了一种 pH 和氧化还原响应的智能纳米载体 Dex-SA-L-Phe-L-Cys。载体材料与阿霉素在水

溶液中通过静电和疏水作用组装形成纳米粒子，同时，巯基氧化为二硫键稳定纳米颗粒。该 pH 和氧化还原敏感的

DOX-S-NPs 可以有效担载阿霉素，载药量和包封率高，同时具备 pH 和 GSH 响应的释放行为，而单 pH 敏感的纳米

粒子仅具备 pH 响应的释放性质。MCF-7 的细胞内吞和活性实验分别证实了 DOX-S-NPs 具有优良的内吞效率和毒性。

随后，在 MCF-7 原位乳腺癌模型中 DOX-S-NPs 显示出显著的肿瘤生长抑制和降低的机体毒性，并且能够显著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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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周期。 

关键词：葡聚糖 双敏感 阿霉素 药物担载 

GP013 

具有电荷反转能力的光敏铂交联纳米药物 

张庆飞,何沙沙,周东方,黄宇彬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刺激响应性纳米药物输送体系对于改善小分子药物的溶解性，延长药物的血液循环时间，增加药物在病灶部位

的蓄积量以及药物在靶点位置的刺激响应性释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将抗癌“前药”四价光敏铂化合物，作为

光敏剂和疏水组分引入高分子，并同时在高分子中引入具有电荷反转能力的 3-氨基丙基咪唑，从而设计出具有光敏

感，电荷反转能力的高分子纳米药物。该体系在血液循环过程中，可以通过肿瘤部位微酸性环境实现其电荷反转，

从而增加其肿瘤细胞的摄取；被细胞内吞后，在光照刺激下，高分子中四价铂“前药”会被还原成二价铂药，实现纳米

药物的光刺激响应解体及药物的释放。综合实验表明，该多功能纳米药物具有较好的响应性能力，为纳米药物载体

的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四价光敏铂化合物；前药；刺激响应；电荷反转 

GP014 

药物介导 CT 成像的主链双药高分子纳米胶束用于 PDX 肺鳞癌治疗 

丛雨微,周东方,黄宇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当前，纳米抗癌药物向临床转化还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分子药物的成分和结构不可控，

批次差别大；二是缺少体内对药物进行直接监测而不依赖于其它成像试剂的手段；三是缺少合适的肿瘤动物模型对

药物疗效进行有效评价和筛查。我们前期研究表明顺铂与去甲基斑蝥素具有较好的协同抑瘤效果。基于此，我们设

计合成了一种含有顺铂和去甲基斑蝥素的四价铂前药作为聚合单体，通过缩聚的方式将其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上，合

成了主链含双药的高分子纳米药物。该纳米药物中顺铂和去甲基斑蝥素的比例确定，药物的释放可以通过还原环境

和酸性条件控制；同时，由于铂含量高达 10%，能够通过 CT 成像直接对纳米粒的体内分布实现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有

效追踪。该纳米药物对于高特异性的 PDX 肺鳞癌模型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这种主链双药可控释放的高分子体系

将为纳米药物的精准治疗带来新的机会。 

 关键词：主链双药高分子；患者来源肿瘤；CT 成像 

GP015 

具有肿瘤渗透和程序化药物激活性能的杂合纳米前药的构建及抗肿瘤耐药性研究 

赵彩艳,邵磊厚,卢建清,佟雨佳,吴雁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本文制备了一种杂合纳米前药，通过协同地克服一系列生理病理障碍使活性药物高效地聚集到肿瘤细胞从而成

功逆转肿瘤耐药性。该纳米前药由三部分组成：pH 敏感的阿霉素前药 DSPE-DOX、药物外排抑制剂粉防己碱 TET

和两亲性高分子材料 DSPE-PEG。PEG 化使得纳米药物在血液循环中处于非活化状态，降低其与机体正常细胞的相

互作用，延长其在体内的循环时间并增强其在肿瘤部位的富集；在到达肿瘤组织后，由于具有很小的粒径，纳米前

药扩散阻力比较小，容易穿过血管并在肿瘤细胞外基质的三维网格中渗透、扩散，提高药物的肿瘤分布。进入肿瘤

细胞后通过弱酸性环境的刺激释放的外排抑制剂 TET 抑制了细胞膜上 P-gP 蛋白的活性，之后抗癌药物 DOX 持续释

放高效地续集在细胞中，从而增强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结果表明该纳米药物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化疗药物 DOX

的药效，克服了乳腺癌的耐药性，并且具有很小的毒副作用。 

关键词：纳米药物；肿瘤耐药性；生理病理屏障；DSPE-PEG；阿霉素 

GP016 

基于新藤黄酸 pH 响应型聚合物纳米载体的研究 

刘欢欢,陈红,陈卫东 

安徽中医药大学 230012 

两亲性聚合物在选择性溶剂中通过自组装形成纳米胶束，因其独特的核壳结构以及被动靶向性等特点逐渐被广

泛地应用于药物输送。本研究通过多官能团引发剂 PCBP 引发丙烯酸叔丁酯（tBA）RAFT 聚合以及 ε-己内酯（CL）

开环聚合制备了含有炔基和溴的嵌段聚合物，将该聚合物进行水解后得到了具有 pH 响应性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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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择不同溶剂、不同水相/有机相比例，该聚合物可形成不同形貌、不同大小的稳定性纳米聚集体。以中药滕黄提

取物新滕黄酸作为模型抗肿瘤药物，采用正交实验，实现了纳米胶束对新藤黄酸的成功负载与响应性释放，且包封

率高达 84%。该结果将为 pH 响应性聚合物纳米载体用于中药抗肿瘤领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pH 响应性；纳米胶束；药物释放 

GP017 

基于 β-环糊精主客体作用的星形单元构建超分子双响应性水凝胶 

张奕,马栋,薛巍 

暨南大学 510632 

我们采用 β-环糊精与二茂铁之间主客体作用，以 β-环糊精修饰的超支化聚缩水甘油醚（HPG）与二茂铁封端的

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构建了一种以 HPG 为核、PNIPAM 为臂的新型星形结构。而这种星形结构除了能

够响应外界温度变化而自聚集成三维物理交联网络而形成具有可逆温度响应的水凝胶以外，还能在氧化环境下解组

装，是一种双响应性的智能凝胶材料。考虑到其特殊的流变性能，该体系可以用于可注射且原位固化的药物递送系

统，从而实现在室温下很方便地混合治疗药物，注射到体内后在体温影响下固化为水凝胶并缓释治疗药物的效果。 

关键词：超分子水凝胶；主客体作用；超支化聚缩水甘油醚；双响应性；星形聚合物 

GP018 

基于碘代氟硼吡咯的多功能聚合物纳米材料制备及其用于光动力/化疗协同治疗耐药性

肿瘤的研究 

安金霞 

天津理工大学 300384 

癌症已成为全球性主要致死疾病之一。临床治疗中化疗是最常应用的手段。然而肿瘤细胞会对化疗药物产生耐

药性，严重影响化疗成功率和有效性。光动力疗法，一种新癌症治疗方法，对病灶部位无损伤且不引起耐药性，通

过光敏剂分子在癌组织周围富集，光照下释放活性氧，致使癌细胞死亡。然而大部分光敏剂因水溶性差而在水相体

系聚集导致单线态氧产生减少，造成治疗效果微弱。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安全、稳定且具有多种不同抗肿瘤作

用 机 制 的 药 物 载 体 ， 提 高 抗 肿 瘤 效 果 。 基 于 此 ， 我 们 构 建 新 型 碘 代 氟 硼 吡 咯 多 功 能 纳 米 载 体

I-BODIPY-(PDMDEA-b-PGEA)。聚原酸酯为疏水端，在低 pH 值下降解，避免药物突释。聚半乳糖为亲水端，与肝

癌细胞表面过表达的唾液酸糖蛋白受体发生特异性结合，从而获得靶向功能特性。I-BODIPY 分子在水溶液中光照下

快速产生单线态氧。通过负载阿霉素，利用化疗/光动力协同治疗克服肿瘤耐药性，实现肿瘤消融治疗。 

关键词：多重耐药性；多功能特性；协同治疗；氟硼吡咯 

GP019 

海藻酸钠/硫酸鱼精蛋白层层自组装中空微胶囊的制备及表征 

王敏,张慧慧,杨革生,邵惠丽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20 

    以Na2CO3和CaCl2为原料，通过共沉淀法制备了不掺杂任何表面活性剂的球形CaCO3颗粒，并以合成的CaCO3

微球为模板，海藻酸钠(ALG)和硫酸鱼精蛋白(PRM)分别为聚阴离子电解质和聚阳离子电解质，采用层层自组装技术

通过静电吸附制备核/壳结构(ALG/PRM)5 中空微胶囊。利用粒径分析仪、Zeta 电位仪、热重分析(TG)、扫描电镜(SEM)

等分析手段对制备过程以及制备的微胶囊进行跟踪和表征。粒径分析仪的测试结果表明得到了粒径均一的 CaCO3 微

球，粒径分布在 5∼7μm；ζ 电位的变化曲线揭示了 ALG 和 PRM 成功地组装在 CaCO3 微球表面；TG 结果显示形成

的聚电解质多层膜在 100∼650℃内发生分解；由 SEM 图观察到具有典型皱褶的完整形貌的中空微胶囊，进一步证明

成功组装出(ALG/PRM)5 中空微胶囊。 

关键词：海藻酸钠；层层自组装；中空微胶囊；硫酸鱼精蛋白  

GP020 

海藻酸钠/麦芽糖微针贴片用于胰岛素的透皮给药研究 

张洋,江国华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本文通过两步法制备经钙交联的海藻酸钠/麦芽糖共混微针贴片，强韧度足够刺穿皮肤，利用凝胶贴片的水溶性

能释放出胰岛素，用于糖尿病的透皮治疗。贴片针头的力学测试以及鼠皮的扎入实验表明针头具有较好的刺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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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液模拟实验显示微针贴片具有良好的溶解性能。微针贴片负载胰岛素的 FITC 标记释放和体外累积释放展现目标

药物的扩散情况。SD 大鼠活体实验表明载药微针贴片具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其相对药效利用率（RPA）和相对生

物利用度（RBA）分别高达 94.1%和 93.7%。本研究为药物控释载体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透皮给药治疗糖尿病中

有着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糖尿病；微针；透皮给药 

GP021 

配位竞争诱导聚合制备非球型的中空聚合物纳米微粒 

相思源,陈一新,张恺,杨柏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中空纳米微粒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在现有及新兴技术领域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并在

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包括诊断、生物成像以及治疗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我们的工作中，我

们建立了“配位竞争诱导聚合”这一新颖的合成方法，利用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MOF）为模板，构筑了负载了功能

性纳米微粒的非球型聚合物中空纳米微粒，并考察了用其作为载体药物输送与光热治疗协同抗癌的效果。在这一工

作中，我们利用单体多巴胺与 MOF 中的金属阳离子间的配位作用强于 MOF 中有机配体与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为驱

动力，多巴胺“抢夺” MOF 中的金属离子，拆解其模板结构，释放出有机配体，进一步反过来影响反应体系的 pH 值

或质子强度，同时引发了单体多巴胺聚合包覆在模板上，从而边拆解模板边引发聚合，最终制备了非球型的中空 PDA

纳米结构，并对其性质和功能进行了表征。 

关键词：配位竞争；非球型；中空；聚合物；纳米微粒 

GP022 

 

具有低 N/P 和高转染效率的树状多肽脂质分子自组装纳米基因载体的设计与应用 

陈晓冰,梁鸿,姜倩,聂宇 

四川大学 610064 

基因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疾病治疗手段已经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基因的有效传递和释放在治疗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类载体虽然转染效率高，致病风险也高，使得临床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发展无

致病风险，转染效率高的非病毒类载体是最佳策略。我们课题组受病毒核衣壳和包膜结构及其基因传递过程的启发，

设计出一种能高效传递基因并实现智能释放的自组装脂质类纳米载体。该载体分子由富含精氨酸的亲水部分和两条

油酸链组成的疏水部分构成，这两部分之间通过二硫键连接。我们还合成了不含二硫键的类似物作为对照材料。根

据体外实验，该载体的基因转染效率高出 PEI25k 约 380 倍，最佳转染的 N/P（10）远低于对照材料的 N/P（40）。与

对照材料相比，该载体能有效完成穿膜和溶酶体逃逸过程，并且由于二硫键的存在，在肿瘤细胞内高 GSH 环境下，

能快速释放基因。根据体内实验，该载体的瘤内转染效果高出 PEI25k 约 6.2 倍。 

关键词：基因载体；高转染效率；低 N/P；自组装；环境响应 

GP023 

药物/高分子结晶性包合物 

杨晓彤,钟智,徐军,黄延宾 

清华大学 100084 

当药物分子的化学结构确定后，其固体形式的选择将直接决定药物的溶解行为，进而影响其在生物体内的吸收

和有效利用。高分子的引入通常能够显著地改变药物的固态形式，形成具有不同结构的药物/高分子两组份固体体系。

在近期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发现，某些药物可以与高分子共同结晶，形成药物/高分子结晶性包合物，其中药物分子堆

积形成具有相互平行管道空腔的晶体结构，尺寸合适的高分子链则以伸展构象填充于连续管道中。以此为基础我们

提出了利用异质同构管道型溶剂化物的形成来进行药物/高分子结晶性包合物筛选的通用方法，并进一步研究了这种

新的药物固体形式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研究表明通过改变客体高分子的种类、分子量和共聚组成可以实现对包合物

晶体的稳定性、溶解行为等性质的连续调控。这一新颖的药物固体形式在长效缓释剂的开发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

前景。 

关键词：结晶性包合物；药物分子；高分子；性质调控；长效缓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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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24 

基于生物正交反应的纳米药物输送体系在成像及活体中的应用与研究 

李博文,吴昊,谢鑫,曾钫,吴水珠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生物正交反应在调控生理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目前用此类型反应来实现药物释放，成像以及考察其

在活体中治疗效果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首次设计和合成了一种基于生物正交断键反应的前药药物输

送及成像体系，该体系由以下三部分构成：钯复合物可催化裂解的炔丙基，作为成像荧光团和可断裂中间体的香豆

素以及抗癌药物氮芥。体外实验中发现钯复合物可有效的催化裂解炔丙基，从而引起可断裂香豆素发生一系列自断

裂反应激活成像荧光团香豆素并释放出氮芥。同时，钯复合物以及前药分别装载脂质体中构建成双组分的两亲性聚

合物纳米粒子，该纳米粒子进入 HeLa 细胞后在单光子和双光子激发下会产生香豆素荧光信号，此结果表明双组分纳

米粒子在细胞内发生生物正交反应并激活的香豆素并释放出氮芥。更重要是我们将此前药释放体系应用到小鼠实验

中，考察该体系对在小鼠体内对肿瘤的抑制作用。此策略为生物正交前药的成像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 

关键词：生物正交化学；钯复合物；脂质体纳米粒子；成像 

GP025 

透明质酸/海藻酸钠复合微针的制备及胰岛素透皮给药研究 

余伟江,江国华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本文利用透明质酸与 3-氨基苯硼酸改性的海藻酸钠合成了一种复合物微针贴片用于胰岛素的透皮给药，从而用

以减轻传统胰岛素反复的皮下注射所造成的不便与痛苦。力学性能的测试显示制备的微针贴片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

足以刺穿皮肤表层并释放出装载在针体内的胰岛素。在体外皮肤刺入实验中，我们分别将装载了罗丹明 B 和异硫氰

酸荧光素标记的胰岛素的微针贴片作用在 SD 大鼠离体皮肤后，对其进行激光共聚焦测试和冷冻切片测试分析，结果

显示罗丹明 B 和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胰岛素分别从刺入点扩散至皮下约 525μm，450μm 的深度，具有较好的药物

递送能力。接着，活体以及药效学实验用于分析胰岛素装载的微针贴片对于 SD 大鼠的血糖水平调节的可行性。所获

得的结果表明所制备的微针贴片对于通过透皮给药治疗糖尿病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糖尿病；微针；透皮给药 

GP026 

基于上转换纳米粒子的抗癌药物控制释放体系研究 

占晨越,吴昊,吴水珠,曾钫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目前，癌症依然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而化学疗法是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之一。药物控制释放体系能够增

加药物同时能够增强化疗效果，同时配合光热治疗能够更有效的对癌症进行治疗。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并合成了

一种能够对肿瘤细胞溶酶体内低 pH 进行响应（pH<5）并释放出化疗药物阿霉素(DOX)的纳米粒子载药体系。首先合

成了具有光热转换功能的稀土掺杂上转换纳米粒子，然后以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为模板，利用四乙氧基硅烷的聚

合反应在表面包覆介孔硅，最后在其表面覆盖 DPPC/DSPE-PEG2000 磷脂膜，并在介孔硅孔隙中负载模型药物阿霉

素以及酸性响应小分子碳酸氢铵。通过细胞荧光成像观察到了阿霉素的释放，并通过 MTT 实验结果证明了该体系对

Hela 细胞的活性有更好的抑制效果。 

关键词：上转换纳米粒子；介孔硅；磷脂；控制释放 

GP027 

通过光控释放前药结合光动力疗法增强化疗治疗效果 

林漪,吴水珠,姜小芳,吴波,曽钫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化疗作为癌症的一线疗法已使用多年，但是化疗受限于药物的副作用和无法在癌症处定点释放等缺点。因而在

这里，我们展示了一种同时具有光动力疗法和化疗两种疗法的的脂质体光控药物释放体系 Lip-Pro-Stm 以增强增强化

疗治疗效果。本工作成功制备合成出了一种在绿光（500nm）或者红外激光（860nm）激发下的光控药物释放体系，

释放出的单线态氧能进一步释放抗癌前药苯丁酸氮芥（CHB）。荧光显微镜观察表明，Lip-Pro-Stm 能很好的进入多种

癌细胞。高效液相色谱法、MTT 比色法、细胞流式术以及凝胶电泳实验等分析表明，该体系能在光照下释放出单线

态氧，并能通过单线态氧进一步释放 CHB，通过单线态氧的氧化作用和 CHB 交联 DNA 的作用从而使癌细胞凋亡。

这种通过外部光照刺激产生单线态氧和化疗药物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定点投放药物并提高化疗治疗效果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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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关键词：光敏剂；单线态氧；化疗；癌症 

GP028 

PEG 修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甘氨酸酯)纳米微泡用于超声成像和药物靶向递送 

李永婧,张子豪,万家勋,汪长春 

复旦大学 200433 

在用于原位生物医学成像的多功能超声造影剂中，已有报道的多是微米级尺寸，不利于在用于治疗的靶向药物

递送体系中的应用。在此，我们用回流沉淀聚合方法和碳二亚胺催化的酰胺化反应用于制备 PEG 和 RGD 修饰的聚

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甘氨酸酯纳米微泡，这是一种不到 100nm 的超声造影剂，同时具有较强的肿瘤靶向能力，在

肿瘤细胞中可以迅速降解，形成小分子量低聚物。纳米微泡负载阿霉素和全氟己烷后分别表现出较好的治疗功效和

高质量超声成像效果：实验组肿瘤减小到不足以测量尺寸，注射后在生物体肿瘤部位的超声信号比对照组高 1.47 倍。

因此，这种纳米微泡在超声诊疗一体化方面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超声成像；靶向药物递送；甘氨酸；纳米微泡；治疗诊断学 

GP029 

两亲性超支化药物聚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段晓,杜俊杰,白婷,孔杰 

西北工业大学 710072 

生物医用高分子已被广泛应用于药物的控释与缓释领域。而高分子聚合物的使用会限制药物的载药率以及导致

生物体内的蓄积毒性。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药物的载药率和避免聚合物在生物体内的蓄积毒性，需设计无高分子聚合

物的药物自输送体系。以药物作为重复单元构建药物聚合物可避免高分子聚合物载体的使用。本文以抗肿瘤药甲氨

蝶呤 （MTX） 与三乙醇胺（TEOA）在 1，3-二环己基碳化二亚胺(DCC) 作用下通过缩合反应形成超支化药物聚合

物，再接枝少量聚乙二醇单甲醚 (mPEG) 形成两亲性聚合物。核磁共振谱（NMR）表征合成产物。紫外分光光度计

测定载药率为 51.2%。动态光散射仪（DLS）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表征自组装行为和形貌。体内裸鼠实验结果

表明两亲性超支化药物聚合物 (MTX-TEOA-PEG) 在 16 天后的肿瘤体积抑制率（TGI）为 47.6%。 

关键词：超支化药物聚合物；甲氨蝶呤；自组装 

GP030 

pH 调控结构转变的 PA 分子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梁佩清,全昌云 

中山大学 510006 

本课题中，我们合成了一种随着 pH 的降低可由纳米球转变成纳米纤维的多肽双亲（PA）分子药物载体：stearyl- 

DRQIKIWFQNRRMKWKK。其中，DRQIKIWFQNRRMKWKK 是来源于一段触角基因蛋白的功能性寡肽，可以有效

的提高给药体系被肿瘤细胞摄取的效率。研究发现，该 PA 分子在正常生理环境下（pH7.4）自组装形成纳米球，而

随着 pH 的下降（肿瘤组织内部可达到 5.0）PA 分子自组装体会转变成纳米纤维。这种结构转变不仅会使包载于纳米

球疏水内核中的阿霉素在肿瘤组织处得以初步释放，而且转变成的纳米纤维结构更有利于细胞对载体的吞噬，这样

纳米纤维会滞留于肿瘤组织中并进行更加彻底的药物释放。体外细胞吞噬实验证明了给药体系可以被肿瘤细胞

（CT-26）高效摄取。此外，体外细胞毒性实验和体内抗肿瘤实验都表明给药体系可以有效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

生长。 

关键词：多肽双亲分子；结构重组；pH-诱导 

GP031 

酶响应刺激释放吉西他滨的白蛋白纳米前药用于胰腺癌的诊断治疗 

韩海杰,金桥,计剑 

浙江大学 310027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诊断和治疗极为困难的实体肿瘤。由于缺少手术和放疗机会，化疗常常成为胰腺癌患

者的唯一选择。但临床一线化疗药物——吉西他滨（GEM）在体内极易被脱氨酶降解而失去药理活性，提高其化疗

效果迫在眉睫。据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白蛋白纳米平台，可在胰腺癌细胞内过度表达的组织蛋白酶 B 刺激下释

放 GEM，同时络合近红外染料 IR780 用于胰腺癌成像和诊断的 HSA-GEM/IR780 纳米诊疗前药。IR780 分子的荧光

具有极高的组织穿透性，可用于胰腺癌的成像和诊断。并且由于 GEM 键接在白蛋白上，避免了其在体内的降解。同



 
 

367 
 

时利用白蛋白纳米载体和胰腺癌细胞内过度表达的组织蛋白酶 B 分别实现了在肿瘤处富集和细胞内特异性释放

GEM。从而提高了疗效，降低了毒副作用。综上，设计的简单、可视、安全的纳米前药，不仅实现了胰腺癌治疗的

诊疗一体化，还大大提高了化疗的疗效，降低了毒副作用，在临床上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吉西他滨；白蛋白；治疗诊断；胰腺癌化疗；近红外成像 

GP032 

基于开环反应构建多功能阳离子载体 

祁宇,俞丙然,徐福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多功能化阳离子聚合物基因载体是生物材料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近期研究表明，胺化的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

油酯（PGMA）可有效用于构建低毒高效阳离子基因载体。本研究通过利用 PGMA 聚合物与不同种类胺基化合物（包

括四胺基酞菁锌(II)、胺基四苯基乙烯或碘海醇碘代物和乙醇胺）进行开环反应，形成功能化阳离子聚合物。该系列

聚合物在保持较高的胺基和羟基密度的同时，引入具有光声成像的功能分子、聚集诱导发光的荧光成像功能分子以

及具有 X 射线阻射能力的功能分子，实现了基因载体的多功能化。通过生物学表征，观察了载体材料在细胞内和生

物体内的分布，利用治疗基因研究体系的抗癌性能，最终构建出集多模式成像、光动力治疗功能的高性能 PGMA 衍

生物基因载体。本项目有望为构建多功能新型诊疗平台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基因载体；多模式治疗；生物成像；开环反应 

GP033 

电穿孔载药技术在高分子囊泡中的应用 

刘思琦,王林格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高分子囊泡 (Polymer vesicles 或 Polymersomes)是一类中空球体，类似球壳的分子膜是由两亲性嵌段共聚物有序

组合而成的。与低分子脂质体相比，高分子囊泡外膜更加稳定和坚固，同时其中空内腔可用于包裹水溶性药物、抗

体和基因片段等生物大分子，因此在许多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将负载物载入高

分子囊泡的方法是在高分子囊泡形成过程中加入负载物，这种载药高分子囊泡的制备路线存在高分子囊泡尺寸不均

匀的问题，大尺寸高分子囊泡不能被细胞吞噬，小尺寸高分子囊泡载药效果不好。而电穿孔法（Electroporation）就

是一种新颖的高分子囊泡负载药物方法，用于已成形高分子囊泡的载药。该法通过外加电场给高分子囊泡一个瞬时

外加脉冲使囊泡的膜结构发生改变，产生一些小孔洞用于药物通过和负载。通过电穿孔法载药可以大大提高载药效

率并解决了传统载药方法中高分子囊泡尺寸不均匀的问题。 

关键词：高分子囊泡；电穿孔；载药；荧光分子 

GP034 

CO 响应性含钯金属聚合物体系及其可控自组装 

许妙苗,闫强 

复旦大学 200433 

细胞信号分子的过度表达导致了人类的各种疾病，这种内在特征为细胞选择性治疗而设计生物响应的纳米载体

提供了生物化学基础。CO 作为细胞内一种至关重要的信号分子，介导生物细胞的多种病理过程，特别是其过度分泌

将导致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与癌症。因此，开发出一种聚合物纳米组装体，能够原位、选择性、高灵敏地

识别 CO 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设想，我们设计开发出一种新的含金属钯的嵌段聚合物，可以特异性地响应细胞

内痕量 CO 生物信号分子，同时抑制细胞内其他内源性类似物的干扰。将钯引入聚合物中后，这种有机钯桥联的聚

合物链可以在 CO 的诱导下发生级联插入-消除反应。CO 首先与金属钯配位，继而发生消去反应，引起含钯聚合物链

的断裂，从而实现组装体的解组装。通过控制 CO 刺激源的剂量能够进而控制胶束的解离速率。我们期望这种聚合

物模型可以进一步丰富金属聚合物谱系，并且为设计生物信号分子响应性大分子体系提供新的平台。 

关键词：含钯聚合物；响应性聚合物；CO 响应性；可控自组装；药物控释 

GP035 

高分子/聚集诱导发光分子复合纤维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朱玥,李卫昌,秦安军,唐本忠,王林格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静电纺丝法所制备的纤维膜具有形貌结构可控、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等优点，且纤维膜的网络结构与细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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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尤其相似，很适合作为人造组织工程支架用于细胞的生长、增殖。近年来静电纺纤维膜应用于组织工程支架材

料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一个热点是利用高分子基纤维负载荧光染料分子用于细胞生长可视化研究。然而，

传统荧光染料存在易聚集猝灭以及染色过程繁琐等问题。为此，在本工作中，我们使用聚集诱导发光（AIE）分子作

为染色材料，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出含有 AIE 分子的高分子基复合纤维。考察了 AIE 分子/高分子复合纤维中 AIE

分子种类、纤维拓扑结构对纤维形貌和荧光性能的影响；并探索了该复合纤维用于细胞生长情况的可视化观察以及

纤维释药的研究。 

关键词：静电纺丝；聚集诱导发光（AIE）；复合纤维；组织工程支架 ；药物释放 

GP036 

用于磁共振成像和癌症靶向药物运载的具有超高 T2 弛豫率的超顺磁性聚合物囊泡 

陈帅,杜建忠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 201804 

癌症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早期检测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尽早发现并治疗癌症。磁共振成像作为一种

高效的肿瘤检测手段，其造影剂的选取对检测灵敏度有显著影响。提高磁共振造影剂的弛豫率可以有效提高磁共振

成像效果。另外，药物的靶向递送有助于提高癌症治疗效果。基于此，我们开发了一种具有超高 T2 弛豫率（611.6 

mM-1s-1）的肿瘤靶向诊疗一体化聚合物囊泡，可同步用于磁共振成像和化疗。体外和体内实验均证实只需微量造影

剂即可表现出优异的磁共振造影效果。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该聚合物囊泡具有超高弛豫率的原因，为设计更高效的

磁共振成像造影剂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该囊泡还具有很好的肿瘤靶向性。动物实验表明，通过尾静脉注射载药

囊泡后，荷瘤裸鼠的肿瘤生长速度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在 15 天后肿瘤逐渐变小，表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效果。总体上

看，该超顺磁性聚合物囊泡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且呈现出极佳的诊疗效果，可望满足临床需求。 

关键词：磁共振成像；超顺磁性纳米氧化铁颗粒；聚合物囊泡；诊疗；自组装 

GP037 

聚氨基酸的吉西他滨纳米前药载体用于靶向癌症治疗的研究 

滕文卓,计剑,金桥 

浙江大学 310027 

聚氨基酸是以多肽为主链的聚合物，通过分子设计可以得到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聚合物材料。由于它们在酶的

作用下能降解成小分子氨基酸， 因此可以在体内进行代谢和吸收， 具有很高的生物相容性，在药物控释、人造皮

肤等生物医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具有主动靶向功能的聚氨基酸纳米胶束，通过还原响应的二

硫键键接二氟核苷类抗癌药物吉西他滨。该载药胶束可在肿瘤细胞内高浓度的谷胱甘肽作用下释放吉西他滨，达到

缓释、靶向的作用，有效克服了吉西他滨极易脱氨化而失活的缺陷，减轻了血液循环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增加了肿

瘤部位的药物浓度，在细胞层次实现了良好的抑制效果。由于突出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这种纳米载体具

有很大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氨基酸；吉西他滨；还原敏感；生物相容性 

GP038 

基于羧酸酯酶响应的新型诊断治疗型前药纳米体系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谢鑫,倪萌,李博文,曾钫,吴水珠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近年来，将肿瘤组织特异性与荧光成像相结合的诊断治疗型前药输送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不仅能够对

癌细胞内部或外部刺激进行响应，而且将药物释放的过程中，实现细胞荧光成像，从而监测或跟踪药物的释放进程。

因此，我们设计并合成了基于羧酸酯酶刺激响应的苯丁酸氮芥诊断治疗型前药，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作为检测荧光

团和可断裂中间体的 2-羟基香豆素；抗癌药物苯丁酸氮芥；通过电子转移效应淬灭荧光以及对羧酸酯酶响应的酯基

基团。同时，为了减弱毒副作用和延长前药的循环时间，我们利用两亲性聚合物将前药进行纳米化制备，形成了前

药脂质体药物输送系统。此外，HeLa 细胞实验证明，脂质体前药纳米体系能够很好被细胞摄取，进入细胞后释放出

苯丁酸氮芥，同时荧光信号增强；细胞毒性实验及细胞凋亡实验均表明该药物输送系统对 HeLa 细胞的增殖有很好的

抑制作用。该药物输送系统有望为诊断治疗型前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羧酸酯酶；前药；脂质体；荧光成像；药物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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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39 

低分子量壳聚糖的制备 

秦倩,刘文涛,崔兰,朱诚身,何素芹,刘浩 

郑州大学 450001 

壳聚糖作为唯一的一种天然碱性多糖，由于来源的广泛性、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和良好的可降解性，使其在

生物领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高分子量壳聚糖难溶于水，因而应用受限。本文采用化学（氧化）、物理（超声、

辐照）和协同等方法，在不同条件下对壳聚糖进行降解。结果表明：氧化降解分子量能降低至 5.5×103 左右，辐照降

解分子量能降低至 1.1×104 左右，超声降解分子量约为 2.2×105，协同降解能使分子量降低至 1.6×104 左右，氧化降解

对壳聚糖结构破坏较严重，而超声和辐照等物理降解能保留壳聚糖的基本结构，协同降解对壳聚糖的结构破坏较小。 

关键词：壳聚糖；降解；分子量 

GP040 

透明质酸修饰的 pH/还原双敏感磺酸甜菜碱胶束的制备及表征 

李帅 1,蔡媛媛 1,吴正中 1,黄磊 1,罗祥林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本文成功合成了两种不同磺化度的聚己内酯-聚（甲基丙烯酸二乙氨基乙酯-磺酸甜菜碱）（PCL-ss-PDEASB）。通

过溶剂挥发法和透析法分别制备了空白胶束和载药胶束，得到的胶束粒径均小于 200nm、粒径分布窄。用透明质酸

HA 通过静电作用修饰胶束赋予胶束靶向基团，比较不同分子量 HA 修饰后空白胶束的粒径、粒径分布、电位，从中

选取了 200kDa HA 修饰的胶束进行药物体外释放研究。结果表明，HA 修饰的载药胶束在 pH5.0 和 pH5.0+10 mM DTT

中具有较 pH7.4 更快的释药，有更高的累积释药量，并也具有 pH 和还原敏感性。细胞毒性结果显示，HA 修饰的空

白胶束对L929、A549和MCF-7细胞的毒性普遍低于未用HA修饰的空白胶束，HA修饰有效地降低了PCL-ss-PDEASB

胶束的细胞毒性，具有更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综上，透明质酸修饰的双敏感胶束具有更好的性质。 

关键词：聚磺酸甜菜碱胶束； 透明质酸； 靶向性； pH/还原双敏感；静电相互作用 

GP041 

P(CL/CL-g-SN38)-PMPC 的合成及用于制备载药胶束 

蔡媛媛 1,黄磊 1,李帅 1,黎洪 1,罗祥林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利用开环聚合（ROP）与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合成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ACL-co-CL)-b-PMPC，并通过

点击化反应（Click reaction）将喜树碱衍生物 SN38-alkyne 键合到该聚合物上，得到接药聚合物 P(CL-g-SN38)-b-PMPC。

通过核磁共振波谱（1H NMR）和红外光谱（FT-IR）对产物进行了结构表征，并对其分子量及其分布进行测量，同

时通过 DSC 测试材料的结晶度及玻璃化转变来验证药物的接入；紧接着将材料进行胶束化探索，通过 CMC、粒径、

Zeta-电位、SEM 来表征胶束的形成、大小及其分布、形貌，稳定性等特征，并测定接药胶束及载药胶束的载药量（DLC）

和包封率（DLE）。通过与空白胶束作对比，探究载药胶束对人乳腺癌细胞（MCF-7）与人结肠癌细胞（HT-29）的

细胞毒性。结果表明空白胶束对癌细胞没有细胞毒性，而接药的胶束能够杀死肿瘤细胞。 

关键词：磷酰胆碱；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喜树碱衍生物；聚己内酯；点击化反应 

GP042 

逐级响应性壳堆叠纳米粒子增强实体瘤深处渗透 

陈进进 1,丁建勋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为了克服纳米药物血液循环与渗透内吞间的矛盾，纳米载体必须同时有粒径和电荷转变性能，来实现在血液循

环中保持合适粒径和负电荷，而在肿瘤组织中转变为小粒径和正电荷。然而同时结合这两种转变的研究很少。我们

制备了一种壳堆叠的纳米粒子（SNP），其可同时实现肿瘤组织酸响应性粒径与电势变化。该粒子壳层由酸响应的聚

氨基酸嵌段共聚物通过静电作用堆叠形成，内核由二硫键交联的聚氨基酸纳米凝胶组成。SNP 可通过增强渗透与滞

留效应在肿瘤组织聚集。在肿瘤微酸性环境下，SNP 壳层的聚氨基酸侧基发生水解，使壳层从内核剥离，粒径从 145 

nm 减少为 40 nm 且表面电势从−7.4 mV 翻转至 8.2 mV，促进渗透与内吞。渗透到肿瘤内部的内核可以在细胞内还原

条件下解离，促进药物选择性释放。这种壳堆叠的纳米粒子在肿瘤中的渗透能力是对照纳米粒子的四倍。在肿瘤抑

制实验中，壳堆叠的纳米粒子几乎根除了肿瘤，证明了我们双重转变的设计的优越性。 

关键词：纳米药物；逐级响应性；粒径变小；电势翻转；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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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43 

树枝状聚酰胺—胺/聚多巴胺修饰的四氧化三铁作为一氧化氮供体及其光热协同抗菌研究 

李国巍,马栋 

暨南大学 510632 

一氧化氮（NO）因其高效抑菌及不易产生耐药性等特性，在抗菌领域显示出重要应用前景。本课题组基于光热

杀菌的原理，提出利用近红外光照射使聚多巴胺产热杀菌并促使树枝状聚酰胺胺上高负载量的一氧化氮(NO)快速释

放，实现光热与 NO 协同杀菌，然后利用磁性氧化铁将细菌快速分离从而进一步提高杀菌净化效果,制备了一种具有

光热性能、可释放一氧化氮用于协同抗菌的磁性氧化铁纳米材料,并对其理化性质及抗菌效果进行了详细的表征。实

验结果证实,所得的磁性纳米材料结构稳定，光热效果明显，一定时间内持续释放 NO，具有优异的抗菌性能。该材

料的合成与构建技术为设计制备更加安全高效的抗菌材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特别是在协同抗菌方面显示出巨大的

潜在优势，对于细菌治疗研究，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一氧化氮；光热；磁性氧化铁；协同抗菌 

GP044 

卟啉多孔有机骨架及其在光动力学治疗和药物输运方面的应用 

李美婷 1,赵环宇 1,吕中元 1,2 

1.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2.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孔有机骨架材料因其比表面积大、骨架结构质轻且稳定性好，使得其在催化、气体分离、气体吸附等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与传统的多孔材料相比，多孔有机骨架材料在设计合成和功能化上灵活而丰富，这使得该材料可以

实现结构上的定向合成，功能上的定向设计。基于这些背景，可以将多孔有机骨架材料的尺寸减少到纳米尺度，用

于药物载体方面的应用。现今已有一些工作报导了纳米尺度的多孔有机骨架作为药物载体，但是这些材料大都形状

尺寸不均一，且生物相容性差，使得其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受到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以生物相容性

好的二氧化硅小球为模板，合成硅球@卟啉多孔有机骨架核壳结构材料。该材料不仅尺寸均一，而且能够实现卟啉

多孔有机骨架层厚度可控，同时该材料具有体外光动力学治疗效果。由于卟啉多孔有机骨架层的多孔结构，也使得

其在作为药物输运载体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关键词：多孔有机骨架；模板法；载药材料；光动力学治疗 

GP045 

荧光功能化聚乳酸及载药微球的制备 

边宇飞,魏志勇,冷雪菲,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功能化改性聚乳酸因其可以调控生物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反应活性及生物监测等已成为一类重要的生物医用

材料。目前常用的功能化改性的方法单体功能化和主链后功能化，过程均比较复杂，条件比较严苛，可控性差。本

文以香豆素荧光母体进行羟基化改性，进而以此为引发剂直接引发丙交酯开环聚合，实现聚乳酸荧光功能化以用于

生物示踪。并采用无金属有机碱 TBD 为催化剂，方法简单，反应条件温和，无金属残留，制备荧光功能化的聚乳酸

微球，用于药物可控释放及荧光检测。 

关键词：聚乳酸；功能化；荧光性；药物载体 

GP046 

表面自适应两性离子纳米粒子用于延长血液循环时间和增强肿瘤细胞摄取 

欧翰林 1,黄帆 2,刘鉴峰 2,史林启 1 

1.南开大学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近些年来，两性离子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延长纳米药物载体在血液中的循环时间。但是，虽然两性离子材料长循

环性能优异，然而，由于其表面致密的水化层，两性离子材料难以被肿瘤细胞摄取，限制了其在纳米药物载体中的

应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简单的将聚己内酯-b-聚（2-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酸胆碱）（PCL-b-PMPC）和聚

己内酯-b-聚(β-氨基酯)（PCL-b-PAE）复合形成复合壳层胶束(MSMs)，构建了一种表面自适应的纳米载体。在 pH 7.4

条件下，PAE 疏水，塌缩在胶束核表面形成疏水微区。这种表面带有微相分离结构的 MSMs，相比 PCL-b-PMPC 单

胶束（PMPCSMs），具有一个更加延长的血液循环时间。而在肿瘤部位（pH<6.5）, PAE 质子化亲水显正电，MSMs

表面由弱负电转变为正电，增强了 MSMs 被肿瘤细胞摄取的能力。这为解决两性离子材料难以被肿瘤细胞摄取问题

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两性离子；自组装；长循环；增强细胞摄取；表面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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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47 

不同形貌的聚合物刷用于药物传输 

李华安,陈奕,黄华华,王志勇,陈永明 

中山大学 510275 

纳米载药颗粒的形貌对于颗粒在生物体内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了聚合刷单分子纳米颗粒作为

一种新颖的药物载体的载药及释放性能。主链为戊炔基修饰的聚羟乙基甲基丙烯酸酯（PHEMA），侧链先以 mPEG-Br

为引发剂引发丙烯酸叔丁酯（tBA）进行聚合得到嵌段聚合物 PtBA-b-mPEG，再和叠氮化钠反应得到。主链和侧链

通过 CuAAC 点击反应得到了三种主链长度不一样的聚合物刷。在 TFA 的作用下水解 tBA 基团得到侧链含羧基的聚

合物刷 PHEMA-g-(PAA-b-mPEG)。采用 NMR，FTIR，GPC 进行了表征。AFM 表明所得聚合物刷的形貌分别是球形，

棒形，蠕虫状。以该聚合物刷为载体，负载阿霉素，AMF 表明负载后聚合物刷仍然保持原来的形貌。药物释放实验

表明，pH 5.0 条件下 30 小时后约 65%的药物能够被释放出来，为后面不同形貌的聚合物刷载药颗粒在体内的治疗效

果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聚合物刷；形貌；阿霉素 

GP048 

基于二茂铁基嵌段共聚物 Au 纳米粒子的组装与性能调控 

张雪银,罗延龄,徐峰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 

本文首先用二茂铁甲酸和甲基丙烯酸-β-羟乙酯（HEMA）合成甲基丙烯酸二茂铁甲酰氧乙酯（MAEFC）单体；

然后以 4-氰基-4-（十二基硫硫化碳酰）硫戊酸为链转移剂、以甲基丙烯酸二茂铁甲酰氧基乙酯（MAEFC）为单体；

利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聚合（RAFT）合成三硫酯封端的聚甲基丙烯酸二茂铁甲酰氧乙酯（PMAEFC），再

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为单体，通过 RAFT 聚合合成 PMAEFC-b-PNIPAM。最后，用 NaBH4 还原 PMAEFC-b-PNIPAM

得到端巯基的二茂铁基聚合物（PMAEFC-b-PNIPAM-SH），通过柠檬酸钠还原法制备金纳米粒子与聚合物胶束溶液

在水相中原位络合合成 PMAEFC-b-PNIPAM@Au。通过 1H NMR、FI-IR、SEM 等对其结构及形貌进行表征，结果表

明：成功合成了金纳米复合粒子（PMAEFC-b-PNIPAM@Au），并自组装为核壳结构的胶束。 

关键词：胶束；金纳米粒子；RAFT 聚合；二茂铁；氧化还原 

GP049 

金纳米粒子封端的 Fe3O4 接枝嵌段共聚物杂合材料的制备、自组装行为及 pH、电化学

和磁响应性的研究 

徐静文,崔茁苗,罗延龄,徐峰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 

由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Fe3O4)、聚丙烯酰乙氧基巯基半琥珀酸酯(PMSEA)和聚甲基丙烯酸(PMAA)构成的多组分

杂合嵌段共聚物是经表面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与 D,L-巯基丁二酸酯化制得，最后通过侧链所含巯基提供与金纳米

(Au)络合位点，形成具有 pH、电化学和磁响应的金纳米粒子封端的 Fe3O4 接枝嵌段共聚物杂化材料。经荧光光谱法、

TEM 证明该杂化嵌段共聚物可自组装形成球形核-壳结构的纳米胶束，且具有较小的临界胶束浓度(CMC)。动态光散

射(DLS)结果表明杂化嵌段聚合物的动力学直径分布在 100~130 nm，且粒径(Dh)因 PMAA 链段的长短和 Au 纳米的络

合而不同。杂化嵌段共聚物的 pH 转变点在 5.1~5.6 之间，该共聚物表现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此外，该杂化共聚物

在具有超顺磁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软磁材料的属性。因此，该杂化共聚物有望作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痕量杀虫剂的

检测和其他传感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金纳米；自组装；刺激响应性 

GP050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效应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纳米囊泡 

张念 1,陈辉 2,郭嘉 1,李敏慧 2 

1.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2.法国巴黎国家高等化学学校化学研究所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基于大分子组装体的药物输送系统以及利用荧光技术追踪药物控制释放一直是科学研究的

热点，但传统荧光分子的聚集诱导淬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以上领域的发展。聚集诱导发光（AIE）性质的物质

以单分子形式分散在良溶剂里的时没有荧光，但是以聚集体存在时具有高度的荧光效应，因此将 AIE 基团应用到聚

合物纳米结构，则不但克服了荧光淬灭，反而可以得到强荧光颗粒，从而拓宽荧光聚合物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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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题中我们将聚乙二醇作为大分子引发剂，利用有机催化剂，开环聚合含有四苯乙烯 TPE 单元的环形碳酸脂单

体，成功制备了具有聚乙二醇链亲水段和聚碳酸酯链疏水段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聚碳酸酯段确保了聚合物的生物

相容性和可生物降解性，其侧链上的 TPE 单元赋予了聚合物 AIE 特性。该聚合物在水溶液环境下可自组装形成纳米

囊泡，可望应用于医学成像、药物包裹、药物载体等领域。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纳米囊泡；有机催化剂 

GP051 

载姜黄素 pH 敏感型 KGM-g-AH 纳米胶束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栾金玲,吴考,乔冬玲,陈茜,匡映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本文将魔芋葡甘聚糖与脂肪胺通过席夫碱连接，制备了 pH敏感的两亲大分子 KGM-g-AH，使用红外光谱（FTIR）、

核磁共振氢谱（1H-NMR）、凝胶渗透色谱（GPC）对其结构进行表征。该分子在水溶液中可自组装形成胶束，临界

胶束浓度（CMC）为 10 mg/L。通过透射电镜（TEM）观察到该胶束为均匀分布的球状微粒，平均粒径约为 100 nm，

与动态光散射（DLS）结果一致。以姜黄素为模型药物，测得该胶束的包封率和载药量分别为 86%和 34%，其对姜

黄素有显著的增溶、提高物化稳定性和抗氧化能力等作用。体外释放实验显示，载姜黄素 KGM-g-AH 胶束在 pH=5.0

的缓冲液中释放速率远高于在 pH=7.4 的缓冲液中，呈明显 pH 依赖性。体外细胞毒性实验显示，载姜黄素 KGM-g-AH

胶束在细胞内酸性环境中抗肿瘤活性显著高于在中性环境中，有望成为理想的 pH 敏感型纳米药物载体。 

关键词：魔芋葡甘聚糖；胶束；姜黄素；pH 敏感；纳米载体 

GP052 

Elabor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ophobic segments in the chains of amphiphilic 

cationic polymers for siRNA delivery 

王长荣,董岸杰 

天津大学 300350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ophobic segments in the polymer chains is rarely considered. Here, we elaborated three types of 

hydrophobized PEG-blocked cationic polymers with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hydrophobic segments in the polymer chains, 

respectively, PEG-PAM-PDP (E-A-D), PEG-PDP-PAM (E-D-A), and PEG-P(AM/DPA) (E-(A/D)). The effect of 

distributions of the hydrophobic segments on siRNA delivery had been evaluated in vitro and in vivo.  

关键词：siRNA; amphiphilic cationic polymers; distribution of the hydrophobic segments; gene silence 

GP053 

高分子纳米凝胶长效递送抗体逆转化疗后肿瘤复发问题 

邓宏章,董岸杰 

天津大学 300350 

化疗是目前肿瘤治疗的主流方案。但是化疗会改变肿瘤微环境，从而化疗停止后，肿瘤更加容易转移。这种化

疗导致肿瘤复发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我们对其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化疗会导致肿瘤内部 Tie2 阳性表达的巨

噬细胞的数量急剧增加，从而激活残留肿瘤细胞使其疯狂生长。为此我们针对化疗引发肿瘤转移的问题，采用原位

凝胶缓控释放 Tie2 特异性抗体来抑制 Ti2 的功能，从而逆转肿瘤的复发。本文采用具有温敏性能的三嵌段功能高分

子材料 P(CL-TOSUO)-PEG- P(CL-TOSUO)与 Tie2 抗体进行共组装，在水中自组装形成结构可控的纳米胶束。共组装

所得到的纳米胶束悬液具有在室温 25℃下是液体，而在体温 37℃下是固体特性。这样，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会很方便。

把液体状态的纳米胶束注射到肿瘤部位。然后形成固体状态瞄固在肿瘤部位，纳米胶束进行缓慢释放抗体，从而达

到特异性抑制 Tie2 表达。进而解决化疗之后肿瘤复发的问题。 

关键词：凝胶；靶向；Tie2；免疫；复发 

GP054 

基于普鲁兰多糖衍生物/伴刀豆蛋白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智能释放胰岛素的性能研究 

林坤华,易菊珍,杨立群 

中山大学 510275 

目前糖尿病的治疗主要依赖于每日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然而，该治疗方法将导致不能长期维持正常血糖水平，

并且伴随有肌肉萎缩等后遗症。针对该问题，本工作选用具有对葡萄糖产生特异性结合能力的伴刀豆蛋白（C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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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物相容性、降解性较好的普鲁兰为原料，首先合成含羧酸基团的普鲁兰多糖衍生物（CPUL），并通过 NMR 和

FTIR 法分析其结构，然后制备化学交联的普鲁兰多糖衍生物/伴刀豆蛋白（CPUL/ConA）水凝胶，进一步负载胰岛

素，通过 FTIR 和 SEM 分析负载胰岛素 CPUL/ ConA 水凝胶的结构和形貌，UV-vis 法测定水凝胶中 ConA 和胰岛素

含量，流变学研究水凝胶的粘弹性，并研究了负载胰岛素 CPUL/ConA 水凝胶在不同浓度葡萄糖溶液中智能控制释放

胰岛素的行为。结果表明，CPUL/ConA 水凝胶具有葡萄糖敏感性并能够智能调控胰岛素递送，可望在生物医学领域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糖尿病；水凝胶；普鲁兰；伴刀豆蛋白；智能控释胰岛素 

GP055 

含 RGD 靶向因子阳离子糖原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吲哚菁绿复合物的光热性能研究 

罗嘉浩,杨立群 

中山大学 510275 

糖原作为一种动物来源天然超支化多糖，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主要分布在肝脏和肌肉，能被肝脏中的糖原

磷酸化酶所降解。本工作合成了含 RGD 短肽肿瘤靶向因子的阳离子超支化糖原衍生物（RGD-DMAPA-Gly），并通

过 1H NMR 和 FTIR 对其结构进行表征，RGD-DMAPA-Gly 在水溶液中与光热剂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 ICG）

通过自组装制备得 RGD-DMAPA-Gly/ICG 复合物，采用光谱法研究了 RGD-DMAPA-Gly 衍生物与吲哚菁绿之间的复

合机理及性能，并通过细胞实验研究其对肝癌细胞 HepG2 的杀伤性能。 

关键词：阳离子糖原衍生物；吲哚菁绿；靶向治疗；光热治疗 

GP056 

可控制备的酸敏感大分子前药用于 ROS 治疗 

冯祖建 1,张建华 1,邓联东 1,董岸杰 1,2 

1.天津大学化工学院，2.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 

通过提高肿瘤细胞内 ROS 的水平造成过强的氧化应激效应，进而引发肿瘤细胞凋亡，是目前肿瘤治疗的重要手

段。一些研究表明，肉桂醛及其类似物会刺激 ROS 的产生，并诱导细胞的凋亡。因此，本文以通过酸敏感的缩酮键

制备了肉桂醛前药，并通过一步 RAFT 聚合可控的制备前药大分子 mPEG-PECMA （PECA），其能在水中自组装成

稳定的 PECA NPs。实验表明，PECA NPs 粒径约为 94.3nm，且具有较窄的分布。TEM 测试表明 PECA NPs 呈规则

均一的球形结构。更重要的是，PECA NPs 在不同 pH 条件下缩酮键水解并释放出肉桂醛，随着水解程度的逐步变大

会诱导 PECMA 链段由疏水性到亲水性的转变，同时也会伴随着 NPs 的解组装，从而加快肉桂醛的释放。聚合物 NPs

在 pH7.4 中缓慢释放小分子药物肉桂醛，而在低 pH 条件下释放速度随着释放介质 pH 的降低而加快，这将为肉桂醛

作为潜在的 ROS 治疗手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肉桂醛；酸敏感；RAFT 聚合；前药 

GP057 

药物分子程序化精确组装体系及其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 

牟全兵,马媛,张川,朱新远,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在我国，癌症的治疗成为额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相比传统化疗药物，纳米药物由于其特殊的尺寸效应，其

在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药物毒副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目前鲜有纳米药物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其主

要原因在于传统纳米药物制备方式大多难以实现组分和结构的精确控制，不利于制剂的标准化生产，同时外源性载

体材料容易带来生物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等问题，导致大部分纳米药物难以通过监管部门审批。针对上述难题，我们

采用 DNA 纳米技术开发一类组分和结构精确可控且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精确纳米药物用于癌症的治疗。受自然界

核酸分子结构及其组装原理的启发，我们通过化学方法实现核苷类似物抗癌药物在核酸分子上的修饰和整合。并利

用核酸分子优异的分子识别机制程序化组装制备一系列包含抗癌药物分子的精确纳米结构，从而构建组分和结构精

确可控的新型抗癌纳米制剂。 

关键词：纳米药物；DNA 纳米技术；氟脲苷；肿瘤治疗 

GP058 

基于聚 β-环糊精衍生物的酸响应多功能化基因载体的研究 

张云倜 1,蒋其民 1,Marcin Wojnilowicz2,潘帅军 2,卓仁禧 1,Frank Caruso2,蒋序林 1 

1.武汉大学，2.墨尔本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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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疗法为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提供了巨大潜力。但是，由于体内复杂的环境和传递过程中的多重障碍导致大

部分阳离子聚合物载体缺乏生物相容性和有效性。而理想的载体应该具有多种功能以克服传递过程的所有障碍。但

是，多功能载体的构建通常伴随着复杂的多步化学反应和繁琐的纯化过程。超分子化学为构建复杂的纳米结构提供

了一种强大简便的方法。基于上述思路，我们通过主客体作用构建了一种多功能化的基因传递系统：通过 ATRP 及

开环反应合成酸敏感的梳型 PGEA 衍生物（PCD-acetal-PGEA）作为主体模块，其中，阳离子聚合物 PGEA 通过缩醛

键连接到聚 β-环糊精（PCD）主链上。主体 PCD-acetal-PGEA 以及客体 Ad-PEG-FA 通过主客体作用形成超分子准聚

物(PCD-acetal-PGEA/Ad-PEG-FA)，可以绑定 DNA 形成稳定的酸响应纳米粒子并靶向传递基因到叶酸受体过表达的

肿瘤细胞。 

关键词：基因治疗；基因载体；主客体作用；酸敏感；阳离子聚合物 

GP059 

基于非多肽类氨基酸聚合物的 PTX 及 PTX/BSA 共传输体系实现高效癌症治疗 

陈星,吴钧 

中山大学 510006 

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药学、生命科学及医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发展，纳米药物传递系统已经迅速成长

为一种有效的药物传递策略，同时也面临关键科学问题，如何实现药物的高效装载及传递。目前研究热点主要聚集

于高载药量，靶向，可控释放，低毒几个重要方面。非多肽类氨基酸聚合物因其具有结构性质可调、无免疫原性、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毒等特性在构建药物递送体系方面显示出很大的潜力。本论文针对传统纳米体系对药物装载

的低效，设计了基于电正性精氨酸、疏水性苯丙氨酸、脂肪二酸及脂肪二醇的新型高分子库，构建了疏水性强电正

纳米结构，实现了通过强静电作用与疏水作用结合，一步纳米沉淀法同时在纳米粒子表面和内核装载紫杉醇和紫杉

醇白蛋白复合物，提出了小分子药物和蛋白质共载的新型方式，显著提高了治疗药物的装载效率，实现了高效抗癌

效果。 

关键词：非多肽类氨基酸聚合物；紫杉醇；紫杉醇白蛋白复合物；纳米粒子；药物装载 

GP060 

近红外、温度和盐响应杂化纳米组装体及其抗癌药物可控释放 

闫凯,武利民 

复旦大学 200433 

通过分子设计制备含氟化偶氮苯基团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AZO），进一步通过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活性

聚合引发 AZO 和水溶性的单体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OEGMA）合成不同亲疏水比例的两亲性聚合物

Poly(AZO-co-OEGMA)，该两亲性聚合物能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具有温度、紫外光、可见光和盐等多重响应性的聚

合物胶束。将油溶性稀土上转换纳米晶和两亲性聚合物水溶液超声乳化，通过溶剂挥发诱导自组装方法制备杂化纳

米组装体，该组装体中的氟化分子链段能够与油溶性纳米颗粒表面的油层分子结合，而亲水性聚乙二醇分子链片段

可以容易伸展在水中赋予杂化纳米组装体良好水溶性。体外实验发现，该杂化纳米组装体在近红外、温度和盐等刺

激条件下对于抗癌药物阿霉素具有良好的控制释放效果。 

关键词：两亲性聚合物；上转换纳米晶；杂化纳米组装体；药物释放 

GP061 

高浓度薄荷香精/海藻酸钙胶囊的可控制备 

赵瑾朝,郭庆,黄乐平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胶囊具有控制芯材释放、保护芯材免受环境影响及适当屏蔽芯材气味等优点，胶囊化技术已然成为现代食品与

药品领域最常用的包装方法之一。胶囊壁材对胶囊的力学性能、渗透性和可降解性等有较大影响，壁材的选择对胶

囊产品的性能具有关键意义。本研究采用滴制法将负载了有效成分的氯化钙溶液滴加到海藻酸钠溶液中形成胶囊，

为了解决目前对水或水溶性物质无法实现有效包裹的问题，本研究从囊壁材料的选择出发，研究了不同交联离子(Ca、

Ba)、壳聚糖/海藻酸复合、离子/共价双重交联和离子交联/沉淀复合壁材对胶囊形貌、粒径、圆整度和压破强度的影

响，并成功制备了含薄荷香精的胶囊。 

关键词：海藻酸钙；薄荷；胶囊；毫米级；圆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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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62 

还原刺激响应性的高载药超分子药物载体的研究 

易恬琦 1,区坤勇 1,康洋 2,顾志鹏 1,吴钧 1 

1.广州中山大学，2.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近年来，具有纳米结构尺寸的超分子体系由于在生物传感成像、药物基因传递和再生医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引起了越来越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课题首先以双硫结构的化合物作为连接剂，将药物喜树碱与金刚烷客体

相连，然后通过 β-环糊精（β-CD）与金刚烷（ADA）之间的超分子主客体识别作用，将末端含有 β-CD 主体基团的

mPEG-β-CD 与金刚烷客体基团修饰的药物喜树碱（ADA-CPT）相连，形成大分子复合物 mPEG-β-CD / CPT-ADA。

该大分子复合物可进一步在水中自组装成纳米胶束，喜树碱包裹于胶束中。当胶束进入肿瘤细胞后，由于肿瘤细胞

内高浓度的 GSH 的作用还原，药物喜树碱与金刚烷分子裂解，载体和药物分子分离，实现药物还原响应可控释放。

细胞毒性评价表明，所制备的超分子复合物生物相容性好。超分子胶束包裹抗癌药物后能很好抑制 A549 肿瘤细胞生

长，该超分子纳米载体胶束具有作为药物载体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环糊精；刺激响应性；药物载体；自组装 

GP063 

蛋白-多糖接枝共聚物乳液负载紫杉醇的口服抗肿瘤研究 

徐广锐,姚萍 

复旦大学 200433 

为了提高疏水性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本工作中我们通过 Maillard 反应制备牛血清白蛋白和葡聚

糖接枝共聚物 BD 并用来制备负载紫杉醇的水包油乳液 PTX@BD，同时利用 BD 与乙二醇壳聚糖-胆酸接枝物 GC 形

成的静电复合物 BG 制备了载药乳液 PTX@BG。PTX@BD 和 PTX@BG 乳液的粒径分别为 193 和 251 nm，紫杉醇

的包埋效率均高达 99%以上。与紫杉醇分散液组相比，PTX@BD 和 PTX@BG 组的紫杉醇口服生物利用度分别提高

了 3.0 和 2.7 倍。在紫杉醇注射剂量为 12 mg/kg，口服剂量为 30 mg/kg 的给药剂量下，商用紫杉醇注射组对 H22 荷

瘤小鼠的抑瘤率为 44%，商用紫杉醇口服组的抑瘤率为 7%，而 PTX@BD 和 PTX@BG 口服组的抑瘤率均为 25%。

口服 PTX@BD 和 PTX@BG 乳液可以一定程度地抑制肿瘤生长，表明蛋白-多糖接枝共聚物乳液可以作为疏水药物的

口服递送载体。 

关键词：蛋白-多糖接枝共聚物；乳液；紫杉醇；口服递送；抗肿瘤 

GP064 

键合 SN38 的 pH/还原敏感的聚磺酸甜菜碱胶束 

黎洪 1,蔡媛媛 1,吴正中 1,李帅 1,罗祥林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高分子胶束在肿瘤治疗方面显现出美好的前景。本文通过电子活化再生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GET ATRP）以

及磺化反应合成了两亲性的无规共聚高分子，并将二硫代二丙酸将 SN38（7-乙基-10-羟基喜树碱）接枝到该高分子

上得到了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甲基丙烯酸羟乙酯-ss-SN38)-co-(甲基丙烯酸 N,N-二乙氨基乙基酯/N,N-二乙氨基甲

基丙烯酸硫代甜菜碱酯)，比较研究了接药和未接药的两亲无规高分子形成胶束能力及胶束性质。结果表明，这些胶

束具有 pH 和还原敏感性。同时，研究了胶束包载和释放疏水性药物 DOX 能力。用 Ecs 及 Hela 细胞研究了接药和未

接药的载药胶束的细胞毒性。接 SN38 的载 DOX 胶束能够较好的杀死肿瘤细胞。 

关键词：胶束；药物载体；pH/还原双敏感性；聚磺酸甜菜碱；两亲的无规高分子 

GP065 

基于 PBS-PCL 农药载药微球制备及其药物释放特性研究 

韩佳睿,刘亚坤,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开发微米/亚微米尺度农药载药系统，是提高农药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重要手段。快速膜乳化技术制备得到的乳液

微粒尺寸均一、药物包封率高、稳定性好，适宜生物活性物质的包埋和微米级载体的量产化制备。而生物可降解聚

酯因其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生物降解性能，是良好的农药载体材料。本工作首先采用开环聚合法制备了不同链

结构的 PCL-PBS-PCL 三嵌段共聚物，利用 1H NMR, 13C NMR DSC FTIR GPC 等测试方法确定了该聚合物的三嵌段结

构及其共聚物性质。之后采用快速膜乳化技术与溶剂挥发法相结合，制备了一系列尺寸稳定性好、农药包埋率高、

快速-稳定释放型的阿维菌素载药微球，该载药微球的药物包封率基本在 90%以上。并对其释药性能进行了相关测定，

释药曲线均呈现初期突释，随后缓慢释放特性，基本在 150 h 左右累计释药量达到 100%。生测实验评估了该载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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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生物利用率，对于蚜虫有着较强的药物敏感性。 

关键词：快速膜乳化；生物可降解；聚酯基载药微球；快速-稳定释放 

GP066 

含烷氧基胺的两亲性嵌段聚合物胶束的制备及其光刺激响应行为 

傅代华,王占华,夏和生 

四川大学 610065 

开发同时兼具治疗和诊断功能的抗癌药物是目前抗癌药物发展的重要方向。烷氧基胺作为一种动态键，其 C-ON

键在外界刺激下可发生可逆断裂生成碳自由基和氮氧自由基。其中高反应活性的碳自由基可杀死肿瘤细胞，起到治

疗作用；而相对稳定的氮氧自由基具有顺磁性，可作为 Overhauser 增强磁共振成像（OMRI）的造影剂，能检测治疗

过程。本文以聚乙二醇单甲醚（mPEG）为亲水段，聚丙二醇单丁醚（PPG）为疏水端，制得了分子链中间含有烷氧

基胺（CON）的两亲性嵌段聚合物 PEG-CON-HDI-PPG。通过选择性溶剂诱导法制备了嵌段聚合物胶束，研究了聚

合物胶束在光刺激下的响应行为。结果表明，光照下可使烷氧基胺发生均裂；用该胶束包覆药物，可以实现对药物

的光控刺激释放。 

关键词：两亲性嵌段聚合物；胶束；烷氧基胺；光控药物释放 

GP067 

基于精氨酸的聚酯酰胺制备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游欣如,顾志鹏,康洋,吴钧 

School of Engineer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Guangdong，China 510006 

基于氨基酸的聚酯酰胺由于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及结构灵活调配性，使得其在生物医学中应用

广泛。本项目旨在系统性研究基于氨基酸的聚酯酰胺制备及其构效关系。首先通过缩聚方法开发了结构精细的基于

精氨酸的聚酯酰胺（Arg-PEA）库。系统研究了制备过程中调整其二醇链段中的结构从而调控 Arg-PEA 的结构，并

研究其不同结构对 siRNA 转染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Arg-PEA 库中，含同碳数的二醇存在侧基时疏水性更强，

转染效率较差；二醇中含不饱和键时疏水性最强，转染效率最低，而含醚键时亲水性高，转染效率高；二醇的 CH2

链段越长，疏水性越强，转染效率越差。此外，研究发现 Arg-PEA / siRNA 复合物纳米颗粒的粒径大小和 zeta 电位与

Arg-PEA 的化学结构直接相关，且这些数据与 Arg-PEAs 的转染结果一致。本研究为系统性设计满足不同需求的 PEA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关键词： 精氨酸；聚酯酰胺；构效关系；基因转染 

GP068 

DNA nanoclew deliver siRNA to tumor cells 

阮卫民,安杨,邹艳,刘媛媛,陈健,郑蒙,师冰洋 

河南大学 475004 

RNA 干扰（RNA interference，RNAi）是一种由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介导的序列特异性

转录后基因沉默现象
。

RNAi 特异基因沉默提供了开发比目前更有效治疗药物的潜能。但由于小核酸类药物分子本身

携带负电荷、穿透细胞膜的能力差，也不具备靶向功能，而且在血液中易受 RNA 酶（RNase）的降解、稳定性差、

清除快、半衰期短。在本论文中，我们设计了基于 DNA 纳米团的靶向型 PIC 胶束用于 siRNA 的递送与抗肿瘤研究。

DNA 纳米团由 DNA 滚环扩增（RCA）产生，siRNA 通过氢键与纳米团序列发生配对结合，能够高效的进入肿瘤细

胞，并且发生目标 mRNA 沉默的功效。 

关键词：siRNA, DNA nanoclew, rolling-circle amplification , FRET 

GP069 

基于光响应降解型 β-聚氨酯的纳米药物递送体系的构建及其抗肿瘤研究 

周梦雪,王淼,卢会茹,陈俊,胡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00049 

纳米药物输送体系具备保护所荷载的药物分子不被降解以及增强抗肿瘤药物在系统给药时的生物利用度而受到

广泛关注。近红外（NIR）光响应纳米材料利用非侵入性模式，以及能在在特定时间和位置精确控制刺激的优势，在

开发癌症治疗和诊断的新策略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这项工作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策略，设计了一种多重刺激响应性、

逐级暴露的共负载阿霉素（DOX）和上转换纳米颗粒（UCNPs）、光可裂解、iRGD 肿瘤靶向的混合胶束（PIM）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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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靶向药物递送和智能成像，制造近红外光响应多功能纳米载体。构建 NIR 光引发破坏纳米载体并触发释放其有

效载荷的模型，其中 NIR 光由 UCNP 上变换为 UV-vis 光以快速降解 PIM。研究了体外 NIR 光触发药物释放特征，

肿瘤靶向药物聚集纳米载体。该复合纳米材料可以结合光敏聚合物和上转换纳米材料的优点，在生物医学应用中具

有巨大的潜力。 

关键词：近红外光；光降解聚（β-氨基酯）；UCNPs；细胞内药物递送；刺激响应聚合物 

GP070 

可高效负载胰岛素的 NTA 功能化的纳米凝胶的制备及其表征 

李畅,马如江,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蛋白质药物在治疗糖尿病等众多疾病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将蛋白质药物纳米载体化并进行可控释放是克服游

离蛋白质药物不稳定、易失活等弱点，从而提高药效。普通纳米药物载体主要通过静电吸附或者疏水缔合负载蛋白

质药物，这两种方法存在载药量和载药效率低、药物容易泄露，从而导致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本文以 N-异丙基丙

烯酰胺（NIPAM）为骨架，成功合成带有氨三乙酸（NTA）和苯硼酸（PBA）功能基团的纳米凝胶，利用 NTA 功能

基团与锌离子的螯合作用，实现了对胰岛素的高效负载。利用 PBA 功能基团与葡萄糖的可逆结合作用，实现了对胰

岛素的葡萄糖响应性释放。这种纳米凝胶将来有望应用于葡萄糖响应性药物递送领域。 

关键词：纳米凝胶；胰岛素；负载效率 

GP071 

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聚多巴胺-葛根素纳米粒保护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张少瀚,康洋,顾志鹏,吴钧 

中山大学工学院 510006 

葛根素（puerarin，PUE）是从草药葛根中提取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被证实具有强抗氧化性、扩张血管、降低

胆固醇和改善微循环等功能。然而，葛根素分子具有多羟基和多苯环结构，导致本身脂溶性和水溶性均差，引起其

口服效果差且生物利用度低，极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本研究采用聚多巴胺（polydopamine，PDA）作为载体制备聚

多巴胺-葛根素纳米（PUE/PDA NPs）载药体系。实验结果表明，聚多巴胺-葛根素体系纳米粒径约为 135.57 纳米，

此体系中葛根素的载药量为 7.99 ± 1.49%，并且此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本研究中，使用过氧化氢诱导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的活性氧产生，进而模拟体内过氧化的环境。此纳米载药体系可降低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减少细胞的凋亡

率，表明体系中葛根素可通过清除活性氧，进而实现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保护。此研究将对葛根素的进一步应用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助于将来临床应用的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关键词：葛根素；聚多巴胺；药物载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抗氧化 

GP072 

基于氧化石墨烯的还原响应型纳米药物传输体系的研究  

郝冰洁 1,李永军 1,黄晓宇 1 

1.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上海科技大学 

氧化石墨烯因其表面丰富的羟基、羧基等含氧官能以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常被应用于生物医药研究。我们通

过改进的 Hummers 法制备氧化石墨烯(GO), 并通过超声对 GO 的尺寸进行控制，原子力显微镜(AFM)数据表明所制

备的 GO 尺寸小于 200 nm，并通过 Raman 以及 XRD 进行表征。利用酰胺化反应将端基为氨基的六臂聚乙二醇(PEG)

连到氧化石墨烯表面, 改善其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AFM 数据表明所制备的 GO-PEG 尺寸仍小于 200 nm, TGA 分析

表明修饰后 GO 表面的 PEG 含量可达 49% ；通过环氧开环反应在 GO 表面引入巯基，EA 分析表明硫含量可达 3%，

结合两者我们构建了 SH-GO-PEG 载药平台，并化学负载了二硫键修饰后的紫杉醇（PTX），利用肿瘤细胞中的谷胱

甘肽（GSH）刺激二硫键断裂实现了还原响应型纳米药物释放。紫外检测法可测得它的载药率大约在 56%。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聚乙二醇；紫杉醇；二硫键；药物载体 

GP073 

多肽嵌入型 pH 敏感脂质体的制备及评价 

于平华,梁菊 

河南科技大学 471023 

利用两亲性 pH 敏感肽 VVVVVVKKGRGDS(V6KKGRGDS)，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多肽嵌入型 pH 敏感脂质体。

结果显示，制备的 pH 敏感脂质体的包封率为 71.5%，平均粒径为~87nm。pH7.4 的中性条件下，脂质体的形态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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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球形，当 pH 下降到 6.5 时，球形结构被破坏，呈现不规则的弥散囊泡状。体外释药实验表明，在 pH 6.5 时，姜

黄素的体外累积释药量明显高于其在 pH7.4 时的释药量。结合形态学和释药实验，可以看出本实验制备的多肽嵌入

型脂质体具有较好的 pH 敏感性。 

关键词：pH 敏感性；脂质体；多肽；药物载体 

GP074 

酶敏感荧光增强聚离子复合物 

杨曦,张彦峰 

西安交通大学 710065 

廉价和高效的酶敏感性聚合物在众多领域有良好应用前景，特别对于靶向给药系统。相比其他传统方法，静电

作用方法由于合成简单和生物相容性好更容易大量快速构成酶敏感性聚合物。本研究利用带负电荷的 5-腺苷三磷酸

腺苷（ATP）和荧光素二磷酸四胺盐（FDP），带正电荷的嵌段共聚物（PEG113-b-PDMA70） 通过静电作用合成聚离

子复合物。加入磷酸水解酶导致 5-腺苷三磷酸腺苷水解和聚离子复合物解离，同时导致荧光素二磷酸四胺盐（FDP）

水解和荧光强度增强。利用荧光强度增强与聚离子复合物解离动力学成线性关系，确定酶敏感聚离子复合物的解离

过程。同时利用原位细胞荧光成像技术追踪了聚离子复合物作为载体对药物体系进入细胞过程的研究，表明新型酶

敏感荧光增强聚离子复合物作为传输载体的应用模型。 

关键词：酶敏感；荧光增强；聚离子复合物；实时检测 

GP075 

聚谷氨酸接枝聚乙二醇键合康普瑞汀对实体瘤的治疗研究 

于海洋 1,2,汤朝晖 1,陈莉 2,宋万通 1,陈学思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东北师范大学 

康普瑞汀（CA4）是一种被用于肿瘤治疗的血管阻断剂，虽然目前开发了许多 CA4 的小分子前药改善了其水溶

性，但是疗效一般。主要原因是 CA4 能够被血浆和组织快速清除。为了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制备了纳米药物-聚谷

氨酸接枝聚乙二醇键合 CA4（PLG-g-mPEG5K/CA4）。该纳米药物能够提高 CA4 在肿瘤组织的蓄积和滞留，由于纳

米药物 PLG-g-mPEG5K/CA4 在实体瘤内的组织渗透性低，绝大部分分布在肿瘤血管周围持续释放 CA4 实现延长血

管阻断作用，显著提升疗效。药代动力学和 CA4 瘤内分布实验证实：PLG-g-mPEG5K/CA4 相比小分子 CA4P 具有更

长的循环时间和瘤内更高的药物浓度。首次提出肿瘤组织低渗透性的 CA4 纳米药物在实体瘤治疗中的优势。本研究

为提高血管阻断剂对实体瘤治疗效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键词：血管阻断剂；康普瑞汀；纳米药物；肿瘤疗效；谷氨酸 

GP076 

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 PEG 化超分子含荧光基团聚阳离子基因载体的研究 

蒋其民 1,2,蒋必彪 2,卓仁禧 1,蒋序林 1 

1.武汉大学，2.常州大学 

本研究合成了含有罗丹明荧光基团和双硫键连接的偶氮苯支化阳离子聚合物(Az-ss-BPDM-RhB)，利用含端基金

刚烷的 PEG，通过与 PCD 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和静电相互作用制备了 PEG 化的含有荧光示踪的超分子基因载体系统。

采用核磁共振谱、紫外和高效液相色谱确证含有罗丹明的偶氮苯支化聚合物的结构。采用动态光散射和 zeta 电位表

征了不同 PEG 化程度的超分子复合物（PCD/Az-ss-BPDM-RhB/DNA）的性能。通过激光共聚焦观察了超分子

PCD/Az-ss-BPDM-RhB/DNA 复合物可以在细胞内荧光示踪。体外细胞实验结果表明，PEG 化可以降低复合物的细胞

毒性。当复合物和细胞共同孵育时间在 4-12 h 时，PEG 化会降低超分子复合物的细胞内吞和转染效率。当复合物和

细胞共同孵育时间延长至 24-48 h 时，PEG 化的超分子复合物的转染效率和没有 PEG 化的复合物的转染效率接近。 

关键词：主客体相互作用；荧光示踪；PEG 化；基因治疗 

GP077 

逐级酸响应性高分子前药纳米粒子用于协同肿瘤治疗 

郑盼 1,李杲 1,丁建勋 1,陈学思 1,郑盼 1,李杲 1,丁建勋,陈学思 1 

1.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3.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4.中国科学院大学 

前药和协同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游离小分子药物的缺点，如疗效差且副作用大。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种

逐级酸响应性前药纳米粒子 PLLDB 用于肿瘤的协同治疗。PLLDB 仅通过简单的混合即可进行自组装，其在肿瘤内

可展现出逐级酸响应性。首先，当 PLLDB 经过长循环到达肿瘤组织后，在其微酸性的条件下脱去聚乙二醇单甲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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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聚（L-赖氨酸）（mPEG-b-PLL）外壳，释放出 3-（3,4-二羟基苯基）-2-丙烯醛（DPA）和硼替佐米（BTZ）配

合物 DB。DB 一旦进入到肿瘤细胞后，在更酸的条件下同时释放出 BTZ 和 DPA 达到协同治疗的目的。只在肿瘤细

胞内释放药物降低了对正常组织细胞毒性并且提高了治疗效果。同时，我们验证了 PLLDB 的逐级响应性，并以 HepG2

细胞为模型证实 PLLDB 可以引起细胞凋亡并有效杀死肿瘤细胞。 

关键词：前药；超分子组装；逐级 pH 响应性；协同治疗 

GP078 

具有 pH 敏感性能的可电荷翻转基因载体的制备及抗肿瘤研究 

陈杰,焦自学,郭兆培,田华雨,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我们设计制备了新型具有 pH 敏感性能的可电荷翻转的基因载体体系，该载体体系可用于抗肿瘤作用的研究。我

们首先利用 Click 反应分别将巯基乙胺和巯基乙酸键合到聚谷氨酸丙烯酯的侧链双键上，得到侧链同时带有氨基和羧

基的两性离子聚合物 PAMT。我们进一步通过调控巯基乙胺和巯基乙酸的比例来调节 PAMT 聚合物分子的电荷翻转

点。PAMT 两性分子通过静电作用能够与带正电的 PEI/pDNA 纳米颗粒形成表面带负电的三元复合物。该复合体系在

生理条件下（pH7.4）带负电，增加体内稳定性，而当复合体系经生理条件转变为肿瘤微环境条件（pH6.8）时，通

过电荷翻转作用，复合体系的表面带正电，从而增加肿瘤组织的内吞作用，并提高肿瘤治疗效果。肿瘤治疗结果也

证明了 PAMT/PEI/shVEGF 治疗组能够显著地抑制肿瘤的生长。 

关键词：两性离子聚合物；pH 敏感；肿瘤治疗；基因治疗；电荷翻转 

GP079 

双 pH 敏感型介孔硅基药物载体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陈辉,李草,江兵兵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30062 

本文中，我们以介孔硅纳米粒子（MSN）为纳米存储器，以 6-氨基-β-环糊精（β-CD-NH2）为“阀门”，以 mPEG

为保护层成功制备了双 pH 敏感型的药物载体系统 DOX@MSN-B-CD-PEG。mPEG 通过 pH 敏感的苯腙键覆盖在载体

表面以保护载体。苯腙键在肿瘤组织的微酸性环境下水解使得 mPEG 脱落，从而裸露出带正电的氨基以帮助载体进

入癌细胞。β-CD-NH2 通过另一种 pH 敏感的苯硼酸酯键封堵 MSN 的孔道。癌细胞内更酸的环境诱导苯硼酸酯键水

解，从而打开“阀门”释放药物以杀死癌细胞。TEM、小角 X 衍射等测试证明了 MSN 的成功制备；载体表面电势、

BET、BJH 等表征则证明了 MSN 每一步修饰的成功。mPEG 脱落实验表明中性环境下 mPEG 可以稳定保护载体而在

肿瘤的微酸性环境下可以有效脱落。药物控释实验则进一步证明载体可在细胞内更快的释放药物。该载体在癌症治

疗领域具备一定的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介孔硅纳米粒子；双 pH 敏感；控制释放 

GP080 

疏水化的 α-聚谷氨酸作为蛋白药物载体的研究 

吕香雪 1,张秋分 2,梁德海 2,黄延宾 1 

1.清华大学，2.北京大学 

蛋白药物制剂已在癌症治疗、免疫、诊断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因其储存稳定性较差、在人体内易被酶降

解、注射时易被肾排出等特点而在应用时面临诸多挑战。接枝疏水基团的亲水性高分子可在水溶液中自发聚集，以

疏水相互作用形成纳米级的物理凝胶，在不使用有机溶剂或交联剂的温和条件下负载蛋白药物，提高蛋白药物稳定

性，实现蛋白药物在人体内的长效缓释。我们合成了接枝胆固醇的疏水化 α-聚谷氨酸，探究了其在水溶液中聚集体

的性质，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和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二者相互作用的微观物理图像，为进一步了解接枝疏水

基团的亲水性高分子提高蛋白药物稳定性的机理和缓释机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聚氨基酸；疏水化；蛋白药物载体；长效缓释剂· 

GP081 

pH 响应性的聚合物前药包裹的银纳米粒子的合成、载药及荧光变化研究 

邱亮 1,李嘉伟 2,洪春雁 2,潘才元 2 

1.河北工业大学，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 文 我 们 设 计 制 备 一 种 基 于 NSET 效 应 的 pH 响 应 性 聚 合 物 / 金 属 杂 化 纳 米 粒 子 ： 

P(HEO2MA-co-MACPT)@AgNPs。聚合物前药通过主链末端的 RAFT 试剂上的的硫酯键与银纳米粒子作用。由于 CPT



 
 

380 
 

荧光发射峰在 370 nm ~ 600 nm 范围内，银纳米粒子紫外吸收峰在 320 nm ~700 nm 范围内，这种波长的重叠结果刚

好满足 NSET 效应的要求。研究发现在制备杂化纳米粒子的过程中，AgNPs 浓度对 CPT 荧光淬灭在一定区间范围内

呈线性关系，随着 AgNPs 浓度增大，CPT 荧光下降也越明显；不同 pH 条件下，CPT 的释放曲线速率不同，pH 越低，

CPT 释放速度快；另外，随着 CPT 分子从杂化纳米粒子中释放出来，NSET 效应消失，CPT 分子的荧光恢复，从而

可以有效的显示药物载体释放 CPT 的过程及位置，对于研究药物载体在细胞内的响应机理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pH 响应性；杂化纳米粒子；药物载体；荧光示踪 

GP082 

聚合物纳米颗粒作为疏水农药的水基化制剂及其植物内在化探索 

佟雨佳 1,赵彩艳 1,卢剑清 1,吴学民 2,吴雁 1 

1.国家纳米科学中心，2.中国农业大学 

本文制备了一种基于两亲性聚合物 mPEG-PLGA 的负载疏水性农药异丙甲草胺的水基性农药载药体系，该体系

制备方法简单，条件温和，且无有机溶剂及表面活性剂的使用，减少了农药制剂中有害溶剂和助剂对环境及人类健

康的危害。该纳米载农药体系由于其较小粒径，在水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在体外植物培养液中，该载药体系显示

出对农药的缓释性能；将靶标植物置于含该载药体系的培养液中培养并进行切片观察，载药颗粒可经质外体途径进

入植物体根部内部，该过程保证了农药活性成分的利用率，减少了环境流失；生物测定实验表明，该纳米载药体系

在一定的低浓度下，显示出强于异丙甲草胺原药的生物活性；同时，简单的小鼠前成骨细胞活性实验表明，异丙甲

草胺在该纳米载体中时表现出毒性的下降。 

关键词：农药纳米载药颗粒；农药剂型；mPEG-PLGA；内在化；异丙甲草胺 

GP083 

复合胶束负载亲水性小分子药物二甲双胍及其投递的研究 

刘颖,吕娟,马如江,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二甲双胍(Metformin)是治疗 II 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作为一种口服药，二甲双胍体内半衰期非常短，致使病人

每天多剂量的服用药物，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胃肠道副作用。所以开发能够负载二甲双胍并具有葡萄糖响应性的载药

体系，实现二甲双胍的可控长效的释放，对 II 型糖尿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嵌段共聚物聚乙二醇-b-聚(天

冬氨酸 -co- 天冬酰胺基苯硼酸 )(PEG-b-P(Asp-co-AspPBA)) 与糖聚物均聚天冬氨酸 -co- 天冬酰胺基半乳糖

(P(Asp-co-AspGal))制备负载二甲双胍的糖响应性复合胶束载药体系，利用苯硼酸基团与半乳糖二醇之间的可逆酯化

平衡反应，开展复合胶束体系释放药物的研究，制备出能根据人体血糖变化响应释放二甲双胍的复合胶束载药体系。

这种复合胶束体系在生理水平下实现了对二甲双胍的可控释放。这种负载二甲双胍的复合胶束载药体系为开发新型

II 型糖尿病治疗手段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二甲双胍；可控释放；葡萄糖响应性 

GP084 

聚氨基酸担载阿霉素纳米药物增强氧化压力抑制前列腺癌生长和转移 

王冠祎,汤朝晖,张大为,吕世贤,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前列腺癌是一种在男性人群中发病率高的典型恶性疾病，其死亡率仅次于肺癌。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两亲性阴离

子共聚物聚乙二醇-b-聚（谷氨酸-co-苯丙氨酸）通过静电和疏水相互作用担载阿霉素，获得具有较高载药量的阿霉素

高分子纳米粒子。以 RM-1 细胞系皮下种瘤为模型的恶性小鼠前列腺肿瘤生长快速，易向肝肺等发生转移。该阿霉

素高分子纳米粒子可被转移性 RM-1 小鼠前列腺肿瘤细胞快速细胞内吞，与阿霉素纯药相比，该阿霉素纳米粒子提

高了瘤内富集，降低了心脏和肾脏毒性，并可以通过提高活性氧增加瘤内氧化压力来抑制肿瘤生长和肝肺转移，增

加肿瘤坏死因子 α 表达和瘤内凋亡。因此，这种担载阿霉素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治疗前列腺癌上具有潜在价值。 

关键词：聚氨基酸；阿霉素；前列腺癌；转移；氧化压力 

GP085 

构建具有促进细胞生长和潜在药物输送功能的新型超分子自组装体的研究 

程宝昌,李新明,许凤阳 

苏州大学 215123 

在构建超分子自组装生物材料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分子的自组装能力，还要赋予自组装材料一定的生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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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生物材料的构建基元中，多肽除了具有选择性多、易于设计和合成的优点外，还具有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

生物可降解性等诸多优点，成为制备生物材料的重要选择之一。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是基于 FcFFRGD 多肽序列构建

具有促进细胞粘附、生长和增殖的超分子水凝胶以及具有运输药物功能的纳米载体。前期我们通过固相合成技术合

成了一种新型的多肽超分子自组装分子 FcFFRGD，并测试其在 1.0 wt%和 pH=7.4 条件下可形成稳定的水凝胶。流变

结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凝胶粘弹特性，通过 TEM 和 SEM 表征跟踪到了其自组装体形貌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由

于 RGD 官能团的存在，该凝胶具有促进细胞粘附、生长和增殖的生物功能。后期我们将通过调节自组装溶液 pH 和

浓度，构建具有药物输送功能的纳米粒子载体。 

关键词：多肽；自组装；水凝胶；生物材料；药物载体 

GP086 

有机抗衡离子诱导囊泡的制备及其 pH 响应的药物控释 

李传奇,张仕勇 

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610061 

设计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有机离子对配体分子策略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用在制备多功能稳定的囊泡。由寡聚乙二

醇组成的配体 1 与单链的脂肪胺形成的功能化两亲性铵盐在水中自组装成可以控制尺寸大小的囊泡。有机离子对诱

导产生的囊泡 OCIVs 通过 DLS，TEM，和包载在内部的抗肿瘤药物盐酸阿霉素进行表征。重要的是，具有 pH 响应

自组装囊泡可以使包载的抗肿瘤药物阿霉素在肿瘤微环境低 pH 条件下加速释放进而更迅速的杀死肿瘤细胞。交联之

后的 OCIVs 表现出高度可逆的温度依赖的尺寸变化，其可逆性重复了 10 次仍然没有明显的尺寸变化。基于这种独

特的属性，一个可用于检测 35-70℃温度范围的稳定发光温度传感器被开发出来。此外，通过酸除去包封在聚合 OCIVs

内部的脂肪胺得到的羧酸化的材料被发现可以非常有效的作为“纳米酶”应用于缩醛的水解，并且表现出了比单体 1

或苯甲酸高近 20 倍的催化活性。 

关键词：有机抗衡离子；囊泡；药物递送 

GP087 

聚合诱导自组装合成核交联碘海醇纳米粒子造影剂用于 CT 体内成像 

丁煜勋 1,张新羽 1,徐英进 2,申文增 2,史林启 1 

1.南开大学，2.河北大学 

  CT 成像技术具有使用范围广、效率高、成本低等特点，已经成为临床上最常用的非侵入性诊断技术。但是目

前所用到的造影剂大多为含碘小分子，在体内容易被清除，导致造影剂的窗口期非常短，不利于临床的诊断。并且

大量的注射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种够明显的延长观察窗口的含碘纳米粒子造影剂相继被开

发出来。但相关研究表明，含碘的造影剂由于灵敏度较低，在临床上需要大量注射以保证良好的成像效果。然而，

大多数的含碘纳米粒子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稳定性低，在体内应用是容易造成爆释、碘的负载率较低、纳米粒子浓

度低、制备方法比较复杂，难以大量制备等等。为此，我们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的方法合成大量的高浓度的碘海醇

纳米粒子，在制备方法上进行优化。之后我们对碘海醇纳米粒子的稳定性、成像能力以及安全性等各方面进行研究。

证明了该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潜力。 

关键词：碘海醇；纳米粒子造影剂；CT 成像；聚合诱导自组装 

GP088 

刺激响应性高分子化促炎因子抑制剂的构建及评价 

马胜 1,2,宋万通 1,汤朝晖 1,吕世贤 1,陈学思 1 

1.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实体肿瘤是一个由肿瘤细胞、基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共同组成的复杂混合体，肿瘤微环境对肿瘤治疗中出现的

耐药、复发、转移和免疫逃逸等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通过制备刺激响应性高分子化的肿瘤微环境调

节试剂，充分发挥纳米给药技术降毒增效的优势，通过对肿瘤微环境的靶向性调控，实现抑制肿瘤生长乃至彻底消

除肿瘤的目的。具体地，以聚氨基酸材料为基础，针对肿瘤部位的特殊微环境（高谷胱甘肽浓度），使用 3，3'-二硫

代二丙酸修饰聚氨基酸，将地塞米松通过化学键合的方式结合在上载体。在鼠源结肠癌 CT26 肿瘤模型实验中，高分

子化的地塞米松相对于小分子地塞米松可以有效地实现对肿瘤组织促炎因子表达的抑制，同时具有更为优异的肿瘤

抑制能力，并且对其它主要脏器没有任何损伤。本研究对充分挖掘高分子化炎性因子抑制剂用于肿瘤治疗方面的价

值，以及对拓展高分子载体在肿瘤微环境调控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肿瘤微环境；促炎因子；地塞米松；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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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89 

H2O2 敏感响应复合微针胰岛素透皮给药研究 

许斌,江国华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本文利用带有 H2O2 敏感响应基团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与聚乙烯吡咯烷酮（PVP）制备复合高分子的共混微

针贴片，用于胰岛素的穿皮给药。所述微针贴片应用在皮肤上，针体进入皮下组织的部分可快速溶解，释放出负载

胰岛素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随着葡萄糖进入纳米颗粒与葡萄糖氧化酶反应产生 H2O2，胰岛素逐步释放，从而达到

降血糖的效果。微针的力学性能实验表明针头具有较好的刺入性能。负载胰岛素的纳米粒子的体外释放实验表明了

具有良好的 H2O2 响应释放行为。因此，本文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具有敏感响应行为的微针贴片材料。 

关键词：胰岛素；H2O2 敏感响应；透皮给药；微针 

GP090 

可点击和可成像多嵌段聚合物胶束用于肿瘤多重靶向和精准诊疗 

刘航,成澄,魏静,丁明明 

四川大学 610065 

利用纳米技术来实现诊疗试剂的靶向运输在减小传统化疗毒副作用和增强疾病实时监测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为了进一步克服传统靶向策略的局限性，并实现肿瘤的多重靶向和精确诊疗，本研究设计一种具有靶向和释放开关

的可点击和可成像多嵌段聚氨酯纳米载体。该体系由可脱落的聚乙二醇（PEG）外壳和和可降解的聚己内酯（PCL）

内核组成，同时在界面层含有可点击炔基，可以通过点击化学进一步接上靶向基团叶酸。可脱落的 PEG 外壳能够在

肿瘤细胞外的酸性环境下激活靶向配体，进而在细胞内触发核降解和药物释放。负载超顺磁氧化铁纳米颗粒（SPION）

后，该纳米体系不但在体外展示出了有效的磁共振成像（MRI）效果和 T2 弛豫性能，而且在体内磁场指导和多重靶

向的共同作用实现了精确的肿瘤 MR 成像和抑制效果。 

关键词：点击化学 刺激响应 聚合物胶束 磁共振成像 肿瘤靶向 

GP091 

一种可增敏药物的高效药物与基因共递送载体 

唐侨,马栋 

暨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510632 

药物和基因共递送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潜能逐渐彰显，但如何调控药物与基因的递送比例以及克服肿瘤多药耐

药性，仍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本课题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设计了以 GSH 响应型超支化聚酰胺胺(PAAs)为主体，

在其外围共价连接少量抗癌药物氨甲蝶呤（MTX）的聚合物前药，然后利用其阳离子正电性与基因复合，实现药物

和基因的共递送。其进入肿瘤细胞后聚合物结构中大量的双硫键被 GSH 还原打开从而实现基因和药物的释放，同时

因为双硫键的断裂聚合物被降解，毒性降低，且通过大量消耗胞内 GSH 实现对药物的增敏效果，增强对肿瘤细胞杀

伤作用。实验结果证实该聚合物具有与 PEI25K 媲美的优良转染效率；其有效降低了细胞内 GSH 浓度，聚合物前药

体外抗癌效果优于原药，实现药物增敏；同时药物基因共递送的效果远优于单一的药物或基因效果。由此表明这种

具有 GSH 响应、生物可降解且可增敏药物的聚合物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药物基因共递送载体。 

关键词：共递送；超支化；多药耐药性；GSH 

GP092 

一种谷胱甘肽响应型的药物基因共递送聚合物胶束载体 

冯龙宝 1,蓝咏 2,郭瑞 1 

1.暨南大学，2.广州贝奥吉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降低毒性克服肿瘤多药耐药性以及增加阿霉素的生物药效，我们设计并研究了基于氧化还原敏感型的一种

靶向修饰的五嵌段聚合物胶束聚乙二醇-聚乙烯亚胺-聚己内酯-ss-聚己内酯-聚乙烯亚胺-聚乙二醇。本课题在前期的工

作基础上，设计了 GSH 响应型聚合物胶束，先通过聚合物的亲疏水端的相互作用形成胶束包裹化疗药物阿霉素

（DOX），然后利用其阳离子正电性与带负电的基因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复合，实现药物与基因的共递送。其进入肿瘤

细胞后聚合物结构中大量的双硫键被 GSH 还原打开从而实现基因和药物的释放，同时因为双硫键的断裂聚合物被降

解，毒性降低，增强对肿瘤细胞杀伤作用。实验结果证实该聚合物具有比 PEI25K 更优良转染效率；其有效降低了细

胞内 GSH 浓度，药物基因共递送的效果远优于单一的药物或基因效果。由此表明这种具有 GSH 响应、生物可降解

的聚合物胶束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药物基因共递送载体。 

关键词：共递送；胶束；多药耐药性；GSH；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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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93 

基于金纳米粒子的高效“诊疗一体化”载体用于癌症的光动力治疗与成像 

赵琳琳,张强,王晶,陆燕 

天津理工大学 300384 

近期，纳米科技的高速发展也显著地影响，推动着抗癌药物与诊断制剂的发展，“诊疗一体化”概念的提出为提高

癌症的治疗效率提出了新的思路。为了制备高效的“诊疗一体化”体系，本文以直径为 17.6nm 的金纳米粒子作为内核，

利用一端带有叶酸主动靶向配体，另一端带有双齿的二氢硫辛酸的叶酸 - 聚乙二醇 - 聚天冬氨酸

（FA-PEG-P(Asp)50-DHLA）共聚物对其进行修饰，疏水性光敏剂通过 pH 值敏感腙键载入载体当中实现了对癌细胞

的成像与光动力治疗。该载体在多种“恶劣”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透射电镜

结果显示，载体可以成功的被 HeLa 细胞吸收并靠近细胞核，HeLa 对光敏剂的吸收率高达 99%以上，在激光照射条

件下，随着光敏剂浓度的提高以及激光照射时间的增加，载体表现出明显的细胞毒性。 

关键词：诊疗一体化；光动力疗法；聚乙二醇；金纳米粒子；主动靶向 

GP094 

超分子多功能介孔硅智能药物递送平台的研究 

刘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本文以 MCM-41 型介孔硅纳米粒子作为药物载体，在其表面通过双硫键修饰吡啶基团。使用聚环糊精作为”阀门

“包封介孔硅，利用环糊精与吡啶的 pH 响应性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双硫键的还原敏感性，制备了 pH/还原双重敏感

的介孔硅纳米载药系统（PRMSNs）。同时介孔硅表面富余的环糊精空腔能够进一步与金刚烷修饰的客体功能分子结

合，从而实现纳米载药系统的多功能化。在中性或弱酸环境（pH 7.4 和 6.8），PCD 能够有效包封介孔硅，防止药物

泄露；而在酸性（pH 5.0）和/或还原环境中，PCD 能够快速脱落，促进药物释放。搭载阿霉素的 PRMSNs 能够展现

出良好的肿瘤杀伤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克服肿瘤耐药性。而在进一步使用乳糖酸或叶酸功能修饰，能够使其具有相

应的靶向性。该 pH/还原双重敏感的 PRMSNs 是一种理想的纳米药物递送平台，能够智能包裹并释放药物，并且可

根据需求进行多功能化。 

关键词：介孔硅纳米粒子；主客体相互作用；多功能化；药物传递系统 

GP095 

近红外光谱法对温敏性水凝胶相转变机理的研究 

王宇璐,宋春风,袁洪福,朱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自由基聚合得到温敏性水凝胶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在温度范围 25~40℃范围内采集 PNIPA

的近红外光谱，结合二阶导数和主成分分析对近红外光谱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在 32℃

左右出现相转变，此温度即为低临界转变温度（LCST），并且相转变可逆，但不是完全可逆，存在滞后现象。主要

是由于 PNIPA 中疏水基团异丙基与水存在水合作用，亲水基团酰胺基团与水及其它酰胺基团的氢键作用共同导致的。

当温度升高时，水合作用减弱，异丙基周围的水减少，酰胺基团与水之间的氢键断裂，与其它的酰胺基团形成了分

子内和分子间的氢键，宏观表现为水凝胶失水，体积收缩。降温过程现象相反，但是酰胺基团形成的分子内和分子

间的氢键，不易断裂，所以这种转变不是完全可逆。 

关键词：近红外光谱；温敏性水凝胶；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LCST；相转变 

GP096 

仿生“呼吸”纳米胶囊的设计以及其在药物运输体系中的应用 

闫腾飞,刘俊秋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自然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水母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其自身的尺寸会随着呼吸发生变化，

而且其自身的荧光也随之改变。受到这中天然结构的启发，我们通过合理的设计成功地构建了一种以芳香螺旋结构

为组装基元的纳米胶囊，有趣的是，这种纳米胶囊的尺寸也可以像水母一样尺寸随外界刺激而发生变化。当溶液的

pH 从 7 降到 2.5 时纳米胶囊的直径从 200nm 膨胀到 370nm，相反，当 pH 从 2.5 升到 7 时，纳米胶囊的直径从又可

以从 370nm 收缩到 200nm，我们称之为“呼吸”纳米胶囊。而且这种纳米胶囊的荧光也是随着 pH 而发生可逆的变化。

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这种纳米胶囊的渗透性也会随着尺寸变化而变化，我们将这种 pH 响应的纳米胶囊应用到抗癌药

物的运输体系中，发现其具有较好的缓释作用，并且能够显著减少抗癌药物 DOX 副作用和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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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米胶囊；呼吸；pH 响应；载药 

GP097 

基于立构复合作用的载紫杉醇聚乳酸基纳米胶束的可控制备与性能研究 

江伟,崔思远 

南京大学 210023 

目前以基于聚乳酸与聚乙二醇共聚物的载药胶束存在载药量较低且释放较快或者载体合成复杂等问题。本工作

首创采用化学包埋与立构复合作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 PTX-PDLA-PTX 与 MPEG-PLLA 相结合的途径得到了

MPEG 为亲水外壳，SC-PLA-PTX 为疏水内核的壳-核结构的载药胶束。所得载药胶束 PLLA 段熔点比 MPEG-PLLA

双嵌段共聚物中 PLLA 段熔点增高 40-50℃，证实了立构复合聚乳酸结构的形成。其平均粒径均为 100 nm 左右。CMC

为 1.0×10-3-2.5×10-3 g/L。PTX 负载率在 11.7-20.1%，通过改变共聚物中 PDLA 和 PLLA 的链长，可以调控紫杉醇负

载率。另外在模拟人体环境中，胶束 216 h PTX 累计释放百分数在 37.7%-52.0%之间。整个释放过程较为平缓，无突

释现象发生，符合缓释要求。 

关键词：紫杉醇；聚乳酸-聚乙二醇共聚物；载药量可控；立构复合聚乳酸；控制释放 

GP098 

还原和 pH 双重响应型透明质酸纳米颗粒用于铱类抗癌药释放 

蔡志祥,张洪斌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0240 

由二苯基四甲基环戊二烯（Cpxbiph）、C^N 螯合的苯吡啶（phpy）和吡啶（py）组成铱类（III）复合物

（[(η5-Cpxbiph)Ir(phpy)(py)]PF6）具有很强的抗癌活性。然而，低水溶性，低靶向性和低肿瘤穿透性是化疗药物共同的

缺点。因此，本研究设计了具有 CD-44 靶向性、还原和 pH 响应型的透明质酸纳米颗粒（HA-ss-Py）用于释放铱类

（III）抗癌药。采用动态光散射研究了透明质酸胶束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在生理条件下胶束较为稳定，而在还原

性条件下胶束易断裂。荧光共聚焦观察显示，透明质酸胶束能高效地进入 A549 癌细胞。进一步研究表明，与单纯的

铱类抗癌药相比，透明质酸纳米颗粒负载的铱类抗癌药具有更高的抗癌活性。小鼠体内实验表明，该透明质酸纳米

颗粒主要富集在肿瘤组织。所制备的透明质酸纳米颗粒可作为高效铱类抗癌药载体用于靶向性癌症治疗。 

关键词：透明质酸；铱类抗癌药；还原响应型；pH 响应型；药物释放 

GP099 

丝素蛋白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香料负载 

叶龙,周乐,刘雨溪,刘宇航,江黎明 

浙江大学 310027 

香料香精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香料分子大多为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加香产品往往存

在释香过快、香气品质易变等问题。利用微胶囊或纳米胶囊封装香料是目前实现香料缓释的重要手段。但香料的胶

囊化封装普遍存在产量低、易聚集、易脱落、胶黏剂用量大、乳化剂残留等缺点。本文以再生丝素和聚乙基噁唑啉

为原料，采用同轴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将香料直接封装在芯层的丝素纳米纤维膜。与非同轴的载香丝素膜相比，同

轴载香纤维膜具有更高的香料负载效率，其香料释放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缓释特征。用甲醇处理载香纤维膜可诱导丝

素蛋白转变为更致密的 β-折叠结构，进一步提高纤维膜的香料负载效率和缓释性能。尽管丝素纳米纤维用于药物递

送和组织工程支架已有大量研究，但作为香料缓释载体还鲜有报道，本文的研究为香料的负载和缓释探索了新的途

径。 

关键词：静电纺丝；丝素蛋白；聚乙基噁唑啉；香料；缓释 

GP100 

化学治疗与光热治疗相结合的 PEG 水凝胶 

刘伟,苏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利用常用生物大分子壳聚糖和聚乙二醇（PEG）衍生物，再结合易于修饰的氧化石墨烯，形成化学治疗与光热

治疗相结合的 PEG 水凝胶。在此实验中，氧化石墨烯被壳聚糖部分还原，赋予了凝胶一定的近红外吸收特性；凝胶

自身的三维网状多孔结构和氧化石墨烯的优异的负载性，赋予了凝胶较好的药物负载能力与释放性能。通过扫描电

镜 SEM 对其内部网络结构进行表征，结果显示此水凝胶内部形成了典型的孔洞结构。通过紫外分光仪对凝胶前体溶

液进行测试，同时利用 808nm 激光对凝胶进行照射，结果均显示凝胶具有一定的近红外吸收特性。通过使凝胶上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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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罗丹明模拟药物释放研究，结果表明凝胶具有一定的可控药物释放效果。实验表明，通过两步法，获得了化学治

疗与光热治疗相结合的 PEG 凝胶复合材料。 

关键词：PEG 水凝胶；化学治疗；光热治疗 

GP101 

pH 响应海藻酸@介孔二氧化硅-DOX 纳米粒子 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向思琪,赵东 

江汉大学 430056 

高效安全的药物传递载体在癌症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纳米药物体系相比传统的给药体系，其靶向性和生

物相容性都有明显的提高。由于介孔二氧化硅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结构稳定性，介孔的高度有序和可调控

特性及高比表面积和易于表面修饰等特性，因此其被广泛应用于药物的输送体系中。海藻酸是一种天然高分子材料，

由于分子链中的大量羧基，使得海藻酸成为一种 pH 敏感性天然高分子材料。本研究中，利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介

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MSN）。进行氨基化修饰后载入 DOX，利用静电作用包裹海藻酸（SA）封堵介孔制备了

SA@MSN-DOX。海藻酸的包裹大大减少了药物输送过程中的泄露。由透射电镜结果可以看出海藻酸包覆成功，体外

释放动力学实验结果表明海藻酸可以有效抑制 SA@MSN-DOX 释放 DOX，当海藻酸的包裹在肿瘤组织的低 pH 环境

中脱落时，pH 响应的药物传递系统被激活，从而诱导化疗。 

关键词：介孔二氧化硅；盐酸阿霉素；海藻酸；药物传递 

GP102 

生物仿生抗癌聚合物囊泡 

钱程根,丰培坚,肖暄中,东梅,沈群东 

南京大学 210023 

仿生递药系统模仿天然粒子如哺乳动物细胞、细菌、病毒等的自然属性。将它们应用到药物载体的设计，能提

高药物递送系统的生物特异性，降低药物副作用，增强疗效。受厌氧菌选择性入侵肿瘤乏氧区域并摧毁肿瘤的启发，

我们提出了仿生厌氧菌纳米囊泡用于癌症治疗。我们设计并合成了聚合物纳米囊泡，在生理氧化还原和氧气平衡条

件的细胞中较稳定，一旦用光照打破平衡，会显示出一系列协同杀伤癌细胞的能力从而增强抗癌功效。生物细胞和

动物实验表明，厌氧菌仿生纳米囊有效地诱导癌细胞凋亡，并治愈肿瘤。这种仿生和协同治疗的新模式可为刺激-响

应型的智能药物递送系统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药物递送；光动力治疗；聚合物囊泡；乏氧响应；仿生 

GP103 

新型改性 PAMAM 载药体系修复牙本质的应用研究  

朱本高 

四川大学 610065 

在生物启迪修复牙本质的过程中，能够同时模仿有机基质诱导矿化又能增加矿化区域的抗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将载有抗菌药物的端基磷酸化改性的聚酰胺-胺型树枝状高分子（PAMAM-PO3H2）培养在人工唾液中能够对缺损的

牙本质进行原位矿化而且产生的羟基磷灰石(HA)与自然牙本质有相似的结晶结构，同时抗菌药物的释放能够对防止

牙本质进一步被细菌侵蚀。在我们这篇工作中 PAMAM-PO3H2 被合成和表征，抗菌药物的释放是由于树枝状高分子

的疏水内核的载药能力和牙本质的矿化程度所决定的。通过 3-膦酸基丙酸改性形成的四代 PAMAM-PO3H2 和牙本质

基质蛋白有相似的分子尺寸和外围功能-在牙本质的自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改性过程也很简单方便。

所以在矿化过程中既能够形成很好的晶体又能起到局部治疗的理想作用。所以包载抗菌药物的新型 PAMAM-PO3H2

在同时修复受损的牙本质和进行局部治疗是一个很好地策略。 

关键词：PAMAM（聚酰胺-胺型树枝状高分子）；抗菌药物释放；牙本质修复；矿化 

GP104 

光刺激、单线态氧响应、可降解的超支化聚磷酸酯用于光化学内化介导的光化学联合治

疗 

金华,朱新远,黄卫,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肿瘤的发生和转移与肿瘤细胞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它不仅包括肿瘤所在组织的结构、功能和代谢，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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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自身的（核和胞质）内在环境有关。基于不同肿瘤微环境构建主动靶向纳米载药体系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但通过构建一个简单有效的药物输送体系同时对其中多种生物刺激响应且提高细胞内药物内化还难以实现。

本文报道了一种只需一步聚合且无需催化剂的开环聚合制备超支化聚磷酸酯，其与光敏剂 Ce6 一起构建一种在水中

可以直接组装、对光、ROS、酶多重响应的超支化聚磷酸酯载药体系。该体系结合了光诱导的增强瘤内渗透和光化

学内化控制胞内抗癌药物的运输和释放。体外细胞实验表明该体系结合了光介导和 ROS 促聚合物降解行为提高了抗

癌药物的治疗效果和特异性。聚合物组装的纳米粒子中的抗癌药物和由于 Ce6 引起的单线态氧在细胞质中的累积两

者产生的协同作用提高了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表明本体系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基于癌症微环境的联合治疗方法。 

关键词：肿瘤微环境；超支化聚磷酸酯；光化学内化；联合治疗 

GP105 

小分子调控卵清蛋白纳米粒自组装及其还原敏感行为 

王怀基,董海青,李永勇,王坤,任天斌 

同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纳米科学研究院 200092 

基于 SDS 对卵清蛋白空间结构的调控，发展了一种新型卵清蛋白(OVA)纳米载体制备方法，并探索其还原敏感

行为。SDS 介导之下，处于 OVA 疏水区的巯基发生暴露，进而借助温度促进分子间巯基的二硫键交联，使得 OVA

蛋白纳米组装从而形成稳定的卵清蛋白纳米颗粒(OVA NPs)。通过分析颗粒在谷胱甘肽(GSH)的作用下粒径的变化，

表明形成了二硫键的交联结构。将光敏材料二氢卟吩 e6(Ce6)负载到纳米颗粒上，制备负载 Ce6 的卵清蛋白纳米颗粒

(OVA NPs-Ce6),并研究其负载能力以及 ROS 的生成行为。以动态光散射(DLS)、透射电镜(TEM)表征了纳米粒子的结

构和形貌，结果显示卵清蛋白纳米粒子形成以二硫键为主的化学交联结构并且具有较好的还原敏感特性。 

关键词：蛋白自组装；纳米颗粒；二硫键；还原敏感 

GP106 

相分离法农药微胶囊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刘亚坤,韩佳睿,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农药作为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病虫害的防治，但传统农药存在着污染环境、残留毒

素、危害食品安全等问题。而微胶囊作为一种良好的载体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建筑等领域。近年来，农药微

胶囊作为符合“环境友好、水基化、颗粒状、多功能、缓释性、省力化”的农药新剂型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迅猛的发展。

本文研究采用可生物降解聚酯材料聚丁二酸丁二酯（PBS）作为壳材，广谱杀虫剂高效氯氟氰菊酯作为芯材，三氯甲

烷作为共溶剂，聚乙烯醇(PVA)为乳化剂，运用溶剂挥发相分离法制备农药微胶囊。通过偏光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

其形貌，探究了不同实验条件和材料配比下农药微胶囊的形貌区别。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的检测条件筛选确定了体系

中高效氯氟氰菊酯的检测方法，并测定其药物含量，得到微胶囊的载药率和包封率。 

关键词：农药；微胶囊；溶剂挥发 

GP107 

酶响应型壳聚糖季铵盐-多肽-聚乳酸聚合物胶束的制备及其对姜黄素的负载 

葛文娇,王小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肿瘤的靶向治疗是抗癌药物的理想给药方式，它能最大限度的将药物富集于肿瘤癌变部位发挥药效，并减少对

正常组织、器脏的损伤。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的表面会过度表达某些特定的酶。基于酶响应的主动靶向机制和

天然聚合物胶束在药物载体领域的优越性能，本文设计了一种以多肽（GRRGG）作为“桥梁”通过酰胺键共价连接疏

水性聚乳酸和亲水性壳聚糖季铵盐的两亲性壳聚糖基接枝聚合物（QGP）。QGP 在水溶液中的自组装行为，其临界胶

束浓度为 0.045 mg/mL。以难溶于水的姜黄素(Cur)作为模型药物，采用微相分离法将其成功地包埋于 QGP 胶束水溶

液中，DLS 和 TEM 结果显示载药前后的 QGP 胶束都呈现均一的球形结构，粒径在 30~90 nm。QDP/Cur 的体外释放

曲线显示良好的酶刺激响应行为。此外，QGP 空白胶束对 Hela 细胞无明显的生物毒性作用。该材料有望作为一种安

全可靠的优良载体应用于癌症的临床治疗中。 

关键词：壳聚糖；聚乳酸多肽；酶响应；胶束 

 

 

 



 
 

387 
 

 

GP108 

温度刺激响应性中空纳米纤维的制备与表征 

周一凡,查刘生,郑勰,周剑锋 

东华大学 201620 

本文首先采用自由基溶液聚合法合成了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co- N-羟甲基丙烯酰胺-co-丙烯酸十八烷基酯）（PNNS）

三元共聚物，用核磁共振波谱仪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确证了它的化学结构，用紫外可见光谱仪测得它的最低临

界溶解温度为 36℃。然后以 PNNS 溶解在乙醇和水中形成的溶液为壳纺丝液，矿物油为内核纺丝液，采用同轴电纺

法制得具有核壳结构的纳米纤维，再用甲苯萃取其中的矿物油并进行热处理，得到在水介质中具有良好稳定性的中

空纳米纤维。当壳纺丝液浓度为 0.35g/ml 时形成的中空纳米纤维粗细比较均匀、无串珠。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

电子显微镜证实了纳米纤维的中空结构。制得的中空纳米纤维膜具有显著的温度刺激响应性，当水介质的温度从 20℃

升高到 40℃时，膜的面积收缩率高达 50%。 

关键词：温度刺激响应性；智能材料；纳米纤维膜；同轴电纺；中空纳米纤维 

GP109 

共输送辛伐他汀和 siRNA 的纳米胶束协同促进 小鼠颅骨缺损的修复 

黄金生 1,帅心涛 1,程度 1,陈滨 2 

1.中山大学，2.南方医科大学 

骨缺损是骨科临床常见疾患，所需移植骨的来源往往成为棘手难题。BMP-2 作为一种良好的促进骨折愈合作用

的成骨因子，但费用高和高剂量使用可导致异位骨化、血清肿的发生等问题。辛伐他汀（SIM）可促进成骨细胞表达

BMP-2，促进骨折的愈合。然而，BMP-2 表达的提高导致其拮抗基因 noggin 表达增高，从而降低辛伐他汀的疗效。

本课题制备了一种 pH 敏感的嵌段聚合物聚乙二醇-聚乙烯亚胺-聚天冬酰胺（N，N-二异丙基乙二胺-苄胺）纳米胶束

用于共输 SIM 和 noggin siRNA，后者下调 noggin 的表达，从而提高 SIM 的促成骨效果。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实

验结果显示 SIM-mPBP@siRNA 能够上调 BMP-2 的表达而抑制 noggin 的表达。将与纳米载体孵育后的 MC3T3-E1 细

胞封装入纤维蛋白胶支架材料后，移植到小鼠颅骨骨缺损处。8 周后的结果表明能够促进小鼠颅骨缺损的修复。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胶束；辛伐他汀；noggin siRNA；骨修复 

GP110 

聚合诱导自组装制备光敏性的聚合物纳米材料及其在药物传输方面的应用 

张文建,徐超然,刘超,洪春雁,潘才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聚合诱导自组装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自组装方法，可以实现聚合和自组装一步进行，并在高浓度下

制备纳米材料。尽管聚合诱导自组装相关的报道增长迅猛，但是利用这种高效的方法制备智能药物传输体系的报道

非常少，因为该方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由溶解性的单体聚合生成不溶性的聚合物，实际上很少有单体符合这个标准。

因此发展新的单体/聚合物对的 RAFT 分散聚合对于扩展这种高效的自组装方法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通过光敏

单体的 RAFT 分散聚合制备了光敏性的聚合物纳米材料，所得纳米材料分散液的固含量高达 20%。紫外光照射诱发

纳米材料的核同时发生线性到交联以及疏水到亲水的转变，得到的纳米材料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渗透性。这些光照后

的纳米材料在药物输送方面展示了优异的性能，比如高载药量，pH 响应性释放以及高效的溶酶体逃逸。考虑到聚合

诱导自组装制备纳米材料的高效性，这种优异的自组装方法可能会在纳米医学领域引起广泛的兴趣。 

关键词：聚合诱导自组装；RAFT 分散聚合；控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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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H  光电功能高分子 

HI01 

电化学沉积技术在有机电致发光显示中的应用 

马於光*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 510640 

有机电致发光显示由于其柔性，低功耗，宽色域等优越性能已逐渐成为显示技术的主流，然而其大范围的商业

化仍被其高昂的制造成本所限制。彩色化以及高分辨是显示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低成本的高分辨彩色化

技术是目前有机发光显示领域的重大挑战。电化学沉积技术是一种低成本，无掩膜，非真空，不存在对位误差，可

精确定向沉积的成膜技术。利用电化学沉积技术我们制备了高质量（边界清晰，形貌平整）RGB 单色以及彩色薄膜，

且得到发光较好，没有暗线的 1.7-inch PMOLED 显示器。我们将 TFT 驱动电路作为电沉积信号的控制开关，在

AMOLED 基板也沉积得到了高质量的 RGB 彩色薄膜。此外，我们利用阵列微电极上扩散层的均化效应，在 210ppi

的高分辨显示基板上，沉积得到了均匀平整的发光薄膜，其精度高达 10 微米，且得到了发光较好的高分辨显示器件。

因此，电化学沉积技术为有机电致发光显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高分辨彩色化技术。 

关键词： 电化学沉积；有机电致发光显示；高分辨；彩色 

HI02 

Unravelling the Solution-State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s of Donor-Acceptor Polymer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Solid-State Morphology and Charge Transport Properties 

裴坚*，Yu-Qing Zheng, Ze-Fan Yao, Jie-Yu Wang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olyme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 prior to film fabrication makes solution-state structures critical for their solid-state 

packing and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However, unravelling the solution-state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s is challenging, not 

to mention establishing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lution-state structure and charge transport properties 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FET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revealed that the thin film morphology of conjugated polymer inherited the 

features of their solution-state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s. We proposed a “solution-state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 control”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electron mobility of a BDOPV-based polymer. We showed that the solution-state structures of a 

BDOPV-based conjugated polymer can be tuned that it formed 1D rod-like structure in good solvent, and 2D lamellae 

structure in poor solvent. By tuning the solution-state structure, films with high crystallinity and good inter-domain 

connectivity were obtained. The electron mobil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the original value of 1.8 cm2 V?1 s?1 to 3.2 

cm2 V?1 s?1. Our work demonstrates that "solution-state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 control is critical for understan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hin-film morphology and charge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conjugated polymers. 

关键词： polymers；donor-acceptor；morphology；charge transport；supermolecular structures 

HI03 

超分子稠环受体的设计合成及在有机光伏电池的应 

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100875 

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出现带来的有机光伏电池的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相比于富勒烯受体材料，非富勒烯受体具

有更多的优点如，分子结构更加多样化，合成和分离更加容易，其吸收光谱和能级等参数的可设计性更强。具有非

富勒烯受体的有机光伏电池效率已经达到了 13%以上，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我们以分子内的超分子作用来部分

代替化学成键来构建大共轭稠环结构的受体材料，采用分子内超分子作用来代替化学成键可以降少稠环受体分子的

合成步骤，抑制受体分子内的结构单元之间的内旋转，减少能量损失，提高电池的开路电压，从而提高电池的效率。

采用这种合成策略，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新型超分子稠环受体，其中一些受体适合于制备厚膜的器件，一些受

体的能量转换效率已经达到了 12%以上。 

关键词： 有机太阳电池；非富勒烯受体；超分子作用 

 



 
 

389 
 

HI04 

高效率厚膜聚合物太阳电池 

陈军武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聚合物太阳电池(PSC)因具有轻、薄、柔性、可大面积高速印刷的低成本潜力等独特优势受到广泛关注。PSC 的

能量转换效率强烈依赖于活性层材料体系。共轭聚合物给体与富勒烯衍生物或者非富勒烯受体结合组成本体异质结

活性层是其重要选择。PSC 通常在活性层膜厚为 100 nm 时获最高效率，这是由于载流子输运能力低所导致的，并对

高速印刷生产工艺带来了很大的制约。我们通过主链和侧链设计增强聚合物给体材料的链间聚集能力，发展了多种

化学结构的高空穴迁移率聚合物给体材料，显著地提高其空穴迁移率至 2 cm2/(V s)水平；通过选择低沸点溶剂添加剂

显著改进了活性层形貌和载流子输运；所制备 PSC 能在活性层膜厚大幅变化下都保持高效率，比如采用 PC71BM 为

受体的活性层在约 200-600 纳米下效率超过 10%，最高效率 11.1%出现在 420 纳米，采用非富勒烯受体的活性层在

100-300 纳米下效率达 9%，因此更能兼容高速印刷。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电池；高迁移率共轭聚合物；活性层膜厚变化；溶剂添加剂 

HI05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微相结构与大面积柔性器件 

魏志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 100190 

有机太阳能电池一般利用电子给体与受体的二元共混体系作为活性层，三元体系利用两种不同的给体材料与富

勒烯受体（或一种给体与两种受体）共混作为活性层，两种给体材料通过协同效应拓宽活性层的吸光利用范围、优

化活性层的形貌结构，有望大幅度提升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器件性能。我们将一种高迁移率、高结晶性的光伏小分子

引入到聚合物与富勒烯衍生物的二元体系中，通过小分子的诱导结晶，使得薄膜的结晶性和微相分离结构发生了明

显改善。通过三元体系的优化，我们得到了超过 11% 的器件效率，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共轭小分子和聚合物在

三元体系中体现出协同效应，通过改变有共轭分子和聚合物的比例，可以连续调控活性层的结晶性和相分离尺度，

使得该三元体系具有巨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最近，我们在柔性大面积器件上获得超过 7%的效率，显示出在柔性光

伏器件中可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三元体系；柔性器件 

HI06 

侧链型热活化延迟荧光聚合侧的设计、合成及光电性能研究 

杨楚罗*,罗佳佳,谢国华,龚少龙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湖北省有机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热活化延迟荧光（TADF）材料以其不含重金属和理论内量子效率可达 100%等优势而被广泛研究。聚合物以其

优良的热稳定性和成膜性可使用溶液旋涂的方法制备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OLEDs），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可

制备大尺寸的显示面板。如何设计具有优良发光性能的 TADF 聚合物具有重要意义。本工作报道几类 TADF 聚合物

的设计、合成及光电性能研究。（1）以聚咔唑作为主链，噁二唑-吩噁嗪（PXZ-OXD）作为 TADF 发光侧链合成了 5

个含 TADF 单元不同比例的聚合物，目标聚合物具有明显的 TADF 特性，最后基于聚合物 P12 的 OLED 取得了 4.3%

的最大外量子效率以及 63.7%的激子利用率；（2）通过三步反应合成了以咔唑-二苯基砜-吩噁嗪（Cz-DPS-PXZ）作

为 TADF 发光侧链的 TADF 聚合物，目标聚合物具有显著的 TADF 特性，最后基于聚合物 PCzDP-10%的 OLED 取得

了 16.1%的最大外量子效率。 

关键词： 热活化延迟荧光；聚合物；反向系间窜越；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 

HI07 

单晶复合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李寒莹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 310000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集中发展了近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材料聚集态的角度来思考，这近三十年

的研究沉淀出两个关键词——“有序”和“复合”。一方面，有序的分子堆积有利于材料中的传输过程（如载流子的传输），

理想的有序材料是单晶。另一方面，单一的材料通常不能实现所需的光电功能，因此多种材料常常被复合在一起，

协同地工作。有趣的是，表象上，“单晶”与“复合物”是两个材料学上看似矛盾的概念，因为单晶具有纯的化学组成，

而复合物则相反。因此，有机融合材料有序化与复合化成为有机光电领域的挑战之一。针对该问题，我们从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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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异质结结构（平面异质结和本体异质结）出发，建立了溶液制备有机单晶异质结的方法，揭示其有序复合机理，

并发展出基于单晶复合的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关键词： 有机半导体；单晶；复合物；场效应晶体管；太阳电池 

HI08 

共轭高分子新型侧链——支化齐聚醚链 

陈星兴,张子建,孟彬,刘俊*,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共轭高分子是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s)、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s)、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的核心材料，具

有溶液加工、成本低、柔性的突出优势。为了实现溶液加工，常见的共轭高分子都带有柔性的烷基侧链。烷基链是

常用的疏水性链，而齐聚醚链是常用的亲水性链，齐聚醚链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用材料设计和两亲性自组装领域。

鉴于支化链比直链具有更强的致溶能力，能实现更好的光电器件性能，我们发展出一类新型的侧链—支化齐聚醚链，

用于设计共轭高分子光电材料。我们发现，1）齐聚醚链比烷基链更加柔性，因此能促进共轭高分子主链的 π-π 堆积；

2）齐聚醚链具有富电子性质，因此能提升共轭高分子主链的 LUMO/HOMO 能级。带有支化齐聚醚链的高分子电子

给体材料，与富勒烯受体材料 PC71BM 共混，制备的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初步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7%。 

关键词： 共轭高分子；齐聚醚链；侧链；高分子太阳能电池 

HI09 

近红外共轭分子材料的构筑及其在有机光电领域的应用 

李韦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近红外共轭分子材料是有机共轭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宽吸收和低能级的特点，在实现宽光谱响应的有机

太阳能电池以及双极性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应用。我们课题组近年来发展了一系列的近红外共轭分

子材料，包括星型分子以及共轭高分子，实现了高性能的有机光电器件。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方面，我们开发了一

系列高结晶性的共轭高分子，成功制备了纳米线场效应晶体管，实现了高的双极性迁移率；提出了非对称的高分子

设计策略，成功解决了共轭高分子的溶解性与结晶性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在非卤素溶剂中制备高性能的晶体管器件。

在有机太阳能电池方面，我们开发了以噻唑为桥连基团的共轭高分子，实现了低的前线轨道能级与低的能量损失；

首次将卟啉基元引入到电子受体材料中，实现了近红外的吸收以及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 7.4%的能量转换效率。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共轭材料；吡咯并吡咯二酮；卟啉 

HI10 

直接芳基化缩聚合成高迁移率共轭高分子 

耿延候*,1,2,高垚 2,田洪坤 2,张效洁 2,王佛松 2 

1.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市海河教育园雅观路 135 号，300350 

2.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直接芳基化缩聚是正在发展中的绿色、高效和原子经济型共轭聚合物合成新方法。但是，将该方法用于设计与

合成高迁移率共轭聚合物仍在选择性和反应活性两方面面临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合成了 3,3’,4,4’-四氟二噻吩

（4F2T）和(E)-1,2-二（3,4-二氟噻吩）乙烯（4FTVT）两个多氟代噻吩衍生物，发现它们具有很高的直接芳基化反

应活性，且不存在选择性问题。通过它们与吡咯并吡咯二酮（DPP）和异靛蓝（IID）衍生物的直接芳基化缩聚，结

合催化剂和反应溶剂优化，制备了系列高分子量共轭聚合物。采用这些共轭聚合物作为有源层制备有机薄膜晶体管

器件，表征了所得聚合物的半导体性质。由于氟原子的引入降低了共轭聚合物的前线轨道能级，这些聚合物表现出

双极或 n 型传输特征。通过优化烷基链结构以及重复单元中氟原子的数目，获得了高迁移率双极传输型和 n 型高迁

移率聚合物。 

关键词： 直接芳基化缩聚；共轭聚合物；有机薄膜晶体管；迁移率 

HI11 

手性液晶材料的多层次结构与光学性能调控 

杨槐 1,2,张兰英 1,2 

1.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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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材料是一类具有特殊物理、化学、光学特性以及丰富的各层次结构（分子结构、相结构、相界面、取向和

排列等）的软物质，由于其特殊的光学特性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显示、生物模拟、光调控等领域。目前，液晶显示已

成为主流的平板显示技术，由于液晶显示器（LCD）数量众多因而总体耗能巨大。研究具有显著节能作用的液晶显

示材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是材料领域最具挑战性课题之一。本研究团队以蓝相液晶

（BPLC）和手征性向列相液晶（N*LC）两种手性液晶材料为研究对象，围绕其分子结构和微结构与其性能调控之

间的关系，开展了手性液晶材料的分子设计与制备、微观结构与光学性能的精确控制的研究，揭示了材料的分子结

构和微观结构对其性能影响的机理，在 BPLC 显示材料、反射型彩色双稳态液晶显示材料、光增亮膜以及选择反射

自然光的 N*LC 薄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而为相关液晶材料的制备及应用提供了指导意义。 

关键词： 手性液晶；多层次结构；胆甾相；蓝相；光学性能 

HI12 

π 体系分子设计与其性能之间的关系初探 

李振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一般而言，各种有机/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的分子设计均是基于不同类型和大小的 π 体系，涉及不同芳香环之间

的相互协同以及分子的空间拓扑结构。针对不同性质的光电功能材料，其 π 体系设计理念也有较大差异。我们希望

通过几个不同的典型例子，初步探讨 π 体系分子的设计与其光电性能之间的关系，引发大家对 π 体系分子设计的更

多关注。 

关键词： 共轭体系；分子排列；构性关系 

HI13 

新型有机半导体受体材料及其有机太阳能电池应用 

陈志宽*  ，李祥智，孙华，孙魄，赵亮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南路 30 号，211816 

过去二十年，随着有机半导体材料以及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的持续研究，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取得了长足进

展。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的研究都集中在适用于体相异质结器件的给体材料，与给体材料配对

使用的受体材料基本上局限于富勒烯及其衍生物。作为 n-型材料的富勒烯存在一些明显的劣势：低的吸光效率，能

级可调空间小，光化学不稳定。这些劣势严重阻碍了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富勒烯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基于萘二酰亚胺（NDI）或者苝二酰亚胺（PDI）的非富勒烯聚合物以及具有 3D 结构的小分

子受体材料。这些新型受体材料显示出低的吸收带隙，高的吸光效率以及优良的多电子传导特性。受体材料的

LUMOs，HOMOs 以及带隙易调。当使用这些新合成的受体材料与低带隙给体材料混和组成活性层薄膜时，混和层

薄膜呈现出纳米互穿的纳米纤维分相结构。该项工作展示出基于萘二酰亚胺及苝二酰亚胺的新型受体材料，特别是

具有 3D 结构的受体材料是一类非常有潜力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受体材料，其电池器件的能量转化效率达到 9%。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n-型有机半导体；非富勒烯受体材料 

HI14 

基于苝二酰亚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受体的研究 

赵达慧*,郭亦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北京 100871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是近年来新能源材料和器件领域的研究热点。相比于聚合物-小分子共混体系，全聚合物共混

薄膜具备更加稳定的微观相分离形貌，有望解决高结晶性、高迁移率与共混体系相分离形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但

聚合物受体的发展仍然面临材料结构单一、器件性能可重复性差、能量转换效率不理想等问题。本课题组一直致力

于基于苝二酰亚胺(PDI)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受体的研究。相对于萘二酰亚胺聚合物，PDI 聚合物共混体系具备器件

加工工艺简单的特点。本报告将具体介绍基于 PDI 聚合物受体的结构设计和发展，以及相关全聚合物电池器件效率

的提升过程。从提高聚合物结晶能力、改善吸收光谱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实现了>8.5%器件效率，创造了目前全聚

合物太阳能电池效率的新纪录。并且在空气中进行制备和测试的器件也获得了高达>8%的能量转换效率。突出的环

境稳定性对大规模器件加工非常有利。 

关键词： 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苝二酰亚胺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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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15 

共轭高分子光电功能晶体材料及器件研究 

董焕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共轭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由于其优异的光电特性及兼具质轻、价廉、柔韧性好的特点而备受关注，在有机场效

应晶体管、有机太阳能能电池、有机发光二极管等领域显示了重要应用前景及巨大的潜在应用市场。经过过去几十

年的不断研究，共轭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及其器件性能获得了显著提高。相比于薄膜，晶体具有分子结构规整、结

晶缺陷密度低的特点，在揭示材料本征性能及实现高性能器件构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基于此，我们过去围绕高

质量共轭高分子晶态材料制备及器件应用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发展了系列共轭高分子晶体材料的有效方法，

发现了共轭高分子晶体中长轴沿着共轭高分子链生长的新模式，证实了沿着高分子链的高效电荷传输特性，实现了

单个共轭高分子晶体上电荷传输各向异性的研究，实现了光电功能集成的新型共轭高分子晶体材料的开发。在本报

告中，我将介绍一下我们在该领域研究中所取得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关键词： 共轭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晶体，高性能器件 

HO01 

岛状纳米金属-三维光子晶体复合体系表面等离共振增强共轭聚合物发光效应研究 

陈旭东,洪炜,陈国健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纳米金属结构、光子晶体结构及两者的复合体系是三种广泛应用在荧光增强领域的技术。为了研究纳米金属-三

维光子晶体复合体系的特异性质，我们构筑了一系列金属局域表面等离共振（LSPR）与光子禁带耦合的岛状纳米金

属-聚合物三维光子晶体复合体系，研究了其 LSPR 调控方式，对共轭聚合物等荧光物质的发光增强特性。我们发现，

该复合体系的 LSPR 特性与三维光子禁带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关系，几乎不受纳米金属种类、形貌影响。对于共轭聚

合物 MPS-PPV，该体系的荧光增强倍数可达 87 倍，对 CdTe 量子点，增强倍数可达 38 倍。并且，该体系的荧光增

强域明显大于传统的金属胶体局域表面等离共振，而增强效果最优距离在 130 nm 左右，在 1 μm（1000 nm）距离下，

该体系较强的散射效应，使得荧光仍有明显的增强效果（对量子点为 10-20 倍增强）。 

关键词： 局域表面等离共振 光子晶体；共轭聚合物 荧光增强 

 HO02 

含五苯基吡咯侧基聚丙烯酸酯的聚集诱导发光增强性能 

支俊格 1*,杨佩佩 1,李园园 1,董立超 2,张龙龙 1,石建兵 2,佟斌 2,关妍 3,董宇平 2* 

1.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北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北京 100871 

设计合成了具有聚集诱导发光增强（AEE）活性的含五苯基吡咯的甲基丙烯酸酯单体 M-PPP，通过自由基聚合

制备了系列均聚物 Ps，与甲基丙烯酸正丁酯共聚制备了不同五苯基吡咯含量的聚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 CPs。所制备

的均聚物 P 与共聚物 CP 系列在 THF/H2O 体系中均具有 AEE 特性。聚合物 P 和 CP 系列在水含量大于 20%时荧光开

始增加，80%时荧光快速增加，95%时相对荧光强度达到最大；在共聚物 CP 系列中，五苯基吡咯侧基含量较高的共

聚物表现出更好的 AEE 特性。单体 M-PPP 则在水含量低于 70%时荧光强度略有降低，随后迅速增加，95%后下降。

共聚物 CP 能够对赖氨酸产生特异性荧光点亮响应，且灵敏度随柔性正丁酯侧基含量的增加而增强。 

关键词： 聚集诱导发光增强；五苯基吡咯侧基；聚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赖氨酸荧光响应 

HO03 

基于 AIE 活性手性高分子的 AICPL 性能研究 

成义祥*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 210023 

2001 年，Tang 课题组首次发现 1-甲基-1,2,3,4,5-五苯基硅杂环戊二烯(MPS)化合物在聚集诱导下荧光增强响应行

为(AIE 效应)，AIE 效应为解决有机固体发光材料在应用上的缺陷提供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解决方案。本课题组将含

AIE 活性基团与手性有机单元分子组装成有结构规整、排列有序的手性高分子聚集体，不仅可充分利用高分子材料

固有的光、电、磁、能量转化与储存等化学和物理特性，同时也可利用高分子材料稳定和易于成型加工等优点。将

不同类别的 AIE 活性基团修饰为发光团，引入手性共轭高分子主链骨架中，从而产生空间效应和电子诱导效应。含



 
 

393 
 

AIE 手性活性发光团的高分子骨架上具单一的手性方向，相同的排列方式的手性单元可通过共轭结构产生协同效应，

手性特征获得放大，有效增强偏振荧光 gem 值。基于 AIE 活性基团调控的手性高分子 AICPL 材料研究体系，逐渐形

成以手性高分子的发光性能开发的一个崭新研究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 手性高分子；圆偏振发光材料；AIE 

HO04 

基于无金属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超长磷光 

安众福*，谷龙，蔡素芝，史慧芳，黄维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江苏南京新模范马路 5 号 210003 

近年来，具有长寿命激发态的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在生物成像、太阳能电池、催化等领域备受青睐。磷光材料是

一类具有长寿命激发态的功能材料，目前，主要局限于无机掺杂材料。目前，具有超长激发态寿命的无重金属络合

的纯有机材料（即有机长余辉发光材料或超长磷光材料）报道较少，有机超长磷光材料的开发研究是有机半导体发

光材料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尤其在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领域。我们在无金属有机光电分子聚集结构中，率先引入

了 H-聚集体结构，实现了单组分有机材料的室温超长磷光发光，实现了有机超长磷光颜色从蓝光到红光可调，发光

寿命高达 1.7 s，超长磷光持续发光时间长达数分钟，并实现这类材料在数据加密和生物成像领域的应用。这不仅为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激发态调控提供了一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思路和途径，而且为构建新一代无金属纯有机磷光材

料提供了指导，同时，为革新有机光电子器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H-聚集结构；有机磷光；数据加密；生物成像 

HO05 

红绿蓝三基色聚螺芴发光材料 

白科研,丁军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2 

聚螺芴具有良好的光谱稳定性和蓝光色纯度，在高分子电致发光器件(PLED)中展现出潜在的应用前景。但是，

由于致溶基团—烷氧基具有较强的给电子能力，能够发生从侧链到主链的电荷转移(CT)作用，使得激发态中含有部

分 CT 特征，最终导致荧光量子效率的降低和发射光谱的红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外围的烷氧基替换成咔唑致溶

基团，发展了基于咔唑的深蓝光聚螺芴材料 PCzSF。和烷氧基聚螺芴 PROSF 相比（λPL = 455 nm, FWHM = 58 nm, ΦPL 

= 0.20），咔唑聚螺芴 PCzSF 的发光峰位蓝移到 422 nm，半峰宽减小到 45 nm，同时固态荧光量子效率显著增加到 0.60。

相应的 PLED 器件获得了有效的深蓝光发射，色坐标为(0.17, 0.06)，外量子效率高达 3.0%。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咔

唑聚螺芴 PCzSF 的主链共聚不同带隙的发色团，成功地实现了发射光谱在整个可见光范围内的调节。 

关键词： 高分子电致发光器件(PLED)；聚螺芴；咔唑；电荷转移；红绿蓝三基色发光材料 

HO06 

基于菲并咪唑的深蓝发光聚合物 

路萍*,孙小艺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3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OLEDs)具有超薄、重量轻、低功耗及可柔性显示等特点，在平板显示和固体照明领域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发光材料是 OLED 技术的核心。作为三基色之一的蓝光材料尤为关键。我们利用四苯基硅为主链，

侧链接枝菲并咪唑，采用 Suzuki 偶联方法得到了两种聚合物 PPIM-Si 和 PPIM-S。它们的重均分子量均为 14000，并

在常用的有机溶剂如四氢呋喃，氯仿，甲苯中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在四氢呋喃溶液中，PPIM-Si 和 PPIM-S 表现出相

似的吸收和发射光谱。从吸收光谱带边计算 PPIM-Si 和 PPIM-S 的禁带宽度分别为 3.18 eV 和 3.22 eV。我们用溶液

法制备了非掺杂旋涂器件，其中，PPIM-Si 器件的最大流明效率和外量子效率分别为 0.22 cd/A 和 0.25%。发光光谱

发射主峰位于 424 nm，半峰宽为 66 nm，CIE 坐标为(0.17，0.09)，为深蓝光发射。 

关键词： 菲并咪唑；硅；蓝光；电致发光 

HO07 

低暗电流、高探测率的宽光谱响应聚合物/钙钛矿复合光电探测器 

马东阁*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 510641 

作为光电探测材料，有机半导体具有加工简单、可大面积、耗电量小、易于多功能化、光谱响应范围宽等特点，

被认为是光电探测技术领域重要的发展趋势，但目前有机半导体迁移率低影响了其响应度。相比较，可溶液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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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具有迁移率高和激子扩散长度长的特点，是很好的光电探测材料，但其窄的光谱响应限制了其应用。我们设

计制备了聚合物/钙钛矿复合光电探测器，首先在 PEDOT 上生长一层钙钛矿光响应层，之后旋涂一层由 PDPP3T：

PC71BM 混合而成的聚合物光响应层。可以看到，该器件的光谱响应扩展到了 950 nm，在 390－760 nm 波长范围内

外量子效率近似 70％，在－0.1 V 电压下的暗电流达到了 3.6 1́0-9 A/cm2，最大探测率达到了 1013 Jones，线性动态

范围达到了 110 dB。研究表明，高迁移率钙钛矿在降低暗电流和提高光响应速度起着重要的作用，预示着这种复合

薄膜的有效性。 

关键词： 聚合物；钙钛矿；光电探测器；宽光谱响应 

HO08 

构建基于非成键构象锁的高共平面共轭体系 

黄辉*,董涛,杨雷,叶攀,陈煜升,吕磊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市怀柔区 100409 

非成键“构象锁”是目前用于设计高性能材料的重要策略之一，本报告基于该设计策略，设计并合成了具有硫…氧

和硒…氧非成键构象锁的共平面分子模块，并构建高性能共轭高分子材料。首先，我们设计并合成了具有硫…氧非

成键构象锁的并噻吩乙烯分子模块，单晶结构表明该分子模块具有高度共平面性。有趣的是，该高度共平面的分子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效应”，属于罕见的高共平面 AIE 分子。然后，我们设计并合成了具有硒…氧非成键构象锁的硒

吩乙烯分子模块，单晶结构表明该分子模块具有高度共平面性。基于该小分子模块，并用于合成一系列 p-型和 n-型

共轭聚合物，并研究其在有机场效应管和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探索硒…氧非成键构象锁引入对于材料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 共轭高分子；构象；非成键；有机光电 

HO09 

基于新型共轭二酰亚胺的 D-A 型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与光电功能 

高希珂*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近年来，具有 D-A 结构的共轭聚合物因其较高的光电性能而备受关注，可制备可穿戴的有机光电子器件[1]。然

而，D-A 共轭聚合物最为核心的电子受体单元主要局限于已知的染料/颜料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D-A 型共轭

聚合物的发展[2]。新型电子受体单元的创制对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有机太阳能电池等光电子器件的发展

至关重要，有望构筑高性能、新功能的 D-A 型共轭聚合物。如图 1 所示，我们设计合成了具有大 π 共轭结构的新型

电子受体单元¾2-(1,3-二硫-2-亚基)乙氰稠合的萘二酰亚胺（NDI-DTYA2）、联薁二酰亚胺（BAzDI）和二噻吩并?二

酰亚胺（DTCDI）[3]。随后，我们将这些新型电子受体单元与电子给体共聚获得了高性能的 n-型聚合物半导体材料，

其 OFET 器件的电子迁移率可达 0.42 cm2 V-1 s-1，其作为电子受体构筑的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可达 2%

以上[4]。 

关键词： 共轭聚合物；电子受体；共轭二酰亚胺；设计合成；光电功能 

HO10 

非富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 

张志国，宾海军，高亮，杨延康，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100190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具有结构和制备过程简单、成本低、重量轻、可制备成柔性器件等突出优点，成为近年来国

内外研究热点。将富勒烯衍生物受体用 n-型有机半导体材料取代，可以克服富勒烯受体存在的可见光区吸光弱、能

级调控困难和形貌稳定性差等缺点，近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多种性能优异的非富勒烯型受体被设计出来，如窄

带隙 n-型聚合物受体 N2200 和有机半导体受体 ITIC。 因而为了充分利用太阳光，发展与这些窄带隙受体吸收光谱互

补的中等带隙的聚合物至关重要。另外需要着重探索给受体匹配的规律，减少体系的能量损失，从热力学上探讨给

受体相分离的本因。 

关键词： 太阳能电池； 非富勒烯受体 ；能量损失； 效率 

HO11 

含硼氮配位键的 n-型共轭高分子 

窦传冬*,刘俊,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22 

共轭高分子在有机电子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光电功能材料。相对比传输空穴的 p-型共轭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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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传输电子的 n-型共轭高分子的设计更困难、数量更少。因此，需要发展新颖的分子设计策略，开发高性能 n-型

共轭高分子。我们阐明了硼氮配位键（B←N）降低共轭高分子 LUMO/HOMO 能级的基本原理，提出采用 B←N 键

设计 n-型共轭高分子的策略，发展出“含 B←N 键的 n-型共轭高分子”。一种方法是在共轭高分子的重复单元中，用

一个 B←N 键取代碳碳共价键，将共轭高分子的 LUMO/HOMO 能级大幅降低，使 p-型高分子转变为 n-型高分子，另

一种方法是创建基于 B←N 键的全新结构缺电子单元，双硼氮桥联联吡啶（BNBP），再开发 n-型共轭高分子。我们

发展出具有能级结构可调、高电子迁移率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和高分子电子传输材料，构建了效率超过 6%的全高

分子太阳能电池，为发展 n-型高分子半导体材料提供了新思想和新体系。 

关键词： n-型共轭高分子；硼氮配位键；高分子电子受体；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 

HO12 

给电子侧链对有机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光伏性能的调控 

崔超华 1,*,李永舫 1 

苏州大学先进光电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有机太阳电池因其质量轻、可制备大面积柔性器件等独特优势，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前有机太阳能电

池研究的焦点是提高光电能量转换效率。设计给体材料的关键点包括降低其 HOMO 能级以提高器件的开路电压，降

低带隙和提高空穴迁移率以提高器件的短路电流和填充因子。溶液可加工的给体材料通常包含了两部分：共轭主链

和侧链。共轭主链决定了材料的光电性质。侧链的选择则可改善溶解性以满足给体材料的溶液可加工要求。本论文

将通过在给体材料上引入给电子侧链，对比研究给电子侧链对给体材料吸收光谱、电子能级以及光伏性能的影响，

讨论给电子侧链在给体材料分子设计上的策略。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给电子侧链 

HO13 

全共轭聚合物共混体系相分离与光伏性质 

韩艳春,张睿,周科,刘剑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 130022 

我们以提高全聚合物共混体系光电转化效率所需的凝聚态结构为出发点，发展了构筑纳米级互穿网络结构、相

区尺寸和纯度调控及界面分子取向调控的一些新方法和原理。例如，通过调控两相固-液相分离差异（溶剂和聚合物

相互作用差异、溶液聚集与温度依赖关系的差异）、受体结晶速率匹配等构建了互穿网络。在此基础上，通过调节溶

剂-聚合物相互作用和成膜动力学、降低给体-受体作用增加相分离程度、降低给体-给体分子间相互作用等，实现薄

膜相分离尺寸、结晶性和器件性能的调控。另外，通过受限附生结晶（控制分子运动能力）、增加溶液中受体聚集体

含量和降低成膜时间等，实现给受体由 Face-on/Edge-on 向 Face-on/Face-on 取向转变，提高了光伏器件效率。 

关键词： 相分离；互穿网络结构；界面取向；全聚合物光伏电池 

HO14 

高性能三元体系有机太阳能电池 

孙艳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100191 

由于自身的特性，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光谱吸收范围比较窄，限制了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叠层结

构可以增加活性层对太阳光的吸收，提高电池的转换效率。但是复杂的器件结构和制备工艺，给叠层太阳能电池的

制备带来很大困难。三元共混体系有机太阳能电池，通过利用不同带隙宽度的给受体材料，大幅度增加了其对太阳

光的利用率。此外，这种器件结构比较简单，制备相对容易。本文中，我们将高性能宽带隙给体材料和其它中宽带

隙聚合物给体、富勒烯以及非富勒受体搭配，制备了多种高性能三元共混体系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均超过 10%，

并详细研究了电池的工作机理。 

关键词： 太阳能电池；宽带隙给体材料；富勒烯；非富勒烯；三体共混体系 

HO15 

N 型共轭聚合物在高性能新型光伏器件中的应用 

袁建宇*,马万里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FUNSOM)，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在本系列研究工作中，我们通过对 N 型聚合物的分子结构进行合理设计，精细的对聚合物材料的电学能级，分

子取向和结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节，从而达到了优化聚合物-聚合物的体相异质结薄膜形貌的目的，实现了多体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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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转换效率超过 7%的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器件，达到文献报道的领先水平。同时我们首次将 N 共轭聚合物应用到有

机-硅杂化太阳能电池以及最近兴起的钙钛矿电池器件中，N 型共轭聚合物作为一种良好的电子传输材料，可以实现

对有机-硅杂化电池的背电极修饰，通过合理的分子设计，实现最高 14.5%的光电转换效率，相比于标准器件提高

15-20%。同时 N 型共轭聚合物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电子传输材料和表面钝化材料，在实现高效率(~19%)钙钛矿

电池器件的同时，显著提升器件的空气稳定性。我们的系统研究工作开拓了 N 型共轭聚合物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 N 型共轭聚合物；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有机-硅杂化电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形貌调控 

HO16 

高效率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界面调控 

刘志洋,彭瑞祥,葛子义*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1219 号 315201 

聚合物太阳电池（PSCs）具有低价、质轻、柔性和易于大面积制备等优点，在便携式电子产品充电、光伏建筑

一体化和国防军工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界面调控对 PSC 的效率和寿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创新性的开

发了一类湿法加工的低价非共轭小分子电解质作为PSC的阴极界面，把单结正型PSC的光电转换效率提高至10.02%。

其次，我们把含磺酸或羧酸末端官能团的超支化聚苯醚作为聚合物太阳电池的阴极界面，这类界面材料官能度高，

具有空间三维网格构型，可以形成比线性界面材料更为稳定的界面偶极。再者，我们把含聚集诱导发光（AIE）基团

引入界面材料设计中，可以有效提高器件的效率。此外，我们发现用极性溶剂如甲醇等处理活性层表面，可以改善

活性层形貌，形成更好的纳级相分离结构，进而提高有机太阳电池的效率。同时，利用共混调节活性层能级和形貌，

获得了单结 12.16%效率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界面调控；非共轭小分子电解质；超支化聚合物 

HO17 

印刷高分子太阳能电池 

周印华*,毛霖,罗邦武, 蒋友宇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武汉市珞喻路 1037 号 430074 

低温、可印刷、低成本加工是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突出优势。目前，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低成本、印刷制备的

研究依然是该领域的重要挑战。主要难点包括：1、适用于全印刷制备的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电极、界面以及器件结

构；2、低成本、良率高的印刷技术及设备。这里将汇报我们近期在上述两方面的努力，进而实现全印刷制备的高分

子太阳能电池，包括：1、以导电高分子为电极，协同优化高分子电极的电学（电导率、功函数等）、光学和化学性

质，实现全溶液加工、可印刷的柔性单结和多结高分子太阳能电池；2、以毛笔为印刷工具，利用毛笔的可图案化、

油墨保持、低成本的优势，结合自动化技术，实现了印刷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及模组。实现模组开路电压 6.68 V，填

充因子 72%，效率为 7.2%的电池模组。  

关键词： 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导电高分子；印刷技术；图案化；电池模组 

HO18 

自组装电子传输层优化活性层形貌提高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效率 

谌烈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南昌市红谷滩学府大道 999 号 330031 

纳米微相分离互穿网络活性层形貌是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性能的关键，然而理想的活性层形貌往往难以调

控。本文通过引入自组装电子传输层不但可以大幅降低界面势垒提高电荷提取和收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电子传

输层有序组装诱导活性层有序组装，通过简便易行的方法，实现了纳米微相分离互穿网络活性层形貌的构筑，具有

很好的普适性。设计合成了两种新型的嵌段共轭聚合物电解质，自组装电子传输层不仅能在 ITO 电极和活性层界面

产生欧姆接触，还能自组装成 face-on 结构进一步诱导活性层部分形成有利于电荷传输的 face-on 排列，实现了器件

效率大幅提高。通过一步法简单反应，制备了一种新型超支化小分子电解质 PNSO3Na 电子传输层。含磺酸钠末端离

子的超支化 PNSO3Na 有机界面层能诱导上层活性层自组装成双连续的纳米微相分离结构，制备的器件效率高达

11.2 %。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嵌段共轭聚合物电解质; 自组装; 小分子电解质; 界面工程 

HO19 

面向实际应用的聚合物太阳电池材料设计 

段春晖*, 黄飞, 曹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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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为了实现聚合物太阳电池的实际应用，发展与低成本、大规模制备工艺兼容的新型材料至关重要。一个具有实

际用途的半导性给体聚合物应该同时满足下列要求：优异器件效率的实现不依赖昂贵的受体材料、器件在活性层厚

度超过 200 nm 时仍能高效地工作、可通过环境友好溶剂在温和的条件下进行加工。为满足上述要求，在本报告中我

们将介绍几个普适性的材料设计规律。我们发现在共轭聚合物的主链中引入噻吩环可以提高太阳电池的填充因子和

总体效率，从而保证器件在较大活性层厚度（>200 nm）下高效地工作。此外，我们证明了无规共聚是一种极具潜力

的发展实用性光伏聚合物的合成方法。最后，我们将介绍一个新结构光伏聚合物，在坚持上述实用性要求的前提下，

该材料实现了迄今为止公开文献报道中器件效率的最好水平。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电池；实际应用；共轭聚合物；厚膜器件；环境友好加工 

HO20 

pH 中性、具有自掺杂特性的共轭聚合物用作高效率 有机太阳能电池界面修饰层 

崔勇,许博为*,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100190 

界面层在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的光伏性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单结 OSCs 中，界面层有助于形成

电极和活性层之间的欧姆接触，降低电荷收集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从而提高电荷的收集效率。对层叠器件而言，理

想的中间连接层对于提高叠层器件的光伏性能同样至关重要。最近，我们基于设计、合成了一种 pH 中性的共轭聚合

物 PCP-Na，用作 OSCs 界面修饰材料。PCP-Na 表现出明显的自掺杂特性，其薄膜电导率高达 1.7×10−3 S/cm。采用

PBDT-TS1:PC71BM 作活性层，PCP-Na 作阳极界面层制备 OSCs，器件获得了 9.9%的 PCE。采用 PEDOT:PSS 作阳

极界面层的器件 PCE 为 9.5%。在此基础上，我们将 PCP-Na 搭配 ZnO 制备了叠层器件中间层，并在叠层器件中获得

13.8%的能量转换效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认证效率为 13.0%，是目前有机光伏领域的世界最高效率。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界面层；能量转换效率；单层器件；叠层器件 

HO21 

功能化多孔配位聚合物的荧光特性 

霍峰蔚*,管金菊,张伟娜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5 号 210009 

功能化的 PCPs (Porous Coordination Polymers) 复合材料可以有效地拓宽 PCPs 材料的应用前景。本文采用一种在

溶剂诱导下通过原位晶体结构转变来封装功能材料于 ZIF-8-L (zeolitic imidazolate framework) 材料中的方法，在二维

层状结构向三维骨架结构转变的过程中，通过孔结构的变化，荧光材料二苯甲酮 (BP) 可以被诱捕进 ZIF-8-L 的骨架

中形成 BP/ZIF-8-L 复合材料，表现出良好的荧光效应。基于 ZIF-8-L 的分子筛特性，在荧光淬灭剂下表现出选择性

的荧光淬灭。不同于晶体转变过程中的溶解再生长，该过程表现出原位晶体结构的转变。同时，这种原位晶体结构

转变的封装策略也可扩展到其他的功能材料，为构筑新型功能复合材料提供可能。此外，利用溶剂诱导条件来实现

功能分子的封装从而避免引入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为进一步在生物化学和科学等领域的应用提供潜在的可能性。 

关键词： 多孔配位聚合物；晶体结构转变；双溶剂；复合材料；选择性 

HO22 

新型光功能双通道荧光探针 

朱亮亮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 200433 

近年来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在应用于生物探针和成像剂方面蓬勃发展，它们以其高灵敏度和灵活设计性成为材

料化学、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的重要研究组成部分。然而，传统的有机探针化合物的发光主要集中在可见光区，

在生物样品中的穿透距离有限，对生物样品的荧光检测和成像容易造成干扰，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开发新型的

具有近红外发光能力的材料，并且和可见发光通道以及响应调控性能结合，是进一步发展现代探针材料和技术的一

条新思路。迄今为止，有机/高分子光电材料中近红外技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的 π 共轭体系，如何实现简单

发色团的近红外能量和激发态调控是一个难点。本文致力于着手开发氰基二苯乙烯嫁接的新型含薁的发光材料。它

具有酸和光双重刺激响应调控构型和光物理性质；在聚乙二醇链的驱动下，不但能够因为生物相容性被细胞内吞，

而且能够很好地保持高效率的可见-近红外双渠道发射性质，在通道选择性细胞成像方面显示了良好的优势。 

关键词： 刺激响应； 近红外； 光异构； 多通道 ；生物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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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23 

非典型性发光聚氨酯的设计合成与簇聚诱导发光研究 

陈晓红,袁望章*,张永明*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化学 B 楼 433 200240 

  不含传统大共轭体系，而仅含一些小的生色团或助色团单元的非典型发光化合物，因其基础研究重要性和广泛

应用前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此类化合物一般含有酰胺基团（CONH）、酯基（COO）、羰基（C=O）、巯基（SH）、

羟基（OH）等非典型生色团。目前，其发光机理仍存争议。我们在研究大米、淀粉、纤维素、糖类、聚丙烯腈等发

光的基础上，提出簇聚诱导发光（CTE）机理，即非典型生色团的簇聚使电子云重叠、共轭扩展，同时使构象刚硬化，

从而能够受激辐射发光。为进一步验证 CTE 机理，本文设计合成了不含传统共轭单元的聚氨酯（PU）。PU 稀溶液基

本不发光，但其浓溶液、固体和薄膜均能发射蓝光。这一性质与我们的预测相符。此外，其固体粉末和薄膜都具有

室温磷光（RTP）发射性质，这在纯有机化合物中较为少见。PU 的独特结构及其发光性质使其有望在生物和化学传

感、生物影像等领域获得应用。 

关键词： 非典型发光化合物；聚氨酯；簇聚诱导发光；电子云重叠；室温磷光 

HO24 

端位修饰树形寡聚噻吩大分子及其在半导体型单壁碳纳米管的分离分散应用研究 

马昌期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树枝型大分子化合物具有分子结构单一确定，分子量大，外围功能修饰单元多等优点，是一类新型的功能高分

子材料。基于 α-寡聚噻吩单元的共轭树枝型寡聚噻吩则因其独特的半导体特性而在有机半导体光电器件方面具有独

特的应用前景。本报告将介绍团队在利用功能修饰的共轭树枝型寡聚噻吩衍生物进行半导体型单壁碳纳米管

（SWCNT）的纯化分离应用。相比于传统的线性共轭聚合物，共轭树形分子的多端基位点能够与碳纳米管形成多位

点结合作用，因此，共轭树枝型化合物具有更强的碳纳米管分散能力以及更高的分离效率。此外，由于共轭树枝型

化合物具有一定的分子刚性结构，其对碳纳米管的管径以及手性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分离分散能力。利用其分离分

散的半导体型碳纳米管墨水具有非常良好的分散性以及分散稳定性。利用其制备的底栅薄膜晶体管的迁移率在

15-20 cm2 V-1 s-1，器件开关比可达 106 以上，同时表现出非常良好的稳定性和批次重复性。 

关键词： 单壁碳纳米管；共轭树形分子；碳纳米管纯化分离；印刷晶体管器件 

HO25 

高效聚合物和平面钙钛矿太阳电池界面调控 

李昌治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硅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杭州 310027 

高效聚合物和平面钙钛矿太阳电池多采用电子/空穴界面层三明治夹层活性层的器件结构，因此界面材料的发展

对于器件性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使用广泛的聚电解质类电子提取界面材料多为绝缘材料，具有厚膜增加导致器件

效率降低的缺点，同时钙钛矿太阳电池器件中螺芴类（Spiro-OMeTAD）和聚芳胺（PTAA）空穴传输材料由于自身

迁移率偏低，功能性有限，限制了其进一步应用。报告中，我们介绍针对聚合物和钙钛矿材料的光电转换特性，发

展了系列自掺杂或免掺杂的新型共轭光电分子，优化并调控活性层和电极间欧姆接触以及电荷选择性提取，实现高

效稳定聚合物和平面钙钛矿太阳电池。 

关键词： 共轭聚合物；掺杂；聚合物太阳电池；钙钛矿太阳电池；界面层 

HO26 

基于聚硒吩有机无机杂化体系及嵌段共聚物体系的合成、自组装及器件性能研究 

彭娟*,潘霜,朱明晶,王玥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 200433 

共轭聚合物是一类典型的半刚性链高分子，由于 π 共轭体系的存在，表现出丰富的光学和电学性能。相较于蓬

勃发展的聚噻吩体系，基于聚硒吩体系的研究非常少。聚硒吩具有和聚噻吩相似的化学及物理性质，但由于杂元环

中的硒原子比硫原子半径更大、更易极化，硒原子间的相互作用更强等特点，使得聚硒吩体系能够接收更广频谱的

太阳光且更容易实现热、电场激发，在光电器件上有优异的潜在应用。本文将重点介绍课题组近期基于聚硒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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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进展, 我们将聚硒酚引入到嵌段共聚物体系，使整个体系兼具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特性和聚硒酚的光电性能。

一方面，聚硒酚嵌段共聚物体系和无机纳米粒子共混得到的一维有机无机杂化体系表现出有趣的自组装行为，另一

方面，详细研究了聚硒酚均聚物和聚硒吩嵌段共聚物体系的结晶行为，并将其应用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将聚硒

吩体系有机半导体层的相形态等与器件性能相关联。 

关键词： 聚硒酚；有机无机杂化体系；嵌段共聚物；场效应晶体管 

HO27 

高效有机/钙钛矿柔性太阳能电池及界面工程 

李耀文 1,李永舫 1,2 

1.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先进光电材料重点实验室, 苏州 215123 

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以有机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由于其可溶液加工、轻质、柔性、半透明等优点迅速

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本摘要介绍了我们在柔性器件以及界面工程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发展了一种金属网格银/电

导聚合物复合柔性电极，该电极不仅有超低面电阻，而且还有极好耐弯曲性。将该电极应用到 p-i-n 型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中，获得了 14.2%的效率， 5000 次充分弯曲后仍然能保持原来效率的 95%。为了进一步发展高效柔性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我们合成了新型多功能富勒烯（PCBB-2CN-2C8）用作钝化低温热处理的 TiO2 电子传输。以该复合电子

传输层制备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17.4%，寿命提高了四倍。以上工作为进一步提高柔性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效率和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方面，我们将该柔性复合电极应用到半透明电池中，

获得了 6.4%的高效率。这体现了该电极极好的普适性。 

关键词： 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界面工程 

HO28 

添加剂对 PTB7:PC71BM 体系载流子行为的影响 

田文晶 1 *,刘洋 1,徐斌 1,Chan Im1,2 

1.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12；2.韩国建国大学化学系，首尔 05029 

有机聚合物光伏材料的载流子特性研究对于理解和认识有机光伏材料的基本物理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特别是光

生载流子产生、输运以及复合等载流子动力学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利用瞬态光电流 TPC 技术和线研究了

添加剂二碘辛烷（DIO）对基于 PTB7:PC71BM 混合体系的太阳能电池载流子行为的影响。首先，我们研究了不同激

发光强度下添加剂 DIO 对混合体系瞬态光电流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活性层添加 DIO 后，混合体系瞬态光电流

的初始峰值有了显著的提高，说明 DIO 可以有效地降低混合体系中的载流子复合。进一步，我们利用 CELIV 技术研

究了添加剂 DIO 对混合体系载流子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在 PTB7:PC71BM 体系中的非孪生复合是束缚态限制的

载流子双分子复合。添加剂 DIO 能优化改善活性层的形貌，减小 PC71BM 聚集体的尺寸，在体异质结中形成更好的

网络互穿结构，从而提升载流子的传输，降低载流子的双分子复合。 

关键词： PTB7 体异质结太阳能电池 TPC CELIV 载流子复合 

HO29 

可交联的高性能有机光伏材料的研制 

李维实*,陈学强,吴思程,王金龙,姚祥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效率已经超过 12%，但器件稳定性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电池寿命的因素很多，

但其主要内在原因之一是电池的活性层是由给体和受体两种材料物理共混组成，材料分子之间不存在强的相互作用，

形成的微观结构不稳定，会持续发生相分离而导致的。人们发展了众多解决器件活性层结构稳定性的策略，其中在

材料侧链引入可交联基团，通过加热或者紫外照射的方式引发交联得到“锁住”的活性层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此方法过去广泛应用于聚噻吩体系，近年来也用于 D-A 型共轭聚合物中，提高了器件的热稳定性。然而，已经

报道的这些体系，交联后的电池效率大部分都小于 5%。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小组将交联的思路应用在近期开发

的高性能给体聚合物上，期望交联后的器件既能保持高效率又能提升电池的热稳定性。本报告将介绍我们课题组在

此方面的工作进展。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稳定性；可交联；光伏材料 

HO30 

新型酰亚胺电子受体聚合物的光电性能研究 

徐云祥,王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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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 610065 

芳香族酰亚胺是目前 n 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中最有发展潜力和多功能性的化合物之一。近几年，由于新型受体材

料的合成，基于六元环芳香族酰亚胺类衍生物的可溶液加工的非富勒烯聚合物有机太阳能电池取得飞速发展，其效

率已超过 7%。但是基于七元环的芳香族酰亚胺类衍生物则较少被研究。本文设计并合成了新型七元环芳香酰亚胺化

合物 TPTDI，与噻吩单元共聚得到共轭聚合物 PTPTDI-T。然后对其热性能、光学性质、电化学性质以及光伏性能进

行了测试。以 P3HT 为电子供体，PTPTDI-T 为电子受体的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化效率为 1.2%。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电子受体；共轭聚合物 

HO31 

基于二芳基乙烯的共轭聚合物材料及其性能研究 

于贵*, 张卫锋，黄剑耀，毛祖攀，高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可溶液加工的聚合物半导体材料已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在大面积集成电路、柔性器件和低成本电子学方面

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聚合物半导体层是聚合物场效应晶体管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器件性能。在过去的几

十年，聚合物场效应材料和它们的器件性能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获得高迁移率的聚合物半导体材料仍然

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设计、合成了新型共轭聚合物半导体材料和研究了它们的场效应性能。分子内/分子间

非共价相互作用被用来发展高性能聚合物半导体材料。发现二芳基乙烯是高性能聚合物的重要构筑单元。我们所合

成的聚合物材料显现出优秀的载流子传输性能，获得的最高空穴和电子迁移率分别为 9.5 和 3.0 cm2/V·s. 

关键词： 共轭聚合物；二芳基乙烯；场效应晶体管；迁移率 

HO32 

基于有机半导体与杂化半导体的场效应晶体管在化学和光电传感中的应用 

黄佳*,吴小晗,陈彦涛,代世磊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804 

有机半导体与有机/无机杂化半导体由于其电荷输运机理与能带结构的独特性，具有比常规无机半导体材料更显

著的环境敏感性，其电学性能会随着环境而变化。这在一方面导致了其电学性能稳定性较差的缺点，但另一方面也

使其获得了作为传感材料的极大应用潜力。通过调控这两类半导体材料的稳定性与灵敏度之间的平衡，可以获得具

有较好稳定性的传感器，并应用于化学传感、温度传感、光敏传感等领域。而场效应晶体管结构的引入，能进一步

提升器件的可调控性，有效地提升其电流输出信号强度。基于有机半导体与有机/无机杂化半导体的场效应晶体管传

感器也因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我们的工作聚焦于研究如何通过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有效提高此类器件

的性能。例如通过半导体/绝缘层之间的界面电荷陷阱效应、半导体分子结构的调控、半导体材料微结构的调控，在

维持器件稳定性的前提下，来有效提高器件的灵敏度、反应速度、反应强度和选择性。 

关键词： 有机半导体；有机无机杂化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光敏传感器；化学传感器 

HO33 

一种新型主板聚二炔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罗亮*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湖北省武汉市高新大道光谷生物城 B5 栋 430074 

聚二炔（polydiacetylene, PDA）为一类结构独特、光电性能突出的共轭高分子材料，其主链为碳碳双键和三键交

替共轭的平面结构，共轭度高，能带隙窄，易于电子跃迁。这样的主链结构也使得聚二炔不易由经典的高分子聚合

方法制得，而是常通过固相拓扑聚合制备而成，即需先实现单体分子在固相的有序排列，其空间几何排列参数需达

到一定要求后再被引发聚合。本论文报告一类主板聚二炔（Master Polydiacetylene，or Master PDA）的设计、制备与

性能研究。此类聚合物含有聚二炔主链，侧链结构为简单的羧基官能团，故高分子的整体性质与主链十分接近。此

类共轭高分子因为可离解性高而具有较好的水溶性，并且随 pH 值的变化显示出非常灵敏的颜色和吸收值变化。且侧

链具有化学反应活性，可根据检测对象，对其侧链精准修饰上探针基团，从而制备结构新颖、功能独特的新一代聚

二炔材料。 

关键词： 导电高分子；聚二炔；聚合后修饰；传感材料 

HO34 

含有二茂铁基团的功能性聚酰亚胺的存储性能研究 

齐胜利*,郝瑞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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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新型存储材料中，聚合物存储材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聚酰亚胺存储材料不仅具有聚合物

存储材料的众多优点，还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和力学性能，能够保证信息存储的长期稳定性。本文采

用 4,4’-六氟二酐（6FDA）和 4,4’-二氨基-4’-二茂铁三苯胺（DAFcTPA）以及 4,4’-二氨基二苯基醚（ODA）缩聚，

制备了含有不同含量的二茂铁基团的新型共聚型电活性聚酰亚胺：PI-xFc（x = 0, 1, 5, 10, 20, 50, 100），并以其为活性

层制备出三明治存储器件来表征其存储性能。半导体参数分析结果表明，PI-xFc（x = 5, 10, 20, 50）表现出非易失的

闪存型存储特性，同时具有优异的长时间操作稳定性、脉冲稳定性和极短的响应时间。而后，通过分子模拟计算出

前线轨道能级，轨道分布，能级差及最优化构象等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可知，电双稳态存储行为的机理为电子给

体和受体间的电荷转移。 

关键词： 二茂铁；聚酰亚胺；闪存；电荷转移 

HO35 

基于双枝偶氮苯复合体系的光热薄膜研究 

封伟*,董立奇,冯奕钰,李瑀,韩军凯,龙鹏,曹晨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闭合太阳能系统对光的捕获、存储和释放是利用和管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途径。然而，开发高能、长效稳定、

可控释放的光致异构化材料仍然是太阳能燃料领域的一大挑战。通过分子设计，合成了两种新型的双枝偶氮苯分子

（bisAzo），并通过重氮自由基反应将双枝偶氮苯分子用共价键的方式接枝在还原氧化石墨烯片层表面。所得到的杂

化材料具有 > 130 Wh kg-1 的能量密度以及长于 30 天的半衰期。偶氮苯分子的紧密排列和与石墨烯模板的协同作用，

达到兼顾偶氮苯分子的能级差和热势垒的目标，实现太阳光热转换过程中的储热密度和存储周期的全面提升。这种

杂化材料为发展高能长效的太阳能燃料提供了理论基础，为进一步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 双枝偶氮苯；还原氧化石墨烯；光热燃料；高能量；长效 

HO36 

PFO β 构象从开始形成到饱和含量的研究 

李小娜,陆丹*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130012 

聚（9,9-二辛基芴）（PFO）是一种蓝光材料，因其光电性质优良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PFO 固态时可呈现出多

相结构之特点，特别是 β 构象，具有高的平面性，因此，具有更长的共轭长度和有序性。本研究中，我们通过 PF0

溶液浓度的改变，研究了 β 构象含量和链聚集的关系。我们利用荧光光谱和紫外吸收光谱确定 β 构象的形成并计算

出其含量，利用动态光散射表征出聚集体的大小。我们发现：β 构象开始形成的链聚集尺寸大约为 100nm。随着链聚

集程度的增加，β 构象含量逐渐增多；但增加的速度逐渐变慢；当 β 相含量达到 44% ± 2%时，β 构象含量达到最大

值。此时，继续诱导 β 构象的形成，仅会增加聚集尺寸而不会增加 β 构象含量。因此，我们提出了 PFOβ 构象饱和的

观点，探索了 PFO 的 β 构象从开始形成到饱和含量的机理。本研究对理解和控制分子链从溶液到薄膜的凝聚态动力

学演变过程及相转变，以达到光电材料高载流子迁移率和高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PFO；聚集态结构；β 构象；饱和含量 

HO37 

含蒽环结构的多响应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的设计 

杨科珂*,谢辉,成川颖,王玉忠 

四川大学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成都 610064 

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SMPs）具有能够在适当的外界刺激下（如 pH，光，热等）从临时形状恢复到永久形状的

特性，因此在生物医用材料、传感器、远程控制系统和太空展开材料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光致形状记忆子

以其非接触性、瞬时性、精确性和清洁性等优势受到研究人员的青睐。目前大多数的 LSMPs 是基于光热转化来实现

的，本质上仍然属于热响应范畴。而将一些光敏基团引入到高分子材料中并利用其光化学反应来驱动材料的形状记

忆行为，则为 SMPs 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本研究选择聚乳酸与聚醚为形状记忆材料的基本组成链段，并利

用蒽环在不同波长光照下可发生光可逆反应的特点，将其引入到聚合物链的侧基上，通过巧妙的合成路线实现对聚

合物拓扑结构的精确控制，利用蒽充当分子开关或网络节点，制备出具有光响应、热响应以及光/热双响应的单向

SMPs。此外，利用材料的结构特点，通过合理变化程序获得了网络结构可调的双向 SMPs。 

关键词： 聚乳酸；蒽环；形状记忆；多响应；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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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38 

三苯胺基团接枝聚硅氧烷电致变色薄膜的研究 

牛海军 1,郝丽苹 2,王瞩重 1,王文 1 

1.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无机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80 

2.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哈尔滨 150001 

电致变色材料是一种光学性质包括颜色，透明度等对电荷具有响应的一种材料，可以应用于很多领域，例如显

示器、防眩目后视镜、智能窗、军事伪装等。三苯胺及其衍生物电致变色材料由于其良好的光电活性，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将三苯胺基团接枝到聚硅氧烷上面，可以增强聚合物薄膜和 ITO 基底之间的结合力，从而增加电致变色材

料热稳定性和循环稳定性。本文先经过将三芳胺烯烃化，再通过后功能化的方法，将聚甲基氢硅氧烷和四种三苯胺

基烯经过催化硅氢加成反应合成了一系列以三苯胺基团为功能基团的聚硅氧烷，并研究了其电致变色性能。所得到

的几种聚合物聚硅氧烷薄膜在中性状态下呈透明无色的状态，而在氧化态呈现出红色、绿色和蓝色三原色。本文还

研究了这四种聚合物在 150 °C 下的电位开关特性，结果显示这几种聚合物薄膜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在较高温度环

境中具有较好的电致变色能力。 

关键词： 电致变色；聚硅氧烷；三芳胺；界面 

HO39 

柔性可拉伸全固态超级电容器 

陈涛*,李宁,吕甜 ,姚瑶 

同济大学，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200092 

近年来，柔性甚至可抵抗拉伸应力的能量器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传统的金属电极导电性好但可拉

伸性能差，而弹性聚合物薄膜可拉伸性能好但导电性不足，严重限制了可拉伸能量器件的发展。超级电容器具有功

率密度大、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等特点，能够方便地制备到柔性或可拉伸基底上，实现器件的高度可拉伸性。碳

纳米管和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电学、力学等性能，被认为是制备柔性、可拉伸器件的理想材料。基于此，我们发展了

一系列性能优异的柔性可拉伸全固态超级电容器，实现了拉伸性达 370%的纤维状超级电容器和拉伸度达到 240%的

平面状超级电容器的构筑，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于 2015 和 2016 年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Angew Chem. Int. Ed.。本项目

得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委（No. 51503152）、上海市东方学者计划、上海市青年拔尖计划和上海市启明星计划

（17QA1404300）的资助。 

关键词： 超级电容器；全固态；柔性；可拉伸 

HO40 

磷光性能可控的碳点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谈静,张英东,张立群,岳冬梅* 

北京化工大学，有机无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作为一个重要类型的光致发光系统，室温磷光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荧光材料相比，磷光材料具有更宽的应

用范围。目前室温磷光材料大多数为无机或有机金属材料，制作成本高、毒性大。本文以表面含有大量含氧基团的

碳量子点为主体材料，三聚氰酸钠为客体材料制备了 CD/CANa 室温磷光材料。基质和碳点之间形成的氢键，可以有

效的固定磷光发色基团（C=O），确保了它们三线态的辐射跃迁。通过调节反应体系 pH 值，实现了复合材料磷光性

能的可控。当体系 pH=11.5 时，CD/CANa 室温磷光材料的磷光寿命长达 700 毫秒。实验结果证明，磷光性能的可控

主要归因于碳点表面含氧基团的去质子化，去质子化后的氧负离子使 n-π 共轭增强，从而更有利于荧光和磷光的发射。 

关键词： 碳量子点；荧光；磷光；pH 响应；性能 

HO41 

有机及高分子钾离子荧光传感材料 

田颜清* 

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 518055 

钾离子是人体内重要的离子之一，也是细胞内含量最丰富的离子。钾离子在细胞内和细胞外的浓度存在很大的

差异，其在细胞内的正常浓度约为 130-180 mmol/L，而在细胞外的正常浓度约为 3.5-5.0 mmol/L。研究表明细胞内钾

离子具有重要的生物和生理功能，包括细胞生长、细胞体积维持、基因调控、蛋白质功能控制以及酸碱平衡调节等

等。钾离子平衡失调将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诸如糖尿病、艾滋病、心脏疾病、免疫系统疾病、中枢系统疾病、脑

疾病甚至癌症等。因此研究、测量或实时监测钾离子细胞内外浓度的变化对了解病理过程及相关药物的开发及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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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我们将报道合成的高选择性，分别适合于细胞内，细胞外钾离子的探针分子及高分子。对于细胞内的钾

离子探针，材料不仅能测量细胞质中钾离子浓度，通过适当的材料设计我们也可以靶向重要细胞器之一的线粒体中

的钾离子浓度。另外材料不仅可以具有荧光性质，也可以体现明显的紫外颜色变化。 

关键词： 钾离子；荧光探针；细胞内；细胞外；高选择性 

HO42 

生物分级结构刺激响应光子晶体的制备及应用探索 

朱申敏*,路涛,费翔,张荻 

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闵行东川路 800 号 200240  

自然物种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复杂精细结构，此类结构大多具有特殊的性质，满足了生物的

生存需要，实现了结构与功能的完美匹配，如繁衍、伪装和物种识别等。这种生物本身经过演化所形成的结构中有

一类非常引人关注的结构即分级光子结构，这种复杂的三维分级光子结构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人工的手段是

难以制备的。本工作聚焦于通过生物分级结构光子晶体为模板制备刺激响应光子晶体。以刺激响应性高分子为功能

材料通过对生物模板本身进行表面改性，前驱体溶液浸泡及聚合实现有机材料与生物模板的复合，是利用天然生物

光子结构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结果：我们课题组制备了一系列具有生物结构的响应材料，包括 pH、温度及湿度响应。

通过将多种功能聚合物与具有光子晶体的蝶翅复合材料，制备得到具有特殊响应性能的光子晶体材料，并探讨了其

刺激响应机理。具有生物结构的刺激响应性光子晶体相比传统的单一结构的光子晶体，其结构更为精细和复杂，由

此带来的更为特殊的响应性能。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光子结构以及响应材料种类的繁多，为刺激响应性光子晶体材

料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目前在自然界的天然光子结构、模板法制备的响应性光子晶体及其

响应机理方面，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所制备的生物结构的响应性光子晶体仍在起步阶段，仍有大量

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所制备的响应性光子结构材料的种类仍较少，响应种类和范围比较窄；其次基于天然生物

模板的响应机理仍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很多生物模板本身的光学机理研究仍有不足；而且，目前所制备的具有生物

结构的光子晶体的响应性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 光子晶体； 刺激响应聚合物； 生物结构 

HO43 

聚芳撑乙炔类共轭高分子的合成及其溶液和纤维膜体系的荧光传感应用 

范丽娟*,缪克松,张恒,赵一甲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 215123 

共轭高分子用于传感检测有诸多优点，如分子结构可根据检测目标进行调节、具有良好加工性能以及基于“分子

导线”效应和构象或聚集态的变化有可能实现高灵敏度。本课题组按照以前提出的分子组装概念，以含苯基、芴基和

苝基等构筑单元的单体分别与苯乙炔类单体通过 Sonogashira 偶联法聚合获得三类主链为聚芳撑乙炔（PAE）侧基含

有不同官能团的共轭高分子（PPE-NH3+、PFPE-COOH 和 PPPE-COOH）, 进行了充分的结构表征和光物理性能的研

究。作为溶液传感体系， PFPE-COOH 的 DMF 溶液可以用于区别水溶液中脂肪胺、单官能团芳香胺和双官能团芳

香胺；PPE-NH3+的水溶液可以用于检测水溶液中的醛类，尤其是戊二醛。另外选择合适的共轭高分子与基质高分子

组合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三类荧光纤维膜，并分别成功应用于戊二醛蒸气、胺类蒸气和酸性水溶液的检测。检测极

限和检测机理也将会被讨论。 

关键词： 共轭高分子；荧光传感；纤维膜；Sonogashira 偶联 

HO44 

自由基引发逐步聚合制备光电功能材料 

李茂,康树森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 130022 

光电功能高分子的大部分合成是基于金属偶联的逐步聚合反应，例如 Yamamoto、Ullmann、Sonogashira、Heck、

Stille、Suzuki 反应等。这些反应均需合成有机金属试剂作为中间体，反应过程复杂。对环境的污染、对溶剂和催化

剂的浪费以及成本等问题一直存在。发展较为普适的光电功能高分子合成方法，且能兼顾效率、经济和环保，不仅

是高分子科学的前沿热点，也是高分子化学合成技术竞争焦点。基于我们发展的咔唑自由基可控偶联反应，我们也

发展了一种原子经济自由基引发的新型逐步聚合方法。这种聚合方法体系简单（光电功能单体 + 1 种无机盐）、反应

条件温和（室温、敞开体系）、环境友好（产物易提纯、后处理简单、无毒性），结构明确的光电功能高分子高效率

合成和低成本技术。这种技术制备不仅可以同时用于分子水平和纳米尺度功能材料的合成，而且可以对光电功能模

块进行多功能深化和有效组合，灵活调控其光谱和能级。 

关键词： 光电功能材料；逐步聚合； C-C 偶联；C-H 活化；咔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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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45 

多孔有机共轭聚合物可见光光催化中应用 

张凯*,黄伟,李润,王磊 

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美因茨 55128 

太阳光是一种清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型能源。其中，可见光波段占太阳光谱总数的 44%, 而紫外光谱仅

占 3%，因此，开发高效的可见光光催化剂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大量过渡金属配合物光催化剂和有机染

料分子被报道用于吸收太阳光催化有机反应。但是，这些均相光催化剂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昂贵，有毒性，难

分离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均相光催化剂的实际应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多孔有机共轭聚合

物可见光光催化剂作为异相光催化剂进行有机催化反应。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这种新型材料的设计与应用。1，

在分子尺寸上设计多孔聚合物化学结构。2，通过空间构型来调控其光催化氧化还原电势。3，通过调整多孔聚合物

形貌来提高光催化活性。4，通过引入特定官能团，对多孔聚合物可见光光催化剂功能化。 

关键词： 多孔聚合物；有机共轭聚合物；可见光光催化剂；有机反应 

HO46 

高效近红外聚合物荧光纳米粒子及其生物成像 

徐斌*,孟令臣,田文晶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长春 130012 

近年来，生物成像技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生物和医学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课题之一，其中荧光成像技

术是一种无损伤、高灵敏和快速有效的生物成像技术。而荧光标记材料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对于荧光生物成像的质量

起着关键作用。聚合物荧光纳米粒子因其生物相容性好、光稳定性好等特点，越来越受到的人们的关注。本论文针

对荧光纳米粒子中染料聚集导致荧光淬灭的关键问题，发展了一种新型近红外荧光染料 TB 和 2TB。这类染料具有聚

集诱导增强荧光的特性，并且通过利用不同类型两亲性聚合物包覆，表现出奇特的基质依赖的发光特性。其中利用

聚合物 PSMA 包覆染料 2TB 制备的荧光纳米粒子，其发光峰位为 691 nm，荧光量子产率高达 34%。这类纳米粒子很

好的单分散性、稳定性，并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物成像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 聚集诱导发光；近红外；生物成像 

HO47 

离子液体凝胶@金属纳米线复合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刘洪亮*,江雷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90 

金属纳米线凭借其优异的导电性能和突出的耐弯折性被认为是氧化铟锡(ITO)的一个理想替代品。然而，金属纳

米线之间的接触电阻非常高，使得金属纳米线薄膜的导电性比较差；此外，纳米尺度的金属如银、铜等极易被氧化，

使得基于金属纳米线的透明导电薄膜的宏量制备、储存及运输成为一个难题；再者，金属纳米线透明电极不能忍受

光刻等图案化手段所需要的酸碱处理过程，严重限制了金属纳米线柔性透明电极在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我们通过

对金属纳米线的选择性化学焊接以及引入稳定的导电离子液体凝胶保护层，发展了一种制备稳定的高透、低阻金属

纳米线@离子液体凝胶复合柔性透明导电薄膜的方法。这种高性能金属纳米线@离子液体凝胶复合材料为设计制备高

性能柔性透明电极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必将极大推进高性能金属纳米线柔性透明电极的产业化进程。 

关键词： 离子液体凝胶；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HO48 

蜂窝状超支化聚乙烯接枝聚甲基丙烯酸叔丁酯/MWCNTs 复合膜的制备及其在透明导

电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邓正,王立*,俞豪杰,夏霞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7 

图案化 CNTs 因为具有特定的宏观结构而拓宽了 CNTs 在光电设备和纳米传感等领域的应用。常用的制备图案化

CNTs 的方法有化学气相沉积和刻蚀法，但是这两种方法不仅费时而且价格昂贵。Breath Figure（BF）法被认为是一

种简单、高效而且便宜的制备具有蜂窝状多孔材料的方法。本文采用 BF 法制备具有蜂窝状结构的超支化聚乙烯接枝

聚甲基丙烯酸叔丁酯/MWCNTs 复合膜，通过 SEM 和 TEM 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复合膜具有蜂窝状的多孔

结构。孔的骨架为 HBPE-g-PtBMA 包裹的 MWCNTs，孔径为 1-20 μm。通过调控 HBPE-g-PtBMA/MWCNTs 分散液

的浓度，制备了具有不同孔结构的复合膜。分散液的浓度对复合膜的电阻率和透光率有较大的影响。当 CCNTs=0.088 

mg/mL 且 CHBPE-g-PtBMA=0.2 mg/m 时，所得复合膜同时兼有较好的透光性和导电性，可用于透明导电产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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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蜂窝膜；超支化聚乙烯；导电膜 

HO49 

有机聚合物宽带隙半导体研究进展 

虞梦娜 1,欧昌金 2,刘彬 1,解令海 1,林进义 2,汪莎莎 1,魏颖 1,黄维 1,2 

1.南京邮电大学，南京，210023；2.南京工业大学，南京，211816. 

有机聚合物宽带隙半导体在能源、信息电子等领域中具有潜在的应用，本课题组聚焦于宽带隙半导体领域，开

展分子结构设计和器件制备研究，具体针对堆积聚合物、共轭打断聚合物和共轭聚合物探索了位阻功能化、位阻与

缺陷关系、多层次稳定性策略。我们开展了位阻和超分子策略应用于宽带隙半导体的研究，发展了超分子作用调控

聚芴凝胶化和光物理特性，并对绿光带机制做了全新的补充；建立了超分子空间位阻策略，理性设计并合成了高效

稳定的第二代 β 相聚芴。以上工作提高了有机聚合物宽带隙半导体稳定性，为整体性能改善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另

外，通过位阻功能化成功提高了堆积聚合物的稳定性，并成功应用于蓝光电致磷光二极管中。我们还合成了一类基

于二芳基芴的超支化共轭打断型聚合物，应用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存储器。有机聚合物宽带隙半导体虽然经过二十

年的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仍没有解决，结合纳米技术开展分子设计成为急需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宽带隙半导体；位阻功能化；共轭聚合物；堆积聚合物；共轭打断聚合物 

HO50 

水分散超支化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用于痕量爆炸物检测 

童辉*, 吴晓甫，栗华，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 130022 

硝基芳香爆炸物，尤其是 2,4,6-三硝基甲苯（TNT）和 2,4,6-三硝基苯酚（TNP），不仅具是高危险性爆炸物，而

且是高毒性污染物。因此，TNT 和 TNP 高灵敏度的水相检测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爆炸物蒸汽检测和有机相检测，

共轭聚合物荧光传感器限于其疏水特性，在水相中检测爆炸物的灵敏度较低。为了实现水相中高灵敏度的检测爆炸

物 TNT 和 TNP，我们利用 A2+B3 单体在细乳液中的 Suzuki 聚合，通过封端反应以及大分子后功能化反应，合成了

分别具有季铵盐阳离子末端和磺酸盐阴离子末端，能够稳定分散在水中的荧光超支化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 HCPN-N

和 HCPN-S。水相中，季铵盐端基的 HCPN-N 与 TNP 之间发生强静电吸引作用，能够高灵敏度检测 TNP；而磺酸盐

端基的 HCPN-S 能够有效的疏水富集 TNT，显著提高 TNT 检测灵敏度，同时与 TNP 发生静电排斥作用，从而实现

水相中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 TNT 检测。 

关键词： 超支化共轭聚合物纳米粒子；荧光传感器；静电作用；疏水富集；爆炸物 

HO51 

弹性 POE 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在可穿戴应力传感器上的应用 

钟卫兵 1,蒋海青 2,刘翠 1,李飞 2,向晨雪 2,郭启浩 2,王栋 1,2 

1.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上海 201620 

2.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200 

以前期热塑性纳米纤维的宏量制备技术为基础，制备新型 POE 弹性体的纳米纤维。通过使用具有不同乙酰基含

量的 CAB 对制得的弹性 POE 纳米纤维形态的影响。结果表明：乙酰基含量分别为 2%和 13.5%的 CAB 等质量混合

使用得到的纳米纤维形态最佳。使用所制备的弹性 POE 纳米纤维束作为基材，超声振荡下将 AgNWs 嵌入可得到电

阻率最低可达 1.8Ω/cm 的应变敏感 AgNWs/POE 弹性纳米纤维束。这种复合方式能够避免传统弹性相与导电相之间

机械性能差异造成的界面剥离等缺陷。利用该复合纳米纤维束的可编织性，将其与传统织物复合能获得具有人体动

作监测能力的智能织物。除此之外，将该纳米纤维在合适的溶剂中分散后，导电化处理能得到均匀稳定的导电墨水，

利用复制模板技术可得到表面具有微凸起阵列的纳米纤维膜，将两张膜面对面组装得到具有双层互锁结构的超灵敏

压力传感器。测试表明，该传感器在在无线监测人体生理信号上具有极高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弹性纳米纤维；应变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可穿戴电子器件；生理信号监测 

HO52 

多层褶皱结构在可拉伸导线和天线领域的应用 

刘中胜 1,2,胡晓宇 1,刘遵峰 1,2* 

1.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药学院，天津 300350 

2. 江苏光伏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州 2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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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辐射功率，且在大拉伸形变下具有优良性能的可拉伸天线在无线通讯，可穿戴电子设备和医疗植入物等

方面具有广泛应用。这需要可拉伸导体结构均一，电导率高，且大形变下导电性稳定。本文利用商业化的材料，采

用简单的制备方法得到大形变下导电性稳定且电导率随拉伸应变增加而增加的导电弹性体。通过对纳米银和橡胶交

替形成的多层结构依次进行拉伸—释放过程可以得到具有多层褶皱结构的导电弹性体。该弹性体在 177%拉伸应变下

电导率为 56.7 S/cm，远高于相同拉伸应变下的常规双层褶皱结构的弹性导体，且弹性体在 120%拉伸应变下电阻只增

加 40%。利用该弹性导体制备的无线电天线在 75%拉伸应变下反射功率低达-50 dB，且吸收频率可通过拉伸天线调

制，并可在 100%拉伸应变下反复一万余次保持性能稳定。 

关键词： 可拉伸导体；多层褶皱结构；无线电天线 

HO53 

TNT 双波长有机电聚合薄膜荧光传感器 

张明* 

吉林大学 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荧光法检测ＴＮＴ类爆炸物多数是基于荧光淬灭机制，其主要是依靠光诱导电子转移（PET）或者 Förster 共振

能量转移（FRET）导致的传感材料单波长的荧光淬灭，进而实现爆炸物的检测。但是单波长荧光检测法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例如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选择性差等。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基于双波长的比色荧光传感器开始应用

于爆炸物的检测中，比色荧光传感器展现出了两个优势：一个优势是基于双波长比率，比色荧光传感器具有更好的

选择性；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实现可视化的爆炸物检测。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比色荧光传感器被开发出来并应用于

爆炸物的检测领域。我们通过电聚合法制备了双波长的比色荧光薄膜，并将该薄膜作为荧光传感器进行 TNT 和 TNP

的选择性检测。我们根据双波长荧光强度比率的变化实现了 TNT 和 TNP 在液相和气相中的选择性鉴定，并通过理论

计算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双波长薄膜的检测机理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电化学聚合；ＴＮＴ检测；荧光传感器 

HO54 

应力响应高分子复合纤维 

孙雪梅*,张静,彭慧胜 

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系和先进材料实验室，上海 200438 

自然界的生物如变色龙，能够随环境的变化改变自身颜色，从而实现隐身、躲避和通信等功能。因此，通过仿

生构建智能变色纤维或织物，在军事伪装、健康监测、娱乐时尚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其中，应力变色

纤维和织物能够充分利用人体运动过程产生的能量，具有绿色环保、安全、实用的优势。但目前实现应力变色纤维

仍具挑战性，且材料存在结构单一、强度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因此，我们通过多功能组分的引入和芯鞘结构的设

计，发展了具有优异力学性能和循环稳定性的应力变色复合纤维，其内芯部分主要由弹性高分子构成，可提供良好

的结构和性能稳定性；外鞘部分具有聚合物微球组装的光子晶体结构，显示可控的颜色并在外力作用下可逆变色，

如在拉伸时其颜色从红色变为绿色或从绿色变为蓝色。基于类似的设计策略，进一步发展了具有应力发光性能的复

合纤维。这些应力响应复合纤维在力学传感与智能织物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应力变色；应力发光；高分子；复合纤维；芯鞘结构 

HO55 

超分子聚芴半导体的软物质特性 

林进义 1,刘彬 2,虞梦娜 2,白鲁冰 1,韩亚敏 1,解令海 2,黄维 1 

1.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1816；2.南京邮电大学，南京 210023 

软物质特性是聚合物特有的性质，是指对外在刺激下产生不同的材料性能。作为最具应用潜力的第四代高分子

材料，聚合物半导体的光电行为同样呈现丰富的软物质响应性。我们的工作以超分子聚芴半导体为研究对象，系统

研究了超分子弱作用对材料光电性质的影响，总结材料在不同外界条件下的响应行为，应用于有机光电子器件，初

步探索了聚合物半导体在自愈合、人工肌肉等智能生物系统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我们初步论证并提出超

分子塑料电子的概念并总结其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 软物质性质；凝胶化行为；聚芴半导体；超分子作用；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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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01 

The effect of molecular configuration of perylene diimide acceptor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c solar cells 

曲建飞,母兆,胡志明,王欢,赖寒健,张帅,李杜宁,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有机太阳能电池通常由聚合物给体材料和富勒烯衍生物受体材料共混而成，具有质量轻、价格低、且可柔性加

工的特点，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集中在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研究，而苝二酰亚胺类衍

生物由于其具有很好的光热稳定性、较高的电子迁移率，常用来作为受体材料替代富勒烯衍生物。我们设计合成了

一系列的基于苝二酰亚胺的二聚体（T2-SePDI2）、三聚体（T3B-SePDI3）和四聚体（T4B-SePDI4），并且以其为受

体，聚合物 PBDB-T 为给体制备了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并且研究了分子构型对薄膜形貌、电荷传输以及

器件性能的影响。其中 T3B-SePDI3 由于分子最为扭曲，分子间聚集能力较差，所以导致薄膜的具有较好的相分离形

貌，且同时具有最高的电子和空穴迁移率，以其制备的器件性能最高，效率可达 5.9%。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苝二酰亚胺；分子构型 

HP002 

基于空间共轭基团构建的发光聚合物及其在爆炸物检测中的应用 

张影影,赵祖金,唐本忠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具有折叠结构的四苯基乙烯衍生物具有独特的空间共轭作用。这类材料在聚集态时有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表

现出聚集荧光增强的性质，并且高效固态发光材料，双极载流子传输材料和多通道单分子导线等方面表现独特的优

势。在此，我们将具有空间共轭的折叠型结构单元引入聚合物中，得到一系列新型发光聚合物。这些空间共轭聚合

物吸收波长分布在 328 nm 与 612 nm 之间，发光颜色主要是绿色、黄绿色和红色，其中绿光及黄绿光聚合物在溶液

和固态下都有较高的量子产率（34%-46%）。我们研究了聚合物在 THF 溶液和 80%水含量的 THF/水混合溶液中的纳

米颗粒对三硝基苯酚（PA）的检测灵敏性，实验结果显示纳米颗粒的最大猝灭常数为 493000 M?1，远远高于纯 THF

溶液中的猝灭常数 66700 M?1。该研究表明这些新型的空间共轭发光聚合物在爆炸物检测方面的潜在应用，同时也再

次论证了纳米颗粒在爆炸物检测方面的超放大效应。 

关键词：聚集发光增强；空间共轭；发光聚合物；爆炸物检测 

HP003 

受体悬挂式交叉共轭聚合物受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在全聚合物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谢锐浩,陈智明,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目前基于富勒烯衍生物的有机太阳电池的单节能量转换效率已经超过了 11 %，但富勒烯衍生物本身的局限性，

如价格昂贵，热稳定性差，光化学稳定性差和弱的可见吸收光谱等，限制了其发展。与富勒烯衍生物相比，n-型聚合

物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如价格低，强而宽的可见-近红外的吸收光谱和良好的热稳定性等。而且，n-型聚合物的分

子量、吸收光谱、电子能级和分子取向等可以更容易通过化学修饰手段进行调节，其具有的多样性有利于聚合物光

伏器件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本论文设计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受体悬挂式交叉共轭聚合物受

体材料。该系列聚合物受体材料具有共轭的 n-型主链，通过共轭侧链末端的醛基，可以引入不同的受体单元，能够

对材料的光电性能进行有效调控。我们对该系列聚合物受体材料的光电性能进行了系统研究，基于该系列聚合物受

体材料的全聚合物太阳电池，能够获得约 6 %的光电转换效率。 

关键词：全聚合物太阳电池；聚合物受体材料；交叉共轭；受体悬挂式 

HP004 

荧光聚合物薄膜的制备与应用 

王传洗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合物和功能性纳米微粒复合制备的功能纳米复合材料，使简单的功能纳米粒子具有聚合物的性质，如可塑性，

可加工性等。同时也保护了纳米微粒的功能，使聚合物具备许多功能，如荧光和磁性等。其中，具有荧光性质的聚

合物薄膜，因其在化学分析、生物传感、防伪及能源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我们小组采用

滴凃-旋涂的方式，制备了不同荧光颜色聚合物复合薄膜，并研究了它们的光学性质及应用。我们采用水热法，制备

出黄色荧光碳量子点；然后将碳点与聚乙烯醇按不同的质量比混合，制备具有黄色荧光的聚乙烯醇薄膜；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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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2+能够使碳点在膜中聚集而荧光发生淬灭，因此制备的薄膜能够用来检测 Cu2+离子。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制备

了蓝色荧光 MoS2/聚乙烯醇复合薄膜，发现其具有很好的透明性、柔性和荧光性质，可以折叠不同的形状，可以用

在 LED 及化学防伪中。 

关键词：纳米复合材料；聚合物；量子点；荧光 

HP005 

聚芴衍生物 PFP 与细胞的相互作用及其响应性成像研究 

刘礼兵,王冰,吕凤婷,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光学成像是分子影像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成像方式，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无创伤和低成本的优点，

被广泛用于细胞水平以及活体水平的生物学或分子生物学研究。我们在细胞水平上研究了共轭聚合物 PFP 的生物相

容性及其荧光特性。我们发现 PFP 对不同种类细胞展现出了不同的生物相容性，其原因是 PFP 对不同细胞的细胞周

期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这一发现对共轭聚合物的设计以及在复杂生物体系的应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进一步研

究 PFP 在 HepG2 细胞中的荧光特性时发现，细胞中的 PFP 在短暂的光辐照后，其本身的蓝光发射可以得到明显增强，

这一特性可以提高 PFP 在传感以及成像研究中的灵敏度。与此同时 PFP 在长波长波段会新生成绿光发射，这一迅速

的光辐照响应能力使其在传感以及生物研究中就有巨大潜力。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细胞周期；荧光增强；细胞成像 

HP006 

手性偶氮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全息光储性能研究 

危仁波 1,2,张红兴 2,尤勇 1,刘孝波 1 

1.电子科技大学，2.清华大学 

全息光存储是将所需存储的信息通过干涉光记录在存储材料中，具有存储容量大、读写速率快等优点，是一种

极具发展潜力的存储技术。全息存储中参考光为平面波，若信号光是未加载任何空间频率的平面波，记录在存储介

质中的信息是纯正弦变化的折射率分布，称为光栅。偶氮材料在干涉光照射下可以发生光致取向，进而形成光栅，

因而非常适合用作这种全息存储介质。含有手性基团的假芪型偶氮材料在光照前期可以快速形成光栅，因而更适用

于全息光存储。我们研究发现：在设计的假芪型偶氮聚合物分子结构中引入手性基团，可以在光照时加快在该聚合

物表面形成光栅，使之在全息光存储平台上实现信息的全息存储。 

关键词：全息存储；偶氮聚合物；手性基团 

HP007 

共轭聚合物 P3HT 纳米柱的分子取向稳定性 

丁光柱,刘结平,李敏,王凯旋,汪超,钱门祥 

淮北师范大学 235000 

热退火条件下图案化的共轭聚合物薄膜的形貌和分子取向研究对于理解在图案化过程中聚合物的纳米形貌与分

子取向演变规律以及加深理解图案化薄膜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室温纳米压印技

术构筑共轭聚合物 P3HT 纳米柱薄膜，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和掠入射 X 射线衍射分析表明该纳米压印方法不仅可以成

功构筑共轭聚合物纳米柱图案而且还可以诱导聚合物的分子和晶体取向从 edge on 向 face on 排列转变。将图案化的

共轭聚合物 P3HT 纳米柱薄膜进行热退火处理后，结果显示聚合物 P3HT 纳米柱在较高温度下纳米形貌虽然已经严

重变形，但是在共轭聚合物 P3HT 纳米柱中纳米压印诱导的 face on 分子取向排列仍然存在，这种分子取向排列方式

并没有随着纳米柱形貌结构的改变而消失。因此可以看出，在共轭聚合物 P3HT 纳米柱中，纳米压印诱导的 face on

取向排列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分子取向；纳米柱；热稳定性 

HP008 

通过多巴胺多功能仿生修饰导电聚合物聚吡咯 

章炜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1189 

导电聚合物材料具有制备简单、生物相容性高，以及化学稳定性性好等优点，在信息、能源、医疗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关注。但也存在着电导率低、不易分散或溶解、难以形成有序结构等缺陷。为了解决现有的问题并将这种功

能材料有效的转化到实际的工程应用上，本文将多巴胺（DA）融入了导电聚合物聚吡咯（PPy）的分子结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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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电导率，分散性和胶粘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且这些 PPy 的形貌可以简单的通过调整 DA 与 PPy 单体吡咯

（Py）的摩尔比来进行精确的控制，极大的提高了 PPy 的应用范围。同时，我们还对不同 DA/Py 摩尔比下 PPy 在超

级电容器、导电胶以及电磁吸波材料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该研究中合成的新型复合纳米材料不仅

有着可简单而精确控制的微观形貌，并集各种优异的电学性能于一身。有望在未来的先进电子设备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 

关键词：多巴胺；聚吡咯；导电高分子；超级电容器 

HP009 

多孔有机材料荧光传感性能的研究 

王萌,郭琳,曹达鹏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金属离子以及大气污染事件频发，严重危害

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快速高效检测污染物对于生物体安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荧光探针具有实

时响应、选择性好、灵敏度高等优势，受到了研究人员广泛的关注。共价有机聚合物（COPs）和金属有机骨架（MOFs）

材料均为功能性多孔材料，在气体存储、吸附分离、催化反应、电磁应用等方面都有应用，而且两种材料因含有丰

富多的大 π 共轭键，从而表现出良好的荧光性质。我们合成了一系列 COPs 以及 MOFs 材料，并探究了它们的荧光

传感性能，研究表明，合成的材料能够检测金属离子、大气污染物等有毒物质。同时，我们也制备出了荧光试纸，

为材料的实际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多孔有机聚合物； 金属有机骨架；荧光传感器 

HP010 

不同拉电子基团对偶氮材料的光储性能研究 

黄宇敏 1,张红兴 2,刘孝波 1,危仁波 1,2 

1.电子科技大学；2.清华大学 

偶氮材料在干涉光照射下可以发生光致取向，进而形成光栅，而且这种光栅在加热或者另一波长的光的照射下

可以被快速的擦除，因此偶氮材料非常适合用作光存储介质。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偶氮苯上不同拉电子取代基对偶

氮物质形成光栅的速率具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合成了具有羧基、氰基、硝基等不同拉电子取代基的假芪型偶氮材料，

在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表征之后，研究了这些拉电子取代基团对所合成的偶氮材料形成光栅速率的影响。结果显示，

具有羧基取代基的偶氮材料形成光栅的速率最快。以该具有羧基取代基的偶氮材料作为光存储介质，在全息光存储

平台上可以实现信息的全息存储。 

关键词：假芪型偶氮苯；拉电子基团；光存储 

HP011 

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薄膜聚集态调控及其应用研究 

王世伟,魏奇,王冕,闫肃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光伏电池凭借其高的光电转换效率，近年来得到了全球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关注。对有机

金属卤化物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电池来说，光吸收层的厚度、形貌、晶粒尺寸等特征对电池性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这些特征主要取决于钙钛矿薄膜的制备方法和工艺。溶液法制备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薄膜，是一种较为经济和适

用的方法，也是目前较为广泛采用的制备手段。溶液法制备技术的低成本和大面积化特点，为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

薄膜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本文采用热旋涂技术制备了具有毫米尺寸的 CH3NH3PbI3 平面

二维晶体并紧密堆积的钙钛矿薄膜聚集态结构，金属卤化物的钙钛矿前驱体溶液在高温的基底上旋涂，通过控制基

底温度，溶液浓度和旋涂工艺等条件，得到了特定结构的薄膜形貌，该薄膜中的大尺寸晶体结构和紧密堆积形态都

有利于载流子的有效传输和分离。采用该技术制备的光伏器件效率可以达到 16%左右。 

关键词：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聚集态结构；薄膜 

HP012 

窄带系非富勒烯受体的引入实现高效三元共混聚合物太阳电池 

钟文楷,应磊,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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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二氟苯并[c][1,2,5]噻二唑（ffBT）是一种优秀的吸电子单元，利用 ffBT 结合罗丹宁染料单元作为吸电子端基，

引达省二噻吩（IDT）作为给电子的中心单元，构建一种全新的受体-给体-受体（A-D-A）型小分子受体材料，命名

为 IffBR。窄带系小分子受体 IffBR 的吸收峰值为 658 nm，与宽带系聚合物给体材料 PBTA-BO 以及富勒烯衍生物

PC71BM 实现较好的吸收与能级的匹配。利用 PBTA-BO 为给体材料，PC71BM 与 IffBR 作为受体材料构建三元共混

聚合物太阳电池。相比二元共混（即 PBTA-BO: PC71BM 与 PBTA-BO:IffBR）的参比器件，三元共混器件综合了两

种二元共混器件的优点，其光电转化效率获得大幅提升，达到 9.06%。这些结果表明，IffBR 作为一种优异的窄带系

小分子受体，可以用来构建高效的非富勒烯型或多组分的聚合物太阳电池。 

关键词：苯并噻二唑；三元共混；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电池 

HP013 

可规模化合成的机械响应荧光性聚酯弹性体及其光学应变传感 

贾坤,寿洪国,何小红,张大伟,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机械响应荧光（MRF）材料在机械力作用下会产生荧光强度或发射波长的变化，从而在应力传感器、光学防伪、

缺陷检测等领域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目前已报道的机械响应荧光材料大部分是具有给受体结构的共轭小分子，

合成复杂，产率较低，加工性能较差。本文以对苯二甲酸、乙二醇、1，4-环己烷二甲醇、聚乙二醇及荧光探针的熔

融缩聚反应合成了一系列具有应力调制荧光特性的非晶态聚酯弹性体，其断裂伸长率为 160~860%，拉伸强度为

35~60MPa, 紫外光激发下具备蓝光（~480 nm）单波段发射或蓝光（~500 nm）/红光（~680 nm）双波段发射特征。

显微光谱定量测试表明，含 10%质量比聚乙二醇 1000 的聚酯弹性体荧光强度与其 0-130%范围内的应变量呈线性相

关。得益于该类聚酯弹性体简便的合成方法及灵活可调的机械响应荧光特性，该工作将为大规模制备柔性光学应力

传感器提供全新的材料解决方案。 

关键词：聚酯弹性体；机械响应荧光；碳量子点；酞菁锌；应变传感器 

HP014 

基于超薄复合金属电极和介电镜制备高性能多彩柔性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 

许桂英 1,李耀文 1,李永舫 1,2 

1.苏州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近年来，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其轻质、廉价、可弯曲、半透明等特性在

未来的可穿戴能源、建筑一体化光伏能源（BIPV）等方面的潜在应用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柔性、半

透明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本工作提出了通过引入 Au/Ag 超薄透明顶电极和介电镜的方法来

实现电池性能的提高。Au 的引入使得在其上面生长的 Ag 更致密，在保证高透过率的情况下实现高电导率。基于此

电极制备的半透明电池效率和重复性均获得了提升。我们还引入了介电镜，在此复合电极上生长的介电镜的厚度可

以被精准的控制，实现活性层对可见光的最大利用。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通过引入不同带隙活性层、以及介电镜来

实现半透明电池颜色的调控，并应用在柔性太阳能电池中，制备彩色柔性半透明电池。最终，基于 PBT7-Th:PC71BM

活性层的玻璃半透明电池效率达到了 7%，柔性半透明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了 6.4%。 

关键词：复合电极；一维介电镜；彩色；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 

HP015 

仿生非对称纤维可控输运功能高分子为图案化表面 

刘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自然界中许多生物纤维表现出特殊浸润性，我们揭示了中国毛笔可控、高效输运低黏度液体的机制在于新生毛

发的多尺度的非对称的锥状微观结构：这一独特结构似的纤维中的液体同时受拉普拉斯压力差、各向异性粘附力及

重力的协同作用，可实现动态平衡，因此毛笔可以大量稳定的储存墨水，并实现可控输运。受此启发，发展了一种

利用生物纤维可控输运液体为图案化纳米薄膜的新方法，实现高分子溶液在基底的微区锚定和限域铺展，有效调控

微区限域内的高分子的取向，堆积和结晶行为，制备得到分辨率宽度在 10 微米、厚度在 100 纳米的图案化表面。以

共轭高分子 DPPDTT 为例，成功制备得到大面积均匀且高度取向的纳米薄膜，构筑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OFET）

表现出显著提高的空穴迁移率。中国毛笔的这种可控输运液体的性能将给功能高分子的限域可控输运及组装，以及

高性能的有机功能器件的无模板印刷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纤维，共轭高分子，可控输运，图案化，取向高分子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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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16 

基于界面聚合法构筑高比电容的导电聚合物/碳纳米杂化电极材料 

熊善新,李帅帅,张相开,王茹 

西安科技大学 710054 

       导电聚合物因其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而呈现较高的赝电容，制备具有特殊纳米结构的导电聚合物或将导电

聚合物与碳纳米结构体进行复合可进一步提高其电容特性。界面聚合法是获得高产率导电聚合物纳米结构的有效方

法之一。在界面聚合过程中，单体与引发剂分别溶于互不相溶的有机溶剂和水中，聚合反应仅发生在两相界面。单

体的供给完全由扩散过程控制，聚合后的聚合物马上与界面分离，使得界面聚合法可得到具有纳米纤维结构的导电

聚合物。通过在水相中使用有机酸掺杂剂可进一步调控导电聚合物的纳米形态。本文除采用界面聚合法制备具有不

同形貌的聚苯胺，聚（3,5-二甲氧基苯胺）和聚（2,5-二甲氧基苯胺）外，还将功能化富勒烯和还原氧化石墨烯引入

到界面聚合的水相中，成功实现了聚苯胺与碳纳米材料的复合，得到具有特殊纳米结构的复合电极材料。研究表明

聚苯胺/富勒烯和聚苯胺/石墨烯均表现出极高的比电容等电容性能。 

关键词：界面聚合；导电聚合物；碳纳米材料；电容性能 

HP017 

具有活性氧自清除能力的聚噻吩在细胞成像中的应用 

陈艳艳,胡蓉,吕凤婷,刘礼兵,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荧光材料因为其高灵敏度及多样性在基础研究及疾病诊断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机小分子染料和量子点是目

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两种荧光材料，但这两种材料面临着光漂白严重及重金属带来的细胞毒性等问题。共轭聚合物相

比于这两种材料具有强的光捕获及信号放大能力并应用于生物、化学传感器中，除此之外，共轭聚合物还具有高的

量子产率及高的光稳定性等优点，使其在细胞成像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侧链带

有季氨盐及叠氮基团的聚噻吩，通过 click 反应在聚噻吩的侧链修饰上二氢吡啶，利用药物分子能够消耗活性氧，实

现了高光稳定性及低光毒性的细胞成像，使体系具备良好的生物兼容性。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活性氧自清除；细胞成像 

HP018 

含氟代苯并噁二唑的具有潜在应用性质的聚合物给体材料 

Junyi Wang 

华南理工大学 510000 

为了推进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实际应用，发展适用于低成本、大面积加工技术的材料十分重要。这里，我们合

成了一种新的聚合物 BDT-ffBX-DT。它是含氟代苯并噁二唑和苯并二噻吩单元的宽带隙聚合物材料，且具有潜在的

实际应用的性质。即在 250nm 的膜厚下，聚合物 BDT-ffBX-DT 与低成本的受体[60]PCBM 共混，得到了 9.4%的能

量转化效率。再者，这些太阳能电池器件是在接近的加工温度下采用非卤溶剂加工得到的。BDT-ffBX-DT 能够成功

满足上述条件，是由于它的合适的电子结构，优异的电荷传输能力，适合的聚合物骨架取向以及能够形成纤维状互

穿网络结构的理想的相分离形貌的膜。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实际运用的推进工作中，这项工作使得其在相应的材料

发展方面有了重要的迈进。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实际应用；共轭聚合物；宽带隙；氟代苯并噁二唑 

HP019 

引入烷硫链取代端基调控小分子给体材料光伏性能 

吴月,崔超华,李永舫 

苏州大学 215123 

有机太阳能电池因其对环境友好、成本低、易制作及易大面积生产等优势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设计开发高

效的活性层材料是提高有机太阳能电池最主要的途径。有机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的光伏性能通常是由其分子主链结

构决定，侧链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光伏性能。本工作我们介绍了一种通过改变小分子尾端侧链来调控其

光伏性能的方法。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两个以烷硫链为端基的小分子 DTS-BTT-S 和 BDTT-BTT-S。通过理论计算可以

很明显看出，与以烷基链为端基的分子相比，烷硫侧链的引入有效地降低了分子的 HOMO 能级。其中，用 DTS-BTT-S

作给体的有机太阳能器件在没有进行任何后处理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个更高的开路电压 0.84V，能量转换效率达到了

3.65%。基于 BDTT-BTT-S 的器件取得了 5.21%的能量转换效率，其中开路电压为 0.823V，短路电流为 10.93mA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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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因子为 0.572。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烷硫侧链；HOMO 能级 

HP020 

溶液加工的侧链热延迟荧光均聚合物和共聚物用于发光二极管 

任忠杰,李晨森,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热活性延迟荧光(TADF)材料具有小的单重态-三重态能级差(ΔEST)，因此三重态激子可以通过反向系间窜越

(RISC)转变成单重态激子发光。该类材料能够充分利用电激发下形成的单重态激子和三重态激子，使其器件的内量

子效率理论上可以达到 100%，媲美磷光材料，远远高于传统荧光材料的 25%，成为继有机荧光材料和有机磷光材料

之后发展的第 3 代有机发光材料，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聚合物热激活延迟荧光材料具有优异的溶液加工性能，在

大面积显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律去指导设计热激活延迟荧光聚合物的合成。因此，合

成热激活延迟荧光聚合物一直是一个挑战。首先，对于聚合物而言，具有多原子的复杂体系很难满足小的 ΔEST 同

时尽量减少体系的内转换；另外，聚合物体系的三线态激子很容易通过分子内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猝灭。在这个工作

中，我们合成了一系列均聚物和共聚物并建立了它们的结构与性能关系。 

关键词：TADF 聚合物；共聚物；OLEDs 

HP021 

聚二芳基芴自组装纳米线制备及其性质研究 

刘彬 1,虞梦娜 1,林进义 2,解令海 1,黄维 2 

1.南京邮电大学；2.南京工业大学 

共轭聚合物（CPs）自组装纳米线由于规则的 π-π 堆积和一维取向被广泛应用于高迁移率薄膜器件。规则自组装

结构的形成需要强烈的分子链间堆积，这种作用会猝灭发光，所以关于发光型 CPs 自组装纳米线的工作鲜有报道。

前期工作中，我们获得了一类结晶聚二芳基芴（PnDPF），是一种高稳定和高量子效率的宽带系半导体材料。本工作

中，我们借助 PnDPF 的高结晶性，通过溶剂挥发诱导自组装方法获得了规则的纳米线结构。偏光显微镜观察表明，

PnDPF 自组装形成了具有取向的一维结晶结构。SEM 和 AFM 观察结果证明这种结构是由规则的纳米线规则排列形

成的。最后，联合 TEM、AFM 以及 GIXD 表征确定纳米线是聚合物链沿着 π-π 堆积的方向生长而成的，其宽度与单

根聚合物链长度一致，高度与两层 edge-on 的 PnDPF 分子链高度一致。这些纳米线规则的结构和优良的发光性能使

其成为发光型共轭聚合物微纳器件的研究模板。 

关键词：自组装纳米线；聚二芳基芴；微纳发光器件 

HP022 

新型功能性聚合物绝缘层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雪松,史作森,崔占臣 

吉林大学 130012 

有机薄膜晶体管因其具有质轻价廉，加工条件温和和可大面积柔性显示等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作为有机薄膜

晶体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绝缘层可以有效地降低器件的阈值电压和操作电压，我们发现有机小分子型半导体层材

料在结晶过程中首先形成晶种，随后再以外延生长的方式慢慢长大，形成晶区。而控制晶区尺寸大小的最好方式就

是控制其结晶表面上形成晶种的数量，这种控制可以通过绝缘层分子的不同结构来实现。根据以上思路，本文设计、

制备了一种具有含有极性基团氰基以及苯环结构的有机单体，将其与聚氨酯型材料进行聚合反应，获得一系列具有

不同苯环含量的聚合物绝缘层材料。随后将 p-6p 半导体分子化学气相沉积到绝缘层上，发现结晶晶区尺寸大小随着

聚合物结构中苯环含量的增加而不断变小，达到了通过改变聚合物绝缘层结构从而调控半导体材料结晶晶区尺寸大

小的目的，并且做成的 MIM 器件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 

关键词：有机薄膜晶体管；绝缘层；聚氨酯；晶区 

HP023 

咪唑盐型光敏性聚芳醚砜阴离子交换膜的制备及性能 

何思威,官树猛,李海,李香丹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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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阴离子交换膜存在着离子传导率（σ）偏低和碱性稳定性差等问题。如何得到高离子传导率的同时保持良

好的碱性稳定性仍是阴离子交换膜研究的重点。本文合成高氯甲基化率的聚芳醚砜，在侧连接入一定量的查尔酮，

再与 N-甲基咪唑反应，经碱性化制备高含量咪唑型光敏性聚芳醚砜阴离子交换膜，在常温溶胀状态下经紫外光照射，

得到光交联咪唑型聚芳醚砜阴离子交换膜。溶胀光交联方法避免了对已形成的离子传输通道的破坏，从而避免了 σ

大幅度地降低，与此同时交联提高膜的尺寸稳定性及碱性稳定性。经交联后，吸水率及溶胀率与未交联膜相比下降

分别可达 48.35%，27.76%，但离子交换容量（IEC）仅仅下降 3.59%~4.68%。未交联膜的 σ 可高达 96.81mS cm-1，

交联后膜的 σ 在 83.19 mS cm-1 以上，交联膜在 60℃，2M NaOH 中浸泡 72h 后，其 IEC 和 σ 基本保持不变，证明光

交联可以提高阴离子交换膜的碱性稳定性。 

关键词：阴离子交换膜；光交联；N-甲基咪唑 

HP024 

新型功能性绝缘材料的制备及其在有机薄膜晶体管中的应用 

邹佳伟,史作森,崔占臣 

吉林大学 130012 

有机薄膜晶体管因其质软、原料成本廉价、大面积电子设备及柔性显示器的低压驱动等潜在应用而吸引许多关

注。高度有序且连续的有机薄膜是实现高性能有机电子器件的理想活性层。利用绝缘层材料调节缓冲层（六联苯，

p-6P）形貌，其诱导活性层形貌（酞菁化合物，ZnPC）获得高性能的器件。 在此，我们通过与 p-6P 相似的化学结

构构建和合成含有三联苯和烯烃基团的单体，其与甲基丙烯酸 2-羟乙酯（HEMA）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lyMA）

共聚以获得可溶液加工的聚合物作为绝缘层。电介质层用于制造底栅顶部接触 OTFT 以获得良好的绝缘性能。 这些

薄膜在温和的环境下通过简单的旋涂方式制备，然后在低温（~160℃）下固化。 

关键词：有机薄膜晶体管；绝缘层材料；聚合物；六联苯；相似的化学结构  

HP025 

基于二苯胺-芴结构的新型可溶聚芳酯：合成，电致变色及电控荧光性能 

孟诗瑶,孙宁伟,苏凯欣,陈春海 

吉林大学 130012 

二酚单体“N,N-双（4-羟基苯）-2-氨基-9,9-二甲基芴”和两种不同的苯甲酰氯制备出一系列含有三苯胺和芴单元的

聚芳酯。这些聚芳酯是在 DMAc，THF 和 CHCl3 中均具有非常好的溶解性，可以容易地制备出透明的薄膜。该系列

聚芳酯在电化学氧化还原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对可逆的氧化还原峰，半波电位的范围为 0.87-0.90V。在此过程中，薄膜

颜色从中性态的无色变为氧化态的灰绿色。对其电致变色性能进行研究，其具有较好的电致变色稳定性，并且着色

效率高达 242cm2 C-1。相比由对苯二甲酰氯制备的聚芳酯，由间苯二甲酰氯制备的聚芳酯具有较强的荧光。 此外，

聚芳酯的荧光可以通过电化学氧化还原来可逆地调控。 

关键词：聚芳酯；二苯胺-芴；电致变色；电控荧光 

HP026 

CO2 基非传统羟氨酯荧光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光学性质研究 

刘斌,张兴宏 

浙江大学 310027 

本文首次通过利用二氧化碳作为起始原料之一，合成了侧链为羟氨酯的非传统荧光聚合物，利用环状碳酸酯官

能团与胺的高反应活性，我们将 PDOMA 和正己胺在 95 oC 不加催化剂的的条件下，制备得到了本体和溶液均可发

蓝色荧光的聚合物 PDOMA-NH2，本文讨论了溶剂对其荧光性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 DMF 作为溶剂时，其最强发

射峰位于 470 nm ，最佳激发波长为 380 nm；而当溶剂为 NMP 时，其最强发射峰为 459 nm，最佳激发波长为 360 nm。

表明随溶剂极性的增加，最佳激发和发射波长发生明显的红移，且 PDOMA-NH2 均表现出明显的激发依赖性。此外，

固态 PDOMA-NH2 也具有明显的荧光现象，与在溶液中有明显差异。我们提出由于侧链上存在大量羟氨酯基团，不

管在本体状态还是溶液状态，均存在羰基的聚集，从而诱导荧光的产生，但由于其在固态或者液态，聚集状态发生

变化，导致电子状态发生变化而使其荧光产生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二氧化碳；羟氨酯；非传统荧光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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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27 

无溶剂聚苯胺流体/环氧树脂复合涂料的防腐性能研究 

刘志康,王珊,杨全岭,熊传溪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环氧树脂涂料在防腐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其防腐性能的持久性欠佳。聚苯胺（PANI）作为一种新型的导电

高分子材料，其绿色环保性及防腐优越性使其在金属防腐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难溶性及附着力差等特点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文以水/二甲苯油包水反相乳液聚合体系制备了掺杂态聚苯胺流体，并对其宏观流动性和流变

性能等进行了表征。以 E51 环氧树脂作为成膜基底，651 聚酰胺作为固化剂，采用共溶的方法制备了无溶剂聚苯胺流

体/环氧树脂复合涂料，并涂覆在铜片上对其防腐性能进行了电化学表征，将电化学腐蚀电流和塔菲尔极化曲线的结

果进行综合对比，发现无溶剂聚苯胺流体的添加量为 3%时复合涂料具有最好的防腐性能。 

关键词：聚苯胺；流体；环氧树脂；涂料；防腐 

HP028 

提升氟代苯并三唑类宽带隙聚合物在有机太阳电池中光伏响应的策略 

樊宝兵,应磊,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近年来，随着有机/聚合物太阳电池（OSCs）器件的快速发展，宽带隙（WBG）聚合物电子给体因其在构建互

补型吸收光谱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得到广泛关注。为了提高基于 WBG 聚合物太阳电池器件的光伏性能，我们发展了一

系列基于氟代苯并三唑（BTA）单元的新型 WBG 聚合物材料，并通过添加第三组分方式提升该类给体的光伏响应。

我们首先将侧链改性的聚合物添加剂 PBTA-FPh 添加到初始聚合物给体（PBTA-BO）和富勒烯受体（PC71BM）的

共混体系中，由于 PBTA-FPh 侧链的极性基团对其与 PBTA-BO 共混物表面能的有效调节作用，给/受体之间的相容

性显著改善，基于 PBTA-BO:PC71BM :PBTA-FPh 的 OSCs 器件可以获得 7.91%的功率转换效率，该效率是氟代三唑

类 WBG 聚合物在富勒烯型 OSCs 中的最高效率。我们进一步选择氟代非富勒烯受体（IFBR）作为第三组分，将光

电转换效率显著提升至 8.1%。 

关键词：氟代苯并三唑；宽带隙聚合物；聚合物添加剂；三元共混；有机太阳电池 

HP029 

聚合物辅助构筑高灵敏度深银纳米井阵列及其应用 

刘雪瑶,刘文东,房丽萍,叶顺盛,沈淮中,杨柏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金属纳米孔阵列由于其光谱性质简单可调的性质被广泛应用于等离子体传感器的构筑。然而如今大多数基于金

属纳米孔阵列的等离子体传感器是用薄金属厚度的孔得到的，其灵敏度通常在 300-600 nm·RIU-1。受限的灵敏度进

一步将有碍结构的传感应用。因此实现具有优异灵敏度纳米结构的构筑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目前普遍存在的构筑

金属纳米孔阵列的方法大都成本较高，不适于大面积制备。方便普适的构筑大面积高有序纳米结构的方法将赋予结

构可控构筑及可重现性的优点，这也就加速了纳米结构向实际传感应用的迈进。我们借助于聚合物自组装得到的高

度有序结构，结合胶体刻蚀与金属沉积的方法构筑了高灵敏度（933 nm·RIU-1）、大面积有序的深银井阵列，其光学

和传感表现通过对其结构参数的全面调控得以逐渐优化。所得结构被用作抗原-抗体识别免疫分析的基底作为概念验

证其生物传感能力的佐证，结果表明深银纳米井阵列具有生物传感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深银纳米井阵列；胶体刻蚀；折射率传感 

HP030 

溶剂诱导聚合物杂化一维光子晶体调控碳点荧光 

武雨昕,沈淮中,张俊虎,杨柏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光子晶体作为一类具有光子禁带特性的有序结构，调控光的传播是其固有属性。其中聚合物/无机杂化一维光子

晶体充分整合聚合物和无机材料的特性，功能多样，近年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碳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型发光材

料，其来源广泛，发光效率高，稳定，低毒，在生物成像，光电器件和检测器等领域崭露头角。但是其较宽的发射

特征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应用。研究者多致力于从提纯方法和后修饰入手对其进行改善，然而这样的方法不具有普适

性，开发一个普适的，操作简便的调节碳点荧光的方法才是优先选择。本文中我们利用具有缺陷层的聚合物/无机杂

化一维光子晶体形成的光子通带，实现了对碳点荧光的窄化，研究了每一组分膜层厚度变化与荧光峰位调节之间的

规律，在此基础上得益于聚合物杂化光子晶体对溶剂的刺激响应性，我们实现了利用不同种类纯溶剂与不同浓度混



 
 

415 
 

合溶剂对碳点荧光的调节。 

关键词：一维光子晶体；碳点；溶剂响应；荧光调控 

HP031 

基于双硼氮桥联联吡啶（BNBP）单元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 

龙晓静,窦传冬,刘俊,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具有柔性、成本低、重量轻等优点，已成为太阳能电池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由于 n 型高

分子电子受体材料的种类和数量远远少于 p 型高分子电子给体材料，因此，开发 n 型高分子受体材料成为全高分子

太阳能电池研究的核心主题。有别于采用酰亚胺结构设计高分子受体材料的传统思路，我们采用硼氮配位键构建了

双硼氮桥联联吡啶（BNBP）单元，开发出基于 BNBP 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该类高分子具有 LUMO 轨道离域的

特点，其 LUMO 能级可通过共聚单元有效调控。我们制备了一系列八个 BNBP 高分子，其 LUMO 能级实现了从-3.30 

eV 到-3.70 eV 的连续分布和精细调控。这系列 BNBP 高分子即可作为电子受体材料，也可作为电子给体材料。其作

为受体材料与 PTB7-Th 共混制备的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器件 PCE 超过 4%。结果表明，共轭高分子能级结构的精

细调控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活性层材料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LUMO energy level; polymer electron acceptors; B←N unit; polymer solar cells 

HP032 

D-A 型窄带隙聚合物的受体单元变化实现光电探测器的宽光谱响应和高探测率 

任俊涛 1,2,王植源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近年来，具有宽光谱、高探测率的给受体型共轭聚合物替代无机半导体探测器得到广泛关注。改变给受体型共

轭聚合物的给体和受体类型可显著改变聚合物的光谱范围、能级以及聚合物形貌。而以效果较好的受体为基础，修

饰组合得到新的受体单元，易于调节，结果可期。本文以吡咯并吡咯烷酮（DPP）为基，对 DPP 二聚得到新受体单

元 M2， 以 DPP、苯并噻二唑，DPP 合成 M3，选用苯并双噻吩为给体单元，通过斯蒂尔偶联反应得到三种聚合物 P1、

P2 和 P3。三种聚合物的吸收光谱明显红移，LUMO 能级显著降低。其中以 P3 为活性层的光电探测器有最好的薄膜

形貌，在-0.1v 的偏压下，330-900nm 光谱范围内得到了超过 1012 琼斯的高归一化探测率。相比 P1，既显著拓宽了

光谱响应范围，又保持了较高的归一化探测率。表明以已知受体单元为基础，合理设计和合成新的受体单元拓宽光

电探测器的光谱响应范围和提高其归一化探测率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光电探测器；受体单元；宽光谱吸收；高探测率 

HP033 

CO2响应聚合物：从自组装到智能表面 

刘汉斌 1,2,冯玉军 2,3,Philip G Jessop4 

1.中国轻工业纸基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科技大学，西安，710021 

2.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成都，610041 

3.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成都，610041 

4.Department of Chemistry,  Queen’s University, 90 Bader Lane, Kingston, ON, Canada, K7L 3N6 

CO2 气体作为一种新的刺激响应方式，具有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节能、环境友好、无毒、可逆性好、生物相

容性好等优点。因此，CO2 响应聚合物材料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利用 CO2 气体刺激实现对聚合物自组装形貌的调

控，以及材料智能表界面的控制，在药物可控释放、生物传感、智能芯片等领域有潜在应用。本文介绍了具有 CO2

响应特性的系列三嵌段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以及基于这些聚合物构建的不同形式的自组装结构，包括囊泡、蠕虫

状胶束、多隔室胶束。利用 CO2 气体实现了自组装形貌之间的调控，探讨了形貌转变的机理。此外，我们还结合聚

多巴胺仿生技术与可控自由基聚合技术，在金属表面构建 CO2 刺激响应表面，实现了表面亲-疏水性质的 CO2 气体

调控。利用这种“开关”型的智能表面实现了对带负电荷的微纳米颗粒的可控捕获与释放。这些研究将为 CO2 响应聚

合物的应用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二氧化碳；刺激响应；聚合物；自组装；智能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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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34 

多彩发光的自掺杂电纺纤维及其电学性能研究 

虞梦娜 1,薛伟 1,刘彬 1,林进义 2,白鲁冰 2,石乃恩 1,解令海 1,黄维 1,2 

1.南京邮电大学，2.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聚（9-（4-辛氧基）-苯-2,7-芴-9-醇）PPFOH 和聚乙烯咔唑（PVK）的超分子掺杂复合体系能够实现其电纺

纤维的多彩发光，并呈现半导体特性。通过调控二元共混体系中超分子功能化共轭聚合物的掺杂比例（0.1%-10%），

可调控其链间能量转移过程，实现在其分散的电纺纤维中不同强度的超分子作用，最终获得一系列发光可调的纤维

（从蓝光，天蓝光，近白光到蓝绿光，绿光和黄光）。并且与传统的绝缘纤维对比，PPFOH/PVK 纤维具有优异的导

电行为，且其导电性随着 PPFOH 掺杂比例的增加而增加，为构筑廉价，简便的聚合物纳米器件提供了有效的超分子

复合策略。 

关键词：电纺纤维；多彩发光；超分子复合；导电性 

HP035 

具有高介电常数和良好共混膜形貌的氰基富勒烯衍生物 

张生 1,2,张子建 1,2,刘俊 1,王利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有机太阳能电池（OPVs）能量转化效率（PCE）低于无机太阳能电池，根本原因是有机半导体材料的相对介电

常数（εr）较低。科学家根据理论计算预测提高材料的 εr 可以大幅提升 OPVs 的性能。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该预测

尚未实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高 εr 与良好的体相异质结共混膜形貌存在矛盾。高 εr 有机半导体材料通常含有极性基

团，使材料的表面能增大，材料的相容性变差，不能实现较好的共混膜形貌。本文报道了一系列含有氰基的富勒烯

衍生物，其 εr（εr = 4.9）高于 PC61BM（εr = 3.9），电子迁移率不低于 PC61BM，LUMO/HOMO 能级与 PC61BM 相

同。尽管氰基功能化的富勒烯受体材料具有较大的极性，但是该类材料仍然能够与经典给体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该系列受体材料应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展示出良好的活性层形貌和高于 PC61BM（PCE = 4.56%）的器件性

能（PCE = 5.55%）。 

关键词：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高相对介电常数；氰基；体相异质结 

HP036 

石墨烯低沸点有机溶剂分散剂 

张璐,刘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传统的石墨烯有机小分子分散剂由于其与石墨烯的吸附作用力有限，只能将石墨烯分散在水中，无法将石墨烯

分散在低沸点有机溶剂中，因而限制了溶液加工的石墨烯在光电器件领域的应用。我们提出以具有超大 π 共轭单元

的边缘羧基化石墨烯量子点（ECGQD）作为分散剂，利用超大 π 共轭单元与石墨烯间的强 π-π 相互作用，在有机溶

剂中也能牢牢地吸附在石墨烯表面；边缘羧基化的结构避免了 ECGQD 基面上的含氧官能团（环氧/羟基）的空间位

阻作用阻碍分散剂分子与石墨烯的吸附；边缘丰富的羧酸官能团使石墨烯具有很好的溶液分散性，实现了石墨烯在

低沸点有机溶剂中的分散。以 PCDTBT:PC71BM 作为活性层的器件能量转换效率达到 7.34%，优于使用传统的阴极

界面材料（钙，6.67%）的器件性能。 

关键词：石墨烯；边缘羧基化石墨烯量子点；低沸点有机溶剂 

HP037 

光控可编程形状记忆高分子 

李果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 

形状记忆聚合物是（Shape Memory Polymers）是指具有响应外界刺激并改变自身形状能力的聚合物。热致 SMP

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其形状记忆循环过程主要包括以下 3 步：1. 加热至一高温；2. 施加外力使其变形；3. 降温以

固定形变；4. 加热使形状回复。通过添加金纳米粒子、碳纳米管、石墨烯等响应性填料到热致 SMP 基体中，则可通

过光、电场等刺激简介加热聚合物使其形状回复，然而临时形状的获得仍然较为繁琐，限制了其应用。这里我们报

道一种半结晶热致形状记忆聚合物，其形变的固定与回复均无需温度改变的参与，其临时形状可一步在室温下直接

变形而获得，形状的回复则可通过光控实现。此外，通过使用“化学墨水”对其进行表面处理，我们实现了聚合物膜从

2D 到 3D 图案化的光控形状转变。该材料对形状记忆聚合物的设计与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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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状记忆高分子；光响应高分子 

HP038 

面向化学传感和智能驱动应用的荧光高分子水凝胶 

路伟,张佳玮,陈涛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荧光高分子水凝胶是一类具有发光能力的高分子软材料，由于其三维聚合物交联网络中包含大量的水分子，与

水溶液接触时界面张力小，易与周围的水环境发生物质交换进而诱导水凝胶的溶胀或去溶胀，同时伴随着荧光性能

的显著变化，因而在智能驱动、分子识别、传感检测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然而，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目前

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诸多需要努力的方面。我们长期从事刺激响应性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先后在智能荧光高分子

材料的可控合成、结构表征和传感性能研究，以及智能高分子水凝胶的分子设计和材料制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基

础研究工作，也特别关注面向化学传感和智能驱动应用的荧光高分子水凝胶的前沿探索研究。在这里，我们报道一

种 pH 响应性的荧光高分子水凝胶，并分别构筑了一种可用于 dCO2（溶解 CO2）定量分析的荧光化学传感器及具有

三维复杂形变的各向异性水凝胶驱动器。  

关键词：荧光高分子水凝胶；dCO2 传感器；仿生驱动器；三维复杂形变 

HP039 

含二噻吩[3,2-b:2',3'-f]吖庚因的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和光电性质 

沈平,王健,尹攀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411105 

二噻吩[3,2-b:2',3'-f]吖庚因（DTA）是一种芳杂环融合吖庚因单元，具有良好的热和电化学稳定性以及平面性。

DTA 单元为富电子多元环体系，可用作给电子单元。然而这类含 DTA 单元的聚合物光电性能未见详细报道。为探究

含 DTA 单元聚合物的光电性质，通过与不同给电子和吸电子单元共聚，获得了两类基于 DTA 单元的共轭聚合物。

其中 PDTA-T、PDTA-DT 和 PDTA-BDT 为 D-D 型共轭聚合物；而 PDTA-BT 和 PDTA-DPP 则为 D-A 型共轭聚合物。

详细研究了共聚物的热稳定性、光物理和电化学性质。结果表明改变不同的共聚单元，可实现对共聚物的吸收光谱、

带隙和电子能级的有效调控。共聚物的光学带隙为 2.42 -1.55 eV；HOMO 能级均较低，在-5.25~-5.50 eV 之间。宽和

中等带隙的共聚物可用于构筑叠层器件或非富勒烯体系太阳能电池中，而低带隙的共聚物有望用作富勒烯体系的太

阳能电池中。 

关键词：二噻吩[3,2-b:2',3'-f]吖庚因；共轭聚合物；光电性质；合成 

HP040 

氮掺杂碳量子点的绿色制备及应用 

慈吉良,王超,吴敏,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碳量子点是一种三维尺寸小于 10 nm 的纳米材料，由于其独特的光学性质、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低毒性，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碳量子点的制备方法有电弧法、电化学氧化法、水热法和微波法等，但是碳量子点的量子产率很

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备高量子产率的碳量子点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抗坏血酸和聚乙烯亚胺为原料，通过水热

反应制备了氮掺杂碳量子点（N-CQDs），然后通过透析和冷冻干燥得到提纯的氮掺杂碳量子点粉末。制备的氮掺杂

碳量子点粒径均一，尺寸在 2-4nm 范围内。其荧光发射光谱波长随激发光谱波长增加而增加。氮掺杂碳量子点对 Cu2+

具有选择性荧光猝灭现象，说明其可用于对 Cu2+的特异性检测。 

关键词：碳量子点；氮掺杂；荧光；离子检测 

HP041 

含 S,S-二氧-二苯并噻吩并茚单元的蓝光聚合物 

张俞浩,梁俊飞,彭沣,何锐锋,杨伟,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S,S-二氧-二苯并噻吩并茚单元结构中包含强拉电子基团（砜基），可以提高单元的电子亲和势，使整个单元表现

出缺电子的性质；同时，S,S-二氧-二苯并噻吩并茚单元存在较大的共轭平面，具有高的荧光量子产率和合适的载流

子传输性能，是一类有潜质的缺电子单元。本文通过合成这类新型的 S,S-二氧-二苯并噻吩并茚单体，并通过 Suzuki

聚合方法将其分别引入聚芴和聚咔唑主链中，获得一系列具有双极性传输性能的蓝光聚合物。同时通过溶液加工的

方法制备了结构为 ITO/PEDOT:PSS/polymer/CsF/Al 的单层器件，分别获得最高电流效率为 2.98 cd A-1 和 2.75 cd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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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为 16006 cd m-2 和 17437cd m-2，色坐标为 CIE（0.16,0.12）和（0.17, 0.19）的器件性能，显著提高了聚芴和聚

咔唑的电致发光效率。 

关键词：S,S-二氧-二苯并噻吩并茚；聚芴；聚咔唑；蓝光发射；聚合物发光二极管 

HP042 

由光子晶体制备高性能荧光碳点及其图案化应用 

成瑞,佟玉龙,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随着纳米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各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层出不穷，广泛应用于科技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碳点是一种

尺寸小于其玻尔半径的新型纳米材料，具有显著的小尺寸效应，量子限域效应和表面效应，从而使碳点具有特殊的

光、电、磁、力学及热力学性能。其中，碳点的荧光性能获得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对其荧光性质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开发了各种应用。为了在应用中有更好的效果，首先要制备高性能的碳点。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

是水热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它通常是用水、乙醇或者有机溶剂作为溶剂，用含碳的物质作为碳源，利用水热釜

中的高温高压来促进反应的进行。本文报道的是利用聚苯乙烯光子晶体（PS）为碳源，水作为溶剂，通过水热法来

制备高性能的荧光碳点。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安全可靠，可重复性强，制备的碳点具有较高的荧光强度，利用喷墨

打印技术可实现图案化。结果表明，通过水热法，利用光子晶体作为碳源可以获得高亮度、荧光性能稳定的碳点。  

关键词：水热法；光子晶体；碳点；图案化 

HP043 

噻吩砜——一种新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的设计方法 

孟彬,苗俊辉,刘俊,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相对于大量开发的高分子电子给体材料，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的种类少、数量少。已有的高效高分子电子受体

材料的分子设计策略，一是基于酰亚胺结构（例如苝二酰亚胺单元或萘二酰亚胺单元），二是基于硼氮配位键。鉴于

噻吩砜结构具有大幅度降低共轭体系 LUMO/HOMO 能级、减小带隙的作用，我们提出一种新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

设计方法，即构建基于噻吩砜单元的共聚物。为了进行对比，我们同时合成了含噻吩单元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在

共轭高分子骨架中，用噻吩砜单元取代噻吩单元，使高分子的 LUMO/HOMO 能级降低 0.9 eV/0.4 eV，将一个典型的

高分子电子给体材料转变为电子受体材料，同时带隙的降低使高分子吸收光谱红移了 110 nm。基于噻吩砜高分子电

子受体材料的太阳能电池器件，初步能量转换效率为 0.64%。材料的基本光电性质及初步器件性能证明了噻吩砜类高

分子电子受体材料的可行性。 

关键词：高分子太阳能电池；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LUMO/HOMO 能级；噻吩砜 

HP044 

纳米银颗粒包覆聚酰亚胺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作为柔性表面拉曼增强光谱基底的研究 

孔鲁诗,齐胜利,刘源,董国庆,顾萍,王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表面拉曼增强光谱（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作为一种高灵敏度的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

水质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理想的 SERS 基底的制备是 SERS 技术实用化的关键步骤，随着纳米科技的发

展及现代检测的要求不断提高，SERS 基底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为实现利用 SERS 快捷高效地进行现场检测的目

的，柔性基底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静电纺丝法和离子交换还原法制备得到了纳米银颗粒包覆的聚酰亚

胺柔性纳米纤维膜。以 p-ATP 作为探针分子，对其作为基底增强拉曼信号的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该柔性基

底具有优异的拉曼增强效果且重复性良好。同时，该柔性基底的制备方法简单快捷，可实现大规模批量化制备，可

极大的促进 SERS 技术的实用化。 

关键词：SERS；纳米银；聚酰亚胺；静电纺丝 

HP045 

基于 AIE 效应的纤维素试纸的制备及其对气相神经性毒剂的荧光比率检测 

黄帅玲,武英龙,曾钫,孙立和,吴水珠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相比于荧光增强型和淬灭型传感器，比率型传感器具有较强的抗环境因素干扰能力，因而被广泛用于生化领域

的检测。现今，无色、无味但杀伤力极强的气相神经性毒剂制造过程廉价简易。因此，急需开发气相神经性毒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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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比率传感器。本文将二苯胺作为电子供体，乙烯基吡啶作为传感器响应基团和电子受体，接至具有 AIE 效应的

四苯基乙烯，合成出荧光红移的 TPE 衍生物荧光染料，并利用染料的均一溶液简易沉积法，制备得均匀的纤维素试

纸型荧光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较好的透气性，其上的吡啶基团可通过亲核作用快速进攻气相神经性毒剂强亲电性

的磷酸基团，从而引起荧光信号的改变，实现对气相神经毒剂有选择性的荧光比率检测。其检测下限达到 1.82 ppb，

低于所报道的快速危及生命和健康的浓度(7 ppb)。作为首个用于快速检测气相神经毒剂的 AIE 荧光比率纤维素试纸，

其便于携带，可实现实时检测，为今后其他相应传感器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神经性毒剂；荧光比率型；纤维素试纸 

HP046 

微结构化柔性压敏传感器的制备与研究 

王芝慧,张玲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随着电子器件朝智能化和可穿戴化方向发展，既能检测受力又具有柔性的新型压敏传感器受到广泛关注。而高

性能压敏传感器需要具备的关键因素是良好的柔韧性和高灵敏度。本文通过静态呼吸图的方法制备了半球状阵列结

构的柔性压敏传感器。有序的结构化半球阵列不仅赋予了该传感器良好的柔性，同时确保接触电阻随外力作用精确

变化。所制得的压敏传感器在低压下展现出高达 196KPa-1 的灵敏度，在较大的压力下灵敏度也可达到 12.8KPa-1，

同时压力检测极限低至 5Pa，对不同的外界刺激能产生快速精确的响应信号。另外，该传感器在 1V 的操作电压下能

维持良好的导电性和灵敏度，并且在 10000 次以上的施压/卸压循环过程中能保持稳定的电信号输出，具备优异的稳

定性和耐久性。因此所制得的压敏传感器在电子皮肤、可穿戴设备，尤其是健康监测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压力传感器；阵列结构；呼吸图法 

HP047 

新型高性能含 D-A 结构聚芳酮类电致变色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韩韫韬,陈峥,姜振华 

吉林大学 130012 

随着 OLED 的广泛使用，有机显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电致变色材料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应

用有：无背光显示器、建筑及汽车用智能窗、车内防眩后视镜、单兵与军用装备的伪装以及卫星的智能热控等。鉴

于此，本工作通过分子设计，以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聚芳酮为主体材料，通过引入电致变色基团三苯胺和咔唑及其

衍生物，形成给体-受体结构，制备出一系列含有三苯胺咔唑结构的聚芳酮（PAK-CzTPAs），并对其基本性能和电致

变色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这类材料既拥有特种工程塑料良好的热稳定性又通过 D-A 结构形成分子内电荷迁移

效应得到良好的电致变色性能。该材料在中性状态下为透明的淡黄色，氧化态为深蓝色，特别是其能带隙与同样是

主链非共轭的聚酰胺类电致变色材料相比较有显著下降。 

关键词：聚芳酮；电致变色；D-A 结构 

HP048 

聚 2,3,7,8-四辛基-5,5-螺硅芴蓝光高分子 

许修尚 1,2,丁军桥 1,王利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由于 9-位的硅原子的连接，聚硅芴能够有效地抑制传统聚芴中的芴酮缺陷，是构造光谱稳定蓝光高分子的理想

平台。由于 C-Si 的键长大于 C-C， 使的聚硅芴分子间易于相互堆积，导致 EL 光谱中在 460- 650nm 处存在较强的

间峰发射，最终影响纯蓝光的发射和膜态荧光量子效率。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采用螺位连接的方式，设计合成了聚

螺硅芴的均聚物。与聚硅芴（λem = 428nm, 448nm; Φ = 0.62）相比，聚螺硅芴的发射光谱蓝移到 420nm，膜态荧光

量子效率增加到 0.84，是一种潜在的新型高效蓝光聚合物材料。 

关键词：关键词：聚螺硅芴；蓝光；聚合物发光二极管 

HP049 

基于质子掺杂机理的碳量子点高灵敏双光子荧光 pH 探针 

刘彦峰,贾叙东,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46 

细胞内 pH 检测作为细胞成像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作为细胞内 pH 探针的材料，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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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近中性的生理区间具有灵敏的响应外，也要求较小的生物毒性和光毒性。近年来随着量子点材料的兴起，人们

发现量子点等荧光纳米颗粒相对于传统的小分子荧光材料具有更好的双光子吸收性能，适用于光毒性很低的双光子

成像方法，其中碳量子点由于其生物毒性较小更适合于活细胞成像。基于碳量子点的双光子荧光 pH 探针已有报道，

但其往往基于表面后修饰的处理来赋予 pH 响应性能，合成较为复杂。为实现一步法合成具有灵敏 pH 响应性能的碳

量子点，我们基于导电聚合物聚苯胺的质子掺杂-去掺杂机理成功设计合成了具有灵敏 pH 响应荧光的聚苯胺碳量子

点并将其用于细胞内 pH 检测，结果显示所制备的碳量子点在近中性生理区间具有灵敏的 pH 响应性双光子荧光，适

合于活细胞双光子荧光 pH 检测。 

关键词：碳量子点；双光子荧光；聚苯胺；pH 探针 

HP050 

一种可重复用于检测苏丹染料的固体荧光纤维膜的制备 

吴铭,吴应忠,缪克松,范丽娟 

苏州大学 215123 

苏丹染料是一种偶氮类的工业染料，主要用于对化妆品、油、蜡、溶剂和纺织品的增色。它被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归类为人类致癌物，中国和欧盟等国家都不允许其作为添加剂加入到任何食品中。我们利用静电纺丝技术设计制

备了一种固体荧光纤维膜，聚对亚苯基亚乙烯/聚乙烯亚胺/聚乙烯醇（PPV/PEI/PVA），可基于内滤效应有效检测苏丹

染料。首先，我们采用 Wessling 法合成了水溶性的 PPV 前驱体（pre-PPV），再将其与溶解有 PEI 和 PVA 的水溶液混

合，搅拌均匀后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成纳微米纤维膜，最后通过热消除反应得到具有明亮绿色荧光的固体纤维膜

PPV/PEI/PVA。由于纤维膜的发光谱带与苏丹染料的吸收谱带具有很大的重叠，因此可利用内滤效应快速检测溶液中

的苏丹染料。实验证明，该固体荧光纤维膜不仅可以有效检测苏丹染料，并且具备良好的可重复使用性；在重复使

用多达 10 次后，其荧光性能和检测性能均未发现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聚对亚苯基亚乙烯；纤维膜；苏丹染料；内滤效应；荧光传感 

HP051 

以亚酞菁为核的苝酰亚胺星型分子受体 

杭昊 1,2,童辉 1,王利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苝酰亚胺（PDI）具有大共轭平面结构，高电子亲和能和较宽的太阳光谱响应范围，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有机太

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设计。然而 PDI 分子之间过强的聚集性能导致了混合膜大范围的聚集结构，从而使得

器件效率较低。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引入了具有锥形结构的亚酞菁（SubPc）分子作为中心核，合成了非富勒烯星型

受体 SubPc-3PDI，与聚合物给体 PTB7-Th 共混制备了体异质结器件。结果表明亚酞菁中心核有效减弱了 PDI 片段间

的堆积，正置器件效率达 2.3% 

关键词：苝酰亚胺；亚酞菁；非富勒烯受体  

HP052 

分散聚合法制备光学活性聚炔微球 

赵彪,邓建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光学活性螺旋聚合物粒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类新型功能材料结合了粒子与手性聚合物的优点，

在手性识别、手性拆分以及不对称催化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选用四种取代炔单体，其中包括两个非手

性单体以及一对手性单体，通过分散聚合方法来制备聚炔微球。扫描电镜的结果表明四种单体均可以制备得到粒径

均一的微球。随后对微球进行圆二色谱的表征，结果证明手性单体聚合得到的微球具有光学活性。随后我们跟踪成

球过程，对不同时间段的产物进行电镜和分子量的表征，根据测试结果提出了取代炔单体分散聚合的成球机理。 

关键词：光学活性；螺旋聚合物；分散聚合；微球 

HP053 

单臂偶氮胆甾诱导液晶螺旋聚二乙炔的选择性可控合成 

许洋洋,付素雅,宇海银 

安徽师范大学化材学院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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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维共轭主链聚二乙炔具有独特的环境刺激响应灵敏性，而将不对称结构引入聚二乙炔体系能够获得诸多新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包括：不对称催化、生物或化学传感、手性开关、偏振荧光等。我们将系列不同间隔基长度的

单臂胆甾取代偶氮苯类衍生物引入到二乙炔盘状氢键复合物液晶体系，形成不对称液晶反应场，探索在普通紫外光

照下单体的聚合行为。研究发现，光聚合反应所得聚二乙炔的手性方向取决于手性掺杂剂的手性方向；并且遵从“将

军-士兵原则”，即少量的单臂偶氮胆甾便可调控大量聚二乙炔主链螺旋结构的生成。另外利用偶氮苯基元的光致异构

化反应，我们成功实现了聚二乙炔手性结构的可控调节：当间隔基长度为 0 时，反式单臂偶氮胆甾能诱导出非常明

显的聚二乙炔手性 CD 信号，经 365 nm 紫外光辐照得顺式偶氮，结果导致聚合所得聚二乙炔 CD 信号显著下降；而

当间隔基长度为 2 或 6 时，偶氮苯的顺反异构对于聚二乙炔的科顿效应影响较弱或几乎没有影响。 

关键词：聚二乙炔；手性；液晶；偶氮胆甾；不对称催化 

HP054 

基于弹性纤维垫的三维可拉伸导体 

段莎莎,张玲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可拉伸导电材料是下一代的柔性电子设备如：可穿戴设备，电子皮肤，智能服装等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备

可拉伸导电材料的一种有效且常用的方法是将导电组分与柔性的聚合物基体结合。本文利用静电纺丝技术获得了一

种高可拉伸的聚氨酯纤维垫，并在纤维表面聚合形成了导电高分子层，得到一种三维结构的导电纤维垫，最后用高

弹性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来封装导电纤维垫，进一步改善纤维垫的回弹性和强度，得到了一种高可拉伸的导

电材料。拉伸时，纤维骨架通过重排和取向承担了一部分的应变，改善了材料在拉伸时电性能的保留。这种三维可

拉伸导电材料在拉伸 100%时，电阻仅增加了 20%。拉伸 50%循环 100 次电阻仅轻微增大，弯曲循环 2000 次电阻不

变。 

关键词：可拉伸导电材料；聚氨酯纤维垫；导电高分子 

HP055 

基于稠环邻菲罗啉的红光嵌段共轭聚合物及其量子点：合成、表征及细胞成像研究 

严春梅,陈于蓝 

天津大学 300350 

将之前发展的稠环 1,10-邻菲罗啉单体与芴的双硼酸酯、双溴代苯并噻二唑联二噻吩三元共聚，合成了在深红及

近红外区有荧光发射的聚合物（P1、P2）。将 P1 通过纳米再沉淀法制得粒径小于 20 nm 的聚合物量子点（Pdots），

通过紫外可见光谱和荧光发射光谱研究证明 Pdots 的荧光发射峰在 677 nm，具有较大的斯托克斯位移（162 nm）和

较高的荧光量子效率（6.2%）。利用双亲性聚合物（PSMA）实现 Pdots 的表面功能化，并进一步与链霉亲和素共价

偶联，实现了 Pdots 对细胞的微管蛋白标记。细胞毒性测试证明制备的 Pdots 对细胞活性影响小，具有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另外，我们通过把 P2 用三甲胺水溶液离子化，成功地制备了水溶性的红光聚合物 P3，其紫外吸收峰和荧光发

射峰分别为 486 nm 和 623 nm，说明稠环 1,10-邻菲罗啉是构筑具有生物相容性的高效红光材料的理想单元。 

关键词：1,10-邻菲罗啉；红光材料；聚合物量子点；细胞成像 

HP056 

光电双响应二茂铁基偶氮苯基聚合物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夏霞,俞豪杰,王立,邓正 

浙江大学 310027 

光刺激响应材料和电刺激响应材料由于响应速度快、效率高、无污染等优点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偶氮苯聚

合物是一类重要的光刺激响应材料，在紫外/可见光的刺激下表现出独特可逆的顺反异构现象；二茂铁基团以其优异

的电化学活性、热稳定性和光稳定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刺激响应材料中。将二茂铁基团和偶氮苯基团同时引入

聚合物中，可以得到光电双响应的聚合物材料，在信息存储、分子器件、离子识别等领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本文

用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合成系列光电双响应二茂铁基偶氮苯基聚合物 P(FcEMA-co-MAAzo)s，将偶氮苯和二茂铁基团

定位在聚合物侧链以保证光电响应的速率，利用不同波长的光照、氧化还原刺激控制聚合物侧链上偶氮苯基团的顺

反异构体和二茂铁基团的氧化还原状态，从而调节聚合物溶液的颜色及紫外吸收，在高密度信息存储、离子识别等

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二茂铁；偶氮苯；光电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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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57 

酚胺仿生修饰制备高导电镀银粉体 

郝明正,岳星闪,邹华,田明,张立群,王文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电子电气产业的飞速发展，电磁干扰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通过添加导电或导磁粒子的电磁屏蔽材料，能

够反射或吸收电磁波，抑制电磁辐射的危害。镀银粉体具有导电性好，成本低，密度小等优点，成为目前常用的电

磁屏蔽填料。传统的镀银粉体制备方法存在着步骤繁琐，设备昂贵，试剂有毒有害，银层与基体结合力差等缺点。

因此，开发一种操作简便、安全环保、成本低、导电性好的镀银粉体制备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邻苯二酚

与多胺在碱性条件下通过氧化共沉积对多种基体（玻璃微珠、铝粉、芳纶纤维）进行表面修饰，随后通过银镜反应

制得镀银粉体。聚（邻苯二酚-多胺）作为二次功能化的平台，其中的含氮基团具有还原 Ag+的作用，邻位羟基能与

银粒子络合，充当基体与银层间的粘结层，提高银的附着力。本方法反应条件温和，过程、设备简单，环保安全，

反应时间短，成本低，制备的镀银粉体电导率达到 104S/cm，适合工业生产和广泛应用。 

关键词：化学镀银；电磁屏蔽；仿生修饰；邻苯二酚 

HP058 

基于苯并二呋喃单元的宽带隙聚合物的设计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朱鹏,应磊,黄飞 

华南理工大学 510006 

近年来，宽带隙聚合物给体因其与非富勒烯受体吸收互补、能级匹配等诸多优点而得到广泛关注。在此，我们

课题组设计合成酰亚胺功能化的苯并三唑（TzBI）单元，并基于此进行分子主链改性，合成一系列新型宽带隙聚合

物给体材料，并成功应用于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电池中。苯并二呋喃（BDF）由于其平面性好、电荷迁移率高、溶

解性好、生产来源丰富、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在聚合物电池中广泛应用。通过将 TzBI BDF 单元共聚获得的聚合物给

体 PBDFTzBI 具有较宽的光学带隙（1.81 eV），其吸收光谱与非富勒烯受体互补，有助于获得较高的短路电流。在

120℃热退火条件下，基于 PBDFTzBI 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电池器件效率最高 8.20%.。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苯并二呋

喃和酰亚胺并苯三唑单元在构筑新型高效宽带隙聚合物给体方面很有前景。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电池；宽带隙聚合物；苯并二呋喃；非富勒烯 

HP059 

助溶剂在悬浮聚合制备聚炔微球中的作用 

张英杰,邓建平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100029 

悬浮聚合因为反应热容易排出，同时产物粒径相对乳液聚合较大且易分离，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聚合物大粒子的

制备。与常规烯类单体的悬浮聚合不同，相当一部分炔类单体是固体，并且常用的催化单取代炔类单体的铑催化剂

也是固体，这就使得助溶剂的使用变得必不可少，而助溶剂对聚合反应过程和产物形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

了系统研究助溶剂的作用，本文选用了一种芳香类炔单体和六种助溶剂(与水互溶：四氢呋喃，N,N-二甲基甲酰胺，

N,N-二甲基亚砜；与水不互溶：二氯甲烷，三氯甲烷，环己酮）进行水体系中的悬浮聚合。通过改变助溶剂的种类

和用量，我们发现使用水溶性助溶剂会得到纳米级粒子而非水溶性则得到微米级粒子，并且粒径随助溶剂极性增加

而减小。当使用同种助溶剂但是用量增加时，依然可以形成规整的球形粒子并且粒径和分子量同时逐渐减小。 

关键词：手性；螺旋聚合物；光学活性聚合物粒子；取代聚炔；悬浮聚合 

HP060 

侧链和氟原子对氯代苯并噻二唑四噻吩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光伏性能研究 

陈晖,胡志明,王欢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领域，对含氯聚合物给体的探索还是非常缺乏，因此对于其光伏性能的系统研究还需引起

更多的重视。侧链对聚合物给体材料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聚合物链之间以及聚合物与富勒烯之间的相互作用都

与侧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侧链还会对聚合物的可加工性能产生影响。另外氟取代的共轭聚合物有利于降低

给体材料的最高占据分子轨道能级，从而提高开路电压最终提高器件的性能。因此，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聚合物

PCBT4T-2OD 进行修饰，将 PCBT4T-2OD 的侧链进行缩短，希望对比不同的侧链对聚合物性质及性能的影响；在

PCBT4T-2OD 和 PCCBT4T-2OD 的基础上引入寻找中间过渡态，将其中的一个氯原子换成原子尺寸更小的氟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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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有望得到更高效的太阳能电池材料。通过 F, Cl 一起来调节聚合物太阳电池的性能，通过两者结合最终使

其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对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器件效率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电池；氯原子；侧链；开路电压 

HP061 

基于吡咯并吡咯二酮(DPP)的 F- 电聚合微孔薄膜荧光传感器 

冯宇婷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吡咯并吡咯二酮(DPP)的有机荧光分子 DPP-DWCZ，并采用电化学聚合（电聚合）的方

法将该材料聚合成膜，其电聚合薄膜可用作 F-的荧光薄膜传感器，用于检测有机相中的 F-，该方法检测限可以达到

4.1×10-8 M。电聚合方法具有低成本、操作简单、无需催化剂、薄膜形貌可控等优点，且所制备的电聚合薄膜具有高

度交联的网状结构，更加方便 F-和电聚合薄膜的接触。实验结果表明，当 F-的浓度达到 1×10-4 M 时，薄膜的淬灭率

达到 67%。检测机理为：F 是一个强的带负电原子，可以和酰胺基团上的-NH 形成强烈的氢键，影响了从酰胺基团

到共轭体系之间的分子内电荷转移（ICT），引起了酰胺基团的去质子化，进而导致了薄膜的荧光淬灭。本文采用电

聚合薄膜的形式检测 F-，此方法具有高灵敏性、选择性好、抗干扰性强、可重复利用等优点。 

关键词：荧光传感器；吡咯并吡咯二酮；电聚合薄膜；高灵敏性 

HP062 

D-A 型有机荧光小分子材料及其在三价铁离子（Fe3+）检测中的应用 

张曌霞 

吉林大学 130012 

Fe3+是人体的必需元素，在人体内参与多种酶和免疫系统的组成。目前 Fe3+检测技术主要有原子吸收光谱法

(AAS)、离子色谱法、发射光谱法(AES)、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法、荧光分光光度法等。然而

这些方法普遍存在高成本、操作复杂、检测耗时长、仪器大型化等缺点，限制了其在现场检测中的应用。本工作涉

及一类给电子基团（D）-拉电子集团（A）型有机荧光小分子材料在三价铁离子（Fe3+）检测中的应用，属于荧光传

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类以三苯胺类分子为给体而 3, 4, 5-三苯基-4H-1, 2, 4-三氮唑为受体的 D-A 型荧光传感材料。

这类分子的 D-A 型结构，不但具有良好的电子运输能力，而且其裸露的氮原子对铁离子具有较高的络合能力，保证

了该荧光材料对于铁离子检测有极高的选择性和灵敏度。除此之外，该类材料对实际水中 Fe3+也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和灵敏度，可以做到实时实地的检测环境中的铁离子。 

关键词：关键词：荧光探针；Fe3+；分子内电荷转移；高选择性 

HP063 

N 型水醇溶共轭聚合物在聚合物太阳电池界面调控中的应用 

胡志诚,徐荣国,陈智明,张凯,郑楠楠,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N 型水醇溶共轭聚合物可以作为电子传输材料制备高效聚合物太阳电池器件。我们发展了通过对阴离子和主链

能级调控的方法实现了对于水醇溶共轭聚合物的掺杂行为，光电导性能以及光伏性能的有序调控。通过采用季铵化

离子聚合方法快速合成了苝酰亚胺类的 n 型聚电解质以及离子交换方法实现了对阴离子的调节。对阴离子能够调节

聚电解质的溶解性、自组装特性、掺杂特性以及电子迁移率。我们进一步通过调节水醇溶共轭聚合物共轭主链的电

子亲和力和侧链的给电子强度实现了对其掺杂行为，光电导以及光伏性能的调节。通过对阴离子和主链主链能级的

调节，我们总结出了对于水醇溶共轭聚合物掺杂，光电导以及光伏等性能的调控规律。除此之外，这些 n 型水醇溶

共轭聚合物可以作为厚膜加工的电子传输材料制备高效的聚合物太阳电池器件。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电池；水醇溶共轭聚合物；掺杂； 

HP064 

橙红光热诱导延迟荧光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和性能表征 

王彦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热诱导延迟荧光（TADF）材料具有小的单重态和三重态能级差，使得三重态激子能够通过反系间窜越转变成单



 
 

424 
 

重态激子发光，因此该类材料的器件内量子效率可达 100%。TADF 聚合物不仅能实现高的器件效率，同时可用于低

成本的溶液加工，TADF 聚合物研究成为其领域热点。目前，Adachi 组、杨楚罗组、A.P. Monkman 组和我们组对 TADF

聚合物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大外量子效率已经达到了 16%；但是主要是蓝绿光到黄绿光区域，短波长的蓝光和长波

长的红光还没有报道。红光聚合物也因为能隙规则的作用使得非辐射发光速率较大，很难得到高效的红光聚合物。

本论文通过将芴单元、S,S-二氧-苯并噻吩单元和 TADF 染料单元共聚得到橙红光 TADF 共轭聚合物，我们从 UV-vis

和 PL 光谱、循环伏安、理论计算、瞬态光谱、器件等方面进行了表征，其最大外量子器件效率可达 4.8%，并且在

1000 cd/m2 时，效率滚降小于 30%。 

关键词：TADF；共轭聚合物；有机发光二极管；橙红光聚合物 

HP065 

HNTs/PEDOT/MnO2 复合材料的制备 

王芳,马育红,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 3,4-已烯二氧噻吩（PEDOT）是一种新型的导电聚合物。埃洛石（HNTs）是一种天然矿物，具有纳米管状结

构。 HNTs 虽然是一种绝缘材料，但将其和 PEDOT 共混能够很好的提高 PEDOT 的电导率。同时 HNTs 的加入也起

到了模板的作用，能够合成 1 维的 PEDOT。本实验中 EDOT 通过化学氧化反应，使合成的 PEDOT 成功包覆在 HNTs

的表面，制备了复合材料 HNTs/PEDOT，而且保持了 HNTs 纳米管的形貌。然后以 HNTs/PEDOT 为模板，利用导电

聚合物 PEDOT 和 KMnO4 之间的反应，将 KMnO4 还原成 MnO2，并且使其成功包覆在 HNTs/PEDOT 的表面，得到

了复合材料 HNTs/PEDOT/MnO2。通过将高电导率的 HNTs/PEDOT 和高比电容的 MnO2 两种物质复合，得到的

HNTs/PEDOT/MnO2 的比电容（155 F/g）相比 HNTs/PEDOT（45 F/g）提高了 3 倍多。 

关键词：聚 3,4-已烯二氧噻吩；埃洛石；二氧化锰；复合材料 

HP066 

由双重氮羰基化合物和双烯烃制备具有上/下转换荧光性质的的吡唑啉-酯共聚物 

曹婷,刘立建,陈诚 

湖北省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在无需催化剂也无需加热的条件下，双重氮羰基化合物与双烯烃通过 1,3-偶极环加成反应一锅法生成具有上/下

转换荧光性质的聚（吡唑啉-酯），其数均分子量为 6,100 g/mol、多分散性指数为 1.41。聚（吡唑啉-酯）可以把临床

治疗常用宽频紫外灯频谱中会造成人体灼伤的范围为 280-300nm 的紫外光转换成具有治疗作用且对人体安全的

310-340 nm 的紫外光，且可增强发射光的光强使能耗降低。此外，聚（吡唑啉-酯）主链中含有的 2-吡唑啉亚结构单

元具有多个反应位点，可以通过进一步修饰得到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聚合物。聚（吡唑啉-酯）在相关邻域有着潜在

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吡唑啉-酯；上/下转换荧光 

HP067 

二茂铁封端的新型超支化聚酰亚胺的设计合成及存储性能研究 

田野,檀海维,宋颖,祝世洋,关绍巍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超支化聚酰亚胺(HBPI)具有大量的末端基团，为端基修饰提供丰富的反应位点，因此端基修饰是对 HBPI 进行改

性的有效手段。然而利用端基改性在 HBPI 末端引入大量电活性基团调节聚合物的存储性能的研究鲜有报道。同时二

茂铁由于其良好的电化学性能，被广泛的应用于有机金属聚合物体系。因此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四胺单体，并将其

与六氟二酐进行缩聚，得到 HBPI，通过端基反应引入二茂铁，得到了二茂铁封端的超支化聚酰亚胺（FcHBPI）。分

别以 HBPI 和 FcHBPI 为活性层制备了“三明治”结构的器件 ITO/polymer/Al。以 HBPI 为活性层的器件不具备存储性

能，而通过二茂铁封端改性的器件具有双极性WORM型存储特征，正向和负向偏压下的阈值电压分别为2.2 V 和 -2.6 

V，开关电流比 ON/OFF 为 104 ，保留时间超过 104 s。研究证明，FcHBPI 的电双稳态性能主要依赖电荷俘获控制

的空间电荷限制电流传导机制。 

关键词：超支化聚酰亚胺；二茂铁；WORM；封端修饰 

HP068 

喷墨打印技术制备荧光光子晶体图案 

刘康志,田宇,王彩凤,陈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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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功能性光子晶体图案是将功能性材料包括响应性聚合物和无机纳米粒子引入到光子晶体结构中使其不仅具有结

构色，而且还具有优异的功能性，例如光，电，磁，热，化学传感，物质检测等性能。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光子晶体

图案具有成本低廉，可以大面积、大规模制备，简单而高效等优点，因此广泛的被人们所采用。本文报道了喷墨打

印技术制备功能性碳量子点/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CDs/P(St-MMA-AA))光子晶体图案。我们使用含

有丙三醇、碳量子点和不同粒径的胶体微球的混合溶液作为喷墨打印的彩色墨水。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

“咖啡环”效应，操作简单、便捷有效，制备出的光子晶体图案具有在可见光的照射下显示出亮丽的结构色，同时还具

有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发射出荧光特性。这有望应用于防伪，化学传感，光电器件等领域。  

关键词：单分散胶体；喷墨打印；光子晶体；碳量子点 

HP069 

高亮聚合物碳点的制备及荧光机理探究 

陶淞源,宋玉彬,朱守俊,邵杰人,杨柏 

吉林大学 130012 

共轭结构常被人们认为是荧光的主要来源。最近的研究发现，一类具有 C=N，C=O，N=O 等潜在发射团的非共

轭线性聚合物，通过交联作用也可产生较强的可见区发射,这种效应被称为交联增强发射（CEE）效应。本文以聚丙

烯酸和乙二胺为原料，采用水热法合成了荧光量子产率高达 44.18%的聚合物碳点。通过对产物进行详细地表征，我

们认为其强的荧光是由酰胺类基团及部分胺氧化的产物产生。同时，聚合物链的特殊结构对荧光的增强也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一是交联固定作用，减少荧光中心的振动和转动，降低非辐射跃迁过程，提高荧光量子效率；二是聚

合物链对荧光中心起到包裹环绕的作用，为其提供新的稳定的化学环境，使波长红移，发射峰变宽。该工作成功合

成了一种高亮的聚合物碳点；丰富了 CEE 效应的内涵；同时，为非共轭聚合物碳点体系的荧光来源提出了新的理解

和认识，明确了交联作用对其荧光的产生和增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聚合物碳点；荧光机理；水热；交联增强发射效应 

HP070 

聚(9,9-二辛基芴-共二噻吩)(F8T2)薄膜中新构象的发现 

马腾宁,陆丹 

吉林大学 130012 

F8T2 是芴和噻吩的嵌段共聚物，是一种 p 型 A-D 光电材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随温度变化可以形成结晶和向

列型液晶。通过在 F8T2 液晶阶段调整聚合物的取向以提高其光电性能早有文献报道，由于 F8T2 具有结晶和液晶结

构的特点，是很有应用潜力的光电材料。本工作利用热退火研究了 F8T2 薄膜的性质。发现退火膜出现了新的吸收带，

其在溶液或者原始膜中并不存在；且在实验温度范围内（25-330℃）薄膜是稳定的。研究还发现：这个新吸收带是可

逆的，它的形成依赖于溶剂、浓度、转速和温度。结合 AFM 结果，我们推测它很有可能是聚合物聚集导致的。实验

证明膜的厚度受浓度和转速直接影响，在高温退火条件下，厚的膜形成的聚集较大，分子间相互作用增加，分子链 π-π

堆砌的更紧密，使得构象发生转化而导致新的吸收带出现。目前，关于 F8T2 薄膜中新构象形成的机理的深入研究及

证明正在进行中。我们期望新构象会有利于材料光电性能的提高。  

关键词：F8T2；新构象；形成机理 

HP071 

可溶液加工的热激发延迟荧光基共轭聚合物材料 

刘玉超,任忠杰,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29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作为新一代的显示和照明技术而获得广泛的关注。作为决定其商业应用的关键技术，

发光层材料的合成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采用了具有热激发延迟荧光（TADF）特性的分子（DBSO-PTZ）

作为功能性单体，通过在其侧链上引入长烷基链的方式改善其溶解性，进一步利用 Suzuki 偶联反应得到了具有良好

溶解性的均聚物，初步具备了溶液加工的条件。通过热力学分析，该聚合物显示出优异的热稳定性，符合长期较高

温度下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瞬态荧光光谱分析，聚合物与主体材料（mCP）掺杂膜具有接近 4 ms 的寿命。另外，

真空条件下的荧光寿命远高于空气中的说明了其具有明确的 TADF 特性。为了抑制浓度淬灭现象，我们将该 TADF

小分子与咔唑衍生物进行共聚，得到了二者的交替共聚物，在保留均聚物优良的溶解性及热稳定性的基础上，该共

聚物显示出了高于均聚物的延迟荧光比例，这有利于发光层材料的外量子效率。 

关键词：有机发光二极管；热激发延迟荧光；可溶液加工；外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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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72 

含共轭侧链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 

赵汝艳 1,2,窦传冬 1,刘俊 1,王利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采用高分子电子给体和高分子电子受体的共混物作为活性层，实现光能向电能的转化。

然而高分子电子受体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高分子电子给体。为了提高高分子电子给体的光伏性能，人们通常在高分子

电子给体的富电子单元上引入共轭侧链。我们将 “共轭侧链”策略应用于高分子电子受体的设计，并且将共轭侧链引

入在高分子电子受体的缺电子单元上，得到了两个含共轭侧链的高分子电子受体。实验结果显示共轭侧链使得高分

子受体的 LUMO 能级更低，π-π 堆积更强，电子迁移率更高。这些性质也使得含共轭侧链的高分子受体表现出更优

异的器件性能，其中硒吩聚合物在能量损失为 0.51 eV 的前提下实现了 4.66%的能量转化效率，噻吩聚合物的能量损

失仅为 0.47 eV, 它的器件性能为 3.77%。这些结果表明“共轭侧链”策略不仅可以用来开发高效的高分子电子给体材料

也可以用来开发高性能的高分子电子受体材料。 

关键词：共轭侧链；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高分子电子受体；缺电子单元；能量损失 

HP073 

聚合物中氟原子的位置和数目对太阳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 

马丹阳 1,2,龚雪 1,李翠红 1,薄志山 1 

1.北京师范大学，2.北京化工大学 

  因其具有非常强的吸电子性能，氟原子可被引入聚合物中，用于增加分子结晶性和调节能级。我们设计并合成

了三个含氟原子取代的聚合物 P1, P2 和 P3。其中，P1 中的氟原子在侧基苯环上取代，P2 中的氟原子在聚合物主链

上取代，P3 中的氟原子既在侧基苯环上取代，又在聚合物主链上取代。通过对三个聚合物的光学性能，电化学能级，

光伏性能等的研究，了解了氟原子取代位置和数目对太阳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我们以聚合物 P1, P2 和 P3 为给体材

料，PC71BM 为受体材料制备太阳电池器件，分别获得了 6.2%，7.2%和 2.9%的光电转换效率。通过对活性层的形貌

研究，我们发现基于 P3:PC71BM 的活性层相分离尺寸较大，故其光电转换效率较低。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电池；氟原子取代位置和数目；形貌 

HP074 

含树状三唑离子侧基的柔性聚乙炔的合成及双重导电性 

李洪飞,王俊芳,谢美然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0 

聚乙炔是一种最简单的共轭高分子材料，经掺杂后表现出“金属”一样的导电性，开创了导电高分子的研究及应用。

但是，聚乙炔溶解性和氧化稳定性差，极大的限制了聚乙炔的应用。1,6-庚二炔衍生物的易位环化聚合，可以得到高

立体选择性的反式聚乙炔，聚合物链只含有五元环结构，并且侧基修饰可以有效提高聚乙炔的溶解性和氧化稳定性。

本文合成了含三唑离子树形侧基的 1,6-庚二炔单体，利用 Grubbs 第三代催化剂引发易位环化聚合，合成了高度规整

的反式聚乙炔。经碘掺杂后，聚乙炔表现出离子和电子双重导电性，导电率分别达到 7.1×10-5 和 5.0×10-5 S·cm-1。

同时，碘掺杂的聚乙炔，仍然具有一定的溶解性，且有良好的柔性，可弯曲，加工性能优异，适用于柔性电子器件

的制作。 

关键词：易位环化聚合 聚乙炔 碘掺杂 双重导电性 

HP075 

聚合物给体材料的侧基对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 

侯冉,龚雪,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两种具有相同主链结构，不同侧链的聚合物，并将其应用到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

聚合物 POF 的 BT 单元上取代了一个氟原子和一个烷氧链，聚合物 PSF 的 BT 单元则取代了一个氟原子和一个硫烷

链，由于硫原子具有比氧原子弱的给电子能力，因此聚合物 PSF（-5.66 eV）具有比 POF（-5.49 eV）更低的 HOMO

能级。与聚合物 PSF 相比，聚合物 POF 具有更好的分子平面性和强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因此表现出更高的空穴迁移

率和更好的活性层形貌。通过器件优化，基于聚合物 POF:ITIC 的太阳能电池可以获得 7.28%的光电转化效率，基于

聚合物 PSF:ITIC 的太阳能电池只能获得 1.55%的光电转化效率。结果表明，在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柔性

侧基上硫原子与氧原子的差异足以造成器件性能的巨大差距，因此侧链优化对于获得高效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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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至关重要。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氟原子取代；硫烷链；烷氧链 

HP076 

单宁酸表面功能化制备高导电复合材料 

岳星闪,郝明正,田明,张立群,邹华,王文才 

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工业化飞速发展，电磁干扰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通过添加导电或导磁的复合材料来吸收或反射电磁波，从而

抑制电磁辐射。传统的导电材料存在制备繁琐，设备昂贵，试剂有毒有害，银层与基体结合力差等缺点。因此开发

一种操作简便、安全环保、成本低的高导电复合材料制备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单宁酸与三氯化铁在碱性条

件下通过络合共沉积在多种基体（玻璃微珠、铝粉、氧化石墨烯）进行表面功能化，从而制得高导电复合材料。聚

（单宁酸-三氯化铁）作为二次功能化的平台，其中的邻位羟基能与银粒子络合，充当基体与银层间的粘结层，提高

银的附着力。本方法反应条件温和，过程、设备简单，环保安全，反应时间短，成本低，制备的高导电复合材料电

导率达到 103S/cm，适合于工业生产和广泛应用。 

关键词：化学镀银；导电材料；电磁屏蔽；单宁酸 

HP077 

基于超声辅助聚氨酯功能化方法比较 AIE 效应和 ACQ 效应聚合物检测爆炸物 

楚志伟,范竹新,赵青华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361021 

与传统的荧光聚合物由于芳香基团叠加可能出现浓度猝灭现象（ACQ 效应）明显不同，2001 年唐本忠院士课题

组提出聚集诱导发光现象（AIE 效应），AIE 材料在光电领域和传感系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而备受关注。四苯乙

烯（TPE）是最典型的 AIE 结构分子，它不但合成简单，而且可以构建大量的 AIE 材料在含有爆炸物的溶液或者气

体中发生有效的荧光猝灭。目前，报道了很多单独利用 AIE 或者 ACQ 化合物检测爆炸物，但是很少有人同时研究

AIE 和 ACQ 聚合物检测爆炸物进行对比。本文利用 AIE 结构的四苯乙烯（TPE）和传统 ACQ 材料芴合成 AIE 效应

的聚合物 PFTPE 和 ACQ 效应的聚合物 PF，基于聚氨酯的三维多孔结构，通过超声辅助方法附着于聚氨酯泡沫，进

行研究比较二者作为探针检测爆炸物的性能。 

关键词：猝灭；AIE；TPE；超声辅助法 

HP078 

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基染料的合成与荧光特性研究 
胡先海 1,2*，丁运生 2， 

1 安徽建筑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合肥 230022，2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合肥 230009 

本文利用 MMA 聚合 PMMA 作为核，水性聚氨酯基染料作为壳，通过无皂乳液聚合方法合成水性聚氨酯-丙烯

酸杂化高分子染料（WPUA-ACBD）。对其荧光增强效应，荧光稳定性进行研究。 

关键词：荧光；乳液； 杂化高分子； 高分子染料 

HP079 

Poly(arylene ether sulfone) bearing multiple benzyl-type quaternary ammonium 

pendants: Preparation, stability and conductivity 

陈新兵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 

  Series of side-chain type poly(arylene ether sulfone)s anion exchange membranes are prepared via high temperature 

polycondensation reaction, bromomethylation and quaternization. They display anisotropic membrane swelling, high alkaline 

stability and good hydroxide conductivity. Besides, the crosslinked membrane shows lower membrane swelling, better 

oxidative stability, higher conductivity and chemical stability than the uncrosslinked one.  

关键词：difluoro aromatic ketone monomer；side-chain type poly(arylene ether sulfone); anion exchange mem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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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80 

噻吩[3,4-c]吡咯-4,6-二酮聚合物给体与 ITIC 类受体在低 HOMO 能级差下的光伏性质研究 

杨帆,李韦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选取噻吩[3,4-c]吡咯-4,6-二酮的聚合物 PTPD3T, PTPD2T, PTPDBDT（HOMO 能级：-5.46 eV，-5.50 eV 和-5.60 

eV）为给体，ITIC（ HOMO 能级：-5.61 eV）为受体研究低 HOMO 能级差对电荷生成的影响。研究发现，PTPDBDT

与 ITIC可以得到最高开路电压1.05V，但能量转化效率与电流密度都比PTPD3T (8.4%, 13.5 mA cm-2)和PTPD2T(7.0%, 

12.3 mA cm-2)低，分别为 5.4%和 8.5 mA cm-2。通过傅里叶变换光电流谱，时间分辨荧光光谱等解析，我们发现：

低的 HOMO 能级差会增加电荷转移态能量，增大开路电压，也延长 ITIC 产生的激子寿命，导致激子分离效率降低，

从而影响内量子效率。我们又将氟、氯、溴、碘原子引入 ITIC，与改进的 PTPDBDT 组成电池，实现了 9.5%的能量

转化效率。 

关键词：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低 HOMO 能级差；高光电转化效率。 

HP080 

基于碳纳米材料/功能高分子的柔性储能器件的产业化研究 

王兵杰,孙浩,武青青,彭慧胜 

复旦大学 200438 

储能器件是可穿戴设备的“心脏”，但其传统的块状和薄膜状结构无法满足可穿戴设备在柔性、透气性、可穿戴等

方面的要求。近年来，基于碳纳米材料的柔性储能器件，包括纤维状或织物状储能器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高度关注和极大热情。本论文主要侧重对可穿戴储能器件的产业化方法进行探索研究，通过将功能导电高分子与

碳纳米材料相结合，提出了两种规模化制备柔性储能器件的思路。第一种方法是以新型取向碳纳米基纤维作为电极

或载体，结合导电高分子、金属氧化物等制备高性能复合纤维电极，进一步开发高容量碳纳米基纤维连续制备及其

在线复合构建纤维状储能器件的工艺路线，形成纤维状储能器件的一体化连续成型技术。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涤纶布

料作为基底，利用金属集流体、石墨烯、导电高分子相结合在织物表面构建多级导电网络，解决了大面积织物电极

性能衰减严重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以低成本、可放大生产、高性能的织物状储能器件制备方法。 

关键词：可穿戴材料；碳纳米材料；导电高分子；柔性；规模化制备； 

HP082 

二氧化钛/聚苯胺复合薄膜的制备及电致变色性能研究 

张思航,胡斐,顾迎春,阎斌,陈胜 

四川大学 610065 

聚苯胺具有容易合成、性质可控、单体价格低廉以及良好的环境稳定性等优点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电致变色

材料之一。以过硫酸铵为氧化剂，以苯胺单体为原料，在 TiO2 的水分散液中采用原位化学氧化聚合法成功制得了二

氧化钛/聚苯胺（TiO2/PANI）纳米复合物。将 TiO2/PANI 复合物滴涂到 ITO 玻璃表面形成纳米复合物薄膜。并对复

合物进行形貌表征及电致变色性能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纯的 PANI 薄膜，TiO2/PANI 复合薄膜具有更高的对比度

（30.5%），更短的响应时间（1.5s）以及显著提升的循环稳定性。TiO2/PANI 复合物薄膜电致变色性能的提升主要是

由于其核壳结构，形成了供受体系统以及复合物形成的三维多孔网络能降低驱动电压，使离子传输变快，为电致变

色过程中的氧化还原反应提供大量的反应面积。  

关键词：二氧化钛；聚苯胺；原位聚和；电致变色 

HP083 

高效检测亲核试剂的荧光探针研究 

胡贻僧,刘柯兰,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亲核试剂（Nu）是亲核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亲核性与反应速率密切相关。为研究亲核反应，人们总结多种

计算复杂公式来计算亲核性。苝酰亚胺（PDI）及其衍生物具有优异的光、热稳定性和可控的荧光量子产率，在荧光

探针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在本工作中，通过在 PDIs“海岛”位引入含有反应活性双键的共轭结构，得到具有刚性外围

结构的苝酰亚胺衍生物 MAPDI。我们对其 3D 构象进行模拟，证实分子外围的刚性结构在三维空间中完全舒展，其

活性双键完整地暴露在 MAPDI 外围，从而使得亲核试剂（Nu）可以自由地与双键发生碰撞。Nu 的引入会诱导荧光

分子内发生光致电子转移效应（PET），引发荧光不同程度淬灭。观察 MAPDI 溶液荧光淬灭程度，能够定性地比较



 
 

429 
 

亲核性强弱，通过计算探针对 Nus 的检测极限，进一步定量检测亲核性强弱。此外，MAPDI 作为荧光探针能将检测

时间降低到 10s 以内，可以高效地检测 Nus 并比较亲核性强弱。  

关键词：亲核试剂；苝酰亚胺；光致电子转移；荧光探针 

HP084 

高效率电聚合薄膜的制备及其在 OLED 上的应用 

李金钰,单通,路萍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近年来，有机发光材料研究取得极大进展，其中共轭导电聚合物因其制备简单、可溶液加工及大面积制备被认

为是最具前景的材料之一。目前用于制备聚合物薄膜的方法有旋涂、喷墨打印和电化学聚合。本文利用 Suzuki 偶联

合成以咔唑为功能性基团且具有 AIE 活性的前体 TPE-DFCz，通过电化学聚合方法得到高效率聚合物薄膜。由于四

苯乙烯和咔唑氧化电位的差异，且聚合只发生在外围咔唑基团上，内部的四苯乙烯不受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电

聚合制备出表面相对平整，热稳定性较高，固态效率高(φ = 63%)的发光薄膜。经过优化，利用该薄膜作为发光层制

备了电致发光器件，其最大亮度为 3200 cd·m-2, 最大流明效率为 1.16 cd·A-1。同时我们发现器件的效率滚降非常小，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因此电化学聚合能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制备高效率的聚合薄膜，并在显示照明上有着潜

在应用前景。 

关键词：电化学聚合；AIE；OLED；聚合物；四苯乙烯 

HP085 

两亲性聚芳醚腈负载酞菁锌复合微球的制备及荧光性能研究 

周雪飞,贾坤,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本文以溶液缩聚反应合成两亲性嵌段共聚聚芳醚腈(b-PEN)，通过微乳液自组装获得可稳定分散于水相的聚芳醚

腈纳米微球，并通过 FTIR、FL、SEM 等对 b-PEN 微球进行表征，详细研究了 b-PEN 在分子形式和纳米微球聚集态

的荧光性能。结果表明，相对于 DMF 溶剂中的大分子状态，分散于水溶液中的 b-PEN 微球在 405nm 激发下荧光发

射峰发生蓝移至 439nm。此外，在 b-PEN 微乳液自组装中引入疏水光敏性酞菁锌（ZnPc），借助两者的疏水-疏水及

π-π 共轭作用制备负载光敏分子复合微球 ZnPc@b-PEN。结果表明，该复合微球粒径为~800nm 且 ZnPc 在水相中的分

散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实现了在 405nm 激发光下发射具有蓝光（~439nm）和红光(~694nm)双波段荧光的聚合物微球。

基于 b-PEN 和 ZnPc 优异的稳定性和光敏化特性，该复合微球将在荧光成像、光动力治疗、化学传感等方面具有较大

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芳醚腈；两亲性；酞菁锌；微乳液；荧光 

HP086 

CNTs@PPY/HTBN 聚氨酯导电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气敏响应性能 

张瑞乾,罗延龄,魏雪鹏,白瑞雪,徐峰,陈亚芍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 

以多壁碳纳米管(MWCNTs–COOH)为导电载流子，采用原位氧化聚合制得聚吡咯（PPY）包覆 MWCNTs–COOH

导电复合材料(CNTs@PPY)，接着通过原位逐步聚合法制备 CNTs@PPY/端羟基聚丁二烯 聚氨酯导电复合材料

(CNTs@PPY/HTBN)。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拉曼光谱、热重（TG)、扫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

等手段对制备的导电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构、组成以及形貌进行了表征，用紫外可见光谱研究了导电复合物的

分散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导电聚合物复合纳米薄膜对三氯甲烷（CHCl3）蒸汽的响应行为。结果表明：我们制

备的导电复合材料明显改善了 CNTs 的分散性能，并且对 CHCl3 蒸汽有快速的响应性、良好的重复性、恢复性和稳

定性并且有较低的检测限。 

关键词：导电复合材料; 多壁碳纳米管; 聚吡咯; 气敏响应 

HP087 

掺杂型聚{吡咯-[3-乙基咔唑甲烯]}的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能研究 

汪春,刘欣恩,石光,侯琼,罗穗莲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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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卟啉材料，研究其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质时，卟啉的纳米颗粒的掺杂也是其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人们发现，

经过不同纳米颗粒掺杂的卟啉，其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能变化巨大。聚吡咯甲烯类衍生物类似把卟啉环剪开，成长链

状，那么链式的聚吡咯甲烯类衍生物，是否也存在这种微妙的关系呢？本文通过聚{吡咯-[3-乙基咔唑甲烯]}(PPECME)

掺杂纳米金或银颗粒，探究金属界面处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增强效应。通过 z-scan 测试，掺杂纳米颗粒都能有效提

高其三阶非线性光学效应，纳米颗粒的嵌入，引入了更多的次能级，增加了电子迁移的几率，产生大的电子云畸变，

从而增强了体系的非线性光学效应。且与掺杂的纳米金颗粒相比，纳米银颗粒大大的提高了聚吡咯甲烯类衍生物的

三阶非线性吸收能力。综上所述，向聚合物中掺杂金属粒子是提高材料三阶非线性光学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为非

线性光学器件的研制提供了方向。 

关键字： 聚吡咯甲烯类衍生物；纳米银颗粒；纳米金颗粒；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质 

HP088 

碳纳米管接枝聚二茂铁聚合物修饰电极检测农药残余和三聚氰胺 

崔茁苗,罗延龄,徐峰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 

在工作中，我们通过 ATRP 原位聚合法，在羧基碳纳米管表面接枝不同长度侧间隔基的二茂铁聚合物，成功合

成了多壁碳纳米管接枝端羟基聚丁二烯-聚二茂铁甲酸丙烯酰氧乙酯（MWCNTs-g-HTPB-b-PAEFC ）和多壁碳纳米

管接枝端羟基聚丁二烯-聚二茂铁甲酸丙烯酰氧丁酯（MWCNTs-g-HTPB-b-PABFC），两种具有良好电化学响应的纳

米杂合复合材料。结果显示，更长侧链碳纳米管接枝聚合物的电化学行为更优越，利用电化学方法研究

MWCNTs-g-HTPB-b-PABFC 对三聚氰胺和有机磷农药检出限，实验证明，该修饰电极具有良好的电催化氧化性能,

响应快、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有良好的重现性和回收率。通过 CV 检测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含量和 DPV 检测食

物上的敌百虫残留物，在宽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约 1.5×10-7 和 3.5×10-8 mol L-1，最大恢复

率约 112.4%。 

关键词：导电复合材料；多壁碳纳米管； 农药检测 

HP089 

基于苝酰亚胺类受体的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研究 

李诚,李韦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苝酰亚胺在聚合物受体材料方面是一类非常有潜力的结构单元，我们成功设计合成了两类苝酰亚胺受体聚合物，

对比研究表明，通过单键旋转和位阻作用可以有效减弱苝酰亚胺分子之间的 π-π 堆积作用，对于提高电池效率至关

重要。但是这种自由旋转的单键连方式会降低受体材料分子本身的共轭性和重组能，同时三维空间的分子结构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受体材料分子排列的无序性，会降低受体材料的电子迁移率。稠环扭曲型苝酰亚胺苝酰亚胺聚合

物受体可以实现减弱分子聚集倾向的同时又保持比较高的电子迁移率。这种设计策略是获得低聚集倾向、高电子迁

移率受体聚合物材料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苝酰亚胺；非富勒烯受体；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电子迁移率 

HP090 

富勒烯衍生物界面修饰钙钛矿太阳电池的研究 

徐倩,薄志山,寇春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电池（Perovskite Solar Cells, PSCs）在几年内效率从近 4%增长到了 22%，是目前为止

效率增长最快的新型太阳电池。但由于电池器件本身的性质和缺陷，在 J-V 曲线测试中出现严重的迟滞现象。为了

消除迟滞现象，本实验在 PSCs 的电子传输层（Compact-TiO2）上修饰了一层富勒烯衍生物，制备出的电池消除了

c-TiO2 表面的缺陷，提高了钙钛矿晶体的质量，消除了 J-V 曲线的迟滞现象。最终得到高效且稳定的电池。 

关键词：钙钛矿太阳电池；界面修饰；富勒烯衍生物；迟滞 

HP091 

含不同硫族原子的中等带隙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光伏性能的研究 

冯诗语,龚雪,李翠红,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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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 4-硫烷基苯基取代的苯并二噻吩（BDT）为给体单元，双烷氧取代的苯并恶二唑（BO）为受体单元，设

计与合成了一种中等带隙共轭聚合物 PBO。 PBO 具有低的 HOMO 和 LUMO 能级，与 PC71BM 和 ITIC 均能匹配。

通过器件优化，基于 PBO:PC71BM 的器件获得 7.2%的 PCE，其中 Voc 为 0.83 V，Jsc 为 12.4 mA/ cm2，FF 为 0.71。

结果表明通过引入硫烷链到 BDT 的侧基上可以获得比烷氧链为柔性侧链的聚合物 PBDTPO-DTBO 更高的 FF；与基

于 BDT 和苯并噻二唑（BT）的聚合物 P2 相比，将 BT 换成 BO 的 PBO 可以获得更高的 Voc。此外，基于 PBO:ITIC

的器件获得了 7.1%的 PCE，其中 Voc 为 0.92 V，Jsc 为 14.3 mA/ cm2，FF 为 0.54。聚合物 PBO 与富勒烯或非富勒烯

受体共混均获得较高的 PCE，说明 PBO 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高效聚合物给体材料。 

关键词：硫族原子；中等带隙；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HP092 

含吡啶盐修饰的四苯基乙烯基元的离子型超支化聚合物：合成、结构表征与聚集诱导增

强的红光发射性能 

陈锐 1,孙景志 1,唐本忠 1,2 

1.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2.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聚集诱导发光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AIE) 材料因其独特的发光性质和良好的发光效率受到广泛关注，

相关领域发展迅猛。目前红光 AIE 材料的种类和数量较为稀缺，开发长波长发射的 AIE 材料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我

们报道一种含吡啶盐修饰的 TPE 基元的超支化聚合物的合成及其聚集诱导发光增强（Aggregation-enhanced emission, 

AEE）性能的研究。我们利用简单的吡啶与溴代烷成盐反应，在无需除水、除氧的常规条件下合成了带正电的超支

化聚合物，其发出峰值波长为 630 nm 的红光，且具有 AEE 性能。聚合物颗粒容易在溶液中自发形成尺寸均匀、表

面平整的纳米粒子。结合其良好的红光 AEE 发射性能，该聚合物是一种良好的固体红光材料。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增强；四苯基乙烯；吡啶盐；红光材料 

HP093 

低聚物离子液体/聚合物复合电解质研究 

齐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设计合成了低分子量的三乙二醇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TEGIMBF4）离子液体，首次将该离子液体作为增塑剂，

以 PEO 为基体，四氟硼酸锂（LiBF4）为锂盐，采用溶液浇铸法制备了新型的 P(EO)xLiBF4-yTEGIMBF4 离子液体

聚合物电解质。TEGIMBF4 离子液体不仅可以作为离子源，而且因其与 PEO 有相同的醚氧键结构，与锂盐 LiBF4 有

相同的阴离子，使得其具有很好的体系相容性，因此能够制备出具有较强的离子络合能力和良好的机械性能的高电

导率的 PEO 基复合聚合物电解质。用红外光谱和电化学方法等研究了聚合物电解质的结构特征，分析了锂离子和

醚氧基团的络合-解离作用。确定了 P(EO)xLiBF4 体系最佳电导率时氧锂摩尔比值；研究了离子液体聚合物电解质复

合膜中 TEGIMBF4 含量与电导率之间的关系和电化学窗口。获得了电导率可达 10-4 S•cm-1 数量级，并表现出优良

的综合性能的复合电解质。 

关键词：离子液体；低分子量聚合物；电解质；聚氧化乙烯；电导率 

HP094 

基于苝二酰亚胺超支化聚合物受体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谢苏菲,张吉成,李翠红,徐新军,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00875 

苝二酰亚胺衍生物具有可通过化学修饰调控能级及高电子迁移率和电子亲和力等优点，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

重要的受体材料。然而它高度刚性和平面的结构易在与给体成膜时产生过度聚集，进而影响它的光伏性能。通过在

两个苝二酰亚胺（PDI）单元中引入扭曲的桥键来产生大的二面角虽然能抑制聚集，但是这种方式不利于活性层中的

电荷传输。我们设计合成了基于苝二酰亚胺的超支化聚合物 H-PDI 并将它作为受体应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基

于 H-PDI 的器件效率是小分子受体 S-PDI 的 14 倍。超支化结构能有效降低 PDI 分子的过度聚集。研究表明利用超支

化聚合物能有效改善基于 PDI 类受体的光伏性能，展示了它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受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苝二酰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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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095 

电化学还原偶联层层自组装 

康树森,李茂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方便快捷共轭的层层组装方法由于较好的化学和机械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电刺激是一种方便

快捷的层层组装方法，可用于多维度多组分材料的层层自组装。这类层层组装方法由电引发氧化还原反应引发，目

前主要用于非氧敏感材料，且受限于对离子掺杂。本文中电化学还原层层组装作为一种还原条件下进行的层层组装

方法，以炔基的电化学还原聚合作为反应基础。炔基三键之间发生耦合生成交替的单双键结构，由于反应前后的原

料与产物在 300 nm 没有吸收，且没有杂原子导致的对离子掺杂，所以单体材料的光电性质在聚合前后的变化不大。

该方法不仅可用于氧敏感材料的层层组装和活性金属基底上的层层组装，也是对电化学氧化偶联层层组装方法的重

要补充。 

关键词：层层组装；共轭的；碳碳键偶联；光学薄膜；多层薄膜 

HP096 

非共轭支化齐聚醚链对共轭高分子 LUMO/HOMO 能级的调控 

陈星兴 1,2,龙晓静 1,2,张子建 1,2,刘俊 1,王利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ELUMO/EHOMO 是共轭高分子材料的关键参数，且主要由共轭主链决定；有效调节高分子的 LUMO/HOMO 能

级对于提高共轭高分子器件性能非常重要。目前已报调控能级的方法基本都是通过改变共轭高分子主链结构实现的，

而通过非共轭的侧链实现能级调控的报道非常少。因此，我们利用非共轭的支化齐聚醚链调节共轭高分子的

ELUMO/EHOMO，且相比烷基侧链共轭高分子，齐聚醚氧侧链共轭高分子的 LUMO/HOMO 能级高出 0.3-0.4 eV；这

是因为齐聚醚链上含有大量的富电子氧原子，其通过空间与主链发生作用，从而改变了主链的电子结构。在高分子

太阳能电池中，升高的 ELUMO/EHOMO 使 VOC 略微下降，但使 JSC 大幅升高，从而显著提高了光伏器件性能。另

外，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升高的 ELUMO/EHOMO 还使共轭高分子传输特性由双极型传输变为纯 p 型传输。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齐聚醚链；侧链；有机太阳能电池 

HP097 

碳点负载银纳米粒子异质结的制备及其表面等离子猝灭共轭聚合物发光 

王云晶,张文凯 

河南大学 475004 

研究发现当银纳米粒子的半径 R 远远小于光波长时(2πR<<λ)，散射和吸收横截面分别正比于 R6 和 R3。对小

粒子来说(R<30 nm)，吸收比散射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以碳点(CDs)为模板和还原剂，通过光还原的方法将银离子原

位还原成银纳米粒子，制备得到负载有银纳米粒子的 CDs-Ag 异质结。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吸收光谱对

所合成的 CDs-Ag 异质结进行了表征。所合成的银纳米粒子平均尺寸为 4 nm，具有粒径均匀、分散性好、尺寸分布

较窄等优点。我们将合成的 CDs-Ag 异质结与聚芴（PCFOz）甲苯溶液混合，通过荧光光谱测试发现 CDs-Ag 异质结

对发光聚合物 PCFOz 具有明显的猝灭作用。通过消光谱和反射谱，结合 Mie 方程计算纳米异质结的吸收和散射横截

面；利用时域有限差分（FDTD）法，对 CDs-Ag 的电磁场分布进行模拟，探讨 CDs 负载的银纳米粒子尺寸和密度对

Ag-Ag 电磁耦合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碳点；银纳米粒子；异质结；聚芴；荧光猝灭 

HP098 

具有非共价 Se…O 构象锁结构的高效有机光电共轭聚合物 

董涛,吕磊,邓威,叶攀,黄辉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1400 

非共价构象锁结构单元常被用来构建具有良好电荷传输特性的高共平面有机共轭半导体材料。目前非共价构象

锁结构单元的研究大都针对硫元素展开，局限在研究 S···X（X = O，N，卤化物）之间的弱相互作用。我们首次报道

了通过一个简短的合成路线得到一种新型的具有 Se···O 非共价构象锁结构的模块，1,2-二乙氧基-1,2-双硒吩乙烯撑

(DESVS)，并通过 DFT 计算以及单晶结构研究了该构象锁模块的特性。基于这一模块我们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的稳定

的、共平面的、便于溶液加工的共轭聚合物，并制备了有机场效应管和有机太阳能电池。对有机场效应管，在空气

中，DESVS 基的聚合物展现了较高的载流子迁移率 1.49 cm2/V·s (p-型) ， 0.65 cm2/V·s (n-型) ；对有机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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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大于 5% 的最佳的器件效率。 

关键词：Se…O 构象锁；共轭聚合物；有机场效应管；有机太阳能电池 

HP099 

新型含氟超支化聚酰亚胺的制备及其在光波导上的应用 

于华轩,关绍巍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超支化聚酰亚胺有线型芳香性聚酰亚胺优秀的物理化学性质，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及微电子领域；同时，超

支化聚酰亚胺有独特的三维球形结构、低链缠结，很好地改善了聚酰亚胺溶解性差所导致的加工问题，并且其分子

表面含有大量的反应性官能团，为进一步制备功能性高分子提供了大量的化学位点。 

超支化聚酰亚胺因其各项同性的特点，可以降低其双折射值；同时把含氟基团引入到聚合物中可以增加分子链

的自由体积改善溶解性、增大透光性、减少光学损耗等，使得含氟超支化聚酰亚胺在光波导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值。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含氟四胺单体 4,4`-二[3,5-二（2-三氟甲基-4-氨基苯氧基）苯氧基]二苯砜,将二苯醚

结构引入可以提高分子链柔性，增大分子链之间的缠结程度，从而增大超支化聚合物的力学性能。将上述四胺单体

与五种市售二酐进行聚合得五种新型的含氟超支化聚酰亚胺，初步研究了他们的力学、光学、热学等方面的性质。 

关键词：超支化；含氟聚合物；聚酰亚胺；光波导 

HP100 

绿色溶剂在全聚合物太阳电池加工中的应用 

李振业,应磊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近年来，绿色溶剂加工聚合物太阳能电池（PSCs）因其环境友好理念而得到广泛关注。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all-PSCs）因其良好的长期稳定性而倍受研究者的青睐。但是，传统的 all-PSCs 因聚合物给/受体溶解性的限制大多

采用卤代溶剂加工，这些卤代溶剂对人体健康危害和长期环境损害都是不可计量的。在此，我们采用绿色溶剂甲基

四氢呋喃（MeTHF）加工传统聚合物体系 PTB7-Th:N2200，并证实了采用该绿色溶剂加工 all-PSCs 可以获得比较优

异的光伏性能。结果表明 MeTHF 加工 PTB7-Th 与 N2200 共混膜所形成的相分离较小，比较适合激子的解离，因而

可以获得较高的短路电流。尽管电子与空穴迁移率的不平衡导致了相对较低的填充因子,但是仍然可以获得 4.67%的

功率转换效率，该效率与采用卤代溶剂加工效率相当。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溶剂 MeTHF 应用于加工高效 PSC 具

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绿色溶剂；聚合物太阳电池；全聚合物 

HP101 

以响应聚合物为中间层的等离子共振光学材料的制备及传感应用 

陈丹,王铁强,付昱 

东北大学 110000 

我们设计了一种三层不对称结构的金属纳米阵列-介电层-金属薄膜（MIM）等离子共振光学材料。其中以纳米

Ag 三角阵列为顶部等离子体金属层、聚甲基丙烯酸二甲基氨基乙酯（PDMAEMA）薄膜为中间介电层、亚波长厚度

的 Ag 薄膜为底部金属层。由于该 MIM 等离子共振光学材料独特的三明治结构，该材料呈现出鲜明且高饱和度的结

构色，且其光学性质与其中间介电层的厚度紧密相关。同时，基于 PDMAEMA 中间介电层在外界刺激（pH 值）下

的响应特性，我们利用该 MIM 光学材料，实现了对溶液 pH 值的光学传感。该 MIM 光学材料的反射峰位，随溶液

pH 值的减小逐渐紅移，并且伴随显著的光学颜色变化，从而实现可视化传感。此外，该 MIM 光学传感材料还具有

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可重复性高等特点，将在化学、生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巨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表面等离子共振；pH 传感器；响应性聚合物 

HP102 

控制分子链运动调控 P3HT/N2200 全聚合物共混体系分子取向及相分离行为 

张睿 1,杨华 2,刘剑刚 1,韩艳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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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合物光伏电池活性层中分子取向决定电荷转移态分离速率，研究表明给受体界面处分子采取相同取向利于

电荷转移态分离。本部分工作主要通过控制分子相对运动能力及利用附生结晶，实现了 P3HT/N2200 体系中 P3HT 分

子取向的控制。共混薄膜中，P3HT 及 N2200 分别采取 edge-on 取向及 face-on 取向。对薄膜进行热退火处理，当退

火温度 Tc, P3HT<T<Tm, P3HT 时，P3HT 分子链段发生运动：由于与 N2200 晶格匹配，P3HT 运动重排过程中受到

N2200 分子 face-on 取向限制作用，以 N2200 晶面异相成核生长，最终采取热力学非稳定态的 face-on 取向。当退火

温度 Tm, P3HT<T<Tm, N2200 时，P3HT 整个分子链运动：P3HT 分子运动能力较强，突破 N2200 分子结晶限制，自

身发生聚集成核生长，最终采取热力学稳定态的 edge-on 取向。 

关键词：相分离；取向；分子运动 

HP103 

电聚合层层组装制备电致变色薄膜和器件 

王金鑫,李茂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利用电聚合层层组装（EP LBL）方法，在溶液中制备色彩可调控的电致变色薄膜和器件。3MT,EDOT 和 BDT

是三种已经被研究的性能较好的电致变色材料,且在还原态为互补的红蓝绿三基色。修饰有咔唑基团的金纳米粒子在

电化学聚合成膜之后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可用做透明电极。循环伏安发制备电聚合薄膜可以较好的控制薄

膜的厚度与形貌，所以我们利用循环伏安法制备各种组分含量的电致变色薄膜。该薄膜由于其中每一层材料的电致

变色效果相互叠加互补，所以调节薄膜中的电致变色材料的比例可以得到各种颜色的电致变色薄膜。而透明的全溶

液加工的金电极，相比于 ITO 玻璃具有更好的透明性，在电解液在电极之外的条件下，降低了器件的加工难度，所

以我们制备了一类新的加工方便的电致变色器件。该器件以可以较好地实现由着色态到无色透明态的转变。这项工

作不仅开辟一种新型构筑色彩调控薄膜的方法，而且为溶液法制备电致变色期间提供光明的前景。 

关键词：电聚合层层组装；电致变色；循环伏安；溶液加工 

HP104 

调控分子扩散速率构建 p-DTS(FBTTh2)2/EP-PDI 共混体系互穿网络结构 

梁秋菊,刘剑刚,韩艳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有机光伏电池活性层需要形成纳米级互穿网络结构以确保激子分离及载流子传输效率。然而，在相容性较好的

非富勒烯共混体系共混后会抑制各自的 π-π 堆叠，形成无序共混薄膜，无法形成互穿网络结构。本部分工作中，我

们通过热退火处理控制分子扩散速率，利用 DTS 结晶骨架限制 PDI 大尺寸聚集，实现了 DTS/PDI 共混体系纳米级互

穿网络结构的构筑。结果表明，当退火温度 T<90℃时，DTS 和 PDI 分子扩散速率慢，无法聚集形成纯相区，故无互

穿网络结构形成，载流子传输过程复合严重。当 90℃ <T <130℃时，DTS 分子自组织形成结晶网络骨架，PDI 分子

扩散速率升高，在 DTS 结晶网络的限制下聚集形成纳米级互穿网络结构。这种相分离结构利于激子分离及载流子传

输，PCE 可达 4.25%。当 T >130℃时，EP-PDI 的分子扩散速率进一步升高，导致 PDI 突破 DTS 结晶骨架限制，形成

大尺寸相分离结构，不利于激子分离。 

关键字： 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热退火；分子扩散；互穿网络；相分离 

HP105 

一步法制备还原氧化石墨烯/Fe2O3/聚吡咯凝胶及在多相 Fenton 反应中的应用 

关晨晨,张军帅,姚同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01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片(rGS)具有大的比表面积和特殊的电性能，是理想的催化剂载体。但是由于片层间存在静

电力和 π-π 相互作用，rGS 很容易发生团聚和堆叠，使比表面积等性能下降。本文采用简单的一步法实现了二维氧化

石墨烯纳米片(GS)向三维 rGS 凝胶的转化；与此同时，将 Fe2O3 纳米粒子嵌入凝胶中，从而制备了 rGS/Fe2O3/聚吡咯

(PPy)三元凝胶。本文采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等多种表征手段对凝胶的形貌、组成及形成机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我们将 rGS/Fe2O3/PPy 三元凝胶用于多相 Fenton 反应降解亚甲基蓝，展现出优异的降解效果。此外，由于 Fe2O3 具有

磁性，三元凝胶易于回收，经过多次循环使用后活性无明显降低。 

关键字： 还原氧化石墨烯；Fe2O3；聚吡咯；凝胶；多相 Fenton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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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06 

三苯胺类树状铱配合物和主体材料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赵青华,李金金 

华侨大学 361021 

金属铱配合物具有热稳定性好、光色可调、发光效率高及磷光寿命短等优点，因而成为有机电致磷光材料中最

具潜力的发光材料。然而，铱配合物在高的掺杂浓度时易发生浓度淬灭和三线态-三线态湮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获

得高效率的电致磷光器件，对磷光铱配合物材料和主体材料的开发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研究中，分别用三苯

胺修饰，制备了一系列铱配合物客体材料和一种双极性磷光小分子主体材料，研究其光物理性能，电化学性能及器

件性能等，并进一步探究其结构与性能的构效关系。 

关键字： 磷光；铱配合物；OLED；双极性 

HP107 

电化学组装制备粒径上具有梯度效应的金纳米粒子多层薄膜：薄膜的内部形貌以及增强

的光限幅性能 

杜佳,李茂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静电层层组装是近些年来最常用的一种构建纳米粒子薄膜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引入无定形态的

聚电解质，从而拉大了层与层间的距离，进而降低了粒子间的能量传递效率。这篇文章中，我们引入电化学组装的

方法来分别制备 1 nm，5 nm，10 nm 三种粒径的金纳米粒子薄膜和粒径上有梯度效应的金纳米粒子薄膜，这种方法

不需要引入辅助的聚电解质，只需要借助电活性单元咔唑分子的偶联反应来实现层层组装。通过 AFM 测试，薄膜的

RMS 值最大也不超过 20 nm，所以制备的薄膜是带有金纳米粒子特征颜色的高平整度的导电薄膜，同时，这种薄膜

具有光限幅效应。薄膜的 TEM 显示，其内部呈现出紧密堆积的纳米结构形貌，并且，粒径上具有梯度效应的薄膜相

对于单一粒径的薄膜呈现出更好的光限幅性能，这种现象可以解释成粒径的梯度变化导致薄膜间带隙的梯度变化，

从而构成了级联式的能量传递体系，更有利于粒子间的能量传递，这也与紧密堆积的膜结构相吻合。 

关键字： 电化学层层组装；金纳米粒子；光限幅 

HP108 

基于二噻吩并噻咯的小分子光伏给体材料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陈显杰,林志靖,张倩,邱化玉 

杭州师范大学 310018 

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两个以二噻吩并噻咯为核、1,3-茚満二酮（IN）以及其丙二腈衍生物（INCN）作为不同的封

端基团的新型 A-D-A 型小分子 DINDTS 和 DINCNDTS，用于可溶液处理的本体异质结（BHJ）太阳能电池，并系统

地研究了这两种封端基团对于分子的光学、电学性质以及光伏性能的影响。化合物 DINCNDTS 的吸收光谱延伸到了

1000nm 处。基于 DINDTS：PC71BM 的器件其能量转化效率为 6.60%，其中电流密度（Jsc）为 13.50 mA cm-2。然而

基于 DINCNDTS：PC71BM 的器件，能量转化效率只有 0.58%，其电流密度仅为 1.82 mA cm-2。这是由于 INCN 的强

吸电子能力使得 DINCNDTS 的最低未占轨道（LUMO）能级过低，导致化合物 DINCNDTS 与 PC71BM 之间的 LUMO

能级差值太小，激子分离效率太低。 

关键字： 小分子给体；有机太阳能电池；二噻吩并噻咯；能级差 

HP109 

光热触发形状自适应水凝胶薄膜 

崔欢庆,赵启龙,王娟,杜学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518055 

尽管刺激响应高分子在外界刺激下（如温度，光，pH）可改变一定的形状，然而，如何获得从二维到三维的复

杂形状改变仍是一大挑战。基于此，我们提出一步光刻法设计自塑形水凝胶。通过一步光刻法制备获得的单层且具

有梯度化交联度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金纳米棒复合水凝胶薄膜，在外界刺激下，该薄膜呈现出不同的溶胀

度与杨氏模量。在近红外光辐照下，复合水凝胶薄膜可实现预设的二维平面到三维扭曲形状转变，且通过改变参数

可获得不同的三维扭曲结构。这种方法可将不同的图案设计到复合水凝胶中的特定区域，从而可以实现多种复杂形

状转变。由于这种复杂形状改变可控，且可以通过远程刺激实现，因此，这种复合水凝胶材料将会极大促进软体驱

动器，柔性电子及组织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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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光热效应；金纳米棒；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水凝胶；三维形变 

HP110 

具有热诱导迟荧光的 9,10-二氢吖啶共聚物的设计 

朱运会,程延祥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近年来，热诱导延迟荧光（TADF）已经发展为一种可以与磷光配合物相媲美的电致发光材料。但是如何设计共

轭聚合物使其实现高效 TADF 依然具有很大挑战性。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主链給体 /侧基受体型共轭聚合物

PAPTF、PAPCC、PAPTC，即：主链为给电子单元 9,10-二己基吖啶与 2,7-芴或 3,6-咔唑交替相连，侧基为吸电子单

元氰基或三嗪，两种以近乎垂直的扭转角相连的结构。通过光物理测试，我们发现了该系列聚合物的单重态与三重

态能级差的变化规律，并在聚合物 PAPTC 中实现了 0.013eV 的能级差和高效的 TADF。 

关键字： 共轭聚合物；热诱导延迟荧光；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单重态三重态能级差 

HP111 

含悬垂偶氮苯的聚乙烯基咔唑共价修饰氧化石墨烯用于非易失性三稳态存储 

张斌,刘柳,陈彧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本文将含有悬垂偶氮苯生色团的聚乙烯基咔唑通过酰胺键接枝到了氧化石墨烯纳米片的表面。通过红外光谱，

光电子能谱和投射电子显微镜照片证明了 PVK-AZO-GO 复合物的成功制备。并研究了样品的光学性质和电化学性

质。制备的三明治结构的器件 Al/PVK-AZO-GO/ITO 表现出非易性三导态一次写入多次读取（WORM）型存储效应，

器件具有两个相对降低的开启阈值电压，分别为-1.53V 和-2.50V，“OFF”, “ON1” 和 “ON2”三个电导态在-1V 时的电

流开关比为 1 : 101.6 : 104.5。并且器件的三个电导态在-1V 的恒定电压和脉冲电压下都能稳定的读取。我们进一步根据

分子模拟的结果探讨了器件可能的存储机制。 

关键字： 氧化石墨烯；三稳态信息存储；聚乙烯基咔唑；偶氮苯；电开关； 

HP112 

新型引达省类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光伏性能研究 

宋金生,郭意静,李淼,周圆圆 

河南大学 475004 

引达省并二噻吩（IDT）是性能优良的电子给体单元，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领域被广泛的研究。目前该类材料衍

生方式主要涉及取代侧基的变化、桥联原子的变化以及延长 IDT 的共轭骨架等方面，所得到的新型 IDT 衍生单元能

够一定程度的提升所得聚合物材料在电池器件中的光电转换效率，但是该类材料普遍具有较低的光电流密度。因此，

本研究工作针对上述问题设计了结构新颖的 IDT 类构筑单元，通过改变桥连碳原子属性，成功设计并合成了双轴向

共轭的新型 IDT 结构单元，通过单晶结构可以看出，该单元具有近平面的空间构型，增大的分子的共轭面积，缩小

的其空间体积，为聚合物链段获得高的载流子传输提供了保证。通过与受体单元共聚，所得到的聚合物的吸收光谱

相对于参照聚合物得到了明显的拓宽；以 PC71BM 为受体的太阳能电池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8.26%；同时，改聚

合物还显示了同非富勒烯受体 ITIC 良好的匹配性，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6.88%。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引达省；给体 

HP113 

基于两个吸电子单元的有机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 

冯贵涛,李诚,李韦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有机太阳能电池（OPVs）活性层给体材料常以 D-A 型共聚物为研究对象，而 A-A 型却鲜有研究。本文以两吸

电子单元 DPP 和 PCL 为基础合成了一小分子给体 PCLDPP，其能量带隙为 1.65 eV，以其为给体、PC61BM 为受体的

OPV 器件效率可达 4.8%。而基于 DPP 与 PCL 的 A-A 型共轭聚合物 PDPP2TPCL，具有较低的 LUMO 能级和近红外

吸收，FET 空穴迁移率为 0.56 cm2 V−1 s−1，以其为给体的 OPV 器件测得 4.2%的效率。在 PDPP2TPCL 的噻吩桥上引

入甲基可得两个新聚合物 PMDPP2TPCL 和 P2MDPP2TPCL，研究显示引入甲基的活性层具有更好的相分离尺寸，短

路电流更高，效率最高可达 6.1%。因此，吸电子单元的引入能有效降低材料能级，拓宽吸收，通过分子结构的设计

与细微调控能够有效改变材料的光电性能，A-A 型给体材料的设计策略为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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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有机太阳能电池；A-A 型共轭材料；给体材料；吡咯并吡咯二酮 

HP114 

高可见光响应的 PAN@TiO2/Ag 纳米纤维膜用于可回收性光催化降解 

史永正,张诗宜,王晓彤,杨冬芝,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提制备具有高可见光响应的 PAN@TiO2/Ag 纳米纤维膜用于可回收性光催化降解。通过静电纺丝制备聚合物

纳米纤维膜模板，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在聚合物纤维表面的组装以及银离子经聚多巴胺还原粘附在复合纤维表面。此

复合薄膜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颗粒对处理介质的二次污染，并有利于多次利用和回收。此复合薄膜工艺简单、薄

膜比表面积大、可以根据应用需要来控制二氧化钛的负载量及粒径大小，从根本上解决二氧化钛的回收多次利用问

题，并在提高可见光利用率、降低光生电子-空穴复合率、提高二氧化钛光活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关键字： 静电纺丝薄膜；光催化活性；二氧化钛；银纳米颗粒； 

HP115 

硫醇提高窄带隙活性层光和热稳定性的机理 

周魏华 1,尹静萍 2,谢远鹏 1,陈义旺 2 

1.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南昌大学化学学院，江西省新能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富勒烯在氧气的作用下会促使处于激发态的聚合物发生降解，使活性层框架坍塌。而光敏感的溶剂添加剂如 1,8-

二碘辛烷(DIO)的加入，虽然使器件效率得到了提高，但却加快了聚合物的降解。非卤的 1,4-丁二硫醇(BT)作为溶剂

添加剂不仅可以避免 DIO 光解碎片和处于激发态的 PTB7-Th 发生化学反应，还可以抑制富勒烯催化 PTB7-Th 和氧气

的反应。通过宏观/微观形貌、光谱吸收、器件性能分析，丁二硫醇作为添加剂时，其稳定性比不加任何添加剂更优

异，归结为该添加剂可将游离的和限制在聚合物相中的富勒烯分子抽提出来，提高了活性层的相纯度。此外，硫醇

更容易从活性层中挥发出来，从而提高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提高活性层的热稳定性。 

关键字： 硫醇，光稳定性，有机太阳能电池，热稳定性 

HP116 

基于光致形变非交联液晶高分子的光控微流控芯片 

刘荃 1,韦嘉 1,俞燕蕾 1,2 

1.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2.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微流控芯片由于具有小型化、高通量、快检测以及低能耗等优点，在现代生物科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然而目前均使用 PDMS 等非响应性的材料来构筑微流控生物芯片，需要连接复杂的外部设备来实现微量液体的驱

动，难以将微流控系统集成并简化。近年来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偶氮苯基团的非交联液晶高分子（LLCPs），并

利用该 LLCPs 构筑了自驱动的光控微管执行器。在本文中，我们借鉴了微管执行器的驱动原理，将光响应的 LLCPs

与微流控芯片相结合，通过简单的加工方式制备了光控微流控芯片。当用 470 nm 蓝光照射芯片通道内液体的一端时，

由于通道发生不对称形变变为锥形，因此驱动液体背向光源移动。我们测试了该微流控芯片对不同类型液体的驱动

速度，讨论了芯片中光驱动微量液体运动的机理，并在芯片中实现了两段液体的融合以及反应。该工作有望真正实

现光响应材料与微流控应用领域的结合，为推动光控微流体技术在生物领域的应用奠定基础。 

关键字： 光致形变；非交联液晶高分子；光控微流控；微量液体传输 

HP117 

Water-soluble non-conjugated polymer for pathogen discrimination 

Senthil Kumar Thangaraj,Shu Wang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The polymer P1 binds through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with Gram-negative bacteria and bi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microbe due to the presence of outer membrane in E.Coli leading to aggregation. In case of fungi,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with 

polymer P1. This newly designed low toxic polymer provides simple, fast and cost effective, fluorimetric detection method to 

discriminate the micro-organisms.  

关键字： pathogen discrimination; Non-conjugated polymer; non-specif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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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18 

柔性间隔基的长度对具有聚集诱导荧光增强效应的侧链型液晶聚合物性能的影响 

袁勇杰,黎金娣,李叶,张海良 

湘潭大学化学院高分子材料研究所 411105 

通过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合成了一系列含不同柔性间隔基长度的侧链型液晶高分子聚（4-十八烷氧基氰基二苯乙

烯）甲基丙烯酸酯（PCnDPAC18，n 表示柔性间隔基的长度，n=0, 2, 4, 6, 8, 10, 12）。通过核磁氢谱（1H NMR）对单

体及聚合物的化学结构进行了确认，并通过凝胶渗透色谱(GPC)对聚合物的分子量进行了表征。通过偏光显微镜

（POM）和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对聚合物的相结构与相转变行为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所有的聚合物都具

有液晶性，且聚合物的清亮点（Ti）随着柔性间隔基的增长而降低。通过荧光光谱（PL）对该系列聚合物的发光性

能进行了详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该系列聚合物具有明显的聚集诱导荧光增强效应，即在溶液中聚合物的发光强度

较弱，而在聚集态时聚合物荧光发射强度增加，且随着侧链型液晶聚合物柔性间隔基长度的增加，聚合物的聚集诱

导荧光增强效应逐渐增强，聚集态的荧光发光强度也逐渐增加。 

关键字： 聚集诱导荧光增强；侧链型液晶高分子；发光液晶；柔性间隔基 

HP119 

侧链为二苯酮受体的热诱导延迟荧光共轭聚合物 

杨一可 1,2,朱运会 1,2,王淑萌 1,程延祥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大学 

使用具有热诱导延迟荧光(TADF)发射性质的发光材料可以有效提高有机电致发光器件效率，并有利于器件的溶

液加工和大尺寸及柔性显示的实现。本工作设计合成了咔唑/吖啶为给体主链、二苯酮为受体侧链的共轭聚合物，聚

合物中给体和受体单元保持了聚合单体分子中的扭曲结构，最高占有轨道和最低空轨道产生空间分离，形成了足够

小的第一激发单重态和第一激发三重态能隙，从而使该系列聚合物具有热诱导延迟荧光发射性质。以该系列聚合物

为发光材料，采用旋涂方式制作了非掺杂电致发光器件，实现了 17.9%的最大外量子效率、61.2 lm W-1 的最大功率效

率和 60.5 cd A-1 的最大电流效率。降低 TADF 单元在聚合物中的含量可以有效抑制效率滚降，TADF 单元含量为 5%

的聚合物电致发光器件在 1000cd m-1 亮度下仍保持 17.5%的外量子效率、50.7 lm W-1 的功率效率和 60.0 cd A-1 的电流

效率。 

关键字： 热诱导延迟荧光；共轭聚合物；电致发光；受体；二苯甲酮 

HP120 

手性联萘-锌(II)配合物高分子的圆偏振发光性质研究 

王宇翔,成义祥 

南京大学 210023 

圆偏振发光(Circularly Polarized Luminescence, CPL)是指一个手性发光系统具有的特殊的光学性质，它不仅可以

表征手性分子激发态的结构信息，同时它还在化学探针、3D 光学显示、光存储、液晶激光器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

前景，有关圆偏振发光材料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设计并合成了一对基于手性联萘酚二吡咯配体的 Zn(II)

配合物高分子，该高分子能发射出 Zn(II)配合物的 547 nm 的黄色荧光，并且具有较强的圆二色和圆偏振发光信号，

CPL 的不对称因子 glum达到了-0.009 和+0.008。该工作为金属配合物圆偏振发光材料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字： 手性联萘；锌配合物；圆偏振发光；圆二色 

HP121 

氮化硼纳米片/P(VDF-HFP)多层复合膜的储能性能 

叶会见,卢铁梅,徐春锋,钟明强,徐立新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高脉冲电容器具有很高的功率密度，在消费电子、医用器械、粒子加速器及军工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成功制

备具有高介电常数、高击穿场强、高储能密度的介电复合材料是实现新型脉冲储能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中，首先利

用 HBPE 辅助剥离氮化硼纳米片（BNNSs），在此基础上将纳米片与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P(VDF-HFP)）复合，

通过拉伸和多层结构设计研究了制备工艺和结构对P(VDF-HFP)材料介电、储能性能的影响。当BNNSs含量为0.5 wt%

时，BNNSs/P(VDF-HFP) 复合膜的介电常数可达 35.5（100 Hz），此时损耗仅为 0.058；当 E=325 MV/m 时，复合膜

的最大极化强度达 4.05 μC/cm2，储能密度为 5.63 J/cm3，比纯膜提高了 34%，充放电效率为 79%。多层界面极化提

高了多层膜的介电性能和储能密度，这有利于探索界面与介电行为的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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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介电高分子复合膜 储能密度 多层结构 极化强度 

HP122 

基于非富勒烯受体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高性能三元有机太阳能电池 

杨雷,谷文星,黄辉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1408 

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可以使光生激子在较长距离内迁移，从而使得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得到提高，是有机太阳

能电池研究中的重要机理。目前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给体方向，基于此机理的太

阳能电池效率目前低于 9%，然而受体材料之间的能量转移目前还没有被报道。本文首次研究了有机三元太阳能电池

中受体之间的能量转移，运用此机理提高太阳能电池的吸收范围和激子捕获。通过添加少量的第二受体材料（1 

wt%），使得太阳能电池的光电流和能量转换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此机理广泛适用于不同带隙的给体材料，使得太

阳能电池能量转换效率高达 10.4%。这些结果表明，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是提高太阳能能量转换效率的新方法。 

关键字： 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非富勒烯受体，三元有机太阳能电池 

HP123 

侧链含氰基二苯乙烯的炔基桥连共轭聚合物：合成、性能及结构 

孟振功 1,2,余振强 1,唐本忠 2,3 

1.深圳大学，2.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3.香港科技大学 

以炔基桥连的共轭聚合物具有独特的光电性能，其主链的转动或者链间的堆积使其发光产生较大变化，作为功

能性聚合物受到广泛关注。将聚集诱导发光基元及多烷基链引入聚合物侧链，可以有效地调节其发光性能及液晶性

能等。本文合成了一系列含氰基二苯乙烯及多烷基链单体，并利用 Sonogashira 偶联反应合成了一类以苯炔结构为主

链的共轭聚合物，采用核磁共振及质谱等方法对聚合物结构进行表征的基础上，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荧光光

谱、差示扫描量热法（DSC）、一维广角 X-射线衍射（1D-WAXD）、偏光显微镜（PLM）等研究手段考察聚合物及其

单体的发光行为及相结构，并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对其相结构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聚合物在溶液及本体状态下

均能够发射较强的荧光，本体状态下分子能够堆叠形成层状有序结构。 

关键字： 共轭聚合物；氰基二苯乙烯；发光；偏振 

HP124 

基于生物模板的光调控多级光子晶体 

卿鑫 1,韦嘉 1,俞燕蕾 1,2 

1.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2.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刺激响应性光子晶体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其在彩色显示、存储设备以及生物传感器等多个领域都具有较

大的潜在应用价值。闪蝶翅膀是一种具有多级结构的天然光子晶体，其非角度性依赖的闪亮蓝色光泽十分吸引人。

目前已经报道了基于闪蝶翅膀的溶剂响应、热响应、pH 响应以及磁场响应性光子晶体。 这里我们通过在闪蝶翅膀

模板上沉积可光致形变的液晶高分子，成功制备了光响应的多级光子晶体结构。我们通过电纺将液晶高分子材料铺

展于闪蝶翅膀模板表面，然后通过加热退火使液晶高分子均匀的覆盖在其多级结构表面。在紫外光照下，这种光子

晶体反射率变化达 40%， 这是由液晶高分子中偶氮苯分子的顺反异构化进一步引起的多级结构形变造成。 通过绿

光照射光子晶体的反射率能发生回复。本工作提供了一种设计和构筑光调控光子晶体的方法，为功能高分子材料与

生物模板的结合与应用提供了途径。同时，基于闪蝶翅膀的光响应光子晶体有望作为可视化紫外光传感器得以应用。 

关键字： 液晶高分子；光致形变；光子晶体；闪蝶 

HP125 

由纤维素铜氨溶液制备二次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东玥,江晓宇,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 430072 

   纤维素铜氨溶液是富含有大量铜化合物的高分子溶液，通过简单方法可以直接制备负载有铜化合物的复合材料。

同时，人类使用纤维素作为碳源历史久远比，如直接燃烧使用或者煅烧成炭再使用。通过改变纤维素的形状，可以

获得不同形貌的碳材料。本论文以纤维素铜氨溶液为基础，通过乳液法制备了氢氧化铜@纤维素复合微球，再通过

高温碳化-氧化法制备得到 CuO@C 复合微球，并将其应用于二次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研究表明，所得微球在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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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之后仍然能保持完整的球形结构，高温氧化后依旧含有一定量的碳，为其应用于二次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提供

了基础。经电池测试，所得 CuO@C 微球-锂离子电池具有较高的比容量、优良的库伦效率和稳定的循环性。 

关键字： 纤维素；铜氨溶液；微球；二次锂离子电池 

HP126 

空穴传输型热活性延迟荧光聚合物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李晨森,任忠杰,闫寿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热活性延迟荧光（TADF）材料具有小的单重态-三重态能级差，能够充分利用其单重态激子和三重态激子，使其

器件的内量子效率可以达到 100%，成为第 3 代有机发光材料。基于聚合物 TADF 材料的溶液加工型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s）由于其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可用于制作大尺寸的 OLEDs。传统的空穴传输型材料苯基咔唑（BCz）

具有较高的三重态能，可以有效抑制客体向主体的能量回传并减小客体之间的激子淬灭。二苯并噻吩砜-吩噻嗪

（PTZ-DBTO2）作为发光效率最高的黄绿光 TADF 材料之一，被广泛用作 TADF 聚合物的发光中心。本文采用

PTZ-DBTO2 与 BCz 进行自由基共聚得到一系列的空穴传输型 TADF 聚合物。通过研究其热学，电化学，光物理与电

致发光性能，探究了聚合物组成与性能的关系。通过发光层中引入辅助掺杂剂使其 OLEDs 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其中

基于 PCzPT-19 的器件最大外量子效率达到 3.6%。 

 关键字： 有机发光二极管；热活性延迟荧光聚合物；空穴传输型 

HP127 

Janus 结构 ZnO/NiO 纳米纤维制备及其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性能 

刘杨秀,潘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Janus 材料因其不对称结构和独特性能而在界面催化、生物传感、药物控释等诸多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

值，成为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在静电纺丝聚合物 Janus 纳米纤维中添加功能性组分以及丰富的后处理方法

等，可以赋予静电纺丝纳米纤维一定的功能性。本文中，我们设计并成功地制备了一种由 ZnO 和 NiO 组成的 Janus

结构纳米纤维。我们选取 PVP 作为纳米纤维的基体，然后在两半组分中分别添加有机金属盐 ZnAc2 和 NiAc2，采用

静电纺丝法制备出具有明确 Janus 结构特点的纳米纤维前驱体。之后对纳米纤维前驱体进行高温烧结，最终制备出了

Janus 结构 ZnO/NiO 纳米纤维。这种纳米纤维结晶度高、晶粒尺寸小、具有明确的异质界面，ZnO 和 NiO 两组分间

形成 p-n 异质结，使得该纳米纤维具有优异的光催化性能，对多种有机染料催化降解性能突出。其中，紫外光（365 nm）

照下 1 h，孔雀石绿降解率高达 96%。 

关键字： 纳米纤维；Janus 结构；ZnO/NiO；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 

HP128 

聚吡咯的无溶剂合成及其传感应用研究 

臧晓玲 1,2,季君晖 1 

1.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吡咯不仅具有优良的加工和力学性能，而且还具有优异的光电特性，因此被广泛用于能源存储、生物/离子检

测、传感以及光电催化等领域。传统溶液方法合成的聚吡咯材料性能一致性难以得到有效调控，而无溶剂方法制备

聚吡咯材料具有经济环保、无溶剂残留以及操作简单等优点。本论文采用无溶剂聚合方法实现了纸基聚吡咯薄膜的

合成，生长的聚吡咯薄膜均匀的覆盖于纸纤维素表面。进一步压力传感测试发现，纸基聚吡咯薄膜的电阻对压力极

为敏感，且不同浓度氧化剂原位生长得到的聚吡咯薄膜对压力的灵敏度不同。 

关键字： 聚吡咯；无溶剂聚合；压力传感 

HP129 

新型聚合物光伏材料与器件的制备与表征 

赵斌,曾昭魁,张治权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411105 

以 2,9-二氟苯并[c]噌啉（DFBC）作为弱拉电子结构单元，以 1,4-吡咯并[3,4-c]-吡咯二酮（DPP）作为强拉电子

结构单元，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型的 A1-A2 型共轭聚合物 PDFBC-DPP。基于 PDFBC-DPP 和（6,6）-苯基-C71-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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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酯（PC71BM）的 PSC 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PCE）为 7.92％，这是目前文献报道的 A1-A2 型共轭聚合物中最高光

伏性能之一。将聚乙氧基乙烯亚胺与 1,8-二碘辛烷反应，得到一种交联聚合物 PEIE-DIO，将其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

池器件的电子传输层，当其厚度为 10 nm 时，其 PSCs 器件的 PCE 值达到了 9.75%，这比基于同样厚度的 PEIE 电子

传输层的 PSC 器件的 PCE 高了 13%。当电子传输层厚度为 50 nm 时，基于 PEIE-DIO 的 PSCs 的 PCE 值仍然有 8.88%，

这远远高于基于相同厚度 PEIE 电子传输层的 PSCs 的 PCE。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电池；2,9-二氟苯并[c]噌啉；A-A 结构；电子传输层；交联 PEIE 聚合物 

HP130 

新型含肉桂酰侧基的光敏聚酰亚胺平行取向膜的研究 

王飞,汪映寒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以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和 2,2-双 (3-氨基-4-羟基苯基)-六氟丙烷（AHHFP），经两步法合成含有羟基侧基

的聚酰亚胺（PI），再经过肉桂酰氯功能化，得到可溶的光敏聚酰亚胺（PI-CA）。1H-NMR 测试结果表明 PI 和 PI-CA

的成功制备。经过照射倾斜的平行紫外光，可以诱导液晶分子发生平行取向。 

关键字： 光敏聚酰亚胺；液晶；平行取向 

HP131 

多功能可穿戴传感阵列用于呼气中 VOC 标志物和生理信号的同时监测研究 

徐华,项建新,路一飞,张明坤,顾忠泽 

东南大学 210096 

利用柔性可穿戴设备来监测人体的健康信号在个体化健康监护和预防医学中都表现出极大的应用潜力。由于单

一的健康参数很难准确地判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同时在线监测多个健康数据，尤其是生理信号和生物标志物的同时

检测变的更为重要。在本研究中,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石墨烯材料的多功能可穿戴式传感阵列，实现了对呼气中 VOC

标志物和生理信号的同时监测。该传感阵列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上层是由四个卟啉修饰的还原氧化石墨烯（rGO）薄

膜组成的气体传感阵列，利用阵列的电学信号变化结合模式识别技术实现对呼气中 VOC 标志物的辨别和分析；下层

是由多孔的石墨烯薄膜构成的应力响应层，用于对人体的脉搏、呼气频率等生理信号的实时监测。并将开发的传感

阵列用于区别糖尿病患者和健康人，及监测人体的脉搏、呼气频率等。 

关键字： 多功能可穿戴式传感阵列；石墨烯材料；VOC 标志物检测；生理信号检测； 

HP132 

含有构象锁的聚合物半导体材料：合成、表征及其场效应性能研究 

张卫锋,于贵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有机场效应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研究在近几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优良性能聚合物半导体材

料，其载流子传输性能已经和小分子和无定型硅相媲美。然而发展具有平面、刚性和高度电荷离域的 π−共轭体系的

合成单元以及聚合物依然是本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通过在聚合物主链上引入氢键或者其它非共价键弱相互作用力

作为构象锁(conformational locks)来促进共轭骨架平面性和刚性从而增强聚合物链间相互作用力和有序堆积，发展了

多个系列新型聚合物，取得较高电荷迁移率，同时研究了结构与性能关系 

关键字： 场效应晶体管；聚合物半导体材料；构象锁；分子内弱相互作用力 

HP133 

石墨烯/聚吡咯纳米复合物的合成和电化学性能考察 

李瑜 1,高伊扬 1,何伟 2,井新利 1 

1.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2.昌吉学院化学与应用化学系 

将高比表面积的纳米碳材料和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有机、无机纳米材料复合，是获得兼具循环稳定性和高比电

容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典型途径。针对原位化学氧化聚合制备纳米碳/导电高分子复合物过程中，纳米碳材料易

团聚等缺点，本文以氧化石墨烯(GO)为前驱物，通过超声波辅助的原位吡咯化学氧化聚合，在高的单体浓度(0.15M)

下得到了具有良好纳米结构的 GO/聚吡咯纳米管(PPy-NT)复合物，其电导率为 20 S/cm。经适度热处理、除去 GO 上

部分含氧官能团并保留了 PPy 的骨架结构，获得了由二维片层结构的石墨烯(G)和 PPy 纳米管构成的多尺度纳米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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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将该种纳米复合物作为活性材料制成电极，采用三电极系统考察其电化学性能发现，在 1A/g 的电流密度下

G/PPy-NT 复合物的比电容为 220 F/g，相比于普通聚合体系中得到的 PPy 均匀包覆在石墨烯上的复合结构具有更好

的循环稳定性。 

关键字： 聚吡咯；石墨烯；原位聚合；电导率；比电容 

HP134 

基于颜色混合理论制备“无色-黑色”型电致变色的共聚聚酰胺 

苏凯欣,孙宁伟,孟诗瑶,周宏伟 

吉林大学 130012 

聚合物电致变色材料因其柔性、高机械强度、耐热、耐化学腐蚀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显示、传感以及信息存储等

领域。然而，让电致变色材料在整个可见光区均有强吸收是很困难的，所以黑色电致变色材料很少被报道。本文基

于颜色混合理论，制备了一种新型的包含“双芳胺-芴”和“甲氧基三苯胺”基团的共聚聚酰胺，实现了“无色-黑色”的电

致变色转变。对其“无色-黑色”的电致变色性能进行研究，电致变色对比度 ΔT 高达 80%；经过 100 圈循环，没有出

现衰减，具有较好的电致变色稳定性。因此，这种高对比度、高稳定性的新型“无色-黑色”的电致变色材料，有望应

用于未来的电致变色显示以及太阳能电池等方面。 

关键字： 三芳胺；颜色混合理论；共聚聚酰胺；“无色-黑色”电致变色 

HP135 

两步能量转移控制制备柔性荧光 Janus 纳米纤维膜：从白色发光到全彩发光 

汪秋桐,潘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微结构设计优化静电纺丝过程，得到具有 Janus 结构的聚合物纳米纤维。经电镜测试后证明单根纤维存在异

质结构，两端分别为两种不同聚合物基质且中间有明显分界线。选用三种分别发射红，绿和蓝色的荧光物质（RGB）

与聚合物基质混合纺丝研究其荧光性能，通过荧光光谱测试发现 BG，GR 之间存在能量转移，而 BR 之间几乎没有

能量转移。根据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理论，当两种荧光物质激发和发射峰大面积重叠，且分子间间距很小时能量转移

效率极高，受激发的供体荧光分子通过非辐射能量转移几乎将所有能量传递给受体荧光分子，导致自身荧光衰减甚

至猝灭而只有受体分子发出荧光。我们充分利用 Janus 纤维的空间隔离效应，分别将没有能量转移效果的 BR 和 G 荧

光分子分别引入 Janus 纤维两端，测试表明该结构能有效控制能量转移，调节荧光物质配比即可得到混合发射白光的

聚合物纳米纤维膜。该研究在有机发光显示和荧光防伪等方面有潜在应用。 

关键字： 静电纺丝；Janus；空间隔离；能量转移；全色发光 

HP136 

基于吲哚的热活化延迟荧光材料 

李旭萍,朱亮亮 

复旦大学 200433 

有机热活化延迟荧光（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TADF）材料的最低单重激发态-三重激发态能隙

（ΔEST）较小，不断累积的三重态激子 T1 可以在热活化的作用下反系间窜越形成单重态激子 S1，单重态激子 S1 辐射

跃迁产生延迟荧光，理论最大 IQE 为 100%（25%荧光+75%延迟荧光）。目前，研究者已经设计合成了多种具有 TADF

性质的纯有机小分子，然而，小分子 TADF 材料的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为了拓宽其应用范围，TADF 聚合物材料的

开发迫在眉睫，但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我们拟开发一种具有高效 TADF 性能的的 π-共轭聚合物，聚合物骨架

（D-A-D）由电子给体（D）和受体（A）单元组成。为了控制材料的发射颜色，同时保证 π-共轭聚合物具有很小的

ΔEST，我们将具有良好给电子性能的吲哚单元与电子受体二苯砜作用得到具有 TADF 性质的新型 π-共轭聚合物。 

关键字： 延迟荧光；吲哚；共轭聚合物 

HP137 

纤维基晶体管生物传感器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跃丹 1,卿星 1,张杨 1,周全 1,王栋 1,2 

1.武汉纺织大学，2.东华大学 

有机薄膜晶体管由于灵敏度高，速度快、工艺简单和生物相容性，同时具有放大器的特点，在生物传感领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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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潜在的应用前景。相比传统的平面构型，纤维基晶体管有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可以柔性编织，同时可以对环境

信号进行实时和便携的监测。本研究采用聚吡硌导电高分子作为有源层，通过纳米纤维和石墨烯的表面修饰，改变

导电高分子的结构和提高电性能，并将其组装成纤维基晶体管，利用扫描电镜、红外光谱等对纤维表面形态和结构

进行表征；研究晶体管的电学性能和稳定性；同时设计、构筑具有柔顺性和快速实时检测功能的纤维基晶体管传感

器，研究传感器对不同生物分子的灵敏度、选择性及重现性。结果表明：纤维基晶体管具有优异的电学性能，其器

件的开关比达到〉102 和良好的稳定性，同时对葡萄糖和多巴胺有非常灵敏的电子识别性能（检测浓度低至 1 nm）和

优异的选择性，且具有响应快、重现性好等特点，为可穿戴式柔性智能电子器件开辟出新的路线。 

关键字： 有机电化学晶体管；导电高分子；生物传感器；葡萄糖；多巴胺 

HP138 

 “全有机”弹性体的电致形变 

王东瑞 

北京科技大学 100083 

为了获得能量转换效率高的电驱动和能量收集器件，制备介电常数高、弹性模量低、电学和力学损耗小的弹性

体材料是关键。我们围绕“全有机”介电弹性体这一设计思路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发现向常见的硅橡胶、聚氨酯弹

性体基体中引入强极性偶氮苯分子、高分子增塑剂等可有效提升介电弹性的电学、力学性能。例如，通过化学交联

或物理混合的方法将强推拉型偶氮苯分子引入弹性体交联网络，可将弹性体的电致应变提升数十倍。加入合适的大

分子增塑剂来调控弹性体的力学性质，同样能够有效提升介电弹性体的电驱动及能源收集性能。我们系统研究了不

同种类增塑剂对热塑性聚氨酯的电致驱动行为的影响规律，发现加入大分子的增塑剂对于降低弹性体的弹性模量、

提升电致形变性能是最有利的。 

关键字： 介电弹性体；电致驱动；麦克斯韦应力；介电常数；弹性模量 

HP139 

苝酰亚胺多倍体电子受体材料的合成及光伏应用 

陈令成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In the past two years, OSCs based on non-fullerene acceptors, are comparable or even superior to the fullerene-type 

devices. PDI derivatives, which have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exhibited great potential due to their good 

electron-accepting ability, high electron mobility, especially their highly tunable electronic energy levels by chemical 

modification exhibit high PCE over 8% with a high Jsc over 18 mA cm−2 in non-fullerene OSCs. 

关键字： OSCs，non-fullerene acceptors, PDIs 

HP140 

非共价构型锁定的稠环电子受体的合成及其在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刘亚辉,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设计了两个新的以 IDT 为核，苯环为桥和茚酮为端基的小分子受体，并将它们用于有机太阳能电池中。通过改

变苯环上链接烷基和烷氧基从而实现了分子内的非共价相互作用的调节。这两个小分子在紫外吸收，循环伏安以及

密度泛函计算等方面均展示出截然不同的性质。苯环上烷氧链取代的分子（IDT-O）具有更宽的吸收范围，更高的能

级，同时具有更好的分子骨架平面性。分别将两个小分子与聚合物共混制备光伏器件后，其光伏性能有显著的差异，

基于 IDT-O 的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10%，其开路电压为 1.01V，短路电流为 17.52mA/cm-2，填充因子为 54.0%。与之对

比，苯环上烷基链取代的分子（IDT-NO）的光电转换效率仅为 2.28%。我们的方案为稠环电子受体的设计提供了有

意义的启发。 

关键字： 非富勒烯受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稠环电子受体，非共价构型锁定 

HP141 

位阻功能化调控聚二芳基芴的形貌稳定性及其电致发光和放大自发发射特性 

白鲁冰 1,刘彬 2,韩亚敏 1,林进义 1,黄维 1 

1.南京工业大学，2.南京邮电大学 

通过位阻功能化调控聚二芳基芴的分子链构象，是优化材料的光物理性质、提高稳定的光电器件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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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工作中，我们论证聚 9,9-二芳基芴（PODPF）呈现丰富的 β 相行为，以此为基础我们通过与多种螺芴衍生物

共聚，成功抑制了聚合物链的聚集并提高了电致发光光谱的稳定性。通过拉曼光谱和吸收发射光谱分析证实，与 SFX

的共聚物能够在滴膜状态下形成类平面化构象 β 相，特征发射峰为 454 nm，482 nm 和 517 nm。相比于母体 PODPF，

共聚物本身抑制分子链长程有序排列，在薄膜状态呈现无规相态，而提高材料薄膜荧光发光效率。同时，所构建的

聚合物发光二极管，在保证器件效率的同时提高了发光稳定性。因此，位阻功能化后共聚物呈现较低的自发放大辐

射（ASE）阈值。总之，通过调控共聚单元类型控制聚合物链的聚集行为，是实现稳定蓝光电器件和降低 ASE 阈值

的一种有效方法。 

关键字： 位阻功能化；聚二芳基芴；螺芴；聚合物发光二极管；自发放大辐射 

HP142 

纤维素基长寿命室温磷光材料的分子设计及性质研究 

杜琳琳,龚永洋,刘远立,韦春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4 

不含有传统苯环、噻吩、芴、咔唑等类型 π 电子共轭单元的非典型高分子发光材料因其基础研究重要性和广泛

的应用前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与传统的发光材料相比，非典型发光化合物，不仅合成较传统发光材料更为容

易，而且可通过简单修饰使其获得良好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从而在生物传感和医学影像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本文介绍以可降解的绿色环保型的纤维素为基础，设计构筑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和超长寿命的非典型性高

分子室温磷光材料。 

关键字： 纤维素；聚集诱导发光；长寿命室温磷光 

HP143 

海藻酸锌：室温磷光高分子材料 

胡家友,龚永洋,刘远立,韦春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4 

近年来，室温磷光材料由于在有机发光二极管、生物传感器和安全防伪等领域有着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引起

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室温磷光材料基本上都是无机化合物和有机贵金属的配合物，具有室温磷光特性的

有机化合物尤其是高分子化合物少有报道。开发研究在室温状况下具有磷光特性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具有重要的科

学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以具有优良生物活性的海藻酸钠与六水合硝酸锌进行配位，合成制备具有室温磷光发

射特性的高分子光学材料。 

关键字： 室温磷光高分子材料；海藻酸锌 

HP144 

低成本环保型智能可穿戴纤维的制备及其传感机理研究 

陈松,刘岚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能满足可穿戴设备使用要求的高性能柔性力敏传感材料。它是一种可以贴

附于各种不规则对象的表面，能够感知材料表面作用力(压缩、弯曲、拉伸、扭曲等)的功能材料。相较于传统的薄膜

状的力敏传感材料，力敏传感纤维因为兼具很好的传感性能和优秀的贴合性，加工性（可编、可纺等）而成为未来

可穿戴材料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当前柔性力敏传感纤维普遍存在加工方式复杂，加工成本高的问题，使得力敏传

感纤维的研究价值仍停留在科研阶段，因此如何简单、有效、低成本地制备高导电性、高灵敏度、多功能、快速响

应且高稳定性的柔性力敏传感纤维是柔性力敏传感材料实际应用的前提，也是当前传感材料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本

研究首次对一次性口罩的氨纶线进行回收再利用，在织物基口罩线上构筑一维银纳米线网络，不仅成本低，环保，

而且制备的高导电纤维具有高灵敏，高拉伸，多重检测的能力，本研究对科研和实际生产均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关键字： 高性能；银纳米线；可穿戴设备；低成本；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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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45 

具有机械荧光响应性能的聚集诱导发光增强聚氨酯 

王琨,陆浩,刘蓓蓓,杨继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本文合成了软段含有四苯基-1,3-丁二烯衍生物的线性聚氨酯，并通过示差扫描量热法(DSC)、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红外光谱和凝胶渗透色谱等多种手段进行了结构表征。随着 N`N-二甲基甲酰胺/水混合溶剂中水的比例逐渐增

大，聚氨酯溶液的荧光强度逐渐增强，说明该聚氨酯产物有聚集诱导发光增强的性能。然后，通过四氟模具制备条

形的聚氨酯并测试其力学性能。进一步的，随着聚氨酯薄膜两端拉伸应力的增大，聚氨酯薄膜的荧光强度也会呈现

波动性上升的趋势，说明合成的聚氨酯具有机械荧光响应的性能。这种具有机械荧光响应性能的聚集诱导发光增强

聚氨酯在应力传感器等方面有着潜在的运用。 

关键字： 机械荧光响应，聚氨酯，聚集诱导发光增强性能，四苯基-1,3-丁二烯衍生物 

HP146 

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双受体三元共混体系的研究 
陆恒,徐新军,薄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00875 

通过拓宽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活性层的光谱吸收，能有效地提升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为了更好的匹

配太阳光的辐射波长，首次使用富勒烯受体 PC71BM、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 ITIC 与有机共轭聚合物 P1 共混，制备出

高性能的三元共混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小分子受体 ITIC 在 600 到 800 nm 的光谱范围内有较强的吸收，添加进

P1:PC71BM 二元共混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能有效的拓宽电池的吸收光谱，从而获得较高的短路电流。而 PC71BM

具有较好的电子传输能力并且用能有效地减少 ITIC 的聚集，改善活性层的形貌。运用这种三元共混的策略所制备的

太阳能电池能够获得 10.4%的光电转换效率，相较于两个二元共混体系(P1:PC71BM 和 P1:ITIC)，对其效率都提升了

35%左右，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三元共混体系所报道的最大提升幅度。该方法为快速增强三元共混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的性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三元共混；吸收光谱互补 

HP147 

含卟啉侧基的聚酰亚胺的合成及其光物理和电化学性能表征 

耿建昭,贾南方,卢嘉铭,齐胜利,田国峰,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传统的存储材料逐渐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需求，有机聚合物信息存储材料已受到广泛关注。其中，聚酰亚胺因

其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化学稳定性、尺寸稳定性和力学性能而成为研究的重点，多种具有电子给体-受体型结构

的聚酰亚胺已被成功设计合成，并表现出不同的电双稳态信息存储行为。但目前可供选择的分子体系十分有限，主

要以三苯胺和咔唑为主，使得分子的可设计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本文从 meso-四苯基卟啉出发，设计合成了一种含新

型给体——卟啉的二胺单体及其过渡金属（Zn）配合物，并将其与二酐进行缩合聚合制备出了两种新型的含卟啉侧

基的聚酰亚胺。采用核磁氢谱和红外光谱对产物的基本结构进行表征；并采用紫外可见光光谱及循环伏安法研究了

两种聚酰亚胺的光物理和电化学性能，均表现出了显著地差异。合成出的两种聚酰亚胺同时含有电子给体与电子受

体的结构，有望在电双稳态存储方面展示出不同的性能。 

关键字： 卟啉；聚酰亚胺；光电性能 

HP148 

可光致发光多孔 POSS/ncSi 复合材料制备与表征 

Dongzhi Chen,Zhonghua Mai,Weilin Xu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通过热硅氢加成和聚合反应制备出了光致发光多孔硅纳米晶体（Vinyl-POSS/ncSi）聚合物复合材料。实验结果

发现：该复合材料不但具有保持 POSS 的笼型结构完整性不变，而且随着 Vinyl-POSS 与端氢硅纳米晶（ncSi:H）的

重量比增加，该材料具有可调节的比表面积（290.5~1047.2 m2g-1）、孔体积（0.64~1.17 cm3g-1）和孔径（6.08~3.54 nm），

但是其绝对量子产率不受 Vinyl-POSS 与 ncSi:H 的重量比的影响。 

关键字： porous materials; photoluminescence; silicon nanocrystals;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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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49 

基于苯并二噻吩 PSC 空穴传输新材料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蒋兰兰,王鑫亮,宋春梅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学系 200241 

本文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传统的空穴传输材料 2,2',7,7'-四-[N,N-二(4-甲氧基苯基) 胺]-9,9'-螺双芴 spiro-OMeTAD

和 P3HT 分子结构的基础上，合成新型的小分子空穴传输材料 2,6-双三苯胺-4,8-双（苯乙基-氧）苯并[1,2-B:4,5-B']

二噻吩，2,6-双三苯胺-4,8-双（对甲氧基-苯基-氧）苯并[1,2-B:4,5-B']二噻吩。三苯胺作为传统的空穴传输材料，具有

较低的 HOMO 能级以及较高的空穴迁移率；噻吩类化合物由于结构工整，电子导电率高。合成所得的空穴传输材料

通过薄膜紫外和循环伏安测试计算得到 HOMO 能级，为-5.30eV 左右，与传统空穴传输材料 spiro-OMeTAD 基本一

致。创新点在于改变连接在苯并二噻吩和所连接噻吩上的侧链来调节合成物质的溶解性，从而使空穴传输料的性能

更加优越。 

关键字：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穴传输材料；苯并二噻吩 

HP150 

ITIC 类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受体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祝育林,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The target nucleus IDTT-th-Cl was synthesized from the side chain of halogenated thiophene, and the target molecule 

ITIC-th-Cl was synthesized by the method of synthesizing ITIC molecule reported by Dr Li Yongfang. The light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of previously reported ITIC materials and synthetic target molecules ITIC-th-Cl are compared. The efficiency of 

ITIC-th-Cl is found to be comparable to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ITIC material. 

关键字： Organic solar cells; Receptor material; ITIC 

HP151 

HDPE/CB/石墨导电复合材料的 PTC 效应研究 

梁奎,陈绪煌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本文主要研究 HDPE/炭黑/石墨的三元聚合物基导电复合材料的 PTC 效应。首先通过研究 HDPE/炭黑二元体系

的温度-电导率变化曲线，验证复合材料的 PTC 效应。然后向其中加入石墨，进一步研究 HDPE/炭黑/石墨的三元体

系，发现材料的 PTC 效应得到增强，这可能与导电相炭黑与石墨的协同作用有关。最后我们在三元体系中加入了 TAIC

进行交联，材料的 NTC 效应基本得到消除，PTC 的强度有所改善，这可能是由于基底材料与导电相界面发生了特殊

的变化引起的。 

关键字： PTC 效应；炭黑；石墨；复合材料 

HP152 

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13%的单结有机太阳能电池 

赵文超,李荪荪,姚惠峰,张少青,刘晓宇,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基于共轭聚合物和非富勒烯受体共混制备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机太阳能电池可以通

过旋转、喷涂，或者用滚筒印刷的方式制备质量轻、柔性好、成本低廉的大面积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

效率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提高：（1）设计合成高性能的光伏材料；（2）优化器件制备方法和设计新型器件结构。

过去 3 年来，经过各国研究人员的通力协作，特别是中国科学家的参与，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

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效率已经从 2015 年的 5%迅速提高到目前的 13%以上。2017 年, 我们将新型聚合物给体材

料 PBDB-T-SF 和非富勒烯受体材料 IT-4F 共混制备有机太阳能电池，该电池可以获得超过 13%的效率并得到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的认证。本报告将系统阐述通过器件工程和材料设计等策略提高效率，并报道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13%

的单结有机太阳能电池，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字： 有机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器件工程；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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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53 

利用双-福斯特能量转移提高全聚合物光伏电池能量转换效率 

刘剑刚,韩艳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向给受体两元共混体系添加第三种光电材料构建三元体系光伏电池是拓宽活性层光吸收窗口，提高光伏电池性

能的重要途径。第三组分则需要根据三元体系光伏电池的光物理过程分布在活性层特定位置。然而，目前尚无有效

手段精确控制第三组分分布，导致第三组分无法全部有效的参与到光电转换过程中。在本部分工作中，我们发展了

双-福斯特能量转移机理，确保第三组分能同时与给体及受体发生能量转移。因此，第三组分仅需均一分散在活性层

内部，即可与给体或者受体发生福斯特能量转移，从而全部参与到光电转换过程。根据上述原则，我们选取 PTB7-Th 

为给体，P(NDI2OD-T2)作为受体，PF12TBT 作为第三组分构成 PTB7-Th/PF12TBT/P(NDI2OD-T2)三元体系光伏电池。

结果表明，加入 PF12TBT 后，由于光子吸收效率增加，器件能量转换效率由 4.70%大幅提高至 6.07%。 

关键字： 全聚合物光伏电池；福斯特能量转移；光吸收窗口；三元体系 

HP154 

甲基橙诱导吡咯聚合成管机理及聚合反应动力学研究 

朱正曦,徐鹏,陈静,胡梦璠 

扬州大学 225002 

聚吡咯（PPY）导电纳米管因其自身较好的导电性、较低的堆积密度、优良的生物相容性以及氧化/还原性能，

在超级电容器、二次电池和生物传感器等领域被广泛应用。朱正曦与陆云等人首次报道了以甲基橙（MO）作掺杂剂，

在常温常压条件下无需模板地制备聚吡咯纳米管的方法。因该方法便捷、无需复杂设备、易于大批量制备、重现性

好、甲基橙价格低廉易获取等优势，已并被广泛运用。但对成管机理的研究至今仍然较少，而且对机理假设的争议

较多。本论文通过改变制备纳米管的条件，如：光照、微波、超声、溶剂种类、温度、pH、掺杂剂化学结构等，探

究甲基橙诱导吡咯聚合成管的机理。另外，工作还对吡咯在不同溶剂条件下的聚合反应动力学进行了研究，尝试探

究其聚合机理。 

关键字： 成管机理；聚吡咯纳米管；聚合动力学；甲基橙 

HP155 

柔性三维多孔力/湿传感材料的研制及其应用 

刘海州,陈文坤,刘书奇,王萍萍,郑荣敏,刘岚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近年来柔性压阻传感材料在人体运动、健康监测及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根据传感

刺激源可以分为应变、化学、生物传感材料。对于人体健康监测领域而言，三种刺激源都广泛存在，然而目前大多

数传感材料都基于单一刺激源而设计的，这很不利于可穿戴设备微型化、集成化，因此研发能针对多种刺激源进行

监测的人体健康监测传感材料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本工作以柔性密胺海绵作为基体，将银纳米线（AgNWs）

和氧化锌纳米棒作为传感组分，采用 dip-coating 法负载到海绵基体上，从而制备得到柔性三维多孔力/湿多功能的传

感材料。该传感材料基于 AgNWs 网络形变时导电接触点变化以及 ZnO 表面吸湿增加载流子的原理实现力/湿响应。

其不仅可以监测人体应变刺激，如肌肉运动和面部表情等，还可以通过呼气响应来实现呼吸频率和强度的监测，该

传感材料丰富了人体健康监测柔性传感材料的研究内涵，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柔性；三维多孔；多功能传感材料；可穿戴设备 

HP156 

在聚合物光探测器中利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实现波长选择性增强光响应 

王欢,王兴光,李明明,张彪,赵阳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63318 

光探测器在图像感测、通讯、环境监测以及化学生物传感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潜力巨大。金属纳米粒子由于表

面等离子体的存在，在金属表面上电磁场的增强通常导致光吸收的增加。本研究中，将尺寸可控的银纳米粒子、金

纳米粒子和金纳米棒分别引入聚合物的光探测器中，这些杂化的器件在相应的等离子体共振波长范围内展现出明显

的光电流增加，并最终导致响应度和探测率的增加。对比于原始器件，银纳米粒子、金纳米粒子和金纳米棒杂化的

器件对于蓝光（450 nm）、绿光（525 nm）和红光（620 nm）的响应度分别提高了 46%、49%和 65%；而且器件的线

性动态范围和光响应稳定性也被进一步研究。通过稳态和时间分辨荧光的测量，探讨了表面等离子体增强光电流的

机理。这项工作表明在聚合物光探测器中引入等离子体纳米结构，可以提高等离子体共振波长范围内的光探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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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通过设计和调控纳米金属的形貌和尺寸，有利于开发具有波长选择性的光探测器。 

关键字： 聚合物光探测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光电流增强、波长选择性 

HP157 

基于吩噻嗪为给体的 D-A 结构蓝色荧光分子的构筑及电致发光性质研究 

薛善锋,石津津,杨文君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6042 

构筑具有电子给体（D）–受体（A）结构荧光分子是发展高性能有机电致蓝光器件最有效的方法，[1-4]而 D–A 型

分子的共轭程度是影响电致发光性能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以吩噻嗪为给体、咪唑为受体(1,4,5-三苯基-咪唑和菲并

咪唑)，通过调控受体单体的共轭程度构筑了两个新型的 D–A 型蓝光分子（PTHBI 和 PTHPI）。非掺杂器件最大发光

效率和发光峰位分别 7.2cd/A，476 nm 和，3.44 cd/A，460 nm。这两个分子的电致发光器件性能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受

体单元的扭曲程度不同所致。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 D-A 型分子结构与电致发光性能间的关系，并且提供了基于

吩噻嗪为给体的有机蓝色发光材料体系的设计策略。 

关键字： 电子给体-电子受体；吩噻嗪基；咪唑基；电致发光器件；蓝光发射 

HP158 

掠入射技术原位探测全共轭嵌段共聚物的相态转变 

杨华 

1.东莞中子科学中心，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全共轭嵌段共聚物的结晶行为和微相分离行为对器件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分子排列调控和机理研究非

常重要。我们利用了原位紫外-可见光谱、荧光光谱和掠入射广角 X 射线衍射实时探测了 PFO-b-P3HT 薄膜中的相态

转变以及微相分离形态结构。PFO 具有多晶相，包括 α，α’，β，非晶相，向列相等，这些相态之间会相互进行转变。

而具体的转变过程则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原位 GIWAXS 实时探测了薄膜中的分子取向转变，观察了 PFO 段在热处

理过程中几种相态的转变。在不同的温度下分别出现了 β 相、非晶相、α 相和液晶向列相，主要过程如下：直接旋涂

薄膜时，PFO 形成 β 相；加热至 120℃PFO 由 β 熔融成非晶相；150℃时 PFO 重结晶并转变为 α 相；180℃PFO 由 α

转变为液晶相，无 rod-coil 转变；260℃P3HT 熔融以后分子链卷曲重排。PFO 段的相态转变也将影响 P3HT 的分子链

排布，以及嵌段共聚物的微相分离行为。 

关键字： 全共轭嵌段共聚物；相态转变；原位探测；掠入射技术；热处理 

HP159 

氧化锌/苝酰亚胺衍生物双层电子传输层提升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效率 

李泽林 1,2,杨大磊 1,赵晓礼 1,张通 1,2,吴凡 1,李自东 1,杨小牛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我们通过简单的两步反应合成了一种带有离子化端基的新型苝酰亚胺类材料 PDI-N3Br，将其应用于基于

PBTIBDTT 和 PC71BM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与溶胶法制备的氧化锌层共同作为电子传输层。通过电池效率测试，我

们发现 PDI-N3Br 修饰层的加入明显提升了电池器件的效率，将初始器件的 8.01%的效率提升到了 8.66%。具体的，

器件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和填充因子均有所提升。通过外量子效率的表征我们发现加入 PDI-N3Br 修饰层后器件的

外量子效率在全波段均有所提升。通过表征器件短路电流与光强的关系我们发现加入 PDI-N3Br 修饰层后器件的 α 值

明显提升。最后，通过表征电池器件的光电流与有效电压的关系我们发现加入 PDI-N3Br 修饰层后器件的激子分离概

率明显提升。通过一系列的表征我们认为，PDI-N3Br 修饰层的加入可以抑制原本发生在氧化锌界面处的电荷复合，

从而带来了最终器件效率的提升。 

关键字： 苝酰亚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电荷复合 

HP160 

二苯并吡喃类共轭聚合物在有机光伏领域的应用 

周圆圆 1,李淼 2,宋金生 1 

1.河南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以其制备工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可溶液加工、材料来源广泛、便于制作柔性薄膜器件等

特点，受到了国内外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2015 年，本课题组通过将氧原子引入芴中高产率的合成了二苯并吡喃

(DBP)的给体单元，并设计了两种 D-A 型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研究结果表明供电子的氧原子的引入实现对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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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吸收光谱、HOMO 和 LUMO 能级、载流子迁移率的调制。之后又将 DBP 单元与含有不同烷基链和取代基团的

DTBT 单元通过四种聚合物，通过理论计算我们发现由于修饰基团的不同，分子共轭主链将表现出不同的构象，通过

不同的表征也证明这一观点。经过器件优化，聚合物 PDBPTBT-5 显示出了最佳的光电转换效率，初步结果可以达到

7.06%(Voc = 0.96 V, Jsc = 11.09 mA/cm2, FF = 0.67)。 

关键字： 二苯并吡喃；聚合物给体；构象 

HP161 

一种具有 AIE 性能的四臂星型聚合物的合成和组装行为研究 

吴淦 1,程林 1,马春 1 

1.安徽师范大学，2.安徽师范大学，3.安徽师范大学 

聚集诱导发光(AIE,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是指一类非平面的分子在其良溶剂中不发光或发光微弱而聚集

后或固态下荧光显著增强的现象。自从 2001 年 Tang 课题组发现硅杂环戊二烯衍生物的“聚集诱导发光”现象之后，随

着研究的深入，多个聚集发光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细致探究。例如，烃化合物诱导发光体系、包含杂原子的

诱导发光体系、聚合物的诱导发光体系。我们利用四氨基四苯乙烯骨架为核，通过 ATRP 聚合方法制备出不同聚合

度的四臂星型的聚苯乙烯(PS)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并研究了聚合物在 DMF 与乙酸乙酯体系和 DMF 与水体

系中的聚集发光性能；同时研究了聚合物在溶液和乳液体系中的组装行为。以四苯乙烯为核的聚合物随着不良溶剂

比例的增加荧光发光强度显著增强，显示出良好的 AIE 效应。研究结果通过紫外、荧光、SEM 和 TEM 等表征并得

到证实。 

关键字： 聚集发光；四苯乙烯；组装；荧光 

HP162 

稠环类芴核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设计合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李淼 1,2,张哲 1,薄志山 1 

1.北京师范大学，2.河南大学 

近年来，非富勒烯梯形受体材料得到了快速发展。我们设计合成了三个芴核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材料

FTIC-C8C6、FTIC-C6C6 和 FTIC-C6C8，通过微调烷基链的长短实现了对小分子的溶解性、能级和活性层相貌的调

控。经过器件优化，三个小分子展现了良好的光电性能，当引入 PFN-Br 对 ZnO 界面进行修饰后，其器件性能得到

了进一步提高，其中 FTIC-C6C8 的效率高达 11.12% (Voc=0.93 V，Jsc=18.55 mA/cm2，FF=64.72%)。研究结果提供了

一个调控分子平面性、溶解性和活性层形貌的有效方法。 

关键字： 稠环；烷基链；小分子受体 

HP163 

基于锌配位的发光液晶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张燕凤 1,2,栗佳骅 1,余振强 1,唐本忠 2,3 

1.深圳大学，2.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3.香港科技大学 

发光液晶是一类同时具有发光性和液晶性的化合物，在液晶显示系统、偏振光系统及传感器等领域受到广泛的

关注。传统发光分子由于在聚集态不可避免的荧光淬灭与聚集或组装时形成液晶相的条件相矛盾。将聚集诱导发光

（Aggregation Induced Emission，AIE）引入液晶分子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克服荧光淬灭问题，将有望解决发光与液晶

之间的矛盾，使发光液晶成为可能。本文将氰基二苯乙烯作为 AIE 基团，经过分子修饰合成发光液晶，在氰基二苯

乙烯的一端引入可以与金属离子配位的三联吡啶以调控发光波长，在另一端通过苄醚键引入多烷基尾链以获得产物

的液晶性。采用核磁共振及质谱等分子结构表征手段对分子化学结构给予确认，采用紫外-可见光谱、荧光光谱、偏

光显微镜及广角 X-射线衍射等发光及液晶的表征手段对其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Zn2+离子的配位产物具有典

型的分子内电荷转移及聚集诱导发光特性，同时能够形成液晶相结构。 

关键字： 发光液晶；聚集诱导发光；氰基二苯乙烯；配合物 

HP164 

一种不对称的吡咯并吡咯二酮聚合物场效应性能的研究 

丁尚 1,2,仇格格 1,2,胡梦笑 1,2,倪振杰 2,李洁 2,甄永刚 2,董焕丽 2,胡文平 2,3 

1.首都师范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3.天津大学理学院，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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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导电聚合物被发现以来，具有光电功能特性的共轭聚合物材料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

究。主要是因为这类材料具有质轻、价廉、可溶液加工及性能易于调控等特征，使得其在很多领域，譬如有机场效

应晶体管、有机发光二极管、有机太阳能电池等方面显示了重要的应用前景。目前聚合物场效应晶体管的载流子迁

移率已经由最初的 10-5 cm2 V-1 s-1 提升到了目前的几十的量级，已经可以满足很多领域的应用需求。但想要真正使其

能够应用于商业生产，材料的稳定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呋喃/并噻吩

掺杂的吡咯并吡咯二酮（DPP）聚合物。利用该聚合物制备的场效应晶体管，其迁移率可以达到 0.12 cm2 V-1 s-1，并

显示出了良好的热稳定性，为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商业应用提供了材料基础。 

关键字： 吡咯并吡咯二酮；场效应晶体管；热稳定性；不对称 

HP165 

基于光伏性能对活性层膜厚和面积不敏感的高效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郭冰 1,李万宾 1,国霞 1,孟向毅 2,马伟 2,张茂杰 1,李永舫 1 

1.苏州大学，2.西安交通大学 

本论文以含有噻唑受体单元的宽带隙共轭聚合物 PTZ1 为给体材料，以窄带隙小分子 IDIC 为受体材料，制备了

高性能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通过对于活性层进行热退火处理，获得了 11.5%的能量转换效率，其中开路电

压为 0.92V，短路电流密度为 16.4mA cm-2，填充因子高达 76.2%，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报道的基于噻唑类聚合物为给

体材料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率。系统研究表明，热退火处理有利于增强活性层吸收、提高激子解

离效率，以及抑制缺陷态复合。更加重要的是，基于 PTZ1:IDIC 的高效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光伏性能对于

活性层膜厚和面积敏感性较小，在活性层膜厚为 210nm 时仍有 9.6%的效率，在活性层面积为 0.81cm2 时仍可以做到

10.5%的效率。研究表明，对于高效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及其大面积制备来说，PTZ1:IDIC 是一类非常有希

望的材料体系。 

关键字： 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噻唑；互补吸收；宽带隙 

HP166 

基于富勒烯衍生物和非富勒烯受体的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刘志玺,李昌治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310027 

相对于二元有机电池，三元电池是进一步提升器件效率的有效途径。主要是因为三元电池能通过吸光互补和能

量转移来实现短路电流的提升。但是第三组分的正确选择在三元电池是至关重要的，引入的第三组分必须与之前的

两个组分吸光互补，能级匹配，且相容性较好。最近，我们设计合成新型富勒烯衍生物，在短波长（300-500 nm）和

长波可见区（550-750 nm）都有较强的吸收，能够补充原二元组分在短波长区域吸收不足的缺陷，同时，富勒烯衍生

物较低的能级，能形成瀑布状能级分布；此外，富勒烯衍生物在形貌上形成较好的相分离，自身具有较好的电子迁

移率，以此制备聚合物三元太阳能电池，有利于器件光电流提升，为提升聚合物三元电池效率提供了的新思路。 

关键字： 三元有机电池；聚合物太阳电池；富勒烯衍生物 

HP167 

采用诺文格尔缩聚制备高效共轭聚合物太阳电池给体材料 

曹聪聪,肖曼军,张杰,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510640 

采用绿色、环境友好的诺文格尔缩聚反应直接制备了一系列含不同侧链的聚合物，避免使用对人体和环境有毒

有害的有机锡单体和价格昂贵的金属催化剂，且反应副产物仅为水，提高了原子利用率且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对

这几种聚合物的光电性能、热稳定性等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这些聚合物在可见光区有较宽的吸收，有着与受体

材料匹配的能级，以及良好的热稳定性。将它们用于本体异质结太阳电池中作为给体材料分别采用 PC71BM 和 ITIC

作为受体材料，得到了 7.58%和 8.5%的能量转换效率。除此之外，还采用传统的 Stille 聚合反应合成了相同化学结构

的聚合物，并将这两种聚合方式得到的聚合物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种不同聚合方式得到的相同结构的聚合物具

有相似的光电性能、热性能和器件性能。 

关键字： 诺文格尔缩合；环境友好；聚合物太阳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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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68 

电响应液晶高分子表面构形 

李德彦,李皓,廖经纶,周国富 

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 510006 

基于液晶分子在电场中的极性取向原理，本文设计并制备了一种电响应液晶高分子薄膜。在具有方波式回路设

计的氧化铟锡玻璃基板上，该薄膜在温度 40 ℃、电压 100V 时出现明显的取向行为，导致透光性和表面形貌发生了

显著的改变。此时，电场强度仅为 3.33 V•um-1，说明该薄膜具有良好的电驱动特性，有望用于新型智能材料与器件

的开发。 

关键字： 液晶高分子；电响应；电势差；表面构形 

HP169 

基于四苯基乙烯和胆甾醇手性发光液晶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尤丽红 1,2,栗佳骅 1,倪侦翔 2,余振强 1,唐本忠 2 

1.深圳大学，2.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四苯基乙烯（tetraphenylethene, TPE）具有结构简且良好 AIE（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效应等特点，因此

广泛应用于 AIE 材料的设计与合成中；胆甾醇衍生物具有多个手性中心且易于形成胆甾相液晶，作为手性液晶基元

广泛应用于手性液晶分子。用胆甾醇修饰后的 TPE 衍生物有望解决发光和液晶之间的矛盾以获得手性发光液晶。本

文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含不同长度间隔基以胆甾醇修饰的 TPE 衍生物，采用核磁共振（NMR）及质谱（MS）等手

段对分子结构进行了表征。同时采用紫外-可见光谱（UV-Vis）、稳态荧光光谱(PL)、圆二色谱（CD）、热台偏光显微

镜（POM）、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及一维广角 X-射线衍射等手段对产物的发光行为和液晶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表征。 

关键字： 四苯基乙烯（TPE）；胆固醇；聚集诱导发射（AIE）；液晶；手性 

HP170 

高稳定和高对比度的电致荧光变色共聚聚酰胺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孙宁伟,孟诗瑶,苏凯欣,陈春海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电致荧光变色材料在荧光成像显示、化学传感和生物分析等方面均具有极强的潜在应用。本文中我们设计合成

了一种新型的共聚聚酰胺，所得聚酰胺具有聚集诱导增强发光的性能和稳定性的电化学性能。电化学过程中表现出

两对可逆的氧化还原峰，分别对应着“甲氧基-三苯胺”和“砜基-三苯胺”电活性荧光团的氧化还原。电致变色过程中，

聚合物薄膜的颜色从无色变成天蓝色，最终变成蓝紫色。电致荧光变色过程中，聚合物强烈的荧光淬灭，并且在 0-0.8V

的反复循环测试中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实现了高稳定和高对比度的电致荧光变色性能。 

关键字： 三芳胺；共聚聚酰胺；电致荧光变色 

HP171 

基于烷基苯取代的苯并二噻吩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光伏性能研究 

郭欢 1,李万宾 1,国霞 1,张茂杰 1,李永舫 1,2 

1.苏州大学，2.中国科学院 

本文合成了一个新的以烷基苯取代的 BDT 单元 (BDTP)为给体单元并噻唑为受体单元的共轭聚合物

PBDTP-TTz。并对聚合物的光物理性、电化学性和光伏性能影响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研究

表明，聚合物在 400-600 nm 范围内有较强的吸收，这与小分子受体材料 IDIC 的吸收光谱有很好的互补，计算得到

聚合物具有较宽的带隙(-2.01 eV)。循环伏安测得聚合物具有较低的 HOMO 能级(-5.46 eV)，这能使最后的器件具有较

高的开路电压(Voc)。最后，我们制备了基于 PBDTP-TTz 为给体材料，IDIC 为受体材料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测得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11.06% (Jsc = 16.96 mA/cm2, Voc = 0.91V, FF = 71.57%)。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苯并二噻吩；共轭聚合物；并噻唑；光电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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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72 

π 桥拓展的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李骁骏 1,2,颜廷海 1,2,张志国 1,李永舫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由于其在制备、加工、合成、修饰等方面的独特优点，在近年来得到国

内外广泛关注，通过适当的给受体匹配，得到了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13%的结果。经过分子修饰，调控受体分子的吸

收和能级为进一步提高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提供了有效途径。对于典型的小分子受体 ITIC，其吸收范围较窄，本文通

过在 ITIC 结构中引入适当的 π 桥，得到新型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 TT-IC，有效使分子薄膜的吸收拓宽并明显红移，

吸收边带从 780nm 移到 868nm, 随后在与聚合物给体 J60 共混制备的太阳能器件中，同等实验条件下由于吸收的拓

宽，J60/TT-IC 相比 J60/ITIC 体系器件的短路电流 JSC 有明显提升，从 15.03 提升到 16.32 mA cm-2，从这一结果可以

看出这一 π 桥拓展的策略是一类有效提高器件短路电流的方法。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π 桥 

HP173 

基于三嗪的 C3 对称性聚集诱导发光液晶的合成与性能 

欧阳旭 1,2,栗佳骅 1,余振强 1,唐本忠 2,3 

1.深圳大学，2.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3.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AIE)效应用于液晶分子的设计将有望解决传统发光材料聚集时的荧光猝灭(ACQ)现象与聚集

或自组装是形成液晶相的前提之间的矛盾。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以三嗪为核，含氰基二苯乙烯的具有 C3 对称性的聚

集诱导发光液晶(QHC6) ，采用核磁共振（1H-NMR 和 13C-NMR）和质谱（MS）等手段表征了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采用差示量热扫描仪（DSC）、偏光显微镜（POM）、紫外分光光度计（UV-Vis）、荧光分光光度计（PL）和一维广角

X-射线衍射等研究手段对产物的液晶性和聚集诱导发光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QHC6 在溶液中能够发射强度

较弱的蓝光，在溶液中加入不良溶剂后形成发射蓝绿光的聚集体，QHC6 能够形成通过堆积形成柱状液晶相。 

关键字： 聚集诱导发光；液晶；氰基二苯乙烯 

HP174 

多层同轴纳米孔阵列及其大范围电调控的法诺共振性质 

周紫薇,张刚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贵金属纳米结构能够与光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引起局域电磁场强度的大幅提升，使贵

金属纳米结构可有效应用于传感、痕量检测、微型光学器件以及生物诊疗等领域。本文中，我们基于胶体刻蚀手段

制备出大面积有序的金属-电介质-金属多层纳米孔阵列。这种纳米级面状间隙层的存在能够引起上、下两层纳米孔阵

列间强烈的电磁耦合，通过对纳米结构参数的精确优化可以激发出基于磁模式的强烈的多重法诺共振，进而得到窄

线宽的等离子体法诺特征峰。进一步在多层纳米孔阵列上旋涂电致变色聚合物薄膜，通过电压实时控制薄膜的折射

率变化，可实现对多层纳米孔阵列法诺特征峰的大范围可逆调控。正是得益于窄峰宽法诺共振的超高传感灵敏度，

其纯电控等离子体共振峰位移动可高达 72 nm，超过目前文献中报道的最大调控范围。 

关键字： 纳米阵列；电致变色；可控等离子共振行为 

HP175 

AIE 与界面材料的结合：简单的合成方法与光伏性能的提高 

王灿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1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因其特有的优势在最近数十年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通过界面修饰其器件效率能进一

步提高。聚集诱导发光(AIE)现象于 2001 年由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教授首先发现，在 AIE 分子中，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高度扭曲结构，这种扭曲结构还未应用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 CILs。目前，在具有 AIE 效应的荧光分子中，四

苯乙烯(tetraphenylethene, TPE)是最常见的构筑单元之一。本工作中，通过在 TPE 分子上修饰两性离子，成功地合成

了两种 AIE CILs 材料，并首次应用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阴极界面层中。通过器件优化表征，以 TPE-2 作为 CILs

的电池效率高达 8.94%。 

关键字： 太阳能电池；阴极界面层；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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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76 

Scholl 反应合成芘并苝酰亚胺及其在场效应晶体管中的应用 

占学军 1,李雅琴 1,李振 1,于贵 1,2 

1.武汉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苝酰亚胺化合物(Perylene tetracarboxdiimide, PDI)由于其独特的 π 共轭结构，优异的化学、光、热稳定性，在有

机场效应晶体管和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除了传统的在 PDI 酰亚胺 N 原子及 1,6,7,12 位点上的共

价修饰得到的衍生物，bay 位并 PDI 衍生物由于其更大的 π 共轭结构以及芳香环的相互作用，表现出独特的光电性能。

但由于合成上的挑战性，这类化合物的报道较少。我们首次报道了芘并 PDI 衍生物的合成 (图 1)，不同位点的并环

化合物在光物理性质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顶栅底接触的旋涂场效应晶体管器件测试表明，双边扩环化合物在空气

中的空穴迁移率可达 1.13 cm2 V-1 s-1，开关比 108。近期我们将这些并环化合物合成相应的高分子化合物，以得到更

好的性能。 

关键字： 苝酰亚胺化合物; π 共轭结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HP177 

温度响应性圆偏振发光材料设计及性能研究 

张恩绮,曹寮峰,杨美玲,叶强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411105 

对外界刺激相应且可回复的圆偏振发光材料在光学或者光电子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引用前景，逐渐当今科学家

们的研究热点。我们提出将手性胆甾醇基团通过烷基链间隔与四苯乙烯荧光基团通过共价键连接来调节手性液晶的

热响应性能。胆甾醇的引入成功诱导了胆甾型液晶的形成和体系的螺旋结构；四苯乙烯基团提高了液晶相温度以适

合在室温附近的环境工作，并避免荧光基团的聚集淬灭而具有较高的固态荧光量子产率。研究了温度对液晶相的影

响，发现温度对材料体系手性吸收和圆偏振发光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手性光活性对温度的响应性与液晶织构相

关。 

关键字： 手性液晶；聚集态诱导发光；圆偏振发光；四苯乙烯 

HP178 

咔唑和吩嗪的共聚物衍生物：π 体系变化对光电探测器性能的影响 

李爽 1,党纤曦 1,邓先宇 2,李振 1 

1.武汉大学，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有机聚合物光电探测器由于其加工流程简单，成本低，尺寸大等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研究光电探测

器的器件性能与共轭聚合物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基于 π 共轭体系的改变可以引起聚合物、HOMO 能级、能隙和溶

解性等性质的较大变化，本文利用 Suzuki 偶联反应合成了四个结构相近但具有不同 π 体系的给体-受体型共轭聚合

物，通过对四个聚合物的热力学稳定性、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能级的测试表明四个聚合物都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较窄的能隙和较宽的吸收范围。本文中所设计合成的四个聚合物随着受体单元吩嗪的 π 体系的改变，实现了 HOMO

和 LUMO 能级的微调，而由这四种聚合物所制备的光电探测器呈现出不同的器件性能，其中基于聚合物 PCz-DTPz

的器件外量子效率最高，而 PCz-DTDBPz 的器件显示出最高的光电探测率 6.2×1012 Jones，由此表明共轭聚合物结构

的微调可以对光电探测器的性能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字： 光电探测器；D-A 型聚合物；π 体系 

HP179 

柔性可拉伸的应力发光纤维及织物 

鲍戮克,孙雪梅,彭慧胜 

复旦大学 200438 

随着可穿戴设备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电致发光器件因其刚性的结构难以满足于可穿戴设备对柔性和可拉伸性的

要求，并且其工作严重依赖额外的能源供给装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穿戴设备穿着的舒适性同时带来了安全隐患，

因此限制了其在可穿戴领域的应用。因此，我们使用过渡金属掺杂的硫化锌颗粒和聚二甲基硅氧烷通过简单的沾涂

方法，制备了一种芯鞘结构的具有高度柔性和可拉伸性能的应力发光复合纤维。这种复合纤维在应力的作用下直接

将机械能转换成光能，其发光的强度可以通过发光粉的含量以及应力的施加方式进行调节，复合纤维所发光的颜色

也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种类的发光粉及其混合物进行调节。同时，这种复合纤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 10000 次拉伸

循环测试后，其结构和发光性能均保持良好。由于其独特的一维结构，该复合纤维可以很容易编织成为可穿戴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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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光织物。 

关键字： 可拉伸；应力发光；纤维；织物；硫化锌 

HP180 

低带隙氯代苯并噻二唑共轭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器件中的应用 

莫代泽 

南方科技大学 580015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由于其低成本等特点，而得到广泛的关注。本体异质结太阳能的能量

转换效率已经超过 12%。通过在分子结构上对有机材料进行设计与合成，和对有机光伏器件结构进行优化，已经使

有机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获得突破性进展。由于氟原子低位阻效应，且可降低聚合物的 HOMO 能级，提升器件

的开路电压(Voc)，氟取代共轭聚合物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然而氟反应困难，且相应聚合物较差的光化学稳定性和

高聚集性，影响了氟化聚合物的进一步应用。氯化手段具有易合成和其分子能级可得到有效调节等优点。苯并噻二

唑基氟化聚合物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氯化的苯并噻二唑聚合物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研究却非常少。本文设计

合成的氯化聚合物最高能量转换效率高达 9.11%。研究表明氯化是一种很有效的调节共轭聚合物能级带隙的手段，氯

化苯并噻二唑单元也可以成为一种构建高效太阳能电池转换器件的结构单元。 

关键字： 氯化；有机太阳能电池；低带隙；共轭聚合物；苯并噻二唑 

HP181 

荧光碳纳米颗粒接枝异丙基丙烯酰胺/螺吡喃共聚物 

廖博,吕涵,王武 

湖南科技大学 411201 

利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聚合在荧光碳纳米颗粒表面接枝异丙基丙烯酰胺/螺吡喃共聚物，制备了荧光碳纳米颗粒接

枝异丙基丙烯酰胺/螺吡喃共聚物（f-CNP-poly(NIPAM-co-SP)）杂化材料。当螺吡喃闭环，激发波长为 420nm 时，

f-CNP-poly(NIPAM-co-SP)水溶液在 510 nm 处有一蓝绿荧光发射峰。f-CNP-poly(NIPAM-co-SP)水溶液在 365 nm 的紫

外光照射下，510 nm 处的荧光发射峰的强度随着紫外照射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弱；同时，在 650 nm 处出现了一个属于

开环态螺吡喃的发射峰，其强度随着照射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采用 525 nm 可见光照射被紫外照射过的

f-CNP-poly(NIPAM-co-SP)水溶液时，其荧光变化与紫外照射时的荧光变化相反。则随着可见光照射时间的延长，650 

nm 处的发射峰强度逐渐减弱，510 nm 处的蓝绿发射峰强度逐渐恢复至初始值。 

关键字： 荧光碳纳米颗粒；表面接枝；荧光调控 

HP182 

基于 NDI 和 TVT、FVF 共聚物受体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薛灵伟 1,邱贝贝 1,张志国 1,李永舫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近年来，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相对于富勒烯体系和非富勒烯小分子体系来讲，全聚合物太

阳能电池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设计和合成 n-型共轭聚合物受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以 NDI 和 TVT、

FVF 为构筑单元，设计合成了两种 n-聚合物 P(NDI-TVT)和 P(NDI-FVF)。两种 n-型聚合物具有良好的溶解性、较高

的热稳定性及较宽的吸收光谱，其吸收边际分别是 866 nm 和 886 nm。两种 n-型聚合物的 LUMO 能级分别是-3.80 eV 

和-3.76 eV,从能级匹配的角度来讲，两种 n-型聚合物都是非常合适的受体。并以 J51 为 p-型聚合物，分别测定了两种

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光伏性能，其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为 6.43%和 5.21%。结果表明，n-聚合物 P(NDI-TVT)是一种

有希望在未来的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应用的聚合物受体。 

关键字： 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J51；n-型聚合物 

HP183 

通过“A3+B2”路线制备一种新型树枝状超支化高分子及其性能研究 

刘广超,陈鹏宇,唐润理,李振 

武汉大学 430072 

非线性光学（NLO）材料在高速光通讯、光信息处理及其光电子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NLO 高分子因

具有非线性系数高、介电常数低、响应速度快、易加工集成、结构可设计等优点成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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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结构具有良好的间隔作用，能够减弱生色团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从而提高材料的宏观二阶非线性光学效应，树

枝状大分子和超支化聚合物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而将树枝状和超支化高分子结合起来的“树枝状超支化高分子”

（Dendronized Hyperbranched polymer）兼具有其两者的优点。本工作中，通过“A3+B2”型 Sonogashira 偶联反应，将

两个含树枝状结状的 B2 型单体和含三个端炔的 A3 型单体超支化聚合得到两个树枝状超支化高分子 DHPG0 和

DHPG1，由于其特殊的拓扑结构，所得的高分子具有较大的 NLO 效应，其 d33 值分别为 183 和 220 pm V–1，并且具

有良好的溶解性以及热稳定性。 

关键字： 树枝状超支化高分子；非线性光学；Sonogashira 偶联反应 

HP184 

以两种结构相似的兼容非富勒烯小分子为受体的高效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宿文燕,凡群平,国霞,张茂杰,李永舫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15123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一种宽带系聚合物（PSTZ）作为给体，两个化学结构相似的兼容的非富勒烯小分子（IDIC

和 ITIC）作为受体，制作了高效的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PSCs）。通过在 PSTZ:IDIC 二元体系中加入 ITIC，活性

层显示出平滑的梯度能级，结晶性和形貌也得到了优化，从而实现了有效的激子分离，电荷传输和收集。因此，相

对于 PSTZ:IDIC（PCE 为 8.06％）或 PSTZ:ITIC（PCE 为 8.13％）的二元 PSCs，以 PSTZ:ITIC:IDIC（1:0.1:0.9）为

基础的三元 PSCs 表现出较高的 11.1％的效率。以上结果表明，结合两种具有相似化学结构的兼容非富勒烯受体制造

的三元 PSCs 可以有效的提高 PSCs 的效率。 

关键字： 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宽带隙聚合物；能量转换效率 

HP185 

含两个聚合物给体的长时间热稳定性高效率三元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 

钟恋 1,2,张志国 1,李永舫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三元体系 PSCs 拥有和单结 PCSs 同样的处理方法，它包含三个组分，两个给体一个受体或者一个给体两个受体，

选择不同吸收波长范围的材料，可覆盖太阳可见光谱甚至部分近红外，从而获得高电流，使得 PSCs 效率变高。目前

三元非富勒烯 PSCs 已超 10%。有机太阳能电池应用需要高效率以及较好的稳定性，目前我们采用 J51、PTB7-Th、

非富勒烯受体 A1 三元体系，获得了超过 10%的效率。目前大多数三元体系需要加入添加剂提高效率，文献报道添加

剂会对器件稳定性有影响。而我们发现基于器件 J51：非富勒烯受体，加入大约 30%的 PTB7-Th，只对活性层加热处

理，不添加任何添加剂，不会引起形貌的巨大变化。我们对活性层持续 130℃加热 4 个小时，效率依然保持原样，而

两元 J51：A1 效率稍有下降，我们认为加入 PTB7-Th 不仅提高电流密度，还增加了活性层的热稳定性。我们的研究

对于太阳能电池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关键字： 非富勒烯受体；三元体系；热稳定性 

HP186 

氟取代聚合物为简单制备的高效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凡群平,宿文燕,国霞,张茂杰,李永舫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15006 

一个以氟取代苯并二噻吩（BDT-2F）为给体单元、以苯并三唑（BTz-2F）为受体单元的共轭聚合物 PFBZ 被设

计合成。相比于类似聚合物 PBZ，在 BDT 单元上的引入氟原子，PFBZ 显示了更低的 HOMO 能级、类似的宽光学带

隙、更高的消光系数和空穴迁移率，这有利于以 PFBZ 为给体的 PSCs 同时收获促进的 Voc，Jsc 和 FF。作为结果，相

比于 PBZ:ITIC 器件（PCE =8.0%），PFBZ:ITIC 器件收获了更高的 PCE 值（10.4%）。对于无后处理的 ITIC 为受体的

PSCs，相比于其他 BDT-alt-BTz 结构的类似聚合物，PFBZ 显示了显著提高的效率。PFBZ:ITIC 器件的光伏性能对于

活性层厚度变化是相对不敏感的。当活性层厚度高达 200 nm，器件仍保留了 8.9%的效率。同时，PFBZ:ITIC 器件也

显示了高的器件稳定性。在 150 oC 高温下退火 1 小时后，器件仍显示了高达 9.3%的效率。 

关键字： 氟化作用；苯并二噻吩；苯并三唑；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简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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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87 

基于纳米金核的功能网络碳化氮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冷坤怡,吴丁财 

中山大学 510275 

由于具有高吸附能力，高结构稳定性，低阻抗和大量活性位点等特点，三维网络结构的光催化剂引起了研究人

员巨大的研究兴趣。本文选择了一种巧妙的制备方法，利用毛发状纳米粒子（Au@SiO2-PAA）为功能模板，制备具

有 Au 纳米核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 C3N4（FNNS-C3N4-Au）。通过 PXRD，UV-Vis，SEM 和 TEM 等分析方法对 FNNS- 

C3N4-Au 光催化剂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在构建三维纳米网络结构的同时，实现 Au NPs 的同步引入，能够有效的

改善二维 C3N4 材料的半导体性质，如带隙结构可调，光吸收带的红移和电荷分离-迁移效率的提升。与单纯 C3N4的

相比，FNNS-C3N4-Au 对甲基橙的降解反应活性出现显著增强，催化速率提升了 10 倍。复合材料光催化活性的增强，

可归因于具有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效应的 Au NPs 与拥有高量子效率的三维纳米网络结构之间存在较强的协同

作用。 

关键字： C3N4；三维纳米网络结构；纳米金；光催化 

HP188 

基于酚羟基聚合物绝缘层的有机 n 型场效应晶体管 

姜慧虹,李寒莹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310027 

在 n 型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电子在绝缘层和半导体的界面上传输。绝缘层表面的羟基会在电子传输过程中捕

获电子，从而抑制电子传输。研究表明，聚（4-乙烯基苯酚）（PVP）因其解离常数较低（pKa~10），氢离子易解离，

在绝缘层和半导体的界面处形成电子陷阱，从而抑制电子导电沟道的形成。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不一样的结果。

以旋涂的 PVP 作为绝缘层，银作为源漏电极，C60 单晶作为半导体层，首次在 PVP 绝缘层上测量到了电子电流，平

均电子迁移率为  0.70±0.26 cm2V-1s-1。此外，在 PVP 绝缘层上制备 TIPS-pentacene 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同时获得了空

穴和电子传输性能（平均空穴迁移率为 0.46±0.28 cm2V-1s-1，平均电子迁移率为 0.029±0.019 cm2V-1s-1）。 进一步研究

表明电子传输的实现很可能和羟基被包埋到聚合物中有关。 该研究为 n 型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字： 酚羟基；聚（4-乙烯基苯酚）；电子迁移率 

HP189 

新颖的环基交联聚膦腈光学薄膜的制备与表征 

徐海兵,陈祥,刘东,颜春,祝颖丹,吴晓飞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磷腈是一种优异的光学材料，分子主链独特的 P=N 结构赋予了聚磷腈优异的光学透明性，使之在光学薄膜等

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环基交联聚磷腈因存在大量的 P=N 环结构，理论上也可作为理想的高分子光学材料。然而，

目前，鲜有文献报道环基交联聚磷腈光学材料的制备与应用。本文以六氯环三磷腈与 4,4'-二氨基二苯醚为共聚单体，

在简单温和的反应条件下，通过原位模板法，成功制备了新颖的环基交联聚磷腈薄膜，并对其结构与光学性能进行

了表征。红外光谱（FTIR）证实，聚合物薄膜的成分为聚（环三磷腈-co-4,4'-二氨基二苯醚）。聚（环三磷腈-co-4,4'-

二氨基二苯醚）薄膜自身具有优异的光学透明性，在可见光区域的透光率高达 85~90%。优异的透光性使这种新颖的

环基交联聚磷腈薄膜，在光学薄膜器件领域可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环基交联聚磷腈；光学薄膜；透光率 

HP190 

烷氧链取代的苯并三氮唑类聚合物在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邱贝贝 1,张志国 1,李永舫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由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具有制备过程简单、成本低、重量轻、可制备成柔性器件等突出优点，能量转换效率在

短短几十年间得到了飞速发展。近年来，基于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的多个聚合物体系的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

已经超过 11%。为了进一步提升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性能以及研究分子结构和器件性能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在 J52

结构基础上引入烷氧基侧链，得到新型聚合物给体 Pd-1，有效地调控了聚合物地堆积，从而影响了材料的能级。在

与非富勒烯受体 ITIC 共混制备的太阳能器件中，在最优条件下，Pd-1/ITIC 相比 J52/ITIC 体系器件的开路电压 Voc

有明显提升，从 0.73 提升到 0.89 V，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烷氧链的引入是一类有效提高改变分子堆积进而提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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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路电压的方法。 

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苯并三氮唑类聚合物；烷氧基侧链 

HP191 

高性能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的设计 

孙晨凯 1,2,潘飞 1,2,张志国 1,李永舫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给体和受体材料的发展，从材料设计层面来讲，分子的设计可以分为主链

调制、侧链优化和官能团取代三个方面。通常情况下，通过优化烷基侧链可以有效的调节聚合物的溶解性，但是优

化烷基侧链的同时材料的光伏性能也会受到影响。本文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以苯并二噻吩（BDT）为给体单元

和氟取代的苯并三唑（BTA）为受体单元的共轭聚合物，通过烷基优化我们发现，烷基侧链的长度和大小不仅能够

调节分子的电子能级，而且归因于分子堆积的改变，器件的光伏性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合适长度和大小的烷基侧

链能够获得高效的光伏给体材料。当选用非富勒烯受体 m-ITIC 为受体材料时，最高可以获得 11.20%的能量转换效

率，开路电压为 0.91V，短路电流密度为 17.74mA cm-2，填充因子为 69.74%。本文对于设计高性能的聚合物给体材

料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字： 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烷基优化 

HP192 

可加工偶氮苯液晶弹性体/金纳米棒(AuNRs)复合材料的光控运动 

卢锡立 1,夏和生 1,赵越 2 

1.四川大学，2.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本论文合成了基于酯交换动态键的可加工偶氮苯液晶弹性体/AuNRs 复合材料（简称 ALCE/AuNRs），提出了一

个用两种波长光（紫外光或近红外光）驱动液晶致动器做复杂运动的新策略。实验表明，通过预先储存机械应变能

量在 ALCE/AuNRs 薄膜中，由于存储能量的光触发释放以及偶氮苯液晶复合材料的光致形变，UV 光照射可以

ALCE/AuNRs 薄膜产生极大的收缩力（7~8 MPa）。这种强大光触发收缩力可以保证液晶致动器以“俯卧撑”，“仰卧起

坐”和“走路”的形式产生自我推进的连续光控运动。另外，在近红外光照射下，AuNRs 的光热效应可以 ALCE/AuNRs

薄膜产生“有序-无序”的液晶相转变，进而进行可逆的类似肌肉的收缩-伸长运动。结合以上两种运动机理，本论文制

备了基于 ALCE/AuNRs 薄膜能够“抓取——升高——降低——释放”物件的起重机。 

关键字： 光控运动；聚合物致动器；金纳米复合材料；液晶高分子；可加工聚合物网络 

HP193 

无规共聚制备高迁移率半导体聚合物 

杜玉昌,陈俊辉,王晓鸿,张国兵,邱龙臻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以联噻吩（DT）作为电子给体单元，异靛蓝（IID）和含有苯并二呋喃二酮基团的异靛蓝衍生物（BIBDF）作为

电子受体单元，合成了一系列含有不同受体单元配比的无规共轭聚合物，研究了聚合物主链结构对其性能的影响。

BIBDF 单元相对于 IID 单元具有更强的吸电子能力以及更好的平面性，能够增强聚合物链中 D-A 结构之间的相互

作用，降低聚合物的 HOMO 能级。但是 BIBDF 单元的溶解性较差，会影响聚合物的堆积，从而影响其性能。我们

研究发现，合理地复合不同的受体单元，能够结合不同受体单元的优点，进而获得性能更加优异的聚合物材料，BIBDF 

含量占受体单元的 3.75%时，聚合物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在系列无规共聚物中性能最好，其空穴迁移率达到了 2.93cm 
2 V -1 s -1。 

关键字： 无规共聚；异靛蓝衍生物；有机薄膜场效应晶体管；载流子传输 

HP194 

基于间位烷氧基苯基取代的苯并二噻吩的聚合物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李万宾,郭冰,常春梅,国霞,张茂杰,李永舫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15123 

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的基于间位烷氧基苯基取代的苯并二噻吩作为给体单元和噻吩并噻吩衍生物作为受体

单元的共轭聚合物，PBTF-OP，被用作聚合物太阳能电池（PSCs）中的给体材料。相比于 PTB7-Th，PBTF-OP 拥有

更低 HOMO 能级、更高的开路电压及光电转化效率。基于 PBTF-OP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经过器件优化后获得了 9.0%

的光电转化效率（Voc = 0.86 V、Jsc = 16.5 mA cm-2、FF = 63.2%），表明此聚合物在太阳能电池中是很有应用前景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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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光伏材料。 

关键字： 共轭聚合物；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间位烷氧基苯基取代的苯并二噻吩 

HP195 

基于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空穴传输层材料的高效 p-i-n 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黄鹏 1,周祎 1,李永舫 1,2 

1.苏州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过渡金属硫化物（TMDs）等二维半导体材料因其具有种类多样\价格低廉\制备简单和独特的光电和化学特性而

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插锂反应制备得到水溶性的 MoS2, WS2 纳米片并将其作为空穴传输层应用于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发现：（1）富 1T（＞50 %）相的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对高性能钙钛矿电池至关重要；（2）基

于 MoS2, WS2 纳米片空穴传输层的钙钛矿电池分别获得 14.35%, 15.00%的光电转换效率，该效率为目前钙钛矿电池

基于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空穴传输层的最高效率；（3）相比于对照组器件（PEDOT:PSS 作为空穴传输层），基于 MoS2, 

WS2 纳米片空穴传输层的电池稳定性获得大幅度提高。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半导体材料可能会成为一类非常有前景

和适合用来制备钙钛矿空穴传输层的新材料。 

关键字： p-i-n 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穴传输层；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 

HP196 

超分子聚合物在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应用 

张杰,杨喜业,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有机发光二极管在平板显示和固体照明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发展十分迅速。半导性的共轭聚合物和有机

小分子等有机材料因其在发光二极管中的巨大应用前景而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持续关注。相比于有机小分子材

料，共轭聚合物通过溶液加工工艺来制备低成本、大面积、柔性光电器件。但共轭聚合物通过金属催化偶联反应合

成制备，残留的金属催化剂对器件性能有巨大影响。此外，共轭聚合物的分子量和分散度同样影响器件性能，聚合

过程中很难保证分子量及分散度照成批次间的变化。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开展基于双苯并-24-冠-8 与二级铵盐和柱[5]

芳烃与直链烷基基团两类主客体识别构筑超分子光电聚合物应用于有机发光二极管。 

关键字： 超分子；主客体识别；有机发光二极管；荧光材料 

HP197 

含噻吩/吲哚结构的新单体及其相应共轭聚合物的合成以及 取代基对其发光性质的影响 

董犇,陆云 

南京大学 210046 

共轭聚合物在光电材料、编码和传感等方面的应用对聚合物发光颜色有非常高的要求。在共轭聚合物中引入不

同结构的取代基以及调整取代基的位置是调节其发光颜色的常用策略之一。本工作设计合成了 2,3-位具有不同取代基

的 1-己基 5-溴吲哚衍生物，然后与 3-噻吩硼酸通过 Suzuki 反应以 C-C 连接的方法合成得到一系列同时具有噻吩和吲

哚结构的新单体 M1-M6；其结构中，采用己基取代吲哚部分的 NH 上的 H 是为了使聚合物具有更好的溶解性。从这

些单体出发，通过氧化聚合制备得到了相对应的聚合物 P1-P6，并对这些聚合物因长链结构中吲哚的 2,3 位上取代基

的结构和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发光性质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本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资助（21374046）。  

关键字： 共轭聚合物；噻吩；吲哚；取代基；发光特性 

HP198 

基于多面体倍半硅氧烷的荧光多孔聚合物 

王灯旭,冯圣玉,刘鸿志 

山东大学 250100 

本文以八乙烯基倍半硅氧烷和溴代芳香单体，包括 2,2’,7,7’-四溴-9,9’-螺二芴、1,3,6,8-四溴芘为原料，通过 Heck

偶联反应制备了有机-无机杂化的荧光多孔聚合物，通过红外、固体碳谱、固体硅谱、元素分析等手段表征了其结构。

研究发现，通过简单地改变反应条件，能够有效调控所得材料的荧光性能，无论是在固态下还是分散在溶剂中，在

紫外激发下显示出几乎无荧光到强荧光。我们推测，荧光性能的改变主要是由于三乙胺、三(邻甲基苯基)磷及它们的



 
 

459 
 

溴化氢盐对荧光的猝灭作用造成的。该项研究为构建荧光可调控的多孔聚合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尤其是通过

Sonogashira 和 Heck 反应制备的材料中，通常利用这些猝灭剂作为酸吸收剂或助催化剂。此外，通过改变反应条件，

多孔性能也得到了调控。利用材料的多孔和发光性能，这些材料能够应用于气体储存分离和爆炸物检测等领域。 

关键字： 多面体倍半硅氧烷；多孔聚合物；荧光；可调控 

HP199 

基于等离子体刻蚀的薄膜断层分析技术在有机薄膜晶体管和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腊菊 卜,高爽,王伟晨,鲁广昊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高分子薄膜的光谱分析和形态结构分析一直是高分子薄膜物理研究的关键分析技术。尤其是沿着薄膜厚度方向

不同位置处的光学吸收光谱直接和带隙、电子局域态能量、结晶度、分子取向等因素有关。因此从实验上获得薄膜

亚层的光学和形态信息将有利于开发高性能光电功能薄膜和新型电子器件。我们开发了一种廉价的基于低气压放电

等离子体刻蚀技术，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技术联用，获得了不同深度位置处的吸收光谱。进一步将该表面选择刻蚀

方法应用于三维电镜显微重构，得到了具有较高分辨率的三维 TEM 显微图。将此薄膜断层分析方法应用于基于

P3HT/PS 的有机薄膜晶体管活性层，得到了薄膜中 P3HT 和电荷在薄膜中的空间分布。将此分析方法应用于基于

PBDT-TS1/PC71BM 的有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获得了给受体不同组分及其晶体在薄膜中的空间分布，以及光学能量

耗散在活性层中的分布，由此计算出的能量转换效率与实验值吻合。 

关键字： 薄膜断层分析；等离子体刻蚀；三维 TEM；薄膜断层吸收光谱 

HP200 

选择性近红外光响应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材料 

方天余 1,2,3,陈顺平 1,2,3,方亮 1,2,3,陆春华 1,2,3,许仲梓 1,2,3 

1.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江苏先进无机功能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3.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形状记忆聚合物(SMP)是一种可以改变其初始形状并固定后，在外界条件刺激下可以回复到初始形状的智能高分

子材料。将 SMP 与选择性光热填料进行复合，能够实现 SMP 在特定波段光波辐照下的形状变化。本文报道了稀土

有机配合物 Yb(TTA)2AAPhen 和 Nd(TTA)2AAPhen 作为选择性近红外光热填料可以实现分别针对 980 和 808 nm 波长

近红外光的选择性吸收和生热。通过和乙烯-醋酸乙烯酯（EVA）溶液共混后在紫外光辐照下共交联制备一种光热响

应 SMP 复合材料。稀土有机配合物上含有双键结构的丙烯酸（AA）作为反应活性配体能够促进光热填料在 EVA 内

的分散。稀土有机配合物 Yb(TTA)2AAPhen 和 Nd(TTA)2AAPhen 能够吸收 980 或 808nm 特定波段的近红外光并将其

转换为热能，间接使得制备的 SMP 复合材料温度升高，从而实现形状回复行为。 

关键字： 形状记忆聚合物；光热效应；稀土有机配合物；功能聚合物复合材料；近红外光 

HP201 

以偶氮苯为扩链剂制备紫外光响应聚氨酯薄膜及其性能研究 

陈顺平 1,2,3,方天余 1,2,3,方亮 1,2,3,陆春华 1,2,3,许仲梓 1,2,3 

1.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江苏先进无机功能复合材

料协同创新中心，3.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 南京市 210009 

偶氮苯作为一类光敏异构分子受到了广泛关注，将其嵌入聚合物主链制备出具有光响应功能高分子材料。本文

选用对硝基苯酚为原料，采用金属还原法制备合成了 4,4’-二羟基偶氮苯 (DHAB)，并选用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IPDI) 

和聚碳酸酯二醇 (PCDL) 为原料制备聚氨酯薄膜，其中将 DHAB 作为扩链剂使用。通过调控 PCDL 和 DHAB 的比

例，制备得到力学性能及光响应性能良好的聚氨酯材料。利用 FTIR 和 DMTA 等测试方法对 DHAB 和功能聚氨酯进

行了结构与性能表征。结果表明，随 PCDL 的含量增加，聚氨酯薄膜的力学性能提升和玻璃转变温度下降。当 IPDI、

PCDL 与 DHAB 的摩尔比为 8: 1: 3 时所制备得到的功能聚氨酯的取向效果和弯曲性能最佳；此外，通过角度测试实

验发现，薄膜的弯曲速率和弯曲程度随取向度、光照时间和紫外光强增加而增大。偶氮苯/聚氨酯体系是一类环境友

好的智能材料，有望用于光驱动器、微纳米器件等领域。 

关键字： 偶氮苯；聚氨酯；光响应；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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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202 

新型 B←N 光电材料的 H-/J-聚集形式对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光电性质的影响 

庞淑婷,肖曼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取决于单个分子的性质以及他们在固体状态下的分子取向。通过在二甲基芴-吡咯并

吡咯二酮中，将 C-C 键置换为 B←N 键并改变 B←N 键的取向，分子在薄膜中的聚集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聚集类

型由不含 B←N 键的分子的 H-聚集，到 B←N 键取向向外的 J-聚集以及 B←N 键取向向内的 H-/J-混合的聚集类型的

改变。并且用吸收光谱，荧光光谱以及荧光量子效率来证明了聚集状态的改变。B←N 键的引入和不同的取向不仅改

变了分子的结构和性能并且对有机太阳能器件的性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字： 有机薄膜太阳能；B←N；取向；聚集；器件 

HP203 

基于高介电常数受体的高效非富勒烯有机太阳电池 

刘熙,段春晖,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新兴的溶液加工的有机，钙钛矿太阳电池等光伏技术由于其质轻，可大面积低成本加工等优势近年来获得广泛

的关注。钙钛矿太阳电池的器件效率已经超过 20%，其高效的一个原因是钙钛矿材料的介电常数高（ε 约 70），使得

其具有大约 10 meV 的低的激子结合能，从而能实现高效的激子解离。然而，大部分的有机材料的介电常数大约 2-4，

使得有机材料的激子结合能大约是钙钛矿的 50 倍，这极大的束缚了其高效的激子解离。但有机材料能避免高毒的铅

离子的危害，因此有机太阳电池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有更多的可能。近年来，基于非富勒烯受体的研究得到国内外

众多研究组的广泛关注。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由于其高吸收系数、可以调节的光学与电化学带隙等优点，目前非富勒

烯有机太阳电池器件的效率超过 10%。故，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具有高介电常数的非富勒烯受体材料，其相对介电

常数达到 7.5-9.5。并将其作为受体制备非富勒烯有机太阳电池，其器件效率为 8.5%。 

关键字： 介电常数；非富勒烯受体；有机太阳电池 

HP204 

新型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开发及其器件稳定性研究 

伊金垛,伊茂恒,马昌期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215123 

近年来，新型有机太阳能电池受体材料的开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受体相继被开发出来。目前，

基于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电池效率已经突破了 13%，已经达到了商业化门槛。但是，对于材料和器件的稳定性研究

还尚欠缺。本文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 A-D-A-D-A 结构的新型受体材料 IN-IDT-BT-IDT-IN，并系统研究了此类材

料与商业化材料 PC61BM 和 ITIC 的器件稳定性。研究发现，以聚合物 PTB7-Th 为给体制备的倒置结构的电池器件，

器件效率稍低于商业化的PC61BM和 ITIC受体的效率，但是基于 IN-IDT-BT-IDT-IN的器件稳定性要比PC61BM和 ITIC

优异很多。 

关键字： 非富勒烯受体 A-D-A-D-A 结构 有机太阳能电池 稳定性 

HP205 

有机配体吸电子效应对多孔配位聚合物光谱拓宽的影响 

杨龙 1,王晓媛 1,袁萍 1,丰杰 1,吴菊英 1,江龙 2,淡宜 2,邱勇 1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为了在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转化领域实现太阳光高效利用，宽光谱吸收材料的研发一直是关键点。因此如何获

得在整个可见光范围，尤其是近红外光范围内具有光响应能力的材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多孔配位聚合物以其特有的

有机-无机杂化配位键、多孔性和分子多样性，为实现分子内电荷转移和能量转移提供了可操作与调控的底物平台。

本研究以 Zn、Cu 为金属源，以对苯二甲酸为主配体，并引入具有强吸电子效应的吡咯并吡咯二酮吡啶（DPP）配体，

构筑多孔配位聚合物，通过 XRD、FT-IR、UV-Vis 吸收光谱、SEM 和 XPS 等系统地研究了吸电子配体效应对材料光

谱特性的影响。从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发现，DPP 配体的引入使得材料在近红外区域 700-1400 nm 范围内具备了光

响应能力。该研究为拓展光吸收材料的响应范围和高效多孔光催化材料的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并且使得材料在光能

利用和隐身防护等方面具有了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字： 吸电子效应；有机配体；多孔配位聚合物；光谱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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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206 

生物质基碳纳米晶宏量制备及其增强聚合物导热性能研究 

刘晓惠,张文凯 

河南大学 475004 

随着光电子功率密度的增加，材料的导热与散热成为当今 LED、集成电路、高密度存储等光电子器件面临的重要问

题。热界面材料（TIMs）是由基体和导热填料组成的复合材料，主要用于增大界面接触，提高材料的散热性。本文

研究柠檬酸、葡萄糖等天然生物小分子在镍催化剂配位作用下，经过脱水缩合、芳香化、炭化等过程，合成尺寸、

结晶与表面基团丰富可调节的晶态碳纳米点（CNDs），将其填充在热固性苯并噁嗪(BOZ)树脂中，制备了力学、热学

和加工性能优异的导热复合材料。CNDs 的石墨烯晶格能够有效的传导热波，并在树脂基体中形成导热通路；表面富

含的寡聚物链能够提高 CNDs 与聚合物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减少声子散射，降低 Kapitza 热阻。CNDs 在固-液相变

温度 100 °C 附近，为复合材料加工提供了便利。激光法导热系数测试结果显示，当 CNDs 的添加量为 0.1 wt%时，

其热导率达到 0.42 W/mK（增强因子达 147 %）。 

关键字： 导热；碳纳米点；生物质；聚合物复合材料 

HP207 

聚丙烯腈/二氧化钛/还原氧化石墨烯核壳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在水污染处理中的应用 

刘亚欣,宋林娜,杨冬芝,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静电纺聚丙烯腈纳米纤维直径小且可调节、比表面积大，力学性能优异。近年来，以聚丙烯腈纤维为基底的复

合膜材料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二氧化钛是目前广泛应用的光催化剂，如何解决其吸收波长范围窄、光催化量子

效率低等缺点是目前开发更高效的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的研究重点。本文利用静电纺丝和高温煅烧方法，制备聚丙

烯腈/二氧化钛/还原氧化石墨烯核壳纳米纤维。使用 TEM 对纤维进行表征。所制备的纤维具有核壳结构，其中纤维

的壳为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片，核为锐钛矿相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均匀分布于碳化后的 PAN 表面。XPS 结果显示煅烧

后的复合纤维 C –Ti 键形成化学连接。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加入一方面提高了可见光的吸收，另一方面提高了光催化量

子效率。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结果显示复合纤维具有高效光催化性能和循环利用性，这对其在水处理领域高效、循

环、无二次污染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聚丙烯腈；还原氧化石墨烯；纤维膜；光催化 

HP208 

Au@SiO2 增强光吸收范围在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张也,孙哲,程思,严锋 

苏州大学 215123 

众所周知，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SC）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染料的吸收范围，光敏剂的选择和太阳能光谱

的不匹配等原因。 在这个工作中，二氧化硅包裹的金纳米棒粒子（AuNSs @ SiO2）和纳米棒被合成出来（AuNRs @ 

SiO2）并且以不同的比例混合（称为 AuNCs @ SiO2）掺杂到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光阳极当中以增强染料对太阳光

的吸收。 AuNCs @ SiO2 通过表面等离子体效应（LSPR）能够有效的增加染料在低波长和长波长范围对光的吸收。

增加光的吸收能够进一步的增加 DSSC 的光电流，从而提高 DSSC 的光电转换效率（PCE）。 与传统未掺杂的 DSSC

相比较，当掺杂 AuNCs @ SiO2 时，整体的 PCE 可以从 7.39％增加到 9.12％。 

关键字： 能量转换；金纳米；光化学；表面等离子体 

HP209 

组分可调的共轭聚电解质作为电子传输层 在聚合物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刘祥,陈智明,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聚合物太阳电池具有柔性、质轻、低成本溶液加工等优点。电子传输层作为聚合物太阳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具有降低电极功函、增强电子收集能力、提高器件稳定性等作用。传统的电子传输材料（如 PFN），在厚度较薄的

情况下，能制备高效的电池器件。n 型电子传输材料具有较高的电子迁移率，作为电子传输层在较高的厚度下仍能实

现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但 n 型电子传输材料的吸收光谱较宽，会对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造成损失。我们通过调节

萘并酰亚胺（NDI）单元和氨基芴的比例，合成了一系列吸收、能级可调的 n 型共轭聚电解质，并系统研究了不同

NDI 单元的比例对共轭聚电解质的热学性质、光学性质、电子传输性能和光伏性能的影响。通过优化 NDI 单元和氨

基芴的比例，成功地实现了电池器件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和较小的电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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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聚合物太阳电池；电子传输层；共轭聚电解质 

HP210 

具有三维结构的苝酰亚胺类高性能非富勒烯受体 

吴瑶 1,姜焕祥 2,张林骅 1,曾娣 1,张晓璐 1,高翔 1,刘治田 1,阳仁强 2 

1.武汉工程大学，2.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非富勒烯受体由于能级与吸收光谱可调节、易于与给体材料匹配，而受到广泛关注。其中，苝酰亚胺类受体材

料由于成本低廉、具有较大的共轭平面、易于调节化学结构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但其严重的聚集行为限制了它作

为受体材料的应用。联苯单元同样具有较低的成本，将联苯核与多个苝酰亚胺单元连接可以获得具有三维结构的宽

带隙受体材料。三维结构可以降低苝酰亚胺在薄膜状态下的聚集，获得更好的与给体材料的相容性，从而使活性层

获得适当尺度的相分离，拥有更好的薄膜形貌。此外三维结构有利于多维的电荷分离与传输，使得受体材料获得更

高的性能。采用这种具有三维结构的苝酰亚胺类受体与聚合物给体 PTB7-Th 匹配，可以获得 2.95%的光电转化效率。

这个结果表明构建三维结构是一种获得低成本高性能受体材料的有效策略。 

关键字： 非富勒烯受体；苝酰亚胺；三维结构；联苯 

HP211 

侧链含吩嗪单元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及其金属离子荧光传感器研究 

李辉,汪锋,何禄英 

武汉工程大学 4303205 

二氮吩嗪单体及其衍生物具有良好的二齿配位能力，强的刚性和芳香共轭平面结构，可以作为识别基团引入到

共轭聚合物中。本研究合成一种新型含二氮吩嗪基团的二溴功能单体 9,12-二溴-10,11-二氟吩嗪，通过 Suzuki 偶联反

应与 9,9-二己基芴-2,7-双（硼酸频哪醇酯）缩合得到一种新型共轭聚合物。详细研究了二溴功能单体在乙醇溶液中对

20 种金属离子的紫外和荧光光谱。结果表明，在 Fe3+的存在下，该单体的荧光会出现明显的淬灭现象，而其他离子

的存在对该单体的荧光影响很小。紫外光谱性质表明，单体与 Fe3+作用后，吸收强度显著增强，并且在 375 nm 左右

出现新的波峰，说明 Fe3+与单体间形成了独特的配合物。结果表明该共轭聚合物做为共轭聚合物荧光传感器具有巨

大的潜力，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关键字： 共轭聚合物；荧光化学传感器；吩嗪单元 

HP212 

紫外光响应光子晶体的构建及其图案化 

高泽文，黄超，魏杰*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由于光子晶体（PC）具有光子带隙和结构色这些特性，在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几年备受人们关注。具

有智能响应性能的光子晶体材料利用对外界刺激的感知，可以实现对其化学性质的调控。本研究设计并制备了具有

核壳结构的聚合物微球（PS@PMMA-SMC），通过 254 nm 紫外光辐照，壳层的氨基甲酸酯基团发生光分解，与荧光

胺作用后发出荧光。研究中使用喷涂法将微球组装在纸基上，可构建光子晶体图案。所得光子晶体图案不仅具有结

构色，而且在紫外光照和荧光胺处理后发出荧光，是一类双模式的光子晶体，为光子晶体在色彩显示和防伪等领域

的应用提出了新思路。研究中利用热重分析检测微球组分的变化，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测微球的核壳结构，利用

扫描电镜观测光子晶体的微观结构，利用光纤光谱仪测定光子晶体的反射光谱。 

关键词：光子晶体；核壳结构微球；荧光图案；多色图案；喷涂 

HP213 

侧链长度对聚（3-烷基噻吩）聚集态结构的影响研究 

袁媛 2，张田田 1，刘珂 2，舒婕 1* 

1 苏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苏州 215123， 

2 青岛科技大学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042 

共轭高分子聚(3-烷基噻吩)(P3ATs)广泛应用于场效应晶体管、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等光电领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

热点。研究证实，P3ATs 的聚集态结构及相关器件的性能除了受立构规整度、分子量以及薄膜制备条件等因素调控外，

侧链长度及其堆叠结构同样影响显著。虽然围绕侧链结构的影响已经进行了不少研究，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

题，其中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P3ATs 侧链长度对主链晶体结构的影响；（2）侧链发生结晶的临界长度；（3）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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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材料的 P3AT:PCBM 体系, 其中聚合物侧链的长度如何影响共混物中两组分的相容性。本文以四种

不同侧链长度的 P3ATs 薄膜及四种 P3AT:PCBM 共混物为研究体系，借助多种固体核磁共振技术（SSNMR）及红外

光谱技术（FTIR）研究探讨了上述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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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I  能源高分子 

II01 

聚合物太阳电池光伏材料最新研究进展 

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江苏省苏州，215123 

给体和受体光伏材料的吸收互补和能级匹配是获得高效聚合物太阳电池的关键。我们发展了一系列与窄带隙非

富勒烯受体 ITIC 吸收互补、基于噻吩取代苯并二噻吩(BDTT)与苯并三氮唑(BTA)的中间带隙 D-A 共聚物给体材料。

在 BTA 单元上用两个氟原子取代得到的聚合物 J51 与 ITIC 共混制备的聚合物太阳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PCE）达到

9.26%。进而将硫烷基和硅烷基引入到 BDTT 单元的噻吩共轭侧链上合成了聚合物 J61 盒 J71，其 HOMO 能级进一步

降低。基于 J61 与 ITIC 的器件的 PCE 提高到 9.52%，通过器件进一步优化使效率达到了 10.57 %。采用 J71 与 ITIC

共混的器件效率达到 11.41%。另外，通过将 ITIC 侧链苯环上的柔性链从对位移到间位，使得到的 m-ITIC 的电子迁

移率显著提高。基于 J61 为给体、m-ITIC 为受体的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电池的 PCE 达到 11.77%。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电池；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共轭侧链；低成本 

II02 

较小驱动力的非富勒烯体系中的快速电荷分离 

刘净 1，陈尚尚 1，颜河*1,2 

1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院，清水湾，香港 

2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粤兴一道 9 号，518057 

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的体系中，较快且有效的电荷分离对获得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特别重要。在经典的有机太阳

能电池体系中，通常会存在较大的驱动力，即高分子供体的带宽（Egap）和电荷转移态（ECT）之间的存在较大的

能量差。较大的驱动力导致了较大的电压损失，从而限制了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近期我们组报道了一个基于非富

勒烯受体的有机太阳能电池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电荷分离很快、高效，且驱动力基本上可以忽略，因为供体的带

宽等于电荷转移态的能量。实验表明，较小的驱动力对我们的有机太阳能电池体系中的电荷转移机制没有影响。我

们的非富勒烯体系仍然可以获得了 9.5%的光电转换效率和将近于 90%的内量子转换效率尽管有着 0.61eV 的电压损

失。我们的工作为将来获得更高效率且拥有更小电压损失的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体系提供了较好的例子和参考。 

关键词：非富勒烯 

II03 

High performance oligomer-like small molecule based solar cells 

Yongsheng Chen* 

The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Chemistr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CHINA 

Polymer/organic photovoltaic has been thought as one of the promising technology to face the increasi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is talk, a series of high performance oligomer-like organic small molecules and their OPV devices 

will be discussed. Particularly, tandem cells using all small molecules with >12% PCEs will be presented in details. 

关键词：Small molecule；oligomer；organic；solar cell 

II04 

高效稠环电子受体光伏材料的设计 

占肖卫* 

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系, 北京, 100871 

由于富勒烯受体存在可见区吸收弱、能级调控难、易聚集导致器件稳定性差等缺点，非富勒烯受体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我们首次提出了稠环电子受体的概念，设计合成了一系列高性能有机稠环电子受体材料。其优点如下：

1）模块化分子设计，化学结构易裁剪；2）高迁移率，可与富勒烯受体媲美；3）宽而强的吸收，特别是在太阳最大

光子流 700-800 nm 处有极强吸收，与宽带隙给体匹配，可实现可见近红外宽光谱吸收；4）吸收、能级可调，可与多

种高性能电子给体匹配；5）溶解性、结晶性和薄膜形貌可调；6）光、热、形貌稳定性好；7）高效率；8）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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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备。基于这些非富勒烯受体的单结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效率高达 12-13%。我们发明的稠环电子受体已在商业销售，

国内外多个知名课题组使用此类受体制备了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电池效率超过富勒烯体系。 

关键词：稠环电子受体；非富勒烯受体；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II05 

非富勒烯有机光伏电池中的聚合物电子给体材料分子设计 

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 

在可溶液加工的有机光伏电池（OPV）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富勒烯衍生物作为电子受体材料占据了相当长时间

的统治地位，因此聚合物给体材料设计工作大多是围绕如何与富勒烯受体材料相互匹配而开展。最近几年来，基于

聚合物给体和非富勒烯受体的 OPV 电池（简称：NF-OPV）得到了十分快速的发展，其光伏效率已经迅速提升至 13%

以上。在此类电池中，聚合物电子给体和非富勒烯型电子受体材料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比于较为经典的富

勒烯型 OPV，聚合物给体在 NF-OPV 器件中的作用相同，但是此类器件的性能对聚合物给体的多种特性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本报告中，我们将针对 NF-OPV 的特点，重点介绍 NF-OPV 对聚合物给体材料的吸收光谱、分子能级以及

聚集态结构等特征的新要求，围绕我课题组自主设计合成的聚合物光伏材料体系，进一步讨论 NF-OPV 研究方向面

临的挑战和展望。 

关键词：有机光伏；共轭聚合物；分子设计；非富勒烯受体；光伏效率 

II06 

非富勒烯基聚合物太阳电池的给受体性能协同优化 

陈红征*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杭州，310027 

聚合物太阳电池具有质轻、柔性、低成本、可溶液加工和大面积生产的突出优势，在光伏的实际应用方面具有

巨大的潜力。目前基于非富勒烯受体的聚合物太阳电池发展迅速，能量转换效率已经突破 13%。不同于富勒烯基聚

合物太阳电池，非富勒烯基聚合物的给受体的形貌调控方式有待深入研究，非富勒烯基光伏器件中的能量损失和电

荷复合机制也尚不清楚。本工作重点通过非富勒烯基聚合物给受体的性能协同优化，包括分子拓扑结构、能级结构、

光谱吸收等，制备了效率超过 10%的非富勒烯基聚合物太阳电池。 

关键词：非富勒烯受体；聚合物太阳电池；形貌调控；聚合物给体 

II07 

溶液加工型白光高分子材料 

王淑萌，邵世洋，丁军桥，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130022 

围绕溶液加工型白光高分子材料与器件为核心主题，在溶液加工型双发光层白光器件和双组份白光器件两个方

面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例如，采用耐醇性的树枝型蓝光材料作为蓝光层，醇溶性黄光染料掺入电子型主体材料

作为黄光层，结合交叉溶剂法组装出溶液加工型双发光层白光器件。结果表明，溶液加工型双发光层白光器件的电

致发光光谱，可以通过改变黄光层的染料掺杂含量进行调控。当黄光染料含量为 1.2 wt.%时，双发光层器件获得白光

发射，启亮电压为 2.8V，最大功率效率达到 49.6 lm W-1。采用具有非掺杂特性的树枝状结构蓝光磷光材料 B-G2 和

有机小分子黄光磷光材料，组装出溶液加工型双组份全磷光白光器件，其启亮电压可达 2.9V，最大功率效率为 56.2 lm 

W-1，在 1000 cd m-2 亮度下的功率效率为 30.8 lm W-1。 

关键词：共轭高分子；白光高分子；白光器件；溶液加工；电致发光 

II08 

溶液加工低能耗像素薄膜研究 

刘会敏，彭俊彪*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510640 

溶液在基板上形成固态薄膜的相转变过程十分复杂，在微区像素结构中研制高质量薄膜难度更大，掌握制备高

质量高分子薄膜的方法能够有效降低 OLED 显示屏的能耗。本工作研究了多种因素对喷墨打印高分子薄膜轮廓的影

响，包括墨水接触角、溶剂配方、材料浓度、液滴间距、基板表面能等，最终消除了影响薄膜均匀性的“咖啡环”影响，

获得了高质量的像素薄膜。对其机制研究中发现，溶液在基板上的接触角决定了喷墨打印薄膜的点或线的宽度，溶

剂极性越大，与基板的接触角越大，也就更容易获得较窄的薄膜；溶液浓度对薄膜的咖啡环轮廓影响较小；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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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墨水中更容易形成促进溶剂流动的表面张力差，有利于抵消“咖啡环”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喷墨打印

OLED 显示屏的像素结构，提出了一种线型像素结构方法，显著提高了薄膜质量，通过研制 120 ppi、3 inch 的线型

像素结构的高分子显示屏进行验证，明显降低了能耗。 

关键词：喷墨打印；能耗；OLED 

II09 

聚离子液体与能源器件 

严 锋* 

苏州大学，苏州，215123 

离子液体是由正、负离子组成，在室温或室温附近呈现液体状态的有机熔融盐。离子液体具有蒸汽压低、电导

率高、电化学窗口宽、热稳定性好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兴趣与广泛关注。聚离子液

体是指由离子液体单体聚合生成的，在重复单元上具有阴、阳离子基团的一类离子液体聚合物，兼具离子液体和聚

合物的优良性能。按照化学结构, 聚离子液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聚阳离子型离子液体，即阳离子以共价键与聚合物

主链相连；(2)聚阴离子型离子液体，即阴离子以共价键与聚合物主链相连；(3)两性型聚离子液体，即阳离子和阴离

子都通过共价键与聚合物主链相连。由于聚离子液体兼具离子液体与聚合物的优点, 并且克服了离子液体的流动性, 

因而近年来成为高分子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报告将主要介绍聚离子液体功能膜的分子设计与合成，及其在

燃料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刺激响应性功能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关键词：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聚离子液体；阴离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II10 

导电高分子及化学修饰石墨烯在能量存储和转换方面的应用 

于小雯，张淼，周琴琴，石高全* 

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100084 

导电高分子具有独特的一维共轭结构和电化学活性以及优异的光、电性能。因此在能量存储和转换方面有着广

泛应用。本论文主要综述化学或电化学制备导电高分子纳米结构及其与钙钛矿、化学修饰石墨烯的复合材料，并用

于电化学催化，超级电容器，光电探测和驱动器件。例如：基于导电高分子或化学修饰石墨烯的超级电容器具有高

的面积比容量，超快速充放电性能和优异的电化学稳定性，可由于交流滤波。导电高分子与化学修饰石墨烯的复合

薄膜具有强的电催化活性，可用作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对电极。导电高分子与钙钛矿的复合薄膜可用于开发具有

宽检测范围的光电探测器，同时两组份的有效复合能大大提高器件的性能。导电高分子或化学修饰石墨烯还可用于

制备高性能的驱动器：将化学或光、电能量转换成机械能。 

关键词：导电高分子；化学修饰石墨烯；能量存储与转换 

II11 

“刚柔并济”的固态聚合物锂电池从基础研究到全海深固态锂电池 

崔光磊*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山东青岛，266101 

液态锂电池由于采用易燃、易挥发的碳酸酯溶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固态电解质有望从根本上解决锂电池

安全问题。于是，我们提出“刚柔并济”的固态聚合物电解质设计理念，通过不断开发和丰富“刚性”无纺布骨架材料和

“柔性”聚合物离子传输材料，并结合该设计理念制备出多款综合性能优异的固态聚合物电解质。为了有效降低固固接

触阻抗，我们采用了“原位自形成机制”，极大提升了固态电池的界面相容性和长循环稳定性。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开

发出能量密度 300 瓦时每公斤、循环寿命超过 500 次的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电池，并通过了国家深海中心 11000 米深

海压力舱检测。2017 年 3 月，青能所开发的“青能-Ⅰ”固态电池随中科院深渊科考队远赴马里亚纳海沟，为“万泉”号

着陆器控制系统及 CCD 传感器提供能源，累计完成 9 次下潜，最大工作水深 10901 米，累计水下工作时间 134 小时，

最大连续作业时间达 20 小时，顺利完成万米全深海示范应用。 

关键词：刚柔并济；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锂电池；高能量密度；全海深 

II12 

新型纤维状能量转换和储存器件 

彭慧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材料实验室, 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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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介绍一类基于取向碳纳米管的新型纤维状的能量转换、能量储存、能量转换和储存集成器件。对于纤

维状能量转换器件，除了太阳能电池，还将介绍基于其他能量转换方式的纤维状器件。对于纤维状能量储存器件，

除了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将对比介绍其他类型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对于纤维状能量转换和储存集成器件，重

点是引入其他功能如变形和变色以及传感等。与通常的平面结构相比，纤维状能源器件具有质量更轻、柔性更好、

可集成等优点，并可通过纺织方法实现规模化应用，在航空、航天、军事、医学、电子等广泛领域都显示了重要的

应用。 

关键词：纤维状；能量转换；能量储存 

II13 

锂离子电池隔膜中凝胶复合纳米通道的离子输运研究 

李林，周建军 

北京市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北京，100875 

聚丙烯微孔膜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具有非常广泛的市场价值，在电池隔膜领域占有非常大的份额[1]。电池隔膜

在锂离子电池中起到隔绝电池正负极、电子绝缘、离子导通的作用，防止电池内部短路 

关键词：聚丙烯 

II14 

给体-节点-受体(D-N-A)型聚合物中的电子转移调控及应用 

解增旗*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广州，510640 

我们提出通过节点（Node）键连电子给体单元（Donor）与电子受体单元（Acceptor）构筑 D-N-A 型聚合物。在

D-N-A 聚合物中 D 单元与 A 单元直接相连但不共轭，因此 D 单元与 A 单元间存在受限的电子转移过程。基于此，D

单元与 A 单元表现出独立的氧化与还原特性。以苝酰亚胺为 A 单元，设计合成了系列 D-N-A 型聚合物，研究了 D

单元与 A 单元能级结构与距离对光诱导电子转移过程的影响规律；通过独立控制氧化与还原过程，实现了高性能 n-

型电致变色聚合物与双极性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通过构筑明确的界面偶极有效调控界面功函，显著提高光伏器件

开路电压。 

关键词：苝酰亚胺；电子转移；氧化还原；偶极；节点 

II15 

能量转化纳米器件中界面工程 

陈义旺*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南昌市红谷滩学府大道 999 号，南昌 330031 

有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异质结界面稳定性和相纯度以及缓冲层界面能级匹配和柔性透明电极等问题是发展柔性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关键问题，而活性层晶粒尺寸与晶界连接以及缓冲层界面致密性是提高钙钛矿电池的稳定性关

键。发展可水/醇溶液加工和可拉伸耐弯曲柔性界面纳米材料以及碳基或银网格非铟透明电极是解决有机或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应用的关键，解决活性层和界面层的可印刷加工性以及加工过程中相形态变化是有机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商业化的关键。锂离子电池的电解质漏液和枝晶锂导致安全问题以及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不高等问题迫切需要发展

室温离子电导率高的半固态电解质和柔性可穿戴高能量密度电池。研究基于二维多孔框架薄膜电极的柔性固态超级

电容器，发展炭化电纺纤维皱褶工程柔性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开展二维多孔框架电催化氧还原材料，制备锌空电

池。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超级电容器；二维纳米材料 

II16 

富碳高分子的结构调控及其在能源领域的应用研究 

智林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 100190 

在亚纳米尺度甚至分子尺度上调控富碳高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是实现富碳高分子材料应用至关重要的研究内容，

也是目前富碳高分子材料研究中的难点。本报告通过设计合适的单体结构以及对化学成键反应的控制，通过自下而

上的方法构建富碳高分子材料，进而通过调控材料的热化学调控实现富碳高分子的石墨烯化，从而构建具有特定结

构的石墨烯化富碳高分子。此类材料是一类全新的富碳高分子材料，不仅能作为电极材料用于高性能能源存储转化

器件，而且可作为模型体系详细研究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机制及对应的结构性能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电极反应进

而开发新型电极材料意义重大。 

http://www.medmeeting.org/meeting/contributeadd?id=4808&cnen=cn#_ENREF_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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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富碳高分子；石墨烯化；结构调控；能源存储与转化 

IO01 

基于“对称性破缺”等策略设计新结构高性能给受体有机光伏材料 

阳仁强 a*，朱党强 a，刘德昱 a，包西昌 a 

a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89 号，266101 

给体和受体材料作为主要的活性层吸光材料是影响光电转换性能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材料的创新设计方面开展

了一系列工作，提出了对称性破缺策略，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基于非对称苯并二噻吩结构的共轭聚合物，相比于对称

取代的同系物，在保证电流和填充因子的同时获得了更高的电压。我们采用给体-受体-醌式-受体的 D-A-Q-A 型新结

构，该策略能更好地赋予各构筑单元任务，让它们“各司其职”：利用受体单元 A 来调控 HOMO 能级，醌式结构 Q

来保证良好的光吸收，从而获得能级和光谱更为理想的给体材料。通过以上策略所设计合成的聚合物，基于富勒烯

受体的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10%，和非富勒烯受体 ITIC 共混则效率超过了 11%。为了更好地与我们所合成的给体

材料相匹配，我们首次在稠环系统中嵌入氧原子，合成了受-给-受型小分子受体材料 PTIC，该材料提高了 HOMO 能

级，降低了带隙，同时扩展了对太阳光的吸收范围，制备的电池效率已超过 8.3%。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捕光材料；光电转化效率 

IO02 

裁剪型光伏小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其在三元体系器件中的应用 

吕琨，魏志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市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100190 

给-受（D-A）型小分子为给体，与富勒烯衍生物（如 PCBM）共混的两元体系作为活性层的本体异质结（BHJ）

型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的效率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决定太阳能器件效率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开路电压（Voc），

短路电流（Jsc）和填充因子（FF）。报告人所在课题组近年来结合理论模拟，通过分子设计，合成了一系列的裁剪型

光伏小分子，过将聚合物的 2-3 个重复单元裁剪出来作为小分子，在能级结构、吸收光谱、迁移率、形貌特征、器件

性能等各方面与聚合物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尽管小分子共轭程度减弱，光吸收范围变窄，吸收强度变小，但其器件

性能却优于聚合物材料。同时，我们将这一类裁剪型小分子应用于三元体系光伏器件中，也获得了很好的光电转换

效率。 

关键词：裁剪分子；光伏；三元体系 

IO03 

通过调控分子内电荷转移作用实现高性能的非富勒烯型有机太阳能电池 

姚惠峰，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100190 

具有受体–给体–受体（简称 A–D–A）结构的稠环电子受体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简称 OSCs）中表现出了优异的

光伏性能，得到了领域内的广泛关注。我们通过调控该类分子内的电荷转移作用，设计合成了具有高性能的非富勒

烯受体材料，并基于此制备了高性能的 OSCs。我们以 ITIC 和 IEIC 为基础，减弱或增强了分子内的电荷转移作用，

设计合成了新型的受体材料，对其吸收光谱和分子能级进行了综合的调控。基于新型受体材料的单层 OSCs 都取得了

突出的光伏性能，并且制备的叠层电池取得了 13.8%的最高效率，是目前文献报道的最高结果。 

关键词：有机太阳能电池 A-D-A 型受体；分子内电荷转移；非富勒烯受体叠层太阳电池 

 

IO04 

二维共轭高分子半导体材料在光催化水分解方面的应用研究 

徐航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共轭高分子半导体材料具有结构可控、较大的吸光截面和比表面积大等特点，表现出优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在光催化分解水领域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光解水产氧作为光解水半反应之一，由于电子传递的步骤复杂

以及需要较大的过电势，成为了限制利用光水解大规模生产清洁能源的主要障碍。在此，我们报道合成与制备一种

窄带隙的含有氮杂稠环结构的二维共轭高分子半导体催化剂，其在可见光下甚至在红外光区都表现出优异的光解水

产氧性能，并且在多次循环实验之后，能保持着较高的稳定性。此外，我们进一步对材料进行改性，通过构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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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能带分布的异质结构复合高分子半导体催化剂得到一种能实现全光解水反应的纯高分子半导体催化剂。我们的

设计理念与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高分子半导体材料如何应用于光催化分解水领域，极大地拓宽高分

子半导体材料在光催化以及其他催化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共轭高分子；光催化；太阳能利用；二维高分子；光电高分子材料 

IO05 

新型宽带隙共轭聚合物给体材料及其光伏应用 

张茂杰*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215123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具有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重量轻以及可制备大面积柔性器件等突出优点，一直是能源高

分子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最近，基于窄带系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化效率取得迅速发展。

由于与窄带系受体材料具有互补的吸收光谱，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太阳光，因此，宽带隙聚合物光伏材料的设计与

合成成为进一步提高器件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基于共轭侧链取代的苯并二噻吩单元(BDT)为给体单元，设计合

成一系列宽带隙两维共轭聚合物给体光伏材料[1-6]。通过调整聚合物主链结构以及共轭侧链的 π 电子密度改善聚合

物的吸收光谱、电子能级以及聚集态结构；同时，合理选择与其吸收光谱互补以及能级匹配的窄带隙受体材料，并

且精细调控活性层共混形貌；最终实现能量转化效率超过 11%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关键词：宽带隙；聚合物给体材料；非富勒受体材料；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IO06 

聚合物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孙海珠 1，*，金淦 1，杨柏 2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130024；2.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市

前进大街 2699 号，130012 

随着传统化石燃料的逐渐消耗，能源危机问题日益凸显，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迫在眉睫。目前，新能源的研究

方向主要包括太阳能、潮汐能、风能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在无机纳米晶太阳能电池中，由于纳米晶之间存在大

量空隙，会导致蒸镀过程中电极材料的渗入，从而产生漏电流，因此，我们通过向水溶性纳米晶中引入绝缘聚合物，

可以填补纳米晶之间的空隙，避免电极材料蒸镀之后产生的漏电流，增大了活性层与载流子传输层的接触面积，减

少了载流子复合和漏电。这种掺杂绝缘聚合物的纳米晶太阳能电池提供了一个清洁廉价的途径来构筑活性层，使杂

化太阳能电池在实现应用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晶；杂化太阳能电池；水相操作 

IO07 

离子传输智能调控纳米多孔膜构筑高性能锂硫电池 

潘跃德，周亚红*，江雷*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关村东路 29 号，100190  

仿生智能纳米多孔膜具有优异的性质，诸如离子选择性、特异性识别、加速传导某种分子或者离子等等。受此

启发，我们将具有带有大量负电荷的磺化聚芳醚酮（SPEEK），集成到锂硫电池的硫正极上，在电解液和电极中构筑

一道“隔膜”，如图 1 所示。这样该多孔膜可以将电解液中的锂离子快速传导到硫负极；同时有效地防止硫负极多硫离

子“穿梭”到电解液，阻止电极能量物质的损失。磺化聚醚醚酮带有大量的负电荷，孔径是 2 nm 左右，孔壁上载着大

量的负电荷。根据表面电荷决定纳米孔道的离子传输性质，推算出该离子通道具有很好的阳离子选择性，因为负电

荷产生的 Debye 长度跟孔道的孔径相匹配。因此该孔道可以加速锂离子快速到达硫正极，同时阻隔多硫离子的“穿梭

效应”，降低能量物质的损失；实现了电池可以长时间多循环的快速充放电。我们的新型电池设计思想可以应用到其

他的电池模型，同时对实现高性能的电池设计提供了模板。 

关键词：离子通道；多孔膜；锂硫电池 

IO08 

分子设计调控形貌降低电荷复合改进器件性能 

邓丹，张亚杰，吕琨，魏志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100190 

可溶性有机小分子具有纯度高，明确分子结构和分子量等优点，成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重要研究热点之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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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电转换效率的两个主要分子设计思路：调控能级结构和拓宽吸收光谱，即提高理想效率值；改善器件活性层形

貌从而降低电荷复合，减少能量损失。基于方法一的分子材料设计比较成熟，而如何通过分子设计降低电荷复合和

能量损失的研究缺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做了以下三个部分的工作：（1）研究端基受体的平面性和位阻对分子聚

集和光伏性能的影响。（2）研究烷基链的长度和形状对分子堆积密集程度和结晶性的影响。（3）发展氟化端基的策

略，通过降低材料的表面能和与富勒烯受体的相容性，对活性层形貌进行调控。进而实现反相器件性能 11.3%的光电

转换效率。我们的研究深入阐述了高效光伏材料的分子设计、形貌调控和器件性能之间的内在关系，对高效率有机

光伏材料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小分子；结构设计；微观形貌；氟化端基；有机光伏 

IO09 

嵌段聚合物用于锂电池电极粘结剂的研究 

郑哲楠，李丽红，魏迪锋，高翔*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浙江大学，杭州，310027 

电极的优化是提升锂电池性能的重要手段。电极应具备连通导电、导离子通道，能够在充放电过程中缓冲体积

变化、维持结构稳定。研究发现电极粘结剂的粘弹性、导电、导离子能力对电池充放电速率、循环寿命等存在显著

影响。粘结剂的力学强度决定了其能否起到有效的粘结作用，而电解液的溶胀能力则会直接影响到锂离子在电极中

的传递。目前常见的粘结剂如聚偏氟乙烯、聚丙烯酸、丁苯胶乳/羧甲基纤维素钠等从结构上而言都属于均聚物。在

均聚物体系中，粘结剂的力学强度和其溶胀电解液的能力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嵌段共聚物由两个以上的不相容

嵌段组成，其微相分离结构解耦了这一矛盾，将提供力学支撑和溶胀电解液两项功能分别交由不同的嵌段承担。本

文基于苯乙烯、丙烯酸甲酯两种单体，首次设计合成了嵌段共聚物分别用作磷酸铁锂电极和硅电极粘结剂，表明了

粘结剂的微相分离结构对电池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锂电池；粘结剂 

IO10 

基于酰亚胺苯并三唑单元的宽带隙共轭聚合物在聚合物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樊宝兵，应磊*，黄飞*，曹镛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中国广州，510640 

近年来，宽带隙聚合物电子给体因其在非富勒烯有机/聚合物太阳电池中的巨大潜力而得到广泛研究和关注。我

们设计合成了基于酰亚胺功能化的苯并三唑（TzBI）缺电子单元，将其分别与苯并二噻吩衍生物共聚，发展了一系

列宽带隙的共轭聚合物电子给体 PTzBI 衍生物。通过研究其分子结构与光伏性能的关系，发现通过提高聚合物主链

的电子离域及修饰苯并二噻吩单元的取代基团等均可提高光伏器件的开路电压；通过调控共轭聚合物电子给体与非

富勒烯衍生物电子受体共混薄膜的相分离，可获得有利于激子解离的形貌并可大幅提高器件的短路电流。在此基础

上发展了一系列功率转换效率超过 10%的材料体系。进一步将 PTzBI 与聚合物电子受体 N2200 共混制备了全聚合物

太阳电池器件，通过研究加工溶剂、分子量等因素对活性层形貌以及器件性能的影响，发现采用绿色溶剂甲基四氢

呋喃加工时，全聚合物的光电转换效率超过 9%，是迄今报道的全聚合物太阳电池的最高效率。 

关键词：有机/聚合物太阳电池；全聚合物太阳电池；宽带隙聚合物；苯并三唑单元；非富勒烯 

IO11 

高效倒置聚合物太阳能电池“light-soaking”效应的消除研究 

闫宇，蔡飞龙，杨丽燕，刘丹，王涛＊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430070 

采用金属氧化物为电荷传输层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器件常常不稳定, 效率在最初阶段往往随光照时间的延长而

增加，最终达到饱和，表现出“light-soaking”现象。本文研究有机太阳能电池中基于不同电极修饰层的“light-soaking”

现象，采用界面修饰方法来消除“light-soaking”现象。对比了低温法 TiO2 纳米粒子、双乙酰丙酮氧化钛（TOPD）及

其复合物（TiO2:TOPD）作为电子传输层，对 PTB7-Th:PC71BM 反置电池性能的影响。进一步采用紫外照射和极性

溶剂处理，消除了器件的“light-soaking”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展开研究。最后采用绝缘的 PEI 和半导体 PFN-OX 对

TiO2 层修饰，发现 PEI 修饰效果良好，无论把 PEI 置于 TiO2 层的上面，本体还是下面都能够有效的消除器件的

“light-soaking”现象，制备结构多样化的、效率在 10%以上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关键词：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金属氧化物；光浴现象 

I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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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胺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薄膜相态结构的有效调控 

刘应良*，李晗，徐慎刚，曹少魁*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郑州，450001 

本文将聚乙烯胺的碘酸盐 PVAm·HI 引入钙钛矿的前驱体溶液，部分代替 MAI 的作用，通过聚合物 PVAm·HI 的

铵离子占据钙钛矿表面的 A 位置，利用聚合物 PVAm·HI 主链骨架的共价键将钙钛矿晶粒连接起来，达到有效控制钙

钛矿相态结构的目的。我们通过 1H-NMR、SEM、XRD 等表征证明：聚合物 PVAm·HI 通过伸展其卷曲的无规线团构

象，使其聚合物骨架上的氨离子有效地占据钙钛矿表面的 A 位置。通过薄膜光伏性能的表征可知：聚合物 PVAm·HI

的引入使得钙钛矿薄膜中针孔消失、晶粒尺寸减小、薄膜的致密性增加，继而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从[MAI+PbI2]体系

的 12.7%提高至[MAI+PbI2+PVAm·HI]体系的 16.3%。尤其是：聚合物 PVAm·HI 的引入使得未封装的太阳能电池器件

放置 50 天后，其 PCE（16.3%）能够保留原始值的 92%，继续放置至 100 天后仍然能够保留原始值的 80%。 

关键词：太阳能电池；钙钛矿；聚乙烯胺；相态结构；共价键连接 

IO13 

萘酐类聚酰亚胺正极材料的制备及其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赵昕，董杰，张清华*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201620 

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有机共轭羰基材料，聚酰亚胺类材料由于含共轭结构的二酐单体所引入的羰基，可以在一

定条件下发生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可作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表现出一定电化学活性。但聚酰亚胺不同的单

体结构极大地影响着聚合物的储锂比容量和充放电电压平台，且聚合物较低的导电性会导致较慢的离子/电子传输速

率，从而影响其倍率性能。本文首先通过聚合物的结构设计，将萘甲酸四酐分别与不同的二胺单体进行聚合，利用

二胺单体结构中引入电活性基团来调控聚合物的电子结构，获得了具有较高质量比容量和较佳循环稳定性的聚酰亚

胺类正极材料，并通过理论计算对材料的充放电机理进行了探究。然后，选用具有较大尺寸的还原氧化石墨烯（RGO）

为其构筑高效的导电通路，制备了 RGO/聚酰亚胺复合电极材料，有效改善了聚合物的倍率性能。上述研究，为近一

步开发高性能有机储能材料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聚酰亚胺；正极材料；石墨烯；锂离子电池；电化学性能 

IO14 

孪生聚合法设计构筑高效电化学储能材料 

高鹏远，陆赟，雷盛，张爱清，杨应奎* 

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武汉，430074 

电化学储能是发展非化石能源、构建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高效储能的关键在于电极材料的设计

合成与结构调控。本研究通过分子设计合成系列有机-无机杂化单体，再以酸引发单体进行孪生聚合制备出无机氧化

物/有机聚合物复合材料，继而高温碳化生成无机氧化物/硫掺杂碳（SC），或继续用 HF 刻蚀 SiO2 得到硫掺杂介孔碳

（SPC）材料。纳米金属氧化物粒子均匀分布在碳基体中，对应复合材料的比表面积约 100 m2/g，而 SPC 比表面积

高达 792 m2/g，平均孔径约 3.1 nm。电化学性能测试发现：在 25 mV/s 时，SnO2/SC 比电容为 193 F/g，而 SPC 比电

容高达 564 F/g；在 0.5、30.0 A/g 时，SPC 比电容高达 421、200 F/g，在电流密度增加 60 倍时，比电容仍保持近 50%；

SPC 历经 1000 次循环后，其比电容保持率超过 90%。本工作为设计构筑高效电化学储能材料与器件提供了普适性新

方法和新思路。 

关键词：孪生聚合；化学掺杂；电极材料；电化学储能 

 

IO15 

一种在高温高倍率下稳定工作的锂空气电池 

潘剑，孙雪梅*，彭慧胜* 

复旦大学，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200433 

便携可穿戴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对能源供给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锂空气电池由于其具有很高的能量密

度，成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其开放式的结构，传统的有机体系的电解液存在着高温情况下易

挥发的缺点，容易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同时，由于其中使用的有机溶剂，该电解液也存在着在充电过程中容易发

生副反应，导致循环性能变差的问题。所以，开发新型的电解液体系，使得其能够满足在高温情况和高倍率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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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工作，变得十分重要。在本文中，一种基于离子液体的凝胶电解质被提出，它显著提高了锂空气电池的电化

学性能和稳定性。基于该电解质，以及碳纳米管纤维，得到了一种纤维状的锂空气电池。该电池可以在高达 140 oC

的温度和 10 A g-1 的电流下循环 380 圈，显示了卓越的高温稳定性和倍率性能。 

关键词：稳定；锂空气电池；高温；高倍率 

 

IO16 

大孔聚合物诱导三维有序石墨烯结构的可控制备及其在柔性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李乐，张超*，刘天西* 

纤维改性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1620 

本研究中，三维高度有序石墨烯组装体通过一种简单的“复刻”方法得以实现。我们选取了多孔有序的密胺海绵作

为基板，通过氧化石墨烯溶液的层层自主装，实现了二维石墨烯片层的有序组装成三维石墨烯海绵。这种宏观组装

体继承了海绵的骨架，同时具有可控的纳米多孔结构，被作为电极材料用于柔性储能器件中。研究中，我们进一步

在三维石墨烯组装体表面生长纳米级导电聚合物聚吡咯，得到具有贯穿网络的的多孔海绵复合材料。这种复合材料

能精确地控制各组分的纳米分级结构，同时具有良好的可压缩性能。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简易和低成本的方

法制备超轻、可压缩柔性电极，同时揭示了大孔聚合物海绵在制备柔性电极材料中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石墨烯；层层自组装；高度有序结构；导电聚合物；柔性电极 

IO17 

聚合物光热转化膜的制备及其太阳能界面加热性能 
张连斌*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武汉，430074 

太阳光作用下水的蒸发无论在自然界中水的循环还是在各种工业应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

中相对缓慢的水蒸发速率是限制其诸多应用的一个重要瓶颈。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从蒸发过程本身的物理特点入

手，设计并制备了聚合物光热转化膜材料，通过调控膜材料的结构以及表面浸润性等使其自发的定位于空气和水的

界面处。聚合物光热转化膜材料可以高效的吸收太阳光并将其转变为热能对水的表面进行局部加热，减小了非蒸发

部分的热能损失，从而有效的增加了太阳光能对水蒸发能的转化效率，大大的提高了太阳光作用下的水的蒸发速率。

同时利用聚合物材料的自由体积将疏水分子存储于聚合物材料内部，实现了其疏水自修复性能。自修复性能的引入

可以有效的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保证了实际应用中的长期使用性。  

关键词：光热转化；共轭聚合物；自修复；界面加热；静电纺丝 

IO18 

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原位水热制备研究 
万贤*，陈阳，苏亮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 号，100048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被消耗，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利用相变材料（PCM）

的潜热储热技术来蓄热采暖，移峰填谷，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问题。对有机相变材料进行微胶囊化是为了增加

其使用寿命，并减少其在使用过程中因固-液相转变而造成的损失。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水热法进行

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制备，不仅能提高相变材料的包覆率，还能增加相变材料壳材的柔韧性。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之

上，研究了不同乳化剂类型，以及不同水热温度下进行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制备研究。DSC 数据显示，在相同的相变

材料含量基础下，不同的乳化剂会导致所制备的微胶囊的相变焓不同。而水热制备相比于传统原位聚合法可大大提

高对相变材料的包覆效率，并且水热温度也会对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包覆效率有所影响。 

关键词：相变材料；微胶囊；水热；乳化剂； 

IO19 

天然气水合物动力学抑制剂的性质研究 
王庆毓，董坚* 

作者单位，绍兴，312000 

海洋天然气开采工业中, 烷烃气体低温下易与海水形成固体天然气水合物，对天然气开采带来安全隐患。天然气

水合物动力学抑制剂（KHIs）可降低水合物聚集堵塞的风险。本工作研究了一类新型的 KHI，通过对聚丁二酰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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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环反应，接枝不同的烷基疏水基团，得到一系列的两亲性聚天冬酰胺。 利用 FT-IR、1H-NMR 对聚合物的化学结

构进行了表征。深入研究了聚天冬酰胺溶液中的不可冰冻束缚水的含量。采用低场核磁共振法(LF-NMR)测量氢核横

向弛豫时间 (T2 时间) 分布, 探究了聚合物与水之间的结合程度，利用流变仪研究了四氢呋喃水合物冰冻形成的动力

学，比较了所合成的聚合物抑制剂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两亲性的聚天冬酰胺具有优异的抑制效果，与水分子能

紧密结合，T2 弛豫时间比传统的聚合物 KHI 小。所合成的聚天冬酰胺的 LCST 为 32℃，它们抑制水合物生成的诱导

时间比 PVCap 显著延长。本工作为海洋天然气开采亟需的水合物抑制剂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能源高分子；低场核磁共振；流变学；天然气水合物抑制剂 

IO20 

四苯基卟啉四磺酸功能化石墨烯/聚苯胺复合物的制备及性能 
周京，胡睿博，郭嘉诚，吕秋丰* 

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省福州市, 350116 

本论文采用共轭染料四苯基卟啉四磺酸（TPPS）修饰氧化石墨烯（GO），利用二者间强的 p-p*共轭作用，以及

TPPS 中带负电的磺酸基团与 GO 中带负电的羟基和羧基的静电相斥作用，以实现 TPPS 对 GO 的功能化，阻止 GO

的再次团聚；然后通过原位聚合法使聚苯胺均匀沉积在 GO 片层表面，制得 TPPS 功能化氧化石墨烯/聚苯胺复合物

（TGP）。在此基础上将 TGP 复合物还原，得到四磺酸苯基卟啉功能化石墨烯/聚苯胺复合物 (TrGP)，将其用作超级

电容器电极材料。研究发现，经还原后 TrGP 复合物中石墨烯不再有团聚作用，并且在 1 A g-1 的电流密度下，其比

电容达到了 620 F g-1，且在 100 mV s-1 的扫描速率下循环 2000 次后其比电容仍有 100%的保持率。因此，通过 TPPS

功能化石墨烯，获得了综合性能优异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关键词：四磺酸苯基卟啉；石墨烯；聚苯胺；复合物；超级电容器 

IO21 

新型聚芳醚酮-聚乙二醇基多孔壳聚糖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及其在柔性超级电容器

中的应用 
那睿琦 1，霍冠泽 2，鲁楠 1，王贵宾 1*  

1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130012 

2 吉林大学数学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130012 

  聚合物电解质，作为柔性储能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柔性器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现有的凝胶电解质

因其较差的力学性能和稳定性，难以抵抗不可预测的外界作用力；全固态电解质又因其较低的离子传导率使其难以

满足实际使用要求。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兼具高机械强度与高离子传导率的聚芳醚酮-聚乙二醇(PAEK-g-PEG)

基多孔壳聚糖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很好地弥补了上述缺陷。首先将亲水 PEG 化学接枝在 PAEK 主链上，并与 PAEK

共混制备多孔聚合物基体；并针对普通多孔电解质存在的电解液泄漏问题设计出一种新型环保壳聚糖基凝胶电解

液，将其保存在孔中，提高了其液体保持率，使室温下离子传导率达到 8×10-3 S cm-1。该聚合物电解质与活性炭电极

组装成柔性固态超级电容器，在 1 A g-1 下实现了 118.36 F g-1的比容量，5000 次充放电比电容保持率接近 100%，这

一工作为设计新型柔性电子器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聚合物电解质；聚芳醚酮；聚乙二醇；壳聚糖；柔性超级电容器 

IO22 

P（NVP-co-SSS）/PVA 互穿网络凝胶聚电解质的制备及性能 
邓梦德，相可创，王翠，汪瑾* 

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合肥，230009  

水凝胶类聚电解质具有无液体泄漏、柔性、结构简单、环保等优点，在储能器件等应用中前景广阔。首先以 N-

乙烯基吡咯烷酮（NVP）和对苯乙烯磺酸钠（SSS）为原料，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为交联剂，制备 N-乙

烯基吡咯烷酮-苯乙烯磺酸钠共聚物 P（NVP-co-SSS），再与聚乙烯醇（PVA）共混，并在戊二醛作用下，制备互穿网

络结构 P（NVP-co-SSS）/ PVA 凝胶聚电解质。对其电导率、热性能及机械性能研究表明，PVA 加入提高了 P

（NVP-co-SSS）共聚物膜的离子电导率，达 10-2 S/cm 数量级；其机械强度显著提高，PVA 含量为 20wt%时，拉伸强

度达 10.3 MPa，为 P（NVP-co-SSS）共聚物膜的 2.5 倍。对 P（NVP-co-SSS）/ PVA 聚电解质膜作超级电容器的电化

学性能研究表明，该电容器呈双电层电容特性，电化学稳定窗口为 2.0 V， PVA 加入提高了其比容量和循环稳定性。 

关键词：N-乙烯基吡咯烷酮-苯乙烯磺酸钠共聚物；聚乙烯醇；凝胶聚电解质；离子电导率 

IO23 

三维有序介孔石墨烯复合微球的制备及其储能应用研究 



 
 

474 
 

于慧娟，郭冠南，杨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200433 

三维石墨烯材料具备二维石墨烯和介孔材料的优点，但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同时控制其孔结构和整体形貌，影响

其性能的发挥。我们通过独特的结构设计，采用 Fe3O4 纳米粒子自组装，制备出高度有序的介孔石墨烯微球，其碳壁

仅为数层石墨烯厚度，具有规整的球形形貌，高度有序且相互连通的介孔结构和高比表面积。这些独特的性质，加

上高石墨化所带来的优异的导电性，使其成为能源存储应用中理想的骨架材料。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制备了金属氧

化物@介孔石墨烯复合微球（Sn or Ge），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SnO2@OMGSs 在 2 A g-1 的电流密度下循环 700 次，

具有 950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在 6 A g-1 的电流密度下循环 1000 次，具有 789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而

GeO2@OMGSs 在 0.5 A g-1 和 2 A g-1 电流下循环后可逆容量分别为 980 mAh g-1 和 770 mAh g-1。 

关键词：有序介孔石墨烯微球；纳米超晶格；自组装；锂离子电池 

IO24 

自修复储能器件的高分子结构设计 
潘钦敏*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 

  随着便携式和可穿戴电子设备的普及，对储能器件（如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尤其

是耐物理破环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设计具有自修复功能的智能化储能器件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但如何实

现电极、电解质、电极/电解质界面的同步自修复仍是该领域的重要挑战之一。 针对上述科学问题，本课题组提出利

用动态共价键交联的聚合物网络来构建全方位自修复储能器件的新策略。通过设计高分子链的组成和超分子结构，

解决了在电化学储能条件下聚合物网络的离子传导性、力学稳定性和修复速率等问题。研究表明：采用动态聚合物

网络构建的超级电容器和电池/电容器混合储能器件不但能自行修复被破坏的电极和电解质；而且在反复弯曲、扭曲

等变形情况下，电极/电解质界面也具有自修复功能，因而呈现优异的柔性、储能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以上研

究不但为设计智能化储能器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扩展了智能高分子在能量储存与转换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全方位自修复；储能器件；动态聚合物网络；物理形变；可裁剪 

IO25 

聚苯硫醚无纺布基耐高温阻燃电池隔膜的研究 
罗丹，熊思维，翁普新，许静*，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纺织路 1 号，430073 

大功率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对隔膜的高温尺寸稳定性与吸液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工作首次采用高性能

工程塑料聚苯硫醚（PPS）制备的无纺布作为支撑基底来构筑高安全性和高性能的电池隔膜。通过在 PPS 无纺布表面

涂覆聚合物电解质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和纳米 SiO2 的方法制备得到所设计的复合隔膜，并成功运用于锂离子电

池中。我们发现复合隔膜组装成的电池在不同倍率下的放电比容量始终高于聚烯烃隔膜。另外，燃烧实验与热处理

实验的结果显示，复合隔膜具有十分优异的阻燃性能，并且即使在 250℃下热处理仍能够表现出良好的尺寸稳定性。

这主要与支撑材料中聚苯硫醚本身的耐高温与阻燃性能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工作的开展为高安全性和高性能电

池隔膜的构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隔膜；聚苯硫醚无纺布；耐高温；阻燃性能 

IO26 

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柔性可穿戴的纤维状超级电容器 
程建丽 1，王斌 1* 

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四川，绵阳，621900 

近年来，纤维状的超级电容器以其优异的柔性和可编织性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然而其较低的能量密度大大的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本报告我们将研究几种具有超高能量密度的基于导电聚合物纤维的超级电容器的制备及其储能

机理。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拉伸强度～112 MPa）和高导电率（～1731 S cm-1）的 PEDOT：PSS 纤维。

由复合纤维组成的对称性全固体线型超级电容器，具有 1.6V 的宽工作电压窗口。在 1600 μW cm-2 的功率密度下，相

应的能量密度高达 33.2 μWh cm-2/ 26.4 mWh cm−3。不仅如此，它还能在 5000 µA cm-2cm-2 的电流密度下循环 2000 次，

对应容量保持率为 89%。 制备的可拉伸超级电容器，其拉伸率能达到 500%，作为可拉伸的储能器件，能够为小型

电子设备供电。这种基于 PEDOT：PSS 的纤维状超级电容器，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使它在未来穿戴电子领域具有

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导电聚合物纤维；纤维状超级电容器；高能量密度；柔性可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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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27 

一步自组装法制备 PI/TiO2 复合纳米纤维膜及其作为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究 

董国庆，齐胜利*，孔鲁诗，顾萍，王杰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100029 

锂离子电池隔膜作为电池中的关键组件，被称为电池的“第三电极”。当前，绝大多数锂离子电池所采用的都是聚

烯烃隔膜，包括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隔膜。但是聚烯烃隔膜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点：第一，聚烯烃隔膜耐

热性较差，一般在 135℃左右开始熔化变形，给电池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第二，聚烯烃隔膜的浸润性能不佳，不能

满足当前大功率电池的需要。本文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出聚酰胺酸（PAA）纳米纤维膜，然后经过一步自组装法制

备出表面包覆 TiO2 层的 PI/TiO2 复合纳米纤维膜。PI/TiO2 复合纳米纤维膜具有孔隙率高、耐热性能好、浸润性好和

热尺寸稳定性好的特点，能够克服传统商业锂离子电池隔膜的耐热性不佳和浸润性不好的缺点，有望成为一种新型

的锂离子电池隔膜。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二氧化钛；聚酰亚胺；静电纺丝 

IO28 

POSS-(PMMAn)8 的合成及 POSS-(PMMAn)8/PVDF/PP 纺丝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性能 

刘依，马晓燕*，杨凯淇，陈芳，马敬玉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 陕西西安，710129 

以八氯丙基 POSS（POSS-Cl8）为引发剂，通过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的方法合成了不同分子量的八臂

结构星型 POSS 聚合物（POSS-(PMMAn)8）。并以聚丙烯(PP)为基底，通过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了 POSS-(PMMAn)8/

聚偏氟乙烯（PVDF）/PP 复合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在保证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电性能的同时，提高其力学性能及电池

的循环性能。在不同分子量的 POSS-(PMMAn)8 复合的聚合物电解质中，臂聚合度适中的 POSS-(PMMA46)8/PVDF/PP

复合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性能最为优异，其电导率为 4.85×10-3 S/cm，拉伸强度为 30 MPa，断裂伸长率为 38.2%。组

装的锂/磷酸铁锂半电池在 0.1C 下首次放电容量可达 164.5 mAh/g，0.1C 电流密度下 50 次充放电循环后的容量保持

率约在 94%左右。  

关键词：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静电纺丝；凝胶聚合物电解质；锂离子电池 

IO29 

非共价键诱导构建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究 
成艳华 1,2，朱美芳 1*，卢云峰 2* 

1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201620 

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洛杉矶，90035 

将具有长程连续导电网络的纳米碳材料（碳纳米管、石墨烯）和高比容量活性纳米晶复合进行结构一体化设计，

其协同效应应在构建高能量密度、柔性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受限于碳材料自身疏水和团聚特性，

及与纳米晶界面不相容问题，使得基于纳米碳材料的连续一体化制备成为纳米科学领域的挑战。针对以上问题，我

们以纳米碳材料和纳米晶为基本构筑单元，利用聚合物或有机小分子与无机材料界面间的相互作用（如氢键、疏水

作用、静电作用等），诱导基本结构单元发生异质组装，得到界面可控的匀质纳米复合材料；进一步，通过外力场作

用，一步实现具有网络交织结构的柔性薄膜和纤维的连续制备；由于其良好的界面相容性、机械性能以及三维导通

网络等特性，经电化学测试，得到的纳米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倍率和循环性能。 

关键词：碳纳米管；石墨烯；非共价键；柔性负极；锂离子电池 

IO30 

多孔导电纤维的设计制备与储电应用 
张扬帆，杨康，陈耀光，章自寿*，麦堪成*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高性

能树脂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广州，510275 

高比表面积导电纤维可有效复合更多储能活性组分而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为便携和可穿戴电子设备提供可编

织的高性能纤维状储能器件受到青睐。本文在对可形变高导电复合材料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在普通纤维表面复合多

孔化导电涂层发展高性能多孔导电纤维的设想，并以尼龙线为芯材、CNT/EVA/溶剂为导电涂料，通过湿涂工艺获得

CNT/EVA 为皮层的线型高导电复合材料，而后通过 EVA 的轻度溶胀或解纠缠破坏界面结构而移除尼龙线得到中空纤

维，最后调控 EVA 的交联度并移除可溶性组分实现中空纤维的多孔化而获得高比表面积的高导电纤维。结果表明，

该法制得的高导电纤维不仅具有同轴多层空心管状的多孔结构，主要含有中孔和大孔，孔体积为 0.43 cm3/g，比表面



 
 

476 
 

积达到 98.1 m2/g，而且拥有出色的可弯曲性和力学性能；还可复合 MnO2 后组装成纤维状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高

达 6.5 uWh/cm2，且在经历弯曲、扭转和打结时仍保持原有性能。 

关键词：多孔；复合导电纤维；纤维状储能器件 

IO31 

高填充因子聚合物光伏材料的设计合成 
霍利军*，刘焘，孙艳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100083 

在聚合物光伏材料设计中，通过 D-A 共聚的策略精细调节光谱和能级，可以实现较为理想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

流。但从综合的光电转化效率来看，制约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填充因子不够高（FF<72%）。我们通过单

分子到聚合物链的优化协同调制，在吸收光谱、分子能级达到理想化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和调节聚合物的分子构象，

基于平面性构象实现了更好的分子间堆积，进而提高了空穴迁移率并最终实现了更高的填充因子（FF>78%）。通过

这样系统的从单分子到聚集态的综合优化，我们实现了正向单层聚合物光伏器件 12%以上的光电转化效率。同时，

我们将这种有效的策略应用到不同材料体系，其器件结果都有较为普遍的提高。因此，调节分子构象这种行之有效

的光伏分子设计思路将在今后的高效率光伏分子设计中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宽带隙；填充因子；光电转化效率；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IO32 

 高咪唑基含量的 PBI 高温质子交换膜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梁敏慧，李晓白，刘振超，刘佰军*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特种工程塑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1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环保的电化学能量转化装置，开发能够在高温和低湿度环境下工作的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成为研究的热点。聚苯并咪唑（PBI）由于具有优异的稳定性，以及可以同时作为质子供体和受体的特

殊碱性杂环结构，使其成为高温质子交换膜的候选材料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磷酸（PA）是一种具有高热稳定性的

良好电解质，其在 200 ℃下的质子传导率高达 0.8 S·cm-1。PA-PBI 膜已经逐渐演变为最有潜力的 HT-PEM 的候选材

料之一。本文在前期合成的高分子量的含柔性醚键和不对称刚性侧基的芳醚型 Ph-PBI 基础上，通过将 2-氯甲基苯并

咪唑接枝到 Ph-PBI 上，制备了一系列具有不同接枝度的苯并咪唑接枝 PBI 薄膜。额外的苯并咪唑基团的引入增加了

Ph-PBI 分子链上的碱性位点，提高了 Ph-PBI 膜与磷酸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膜获得了更高的磷酸、更高的质子传

导率和更加优异的电池性能。 

关键词：质子交换膜；聚苯并咪唑；接枝 

IO33 

三维石墨烯复合物的合成及其高效柔性电化学储能电极与器件 
徐宇曦*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200433 

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和多功能化发展，对相应储能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常见的储能设备主要包括超级电

容器、锂离子电池，以及最近几年新开发的钠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通常具有超高的功率密度、超快的充放电速率

以及宽的工作温度。锂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则分别表现出更大的能量密度和更低的成本。电极材料作为储能设备

的核心，对整个储能设备的最终性能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商业化材料普遍存在理论容量低、离子迁移速率慢、稳定

性差和资源有限等缺点[3]。石墨烯是一种二维天然高分子，三维石墨烯具有高的比表面积、多层次孔结构、高的电导

率和力学性能，设计合成新的电化学活性材料并将其与三维石墨烯有效的集成有望开发出同时具有高比容量、高倍

率性能和高的循环稳定性的复合电极材料。同时该复合电极材料具有好的力学性能可将其直接用于柔性电极和器

件，简化器件的制备工艺，为可穿戴电子设备供能。本文将介绍我们课题组在这一方向所做的一些探索。  

关键词：三维石墨烯；复合物；电化学储能；柔性器件 

IO34 

调控 β-环糊精亲水性作为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粘结剂的研究 
林晓桂 雷彩红* 徐睿杰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 100 号，510006 

摘要：通过调控 β-环糊精的亲水性，增加其在水中的溶解度，将其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粘结剂。以纳米

二氧化钛为陶瓷粉末，分别以氧化 β-环糊精和聚乙烯醇作为涂覆层的粘结剂，制备涂覆隔膜。氧化 β-环糊精涂覆膜

对水的接触角为 37.9°，与纯 PE 微孔隔膜相比接触角降低了 68.4%。氧化 β-环糊精涂覆膜在 90℃下放置 1 小时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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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率比纯 PE 微孔隔膜减小 2.8%。更重要的是，氧化 β-环糊精涂覆膜对电解液有较好的浸润性，降低了氧化 β-环糊

精涂覆膜的界面电阻，因此氧化 β-环糊精涂覆膜能够提高锂离子电池在大倍率下的放电性能。其在 8C 倍率下放电，

放电比容量达到 123mAhg-1，与 0.5C 倍率下的放电比容量相比保持率为 88.0%，比纯 PE 微孔隔膜提高 11.6%。 

关键词：β-环糊精；粘结剂；涂覆膜；锂离子电池 

IO35 

新型高效产氧催化剂设计——基于类高分子均相分散的凝胶网络 
张波*，彭慧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淞沪路 2205 号先进材料楼 636，200438 

通过电解方式，将间歇式电能转化为化学能被认为是一种存储容量和存储时间都具有优势的技术。产氧反应

（OER）是电解水和电解二氧化碳还原共用的半反应，也被认为是电解技术的瓶颈之一。目前，已经开发了丰富的

3d 过渡金属基催化剂，用于替代铱钌基贵金属催化剂，用于产氧反应; 然而，它们实际工作的过电位明显高于热力

学要求。密度泛函理论认为，诸如钨的非 3d 高价金属可以调节 3d 金属氧化物，为 OER 中间体提供接近最佳的吸附

能。我们开发了室温溶胶凝胶法，制备了具有原子级均匀分布的类高分子状凝胶氢氧化物三维网络材料。这些凝胶

FeCoW 羟基氧化物，在碱性电解质中在 10mA/cm2 电流密度下，实现了最低过电势（191mV）。催化剂在连续工作 500

小时以上没有显示失活迹象。X 射线吸收谱和理论计算研究揭示了 W，Fe 和 Co 之间的协同相互作用，产生了有利

的局部协调环境和增强 OER 能量的电子结构。  

关键词：电催化；产氧反应；类高分子网络； 

IO36 

新型微嵌段聚醚砜阴离子交换膜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李苏，庞金辉，李丹琦，姜振华*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长春，130012 

阴离子交换膜的传导能力通常通过提高离子交换容量而提高，但同时也会影响膜的其他性能。本工作通过分子

设计，合成了带有四苯基结构的不同重复单元数的双酚低聚体，然后利用合成的几种多聚单体制备出官能团排布从

无规到微嵌段型的聚醚砜材料，经氯甲基化，季铵化以及离子交换反应后制备出一系列阴离子交换膜。结果表明，

以微嵌段结构聚醚砜制备出的阴离子交换膜，其相分离程度更好，传导率更高，且能够降低膜的吸水率以及吸水溶

胀，同时在控制阴离子交换膜离子交换容量的同时，为材料结构设计的优化提供了更好的思路。  

关键词：聚醚砜；微嵌段；传导率 

IO37 

自催化原位制备高性能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 

刘志宏 1，2 崔艳艳 1，柴敬超 1，崔光磊*1 

1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青岛市储能产业技术研究院，青岛，266101, 

2 江汉大学 化学与环境学院 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430056 

利用锂盐自身的路易斯酸性引发链端环氧基团原位开环聚合，制备了高性能聚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全固态聚合

物电解质。将液态聚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作为聚合物前驱体，双氟草酸硼酸锂作为引发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

作为锂盐，通过原位聚合的方法成功制备了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相对于传统的制备方法，此固态聚合物电解质体

系中没有添加额外的引发剂或催化剂，只含有聚合物前驱体和锂盐，体系成分简单。低温加热的原位制备方法简单

可靠。而且此种化学交联的方法制备的交联 PEO 基聚合物电解质具有较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使电解质具有较高的

室温离子电导率。 此外，该原位交联 PEO 基聚合物电解质在固态磷酸铁锂电池中具有良好的倍率性能，循环稳定

性，并能够一定程度抑制锂枝晶的产生。所以，锂盐自催化法制备网络聚合物电解质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固态电解

质制备方法。 

关键词：全固态锂电池；固态聚合物电解质；自催化；制备 

IO38 

PEG 复合相变材料的耐热性研究 

陈立贵，王忠，付蕾，贾仕奎，张显勇 

陕西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汉中，723000 

通过熔融共混法制备 PEG/活性炭和 PEG/膨胀石墨定型复合材料，利用 TG 测试其升温过程的热重曲线。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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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PEG 复合相变材料的起始热分解温度低于纯 PEG；复合相变材料中，膨胀石墨复合材料的热分解温度低于活性

炭复合材料的热分解温度，说明活性炭对有机相变材料有更好的吸附作用，膨胀石墨较好的导热性，对分解温度有

不利影响。 

关键词：PEG；复合相变材料；耐热性 

IO39 

基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高强度复合纤维制备柔性超级电容器 

杜建国，王喆，刘会超，石逯迪，孙同兵，朱才镇* 

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深圳，518000 

随着柔性储能器件的迅速发展，轻质高强纤维状柔性超级电容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以三大高性能纤

维之一——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为柔性基底，通过原位聚多巴胺聚合改变其表面惰性、银修饰提高其导电性、

PEDOT:PSS 包覆提高其电容器容量，制备出了具有轻质高强的复合纤维电极材料。该复合纤维电极具有 3.72 GPa 的

强度，远高于其它柔性储能设备的纤维电极。电化学测试显示，该柔性电极在 0.17mA cm-2 电流密度下，纤维电极具

有高达 563 mF cm-2 的面积比电容，在循环 20000 次以后，电容仍然能够保持 90%。此外，柔性超级电容器具有优

异的能量密度（~12.5 μWh cm-2）和功率密度（~31 μW cm-2）。该电容器在 1000 次弯曲试验后，面积比电容仍然能够

保留 92%，显示了其优异的机械性能。此外，该柔性电容器可以通过组合有效的增加其充放电的电压和时间，显示

了其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柔性超级电容器；复合纤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高强度 

IP001 

氧化石墨烯/交联聚氨酯型复合固-固相变材料的制备及表征 

周妍,杨宇明,董莉,林长红,纪凡策,许少斌,武浩浩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以聚乙二醇（PEG）为相变软段，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缩二脲（N75）作为交联剂及硬段骨架，氧化石墨烯

作为填料，通过一步法合成了具有固-固相转变性能的复合相变材料。氧化石墨烯(GO)表面上的羟基、羧基等官能团

可以与三官能度的 N75 反应，充当交联剂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增强填料。化学反应得到的聚氨酯型的交联网络可以

有效地实现对 PEG 的支撑，使其在高温时依然呈现良好的宏观固态稳定性而未发生任何泄露。DSC 数据显示，聚氨

酯型相变材料的相变焓是 68J/g，GO 的添加对复合相变体系的相变焓影响较小，但可以降低体系的过冷度。XRD 显

示，复合之后，PEG 依然具有良好的结晶性能，晶型并未发生改变，只是结晶度有所下降。TGA 测试表明，GO 可

以提高材料的热稳定性。拉伸测试表明，GO 的添加可以将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从 10.2MPa 增加到 21.7MPa。这对于

实际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该材料有望应用在储能设备中。 

关键词: 聚乙二醇；交联；氧化石墨烯 

IP002 

聚苯胺凝胶制备氮掺杂碳泡沫及其在有机/水混合锂-空气电池中的应用 

农娟,朱奥生,谢普,容敏智,章明秋 

中山大学 510275 

电催化氧反应是燃料电池、金属-空气电池和微生物电池阴极必需的一个重要化学反应。迄今为止，Pt、IrO2、

RuO2 催化剂是最为常用的氧还原反应或氧析出反应催化剂，但由于贵金属资源匮乏、价格昂贵、易中毒失效，严重

阻碍了这三类新型电池的商业化。在碳材料中引入氮原子，形成具有高催化活性和化学稳定性的活性点，是目前最

有可能替代贵催化剂作为双效氧反应的非金属催化剂之一。我们利用碳化交联聚苯胺凝胶，制备氮掺杂的碳泡沫，

通过实验和模拟，发现吡啶氮比石墨氮具有更加优异的氧催化性能。富含吡啶氮形态的碳泡沫氧还原的起始电位

（-0.12 V vs SCE）低于商业化 40% Pt/C 催化剂，极限电流密度（6 mA/cm2）高于 40 % Pt/C 催化剂，兼具优异的氧

析出特性。将其组装成有机/水混合体系的锂-空气电池，具有优良的首次放电容量和可逆循环性能，在 500 mA/g 的

放电速率条件下，质量比电容最高可达 49486.3 mAh/g。 

关键词: 氧还原反应；氧析出反应；锂-空气电池；聚苯胺；密度泛函数 

IP003 

无需外加电解质型 Mg 湿气电池 

谢普,容敏智,章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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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510275 

化学电源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其内部不可缺少的液体电解质经常引发安全事故，必须设

计新的电池结构，才能有望解决问题。我们发现当兼具电化学电位和离子电导率的两种材料（即聚苯胺（PANI）泡

沫和 Mg）直接接触时，材料两端会形成电偶电势，阳极的金属 Mg 放出电子变成 Mg2+，而作为阴极的 PANI 泡沫则

将孔隙中的 H2O 分解成 H2。拥有层次孔结构的 PANI 泡沫具有高离子导电率和低电子导电率，迫使阳极放出的电子

经过外电路循环至阴极，而内部形成的电势保证了 OH-和 Mg2+的定向移动，构成一个无需外加电解质型 Mg 湿气电

池，其比电容和比能量密度分别达到 1247?mAh/g 和 646?mWh/g。同时，PANI 泡沫内部孔道还为离子和电子绝缘的

放电产物 Mg(OH)2 提供生长空间。此电池不仅能在 RH > 40%的环境中工作，也能在水溶液和碱溶液中正常运行，而

电池反应的另一产物 H2 还可为氢燃料电池提供稳定的气源 

关键词: 三维网络；聚苯胺泡沫；湿气；电池；超轻材料 

 

IP004 

聚苯胺/纳米银复合热电性能的研究 

吴瑞丽,原浩成,陈芊妤,兰金叻,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0029 

有机导电高分子的低热导率以及无机半导体的高 Seebeck 系数相结合制备有机无机复合热电材料已经成为一种

发展趋势。聚苯胺由于其具有较低的热导率，成本低，易制备等优点；银纳米粒子具有较高的 Seebeck 系数与电导率，

本文将聚苯胺与银纳米颗粒和银纳米线复合制备复合了薄膜材料，表征了复合材料的结构和热电性能。 

用直接流延法制备了 AgNPs/PANI 复合薄膜，研究结果表明复合薄膜材料的热电性能比块体材料有很大提高，

功率因子（PF）最大时为 11μW/mK2。用直接流延法和抽滤法制备了不同银纳米线含量的 AgNWs/PANI 复合薄膜。

当银纳米线含量为 20 %时，直接流延法制备的复合薄膜的 Seebeck 系数超过了 CSA-PANI 薄膜的 Seebeck 系数的 2

倍；真空抽滤法制备的复合薄膜 PF 超过 20μW/mK2，相当于 CSA-PANI 薄膜 PF 的 4 倍，有效地提高了复合薄膜的

热电性能。 

关键词: 热电材料；聚苯胺；银纳米颗粒；银纳米线 

IP005 

N 掺杂多孔聚合物基碳材料的制备及其 CO2 捕获性能的研究 

田志红,黄佳佳,原思国 

郑州大学 450001 

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CO2）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之一。由于超过的比表面积、优异

的化学和热稳定性、易再生等优势，微孔碳材料已被广泛用于 CO2 捕获和存储领域。高吸附量和 CO2/N2 选择性对于

CO2 捕集至关重要。我们通过间苯三酚（1,3,5-THB）和苯胺的缩聚反应合成刚性的多孔聚合物骨架（PTHB）。并以

此聚合物为碳前驱体采用简单化学活化法制备了具有高表面积（2363m2 g-1），窄孔径分布 N 掺杂微孔碳，超微孔孔

隙率高达 68％（<0.7nm）。所制得微孔碳的 CO2 吸附量达到 6.3mmol g-1（273K，1bar），并具有足够的 CO2/N2选择

性。研究了此类材料的微孔和 N 含量对 CO2 吸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孔尺寸小于温度依赖尺寸的微孔体积直接

影响 CO2 的吸附能力，而 N 含量和 N 的存在形式对 CO2/N2选择性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 多孔聚合物；超微孔；氮掺杂碳；CO2 捕获 

IP006 

空间交联网状聚合物电解质在锂离子电池中的研究和应用 

雷靖宇,郭城,杨慧军,许志新,王久林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锂离子电池由于其高能量密度，高输出电压，高循环寿命和低污染环境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传统的电池隔膜

一般采用聚乙烯或聚丙烯，然而在锂电池充放电的过程中，由于锂枝晶的产生，会刺穿隔膜，导致很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凝胶电解质，将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聚乙二醇(PEO)、甲基丙烯酸甲酯（MMA）

和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PVDF-HFP）四种物质，通过溶液聚合的方法制备成空间交联结构的凝胶聚合物。该电解

质在机械强度，离子电导率和抑制锂枝晶的生长方面有着优良的性能，同时也能够使锂离子电池的循环稳定性得到

显著地提高。表明该新型凝胶聚合物电解质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锂离子电池 空间交联 凝胶电解质  

IP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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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共轭多孔聚合物及碳基纳米材料用于能源转换与存储 

袁凯,陈义旺 

南昌大学 330031 

石墨烯及具有类石墨烯结构的二维材料具有很多优异特性，是光、电化学能源转换与存储等器件的理想电极材

料。然而，这些二维材料在实际应用中易发生不可逆的聚集和堆叠，严重降低其电化学活性面积，从而导致器件的

能源转换与存储效率显著下降。多孔聚合物具有高比表面积，多孔结构与功能可预先设计和精确调控的优点。本论

文通过共价键对石墨烯及具有类石墨烯结构的二维材料进行功能化提高其溶液加工性，并将其作为模板，在其表面

原位构筑共轭多孔聚合物，得到具有三明治结构的二维共轭多孔聚合物材料，能有效克服石墨烯及类石墨烯结构的

二维纳米片材料极易聚集的难关。同时，将具有三明治结构的二维共轭多孔聚合物材料作为前驱体，碳化后可得到

具有片状结构的二维多孔碳材料。基于石墨烯或具有类石墨烯结构的二维材料的多孔碳纳米片具有高比表面积和导

电率，可作为电极材料用于高效的电化学能源转换与存储器件，如超级电容器和氧还原反应催化剂用于燃料电池等。 

关键词: 二维纳米材料；共价键功能化；共轭多孔聚合物；能源转换与存储 

IP008 

高热导表面镀银相变纳米胶囊的制备与性能 

祝亚林 1,2,梁书恩 2,张林 1,王建华 2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基于二氧化硅包覆正十八烷相变纳米胶囊（NanoPCMs），首先对其进行多巴胺表面改性，然后在银氨溶液中通

过化学镀制备了高热导表面镀银 NanoPCMs。采用 DSC、TG、热循环测试和激光闪射法分别对 NanoPCMs 的相变性

能、热稳定性、热可靠性和热导率进行了测试。由于加入正二十八烷到 NanoPCMs 中作为成核剂，其结晶以异相成

核为主，并显示较低的过冷。与原始的二氧化硅 NanoPCMs 相比，表面化学镀银后，NanoPCMs 的质量相变焓的下

降较多，但体积相变焓的下降则并不显著，且在多次熔融/结晶热循环中其相变性能仍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表面

镀银 NanoPCMs 的热导率从 0.246 W/m·K 显著提高到 1.346 W/m·K。基于以上优异特性，表面镀银 NanoPCMs 在热

能存储和温控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相变材料；纳米胶囊；聚多巴改性；化学镀；热导率 

IP009 

基于新型交联聚乙烯醇磺化聚醚醚酮聚合物电解质的柔性超级电容器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鲁楠,那睿琦,王贵宾 

吉林大学 130012 

随着柔性电子科技的发展，可穿戴电子设备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柔性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储能元件而

被广泛研究。聚合物电解质，作为柔性超级电容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较好的离子传导能力，良好的机械性能以

及优异的电化学稳定性。但是现有的凝胶电解质存在力学性能较差的问题；而全固态电解质由于子传导率较低，限

制了它的实用性。 

     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与离子传导率的交联型聚乙烯醇-磺化聚醚醚酮聚合物电解质，

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首先，将磺化聚醚醚酮和聚乙烯醇按照一定的质量比共混，之后加入一定量的戊二醛交联

剂，形成交联网状结构。此法提高了电解质膜的吸液率，使室温下离子传导率达到 9.8×10-3 S cm-1。然后将电解质膜

与活性炭电极组装成柔性超级电容器，在 0.1 A g-1 下实现了 140.85 F g-1 的比容量，4.81W h kg-1 的能量密度，为新型

柔性电子器件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聚合物电解质；磺化聚醚醚酮；聚乙烯醇；柔性超级电容器 

IP010 

原位合成二硫化钼/聚偏氟乙烯静电纺丝柔性膜电极并用于电催化析氢 

郑譞,张慧君,刘彬,刘志康,高照东方,熊传溪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3 

 为满足新一代智能可穿戴设备发展的需求，柔性电极材料一直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并且研究替代传统活性物质、

粘结剂和集流体组合模式更是新的发展趋势。因而我们首次通过静电纺丝技术预先制备聚偏氟乙烯（PVDF）纳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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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膜，然后再用水热法在纳米纤维膜表面原位生成二硫化钼纳米片（MoS2 nanoflakes）得到 MoS2 /PVDF 柔性膜电极。

X 射线衍射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表明合成的 MoS2 纳米片具有约 5nm 的厚度，并具有扩展的层间距。在 MoS2 

/PVDF 柔性膜电极中当 MoS2含量为 10%时，MoS2 纳米片可充分包覆 PVDF 纳米纤维，且电极的结构和力学性能保

持良好；同时研究发现MoS2 /PVDF 柔性膜电极在 0.5 M H2SO4电解质中具有良好的循环性和高效的电催化析氢性能。

以上结果表明，该 MoS2 /PVDF 柔性膜电极在制备高性能柔性和可穿戴储能器件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关键词: 聚偏氟乙烯；静电纺丝；二硫化钼；柔性电极；电催化 

IP011 

水凝胶包埋碳纳米管阵列柔性固态超级电容器 

朱畦,杨朝晖 

苏州大学 215006 

柔性超级电容器加工方式灵活,具有高的能量密度和可剪裁可弯曲的特性近年来正受到广泛的关注。碳纳米管阵

列凭借其自身良好的电容性能、高效的电荷转移率、良好的循环寿命可作为理想的能量储存材料，然而纯碳纳米管

阵列因管间较弱的相互作用力在其加工和转移过程中易于倒塌，从而限制了纯碳纳米管阵列用于组装柔性电子器件

的应用。本文中我们使用 PVA 导电凝胶包埋碳纳米管阵列这种简单有效地方法来加工柔性电子器件。PVA 包埋的阵

列复合体在折叠、弯曲、剪裁过程中既能保持良好的机械稳定能和柔性特性又能保持碳纳米管的高度取向性。

ACNT@PVA 复合体在相同的测试条件才相对于无规的商业碳纳米管以及无规阵列粉末展现出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该方法为加工可穿戴电子器件以及可植入医学器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碳纳米管阵列；水凝胶；全固态；超级电容器  

IP012 

氟代氰基茚酮在有机太阳能电池受体中的应用 

代水星,占肖卫 

北京大学工学院 100871 

我们将氟原子引入到氰基茚酮上，合成了拉电子能力更强的氟代氰基茚酮（FIC）。同时，我们还合成了九并稠

环（IBDT）给电子单元，IBDT 较七并稠环 IDTT 具有更大的共轭长度，更刚性的平面结构和更强的给电子能力，有

利于扩宽分子的吸收。将 IBDT 单元与 FIC 相连，合成了新型九并稠环电子受体 INIC 系列（INIC、INIC1、INIC2

和 INIC3）。由于氟原子的引入，使得 INIC1-3 比无氟取代的 INIC 分子的 LUMO 能级降低，薄膜吸收明显红移，迁

移率明显提高，器件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其中，基于 INIC3 的器件效率可达 11.5%。同时，我们还将氟代氰基茚酮

应用于 ITIC-Th 体系上，合成了性能更加优异的窄带系稠环电子受体 ITIC-Th1，与 FTAZ 共混，单结两组分电池的

效率达到 12.1%。 

关键词: 稠环电子受体；氟代氰基茚酮；有机太阳能电池；INIC；ITIC-Th1 

IP013 

基于聚合物—甲基紫精电子转移体系的可控光催化制氢研究 

卢欢 

1.北京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利用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产生氢气就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好方法。共轭聚合物具有良

好的吸光能力和分子导线性质，在有受体存在的情况下，电子和空穴可以沿着共轭聚合物的主链自由运动，而这个

光生电子恰恰可以驱动光催化分解水产氢。一些不可溶的线性或者多孔的网状聚合物已经被应用于光催化分解水体

系，然而由于其不溶解的性质限制了其性质的表征以及其与受体之间的电子传递，从而影响材料的性能。 

在本研究工作中，我们利用一个侧链带有羧酸根负电荷的水溶性共轭聚合物作为光敏剂，甲基紫精作为电子中

继体，乙二胺四乙酸而钠盐作为牺牲剂，胶态铂作为催化剂，构建一个基于水溶性共轭聚合物的可见光催化的分解

水产氢体系。在氙灯光源（l > 420 nm）和太阳光下，体系均表现出了持续稳定生成氢气的能力。同时，我们还利用

超分子自组装作用，对体系的光解水制氢能力进行了调控。  

关键词: 水溶性共轭聚合物；光催化分解水；制氢；自组装；调控 

IP014 

基于 PVA 互穿网络结构的 PAni 导电聚合物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叶瑾,杨兆昆,陈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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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合成与生物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14122 

导电高分子聚苯胺需酸掺杂才能表现出较优的导电性，但有的无机酸可能由于残留在聚苯胺表面等原因而影响

产品质量。植酸是一种从植物种籽中提取的有机磷酸类化合物，一个植酸分子含有六个磷酸根基团，因而可以同时

对多个聚苯胺（PAni）分子进行酸掺杂。本文以聚乙烯醇（PVA）水凝胶为骨架，利用植酸的特性，将其作为 PAni

的酸掺杂剂和交联剂，制备了具有互穿网络结构的导电水凝胶。首先，PVA 溶于水形成溶液，与苯胺、植酸在低温

下按比例配成溶液 A，将引发剂过硫酸铵溶于水得到溶液 B，再将溶液 A 和 B 在低温下快速混合，使苯胺在 PVA 水

溶液中原位聚合，形成植酸掺杂聚苯胺（PADP）水凝胶；再通过循环冻融法，使 PVA 分子链结晶交联，形成纳米结

构的 PADP-PVA 互穿网络水凝胶。所制得的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力学强度及柔性，且该制备方法简单、

成本低廉，在柔性超级电容器以及生物电子设备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植酸；互穿网络；导电聚合物水凝胶 

IP015 

二氧化硅-聚多巴胺核壳自限制模板制备超稳定负载金属的空心掺氮纳米碳球 

李健,刘睿 

同济大学 201804 

多巴胺是一种生物神经递质，可以在弱碱环境中氧化聚合成形成一种具有超强粘附性的涂层。利用聚多巴胺的

表面活性和几乎对于任何材料都具有的粘附性，通过精巧的设计和条件控制，可以有效地改善材料表面性能，实现

诸如对单细胞进行封装，对纳米材料进行功能化改性等等一系列的应用。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纳米尺度下物质变

化和能量转换的认识，为进一步构造出新颖高效的纳米材料打下了基础。 

     基于此，我们以二氧化硅-聚多巴胺核壳材料为自限制模板和碳化前驱体，简易制备了负载金属的空心掺氮

纳米碳球。在合成的过程中，二氧化硅-聚多巴胺一方面作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利用聚多巴胺的超强粘附性实现对

金属纳米粒子在高温碳化过程中限域的作用，成功制备了负载 Pt、PtNi 或 AgPd 等金属（或合金）纳米粒子的空心

掺氮纳米碳球。得到的材料在保持金属纳米粒子固有性能的同时，能有效提高材料的稳定性，并表现出优异的电化

学催化性能。 

关键词: 聚多巴胺；自限制；铂；空心结构；氧还原 

IP016 

侧链共轭稠环电子受体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王嘉宇,王伟,占肖卫 

北京大学 100871 

可溶液加工的本体异质结型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因其重量轻，成本低，半透明，可制成柔性器件和可大面积加工

等优点，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与富勒烯及其衍生物相比，非富勒烯电子受体材料因其良好的热、光和化学稳

定性，强可见光吸收，能级易调等优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最近，我们提出了稠环电子受体的概念，稠环

电子受体是以强给电子能力的共轭稠环为核，强拉电子能力的共轭单元为端基的一类分子，其具有强可见和近红外

吸收，易于调控能级从而与各种高性能给体材料相匹配，以及高电子迁移率等特点，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一类非富勒

烯受体材料。向分子中引入共轭侧链，一方面可以拓展分子内共轭，增强和拓宽吸收，有利于光电流的提高；另一

方面可以增强分子间相互作用，从而提高分子的载流子迁移率。我们设计合成了首个侧链共轭的稠环电子受体 ITIC2，

其效率可达 11%，远高于与其对应的非侧链共轭的受体分子的效率（8.54%）。 

关键词 非富勒烯；侧链共轭；稠环电子受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IP017 

近红外六并稠环电子受体及高效率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 

王伟,严岑琪,王嘉宇,占肖卫 

北京大学 100871 

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个新的六并稠环非富勒烯电子受体材料，IHIC，并将其用于制作半透明太阳能电池器件。

IHIC 由强给电子单元和强拉电子端基构成，强的分子内电荷转移作用使得 IHIC 在近红外区域具有宽而强的吸收，峰

值的摩尔消光系数可达 1.6 × 105 M-1 cm-1，光学带隙为 1.38 eV，并且其在可见光区吸收较弱。良好的分子平面性使

得其单组分电子迁移率达到 2.4 × 10-3 cm2 V-1 s-1。我们以窄带隙的 PTB7-Th 作为给体，制备了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

池器件。这些器件最高的能量转换效率为 9.77%，是目前文献报道的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率，甚至要高于

之前报道的叠层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同时，器件呈现出 36%的平均可见光透过率和优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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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稠环电子受体；非富勒烯受体 

IP018 

基于热可逆聚合物的“低温重启”柔性锌电池 

赵井文,崔光磊,张建军,董杉木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266101 

在柔性电池应用中反复的弯曲或强烈的折叠往往引起电极-电解质界面的破损，使电池性能坠降。热可逆聚合物

凝胶是一类通过物理纠缠及非共价作用力将相邻的聚合物链链接且具有温度响应行为的体系。PEOn-PPOm-PEOn 是最

典型的热可逆嵌段聚合物，其水相体系在低温下 PEO 嵌段通过氢键与水分子发生溶剂化作用，呈现出流动的溶胶态，

随着升温 PEO 与 PPO 界面发生去溶剂化，导致 PEO 嵌段之间的憎水相互作用增强，球形胶束紧密堆积，使体系逐

渐变为凝胶态。该溶胶-凝胶的转变过程高度可逆，且调整转变温度点可调。本工作首次利用该热可逆凝胶化行为的

聚合物凝胶作为功能电解质，为柔性电池创新性地提出一种“低温重启”的设计思路。一旦电池受到较大的机械形变情

况下，可通过简单的低温静置过程更新电极-电解质的界面，电池性能的恢复率高达 98%。本工作不仅为柔性电池的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同时对于设计新型的可穿戴功能器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电池；溶胶-凝胶过程；低温恢复；聚合物电解质；热可逆凝胶 

IP019 

具有高磺化支化中心的聚芳醚膜材料制备及其离子响应行为 

韩小崔,姜振华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质子交换膜作为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对燃料电池的性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商业化质子交换膜均为全氟

磺酸聚合物膜，但是成本高，燃料渗透系数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进一步应用。 

    针对以上问题，本工作通过设计合成一种新型的含咔唑三官能度化合物，并通过亲核缩聚反应将该化合物

引入到聚芳醚主链中，制备了以六苯咔唑衍生物为支化中心的聚芳醚。通过磺化，我们得到了在支化点密集磺化的

聚芳醚(SPESK-Cz-x, x = 10,15)。SPESK-Cz-x 的离子交换容量（IEC）为 1.02 mmol/g，特性粘度为 0.66 dL/g。虽然

其质子传导率较 Nafion 117 偏低，但其尺寸稳定性要明显优于 Nafion 117，100 oC 时，吸水率为 43.6%，但是吸水溶

胀只有 15.3%。此外，SPESK-Cz-x 具有优异的氧化稳定性，在芬顿试剂中可以稳定存在 19 小时。综上，SPESK-Cz-x

满足实际燃料电池应用要求。 

关键词: 质子交换膜；咔唑衍生物；聚芳醚；支化 

IP020 

新型二氧化锰/聚吡咯/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探究 

汪韦刚,吴石山,邹运,刘亚军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碳材料具有优异的功率密度，速率能力和循环稳定性，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子器件的制造。但其较低的能量密度

限制了它们更为广泛的应用。因此，基于碳材料、金属氧化物和导电聚合物的复合材料的合成解决了这一问题。我

们用简单的方法合成了新型的二氧化锰、聚吡咯和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复合材料并探究了各种原材料的最佳比例。同

时用多种表征手段研究了该材料的表面结构、形貌、晶型结构和组成。我们还用了一系列的电化学测试探究了该材

料的电化学性能。结果表明，该复合材料被成功地制备了出来，并具有层间夹心结构和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明确地

说，当电流强度为 0.2 A/g 的时候，该物质的比电容量达到了 357.4 F/g。并且在电流强度为 2 A/g 的条件下恒电流充

放电 2000 次后，该三元材料的电容保存量达到了 93.0% 之多。因此，二氧化锰/聚吡咯/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在

高性能超级电容器和其他电子器件上的应用展现了巨大的前景。 

关键词: 二氧化锰；聚吡咯；还原氧化石墨烯；高性能超级电容器 

IP021 

模板法制备高导电多层次石墨烯基柔性超级电容器 

张涵之,于游 

西北大学 7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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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其高效存储和利用决定着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超级电容器作

为一种具有比电池更快充放电速率和循环次数的储能设备，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并引起了材料科学家们的强烈关

注。同时，可穿戴性也是电子器件发展的一大目标。因此如何制备具有高储能密度、高循环次数和良好柔性的超级

电容器是当前电子和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我们提出以聚合物辅助无电沉积金属技术制备具有多层次结构的高

导电柔性电极（< 1.0 Ω/□），并以此为模板获得了一种基于石墨烯的轻质柔性超级电容器（160 mg/cm2）。一方面聚合

物增强了金属膜层与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器件的柔性得到明显改善（>2000 次）。另一方面多层次结构有利于

电子堆积和传输，使得电容器的储能和快速释放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们相信该技术以及所制得的器件在材料化学

与可穿戴电子领域得到应用。 

关键词: 聚合物辅助无电沉积金属；可穿戴柔性器件；超级电容器；石墨烯 

IP022 

构筑“匹萨”状二硫化钼/聚吡咯/聚苯胺三元复合材料用于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电 

王开,张超,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1620 

聚吡咯（PPy）和聚苯胺（PANI）是用于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电极很有前途的材料。然而，它们相对低的比表面积

和循环稳定性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而对以上材料进行形态和尺寸可控的微/纳米结构构筑可以得到优化的

性能。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在乙醇-水混合溶剂中制备高浓度少层硫化钼（f-MoS2）纳米片悬浮液的溶剂交换法。在

所得到均匀分散的 f-MoS2 上通过吡咯的原位聚合形成具有表面完全覆盖的聚吡咯层（MoS2/PPy）。后该复合物作为

基底，用于后续聚苯胺的原位生长和附着，因此形成“比萨状”的 MoS2/PPy/PANI 三元纳米结构。这种层状纳米结构

的合理设计大大增强了其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比电容，在 0.5A g-1 电流密度下其值可达到 1273 F g-1，并且在

3000 次充电/放电循环后还能得到高达 83％的容量保持率。上述优异性能表明本文中制备纳米结构作为超级电容器方

法有希望日后大规模应用。 

关键词: 二硫化钼；溶剂转移法；原位聚合；导电高分子；超级电容器 

IP023 

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中聚合物给体的选择 

朱景帅 1,2,林禹泽 1,占肖卫 2 

1.首都师范大学 

2.北京大学 

稠环电子受体 IDIC 具有良好的平面结构和较窄的带隙，基于 IDIC 的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展现了很高的光

电转换效率。我们为了研究 IDIC 普适性，将聚合物给体适配到高效率的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中。我们以 5 个含

有不同化学结构（主链含有噻吩，苯并二噻吩，二噻吩并苯并二噻吩）的聚合物为给体，IDIC 为受体用于非富勒烯

有机太阳能电池中。我们所用的宽带隙给体 PDCBT，J51，PDBT-T1 和 PTFBDT-BZS 相比窄带隙给体 PTB7-Th 都表

现出较高的器件性能。特别是 PDBT-T1 和 PTFBDT-BZS 与 IDIC 展示了良好的形貌兼容性。基于 PDBT-T1：IDIC 和

PTFBDT-BZS：IDIC 的未进行任何后处理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能量转换效率达 8-9.2%，进一步进行 DIO 添加剂优

化器件能量转换效率提高到 10.3-11%。 

关键词: 有机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稠环电子受体；宽带隙聚合物给体；IDIC 

 

 

IP024 

基于均聚物囊泡的非模板法制备氮掺杂空心纳米碳球及其在储能中的应用 

孙辉,杜建忠 

同济大学 201804 

目前，能源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空心纳米碳球由于其轻量化、环境友好和能量密度高等优点在储能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但是，空心纳米碳球的制备通常依赖模板法，增加了环境与能源的压力。为此，我们以均聚物纳米囊泡

作为碳源，利用非模板法制备了氮掺杂空心纳米碳球：两亲性均聚物聚酰胺酸可通过两种商业化单体的逐步聚合大

规模制备，聚合在室温下两个小时内即可完成，无需催化剂与惰性气体的保护；在聚合物溶液中直接滴加水形成尺

寸均一的均聚物囊泡；利用三聚氰胺对均聚物囊泡进行不同程度的交联，可以精确调控空心纳米碳球的氮含量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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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结构。与传统的模板法相比，我们极大地简化了氮掺杂空心纳米碳球的制备过程，并且更加环保、节能。制备的

氮掺杂空心纳米碳球结构稳定，具有很高的比表面积，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时表现出非常优异的能量密度与高倍

率循环性能。 

关键词: 均聚物囊泡；氮掺杂；空心纳米碳球；储能；超级电容器 

IP025 

带电超支化聚缩水甘油醚表面修饰聚醚砜膜及其在渗透能发电的应用研究 

李家乐,蔡韬 

武汉大学 430072 

摘要：渗透能是一种来源广泛、潜力巨大、不受天气影响、收集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型清洁能源。渗透能发电是

利用自然渗透现象进行能源开发的新型发电技术，也被称为盐差能发电，具有巨大潜力。目前用于渗透能发电的聚

醚砜(poly(ether sulfone), PES)的中空纤维膜已经商品化，使渗透能发电成为现实，但是渗透能发电还是会受到中空纤

维膜被污染而降低渗透能发电效率。为了解决中空纤维膜的污染问题，本课题采用对 PES 中空纤维膜进行表面修饰

的方法来提高 PRO 膜的抗污染能力，使用硫辛酸，氨基磺酸，缩水甘油为原料合成一种带电的超支化的聚缩水甘油

醚（Charged hyperbranched polyglycerol, CHPG），然后接枝到用聚多巴胺处理过的 PES 中空纤维膜上，然后对改性薄

膜进行蛋白质和细菌吸附实验以及 PRO 过程模拟，实验结果表明 CHPG 接枝的 PES 中空纤维薄膜具有强的抗污染能

力。 

关键词: 渗透能发电，PES 中空纤维膜，表面修饰，带电超支化聚缩水甘油，膜污染 

IP026 

多孔 CNT/PVA 复合高载量聚苯胺电极的设计与应用 

范旭良,梁忠鑫,章自寿,麦堪成 

中山大学 510275 

     可穿戴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受制于新型能源系统，发展高性能可弯曲甚至可折叠等耐形变储电系统如柔性

超级电容器成为重要目标。目前，高电容量、长寿命尤其耐形变性能等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本文在研究碳

纳米管填充聚乙烯醇（CNT/PVA）复合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基础上，以具有高导电性的 50wt%CNT/PVA 复合薄膜为基

材，通过调控 PVA 的交联程度并移除大量可溶聚合物制备了富含纳米孔、比表面积高达 123m2/g 的耐水性多孔柔性

复合薄膜（CNT/c-PVA）。该薄膜不仅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在反复弯曲 10000 次的过程中材料的电阻基本保持不变；

而且具有丰富的电子和离子传输通道，可通过电化学沉积法有效负载大量聚苯胺（PANI）而得到面积电容高达 831 

mF/cm2 的复合电极材料，充放电 3000 次后该电极的电容依旧保持初始容量的 90.5%，有望成为高性能的柔性超级电

容器电极材料。 

关键词: 多孔结构；吸水性；高载量；柔性超级电容器 

IP027 

碳包覆多孔二氧化钛纤维在高性能钠电存储中的应用 

王女 1,赵勇 1,高远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电极材料的纳米工程可提高钠离子的可及性和传输效率，从而提高钠离子电池的电化学性能。而静电纺丝作为

一种简易而高效的制备连续纳米纤维的方法，在电池材料领域有着很大的应用潜力。本工作通过无氧煅烧乳液法静

电纺丝纤维的方式，除去占位的高分子聚合物得到了具有多级结构的多孔 TiO2-C 纤维。在孔状结构，较薄的二氧化

钛内壁，导电碳的引入这几种优势的共同作用下，多孔二氧化钛/碳微米纤维展现出了较高的比容量性能和循环稳定

性。在 50mA/g 电流密度条件下，450 圈循环后，材料仍有 167mA h/g 的较高容量，在 1A/g 的高电流率下仍能保持

71mA h/g 的容量。纳米结构可有效的降低对材料固有性质的依赖,而静电纺丝技术以其通用的方法和低廉的成本高效

的制造出微纳米多孔纤维结构，两者优势的结合为其他电极材料尤其是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纳米纤维；静电纺丝 

IP028 

基于高度扭曲的苝酰亚胺非富勒烯-全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辛瑞 1,任忠杰 1,王朝晖 2,闫寿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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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化工大学；2.中科院化学所 

我们合成了两个单键连接的扭曲的苝酰亚胺二聚体，并在苝酰亚胺的 bay 位分别引入了硫原子和硒原子，将其

命名为 C4,4-SdiPBI-S 和 C4,4-SdiPBI-Se。并与其吸收互补的中等带隙的小分子 DR3TBDTT 作为给体材料，我们

制备了非富勒烯-全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在研究器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溶剂退火可以增加给受体的结晶性，

得到合适的相分离尺寸，进而提高激子的迁移率，可以使 C4,4-SdiPBI-S 器件的 PCE 从 2.52% 增加到 5.81%，使

C4,4-SdiPBI-Se 器件的 PCE 从 2.65% 增加到 6.22%。其中 6.22% 的光电转换效率是目前报道的的基于苝酰亚胺为

受体材料的非富勒烯-全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率之一。这项工作对于研究基于苝酰亚胺为受体材料的非富

勒烯-全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和使用溶剂退火提升有机小分子太阳能电池的效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苝酰亚胺衍生物；非富勒烯受体；非富勒烯-全小分子有机太阳能电池；溶剂退火 

IP029 

基于石墨烯复合膜的可拉伸全固态超级电容器 

李宁,吕甜,姚瑶,李惠丽,刘开,陈涛 

同济大学 200092 

    近年来，柔性、甚至能抵抗外力的电子器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等。可拉伸超

级电容器的性能极大地依赖于电极材料，因此开发高度可拉伸电极是进一步提高可拉伸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关键。以

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层状碳纳米材料，由于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和良好的机械稳定性等特性，

被广泛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但是，基于石墨烯的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的性能并不理想，可拉伸性能往往较低

（<100%）。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设计并制备了具有致密结构的石墨烯及其二硫化钼复合电极，以聚乙烯醇/磷酸水凝

胶体系作为电解质，进一步发展了全固态柔性超级电容器。研究结果表明，该柔性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的体积比容量

达到了 19.44 F·cm-3，拉伸性能达到 60%，且具有重复可拉伸性。 

关键词: 石墨烯；可拉伸；全固态；超级电容器 

IP030 

基于有序碳纳米管复合膜的可拉伸电容器 

姚瑶,吕甜,李宁,陈涛 

同济大学 200092 

碳纳米管具有大的比表面积、长径比、优异的导电性能和电化学稳定性等特性，被广泛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

材料，尤其是柔性及可拉伸器件。但是，碳纳米管的严重聚集导致基于碳纳米管的超级电容器性能并不理想；而基

于碳纳米管的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的拉伸性能也较低（<100%）。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制备了具有致密结构的取

向碳纳米管薄膜及其 MoS2复合膜，并将其转移到可拉伸聚合物基底，获得了高度可拉伸的电极薄膜。在此基础上，

基于聚乙烯醇的磷酸水凝胶体系作为电解质，进一步发展制备了全固态的柔性超级电容器器件，器件的体积比电容

达到了 13.16F cm-3，拉伸性能达到 240%；被分别拉伸至 100% 和 160% 时循环 500 次时，器件的比容量仅仅降低

10% 左右，表现出极好的拉伸循环稳定性。 

关键词: 碳纳米管；二硫化钼；可拉伸性；超级电容器 

IP031 

纳米线状聚苯胺凝胶的合成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石芸慧 1,窦鹏 1,许鑫华 1,2 

1.天津大学；2.天津市材料复合与功能化重点实验室 

导电聚合物凝胶是一类同时兼具凝胶和有机导体优异性能的特殊聚合物材料，在能量转换与储存领域具有巨大

的应用价值和潜力。通常导电聚合物凝胶中含有大量非导电成分，且凝胶溶胀时导电聚合物可能与凝胶基体分离，

电导率和稳定性较差，难以满足新型电极的使用要求。本研究选用四苯基卟啉四磺酸（TPPS）同时作为交联剂和掺

杂剂，通过超分子自组装与苯胺无模板交联聚合形成聚苯胺纳米线状凝胶结构，提高聚苯胺凝胶的导电性。同时，

采用 SEM,TEM,FTIR 以及电化学测试研究交联剂分子结构对聚苯胺凝胶微观形貌和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

TPPS 交联的聚苯胺凝胶具有纳米线穿插交联的三维网状结构，其表面呈现如海参一样的毛刺状，直径约为 150 nm。

这种结构增加了聚苯胺纳米线的比表面积，有利于与电解液的充分接触，并且三维网络结构有利于电子的快速传输

及聚苯胺氧化还原反应的发生，因此用作超级电容器电容高达 330 F·g−1
。 

关键词: 导电聚合物凝胶；超分子自组装；聚苯胺；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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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032 

一类具有氟和氯取代噻吩并[3,4-b]噻吩单元的三组分共聚物的制备及光伏性能研究 

王欢,曲世伟,陈晖,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本课题组开发了一类由苯并[1,2-b:4,5-b′]二噻吩（BDT）与具有氟和氯取代的噻吩并[3, 4-b]噻吩（TT）组成的三

组分共轭聚合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此类聚合物具有较宽的带隙，随着噻吩并[3, 4-b]噻吩单元中氯含量的增

加而带隙变宽，使得聚合物的开路电压 Voc 增加。而且能够通过不同含量的氟氯 TT 单元的三组分聚合来调控聚合物

的共面性和电子迁移率，从而达到最优化的聚合物光电能量转换效率。我们分别研究了富勒烯和非富勒烯受体下的

广发性能。发现非富勒烯体系对此类聚合物有更好的光谱互补性能，从而有更好的光电能量转换效率。通过三组分

共聚的方法优化聚合物的成分和结构，并优化给体和受体材料的聚集与光电器件的形貌，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应

用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转换效率；氯化作用 

IP033 

水性 PVDF/PP 复合隔膜的制备及在锂离子动力电池中的应用 

胡志宇,周建军,李林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由于传统汽车存在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两大问题，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迫在眉睫。目前，动力电池主要以锂离子

电池为主，其由正负极、电解液和隔膜组成。隔膜为锂离子传输提供通道，影响着电池充放电容量。为了提高现有

聚烯烃隔膜的性能，常将其与有机、无机材料复合。其中，PVDF 可以使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形成凝胶，因此常与聚烯

烃隔膜进行复合制备复合隔膜。目前的复合方法多需要有机溶剂溶解 PVDF，进一步通过倒相法等制备得到复合隔膜，

过程相对复杂。为此，本研究以聚丙烯（PP）多孔膜为基底，通过涂覆 PVDF 纳米颗粒水分散液，制备得到 PVDF/PP

复合隔膜，制备过程简单环保，而且所得隔膜对应电池倍率性能相比于使用 PP 基膜的电池容量提高了 21%，比有机

体系 PVDF 涂覆的电池提高了 9.6%。由此表明，该方法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 PVDF 复合隔膜制备方法。 

关键词: PVDF；复合隔膜；水相体系；锂离子电池 

IP034 

一种紫外光固化法合成的聚合物电解质及其器件光电性质研究 

李海霞,阮文红,黄逸夫,章明秋,容敏智 

中山大学 510275 

电化学器件已极大地给人们的生活、学习、交通等带来了诸多便利，如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应

用领域。但是，通常其内部结构不可缺少的液体电解质可引发安全、泄露等问题。作为替代的电解质类型，聚合物

电解质因其克服了液体电解质的不足、且具有可成型加工等优点，逐渐成为现今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高效、环保

的紫外光固化技术，以环氧丙烷为固化单体，本实验设计合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尺寸和结构的多孔聚环氧丙烷（PPO），

并将其作为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聚合物电解质的基体。采用孔径分析仪测试多孔聚合物的比表面积，其数值可达 144 

m2/g；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对多孔聚合物的结构、热性能和结晶特性进行了

表征。将该多孔聚合物、电解质盐、溶剂制成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SC）聚合物电解质，并对该电化学器件的光

伏性能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表明， DSSC 的光电转化效率可高达 6.28 %。 

关键词 聚合物电解质；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紫外光固化法；光电转化效率；结构与性能 

IP035 

微嵌段型离子交换膜材料的可控制备及高效阻醇设计 

郑吉富,代磊,毕伟辉,张所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离子交换膜是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性能直接影响燃料电池的性能。设计、开发具有高效离子传导、良

好稳定性兼具抗甲醇透过能力的离子交换膜材料，是该领域研究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和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以

聚苯类聚合物为研究重点，采用多嵌段序列精密控制共聚合平台技术制备了新型微嵌段聚合物膜，详细研究了离子

基团在聚合物骨架结构上的分布和疏水链段结构、长度对离子交换膜的离子传导率、甲醇渗透等性能的影响。所制

得的微嵌段聚合物不仅容易形成亲水-疏水的相分离结构和高度连通的离子通道，还可以通过对共聚单体的结构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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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调节，从而简便地实现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精准调控，为制备具有高稳定性的离子交换膜提供可行的方法和

途径。同时，利用氰基原位交联反应，实现了在聚合物表面快速构建微 (纳)米级层状交联结构，建立了主体增强与

界面调控相结合的制备高效阻醇离子交换膜的新方法，为开发面向实际应用的离子交换膜材料提供实验依据。 

关键词: 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微嵌段；交联；阻醇 

IP036 

石墨烯复合凹凸棒石基聚乙烯亚胺吸附剂的制备及性能 

胡盼,马睿,范金旭,唐伟,徐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30074 

CO2 的过量排放严重导致全球变暖，而 CO2 又是一种重要的碳资源，其分离捕集技术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传统的 CO2 吸附剂对设备要求较高，能耗大，限制了它们在工业上的应用。固体胺吸附剂具有高吸附容量、能

耗低、吸附剂可再生等优点而成为当前研究热点。聚乙烯亚胺是一种富氨基聚合物，可以通过化学作用大量吸收二

氧化碳；凹凸棒石是一种具有吸附性能的天然多孔材料，综合两者化学吸附和物理吸附优点，结合氧化石墨烯表面

积大，化学基团丰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凹凸棒石的表面有机化改性以及 pH 值的调控，利用静电组装使改性凹凸棒

石和氧化石墨烯发生复合，增加凹凸棒石表面活性位点，进而负载不同含量聚乙烯亚胺制得石墨烯复合凹凸棒石基

固体胺吸附剂。结果表明，所制备的吸附剂吸附容量高，在常温 25 ℃ 时，最大吸附量为 212.92 mg/g，且在 25-80 ℃

均表现较高吸附容量，循环吸附效果稳定，是一种极具前景的二氧化碳捕获材料。 

关键词: 凹凸棒石; 氧化石墨烯; 聚乙烯亚胺; CO2 吸附 

IP037 

二硫化钼/中空碳球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代杰,汪汇源,谭堾予,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由于超级电容器具有极高的功率密度,长的循环寿命和快速充电/放电能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大量研究。如何

提高超级电容器的容量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中空球拥有巨大的比表面积、低密度和开放结构等优点，开始进入

研究者的视野中。本文首先以包覆一定量酚醛树脂的聚苯乙烯小球为模板，利用一步水热法将 MoS2 纳米片均匀生长

到碳球表面,再经过高温碳化得到中空的复合材料。利用 SEM、XRD、XPS 等手段对二硫化钼/中空碳球复合

（MoS2@HCS）材料的形貌进行了表征，表明成功的制备出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通过对复合材料进行电化学性能

测试，数据显示出在 0.5Ag-1 的电流密度下，MoS2@HCS 的比容量高达 139Fg-1;在 10Ag-1 的大电流密度下，循环 1000

次仍可以保持 86%的比容量。MoS2@HCS 作为高性能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  

关键词: 二硫化钼；中空碳球；复合材料；超级电容器 

IP038 

多硫化锂在 PP 膜单孔道的传输性质 

李宁,周建军,李林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在众多的化学电源体系中，锂硫电池具有理论能量密度高和成本低的优点，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锂

硫电池在放电过程中会发生硫相态变化的多电子反应，放电过程中的产物多硫化锂会在有机电解液溶解并且在浓度

梯度的作用下通过隔膜向负极扩散，产生穿梭效应，使得电池容量率减速度快、循环性能差。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硫

正极材料的结构设计和多孔聚丙烯隔膜的改性来控制穿梭效应，本文采用重离子轰击加径迹化学刻蚀技术制备出单

孔的聚丙烯薄膜，通过测试不同种类的多硫化锂溶液的 I-V 曲线，研究了不同多硫化锂在单孔道的传输性质，从微观

上进一步了解了穿梭效应，为后续开发高性能的锂硫电池隔膜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锂硫电池；单孔膜；穿梭效应；径迹刻蚀 

IP039 

新型交联聚苯并咪唑/磷酸质子交换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旭,王双,王哲,刘畅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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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交联和磷酸（PA）吸收同时进行的处理方式成功制备了交联质子交换膜 c-PBI-X。交联结构的引入使得质子

交换膜的尺寸稳定性得到了提高。交联和 PA 吸收同时进行的处理方式提高了 c-PBI-X 的磷酸吸收量从而提高了交联

膜的质子传导能力，吸收磷酸后形成的交联结构加强了 c-PBI-X 膜的保酸能力。经测试，交联度为 20%的交联膜

c-PBI-20%在 170℃时质子传导率达到了 0.58S/cm。交联度为 30%的交联膜 c-PBI-30%，在 50℃、70%相对湿度环境

下静置 120 小时后，质量损失仅为 32%，相同条件下利用传统交联方式（即将 PBI-IPTS-X 膜烘干至恒重后用 1M H2SO4

进行水解交联）制备的交联程度相同的质子交换膜 c-s-PBI-30%质量损失为 38%。实验证明，利用新方法制备的交联

PBI 质子交换膜在高温燃料电池领域表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聚苯并咪唑；质子交换膜；交联膜；保酸能力；燃料电池 

IP040 

纤维状荧光超级电容器 

廖萌,孙浩,彭慧胜 

复旦大学 200433 

纤维状超级电容器因具有高功率密度、循环性能和柔性等特点而成为了柔性储能系统的主流发展方向之一。纤

维状超级电容器可进一步通过编织制备柔性储能织物的优势更是让其在可穿戴电子设备中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针

对纤维状超级电容器特殊使用场景而进行的功能化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比如目前已成功制备了具有自修

复功能、电致变色和形状记忆功能的纤维状超级电容器。然而，目前却没有针对作为高频使用场景之一的暗场环境

（如夜间）设计的纤维状器件或对应的储能织物。本文基于取向碳纳米管制备了一系列彩色的纤维状荧光电极及纤

维状超级电容器。各种颜色的荧光组分粒子可通过宏观取向碳纳米管纤维的干法纺丝制备手段牢固复合在纤维电极

的表面及内部，从而使储能体系在暗场下具有显著的视觉差异性，为储能体系引入暗场指示的功能。通过本文方法

制备的纤维状荧光超级电容器在 10000 次充放电循环后仍然能稳定保持荧光视觉效果和电化学性能。 

关键词: 纤维；超级电容器；荧光 

IP041 

侧链型磺化聚芳醚酮砜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畅,王哲,王旭,王春梅,刘文长,杜鑫明,陈昭钰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由于传统的主链型磺化聚芳醚类聚合物的磺酸基团受限于聚合物的主链，难以形成显著的亲疏水微相分离结构。

因此，主链型磺化聚合物只有在具有较高的磺化度和较高的水含量下才能达到较高的质子传导率，而膜在较高磺化

度时的化学稳定性、尺寸稳定性等性能严重下降，甚至会溶于水中，无法在燃料电池中应用。而侧链型磺化聚芳醚

类材料的磺酸基团在柔软的侧链上，可以形成明显的亲/疏水相分离结构，使得侧链型膜材料较传统主链型膜材料表

现出更加优良的热力学稳定性、尺寸稳定性和更加高的质子传导性能。本文从分子设计角度出发，采用直接缩聚的

方法，通过调整氨基单体用量，合成了系列带有不同氨基含量的聚芳醚酮砜（Am-PAEKS）聚合物，通过后磺化接

枝，制备出了系列不同磺化度（DS）的侧链型磺化聚芳醚酮砜（s-SPAEKS），得到磺酸钠型聚合物膜。将上述膜浸

泡在 1 mol/L 的 HCl 溶液中 24h，使其转变成酸型膜。 

关键词: 质子交换膜；侧链型；氨基；磺化聚芳醚酮砜  

 

 

 

 

IP042 

联双缆嵌段共聚物的合成与高介电性能 

陈杰,谢美然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100 

本文通过串联的开环易位聚合和易位环化聚合，成功制备了含有两种导电填料的四嵌段联双缆共聚物。它们在

氯仿中形成不规则的聚集体，其薄膜介电常数和损耗分别为 42.5-34 和 0.05-0.03；在 330 MV/m 击穿场强下，储能密

度和能量转换效率为 6.83 J cm-3 和 81.9%。在四氢呋喃中，共聚物自组装形成规则的纳米空心球，表现出高介电常数

和低介电损耗（42.5-33 和 0.04-0.03）；在 370 MV/m 击穿场强下，储能密度和能量转换效率达到 8.92 J/cm3 和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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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整自组装纳米结构的薄膜，由于导电段绝更有效地被包裹，降低介电损耗，提高击穿场强和储能密度。此外，

含有两种导电填料的共聚物的介电常数和能量密度，远高于对应的只有一种导电填料的共聚物（介电常数为 27-25

或 17.5，储能密度为 2.94-2.60 或 1.65 J/cm3），表明两种导电填料的共同作用有利于提高聚合物的介电性能。 

关键词: 串联式易位聚合 联双缆嵌段共聚物 纳米结构 多种极化 高介电性能 

IP043 

埃洛石纳米管及其改性对 PVDF 晶相转变以及介电性能的影响 

汪汇源,谭堾予,代杰,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全球信息化及电子工业的迅猛发展，对电器设备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因此，将介电体与聚合物基体通

过一定的复合工艺制备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由于其兼具良好的工艺性、柔韧性及介电性能，而逐渐成为当今高介电

材料研究领域的一种趋势。本文利用 HNTs 能够诱导 PVDF 的电活性相——β、γ 相这个因素，并且经研究发现 HNTs

本身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因此将其作为一种陶瓷填料来提高 PVDF 复合材料的介电性能。通过在其表面接枝 PMMA

壳层，来进一步改善其在 PVDF 基体中的分散和界面结合。经过一系列测试表明，改性前后的 HNTs 均使 PVDF 的

晶相向电活性相转变，两种体系的介电常数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介电损耗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且 PMMA 壳层

的引入提高了 HNTs/PVDF 复合材料的击穿强度，这将对于材料体系的储能密度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关键词: PVDF；HNTs；PMMA；电活性相；介电性能 

IP044 

吡啶对聚氨酯凝胶电解质及 DSSC 性能影响 

赵彤,李坤,王传奇,戴玉华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102617 

敏化染料太阳能电池（DSSC）作为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因其效率高、成本低、制作工艺简单等优点而受到众

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它由光阳极、敏化染料、电解质以及对电极组成。其中电解质在电池工作过程中起着再生染

料以及传输电子的作用，是 DSSC 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凝胶型电解质，兼具稳定性和导电效率高的优点，成为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论文研究了一类可原位聚合的聚氨酯凝胶电解质体系，通过在硅油改性的聚氨酯电解质中加

入不同浓度的吡啶作为添加剂，使得电解质导电性能提升、凝胶化时间可控的同时，所组装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得

到相应的提高。实验结果发现当吡啶浓度在 0.3mol.L-1 时，反应时间基本维持在 2h 左右，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最高

可达 6.15%。  

关键词: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聚氨酯；凝胶电解质；吡啶；光电转化效率 

IP045 

基于磺化聚醚醚酮的离子键修饰的梳状固态聚合物电解质 

郭梦可,薛志刚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本文制备了一种基于磺化聚醚醚酮（SPEEK）的离子键修饰的的梳形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采用传统的溶液浇铸

成膜法制备聚合物电解质膜，该电解质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透明度。SPEEK 的磺化度为 67%，离子键接枝的梳状

聚合物中单氨基封端的聚氧化乙烯（PEO）衍生物的接枝率为 27%，将梳形聚合物记为 SPEEK(67)-g-M2070(27)。本

文中采用的锂盐为高氯酸锂(LiClO4)。电导率测试结果表明，与纯线型 PEO 相比，该聚合物电解质的室温电导率提

高了一个数量级。这说明，离子键接枝的方法可有效降低 PEO 的结晶度，使锂离子可以在非晶相中与乙氧链段进行

耦合，并且借助离子键较弱的相互作用促进锂离子在体系中的迁移。  

关键词: 磺化聚醚醚酮；聚氧化乙烯；离子键接枝；离子电导率 

IP046 

自支撑的柔性 Si-PEG 全固态锂离子聚合物电解质的合成及电池低温性能研究 

纪肖肖,施德安 

湖北大学 430062 

为了解决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锂离子电池的低温性能，本文引入了硅烷，因其由 Si-O 键组成，拥有较低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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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温度，低温链段柔顺性较好，伴随着高的离子电导率。制备了自支撑的柔性 Si-PEG 梳状聚合物，添加锂盐

LiTFSI 获得梳状聚合物电解质，该电解质在 25℃下离子电导率为 1.2×10-4S/cm、锂离子迁移数达到 0.62、电化学窗

口稳定在 5.3V，及较好的机械性能（0.8MPa）。将该聚合物电解质、锂片和 LiFePO4 复合正极组装全固态聚合物锂离

子电池，该锂离子电池在 10℃下充放电循环 500 圈之后容量保持率为 75%，库仑效率为 92%，因此，具有良好的循

环性能、优越的库仑效率及倍率性能。打破了外界对于全固态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的偏见，即室温及低温不能充放电，

克服了良好的机械性能与高离子电导率相互制约的巨大挑战。同等重要的是，聚合物网络体系的设计使得聚合物电

解质锂离子电池在低温下具备上述所有性能。 

关键词: 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Si-PEG；低温性能；界面稳定性 

IP047 

利用无规共聚法制备含双氟苯共轭聚合物及光伏性能研究 

张哲 1,崔新悦 1,雷自强 1,刘亚辉 2,徐新军 2,薄志山 2 

1.西北师范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 

无规共聚策略在聚合物光电材料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因为该方法能够非常有效和简单的调节聚合物带隙，能级

和结晶性。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了无规共聚的方法合成了三个含双氟苯的无规共轭聚合物 P0，P5，P7，即双氟苯摩

尔含量占聚合物中给体单元的 0%，5%，7%，并将其运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器件的制备。我们发现在聚合物主链

中掺杂少量的双氟苯，能够明显的提高聚合物分子的平面性和结晶性，同时也降低了其溶解性，优化了活性层形貌。

在添加 5%的双氟苯后，混合薄膜的相分离尺度变小，空穴迁移率提高。继续增加双氟苯的含量至 7%时，由于降低

了聚合物的溶解性，导致其较差的加工性。最终，基于 P5 的器件效率最高，达到了 8.5%，高于没有添加双氟苯的

P0 (7.8%)的器件效率。我们将这种少量添加即可得到较好效果的方式称作味精式添加方法。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双氟苯；无规共聚 

IP048 

磷掺杂硫化钴@静电纺碳纳米纤维杂化材料的制备及其催化析氢性能的研究 

孙振,樊玮,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1620 

电解水是目前为止最环保的制氢方式。电解水催化剂便是其中研究的重点，Pt 基催化剂具有着最为高效的催化

活性，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储量少，抑制了其广泛地应用于电解水制氢。过渡金属化合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析氢催

化剂，由于其巨大的应用前景，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兴趣。本研究通过静电纺丝技术纺制聚丙烯腈纳米纤维膜，

高温碳化后，通过溶剂热反应与 CoS 纳米片复合，再经过低温磷化，成功制备了具有多级结构的磷掺杂硫化钴@碳

纳米纤维杂化材料（P-CoS@CNF）。经研究发现，CoS 纳米片均匀地原位生长与碳纳米纤维表面。这样的开放型多

级结构有效地抑制了 CoS 纳米片的团聚，充分地暴露 CoS 的催化活性点，交联的碳纤维可以提供三维的导电通路，

此外，磷掺杂进一步提高了其催化性能。结果显示，当电流密度达到 10 mA cm-2 时过电位为 53.6 mV。 

关键词: 聚丙烯腈；碳纤维；硫化钴；磷掺杂；析氢催化剂 

IP049 

通过过渡金属催化反应制备新型胍盐类阴离子交换膜 

薛博欣,王芬,郑吉富,张所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阴离子交换膜燃料电池(AEMFC)是一种高效环保的发电技术，在 AEMFC 结构中，阴离子交换膜(AEM)是一种

重要的组成部件，起到隔绝燃料与氧化剂、传导氢氧根离子、支撑电极反应催化剂等作用。目前商业化的 AEM 因离

子传导率低及化学稳定性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 AEMFC 领域的应用。在 AEM 中，离子基团作为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影响 AEM 的离子传导能力及碱稳定性。胍盐作为一种新型有机阳离子，分子结构中三个氮原子共轭，正电

荷分布在三个氮原子和中心碳原子上，电荷高度分散的特点使其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另外，胍具有

强碱性，这将有利于促进离子的传导。我们通过对小分子胍盐模型化合物进行筛选，选择碱稳定性优异的胍盐作为

功能化分子，再通过过渡金属催化反应成功制备了具有优异尺寸稳定性及良好相分离结构的新型胍盐类的阴离子交

换膜材料。 

关键词: 胍盐；碱稳定性；过渡金属催化；AEM 

IP050 



 
 

492 
 

氟代苝酰亚胺有机电子传输材料的形貌调控及其在钙钛矿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黄嘉驰 2,1,顾卓韦 2,张欣茜 2,陈红征 2 

1.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2.浙江大学 

将氟代苝酰亚胺（FPDI）作为一种新型的有机电子传输材料，通过分步气相沉积的方法制备了平面异质结

CH3NH3PbI3 钙钛矿太阳电池。通过溶剂旋涂和溶剂气相退火调控氟代苝酰亚胺层的形貌，进而调控钙钛矿活性层形

貌，改善电池的性能。当真空气相沉积的 FPDI 层用氯仿溶剂气相退火半小时后，在 FPDI 层上面可以得到高覆盖率

的致密均匀的钙钛矿活性层，最高的器件效率可以达到 7.93%。另外还尝试制备了铋钙钛矿太阳电池，显示出较高的

稳定性，说明氟代苝酰亚胺有可能作为电子传输材料，在无铅低毒的铋钙钛矿太阳电池中得到应用。 

关键词: 氟代苝酰亚胺；有机电子传输材料；形貌调控；钙钛矿 

IP051 

Bi2WO6/PEDOT 复合材料的辐射法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张强,汪谟贞,葛学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导电高分子的掺杂对于半导体材料的光催化性能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本文以 3,4-乙烯二氧噻吩(EDOT)作为单

体，通过 γ 射线辐射法制备钨酸铋-聚-3,4-乙烯二氧噻吩(Bi2WO6/PEDOT)复合材料。通过 SEM 和 TEM 表征可以发现，

PEDOT 附着于 Bi2WO6 纳米片的周围。FTIR 表征证明了 EDOT 单体可以利用 γ 射线聚合生成 PEDOT。本文以亚甲

基蓝(MB)作为主要目标污染源，探究了 Bi2WO6/PEDOT 复合材料以及纯 Bi2WO6 在模拟太阳光条件下光催化降解污

染物的性能。实验结果显示 Bi2WO6/PEDOT 的催化效率高于纯 Bi2WO6，说明 PEDOT 的掺杂可以有效提高 Bi2WO6

的可见光利用效率，从而提高了 Bi2WO6 的光催化性能。 

关键词: 钨酸铋；聚-3,4-乙烯二氧噻吩；γ 射线辐射；光催化；亚甲基蓝 

IP052 

高充放电效率的交联聚偏氟乙烯纳米复合电介质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戴泽辉,高阳,韩佳睿,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相比于传统聚合物电介质，聚合物纳米复合电介质材料能够兼顾聚合物高击穿场强和铁电纳米粒子高介电常数

的优势，达到较高的储能密度。然而，由于填充相击穿场强低、界面间缺陷等因素的影响，0-3 型纳米复合材料的击

穿场强和充放电效率相比于基体显著下降。为制备兼顾高击穿场强、高充放电效率的纳米复合材料，本文对含有 5%

（体积分数）BaTiO3 的 PVDF 纳米复合材料进行热引发交联制备交联纳米复合材料。交联抑制了聚合物非晶区的运

动，降低材料的介电损耗。介电损耗由交联前的 0.32 降低至交联后的 0.22。200 MV/m 下，交联膜的放电能量密度

为 3.37 J/cm3，相比于交联前（2.82 J/cm3）提升了 20%；交联膜的充放电效率为 88.3%，相比于交联前（76.5%）提

升了 15%。交联膜的储能密度最大值可以达到 14.1 J/cm3，相比于 PVDF 的储能密度最大值 9.1 J/cm3 提升了 54.9%。 

关键词: 聚偏氟乙烯；电介质；交联；充放电效率 

IP053 

碳化钨纳米粒子包埋的石墨烯纳米带/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复合膜用于高性能超级电容

器电极材料 

施贻琴,樊玮,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0000 

本文中通过静电纺丝技术结合在 Ar/H2 气氛中高温煅烧的方法，将四硫代钨酸铵及碳纳米管/石墨烯纳米带

（CNTs/GNRs）及聚丙烯腈的混合分散液转化为碳化钨纳米粒子包埋的石墨烯纳米带/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复合膜。

碳化钨纳米粒子具有双电层电容性质，能够提高复合材料的电容量。而 CNTs/GNRs 的加入则大幅度提高了复合膜的

导电性，从而在电化学反应过程中，为电子/离子传输提供快速通道。将通过上述方制备得到的碳化钨纳米粒子包埋

的石墨烯纳米带/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复合膜用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时，展现了非常高的比容量，在电流密度为

1 A g-1 时，其比容量可达到 800 F g-1，并且在 2800 次充电/放电循环后还能得到高达 91.21%的容量保持率，具备良好

的稳定性。上述优异性能表明本文制备的纳米复合膜材料作为柔性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碳化钨；静电纺丝；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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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054 

具有高度有序层状结构的聚多巴胺衍生氮掺杂碳材料的制备及其储锂性能研究 

杨静,张超,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1620 

锂离子电池因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工作电压、自放电小且成本低等优点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储能设备。作为研究

较多的锂电池电极材料，碳材料具有价格低、制备简单且易改性等优点。聚多巴胺是一种具有粘附性的含氮高聚物，

在惰性气氛下能热解成氮掺杂碳，表现出优异的导电性及电化学性能。但碳材料易团聚使其循环稳定性较差。本文

通过模板辅助法，在层状水合氢氧化铝表面包覆聚多巴胺，经高温碳化及酸洗刻蚀方法，制备出具有高度有序层状

结构的聚多巴胺衍生氮掺杂碳材料。这种独特的层状结构有利于 Li+的嵌入和脱出，氮原子的引入也能提高电化学活

性和电子传输效率，从而表现出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在 0.1、0.2、0.5、1、2 和 0.1 A/g 电流密度下容量依

次为 460、390、370、310、260 和 450 mAh/g。在 1 A/g 电流密度下，聚多巴胺衍生氮掺杂碳的容量稳定在 330 mAh/g，

经过 300 圈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仍可达 96%。 

关键词: 模板辅助法；聚多巴胺；氮掺杂碳；多级层状结构；电化学储锂  

IP055 

非对称结构的氧化石墨烯膜及其湿度驱动响应性研究 

邱远游,潘凯,王铭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氧化石墨烯（GO）是一种具有大量含氧官能团的二维材料，具有很好的亲水性，因此 GO 常用作制备湿度驱动

响应器件。因此，我们设计并制备了一种非对称结构的氧化石墨烯（AGO）膜，并且该膜具有灵敏的湿度和温度响

应性。通过扫描电镜（SEM）证明了该膜一面为光滑的 GO 层，而另一面为褶皱的 GO 层，其断面 SEM 表明褶皱的

GO 层与光滑的 GO 层之间存在空腔。通过红外谱图表征，证明该膜两面均由 GO 形成。当温度升高时，该膜向褶皱

层卷曲；当湿度增加时，该膜向光滑层卷曲，并且该膜对人体湿度有良好的响应性。对其湿热响应机理进行研究：

由于褶皱的 GO 层厚度大于光滑的 GO 层,同时褶皱的结构给褶皱层提供了富余的形变量及较大的形变空间，因此当

温度上升时，GO 失去层间的水分，体积收缩，褶皱层的应变大于光滑层，该膜向褶皱层弯曲；而湿度上升时，GO

吸湿膨胀，褶皱层的应变大于光滑层，该膜向光滑层弯曲。 

关键词: 氧化石墨烯；非对称结构；湿度；响应 

IP056 

具有双网络结构的聚苯并咪唑燃料电池膜 

高海程,浦鸿汀 

同济大学 201804 

聚苯并咪唑(PBI)类薄膜复合磷酸作为高温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一直是新能源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PBI 中加入

过量磷酸可以提高复合膜的质子电导率，但也会大大降低膜的力学性能，交联可以提高 PBI 的力学性能，但传统的

交联改性方法一般使用单种交联剂对 PBI 进行共价交联或其他形式的交联，大多存在交联剂用量大，薄膜电导率降

低等缺点。本论文利用构建双网络结构对聚合物改性的方法，通过使用两种具有不同反应温度的交联剂在不同温度

条件下对一种线性聚苯并咪唑（PBI-He）的不同反应位点进行交联（点击化学交联和 N-H 共价键交联），制得了一种

新型的具有双网络结构可用于高温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的 PBI 复合膜。这种构造双网络结构改性燃料电池质子交换

膜的方法新颖独特，在低交联剂添加量的情况下即可生成更高交联度，更均匀的网络结构，显著提高复合膜的综合

性能。这种构建双网络结构的方法在燃料电池膜改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 双网络；交联 PBI；质子交换膜 

IP057 

具有褶皱梯度的还原氧化石墨烯膜及其触敏性能研究 

邱远游,潘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自然界中具有梯度结构的材料往往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能，而褶皱石墨烯作为一种三维结构的石墨烯材料，具有

大的比表面积及可拉伸性。本文采用了单向预拉伸的制备方法，制备了波浪式的褶皱结构。其次，通过对弹性基体

单向预拉伸的方向及氧化石墨烯（GO）层厚度梯度方向进行组合，成功制备了两种形式完全不同的具有梯度和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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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点的 GO 膜：第一种形式是预拉伸方向与 GO 层褶皱梯度方向一致；第二种形式是预拉伸方向与 GO 层褶皱梯

度方向垂直。我们对第一种褶皱形式的 GO 膜进行原位还原，得到了具有褶皱梯度的还原氧化石墨烯（rGO）膜。同

时，将该膜制作成触敏器件并对其触敏性能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褶皱梯度在结构上存在差异，其触敏性

能呈现差异性。在一定褶皱波长范围内，对触敏器件的不同位置依次负载同样大小的压力，平均波长越大的区域，

其导电电流变化越大，此时负载电压仅为 0.1 V。 

关键词: 石墨烯；褶皱；梯度；触敏 

IP058 

聚苯胺/多壁碳纳米管复合电极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高兴 1,2,崔秀国 2,蔡晓敏 1,2 

1.北京化工大学；2.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金属氧化物和导电聚合物的复合材料已经应用到了超级电容器中。然而在金属氧化物中，CoOx ,RuO2, NiO 和 

V2O5 由于其较低的比电容值与较高的成本使得它们在应用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多壁碳纳米管由于其具备很好的导

电性能以及特殊的管状结构而备受关注，聚苯胺的优点在于大的赝电容、制备简易。正因如此，本文通过对多壁碳

纳米管的表面改性使其活化，然后将改性后的多壁碳纳米管与苯胺在酸性条件下进行原位聚合来制备高性能的聚苯

胺和多壁碳纳米管复合的电极材料。通过扫描电镜和 X 射线衍射仪对材料进行结构表征，并且研究了含有 50%和 75%

碳纳米管的聚苯胺/多壁碳纳米管（PANI/F-MWCNTs）复合电极材料在酸性电解质中的电化学性能，结果表明 75% 

PANI/F-MWCNTs 的性能更加优异。这是因为多壁碳纳米管的增加使导电性增强，同时提高双电层电容，增加聚苯胺

与电解液的接触面积，促进了聚苯胺发生氧还原的利用率。 

关键词: 改性多壁碳纳米管；聚苯胺；复合电极；超级电容器 

IP059 

纳米氧化镍与聚苯胺复合电极的制备与电性能研究 

蔡晓敏 1,2,崔秀国 2,高兴 1,2 

1.北京化工大学；2.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超电容器的高性能电极通常是通过合成导电和氧化还原材料来实现的。本文介绍了一种通过水热法和原位复合

法制备的纳米氧化镍与聚苯胺复合电极材料的方法。着重介绍了该复合材料在碱性环境下的电化学性能，同时对酸

碱电解质环境下的部分电化学性能进行了比较。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和红外光谱分析来表征材料的结

构。实验结果分析发现，复合材料无论是在酸碱环境下都有不容小觑的比电容，但在酸性环境下，电化学优势的体

现越发明显。纳米氧化镍与聚苯胺复合物电化学性能的加强应归结于高的表面积，低内阻，低的接触电阻和扩散电

阻，低的电极间扩散长度，还有纳米结构和各组分优越性的结合。所以，这种复合材料在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中的

前景是很值得期待的。 

关键词: 纳米氧化镍；聚苯胺；复合电极；超级电容器 

IP060 

聚膦腈@二硫化钼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周泽平,魏晓娟,赵正平,陈枫,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10000 

二硫化钼拥有类石墨烯的层状结构，S-Mo-S 的三明治层通过微弱的范德华力连接，层间距为 0.62nm，远大于石

墨的 0.34nm，使其可以更多的储存 Li+，理论容量更高。然而，在锂离子的嵌入/脱出过程中容易产生巨大的体积膨

胀，导致电极的粉化以及电极材料与集流体脱离，从而影响其循环稳定性。因此，利用多孔碳（大的比表面积，较

大孔容，良好的机械稳定性）包覆二硫化钼，可减小其体积膨胀，提高其电子迁移率。本文通过一步沉淀聚合法制

备了包覆有 MoS2 的聚膦腈微球，经高温热处理之后，得到黑色 PZs@MoS2 粉末。用 DLS ，SEM，TEM 和 BET 对

PZs@MoS2 的微观结构和表面形貌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才材料具有稳定的尺寸分布，较好的介孔结构，比表面积可

达 573.87m2·g-1。使用恒流充放电对其电化学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PZs@MoS2 具有较高的比电容（1056mAh·g-1），

较好的循环稳定性。 

关键词: 二硫化钼；聚膦腈；介孔碳；沉淀聚合 

IP061 

聚合物给体氟原子修饰对非富勒烯受体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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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宁,张少青,张皓,姚惠峰,侯剑辉 

中科院化学所 100090 

近年来，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发展迅速，一批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的成功制备，将其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与传统富勒烯受体相比，大部分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都具有各向异性的共轭骨架。因此，基于二者的聚合物太阳能

电池对本体异质结的聚集态结构要求不同。在富勒烯体系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给体聚合物中氟原子的引入因有

影响能级排列方式从而提高开路电压的作用而被广泛应高效率材料的优化；然而在非富勒烯受体体系中，氟原子引

入对器件光伏性能的影响方式的研究尚不明朗。我们针对两种结构十分相似的聚合物给体 PBDD4T 和 PBDD4T-2F

来研究氟原子取代对非富勒烯受体体系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我们发现主链上无氟原子修饰的

PBDD4T 无法与非富勒烯受体 ITIC 形成合适的相分离，而有氟原子修饰的 PBDD4T-2F 与非富勒烯受体 ITIC 更易形

成纳米尺寸双连续通道，有利于解离出的电子和空穴的传输。  

关键词: 氟原子取代；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形貌 

IP062 

聚苯胺/硫化锂纳米复合材料作为锂硫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 

高小岚 1,2,路崎 1,王献红 1,王佛松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在强大的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下，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和长循环寿命是锂二次电池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现在

所广泛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由于比容量理论上限的限制，已经不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目前认为，锂硫电池由于理

论能量密度远大于锂离子电池，是具有有发展潜力。现在所采用的较多的硫正极,由于其必须采用金属锂负极，实际

应用会引发安全问题。而硫化锂作为电池正极，它可以采用无锂负极，实际应用比较安全。但硫化锂作为正极存在

活化电压高，多硫化物的“穿梭效应”这些问题。聚苯胺作为优良的导电模板，分子链上的 N 原子通过静电吸附作用

可以有效吸附多硫化物，从而解决这些问题。本项研究通过简单原位还原法制得聚苯胺/硫化锂纳米复合材料，应用

于电池中大大降低其初始活化电压。 

关键词: 聚苯胺；纳米硫化锂；活化电压；原位还原 

IP063 

聚合物/SiO2 杂化壁 NanoPCMs 的新制备方法及性能研究 

梁书恩,祝亚林,陈可平,田春蓉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621900 

纳米胶囊化相变材料（NanoPCMs）传热快、不易破碎，是热能储存和控温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NanoPCMs

的壁材性质与胶囊的导热系数、防渗漏性和力学强度有密切关系，而聚合物-无机杂化壁材能够结合聚合物和无机材

料两者的优势，提高 NanoPCMs 的综合性能。本研究通过新的一锅两步进行的界面水解-缩聚反应和自由基聚合反应，

成功制备了聚苯乙烯（PS）/SiO2 和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PHEMA）/SiO2 两种杂化壁 NanoPCMs。利用 FT-IR、XRD

表征了其化学结构和结晶结构，通过 SEM 观察了其形貌和微结构，通过 DSC 研究了其相变特性。结果显示，产物

具有明确的核壳结构和规则的形貌，相变焓较高，并且通过调控壁材中聚合物和 SiO2 的相对比例，可以对 NanoPCMs

的结构和性能进行优化。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杂化壁 NanoPCMs 制备策略，为克服现有壁材的性能局限提供了有

效途径。 

关键词: 相变材料；纳米胶囊；有机-无机杂化壁；一锅法 

IP064 

具有生物相容性的碳纳米管纤维用于可植入超级电容器 

胡雅洁,何思斯,彭慧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8 

近年来，可植入生物医药电子器件发展迅速。其所需的供能器件，除了要求柔性、质轻、微型以及高的电化学

活性之外，还需要具有生物相容性和可植入性。然而，传统的超级电容器所用的电解液不稳定，并且具有生物毒性，

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密封包装，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我们合成了一类新型的具有生物相容性的碳纳米管纤维作为电极，

可直接利用体液作为电解液构建超级电容器，其中包括磷酸缓冲电解液、血清和血液，该类超级电容器具有较高的

能量存储性能。例如，在磷酸缓冲电解液中，其比容量可以达到 10.4 F/cm3 （或 20.8 F/g），且经过 10,000 次循环之

后仍然可以维持 98.3%。该类新型的具有生物相容性的纤维状超级电容器具有质轻、柔性和微型等优势，并且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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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编织成柔性的电子织物，以实现大规模的应用。同时，该类超级电容器直接利用体液作为电解液可解决电解液

毒性、封装等问题，为新型植入式超级电容器提供了一种思路。 

关键词: 生物相容性；亲水性；碳纳米管；超级电容器；可植入性 

IP065 

非富勒烯受体的端基修饰以实现 12%效率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李荪荪,赵文超,张少青,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因其可溶液加工和可卷对卷印刷制备大面积柔性器件而受到广泛关注。当前，得益于高性能

非富勒烯电子受体材料的开发，器件的能量转化效率提升至 10%以上，这已十分接近富勒烯型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

率。因此，进一步优化高性能非富勒烯受体材料的分子结构势在必行。本工作中，我们通过对高性能小分子受体 ITIC

的端基进行化学修饰，实现了对材料能级的有效调制。我们分别将具有给电子特性的甲基和甲氧基引入到端基的 5

或 6 位上，材料（IT-M，IT-OM1，IT-OM2）的 LUMO 能级获得显著提升而 HOMO 能级基本不变。此外，由于 5-/6-

甲基和甲氧基较小的空间位阻，材料优异的堆积特性得以保留。因此，将三者分别与给体聚合物 PBDB-T 共混制备

器件时，均可获得更高的开路电压和超过 11%的能量转化效率。其中，基于 PBDB-T:IT-M 的器件可获得高达 12.05%

的能量转化效率，这在单节器件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端基；化学修饰；小分子受体；能级 

IP066 

二氧化锰薄片修饰中空碳纤维做为隔层用于制备高性能锂硫电池 

晁国杰,樊玮 

东华大学 201600 

    锂硫电池具有较高理论容量有望成为代替锂电池成为新一代可充电电池。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棉花为前躯体，

制备空心的碳纤维（hollow carbon fiber），然后用一步法在其表面修饰上二氧化锰薄片（δ-MnO2 ） 的方法，来制备

锂硫电池的隔层（interlayer），有效的减缓了锂硫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穿梭效应、自放电现象和提供一定的空位体积

来适应充放电过程中硫体积的变化。装有这种隔层的锂硫电池表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在较小电流密度(100 mA g-1 )下

循环 50 圈后，比容量为 773 mAh g-1，活化后比容量的保留率为 81.2%；在 10000 mA g-1 的电流密度下，比容量还能

保持在 300 mAh g-1。MnO2/HCF 隔层不仅成本低、制备简单且易重复，而且通过物理和化学作用相结合的方法来抑

制多硫化物的穿梭，有望为以后锂硫电池的商业化应用提供帮助。 

关键词: 中空碳纤维；二氧化锰；电池隔层；锂硫电池 

IP067 

基于两种可共混非富勒烯受体的高效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于润楠,张少青,姚惠峰,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本文采用一种宽带隙共轭聚合物 J52、中带隙非富勒烯受体 IT-M 和窄带隙非富勒烯受体 IEICO 制备高效率三元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这三组分在可见光区以及近红外区域具有十分互补的吸收光谱。由于两受体具有十分相近的

LUMO 能级，采用这两个受体所制备的三元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器件开路电压值为 0.85 V，这与基于 J52/IT-M、

J52/IEICO 的两元光伏器件的开路电压值相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非富勒烯受体的结构极其相似，其共混膜表现

出良好的相容性且存在有效的能量转移过程。经过优化，我们最终获得了 19.7 mA/cm2 的短路电流，11.1%的光电转

化效率。本工作表明采用两种具有相似结构，能级匹配，共混性良好的非富勒烯受体来制备三元器件是提高聚合物

太阳能电池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非富勒烯受体；三元；光谱互补；相容性 

IP068 

通过调节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密度在叠层太阳电池中实现了 12.8%的能量转换效率 

秦云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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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通常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光谱互补的光电活性层通过前后串联的连接方式所构成，

其中各光电活性层彼此互补的吸收光谱能显著弥补单节太阳能电池的缺陷，拓宽有机太阳电池的光谱响应，进而实

现对太阳辐照更有效的利用。相比于单节有机太阳能电池，有机叠层电池能更好的吸收和利用有效的光子和能量。

但是，对于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同时提高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密度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此工作中，我们

通过使用窄带隙的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IEICO，作为后电池活性层材料的受体，从而拓宽吸收光谱，提高短路电流

密度，与此同时，使用宽带隙的 PBDD4T-2F 作为前电池的活性层给体材料来提高开路电压，从而在叠层太阳能电池

中得到了 12.8%的能量转换效率。 

关键词: 叠层太阳电池；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密度；非富勒烯受体 

IP069 

含多硫化锂电解液对聚苯胺锂硫电池低温性能影响机制研究 

姚玉洁 1,2,路崎 1,王献红 1,王佛松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锂硫电池作为一种新型二次锂电池，具有较高理论比容量（1675mAh/g）与理论比能量密度（2600Wh/kg）。锂

硫电池已经成为有望取代锂离子电池的二次锂电池之一。导电聚苯胺在锂硫电池工作电压范围内能够一直保持导电

性，且能够与单质硫复合作为锂硫电池正极材料。但聚苯胺锂硫电池在低温下面临容量低，容量保持率差的问题，

原因在于低温下锂硫电池电化学反应变缓。本文发现在电解液中添加多硫化锂能够加速锂硫电池低温下电化学反应。

多硫化锂的引入使锂硫电池即使在-10°C，较大充放电倍率（0.5C）下，也能较快建立多硫化物平衡过程，使放电曲

线更为充分。当电解液中含多硫化锂时，能使锂硫电池容量在 0°C 时提升 53.6%，在-10°C 时提升 37.7%。 

关键词: 多硫化物；聚苯胺；锂硫电池；低温性能 

IP070 

光诱导力显微镜-高分辨纳米光谱在聚合物中的应用 

李江军,Sung Park 

上海纳腾仪器有限公司 200030 

获取紧密排列的纳米结构形态与其化学信息的相互关系，对纳米化学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微观形态及其纳米

光学性质决定了聚合物的宏观性质及应用。而基于目前无损的光学和电学测量方法，很难在纳米尺度的实空间上探

索聚合物的微观化学信息。光诱导力显微镜（PiFM），一种新型扫描探针技术显微镜，通过检测针尖与样品之间的偶

极-偶极相互作用力，可以直接检测样品近场的光诱导极化。通过对多个红外波长所对应的化学组分吸收峰成像，PiFM

已经证明可以对多组分聚合物薄膜中的单个化学组分实现纳米尺度上的空间分布检测，并可实现纳米红外吸收，针

尖增强拉曼，光致发光，近场光学等成像，空间分辨率可达 10 nm。PiFM 为聚合物的纳米光学检测提供了一种强有

力的、新型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 光诱导力显微镜； 纳米红外； 化学成像； 相分离检测 

IP071 

化学交联季铵化壳聚糖/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复合碱性聚电解质膜 

胡阳 1,汪广进 1,文胜 1,龚春丽 1,2,郑根稳 1 

1.湖北工程学院；2.生物质资源转化与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为克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对贵金属催化剂的依赖，可使用非贵金属催化剂的碱性聚电解质燃料电池成为了研

究新热点，如何同时提高碱性聚电解质的离子传导率和力学强度是电池高性能化的关键。季铵化壳聚糖(QCS)的季铵

化工艺简单、成本低廉，是制备碱性聚电解质的优良材料，然而它较高的水溶胀性导致其力学性能难以满足电池的

装配和使用要求，为了在保证高离子电导率的情况下提高其机械性能，本文拟通过 QCS 与 OH-离子导体-层状双金属

氢氧化物(LDH)复合寻求一条解决途径。首先通过共沉淀法得到有机阴离子插层的 LDH，再与 QCS 和聚乙烯醇复合，

经化学交联制备了复合碱性聚电解质膜。结果表明，有机阴离子插层能促进 LDH 在基体中的分散，有效改善复合膜

的机械性能；同时，具有优异 OH-传输能力的 LDH 还能降低离子传导对湿度的依赖，保证离子电导率维持在较高水

平。在 80℃下，含 5%LDH 的复合膜的离子电导率可达 0.035 S·cm-1。 

关键词: 碱性聚电解质膜；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季铵化壳聚糖；离子电导率 

IP072 

聚苯胺/碳纳米纤维复合薄膜制备及热电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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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金叻,殷全帅,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院 100029 

聚苯胺（PANI）具有结构多样性、易制备、以及独特的掺杂/解掺杂性能使其成为良好的有机热电材料。但是其

电导率和 Seebeck 系数较低，严重限制了其在热电领域的应用。本文利用静电纺丝制备的一维碳纳米纤维（CNFs）

对聚苯胺进行改性研究，通过原位聚合 PANI 的方式制备 PANI@CNFs 复合材料。通过 SEM 及 TEM 对材料的微观

形貌进行了表征，而且还分析复合材料的热电性能及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原位聚合法合成的 PANI@CNFs 能有效

改善 PANI 的热电性能。当 CNFs 重量分数达到 20％时，获得最大电导率可达 395 S cm-1，功率因子为纯聚苯胺的 5

倍，薄膜拉伸强度高达 13.6±0.68 Mpa。  

关键词: 聚苯胺；热电；碳纳米纤维 

IP073 

SEBS 磺酸盐离聚体/石蜡复合定形相变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杨卓 1,刘薇 1,张海良 1,梁红文 2 

1.湘潭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材料研究所；2.巴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成橡胶事业部 

以苯乙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三嵌段共聚物（SEBS）为原料，通过磺化反应合成了不同磺化度(0%、3.17%、7.36%、

10.76%)的 SEBS 磺酸盐(SEBS-SO3M，M=K、Na、NH4)，并通过熔融共混法将其与固体石蜡复合制备了相应的定形

相变材料 SEBS-SO3M/paraffin。试管法凝胶测试结果表明，当 SEBS 磺酸盐的磺化度为 10.76%时，聚合物在高温下

不溶于石蜡，没有凝胶能力；随着 SEBS 磺酸盐离聚体在石蜡中浓度的升高、磺化度的增大（0%、3.17%、7.36%）

和离子相互作用强度的增加（K+＞Na+＞NH4
+），SEBS 磺酸盐离聚体对相变材料凝胶能力随之增强，均可在石蜡中

形成稳定的凝胶；通过 DSC 测试发现所制备的 SEBS 磺酸盐离聚体/石蜡复合定形相变材料具有高相变焓、制备工艺

简单以及热稳定性良好等优点，是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定形相变材料。 

关键词: SEBS 磺酸盐离聚体；石蜡定形相变材料；高相变焓 

IP074 

燃料电池增湿系统用 PEBAX1074 /纳米纤维素复合膜的研究 

田静,常志宏 

同济大学 201804 

高分子膜的 Trade-off 效应(渗透性和选择性相互制约)是高分子膜在渗透蒸发等膜分离过程应用的主要障碍。目

前，文献报道有机－无机杂化膜是解决高分子膜 Trade-off 效应的有效途径, 但无机-有机混合改性存在相容性差，较

难形成无缺陷的理想界面和无机材料很难在基体中实现均匀分散等问题。为有效避免以上问题，本研究选用有机材

料纳米纤维素作为添加材料，研究其对 PEBAX1074（聚醚-聚酰胺的嵌段共聚物）水汽渗透性和空气选择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纳米纤维素可以在聚合物 PEBAX 1074 中均匀分散，纳米纤维素的添加使 PEBAX1074 的水汽渗透性和选

择性分别提高了 40% 和 200%，复合膜也表现出优于 Nafion212 的水汽渗透性。 

关键词: 复合膜；纳米纤维素；PEBAX1074 

IP075 

甲壳素/壳聚糖复合碳球负载聚苯胺用于高效倍率性超级电容器 

高凌峰,蔡杰,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我们通过乳液法以甲壳素和壳聚糖混合溶液制备了纳米纤维编织的复合微球，并将其碳化得到甲壳素/壳聚糖复

合碳球。以此复合碳球作为聚苯胺的负载基底通过原位聚合构建了甲壳素/壳聚糖/PANI 复合碳球电极材料。通过扫

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 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BET）、X 射线电子能谱分析(XPS)等表征手段对复合碳球/PANI

进行表征。采用循环伏安（CV）、恒电流充放电（GCD）等电化学测试法研究了复合碳球/PANI 作为电极材料时的电

化学性能。结果表明聚苯胺纳米粒子均匀的分布和固定在复合碳球的纳米纤维表面，并且由于甲壳素/壳聚糖复合碳

球的纤维编织结构和丰富的介孔和微孔结构，可以减小体积膨胀效应对结构的破坏，同时保证电解液与活性物质的

充分接触。实验结果证明甲壳素/壳聚糖/PANI 复合碳球作为电极材料时具有非常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 

关键词: 聚苯胺；甲壳素/壳聚糖；复合碳球；超级电容器；高倍率性 

IP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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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磺化聚醚醚酮/聚偏氟乙烯纳米纤维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性能 

刘国梁 1,李婷 1,刘海 1,2,汪广进 1,龚春丽 1,2,文胜 1 

1.湖北工程学院 

2.生物质资源转化与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为了解决高磺化度聚醚醚酮(SPEEK)作为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使用过程中存在溶胀度高、机械性能较差等问题，

本文采用热延伸和聚多巴胺双重改性的电纺聚偏氟乙烯纳米纤维膜(PVDF)作为三维网络框架来固载 SPEEK，制备了

磺化聚醚醚酮/聚偏氟乙烯(SPEEK/PVDF)纳米纤维复合质子交换膜，并对复合膜的微观结构及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

表明，SPEEK 和聚多巴胺改性 PVDF 纤维之间的界面结合强；PVDF 三维聚合物网络有效抑制了高磺化度 SPEEK 膜

的溶胀行为，复合膜的面溶胀和厚度溶胀率均得到明显抑制；且复合膜的抗氧化稳定及湿态条件下的机械性能均得

到了明显提升。虽然复合膜的电导率略有降低，但仍保持在 10 mS·cm-1 以上。因此，三维网络 PVDF 的加入有效改

善了高磺化度 SPEEK 的综合性能。 

关键词: 磺化聚醚醚酮；聚偏氟乙烯；质子交换膜；电纺纤维膜；机械性能 

IP077 

Super P 改性聚合物隔膜的制备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高照东方,李莎,刘彬,熊传溪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本文选用用导电碳黑 Super P 改性了 Celragd 聚合物隔膜，并将改性后的隔膜应用于锂硫电池中。Super P 能在隔

膜表面产生静电吸附，从而抑制穿梭效应。由于隔膜本身比较光滑，与无机粒子粘合性能较差，在进行涂覆处理之

前，先将聚合物隔膜分别进行粗化、敏化和活化的预处理，增强隔膜与 Super P 的粘合性能。利用改性后的聚合物隔

膜组装成扣式电池，在 0.1 C 的恒流充放电条件下，改性后电池的首次放电比容量从原有的 829 mAh·g-1 提高到了 1198 

mAh·g-1。50 次循环后，未处理的隔膜容量衰减到 378 mAh·g-1，而改性后为 483 mAh·g-1。0.1C 到 1C 的倍率充放电

测试显示，电池前几次容量下降较快，但在大倍率充放电后仍能接近回复至增加倍率之前的容量，说明电池的内部

结构在几次循环之后即能趋于稳定。 

关键词: 聚合物隔膜；改性；锂硫电池；比容量 

IP078 

改性的二氧化硅填充 PEO/PEI 基固态电解质的制备研究 

谭堾予,代杰,汪汇源,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人们对下一代可充电锂电池在高能量、安全性、柔韧性等方面的要求增多，研制能够提供高离子电导率的

固态聚合物电解质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固态电解质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应用到锂金属电池中可以抑制锂枝晶

的生长，避免短回路，提高电池整体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添加纳米填料是提高固态电解质离子电导率的有效手段，

但纳米颗粒易团聚、聚合物与陶瓷填料相容性差、聚合物结晶度高等问题使电导率提高有限。本文通过在纳米二氧

化硅颗粒表面包覆多巴胺，解决了颗粒团聚以及与聚合物基体相容性差的问题，进一步接枝聚乙烯亚胺 PEI，再将这

种改性的填料掺杂在 PEO、PEI 共混的基体中制备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降低了聚合物的结晶度和玻璃化转变温度，

离子电导率达到 10-5 数量级。同时 PEI 的加入能够有效提高整体的热稳定性，使薄膜能够应用到高温环境中不易分

解。 

关键词: 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锂金属电池；多巴胺；聚乙烯亚胺 

IP079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双三苯胺-双(烷氧基)苯并二噻吩 空穴传输材料性能表征 

宋春梅,李中,蒋兰兰,王鑫亮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学系 200241 

2,2',7,7'-四[N,N-二(4-甲氧基苯基)氨基]-9,9'-螺二芴 spiro-OMeTAD 空穴传输材料在钙钛矿电池中能取得很高的

效率，但其价格十分昂贵，迁移率低，合成很难，不利其商业推广。 

    制备的 2,6-双三苯胺-4,8-双（2-乙基-己氧基）苯并[1,2-B:4,5-B']二噻吩和 2,6-双三苯胺-4，8-双（十二烷氧

基）苯并[1,2-B:4,5-B']二噻吩具有高度共轭性。不仅能发挥三苯胺作为传统空穴传输材料具有较低 HOMO 能级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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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穴迁移率的优势，而且还能增加分子的工整程度；烷基可改善分子溶解性，利于电池组装。紫外和循环伏安联

合表征其光电性能，二者能带系均为 2.63eV，其 HOMO 能级分别为-5.33 eV 和-5.32eV，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常用

的空穴传输材料 spiro-OMeTAD 一致。电子空穴能量传递图说明其能量传递符合要求，合成的新材料可望具有良好的

电池性能。 

关键词: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双三苯胺-双(烷氧基)苯并二噻吩 空穴传输材料 

IP080 

植酸辅助制备石墨烯/聚苯胺复合凝胶及其电化学性能 

李冉 1,季嘉雯 2,董晓利 1,杨应奎 1,2 

1.湖北大学 

2.中南民族大学 

超级电容器的功率密度高、充放电快、稳定性好、循环寿命长和服役安全，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智能电

网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通常是碳基双电层电容和赝电容材料，其中石墨烯/聚苯胺纳米复

合材料因结合两类电极材料的优势而被广泛研究。本工作以植酸为聚苯胺的质子掺杂剂和凝胶因子，通过苯胺单体

的原位氧化聚合法制备了石墨烯/聚苯胺复合凝胶。研究发现：聚苯胺均匀负载于石墨烯表面，而引入植酸进行质子

掺杂，同时起到了桥联聚苯胺链之间及与石墨烯片层的物理交联作用形成复合凝胶；将其作为电极材料、1 M H2SO4

水溶液为电解质，在电流密度 0.5 A/g 时的比电容为 686 F/g；在 5 A/g 时循环充放电 1000 次后，其初始比电容保持

率达 82%，而纯聚苯胺循环 1000 次后，初始比电容值仅保留 38%。石墨烯提高了复合材料的电导率和机械稳定性，

而植酸起质子化和凝胶化作用，协同提高了复合凝胶的比电容和循环稳定性。  

关键词: 石墨烯；聚苯胺；复合凝胶；超级电容器 

IP081 

基于聚丙烯酸酯基准固态电解质的全固态锂硫电池 

孙立萍,李涵,王庚超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应用的逐渐增加，人们对新型储能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锂硫电池以其高理论比容量

和理论能量密度而被认为是极具研究潜力的二次电池体系。然而，单质硫在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放电中间产物极易溶

解，造成不可逆损失，产生穿梭效应，严重影响材料的倍率性能及循环寿命。本文以丙烯酸丁酯(BA)为聚合单体，

经大分子交联剂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共聚制得准固态电解质薄膜，有机柔性链段在有效促进锂离子传输的

同时，其中的羰基官能团可与多硫化物形成较强的化学作用，抑制其溶解和穿梭。同时，以溶剂热法制得的比表面

积大、孔隙率高的三维石墨烯泡沫作为载体，并通过电沉积法将单质硫充分负载于石墨烯泡沫的孔洞内构建新型电

极材料，在物理方面有效限制多硫化物的穿梭。经组装获得的全固态锂硫电池不仅具有很高的充放电容量（1076 mAh 

g-1），其循环性能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循环 200 圈后，仍能达到 83%的容量保留率。 

关键词: 聚丙烯酸丁酯；准固态聚合物电解质；石墨烯；锂硫电池 

IP082 

抗细菌黏附性聚丙烯无纺布用于潜在的海水提铀研究 

何伟伟,张丽霞,华道本 

苏州大学 215123 

从海水中富集铀对于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海水中微生物在吸附剂表面的黏附会降低材料的

吸附速率和吸附容量。本研究通过在聚丙烯无纺布表面修饰胍基和胺肟官能团用于潜在的海水提铀。胍基的引入可

有效地抑制细菌的黏附，同时兼具杀菌性能；胺肟可与碳酸铀酰负离子进行特异性配位。吸附实验表明最快在 5 小

时内达到平衡，在模拟海水中经过 4 天吸附容量达到 1.84 mg/g，循环再生 5 次后吸附剂仍保持 90%以上的吸附效率。

进一步使用革兰氏阴性大肠杆菌考察了材料的抗菌性能，结果表明该材料可有效地杀死细菌，阻止细菌的黏附。因

此，这种胍基修饰的聚偕胺肟基无纺布材料有望用于真实的海水提铀。 

关键词: 碳酸铀酰；胍基；抗黏附；无纺布 

IP083 

同步聚合法制备氧、硫共掺杂多孔碳材料及其电化学性能 

陆贇 1,邓淑怡 2,沙宗枫 2,张爱清 2,杨应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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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大学；2.中南民族大学 

本论文通过同步聚合预先合成出 SiO2/聚噻吩纳米复合材料，继而在惰性氛下高温碳化，形成 SiO2/氧、硫掺杂碳

材料，最后在 HF 中刻蚀，得到了比表面积为 507 m2/g，平均孔径为 17 nm 的氧、硫掺杂多孔碳(OSPC)材料。测试

OSPC 电化学性能，发现在扫描速率 25 mV/s 时，其比电容为 252 F/g；电流密度 0.5 A/g 时，比电容为 125 F/g，继续

增加至 10.0 A/g 时，比电容仍可保持 78.4%；在较高电流密度（5.0 A/g）充放电 1000 次后，其初始电容保持率高达

97.3%。显然，OSPC 较高的比表面积、丰富介孔以及氧、硫掺杂，使其呈现较高的比电容。同时，氧、硫共掺杂提

高 OSPC 导电性和载荷传输能力，并改善与电解质的界面相容性。此外，相互贯通的孔结构维持 OSPC 结构机械稳

定性，在较高充放电速率下仍具有优异的循环使用性能。该工作为发展能量密度高、服役寿命长的高性能超级电容

器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 同步聚合；共掺杂多孔碳；超级电容器 

IP084 

氨基化二氧化钛纳米粒子对聚酰胺纳滤膜性能的影响 

魏思宇,陈英波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纳滤膜在分离不同尺寸和电势的离子中广泛应用，然而，薄膜复合纳滤膜从混合盐中分离一价二价离子已经很

难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在提高膜的性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接枝高分子链，引入特殊中间体，加入纳米

粒子。本文主要研究聚酰胺薄层纳米复合膜(TFN)的制备，通过哌嗪和均苯三己酰氯在多孔聚砜底膜上界面聚合，并

在水相中加入氨基改性的二氧化钛。通过调节氨基改性二氧化钛的浓度测试 TFN 的表面，粗糙度和表面电势，zeta-

点位等对复合膜化学结构，物理结构以及表面电荷性质进行分析表征。实验表明，加入功能化的二氧化钛能极大的

提高水通量并保持硫酸钠的截留相对稳定（＞95%）。加入改性后的二氧化钛浓度为 0.3%时对于硫酸钠和氯化钠的截

留分别达到 99.67%和 29.45%，这被认为在一价二价离子的应用上时有很大的前景的。 

关键词: 氨基改性二氧化钛；纳滤膜；脱盐 

IP085 

八氯丙基笼型倍半硅氧烷的合成及其锂离子电池隔膜的改性研究 

杨凯淇,马晓燕,刘依,马敬玉,陈芳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为了改善商业聚烯烃隔膜的润湿性和热稳定性、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以氯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为原材料，

通过水解-缩合的方法制备了具有空间纳米尺寸结构的八氯丙基笼型倍半硅氧烷（POSS-(C3H6Cl)8）；以此为改性剂与

聚偏氟乙烯（PVDF）共混配制混合液，通过浸渍涂覆法制备复合聚烯烃隔膜；分析了复合隔膜的结构、性能及电化

学性能，测试了其电池的性能。结果表明，当 POSS-(C3H6Cl)8 含量为 30 wt%时复合隔膜的吸液率可达 277%，拉伸

强度从 18.5 Mpa 增加到 112.2 Mpa，且热稳定性提高显著。电性能分析表明，该复合隔膜的离子电导率为 1.05×10-3 S 

cm-1，界面阻抗从 796 Ω 减小到 306 Ω；Li/LiFePO4 电池放电容量可达 158 mAh g-1，循环 50 次后容量无明显衰减；

且电池的倍率性能有所提高。 

关键词: 八氯丙基笼型倍半硅氧烷；浸渍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安全性 

IP086 

具有偶氮苯侧链的梳形聚合物对高凝稠油蜡晶和流变性能的影响 

厉涛 1,许军 1,邹润 1,Linda Pickenbach2,Pascal David Thiel2,王俊有 1,李莉 1,郭旭虹 1,3,4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2.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 

3.新疆建设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材料化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本文在马来酸酐-α-十八烯梳形共聚物上面引入偶氮苯，制备了偶氮苯官能团接枝的马来酸酐-α 十八烯共聚物

(Azo-MAC)。通过流变学研究发现，Azo-MAC 能够提高高凝稠油的低温流动性，尤其是显著降低了原油的屈服应力。

利用差事扫描量热仪(DSC)研究发现，聚合物上带有的长烷基链可以通过共结晶阻碍原油中长链烷基蜡晶的生长。研

究还发现带有偶氮苯基的共聚物可以分散沥青质并阻止沥青质的聚集。偶氮苯基团的两个苯环通过 N,N 双键连接，

不仅具有更高的芳香度，同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因而可以更好的和原油里面的沥青质作用，从而改善原油的低温

流动性。 

关键词: 偶氮苯；梳型聚合物；流变性能；高凝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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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087 

N1-金刚烷基取代的咪唑鎓盐碱解稳定性评价及其在阴离子交换膜上的应用 

王金雷,祖道远,杨善中,丁运生,魏海兵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阴离子交换膜（AEM），作为碱性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中最核心的部件，目前依然存在长期使用稳定性差等问

题。由于碱性的工作的环境，导致功能阳离子受到 OH−的亲核进攻而分解，致使其离子交换功能的丧失。在该研究

中，我们首先考察了 1-乙基-3-甲基咪唑溴盐、1-丁基-3-乙基咪唑溴盐、1-金刚烷基-3-乙基咪唑溴盐、1-乙基-2,3-二

甲基咪唑溴盐、1-丁基-2-甲基-3-乙基咪唑溴盐和 1-金刚烷基-2-甲基-3-乙基咪唑溴盐等 6 种咪唑阳离子的碱稳定性，

结果显示在咪唑环上引入大位阻金刚烷基元取代后，其稳定性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 C-2 位有甲基取代的金刚烷

咪唑阳离子，其在 5 M NaOH 溶液中，80 oC 碱解 7 天，核磁氢谱上没有发现新的峰产生，证实了小分子的稳定性。

随后，我们通过点击化学的方式将含金刚烷的咪唑阳离子接到聚合物的侧链上，并对该膜的离子电导率、吸水率、

以及碱稳定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 阴离子交换膜；金刚烷；咪唑盐；碱解稳定性 

IP088 

微量富勒烯衍生物的加入对基于小分子受体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敏化作用及相关研

究 

陈宇,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三元共混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能能显著地拓宽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吸收光谱，增强光电活性层的光谱相应能力，

进而有效提高器件的能量转换效率。随着基于小分子受体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蓬勃发展，三元共混聚合物太阳能

电池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仅以微量的 Bis-PC70BM 加入基于 IEICO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能显著地对聚

合物的外量子效率起到敏化作用，有效改善器件的短路电流和填充因子，进而提高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同时，通

过系统对比不同能级的富勒烯衍生物作为第三组份时对器件性能的影响，发现只有当加入的第三组份能有效地在二

元组份间形成电子逐级传递(cascade charge transfer)时，才能有效地对二元组份起到敏化作用，进而提高器件的光电

转换效率。 

关键词: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三元共混；小分子受体；富勒烯衍生物；敏化作用 

IP089 

三明治结构的弹性导电材料 NF-CNTs/PDMS 的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杨康,章自寿,麦堪成 

中山大学 510275 

导电材料在电气化时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型导电材料如可弯曲、可折叠甚至可伸缩等耐形变导电材料

的发展进程缓慢严重制约了新型电子元件的更新换代而成为研究热点。可形变网络导体埋置于耐形变基体表面是制

备新型导电复合材料的重要策略。本课题组在系统研究商业化碳纳米管构筑可形变网络碳纳米管（NF-CNTs）的基

础上，将 NF-CNTs 埋置于有机硅橡胶的上下表面制成中间层绝缘、上下表面导电的三明治结构的弹性导电材料

（NF-CNTs/PDMS）。该弹性导电材料的形变匹配性好，导电性高，断裂伸长率高达 132%。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

NF-CNTs 与 PDMS 网络分子链的有效纠缠和较弱的界面相互作用力，该弹性导电材料具有很好地可伸缩性，经 20000

次循环拉伸至 20%后电阻保持不变。NF-CNTs/PDMS 作为基底可通过电化学沉积法有效复合 MnO2 而成为新型的弹

性储电材料， 将有利于加快弹性电学材料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导电材料；可形变；网络碳纳米管；有机硅橡胶；弹性电极 

IP090 

磺化氮杂环聚芳醚酮酮质子交换膜制备与性能 

刘乾,张守海,陈宇宁,薛仁东,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用二氮杂萘酮联苯酚(DHPZ)、1,4-二（4-氟苯甲酰基）苯（BFBB）和 4,4’-二苯基双二氮杂萘酮（DBD）为单体，

以环丁砜为溶剂进行高温溶液共聚合，制备一系列新型氮杂环聚芳醚酮酮 PPEKK-DBD。以发烟硫酸为磺化试剂对

PPEKK-DBD 进行磺化。对测定了其离子交换容量在 0.92-2.23 mmol/g，对其进行了红外光谱与氢核磁共振波谱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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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到的结构与设计相符合。对所制备磺化聚芳醚酮酮膜的相关性能进行了测试。磺化聚芳醚酮酮膜具有较小的

溶胀率同时具有较高的吸水率；其质子传导率在 13.8-280 mS/cm，与温度呈正相关关系，当 IEC 高于 1.8mmol/g 后其

质子传导率高于 Nafion 117。考察其氧化稳定性，25℃下在 Fenton 试剂中破裂时间大于 24 h，溶解时间大于 120 h，

80℃下其破裂时间大于 4h，80℃下 3h 氧化失重低于 11%，具有良好的耐氧化稳定性。 

关键词: 聚芳醚酮酮；二氮杂萘酮；磺化；质子交换膜 

IP091 

聚合物光热转化膜用于太阳能界面水蒸发 

谢占军,孟祥森,张连斌,朱锦涛 

华中科技大学 430074 

利用太阳能蒸发水是一种可持续的、清洁的获得淡水资源的有效方式。利用光热转化材料结合太阳能界面加热

策略可有效地提高太阳能蒸发速率以及蒸发过程中的能量转化效率。本文中我们设计并制备了一种具有双层结构的

聚合物光热转化膜材料，并将其应用于太阳能界面加热蒸发过程。首先，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具有一定厚度的、

多孔结构的聚丙烯腈（PAN）纤维膜，利用 PAN 电纺丝纤维膜作为基底，通过界面聚合方法在 PAN 膜表面制备光热

转化材料聚吡咯（PPy）获得具有双层结构的复合膜材料。多孔的 PAN 纤维膜结构的存在不仅可以提高膜的输水能

力，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复合膜的热导率，减少热量向水体传导。在 1 kW/m2 的光照条件下，该结构的光能利用率

可达 73.26%，最大蒸发速率可达 1.07 kg·m-2·h-1。这种双层结构聚合物转化膜的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适用于大规

模的太阳能蒸汽产生及海水淡化等实际应用。 

关键词: 光热转化；静电纺丝；界面加热；聚吡咯；热导率 

IP092 

星型聚苯并咪唑/环氧基笼状倍半硅氧烷/离子液体复合电解质膜 

罗芳,肖创,王霞,付旭东,张荣,胡圣飞,刘清亭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因其能量转换率高、无污染等优点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新型能源之一。PBI 及其衍生物（PBIs）

由于其优越的耐热性及较好的化学稳定性被广泛应用于中高温质子交换膜，使用时常掺杂磷酸提高其质子传导性能，

但磷酸掺杂会使聚合物的机械性能降低，故常用无机纳米填料对其进行改性。本文采用 3，4-二氨基苯甲酸（DABA）

与环氧基笼状倍半硅氧烷（EP-POSS）共同作用发生环氧开环反应，通过 DABA 的进一步聚合制备出以笼状倍半硅

氧烷为核心，聚 2, 5-苯并咪唑为支链的星型共聚物，添加 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BMIM]BF4）离子液体作

为质子导体，制备出 ABPBI/EP-POSS/IL 复合聚合物电解质膜。TGA 测试发现产物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能，同;时由

于 EP-POSS 及离子液体的引入使聚合物的吸水率提高，可用于宽温域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关键词: 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聚 2,5-苯并咪唑；环氧基聚倍半硅氧烷；离子液体 

IP093 

基于聚合物基底的柔性膜电极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董文举,赵晓宁,刘影,冉奋 

兰州理工大学 730050 

随着柔性电子器件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柔性超级电容器（FSCs）和柔性电极材料（FME）已引起广泛关注。因

此，本文以聚醚砜（PES）作柔性基底，氢氧化镍（Ni(OH)2）作电化学活性物质，利用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AA-b-PAN-b-PAA）改善膜表面的亲电解液性，由相转化法构筑 PES/Ni(OH)2 柔性膜电极。研究结果表明：在电

流密度为 0.5A/g 时，柔性膜单电极最大比容量达到 2198.6 F/g，明显优于纯的 Ni(OH)2 电极（1588.6 F/g）；用活性炭

膜作负极组装成非对称器件时，器件在功率密度为 400 W/kg 时，能量密度高达 36.3 Wh/kg；且膜电极材料和器件具

有良好的柔性。 

关键词: 聚醚砜；氢氧化镍；柔性膜电极；超级电容器 

IP094 

二硫化钼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的研究 

魏晓娟,周泽平,陈枫,赵正平,范萍,杨晋涛,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 314000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LIBs）性能的好坏取决于比容量的大小以及充放电的稳定性，因此电极材料的优劣对锂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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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电池的性能至关重要。二硫化钼具有类似石墨烯的片层状结构，具有较高的比容量（680 mAh·g-1），但是在充放电

过程中其片层结构容易堆积、体积膨胀严重，导致比容量衰减快，稳定性不佳。因此本文采用木质素为碳源，通过

水热反应在其表面负载二硫化钼，提高其导电性的同时抑制 MoS2 片层结构的堆积，制备出一种具有核壳结构的二硫

化钼复合材料（C@MoS2），提高了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用 SEM，TEM 和 BET 对 C@MoS2的微观结构和表面形貌进

行表征，结果表明该材料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14.93 m2/g），较好的孔径分布，而且具有较高的比电容（748 mAh·g-1），

在充放电过程中也较为稳定（50 次循环比电容保留率达到 91.3%），循环寿命较长。  

关键词: 二硫化钼；木质素；电极材料；水热法 

 

IP095 

具有仿莲藕孔结构的柔性自支撑多孔碳纳米纤维膜/纳米磷化钴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析氢反应催化剂中的应用 

鲁恒毅,樊玮,刘天西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由于其环境友好、产物无害以及可再生的特性，氢气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新型清洁能源之一。电化学析氢反应

（HER）是获得氢气能源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高性能的析氢反应催化剂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本工作当中，我们设

计制备了一种具有仿莲藕孔结构的聚丙烯腈多孔碳纳米纤维膜（pCNF）并将其用作载体来负载具有电化学析氢活性

的纳米磷化钴粒子（CoP）。与传统的碳纳米纤维相比，该多孔碳纳米纤维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单根纤维内存在的

径向管道孔可以储存电解液，促进了离子在催化剂中的快速传输；第二，碳纳米纤维表面以及内部碳璧上存在的微

介孔可以有效增加电解液和催化剂之间的接触面并缩短离子的传输距离；第三，高导电性的三维碳骨架基底保证了

电子的快速传递，从而使反应快速进行。最终得到的 pCNF/CoP 复合材料可用作全 pH 范围内的高性能析氢反应催化

剂膜材料。 

关键词: 聚丙烯腈；聚丙乙烯；磷化钴；析氢反应；催化剂 

IP096 

转印技术在有机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熊思醒,童金辉,毛霖,覃飞,孙露露,周印华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430074 

有机光电子器件是由多个功能薄膜在垂直方向上旋涂制作而成。这类光电子器件往往会受到上下层功能薄膜的

互溶和不利于图案化的限制，从而不利于研究者对不同的器件结构和不同的功能薄膜界面上载流子的产生和传输特

性的研究。转印技术是先在一种平滑干净的基底上完成薄膜的制作，然后迅速转印到目标基底上的一种技术，以达

到图案化薄膜和保护目标基底的目的。这种技术工艺简单、价格便宜、非常适合图案化加工，为我们研究不同的器

件结构和界面中载流子的产生和传输特性提供了可能。我们使用转印技术分别转印了导电高分子聚合电极

PEDOT:PSS，共轭聚合物材料并应用于有机全塑料的太阳能电池和探测器中。此外，我们还使用转印技术制作了一

种新型的双活性层的器件结构，在这种新型器件结构中我们观察到开路电压和响应光谱对双层活性层的堆叠顺序和

受体材料有一定的敏感性。这种新型的器件结构和物理现象可以有机光电子器件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 有机光电子器件；转印技术；双活性层器件 

IP097 

EVA/CNT 导电涂层的亲水性修饰及应用研究 

陈耀光,张扬帆,章自寿,麦堪成 

中山大学南校区 510275 

可弯曲甚至可折叠等耐形变储电系统可促进便携式电子产品的飞跃式发展而引起人们的重视，简便提高耐形变

储电系统的能量密度仍然是关键难题，提高电极材料的离子和电子传输效率是卓有成效的策略。本课题组在系统研

究碳纳米管填充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制备高导电耐形变电学材料的基础上，以 CNT/EVA 溶液为导电涂料，以超

轻表面粗糙多孔的擦镜纸为基底，通过浸渍-刮涂的方法实现 CNT/EVA 复合材料涂层对多孔基底穿插包裹复合同时

赋予擦镜纸高力学性能，调控 CNT/EVA 涂料的 CNT 含量、溶液浓度和涂覆次数，制备了一种高力学性能、高导电、

超轻超薄复合材料，进一步催化 EVA 侧链上的酯基水解为羟基而显著提高涂层的亲水性和离子传输效率，从而提高

涂层的电容量。涂层还可通过电氧化聚合法高效复合高载量聚苯胺，即使在 100mv/s 的扫描速率下聚苯胺的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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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仍可达 512 F·g-1，为发展高能量密度的耐形变储电系统提供有益经验。 

关键词: 亲水性；离子传输效率；聚苯胺；复合材料 

IP098 

超薄超级电容器的低成本、订制化制备 

付雪梅,孙浩,彭慧胜 

复旦大学 200438 

近年来现代电子学领域迎来了柔性和微型设备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加速了相关的能量存储系统的发展。超薄微

型能量存储器件可以有效满足这一需求，在植入式微电子设备、微型机器人和可穿戴电子设备等许多领域中展现出

很大的前景。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前期成果，但是如何低成本地制备超薄的能量存储设备，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个

体之间的差异仍是该领域的重大挑战之一。切片技术利用锋利的刀片将块状材料切成薄片状，通用而有效，在许多

领域都有应用。因其诸多优点如低成本、厚度低且可控、个体差异小、可规模化连续制备，切片技术可以满足新一

代超薄能量存储设备的要求。 因此，我们基于切片技术发展出超薄超级电容器的低成本、订制化制备方法。通过该

方法制备的超级电容器轻薄而柔，厚度和尺寸可控，电化学性能优异，比容可达 248.8 F g−1  (150.8 F cm−3)，制备工

艺稳定，器件个体间差异小。由此开发的方法也有望延伸应用于其他能源和电子设备。 

关键词: 超薄；柔性；超级电容器；切片方法 

IP099 

取向碳纳米管/聚吡咯纳米线复合纤维的制备及其在柔性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林文阵,黄三庆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随着便携式、可穿戴柔性电子设备以及一些自带电源的微型电子器件的发展，人们对储能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

发展效率高、使用寿命长、能量传输快的小型化柔性储能装置已成为近年来人们研究的焦点。本文拟采用具有极高

导电性、稳定性、柔性的取向碳纳米管和高比电容、低成本的聚吡咯纳米线为原料，通过取向碳纳米管包裹聚吡咯

纳米线的方法制备取向碳纳米管/聚吡咯纳米线复合纤维。该复合纤维显示出良好的导电性、柔性和结构稳定性，在

柔性电极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进一步以该复合纤维为电极制备全固态柔性纤维状超级电容器，循环伏安测试结

果显示，该超级电容器具有较高的比电容，其表面积比电容为 39.16 mF/cm2，同时该超级电容器还表现出良好的循

环稳定性，循环 1000 次后其比容量基本保持不变。该超级电容器还表现出良好的柔性，弯曲后其比电容仍基本保持

不变。  

关键词: 柔性超级电容器；取向碳纳米管；聚吡咯纳米线；导电高分子 

IP100 

电纺法构筑碳限域的金属氧化物管中立方纳米结构 

刘子昂,郭瑞婷,孟甲申,刘熊,王选朋,李琪,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充放电过程中较大的体积膨胀与较低的电导率严重制约了高容量金属氧化物负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在本工作中，我们通过梯度电纺策略合成了一种独特的管中立方多级中空结构。梯度电纺策略与传统的电纺不同，

采用三种分子量的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 ，PVA）混合溶液与活性物质（Mn(CH3COO)2、预先合成的 CoSn(OH)6

空心纳米立方）混合后作为电纺前驱体，结合两步烧结工艺，最终实现了碳限域的金属氧化物管中立方纳米结构的

设计构筑。在这种复合结构中，锰氧化物以小晶粒的形式堆积成纳米管，原位热解 PVA 产生的部分石墨化的碳以纳

米片的形式分布于锰氧化物的晶粒间隙与纳米管的外壁上，这种碳复合方式在限制纳米晶团聚、提高结构稳定性的

同时，又增加了结构的轴向电子电导率。该结构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时，充分发挥了金属氧化物负极高容

量的特性，表现出极佳的储锂性能。 

关键词: 梯度电纺；中空结构；锂离子电池；金属氧化物负极 

IP101 

聚吡咯/尼龙纳米纤维膜柔性电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李芳颖,Tareque Mahmud Rumi,刘涛,汤清伦,刘延波,韦炜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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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了 PA6 纳米纤维膜，以此纳米纤维膜为柔性基材，过化学氧化法原位聚合聚吡咯

纳米颗粒沉积在尼龙纳米纤维表面，构筑高比表面积、高导电性的聚吡咯/尼龙纳米纤维膜复合材料。并以此为电极

材料组装柔性超级电容器，研究其电学性能。扫描电镜下，可以发现聚吡咯纳米颗粒均匀沉积在 PA6 纤维表面，循

环伏安测试说明了其具有良好的电容器特性；交流阻抗值较小，说明该电极材料的电荷传输电阻小，电极材料的导

电性好；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测试，显示该电极材料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和循环性，在 0.1A/g 的电流密度下其比

容量能达到 321F/g。我们利用这种复合材料成功组装了具有轻便、透气性好、比容量大等优点的柔性电容器。  

关键词: 聚吡咯；纳米纤维膜；柔性；电极材料 

 

IP102 

溶液可加工的非富勒烯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获得超过 13%的能量转化效率 

崔勇,侯剑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太阳光和降低能量损失。进而，叠层电池呈现出比单节电池更高的能

量转化效率。在此之前，已经报道的论文中采用富勒烯及其衍生物作为电子受体制备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这严重

限制了器件性能的进一步提高。为此，我们设计和合成了一个具有 1.68 eV 光学带隙的新型非富勒烯受体制备前电池。

与此同时，在一组带隙为 1.36 eV 的窄带材料基础上，我们通过优化他们的相分离制备后电池。这两个子电池均呈现

出低的能量损失和高的外量子效率。此外他们的光响应范围呈现良好的互补性。进一步，我们采用 ZnO 和一个中性

的导电高分子作为中间连接层连接两个子电池制备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这个中间层呈现出良好的二极管整流特性

以及在近红外区高的光透过率。基于高性能的子电池和中间连接层，我们制备的叠层太阳能电池获得了超过 13%的

平均能量转化效率。这也是目前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最高的结果。 

关键词: 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低能量损失；高外量子效率；高性能 

IP103 

添加剂提高非富勒烯光伏器件的性能 

杨延康,颜廷海,宾海军,张志国,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活性层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性能，通过添加添加剂氯萘可以优化光伏器件的活性层形貌，

从而提高器件的光伏性能。本文采用 J81 为给体，m-ITIC 为非富勒烯受体制备有机光伏器件，通过添加添加剂氯萘

（CN）来优化光伏器件的活性层形貌，使期间的填充因子得到较大提高，从而使器件的光伏性能从 10.83% 提高到

11.49%。因此，添加剂氯萘的加入有助于优化活性层的形貌，提高器件的填充因子，从而提高器件的光伏性能。这

为非富勒烯有机光伏器件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添加剂；氯萘；非富勒烯光伏器件 

IP104 

一维管中管单元构筑三维网络炭材料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陈鹭义,郑冰娜,符若文,吴丁财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510275 

三维网络炭材料具有发达的连通孔道和高效导电的炭网络骨架，在储能领域具有巨大应用前景。本文从二氧化

硅包覆的碳纳米管（CNT@SiO2）出发，利用表面引发自由基聚合在其表面接枝线性聚苯乙烯，接着经过傅克超交联

反应在苯环间构筑羰基交联桥，最后炭化并去除模板，得到以一维管中管为构筑单元的三维网络炭材料。该材料在

继承三维网络炭材料特点的同时，还可以利用管中管空腔的高负载量优势，与其他活性物质进一步复合形成多层次

杂化骨架，并应用于高性能锂硫电池中。 

关键词: 一维管中管；三维网络炭材料；超交联；锂硫电池 

IP105 

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用丙烯酸酯橡胶负载碳纳米管/聚(1,5-二氨基蒽醌)可拉伸电极的构筑 

王曦 1,杨重阳 2,胡强强 1,王庚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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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随着智能穿戴等可拉伸电子产品的不断涌现，可拉伸储能器件逐渐受到关注。为了满足可拉伸电子产品的需求，

开发具有高拉伸性和良好电化学性能的可拉伸储能元件是目前的迫切任务。在众多储能元件中，超级电容器因功率

密度高，可快速充放电和循环寿命长等优点，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储能器件之一。而确保可拉伸超级电容器优异性

能的关键在于可拉伸电极材料的设计。但是，目前制备可拉伸电极常采用的策略往往会限制其拉伸性或电化学性能。

本文通过丙烯酸酯橡胶（ACM）与多壁碳纳米管（MWCNT）溶液混合形成的导电复合膜作为基体材料，进而通过

电聚合负载聚（1，5-二氨基蒽醌）（PDAA），获得一种新型的可拉伸柔性电极材料（ACM/MWCNT@PDAA）。该电

极材料具有优异的可拉伸性能（断裂伸长率达 155%，拉伸强度达 12.5 MPa）和高的体积比电容（1 mA cm-2 下为 20.2 

F cm-3），是一种理想的可拉伸超级电容器用柔性电极材料。 

关键词: 聚（1，5-二氨基蒽醌）；丙烯酸酯橡胶；多壁碳纳米管；可拉伸电极；超级电容器 

IP106 

有机电致变色器件 

王剑桥,马炜涛,刘琳琳,马於光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电致变色（EC）是指材料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产生的可逆颜色变化，本质上是 EC 薄膜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改变

其对光的透过率或反射率。有机 EC 材料因具有颜色变化丰富、易于修饰等优点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有机电致变色器

件的结构、制备、封装以及稳定性等方面仍有大的研究空间。导电聚合物 EC 一般多为氧化型（P 型）变色，而对还

原性（N 型）变色器件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一种 N 型变色材料 PBI-Cz4，对器件的制备、封装和稳定性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电解质阳离子大小对 N 型器件性能有很大影响。采用电聚合 PBI-Cz4 做电致变色层，可以制备出稳定性

较高的 N 型器件，从而为选用合适的 P 型材料，制备 P/N 型双层器件提供可能，增加变色多样性。此外，我们推测，

利用电聚合薄膜的多孔结构，可能为离子传输提供有利通道，以此来提高原有器件性能，以及设计新的器件结构，

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 N 型电致变色；电致变色器件；电聚合多孔薄膜 

IP107 

Protonated g-C3N4@Polypyrrole Derived N-Doped Porous Carbon for Supercapacitors 

and Oxygen Electrocatalysis 

李奇,严锋 

苏州大学 215123 

制备特殊形貌、多孔结构、环境友好的高性能和多功能碳材料并将其应用于可持续能源转化/储存(如超级电容器

和燃料电池)仍然是一个挑战。在此研究中，我们报道了一个大规模制备氮掺杂多孔碳材料的方法，即通过碳化核-

壳结构的质子化石墨相氮化碳@聚吡咯(P-g-C3N4@PPy)复合材料。聚吡咯在体系中提供了碳和杂原子源，P-g-C3N4

不仅作为一个牺牲模板，而且提供了氮源。在，6 M 的 KOH 电解质中， P-g-C3N4@PPy 衍生的多孔碳材料

(PCN@PPy-C-900)在 1A g-1 的电流密度下展现出高的比电容(382 F g-1)及超高的充放电倍率性能(320 F g-1 在 20 A 

g-1)。大电流充放电测试表明 PCN@PPy-C-900 在 1000 次循环后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PCN@PPy-C-900 表现出

非常好的氧气还原性能。 

关键词: 离子液体；碳纤维；无规共聚物；嵌段 

IP108 

以生物质为前驱体的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在氧气还原反应中的应用 

王灿灿,严锋 

苏州大学 215123 

氧气还原反应（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ORR）的迟钝动力学是限制低温燃料电池发展的关键部分。目前商业

上使用的 ORR 催化剂是铂基材料，但是因为铂催化剂较为昂贵、耐久性差及甲醇耐受性低等缺点，所以迫切需要绿

色可持续且性能好的 ORR 催化剂替代铂的使用。在已研究的材料中，碳材料凭借其丰富的来源、多变的多孔性及较

高的稳定性脱颖而出。本课题主要是生物质材料——龙胆草为前驱体以氯化铵为活化剂合成高性能的 ORR 催化剂并

应用于催化 ORR，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 多孔材料；氧气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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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109 

静电纺 NH2-GO/PI 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磊,巩桂芬 

哈尔滨理工大学 150080 

     首先以氧化石墨烯、乙二胺和 N,N'-二环己基碳酰亚胺为原料制备氨基化氧化石墨烯（NH2-GO），然后采用

原位聚合法将其添加至以 4,4'-二氨基二苯基醚和 3,3',4,4'-二苯甲酮四羧酸二酐为单体合成的聚酰胺酸溶液中，通过高

压静电纺丝和热亚胺化制得 NH2-GO/PI 纤维膜，并对其微观形貌、孔隙率、吸液率、浸润性、热收缩率和热稳定性

进行测试与分析。结果表明：NH2-GO/PI 纤维膜具有较好的三维网状结构，纤维平均直径为 300nm，氨基化氧化石

墨烯均匀分布在纤维单丝上；NH2-GO/PI 纤维膜的孔隙率高达 80%，并且具有较好的浸润性，其中吸液率为 368%，

与电解液的接触角接近于 0，有利于提高其离子电导率；此外，NH2-GO/PI 纤维膜的初始热分解温度高达 570℃，在

200℃下的热收缩率仅为 0.7%，能够有效降低锂离子电池使用过程中因温度过高而产生的安全隐患。 

关键词: 高压静电纺丝；氨基化氧化石墨烯；聚酰亚胺；锂离子电池隔膜 

IP110 

湿法纺多孔碳纤维与 MnO2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的探究 

郭超,张铭,杨冬芝,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超级电容器具有充放电速率快、循环寿命长、价格低廉和环保等优点，在电动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存储器备

用电源等很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本文利用湿法纺丝的方法，通过相分离制备了多孔的 PAN 纤维，并在碳纤维内

部孔和纤维表面原位生长二氧化锰纳米片，最终得到的复合材料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探究了 PAN 与 PVP 配比对纤

维内部孔结构的影响。将不同浓度的高锰酸钾与碳纤维反应得到了不用形貌的二氧化锰，合理控制反应时间来调节

二氧化锰的负载量。碳材料作为良好的导电基体，有助于电子的快速传导，同时相互连通的多孔结构为负载活性物

质提供了较大的表面积。其中负载蜂窝状多孔结构的二氧化锰纳米片的多孔碳纤维在超级电容器的测试过程中表现

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比容量可达到 275F/g。碳材料/MnO2 复合材料应用于超级电容器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

电化学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超级电容器；碳纤维；二氧化锰；湿法纺丝；多孔 

IP111 

静电纺丝 CuO/C 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雷妍,王晓彤,杨冬芝,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锂离子电池由于其相对于传统电池具有比容量大，质量轻，使用寿命长等优点被越来越多地研究者所青睐。过

渡金属氧化物由于其来源广援，价格低廉，无毒且比容量大等优势，在锂离子电池方面应用最为广泛。本文通过静

电纺丝技术制备了 CuO/C 纳米纤维，通过 SEM 对制备的纳米纤维进行形貌和结构表征，结果表明，制备的 CuO/C

纳米纤维在煅烧前后均呈现连续纤维形貌，纤维直径在 500-800nm。从 TEM 图如中可以看出 CuO 颗粒均匀分布在碳

纤维中。XRD 结果表明，制备的样品为 CuO/C 纳米纤维。对纤维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制备的 CuO/C

纳米纤维具有相对稳定的循环稳定性。因此，CuO/C 纳米纤维在锂离子电池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CuO；纳米纤维；静电纺丝；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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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J   高分子组装与超分子体系 

JI01 

仿生智能界面材料：从超浸润到二元协同体系 

江雷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向自然学习，基于空气中自清洁的荷叶表面以及水下自清洁的鱼皮表面，我们发展了超浸润体系：空气中超疏

水、超疏油、超亲水、超亲油；水下超疏油、超疏气、超亲油、超亲气 [1]。进一步，我们制备了可以在超浸润体系

的状态之间进行智能转换的人工材料 [2]，即仿生二元协同纳米材料: 在纳米尺度下，两种相反物性的组分可以构筑

一个新型的具有奇特性质的材料[3-4]。这一智能超浸润体系在很多领域具有应用前景：例如自清洁玻璃，油水分离，

抗生物黏附界面，集水体系等 [5]。近年来，我们将二元协同理论进一步应用到一维体系，制备了基于仿生智能离子

通道的能量转换体系；并发现了蜘蛛丝和仙人掌的独特的集水和传输性质，基于这一性质，我们还制备了仿生集水

纤维和可用于水下油滴收集的人造纤维 [6]。向自然学习，构筑仿生多尺度界面材料体系不仅有新的应用，还能发展

新的知识体系，例如，基于超浸润的化学反应、结晶、纳米阵列制备等等 [7]。 

关键词：浸润体系 

JI02 

外场作用下聚合物接枝无机纳米粒子的受限组装 

朱锦涛 

华中科技大学 430074 

功能性无机纳米粒子的性能不仅取决于尺寸、形状和材料种类，更依赖于其空间排列及组装的有序性。我们通

过外场和受限作用的协同来诱导无机纳米粒子组装并构筑有序结构。通过末端官能化的均聚物对无机粒子进行表面

修饰得到聚合物接枝纳米粒子，系统地研究了聚合物接枝无机粒子的受限组装行为，得到堆积规整有序、晶格常数

可调的超晶格结构及螺旋、双螺旋及其它新颖结构的组装体。在外电场作用下，聚合物接枝无机纳米棒可克服自身

旋转的能垒，形成取向一致的单排、双排螺旋、六方堆积等复杂结构。 

关键词：外场诱导；受限组装；纳米复合材料；超分子；聚合物接枝 

JI03 

表面辅助碳氢键选择性活化及分子偶联 

迟力峰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碳氢键选择性活化一直是化学、化工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近年来，通过表面在位化学反应（on-surface 

chemistry），也被称为表面辅助反应（surface assistant reaction），构筑共价相连的分子结构成为表面科学中备受关

注的一个研究热点。表面在位化学多数是在金属单晶表面上，通过传统的化学反应，制备稳定的一维线型和二维网

络结构大分子及高分子。 研究表明，表面辅助对不同杂化形式的碳氢键（sp1,sp2,sp3）具有活化作用。特别是对 sp3

杂化的碳氢键选择性活化令人惊奇。 不同金属单晶、不同晶面对碳氢活化的作用有很大差别。这里，我们将总结近

年来这个方向的研究进展，阐明机理，并给出展望。 

关键词：碳氢键 

JI04 

氧化响应聚合物囊泡双层膜的调控与功能构建 

刘世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很多生理和病理过程与活性氧物质和氧化压力直接相关，这就为设计治疗和诊断功能的纳米材料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生化基础。由两亲性聚合物自组装制备的氧化响应性聚合物胶束或者囊泡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以

前的氧化响应性体系研究中，包括 H2O2 在内的活性氧物质都会导致聚合物组装体微结构的破坏。以氧化性聚合物

囊泡为例，微结构的破坏会使囊泡内包覆的亲水性药物和活性分子快速释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限制了聚合物囊

泡作为缓释药物载体和长效活体内纳米反应器的应用。另外，传统聚合物囊泡由于其双层膜较厚、膜渗透性差，因

而不能作为有效的药物载体和纳米反应器。我们设计制备了一种多功能的氧化响应性聚合物囊泡，可以在细胞内被

氧化微环境刺激触发后发生囊泡双层膜的交联，同时双层膜渗透性提高，表现出成像能力增强和药物释放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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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通过自组装疏水嵌段含有芳基硼酸酯保护的具有自降解侧基的两亲性嵌段聚合物制备聚合物囊泡，在其表

面进一步用多肽进行修饰从而得到具有线粒体靶向的 H2O2 响应性聚合物囊泡。内吞进入细胞后，胞内 H2O2 触发引

发连续的脱保护反应产生伯胺，由于新产生的伯胺在疏水的双层膜中会发生酰胺化反应，导致囊泡双层膜发生同步

的交联和疏水到亲水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用于实现药物可控释放、组合化疗，同时化疗效果可以通过磁共振

成像和荧光成像能力的增强进行实时监测，进一步构筑了检测细胞质中的含巯基的生物活性分子的荧光产生型纳米

反应器。 

关键词：聚合物囊泡；渗透性；药物输运；纳米载体；超分子组装 

JI05 

有机分子的自组装及生物医学应用 

谢志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有机分子的自组装是一个有趣和实用的方法，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功能的纳米材料，特别是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

的纳米材料。与相应的大分子自组装相比，有机分子的自组装，具有精确的分子结构、可重复的大规模合成和较高

的功能分子含量等优势。程序化的有机分子的自组装可以通过不同的超分子化学手段，如疏水相互作用，静电相互

作用，π-π 相互作用和氢键相互作用等来实现。最近两年，我们探索了多种有机染料和抗肿瘤药物等小分子的自组装，

所形成的纳米材料，可以应于活细胞的荧光成像，以及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基于有机分子的组装基元，通过多层次

组装方法，可以获得具有特殊功能与应用前景的组装体。 

关键词：自组装，纳米药物，生物成像 

JI06 

基于共轭聚合物的超分子药物设计与功能研究 

王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新的共价连接 π 共轭寡聚分子与巯基的紫杉醇体系（OPV-S-PTX）。该分子通过 π-π 堆叠

和疏水相互作用聚集，进一步通过活性氧（ROS）作用下二硫键交联在肿瘤细胞内原位形成纳米颗粒，从而防止排

出细胞外。实验结果表明 OPV-S-PTX 的 IC50 相比 PTX 本身降低 145 倍，即使对紫杉醇耐药的肿瘤细胞株 A549/T，

IC50 也降低 90 倍, 该体系对正常细胞几乎无毒。裸鼠实验表明肿瘤的生长受到明显抑制。分子机制研究表明

OPV-S-PTX 可极大促进微管束在肿瘤细胞的形成，导致细胞凋亡。通过选择性的原位自组装技术可提高紫杉醇疗效，

降低毒性与耐药性。另外我们我们提出并构建了可逆抗生素超分子组装体系，通过组装与解组装过程，抗菌治疗时“开

启”抗生素活性，治疗后“关闭”其抗菌活性。抗菌实验表明，该策略能有效地延缓耐药性病原菌的生成。 

关键词：超分子药物；抗肿瘤；抗菌；耐药性；原位组装 

JI07 

基于柱芳烃的固体材料在吸附与分离中的应用 

揭克诚,史兵兵,黄飞鹤 

浙江大学 310027 

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料，是制备多种塑料和纤维的原材料。在工业上，二甲

苯以混合物的形式从原油提炼中获得，它们的分离在化工上非常重要。苯乙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聚合物单体，被广

泛用于制备塑料、橡胶以及树脂等。工业上，苯乙烯是通过乙基苯脱氢制得的。而这个脱氢的过程并不能百分之百

地把乙基苯变成苯乙烯，大约有 20–40%未反应的乙基苯需要从母液中除去。工业上通常用蒸馏的方法来分离二甲苯

异构体和苯乙烯，这种方法非常耗能且不经济。有许多化学家和材料学家在尝试用有序多孔材料进行吸附分离二甲

苯异构体和苯乙烯。在这里我们和利物浦大学的 Andrew I. Cooper 课题组合作，将柱芳烃当作一种固体材料，探索了

其在二甲苯和苯乙烯分离方面的应用。我们观察到柱[6]芳烃具有从二甲苯混合物中选择性吸附对二甲苯和从苯乙烯-

乙苯混合物中选择性吸附苯乙烯的能力。 

关键词：柱芳烃，吸附分离，对二甲苯，苯乙烯，主客体分子识别 

JI08 

可控超分子聚合：从溶液到界面 

徐江飞,张希 

清华大学化学系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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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聚合物是超分子化学与高分子化学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尽管基于非共价键作用的超分子聚合物研究已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如何实现超分子聚合物的可控制备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均相溶液中的超分子聚合是自发的过程，并不容易可控。光是一种清洁、可控的外界刺激，在超分子聚合物构

筑基元中引入光敏基团（如二苯乙烯、部花青），利用光化学反应（如顺反异构化反应、光二聚反应）改变构筑基元

的构型和结构，从而实现对超分子聚合物的聚合度的可逆调控。 

将超分子化学和界面聚合相结合，将超分子聚合从均相溶液中转移至液-液界面，建立了超分子界面聚合这一新

方法。基于四重氢键作用，在有机相构筑两端带有巯基的超分子单体，利用巯基与缺电子双键的点击反应，超分子

单体与水相中的双官能度马来酰亚胺单体在界面发生聚合，成功制备了超分子聚合物。通过改变超分子界面聚合的

反应条件，能够实现对超分子聚合物的性质如玻璃化转变温度的有效调控。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光响应；界面聚合 

JI09 

自组装分子伴侣及调控蛋白质折叠 

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分子伴侣能够抑制蛋白质错误折叠、辅助蛋白质组装及介导转运蛋白质，在生物体内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通过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组装制备复合胶束，结合响应性聚合物的特性在胶束表面可控组装构建了多种类型的自组装分子

伴侣。系统研究了自组装分子伴侣辅助包涵体蛋白质的复性，介导智能跨越生物屏障，以及抑制 β 淀粉样变蛋白和

Tau 蛋白错误的折叠和聚集。降低其神经细胞毒性。其中，自组装分子伴侣能够有效抑制蛋白质之间的错误折叠及聚

集，辅助包涵体蛋白复性的效率可以达到 90%以上。自组装分子伴侣表面可变的性能及组装结构能够促进跨越生物

屏障，提高递送的效率。自组装分子伴侣的特殊表面结构能够选择性结合 β 淀粉样变蛋白和 Tau 蛋白，避免其错误

聚集，有效降低其神经细胞的毒性，并介导 β 淀粉样变蛋白和 Tau 蛋白进入溶酶体，促进其降解，为阿尔茨海默的

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关键词：分子伴侣；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包涵体蛋白复性；蛋白质错误折叠；阿尔茨海默症 

JI10 

含氟高分子基因载体 

程义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241 

阳离子高分子被广泛应用为非病毒类基因载体，但这类高分子材料的转染效率与生物相容性之间通常存在“恶性”

关联，即获得高转染效率时往往会伴随严重的细胞毒性。如何制备兼具高效、低毒特点的高分子载体是成功实施基

因治疗的关键。含氟高分子是一类具有独特理化性质的高分子，能够在极低的电荷密度条件下与核酸形成稳定的复

合物，从而实现高效、低毒的基因转染。含氟功能基团可帮助阳离子高分子改善复合物稳定性、细胞内吞、内涵体

逃逸、胞内核酸释放等多个环节，从而赋予了含氟高分子在基因递送过程中的氟效应。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含氟高分

子基因载体的研究，介绍了含氟高分子的基因递送性能、作用机理以及在基因治疗、基因编辑中的应用，并对含氟

高分子载体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含氟高分子；基因递送；氟效应；树形高分子；超分子自组装 

JI11 

活体自组装纳米生物材料 

王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超分子生物材料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方向，在生物检测，疾病治疗和组织工程应用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但

是，超分子结构在活体水平的可控构筑、结构演变与演化及其对其生物功能的调控成为重要的科学问题。针对这个

关键的问题，我们课题组围绕活体原位组装的新方法，利用生物兼容性好，生物环境响应性的多肽超分子建筑单元，

成功地实现了在细胞和动物层面的组装，生物活性分子可以被动靶向富集在病灶部位，并产生聚集诱导的滞留效应

（Assembly-Induced Retention, AIR）。通过 AIR 效应，显著提高了药物等活性分子的生物利用度，该策略为发展高效、

低毒的载药体系和组织工程材料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叶绿素；多肽；活体组装；AIR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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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12 

聚合物胶束与 DNA 的精确自组装及组装体的应用 

陈道勇,王伟冲 

复旦大学 200433 

我们的前期研究工作表明，通过控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聚合物胶束与 DNA 间可以发生精确的自组装行为，

并得到结构精确的组装体。在近期的工作中，我们进一步地将所获得的结构均匀的蠕虫状聚合物胶束结构稳定化，

将其用介孔二氧化硅或 MOF 杂化后在溶液中构建该线性材料的三维网络，再将其分别用于蛋白/染料体系的分离及

催化反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将 MOF 杂化的蠕虫状胶束构建的三维网络作为均匀高效掺杂的平台掺杂多种

元素后碳化，获得了具有大的比表面、多模式孔以及多元素均匀掺杂的多孔碳材料。将该碳材料用作氧还原催化剂，

其性能与商用的含有 20%铂的催化剂相当。进一步地，我们利用上述组装方法获得的长的蠕虫状胶束作为先驱体，

在极低的聚合物浓度下即可获得二维的联通的导电网络。 

关键词：三维网络；蠕虫状胶束；催化剂；逾渗 

JI13 

光控二氧化碳吸附、脱附与转化 

王亚培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二氧化碳的吸收与利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飞

速发展，科学家们已经在 CO2 捕集与转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不断地开发出各种高效捕集 CO2 的材料以及高效

转化 CO2 的催化剂。CO2 可控捕集、脱附及转化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但这三个过程的串联反应却鲜有报道，使

得这些材料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基于两亲性可控乳液的技术，利用聚乙烯亚胺（PEI）的两亲性，将 PEI 负

载在多孔微球和高内相块状材料的表面，实现了 CO2 的高效吸附。CO2 吸附脱附受热力学控制，因此通过在基材中

掺入“黑材料”，利用光热转换可使材料升温并实现 CO2 的远程可控脱附。通过光控 CO2 的释放，将该材料与二氧化

碳转化的体系串联起来，可以将释放出的 CO2 成功地转化成有机物。基于光热转换实现二氧化碳可控吸附、脱附及

转换的这一新型的调控手段，在节能减排及环境治理定将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乳液；光热转换；CO2 吸收与转化 

JI14 

超支化聚合物囊泡的独特性 

周永丰,江文峰,戚美微,黄通,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超支化聚合物是继线性、支化、交联聚合物之后的第四代高分子，具有高度支化的三维球形结构。2004 年，我

们发现超支化聚合物可以自组装形成囊泡，并将其命名为“支化聚合物聚集体”（Branched-polymersomes，简称 BPs）

等。此后，我们陆续开发了多种 BPs,并细致研究了 BP 的结构和组装机制，揭示了其在细胞仿生、生物医药、化学传

感等方面的应用。在本报告中，我们将系统报道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在超支化聚合物囊泡的自组装、功能化及应用方

面的研究成果。特别展示超支化聚合物囊泡和其他类型囊泡相比较的独特性，包括结构、组装机制、功能化过程、

性能和应用等。重点举例说明其在模型薄膜仿生、化学传感器和纳米合成模板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自组装，囊泡 

JI15 

高分子纳米体系的制备及检测与成像 

吴水珠,曾钫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对于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与成像在疾病诊断、病理分子及疗效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分子化合物具有结构

设计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易于实现水溶性和低毒性等优点，并易于经自组装形成二维或三维结构。我们利用非共价

键相互作用构建了基于高分子纳米体系，并考察了体系的荧光检测与成像功能；这些体系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低

细胞毒性，可在水相和/或生理液中实现对一些重要生物物质的检测；可实现对细胞内源性活性氧物种的检测，并可

对活体内因药物引致的氧化应激及器官损伤进行成像。(2)可通过生物正交反应或生物物质触发释放药物，探讨了其

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513 
 

关键词：高分子纳米粒子；荧光检测；成像 

 

JI16 

自折叠螺旋高分子 

董泽元 

吉林大学 130012 

螺旋结构是生命体系中最神秘的结构模型，其在生物高级组装体的形成及其行使生理功能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常见的天然螺旋结构包括蛋白质 α-螺旋以及 DNA 双螺旋等，它们是构筑生物高级结构的中心结构基元。

螺旋结构的功能体现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例如高级拓扑结构的进化、分子识别、催化、物质传输、复制、

信号传导等。因此，模拟螺旋结构不仅有助于认识螺旋结构的动态结构本质和潜在功能，而且有助于发展新型的仿

生功能材料。在本论文中，我们提出了自折叠螺旋高分子的概念，其设计策略是利用超分子作用驱动线性高分子链

自发折叠形成稳定螺旋结构。自折叠螺旋高分子具有中空的螺旋管状结构，不同于传统的螺旋高分子。同时，通过

单体多样性可以发展不同通道尺寸的螺旋管状高分子，因而提供了一类新型单链聚合物手性孔道高分子，它们在分

子识别、物质传输与分离、仿生催化等领域展示了独特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自折叠；芳香螺旋；孔道高分子；螺旋高分子；手性孔材料 

JO01 

分子诱导的嵌段共聚物可控手性组装 

路庆华,陆学民,李京民,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具有螺旋结构的手性材料在手性识别，手性发光，手性催化及负介电材料等领域具有广发的应用价值。利用超

分子组装来制备可控螺旋结构的手性材料是目前高分子研究的一个前言课题。目前这一研究多集中在溶液环境螺旋

结构的制备，而对薄膜和本体材料中手性螺旋结构的制备和性能研究还少有报道。本课题中我们利用小分子诱导嵌

段共聚物组装的方法，以外加手性小分子为手性源，和不同的嵌段共聚物进行组装，通过调节嵌段共聚物的分子量

和手性分子的含量，实现了从单螺旋到双螺旋的可控组装。这种组装得到的手性纳米结构其手性特性和手性分子相

对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制备了手性可控的多孔薄膜，并以此为模板，成功实现了纳米粒子的手性排列。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手性，螺旋 

JO02 

晶体中的力致多色转变 

马玉国,孟晓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100871 

晶体中的化学反应是一类绿色、高效的绿色合成方法，逐渐应用于指导化学键的形成，化学工作者利用该方法

实现了高转化率和高区域选择性的化学反应。我们课题组借助于金刚石对顶砧的原位测试系统，实现了螺吡喃及其

衍生物压力下晶体中的异构化反应，这一反应的发生主要源于压力下反应体积减小。通过调控位阻效应、电子效应、

取代位点来实现对开环反应压力阈值的调控。反应过程中晶体颜色变化明显，有望应用于力致变色材料制备中。进

一步引入基于超分子结构变化而产生荧光变色的力敏基团，形成两类力敏基团共价连接的二元体，基于不同力敏基

团响应阈值的差别，实现了单一分子的多模式响应和多色转变，进一步探究了分子结构、力的强度、力的作用方式

等多维度调控的力致变色过程。颜色的明显变化使得该类分子有望应用于压力检测、标定以及隐显墨水中。金刚石

对顶砧技术的应用为力致变色分子及其响应过程的量化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力化学；晶体中化学反应；螺吡喃；异构化反应 

JO03 

基于动态脲键的自修复和形状记忆可重塑热固性树脂 

张彦峰,杨曦,谭继东,雷恒鑫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高度交联热固型树脂材料由于其稳定共价键交联结构很难实现在加工再利用，而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要实现

固化后热固性树脂的重新加工成型，关键在于稳定共价键网络结构不能完成化学键重组，再交联成特定形状的热固

性树脂材料。与传统的不可逆共价键相比，具有较好的动态重组性可逆动态共价键，能够赋予交联聚合物材料很好

的可加工性、回收性和其他优异的性能。近期我们研究发现，基于大位阻仲胺与异氰酸酯形成的新型大位阻脲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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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了动态共价键的性质。通过改变氮原子上取代基位阻大小，实现了对该类脲键的平衡常数（Keq）和逆反应速

率（k-1）的调节（Keq 从 102 数量级到 107 数量级的大范围可调）。该反应具有无需催化剂、反应快速、100%原子

利用率无副产物、原料易得的特点。利用该类脲键的可逆性质，我们设计合成了新型具有自修复性质的聚脲-聚氨酯

弹性体和可加工、可循环使用且具有自修复和形状记忆功能的可重塑热固性树脂。 

关键词：可逆共价键；自修复；形状记忆；可重塑热固性树脂 

JO04 

具有自补偿特性的仿蚯蚓润滑聚合物涂层：自调制减阻和抗粘附 

赵怀霞,崔家喜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1 

蚯蚓能在不同硬度和湿度的泥土中自由穿梭，这得益于其特殊的皮肤纹理和快速分泌粘液的能力。通过结合呼

吸法和分泌聚合物材料，我们制备得到仿蚯蚓聚合物涂层。这些仿蚯蚓涂层在外界刺激作用力下，如机械压力，热，

化学刺激等，能快速地分泌液体。通过表面微结构的稳定作用，分泌出来的油液体能自发形成减少摩擦和粘附的润

滑层。通过对比试验，我们发现仿蚯蚓聚合物涂层的摩擦系数随着压力的增加自动降低。重复实验证实这种自减阻

是可持续的。此外，当仿蚯蚓聚合物涂层通过粘土时，表面不会留下粘土，说明良好的抗固体粘附作用。这些结果

说明，我们成功模拟了蚯蚓的固体自减阻和抗粘附特性。 

关键词：动态聚合物材料，仿生，减阻，抗粘附，分泌 

JO05 

高强度与可循环利用的自修复聚合物材料 

孙俊奇 

吉林大学 130012 

基于动态共价键或可逆弱相互作用的高机械强度的聚合物材料由于聚合物链段的运动受限而使得修复变得困

难。通过在聚合物链段和纳米填料之间引入可逆的作用力，实现了高强度聚合物复合膜的快速和高效修复。其修复

原理为：当材料受到损伤时，通过外界刺激使可逆作用打开，解除了纳米填料对聚合物的束缚，实现材料的损伤修

复。在修复完成后，通过另一种刺激使聚合物和纳米填料之间的可逆作用重新建立进而恢复材料高的强度。基于纳

米压痕技术，测得高强度自修复聚合物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可达 17.2 ± 1.9 GPa。同时，将苯硼酸封端的聚丙二醇交

联，获得了氮配位的硼氧六环作为动态共价键的三维网络结构聚合物，进一步与聚丙烯酸复合，制备了高强度的自

修复和可回收利用的聚合物复合材料。得益于氮配位的硼氧六环在室温下的高度可逆性，聚合物复合物材料可以在

室温下实现损伤的修复，而聚合物复合物的回收利用同样可以在室温下和低的外界压力下多次进行。 

关键词：自修复；循环利用聚合物；动态共价键；纳米填料；高分子复合材料 

JO06 

聚合反应驱动的微纳米褶皱：从动态的化学到动态的图案 

姜学松,侯鸿浩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具有环境刺激响应性敏感的微纳米图案在智能表面和器件等许多领域如可逆黏附和润湿性、智能传感器等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如何实现动态调控材料表面微纳米图案仍然十分困难。最近我们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利用

Diels-Alder 动态化学反应（D-A 反应）来制备可逆的褶皱微纳米图案化智能表面的新策略。将含有呋喃的聚合物和

双马来酰亚胺涂布在弹形体聚二甲基硅氧烷 PDMS，通过控制表层 D-A 反应的交联程度来实现对表面褶皱图案的可

逆调控。可逆的微纳米图案使得其表面具有动态可调的黏附性、润湿性和光学透明性，并且动态化学的本质也赋予

了褶皱图案具有可擦写和自修复的功能。这种利用动态化学构建动态可逆的褶皱图案的方法非常简单有效，易于设

计和调控，且具有自修复和多功能化等优点，为制备智能材料表面和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微纳米图案，褶皱，动态化学，智能表面 

JO07 

嵌段共聚物在化学图案上的引导组装 

季生象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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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段共聚物引导组装是潜在制备 5nm 或者更小尺寸节点（node）的技术之一。我们课题组致力于将引导组装整

合到目前半单体行业的光刻流程中。本报告将汇报我们课题组在大 chi 值嵌段共聚物引导组装、ABA 三嵌段共聚物

引导组装和均聚物分子刷这三个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一、通过 ABA 三嵌段共聚物的结构设计，实现了同一

个嵌段共聚物在四方、六方和线型化学图案上的同时引导组装，将有助于实现采用同一个聚合物通过表面重组来组

装出芯片设计所需的基本元素。二、遴选出一类基于聚酯的大 x 值嵌段共聚物，可以相分离生成<20nm 的尺寸，满

足半导体行业的制备 5nm 节点的需求，而且两个嵌段的表面自由能相差较小，可加热处理得到垂直于基材的相区排

列。三、设计合成均聚物分子刷，并通过结构调整实现表面自由能的精确调控，从而替代目前常用的无规共聚物分

子刷，有望减小密度倍增引导组装的缺陷。 

关键词：化学图案 引导组装 嵌段共聚物 分子刷 光刻法 

JO08 

自纠错机制实现精准宏观超分子组装 

成梦娇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宏观超分子组装，是微米及以上尺度的构筑基元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组装成有序结构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多级

多层次自组装构筑体相材料的方法，宏观超分子组装通过大尺度构筑基元的直接组装获得体相材料，有望加强构筑

基元对材料性能的直接影响。然而引入额外动力驱使宏观构筑基元发生运动与碰撞，导致了更多的动力学可能性，

因而最终的组装结构有序度较低，不利于实现材料的功能化。尽管引入长程力进行预组装或者进行各向异性修饰可

以一定程度提高有序度，自组装过程对出错的不敏感性依然导致组装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

基于动态组装／解组装的自纠错机制，即选择合适的能量介入，选择性地将缺陷结构解组装而同时不影响完美结构

的存在，随后进行再组装，通过解组装／再组装的多次迭代循环，可以实现平行、大规模、精准组装，从而为自组

装方法构筑有序结构和功能材料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宏观超分子组装；自纠错；精准组装；动态组装 

JO09 

有机修饰的多金属氧簇：一类新的金属基超/高分子构筑基元 

闫毅,颜静,黄慧雅,苗志良,张秋禹 

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金属基超分子/高分子（Metal-containing supramolecules and macromolecules）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类杂化分

子中，金属基元赋予了其丰富的功能特性，超分子/高分子的机械性能和自组装性质使得这类分子的加工和实际使用

成为可能。金属基构筑基元的选择对这类杂化分子的制备和性能至关重要。本报告中，我们选用了一类可有机修饰

的多金属氧簇为金属基构筑基元，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其超分子和高分子构筑、自组装行为和功能化。 

关键词：金属基高分子，有机修饰多金属氧簇，杂化超分子聚合物，正交自组装 

JO10 

可“呼吸”糖的高分子囊泡的设计及其“以糖治糖”的糖尿病治疗新策略 

萧雨芬 1,孙辉 1,杜建忠 1,2 

1.同济大学 

2.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需频繁注射胰岛素或长期服用降糖药，进行治疗，但可能会导致胰岛

素抵抗、低血糖、血糖失控等。因此，需突破传统血糖控制思路，研发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的新产品来治疗糖

尿病。正常情况下，肝脏会将多余的葡萄糖转化为肝糖原存储起来，并在需要时将肝糖原转化成葡萄糖，该过程由

胰岛素进行调控。受此启发，我们设计了一种可“呼吸”糖的高分子囊泡，它能在血糖浓度升高时自动“吸入”葡萄糖并

存储起来，而在血糖浓度降低时自动“呼出”葡萄糖，从而维持血糖稳定。动物实验表明，注射一次囊泡可维持两天血

糖平衡。而通常情况下 1 型糖尿病病人每天要多次注射胰岛素。该囊泡的血糖调控功能由囊泡上的糖聚合物和血液

中的葡萄糖同囊泡上的凝集素的动态置换实现，即“以糖治糖”。该囊泡与肝脏有类似的血糖调控功能，对糖尿病具有

长效血糖调控效果，且不依赖于胰岛素。该“以糖治糖”策略开辟了糖尿病治疗新思路。 

关键词：高分子囊泡，糖尿病，自组装，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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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11 

生物信号分子精准响应性聚合物体系及其自组装 

闫强,张建,许妙苗 

复旦大学 200433 

刺激响应性聚合物可以定义为一类智能聚合物体系。目前，基于传统物理或化学刺激源的响应聚合物体系已日

渐成熟；但这些常规刺激源的使用往往会引起两个重要的问题：细胞损伤或细胞毒性；低选择性、低特异性与低生

物有效分布。针对这两个关键科学问题，我们提出了“生物信号分子精准响应性聚合物”的概念，希望利用内源性的生

物信号分子作为刺激源，原位、特异性地实现聚合物体系的应答，解决上述困境。通过聚合物结构设计与剪裁，我

们成功构建了基于多取代苯的系列聚合物功能结构，可高灵敏地、选择性地应答生物细胞内的重要神经信号转导分

子，如硫化氢、多硫化氢、一氧化碳、过氧硝基等。这些聚合物自组装所形成的组装体系能够快速响应上述生物信

号，临界响应阈值突破公认的纳摩尔响应极限（~10-9 M），并可高效阻抗细胞内同源同型生物相似物的干扰。这类

聚合物为开辟生物信号分子响应性聚合物家族提供了思路，并在构建精准响应性高分子方向上迈进一步 

关键词：生物信号分子；精准响应；聚合物自组装；智能组装体；纳米医药 

JO12 

含簇高分子：独特的相行为与链运动 

李昊龙 

吉林大学 130012 

有机-无机杂化高分子是一类重要的高分子材料。通过在高分子链结构中引入不同尺寸和性质的杂化基元，能有

效提升高分子材料在力学以及光、电、磁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些杂化基元小至硅、硼等杂原子，大至上百纳米的无

机粒子，可从分子尺度过渡到纳米复合范畴。由于高分子具有典型的多层次结构，在其杂化过程中需考虑基元尺寸

及其超分子效应的影响。尤其自 de Gennes 等人提出超小粒子概念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尺寸小于 Edwards 管径的超

小粒子在高分子基体中的运动与组装行为，及其导致的高分子材料相结构与宏观性质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通过

非共价组装方法将 1 nm 的单分子金属氧簇引入到不同类型的高分子基体中，包括均聚物的缠结网络和嵌段共聚物的

特定相区，获得了一系列含簇高分子材料。我们发现了簇能够诱导嵌段共聚物相分离形成高导电和高模量的双连续

结构，并能够作为“固体溶剂”稀释高分子缠结网络，加速其链松弛及降低熔体黏度。 

关键词：含簇高分子；自组装；相分离；链运动 

JO13 

碳点光子晶体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京霞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多功能性光子晶体制备对于发展其特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传统光子晶体容易在不同溶剂浸润情况下颜

色变化从而限制其在高品质涂层应用的问题，本文通过将碳点和光子晶体结构相结合，制备得到新型碳点光子晶体。

所制备的材料显示了闭孔结构的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对一些特殊液体浸润不渗透的特点，即：浸润情况下光子晶体

带隙保持不变。这主要是由于闭孔结构和特殊碳点的特殊化学组成共同决定。所制备的光子晶体具有强的机械强度，

对于发展具有特殊性能的光子晶体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闭孔结构，碳点光子晶体，特殊浸润性 

JO14 

活性氧物种响应的含碲高分子 

许华平 

清华大学化学系 100084 

响应性高分子具有结构可设计性和功能可编程性等特点，在药物释放、基因转染、疾病诊断和智能器件等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将响应性高分子用于可控药物释放系统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仍面临很多问题，如人体内的很多生

物信号分子浓度都非常低，这对基于环境变化产生响应的高分子体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报道了含碲高分子聚

集体，其具有超灵敏的氧化响应性。将碲原子引入两亲性高分子，可以实现低浓度活性氧物种的智能响应。进一步，

含碲高分子可以实现低剂量伽马射线辐照的响应性，提高了现有伽马射线响应体系的灵敏度，将响应所需剂量降低

至医用放疗的剂量 2 Gy。 

关键词：响应性高分子；碲；可控药物释放；活性氧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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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15 

超声驱动红细胞类血红蛋白微马达 

贺强,高长永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80 

心、脑缺氧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快速输氧能够缓解心脑缺氧。但是，血管堵塞造成的血管腔狭窄、血流量降低

使得氧气运输载体--红细胞不能快速到达缺氧部位。本文利用蛋白质无机共沉淀法和细胞膜融合技术，在红细胞形状

的磁性血红蛋白微球表面融合红细胞细胞膜，制备了一种氧气快速输送载体即超声驱动红细胞类血红蛋白微马达，

并对红细胞类血红蛋白微马达进行了相关的表征及携载-释放氧气的应用研究。红细胞类血红蛋白微马达可在外源超

声波驱动下在血液中快速可控运动。而且，这种红细胞类血红蛋白微马达不但具有良好的氧气携载-释放能力还能抵

抗血清蛋白的污染以及免疫细胞的吞噬，在生物医学领域特别是治疗心、脑缺氧，药物运输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关键词：微纳米马达，可控组装，自驱动，氧气主动运输，生物大分子 

JO16 

DNA/多肽自组装模拟酶及其协同催化行为研究 

王振刚,刘清,丁宝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人工酶系统类酶活性部位的合理设计对于实现能匹敌天然酶的催化效率和理解酶的自然演化至关重要。本论文

报道了以血红素为辅基、以富 G 碱基 DNA 和富组氨酸 6 多肽为核心组分的催化复合物的设计与组装，实现对天然血

红素酶催化行为和活性部位的模拟。实验和模拟结果揭示了经过设计的 DNA 分子与多肽具有结构和化学上的互补

性，从而使得关键反应性基团在自组装活性部位形成特定的空间分布以及对血红素的有效活化。从而，DNA 和多肽

的自组装使得复合物表现出显著的协同催化效应。过氧化物在活性部位的转换效率 (turnover number)在数量级上接近

天然过氧化物酶，而催化效率(kcat/Km)接近天然的肌红蛋白。本论文工作对于具有层级结构活性部位的仿生酶精确

设计提供了研究思路，所呈现的超分子催化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原始细胞中具有催化活性的 RNA 向现代蛋白

质酶进化中的一种过渡态。 

 关键词：DNA；多肽；血红素；模拟酶；自组装 

JO17 

基于氧化石墨烯/共轭聚合物复合材料的蛋白检测和功能调控研究 

邢成芬,柴燃,袁宏博,范一冰 

河北工业大学理学院 300401 

将共轭聚合物和氧化石墨烯（GO） 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复合荧光探针将大大提高荧光探针与生物分子的相互作

用及信息表达。而且，在利用非共价方式构建复合荧光探针的过程中，GO 和共轭聚合物的结构不被破坏，其自身

的性质得以保留。我们提出将共轭聚合物/GO 复合荧光探针与钙调蛋白的特异性检测及功能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发

展了基于共轭聚合物的蛋白质检测体系。利用阳离子聚噻吩与钙调蛋白的静电和疏水相互作用构建自组装体系，通

过钙离子诱导的蛋白构象变化调控聚噻吩的构象变化，导致聚噻吩产生变色效应，发展了一种简单、定量、肉眼可

视的检测钙调蛋白的新检测体系。并且，可以通过钙离子调控蛋白与共轭聚合物的组装过程。在此基础上，最近，

通过钙离子诱导的钙调蛋白构象变化调控与 GO 的组装，进而利用不同的组装体在空间上控制与共轭聚合物的荧光

共振能量转移（FRET）效率进行蛋白检测，发展了简单、肉眼可视、信噪比高的钙调蛋白传感体系。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氧化石墨烯；蛋白检测 

JO18 

侧链含液晶聚合物的聚合物刷合成、自组装及性能研究 

范星河,平静,候平平,沈志豪 

北京大学化学院高分子系 100871 

随着能源危机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锂离子电池应用市场规模得到了迅猛扩张，但也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时有报道手机、汽车等爆炸等危险事故。由于在锂离子电池中使用的电解质是液体电解液，受热易膨胀，造成电解

液泄露，高温时电解液还可能燃烧。因此人们开始研究固态聚电解质（SPEs）。PEO/锂盐复合体系是一类 SPEs。本

报告基于甲壳型液晶聚合物体系，首次设计合成了含刚性聚合物侧链的两亲性嵌段共聚聚合物刷，通过掺杂锂盐诱

导聚合物刷微相分离，构建了锂离子的传输通道，系统研究了聚合物链超分子自组装的诱导效应和聚合物刷组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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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链超分子自组装所发生的构象转变的影响及对凝聚态结构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其结构、液晶相态、温度与

膜离子传导率之间关系，获得了耐温性高的 SPEs，有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中的 SPEs，解决目前市场上使用的锂离子

电池的安全隐患等问题，可大大提高电池的安全性。 

关键词：凝聚态结构调控；聚合物刷；固态聚电解质 

JO19 

基于非共价键协同效应的 π-共轭超分子聚合体系 

汪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自然界中的超分子组装体如淀粉样肽、烟草花叶病毒等，均被证明是采用成核-链增长的协同聚合机制，确保在

聚合过程中具有自纠错自检验的能力。通过仿生自组装的策略，构建具有成核-链增长机制的人工超分子聚合体系，

是实现其超分子聚合过程可控且结构规整的前提。实现该目标的有效策略之一，是需要在分子水平上精确操控非共

价键作用力，使其具有加合性和协同性。我们以铂炔基 π-共轭分子作为基本构筑基元，通过驱使氢键、π-π 堆积、范

德华作用力等非共价键产生高效加合，实现了具有协同机制的 π-共轭超分子聚合物的成功构建。通过圆二色光谱等

手段原位监控了超分子聚合过程，并通过合适的数学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定量获取了超分子聚合过程中的热

力学信息，阐明了构筑基元的分子参数对于超分子聚合物性质的影响规律。同时，通过在单体分子中引入荧光基元，

赋予超分子聚合体系优异的发光行为，可实现超分子聚合体系在光波导传输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协同效应；成核-链增长机制；非共价键；π-功能化 

JO20 

结晶驱动活性自组装制备复杂结构及功能材料 

李霄羽 1,金碧鑫 1,Ian Manners2 

1.北京理工大学;2.University of Bristol 

如何实现各种纳米结构的可控多级组装，将多种性能各异的纳米组装基元制备成宏观的材料，一直是科学界的

热点和难点之一。高分子作为多尺度结构的构筑基元和功能材料的优良载体，实现其可控、多级组装在材料和自组

装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借鉴了自然界中以各种超分子作用相结合的组装体系，成功地将此概念运用于高分子

可控多级自组装领域，提出了“超级胶束的非共价键合成” 概念，即利用多种超分子作用，结合“结晶驱动活性自组装”

方法，分步合成具有复杂结构的超级胶束。同时，我们将“结晶驱动活性自组装”方法扩展到其他结晶性嵌段聚合物（如

P3HT）中，严格控制胶束的形貌、尺寸，并对其导电性质进行了研究。在液晶性嵌段共聚物体系当中，其形成的液

晶相也可以大幅提高胶束核的有序性，从而对嵌段共聚物胶束形貌产生重大的影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类似高分子

结晶学中热致“自成核”的方法，得到长度可控、尺寸均一的柱状胶束。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胶束；结晶驱动活性自组装；多级组装；液晶性嵌段共聚物 

JO21 

超分子超支化聚合物囊泡的构筑及动态检测范围可调控的化学传感研究 

刘婷婷,王烁栋,李嫣然,田威 

西北工业大学 710072 

超分子化学传感器(SCS)是通过分子识别作用检测分析物，同时利用接收器将接收信号转化为光学信号并通过物

理或者化学方法表达，因此有望克服传统化学传感器在检测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但目前几乎所有 SCS 的检测范围

不能被改变，而同一目标分析物在不同样品中可能具有不同浓度，因此使 SCS 具有可调控的动态检测范围对其实际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设计合成了一种含有卟啉(PP)基元和 β-环糊精(β-CD)/偶氮苯(tAzo)主客体作用

的超分子超支化聚合物囊泡(SPV)。该 SPV 可实现对水溶液中 Zn2+的高选择、高灵敏度检测。更为重要的是，SPV

在紫外光辐射条件下，随着辐射时间的增加其检测限可从 8.67×10-9 降到 1.99×10-11。SPV 这种动态检测范围可调控的

传感机理推测是由于 PP/Zn2+的金属配位作用、β-CD/tAzo 和 β-CD/PP 双主客体作用等三重超分子作用之间的协同效

应所产生的。 

关键词：超分子超支化聚合物；超分子囊泡；金属配位作用；主客体作用；超分子化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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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22 

金属离子掺杂的有机凝胶体系自组装性能和荧光性能研究 

童晓茜,陈伊宁,陈思,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镧系金属具有特殊的电子层结构，在光、电、磁学等方面有独特的性质，可应用于生活、生产、科研等领域。

本文合成了一种含有三联吡啶基团的胆固醇类有机凝胶因子，并掺入 EuIII和 TbIII。三联吡啶基团与金属离子间的配

位作用提高了凝胶体系的自组装性能。同时，加入 EuIII 后形成的凝胶发红光，加入 TbIII 后形成的凝胶发绿光，通过

调控两种稀土元素的比例，制备了一系列具备不同发光特性的配位凝胶。当 EuIII:TbIII = 1.6:1(M)时，凝胶发近白光。

本文将金属离子掺杂入有机凝胶体系形成配位凝胶，将金属离子特有的性质引入凝胶体系，凝胶体系也为其提供形

状支撑。通过简单的加热冷却过程，即可形成固态发光材料，这为其大面积制造及形状设计提供可能，同时凝胶体

系可逆的溶胶-凝胶转变提高了发光材料的可加工性，这在柔性显示器等器件制造方面存在潜在应用。 

关键词：金属离子掺杂；凝胶；自组装；荧光 

JO23 

基于糖-蛋白质相互作用的蛋白质自组装 

杨光,酒井不二,陈国颂 

复旦大学 200433 

蛋白质自组装是以蛋白质为组装基元，在非共价相互作用的驱动下自发地形成具有一定规则结构聚集体的过程。

由于蛋白质自身具有精确的结构以及丰富的功能，且蛋白质组装体中在生命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

蛋白质自组装是推动自组装领域向多功能材料以及生命体系迈进的重要一步。目前文献中多数以蛋白质为基元构筑

具有规整、精确结构组装体的研究中，多采用了蛋白质表面上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为驱动力，而我们在研究中

提出利用凝集素蛋白质的天然糖结合位点，通过特殊设计的诱导配体小分子，从而利用糖-蛋白质相互作用和小分子

参与的 p-p 堆积，诱导蛋白质形成规则组装体，先后获得了 1 维纳米带、纳米纤维、2 维纳米片层和 3 维晶体组装体

等。蛋白质在其中规整排列，组装体结构高度可控，这为后续的功能化和深入的机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蛋白质自组装，糖-蛋白质相互作用，凝集素 

JO24 

基于嵌段共聚物组装体的仿生纳米通道 

高龙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大量化石燃料引起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开发清洁、可再生能源是长远之计。地球上覆盖着广袤的海洋，是一个

能量宝库。海水和淡水之间的盐差能是储量巨大，然而，高效离子交换膜的制备是制约盐差发电的瓶颈。受电鳗中

发电细胞的离子通道及能量转换功能的启发，我们设计了基于嵌段共聚物组装体的纳米通道，利用嵌段共聚物组装

体易于分子设计、大面积制备薄膜、结构稳定等优点，构建了多种杂化纳米通道，实现了通道的纳米结构以及通道

中的非共价相互作用的精确控制。在多尺度效应、界面效应的协同作用下，薄膜表现出高选择性、高传输速率的离

子传输，并实现了高功率密度的盐差发电，盐差电池的实用化迈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组装体；纳米通道 

JO25 

基于铂(II)配合物的平面-线型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 

卜伟锋 

兰州大学 730000 

我们合成了一类末端带有发光平面四边形铂(II)配合物的聚苯乙烯，并且把它们定义为平面−线两嵌段共聚物。

它们在氯仿/甲醇混合溶剂中自组装形成以聚苯乙烯为核，以铂(II)配合物为壳的球形胶束；在甲苯/甲醇混合溶剂体系

中形成自支撑双层薄膜结构。在后一体系中，随着甲醇含量的增加，聚苯乙烯嵌段的溶剂质量被弱化，进而片层纳

米结构转变为球形胶束。在这些聚集体的形成和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平面铂(II)嵌段之间的 Pt···Pt 和 π-π 堆积相互作

用，使平面铂(II)的发光明显增强。这一工作发展了一种设计合成带有发光铂(II)配合物的平面−线两嵌段共聚物的新

方法。其中首次将平面铂(II)配合物作为一个独立的嵌段，有望应用于多层次纳米结构的传感和光电功能。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铂(II)配合物；胶束；发光；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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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26 

螺烯超分子自组装体系初探 

沈程硕,干富伟,邱惠斌 

上海科技大学 201210 

螺烯是一类特殊的手性分子，其没有传统的碳四面体手性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螺旋共轭面，这个螺旋共轭

面极大的增强了螺烯的手征性光学性质。目前，对于螺烯小分子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基于螺烯的高分子体系或超分

子体系却只有少量报道。相比于小分子分散状态，聚集态下的螺烯，随着手性堆叠，手征性光学性质有很大变化，

例如其旋光度、圆偏振发光都有极大的增强。如何设计一个有序、定向的自组装体系，研究其手征性光学性质与自

组装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螺烯类化合物的研究前沿与挑战。在此，我们初步探索了两亲性螺烯衍生物的手性超

分子自组装过程，及所得自组装材料的手征性光学性质。我们通过“点击化学”和季铵化反应合成了一类两亲性螺烯分

子。此类分子在高浓度的水溶液中会自组装形成凝胶，该超分子凝胶在多次加热和冷却过程中展现出良好的可逆性，

同时，其手征性光学性质在凝胶－溶胶转变过程中发生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螺烯；手性；自组装；凝胶 

JO27 

柔性骨架结构超分子组装方法及其分离膜功能 

岳亮,张国华,吴立新 

吉林大学 130012 

功能高分子在发展孔结构材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制备方便、孔大小可控和易成膜等，但不利因素是难以

获得均一孔状纳米结构。与此相比，金属有机骨架和共价有机骨架化合物展现了分子层次孔结构组装方法，但是以

结晶和固体形式存在的特性使其在应用上受到限制。因此，发展将两者的优势集成到一起同时又能克服不利因素的

超分子聚合物不仅具有组装方法学意义，也具有广泛应用潜力。为建立柔性骨架结构的超分子组装方法，我们以纳

米尺度金属氧簇为节点、以其表面电荷为配位数，通过控制阳离子有机组分大小和空间取向限制，成功构筑了均一

孔结构的大面积、二维和三维超分子聚合物。所获得的材料不仅结构稳定，孔大小可调，还可以在大范围内加工成

膜。有趣的是，得到的孔结构还可以用于进行纳米粒子和蛋白等的纳米尺度精确分离。这一方法展现了可扩展性和

更大的应用潜力，改变有机和无机单元组分比可以获得三维骨架结构，而改变膜厚度则可用于更多精确分离领域。 

关键词：大阴离子簇；超分子复合体；离子相互作用；柔性骨架结构；纳米尺度分离 

JO28 

新型吸附分离材料的设计与构筑 

李帮经 1,汪露 1,张晟 2,骆玲 2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吸附分离技术是指将流动相(气体或液体)与具有较大表面积的多孔固体颗粒相接触,流动相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分

选择地吸附或持留于颗粒微孔内,从而达到分离目的的方法；吸附分离技术是一种低能耗的固相萃取技术，可以被广

泛应用于化工、环保、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但是传统的吸附分离材料的选择性较差，并且一部分材料还需要庞大

的设备作为支持，所以，构筑新型的吸附分离材料并且寻找一种简单、快速以及具有特异选择性的分离方式是吸附

分离材料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基于环糊精主客体化学理论中的超分子识别作用，设计构筑了一系列新型的、

具有高度选择性、并具备智能响应性的吸附材料，并分别应用于手性药物中间体的分离、甲醛气体的高效吸附和 PM2.5

的高效过滤中。 

关键词：吸附分离；环糊精；主客体识别； 

JO29 

嵌段树状聚合物刷自组装制备紫外-可见-近红外一维光子晶体 

任丽霞,张同周,乔亚平,袁晓燕 

天津大学 300072 

光子晶体在分子激光、检测器、高性能光纤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利用嵌段聚合物自组装制备一维光子晶

体（1D PhCs）具有操作便捷、成本低、结构简单等优点。但是，随着嵌段聚合物分子量的升高，其链段缠结加剧，

聚合物组装难度增大，利用聚合物自组装制备长波长 1D PhCs 具有极大的挑战。本研究利用树状单体顺序开环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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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制备一系列嵌段聚合物。该聚合物通过薄膜自组装制备反射波长从紫外（320 nm）到近红外（1250 nm）全波段

的 1D PhCs。其反射波长随嵌段聚合物聚合度的增大而增大。小角 X 射线散射和扫描电镜研究表明，组装形的层间

距随着聚合度的增加从 60 nm 增加到 520 nm 不等。由此可见，树状单体的引入增大组装相的尺寸，从而得到较高反

射率的近红外 1D PhCs。由于红外光在医学成像、检测、治疗、通讯等方面的广泛应用，近红外 1D PhCs 的制备意

义重大。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树状聚合物；一维光子晶体；自组装；近红外 

JO30 

直接可视化实验研究具有 Pn3m 对称的钻石双连续立方相的三维结构 

王维 1,刘洪开 1,任丽君 1,吴 涵 1,C. Kübel1,2 

1.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2.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76021 Karlsruhe， Germany 

了解两亲性分子的自组装结构是开发新型软材料以及拓展其应用的先决条件。已经发现三个双连续立方相结构。

它们出现在圆柱相和层状相之间，具有空间群对称性分别为 Ia3d, Pn3m 和 Im3m。这些复杂的结构可应用在药物输送、

诊断和许多其他领域。在本工作中，报告利用哑铃形两亲分子通过自组装过程构筑连续 Pn3m 立方相结构的结果。这

个哑铃型两亲分子由一条有机短链共价地连接多金属氧酸盐簇（POM）和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簇（POSS）而成，

称为 POM-OT-POSS。在丙酮和正癸烷混合溶剂中，POM-OT-POSS 自组装成纳米颗粒。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显示纳

米粒子是截断的八面体，即具有八个六边形面和六个正方形面。在六边形面上观察到按六角形密堆积的孔和在正方

形面上观察到按正方形密堆积孔。同时使用三维低剂量高角环形暗场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进行这种结构的三维

可视化表征，断层扫描三维重建显示 Pn3m 立方相的三维结构。 

关键词：双连续相结构; 两亲性分子; TEM 

JO31 

圆偏振光辐照诱导卟啉衍生物组装形成螺旋纳米结构 

邹纲,胡金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通过非共价相互作用构筑具有光学活性的超分子组装体，在模拟生物大分子、对映体选择化学传感、手性催化、

液晶和手性光学器件等领域有重要潜在应用，已成为目前生物超分子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中我们

首次将圆偏振光辐照技术应用到非手性卟啉的组装过程中：在不加入手性掺杂剂或引入定向搅拌等手性刺激的情况

下，仅仅通过圆偏振紫外光辐照诱导非手性卟啉衍生物在氯仿溶液中可控组装，形成特定螺旋结构的纳米组装体，

其螺旋方向与外加圆偏振光螺旋方向一致。我们系统研究了圆偏振光光强、辐照时间、溶剂等因素对螺旋纳米组装

体结构形成的影响。通过外界刺激（温度、酸碱及圆偏振光照）我们可以控制和可逆调控纳米组装体螺旋结构。在

卟啉环周围修饰可聚合的二乙炔基团，通过二乙炔基团的聚合可“锁住”卟啉纳米组装体螺旋结构。这一发现将增进人

们对超分子手性机理的理解，并能为手性超分子功能材料的可控构筑奠定基础。 

关键词：圆偏振紫外光；卟啉衍生物；质子化；超分子组装；螺旋纳米结构 

JO32 

不同孔结构二维介孔聚苯胺/MoS2 纳米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麦亦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二硫化钼（MoS2）纳米片层材料因具有独特的光电催化和能量储存特性而备受关注。但是，MoS2 纳米片易团聚

或分解，导致其性能显著降低。这一缺点可以通过在 MoS2 纳米片表面修饰导电物质来解决。介孔导电高分子如聚苯

胺成本低廉，电化学性能优异，成为改性 MoS2 纳米片的最佳选择之一。鉴于此，我们以聚苯乙烯-聚环氧乙烯嵌段

聚合物（PS-b-PEO）作为孔结构模板在 MoS2 纳米片上构筑了具有球形孔道结构的聚苯胺介孔层。这种“三明治”结构

能有效的保护 MoS2，避免其分解或团聚；同时，介孔结构赋予了材料更高的比表面积，更短的离子传输距离以及更

多的反应活性位点，显著提高其超级电容器电极性能。此外，利用 P123 三嵌段共聚物做为孔结构模板，我们还在

MoS2 表面构筑具有条形孔道结构的介孔聚苯胺。上述两种不同孔结构的二维介孔聚苯胺/ MoS2 纳米复合物为我们提

供了研究不同孔结构对其超级电容器电极性能影响的契机。 

关键词：二维材料，导电高分子，二硫化钼，孔结构，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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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33 

以 π-π 相互作用驱动的可控荧光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研究 

何凤 

南方科技科技大学 518055 

近年来，嵌段共聚物作为自组装构筑单元利用结晶驱动、静电作用和交联作用等驱动力可以可控生长出一维或

二维的纳微米自组装形貌而成为研究热点。我们将具有强共轭效应的荧光嵌段聚对苯撑乙烯与聚（2-乙烯基吡啶）醇

溶性辅助嵌段相连，构筑具有较强荧光发射和自组装特性的 rod-coil 型双嵌段共聚物 PPV-P2VP，以期利用 PPV 嵌

段间的 π-π 相互作用驱动自组装生长。利用溶解、降温、陈化的过程达到自组装的目的，构筑了规则有序的纳微米尺

寸的荧光超分子结构。通过改变嵌段共聚物中 PPV 嵌段的烷基侧链实现了对所形成自组装形貌的一维（带状）与二

维（方块）的转变，通过改变共聚物中 PPV 与 P2VP 的嵌段长度比实现了对形成自组装形貌的尺度控制。低嵌段比

的自组装形貌具有显著的浓度依赖性，随着嵌段比值的增大，浓度依赖性消失。对所形成纳微米结构的形貌表征以

及动力学研究表明了分子间的共轭相互作用力在自组装生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嵌段共聚物；π-π 相互作用；超分子自组装；二维形貌；可控自组装 

JO34 

多维度聚合物杂化材料的微流控组装及其性能调控 

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本文以功能聚合物、纳米量子点以及亚微米单分散聚苯乙烯、二氧化硅胶体粒子为构筑单元，借助微流体过程

控制技术，从构筑单元之间的相互间物理、化学作用入手，通过结构设计、表面修饰与复合互连，实现无机有机聚

合物杂化材料的多维度构筑。在理论上，通过结构设计或表面改性增强无机有机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解决有机无

机相界面分离问题；在技术上，提出了三相微流控技术、微流体纺丝技术等新技术实现新型多维度无机有机聚合物

杂化材料的组装及形态调控；在应用上，实现了光子晶体、量子点聚合物杂化功能材料在 LED 光电器件、传感器、

柔性显示、微反应器和多维编码等领域的新应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微流控组装过程中其调控机理及构效关系，

为发展新型智能响应光电聚合物杂化材料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关键词：微流控技术; 聚合物杂化材料; 多维度; 量子点; 光子晶体 

JO35 

分子拓扑结构诱导的两亲性杂化高分子自组装研究 

岳衎 1,黄明俊 2,何金林 3,张文彬 4,程正迪 1,2 

1.华南理工大学;2.The University of Akron;3.苏州大学;4.北京大学 

两亲性高分子的自组装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获得纳米尺度上高度有序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对传统

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研究揭示了多种有序结构的存在，而其形成过程受到嵌段共聚物的分子参数的控制，

如嵌段体积、作用力参数等。我们通过高效的连续点击化学反应和模块化的分子设计，发展了一类基于官能化多面

体齐聚倍半硅氧烷（POSS）的新型两亲性杂化高分子，实现了对其化学组成和分子拓扑结构的精确控制，并研究了

此类嵌段共聚物类似体的自组装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系统调节此类两亲性杂化高分子的分子拓扑结构，可以

获得多种不存在于传统两嵌段共聚物相图中的非常规球状相结构，如两种 Frank-Kasper 球状相以及一种具有十二重

旋转对称轴的准晶球状相。这些结果揭示了两亲性杂化高分子中的一种分子拓扑结构诱导非常规球状相形成的机理，

丰富了人们对高分子自组装行为的认识。 

关键词：点击化学；高分子自组装；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非常规球状相；准晶球状相 

JO36 

层层组装技术在制备电磁屏蔽织物方面的探索 

马莹,兰春桃,路波 

东华大学 201620 

现代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引起的电磁辐射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发展“薄、轻、宽、强”的高效

电磁屏蔽膜材料是解决电磁辐射污染的有效方法。进而，如何设计膜结构、构筑导电通道、调控载流子迁移成为实

现膜材料的高效电磁屏蔽的关键。我们利用层层组装技术，在织物表面制备导电纳米复合膜用于高效对抗电磁辐射，

并通过调控膜组成和结构实现对织物整体电磁屏蔽性能的优化。这部分工作证实了微观结构优化对电磁屏蔽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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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并探索了层层组装技术在制备电磁屏蔽方面的应用和改进，拓展了一种简单、普适的高性能电磁屏蔽膜材

料的制备方法。 

关键词：电磁屏蔽；层层组装；导电纳米复合膜 

JO37 

金（I）-硫醇配位聚合物层状组装体的结构调控及动态响应行为 

李敏杰,郝雅娇,于琳,代楚盈 

吉林大学 130012 

金（I）-硫醇配位聚合物是一价金阳离子与硫醇中的硫负离子按照 1:1 的摩尔比配位而成的一类特殊的线性配位

聚合物，在抗风湿药物、金纳米粒子（团簇）合成、发光材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由于体系中含有多种

类型、多种强度梯度的复杂的弱相互作用，例如，无机骨架原子间的配位作用、亲金相互作用，以及有机配体间的

氢键、静电、范德华相互作用等，因此，金（I）-硫醇配位聚合物是构筑具有多级结构的人工超分子自组装体的一类

理想体系。在本工作中，我们探索了在水溶液中控制合成金（I）-硫醇配位聚合物层状组装体的方法，调控其内部精

细结构的方法，研究了组装体对外界刺激的动态响应行为，研究揭示了组装体内多种弱作用相互制约的机制，配体

的空间匹配性对组装体结构的影响，以及组装体刺激-响应方式与组装体结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金（I）-硫醇配位聚合物；层状组装体；结构调控；动态响应 

JO38 

高性能聚丙烯酸水凝胶体系 

王磊,张锐,姚远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以聚苯乙烯-聚丙烯酸球形聚合物刷（PAA@PS）、聚乙二醇-聚亮氨酸丙烯酰胺（PEG-PLAAMBA）嵌段聚合物

等大分子作为交联点，分别与聚丙烯酸（PAA）形成水凝胶。所得的一系列水凝胶可以拉伸至自身长度的 90 倍以上，

并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加入的不同大分子交联点赋予了水凝胶体系不同的特性：PAA@ PS/PAA 水凝胶具有缺口不

敏感性，高吸水性；PEG-PLAAMBA /PAA 水凝胶具有快速自修复性和强吸水性；研究表明，水凝胶的力学性能与

其微观结构密切相关，PAA 含量较低时，可形成连续的大孔网络，对应高断裂伸长率和平衡溶胀率；PAA 含量较高

时，孔径减小并逐渐封闭，提升压缩强度。水凝胶的自修复能力和缺口不敏感性得益于凝胶体系中的氢键网络，在

体系中增加邻二酚结构，自修复速度变快。 

关键词：水凝胶；聚丙烯酸；高性能；自修复； 

JO39 

高排列密度、超高长径比两亲性 P4VP-b-PMA(Az)柱状薄膜的合成和自组装 

陈爱华,屈婷 

Beihang university 100191 

垂直柱状微相分离的吡啶基嵌段聚合物薄膜因吡啶环上氮原子的强络合能力而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最常

用的吡啶基 BCP 薄膜有 PS-b-P4VP, PtBA-b-P4VP 等。然而，这些薄膜由于分子结构等原因很难形成高排列密度、高

长径比的柱状微相分离结构，限制了其应用。本研究采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的方法成功合成了一种含有聚 4-乙烯

基吡啶和聚甲基丙烯酸酯侧链含偶氮苯类介晶的两亲性液晶嵌段聚合物 P4VP-b-PMA(Az)。经溶剂退火后，该材料自

组装形成了 P4VP 聚电解质为分散相柱状微区、连续相中偶氮液晶层垂直于柱状微区的纵横多级有序结构。液晶刚性

基团的引入不仅促进了 BCP 在低分子量下发生微相分离，形成高排列密度（1011 个/cm2）P4VP 柱状薄膜，而且大幅

提高了有序排列柱状体的长径比（~150）。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薄膜的光致异构行为。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自组装；ATRP；高排列密度；超高长径比 

JO40 

手性偶氮苯掺杂剂的取代基长度对胆甾相液晶行为的影响 

赵东旭,廖永贵,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胆甾相液晶（CLCs）具有独特的螺旋结构，在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光调控具有远程、

实时、非接触等优点，光响应 CLCs 的研究备受推崇。本文以偶氮苯为光响应基团，联萘为手性中心，合成了 4 种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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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数目不同的光响应手性掺杂剂，UV-Vis、CD 结果表明此类掺杂剂具有较好的光致异构及手性的可逆性变化，结

合计算化学可知：随着烷氧基数目的增加，联萘的二面角逐渐增大，导致在紫外照射下，其异构化速率 k 逐渐增大。

掺杂剂可诱导向列相液晶 P0616A 形成 CLCs，体系的螺旋扭曲力（β）随着取代基长度的增加而减小。在紫外照射下，

体系 β 的半衰期与 UV-Vis 中的 k 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关键词：光响应；胆甾相液晶；螺旋扭曲力 

JO41 

聚电解质组装制备功能性软物质材料 

王俊有 1,Martien A. Cohen Stuard1,Jasper van der Gucht2,Aldrik H. Velders2 

1.华东理工大学；2.Wageningen University 

聚电解质是一类侧链带有大量可离子化官能团的功能性聚合物。不同于两亲性聚合物组装，聚电解质的组装在

纯水相中基于电荷作用完成，其组装过程和结构受电荷比例、 pH、离子强度等多种因素控制，展现出了一种简单、

有效地制备多响应性软物质结构和材料的新方法。本文中，我们探究了功能性聚电解质的合成和组装，具体包括：

金属配位聚合物，树状大分子，电解质-中性嵌段共聚物，多肽以及共轭聚电解质。基于不同聚电解质之间的相互作

用，组装制备了含铁离子和镧系金属的聚电解质胶束，研究了其形成过程、稳定性、核磁和荧光性质，以及作为 MRI

造影剂和荧光探针的应用。利用嵌段聚电解质和共轭聚合物发展了一种新型的机械传感器；基于多肽和配位聚电解

质组装揭示了一种病毒形成的新模式，制备了棒状仿病毒结构。功能性聚电解质的合成和组装研究，不仅拓展了高

分子的组装体系，同时，在发展和制备新型软物质结构和材料方面，也展现出了独特的潜力和优势。 

关键词：功能性聚电解质，组装，软物质，功能材料 

JO42 

超分子荧光聚合物的有序组装及其响应性研究 

陈小芳,朱亚兰,郑梅青 

苏州大学 215123 

刺激响应高分子材料在特定的外界刺激源作用下，由于体系内微观分子变化产生材料宏观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变，

表现出“智能”行为，在材料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我们设计了一类树枝状的 α-氰基二苯乙

烯类衍生物（CNBP），并分别得到了其纯净的 Z 异构体（Z-CNBP）和 E 异构体（E-CNBP）。这两个异构体可分别

与聚 4-乙烯基吡啶（P4VP）进行氢键复合，得到具有相同化学结构，不同分子构象的超分子聚合物 P4VP(Z-CNBP)x

和 P4VP(E-CNBP)x。分子构象的不同对最后的聚集态结构具有显著影响。P4VP(Z-CNBP)x可形成六方柱状相结构，

P4VP(E-CNBP)x只能形成层状相结构，且当 x>0.7 时，小分子易析出。P4VP(Z-CNBP)x聚合物薄膜在光照和加热条件

下，膜内 CNBP 可发生 Z-E 异构化反应，同时引起聚合物薄膜的发光颜色、相结构以及双折射等性质的变化。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氰基二苯乙烯；E/Z 异构化；六方柱状相 

JO43 

智能响应聚合物微观结构的构筑 

林权,赵月,杨旭东,姜英男,王传洗,陈阳,马骋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智能响应聚合物微观结构在药物释放、生物标记、荧光探针、传感器和仿生人工肌肉等方面具有非常广阔的应

用前景。我们首先制备荧光性 d-TPE/PAAc 分子刷薄膜器件，实现聚合物微观器件对 TNT 的超灵敏检测；其次我们

利用乳液聚合方式制备水凝胶聚合物微球，通过离心沉积方式快速制备三维密堆积结构的光子晶体阵列，表现出明

显的水响应特性；我们还制备了具有温敏性的 Eu-doped PS-co-PNIPAM/PNIPAM 核壳水凝胶纳米微球，得到荧光强

度和尺寸同时具有温度响应性的智能微观体系。本论文设计制备了具有多种功能协同响应性质的聚合物微观结构，

获得了高灵敏度、高选择性纳米传感器件。 

关键词：智能响应；聚合物微观体系；荧光；检测；水凝胶 

JO44 

短肽自组装水凝胶的设计、调控与生物应用 

白硕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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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超分子通过自组装行为形成的高度有序的纳米结构在生命体中普遍存在，如蛋白质、DNA 和细胞膜结构的

构建。这些结构的形成和转变决定了生命体各组份的功能和多种疾病的产生。而自组装的过程取决于分子间相互作

用力的协同作用。如何实现超分子自组装行为的“精准”调控将有助于生物材料功能化的实现和重大疾病病理的深入理

解，是本领域发展的关键。以生物内源分子肽为例，我们通过在分子层次上对氨基酸序列和功能性基团进行设计，

增强分子间的识别组装，进而深入研究其在在不同环境下以及受限空间内的自组装行为和分子间相互作用，关联分

子结构、自组装纳米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实现组装体形状、结构、和功能的调控，构建了一系列多尺度分子组装

功能体系，赋予材料多种刺激响应性，在设计和开发新型智能纳米材料和器件、生物应用如三维细胞培养和组织工

程等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短肽；自组装；水凝胶；纳米结构；生物应用 

JO45 

多肽自组装的结构调控及其抗菌性能的研究 

余志林 

1.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 

2.南开大学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肽分子自组装构筑超分子结构是模拟生物体系结构与功能，开发新型生物材料及软物质材料的有效手段。基

于非共价作用，多肽分子所形成的超分子体系兼具结构动态性、刺激响应性、环境适应性与自修复性能，也是生物

功能多样化的良好平台。在多肽自组装过程中，多肽分子的氨基酸序列与结构特征对所构筑超分子体系的结构特征

与生物功能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论文首先介绍通过合理设计多肽分子的结构与构型构筑新型超分子组装体的方

法学，包括采用同步共价-超分子聚合合成共价-非共价杂化高分子以及双氨基酸片段共组装合成纳米尺度不对称纳米

带状化合物的策略。进而讨论通过在多肽分子氨基酸序列骨架上引入带低电荷密度芳香环结构，在阴离子-p 作用的

促进下增强其与脂肪分子结合能力。基于多肽-脂肪分子强结合能力，采取计算模拟与实验相结合的手段研究多肽分

子高效选择性杀菌行为，展示了多肽分子在开发新型高效抗菌多肽药物方面的良好应用前景。 

关键词：超分子聚合物；多肽自组装；杂化高分子；不对称纳米结构；抗菌药物 

JO46 

含卟啉高分子的合成、组装及其在光动力学治疗中的应用 

薛煜东,姜大伟,张伟安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随着高分子自组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更趋向于构建功能性自组装体的方向发展，使得该类组装体在生物医

药、微电子和能源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近年来，我们研究小组将功能性卟啉分子修饰成可以作为聚合反应

所用的引发剂、单体、RAFT 链转移剂以及“点击化学”试剂等，构建一系列含卟啉特定结构的高分子；研究不同规

整结构含卟啉两亲性高分子的自组装行为，通过调节影响自组装行为的因素，获得了多种新颖的自组装聚集体。我

们还重点研究了含卟啉高分子自组装体在光动力学治疗中的应用，通过聚合物分子结构设计、自组装体的形成，提

高了卟啉自组装体光敏剂的光物理性质如单线态氧产率等，进而加强了其光动力治疗的效果。 

关键词：自组装；卟啉；活性聚合；光动力学治疗（PDT） 

JO47 

力和光双重响应荧光变色分子的合成与性能 

马志勇 1,纪亚建 2,贾欣茹 2 

1.北京化工大学；2.北京大学 

近年来，力响应荧光变色材料在光存储、力检测器、保密防伪等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因而引起研究者们极大

的兴趣。我们前期研究发现罗丹明 B 内酰胺是一个很好的力响应色团，但是光致开环性质不明显。如何实现力和光

双重响应荧光颜色的变化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本文报告了以不同二胺为间隔基连接蒽和罗丹明 B 的西弗碱

化合物 1 和 2 在力和光作用下荧光变色行为。化合物 1 初始固体荧光发射在 438nm（460nm 肩峰）。研磨，变为绿

色荧光（467nm）。继续研磨，观察到红色荧光（586nm）。化合物 1 力响应三色变化是由蒽不同排列方式和罗丹明

B 内酰胺开环反应所致。化合物 2 初始固体在力作用下只有两种荧光颜色转变。但是，2 具有光致变色行为，365nm

激光照射，585nm 处红色荧光逐渐增强，变色机理主要是光引发罗丹明 B 内酰胺开环反应。以肼为连接基的化合物

2 在光照之后的物种更加稳定因而表现出更好的光响应行为。 

关键词：力诱导变色，光致开环，蒽，罗丹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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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01 

基于框架诱导自组装的二维组装体构建 

周超，张懿旸，董原辰，吴芬，王殿铭，辛玲，刘冬生*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育部有机光电子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中国，100084 

在水溶液中，二维两亲分子组装体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有趣的话题，因为它通常是热力学不利的。大部分的双

亲分子的二维装配发生在固/液、液/气、液/液界面。溶液中制备独立的二维两亲组装体通常需要特别设计的基元并

且缺乏对尺寸与形貌的控制。在这里，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在水相中制备二维的两亲组装体的方法。通过框架诱导自

组装策略和利用 DNA 折纸为框架，我们可以制备给定尺寸和形状的单分散纳米片层，例如矩形和三角形等。通过调

节锚定核酸链的分布，我们可以精确地控制组件的大小和形状，从而使得相应的二维组装体也可以得到不同的尺寸

和形貌。基于这种方法，同质和异质纳米片均可以被成功制备。我们证明这是一个普适方法来指导不同的双亲形成

同质/异质的二维组装体。相比传统的基于界面的两亲性自组装体，我们通过一些在柔软的 DNA 折纸上离散的 DNA 杂

交链支持这种组装体，这将在保持其流动性和抗渗性。此外，纳米片和 DNA 折纸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调整 DNA 长度

而改变，这将提供额外的空间并可能进行进一步功能化。 

关键词：二维；自组装；DNA 纳米技术   

JP002 

双亲性含双硫键侧基无规共聚物的合成、表征及其自组装 

朱继红,曾碧榕*,吴悦广,许一婷,袁丛辉,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摘要：金纳米粒子/聚合物杂化体具有稳定性好、生物相容性高和毒性小等优点受到关注。本文以硫辛酸与甲基

丙烯酸羟乙酯为原料通过酯化反应合成出含有双硫键的不饱和单体 MALA，进一步采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

（RAFT）合成了侧基含有双硫键的双亲性三元无规共聚物 P(MAPEG-co-MALA-co-MAHA)，通过核磁共振波谱、凝

胶渗透色谱对其化学结构及分子量分布进行了表征，通过扫描和透射电镜观察其自组装形貌。在紫外光反应器中，

该双亲性聚合物中的双硫杂环发生开环，并与金纳米粒子相互作用，自组装形成了 Au/P(MAPEG-co-MALA-co-MAHA)

杂化体。透射电镜表征显示，经双亲性聚合物修饰后的纳米 Au 表面有一层比较薄的聚合物层。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表征结果也证实，杂化纳米粒子在 260nm 和 530nm 处均有出峰，证明了双亲性无规共聚物和金纳米粒子形成了杂化

组装体。 

关键词：双硫键；共聚物；金纳米粒子；双亲性；自组装 

JP003 

螺吡喃修饰的趋光性超支化微球 

吴筱然,秦洪,李伟,刘和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螺吡喃是一种具有可逆光响应性的小分子化合物，在通常情况下螺吡喃是以闭环的无色状态存在的，紫外光辐

照会诱导其形成不稳定的有色开环形式，黑暗放置后又能可逆的恢复到闭环形式。本文将超支化聚酯 H40 与丁二酸

酐聚合生成中间体 H40-COOH，再通过酯化反应将中间体与螺吡喃反应合成一种具有光响应性质的树枝状球型超支

化分子 H40-SP。我们发现合成的超支化分子在 DMSO/H2O（5/1 v/v）中会自组装形成具有趋光性的微球，并研究了

在紫外光照下自组装微球的运动。 

关键词：螺吡喃；超支化分子；趋光性  

JP004 

响应性框架诱导自组装囊泡及其功能 

王硕，张懿旸，刘冬生* 

清华大学 100084 

响应性囊泡一直是组装领域以及药物释放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设计并合成出可以在氧化还原刺激下实现切离

的双亲分子，然后将其互补配对到 DNA 修饰的金颗粒上，利用框架诱导自组装的策略得到尺寸均一、形貌可控并且

可以实现可控解组装的囊泡体系。加入氧化还原刺激后，框架上的双亲分子被切离，从而导致囊泡结构的解散，我

们利用动态光散射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了囊泡解散的过程；为了探究这种响应性囊泡的功能，我们在其中负载了

亲水的荧光小分子作为模型分子，发现在刺激下包裹在里面的小分子能够可控地释放出来，从而表明该种囊泡具有

可控释放的功能。我们相信响应性框架诱导自组装囊泡可以为可控解组装和可控释放体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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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囊泡；氧化还原；响应性；可控释放 

JP005 

一种新型红光双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及自组装行为研究 

郭星，韩亮，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根据具有自组装特性的嵌段共聚物设计思路，本课题以 P2VP、齐聚噻吩和苯并噻二唑为原料设计了一种分子量

可控，分子量分布较窄的新型双亲性双嵌段共聚物，并探究了该嵌段共聚物的光学性质，特别是其光谱所表现出来

的红光特性， 同时使用结晶驱动自组装方法对其自组装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该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后可得到形貌较好

的球形胶束。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结晶驱动自组装；合成；双亲性；红光 

JP006 

DNA 超分子水凝胶疫苗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邵昱，孙占一，王一杰，张伯斗，刘冬生*，李艳梅* 

清华大学 100084 

肿瘤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型肿瘤治疗方式，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其中，肿瘤的化学疫

苗和免疫刺激剂结合的免疫疗法具有结构确定、组分均一以及成本低的优点，已被广泛研究。因此，我们采用自组

装的策略构筑化学疫苗和免疫刺激剂复合的 DNA 超分子水凝胶疫苗体系。实验结果表明，疫苗和刺激剂均一的分布

在 DNA 超分子水凝胶网络中，两者能协同地提高机体的免疫反应；该体系能有效的招募和活化吞噬细胞，并产生因

子刺激免疫细胞产生强烈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平；通过瘤旁注射 DNA 超分子水凝胶疫苗，能有效抑制肿瘤的生

长和延长小鼠的成活率。与此同时，随着 DNA 高通量合成和纳米器件的发展，我们相信 DNA 超分子水凝胶疫苗体

系可以为增强化学疫苗的免疫反应和抗肿瘤效果提供研究平台。 

关键词：DNA；超分子水凝胶；疫苗；免疫治疗；协同作用 

JP007 

基于主体增强电荷转移相互作用的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自组装 

左勇,陈熙,熊玉兵*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近年来，基于包结络合的主体增强电荷转移相互作用已成为构筑超分子自组装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该项研究

中，我们首先通过选择性溶剂中的一步交联聚合制备了萘环功能化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并以其为构筑单元，探究

了在主体分子(CB[8])增强的电荷转移相互作用驱动下，功能聚合物纳米凝胶与紫精之间的自组装与解组装过程。采

用 1H NMR、UV-vis、FT-IR、DSC、DLS、SEM 等方法对纳米凝胶的结构、形貌和性能进行表征和测定，结果表明

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可通过电荷转移相互作用形成亚微米尺度的聚集体，加入竞争客体分子后，该聚集体可发生解

组装，利用模型化合物对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与紫精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表征，成功实现了以纳米凝胶为构筑单

元的超分子自组装，为超分子自组装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纳米凝胶；主客体相互作用；自组装；CB[8] 

JP008 

高分子混合薄膜在溶剂中独特的去润湿行为 

徐林* 

贵州师范学院 550018 

高分子薄膜材料已经在光电材料、生物纳米材料、纳米影像术及传感器等新领域中有着广泛地应用。高分子薄

膜的聚集态结构和表面形貌是影响其应用的重要因素。高分子薄膜去润湿过程能提供一个简单、有效且条件温和的

制备高分子有序阵列的方法。由于较大的高分子或溶剂表面张力，传统的热诱导和溶剂蒸气诱导高分子薄膜去润湿

的特征波长最小只能达到微米尺度，很难进一步降低。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高分子混合薄膜在溶剂中去润湿行为。

与传统去润湿相比，该去润湿方法能大大地降低不稳定特征长度。该组装方法在纳米/微米图案构造技术和高分子图

案化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然而，对于高分子薄膜在混合溶液中的去润湿行为的理解还很有限。该研究表明

高分子薄膜在混合溶液中的去润湿能大大降低不稳定特征长度，从而扩展该方法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高分子薄膜;去润湿;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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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09 

维甲酸-紫杉醇键合物形成的超分子纳米前药 

孙婷婷,谢志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紫杉醇(PTX)是一种有效的化疗药物，但是较差的水溶性使其临床应用面临着挑战。为了改善其水溶性，研究者

们报道了许多纳米载体，但其药物担载量通常较低。因此，我们需要制备新型的药物制剂，来同时提高 PTX 的水溶

性和担载量。全反式维甲酸(RA)是一种无毒的维生素 A 的代谢产物。我们通过缩合反应制备了 PTX 前药(RA-PTX)，

其 PTX 含量高达 75%。我们利用 RA-PTX 分子间的超分子作用，通过纳米沉淀的方法制备了 RA-PTX 纳米粒(RA-PTX 

NPs)，从而提高了 PTX 的水溶性。透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动态光散射结果表明 RA-PTX NPs 呈球形，并且在水和生

理环境中都表现出良好的结构稳定性。细胞实验结果显示，RA-PTX NPs 能够被癌细胞有效的摄取，并表现出强有力

的细胞毒性。由此可以证明，通过超分子组装的方法制备 PTX 的纳米前药在提高其水溶性和担载量方面具有潜在的

应用价值。 

关键词：超分子；自组装；全反式维甲酸；紫杉醇；化疗 

JP010 

含结晶性嵌段的两嵌段聚合物/均聚物的一维及二维溶液自组装 

范斌,郭晓帅,徐君庭* 

浙江大学 310027 

在本文中我们详细研究了聚乙烯-聚丙烯酸叔丁酯（PE100-b-PtBA48,下标代表聚合度）嵌段共聚物与聚乙烯

（PE52）均聚物在溶液中的协同自组装行为。我们发现在选择性溶剂 N,N-二甲基甲酰胺中，PE100-b-PtBA48 能在一

维方向上自组装形成柱状胶束，而 PE100-b-PtBA48 与 PE52 会在二维方向上自组装共同形成稳定的椭圆形杂化单晶，

原子力显微镜测试表明这种单晶是一种中凹的表面结构，根据单晶的厚度与聚合物的轮廓线长度的关系，可以得出

这种单晶是上下由 PtBA 包覆稳定中间为双层聚乙烯的“汉堡包”结构，且 PE52 更趋向于富集在单晶的中凹部分。此

外，通过增加 PE100-b-PtBA48 的加入比例，PE100-b-PtBA48 两嵌段聚合物会继续在片状杂化单晶的边缘外延结晶（一

维自组装）形成柱状胶束，最终形成类似于“草履虫”形貌的单晶-胶束复合结构。 

关键词：聚合物单晶；聚乙烯；多级复合结构；结晶驱动自组装 

JP011 

两亲性分子 3POSS-POM 的合成与自组装研究 

余姝君,于成彬,王维* 

南开大学 300071 

多金属氧簇（POM）和笼型倍半硅氧烷（POSS）是极其重要的两类分子纳米粒子，具有精确的化学结构和刚性

的三维结构。多金属氧簇是一类由前过渡金属通过氧桥配位相连而成的阴离子簇合物，笼型倍半硅氧烷的硅氧骨架

构建出独特的三维笼型结构。我们将 POM 和 POSS 连接在一起合成了两亲性分子 3POSS-POM，通过核磁共振、基

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红外光谱等表征手段证明了分子的合成。3POSS-POM 在 THF/H2O 的混合溶剂

中组装成六棱柱紧密排列的 POM 柱状相，在 DMK/H2O 混合溶剂中则形成整体上近似于平行四边形的纳米片。我们

推测在 DMK/H2O 混合溶剂中，分子呈“头-头”交错排列的层状结构。由此说明形状、环境等因素都影响该两亲性分

子的自组装行为以及形成的纳米结构。 

关键词：两亲性分子；自组装；TEM 

JP012 

含有聚对苯撑乙烯撑类链段共聚物的“活性”结晶驱动自组装 

冯纯*,陶大燎,黄晓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我们分别将不同链长的 PNIPAM 和 PDEAEMA 链引入到 OPV 中，设计合成了 OPV5-b-PNIPAM49 和

OPV5-b-PDEAEMA60。我们利用 seeding-growth 和 self-seeding 这两种不同的 “结晶驱动自组装 ”策略调控

OPV5-b-PNIPAM49 的自组装行为，实现了以 OPV 为核，PNIPAM 为壳的棒状胶束在长度和组成上的调控(如 scheme 

1 所示)。通过调控退火温度，利用 self-seeding 策略我们得到了从几十纳米到 870 纳米的长度分布均一的棒状胶束。

另外，具有“活性”自组装特性的“自晶种”(seeding-growth)策略不仅能由于制备长度可控，结构规整的棒状胶束，当我

们往 OPV5-b-PDAEMA60 的种子胶束溶液中加入 OPV5-b-PNIPAM49 的 THF 溶液，还可以实现以 OPV 为核的纤维

状 A-B-A 型三嵌段胶束的制备(如 scheme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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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晶驱动自组装；共聚物；纳米纤维 

JP013 

聚合物在纳米孔道中的组装及其对离子电流的影响 

高洋 1,江雷 1*,田野 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生物膜中的纳米孔道可调节细胞内外的离子输运，在细胞的物质交换、信号传递、能量转换等生物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模拟生物体中的纳米孔道，仿生纳米孔道实现了对离子电流的整流或响应性的门控。仿生纳米孔道通常

是在孔道表面负载电荷（即表面电荷），本工作将带负电的聚合物组装到纳米孔道中，使负电荷充满整个孔道（即空

间电荷）。 与具有表面电荷的柱形纳米孔道相比，具有空间电荷的柱形纳米孔道的离子电流增加了 2-10 倍。通过模

拟计算，空间电荷能大大的增加孔道内反离子的浓度，从而使离子电流增大。另外,改变无规聚合物中带电荷链节的

含量，可以改变纳米孔道中空间电荷的密度。相应的 I-V 数据显示, 离子电流随孔道中空间电荷密度的增加而线性增

加。最后,纳米孔道对高浓度的盐溶液的离子整流能力较低，而填充聚合物的子弹头型纳米孔道对高浓度盐溶液的整

流增强。这可能是由于聚合物在纳米孔道中受限组装，形成了具有细小管道的网络结构。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孔道；离子电流；pH 响应；耐盐性 

JP014 

超分子配位聚合物中量子点的构筑与转移 

张佳佳,崔放*,徐林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80 

近年来，由于在超分子配位聚合物中制备纳米粒子的方法具有操作简单、结构和组成高度可调及成本低等特点，

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本文研究展示了一种在超分子配位聚合物中构筑和转移量子点的新方法，采用带有双功

能末端基的甲基丙烯酸根阴离子(MAA-)作为配位聚合物的配体，与 Zn2+在去溶剂化作用下进行配位自组装得到

Zn(MAA)2 配位聚合物纳米线。在适当的溶剂作用下，采用水热法在 Zn(MAA)2 纳米线上原位制备 ZnO 量子点，得

到 ZnO@Zn(MAA)2 超分子纳米复合材料，实现量子点的构筑。改变溶剂用量，进一步通过水热法将 ZnO@Zn(MAA)2

纳米线解开，制得尺寸为 2 nm 左右的 ZnO 量子点。由于制备的具有荧光特性的 ZnO 量子点具有超小尺寸和分散性

好等特点，我们将其与甲基丙烯酸甲酯进行复合再聚合得到 ZnO@PMMA 荧光高分子材料，实现量子点的转移。 

关键词：超分子配位聚合物；纳米线；量子点；荧光特性 

JP015 

光敏感正交超分子体系 

王东升*,郑永豪* 

电子科技大学 610064 

偶氮苯（Azo）是一种具有光致异构化的分子。在紫外光的照射下，Azo 会从反式状态转变为顺式状态；而在蓝

绿光的照射下，Azo 会从顺式状态转变为反式状态。由于疏水作用，反式 Azo 分子能进入到环糊精分子（CD）的疏

水孔中并形成超分子复合体；而顺式 Azo 则会从 CD 分子之中脱出，并引起所得超分子复合体的分解。在此工作中，

我们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对可见光响应的偶氮苯分子（ipAzo）。与传统的 Azo 不同，ipAzo 在绿红光的照射下显示出从

反式到顺式的异构化，而在紫外光或蓝光的照射下显示出从顺式到反式的异构化。另外，与 Azo/CD 超分子体系不同，

顺式 ipAzo 能够与 γ-CD 形成较强的复合体，而反式 ipAzo 则不能。通过 DFT 计算我们发现 Azo 和 ipAzo 分别与 CD

的超分子机制是不一样的。通过将紫外光响应的 Azo/α-CD 体系与可见光响应的 ipAzo/γ-CD 体系相结合，我们提出

了光敏感正交超分子体系。 

关键词：超分子；主客体；光敏感；偶氮苯；环糊精 

JP016 

熵/焓协同指导功能性无机纳米粒子在嵌段共聚物受限组装体中的可控排列分布 

闫南,何云,张艳,朱雨田*,姜伟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功能性无机纳米粒子与嵌段共聚物共组装得到的有机/无机杂化材料同时结合了两种组分的优势，在众多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杂化材料的整体性能不仅取决于各组分的性质，还依赖于纳米粒子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

布与排列。因此，我们系统研究了影响无机纳米粒子在嵌段共聚物组装体中分布的物理因素，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

调控，进而实现无机纳米粒子在组装体中分布与排列的可控与可调。结果表明，无机纳米粒子的分布主要取决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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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子引入到聚合物基体所引起的高分子链构象熵损失以及纳米粒子与聚合物基体之间的焓相互作用，其最终的分

布和排列是熵/焓协同作用的共同结果。实验表明，熵排斥作用会驱使纳米粒子分布到聚合物组装体表面从而降低聚

合物链的构象熵损失；而焓相互作用能够使其分布在较亲和相区或者两相界面处。因此，通过熵/焓作用的调节，能

够实现无机纳米粒子分布和排列的精确调控，对制备有机/无机多级杂化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无机纳米粒子；共组装；熵/焓协同作用；杂化材料 

JP017 

细胞表面生物大分子杂化界面的构筑 

苏东悦,刘小曼*,黄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01 

利用微生物体作为模板，在其表面进行的仿生修饰及功能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传统方法主要利用无机/

高分子等材料通过表面矿化或层层自组装的方法实现对微生物体的保护。但考虑到其较为苛刻的降解条件及与外界

营养物质的完全隔离，相比之下，反应条件温和、对生物体自身影响较小的生物大分子在生物体表面进行修饰而形

成的半封闭保护层成为更大的挑战。本论文拟用氨基化的蛋白质和羧基化的葡聚糖为主要涂层材料，结合聚合物团

聚体技术，在酵母菌表面构筑一层双组分结构的保护层。该保护层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不但能够维持生物体自

身活性，并且在外界环境不利时对于生物体具有一定的防御保护作用。因此，这种生物涂层材料与生物体的结合，

在未来生物界面功能化领域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关键词：微生物体；表面修饰；团聚体；保护层；仿生材料 

JP018 

蛋白质胶囊模拟细胞融合行为及调控的研究 

文苹,黄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01 

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元，对其进行行为功能等模拟构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水

凝胶的动态键的自治愈性能等实现了对蛋白质胶囊融合行为的调控，以此来进行对细胞融合过程的模拟，进一步加

深对细胞行为的认识和研究。影响融合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希夫碱共价键之间的动态交换，因此利用葡萄糖氧化酶能

够特异性的将葡萄糖转化为葡萄糖酸的反应来加速融合速率；利用在蛋白质胶囊表面引入肉桂醛形成的保护层减少

希夫碱动态键之间的接触来阻碍融合的进行。总之，本研究不仅借助原细胞模型蛋白质胶囊的融合实现了对细胞融

合行为的模拟，而且通过改变影响希夫碱动态键交换的条件来对融合速率进行调控。这将为胶体间的接触作用和软

物质的行为可控领域提供了研究方向和深度的拓展，此外也丰富了原细胞模型的功能。 

关键词：细胞融合；融合调控；希夫碱；蛋白质胶囊；水凝胶 

JP019 

限域流动自组装聚合物胶体粒子 

刘睿*,何月珍,刘敏敏 

同济大学 201804 

限域流动自组装是一种快速一步自组织制备聚合物纳米材料的新技术。瞬时纳米沉淀（Flash nanoprecipitation，

简称 FNP）是一种典型的限域流动自组装方法。 FNP 依靠组分自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自动实现组装成特定功能的聚

合物纳米材料。在典型的 FNP 过程中，首先将疏水的聚合物分子溶解于可与水互溶的有机溶剂（如四氢呋喃等）中

制备成前驱体；将前驱体溶液与抗溶剂（一般为水）一起快速的注射到混合容器时，产生的快速涡流导致瞬间纳米

沉淀过程中的出现，从而是聚合物自发地组生成纳米尺寸的粒子。这里我们利用 FNP 技术一步法制备多种聚合物纳

米复合材料，主要包括金属-聚合物纳米粒子、聚合物 Janus 粒子和金属-聚合物 Janus 复合材料。通过改变自组装参

数，可以简单有效的调节纳米材料的大小、复合物组成及配比、表面化学结构。这些复合材料在催化、环境处理方

面体现巨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限域流动；聚合物；自组装；纳米沉淀；粒子 

JP020 

多种刺激可逆地导入和擦除缺陷的聚合微凝胶胶体晶体 

唐卓,贾思宇,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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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学元件中，能够对外界刺激产生响应的人工缺陷光子晶体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这里，我们设计了一

种能够在多种外界刺激下可逆地导入和擦除缺陷的胶体晶体的新方法。首先，我们用尺寸相同的丙烯酰氯化的

C[PNIPAM]-S[P(NIPAM-HEMA)]核壳微凝胶和 P(NIPAM-AAc)微凝胶组装成胶体晶体。然后将组装好的胶体晶体暴

露于紫外灯下照射引发微凝胶表面双键聚合，从而得到掺杂的聚合微凝胶胶体晶体(PMCC)膜。在一定条件下，两种

微凝胶的光学性质一样，PMCC 的光子禁带上不呈现缺陷状态。然而，当改变 pH 值或温度时能可逆地导入或擦除胶

体晶体的缺陷状态。此外，在用 2-氨基苯硼酸(2-APBA)和 EDC 对 PMCC 膜进行改性之后，葡萄糖可以被用来作为

一种新的外部刺激来可逆地导入和擦除胶体晶体的缺陷状态。 

关键词：胶体晶体；缺陷；pH；温度；葡萄糖 

JP021 

5 nm 以下的导向自组装光刻材料的设计合成和表征 

李雪苗,李杰,邓海* 

复旦大学 200433 

随着摩尔定律的不断推进，193 nm 光刻多重图案技术已达到其分辨率的极限。科研工作者以及工业界不断找寻

着 10 nm 以下，甚至 5 nm 的全新光刻手段以达到摩尔定律的延续。目前国际上公认的 10 nm 以下的光刻手段主要

有两种，一种为 EUV 极紫外光刻，而另一种为 DSA 导向自组装，由于 EUV 曝光机价格过于高昂并且产能很低，因

此其距离实际应用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基于对传统 DSA 光刻材料的设计和改性，突破了传统材料 PS-PMMA28 nm 的分辨率极限。通过精确控制

聚合物材料中的组分比例及聚合度，我们得到了不同组装形貌的 DSA 光刻材料，其六角柱状和层状结构可以通过

SAXS,TEM 和 SEM 进行表征。并最终得到了最小层状结构的 half-pitch 约为 3.7 nm，柱状约为 3.3 nm。在模板中对

DSA 光刻材料进行导向自组装，可以得到规律的线条结构，随后进行选择性刻蚀便可以得到 10 nm 以下，甚至 5 nm

以下的光刻图案。 

关键词：光刻材料；导向自组装；5 nm 以下；嵌段共聚物 

JP022 

葡萄糖响应性人工缺陷胶体晶体 

贾思宇,唐卓,关英,张拥军*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 300071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功缺陷胶体晶体的新型葡萄糖传感器。首先向 PNIPAM 微凝胶中掺入粒径相

同的 P(NIPAM-AAc)微凝胶，通过自组装得到胶体晶体，并利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基质稳定其有序结构，当用 3-氨

基苯硼酸修饰 P(NIPAM-AAc)微凝胶后，胶体晶体的禁带出现缺陷态。通过加入葡萄糖，P(NIPAM-3-AAPBA)微凝胶

亲水性提高并溶胀至更大的尺寸，当 P(NIPAM-3-AAPBA)微凝胶与 P(NIPAM-AAc)微凝胶的粒径相接近时，缺陷便

会消失。反之，随着葡萄糖浓度的降低，P(NIPAM-3-AAPBA)微凝胶再次收缩，并引起缺陷。此外，P(NIPAM-3-AAPBA)

微凝胶的尺寸同样会随着温度和 pH 的变化发生改变，因此缺陷状态的导入和擦除也受温度和 pH 影响。于是，我们

利用人工缺陷胶体晶体制备了一种传感器，其同时具有葡萄糖，温度和 pH 敏感性。 

关键词：胶体晶体；人工缺陷；葡萄糖；pH；温度 

JP023 

环糊精超分子气凝胶的结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王锦*,张学同*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215123 

气凝胶是一类由溶胶-凝胶化学转变和超临界干燥制备而来的纳米多孔材料，具有比表面积大、密度低、孔隙率

高、孔容大等结构特征和低热传导、低声传导、低介电常数、高透明度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隔热保温、催化、能

源存储、油水分离、药物载体等领域。然而，气凝胶的制备通常经溶胶凝胶转变过程，其微观结构及性能可控性较

差，本文利用超分子有序组装的特征，采用环糊精为主体分子，制备结构可控、性能可调的超分子气凝胶。结果表

明，以环糊精聚轮烷为骨架结构的气凝胶具有可调的结晶结构及片层装骨架，而以环糊精为骨架结构的气凝胶则可

获得同时具有分子空腔、微孔、介孔和宏孔的气凝胶。这类气凝胶的制备简单、结构可控、力学强度优异，最高可

达 160 MPa，比表面积高达 200 m2/g，在隔热保温、相变储能、以及有机染料吸附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巨大应用价值。 

关键词：气凝胶；环糊精；超分子；相变储能；染料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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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24 

静电交联诱导的嵌段共聚物双连续结构及功能 

崔婷婷,张丽颖,柴圣超,王刚,于秀琴,李昊龙* 

吉林大学 130012 

具有双连续结构的聚合物材料在过滤分离、聚合物电解质等方面应用广泛。嵌段共聚物能够自组装形成多种相

结构，常被作为构筑双连续结构的前驱体。但是，嵌段共聚物的双连续相区窗口很窄，仅占相图的 3%。在本工作中，

我们发展了一种简易的、通过静电交联作用来诱导嵌段共聚物形成双连续相的新方法。我们选用直径为 1 nm 且含有

4 个质子的硅钨酸（SiW）作为离子交联剂，诱导聚苯乙烯-b-聚-2-乙烯基吡啶（PS-b-P2VP）从初始的层状相转变为

稳定的双连续相。SiW 通过与多个吡啶基团的静电交联作用，扰乱 P2VP 相区的有序性，促使双连续结构形成。此外，

SiW 作为刚性的高质子导体，不仅使双连续结构的 SiW/PS-b-P2VP 复合材料的室温电导率达到约 0.1 mS cm-1，而且

使其杨氏模量提高至 7.4 GPa，相比于纯 PS-b-P2VP 分别提高了 2 个数量级和 1.8 倍。该方法为制备双连续结构的聚

合物功能材料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双连续结构；嵌段共聚物；静电交联；自组装；相分离 

JP025 

钴/多酚自组装表面的蛋白定向固载及其性能研究 

韩璐璐*,刘起,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3 

本研究首次利用植物多酚单宁酸分子（Tannic acid，TA）作为离子螯合剂实现了组氨酸标签蛋白的定向固载。

由于 TA 与蛋白质之间的氢键能够引发非特异性黏附，因此在单宁酸表面上组装两亲性聚合物聚磺基甜菜碱

（PSBMA）抑制杂蛋白质的非特异性吸附，同时保持组氨酸标签蛋白的活性。在此基础上，在 TA 膜上螯合的 CoII

离子，由于 CoIII 的与组氨酸标签相互作用更加稳定性，CoII 氧化成 CoIII 后固定化蛋白稳定性显著提高。运用此种

方法固定化几丁质酶，酶的负载能力（1730 ng/cm2）显着高于商业化常用的次氮基三乙酸（NTA）修饰表面的负载

能力。此外，固定化酶可以保持较高的催化活性，与游离酶相比，展现出更好的热稳定性和储存稳定性。因此这种

低成本和绿色环保的蛋白质定向固定策略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生物材料、生物催化、传感器等等。 

关键词：关键词：多酚；钴；His 标签蛋白；定向固载 

JP026 

环状聚苯乙烯的合成及其水滴模板法组装行为研究 

吴柏衡,万灵书* 

浙江大学 310027 

聚合物的拓扑结构在水滴模板法制备有序多孔膜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不同聚合物稳定水滴的机理目前

还存有争议，通常认为星形聚合物等具有较高链段密度的聚合物可以在水滴/聚合物溶液界面发生沉淀，从而起到稳

定水滴的作用；而对于有极性端基的两亲性分子，则表现出显著降低界面张力的效应，能量上有利于水滴的稳定。

对于稳定水滴的动力学过程和热力学状态鲜有合二为一的报道。环状聚合物不具有端基，且具有较高的链段密度，

是一类理想的研究水滴模板法机理的聚合物拓扑结构。本文借助点击化学和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用线形聚苯乙烯

作为前驱体合成了环状聚苯乙烯，系统比较了环状和线形拓扑结构对水滴模板法成膜的影响。研究显示，链段密度

和极性端基对聚合物稳定水滴均有贡献。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对稳定水滴机理的理解，并为成膜分子设计提供了新

的思路。 

关键词：环状聚苯乙烯 水滴模板法 点击化学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JP027 

乳液受限条件下纳米粒子诱导嵌段共聚物组装形貌转变研究 

张艳 1,2,闫南 2,朱雨田 2*,胡跃鑫 1 

1.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将无机纳米粒子引入到乳液液滴内与嵌段共聚物受限共组装，不仅可以调控各组分配比，还能调节油/水界面性

质，打破嵌段共聚物原有组装结构，可制备得到新颖的杂化纳米结构。本工作主要研究了三维乳液受限条件下金纳

米粒子与嵌段共聚物聚苯乙烯-b-聚（2-乙烯基吡啶）的共组装行为，通过调节受限共组装体系中金纳米粒子添加量，

可以准确调控嵌段共聚物与油/水界面之间的界面作用，从而诱导嵌段共聚物组装结构从蚕蛹状到花蕾状，再到洋葱

状的形貌转变。除了金纳米粒子含量，我们还发现金纳米粒子的尺寸、表面化学性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杂化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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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子的形貌结构，而金纳米粒子的尺寸、表面化学性质则分别与嵌段共聚物大分子链的熵效应和金纳米粒子与嵌

段共聚物之间的焓效应有关。为了进一步揭示金纳米粒子的空间分布，我们使用乙醇将得到的部分蚕蛹状杂化粒子

解组装，结果表明熵效应对金纳米粒子的空间分布有极重要影响。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无机纳米粒子；共组装；乳液液滴；杂化纳米结构 

JP028 

基于氨基酸和 AIE 分子的手性聚合物自组装与光学性质研究 

刘秋明 1,2,3,李冰石 1*,唐本忠 2,3* 

1.深圳大学；2.华南理工大学；3.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聚集诱导发光（AIE）现象的发现及研究为有机/聚合物发光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尤其是手性分子的引

入赋予了 AIE 分子特殊的光学性质。本文首次通过铜催化的点击化学反应制备了一系列以氨基酸和四苯乙烯分子为

骨架的手性 AIE 聚合物。该聚三唑类化合物在纯 THF 中几乎不发光，但随着不良溶剂水的加入而发生聚集且荧光强

度逐渐增强，表现出显著的 AIE 特性。通过调节混合溶剂中水的比例，该聚合物可自组装形成如胶束、囊泡、串珠、

纤维等具有不同形貌的纳米结构。利用荧光显微镜、TEM、SEM 和 AFM 等表征手段，分别从不同尺度系统分析了

组装体的形貌结构，阐明了该类聚合物由球连接成串珠直至融合形成纤维的自组装过程。该类 AIE 聚合物具有良好

的热力学稳定性、光穿透能力和成膜能力。其荧光量子产率约为 25%，折光指数约为 1.8363−1.6638，且具有良好的

感光图案化性能，在光电材料或生物医学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聚集诱导发光；手性；氨基酸；自组装；光学性质 

JP029 

外部静电场作用下聚合物囊泡在溶液中的可控释放行为 

吴明 1,2,姜伟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采用外部静电场对双亲性嵌段共聚物聚苯乙烯-b-聚丙烯酸（PS144-b-PAA22）在二氧六环和水的混合溶剂中自组

装形成的聚合物囊泡结构进行了调控，发现初始的大尺寸聚合物囊泡在非接触的外部静电场作用下能首先发生形变，

接着缓慢破裂，最终完全拆分为一些更小尺寸的囊泡。并且，一个越高的外部静电场强度将会导致一个越小的聚合

物囊泡尺寸。更重要的是，这个由非接触的外部静电场诱导的聚合物囊泡的分裂现象能被非常好地用来控制囊泡在

溶液中的释放行为。实验结果显示，通过简单地控制外部静电场强度和静电场作用时间而不用改变系统其它的内在

因素，包裹在聚合物囊泡空腔内部的有机染料尼罗红（NR）分子能被精确地逐渐释放到囊泡所处的外部溶液中。这

个发现不仅丰富了外场作用下聚合物结构转变的知识，而且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并且高度方便的方法来控制聚合物

囊泡在溶液中的释放行为。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囊泡；静电场；可控释放 

JP030 

用于水中有机污染物检测的结晶荧光聚合物纳米“粘板” 

鄢慈航,梁国栋* 

中山大学 510275 

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检测对保证水资源的安全卫生至关重要，传统的检测方法如气质联用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存

在设备笨重昂贵、操作复杂耗时等缺陷，本文中我们制备了一种能灵敏检测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结晶荧光聚合物纳米

“粘板”，其厚度约为 6.3 nm，由单层的聚合物片晶组成，其表面覆盖一层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荧光生色基团。

这些荧光生色团通过亲油性相互作用和 π–π 相互作用吸附水中 VOCs，被吸附 VOCs 在纳米“粘板”表面富集，使其荧

光猝灭，检测在数秒钟即可完成，检出限低至 7 μgL-1，灵敏度和响应速度远高于文献报导的荧光材料，这种纳米“粘

板”为水污染物的快速灵敏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关键词：荧光聚合物; 纳米材料；聚集诱导发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检测 

JP031 

仿生荧光聚合物纳米片层在快速灵敏检测水中有机污染物方面的应用 

任凤,梁国栋* 

中山大学 510275 

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全球被污染水比例超过 30%，水污染物检测对保障水资源的安全卫生至关重要。目前 VOCs

检测的主要方法是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存在耗时长、设备庞大昂贵、操作复杂等不足，开发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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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捷、高效的 VOCs 检测方法是迫切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模仿犬鼻结构，我们构建了一种荧光聚合物

纳米材料，通过捕捉-响应的机制来快速灵敏的检测 VOCs。四苯基乙烯（TPE）修饰的环糊精（TPE-CDs）通过自组

装，形成一种类似“三明治”的纳米层结构，中间层是 TPE 疏水层，外围是亲水的环糊精层，外围环糊精层的疏水空

腔通过疏水作用捕捉和收集 VOCs，接着将它们传输至中间的 TPE 层，并使 TPE 层的荧光猝灭。制备的荧光聚合物

纳米片层可快速灵敏地检测水中的二甲苯，检出限低至 5 μg/L，该荧光聚合物纳米片层由于简单的合成步骤，高的

灵敏度等优点为快速灵敏检测水中的 VOCs 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纳米片层；有机污染物；聚集诱导发光；智能荧光响应 

JP032 

基于层层组装的管状微纳米马达 

林显坤*,贺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80 

作为典型的活性胶体，人造微纳米马达能够将不同形式的能量转化为动能，进而在流体中进行自驱动运动，其

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法相结合策略的发展为微纳米马达的构筑提供了

新途径，可赋予马达以良好的刺激响应特性、多功能性以及实现宏量制备的可能性。 

    继通过层层组装成功构筑阴阳型微胶囊马达后，我们近年来在层层组装管状微纳米马达（又称纳米火箭）

的可控构筑、运动控制以及生物医学应用等方面也开展了系列研究。通过将铂纳米粒子修饰在层层组装聚电解质多

层纳米管的内表面，构筑了气泡驱动的纳米火箭。通过在层层组装纳米管外表面集成金纳米壳层，实现了气泡驱动

纳米火箭运动开关状态的远程控制。以蛋白质和聚氨基酸为框架材料，改善了层层组装纳米火箭的生物相容性和可

降解性。通过在纳米火箭内部集成金纳米壳层，实现了近红外光驱动的高速运动。这些纳米火箭在药物递送和光热

治疗等领域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活性胶体；微纳米马达；层层组装；纳米管；聚电解质 

JP033 

在乙醇/水混合溶剂中通过 RAFT 分散聚合一锅制备出二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 

谈梦婷,石艳*,付志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调控的分散聚合在一锅中已经原位制备出多种形貌的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

本文选用聚丙烯酸（PAA）作为大分子 RAFT 试剂，在乙醇/水混合溶剂中进行苯乙烯（St）的分散聚合，制备出多

种形貌的聚丙烯酸-b-聚苯乙烯（PAA-b-PSt）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研究了影响 PAA-b-PSt 二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形

貌的因素，如单体转化率、St/AA 摩尔比例。在制备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过程中，随着聚合反应进行，PSt 链段长度

逐渐增加，聚集体的形貌按照球形、棒状、囊泡和多孔纳米球的顺序逐步变化，并且聚合过程也表现出活性特征，

13h 后 St 转化率达 93%以上。利用透射电镜（TEM）、凝胶渗透色谱（GPC）和核磁（1H NMR）分析手段对实验结

果进行表征。实验证明通过聚合诱导自组装（PISA）方法，一种有趣的 PAA-b-PSt 嵌段共聚物粒子形貌被成功制备

出来，在一些领域可能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RAFT 分散聚合；乙醇/水；聚合诱导自组装；聚丙烯酸-b-聚苯乙烯 

JP034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构筑及其在化学传感中的应用 

彭刚,朱志杰,佟玉龙,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光子晶体因其具有独特的长程有序结构而成为近年来材料学、化学化工等领域的热点研究课题。本文采用接近

沸腾条件下的乳液聚合方法制备出单分散聚苯乙烯(PS)微球，并通过接枝聚合对 PS 微球进行表面修饰。以表面修饰

后的 PS 胶体微球作为构筑单元，通过垂直沉积自组装技术制备出 PS 胶体光子晶体。将 PS 胶体光子晶体作为模板，

以硅溶胶作为前驱体，成功制备出具有反蛋白石结构的二氧化硅光子晶体。在此过程中，考察了引发剂浓度、单体

浓度等因素对 PS 微球粒径的影响，并借助反射光谱研究了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在不同溶剂中的反射波长。结果表明，

乳液聚合制备的 PS 微球粒径容易调控且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模板方法制备的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在不同溶剂中具有

明显的反射波长变化，有望应用于化学检测与化学传感等领域。 

关键词：乳液聚合 ；反蛋白石；光子晶体；化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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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35 

多渠道调控嵌段共聚物结晶性胶束的形貌 

王向玥,徐君庭* 

浙江大学 310027 

结晶性嵌段共聚物在溶液中的自组装行为近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合成了一系列聚(ε-己内酯) (PCL)

与 6-[4-(4-甲氧基偶氮苯基)苯氧基]甲基丙烯酸正己酯(MMAZO)和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DM)无规共聚物的两嵌

段共聚物(PCL-b-P(MMAZO-co-DM))，利用偶氮苯基团可与环糊精相络合和叔胺基团可季铵化的性质，对共聚物胶

束进行多种改性，改变其亲水质量分数，以多渠道调控胶束形貌。观察到当共聚物亲水质量分数增加时，胶束整体

形貌从层状/棒状逐渐转变为球状。对于具有最小亲水质量分数的两嵌段共聚物，发生了从双层结构、到囊泡、再到

不规则球状胶束的形貌转变，同时也形成了多种多隔室胶束。 

关键词：共聚物胶束；形貌转变；偶氮苯基团；季铵化 

JP036 

界面处的双硒动态共价化学 

夏嘉豪,许华平* 

清华大学化学系 100084 

动态共价键（DCB）能够赋予体系动态特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刺激响应高分子、超分子化学等领域。液液界面

反应被证明能够加快反应速率、提高反应产率及增加反应选择性。然而，由于需要外界刺激来调控动态共价平衡，

DCB 极少被用于界面反应。二硒键是一种新型可见光响应 DCB，二硒交换反应的发生仅仅需要可见光辐照，无需任

何额外添加剂。也正是由于其高动态共价活性，100%纯度的非对称二硒化合物会自发分解成三种二硒化合物组合，

无法在溶液中稳定存在。本工作通过分别将亲水和疏水二硒化合物溶解在水和二氯甲烷之中，两种分子在界面处发

生二硒交换，油水界面能的持续变化有力证明了二硒动态交换反应可以在界面处发生。同时，我们让亲水和疏水二

硒高分子发生二硒交换反应生成非对称二硒高分子，该高分子由于具有两亲性能够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形成胶束。胶

束结构能够保护二硒键不被可见光激活，从而成功实现了 100%非对称二硒化合物在溶液中的稳定。 

关键词：动态共价键；硒；自组装；界面化学 

JP037 

可用于光动态治疗的刺激响应性层状含碲高分子膜 
范付强 1，2，付昱 1,* ，许华平 2,* 

1.清华大学；2.东北大学 

得益于其超灵敏的氧化还原性，含碲分子作为刺激响应性材料已经在生物医用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采用

层层组装含碲高分子、光敏剂和聚苯乙烯磺酸钠的方式制备了一种光响应性的聚电解质多层膜。多层膜中的光敏剂

在可见光的照射下能激发水中的三线态氧转化成单线态的氧，单线态氧不仅在光动态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能

够氧化功能化膜中的含碲胶束，引起胶束两亲性的变化，从而实现了膜中运载体的可控释放。基于以上特点，这一

工作为化学治疗和光动态治疗联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含碲高分子；刺激响应性；层层组装 

JP038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蠕虫状胶束的多杂原子掺杂三维多孔碳材料 

黄霞芸*,黄培敏,李浩东,李会亚,陈道勇* 

复旦大学 200433 

我们成功地合成了多杂原子掺杂具有多级孔道的多孔碳纳米线网络。其以 ZIF-8 和蠕虫状胶束所构建的三维网络

为模板。蠕虫状胶束则由 PEG-b-P4VP 与 DNA 的协同组装而成。在三维网络中，每条杂化纳米线具有均一的宽度，

ZIF-8 层均匀的包覆在纳米线的外侧，形成具有核-壳结构的聚合物纳米线。三维网络不仅有多级的孔道结构，又能

有效地吸附各种阴离子，因此被认为是多杂原子掺杂制备多孔碳的理想的前驱体。碳化后，三维网络结构原有的多

级孔道（包括微孔，介孔和大孔）仍能很好地保持，因而得到了高的比表面积。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步吸附法允许

我们同时吸附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的杂原子前驱体，从而对多杂原子掺杂中各个杂原子的浓度进行调整。我们研究

发现，在纳米线内部的蠕虫状胶束为这一优异的吸附特性。同时，纳米线又为碳化过程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形成具

有均匀分布的多杂原子掺杂的多孔碳网络。 

关键词：蠕虫状胶束；纳米线三维骨架；杂原子掺杂；多孔碳 



 
 

536 
 

JP039 

具有光诱导毒性的含双硒超支化高分子 

孙臣兴,李凤*,许华平 

清华大学 100086 

基于双硒键的氧化响应性和卟啉的光敏性，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同时含有卟啉和双硒键的超支化高分子，并且

通过 PEG 封端来提高体系的水溶性。通过乳化法制备所得纳米体系，在可见光的照射下，其中的卟啉可以将三线态

氧转化为单线态氧，进而切断高分子链中的双硒键，生成亚硒酸分子。光照氧化后，原本无毒的高分子纳米组装体，

在未额外添加抗癌药物下，对 MDA-MB231 细胞表现出了一定的细胞毒性。进一步的实验验证，亚硒酸分子本身具

有一定的抗癌作用。我们相信将这一体系通过与光动态治疗结合起来，会实现更好的癌症治疗效果。 

关键词：双硒键；超支化高分子；单线态氧；化疗；刺激响应 

JP040 

基于含 POSS-dendrimer 超强液晶凝胶的柔性可拉伸液晶光散射显示器 

童晓茜,单天宇,陈思,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液晶化合物具有特殊的光、电、磁、热等的刺激-响应特性，广泛应用于显示材料领域，但因其“流动而有序”的

本质特性无法形变拉伸使用。本文利用凝胶因子自组装可赋予凝胶网络形状、强度等的特性，设计制备了 POSS 核

有机无机杂化 dendrimer (POSS-G1-BOC)并将其引入到液晶客体分子中，获得了兼具力学性能与响应特性的超分子液

晶凝胶。在系统研究该液晶凝胶的凝胶特性、响应特性、组装机理及力学性质的基础之上，制备了基于透明柔性可

拉伸导电薄膜(PU/AgNWs)的三明治结构液晶光散射显示器件。该器件在低电压(10V，DC)驱动下即可实现较高对比

度的显示效果，不仅可以在弯曲至曲率为 0.14 cm-1 的条件下使用，而且在拉伸至原始长度的 120%时，仍可保持自

身的电控响应特性。 

关键词：液晶凝胶；POSS；可拉伸；光电响应；显示 

JP041 

利用 QCM 研究温度与 pH 双重敏感性微凝胶的界面自组装行为及离子响应性能 

曹峥*,陈玉园,张钱鹏,刘钢,梁红伟,陆颖,秦帅,吴盾,刘春林 

常州大学 213164 

以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和丙烯酸（AA）为单体，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过硫酸钾为引发

剂，通过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得到 P（NIPAM-co-AA）微凝胶。Zeta 电位及激光粒度分析表明随着共聚单体 AA 用

量的增加，分散在水中的微凝胶的平均粒径上升，Zeta 电位下降。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表明可通过 NIPAM 和 AA 自

由基聚合反应成功制备微凝胶。利用质量敏感的石英晶体微天平技术（QCM）研究了微凝胶层层自组装多层膜在金

表面的形成过程以及微凝胶多层膜对不同金属离子的吸附响应性行为。研究发现微凝胶多层膜对 Ni2+显示最大频率

响应，且频率变化为 58.2 Hz，表明 Ni2+与微凝胶网络结构中羧基团的强烈相互用。最后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和接触角

测试表征了 P（NIPAM-co-AA）层层自组装微凝胶多层膜与不同离子作用前后的形貌及亲疏水性能的变化。 

关键词：阴离子微凝胶；石英晶体微天平；层层自组装；离子；响应性 

JP042 

支化聚赖氨酸超分子聚合物在生物硅化过程中的自催化和自组装行为 

闵嘉康,陈学成*,唐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基于线性聚赖氨酸及其衍生物建立的生物硅化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制备有机/二氧化硅杂化材料，但这些体系一般

需要复杂的合成路线、催化剂和平衡离子组份的参与，热稳定性较差。本工作利用赖氨酸单体的水相热聚合反应，

通过“一锅法”一步合成支化聚赖氨酸超分子聚合物。依据其自催化和自组装特点，与 TEOS 混合原位引发生物硅化反

应，成功合成了具有各种拓扑结构的有机/二氧化硅杂化材料。此反应过程并不需要催化剂和平衡离子组份的参与，

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通过对反应机理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种模型来模拟单分散球形纳米二氧化硅粒子（小尺寸）

产物的形成过程，且认为支化聚赖氨酸的分子间氢键相互作用是影响其自组装行为的关键因素。当体系内分子间氢

键相互作用强度超过阈值时，支化聚赖氨酸的构象会由无规线团转变为 β-折叠，从而发挥模版作用进一步引导 silicic 

acids 沉积，形成片状二氧化硅产物。 

关键词：支化聚赖氨酸超分子聚合物；有机/二氧化硅杂化材料；自催化；自组装；分子间氢键相互作用 



 
 

537 
 

JP043 

POSS 核天门冬氨酸八臂超分子的自组装机理研究 

安志杭,何荟文,陈思,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本文制备了一种以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为核天门冬氨酸为外臂的八臂有机/无机杂化凝胶因子 POSS-ASP。该

分子通过较强的 π-π 堆积作用、氢键作用以及范德华力相互作用在不同有机溶剂中能自组装形成纤维状、薄片状及带

状结构的三维纳米凝胶网络结构，该形貌跟我们之前报道的类似分子能够自组装成“丝瓜络”网络结构具有很大差异。

管反演法检测与流变学测试的结果表明 POSS-ASP 形成的凝胶有优异的热力学性能与机械性能。通过 SEM, POM 和 

TEM 观察到 POSS-ASP 在不同溶剂中形成的多种凝胶网络结构证明其存在多种自组装模型，并结合 X 射线衍射测试

结果推导出不同的自组装机理，证实 POSS-ASP 能以六方柱型和四方柱型两种堆积方式形成组装体。本文报道的一

种在有机溶剂或有机/无机混合溶剂中的新型凝胶体系，有助于研究不同极性溶剂对超分子凝胶因子的自组装过程的

影响，从而深入理解 POSS 基树枝状大分子的自组装机理。 

关键词：聚半倍硅氧烷;天门冬氨酸;自组装;有机/无机纳米复合凝胶 

JP044 

基于硼 2-(2,-吡啶)咪唑的力致变色材料 

郭昌祥,陈于蓝* 

天津大学 300000 

考虑到基于硼 2-(2,-吡啶)咪唑（BOPIM）的染料分子具有很多的优点，例如合成简单、荧光量子产率高、斯托

克斯位移大和，稳定性好等，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三种侧边具有不同芳香基团取代基的 BOPIM 化合物（BOMPIM-Ph, 

BOPIM-Th 和 BOPIM-TTh），将其应用于力致变色材料的研究。我们首先用核磁氢谱、碳谱和 MALDI-TOF 对三个

目标化合物进行了结构表征，随后对其晶体结构、光物理性质及力致、压制变色和发光性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

究发现这三种 BOPIM 分子的固态发光和力致变色及发光取决于侧边的芳香取代基团，其中 BOPIM-TTh 含有位阻最

大、最富电子的并噻吩基团，表现出最明显的压致变色和发光特性。研究表明芳香取代基团的电子和位阻效应在调

节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和分子内电荷转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分子层次上改变这类 BOPIM 分子取代基从而调控

其光学和力响应性质是可行的。 

关键词：BOPIM；力致变色；压致变色；力响应 

JP045 

基于胸腺嘧啶-三聚氰胺的超分子聚合物 

张家笑,肖艳*,郎美东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胸腺嘧啶（T）与三聚氰胺（M）可通过多重氢键形成稳定的、具体的且具有方向性的复合物，因此在构建纳米

或者微米级的超分子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本文一方面对 T 进行化学改性，使得其侧链分别带有正负基团，再通

过 M 的三个面都可以与 T 形成三重氢键来构建四聚体，利用四聚体的疏水性堆积以及 T 衍生物的侧链正负电荷吸引

的协同作用，构筑小分子自组装的超分子聚合物。另一方面，将羧基化的 T 通过后修饰的方法接枝到聚赖氨酸上，

得到不同接枝度的无规共聚物 PLLx-co-PTLLy，研究了小分子 M 的浓度以及无规共聚物 PLLx-co-PTLLy 的接枝度对

于自组装形貌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具有不同规整结构的超分子自组装体。通过简单小分子和无规共聚物去构建不

同的自组装结构的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为构筑自组装体系提供新的思路。以聚赖氨酸为主链同时赋予了材料的生

物可降解性，为后续的生物医用提供可能，有望发展一类新型可降解的生物材料。 

关键词：胸腺嘧啶；三聚氰胺；多重氢键；超分子聚合物；自组装 

JP046 

荧光嵌段共聚物的二维方块自组装形貌的生长与控制 

韩亮,王美晶,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嵌段共聚物作为自组装构筑单元形式很容易可控生长出一维或二维的纳微米自组装形貌，并且通过功能嵌段的

引入实现纳微米材料的功能化。我们将具有强共轭效应的荧光嵌段聚对苯乙炔（PPV）与聚（2-乙烯基吡啶）（P2VP）

醇溶性辅助嵌段相连，构筑具有强荧光发射和自组装特性的双嵌段共聚物 PPV12-P2VPn。通过溶解——降温——陈

化的过程达到自组装的目的，获得了规则均一的正方形二维胶束。随着外沿嵌段 P2VP 的不断增长，所得到的正方形

二维胶束的尺度不断下降，所形成的胶束在嵌段比达到一定比值后规则度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而当 P2VP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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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V 嵌段比小于 1.5 时，所形成的规则的正方形二维胶束具有显著的浓度依赖性，随着浓度的增长尺度也随之增大，

但是随着嵌段比值的增大，所形成的规则的正方形二维胶束的浓度依赖性越来越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进一步研究

表明正方形二维胶束的形成与分子间的 π-π 相互作用有着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π-π 相互作用；超分子自组装；二维方块；可控自组装 

JP047 

基于柱[5]芳烃的荧光超分子聚合物合成及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制备 

杨喜业,张杰*,黄飞*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我们合成制备了一系列基于柱[5]芳烃主客体作用的 AA/BB 型的超分子聚合物（SP1-3）并且进一步研究了这些

超分子聚合物的光电性能。我们首先设计合成了基于柱[5]芳烃并含有蓝色荧光发光单元的二聚体主体结构 H1 以及采

用烷基咪唑端基修饰的分别含有蓝色和绿色荧光发光单元的中性客体单元——G1 和 G2。为了能够确定所合成的主

客体结构形成线型超分子聚合物的条件，我们研究了 H1 和 G1 之间的组装行为，并且通过多种测试表征手段确定超

分子聚合物 SP1 的形成。在随后的光物理性能测试中，通过将 G2 掺杂加入到 H1 和 G1 的组装体系中，可以将超分

子聚合物的荧光发光颜色由蓝色调节至绿色，并得到 10%掺杂的 SP2 以及 30%掺杂的 SP3。所得的超分子聚合物均

具有较高的荧光量子效率，最高的 SP2 可达 81.6%。接着我们将这些超分子聚合物分别应用于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器

件制备，最高器件效率可达 4.88 cd/A。 

关键词：超分子；柱芳烃；有机发光二极管；荧光材料； 

JP048 

聚肽超分子螺旋的手性和形貌 

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聚肽嵌段共聚物聚(γ-苄基 L-谷氨酸酯)-聚乙二醇（PBLG-b-PEG）和 PBLG 均聚物共混体系可以自组装形成超分

子螺旋，其中 PBLG 均聚物构成棒状内核（PBLG 棒），PBLG-b-PEG 在 PBLG 棒表面有序排列形成螺纹结构。从超

分子螺旋的手性和聚集体的形貌两个方面，对该体系开展了系统研究。（1）超分子螺旋的左旋和右旋手性转变研究。

研究发现，当起始溶剂极性较强或者溶液温度较高时，有利于形成左旋的超分子螺旋。（2）聚集体的棒状和环状形

貌控制条件研究。研究发现，当 PBLG 均聚物分子量较低时，超分子螺旋的形貌为棒状；随着 PBLG 均聚物分子量

增加，形成了棒状和环状超分子螺旋的共混物；进一步增加 PBLG 均聚物分子量，超分子螺旋的形貌完全转变成环

状。通过研究明确了聚肽超分子螺旋的手性和形貌控制因素，将为超分子螺旋等复杂聚集体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肽；自组装；超分子螺旋；手性；形貌 

JP049 

叶酸修饰 pH 响应混合纳米胶束的构建及其药物释放研究 

易美均,张世平* 

西北大学 710127 

本文通过自由基聚合合成了两种功能性聚合物，聚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聚己内酯 P(DMAEMA-co-MaPCL)

和聚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酰胆碱-聚叶酸修饰的甲基丙烯酸聚乙二醇酯-聚己内酯 P(MPC-co-FAEG-co-MaPCL)。自组

装结果显示：质量比为 1:1 的共聚物 P(DMAEMA-co-MaPCL) 和 P(MPC-co-FAEG-co-MaPCL)可自组装形成粒径小于

100 nm 且分布窄的胶束。胶束的粒径对 pH 有较强的依赖性，随着 pH 降低粒径增大。该混合胶束在 pH 7.4 和 5.0 的

磷酸缓冲溶液中放置 40 天，胶束溶液没有明显浑浊，且粒径也几乎没有增加或是减小，说明该胶束在上述实验条件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混合胶束对模型药物阿霉素的负载、释放以及相关的细胞实验还在进行中。此多功能混合胶束

在提高胶束的长循环功能，增加药物在肿瘤部位的累积及其加速药物在肿瘤部位的释放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关键词：多功能混合胶束；pH 响应；叶酸靶向；长循环；药物载体 

JP050 

刷状聚合物的合成及其自组装形成复杂纳米结构的机理研究 

阳博,杜建忠*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 201804 

通过多级自组装形成可控排列的复杂纳米结构，然而相应的形成机理仍不明确。本文通过合成两亲刷状聚合物

来模拟并探索多级自组装的机理。采用可逆加成链转移聚合先后得到 H-刷状的聚合物和最终的“线-刷-线”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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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刷状聚合物在 DMF 中通过溶剂交换法形成了“多毛棒状”的纳米结构：由线性棒状结构构成的“头部”及其周围“触

角”。在不同加水含量下研究了其形成过程：刷状聚合物首先形成了线性的棒状结构；随着水含量的增加，线性棒状

结构开始延长、枝化并聚集，逐渐形成球形的头部，并最终形成了“多毛棒状”结构。通过具有相同组分的线性聚合物

及断裂双硫键后聚合物的自组装实验表明，线性部分和聚合物结构（“线-刷-线”）存在“协同作用”；只改变线性部分

的聚合物的自组装实验表明，PTMA 线性部分与聚合物结构存在更强的协同作用，并最终导致形成“多毛棒状”的纳

米结构。 

关键词：RAFT 聚合；刷状聚合物；多级自组装；协同作用 

JP051 

POSS 基双亲性聚合物的溶液自组装以及刺激响应性研究 

许一婷*,曹杰,李奇,李纪录,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多面体齐聚倍半硅氧烷（POSS）具有低毒性、强疏水性以及良好生物相容性，作为生物材料被广泛研究。偶氮

苯具有独特的光和还原响应性，通过光照或加入还原性物质便可调控其聚合物组装聚集体的结构与实现客体分子的

释放等，使其成为自组装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合成活性偶氮苯单体，通过 RAFT 聚合将其与 POSS 及其他响应性

的单体共聚，制备出具有多重刺激响应性的双亲无规共聚物 P(POSSMA-co-AZOMA-co-DMAEMA)，借助 DLS、TEM、

UV-Vis 光谱、荧光光谱等方法研究了该聚合物在溶液中的自组装行为，探讨了胶束的光、pH 和还原等多重刺激响应

性，并以尼罗红作为疏水模型分子，探索胶束包覆和释放疏水分子的性质。结果表明该共聚物具有明显的聚集诱导

荧光性质；其分子链结构会影响其组装行为；酸性或还原性环境均能诱导胶束解组装，快速高效释放出客体分子，

在药物控释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POSS；偶氮苯；双亲性共聚物；多重刺激响应；可控释放 

JP052 

DNA 与聚合物胶束的仿生组装 

张一帆 1,陈道勇 2,刘晓亚 1* 

1.江南大学；2.复旦大学 

近年来，关于大分子自组装的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是于基团级别上精确控制构筑单元之间的多级组装

依旧是大分子自组装领域的难题。相比之下，自然界存在着很多精确组装的行为，通过模拟自然界中的组装行为可

以为大分子自组装提供新的活力。在生命科学中，DNA 在静电相互作用的驱动下螺旋缠绕在组蛋白八聚体表面形成

-串珠状结构。受这种精确地的自组装行为的启发，本项目拟采用聚合物胶束与 DNA 相互作用构建这种串珠状结构。

本文首先制备以聚乙二醇为亲水嵌段，聚甲基丙烯酸二异丙基胺基乙酯为疏水链段的双亲性嵌段聚合物，通过大分

子组装构建核荷正电，壳不带电的胶束，胶束的性质（大小，荷电密度）可通过聚合物结构设计来调控。然后在聚

合物胶束分散液中引入荷负电的鲑鱼精 DNA，研究胶束与 DNA 在溶液中的组装行为，本文旨在利用具有这种生物

相容性的胶束与 DNA 组装于生理环境下构建能稳定存在的串珠状组装体，期望在生物医药领域有所应用。 

关键词：自组装胶束；DNA；串珠状结构；仿生组装 

JP053 

二硒动态化学及其在自修复材料中的应用 

姬少博,许华平* 

清华大学 100084 

动态共价键被广泛地应用于动态组合化学，其中二硫键的动态交换化学应用较为普遍，但二硫键的动态交换反

应需要较强的紫外光照或者还原剂的催化，条件不够温和。而二硒键的交换反应在普通的可见光照下即可发生，不

需额外添加还原剂或催化剂，反应条件十分温和。研究表明，该动态交换反应按照自由基机理进行，并对溶剂无依

赖性。该交换过程在高分子体系中也可顺利进行。后续的研究中二硒键被用于制备自修复材料。通过将二硒键引入

聚氨酯弹性体中，可以得到可见光照刺激下的自修复材料，在普通台灯的温和光源下即可实现修复过程。由于可见

光能以激光的形式引入，利用激光的高局部光强和空间指向性，可以实现材料的远程空间可控自修复过程。该部分

工作中我们将二硒键引入了动态共价键体系中，制备了基于二硒键的自修复材料，实现了对含硒动态化学的拓展，

而可见光照的温和条件为二硒键在各种体系，尤其是生物体系中的应用，提供了优势。 

关键词：二硒键；动态共价键；自修复材料；可见光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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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54 

自组织梯度图案化表面诱导的刚-柔嵌段共聚物多级有序条纹形貌研究 

唐政敏,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形成的具有多级有序结构的薄膜材料，在纳米技术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图案化或化学修饰表面诱导的柔-柔共聚物自组装体系。然而，光刻技术通常涉及高加工和维护成本，并且需要一

个迭代的、多步骤的过程，这使得结构的形成变得复杂和重复性不好。对于刚-柔共聚物自组装体系，有序纳米结构

的形成及其取向的控制仍是一个挑战。在此，我们展示了一种简易、可靠的两步连续自组装方法，基于刚-柔嵌段共

聚物 PBLG-b-PEG，构建了不同长度尺度上的多级有序结构。第一步，利用可控挥发自组装在 Si 基板上制备具有宽

度梯度的 PS 条带；第二步，在 THF/DMF/H2O 混合介质中，PBLG-b-PEG 选择性吸附在 PS 条带上并自组装形成了

有序纳米条纹结构，并且条带的取向平行于 PS 条带，从而构建了“stripe-in-stripe”多级有序结构。这是由纳米条带沿

着 PS 图案边缘取向，降低体系的界面能引起的。 

关键词：图案化；刚-柔嵌段共聚物；条纹；多级有序 

JP055 

大尺寸有序结构光子晶体材料的研制 

张同周,袁晓燕,任丽霞*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300072 

本文设计合成了两种带有降冰片烯结构的树枝形单体，进而利用开环易位聚合方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分子量

的树形嵌段共聚物，通过薄膜自组装制备高反射波长且反射波长分布较窄的一维光子晶体。树形嵌段共聚物因其侧

链的大体积位阻降低了分子链固有的链缠结的现象，使得主链骨架聚合度得以较大提高，并通过调控主链聚合度及

分子量，使得材料的反射波长从紫外可见，到近红外的通讯波段变化。采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

小角 X 射线衍射等方法证明了长程有序的大尺寸（d>500nm）层状结构的存在，并且取得了在相同主链聚合度条件

下比线性嵌段聚合物和一般刷形嵌段共聚物更高的反射率和反射波长。因合成的光子晶体内部大尺寸光子禁带的存

在使其在传感器、分子激光和滤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树枝形单体；树形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光子晶体 

JP056 

基于单链蝌蚪状聚合物纳米粒子的超级粒子及其超声响应性研究 

江力,鲍雨,陈道勇* 

复旦大学 200433 

本文研究了单链蝌蚪状聚合物纳米粒子(TPPs)在溶液中组装形成的超级粒子及其超声响应性。在两亲性嵌段聚合

物(聚甲基丙酸戊炔酰氧乙酯-r-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b-聚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的良溶剂甲醇中将疏水嵌段

进行链内交联，可以高效地制备具有疏水头部和亲水尾部的单链蝌蚪状聚合物纳米粒子。在水溶液中，两亲性 TPPs

能够通过头部堆积组装形规整的球型超级粒子。在超级粒子中，交联的头部堆积时相互之间没有缠结、相互作用较

弱，并且由于组装体内包埋的 TPPs 的尾部会干扰头部的密堆积，因此低能量的超声作用便能够极大地增强超级粒子

中负载的功能分子的释放。由于超声具有远程作用的特性，因此超级粒子有望成为一种可以远程操纵的药物载体。 

关键词：单链聚合物粒子；超级粒子；超声响应性；药物载体 

JP057 

非球形聚合物胶体颗粒的制备方法研究 

李嫱,邓飞,钟海平,张珍坤*,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非球形胶体/纳米粒子具有独特的堆积，流变以及液晶行为，在光学、催化、载药等领域有着球形颗粒所不具备

的优势。本文介绍了一种简便的非球形聚合物胶体的制备方法。首先通过一锅法制备了二氧化硅棒状胶体，然后采

用蒸馏沉淀聚合的方法在硅棒表面包覆了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刻蚀掉其中的二氧化硅模板，获得了依旧保持棒

状形貌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棒状空腔。在此基础上，采用具有立方体、正八面体以及花生状的无机纳米颗粒作为模

板，我们用此方法制备了对应的聚合物空腔。此方法简便易操作，制备的空腔形貌良好。该类非球形聚合物颗粒可

用作聚合物胶体模型用于理解胶体物理的许多基础问题。 
关键词：聚合物胶体；棒状二氧化硅；蒸馏沉淀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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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58 

酶催化水相光引发聚合诱导自组装 

谭剑波* 

广东工业大学 510006 

我们报道了一种酶催化光引发聚合诱导自组装（photo-PISA）方法，室温下在开口容器和多孔板内成功得到了可

控的不同形貌的 AB 二嵌段或 ABC 三嵌段共聚物纳米材料。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PISA 体系中存在葡萄糖和葡萄糖

氧化酶（GOx）使得聚合反应具有优异的耐氧性，并且整个酶催化光引发 PISA 过程仍是可控的。以多孔板作为反应

容器，利用该方法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构建一个详细的形貌相图，促进了高通量 PISA 的发展。接着，通过该方法

实现了自组装的聚合物囊泡成功包埋辣根过氧化物酶（HRP），进一步测试结果表明蛋白活性并没有受到影响，从

而体现了该方法在制备生物相关聚合物纳米材料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光引发；聚合诱导自组装；酶催化；耐氧型 

JP059 

氢键参与的镊合超分子交联网络及其光响应性 

高宗春,汪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将超分子主客体化学与高分子材料相结合,构建基于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超分子聚合物，是超分子功能材料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中，以主客体识别体系为交联点的超分子交联网络的构筑就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主要的

研究热点。在这里，我们通过将柔性的聚合物（PCL）与分子镊子主体/反式偶氮苯客体组成的络合体系相结合，成

功地构筑了一种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 A2+B4 型超分子交联网络。另一方面，我们将分子间的 O−H···N 氢键嵌入到

主客体识别基元中，在强化了超分子网络交联强度的同时，还赋予了其有趣的光刺激响应性。进一步考察发现，由

于分子镊子中含有三联吡啶铂(??)炔基元，从而使整个交联网络具有一定的单线态氧产生能力。我们期望这种将 π-

功能性，易加工性以及刺激响应性融合一体的超分子交联网络，能为超分子材料的设计和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超分子交联网络；氢键；镊子客体络合；光响应性 

JP060 

疏水性 PET-金纳米球复合高分子薄膜的制备及其 SERS 应用 

陈华祥,殷鹏刚*,王宇婷,翟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一般是通过用拉曼光谱法测定吸附在胶质金属颗粒如银、金或铜表面的样品，或

吸附在这些金属片的粗糙表面上的样品来实现增强效应，该技术在微量检测，表面研究，生物分子结构研究等方面

得到广泛应用。浸润性这一固体的特殊性质近些年也吸引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具有疏水性能的材料具有自清洁性能。

本研究中，将刻蚀后的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高分子薄膜浸泡到金溶胶中，金纳米球静电吸附到表面，得到

PET-金纳米粒子复合材料；表面疏水处理得到具有自清洁性能的 PET-金纳米球复合高分子薄膜。并利用扫描电镜、

接触角测量仪表征。制备的疏水性 PET-金纳米粒子复合薄膜应用于 SERS 基底二巯基吡啶探针分子，结果显示：SERS

检测信号受检测溶液液滴大小影响，优化检测条件，2 uL 液滴信号最强；薄膜具有自清洁性能，SERS 的重复检测性

能稳定。 

关键词：复合高分子；SERS；疏水性；重复检测 

JP061 

聚合诱导自组装调控聚合物囊泡尺寸 

霍猛,袁金颖*,危岩* 

清华大学 100084 

聚合物囊泡的尺寸调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对囊泡在生物体内的循环时间、生物分布等性质至关重要。聚合诱

导自组装作为一种最新发展的高浓度、可重现地制备组装体的方法，有望实现包括囊泡在内的组装体的实际应用。

然而，在聚合诱导自组装过程中，囊泡的尺寸不可调。为了实现利用聚合诱导自组装调控囊泡的尺寸，本文以甲基

丙烯酸苄酯的聚合诱导自组装为例，引入长链单体甲基丙烯酸全氟辛基乙酯进行无规共聚，不断调控长链单体在疏

水链段中的质量分数，分别进行聚合诱导自组装。用核磁共振、凝胶渗透色谱、动态光散射和透射电镜对相关聚合

物结构、组装体的尺寸和形貌进行了表征。我们发现，随着甲基丙烯酸全氟辛基乙酯的质量分数由 10%增大到 50%，

组装体的尺寸不断增大，透射电镜表明组装体由实心囊泡演变为空心囊泡，随后空心囊泡尺寸不断增大，最后演变

为片层结构。这种 RAFT 分散共聚的途径，有望发展为一种新的聚合诱导自组装调控囊泡尺寸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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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合诱导自组装；囊泡；尺寸调控 

JP062 

具有自修复和抗生物污染性能的两性聚合物涂层 

王占华,夏和生* 

四川大学 610065 

蛋白质是最常见的一种生物污染物质，抑制蛋白质在基底上的粘附在生物医学和生物分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两性聚合物材料是目前报道的最好的抗蛋白质粘附材料。在本文中，我们拟制备一种同时具有自修复和蛋白质

抗粘性能的两性离子聚合物材料，然后利用旋涂或者滴涂的方法将其制备成涂层。采用接触角，原子力显微镜，光

学显微镜，纳米压痕，X-射线光电子能谱等手段对其表面性能，自修复过程和蛋白质抗粘性能进行表征。制备的涂

层厚度可调，粗糙度较低，亲水性良好，与基底有很好的粘附性，具有优异的蛋白质抗粘附性能，当涂层经历机械

刮伤时，水分子可以将其修复，在这个过程中，其抗生物污染性能和机械性能同时被修复，而且修复速度较快，有

望被用于长久的抗生物污染涂层材料。 

关键词：自修复聚合物；两性聚合物；图层；抗生物污染 

JP063 

双亲光电活性聚合物非共价改性碳纳米管 

朱晓洁,赵伟,许升,朱叶,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本课题利用双亲无规共聚物通过共组装对碳纳米管（CNTs）进行非共价改性，同时在聚合物中引入光电活性基

元，在完整保持 CNTs 原有优异性能的基础上赋予其功能性。首先，合成具有光电活性的双亲性无规共聚物，以 7-

（4-乙烯基卞氧基）-4-甲基香豆素（VMc）为光敏单体，乙烯基咔唑（VCz）为电活性单体，丙烯酸为亲水单体，以

偶氮二异丁腈（AIBN）为引发剂，然后利用选择性溶剂共组装法将 CNTs 稳定分散在水中，光照交联以进一步提高

分散液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该聚合物可以在大于 310 nm 的紫外光照下可以发生香豆素光二聚反应，光照交联

有利于 CNTs 分散液稳定性的提高；该聚合物对碳纳米管分散效果良好，其临界分散浓度可以达到 0.25 mg/mL；将

PCMA/CNTs 修饰到电极表面，咔唑基元可以电聚合，有利于提高导电性能，在电化学传感领域有良好的应用。 

关键词：碳纳米管；非共价改性；双亲聚合物；光电活性 

JP064 

漆酚钛聚合物/ABS 微球复合多孔膜的制备 

王沈记,邓雅君,陈基棚,张心湄,徐艳莲*,林金火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本文以漆酚钛聚合物（UTP）/ABS 复合物为基材，采用 breath figures 法制备 UTP/ABS 复合多孔膜，然后以复

合多孔膜为模板制得 UTP/ABS 微球复合多孔膜。采用扫描电镜观察其形貌，研究 ABS 的良溶剂和不良溶剂、复合

多孔膜在 ABS 良溶剂中浸泡时间等对多孔膜表面微球形貌的影响。结果表明：UTP/ABS 复合多孔膜在二甲苯良溶剂

和乙醇不良溶剂中制得的表面微球形貌最佳。UTP/ABS 复合多孔膜在二甲苯良溶剂中浸泡的最佳时间为 2 小时，能

够得到大小较均匀的表面微球。 

关键词：漆酚钛聚合物；breath figures；复合多孔膜；微球 

JP065 

长度均一可控的纤维状胶束及其载药传输性能的长度依赖性研究 

杨纤,冯纯*,黄晓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纤维状胶束的长度与药物传输性能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 Seigrist 缩聚、RAFT 聚合和“点击化

学”制备了一系列含有対苯乙烯撑齐聚物(OPV)的不同聚甲基丙烯酰-(2-羟丙基)胺 (PHPMA)链长的两亲性嵌段共聚

物，研究嵌段聚合物中 PHPMA 嵌段的分子量和实验参数(温度、溶剂和浓度等)对嵌段聚合物结晶驱动自组装行为的

影响，探索这些嵌段聚合物在不同溶剂中的结晶性及自组装行为并制备一系列长度在 50nm 到 2μm 的尺寸均一的纳

米纤维。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纳米纤维的长度对其在血液中的循环时间以及进入细胞效率的影响。然后

利用 PHPMA 中的羟基，引入具有抗癌活性的阿霉素，为制备新型高效的纤维状胶束纳米传输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和

实验基础。 
关键词：自组装；纤维状胶束；纳米结构；药物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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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66 

宽温度范围的线性温敏性磁性微凝胶的制备 

杨永启,申亮亮,王晓,安泽胜* 

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200444 

超顺磁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广泛应用于工业、生物技术和临床诊断学等方面，例如细胞内蛋白质的分离和分子

水平上的诊断。微凝胶是一种交联的形貌和尺寸可控的高孔隙率的高分子。智能响应型纳米凝胶是一种尺寸可随外

界温度，压力，光，PH 等条件改变的纳米凝胶，近年来引起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自由基分散

聚合制备了包裹磁性纳米微球的温度线性响应型的磁性微凝胶，这种磁性微凝胶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粒径随温度线

性变化，在功能材料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以聚乙二醇二丙烯酸酯（PEGDA）为交联剂，以过硫酸钾（KPS）为引发

剂，以聚乙烯吡咯烷酮（PVP）为稳定剂，在 2-甲氧基乙基丙烯酸酯（MEA）、甲基聚乙二醇寡聚物（EGA）和乙

酰乙酸基甲基丙烯酸乙酯（AAEM）三组分共聚过程中，实现超顺磁 γ-氧化铁的均匀包裹且具有温敏性，通过动态

光散射粒度仪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得到证明。 

关键词：超顺磁纳米氧化铁 线性温敏性 微凝胶 生物医学应用  

JP067 

聚合物囊泡由对称到不对称结构的可逆转变 

耿振 1,朱锦涛 1,姜伟 2* 

1.华中科技大学 

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内外表面具有不同化学组成的不对称囊泡与生物膜的不对称结构相似，具有单向通透、特异性识别、选择性吸

附等特性，在微反应器、药物运输、仿生学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以两嵌段共聚物 PS-b-PAA 和 PS-b-P4VP

在选择性溶剂中共组装而成的对称囊泡为初始态，设计了三维软受限的实验策略诱导亲水链段在囊泡表面的选择性

分布，成功构筑了外表面主要由 P4VP 链段构成，内表面主要由 PAA 链段构成的不对称囊泡。结果表明，囊泡膜由

对称到不对称结构的重构是以单个囊泡为单位、通过亲水链段 P4VP 和 PAA 的定向迁移完成的。通过调节溶剂性质，

使 PAA 与 P4VP 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排斥变为吸引，并辅以氯仿退火提高成核链段活动能力，还可以诱导聚合物囊泡

膜由不对称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聚合物囊泡由对称到不对称结构的可逆转变为构筑不对称聚合物囊泡提供了一种

新的思路，并对通过动力学手段调控聚合物胶束的结构转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两亲性嵌段共聚物；不对称囊泡；可逆转变 

JP068 

基于金/无规共聚物组装体系的分子印迹传感涂层及其性能研究 

赵伟,许升,朱晓洁,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纳米尺度组装体由于结构可控性强与组装基元的丰富性越来越受到关注，且可实现多功能化修饰，在诸多领域

有广泛应用。本文结合大分子自组装技术和分子印迹技术制备多级组装分子识别功能涂层。首先以双亲性无规共聚

物 P(DMA-co-HEA-co-EHA-co-St)和模板分子为组装基元，在选择性溶剂中经液-液界面一级组装得到分子印迹纳米

粒子 MIPMs，在此过程中通过原位还原得到的 Au NPs 对其修饰制备 Au@MIPMs，探讨 Au NPs 负载量对其组装形

貌与性能的影响；其次通过外电场诱导将 Au@MIPMs 在液-固界面进行二级组装得到具有分子识别功能的 Au NPs 增

强的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涂层 Au@MIP。相比于 MIP，Au@MIP 表现出更好的灵敏度与选择性，且性能与 Au NPs

负载量有关，可在更宽的浓度范围内于水相中实现对模板分子的识别响应，为高灵敏度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涂层的

构建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双亲无规共聚物；自组装；分子印迹；Au NPs 

JP069 

液晶嵌段聚合物溶液自组装制备可控长度的单分散带电柱状胶束 

金碧鑫,李霄羽*,罗运军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相比于小分子表面活性剂胶束，嵌段共聚物胶束纳米颗粒热力学和动力学稳定性更高，因此它在生物医学领域

中的应用研究备受关注。纳米载药颗粒的形貌、尺寸和刚性对其摄取率和循环时间的影响十分显著。有研究表明：

相比于球形胶束，有着长径比的柱状胶束在血液循环试验中有更长的循环时间，且循环时间随胶束长度的增加而增

加。因此，柱状胶束用于药物纳米载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嵌段共聚物溶液自组装方法无法对柱状

胶束的尺寸进行有效地控制。本研究成功地将“结晶驱动活性自组装”中的热致 “自成核”方法应用于液晶性的聚 2-（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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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辛基）乙基甲基丙烯酸酯（PFMA）体系，制备出了形貌、尺寸极为均一且可控的柱状胶束，并对胶束的壳嵌段（聚

2-乙烯基吡啶）进行季铵化处理，使胶束表面带有正电荷，并且成功吸附了带负电的金纳米颗粒，为下一步柱状胶束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潜在应用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实验依据。 

关键词：液晶嵌段聚合物，单分散，柱状胶束，带电 

JP070 

电荷转移作用调控的光降解超分子聚合物 

钱婷娟,王红言,陈于蓝,王以轩*,胡文平 

天津大学 300072 

以葫芦脲(CB)[8]为主体、9,10-蒽醚衍生物为客体构筑了可光降解超分子聚合物。客体分子以 9,10-蒽醚为光分解

核心，两端以单电荷的 4,4-联吡啶为主客体键合位点，其间分别以较长醚氧链和或较短烷基链相连接，其结构用核磁

波谱和飞行时间质谱进行表征。通过滴定实验及原子力显微镜等表征手段，证明在中性条件下 CB[8]与两种客体分子

都能自组装形成 1:1 线型超分子聚合物。紫外可见光谱和荧光光谱实验表明通过对客体分子连接基团的合理设计，可

以提升客体的分子内电荷转移(CT)相互作用，从而提升蒽醚在单体态的光稳定性。当客体联吡啶单元被 CB[8]包结并

形成超分子组装体时，分子内 CT 作用被抑制，从而赋予了蒽醚客体良好的光分解能力，即制备了具有光降解能力的

超分子聚合物。综上，我们通过超分子自组装行为调控分子 CT 作用，发展了一种以光惰性单体制备光活性聚合物的

方法，为光降解聚合物的结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蒽醚；光分解；超分子聚合物；CT 作用 

JP071 

卟啉/石墨烯量子点/嵌段聚合物胶束用于提高光能利用率及单线态氧产率 

景晨,王若琳,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卟啉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命体中，卟啉与蛋白质的协同组装体构成了生物体的基本活性功能中心，比

如光合作用中的功能中心为蛋白质-叶绿素复合体，许多研究通过嵌段共聚物和卟啉组装构筑功能化纳米胶束，从而

实现对光合作用中蛋白质环境的模拟，在相关工作中，卟啉均作为单一的光敏剂分子，光能利用率低，如何进一步

提高光能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研究。量子点具有激发光谱宽且连续分布，光化学稳定性高，荧光寿命长等优点，但

是传统的量子点主要是重金属化合物，这类物质往往生物相容性差，易造成环境污染，近年来，基于碳材料的量子

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制备了卟啉与石墨烯量子点的复合物，拓宽了卟啉的光能利用范围，提高了单线态

氧的产率，为了使其可以在水环境中使用，我们将其与两种嵌段聚合物制备成复合胶束，并初步验证了该胶束在抗

菌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自组装；卟啉；石墨烯量子点；能量转移；单线态氧 

JP072 

机械力调控螺吡喃衍生物的自组装行为及光学性能研究 

莫申忠,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人们对分子自组装的研究越发深入。探究外界刺激调控自组装行为的机理有助于研发新型刺激响应型

材料。常用于调控分子组装的外界刺激因素包括光、温度和酸碱等，而机械力作为一种常见刺激方式却鲜用于调控

分子组装。这主要是因为难以匹配到一种既对机械力响应，又表现组装行为的模型分子。在此，我们设计并合成了

一种对力和光双敏感的螺吡喃衍生物 P1，在研究了机械力调控自组装行为规律后，将其用作力致/光致变色材料。在

π-π 堆积和氢键的共同作用下，P1 分子能够形成长程有序的纤维状自组装体，进一步的机械力刺激会导致 P1 分子的

开环、分子间的氢键破坏及 π-π 作用增强，微观形貌最终由纤维状转变为球状。分子结构及分子排列方式的一系列变

化导致了 P1 宏观颜色及发光性质的明显改变，P1 具有良好的力致变色性能的同时还表现出光致变色特性。作为一种

多刺激响应材料，P1 在压力传感、光传感等领域有着潜在应用。 

关键词：螺吡喃；多刺激响应；发光材料；自组装 

JP073 

形貌可控的螺吡喃自组装 

吴振,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545 
 

自组装行为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智能功能材料的制备。在众多自组装

体系中，刺激响应型分子因为其可调控的性质受到广泛的关注。螺吡喃作为一种刺激响应型分子，应用于光、电、

生物载药等领域。在此，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依赖氢键调控的酸响应型螺吡喃（S1）。通过紫外吸收光谱测试、红

外光谱测试、透射电镜等实验，探索了组装形貌转变行为。在中性环境中，S1 分子处于闭环体状态，羧基官能团提

供较强的氢键驱动力，分子组装成规整的球状结构，定量地加入乙酸后，氢键被破坏同时分子转变为开环体，π-π 作

用力增强，分子重组装为棒状结构。综上，通过酸性环境刺激，探索了螺吡喃分子的可调控组装行为特点，并展现

出其作为刺激响应型分子在制备智能功能材料方面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螺吡喃；自组装；形貌可控；刺激响应 

JP074 

超分子水凝胶的制备及光热/光动力协同抗肿瘤研究 

刘婵娟,沈星灿*,胡海露 

广西师范大学 541004 

以光热治疗和光动力治疗为代表的光疗作为一种新型的抗肿瘤疗法是目前的前沿热点。本工作将超分子水凝胶

结合光热和光动力进行协同抗肿瘤研究。我们首先通过化学氧化法聚合得到聚 N-苯基甘氨酸（PPG），然后侧链 PEG

化得到水溶性光热纳米粒。利用 PPG 主链的共轭苯环与吲哚菁绿（ICG）发生 π-π 堆积和疏水作用负载并稳定 ICG，

得到兼具光热和光动力效果的多功能纳米试剂，最后加入环糊精，利用环糊精与侧链 PEG 的主客体作用交联制备得

到超分子水凝胶。结果表明，该凝胶具有良好的光热稳定性和光热升温性能。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能快速升温近

30 ℃。体外细胞实验证明该水凝胶通过光热和光动力协同作用杀死 4T1 细胞，细胞存活率小于 10%。裸鼠乳腺癌模

型活体动物实验证实制备得到超分子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效果，在癌症光治疗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可注射水凝胶 光热治疗 光动力治疗  

JP075 

苝酐衍生物在甲醇中的动力学受困超分子组装行为研究 

吕保中,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超分子自组装是一种高效调节有机材料性能的技术，研究表明超分子组装过程中的动力学受困过程与高分子聚

合成核过程相似，这对研究超分子组装机理有着重大意义。本文报导了苝酸酐衍生物 TP-PDA 的动力学受困自组装

行为，并解释了 TP-PDA 通过成核-增长在甲醇里聚集的机理。在甲醇中，TP-PDA 溶液由红色逐渐变为黄色。紫外

光谱表明，TP-PDA 最初由单分子态形成动力学受困态，随后经历预平衡态最终形成稳定的 H 聚集体。扫描电镜进

一步验证了 TP-PDA 的聚集过程：组装形成的纳米球会随着组装过程变大, 最终形成直径大概为 600 nm 的微球。分

子动力学研究发现 TP-PDA 的聚集过程符合非线性的 S 型曲线，表明这是一种成核-增长的过程。组装过程的驱动力

由苝核的堆积，酸酐与甲醇分子间的氢键以及疏溶剂作用组成。这项研究不仅描述了一类全新的超分子自组装体系，

更激励我们去研究其它被忽视的动力学受困超分子聚集现象。 

关键词：苝；纳米颗粒；自组装；溶剂效应；超分子化学 

JP076 

超分子诱导具有弱键类小分子的力致变色行为研究 

方兵,万树林,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力致变色材料在信息储能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传统的罗丹明（Rh）和螺吡喃（SP）小分子在固态

下很难实现力致变色，而环糊精在主客体组装体系中作为主体具有明显改善客体物理性质的特点。本工作中，我们

选取罗丹明（Rh）和螺吡喃（SP）作为客体分子与环糊精组成超分子包结物，实现了固态力致变色。通过 XRD、TGA

和 NMR 等一系列的表征证明了 Rh-βCD 和 SP-γCD 超分子体系的成功制备。超分子包结物中主客体之间的氢键作用

在实现力致变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使客体分子固定在环糊精的空腔中，而且增强了分子间作用力，

形成规整的超分子聚集体。因此在外剪切力作用下，客体分子内的弱化学键可以集中更多的外力，从而更易实现力

致变色。这种超分子体系诱导机械化学反应为以后的力致变色分子设计提供了很好思路，并且由于其非共价键修饰，

低外力刺激响应等优点，在力致变色材料领域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关键词：螺吡喃；罗丹明；环糊精；超分子；力致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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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77 

具有电化学氧化还原响应性的石墨烯复合超分子水凝胶 

彭了,刘森阳,袁金颖* 

清华大学化学系 100084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能，在复合材料中应用广泛。还原氧化石墨烯常用于石墨烯的制备，利用非共价作用

对其进行修饰能够不改变其电子体系而提高分散性，是研究的热点。β-环糊精（β-CD）和二茂铁（Fc）之间的主客

体相互作用对电化学刺激敏感，该连接子已被应用于构建刺激响应超分子水凝胶。但是，这些凝胶的导电性和机械

性能一般较差，响应速度较慢，限制了其在电子器件领域的应用。 

为了提高超分子凝胶的机械和电学性能，同时赋予石墨烯激响应性，我们设计了基于 β-CD-Fc 连接子和石墨烯

的复合水凝胶。修饰 β-CD 的苝通过 π-π 作用附着在石墨烯表面，然后还原得到在水中分散良好的复合物。其与含有

二茂铁的无规共聚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复合物水凝胶，其中石墨烯改善了水凝胶的机械和电学性质，而主客体作

用赋予了复合凝胶电化学氧化还原响应性。该凝胶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良好的自愈合性质和电势响应的特性，可

应用于限流的电势响应开关。 

关键词：超分子化学；主客体相互作用；有机无机杂化体系；石墨烯水凝胶；刺激响应聚合物 

JP078 

具有聚集诱导荧光效应的光响应性凝胶的合成及性能检测 

于霞 1,陈辉 2,郭嘉 1,李敏慧 1,2* 

1.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 

2.法国巴黎国家高等化学学校化学研究所 

超分子凝胶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性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和纳米材料等领域。超分子凝

胶可以根据需要将某些可调控的官能团引入到凝胶因子中，实现凝胶感应外界环境变化，对外界刺激（如热、光、

电、化学试剂、应力等）产生智能响应。我们在胆固醇凝胶因子上引入偶氮苯和四苯基乙烯（TPE）基团，制备一种

同时具有光响应和 AIE 特性的智能凝胶分子 TPE-C6-Azobenzene-C5-Chol。该分子在 DMF 及其他有机溶剂中可以成

胶，其凝胶在 365 nm 紫外光照射下发生破坏变成溶液，随后在可见光下静置一段时间后，又可恢复到凝胶状态。另

外，该凝胶分子在四氢呋喃和水的混合溶液中，随着不良溶剂水含量逐渐增加而荧光性能增强，具有显著的 AIE 特

性。因此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光响应性 AIE 荧光凝胶，有望作为“软材料”应用于生物材料、传感器、光开关、活

性物质缓释等领域。 

关键词：超分子凝胶；光响应；AIE；荧光 

JP079 

温度诱导的聚肽胶束多级自组装研究 

郜洪兵,王立权,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一维多级纳米结构在药物载体领域以及人工构建复杂有序功能体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多级自组装提供了一

种自下而上构建一维多级结构的有效方法，它是自然界中生命体构筑复杂有序和功能化超分子结构的重要途径。但

是，目前制备一维多级纳米结构的方法较为复杂且可控性较差。本工作提供了一种利用温度诱导多级纳米线形成的

方法，具有操作简单且长度可控的优势。首先利用聚肽接枝共聚物 PBLG-g-PEG 的自组装得到了纺锤状的胶束，然

后通过降低温度实现了纺锤状胶束的进一步组装，得到了一维的多级纳米线。纺锤状胶束的自组装类似于高分子化

学中逐步聚合反应，由温度降低时 PBLG 链段的疏水性变化引起。研究工作为可控制备一维多级纳米结构提供了思

路。 

关键词：聚肽；温度；多级自组装；纳米线 

JP080 

X 光和中子散射在巨型分子簇研究中的应用 

殷盼超*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巨型分子簇是一类尺寸处于 1-10 纳米且结构明确的化合物。它们在催化，存储材料，单分子磁体，多孔材料以

及生物活性材料上有着广泛的应用。这类纳米分子结构复杂且形貌各异，但其合成来源于简单小分子而且合成过程

极为简单。对于分子簇形成机理的研究对于优化分子簇的合成条件以及设计合成新颖的分子簇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团队首次利用小角 X 光和中子散射手段揭示了两类经典分子簇的形成机理：1）核-壳结构的分子簇的形成机

理。在反应过程中，外壳是以内核为模板逐渐生长；2）还原反应触发的自组装而形成巨型分子簇。只有在被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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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子簇的基本单元达到一定的浓度后，这些还原的单元和非还原的单元会快速自组装形成巨型分子簇。除此之

外，小角中子散射和非弹性中子散射手段还被用来研究分子簇-高分子杂化材料的本体和溶液结构以及杂化材料中高

分子片段的动态行为。基于这项研究，本研究团队设计并得到具有较高分离性能的多孔分子簇材料。 

关键词：杂化材料；小角 X 光散射；中子散射；分子簇；自组装 

JP081 

聚肽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分散碳纳米管及聚集体表面形貌研究 

韩阳,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提高碳纳米管（CNTs）的分散性对于其应用价值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化学改性方法破坏了碳纳米管的内部结

构，导致其导电性、热稳定性等降低。因此，我们采用基于聚肽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PBLG-b-PEG）物理修饰碳纳

米管，在保护了其原有结构不受破坏的同时使碳纳米管在有机溶剂和水中长时间稳定分散，从而提高了碳纳米管的

应用前景。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水体系中 PBLG-b-PEG 在 CNTs 表面能够形成具有螺旋微结构的聚集体，且其螺旋结

构与共聚物 PBLG 的分子量和碳纳米管的直径有关。当聚肽共聚物 PBLG 的分子量降低时，螺旋结构向平滑纤维状

转变，而增大 CNTs 的直径螺旋结构倾向于算盘珠状。本文为利用嵌段共聚物分散碳纳米管的研究开展了新的思路，

并且对于新型的纳米材料的制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碳纳米管；聚肽；分散；螺旋；聚集体 

JP082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糖肽聚合物的自组装及应用 

陈怀俊,刘一江,张宇飞,陈国颂* 

复旦大学 200433 

近年来，随着聚集诱导发光（AIE）现象的深入研究，许多基于 AIE 性质的材料被合成并应用在众多领域。与此

同时，功能性糖肽聚合物的合成和应用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此，我们将作为 AIE 基因

的四苯基乙烯（TPE）通过“Click”反应连接到糖肽聚合物链上，得到含有 TPE 的两亲性交替糖肽聚合物，该聚合物

表现出典型的 AIE 性质，在稀溶液中可以发射较强的荧光。TPE 的疏水性和糖肽聚合物的亲水性使得该聚合物在水

中进行组装，该组装过程具有分级自组装的特征，首先形成聚合物微球，聚合物微球再逐渐融合形成紧密的束状组

装体，而且该组装体边缘具有明显的层状结构。同时，该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在在细胞成像方面展现

出潜在的应用价值，这项研究为拓展糖肽聚合物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自组装；糖肽聚合物；聚集诱导发光；生物成像 

JP083 

基于多聚环糊精的高韧性自修复主客体作用水凝胶 

蔡挺挺,王涛*,孙尉翔,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传统水凝胶的性能被认为是既脆又弱，而在自修复水凝胶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这对于自修复水凝胶

在应用产生上具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制备出一种具备有一定韧性和自修复性能水凝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展，

而引入超分子作用作为目前一个比较主流的方法之一，由于超分子作用的可逆性，凝胶实现在大幅度形变时能量耗

散和凝胶破坏后网络的修复。相比与将环糊精的接枝到高分子主链上，多聚环糊精制备方法更加简单，利用多聚环

糊精和金刚烷的主客体作用来构建以多聚环糊精作为物理交联点的水凝胶体系，利用超分子作用，凝胶不仅可以耗

散能量承受大幅度的形变，并且可以实现良好的自修复性能，与此同时利用体系中聚丙烯酸中–COO– 与 Fe3+在一

定条件下螯合与解离的超分子作用来赋予和实现水凝胶材料的形状记忆，而这类水凝胶材料在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巨

大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主客体作用；自修复；韧性；形状记忆 

JP084 

一锅链增长/逐步点击分散聚合制备功能补丁粒子及应用研究 

刘莲英*,刘艺盈,姜昆,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功能微球一般采用非均相自由基链增长聚合制得，最近几年开始利用非均相点击聚合制备功能微球，但所得

微球 Tg 较低且未涉及异形或补丁粒子制备。种子乳液聚合是一种常用、可大量制备异形粒子的方法，但需经历溶胀、

聚合等多步骤。本论文在一锅分散体系中结合点击聚合与自由基链增长聚合，像制备一般球形粒子一样，简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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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大量制备形貌、结构、组成和性能可调控的硬核-可点击软补丁粒子。考察了点击单体加入时间、用量、配比及种

类等对粒子形貌、组成及聚合行为的影响，研究了增长粒子分相形成补丁粒子的机理、点击单体等摩尔投料而非等

摩尔反应的聚合行为。进一步，利用粒子不同区域表面官能基团，在不同区域负载了 Fe3O4、Ag 纳米粒子，制备了

超疏/亲水粒子膜以及荧光补丁粒子。所得补丁粒子可应用于生物分子固定及 MRI 诊断、SERS 检测、超疏/亲水涂层

制备及荧光标记等领域。 

关键词：补丁粒子；分散聚合； 链增长聚合；点击聚合 

JP085 

基于聚肽共混体系的超分子螺旋研究 

胡锐,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超分子螺旋受到了众多的关注与研究，目前已经报道了很多通过自组装的方法构建超分子螺旋的例子，但对于

类似烟草花叶病毒的核壳式超螺旋结构却鲜有报道。在本研究中，我们制备了基于聚肽的嵌段共聚物 PBLG-b-PEG、

PBDG-b-PEG 及均聚物 PBLG、PBDG。通过嵌段共聚物与均聚物共混体系的溶液自组装，制备了以均聚物为核、嵌

段共聚物为壳的超分子螺旋结构。研究了聚肽分子手性及环境因素如制备温度、初始溶剂等对超分子螺旋手性的影

响，探讨了超分子螺旋手性转变的机理。研究表明聚肽分子手性改变及温度、初始溶剂的改变均会影响侧链苯环的

堆叠方向，引起超分子螺旋手性的转变。手性不同的均聚物和嵌段共聚物共混体系自组装可形成规整的超螺旋结构

表明苯环有序堆叠是均聚物和嵌段共聚物协同组装形成超分子螺旋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聚肽；超分子螺旋；手性；苯环堆叠 

JP086 

酚酞在静水压下实现力致变色响应的研究 

邓新媛 1,郭宏伟 2,孟晓 1,邹勃 2,马玉国 1* 

1.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力致变色材料在光电材料、力学感应器、力学记忆材料中有很大的潜在应用。我们课题组已经实现了螺吡喃及

其衍生物在静水压下由于发生开环反应的力致变色响应，我们认为螺吡喃的螺环和可断裂的碳氧键是其在高压下发

生化学反应而实现力致变色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了具有内酯和可断裂的碳氧键的结构特点的酚酞来作为

静水压下发生化学反应而实现力致变色的目标分子。随着施加的压力增加，酚酞原位吸收光谱上开始出现明显的新

吸收峰，晶体的颜色也由无色变为红色，这一变化过程可以直接通过裸眼进行观察，因此我们首次实现了酚酞在高

压下由于发生开环反应的力致变色响应，同时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普适性。通过调控取代基，我们合成了酚酞衍生物

分子，将酚酞分子的羟基换成 N,N-二甲基取代。相比酚酞在 7 GPa 下开环，衍生物分子在压力达到 5 GPa 就开始发

生开环反应，且颜色变化也通过裸眼进行观察，因此通过调节酚酞的取代基实现了不同开环压力阈值的调控。 

关键词：力致变色材料；静水压；酚酞；开环反应 

JP087 

基于四苯基乙烯的含糖两亲性金属杂环的合成、组装及应用 

陶国庆 1,郑威 2,杨光 1,杨海波 2*,陈国颂 1* 

1.复旦大学；2.华东师范大学 

    近年来，金属-配体之间的配位作用可作为驱动以形成金属杂环化合物，同时所得的金属大环还可以进一步

组装形成高级有序的结构。在本文中，我们利用金属铂和氮原子之间的配位作用，成功合成了一种金属杂环化合物，

同时将四苯基乙烯和半乳糖引入到大环上得到一种新型的含糖两亲性金属大环。由于同时含有亲水的糖单元和疏水

的金属杂环骨架，该分子可在水中进行自组装，形成囊泡结构。我们发现大共轭体系的存在使得该化合物的吸收波

长较其它含四苯基乙烯的金属杂环出现在长波长区域。因为该两亲性金属杂环具有四苯基乙烯单元，具有聚集诱导

发光的性质，结合糖的生物学功能，我们将探寻该两亲性的金属杂环组装体的在生物学上的一些应用。 

关键词：四苯基乙烯；半乳糖；两亲性金属杂环化合物；自组装 

JP088 

气体响应性组装体用于模拟肺泡细胞“成型-呼吸-凋亡” 

冯岸超 1*,袁金颖 2,汤华燊 1,3 

1.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清华大学化学系有机光电子与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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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是人体中气体交换的主要部位，它是由肺中的细支气管末端膨大、突出、成囊形成的小囊泡结构。研究表

明，炎症导致肺泡肿胀形成的肺大泡是导致肺炎、肺结核或肺气肿等疾病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肺泡体“成型-呼吸-

凋亡”过程调控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合成了一类两亲性的三嵌段聚合物，聚乙二醇-b-聚（甲基丙烯酸二乙氨基

乙酯-co-甲基丙烯酸三氟乙酯）-b-聚苯乙烯（PEG-b-P(DEAEMA-co-PFMA)-b-PS），利用其在水溶液中的两亲性进

行自组装。由于气体响应性链段的存在，组装体在空气的作用下逐步实现了从纳米管向囊泡的形貌转变；同时，该

囊泡可以进一步在二氧化碳和氮气的交替刺激下实现体积的膨胀和收缩，最终发生破裂。本体系成功的在纳米尺度

上，分阶段模拟了肺泡的“成型-呼吸-凋亡”的全过程，为探索生命现象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气体响应性；可控自组装；生物模拟 

JP089 

基于 PS-b-PDMS 聚合物刷的亚微米级组装及其光学性质研究 

王倩,沈志豪*,范星河*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通过“grafting through”策略结合开环易位聚合（ROMP）制备了 PS-b-PDMS 聚合物刷。通过 GPC 以及 1H NMR

对其分子量以及组成进行表征。通过溶剂退火以及热退火对样品进行处理，进行小角 X 射线散射测试，并结合场发

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测试结果可以确定聚合物的组装形貌。研究发现，当 PS 部分的质量分数由 37.9 %向 66.7 %增加的

过程中，组装形貌会发生由柱状向层状最后向球状形貌的转变。对于 BBCP-50B,BBCP-100，BBCP-50’以及 BBCP-70’，

从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中可以观察到其均形成球状形貌，并且尺寸较大，虽然缺乏长程有序性，但是与一般的纯

的嵌段共聚物相比，PS 与 PDMS 之间的折光率之差较大，容易产生光子禁带，因此，在 UV-vis-NIR 测试中可以观

察到反射峰。由于反射波长集中在 310 nm 附近，属于紫外波段，因此，该系列聚合物可用作防晒涂层。 

关键词：grafting through；折光率之差；防晒涂层 

JP090 

偶氮苯聚合物的微图案光调控 

高飞,孔雪丽,姚远,林绍梁*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表面具有周期性排列的微图案材料在化学和生物传感、微流体器件以及光子晶体等领域具备潜在的应用价值。

偶氮苯基团具备独特的光致顺反异构化响应性，在偏振光照射下，其微观结构表现为光致形变。本文利用 PS 胶体微

球自组装得到胶体晶体图案，通过 PDMS 软刻蚀和模具二次复形，将此结构转移到了偶氮苯聚合物表面，得到了六

方排列的微球结构，通过控制初始胶体微球尺寸和刻蚀时间获得了多样的微阵列图案。另外，利用偶氮苯的光致形

变特性进一步调控其微阵列图案。研究发现，偏光光照可以将初始半球状的阵列变为纺锤状、椭球状、粗纺锤状、

近六角形、近矩形和近菱形的图案。并且，通过控制偏光时间、偏振方向和二次偏光，图案的形状、尺寸以及排列

方式都可以得到有效调节。这种非接触性的光控技术赋予了有序图案多样性、灵活性、可控性、经济性、重复使用

性和大面积规整性，在微电子和微生物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微图案；偶氮苯；光致形变 

JP091 

低缺陷石墨烯支撑聚苯乙烯/磷钼酸三元杂化结构的自组装构建及其超电容性质研究 

袁伟永* 

西南大学 400715 

这项研究通过原位层层自组装构建了低缺陷石墨烯、磷钼酸和聚苯胺的三元杂化纳米结构。其中低缺陷石墨烯

充当二维纳米基底，而磷钼酸和聚苯胺则形成了均匀的超薄膜结构。该方法得到的材料具有优异的超电容性能：在

0.2 A/g 时可以达到 688 F/g 的比电容；经过 1000 个充放电循环后，只有 8%的电容损失。该电容值远远高于采用化

学聚合生长或者物理吸附得到的杂化结构的电容值，因而证明原位层层自组装在超级电容器领域的巨大应用前景。

该方法有望进一步拓展到构建其他碳载的金属氧化物/导电聚合物杂化结构，从而应用于其他重要研究领域。 

关键词：杂化纳米结构；自组装；超级电容器 

JP092 

基于金(Ⅰ)-金(Ⅰ)相互作用的超分子纤维和凝胶 

陈江军,汪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230026 



 
 

550 
 

通过多种非共价键相互作用构筑超分子体系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氢键、π-π 堆积、主客体等传统的非共价键相互

作用形成的组装体得到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基于 d8 和 d10 过渡金属的化合物具有丰富的光电性质，将他们引入到传

统超分子体系中，通过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赋予超分子体系独特的光电性质，为其在有机光电功能材料方面的应用

开辟新的领域。在我们课题组前期关于铂炔超分子体系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构筑了结合传统氢键及 π-π 堆积相互作用

与金-金相互作用的超分子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了这个超分子体系自组装过程属于协同机制（成核-增长机制）

且在低极性溶剂中能够自组装形成长程有序的结构，并且在高浓度下能形成具有发光性质的凝胶。金(Ⅰ)-金(Ⅰ)相互

作用的引入丰富了超分子自组装体系，为拓宽超分子体系的应用发展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超分子；金(Ⅰ)-金(Ⅰ)相互作用；纤维；凝胶 

JP093 

二氧化碳响应的可注射型水凝胶 

郑威,杨海波*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062 

以金属超分子组装体为交联点的超分子凝胶，其将有机金属组装体（有机金属大环、有机金属笼以及有机金属

多面体）的动态可逆性与传统的聚合物的黏弹性结合，构筑了一类新颖的超分子软物质材料。本论文创新性地将具

有二氧化碳响应的聚合物通过逐步后聚合的策略引入到有机金属大环骨架中，成功构筑了以有机金属大环为核的星

状超分子嵌段共聚物。该嵌段共聚物在通入二氧化碳加热的条件下可形成注射型超分子水凝胶，且成胶温度接近人

体的体温。进一步向该水凝胶中通入氮气，实现了凝胶-溶液相转变。通过模型化合物的设计合成以及模型实验的构

建，对成胶机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该水凝胶还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且可以在小鼠体内原位的形成凝胶，

展现出很好的生物学应用前景。 

关键词：有机金属大环; 二氧化碳响应；可注射；超分子凝胶； 

JP094 

自组装制备聚合物油水分离膜 

官美琴,白卫斌*,林金火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自组装法是一种简单且能有效制备规整结构的聚合物微纳米结构的方法，它取决范德华力等各种非共价键相互

作用。本文以聚对二烷氧基苯为原材料，滤纸为基底，通过一步法自组装在正己烷氛围下制备出了超疏水滤纸膜。

该滤纸膜接触角高达 158°，水滴不能润湿膜表面但油滴能顺利通过，且在强酸、强碱等复杂环境下接触角也没有明

显改变，说明其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介于其疏水性及其稳定性，将其用于油水混合物的分离，能成功分离油水并

且有着高分离效率。该聚合物油水分离膜不添加含氟、硅等昂贵的低表面能物质，而是通过自组装的方法，构建出

许多微纳米结构，从而增加它的表面粗糙度，以达到超疏水的效果。该法具有制备成本低廉，简单快捷，节能环保

等优势。 

关键词：共轭聚合物；油水分离；不良溶剂氛围法；超疏水 

JP095 

“富集型”聚合物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在外消旋化合物拆分中的应用 

叶曦翀,张洁,宛新华*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分级结晶是目前工业上拆分外消旋混合物最常用的方法。但是通常情况下，分级结晶产率低，一次操作只能得

到一种对映体。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类“富集型”接枝共聚物抑制剂，其主链为聚甲基硅氧烷，侧链为二缩三乙二醇和聚

N6-甲基丙烯酰-S-赖氨酸。其在氨基酸过饱和溶液中能形成纳米尺寸聚集体，在抑制某一构型氨基酸结晶的同时，还

对相同构型氨基酸有富集作用，在单元操作的后期生成颜色、晶型、尺寸不同的该氨基酸晶体。利用这些性质，一

次结晶就能获得对映体过量值(ee %)高于 92 %的两种对映体，产率可达 37 %。研究了侧链长度和添加量对拆分效果

的影响。基于核磁、吸收光谱、荧光发射光谱、X 射线衍射等的实验结果，初步建立了以“抑制-富集-结晶”为特征的

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的工业应用前景。 

关键词：接枝共聚物；富集型抑制剂；外消旋化合物；聚集体；手性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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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96 

新型环境净化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汪露 1,常智义 1,张晟 2*,李帮经 1*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由于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环境净化材料在近几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目前最广泛使用的空气净

化材料是碳材料和空气净化器；碳材料本身的吸附行为较弱，特异性较差，饱和吸附量小，因此其净化能力较弱；

而空气净化器会产生一些臭氧成分，并且价格较为昂贵；因此，构筑一种具有绿色、经济、高效、快速的环境净化

材料，对环境净化领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基于环糊精主客体化学理论，利用环糊精与碱金属离子之间的金属

配位作用，构筑具有特定形态和结构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该材料具有多孔性和大的比表面积，可以特异性吸附甲

醛等多种气体空气污染物；其具有吸附速率快、饱和吸附容量大、特异性强等特点，表现出比普通活性炭高 2 个数

量级的吸附能力；   

关键词：主客体化学，环糊精，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JP097 

金属笼型荧光交联超分子聚合物 

卢陈杰,汤丹婷,尹守春*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配位驱动自组装被认为是构建超分子体系的第三类弱相互作用力，它能够很好地利用金属配位络合范围和配位

键的活性来合理地调控和构建不同二维/三维超分子结构。最近，我们在配位驱动自组装、荧光超分子聚合物的构筑

调控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本项目设计了一个含 21-冠-7 基团、TPE 基团和 Pt(II) 金属的金属笼型主体分

子，并进一步加入二级铵盐客体分子进行交联。研究它们在溶液中的自组装过程；研究超分子聚合物凝胶的形成条

件、自修复性能和力学性能；研究超分子聚合物溶胶–凝胶之间的可逆转化及在外界微环境（温度、pH 和竞争性配

体）改变下的发光性能。这类荧光超分子聚合物的构建不仅增加了荧光超分子聚合物构建单元的多样化，而且金属

铂可以有效地调控荧光超分子聚合物的发光性能，拓展了超分子聚合物的应用范围，有望将其应用于外界微环境（温

度、pH 和钾离子）的检测，为制备新型性能优异的智能材料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金属笼 ；荧光；超分子聚合物凝胶；自修复 

JP098 

嵌段共聚物组装体的光致蠕虫状胶束-囊泡可逆转变 

叶齐全,霍猛,袁金颖* 

清华大学 100084 

双亲大分子组装体已经被证实可以用来模拟细胞结构。刺激响应双亲大分子组装体在刺激条件下的形貌变化可

以用来模拟细胞在生长发育和病变过程中发生的形貌变化。光刺激响应具有响应快速、可调控强和不加入额外试剂

的优点，目前已经实现了光刺激响应的胶束的可逆破裂-重组，囊泡的可逆融合-分裂，囊泡和胶束的可逆膨胀-收缩

等形貌变化。然而目前对光刺激响应的蠕虫状胶束的研究较少，光调控的蠕虫状胶束的形貌转变过程尚不清楚。我

们采用聚合诱导自组装的方法，以聚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PDMA）调控甲基丙烯酸苄酯（BzMA）和甲基丙烯

酸偶氮苯酯（AzoMA）的聚合诱导自组装，得到了蠕虫状胶束。在紫外照射下，蠕虫状胶束经历“章鱼”状组装体、“水

母状”组装体等中间形态，最终转变为囊泡。这一发现丰富了细胞仿生的形态，揭示了光刺激响应蠕虫状胶束与囊泡

形貌转变的机理。 

关键词：蠕虫状胶束；囊泡；形貌转变；聚合诱导自组装；光响应 

JP099 

磁铁控制顺磁性嵌段共聚物的精准排列 

岳兵兵,朱亮亮*  

复旦大学 200433 

含有热力学不相容链段的嵌段共聚物在混合熵的驱动下可发生自组装，形成纳米尺度上自组装分相结构。为了

获得长程有序的排列结构，除了考虑嵌段间的相互作用还需采取外界条件控制。磁场诱导是一种简单易控的诱导作

用，然而大多数嵌段共聚物不具有磁响应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我们对二嵌段共聚物 PS-b-PDEAEMA 进

行季胺化，再与 FeBr3 络合形成 N+（FeBr4）-络合基，由顺磁性基团修饰的二嵌段共聚物在磁铁磁力和作用下分相，

获得长程有序排列的分相结构，且通过改变磁力方向实现多角度可控。通过 AFM 和 TEM 进行形貌分析，发现在磁

力作用下，顺磁性 PS-b-PDEAEMA 的分相结构由弯曲的双连续纳米层过渡为具有单一取向的长程有序结构，SAXS

结果表明二嵌段共聚物纳米分相结构由各向同性转变至各向异性。本文为长程有序纳米结构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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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分相；顺磁性；磁力控制；长程有序 

JP100 

高分子水凝胶宏观组装与可控驱动行为 

付俊*,许祖翔,李金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响应型高分子水凝胶在智能器件和驱动器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然而，现有的制备高分子水凝胶器件的方

法比较复杂，制约了其进一步应用于构筑较复杂的器件。本工作合成了胶束交联的高强韧与响应性高分子水凝胶，

系统地研究了水凝胶的其界面组装行为，探讨了水凝胶中离子型单体含量对组装体界面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构筑了简单的水凝胶驱动器原型器件。此外，利用离子络合作用对水凝胶交联结构和响应行为的影响，通过精确设

计和构建空间分布可控的离子络合行为，将各项同性水凝胶转变为具有精确可控不均匀结构的水凝胶，实现了在温

度、pH、离子强度等因素刺激下的三维可控驱动形变。本研究为构筑高分子水凝胶驱动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学依

据。 

关键词：响应型高分子水凝胶，宏观组装，静电作用，驱动器 

JP101 

基于 β-环糊精与二茂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电压刺激响应性接枝聚合物的制备 

袁镇豫 1,王杰 1*,郭旭虹 1,2* 

1.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2.石河子大学新疆建设兵团材料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电刺激响应性材料是目前材料研究的热点之一，因其避免了氧化还原剂的使用，在药物控释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与传统的化学键偶联聚合物相比，通过非共价键偶联的聚合体系更加容易构建。本文以 β-环糊精接枝的葡聚糖

和二茂铁封端的聚己内酯为构筑单元，通过 β-环糊精与二茂铁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超分子刷形聚合物，并且

该聚合物在水溶液中可以自组装为胶束。使用核磁（1H-NMR）、动态光散射（DLS）、循环伏安法（CV）和透射

电镜（TEM）等方法进行验证。此外，该非共价键聚合物胶束在外界电压刺激下可以调控其组装行为。 

关键词：β-环糊精；二茂铁；胶束 

JP102 

嵌段共聚物/多酸静电组装体的电化学形貌调控与光电性能研究 

种丹丹,谭俊彦,张金龙,宛新华*,张洁*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多酸-有机聚合物超分子自组装杂化材料不仅有效融合了多酸丰富的功能特性和有机聚合物良好的加工性，还赋

予杂化组装体独特的动态响应性，成为新型的超分子智能材料。我们选用带正电荷的近红外电活性的双核钌嵌段共

聚物 PEO114-b-P(DCH-Ru)n 和带负电荷的多酸 PMo12 通过静电作用形成有序的组装体，通过施加相应的氧化和还原

电位，可以实现组装体尺寸的可逆调控；结合 XPS 对价态和特征元素测定的结果，也证实了在囊泡可逆膨胀的过程

中电解质离子的电荷补偿作用。将该体系在选择性溶剂 CH3CN 中浇铸成膜，薄膜的电化学性能测试结果显示，相比

在均相溶剂 DMF 中的无规排列，在选择性溶剂 CH3CN 中静电组装形成的层状结构中，有机双核钌基团和无机多酸

的特征近红外吸收波段的光学调制幅度和电化学阶跃稳定性都有显著提高，证明了聚集体的有序排列对其光电性能

的协同促进作用。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多酸；静电组装；电响应性 

JP103 

定时释放型亚硝酸钠缓蚀剂纳米胶囊的制备与控释性能研究 

左明明,袁续周,陈阳,曹振兴,罗铭,左晓兵* 

常熟理工学院 215500 

可控制缓慢或定时释放的纳米胶囊制备与释放技术在药物传递、催化剂、破胶剂、相变材料、水处理剂、缓蚀

剂、农药、粘合剂、自修复材料等工业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理论及实际应用价值。微流体技术、自组装、原位聚合、

悬浮聚合、喷雾干燥、压片、流化床等各种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纳米胶囊的制备。然而，使用上述方法

难以制备具有定时释放功能的“核-壳”结构纳米胶囊，目前如何得到具有定时释放功能的纳米胶囊仍然是微胶囊制备

领域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本文，我们通过新颖的乳化-分散-聚合法制备以缓蚀剂亚硝酸钠为核，聚乙烯亚胺和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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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胺复合材料为壳的定时释放型纳米胶囊。首先将水溶性亚硝酸钠乳化分散在油体系中，形成 W/O 结构乳液，接着

加入相应的分散剂，交联剂，引发剂等进行聚合反应，制得亚硝酸钠缓蚀剂纳米胶囊。 

关键词：纳米胶囊；定时释放；自组装 

JP104 

一步法合成具有多重响应性共聚物 Janus 微粒 

王荣民*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具有环境响应性的两亲性 Janus 微粒作为一类新型的固体表面活性剂，不仅具有更高的表面活性、更强的界面吸

附能力，而且可以对环境作出快速响应，因此在食品、化妆品、药物控释、催化、涂料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本文基于“粒子设计”和无皂乳液聚合法相结合的理念，选择常见丙烯酸（酯）类单体，pH 响应性单体、温敏性单体

等共聚单体，通过一步无皂乳液聚合法合成了具有 pH、温度、离子强度响应性的丙烯酸酯共聚物 Janus 微粒（mRAP）。

通过 DLS、FT-IR、SEM、TEM、金相显微镜等测试手段对乳胶粒的粒径和分散性、温敏性、组分、形貌、乳化性进

行了表征。测试结果表明，mRAP 微球具有很好的乳化性和热响应性。通过调节 DEAA 的含量可以调节微球的乳化

性。两亲性微球具有一定的温度敏感性和 pH 响应性，即通过改变溶液的 pH 值，可以改变微粒的乳化性，其在中性

和碱性环境中具有很好的乳化性，而在酸性环境中没有乳化性。 

关键词：聚合物 Janus 微粒；无皂乳液聚合；可控形貌；固体表面活性剂；环境响应性微粒 

JP105 

新型聚-N 苯基甘氨酸构建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应用于光热治疗和细胞成像 

梁文倩,蒋邦平,朱阳,沈星灿* 

广西师范大学 541004 

随着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的发展，新型的诊疗一体化多功能纳米材料备受关注，但是考虑到生物相容性、生产

成本等，仍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安全、有效、价廉的多功能纳米平台，以实现癌症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本工作中，首次合成了水溶性聚 N-苯基甘氨酸(SPNPG)，并进一步与 ScGFP 静电超分子组装，制

备了新型的聚 N-苯基甘氨酸-绿色荧光蛋白纳米复合物(SPNPG/ScGFP)。所制备的纳米复合物能在近红外激光的照射

下展现其高效的光热转换效率，具有良好的光热治疗效果和光热稳定性。同时，由于引入绿色荧光蛋白，所得复合

物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能够在细胞内成像并且可以快速穿透细胞膜，表明该复合物可以作为一种高效的新型诊疗试

剂。 

关键词：聚 N-苯基甘氨酸；超荷电绿色荧光蛋白；荧光成像；光热治疗 

JP106 

多重刺激响应型环糊精衍生物 

祝润朗,钱阿攀,闫家涛*,张阿方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系 200444 

刺激响应型环糊精兼具环糊精主客体性质及外界环境响应性，在传感器、药物传输及智能响应材料等方面极具

研究和应用价值。目前环糊精智能化主要通过化学改性接枝各类功能基元，存在合成繁琐、响应单一等限制。本工

作通过硫醇-烯烃点击反应，高效制备一类含硫醚的烷氧醚改性环糊精，并基于硫醚的氧化还原与金属配位特性构筑

了多重响应型环糊精衍生物。其在水相中表现特征温度响应行为：相变非常迅速（< 2 ℃），滞后性小（< 1 ℃），

且相变温度（LCST）可通过改变烷氧醚链长加以调控。同时，加入氧化剂 H2O2 可将硫醚氧化为亚砜，从而显著提

高其亲水性使得 LCST 迅速升高；加入还原剂巯基乙酸后又可将亚砜还原使其 LCST 恢复。另外，硫醚可选择性与

金属离子 Ag+配位，使得 LCST 进一步得以调控。核磁氢谱与圆二色谱测试表明，改性环糊精仍保留对客体染料分

子如甲基橙的包络能力，且主客体作用大小可通过氧化还原、金属配位及温度等刺激加以控制。 

关键词：智能环糊精 温度敏感 氧化还原 金属配位 

JP107 

“串珠”状聚合物胶束-碳纳米管组装体的制备与功能化 

许升,赵伟,林戈瑜,张广俊,刘晓亚* 

江南大学化工学院 214122 

基于分子尺度聚合物的自组装研究，科学家们获得了丰富多彩的纳米尺度结构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以纳米或

微米粒子作为自组装的构筑基元，通过多级组装获得结构更为复杂、功能更为独特的新型组装聚集体，已成为自组

装领域的研究新方向。本工作利用可光交联的双亲性无规共聚物 Poly(AA-co-VMc-co-EHA)与碳纳米管的疏水及 π-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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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作用，制备得到一种以碳纳米管为线、聚合物胶束为珠的“串珠”状复合组装体。此外，通过在组装过程中引入分

子识别基元，可赋予该“串珠”组装体丰富的分子识别功特性。利用外电场诱导该功能化组装体在电极表面二次组装，

成功构筑出具有高效分子识别特性的化学传感器。本工作在传统大分子自组装的基础上，将软质聚合物与硬质无机

碳材料结合制备功能化多级组装体，丰富了自组装的形态与应用灵活性，为功能化多级组装体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与新方法，在化学传感、生物医药、生物电子器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自组装；多级组装；功能化；串珠；传感器 

JP108 

多肽嵌段序列实现金纳米粒子原位生长及自组装 

张文思,苏志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金纳米粒子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近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实际应用中，溶液法合成的金纳米粒子存在以

下问题：（1）合成过程中使用的还原溶剂影响了生物相容性；（2）不加修饰的金纳米粒子在水溶液中容易聚集，

失去尺寸效应；（3）难以实现在空间的有序排布。近年来，生物大分子，比如牛血清蛋白、DNA、RNA 修饰的金

纳米粒子均实现了较好保护作用和生物相容性，但仍然难以排除对生物体有害的溶剂分子，也难以实现空间的三维

排布。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多功能序列片段的多肽分子序列：（1）无需其他还原剂，实现了金纳米

粒子在多肽链段上的原位合成；（2）组装体具有很强的细胞亲和性；（3）多肽的自组装片段诱导金纳米粒子在溶

液中自组装形成沿纤维轴向排列的空间结构。这种金纳米粒子的纤维状组装体的合成绿色环保，体系不含强还原剂，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生物亲和性，在细胞内传感、药物控释方面具有潜在应用。 

关键词：金纳米粒子；自组装；多肽 

JP109 

通过溶剂诱导三嵌段共聚物薄膜在化学图案上的引导组装 

黄广诚 1,2,逄媛媛 1,2,万雷 3*,季生象 1 

1.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3.美国西部数据有限公司 

ABA 三嵌段共聚物在本体状态下中间嵌段有 40％桥型构型和 60％环型构型。在引导组装条件下，ABA 三嵌段

共聚物通过环形和桥型构型的转换使得其在 Ls≈1.6 Lo 的化学模板上引导组装时依然得到无缺陷的层状形貌，而两嵌

段共聚物却只能在 Ls≈1.1 Lo 的化学模板上得到无缺陷的形貌。然而三嵌段共聚物也正是因为存在桥型和环型两种分

子链的构型，导致在化学图案上引导组装时动力学困难，同样分子量的三嵌段共聚物组装所需的时间是两嵌段共聚

物的三个数量级之多。这样导致三嵌段共聚物在实际应用中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大分子量的三嵌段共聚物

进行密度倍增引导组装时更是明显。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溶剂退火结合化学图案引导来解决。我们实验结果表明，即

使在 250oC 高温下加热退火三嵌段共聚物引导组装数小时，得到的还是无序的结构。而用溶剂退火的方法可以在常

温下即可引导三嵌段共聚物在两倍密度倍增的化学图案上组装得到无缺陷的形貌。 

关键词：三嵌段共聚物；溶剂退火；引导组装；化学图案 

JP110 

聚肽嵌段共聚物在球形模板表面自组装行为的研究 

续文恒,蔡春华*,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利用嵌段共聚物在模板上自组装，可获得高度有序的表面微结构。目前，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在平面上或在限定

空间里，嵌段共聚物在非平面模板表面的自组装研究鲜有报道，且无有序的表面形貌。本研究利用嵌段共聚物在球

形粒子上自组装，获得了具有有序表面微结构的粒子。我们研究了聚肽嵌段共聚物聚(γ-苄基-L-谷氨酸酯)-聚乙二醇

嵌段共聚物（PBLG-b-PEG）在交联 PS 球（SPS）引导下的自组装行为，得到了条纹状和点状等表面微结构。探讨

了起始溶剂、温度和共聚物化学组成等因素对表面微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大 THF/DMF 共混起始溶剂中 DMF

含量或降低温度，表面形貌可由条纹状变为点状；当共聚物中 PBLG 分子量较小时形成光滑膜，共聚物中 PBLG 分

子量较大时条纹变宽及点状直径变大。本研究成功获得了球形表面上的有序微结构，拓展和丰富了聚合物的自组装

研究，可为制备具有有序表面微结构的功能化纳米材料提供参考。 

关键词：表面微结构; 聚肽; 球形模板; 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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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11 

基于 AIE 分子的光开关荧光聚合物纳米粒子及应用 

钟维邦,张培盛*,王宏,余茂林,易平贵,陈建* 

湖南科技大学 411201 

近二十年来，纳米技术和生物检测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高性能荧光材料的发展，其中可用于化学传感、超高密度

光学储存、超分辨荧光成像等领域的光开关荧光聚合物纳米粒子（PFPNs）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本文依据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FRET）原理，将具有聚集诱导发光（AIE）性质的 4-苯基-双（（4-二苯胺基）苯基）甲酮（p-DTPACO）

和含光致变色螺吡喃基团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聚苯乙烯-b-聚（螺吡喃-co-丙烯酸）（PS50-b-P（SP10-co-AA37））通

过共沉淀法制备了一种光开关荧光聚合物纳米粒子。这种纳米粒子在水相中具有高荧光亮度、优异的长期稳定性和

光稳定性、低细胞毒性、快速的光响应能力和多次光开关循环性能，并且能进一步应用于光可擦写荧光图案化功能

和可逆光开关双色细胞成像，结果表明该类光开关荧光纳米粒子在信息防伪，超高密度光学存储，生物细胞成像等

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光开关; FRET; 聚集诱导发光; 细胞成像; 光擦写 

JP112 

嵌段共聚物 PS-b-PAA 与亲水性量子点共组装 

刘巍,姬相玲*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嵌段共聚物与无机纳米粒子在水溶液中共组装形成的有机/无机杂化囊泡具有稳定、牢固的结构及可控的理化和

生物性质，可用于药物负载、释放及催化等方面。据报道，复杂囊泡结构具有更快的细胞内吞速率，因而吸引了广

泛的研究兴趣。因此，有效构筑可控的多层次复杂囊泡结构是拓宽聚合物囊泡的生物学应用的重要手段。本工作利

用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S-b-PAA 与亲水性量子点（QDs）通过静电作用结合并在溶液中共组装，得到不同类型且形貌

可调的复杂囊泡结构（如花朵状大复合囊泡和多层囊泡），主要研究了溶液 pH 值及 QD 含量对共组装体形貌的影响，

结果表明这些复杂囊泡结构的形成与量子点的中和、桥接作用相关，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机理。本工作中制备得到的

多种复杂囊泡结构具有较大的疏水微区及表面积，在亲、疏水药物负载及控制释放等方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共组装；复杂囊泡结构；形成机理； 

JP113 

PS-b-PMMA/离子液体薄膜热退火相分离的影响机制 

陈双俊 1,2*,伍广朋 2,Paul Nealey2 

1.南京工业大学；2.University of Chicago 

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S-b-PMMA)是引导组装中试产业化最成功的嵌段共聚物品种，但是 PS 和 PMMA

嵌段的相互作用参数（χ）较低，不能应用于下一代半节距小于 10 纳米的引导组装技术。通过物理掺混离子液体可

以改变 PS-b-PMMA 体系的相互作用，可在热退火条件下进行大面积的引导组装。以对称或不对称结构的 PS-b-PMMA

与离子液体体系的有效相互作用参数为研究对象，在分子量不变的情况下，由 PS-b-PMMA/离子液体体系周期长度 L

相比较于 PS-b-PMMA 的周期长度 Lo 的改变，计算得出 PS-b-PMMA/离子液体体系的有效相互作用参数。在有效相

互作用参数的拟合过程中，PS 为 A 嵌段，离子液体作为组分 C 与 PMMA（B 嵌段）共同组成嵌段或微区，相分离

参数的拟合参考经典经验方程。结合长程电荷作用与选择性溶剂稀释效应等因素建立经验方程拟合 χeff，提出了嵌段

共聚物带电体系的热退火相分离机制。 

关键词：PS-b-PMMA;嵌段共聚物;引导组装;亚十纳米;离子液体 

JP114 

非共价相互作用调控的双链聚合物的构建 

王章远,马玉国*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871 

双链聚合物由于其特殊的梯形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较高的机械性能，在气体吸附、光电器件等方

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了制备结构规整的双链聚合物，我们发展了一种利用非共价相互作用调控单体自组装进而通

过聚合反应构建双链结构的新策略。我们利用芳香-氟代芳香面对面交替堆积作用和氢键的协同调控效应，使聚合单

体进行柱状堆积预组织形成超分子聚集体，进而在有序排列的柱状聚集体中通过丁二炔衍生物的光照拓扑聚合高效

地制备了双链聚合物。核磁共振谱图、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拉曼光谱、示差扫描量热分析、小角 X 射线散射以及凝

胶渗透色谱等表征测试手段证明了单体进行自组装进而发生聚合反应的过程。双链聚合物的两条主链结构以含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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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官能团的分子片段共价连接，通过亚胺键在酸性条件下的水解作用，凝胶渗透色谱显示聚合物分子量减少了一半，

表明聚合物由双链变为了单链，从而有效地模拟了 DNA 的解旋过程。 

关键词：双链聚合物； 非共价相互作用； 芳香-氟代芳香相互作用； 氢键； 自组装 

JP115 

含葫芦[7]脲侧链准聚轮烷的制备及其对聚合物荧光增强性 

徐文超 1,2,谭业邦 1,2*,邱秀敏 1,2,侯胜珍 1,2,王鑫 1,2,荆世尧 1,2,李娟 1,2,周静 1,2 

1.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特种功能聚集体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葫芦[n]脲（CB[n]）作为一种新兴超分子主体，具有化学稳定性出色、与客体分子结合能力强的特点，正在日益

成为超分子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葫芦[n]脲是一种由 n 个甘脲单元所组成的桶状分子，其内部的疏水空腔可以同多

种带电基团和中性基团相互作用，生成稳定的轮烷复合物，并具有独特的性质。本文合成了具有荧光基团的聚合物

聚-4-苯乙烯基-4-羟基吡啶盐，并且将该聚合物与客体分子与葫芦[7]脲（CB[7]）相互作用制备侧链准聚轮烷。TEM

证实，CB[7]的加入使得准聚轮烷的聚集尺寸有了显著地增加。UV-Vis 谱图证实 CB[7]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穿到了客

体聚合物分子侧链的苯环单元。通过荧光发射光谱、荧光量子寿命和量子效率测试，证明随着 CB[7]的加入，准聚轮

烷的荧光性显著增强。当 CB[7]达到 1.0 摩尔当量时，其荧光强度较之纯聚合物增强约 10 倍。荧光量子寿命和荧光

量子效率分别增加了约 70%和 20%。 

关键词：葫芦[7]脲；准聚轮烷；荧光发射；荧光量子寿命；荧光量子效率 

JP116 

基于环糊精-偶氮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光响应超分子水凝胶 

成玮楠,廖永贵*,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设计合成了一种含偶氮苯基团及长链烷基的环糊精衍生物凝胶因子。反式偶氮苯基团可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进

入 β 环糊精的疏水空腔中形成包合物，通过自组装形成超分子结构进而形成凝胶，其临界凝胶浓度为 7wt%。在光照

或加热的条件下可发生可逆的溶胶-凝胶转变。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表明：UV 照射下，350nm 左右的吸收峰强度下降，

最大吸收波长减小，表明反式偶氮苯变为顺式，并从环糊精的空腔中脱离，发生解组装；可见光照射下顺式偶氮苯

变为反式，重新进入环糊精的空腔，进行自组装。流变测试结果表明，随着凝胶因子浓度的上升，凝胶体系的储能

模量和损耗模量均上升，表明体系的纤维网络变得更为致密。 

关键词：光响应；环糊精；主客体相互作用；水凝胶 

JP117 

点击自组装：一种均聚物光控原位自组装途径 

陈亮 1,2,闫强 1,2* 

1.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2.聚合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工业规模化应用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传统的嵌段共聚物自组装是一种溶液后组装方式，存

在操作步骤繁琐，组装浓度过低等缺点。近年来，Armes 和潘等人开发了一种原位自组装方法—聚合诱导自组装

(PISA)。它可以在高浓度下一锅法制备聚合纳米粒子，具有产量高、操作简易等优点，但是这种方法单体种类有限，

而且聚合方法受限于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AFT）。基于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基于点击反应的光控原

位自组装策略。我们以邻甲基苯甲醛与马来酰亚胺之间的点击偶联为模型基元，研究了带有这两种末端基元的均聚

物在乙腈和水的混合溶剂中的光控点击原位自组装行为。利用该方法，可以快速、批量制备不同形态的聚合物纳米

粒子。该方法避免了后组装方式操作步骤繁琐、合成复杂的缺点，克服了 PISA 的单体和聚合方法的局限性，有希望

成为第二类通用的原位聚合物自组装方法学。 

关键词：原位自组装；点击反应；光控自组装；纳米聚集体 

JP118 

葫芦[7]脲单封端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的合成及其主客体识别特性研究 

侯胜珍,谭业邦*,陈浩,邱秀敏,徐文超 

山东大学 250100 

本文合成了葫芦[7]脲(CB[7])单末端修饰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并研究此聚合物的温敏性及对客体

分子的识别特性。我们用过硫酸铵将 CB[7]外侧赤道位置的氢氧化为羟基，分离得到单羟基 CB[7]，将炔丙基接枝到

CB[7]羟基上，得到炔丙基功能化的 CB[7]。以 3-叠氮基丙基 2-氯丙酸酯为引发剂通过 ATRP 聚合得到末端为叠氮基

的 PNIPAM，通过点击反应得到 CB[7]单封端的 PNIPAM。通过测定聚合物的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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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7]-PNIPAM 比 N3-PNIPAM 的 LCST 高，且聚合物的 LCST 随着客体分子电荷数量的增加而明显升高。而

CB[7]-PNIPAM 基本保持了 CB[7]对客体分子的高结合常数和高选择性的特点。CB[7]-PNIPAM 作为一种末端葫芦脲

的聚合物，继承了聚合物和 CB[7]的性质，其在超分子聚合物材料构建等方面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葫芦[7]脲；温敏性；主客体相互作用 

JP119 

干态聚合物-量子点复合材料的制备和应用 

梁相永 1,冯俊峰 3,李帮经 1,张晟 2*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2.四川大学；3.西南交通大学 

量子点由于其独特的光学性质而备受关注。其荧光性质与量子点表面的化学环境关系密切，基于此研究者们开

发出了很多高选择性和高灵敏性的检测分析方法。但大部分的分析方法是在溶液中进行的，不利于储存运输。本文

制备了一种具备高荧光特性的含量子点干凝胶。首先利用主客体包合作用使量子点表明携载可聚合官能团，然后与

基底材料单体进行聚合，在空气中干燥后即可得到干态聚合物-量子点复合材料。该方法制备过程简单，不需要昂贵

设备，利于放大生产。得到的复合材料可以响应多种芳香类物质而进行定量分析。 

关键词：荧光；聚合物-量子点复合材料；检测分析 

JP120 

聚合物胶束多层次自组装作用机制探索 

朱宏艳,邱惠斌* 

上海科技大学 201210 

自组装是组装单元通过弱键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是创造新物质、新结构、新功能的重要手段。

嵌段共聚物通过自组装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复杂的胶束纳米粒子，但是我们对于自组装纳米材料在溶液中的形成机理、

多层次组装作用机制、以及胶束构象转变过程知之甚少，研究工作仍旧停留在摸索阶段。为了进一步了解聚合物的

自组装行为及其形成过程，我们通过活性阴离子聚合可控合成了聚苯乙烯 -b-聚丁二烯 -b-聚 2 乙烯基吡啶

（PS-b-PB-b-P2VP，SBV）三嵌段共聚物，研究了 SBV 在选择性溶剂中的自组装行为，得到了一系列不同形貌的胶

束结构。基于这些聚合物胶束，运用同步辐射 X 射线小角散射技术（SAXS）以及原子力显微技术（AFM），研究

了自组装过程中聚合物胶束的形态结构及其演变、组装的进程，最终揭示胶束的形貌结构及其形成过程。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胶束；多层次自组装；同步辐射小角 X-射线散射 

JP121 

水分散性导电分子印迹聚苯胺纳米粒子的合成及其对卵清蛋白的特异性识别与检测 

黄婧,罗静*,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本研究利用聚苯胺（PANI）和无规双亲共聚物的共组装得到一种水分散性导电分子印迹聚苯胺纳米粒子，并将其应

用于构筑对卵清蛋白（OVA）有特异性识别与检测性能的电化学传感器。首先本研究以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和

苯乙烯制备了无规双亲共聚物。在水的诱导下，其会通过静电相互作用与 PANI 进行共组装得到纳米粒子。在组装过

程中，OVA 通过氢键相互作用被包裹进纳米粒子内部，得到分子印迹聚苯胺纳米粒子。通过红外、TEM 对其进行表

征，证明分子印迹聚苯胺纳米粒子的成功制备。利用上述分子印迹聚苯胺纳米粒构筑的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对 OVA

有较好的特异性识别与检测性能，在 OVA 浓度为 10-11 ~ 10-6 mg mL-1 范围内，响应电流与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

系，检测下限为 10-12 mg mL-1，响应时间少于 3 min。综上所述，制备的分子印迹化学传感器在蛋白质特异性识别

与检测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分子印迹传感器；聚苯胺；共组装；蛋白检测 

JP122 

排空诱导聚肽共聚物胶束再组装 

刘晓娜,王立权*，林家平* 

华东理工大学 200273 

高分子自组装发展到了构筑复杂多级结构的阶段，而如何使高分子胶束发生进一步组装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

们提出利用排空效应诱导高分子胶束再组装来制备多级结构。聚肽接枝共聚物（聚 γ-苄基 L-谷氨酸酯-g-聚乙二醇）

可自组装成各向异性的纺锤状胶束。向胶束溶液中加入均聚物（聚乙二醇），可促使纺锤状胶束有序排列，其结构

与均聚物的分子量、浓度和共混时间有关。增大浓度、分子量和共混时间有助于增加胶束的相互堆积。此外，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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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叠方式也受到浓度和分子量的控制。研究工作为高分子逐步组装提供了一种可控的设计方法，有助于一维多级

结构的制备。 

关键词：排空效应；胶束；多级结构；自组装 

JP123 

卟啉为核星型嵌段共聚物的合成及离子传输性能研 

李超，高龙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卟啉因其独特的纳米空腔，在电子、光学、催化和生物化学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利用卟啉小分子自

组装得到的纳米结构的稳定性差，并且其结构的调控过程不易控制。我们利用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方式，实现了卟

啉在纳米有序结构中的可控分布。首先，我们设计合成了对称性四端卟啉引发剂，通过 ATRP 聚合得到了星型嵌段

共聚物 Porp-PMMA-PS。利用其自组装实现卟啉在高分子相中的均匀排列，得到卟啉纳米通道，再与两性的阳极氧

化铝复合得到不对称离子通道，由改变外界 pH 条件来调节离子通道的表面电荷，利用不对称通道的选择性，可以实

现其在宽 pH 下的离子二极管效应和 pH 响应的离子整流效果。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卟啉；高整流比；pH 响应 

JP124 

聚合物 Janus 纳米颗粒的制备 

唐林 1,梁福鑫 2,杨振忠 2*,封伟 1* 

1.天津大学；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基于保护/去保护及选择性刻蚀等技术制备了一种表面具有分区结构的 SiO2 模板球，该模板球的特点在于具有凹

槽形貌的区域为非连续区域，其表面的化学结构为硅羟基，而光滑连续区域的表面化学结构为烷烃链。基于该模板，

利用两嵌段共聚物聚（4-乙烯基吡啶-b-苯乙烯）（P4VP-b-PS）在具有凹槽形貌的硅羟基表面进行受限吸附自组装，

形成一种 P4VP 链段朝向凹槽、PS 链段甩向外侧的自组装形貌；然后再选择性对 P4VP 链段进行化学交联，制备了

cP4VP-PS Janus 纳米颗粒。研究发现在酸性条件下，该聚合物 Janus 纳米颗粒能够与 SiO2 模板进行分离，且该模板

可重复利用，为大批量制备聚合物 Janus 纳米颗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分区结构；P4VP-b-PS ；Janus 纳米粒子 

JP125 

多刺激响应自组装四苯基乙烯螺吡喃分子的性质研究 

苏醒,于琦,林婷婷,刘毅飞* 

吉林大学 130012 

螺吡喃是一种具有可逆紫外-可见光刺激响应和酸碱刺激响应性质的小分子开关，并且在不同的刺激条件下得到

的异构体性质差异明显，例如紫外-可见光的吸收，分子极性等，也因此被广泛的用于自组装体系。但由于螺吡喃本

身不具备自组装成凝胶能力，通常会与其他凝胶因子相连接从而得到刺激响应凝胶。通过将四苯基乙烯与螺吡喃特

异性连接，可以使该小分子质子化开环形成双亲分子，通过亲疏水作用在小极性有机溶剂中自组装形成凝胶。利用

共聚焦显微镜即可观察到该凝胶具有多孔的网络结构。该小分子凝胶因子中的四苯基乙烯结构，不但提供疏水基团

使自组装得以进行，而且还是聚集诱导发光团，在形成凝胶后非辐射跃迁途径被限制，出现橙红色的荧光，不需要

额外修饰荧光基团即可赋予该凝胶光致发光的能力。因为螺吡喃分子优良的可逆转换性质，使该凝胶在酸碱、光控

条件下的可逆自组装成为可能，为发展新型多刺激响应小分子凝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关键词：小分子自组装；有机凝胶；荧光；刺激响应 

JP126 

共轭嵌段共聚物在溶液中自组装性能的探究与控制 

王美晶，何凤* 

南方科技大学 518055 

嵌段共聚物可以作为自组装构筑单元形式很容而可控地生长出一维或二维的纳微米自组装形貌以及更复杂的多

层级自组装结构，并且不同功能的不同嵌段可以实现纳微米材料的多功能化。我们使用具有强共轭效应的共轭聚合

物聚对苯乙炔（PPV）与聚（2-乙烯基吡啶）（P2VP）醇溶性嵌段相连，构筑具有强荧光发射和自组装特性的双嵌

段共聚物 PPV9-P2VPn。通过溶解——降温——陈化的过程实现溶液自组装，获得了聚集或者分散的长短不一的一维

纤维胶束和二维缎带胶束，并且发现它显现出难得的活性自组装性能，通过种子生长与自播种生长均可实现，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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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探索不同的嵌段比，溶液浓度等因素对于体系自组装性能的影响，探究胶束形成与分子间的 π-π 相互作用之

间的重要关系，并且开发其多级自组装的各种可能性。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超分子自组装；纳米纤维；纳米缎带；π-π 相互作用 

JP127 

对聚电解质构象熵的限制促进与带相反电荷染料分子间相互作用 

李浩东,黄霞芸*,陈道勇 

复旦大学 200433 

报道了一种制备具有高吸附性能的聚电解质复合材料的简单方法。首先，用 DNA 和嵌段共聚物聚乙二醇-b-聚

4-乙烯基吡啶（PEG-b-P4VP）自组装得到核壳结构的纳米线，再用 1,4-二溴丁烷交联 P4VP 核得到一维聚电解质网

络；然后在其壳层原位生长金属有机框架（MOFs）材料制备聚电解质网络和 MOFs 的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对负电

性的染料分子具有非常好的吸附能力。吸附热力学研究表明，聚电解质网络在复合后的吸附平衡常数较复合之前有

两个数量级的增加。结合 van’t Hoff 方程，得出 Langmuir 吸附平衡常数 KL 和温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到吸附过程中

的热力学参数变化值。分析表明聚电解质网络在复合前后的 ΔS 有显著差异，考虑到在复合材料中，聚电解质链的运

动能力受到壳层 MOFs 的束缚，大大限制了其构象变化，吸附前后的构象熵改变很小。聚电解质网络的复合对其饱

和吸附量和吸附平衡常数的提升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聚电解质网络；MOFs；构象熵；吸附平衡常数；电荷相互作用 

JP128 

表面引发 RAFT 聚合构建磁性纳米粒子-金纳米粒子 行星-卫星多组分纳米结构 

田佳*,张伟安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行星-卫星结构是一种结构清楚且备受关注的多组分纳米结构，可潜在应用于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探针，等离子共

振标尺，光学传感器，生物传递与消除等。Mirkin 等人通过 DNA 骨架构筑了多种基于纳米金的行星卫星结构。聚合

物有着低成本,易合成等独特优势，可成为取代 DNA 链段构建行星-卫星结构的支架基元。目前已构建的行星-卫星结

构基本上都是基于金属纳米粒子之间构建得到，本文通过表面引发 RAFT 聚合在磁性 Fe3O4@SiO2 核壳结构上接枝

PNIPAm 聚合物刷，利用聚合物末端的三硫酯基团与纳米金的相互作用，制备核壳结构为行星，纳米金为卫星围绕

在周围的行星-卫星结构。调控表面接枝的聚合物刷的链长，可以准确调控卫星纳米金与 Fe3O4@SiO2 行星之间的距

离；调控纳米金和核壳纳米粒子的投料比可以调控纳米金的接枝密度，使其分布在多个“轨道”上。这种行星-卫星纳

米结构制备方法简单方便，可适用于其他多种纳米粒子及聚合物。 

关键词：RAFT 聚合；金纳米粒子；磁性纳米粒子；行星-卫星结构 

JP129 

淀粉接枝聚合物的自组装行为 

王晓琳,刘正平*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本文用离子液体为溶剂，在分子尺度上合成了淀粉大分子引发剂，以此引发剂为引发体系、Cu/PMDETA 为催化

体系、MMA 为单体，用 SET-LRP 方法合成了淀粉接枝聚甲基丙烯酸甲酯（starch-g-PMMA）。Starch-g-PMMA 具有

亲水的淀粉骨架和疏水的 PMMA 侧链，在选择性溶剂中可自组装球形胶束和空心球结构。考察了溶剂、初始浓度、

溶剂与水的比例、加水速度、聚合物接枝率等因素对组装形貌的影响。随后，本文进一步以 starch-g-PMMA 为引发

剂，用 SET-LRP 方法制备了具有 pH 响应的淀粉接枝聚甲基丙烯酸甲酯-b-聚甲基丙烯酸二乙胺基乙酯（starch-g-

（PMMA-b-PDEAEMA））和淀粉接枝聚甲基丙烯酸甲酯-b-聚 N-乙烯基吡咯烷酮（starch-g-（PMMA-b-PVP）），

它们也可在选择性溶剂中组装成纳米微球。 

关键词：淀粉；接枝；SET；自组装；胶束 

JP130 

构型对聚合诱导自组装中形貌转化的促进作用 

王晓,安泽胜* 

上海大学 200444 

通过可逆加成-断裂连转移（RAFT）分散聚合实现的聚合诱导自组装是一种在高浓度下制备具有各种形貌的嵌

段共聚物纳米微粒的有效方法。然而，目前的 PISA 配方还只是局限于线形的嵌段共聚物。在此，我们利用 2,4,6-三

氯-1,3,5-三嗪和活化的酯有效制备了端基功能度较高（97%）的带有两个连转移基团的聚乙二醇单甲醚的大分子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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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剂（macro-CTA），并利用这种双官能团的 macro-CTA，通过 RAFT 水分散聚合双丙酮丙烯酰胺（DAAM），制

备了 AB2 星形嵌段共聚物。与线形高分子相比，这种星形高分子结构对 PISA 中的形貌转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以在较低的固体含量和较低的成核嵌段聚合度（DP）时得到高级有序的组装形貌。这项工作证明了高分子构型是

在 PISA 中得到高级形貌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高分子构型；RAFT 水分散聚合；聚合诱导自组装 

JP131 

模块化单体的水分散聚合：高度不相容嵌段共聚物的高级别形貌调控 

吕晓庆,安泽胜* 

上海大学 200444 

目前仅有有限的几种单体适合通过水分散聚合实现聚合诱导自组装(PISA)，为此我们首次提出一种筛选适合在水

中做分散聚合的单体的方法，即模块化单体法。这种离子型模块化单体具有相对独立的两部分结构，其亲水疏水平

衡可以方便的进行调节。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离子型单体能够制备出含中性稳定嵌段和聚电解质的核嵌段的双嵌段

纳米颗粒，并发现由于嵌段间的高度不相容性能够推动聚合诱导自组装进行相分离。通常情况下，蠕虫的形成区间

非常狭小，但这种中性嵌段-聚电解质嵌段聚合物能够在较低固体含量下形成较宽的蠕虫区间。这些发现表明嵌段之

间的不相容程度应被认为是研究 PISA 形貌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关键词：水分散聚合;离子单体;不相容性 

JP132 

医用镁植入材料表面大分子自组装功能涂层的研究 

朱叶,孙家娣,魏玮,罗静,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000 

镁及其合金作为新型金属植入材料，因其良好的力学性能，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等优势受到了关注。但由于

镁的化学性质极为活泼，其在人体环境中降解速率过快，难以满足植入材料对力学性能和使用寿命的要求。表面涂

层处理是调控镁合金降解速率的常用方法之一，本文以可在无水乙醇中稳定分散的大分子自组装胶体粒子为基本基

元，通过电诱导二次界面组装技术在医用镁表面构建具有生物相容性、降解速率可控的大分子自组装功能涂层，在

调控镁及镁合金的降解速率赋予镁基材以理想的性能及功能。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电泳沉积技术，以聚（丙烯酸异冰

片酯-co-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与单宁酸共组装胶体粒子为构筑基元所制备的涂层表面致密均一，具有优异的细

胞相容性、抗菌性；体外降解实验表明涂层的存在可以明显提高镁样品在模拟人体环境中的耐腐蚀性；动物实验表

明涂覆涂层后的样品在动物体内降解速率明显下降，均匀降解，且可与骨组织牢固结合并促进新骨的生成。 

关键词：镁基金属植入材料；自组装胶体粒子；电沉积；功能涂层；防腐蚀 

JP133 

两亲性超分子接枝共聚物的合成及乳液应用 

曾婷,高勇*,黎华明 

湘潭大学 411105 

本研究报道了一种含动态键的两亲性超分子接枝共聚的合成及其乳液应用。首先分别采用顺序原子转移自由基

聚合(ATRP)方法、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聚合方法及 click 反应合成含金刚烷基团的疏水二嵌段共聚物

PMMA-b-PAYMM 及亲水的端基为 β-环糊精(β-CD)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 (β-CD-PNIPAM)聚合物。通过环糊精与金

刚烷的主-客体相互作用，PMMA-b-PAYMM 与 β-CD-PNIPAM 聚合物在溶液中包结络合形成超分子接枝共聚物。形

成的超分子接枝共聚物在水中进一步自组装成球形聚合物粒子。以制备的聚合物粒子为 Pickering 乳化剂可获得具有

温度和 pH 响应的 Pickering 乳液。 

关键词：可逆共价键；Pickering 乳液；响应性；包结络合 

JP134 

基于 POSS 核的超分子凝胶因子手性组装研究 

何荟文,安志杭,陈思*,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10000 

本文成功制备了两种以 POSS 核的八臂树枝状大分子，一种是以手性氨基己酸为外端的 POSS-C6 和一种手性赖

氨酸为外端的 POSS-Lys。这两种分子都能通过氢键、范德华力的相互作用以极低的浓度(≤0.5%wt)形成有机凝胶，SEM

研究发现 POSS-C6 自组装形成的凝胶纤维独立分散，相互编织而成无规则的凝胶网络，而 POSS-Lys 分子能够通过

自组装形成连续贯通的“丝瓜络”形貌的网络结构。POSS-C6 分子因不具有手性外端而在组装过程中无手性(CD)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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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POSS-Lys 分子由于具有极其对称的立体结构而造成分子内消旋使其在极性溶剂中 CD 信号消失，但在弱极性

溶剂中却能通过手性表达而具有 CD 信号。因此手性组装的存在与否，是导致两种凝胶因子形成完全不同的凝胶网

络的关键因素。本文对此类通过手性组装来调节树枝状凝胶因子的凝胶网络形貌的新型体系研究，对深入探讨树枝

状大分子的超分子组装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POSS;“丝瓜络”网络结构;手性自组装;超分子自组装 

JP135 

甲氧基聚乙二醇-b-聚（乳酸-co-乙醇酸）的合成及溶液自组装 

刘冬,祝方明*,梁华晴 

中山大学 510275 

摘要：甲氧基聚乙二醇（mPEG）为大分子引发剂，辛酸亚锡（Sn(Oct)2）作为催化剂，引发 L-丙交酯（L-LA)

和乙交酯（GA）开环共聚合制得 mPEG-b-P(LA-co-GA)；核磁共振氢谱（1H NMR）、凝胶渗透色谱（GPC）等表征

了合成的嵌段聚合物结构、组成、分子量及其分布等。基于 mPEG 具有亲水性，而 P(LA-co-GA)具有疏水性，因而

mPEG-b-P(LA-co-GA)具有两亲性；利用溶剂扩散法，mPEG-b-P(LA-co-GA)能够在水溶液中自组装成具有壳-核结构

的球形胶束。即，先将 mPEG-b-P(LA-co-GA)溶解于 N,N-二甲基甲酰胺(DMF)良溶剂中，然后滴加溶液至双蒸
水中并超声分散均匀，透析除去 DMF，制得 mPEG-b-P(LA-co-GA)自组装胶束水分散体系。利用扫描

电镜（SEM）、动态光散射（DLS）等手段观察了水分散体系中胶束的形貌和胶束大小及分布。 

关键词：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乳酸-co-乙醇酸）; 胶束; 自组装 

JP136 

智能响应型分子-嵌段聚合物的复合自组装研究 

贾林*,卢悦,谢清彬,高娟娟,刘禹辰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44 

聚合物自组装研究为新型高分子纳米材料在生物医药、光电材料、智能材料等在高新科技领域的潜在应用提供

了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基础研究意义。研究新型的组装方法、设计合成具有结构、性能可调控的聚合物纳米材料

是此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本工作利用液晶聚合物固相下具有排列缺陷的特点，发展了一种将功能液晶小

分子及液晶共聚物进行复合自组装的方法。通过简单操作，成功的将温敏响应性能、手性特征等功能性质引入聚合

物自组装体系。在调控聚合物组装行为的同时，赋予聚合物组装体多样化的功能性质。 

关键词：智能响应分子 液晶嵌段聚合物 复合自组装 

JP137 

两嵌段交联囊泡的表面功能化 

陆群赞,安泽胜* 

纳米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对于嵌段聚合物纳米粒子而言，较长或者聚电解质类型的稳定嵌段能够提高胶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利于粒子

形貌向囊泡的转化。为了解决这一内在矛盾，我们首先通过分散聚合制备原位交联的两嵌段共聚物囊泡。然后以此

交联囊泡为平台继续生长第三嵌段（分别采用中性单体和带电单体），最终得到的三嵌段囊泡能够很好地维持其形

貌。形成的交联三嵌段共聚物囊泡具有丰富的表面化学和任意稳定链段长度的优势。作为对比实验，在未交联的两

嵌段共聚物囊泡的基础上同样进行了第三嵌段的聚合。结果表明，三嵌段线性共聚物囊泡呈现出囊泡和球共存的形

貌。最后，线型和交联的三嵌段共聚物囊泡都进行了溶解度，抗冻干和抗表面活性剂的研究，这些实验共同证明了

交联的三嵌段共聚物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关键词：囊泡；表面功能化； 稳定性；交联 

JP138 

氢键驱动的聚乙烯醇-单宁酸凝胶的形貌研究 

陈亚男,汪辉亮*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自组装是基于非共价键的相互作用自发组织或聚集为一个稳定、具有一定规则几何外形结构的过程，以氢键为

驱动力的自组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用聚乙烯醇和单宁酸，通过氢键驱动自组装的方法，

制备出了微观形貌丰富的凝胶。当聚乙烯醇和单宁酸的总浓度由低到高（0.5%，2%，6%）变化时，凝胶的微观形貌

呈现出从球结构、到球与网片的夹杂结构、再到网片结构的过渡。当在低浓度（0.5%）的聚乙烯醇和单宁酸的混合

溶液中加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后，凝胶呈现出从下至上的分层结构，下层为球与网片的夹杂结构，上层为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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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低浓度（0.5%）的聚乙烯醇和单宁酸的混合溶液中加入磁力搅拌作用后，凝胶不再有球结构，而是不规则的微

米级块状物和纳米级的线。总之，聚乙烯醇和单宁酸的总浓度、是否添加表面活性剂、是否搅拌对凝胶的微观形貌

都有影响。 

关键词：聚乙烯醇；单宁酸；氢键；自组装；形貌 

JP139 

温敏聚合物纳米囊泡的制备 

高娟娟,贾林*,马庆阳,卢悦,刘禹辰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系 200444 

 智能响应型聚合物材料在外界的刺激下,其物理及化学性能能够发生响应变化,因此有着广泛的理论研究及应用

前景。对此类聚合物的自组装研究则推动了智能聚合物材料与纳米科技的结合，并扩展了其学术研究及应用价值。

由智能聚合物通过自组装的方式形成的纳米材料不仅具有优异的刺激响应性能，同时外加刺激也可作为一种自组装

行为的调控手段，进一步丰富了构建可控聚合物组装体的制备方法。本课题设计合成了一类以树枝化烷氧醚为亲水

基元，胆固醇为刚性疏水基元的二元无规共聚物体系。在详细研究其物理化学性能的基础上，以树枝化烷氧醚基元

温敏特性为调控手段，研究了此双亲聚合物体系溶液中的变温自组装行为，并利用共聚物组分中的液晶链段可在溶

液中进行液晶驱动自组装的特性，成功地构建了具有可控结构的聚合物纳米组装体。 

关键词：树枝化烷氧醚；胆固醇；变温自组装；纳米囊泡 

JP140 

高度透明的纳米填料增强的抗划伤自修复聚合物膜 

李洋,李想,孙俊奇* 

吉林大学 130012 

同时具有高硬度和高修复性质的透明膜材料在显示器和电子设备的保护膜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我们在本文中

报道了一种可以修复的，高度透明的，而且可以抵抗刮擦的聚电解质复合物膜。具体的，我们用支化聚乙烯基亚胺

（bPEI）和聚丙烯酸（PAA）进行层层组装，通过退火处理使膜获得高透明性，引入碳酸钙纳米粒子（CaCO3 NPs）

使膜的硬度提高。低分子量 PAA 和 bPEI 在退火时的重新排列是获得透明性的关键，因为低分子量的聚电解质在盐

溶液中具有很好的运动能力，可以消除膜里面因为快速组装而产生的缺陷，抚平膜的结构，获得透明性。原位形成

的 CaCO3 NPs 具有非常好的分散性和规整度，可以赋予复合物膜抵抗刮擦的能力，并且不会对膜的修复性质产生影

响。PAA，bPEI 以及 CaCO3 NPs 的非共价作用以及 PAA 和 bPEI 在水下的快速迁移能力是结构修复以及透明性修复

的关键。 

关键词：层层组装；纳米填料；自修复；透明膜 

JP141 

多功能响应性 POSS 自组装纳米载药载体的合成 

任书贤,贾叙东*,张贵阳 

南京大学 210023 

摘要：纳米药物-聚合物胶束，这是近几年正在发展的一类新型的纳米载体，它同时具有亲水性基团及疏水性基

团，在水中溶解后自发形成高分子胶束，并完成对药物的增溶和包裹它具有亲水性外壳及疏水性内核，适合于携带

不同性质的药物，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因为载药需要高效和定点释放，并且要给药物有个稳定的环境。选用 POSS

作为载药结构，是因为 POSS 无毒，生物相容性好，并且 POSS 的 Si-O 的疏水键能够给药物提供稳定的空腔，使药

物能够稳定的被输送到所需位置。为了能够达到定点释放药物的效果，该纳米结构需要有一定的刺激响应性。本文

利用一种 pH 和 H2O2 双响应性的荧光分子，将其修饰到 POSS 上，合成了一种 PEG-POSS-(OTB)7 的结构，并对这

种高分子进行了自组装性质进行了探究。发现组装后的胶束具有快速的 pH 已经 H2O2 响应性，并且能够进入细胞达

到很好的药物追踪效果。 

关键词：POSS；自组装； pH 响应性； H2O2 响应性 

JP142 

官能化石墨烯负载金纳米片在有机催化方面的应用 

刘云忠,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46 

 金是一种重要的材料，具有特殊的光、电性质和催化活性，近年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但金

的价格昂贵，限制了其在很多领域中的应用。纳米材料的发展为高效利用金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将金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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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石墨烯复合，制备得到复合材料，不仅保持了金纳米材料原本的特殊性质，往往还带来高催化等其他的优点。

本工作已经制备出三角形金纳米片正丙基乙二胺官能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可高效催化水溶液中硼氢化钠还原对硝基

苯酚的反应，只需加入少量即可实现高效、快速催化。接下来进一步探究在光照下该复合材料对相关有机转化反应

的高效光催化作用，筛选最佳催化条件。 

关键词：金纳米片；官能化石墨烯；有机；高效催化剂 

JP143 

具有防雾防霜功能的透明性自修复膜 

李思衡,孙俊奇*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由于聚合物防雾膜比较柔软,容易受到机械刮擦而降低它的使用寿命，因此我们将自修复功能引入到透明防雾聚

合物膜中，制备出了长效稳定的透明防雾防霜自修复聚合物膜。本工作以氢键和静电作用力为成膜驱动力，利用层

层组装的方法制备了聚乙烯基亚胺(PEI)/透明质酸(HA)-聚丙烯酸(PAA) 膜，该膜在可见光区高度透明（550 nm 处透

过率高达 98%）。PEI/HA-PAA 膜在极端的结雾结霜条件下也可以有效防止雾滴或霜的形成。同时该膜具有优异的自

修复性能，当膜受到机械损伤时只需将受损的膜放置在 25℃，相对湿度为 65%的环境中一段时间，就可以方便的实

现膜的受损结构和功能的修复。我们赋予了防雾防霜聚合物膜以自修复的功能，既有效地提高了防雾膜的稳定性和

使用寿命，也拓展了透明自修复功能膜材料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层层组装；自修复；防雾；防霜 

JP144 

基于含有葡萄糖配体的糖肽构建新型仿生细胞支架材料的材料 

祁婧婧,李新明*,刘洁 

苏州大学 215123 

糖基化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它是生物体内细胞蛋白翻译后修饰的过程。生物分子的糖基化修饰在生物系

统中起着重要的生物功能作用，例如：蛋白质的糖基化不仅丰富了蛋白质的多样性也赋予其特殊的功能性。多肽-糖

类的结合增加了分子间作用力，也增加了超分子自组装的能力并形成糖基包裹的特殊纳米结构，这种结构为糖肽提

供了多种多样的应用，例如细菌聚集、剪裁细胞反应和靶向给药等。因此，多肽糖基化在构建具有新型分子结构和

自组装特性的自组装水凝胶材料中具有很大的潜力。虽然已经有很多关于不同糖类修饰的糖肽自组装的报道，但是

关于对多肽链精确的定点糖基化及其作为凝胶因子的自组装研究尚不完善。这里，我们利用体外的定点糖基化反应

来制备新型糖肽凝胶因子，并研究糖基在自组装过程中的特性和在自组装成纳米材料时所增强的生物功能性，为构

建具有良好的生物稳定性的细胞支架材料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水凝胶；自组装；糖肽 

JP145 

纳米切割技术制备侧向锥形纳米间隙波导 

谷盼盼，张刚*，周紫薇，张蔚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因为纳米间隙和尖锐的顶角都可以与光相互作用，使电磁场显著增强。所以把这两个特征集成在一个结构中，

预期其电磁场会显著增强。常规制备这种纳米结构的方法，具有耗时、成本高、不能大面积制备等缺点。纳米切割

技术具有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等优点。于是我们利用新型的纳米切割技术，制备了一种新颖的三维垂直对齐的侧

向锥形纳米间隙等离子体结构。这种纳米结构包含两个特征，纳米间隙和尖锐的顶角。在非线性光学，光捕捉，以

及表面增强拉曼方面有很大的应用。FDTD 模拟和 SERS 实验，证明了侧向锥形纳米间隙结构的电磁场强度远远大于

单个纳米间隙结构或纳米尖端结构。 

关键词：纳米间隙；尖端；纳米切割；表面增强拉曼散射 

JP146 

四取代杯酰氯的无支撑界面聚合膜 

任庆娟 1,刘冬青 1,2*,封其都 2,尹翠玉 1 

1.天津工业大学 

2.浙江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四取代杯芳烃酰氯（C4C）是一个具有多重对比因素的分子构筑砌块，如芳香-脂肪、刚性环-柔性链和极性-非极

性等，因而具有形成双亲自组装的潜力。DLS 数据表明，该结构在正己烷中可形成 200nm 空心囊泡。其作为油相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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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哌嗪（PIP）水溶液进行界面聚合，产物的微观形貌与单体在溶液中的自组装有关。SEM 表明，聚合产物是由直

径约 5μm 的空心微胶囊堆积而成的膜，胶囊结构完整，破裂较少，且堆积紧密。C4C 浓度较高时，空心胶囊的结构

越完美，浓度低至一定程度，则不能形成微胶囊结构。C4C 浓度一定，改变 PIP 浓度，可观察到胶囊结构。但是低

浓度时，胶囊多不完整，只能见到凹陷的圆坑堆积，且空心胶囊的性状不圆，多为不规则的球体。单体预先的自组

装，决定或诱导了其聚合过程中的成键方向和位置等，因而能产生具有特殊形貌的聚合物产品，可见自组装对于制

备具有特殊微观形貌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双亲自组装；四取代杯芳烃酰氯；界面聚合；微胶囊堆积 

JP147 

基于微凝胶-胶束体系的人工过氧化物酶的构建 

石贺锦,马如江*,史林启 

南开大学 300071 

酶是由蛋白质多肽与活性中心通过多级组装形成的大分子催化剂，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以及独特的底物选择性，

因此在生物、医药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利用仿生手段模拟天然酶的结构和功能，构建具有催化活性以及选择性的

人工酶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利用聚乙二醇-b-聚 4-乙烯基吡啶（PEG-b-P4VP）与血红素自组装得到胶束，进而在

胶束表面原位聚合生成微凝胶，构建微凝胶-胶束复合体系。聚合物胶束的形成可以有效地抑制血红素氧桥联二聚体

的生成，将血红素稳定于水相体系中，具有较好的催化活性及稳定性。微凝胶网络结构通过改变底物分子的扩散方

式，影响底物分子与血红素胶束的结合，从而赋予该体系对不同尺寸的底物分子的催化选择性。向微凝胶内共聚具

有底物识别功能的单体，通过功能单体与底物之间的非共价相互作用，来进一步实现人工酶的底物选择性。通过构

建这样一种微凝胶-胶束复合体系，可以得到同时具有催化活性以及底物选择性的人工酶。 

关键词：人工过氧化物酶；自组装；微凝胶-胶束；催化；底物选择性 

JP148 

调控聚合物两亲性构筑可控乳液 

王震,黄晓鹏,陈祎文,王亚培*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复乳液和高内相乳液等复杂乳液，因其独特的油水复合形态和结构在食品、化妆品、农药、石油化工以及功能

性材料制备等领域展现了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可控制备成为近年界面与材料科学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具有合

适两亲性的嵌段共聚物已经被用作界面活性物质稳定多种一步法乳化得到的复杂乳液。但传统嵌段共聚物的制备涉

及繁琐的合成及分离提纯，为得到具有最佳比例两亲性且适于一步法乳液技术的嵌段共聚物需要更加费时费力的筛

选，增加了嵌段共聚物应用的难度和成本。我们采用调控分子两亲性的思路，通过分子相互作用或者外界刺激响应

改变聚合物的分子两亲性，避免了具有合适两亲性的嵌段共聚物复杂的设计、合成与筛选，直接将这些已调控两亲

性的聚合物应用于乳液体系，成功实现了多种具有分级结构的复杂乳液和功能聚合物材料的可控制备。 

关键词：复杂乳液；嵌段共聚物；两亲性；一步法 

JP149 

纳米压印调控嵌段共聚物薄膜长程有序结构 

戈欢 1,2,黄海瑛 1,2*,何天白 1,2* 

1.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文以一系列不同分子量的柱状相分离的聚苯乙烯-聚左旋丙交酯（PS-b-PLLA）嵌段共聚物为研究对象，利用

不同周期结构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条带状软模板进行压印，详细研究了压印时间、模板周期、分子量、以及

剪切速度等因素对相分离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时间压印（10 min）即可有效调控受限空间相分离形貌；随着模板周

期减小，相分离的有序性增加。同时通过改变剪切速度可以有效调控受限空间内的相分离取向，这种高度有序的相

分离结构与嵌段共聚物分子量以及长周期无直接关系。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微相分离；长程有序；取向 

JP150 

多巴胺纳米粒子的动态自组装 

唐安琪,朱利平*,张培斌,王章慧 

浙江大学 3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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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在水溶液中可发生氧化自聚形成纳米粒子。其衍生材料由于制备方法简单温和、可控性强、二次反应活

性等优点，具有多元化的应用前景。多巴胺的多级自聚-组装机理尚不明朗，且在静态组装条件下难以实现更高层次

的有序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和应用。本研究设计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动态自组装体系，打破了热力学条件的

限制，使多巴胺纳米粒子能够自发形成有序的分形结构。首先利用液滴蒸干法，成功构建了动态自组装体系，得到

了多巴胺纳米粒子形成的分形结构。通过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对分形结构的观测，以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等对化学结构的分析，探究了本体系发生动态自组装所需的三个条件。随后通过控制浓度比例、挥发温度

和溶剂组成三个变量，进一步探究了内外部条件对分形结构的影响规律，对动态自组装过程的深层原理进行了探索。

本工作不仅实现了多巴胺聚集体更高层次上的有序性，而且提供了一种实现表面图案化的新思路。 

关键词：多巴胺纳米粒子；动态自组装；分形结构 

JP151 

基于环糊精自组装的形状记忆及自修复材料 

张晟 1*， 李帮经 2 

1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610065 

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610041 

环糊精是一种可以和特定的小分子形成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环状分子，由一系列低聚糖通过 1，4 葡萄糖糖苷键手

尾相连而成。而当将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引入到材料中时，就赋予了材料刺激响应性和可逆性。利用这种特性，我

们构筑了多种体系，例如 pH 响应的形状记忆的聚合物、光刺激响应和氧化还原刺激响应的形状记忆材料以及首次实

现了基于两种超分子作用作为独立的分子开关的非热刺激型多重形状记忆水凝胶等。此外，由于这种主客体相互作

用的可逆性，当将断面接触时，断面两侧的主体和客体会可逆的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断面的自愈合。那么基于这

种特性，构筑了一种室温下可重复自愈合的导电弹性体。 

关键词：形状记忆；自愈合；环糊精自组装； 刺激响应；智能材料  

JP152 

基于氢键的多层次自组装：巨型囊泡、囊泡、网状及块状结构 

赖双全,金勇*,李汉平,孙小鹏,潘界舟 

四川大学皮革化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610065 

借助水溶液体系中特殊分子结构的 Y 型非离子性双亲嵌段聚氨酯（PUG）与聚丙烯酸（PAA）之间随 pH 值降

低而增强的氢键自组装作用，构建多层次微纳组装体。研究表明：PUG 两侧亲水链带有的醚键（C-O-C）与 PAA 侧

链上的羧酸（COOH）在水溶液中存在氢键作用，且随着溶液 pH 值的降低，PAA 中越来越多的 COO-变为 COOH，

两者间的氢键自组装作用随之增强。在 pH=6.0 时，PAA/PUG 组装体形貌为微米级巨型囊泡；pH=5.0 时，PAA 在增

强氢键作用下粘附于 PUG 的亲水链上，使得 PAA 之间的斥力转变为巨型囊泡间的电荷斥力，进而使得巨型囊泡压

缩为球形囊泡；pH=4.0 时，PAA/PUG 自组装体形成微米级网状结构；pH=3.0 时，氢键作用继续增强，PAA 分子间

的电荷斥力几乎消失，微米级网状结构坍塌形成微米级的块状结构。 

关键词：氢键；自组装；囊泡；网状；块状 

JP153 

Hierarchical ordering of charged supramolecular helices 

黄宁东,李良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9 

螺旋结构在水溶液超分子自组装中很常见，但其在多级自组装(水相超分子液晶)中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合成离子

型 BTA 分子在水溶液中能自发形成螺旋管状结构并进一步有序排列成中心四方晶格，基于这一多级自组装体系，我

们研究了螺旋结构之间静电相互作用的角向关联对超分子液晶长程有序形成的影响。溶液中的长程液晶有序由 X 射

线小角散射来测量，螺旋管间的角向关联（角向旋转有序）由 X 射线中角散射来测量。小角散射测得的不同分子浓

度的变化说明体系中有一个自由度处在窘组的状态，中角散射实验进一步证明角向关联的变化与小角的变化是一致

的。结合理论预计的 DAN 体系中角向关联的构象和中心四方晶格的消光原理，我们提出了超分子多级结构中可能的

角向旋转构象。In-situ 小角散射跟踪溶液中四方有序的形成，说明具体的角向关联并不影响长程位置有序的形成，反

而是角向关联由结晶过程来决定。 

关键词：helical charge distribution, azimuthal correlation, X-ray scattering, lyotropic liquid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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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54 

碳点-金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与催化应用研究 

鞠博,聂辉,李敏杰*,张晓安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碳点由于其独特的性质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碳点因其具有很好的荧光特性、低毒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高稳定性等优点可以应用于金属离子检测探针、生物成像、荧光油墨、光催化等领域中。我们通过自下而上的合成

方法，以氯仿与二乙胺为反应原料加热回流制备了具有不依赖激发波长改变的蓝色荧光碳点（B-C dots）。由于碳点

表面存在着大量的表面官能团（如：羟基，氨基等）。我们发现所制备的碳点可以作为还原剂与稳定剂，在光照条

件下直接还原氯金酸来制备金纳米粒子。并且得到的碳点-金复合纳米粒子体系对对硝基苯酚的还原具有良好的催化

效果。这项工作可能使人们对于碳点复合材料在应用方面的研究带来更多新的思考与开发。 

关键词：碳点；金纳米粒子；催化活性 

JP155 

具有光/热双响应和自支撑性能的胆甾相液晶物理凝胶 

赵东旭,胡海思,廖永贵*,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光响应胆甾相液晶由于在光照下其螺旋结构与反射光颜色可调而备受青睐。但此类液晶的本征流动性导致其结

构难以按需调节与固定，凝胶化有望解决该难题。本文合成了两种联萘手性偶氮苯掺杂剂，结合凝胶因子 DBS，可

诱导向列相液晶 P0616A 自组装形成胆甾相液晶物理凝胶。DSC 测试表明，通过调节掺杂剂和 DBS 的添加量，可得

到丰富结构的凝胶。SEM 和 AFM 表明体系的干凝胶具有较好的纤维网络结构，流变测试也证实体系的储能模量可

达 104 Pa，具有一定的自支撑性能。在紫外光或加热作用下，体系的颜色均由黄色向蓝色转变，表明此类材料对光/

热具有较好的响应性。 

关键词：胆甾相液晶物理凝胶；颜色；自支撑性能 

JP156 

窄半峰宽胶体光子晶体膜的制备 

朱志杰,佟玉龙,张静,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近年来，具备高光学性质的胶体光子晶体三维材料的设计、制备及结构性能调控成为研究热点。而如何获得窄

半峰宽胶体光子晶体膜是光子晶体应用于光学及传感器件的重要技术问题。Song 等人在低粘附力超疏水基底上获得

了半峰宽 12nm 的胶体光子晶体膜，他们利用低粘附力超疏水基底调节胶体乳液挥发过程的三相接触线，减小了粒子

分布不均所引起的横向应力，从而较小所得胶体光子晶体膜的半峰宽。Ge 等人通过提高二氧化硅胶体微球结晶状态

获得了半峰宽为 6.8nm 的胶体光子晶体膜并成功应用于光学滤波器。本文偶氮二异丁脒盐酸盐(AIBA）为引发剂，制

备了表面带有正电的聚苯乙烯胶体微球；使用种子乳液聚合法在聚苯乙烯微球表面接枝磺酸基团制备了表面带有负

电的聚苯乙烯微球。研究了基底的亲疏水性能以及胶体微球表面电荷对胶体光子晶体半峰宽的影响。 

关键词：胶体光子晶体；窄半峰宽；正电聚苯乙烯微球 

JP157 

基于聚离子液体识别作用的非均相手性催化体系的制备及研究 

李新娟*,王凯,卫青葱,贾献彬,胡志国* 

河南师范大学 453007 

发展高活性、高选择性、高稳定的固体手性催化剂是手性催化领域的一个主攻研究的方向。本文首先通过 RAFT

聚合合成聚离子液体，然后通过聚离子液体和包含有 L-脯氨酸单体络合，并进一步通过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制备了负

载手性催化剂的聚合物网络体系。并将以上构筑的聚合物网络材料直接作为催化剂用于催化不对称合成反应。研究

了不同反离子的聚离子液体和手性单体之间不同比例所得聚合物催化体系对不对称 Aldol 反应和三组分反应的催化

活性、对映选择性以及回收再利用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该催化体系对不对称催化反应起到提高催化效率和对

映选择性的目的。基于聚离子液体和手性小分子催化剂的主客体识别作用，提供了一条简便的负载手性催化剂的新

合成方法；聚离子液体具有结构可调控的优点，为催化体系提供不同的结构，达到有效调控催化体系催化性能的目

的。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主客体作用；L-脯氨酸；非均相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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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58 

“活性”结晶驱动自组装制备以 OPV 为核、 在长度与组分上可控的纤维状胶束 

陶大燎,冯纯*,黄晓宇* 

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通过两种不同的结晶驱动自组装策略，我们成功制备了一系列以聚对苯撑乙烯撑（OPV）为核，PNIPAM 为壳

层的长度可控，长度分布均一的纤维状胶束。在自晶种实验中，通过改变加热退火温度，这些胶束的长度可以长达

870 nm。更为有趣的，利用种子增长策略，我们不仅可以得到长度可控，长度分布均一的纤维状胶束，还可以制备

具有相同 OPV 核，不同壳层的 A-B-A 型三嵌段胶束。对于种子增长，我们往种子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聚合物良溶液，

得到的增长的棒状胶束的长度与加入的聚合物与种子的当量数具有线性关系，胶束的长度与理论值非常的吻合。这

现象表明新加入的聚合物完全在原有种子两端进行外延增长，与异相成核相竞争的新加入聚合物之间的自成核过程

被完全抑制。 

关键词：结晶驱动自组装；聚对苯撑乙烯撑；纤维状胶束；自晶种；种子增长 

JP159 

超分子模块动态组装构建三维工程组织 

肖林,杨光*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300400 

如何解决细胞的营养供给问题是三维工程组织（3DET）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对工程组织进

行血管化构建。近年来，通过载细胞模块组装构建 3DET 的方法受到广泛关注，利用模块之间的空隙可望实现培养

液的有效扩散。本研究采用模块组装策略、借助超分子化学手段实现 3DET 的动态构建，具体地，是以负载细胞的

壳聚糖基微凝胶或气凝胶颗粒为模块，通过可逆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动态构建具有可控“呼吸”功能的载细胞模块的超分

子组装体系。模块的动态组装界面有利于培养液的扩散与交换，从而实现在 3DET 形成过程中持续有效的营养供给；

此外，通过调节模块的微观结构与动态组装过程，研究了载细胞模块的微观结构与模块组装界面对细胞存活、生长、

增殖与分化的影响及调控机理。本研究将为 3DET 构建的模块组装方式以及营养供给问题提供超分子化学的解决途

径，为构建功能性 3DET 奠定基础。 

关键词：动态可逆组装，载细胞模块，营养供给，主客体相互作用，壳聚糖 

JP160 

利用低电压和近红外光修复大尺度结构损伤的导电超疏水膜 

安妮,孙俊奇*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我们将导电的银纳米线和银纳米粒子沉积到具有热修复能力的热塑性膜上，然后在表面修饰上低表面能分子，

便制备出了能利用低电压和近红外光修复大尺度结构损伤的导电超疏水膜。银纳米线具有电热和光热的性能，可以

有效的将电能和光能转化为热能。当超疏水膜受到划痕损伤以后，伤口处的结构被破坏，从而材料失去其超疏水性

能。对损伤的膜施加低电压或照射近红外光，这时膜的温度升高，诱导底层的热修复层进行修复，同时带动上层的

超疏水层一起修复，这样，利用修复功能传导的方法，实现了超疏水膜结构与功能的同时修复。该膜可以修复几百

微米宽的划痕造成的超疏水性能的损伤。利用低电压与近红外光照射的修复方法，易于远程操控，并且两种方法相

互辅助。这个导电超疏水膜同时具备电热性能和超疏水性能，赋予了这个膜优异的除雪功能，拓展了自修复超疏水

膜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超疏水；自修复；修复功能传导 

JP161 

近红外膨胀淀粉微球 

张世明,廖声茏,王亚培*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当前，癌症成为了人类健康的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国每年因罹患癌症去世的人不计其数，这使得如何更有效的

治疗癌症成为了相关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传统的癌症治疗手段，例如，化疗、放疗等，都很难根治癌症，且还有

在治疗过程中癌细胞容易产生抗药性和扩散的缺点。因此，针对目前传统癌症治疗方法的不足，相关的辅助治疗手

段显得意义重大。为此，我们提出了通过使用天然淀粉类高分子的热膨胀性能以及其生物降解性，用于生物体内的

微通道中形成可控的人工赛栓，以防止癌细胞扩散同时阻碍肿瘤中的营养物质的传输，达到“饿”死肿瘤的目的。 

为了达到非侵入式远程可控堵塞治疗，近红外光和聚吡咯纳米颗粒被引入其中。通过红外光的远程非侵入性，

成功的使可膨胀淀粉微球的在微通道中定点膨胀并且将其堵塞。与此同时，我们还验证了材料具有体内膨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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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具有拥有良好的血液相容性和生物相容性。该工作丰富了癌症治疗的思路，为后续治疗手段的发展提供了新

方向。 

关键词：淀粉；近红外光；光热转换 

JP162 

形状记忆水凝胶及其自发驱动行为 

王涛*,廖杰新,张袁铖,黄家和,孙尉翔,童真*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形状记忆水凝胶是一类特殊的刺激-响应性软物质材料，在外界刺激，如热、光、pH、离子强度等一种或多种刺

激源作用下，其交联结构发生变化，水凝胶的形状可被改变成为临时形状并固定；但当外界刺激改变时，随着水凝

胶的交联结构恢复，临时形状也随之回到原始形状。目前报道的形状记忆水凝胶，只有临时形状转变为原始形状的

过程是自发进行，而原始形状变为临时形状的过程则需要借助外力来完成，这限制了该水凝胶在可连续驱动的软物

质驱动器领域的应用。我们利用形状记忆水凝胶独特的溶胀和交联结构变化规律，设计出两类具有可自发驱动行为

的形状记忆水凝胶，分别为多巴胺与 Fe3+络合作用的水凝胶及含有弱电解质的聚两性电解质水凝胶。这些水凝胶在

一定 pH 的溶液中可同时发生溶胀和建立新的交联网络，具有这种性质的形状记忆水凝胶可实现临时形状与原始形状

之间的自发转变，这种理念可为开发连续驱动的柔性驱动器提供理想材料及新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形状记忆；水凝胶；自发驱动 

JP163 

纳米银掺杂的胶体微球的制备并应用于光子晶体自组装 

佟玉龙,朱志杰,陈敏,田宇,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光子晶体因为其所具有的长程有序的周期性结构，具有独特的光子带隙特征，呈现出鲜艳的结构色，使其在光

学器件、生化传感、光学开关以及药物控制释放等领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自下而上”的自组装方法具有操作简单、

成本低以及易于大规模制备等优点，是制备光子晶体的主流方法。但是自组装所用的聚合物微球的表面功能化程度

低，限制了聚合物胶体光子晶体的应用。本文通过种子乳液聚合方法合成了表面接枝大量羧酸基团的聚苯乙烯（PS）

微球，所制备的胶体微球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能和规则的球形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原位反应在胶体微球表面负

载了纳米银颗粒，提高了胶体微球的表面电荷。以制备的纳米银掺杂的胶体微球作为构筑单元，成功通过自组装方

法制备了具有不同结构色的光子晶体。 

关键词：纳米银；胶体微球；光子晶体；自组装 

JP164 

逐步电化学偶联分子组装：从非特异性纳米薄膜到表面限定分子阵列 

张健,杜佳,李茂*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电化学聚合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制备聚合物薄膜材料的方法，其在电致变色，光电功能器件，表面修饰，光/电

催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电化学制备聚合物薄膜有诸多优点，如：1）反应高效，制备方便；2）通过调控电化

学参数可以方便的控制薄膜厚度甚至表面形貌；3）易于调控薄膜的掺杂状态和功函等。但由于聚合产物直接以纳米

薄膜的形式沉积到电极上，分子结构不明确亦无法控制其在电极表面的组装行为，因此得到的多是聚合物结构不明

确，没有分子趋向性的非特异性薄膜。在本文中，我们创造性的将具有电化学还原活性的乙烯基和氧化活性的咔唑

接到 Ru(bda)(L1)(L2)型配合物的两端作为分子组装单体，并在电极表面修饰上带有乙烯基（或咔唑）的自组装单分

子层（SAMs）作为模板，通过交替施加正/负电压实现逐步可控的电化学氧化/还原偶联反应，从而实现 Ru(bda)(L1)(L2)

型配合物在 SAMs 模板上的逐层组装。 

关键词：分子组装；电化学；氧化-还原偶联；自组装单分子层；钌配合物 

JP165 

基于主客体识别的刺激响应性有机-无机杂化聚合物胶束 

王丛森,王从强,孙晓毅*,李娟* 

中南大学 410083 

本文首先合成了金刚烷修饰的聚六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PPOSS-Ad）和以环糊精为核的四臂星状聚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β-CD-star-(PDMAEMA)4），然后利用主客体识别作用驱动线型聚合物 PPOSS-Ad 和星状多臂聚

合物 β-CD-star-(PDMAEMA)4 在甲苯-水界面自组装制备有机-无机杂化聚合物胶束。1H NMR、TEM 和 SEM 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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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形成了以疏水的 PPOSS 为核，亲水的 PDMAEMA 为壳的球形胶束。DLS 结果表明该聚合物胶束具有温度和 pH

敏感性，粒径随温度或 pH 值升高而逐渐减小，粒径可在 100-1100 nm 的范围进行调节且粒径分布较窄。 

关键词：POSS；主客体识别；刺激响应性；胶束 

JP166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在化学反应中的应用 

王增瑶,艾斌,张刚*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20013 

一般来讲，液相中的粒子成核更容易出现在粗糙的表面，因为异相成核所需的能量较低，但在这里，我们展示

了一种与这种情况完全相反的实验现象，即借助等离子体共振，我们实现了粒子在液相中选择在光滑表面上成核。

银纳米粒子的形成可以在纳米领域内实现限域并形成一种环状结构。银纳米粒子的生成位置与所使用金纳米孔阵列

结构的等离子体共振场强增强的位置吻合。我们认为金纳米孔阵列的等离子体共振场强的类催化作用促进了化学反

应，是其产生位置选择性的原因。这种位置限域的原理不止适用于无机反应，在有机反应中，例如，吡咯的聚合，

也是通用的。并且，在转移走原有的金纳米孔阵列结构之后，一种周期性环状结构阵列将会留在基底上，这也提供

了一种新的表面微图案化的方法。总的来讲，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为纳米级化学反应限域以及表面微图案化开辟新

的道路。 

关键词：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纳米孔阵列；银纳米粒子；等离子体共振纳米化学；位置选择性 

JP167 

硼酸酯聚合物在无机纳米粒子表面可控自组装 

袁丛辉*,武彤,毛杰,李云同,吴俣哲,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核壳结构设计作为赋予纳米材料异质化的有效手段，其突出特征在于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组成、性能及结

构各异的内核与壳层可控整合，使内核与壳层不仅可保留各自独立的物理及化学性质，更能够相互协同而实现性能

增效。本研究立足于分子结构设计，在含多个硼酸或邻苯二酚官能团的分子中引入具有孤对电子的含 N 基团。当体

系中存在 SiO2、TiO2、Au 和 Fe3O4 等无机纳米粒子时，邻苯二酚基团与这些纳米粒子表面的强结合能力促使单体

聚集，引导单体优先在纳米粒子表面聚合形成硼酸酯聚合物壳层。所形成的硼酸酯聚合物中 B 原子与 N 原子形成定

向 B-N 配位，驱动聚合物持续在纳米粒子表面生长，使得壳层厚度调控成为可能，为无机纳米材料功能化改性提供

适用范围较广的新途径。另外，邻苯二酚官能团与不同无机纳米表面结合能力的差异赋予本方法良好的界面选择能

力，硼酸酯聚合物优先包覆于与邻苯二酚官能团结合力较强的纳米粒子表面。 

关键词：纳米粒子；核壳结构；硼酸酯聚合物；自组装 

JP168 

含 P2VP 的嵌段共聚物与 4-羟基偶氮苯氢键复合自组装研究 

廖芬*,石玲英,冉蓉 

四川大学 610065 

嵌段共聚物的超分子复合自组装可以在现有材料基础上不需要化学合成而提供新的组成及自组装纳米结构。本

文基于羟基偶氮苯与聚 2-乙烯基吡啶间的氢键作用，通过溶液共混法制备了聚二甲基硅氧烷-b-聚 2-乙烯基吡啶嵌段

共聚物（PDMS-b-P2VP）与 4-羟基偶氮苯（Azo）的氢键复合体系，调节小分子的复合比例对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

结构进行了调控。通过红外光谱和差示扫描量热仪实验证明 Azo 与 P2VP 之间有效形成氢键相互作用，并且随着小

分子复合比例的增加，P2VP(Azo)x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不断下降。通过小角 X 射线散射对复合物的微相分离行为进行

了研究，结果证明通过调节 4-羟基偶氮苯与吡啶基团的摩尔比 x 从 0 到 0.7 之间变化，可以有效调控复合体系的自组

装结构从层状转变为六方柱状，最后转化为体心立方结构；当 x 大于 0.7 以后，氢键达到饱和，小分子与嵌段共聚物

之间出现宏观相分离，微相分离纳米结构也会变得无序。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氢键复合；自组装；结构转变 

JP169 

超支化聚合物臂长对其组装体囊泡温敏性能影响的研究 

郑永丽*,彭宗林,周永丰,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本文利用光谱荧光法研究不同臂长超支化聚合物 HBPO-star-PEO 囊泡的温敏性能。结果发现， PEO 臂长不同时，

囊泡表现出不同的温敏转变性能。当 PEO 臂长为 10 和 15 时，荧光探针 DPH 的偏振度和寿命的转变温度分别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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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8 oC 左右，与超支化聚合物囊泡的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比较一致，说明 DPH 荧光光能性能的变化是由于超

支化聚合物分子链的疏水亲水转变引起的。对于 PEO 臂长为 6 的超支化聚合物囊泡，荧光偏振度以及寿命显示存在

两个转变温度，分别是 20 和 52oC，对于第一个转变温度 20oC, 比较接近于超支化聚合物的 LCST，而引起第二个转

变温度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超支化囊泡的温敏转变不仅与聚合物的 LCST 有关，

同时还与组装体的微结构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超支化聚合物的分子结构或者组装结构得到所需性能的温敏

性聚合物囊泡药物载体。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囊泡；荧光偏振；荧光寿命；温敏性药物载体 

 
JP170 

聚多巴胺基多孔纳米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路景驭,朱利平*,张培斌,唐安琪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膜与水处理技术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 370012 

多巴胺能在弱碱性水溶液条件下发生氧化-自聚反应，形成具有强粘附力的聚多巴胺涂层，依靠涂层上的反应性

基团，可对材料表面进行进一步的表面修饰。此外，多巴胺还可以通过控制反应条件，使其组装成不同大小的纳米

粒子，这类纳米粒子在吸附-分离、药物传递、抗氧化材料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关于聚多巴胺基多孔纳米粒

子的制备还鲜见系统的研究报道。本文采用传统的溶液氧化法，采用乙醇氨水和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缓冲液两种

体系合成 PDA 溶液，再用四氢呋喃（THF）、二氯甲烷(CH2Cl2)等溶剂进行置换后冷冻干燥得到 PDA NPs。利用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Vis）、红外光谱（FT-IR）、扫描电镜、动态光散射仪（DLS）、表面积分析仪等手段对纳

米粒子进行了表征，考察了置换所用溶剂对 PDA NPs 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工作的目的是探究溶剂置换对 PDA NPs

结构调控的规律，为有机多孔聚合物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聚多巴胺；多孔纳米粒子；溶剂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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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K   高性能高分子 

KI01 

高分子量苯并噁嗪研究进展 

刘文彬*,马瑞坤,王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 150001 

聚苯并噁嗪是在传统酚醛树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热固性树脂，可通过自身开环聚合形成三维网络结构，

固化时无小分子释放，制品孔隙率低，其体积近似零收缩，有高的 Tg 和热稳定性，良好的机械性能、电气性能、耐

水性和高残碳率。但苯并噁嗪树脂仍存在单体熔点和固化温度高、加工性能差，聚合物交联密度低、脆性大等不足。

借助于苯并噁嗪灵活的分子设计性，通过在聚合物主链、侧基或端基引入噁嗪环，可获得主链型、侧链型、遥爪型

和超支化高分子量苯并噁嗪。这种热塑性/热固性交织的分子结构特点赋予了此类树脂具有优良的加工性、韧性、成

膜性、热性能和力学性能，聚合物的交联密度显著提高。本文综述了各种主链、侧链和遥爪型苯并噁嗪的合成路线、

结构、热性能和热机械性能，首次提出以苯并噁嗪为骨架的新型超支化聚苯并噁嗪的合成思想，上述高分子量苯并

噁嗪与大多数基体树脂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用于热固性树脂的增韧剂。 

关键词：高分子量苯并噁嗪；主链型苯并噁嗪；侧链型苯并噁嗪；遥爪型苯并噁嗪；超支化聚苯并噁嗪 

KI02 

高性能聚三唑胶粘剂的研究 

黄发荣*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作为复合材料的新型树脂体系，聚三唑树脂具有固化温度低、耐热性好、力学性能优异等优点；作为新型的胶

粘剂，聚三唑树脂具有优良的粘接性能和耐热性能。本文介绍华东理工大学近年来在聚三唑胶粘剂方面的研究工作

进展，主要包括聚三唑胶粘剂、改性聚三唑胶粘剂以及最新研究开发的可重复利用的聚三唑胶粘剂。其中，前两者

为热固性胶粘剂，具有低的固化温度、较高的粘接强度和耐热性能；后者具有可逆交联网络结构，具有优异的粘接

性能和循环利用性能，是一种绿色环保的胶粘剂。 

关键词：聚三唑；胶粘剂；粘接性；耐热性；可重复利用 

KI03 

高韧性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国内外研究进展 

包建文* 

航空材料研究院 

KI04 

聚醚醚酮/聚酰亚胺合金及其导电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姜振华*,张淑玲 

吉林大学 130012 

聚醚醚酮（PEEK）和热塑性聚酰亚胺（TPI）是两种具有优异性能和高附加值的特种工程塑料，在航空航天、

汽车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将 PEEK 和 TPI 共混，可以优势互补，用 TPI 提高 PEEK 的高温使用性能，同时

用 PEEK 改善 TPI 的化学稳定性和加工流动性，从而得到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高分子合金。本文首先设计合成了一

种新型聚醚醚酮-聚酰亚胺嵌段共聚物（PEEK-b-PI）作为增容剂，改善了 PEEK 和 TPI 的相容性，提高了 PEEK/TPI

合金的韧性；然后对 PEEK/TPI 基体比例和导电填料多壁碳纳米管（MWCNTs）含量进行调整实现了导电填料在双

连续相基体树脂中的选择性分布，即双逾渗现象，制备出低渗流阈值 PEEK/TPI/MWCNTs 三元复合材料；最后采用

导电炭黑（CB）替代 MWCNTs，制备出价格低廉 PEEK/TPI/CB 三元复合材料。 

关键词：聚醚醚酮；聚酰亚胺；合金；导电复合材料 

KI05 

耐高温聚酰亚胺树脂的分子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 

范琳 1,2*,刘仪 1,2,莫松 1,何民辉 1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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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酰亚胺树脂由于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和高温力学性能，因而由其制备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飞行器的

制造中越来越多地代替金属材料作为主结构或次结构件得到广泛应用。为满足飞行器制造技术不断向高速轻量化发

展的应用需求，人们不断追求聚酰亚胺树脂耐温等级的进一步提升。在聚酰亚胺分子主链中引入刚性芳环结构以及

提高交联密度可以实现树脂耐热性能的大幅提高，但是同时带来树脂难于熔融加工以及韧性不佳等问题。本研究通

过分子结构设计，将具有大自由体积的含氟基团以及柔性的硅氧烷结构引入到聚合物分子主链中，制备了系列苯乙

炔基封端聚酰亚胺树脂。系统研究了含氟基团以及硅氧烷结构的引入对树脂预聚物熔体流动性、及其固化物的力学

性能和耐热性能的影响，考察了由其制备的复合材料的界面相容性和高温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制备的新型聚酰亚

胺树脂不但具有低熔体粘度的特点，而且由其制备的复合材料在 450-500℃高温下表现出优异的热氧化稳定性。 

关键词：聚酰亚胺；含氟基团；硅氧烷结构；熔体流动性；热稳定性 

KI06 

第二代聚芳醚醚腈：从热塑性特种工程塑料向热固性工程塑料转变 

刘孝波* 

1.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2.电子科技大学应用化学中心 

聚芳醚腈因其分子主链中含有刚性的、耐热性的亚苯基以及柔性的、耐热性的氧醚键而表现出高耐热、高强度、

高刚性、抗蠕变、强韧性、优异电性能等突出特性，此外，由于分子链侧面存在的氰基官能团是强极性基团，因此

使得其跟许多物质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还使得聚合物具有一定的交联能力，在航空航天、电子器件、汽车交通等军

事领域和民用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为了进一步提高传统聚芳醚腈的耐热性，可交联聚芳醚腈应运而生，包括含邻苯

二甲腈侧基的聚芳醚腈和邻苯二甲腈封端的聚芳醚腈，实现其可利用热塑性树脂的加工方式进行树脂加工成型，再

通过热处理从而达到能媲美热固性树脂的优越的耐热性能。  

关键词：聚芳醚醚腈；固相交联聚合；热塑性；热固性 

KI07 

长时间耐烧蚀树脂基体的设计和性能研究 

赵彤*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KI08 

基于 2,3,2’,3’-联苯四甲酸二酐气体分离膜的制备 

王震*,胡小凡,阎敬灵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过去几十年，孔径尺寸小于 2 nm 的微孔材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广泛应用在催化，气体存储及分离领域。相

比于传统无机微孔材料，人们更感趣于稳定性更好的有机微孔材料，如共价有机骨架材料（COFs），超交联聚合物微

孔材料（HCPs）和共轭聚合物微孔材料（MCPs）。最近，高自由体积的自具微孔聚合物材料（PIMs）受到了人们的

关注。这类聚合物的微孔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刚性和非平面结构，因而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在膜气体分离方面具

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聚酰亚胺作为一种高性能材料被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电子电器、气体分离等领域。人们

通过引入刚性扭曲结构的单体，制备出具有高透过性和优异选择性的聚酰亚胺膜。本研究通过引入 Tro?ger’s Base 含

氮“V 形”刚性结构，合成出二胺单体，和二酐聚合得到了具有良好成膜能力的自具微孔聚酰亚胺。所合成聚酰亚胺具

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热稳定性，在气体分离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酰亚胺；微孔；气体分离 

KI09 

含镍配位硫代双烯聚芳醚合成及其红外隐身性能 

韩建华,蔡靖雯,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随着激光制导，红外成像和雷达微波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单一隐身材料已经较难保证飞行器等军事设备在军事

活动中的安全生存。因此，针对兼容近红外区 1.06 μm 的激光隐身和远红外大气窗口 8-14 μm 的常温红外隐身成为了

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本工作将含有镍配位的硫代双烯类结构引入含双酚芴的聚芳醚中，赋予了金属配合物优异的

相容性、成膜性以及稳定性等高分子材料的固有优点。同时，硫代双烯配合物可以赋予聚合物较窄的带隙和较低的

红外发射率。最后我们成功的获得了具有优异成膜性的近红外高分子吸收剂，制得厚度为 36μm 的薄膜在 1.06 μm 处

的透过率仅为 1.6%。未配位前的聚芳醚 8-14μm 处的红外发射率为 0.818±0.007。配位之后的聚芳醚 8-14μm 处的红

外发射率降低至 0.680±0.009。本工作将配位结构引入高分子主链中成功合成出可以用于红外波段兼容的隐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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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高分子类红外隐身材料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硫代双烯；聚芳醚；近红外吸收；红外隐身 

KI10 

航天用复合材料树脂基体 

冯志海 

703 所 

KI11 

耐热有机硅树脂及应用 

黄玉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KO01 

乳液聚合物成膜剂的自组装、自乳化、自稳定与应用研究 

杨春才 1,田晶 1,杨威龙 1,黎春影 1 

1.吉林化工学院；2.吉林大学；3.吉林乾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课题研究组报道阳离子型、阴离子型和非离子型聚合物成膜剂的合成、自组装、自乳化、乳液粒径自控制、自

稳定以及成膜剂在碳纤维、玄武岩纤维和玻璃纤维生产中的应用。 阴离子聚合物成膜剂通常含有羧基（-COOH）基

团，一般通过聚酯合成法、水性聚氨酯合成法和环氧树脂开环加聚等方法直接或间接引入羧基，然后与叔胺成盐形

成阴离子聚合物成膜剂。在聚酯型阴离子成膜剂的合成中，通过控制聚酯酸值即聚酯链段长短和阴离子多少来控制

自乳化粒径大小及乳液的储存稳定性。 1）酸值>45, 粒径 57.4nm，几乎是溶液，2) 酸值在 42 左右，粒径 103.6nm

自乳化和储存稳定的乳液，3） 酸值<40, 粒径 162.3nm 自乳化,但乳液不能储存稳定。本课题组利用同样原理合成含

叔胺盐或季胺盐阳离子型与含乙二醇聚醚非离子型乳液成膜剂并取得与阴离子型相似结果。亲水-亲油及反应官能团

的优化设计将乳液成膜剂广泛应用于纤维界面改性与纤维复合材料的增强。 

关键词：乳液成膜剂，自组装，自乳化，乳液粒径自控制，乳液稳定性，纤维界面改性 

KO02 

基于动态硼酸酯键交联的高性能可回收酚醛树脂 

王淑娟,井新利,行小龙,王晓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传统的热固性树脂固化后形成的三维交联结构在赋予其优良性能的同时，也使其高效回收利用成为一个难题。

本文注目于酚醛树脂(PR)中固有的酚羟基，利用其与苯基硼酸(PBA)发生反应形成可逆硼酸酯键的性质，实现线形酚

醛树脂齐聚物(NR)分子链之间的化学交联；研究表明，NR 与 PBA(简称为 PBNR)在 180oC 固化 6h 即可转变为坚硬

的固体，这种具有交联结构的固体不溶解于甲苯、丙酮，但可以在乙醇中通过醇解形成起始材料。进一步采用碳纤

维织物增强通过模压成型，制备出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层间剪切强度达 48MPa)的复合材料。这种复合材料可在室温

下通过醇解或者水解，实现树脂与碳纤维的分离。此外，采用回收碳纤维制备的再生复合材料的性能与回收前性能

相比几乎保持不变，并可以完美地实现多次循环回收。因此，利用硼酸酯键的动态可逆性，本文提出了一条环境友

好地实现热固性树脂及其复合材料可控降解和高效回收的新途径。 

关键词：酚醛树脂；可回收；动态共价键；硼酸酯；交联 

KO03 

聚酰亚胺纤维结构与性能相关性研究 

张清华*,董杰,赵昕 

东华大学 201620 

作为高性能纤维的重要品种，聚酰亚胺纤维以其耐热稳定性、力学性能、耐辐照等优越的综合性能在国民经济

和国防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基金委、科技部、发改委及地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聚酰

亚胺纤维研究和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部分产品和技术方法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与其它高性能纤维不同的是，聚

酰亚胺结构多样性为纤维的稳定制备及纤维规格的确定带来了诸多麻烦，同时结构的可设计性为特种纤维及功能纤

维的制备提供了机遇，如在聚酰亚胺大分子链中引入咪唑或噁唑等结构、或将功能性侧基引到主链上，能够得到不

同特性的聚合物，然而这些大分子未必都能达到纤维成形与加工的要求。基于本课题组和同行多年的研究，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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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聚酰亚胺纤维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给予简要介绍。 

关键词：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结构；性能 

KO04 

聚磷腈弹性体和聚磷腈微球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广成*,周立生,魏璇,冯云杰,高强 

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磷腈类化合物是以磷、氮原子单双键交替排列组成分子骨架，磷原子上连接相同或不同取代基组成结构单位所

形成的介于无机和有机高分子之间的一类新型高分子材料。磷腈类高分子以六元环状化合物六氯环三磷腈为起始原

料，经过开环、取代等反应，可以分别得到线性聚磷腈，环线型聚磷腈或环交联型聚磷腈。 

本文主要进行了线性聚磷腈弹性体以及环交联型聚磷腈微纳米材料的合成和性能研究。本文以多次纯化的六氯

环三磷腈为原料，通过对熔融聚合条件的筛选，探索出一种可以制备线性良好，分子量高的聚二氯磷腈的方法，并

在此基础上制备出一系列烷氧基/芳氧基取代的聚磷腈弹性体，其中氟代烷氧基取代产物具有优异的耐低温性能，玻

璃化转变温度在-60℃以下。此外，本文还通过沉淀聚合方法制备出表面富含羟基的聚磷腈微球，平均粒径为 0.5 μm，

并将其添加到环氧树脂中，可以明显提高环氧树脂的耐热和机械性能。 

关键词：聚磷腈；弹性体；熔融聚合；微球 

KO05 

有机-无机复合不对称纳米通道在宽 pH 区间的能源转换 

随欣,李超,高龙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电鳗可以利用体内发电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将 ATP 酶水解能量维持的浓度差转化为生物电流。受此启发，许多

人工材料的纳流体装置得以设计并用于能量转换，离子选择性膜是正是装置的关键部分。然而，高性能离子选择性

膜的制备仍然面临着挑战。这里，我们设计了一种不对称的有机 - 无机杂化膜，其在宽 pH 范围内都具有较高的功

率密度，且具有加工性好，机械稳定性好，离子选择性高，耐溶剂等优点。杂化膜是由从嵌段共聚物得到的具有羧

基官能团的有机纳米通道和带有羟基的无机纳米通道阳极氧化铝氧化物（AAO）组成。由于电荷的协同效应，不对

称仿生纳米通道具有良好的离子选择性，在宽 pH 范围内表现出非常显着的能量转换性质，因此，该膜材料不仅可用

于海水淡化盐水，还可用于工业过程中的酸性或碱性废水，将满足更多的能源转换应用。 

关键词：嵌段共聚物；阳极氧化铝；宽酸碱度；能源转换 

KO06 

可多次循环回收利用的聚六氢三嗪树脂基先进复合材料 

袁彦超*,严石静,孙艳晓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碳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基先进复合材料废弃物难以回收利用，为此，本文利用芳香二胺和甲醛的加成和缩聚反

应，通过一系列新的合成方案成功制备了可降解回收的基于普通共价键结构的新型聚六氢三嗪热固性树脂。这种新

型树脂机械性能优良、耐热性能突出、耐化学腐蚀性能优异，在特殊温和条件下可完全降解为合成原料。在此基础

上，采用碳纤维增强、制备可多次循环回收利用的先进复合材料，首次实现了碳纤维在先进复合材料领域的多次无

损回收和循环再利用。这种新型复合材料的机械、耐热等性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上部分现有同类商用先进复

合材料的性能指标。得益于碳纤维的重要特征（性能、长度和编织结构）在回收过程中能够完美保存，用其制备的

再生复合材料性能与回收前性能相比几乎保持不变。该项研究工作为提高碳纤维复合材料综合性能、延长使用寿命

且赋予其环境友好性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碳纤维；聚六氢三嗪；先进复合材料；可降解；无损回收 

KO07 

基于双官能化 POSS 的线性聚合物的设计与合成 

李齐方*,崔健,胡发顺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将无机或者有机金属片段引入到聚合物体系当中制备新型杂化材料已经成为新材料设计与开发的一种趋势，尤

其是将这些功能性片段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制备分子级有机-无机杂化材料，更易发挥有机与无机组分间的协同作用

而获得卓越的性能。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是一类设计性强的单体模块，其笼型骨架由-Si-O-Si-依次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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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而成，且每个 Si 上都可以连接反应基团，因此通过官能化可以实现不同的分子设计。本文围绕着主链中含有笼

型倍半硅氧烷结构的线性有机-无机杂化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展开，首先以 T8 型八乙烯基 POSS 为起始单体，结合点击

化学和计量化学方法，分别成功合成出了两种具有反应活性的双官能化 POSS 单体，即六乙烯基二羧基 POSS 和六乙

烯基二羟基 POSS。根据两种官能团 POSS 单体反应性官能团的不同，通过与不同有机单体（1,6 己二胺，六亚甲基

二异氰酸酯，L-丙交酯等）间的聚合反应，成功合成了三种主链中含有 T8 型 POSS 结构的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分子

材料。 

关键词：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有机-无机杂化高分子；双官能化；点击化学 

KO08 

特种功能聚酰亚胺结构与性能 

张艺*,钱超,周竹欣,瞿伦君,贝润鑫,朱天文,余桥溪,刘四委,池振国,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聚酰亚胺是耐热性能最好的特种工程塑料之一，作为结构材料在航天航空、电气绝缘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近

年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领域及其产品向薄型化、柔性化、便携化和多功能化等方向的快速发展，新涌现的新型柔

性印刷显示、可穿戴电子、高密度集成电路及高密度存储等高新技术领域，对关键功能材料的耐高温性、柔性化、

可溶液加工性及综合性能都提出新的需求。聚酰亚胺因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特别是其耐热性可满足现有光电器件

高温制程的要求，已成为新一代高性能功能材料的最佳选择之一。为此，如何实现聚酰亚胺结构功能一体化成为当

前该领域研究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近年来，中山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围绕新型聚酰亚胺功能核/

单体以及聚合物的分子结构设计、性能（功能）调控，开展多方面研究工作，取得系统性研究进展，揭示了聚酰亚

胺分子主链电荷转移效应、空间效应及聚集态结构对其光电特性和介电性能等的影响规律及调控机制。 

关键词：聚酰亚胺；结构性能；电荷转移效应；空间效应；聚集态结构 

KO09 

含二氮芴可溶聚苯并咪唑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刘畅,汤一尧,宫琛亮* 

兰州大学 730000 

本文将扭曲、非共面二氮芴 Cardo 结构引入聚苯并咪唑（PBI）主链，成功合成了新型易溶的聚苯并咪唑，并对

其作为高温质子交换膜的相关性能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 PBI 膜相比，该类膜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热稳定性，同时表现出优异的溶解加工性，在常温下在多种常用极性非质子有机溶剂（如 DMF、DMAc、DMSO、

NMP）中有优异的溶解性。另外，弱碱性吡啶基团的引入，有利于分子链与磷酸相互作用，可以稳定自由磷酸，提

高该类膜的磷酸掺杂水平，更有利于质子在相邻氮原子之间传递，提高膜的质子传导率。在 5 mol L-1 的磷酸溶液中，

吡啶四胺结构聚苯并咪唑（PyTAB-PBI）磷酸掺杂水平达到 8.12，高于联苯四胺结构聚苯并咪唑（TAB-PBI）的 6.40，

其质子传导率也由 0.046 S cm-1 提高到 0.072 S cm-1。结果表明，该类新型聚苯并咪唑聚合物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苯并咪唑；二氮芴；溶解性；质子交换膜 

KO10 

聚苯并恶嗪树脂中的电子效应研究 

代金月,沈潇斌,刘渊,刘小青*,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苯并恶嗪树脂是一类重要的高性能热固性树脂，因其良好的耐热性能、力学性能、阻燃性能和电绝缘性能等

被广泛应用于电子、航天航空、复合材料等领域，目前对聚苯并恶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增加其交

联密度、降低固化温度、提高介电性等。众所周知，除了化学结构以外，苯并恶嗪树脂单体的氢键的形成也是影响

其综合性能的关键因素。为此，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有 N、S、F 等杂原子结构的苯并恶嗪树脂，详细研究了该

类树脂中杂原子的电子效应对其综合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N、S、F 等杂原子的引入可以显著增加树脂中的

氢键密度，并对其固化温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设计合成新型的高性能聚苯并恶嗪树脂提供了

新的理论依据和基础支撑。 

关键词：苯并恶嗪；糠胺；杂原子；电子效应；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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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11 

双向冷冻技术：从结构控制到仿生功能材料 

柏浩* 

浙江大学 310027 

许多生物材料都具有很优异的力学性能，例如骨骼、牙齿、贝壳、木材等，不仅多孔，而且质量轻、强度高、

韧性好、化学组成相对简单。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生物材料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已经成功地在纳米、微米和

宏观尺度上都构筑了复杂的结构。这种复杂的多尺度结构，正是生物材料优异力学性质的来源。虽然已经有许多技

术来模拟天然材料的化学组成和多尺度结构，但是制备大面积长程有序的孔隙结构以及最终多孔结构的精确控制仍

然难以实现。这些限制阻碍了具有大面积取向的片层结构的制备。我们使用双向冷冻技术来构建具有多尺度仿生结

构的功能材料。双向冷冻技术提供了一种制备具有大面积取向的片层结构的仿生功能材料的有效方法，具有巨大潜

力应用于复合材料，气凝胶和其他多孔材料等需要对其结构进行更精确控制的材料。 

关键词：仿生材料；双向冰冻；结构控制 

KO12 

基于苯并咪唑结构的聚酰亚胺/杂环芳纶络合功能化研究 

刘向阳 1,2*,罗龙波 1,程政 1,2,黄杰阳 1,2,李科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含苯并咪唑单元结构的聚酰亚胺（PI）/杂环芳纶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目前已成为一类新型高性能聚

合物。由于苯并咪唑结构上的 C=N 含有孤对电子，因此可利用 C=N 络合路易斯酸特点实现其功能化。本文首先采

用溶胶-凝胶的方法制备了含苯并咪唑结构 PI/SiO2 复合粉末。通过调控 Si-OH 的缩合程度实现了 PI 粉末的亲水性，

同时利用苯并咪唑结构可络合重金属离子以及络合后又能被盐酸解络合的特点，成功制备了高效吸附重金属离子且

具有优异循环使用性能的吸附剂。其次，苯并咪唑结构上络合 HCl 后，其荧光强度大幅度增加。基于此，我们提出

了一种通过提高辐射跃迁的方法来增强含苯并咪唑结构杂环芳纶耐紫外性的新方法。最后，我们先在含苯并咪唑结

构杂环芳纶表面络合 Fe3+，然后再利用 Fe3+多余的空轨道去络合聚乙烯亚胺，纤维表面就形成了带有氨基的络合结

构；从而其制备的环氧复合材料界面形成了共价键接，层间剪切强度提高 47%。 

关键词：金属吸附；耐紫外性；复合性能；聚酰亚胺；杂环芳纶 

KP001 

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用侧链型磺化聚芳醚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徐晶美,王哲*,张会轩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利用亲核缩聚的方法制备出含有双键功能基团的聚芳醚砜共聚物（PAES）。通过接枝的方法将 2-丙烯酰氨基-2-

甲基-1-丙磺酸（AMPS）引入到 PAES 共聚物中，制备出侧链型磺化聚芳醚砜膜。该系列侧链型膜的质子传导率和尺

寸稳定性均得到提高。侧链型聚合物膜中磺酸基团位于侧链位置，这能够使其受到主链苯环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从而使其较容易形成亲水离子簇，利于质子传输通道的构筑，促进质子的传输，使膜的质子传导率得到提高。与此

同时由于这种亲水的离子簇位于相对于主链较远的侧链区域范围内，使疏水的主链容易聚集形成疏水相区，使膜内

能够形成亲/疏水相分离结构，这种相分离结构能够有效降低膜的水溶胀性，提高膜的尺寸稳定性。该系列膜具有在

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中应用的潜力。 

关键词：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侧链；磺化聚芳醚砜；亲水离子簇  

KP002 

基于“门控”力色团的多模式力响应聚合物材料 

翁文桂*,张欢,方秀利,洪广宁,曹晓东,许元泽,阮永红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361005 

高分子力化学是一门能够在单体尺度上调节聚合物力学性能的学科。利用具有反应活性的位点（“力色团”）可以

提高材料的韧性和强度，赋予材料破坏示警或者自修复的能力，但往往无法兼顾。本工作中，我们报道一类新型的

力色团设计思路，能够将以上多种力响应模式综合在同一个分子结构上。我们将超分子单元（氢键或金属配体相互）

与螺吡喃力色团连接，再引入到高分子骨架中。通过超分子单元的相互作用形成“门控”模块，将力色团隔离在高分子

轮廓骨架之外。只有当门控模块被外力解离后才会引起螺吡喃的活化。我们还成功利用基于环丁烷的可逆共价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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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门控模块来制备门控力色团。含有门控力色团的聚合物同时具有超强的力学系能和多种力响应模式，包括力致变

色、力致缓冲、自修复和（或）自增强等等。本工作的分子结构设计方法对多模式力响应聚合物材料的开发具有借

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分子力化学；力色团；力响应聚合物；超分子作用；门控拓扑结构 

KP003 

一种新型 N，S 共掺杂碳材料及其电化学析氢及析氧性能研究 

俞俊瑞,宋红红,樊玉霞,熊玉兵*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电化学产氢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的新型能源来源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研究方向之一。本文将牛血清白蛋白

（BSA）与聚离子液体（PIL）复合，所制备的膜经去质子化处理得到了多孔的前驱体材料，将其在不同温度下碳化

可制备具有优良电化学性能的材料，对所得材料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和测定，将其作为电极材料，考察了它们的

电化学催化性能，结果表明 1000 度下碳化得到的材料在酸性和碱性电解质中，分别表现出了优异的氢析出反应（HER）

和氧析出反应（OER）的电催化活性。在 0.5 M H2SO4 及 1M KOH 溶液中，其过电势分别为 165 mV（10 mA cm-1）

和 460 mV（10 mA cm-1）。该新型杂化碳材料的高效催化活性源于其微孔结构及多种杂原子掺杂的协同效应。该研究

为电化学催化剂材料的设计制备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电催化；N/S 掺杂碳；析氢反应；析氧反应 

KP004 

低介电常数和高断裂韧性的 POSS-降冰片烯/聚酰亚胺复合膜 

陈植耿,刘述梅,赵建青*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传统的 POSS/聚酰亚胺（PI）复合膜往往存在相容性差的问题，从而导致在降低 PI 膜介电常数的同时，明显降

低 PI 膜的断裂韧性。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以降冰片烯二酸酐和马来酰亚胺基七异丁基 POSS 为单体制备交替共

聚物 P（NA-alt-MIPOSS），并将其引入到 PI 基体中，制备出同时具有低介电常数和高断裂韧性的 POSS/PI 复合膜。

P（NA-alt-MIPOSS）能够在极性溶剂中自组装成球形颗粒，在颗粒表面的酸酐可与 PI 分子链形成共价键，完善 POSS

和 PI 的相容性。P（NA-alt-MIPOSS）的引入，一方面可以增加 PI 的自由体积，降低其介电常数；另一方面可以在

PI 膜拉伸时吸收能量产生银纹和孔洞，大幅提高其断裂韧性。当 P（NA-alt-MIPOSS）的含量为 4wt%时，POSS/PI

复合膜的介电常数从 3.14 降至 2.09；同时，该膜的拉伸断裂能从 6.84MJ/m3 提高到 23.5MJ/m3。 

关键词：POSS；聚酰亚胺；低介电；断裂韧性 

KP005 

新型低介电常数硅烷交联冠醚-聚酰亚胺复合薄膜 

石楚琪,李阳,刘述梅,赵建青*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烯丙氧基支化冠醚（ACE）与聚酰亚胺（PI）主链通过氢键作用形成主客体包合物，形成多孔结构并赋予 PI 低

介电常数，却牺牲了 PI 的热稳定性和力学强度。为解决此矛盾，本文在冠醚-聚酰胺酸体系中引入交联剂四(二甲基

硅氧基)硅烷（TDSS），制备硅烷交联冠醚-聚酰亚胺（SiCE-PI）复合薄膜，增大了 PI 分子链间距，降低了材料的介

电常数，同时改善了其热性能和力学性能。介电常数的降低归因于低极性冠醚环和 Si-O-Si 骨架的引入，以及主客体

结构和亚微孔洞结构的形成。当冠醚和交联剂的添加量分别为 21.4 wt%和 10.5 wt%时，SiCE-PI 薄膜的介电常数由纯

PI 膜的 3.59 降至 2.63。与相同冠醚用量的 ACE-PI 薄膜相比，SiCE-PI 薄膜的 5%热失重温度，玻璃化转变温度分别

提高了 31.9 °C 和 17.8 °C，拉伸强度和断裂能则分别增加了 88%和 652%。 

关键词：硅烷交联；冠醚；聚酰亚胺；主客体包合物 

KP006 

热可逆自修复聚氨酯的修复行为和再加工性能 

冯利邦*,于正洋,刘艳花,王彦平 

兰州交通大学 730070 

聚合物中的微裂纹会降低材料的力学性能、缩短其使用寿命。通过赋予材料自修复功能，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本研究通过呋喃封端的聚氨酯预聚体与双马来酰亚胺进行 Diels-Alder 反应，成功得到具有良好热可逆性的聚氨酯

PU-DA。经过 120°C /15min+60°C /24h 热处理，深度为 0.5 mm 的裂纹完全消失，证明 PU-DA 实现了自修复，其修

复效率可达到 71%。而不含 DA 键的 PU-BDO 即使经过 120°C /60min+60°C /24h 热处理，其修复效率也只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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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PU-DA 和 PU-BDO 均具有自修复行为，但 PU-DA 具有更高的修复效率。PU-BDO 的修复只能依靠分子链的

热运动来实现。而由于引入了热可逆 DA 键，PU-DA 的修复行为是通过 DA 键修复和分子链热运动两种机理共同作

用而实现。正是基于这种自修复性能，PU-DA 同时获得了良好的再加工性能，可以实现聚氨酯材料的回收加工和再

利用。 

关键词：Diels-Alder 反应；聚氨酯；自修复；再加工 

KP007 

GO/PEO 混合基质膜的制备及其 CO2分离性能研究 

全帅 1*,李松伟 2,邵路 2 

1.临沂大学；2.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文采用氧化石墨烯（GO）作为无机相、交联聚氧化乙烯（PEO）体系作为聚合物基质制备具有 CO2 优先透过

的混合基质膜（MMMs）。利用 X 射线衍射、扫描电镜、傅里叶红外等多种手段表征了 GO 和混合基质膜的物理化学

性质。测试结果表明 GO 在混合基质膜中分散均匀；由于 GO 的加入，大大改善了混合基质膜的机械性能。详细测试

了混合基质膜的气体分离性能，发现 GO 的加入明显提高了气体渗透通量。GO 的含量为 1.0wt%时，CO2、H2和 N2

的渗透通量分别为 474、47.7 和 8.58 Barrer，相比 PEO 原膜分别增加了 70%、75%和 47%。结合对混合基质膜的自

由体积分数和气体扩散速率的测定，研究发现 GO 的加入改善了交联 PEO 体系的自由体积分数，有利于气体在其中

的扩散。本研究制备的 GO/PEO 混合基质膜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以及优秀的 CO2 分离性能，为聚合物基气体分离膜

在能源以及环保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混合基质膜；氧化石墨烯；聚氧化乙烯；气体分离 

KP008 

微米级多孔交联聚乙烯醇微球的可控制备 

刘康,张军华*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0000 

聚乙烯醇（PVA）是一种生物相容性好的水溶性高分子，其支链上存在大量的羟基，易于实现功能化。由于聚乙

烯醇微球价格低廉且无毒，在生物医药、水质净化、催化剂载体等领域都具有广泛应用。本文采用悬浮聚合方法，

以醋酸乙烯酯（VAc）和二乙烯基苯（DVB）为原料，通过控制反应条件制备出的交联 DVB/VAc 微球，用甲醇醇解

DVB/VAc 微球后得到交联聚乙烯醇微球具有粒径大、孔径可控、比表面积大等优点。 

关键词：聚乙烯醇；悬浮聚合；高比表面积；大粒径 

KP009 

含酰亚胺侧基聚芳醚砜的制备及气体分离性能研究 

于云武*,刘运学,李天微,牛晚扬,高丽丽 

沈阳建筑大学 110168 

以对氨基苯基对苯二酚、六氟双酚 A 和 4,4’-二氟二苯砜为单体，通过亲核缩聚制备得到含氨基的聚芳醚砜。再

分别通过 4-氯代苯酐、4-溴代 1,8-萘二甲酸酐、4-苯基乙炔基邻苯二甲酸酐与氨基侧基的亚胺化反应将三种酰亚胺侧

基引入到聚芳醚砜中，从而提高其气体分离性能。氢核磁共振波谱对酸酐修饰后的聚芳醚砜进行了化学结构表征，

酰亚胺侧基被成功引入到聚合物中。酰亚胺侧基的引入明显提高了聚芳醚砜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热稳定性，含酰亚

胺侧基的聚芳醚砜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在 207–227 °C 之间，5%热失重温度均高于 512 °C。通过气体分离性能测试结果

表明，由于侧基的引入增大了聚合物的自由体积分数，使分离膜对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的透过性提高。4-

溴代 1,8-萘酰亚胺引入量为 20%的聚芳醚砜表现出最优的气体分离性能，渗透系数与分离系数同时提高，4-苯基乙炔

基苯酰亚胺引入量为 60%的聚芳醚砜具有较高的气体透过性能。 

关键词：气体分离膜；聚芳醚砜；酰亚胺侧基 

KP010 

二氯亚砜作酰化试剂用于液体端酰氯基氟橡胶的合成 

李东翰,廖明义* 

大连海事大学 116026 

本文以固体氟橡胶氧化降解而制备的液体端羧基氟橡胶为原料，通过官能团转化法合成了液体端酰氯基氟橡胶。

选用二氯亚砜为酰化试剂，吡啶、N,N-二甲基甲酰胺和三乙胺为催化剂，对反应条件、催化剂种类和用量以及酰化

试剂的用量等因素进行了考察。采用 FTIR 和 19F-NMR 对产物结构进行了分析，并通过 19F-NMR 对转化率进行了计

算。结果表明，反应温度、催化剂的种类和用量为重要影响因素。吡啶为催化剂时，对反应具有显著地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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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温度为 60℃时，转化率可达 86%； N,N-二甲基甲酰胺或三乙胺为催化剂时，转化率偏低。对产物结构分析后可

知，随着官能团转化率的升高，FTIR 图谱中 1760cm-1 处的-COOH 伸缩振动峰消失，在 1795cm-1 处出现了明显的-COCl

伸缩振动峰；19F-NMR 图谱中-63.42ppm 处-CF2COOH 的特征峰明显减弱，在-102.54ppm 处出现了-CF2COCl 的特征

峰。 

关键词：液体氟橡胶；酰氯；氧化降解；官能化 

KP011 

多巴胺改性石墨烯纳米片对环氧树脂低温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 

吴冶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621900 

随着航天，超导技术和大型低温工程（ITER）等领域的迅猛发展，环氧树脂在低温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纯

环氧树脂固化体系在常温下存在质脆韧性差等缺点，在低温下由于收缩导致的内应力将加剧这一现象，因此很难满

足在低温下这一极端温度的要求，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本文利用多巴胺优异的包覆能力实现了对石墨烯纳米片的

表面包覆改性，通过 IR、TG、XPS 和 SEM 等手段对包覆效果进行了表征，并通过随后的多元胺 T403 进一步修饰引

入大量氨基活性基团，有效的增强了填料与环氧树脂基体间的界面相互作用，改善了填料在基体中的分散性，在

0.1wt%含量下，T403 改性石墨烯纳米片掺杂环氧体系在液氮温度下的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相较于纯环氧体系分别提

升了 34.5%和 64.5%，从而有效实现了对环氧树脂的增强增韧。 

关键词：多巴胺；石墨烯纳米片；环氧树脂；低温；力学性能 

KP012 

CO2在合成聚氨酯扩链剂中的应用及对聚氨酯材料性能的影响 

李晓云 1,2,柯杰曦 1,2,王军威 1*,亢茂青 1,赵雨花 1 

1.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氨酯材料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候性以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性能而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用品、医疗卫生、国

防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决定聚氨酯材料性能的主要原料是低聚物多元醇、二异氰酸酯和扩链剂，其中，扩链剂虽然

在整个体系中用量较少，但是却对材料的性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从温室气体 CO2 出发制备了一种具有 β-羟基

和氨基甲酸酯基团的醇胺扩链剂，β-羟基上的氢原子可以与氨基甲酸酯上的氧原子形成七元环的分子内氢键从而影响

了聚氨酯材料的性能，主要对比研究了二元胺己二胺、二元醇己二醇以及本研究合成的醇胺扩链剂对聚氨酯材料力

学性能、热学性能以及耐水耐油性等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设计合成的醇胺扩链剂所得聚氨酯材料微相分离

程度高，综合力学性能最好，热学性能与其他扩链剂相近，耐水耐油性能突出；己二胺扩链所得聚氨酯材料力学强

度较高，但是韧性不好而己二醇扩链所得聚氨酯材料韧性较好但是力学强度却较低。 

关键词：扩链剂；分子内氢键；聚氨酯；结构；性能 

KP013 

主链含三嗪结构的支化型邻苯二甲腈树脂的研究 

祖愿 1,2,宗立率 1,2,王锦艳 1,2*,蹇锡高 1,2 

1.大连理工大学；2.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耐高温材料在航空航天，船体，微电子材料等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本文采用两步一锅亲核取代法合

成了一种新型支化结构的邻苯二甲腈前驱体（b-PBP-Ph）。以 4,4’-二氨基二苯砜为固化剂促进树脂固化，利用 DSC

与流变对树脂固化行为进行研究，表明树脂可加工性良好。系统研究不同固含量对树脂性能的影响。高温固化后，

由于支化结构与芳基均三嗪单元的共同作用，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为 480℃；氮气气氛下，聚合物的 5%热失重温度

最高可达 581℃，热稳定性优异。该类树脂在耐高温结构材料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树脂；支化型；三芳基均三嗪；热性能 

KP014 

具有机械互锁特性的“滑轮环”拓扑结构的大形变形状记忆聚己内酯 

吴瑞清 1,2,来婧娟 1,2,丁小斌 1*,潘毅 1,郑朝晖 1 

1.Chengdu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本工作通过引入具有机械互锁特性的“滑轮环”拓扑结构，将贯穿于聚轮烷上的环状分子作为滑动交联点，将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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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酯作为开关转变相，设计并合成了基于“滑轮环”拓扑结构的聚己内酯形状记忆高分子。对其力学性能、动态力学性

能和形状记忆性能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聚己内酯体系中引入“滑轮环”拓扑结构可以明显改善其力学性能和形状记忆性

能，大大提高聚己内酯的形变量，这是由于本工作设计与合成的形状记忆材料在受拉伸过程中，“滑轮环”结构上的环

状分子在高分子链上的自由滑动和旋转，调节分子链间的相互作用力，使得内应力均匀分布，这样使得 SMPs 具有

发生大变形的能力。通过比较，“滑轮环”拓扑结构作为交联点的 SMPs 要比化学交联点的 SMPs 展现出更为优异的发

生大形变的能力。而且“滑轮环”形状记忆聚己内酯在发生大形变的条件下，仍然具备优异的形状记忆性能，这为形状

记忆高分子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研究基础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形状记忆聚合物；大形变；机械互锁特性；“滑轮环”结构；滑轮效应 

KP015 

几种含硅/磷元素聚合物材料的抗原子氧性能评价 

王春博 1,姜勃弛 1,田东波 2,姜海富 2,陈春海 1* 

1.吉林大学化学学院；2.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空间站、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大部分的航天器运行于低地球轨道上，都面临着低地球轨道环境效应的严峻

考验，尤其是原子氧的侵蚀。原子氧能够使材料的热性能、光学性能等发生退化，缩短材料的使用寿命。近年来，

各国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原子氧的防护研究。本文采用 511 所微波源型地面模拟设备对联苯型聚酰亚胺（Kapton）、含

磷聚苯醚（P-PPO)、侧链型 POSS 聚酰亚胺(20%POSS-PI)、聚酰亚胺硅氧烷嵌段共聚物（30%PSX-PI)、聚酰亚胺硅

氧烷均聚物（PSX-PI)等航天器备选材料进行了原子氧环境中性能退化行为的研究。结果发现，聚合物材料基体中，

无论是硅元素还是磷元素的引入均起到了一定的原子氧防护效果。综合质量损失和表面形貌数据来看，聚酰亚胺硅

氧烷均聚物（PSX-PI）不仅质量损失小，而且原子氧辐照后表面没有明显的缺陷。聚酰亚胺硅氧烷均聚物这一类材

料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关键词：原子氧；硅或磷聚合物；聚酰亚胺硅氧烷 

KP016 

苯乙炔基封端的含醚酮结构的热固性聚酰亚胺的制备与研究 

姚佳楠,马晟起,周宏伟*,陈春海 

吉林大学 130012 

本文采用一种含有柔性长链非平面结构的二胺 4,4’-二（4-（3-氨基苯氧基））苯甲酮（APBP）和二酐单体均苯四

甲酸二酐（PMDA）缩聚制备了三种不同聚合度的苯乙炔基苯酐（PEPA）封端齐聚物，并研究了其组成、熔体粘度、

稳定性和热性能。结果表明，柔性的二胺的引入及齐聚物本身具有较低分子量的原因，使得齐聚物具有较低的熔体

粘度，其最低熔体粘度低于 1 Pa•s。因此，预聚体具有良好的低温加工性能。齐聚物采用苯乙炔基苯酐（PEPA）进

行封端，也使得材料具有较宽的加工窗口，且在加工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此外，均苯四甲酸二酐的存在也

保证了良好的热稳定性，而且其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固化后的聚酰亚胺具有了更高的热稳定性，机

械性能。其玻璃化转变温度可以提高 30-60℃。 

关键词：热固性聚酰亚胺；苯乙炔基苯酐；醚酮结构；均苯四甲酸酐；熔体粘度  

KP017 

溶剂分子驱动智能高分子膜的连续形变运动 

张利东*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241 

近几年柔性材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仿生柔性器件的研发速度，并在电子，工业，军事等领域得到了很好

的应用，尤其对环境刺激响应型材料研发，受到了研究者越来越高的关注。[1-3] 本论文报道了一种具有形状记忆功能

的高分子薄膜，能够连续的吸收-释放溶剂分子，表现出快速可逆的形变，进而引发快速的翻滚。一旦阻断刺激，薄

膜能在几秒钟内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表现出较好的形状记忆能力。由于薄膜是基于高柔韧性的聚偏氟乙烯及聚乙烯

醇复合体，因此具有强的拉伸耐磨性，薄膜可以长时间变形运动而不会有明显的性能减弱。通过模板辅助，在薄膜

表面引入了微孔道结构，使得薄膜的形变具有方向可控性及结构可调性。这种可控的高敏感薄膜材料可以应用于设

计柔性传感器或柔性机器人。 

关键词：智能薄膜；刺激响应；形状记忆；可控形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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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18 

苯乙炔苯酐封端含氟聚酰亚胺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张昭,王大明,赵晓刚,陈春海*,周宏伟 

吉林大学 130012 

高性能聚酰亚胺材料具有优异的性能而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电气等领域。随着需求的提高，聚酰亚胺材

料从原先单一的追求高耐热稳定性的研究水平到目前兼顾材料高耐热稳定性、成型工艺性能和韧性的研究水平，而

热塑性聚酰亚胺由于固有的一些问题难以在上述问题间达到较好的平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表明苯乙炔封端

聚酰亚胺材料由于苯乙炔封端剂的特性使该类材料可以在成型工艺性能、热性能和韧性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本文

使用 3,3’,4,4’-二苯醚四酸二酐(ODPA)、六氟双酚 a（HFBAPP）和反应性封端剂 4-苯乙炔苯酐（PEPA）合成出一系

列低分子量的苯乙炔封端的聚酰亚胺低聚物,并对低聚物的化学结构、热性能和熔体粘度，固化后树脂的热性能和力

学性能进行了测试。经过测试表明,基于 HFBAPP 的低聚物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较低的熔体粘度,其中 PI-2 在 340℃

有最低粘度<1Pa.s，固化后的树脂热失重温度>520℃。 

关键词：苯乙炔封端；含氟聚酰亚胺；最低熔体粘度；热性能 

KP019 

钯负载纳米纤维膜的绿色制备及其三氯乙烯催化脱氯性能研究 

王建强 1,2,汤初阳 2,刘富 1* 

1.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2.香港大学 

三氯乙烯是一种典型的易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能够对人体的肝脏、肺部和神经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广泛存

在于地下水体中。因此水溶液中三氯乙烯的去除是急需解决的水污染问题之一。加氢去氯法是目前解决三氯乙烯污

染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该方法的核心是纳米催化剂的合成及负载。金属钯由于对氢具有较高的吸附和活化能力，被

认为是该反应的理想催化剂。然而，目前纳米钯的合成主要通过硼氢化钠或水合肼还原的方法，合成过程复杂且还

原剂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钯基催化剂的绿色制备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中，我们借助聚多巴胺的高粘附和

还原特性，原位还原纳米钯并负载在纳米纤维表面。所得钯负载纳米纤维膜对溶液中三氯乙烯的初始催化速率为0.019 

mM min-1，反应 45 分钟后，三氯乙烯的去氯度达 96.5%。同时，钯负载的纳米纤维膜具有优异的循环再生能力。该

研究提供了一种简单且绿色的纳米钯合成方法，为纳米钯催化剂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纳米钯；聚多巴胺；原位还原；纳米纤维膜；催化 

KP020 

聚（十二酰十二胺-co-十二酰四甲基硅氧烷二丙胺）的制备与表征 

肖哲,周文君,庞新厂,刘民英 ,赵清香,付鹏,崔喆*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50000 

尼龙作为一种重要的工程塑料，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但其较强的吸水能力和较差的生物相容性，限制其在精

密器件制造和生物医用领域的应用。本论文在 PA1212 结构单元中引入硅氧链段，期望在保持 PA1212 的力学性能的

同时，改善其吸水能力和生物相容性能，以拓展其应用范围。实验采用熔融共缩聚的方法，通过调节 1,3-二（氨丙基）

四甲基硅氧烷（BATS）和十二碳二元胺的投料比，获得了具有不同硅氧烷含量的 PA1212/Si12 共聚物。通过乙醇萃

取实验、FTIR 和 1H-NMR 分析验证了共聚物的结构。表面接触角测试和饱和吸水率测试表明 BATS 的加入大大改善

了聚合物拒水能力，在 BATS 加入量为 30wt%时，吸水率下降近 30%，表面接触角增至 93o。热失重分析证明，共聚

物比均聚物的初始分解温度提高了 30℃。综上所述，该共聚物在耐热性、拒水能力方面表现出较 PA1212 更优异的

性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尼龙 1212；1,3-二（氨丙基）四甲基硅氧烷；熔融共缩聚 

KP021 

具有记忆功能的温敏荧光聚合物材料 

吴嘉龙,梁国栋* 

中山大学 510275 

记忆功能聚合物对形状和热历史等具有良好的记忆功能，在智能器件、医疗器件等领域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基

于力学原理的传统记忆功能聚合物存在灵敏度低、体积大等缺陷，为克服上述不足，我们开发了一种具有记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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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的温度荧光聚合物材料。结合结晶性聚合物与聚集诱导发光分子得到了一种结晶性荧光聚合物，该聚合物的

荧光强度表现出显著的温度依赖性。有趣的是，该聚合物的荧光强度在升温和降温扫描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效

应，这赋予聚合物热刺激记录功能。实验证明该材料可实现 OFF/ON 双向记录功能，聚合物薄膜上记录的文字可被

轻易的去除或重写。此外，可通过检测荧光强度跟踪聚合物的受热历史。该聚合物具有合成简便、双向记录功能、

显著的温敏荧光响应特性、优异的柔性和生物兼容性，有望应用于生物探针、记忆材料及智能器件等领域。 

关键词：记忆功能；温敏性；荧光聚合物；结晶性聚合物；聚集诱导发光 

KP022 

水合肼处理对多孔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结构的影响 

李丽 1,2,王雪飞 1* 

1.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多孔碳纤维具有独特多孔结构、大比表面积、机械性能优异、含碳量高等优点，在气体吸附、催化剂载体、吸

波性能以及超级电容器等方面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本文以聚乙烯吡咯烷酮为致孔剂制备了多孔聚丙烯腈（PAN）纤

维，然后采用水合肼预处理多孔 PAN 纤维，并以此纤维为先驱体，制备了多孔碳纤维。结果显示，水合肼能够使 PAN

分子发生交联反应，使纤维孔结构得到初步固定，在热处理过程中纤维孔结构得到保留，从而获得了多孔碳纤维。

相比于未经水合肼处理的碳纤维，经水合肼处理制备的碳纤维比表面积为 21.4 m2/g，是前者的 2.4 倍；孔体积为 0.04 

cm3/g，是前者的 5.7 倍。利用水合肼作为交联剂初步固定纤维孔结构的方法为制备结构稳定、性能优异的多孔聚丙

烯腈基碳纤维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聚丙烯腈；聚乙烯吡咯烷酮；水合肼；多孔碳纤维 

KP023 

酯交换法合成聚碳酸丁二酯及其性能研究 

王自庆,王公应*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610041 

脂肪族聚碳酸酯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可生物降解聚合物，在特种聚氨酯、生物医药和可生物降解塑料领域具有

广泛地应用前景。其中，以碳酸酯和 1,4-丁二醇经酯交换法合成的聚丁二醇碳酸酯（PBC）具有原料价格低和综合性

能好的优点，有望在可生物降级塑料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本文以 Zn(OAc)2、ZnBr2 和 MgO 为催化剂合成了高分子

量 PBC 聚合物，采用相关测试方法对不同催化体系中获得 PBC 的应用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最优工艺条件

下三种催化体系中获得 PBC 聚合物的 Mw 均可以超过 10 万, Tg、Tm 和机械力学性能无明显差别。但 Lewis 酸催化

剂在聚合物中的残留在高温条件下会被重新激活，使聚合物的热稳定性大大降低。因此，MgO 体系中合成的 PBC 聚

合物的热稳定性最好，具有广泛地应用前景。 

关键词：脂肪族聚碳酸酯；聚碳酸丁二酯；碳酸二苯酯；酯交换；应用性能 

KP024 

新型吡啶联苯聚醚砜多孔膜的制备及其 pH 响应性能研究 

朱轩伯 1,周亚红 2,庞金辉 1*,张海博 1*,江雷 2,姜振华 1 

1.吉林大学；2.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近些年来，多孔膜以其在分离、能源、生化传感、纳米流体等领域的巨大潜在应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

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长期的应用推广，不同的应用领域都不断对多孔膜的智能化、功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本工作通过分子设计，将 pH 响应性的吡啶基团引入双酚单体中，用其制备出一系列具有 pH 响应性的吡啶

联苯聚醚砜（PPSU-Pyx），并通过亲疏水自组装的方式制备多孔膜，实现了分子结构对微观形貌的调控。随后对该系

列多孔膜的跨膜离子电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系列膜都表现出明显的 pH 响应离子门控性能，拓宽了聚芳醚砜类树

脂在多孔膜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聚芳醚砜；吡啶；多孔；pH 响应 

KP025 

双核二茂铁 TPU 的微相分离与热稳定性 

徐炜娟,王建军*,孙君,孙东豪,戴礼兴 

苏州大学 215123 

调控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的微相结构，提高 TPU 的耐热性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溶液聚合法，以单核或

双核二茂铁双醇为扩链剂，合成三种含二茂铁的新颖 TPU。研究发现：通过酯键引入单核二茂铁制得的 A-TPU 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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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均匀分散于软段相中；借助酰胺键引入单核二茂铁的 B-TPU 软段相、硬段相互贯穿，表现出线条状图案化趋势；

相比于 1,4-丁二醇扩链的 TPU，双核二茂铁制得的 C-TPU 硬段择优取向，彼此横纵交织成网络状，呈现出独特的织

态结构。双核结构更有利于硬段形成线条状的硬段微区。微相分离的硬段微区在基体中起到物理交联的作用，从而

提高了 TPU 的热稳定性，其中 C-TPU 的初始分解温度达到 337℃以上。新材料在抗凝血、X 射线影像追踪和高温杀

菌等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双核二茂铁；聚氨酯；热稳定性；微相分离  

KP026 

低热膨胀系数聚酰亚胺薄膜的研究 

刘付林,杨士勇*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酰亚胺作为综合性能最佳的高分子材料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光电、微电子等高端领域。近年来，随着微电子

行业迅速发展，通用型聚酰亚胺已经无法满足柔性印刷电路板的要求，覆铜层压板在经历多次热循环后，铜箔与 PI

基底薄膜的热膨胀系数的不匹配产生内应力，从而导致卷曲甚至断裂，因此合成具有低 CTE 的 PI 薄膜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主要介绍了一种含酯基二酐 TAHQ 的合成方法，一种含酯基二胺 BPTP 的合成方法，以及一系列由其合成并

改性的具有低热膨胀系数的聚酯酰亚胺体系。通过添加柔性链段 ODA 共聚，这些聚酯酰亚胺薄膜不仅显示了与铜箔

相当的低热膨胀系数，同时还有很高的模量，很好的耐热性以及很低的吸水率，为柔性印刷电路用 PI 薄膜奠定了基

础。 

关键词：低热膨胀；低吸水率；高模量 

KP027 

PA10T/106 的合成及表征 

冯梧桐 1,2,王萍丽 1,邹光继 1,2,任中来 1,季君晖 1* 

1.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对苯二甲酰癸二胺（PA10T）是一种热稳定性好、性能优异的工程塑料，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汽车发动机、

航空航天等领域，但韧性较差。本文通过己二酸与对苯二甲酸、癸二胺进行共聚来提高 PA10T 的韧性，采用先缩合

聚合后固相增粘的方法合成了不同己二酸含量的 PA10T/106 共聚物。使用 FTIR、1H-NMR 和 WAXD 表征了 PA10T/106

的化学结构和晶型结构，使用 DSC 表征了 PA10T/106 的热性能，使用万能试验机表征了 PA10T/106 的力学性能。DSC

数据表明 PA10T/106 的熔点因己二酸的引入而降低。拉伸测试结果表明拉伸强度随己二酸含量的增加而线性降低，

而断裂伸长率随己二酸含量的增加呈线性增大趋势，己二酸的加入对提高 PA10T 的韧性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聚对苯二甲酰癸二胺；共聚；改性；韧性 

KP028 

高黏度耐高温 PA10T 的合成与表征 

邹光继 1,2,王萍丽 1,冯梧桐 1,2,任中来 1,季君晖 1* 

1.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对苯二甲酰癸二胺（PA10T）是一种高性能半芳香聚酰胺。本文以对苯二甲酸和癸二胺为原料，采用一步缩聚

法合成了 PA10T，再经过固相聚合得到了高黏度 PA10T。通过 FTIR 和 1H-NMR 确定了产物的结构；考察了不同固

相聚合温度对 PA10T 特性黏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通过 DSC、TGA 和哈克流变仪研究了在最佳的固相聚合条件下

PA10T 热学性能和加工性能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固相聚合温度为 260℃时，PA10T 具有最高的特性黏度和最佳的力

学性能；经过固相聚合，PA10T 的热学性能有所提高，加工性能良好。 

关键词：聚对苯二甲酰癸二胺；固相聚合；特性黏度；耐高温 

KP029 

基于含多种杂原子的有机多孔聚合物超级电容器的研究 

胡方圆,胡水,邵文龙,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超级电容因其具有高功率密度、充放电性能佳等突出优点，已成为 21 世纪最理想的储能再生动力电源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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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级电容器的整体能量密度较低限制了其进一步广泛应用，因此如何提高超级电容的能量密度已成为目前的研究

热点和难点，而电极材料是决定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多孔碳材料，但是其比

电容偏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广泛应用。近年来有研究表明，杂原子掺杂可有效提高电极材料的比电容，进

而提高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基于此，本文从分子设计出发，合成新型杂环有机多孔聚合物，可控制备杂原子本

征掺杂的有机多孔聚合物电极材料。结果表明，由此种电极材料和离子液体组装成的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可高达 65 

Wh kg-1，循环 10000 次比电容保持率为 95%。 

关键词：超级电容器；杂原子；多孔聚合物；能量密度；循环稳定性 

KP030 

基于酚酞的聚芳醚酮咪唑交联型阴离子交换膜 

杜鑫明,王哲*,刘畅,王春梅,陈召钰,刘文长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阴离子交换膜在碱性条件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其应用关键。因此本文通过缩聚反应制备出含有甲基的聚芳醚

酮共聚物，再通过 NBS 溴代反应，最后热处理接枝 1-乙烯基咪唑，以及通过离子交换制备了交联型阴离子交换膜。

咪唑基团引入到酚酞侧链形成亲水离子簇，构建了离子运输通道。交联膜的热稳定性，尺寸稳定性和耐碱性均得到

提高，同时膜的甲醇渗透系数显著降低。共价交联使膜更加致密，溶胀率很低，同时这种致密的膜结构阻碍了水分

子的运动，抑制了膜中水分的挥发，从而增强膜的保水能力，Im-MPEK-40%在 80℃时溶胀率仅为 1.89%。使膜在具

有较高阻醇性能的同时具有较高的离子传导率。其中，Im-MPEK-40%的离子传导率在 80℃时高达 0.097S/cm。该膜

在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和碱性燃料电池中展现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基于酚酞的聚芳醚酮；交联；阴离子交换膜 

KP031 

基于交联型大分子乳化剂体系的含氟共聚物的合成及超疏水表面的构建 

银雪,朱宝库* 

浙江大学 310027 

超疏水表面因其独特的润湿性质及特性一直广受学术界关注。本文通过简单的自由基聚合反应将全氟己基乙基

丙烯酸酯（PFHEA）与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AMPS）及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共聚合成两亲性磺酸型大分

子乳化剂并乳化制得含氟乳液。当大分子乳化剂浓度最优时，所合成的乳液具有较高的转化率，乳液粒径小及优异

的稳定性等优点。利用含氟乳液对微孔的玻璃纤维膜进行改性，通过优化乳液及交联剂的含量，利用交联剂将亲水

的磺酸基及底膜上的羟基交联，可进一步提高改善涂层的疏水性。由于氟的表面富集及亲水的磺酸基交联钝化，含

氟乳液交联改性的表面具有超疏水的性能，水接触角达了 151.4°且滚动角低至 3.9°，展现了优于其他乳液涂层的疏水

性。且涂层极好的稳定性及抗污染性能也为此改性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大分子乳化剂；含氟乳液；交联；超疏水改性 

KP032 

聚二甲基硅氧烷-尼龙 1212（PDMS-b-PA1212）嵌段共聚物的合成与制备 

吕玲玲,朱春雷,庞新厂,赵清香,刘民英,付鹏,崔喆* 

郑州大学南校区 450000 

聚二甲基硅氧烷-聚酰胺嵌段共聚物（PDMS-b-PA）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材料，兼具 PDMS 出色的生物相容性、

耐热稳定性、高拒水性及耐候性等特点，及 PA1212 优异的力学性能、耐磨性及易加工成型等优点，扩展其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应用,具有突出的综合性能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实验以氨丙基封端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羧基封端的 PA1212

预聚体为原料。考察了不同分子量的 PA1212 对聚合产物性能的影响。通过 FTIR 和 1H-NMR 分析验证了共聚物的结

构。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热分析（TG)对其热性能进行了研究，聚合物的起始失重温度和最大失重速率均随着

硬段分子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硬段分子量的增加，共聚物的起始分解温度从 339℃提高至 410℃。相较于 PA1212，

嵌段共聚物的起始分解温度不升反降，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共聚物聚合度偏低，分子量分布过宽造成。  

关键词：聚二甲基硅氧烷；尼龙 1212；熔融缩聚；生物相容性 

KP033 

芳纶纳米纤维/聚丙烯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备 

庹新林*,何濂远 

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研究所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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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性能优异应用广泛，但容易着火的问题一直是其致命的弱点。其根源在于所用聚烯烃（主要是聚丙

烯 PP）隔膜材料熔点较低，高温热尺寸稳定性差，高温电流遮断性能差，导致在大电流充放电条件下，电池内部温

度会急剧升高，造成电池内部发生短路，给电池的使用带来安全隐患。本文提出了一种对位芳纶纳米纤维/PP 复合多

孔薄膜来解决锂离子电池隔膜耐热性差、容易着火的安全隐患。利用在传统的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PPTA）聚合

过程添加聚醚助剂的方法制备芳纶纳米纤维；利用 PPTA 端基活性实现和聚烯烃的表面牢固结合而无需添加额外的粘

合剂；芳纶纳米纤维的网状结构即保证了复合膜受热后的尺寸稳定性，而且不会大幅降低隔膜的孔隙率。通过与传

统的 PP 隔膜进行比较，芳纶/PP 复合隔膜对电解液浸润性好，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显著提高，电池性能优异。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对位芳纶纳米纤维；聚丙烯；复合隔膜；热稳定性 

KP034 

聚芳硫醚砜/玻纤布/碳纳米管多尺度复合材料制备与性能研究 

杨家操 1,张刚 2,龙盛如 2,王孝军 2*,杨杰 2,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3.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论文探索了纤维表面沉积碳纳米管以实现对聚芳硫醚砜/玻纤布复合材料进行界面改性从而提高复合材料性

能。碳纳米管（CNTs）沉积在玻璃纤维布（GFC）的表面上，并用 CNT 沉积的 GFC 制备了具有不同 CNT 含量的复

合玻璃纤维布增强的聚芳硫醚砜复合材料。 CNT 的引入成功地增强了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 复合材料的抗拉强度

为 0.60g / m2，为 314MPa，抗弯强度为 337MPa。同时，应用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改善 CNT

的分散性，提高机械性能。 CNTs 含量为 0.71g / m2，复合材料拉伸强度为 339 MPa，抗拉强度为 365 MPa。  

关键词：聚芳硫醚砜；玻纤布；碳纳米管；多尺度复合材料 

KP035 

大分子模板引导制备高性能自修复水凝胶 

刘顺利*,付国东 

东南大学 211189 

自修复水凝胶具有破损后自动修复的性能，但由于其弱的机械性能和自修复性能严重限制了自修复水凝胶在组

织工程和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受 DNA 分子在复制过程中以单链 DNA 为模板引导形成双链 DNA 的启发，我

们提出了以含有功能基团的大分子为模板，控制引导单体分子的聚合，以达到高分子链之间的规整性和交联密度，

从而提高高分子材料的机械性能和自修复性能。本文以含有醛基基团的水溶性海藻酸为大分子模板，通过 Schiff-base

作用把丙烯酰胺单体分子固定在大分子模板是，然后通过自由基聚合成功制备出具有优异性能的自修复水凝胶材料。

该水凝胶不仅表现出高回弹性、力学强度和自修复性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这些优异的性能赋予该水凝胶

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该方法也为其他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提供了一种策略。 

关键词：大分子模板；水凝胶；自修复；导电性 

KP036 

弱相互作用构筑高拉伸、高韧性、抗疲劳水凝胶 

李文翔,胡亮* 

苏州大学 215123 

聚合物水凝胶材料在组织工程、药物缓释、干细胞分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传统的水凝胶材料由于聚

合物交联网络的不均一性，机械性能差，严重地阻碍了其应用。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将丙烯酰胺(AAm)与丙烯酸(AAc)

单体加入至阳离子聚电解质聚二甲基二烯氯化铵(PDADMAC, Mw=100,000-200,000)中，利用光引发聚合制备具有氢

键与离子键的水凝胶 Poly(AAm-co-AAc)/PDADMAC，其含水量大于 75%。其中，离子键不仅具有较高的化学键能，

而且离子-离子相互作用具有可逆性。因此获得的水凝胶含水量能有效阻止应力集中和裂纹扩散，表现出优异的拉伸

性能（600%-1600%），韧性（1.07±0.2MJ/m3）和优异的抗疲劳特性。其在压缩形变量达到 80%时仍未损坏，同时在

外力撤除后能够回复原貌，具有较高的强度与弹性回复性。该水凝胶在辐射损伤敷料等领域具有应用价值。  

关键词：离子键；阳离子聚电解质；水凝胶；高拉伸；抗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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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37 

具有可逆热缩冷胀特性聚芳基酰胺材料制备 

汪长春*,沈星源,黄玉蕙 

复旦大学 200433 

刺激响应形变聚合物材料是指在简单的外界刺激下可以带来非常显著的形状体积等宏观变化的聚合物材料，在

生物医学和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本研究设计和制备了含有苯并八元环结构单元的聚合物材料，

发现了其在近红外光或热激发下有独特的可逆热缩冷胀特性，并采用了原子力显微镜、红外分析、差示扫描量热仪、

变温核磁等实验测试结合泛密度函数理论研究分析了热收缩机理。通过复合吸光材料，设计双层复合材料，调整分

子开关的化学环境等方法分别来增强材料的光热转化能力和热响应灵敏度，放大热缩响应成宏观形变，获得更大的

负热膨胀系数。  

关键词：刺激响应材料；可逆热缩材料；负热膨胀系数 

KP038 

氧化石墨烯涂层的制备及其性能表征 

许亮,邹聪, 董鉴锐 ,张兴权,罗铭,左明明,曹振兴* 

常熟理工学院 215500 

石墨烯是一种单层片状新型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优良的导热性，导热性，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因此，石墨

烯受到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氧化石墨烯作为石墨烯的含氧衍生物具有与石墨烯相似的性质，其表面含有丰富的含

氧基团，所以氧化石墨烯可以通过氢键在水溶性树脂涂料中分散均匀。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 Hummers 法制备氧化石

墨烯，把氧化石墨烯与水溶性环氧树脂进行溶液共混来制备水溶性氧化石墨烯环氧树脂涂料；并对制备的水溶性氧

化石墨烯涂层进行性能表征，通过测量氧化石墨烯环氧树脂涂层的接触角，厚度，硬度，附着力，弹性等性能，涂

层随着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的增加，发现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在 0~1.5%之间，接触角逐渐变小，在 1.5%~2%之间接

触角逐渐升高，硬度逐渐变大，附着力逐渐变大，弹性逐渐增大，涂料的性能得到了改善；并通过采用红外，紫外

测试方法对氧化石墨烯的结构进行研究，分析氧化石墨如何改变水溶性环氧树脂涂层的性能。 

关键词：环氧树脂涂层；氧化石墨烯；石墨烯 

KP039 

纳米纤维素/石墨烯复合薄膜各向异性导热性能研究 

崔思奇,宋娜*,丁鹏* 

上海大学 200444 

具有各向异性导热性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受到了热管理材料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石墨烯具有超高导热系数和

极佳力学性能，是制备高性能导热复合材料的理想选择。而制备具有各向异性导热性能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关键，是

在基体中构建取向排列的石墨烯。因此，本文采用了一维纳米纤维素（NFC）来制备具有各向异性导热性能的复合

薄膜。通过真空辅助自组装的方法制备了具有层状结构的纳米纤维素/石墨烯复合薄膜。结果表明，石墨烯片层在 NFC

基体中高度取向于平面方向；添加量为 10 wt%时，复合薄膜的平面导热系数达到 5.73 W•m−1•K−1，与纯 NFC 薄膜相

比提升了 410.7%；同时，由于其中的层状结构，复合薄膜在垂直方向的导热系数都在 0.15W•m−1•K−1 以下，复合薄

膜总体呈现较大的导热各向异性。并且复合薄膜具有较好的拉伸强度和柔韧性。 

关键词：纳米纤维素；石墨烯；复合薄膜；各向异性；导热 

KP040 

聚双环戊二烯的力学性能研究 

郑楠 1,宋汪泽 2,吴美玲 1,郑玉斌 1* 

1.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2.大连理工大学制药科学与技术学院 

聚双环戊二烯（PDCPD）是一种兼具刚性和韧性的热固性工程塑料，是以双环戊二烯（DCPD）为聚合反应单

体，通过开环易位聚合反应（ROMP）机理制得的均聚物，目前，PDCPD 由于催化体系、聚合条件等因素的不同，

在性能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催化剂用量在控制材料性能方面十分重要。理论上讲，催化剂的用量应该存在一

个最佳的范围，用量太多会导致聚合反应的引发太快，反应的活性中心也会增加，制备的聚合物材料交联度较大，

最终使得材料的韧性下降，此外成本也会随之提高；用量太少则又会使得聚合反应不完全，转化率不高，导致聚合

体系中单体的残留量过多。因此，对催化剂用量进行精确地调控可以进一步优化 PDCPD 材料的性能，尤其是力学性

能。实验结果表明，当单体与催化剂的摩尔比为 1000:1 时，聚双环戊二烯的力学性能最佳。 

关键词：双环戊二烯；聚双环戊二烯；力学性能；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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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41 

基于低模量水凝胶的自愈合、自粘附可穿戴力敏传感器 

刘书奇,郑荣敏,刘海州,王萍萍,刘岚*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可穿戴力敏传感器是一种能够将力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的传感器。其在人体医疗诊断及肢体运动监测和仿生机

器人领域应用广泛。由于人体运动的频繁性，可穿戴材料很容易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损坏和脱落，自愈合和自粘附

性均是近期研究人员研究的热点。同时，对皮肤微变化和微弱生理信号等的有效监测一直是可穿戴领域的一个挑战。

本研究将聚多巴胺和氧化石墨烯加入聚乙烯醇水凝胶中，利用聚多巴胺的邻苯二酚基团，使该材料对人类皮肤有极

好的粘附性。更重要的是，粘附性与低模量的结合，使该传感器能够检测人体皮肤微小的形变，比如脉搏、面部表

情识别等。此外，因为具有高拉伸性能，该传感器在更大范围的肢体运动如肘部、手指弯曲等方面也有非常好的应

用。综上，本工作采用非常简单的共混方法，制备出能够自愈合的可穿戴力敏传感器，其与皮肤有极好的粘附性与

贴合性，并同时能够检测人体微小及较大范围运动的能力，在人体运动与人体医疗诊断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力敏传感器；水凝胶；自愈合；自粘附；聚多巴胺 

KP042 

大孔材料的表面设计及水处理应用 

冯燕燕,万雨佳,金明,万德成* 

同济大学 201804 

吸附剂的超分子捕捉能力取决于其表面微观电子环境和拓扑形态。采用浓乳液聚合法获得的多孔材料表面由有

序排列但易脱落的小分子乳化剂表达。当采用树状两亲体作为乳化剂时不仅不易从基质表面脱落，而且树状两亲体

的拓扑开放程度和化学官能团都可以预先进行裁制设计，结果多孔材料捕捉水中污染物能力可以数量级提高，结合

常数最高可以提高五十万倍。进一步，如果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的树状两亲体，就可以自然形成打有微观补丁的

不均匀表面。这种吸附剂能同时捕捉水中微量痕量的阴离子性、阳离子性和非离子性污染物。具体来说，染料、表

面活性剂和金属离子，无论以阴离子形式还是阳离子形式存在，以及亲油芳烃都可以被一次性清除，获得高质量饮

用水。树状两亲体可以通过对商业化的亲水超支化聚合物外围进行亲油改性获得，其中亲水核负责清除极性污染物，

亲油壳层负责清除亲油污染物。由于这些两亲体牢固地吸附在宏观多孔基质表面，非常容易从水中分离。 

关键词：树状两亲体；浓乳液；微补丁；吸附；水处理 

KP043 

轻质聚醚醚酮电磁屏蔽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吴同华,韩冰 

吉林大学 130012 

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电磁波污染，电磁屏蔽材料已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聚醚醚酮（PEEK）

是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特种工程塑料，在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电气及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为了

进一步拓宽 PEEK 的应用领域，开发轻质结晶性 PEEK 及其电磁屏蔽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多壁碳纳米管（MWCNTs）作为导电填料，并用与基体相容性好的聚醚砜（PES）对碳纳米管表面包覆

（PES@MWCNTs）以改善其在聚醚醚酮基体中的分散。然后，优化发泡工艺，制备出一系列 PES@MWCNTs/PEEK

泡沫材料。在 Ku 频率波段，密度 0.39 g/cm3 的 3 wt% PES@MWCNTs/PEEK 泡沫材料的特定屏蔽效能达到

16.46dB.g-1cm3，比未发泡复合材料高出 7dB.g-1cm3。  

关键词：多壁碳纳米管；聚醚醚酮；泡沫材料；电磁屏蔽；特定屏蔽效能 

KP044 

超级绝热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王林斌 1,李齐方 1* 

1.北京化工大学；2.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氧化硅气凝胶由纳米颗粒构成，在拥有三维空间纳米网络结构的同时保有高透明性。气凝胶孔径仅有几十纳

米，孔隙率可达 95％以上，可以形成巨大的比表面积，这使气凝胶成为一种优秀的新型纳米材料。本文以廉价的无

水硅酸钠替代原硅酸四乙酯，采用一步催化法常压干燥制备具有低导热系数的气凝胶。在溶胶-凝胶阶段，将溶胶浸

渍玻璃纤维得到纤维增强气凝胶毡复合材料。在制得绝热性能较好气凝胶毡的同时降低气凝胶毡成本，简化工艺流

程。通过 SEM，FT-IR，BET 等方法表征所得气凝胶的表面形貌、官能团组成、比表面积、孔径分布。对气凝胶毡复

合材料进行导热系数的测定。通过以上表征测试结果得知，我们已经制备出符合预期的保温绝热材料。其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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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2W/(m•K)，低于静态空气的导热系数 0.023 W/(m•K)，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效果。 

关键词：气凝胶；绝热；复合材料 

KP045 

聚氨酯改性环氧树脂固化剂的研究 

张光辉,张忠厚*,韩琳,陈荣源,李亚东 

郑州轻工业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450001 

为了提高环氧树脂的韧性，本文以聚乙二醇（PEG）和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为原料合成异氰酸根（-NCO）

封端的聚氨酯（PU）预聚体，再将其与不同比例的三乙烯四胺（TETA）反应，得到一系列氨基封端的 PU 改性三乙

烯四胺环氧树脂固化剂，然后将改性后的三乙烯四胺和环氧混合，在一定的条件下固化。利用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电子万能试验机等仪器对材料的结构和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当改性三乙烯四胺中聚氨酯与三乙

烯四胺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12 时，固化环氧的断裂伸长率为 41.64%，较未改性的提高了 120%，拉伸强度为 36.63MPa，

固化体系的综合性能最好。 

关键词：环氧树脂；聚氨酯；三乙烯四胺；增韧 

KP046 

双亲嵌段共聚物交联方式和含氟前驱物含量对 CF3-PDMS/PDMS/PEG 双亲防污涂层

性能的影响 

孙小英*,翁斌,金鹿江 

上海大学 200444 

本文设计并合成了乙烯基和三甲氧基封端的多嵌段共聚物（分别记为 VT-PEG 和 TT-PEG）。VT-PEG、TT-PEG

分别与含氟前驱物 CF3-PDMS、有机硅基体树脂混合，通过室温硫化反应制备 PDMS 基半互穿网络涂层和互穿交联

网络涂层。考察了双亲嵌段共聚物的交联方式、含氟前驱物对涂层表面润湿性及防污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

半互穿交联防污涂层，VT-PEG 物理分散在有机硅基体树脂中，因此 PEG 链段较为自由，易向涂层表面迁移，在引

入含氟前驱物后，涂层中形成的疏水和亲水微区较大。而对于互穿交联网络涂层，含氟前驱物的引入有助于促进 PEG

链段向涂层表面迁移，并且由于 PEG 链段与含氟链段、PDMS 链段不相容，但它们之间通过共价键链接，使得互穿

交联网络涂层出现尺度较小的微相分离，这一结构有利于提高涂层防污性能，从而导致含氟的互穿交联网络涂层防

污性能最好。 

关键词：加成聚合；双亲；防污；涂层；交联 

KP047 

不同比表面积活性碳纤维/聚酰胺酰亚胺复合材料导热绝缘性能研究 

江芳,丁鹏* 

上海大学 200444 

聚酰胺酰亚胺（PAI）不但具有聚酰亚胺优良的耐热性、机械性能和化学稳定性，同时具有聚酰胺优异的力学性

能及可加工性能，是一种性能卓越的工程材料。但是，由于其极低的导热率，限制了它在航空航天以及电子工业等

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电子器件的高功率化、高集成化，除了聚合物的有效散热，电绝缘性能在电子器件中也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具有导热绝缘性能且具有较高强度的导热高分子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溶液复合

将不同比表面积活性碳纤维（ACF）分散到 PAI 中制备出 PAI/ACF 复合材料。研究表明，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从 0.13 

W/(m·K)上升到 0.62 W/(m·K)，其电阻高达 0.7 兆欧，为绝缘材料。另外，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和电绝缘性能随着

ACF 比表面积的增大而降低。进一步添加氮化硼（BN）有利于复合材料导热绝缘性能的提升。本文制备的导热绝缘

复合材料在热界面材料以及热传导体系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活性碳纤维；比表面积；导热性能；绝缘性能；氮化硼 

KP048 

以石油树脂为基体的环氧树脂的制备与改性 

郑楠 1,宋汪泽 2,黄林林 1,郑玉斌 1* 

1.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2.大连理工大学制药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实验在碳 9 石油树脂中引入活性官能团—酚羟基，通过阳离子聚合方法，以 BF3O（C2H5）2 为催化剂，苯酚

为改性剂，探究不同反应条件（包括催化剂、改性剂用量以及反应时间）对改性石油树脂各项指标的影响。利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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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氯丙烷在催化剂作用下与酚羟基反应，将酚羟基改性的石油树脂进行环氧化，控制反应条件优化树脂的环氧值，

制备出基于碳 9 石油树脂的改性环氧树脂。最后通过改变碳 9 石油树脂的添加量研究其固化动力学，制定出合理有

效的固化工艺，并测试固化产物的研究混合物固化后产品的力学性能，包括冲击性能、弯曲性能、热稳定性等，制

备出成本优化的高性能改性环氧树脂材料。 

关键词：碳 9 石油树脂；苯酚；改性环氧树脂；固化动力学 

KP049 

成核剂对聚氨酯泡沫微观结构及阻尼性能的影响 

王静,张晨*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采用碳酸氢钠作发泡剂并引入二氧化硅作成核剂，通过一步法工艺制备了低密度、高阻尼因子的聚氨酯软

质泡沫材料。研究了发泡剂分解温度、发泡剂用量、成核剂的粒径及用量对聚氨酯泡沫微观结构的影响，进而对比

不同微孔结构对聚氨酯泡沫材料阻尼性能的影响。SEM 及动态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当发泡温度为 170℃、发泡

剂用量为 5%、成核剂用量为 2%、成核剂粒径为 2500 目时，获得的聚氨酯泡沫的泡孔均匀，开孔率高、且具有较高

的阻尼因子。证明了发泡过程中成核剂的的引入可有效地促进气泡成核，降低了泡孔尺寸并增加了泡孔的数目及开

孔率，从而提高了材料的阻尼性能。  

关键词：聚氨酯泡沫；碳酸氢钠；成核剂；阻尼性能 

KP050 

耐高温，可溶解嵌段共聚物 PPENK-b-PEEKK 的合成与研究 

鲍锋 1,2,蹇锡高 1,2*,宋媛媛 1,2,宗立率 1,2,王锦艳 1,2 

1.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2.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文研究思路是设计并合成了含扭曲非共平面的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的 PPENK 树脂，并采用“齐聚物-嵌段共聚

法”将其引入到 PEEKK 的主链上，以期获得耐高温、可溶解又具有熔点的嵌段共聚物 PPENK-b-PEEKK。文中采用

IR 和 WXRD 对聚合物进行了结构和性能的表征。IR 测试结果表明，共聚物的结构与我们的设计相符。WXRD 测试

结果显示，共聚物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晶结构。溶解性测试结果表明，由于杂萘联苯结构的引入，此类嵌段聚合物在

NMP 等极性溶剂中具有良好的溶解性。TGA 测试结果显示，5%、10%热失重分别在 495℃、515℃以上，具有优异

的耐热性能。DSC 测试结果显示，共聚物只有一个明显的 Tg 且介于两齐聚物之间；熔点 Tm 为 340℃左右，证明其

大分子链规整，相互缠结较少，具有良好的潜在加工性能，此结果与 WXRD 测试结果相互验证。 

关键词：二氮杂萘酮；嵌段共聚物；耐热性；可溶解 

KP051 

含可交联苯乙烯侧基低介电常数聚酰亚胺的合成及性能 

宋宁宁,关绍巍*,姚洪岩,石凯祥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随着微电子行业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低介电常数的材料来制备高性能集成电路。含氟芳香聚酰亚胺材料具有

较低的介电常数，能够满足高性能集成电路对介电常数的要求。此外，氟元素的引入还能够赋予芳香聚酰亚胺优异

的溶解性和良好的抗湿性。但是，含氟芳香聚酰亚胺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高的热膨胀系数，严重的化学敏感

性和低的机械强度。为此，本文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交联苯乙烯侧基含量的共聚聚酰亚胺。引入的苯乙烯

侧基可以发生热交联反应，形成密集的交联网状结构。由于介电限域效应，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有效地降低介电常数，

比如与交联前相比，Co-PI-5 的介电常数从 2.84 降至 2.48，这表明交联处理能够降低介电常数。同时，交联处理之后，

聚酰亚胺的吸水率明显下降，机械性能显著提升，热膨胀系数相应的下降，有效地解决了氟元素的引入所带来的缺

陷。这些优异的综合性能表明交联聚酰亚胺在层间绝缘的应用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关键词：交联；含氟聚酰亚胺；低介电常数；低吸水率 

KP052 

氮、氧、氟、磷共掺杂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研究 

邵文龙 1,胡水 1,王锦艳 1,3,蹇锡高 1,2,3,胡方圆 2* 

1.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2.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绿色储能器件，具有环境友好、成本低、循环稳定性良好、充放电迅速等优点，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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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碳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比电容低，进而导致其能量密度低，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所以，如何提高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引起科研工作者广泛关注。本文从分子设计角度出发，设计合成了含二氮杂萘及均三嗪结构的新型

多孔聚合物 MHCFs@600，并通过主客体掺杂的方式，成功制得氮、氧、氟、磷四种杂原子共掺杂的电极材料

f-MHCFs@600。研究表明，相比于 MHCFs@600，f-MHCFs@600 的电压窗口拓宽了 0.4V，比电容值由 186F g-1 提

高到 195 F g-1。电流密度为 0.1 A g-1 时，f-MHCFs@600 比电容可达 300 F g-1。电流密度为 5 A g-1 时，循环 5000

次比电容保持率达 112%。 

关键词：超级电容器；杂原子；比电容；循环稳定性 

KP053 

聚吡咯/石墨烯/聚苯胺三元复合物的合成及热电性能研究 

王乙涵,胡利智,王铃玉,殷勤俭* 

四川大学 610065 

采用原位聚合法和溶液法相结合，成功合成了具备高热电性能的聚吡咯/石墨烯/聚苯胺（PPy/GNs/PANi）三元纳

米复合材料。红外光谱、拉曼光谱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表明，PPy、GNS 和 PANi 三者之间存在强烈的 π-π 相互作

用，使得 PPy/GNs/PANi 复合材料中形成更有序区域。原位聚合过程与溶液混合过程都能够改善石墨烯在聚合物基体

中的均匀分散，增加 PPy/GNs/PANi 复合材料中的纳米界面。冷压后测量聚吡咯/石墨烯（PPy/GNs）、聚苯胺/石墨烯

（PANi/GNs）和 PPy/GNs/PANi 复合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热电性能。结果显示，PPy/GNs/PANi 复合材料具备最优电

导率以及塞贝克系数，并且功率因子高达 52.5 μ W m-1 K-2，分别是 PPy/GNs 复合物的 2.7 倍，PANi/GNs 复合物的 3.6

倍，PANi 的 1.6×103 倍，PPy 的 1.4×103 倍。 

关键词：热电性能；聚吡咯；石墨烯；聚苯胺；三元复合物 

KP054 

低粘度，易溶解邻苯二甲腈树脂的合成及其耐高温复合材料的制备 

邬祚强 1,胡水 1,宋媛媛 1,王锦艳 1,2*,蹇锡高 1,2 

1.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2.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制备具有良好耐热性能和机械性能的复合材料是现代航空航天工业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针对此，本文合成了

一种具有良好溶解性，低加工粘度的邻苯二甲腈树脂基体 PPEBF-Ph，并将其用于制备耐高温复合材料。文中以二氮

杂萘酮联苯类双酚单体 DHPZ 和自主设计的双卤单体 BTPF 为原料，通过 Ullmann 聚合的方法合成了一种聚芳醚类

树脂，并采用 4-硝基邻苯二甲腈单体对其进行双封端。溶解性测试结果显示 PPEBF-Ph 具有良好的溶解性。流变性

能和 DSC 测试的测试结果显示此类聚合物具有较低的加工粘度和较高的固化活性。用 TGA 对固化树脂的耐热性和

耐热氧化性进行了表征，其 5%热失重温度高于 510 °C。采用 E 玻璃纤维平纹布为增强材料制备了树脂基复合材料。

弯曲测试结果显示此复合材料在常温和 400 °C 条件下的弯曲强度分别为 470 MPa 和 317 MPa。上述结果表明此类树

脂和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中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二氮杂萘酮；低粘度；溶解性；耐高温复合材料 

KP055 

超疏水熔喷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膜 

黄浩,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430073 

仿生超疏水材料具有特殊微纳米结构,因此表现出自清洁、防污染等一系列优异性能。目前，已经有很多方法用

来构建超疏水表面，包括相分离、化学沉积法、刻蚀、电纺丝等。但是，这些方法需要昂贵的设备或复杂的工艺流

程，很难实现工业化。本文采用简单高效的喷涂法对熔喷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膜进行改性，制备超疏水聚苯硫醚超细

纤维膜，并采用接触角、扫描电镜、红外光谱等测试技术对其进行表征和分析。研究表明：其表面与水的接触角可

达到 153.5°，并且与不同 pH 值（1~14）的水溶液的接触角均保持在 150°以上。同时具有优越的耐热，耐酸碱等性能，

因此，这种材料具有相当可观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喷涂法；超疏水；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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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56 

超支化离子液体增韧增强苯并噁嗪树脂及性能研究 

陈诗媛,张俊珩* 

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苯并噁嗪树脂是一类新型的热固性树脂，性脆、粘度高、固化温度高阻碍其广泛应用，增韧改性一直是其研究

热点。本文以三羟甲基丙烷(TMP)、二羟甲基丙酸 (DMPA)和巯基丙酸  (MPA)反应制备了端巯基超支化聚酯树

脂 (THBP)，再以 THBP 与 1-烯丙基-3-甲基咪唑六氟磷盐 (AMIMPF6)通过硫醇-烯烃点击反应制备了对苯并噁嗪树脂

具有增强和增韧功能的超支化聚酯离子液体 (HBP-PIm+PF6--n, n=1,2,3),研究了 HBP-PIm+PF6--n 的含量及分子量对苯

并噁嗪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规律，显示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随 HBP-PIm+PF6--n 含量和代数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具

有极大值；复合材料中含 3wt% HBP-PIm+PF6--2 时综合性能达到极大值，拉伸、弯曲和冲击强度比未改性苯并噁嗪

树脂的相应性能分别提高了 46.1%、73.0%和 223.6%。  

关键词：苯并噁嗪树脂；超支化聚酯离子液体；增韧；增强 

KP057 

高溶解性苯乙炔封端热固性聚酰亚胺树脂 

李函远,王玮,陈国飞,张安将,方省众*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热固性聚酰亚胺具有高的耐温等级和好的加工性能，因而作为树脂基复合材料和粘结剂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

广泛，其中采用苯乙炔基封端的聚酰亚胺因其良好的加工性能和高温热稳定性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 4-苯乙炔苯酐

作为封端剂，以混合异构硫醚二酐，4，4'-二氨基二苯醚，5(6)-氨基-1-(4-氨基苯基)-1,3,3-三甲基茚满作为单体，设计

并合成了一系列苯乙炔基封端的聚酰亚胺预聚物。设计分子量为 2500g/mol，并使用 DSC、TGA 和流变仪等研究不

同二胺共聚比例对体系溶解性和溶体粘度，以及固化后树脂热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引入 DAPI 能有效改善聚

酰亚胺的溶解性，其在低沸点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大于 30%。预聚物最低熔体粘度在 34-57 Pa·s 之间。利用所合成的

预聚物在 370 °C 热压 1 h 制备了热固性薄膜，薄膜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288～309 °C。  

关键词：热固性；聚酰亚胺；苯乙炔基；溶解性 

KP058 

芳香亲核取代反应合成 cardo 型透明聚酰亚胺 

唐咏梅,陈国飞,王玮,张安将,方省众*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酰亚胺是一种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电性能等，主要应用于航空、航

天和微电子工业中，然而，大多数 PI 由于存在高度共轭结构和/或分子间形成电荷转移络合物使其在可见光区域有强

烈的吸收，从而呈现黄色，限制了其在光学领域的应用。为提高聚酰亚胺的透明性，从分子结构出发，将 cardo 和脂

环结构结合以提高聚酰亚胺的透明性。由酚酞单体出发合成了一系列酚酞衍生物的双酚单体，以 4-氟代苯酐和反式

1,4-环己烷二胺为原料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双氟单体，双酚单体与双氟单体通过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了一系列 cardo 型聚

酰亚胺。通过紫外、热重和溶解性等分析，对该系列 cardo 型聚酰亚胺进行性能表征。结果表明：该系列 cardo 型

聚酰亚胺均具有良好的溶解性；该 cardo 型聚酰亚胺的截止波长在 350 nm 左右，在 450 nm 处的透过率大部分高于

80%，说明 cardo 和环己烷的存在使聚合物的透明性提高。 

关键词：cardo；反式 1,4-环己烷；芳香亲核取代反应 

KP059 

从植物油（大茴香脑）到高性能材料的简易转化 

陶杨青,贺凤开,王佳佳,周俊峰,孙晶*,房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大茴香脑，一种天然存在的芳香性化合物，可以大量地从八角，茴香等植物中提取得到。通过简单的两步反应，

以 87%的收率实现了从大茴香脑到功能性单体的有效转变。该单体除了保有大茴香脑原有的丙烯基外，还通过

Ullmann 偶联反应引入了苯并环丁烯基团，在简单加热条件下即可发生开环聚合，形成交联的网状树脂。该材料表现

出了良好的介电性能（在 0.1-30 MHz 范围内介电常数小于 2.64）和低吸水率（小于 0.2%在沸水中保持 144 小时）。

热重分析（TGA）显示 5%的热失重温度高达 455 oC，动态热机械分析（DMA）测得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达 189 oC。

这些结果表明，通过植物油（占比 57%）衍生的新型聚合物可以与传统石油化工得到的材料相媲美。基于低介电常

数材料在微电子工业的广泛应用，该方法为之提供了一条新的可持续的原料来源。同时，该方法也为其他芳香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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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物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大茴香脑；苯并环丁烯；开环聚合 

KP060 

含芳基咪唑环氧树脂的制备及热性能 

陈明锋*,范先谋,刘玉惠,刘灿培,林金火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固化剂结构对环氧树脂的热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 2-氨基苯并咪唑（AB）作为 4,4’-四缩水甘油基二氨基

二苯基甲烷（TGDDM）的固化剂，制备含芳基咪唑环氧树脂（TGAB）。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表征 TGAB

固化前后的结构，利用动态热机械分析（DMTA）和热重分析（TGA）研究了固化产物的热性能。结果表明：TGDDM

在固化剂 AB 结构中含有的伯胺、仲胺和叔胺基团的作用下发生交联固化，制备得到 TGAB 环氧树脂，TGAB 固化

产物失重 5 %，10 %和最大分解速率对应的温度分别为 309.8 ℃、361.2 ℃和 407.3 ℃，DMTA 测得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Tg）为 150.3 ℃，表明 TGAB 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能。  

关键词：TGDDM 环氧树脂；氨基苯并咪唑；热性能 

KP061 

基于丙烯腈交联分离膜的制备研究 

费正东,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膜技术无相变低能耗等优势而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其机械强度低，耐有机溶剂性差，使其在高压分离、处理

有机废水等苛刻环境下难以胜任。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基于巯基-烯点击反应制备了交联聚丙烯腈分离膜。即丙烯

腈单体首先与甲基丙烯酸烯丙酯水相沉淀共聚合，并添加链转移剂巯基乙胺盐酸盐抑制体系凝胶，利用 AMA 两双键

不同活性，合成主链悬挂烯丙基的 P(AN-co-AMA)共聚物，作为成膜基质。将此共聚物与末端为双巯基交联剂(2,2-(1,2-

乙二基双氧代)双乙硫醇)、光引发剂 DMPA 共混配置成均一铸膜液，并形成初生膜。在紫外光辐照下开展点击反应

形成交联，再浸入去离子水中进行相转化成膜。论文考察了丙烯腈、甲基丙烯酸烯丙酯共聚反应条件与组成结构的

相互关系，及抑制反应体系凝胶产生的机制。研究了紫外光照时间、光强、成膜条件对分离膜结构形貌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制备得到了耐压、耐溶剂的丙烯腈交联膜。  

关键词：丙烯腈；甲基丙烯酸烯丙酯；分离膜；巯基-烯反应；交联  

KP062 

高性能气体响应、湿度传感及气体分离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 

王耀*,陈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 100191 

近年来，围绕气体响应、湿度传感以及气体选择性分离的研究在新能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航空航天生命保障

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开发高灵敏性、高分离效率的新型多功能气体响应、湿度传感及气体分离材料成为目前

的迫切需求。在气体响应方向，本课题组利用超分子组装的方法制备了多种不同结构的小分子和高分子复合的石墨

烯基响应材料，展示出了优异的气体响应综合性能；在湿度传感方向，本课题组制备了一系列高灵敏度的湿度传感

材料，能够实现“一秒级”检测，极大的提升了实用化湿度传感器的监测效率；在气体分离方向，本课题组设计合成了

多种功能性聚合物并制备出高分离效率的气体分离聚合物复合膜，对 CO2 的分离透过率和选择性都有大幅提高，分

别为构建新型气体响应、湿度传感以及气体分离材料提供了新思路和实例。 

关键词：气体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体分离膜；石墨烯；超分子组装 

KP063 

含二氨基的磺化聚芳醚酮砜质子交换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陈召钰,刘畅,杜鑫明,王春梅,刘文长,王哲*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质子交换膜（PEMs）作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s）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传递质子以及阻隔燃料和氧

化剂的作用。目前已经商业化的质子交换膜 Nafion，具有优异的质子传导率及良好的化学稳定性，但令人遗憾的是

它的制作成本昂贵，甲醇渗透严重以及在高温条件下质子传导率下降明显。本文制备了新型双氨基双酚单体（2,4-

二氨基苯基对苯二酚（2Am-PHQ）），并且控制和双酚 A，3,3'-二磺酸钠基-4,4'-二氯二苯砜，4,4'-二氟二苯甲酮三种

单体的比例，通过缩聚反应，合成不同氨基含量的新型双氨基磺化聚芳醚酮砜聚合物（2Am-SPAEKS）。通过增加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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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单体的含量可以有效增加中高温度时聚合物膜的质子传导率。通过测试表明 2Am-SPAEKS-3 的质子传导率在 120℃

下仍可达到 0.095 S cm-1，具有在中高温条件下应用于 PEMFCs 的潜力。 

关键词：二氨基；质子传导率；磺化聚芳醚酮砜；质子交换膜 

KP064 

BN@STO@MWCNTs/EP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导热和介电性能研究 

刘玉平,陈广新*,李齐方,周政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采用多种无机粒子对碳纳米管进行包覆，以形成具有不同包覆形貌的核壳结构复合粉体，并将该粉体与树

脂复合，制的具有高介电常数、高导热系数以及低介电损耗的复合材料。首先，我们利用浸渍烧结法合成氮化硼包

覆碳纳米管（BN@MWCNTs）复合粉体，然后以 BN@MWCNTs 为原料通过溶胶-凝胶法合成钛酸锶/氮化硼双层包

覆碳纳米管（STO@BN@MWCNTs）复合粉体。将复合粉体以不同比例添加到环氧树脂 (EP)中，固化以获得

STO@BN@MWCNTs/EP 复合材料。测试结果表明在添加量为 11％时，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在 1kHz 时达到 115，介

电损耗仅为 0.16；在添加量为 20%时，复合材料导热系数可以达到 0.64 W/m·K。总体来说，该工艺路线操作简单可

行，是制备高导热高介电材料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填料含量非常低时，这种高介电常数、高导热系数以及低介电损

耗的复合材料可用于新型电子元件的制备。  

关键词：碳纳米管；钛酸锶；氮化硼 

KP065 

加成型液体氟硅橡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陈贤宏,余鹏,李纯清,陈绪煌* 

湖北工业大学 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430068 

氟硅聚合物结合了有机硅聚合物和氟碳聚合物的双重优点，成为了一种颇具应用前景的新型材料。本文通过硅

氢加成方法制备了一种新型结构的加成型液体氟硅橡胶。通过红外吸收光谱仪研究了氟硅橡胶的固化过程，证明了

体系中发生了硅氢加成反应，且乙烯基全部参与反应。通过热失重分析仪研究了 A 值（Si-H 与 Si-Vi 的摩尔比）对

氟硅橡胶热稳定性的影响，并与硅橡胶热稳定性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A 值增大，氟硅橡胶的热分解温度

降低，分解平衡的温度向高温移动，分解速率变小，分解温度范围变宽；与硅橡胶相比，氟硅橡胶的热分解温度比

硅橡胶的热分解温度高 96℃，最终残余量比硅橡胶高 7.62%，开始分解温度比硅橡胶高 170℃。 

关键词：氟硅橡胶；固化过程；A 值；热稳定性 

KP066 

表面二氧化硅矿化聚氨酯防腐涂层的研究 

李嘉晋 1,丁运生 1,2*,汪逸航 1,华洋 1 

1.合肥工业大学；2.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水性聚氨酯防腐涂料中含有大量的氨酯键、酯键、醚键和酰胺键等键结构, 这些特殊键结构赋予了涂料优异的粘

合性、柔韧性、耐溶剂性以及耐腐蚀性，但是其耐水性、耐热性、固化速度、力学性能等都有待提高。本文以硅酸

钠为前驱体，通过对硅酸钠水解和缩合反应过程进行调控，得到了分散性较好的 nano SiO2 溶胶。以聚醚二元醇 N210、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IPDI 和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APTES 为主要原料制备了一系列硅烷封端的水性聚氨酯（SPU）

乳液，在其成膜固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其与硅溶胶的原位反应，成功的在聚氨酯表面矿化了一层二氧化硅膜，制得了

防腐性能优异的表面矿化聚氨酯(MPU)。采用傅立叶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ATR-FTIR)、扫描电镜(SEM)、热重分析仪

（TG）、铅笔硬度、水接触角以及极化曲线等对 MPU 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矿化后的聚氨酯涂层其硬

度、耐热性和耐腐蚀性都得到提升。  

关键词：表面矿化；水性聚氨酯；二氧化硅；防腐涂层 

KP067 

特种弹性体聚（异丁烯-co-p-甲基苯乙烯）的可逆硫化及绿色环保轮胎的制备 

崔维森 1,2,胡月丽 1,2,于小杰 1,2,张敏 1,2,李树新 1,伍一波 1* 

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2.北京化工大学 

聚（异丁烯-co-p-甲基苯乙烯）（BIMS）是新一代绿色低碳高性能聚异丁烯基特种弹性体，溶液法合成 BIMS 是

在通入己烷/氯甲烷混合溶剂的 4L 反应釜中反应，聚合单体为异丁烯、对甲基苯乙烯，反应采用铝系催化剂在-90℃

的氮气氛围中进行。由于 BIMS 结构完全饱和，这使得 BIMS 具有优于丁基橡胶的抗臭氧性能、抗屈挠和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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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具有与丁基橡胶一样的阻尼性能。并且，BIMS 具有可反应的苄基溴功能基团，与可逆交联剂 DCPD(COOK)2 硫

化反应制备可以二次或者多次加工的橡胶弹性体，可以实现交联橡胶的回收利用，是一种高性能、环境友好的新一

代橡胶产品，可应用于极限密封圈，高性能阻尼材料等。BIMS 在作为轮胎气密层时，只需溴化丁基橡胶厚度的 1/10，

能有效提高轮胎充气压力保持率，促进燃油经济的高效利用；作为胎面胶使用时，可以改善轮胎的动态性能，提高

抗湿滑性能，有效解决困扰轮胎行业的“魔三角”问题。 

关键词：BIMS；特种弹性体；可逆硫化；绿色环保轮胎 

KP068 

六氢均三嗪基环氧树脂 

尤树森,马松琪,代金月,贾珍,刘小青*,朱锦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5201 

环氧树脂是一种最经典的热固性树脂，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特别是其中的双酚 A 环氧树脂，其优良的耐热、

耐腐蚀性能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环氧树脂种类。以它作为蓝本创造出合乎绿色主题的材料，将是利国利民的创举。

六氢均三嗪是一种六元环刚性结构，在温和的酸性条件下即可发生分解反应。我们将六氢均三嗪结构进行化学修饰

后引入到传统的双酚 A 环氧树脂中，对其进行了改性。得到的环氧树脂在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上与传统环氧树脂相

当，并且可以在加热条件下酸性环境中（pH≤2）迅速降解。其降解产物经过红外谱图分析，是一种水溶性带有氨基

基团的低聚物。这种新型的环氧树脂丰富了可降解热固性树脂家族，为热固性树脂早日实现绿色可循环利用提供了

新思路。 

关键词：可降解热固性树脂；固化剂；酸性敏感 

KP069 

基于 Ag(I)催化的水溶液中羧基聚合物氧化脱羧交联 

翁更生 1*,何杰 2** 

1.宁波大学；2.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基于聚合后大分子上官能团反应的交联策略因其无残留单体影响，适合安全大规模水凝胶生产引起高度重视。

但是，基于羧基的交联反应却很少。受 Ag(I)氧化脱羧反应启发，我们发展了一种基于 Ag(I)催化氧化脱羧交联的含

羧基聚合物水溶液的交联方法。本方法简单易行，经物理混合即可实现交联，条件温和（无需加热）。采用流变和核

磁详细研究了交联动力学，表明聚丙烯酸(PAA)在常温下 30 min 左右即可完成交联。基于此，我们制备了高伸长率的

PAA/PVA IPN 水凝胶（~25 倍）、二甲基丙烯酰胺-丙烯酸共聚物(P(DMA-co-AA))及异丙基丙烯酰胺-丙烯酸共聚物

(P(NIPAM-co-AA))共聚物水凝胶。由于 Ag(I)可经 UV 辐射产生纳米粒子，经 UV 辐射可进一步提高 IPN 水凝胶力学

性能，并赋予共聚物水凝胶光致图案化的性质。本方法对含羧基聚合物的交联及相关水凝胶、胶体、薄膜等产品制

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交联；银；脱羧；水凝胶 

KP070 

新型 PVDF 基弛豫铁电体及其巨电致应变性能 

汪霄,张志成*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710049 

PVDF 基弛豫型铁电体具有优异的电致应变性能，可作为电致应变材料用于电致应变器、激励器、柔性机器人等。

现有弛豫铁电体主要基于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三氟氯乙烯（氟氯乙烯））（P(VDF-TrFE-CTFE(CFE)）等三聚物，

形变量较低（3-5%），驱动电场高（>100MV/m）。本文介绍一种具有高形变量（>13%）、驱动电场低（30MV/m）的

新型弛豫铁电体。通过将 P(VDF-CTFE)脱掉 HCl，得到含有双键的聚合物，将 20 mol%的 P(VDF-DB)的聚合物拉伸

之后得到弛豫型铁电体；室温下具有很大的介电常数（εr=63，f=100Hz）。该聚合物在低电场下（30-50MV/m）也会

有较大的形变（5%），在高电场下能达到很大的形变（strains=-13.5%，E=275 MV/m)。将拉伸的 P(VDF-DB)固定到

PP 膜上，可以制作成简易的驱动器，具有优异的变形能力及频率响应特性。  

关键词：PVDF 基聚合物；弛豫铁电体；电致应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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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71 

含碳硼烷树脂基抗热氧化涂层的研究 

程圣利,袁宽瑜,韩建华,王鑫,蹇锡高,王锦艳*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为提高碳纤维的热氧稳定性能，本论文介绍了一类含碳硼烷结构树脂基抗氧化涂层的制备，该涂层具有非常好

的热氧稳定性能。本论文中，对涂层的微观结构和热氧稳定性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XPS、FT-IR 和 XRD 的测试表

明，涂层优异的热氧稳定性源于涂层表面因碳硼烷氧化而形成的硼氧化物保护层的存在。通过在 1300℃下氩气氛围

中热处理 2 小时，可以获得一种含碳化硼晶体的陶瓷涂层。该陶瓷涂层具有优异的热氧稳定性能，TGA 测试中，含

陶瓷涂层的碳纤维 1000 ℃下空气氛围中质量残留量高达 98%。TEM、XPS、XRD、FT-IR 和 SEM 测试表明，陶瓷

涂层的热氧稳定性能主要源于陶瓷涂层中碳化硼结构的存在。  

关键词：碳硼烷；抗氧化涂层；氧化硼；陶瓷涂层 

KP072 

不同温度下 PS-GMA 活性嵌段共聚物增韧高性能环氧树脂研究 

唐兵 1,黄亚江 1*,孔米秋 2,杨其 1,李光宪 1 

1.四川大学高分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采用可控活性聚合（ATRP）的方法制备了具有反应活性的聚苯乙烯-b-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PS-GMA）两

亲性嵌段共聚物。并用其来增韧改性 TDE-85/DDS 体系，PS-GMA 在环氧树脂中形成了纳米尺度的第二相粒子。在

不同测试温度下（25 ℃ 和 150 ℃），研究了 5 wt.% PS-GMA 对高性能环氧树脂体系（TDE-85/DDS）断裂行为的影

响。25 ℃时，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断裂韧性（KIc）仅提高了 17.4 %。当测试温度升高到 150 ℃后，环氧树脂复合

材料的断裂韧性显著提升增幅达到 81 %，从纯环氧树脂的 0.63 MPa·m1/2 提高到了 1.14 MPa·m1/2。拉伸和动态热机

械测试（DMA）表明 PS-GMA 提高环氧树脂韧性的同时没有导致环氧复合材料的热机械性能的下降。利用 SEM 对

断裂面表面分析：高温时环氧树脂基体呈现出更多的塑性变形区域，表明基体的局部塑性变形在环氧树脂增韧中起

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活性嵌段共聚物；高性能环氧；温度；断裂韧性 

KP073 

基于可控表界面工程的聚合物纳滤膜 

徐志康*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薄层复合纳滤膜已日益成为饮用水深度处理不可或缺的一类聚合物分离膜，但其制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

何实现成膜过程尤其是选择性皮层构建的有效调控。近两年来，我们发展了贻贝仿生化学及多酚化合物辅助的聚合

物共沉积方法，用于新型复合纳滤膜表面皮层的构建。在揭示共沉积体系中组份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初步

实现了化学反应进程和表面张力变化的调控，进而建立起支撑超滤膜表面的可控共沉积方法。发现聚合物性质如荷

电性、分子量、链结构、反应性基团等对沉积过程和皮层结构与复合纳滤膜性能具有显著影响。利用无机纳米材料

参与的共沉积以及膜表面仿生矿化过程进一步构建了有机―无机复合纳滤膜选择性皮层，优化了界面结构。最终实

现了对沉积速率、表面组成、复合结构、荷电性、皮层厚度及均匀程度等的调控，拓展了复合纳滤膜创新制备方法，

进一步丰富了聚合物分离膜表面工程基础研究内涵。 

关键词：纳滤膜；共沉积；有机-无机复合 

KP074 

含艾杜糖醇侧基聚酰胺的合成及作为铸膜液添加剂对 PES 超滤膜的亲水改性 

刘志晓,陈春海* 

吉林大学 130012 

本文以艾杜糖醇为原料，通过分子设计合成了含有艾杜糖醇单元的二胺单体，二胺与商品化的二酸单体通过亲

核缩聚反应合成了含有艾杜糖醇亲水侧基的聚酰胺。以此亲水性聚酰胺作为添加剂与 PES 实现共混，并通过非溶剂

致相分离制备了具有不同含量亲水性聚酰胺的 PES 超滤膜。通过接触角及水通量测试发现，随着亲水性聚酰胺的掺

杂量不断增加，超滤膜的接触角逐渐降低；而当其掺杂量达到 10%时，其纯水通量及蛋白质溶液（1g/L）通量均达

到最大，而当掺杂量由 0%增加至 15%时，超滤膜截留率都稳定在 95%，表明亲水性聚酰胺的掺杂实现了对聚醚砜超

滤膜的亲水改性。 

关键词：艾杜糖醇；聚酰胺；超滤膜；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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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75 

4-氰基苯酚型苯并噁嗪的制备及其热降解历程研究 

王乐萌,蒋玉华,林润生,朱永飞* 

广西师范学院 530000 

为研究酚环上氰基引入对苯并噁嗪热降解过程的影响，首先以 4-氰基苯酚为酚源，制备了 4-氰基苯酚/正丁胺型

苯并噁嗪（PCY-n-Bua）、4-氰基苯酚/4,4’-二氨基二苯甲烷型型苯并噁嗪（PCY-DDM）和 4-氰基苯酚/苯胺型苯并噁

嗪（PCY-An），并对其进行了 FTIR 和 NMR 测试。然后，通过 FTIR 和 TGA 对三种聚苯并噁嗪进行了结构和热稳定

分析，结果表明氰基的引入不影响苯并噁嗪固化物的化学结构，但氰基的引入使得苯并噁嗪的热稳定性增加。接着，

通过 TGA-FTIR 对上述三种聚苯并噁嗪的热降解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聚苯并噁嗪几乎在整个热降解过程

中均有 CO2 和 H2O 的释放，这主要是由于氰基的强吸电子特性使得酚环上的羟基较易被脱除，羟基通过提取 H 原子

及氧化 Mannich 桥上的亚甲基从而生成 CO2 和 H2O。最后，通过 Py-GC-MS 测试进一步证明了羟基的脱除及 CO2、

H2O 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氰基；苯并噁嗪；热降解历程 

KP076 

功能化聚苯硫醚微孔膜的制备以及抗污染性能研究 

王超,李振环*,程博闻* 

宾水西道 399 号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通过热致相分离方法(TIPs)制备性能优异的聚苯硫醚微孔膜（PPS），然后对其进行傅-克烷基化改性，使得在聚

苯硫醚的苯环上接上一个活性基团-CH2Cl。由于活性基团的作用会使得膜的活性提高，更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然后

再利用氯甲基化的 PPS 膜与 N-甲基咪唑反应，使得膜的表面及内部都能携带亲水基团，有助于膜的抗污染性能大大

提高。结果表明：功能化的聚苯硫醚膜在亲水性上得到改善，正反面的膜表面均达到超亲水的状态，使得抗污染能

力得到明显提升。同时与原膜相比，力学强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虽然在孔径方面有所下降，但是 PPS 膜的水通

量得到了明显提升，由原来的 84.5L·m-2·h-1 上升为 112L· m-2· h-1。在抗污染性能实验中，我们发现聚苯硫醚膜改性过

后，膜的抗污染性从原来的 38.68%上升为 96.83%，使得其在膜分离等领域中得到有效发展利用。  

关键词：聚苯硫醚；热致相分离；氯甲基化；超亲水；抗污染性 

KP077 

无溶剂共价壳聚糖类流体的制备及其结晶行为研究 

翁普新,殷先泽*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本文通过对 N-羧甲基壳聚糖（N-CS）的羧基基团进行酰氯化改性，得到酰氯化壳聚糖，然后与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胺（M-1830）进行反应，制备无溶剂共价壳聚糖类流体（N-CSF）。该无溶剂类流体在低于 28 ℃时呈现固体弹性

特征，在高于 28 ℃时呈现液体流体特征。在低温下培养 72 h 后，发现该类流体生长出壳聚糖球晶，同时发现引入

杂质或者对流体施加载荷都会对流体的晶体形态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N-羧甲基壳聚糖；酰氯化；类流体；球晶 

KP078 

两亲 PVC 共聚物用于水处理：从分子设计到膜应用过程 

周名勇,孙创超,王纳川,方立峰,朱宝库* 

浙江大学 310007 

微滤、超滤、纳滤、反渗透、正渗透、电渗析、离子交换等功能膜的膜法水处理技术已经成为水资源利用与保

护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关系到国家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生活健康等重大需求。两亲 PVC 是同时含有亲

水和疏水组分、组分序列结构明确的一类高分子，适合于直接制膜或共混制膜，过程简单、效率高，可以解决疏水-

疏水组分之间的相容性差，易污染，膜力学性能降低，皮层中渗透通道结构难以调控等问题。两亲 PVC 具有合适的

玻璃化转变温度，且与亲水链段具有不同的溶解特性，使得两亲 PVC 膜可基于表面分离层构造、直接浸没热退火、

后交联、或微相分离等微结构调控手段构建孔径可调的渗透通道而获得一系列不同分离孔径的超微滤、纳滤膜，这

些具有不同分离功能及表面荷电特性的多孔膜可用于污水处理、重金属离子去除、生物医药分离、血液净化、自来

水软化等多种领域。 

关键词：两亲 PVC；水处理；分子设计；孔径调节；电荷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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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79 

TEOS 的氟功能化及其热聚合制备高性能聚硅氧烷 

王佳佳,周俊峰,金凯凯,孙晶*,房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四乙氧基硅烷（TEOS），作为有机硅行业最常用的原料之一，在有机化学以及材料领域都有着较为广泛的研究。

除了用于合成一系列有机硅氧烷外，还主要通过化学气相沉积（CVD），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以

及溶胶-凝胶（sol-gel）法制备无机二氧化硅或其有机-无机杂化产物，并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介电层、多孔二氧化硅

纳米材料、以及药物传输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 

本论文通过 TEOS 与含有三氟乙烯基芳基醚（TFVE）单元的有机氢硅烷在 B(C6F5)3 的催化作用下发生缩合反应，

高效地制备出了一种新型的 TFVE 功能化的有机硅氧烷大单体。其在加热条件下可以形成六氟环丁基芳基醚（PFCB）

桥连的聚芳基硅氧烷交联网状结构。该材料具有优异的热性能及绝缘性能。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不同的加工手段可

以分别获得该有机聚芳基硅氧烷的片材及柔性的聚合物薄膜，并且都具有超高的透明性。 

关键词：TEOS；六氟环丁基芳基醚；聚硅氧烷；介电常数；透明性 

KP080 

无色透明聚酰亚胺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黎天云,黄华华*,陈永明* 

中山大学 510275 

耐高温透明聚酰亚胺（PI）在现代微电子和光电子等高技术领域具有极为诱人的前景，然而传统 PI 由于其分子

链之间和之内易形成电子转移络合物（Charge Transfer Complex， CTC）而呈现出颜色深、透明性差和难加工的特点，

这限制了其在这些领域的应用。现在设计合成无色透明可溶 PI 主要的策略是往分子链上引入一些大位阻取代基、醚

键、含氟基团、脂肪单元和螺旋扭曲结构单元等方法来抑制其 CTC 的形成来实现。本报告设计合成了氨基邻位的有

脂肪取代基且含芳香萘侧基二胺单体，与常见商业化二酐单体在微波辅助加热一步法聚合而成的 PI。这种 PI 由于酰

亚胺环 N 邻位脂肪基的位阻作用使聚酰亚胺分子链具有一定的扭曲结构，限制了分子链沿着 C-N 键的旋转，从而可

以减弱 PI 分子链的共轭作用，破坏分子链的紧密堆积，抑制了 CTC 的形成同时增加了分子链的刚性，制得 PI 不但

具有良好的光学透明性和溶解性能，同时也保持了其高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聚酰亚胺；光学透明性；高性能材料 

KP081 

超临界二氧化碳制备聚芳醚腈微孔材料及微孔调控 

祁青,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使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法，通过改变发泡条件，用流延法制得无定型聚芳醚腈薄膜，制备不同形貌的无定型

聚芳醚腈（BPA-PEN）泡沫材料。通过电子扫描电镜（SEM），红外（FTIR），热失重分析（TGA），拉伸测试对薄膜

和泡沫进行了形貌和性能表征。SEM 可以观测得到不同条件下的微孔形貌，TGA 测试结果表明在氮气保护下，其

T5%位于 428℃左右。发泡前后力学性能有明显变化，拉伸强度降低，伸长率增加。改变不同发泡工艺制得的微孔形

貌结果显示，该无定型聚芳醚腈薄膜能够通过调节不同反应釜压力，升温温度和时间有着很大的改变，随着压力增

加泡孔密度增加，升温温度在材料玻璃化转变温度温度附近的泡孔形貌最优异，发泡前后均有很好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聚芳醚腈；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微孔 

KP082 

原位聚合制备脲醛/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及其结构与性能研究 

吴步永 1,2,赵晓文 1,2*,叶林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文通过对石墨烯（GN）表面进行偶联处理，采用原位聚合方法制备脲醛树脂（UF）/GN 纳米复合材料。对其

插层结构研究表明，UF 分子与石墨烯间存在氢键相互作用，偶联处理可使较多的 UF 分子接枝于 GN 表面，同时 GN

表面缺陷结构减少，且以良好的剥离状态均匀分散于 UF 基体中。随 GN 用量增加，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

均先增加后降低，当 GN 含量为 1.0wt%时达到最大值，分别较纯 UF 提升约 25%和 12%，表明 GN 对 UF 具有一定

增强增韧作用。相对于纯 UF 材料的脆性破坏特性，复合材料的冲击断面粗糙，形变较大，呈现出韧性断裂特征。复

合材料的储能模量及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损耗因子下降，GN 片层与 UF 分子间的强相互作用限制了 UF 分子的运

动，在复合体系中形成了以石墨烯及 UF 分子化学交联点为交联中心的两级交联网络结构，使得体系分子间缠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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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刚性增加。 

关键词：脲醛（UF）树脂；石墨烯；原位聚合；偶联增容效应；增强增韧作用 

KP083 

新型含金刚烷结构聚芳醚酮的溴化及其阴离子交换膜的研制 

张本贵* 

沈阳化工大学 110142 

金刚烷是一种结构高度对称的刚性笼状环烷烃，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强疏水性，其衍生物 1,3-二溴金刚烷与酚

类反应可制备具有刚性扭曲结构的含金刚烷结构双酚单体，将其与双卤单体共聚，可制备具有刚性扭曲聚合物主链

的含金刚烷结构聚芳醚。该新型聚芳醚具有高强度和优异成膜性能，用作膜材料有望克服以聚砜、聚苯砜等传统商

业化芳基聚合物为基材的膜材料在离子交换容量较高时，溶胀度大，机械强度和稳定性欠佳的缺点。本研究工作，

以 1,3-二（2,6-二甲基-4-羟苯基）金刚烷与 4,4’-二氟二苯甲酮溶液缩聚，制备出带甲基的含金刚烷结构聚芳醚酮

（DM1,3ADMPEK），经溴化、季铵化制备出了系列季铵化含金刚烷结构聚芳醚酮阴离子交换膜（Q1,3-ADMPEK）。

将 Q1,3-ADMPEK 膜组装在钒液流电池中测试，其能量效率为 81%（120 mA/cm2），在全钒液流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 

关键词：聚芳醚；金刚烷；阴离子交换膜；钒液流电池 

KP084 

稀土钪催化剂合成不饱和高间规聚苯乙烯 

杨珂,李婷婷,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高度间规聚苯乙烯（s-PS）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结晶型高分子材料，在汽车工业、膜材料领域、食品容器、电子电

器部件等方面有广泛应用价值。但是传统的 s-PS 高分子主链为全饱和结构，缺少功能化基团，影响了材料的改性、

加工与应用。本文采用 4-异丙烯基苯乙烯为共聚单体，在稀土催化剂条件下合成了一系列间规度>99%,主链为全饱和

结构，侧基为含有双键的不饱和的高间规聚苯乙烯材料。通过 GPC 数据分析，聚合物数均分子量大约为 8.5×104 g/mol，

分子量分布在 1.38-1.84；核磁数据分析，聚合物中不饱和乙烯基含量可达到 9.5%；采用 DSC 和 TGA 分析材料的热

性能，聚合物熔点在 220-270℃，热分解温度在 440℃，表明这种不饱和高间规聚苯乙烯是一种耐热性能优异的结晶

型高分子材料。 

关键词：高间规聚苯乙烯；不饱和度；稀土催化剂；功能化聚合物 

KP085 

苯乙炔基封端含硅氧烷结构聚酰亚胺树脂的热稳定性研究 

刘仪 1,2,莫松 1,张国栋 1,2,范琳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热固性聚酰亚胺（PI）由于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和突出的力学强度，作为耐高温复合材料基体树脂在航空航天

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进一步提高 PI 的热稳定性，人们通常采用引入刚性主链结构和提高交联密度的分子设

计手段，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树脂工艺性差和脆性大的问题。为获得综合性能优异的 PI，本研究设计合成了苯乙炔基

封端含硅氧烷结构聚酰亚胺树脂，系统研究了硅氧烷含量和热处理温度对树脂各项性能的影响，考察了高温下树脂

的微观结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柔性硅氧烷的引入可有效改善树脂的熔体流动性，其预聚物最低熔体黏度不超过

20Pa·s；固化处理温度对树脂耐热性能影响显著，经 420℃以上高温处理，硅氧烷发生氧化交联，进而转化成类似二

氧化硅结构的无机相，树脂热稳定性明显提高。其固化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超过了 550℃，制备的 T800/PIS 复合材

料在 500℃下的弯曲强度达到 1440MPa，层间剪切强度超过 50MPa。 

关键词：聚酰亚胺；硅氧烷；热稳定性；复合材料 

KP086 

含苯并咪唑单元的高 Tg 聚酰亚胺合成与性能分析 

廉萌,路庆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聚酰亚胺由于耐高温性能突出、组合性能优良，并在电子领域应用比较成熟而成为聚合物柔性基板的首选材料。

在 OLED 显示中，热膨胀系数小、耐高温的聚酰亚胺是 PI 柔性基板的关键。含苯并咪唑单元的聚酰亚胺近年来受到

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于分子链刚性强、共轭性高，且咪唑环上 N-H 可与亚胺环上的 C=O 形成氢键，该类聚合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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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良的热稳定性及机械性能。本文在分析不同含苯并咪唑单元或苯并噁唑单元的聚酰亚胺的热性能、机械性能及

尺寸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变温红外详细研究了聚酰胺酸向聚酰亚胺的演变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证明了该过程中氢

键的存在对于分子链堆积排列的影响。结果表明，刚性结构、共轭结构及分子链间氢键作为分子链相互作用的“强化

因子”，影响聚酰亚胺分子链聚集态结构和树脂性能，可有效提高聚合物的热稳定性，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可高

达 482℃。为高效低成本提升聚酰亚胺耐热性和尺寸稳定性提供了一条分子设计思路。 

关键词：聚酰亚胺；苯并咪唑；氢键；热稳定性 

KP087 

一种新型的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  

林世航,杜中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多孔材料是一种由相互贯通或封闭的孔洞构成网络结构的材料，孔洞的边界或表面由支柱或平板构成。由于多

孔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在吸附、催化、药物载体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浓乳液模板法是一种制备开孔型多孔聚合

物材料的方法，但浓乳液模板法制得的多孔聚合物材料密度较高且孔径多在 10μm 左右，不利于小尺寸物质的吸附。

本文将浓乳液模板法与化学发泡技术结合，在浓乳液制备过程中将少量化学发泡剂预加入到单体中，设置单体固化

和产物干燥所需温度低于该化学发泡剂的发泡温度。首先采用聚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为油相，司班 80 为乳化剂，偶

氮二甲酸二异丙酯（DIPA）为化学发泡剂，水为分散相，K2S2O8 为引发剂溶于分散相中，通过浓乳液聚合制备出多

孔聚苯乙烯基础材料。然后再次升高温度至 DIPA 的发泡温度，对多孔聚苯乙烯基础材料进行二次发泡，使得孔壁上

出现孔径在微米左右的连接大孔的次生孔，从而得到较低密度、具有多层次微孔的多孔材料。 

关键词：多孔材料；聚苯乙烯；浓乳液聚合；化学发泡；多级孔 

KP088 

具氧化诱导发光性能的柔性聚酰亚胺薄膜 

周竹欣,黄文秀,龙禹波,陈又铨,余桥溪,杨婷婷,张艺,刘四委,池振国,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获得具有化学敏感性且综合性能优异的聚合物是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但作为拥有优异热稳定性和机械性能的

特种工程塑料聚酰亚胺，其化学响应性能却鲜有报道。本工作通过对二胺单体的分子结构设计，分别制备得到三种

含硫醚结构的新型聚酰亚胺薄膜。该系列聚酰亚胺薄膜不具备荧光特性，然而通过在酸化的过氧化氢稀溶液简单浸

泡后可使薄膜表现出光致发光的特性，其荧光量子产率最高达到 9.1%，且保留了薄膜原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对聚酰

亚胺薄膜的结构、性能及诱导发光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利用硫醚结构的氧化，可调控聚酰亚胺分子内电荷

转移作用，从而使聚酰亚胺具有良好光致发光性能。同时，这种具有化学响应性的柔性薄膜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和

力学性能，能在极端环境下应用，在光电材料、防伪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具有良好的前景。 

关键词：聚酰亚胺；氧化诱导发光；化学响应 

KP089 

高分子膜结构精细调控及高效分离 

靳健*,朱玉长,张丰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215123 

传统高分子分离膜由于成膜材料种类少、制备方法单一及制备过程的不可控性，较难对分离膜结构进行精细调

控，使膜性能难以进一步提升。我们围绕高分子分离膜“膜结构精细调控”这一关键科学问题，从膜的多级物理结构和

有效传输路径两个关键因素出发，构建了系列新型结构、高性能高分子及高分子基复合分离膜，显著提高了膜性能，

在保障高精度的同时实现了高通量分离。我们通过在膜表面构筑多级物理结构（即微纳尺度的粗糙结构）来提升和

稳定膜性能。多级物理结构一方面提高膜的孔隙率；另一方面增加溶剂与膜的有效接触面积，提升液体在膜表面和

内部的浸润能力。在不改变传统高分子膜制备工艺的前提下，通过在相转化成膜过程中引入非溶剂添加剂、改变高

分子链的伸展状态，诱导高分子链缠结、团聚，形成聚集体，实现高分子膜多级物理结构的构筑，并利用表面化学

性质的协同调控作用，有效提高了膜通量和抗污染性能，实现了高精度、超高通量乳液分离。  

关键词：高分子膜；油水分离；多孔膜；结构调控；超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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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90 

高模量聚酰亚胺纤维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雷环宇,齐胜利,田国峰,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olyimide, PI)纤维是一类高性能合成纤维，具有高强高模、耐高低温、耐腐蚀、耐紫外、尺寸稳定等

优点，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热防护、高温过滤、复合材料等领域。近年来，高强高模型 PI 纤维的制备受到广泛

关注。为制备高模 PI 纤维，本文比较了三种 PI，重点研究 PI 前驱体纺丝溶液性能，以及 PI 纤维结构和力学性能的

关联。三种 PI 由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3,3',4,4'-联苯四甲酸二酐（BPDA），对苯二胺（PDA）和 4,4'-二氨基二

苯醚（ODA）缩聚而成。结果表明，纺丝溶液为非牛顿流体，具有明显剪切变稀行为,在纺丝时能够取向。PI 纤维在

轻度牵伸下小部分结晶。拉伸测试结果显示，未二次牵伸的纤维的模量高低为：PMDA-PDA＞BPDA-PDA＞

PMDA-ODA，二次牵伸可使分子进一步取向，模量提高 2~4 倍。其中，BPDA-PDA 纤维模量可达 82.3GPa,断裂伸长

率 1.8%。  

关键词：聚酰亚胺；湿法纺丝；取向；机械性能 

KP091 

邻苯二甲腈封端聚芳醚腈的浓溶液结晶及热交联行为研究 

李逵,王润泽,徐明珍,唐先忠,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10054 

提高树脂的使用温度是高性能聚合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主要用添加稳定剂、加入刚性填料、增大结晶

度等方法来提高树脂的耐热性。对于聚芳醚腈这种特种工程塑料，因其含有氰基基团，还可以通过交联来提高耐热

性。本文将引入了邻苯二甲腈端基的聚芳醚腈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浓溶液进行缓慢蒸发结晶，再进一步进行低温热

处理和高温热交联处理。用 DSC 和 TGA 表征其各个处理阶段的热性能，用偏光显微镜（POM）表征其光学特性。

结果表明，通过溶液结晶获得的聚芳醚腈的球晶比较完整，在低于 320℃时，其结晶度随处理时间及温度的增加而增

大；在 320℃下，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聚芳醚腈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明显增大，熔融温度逐渐变大。因此结晶和交联

都提升了聚芳醚腈的热稳定性，从而提高了制品的耐热温度及高温下的使用寿命。同时，该实验获得了既有较高结

晶度又有较高交联度的聚合物，在航空、航天、国防军事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封端聚芳醚腈；浓溶液结晶；热交联；热学性能 

KP092 

不同结构的乙炔基封端聚醚酰亚胺改性含硅芳炔树脂的研究 

李传,周晓辉,唐均坤,马满平,黄发荣*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含硅芳炔树脂（PSA）作为一种新型高性能热固性树脂，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介电性能和高温陶瓷化性能，在

航空航天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含硅芳炔树脂固化后脆性较大，树脂及其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不高。本文合成

了三种不同结构的聚醚酰亚胺（PEI），并用其对 PSA 树脂进行改性，结果表明改性树脂（PEI-PSA）力学性能得到

大幅度提高，同时保持了含硅芳炔树脂优良的加工性和热稳定性，以二氨基二苯醚合成的乙炔基封端聚醚酰亚胺改

性的含硅芳炔树脂(PEI-1-PSA)最为突出，其树脂固化物在氮气气氛中的热分解温度 Td5 为 553℃，树脂浇铸体弯曲强

度达 44.5 MPa，T300/PEI-1-PSA 树脂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达 602.7 MPa。  

关键词：含硅芳炔树脂；乙炔基封端聚醚酰亚胺；树脂改性；高性能树脂；先进复合材料 

KP093 

基于银纳米线/密胺海绵三维网络结构的低压驱动电致型形状记忆复合材料 

王萍萍,刘书奇,刘海州,刘岚*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形状记忆材料是指在一定的外力和环境条件下可固定临时形状，并能在外界刺激下可回复到初始形状的一类典

型受激形变的智能材料。电致型形状记忆材料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刺激具有易于控制、可远程驱动及响应速度快等特

性。如何实现在不影响形状记忆效应的前提下降低驱动电压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因此，本研究以商用

密胺海绵为骨架，通过简单易行的 dip-coating 法构建了基于银纳米线的三维导电网络，再经真空浇铸环氧基形状记

忆聚合物，制备了银纳米线/密胺海绵-环氧树脂电致型形状记忆复合材料。结果表明，当导电填料份数为 0.7wt%时，

该复合材料可在 3V 驱动电压下 25s 内即可完全回复至初始形状。综上，本工作采用了简单易行的 dip-coating 法构筑

三维导电网络，实现了在极低导电填料份数下的低压快速响应，在智能仿生机器人、人造肌肉及传感器等领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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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电致型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三维导电网络；银纳米线；低压驱动 

KP094 

聚乙烯亚胺/环氧磺酸甜菜碱共聚物超亲水涂层 

申佳佳,杜淼*,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10027 

本文通过自由基胶束聚合，制备了两性离子单体甲基丙烯酸二甲基丙基磺酸胺乙酯（SBMA）与功能单体甲基丙

烯酸缩水甘油醚（GMA）的微嵌段共聚物。亲水组分 SBMA 侧链上的两性离子可通过水合作用使涂层具备极其优异

的亲水性，疏水组分 GMA 侧链上的环氧基团可与支化聚乙烯亚胺（PEI）中的伯胺和仲胺基团反应获得交联结构，

从而在不同基体上形成牢固涂层。本文采用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凝胶渗透色谱、元素分析等方法表征了共聚物的

基本结构，并用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接触角测试仪和扫描电镜分别表征了不同 SBMA 和 GMA 单体的

投料质量比及 PEI 的分子量制备的涂层的表面化学性质、亲水性和形貌。研究发现，随着疏水组分含量减少，涂层

亲水性增加，PEI 分子量对涂层亲水性影响不大。Poly(SBMA-co-GMA)/PEI 交联涂层表现出空气中的超亲水性和油

下的亲水性。  

关键词：两性离子共聚物；超亲水；甲基丙烯酸二甲基丙基磺酸胺乙酯 

KP095 

超低介电常数低吸水率聚酰亚胺气凝胶的结构设计及制备 

董杰 1,2,吴婷婷 1,2,赵昕 1,2,张清华 1,2* 

1.东华大学；2.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聚酰亚胺气凝胶具有质轻、柔韧、强度高及耐热性能优异等特点，内部完善的孔隙结构除赋予该类材料极低的

密度和热导率外，还具有极低的介电常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板、微型天线基片及雷达罩衬层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然而, 气凝胶的多孔结构使得该类材料具有较高吸水率，给材料使用带来安全隐患。本研究 BPDA-ODA（联

苯四酸二酐-4,4'-二氨基二苯醚）结构聚酰亚胺主链中引入 2,2-双-三氟甲基-联苯二胺（TFMB），利用该单体中低极化

性三氟甲基（-CF3）基团进一步降低气凝胶的介电常数，并利用其疏水作用制备出低吸水率的聚酰亚胺气凝胶。结

果表明，所制备的聚酰亚胺气凝胶在 f=1 GHz 时介电常数为 1.29-1.33，介电损耗为 0.001-0.004，远低于致密聚酰亚

胺薄膜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同时，气凝胶的吸水率由 415%降低至 4.1%，使该类气凝胶具有极佳的疏水性能，

在诸多苛刻的环境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聚酰亚胺气凝胶；低介电常数；低吸水率 

KP096 

多巴胺改性制备 PASS/TiO2杂化膜 

熊晨,张刚,王孝军*,杨杰* 

四川大学 610065 

聚芳硫醚砜分离膜由于其表面的疏水性质，在使用过程中易被污染，从而导致膜的渗透性能下降，使用寿命缩

短和能耗增加。因此改善膜的亲水性成为解决膜污染的一种途径，在膜中引入无机粒子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本

文利用多巴胺改性制备 PASS/TiO2 有机物杂化膜，在膜中成功地引入了 TiO2。一系列实验例如 EDS、接触角、通量、

通量恢复率、截留率和吸附率等用来探究聚芳硫醚砜分离膜改性前后结构与性能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 TiO2 浓度

的增加，PASS 分离膜的接触角呈现下降的趋势，而通量恢复率逐步上升。当 TiO2 粒子浓度为 2g/L 时，相对于纯的

PASS 分离膜，改性后的膜亲水性得到改善，通量保持为原有的 93%，通量恢复率提高了 13%，截留率和吸附率基本

保持一致。因此这个方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将 TiO2 纳米颗粒结合在 PASS 分离膜上的方法，并且可以容易地

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膜结合纳米材料而无需复杂的表面预处理。 

关键词：聚芳硫醚砜；杂化改性；TiO2；多巴胺 

KP097 

聚电解质络合物仿生功能材料 

赵强*,汤思涵,魏聪颖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聚电解质在环境、能源和生命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静电络合是聚电解质材料功能化的重要途径，但绝大多

数为触发型快速络合动力学，难于进行精细、多样化调控。与此相对，生物体系（例如沙塔蠕虫、贻贝）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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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手段精准调控生物大分子间静电络合的引发、动力学和多重相态等关键结构，实现先进的生理功能。受此启发，

本研究提出受控络合思想调控聚电解质静电络合，发展了“劣溶剂络合”和“溶剂交换络合”两种方法，通过构建聚电解

质络合休眠态及受控引发，制备了微结构可调的络合物功能材料，在传感驱动和耐水粘结剂等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

能。例如，聚电解质膜驱动器的运动速度比传统聚合物驱动器提速至少一个数量级，且能够智能识别包括丁醇同分

异构体在内的多种有机溶剂分子。 

关键词：聚电解质；静电络合；仿生材料；多孔膜；驱动器 

KP098 

连苯三酚型苯并噁嗪的制备及其开环聚合研究 

林润生,王乐萌,朱永飞* 

广西师范学院 530001 

以连苯三酚、多聚合甲醛、糠胺或苯胺为原料，合成了 3,7-双（呋喃-2-基甲基）-3,4,7,8-四氢-2H，6H-苯并[1,2-e:5,4-e']

双（[1,3] 噁嗪）-10-醇（PG-FA）和 3,7-二苯基-3,4,7,8-四氢-2H，6H-苯并[1,2-e:5,4-e']双（[1,3] 噁嗪）-10-醇（PG-A）, 

通过 1HNMR、13CNMR、FTIR 对 PG-FA 和 PG-A 进行了结构表征。通过 DSC 和 TGA 测试研究了 PG-FA 和 PG-A

的开环聚合过程，采用 Kissinger 和 Ozawa 方法对 PG-FA 和 PG-A 的活化能进行了计算，PG-FA 的活化能分别是 93.95 

kJ/mol、96.89 kJ/mol，PG-A 的活化能分别是 91.95 kJ/mol、94.68 kJ/mol，表明连苯三酚型苯并噁嗪中的酚羟基可以

促进苯并噁嗪的开环聚合。 

关键词：苯并噁嗪；连苯三酚；开环聚合 

KP099 

基于氮化硼纳米片与聚苯乙烯微球静电自组装制备具有高热导系数的聚合物复合材料 

王雄伟,武培怡* 

复旦大学 200433 

近来，氮化硼纳米片由于具有高的导热系数和优异的绝缘性能被广泛地用来与聚合物进行复合制备导热复合材

料。氮化硼纳米片在聚合物基体中合理的分布和取向对于实现在低的添加量下获得高的热导率具有重要意义。在本

工作中，我们首先利用聚苯乙烯微球与氮化硼纳米片之间强的静电相互作用实现自组装得到聚苯乙烯/氮化硼纳米片

复合微球，然后在略大于聚苯乙烯玻璃化温度下进行热压得到最终的复合材料。在复合材料中，氮化硼纳米片分布

在变形的聚苯乙烯微球的界面处，并沿着面内方向具有高度的取向。得益于这种特殊的结构，复合材料在极低的氮

化硼添加量（13.4 vol%）下即能获得较高的热导率（8.0 W/mK）。我们的研究为制备低填料添加量下获得高热导率的

聚合物导热复合材料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氮化硼； 热导率；聚合物复合材料；聚苯乙烯微球 

KP100 

Nafion-二硫化钼纳米复合物在近红外光控制多重形状记忆膜中的应用 

贾炜,武培怡* 

复旦大学 200433 

形状记忆材料在航天器件、生物启发器件等诸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得益于极宽的玻璃化转变范围，Nafion

具有独特的热致形状记忆性能，可在一个形状记忆循环中记忆多个形状。本工作结合了二硫化膜纳米片的近红外响

应特性与 Nafion 的多重形状记忆特性，制备了近红外光控制多重形状记忆膜。首先，利用 Nafion 的两亲性辅助水相

超声剥离二硫化钼。Nafion 在水相中与被剥离的二硫化钼纳米片之间存在较强的非共价键亲疏水相互作用，可在剥

离的同时修饰二硫化钼纳米片，从而制备得到 Nafion-二硫化钼纳米复合物（N-MoS2）。然后，将 N-MoS2 与 Nafion

共混制备近红外光可控多重形状记忆膜。得益于 Nafion 的修饰，N-MoS2 在 Nafion 基质中分散性良好。N-MoS2/Nafion

复合膜拥有近红外光响应快速、多重形状记忆性能优异、操作简便、制备过程绿色等特点，拥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Nafion；二硫化钼；水相剥离；多重形状记忆；近红外光控制 

KP101 

氢化氯丁橡胶的制备 

孙静宇 1*,杨慧 2,解玉佳 3 

1.晋胶高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北京化工大学；3.天津科技大学 

氯丁橡胶研究开发于 1931 年，是首类商业化生产的合成橡胶。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广泛应用于工业产品、汽

车制品、粘合剂和浸渍产品等。为了使氯丁橡胶可以适应苛刻的使用环境而应用在更多领域，需进行加氢、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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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化、环氧化等化学改性，并通过二元、三元等多元共聚、接枝等获得更加完美的综合物性。本文介绍氢化氯丁橡

胶制备全过程，由于水合肼法具有生产成本低、不污染环境等优势，我们研究了 H2O2/N2H4· H2O 催化剂体系在常压

下对氯丁橡胶胶乳的氢化，结果表明：晋胶的 jn-1088 催化体系，jn-08 胶体保护剂、jn-1080 自由基捕获剂可有效抑

制凝胶的产生， H2O2：N2H4·H2O 为 1:1.2，反应时间 1 小时，滴加时间 2 小时，氢化效果最佳，热稳定性最好。 

关键词：氯丁橡胶；氢化；水合肼法；热稳定性；胶乳 

KP102 

基于仿生修饰梯度孔中空纤维膜的酶膜反应器性能研究 

郭义宗,洪晓,朱薛妍,黄小军*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00 

具有协同催化-分离性能的酶膜反应器有效地实现了固定化酶的实际应用。酶膜反应器的催化效率与载体膜息息

相关，尤其是膜孔微结构、膜表面与酶蛋白之间的界面相互作用。作为理想的固定化酶载体，聚合物膜孔微结构不

仅具备高孔隙率以增加载酶量，同时减小酶催化/分离过程中的渗透阻力以提高酶膜反应器的催化效率。因此，本文

通过制备具有梯度孔微结构的聚砜中空纤维膜作为固定化酶载体，充分利用三维分布的梯度孔微结构以实现高负载

量固定化酶；同时，受细胞膜类磷脂流动镶嵌模型启发，利用优异生物相容性的卵磷脂对梯度孔中空纤维膜骨架进

行仿生修饰，以改善膜表面与酶蛋白之间的界面相互作用来提高固定化酶活性，从而构建具有高催化效率的酶膜反

应器。通过催化分解甘油酯系统研究卵磷脂浓度、底物浓度、膜通量和温度对膜载酶量、催化活性的影响规律。研

究发现，卵磷脂修饰聚合物膜的固定化酶活性提高了 41.8%，酶膜反应器的催化效率提高了 77.6%。  

关键词：酶膜反应器；聚砜中空纤维梯度膜；卵磷脂；催化效率 

KP103 

低介电聚酰亚胺的结构设计及其高强纤维的制备 

杨才冉 1,2,3,董杰 1,2,3*,赵昕 1,2,3,张清华 1,2,3* 

1.东华大学；2.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新一代透波复合材料中，需要其增强纤维同时具有低介电常数，良好机械性能以及出色的热稳定性。本项工

作从结构设计出发，制备了一种具有优异介电性能，机械性能和热性能的氨基修饰的超支化聚硅氧烷（NH2-HBPSi）

改性的聚酰亚胺（PI）复合纤维。与纯 PI 纤维相比，含有 10wt％NH2-HBPSi 的复合纤维的拉伸强度和模量分别增加

了 24％和 31％。由于 NH2-HBPSi 引起的电介质约束效应，使得 NH2-HBPSi / PI 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显著降低，在

108 Hz 时介电常数可达到 2.31。实验结果为未来雷达罩复合材料的分子结构设计和制造高性能增强纤维提供了研究

基础。  

关键词：NH2-HBPSi；聚酰亚胺复合纤维；低介电常数；力学性能 

KP104 

含三苯胺侧基结构聚酰亚胺的制备及其光致发光性能研究 

瞿伦君,唐丽爽,张艺*,刘四委,池振国,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本工作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合成了两种结构相似、电子效应明显不同的二胺单体 TPNDA 和 TPCDA。所制备的

两种二胺单体分别与两种商品化芳香型二酐（BPADA, HQDPA）进行聚合反应，并通过热酰亚胺化法制备得到四种

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研究结果显示，在紫外光照射下，含 TPNDA 结构的聚酰亚胺（TPNBPI, TPNHPI）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荧光特性，而含 TPCDA 结构的聚酰亚胺（TPCBPI, TPCHPI）均表现出高效的橙色荧光。四种聚酰亚胺薄

膜均表现出优异的热稳定性和力学性能。理论计算结果分析表明，通过阻断三苯胺侧基结构与聚酰亚胺主链的共轭

性，有助于减弱分子内的电荷转移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聚酰亚胺的光致发光性能。  

关键词：聚酰亚胺；光致发光；三苯胺；分子内电荷转移 

KP105 

柔性导电芳纶织物的研究 

李明专 1,2,庞艳梅 1,2,黄宏巍 1,2,鲁圣军 1,2* 

1.贵州大学；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芳纶纤维作为一种高性能人造纤维，已在军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有广大应用。芳纶织物同时具有质轻、

柔软的特点，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柔性基材。普通的纺织纤维在使用过程中易产生和积累大量静电，引起灾害事故。

在纤维表面金属化，可以使其具有消除静电、导通电路、电磁屏蔽的功能。然而芳纶纤维光滑且呈化学惰性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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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难以直接沉积成导电涂层。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在芳纶纤维表面生成致密的纳米银涂层，同时

还利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柔性的芳纶织物上沉积出导电银图案。首先采用含巯基硅烷偶联剂处理芳纶纤维，在纤维

表面生成活性位点，巯基可以进一步的将银离子还原为纳米银粒子。巯基功能化可以保证银粒子在纤维表面沉积，

进而形成连续、稳定的导电层。制备的柔性导电芳纶织物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并且同时具有重量轻、柔软以及较好

的力学性能，可以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商业用途。 

关键词：芳纶纤维；表面改性; 巯基功能化；导电织物 

KP106 

含氰基联苯型聚酰亚胺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刘振超,沈艳超,彭金武,梁敏慧,刘佰军* 

吉林大学 130000 

随着电子器件微型化、薄型化、高性能化及特殊功能化的快速发展，柔性封装技术也在朝着超薄型化、布线精

细化及多层化等方向快速发展，因此要求柔性封装基板用薄膜材料必须具高模量、高尺寸稳定性、高强韧、低吸湿

性以及高粘结强度等特殊性能要求。本文设计合成了含联苯结构和氰基基团的二胺单体和相应的不含氰基二胺单体，

以这两种二胺单体为基础成功制备了氰基系列聚酰亚胺膜和不含氰基系列聚酰亚胺膜，通过性能测试研究结构与性

能的关系，发现氰基系列聚酰亚胺膜有更加出色的耐热性(玻璃化转变温度 250°C 以上，百分之五热失重 550°C 以上)、

机械性能(拉伸强度最高可达 164MPa)、透光性、铜箔的粘结强度(最高可以达到 1.10 N/cm)和相对较低的线性热膨胀

系数(37.98-61.23 ppm/K)，此外，两种系列 PI 膜均具有出色的介电性能、耐溶剂性能和低的吸湿性能，表现出优异

的综合性能，有望满足高密度封装基板的使用需求。 

关键词：聚酰亚胺；氰基；联苯；热膨胀系数 

KP107 

不同环化工艺对透明聚酰亚胺薄膜性能的影响 

徐佳,董杰,赵昕,张清华* 

东华大学 201620 

随着光电器件如微电子材料、光波导材料、大阳能电池基板、柔性印刷线路板、液晶显示取向膜的迅猛发展，

光电器件对透明聚合物薄膜的要求越来越高。聚酰亚胺由于酰亚胺环的存在，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被广泛应用

于光电器件领域。本文以含有大侧基的六氟二酐(6FDA)为二酐，含有柔性基团的 4,4-二氨基二苯醚(ODA)为二胺制备

了聚酰胺酸溶液，然后采取不同的环化工艺，研究了温度、溶剂以及环化剂对透明聚酰亚胺薄膜性能的影响。结果

表明，6FDA-ODA 型聚酰亚胺薄膜在 450-800 nm 可见光区的透过率超过 75 %，随着温度的降低，聚酰亚胺薄膜的

光透过性能改善，但是由于溶剂和化学环化剂的存在，化学环化所得薄膜光透过性能有所下降。这类聚酰亚胺薄膜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在 300 °C 以上，氮气氛围中 5 %分解温度在 450 °C 以上。采用合适环化工艺得到透明聚酰亚胺具

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可以广泛应用于光电领域。 

关键词：聚酰亚胺；环化工艺；光透过性能 

KP108 

超亲水聚砜中空纤维膜的梯度微结构及其油水分离性能 

洪晓,郭义宗,高巧灵,黄小军* 

浙江大学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10027 

现今，含油废水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和科学问题。为深入研究膜法油水分离过程，进一步阐明聚合物膜孔微

结构、油滴尺寸与油水分离效率的内在关联，本文通过湿法相转换可控制备了系列不同孔径大小的超亲水、梯度微

结构中空纤维聚砜膜，采用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液液孔径仪（LLP）、动态光散射（DLS）等分析手段分别

表征聚合物膜孔微结构、油滴尺寸等，依据宏观下截留率、渗透水通量的变化趋势，着重剖析了膜孔尺寸、梯度微

结构与油滴大小之间对分离效率的内存关系。实验结果表明，超亲水、梯度微结构中空纤维聚砜膜具备良好的油水

分离性能，膜孔尺寸对渗透水通量成正相关作用，于截留率、临界击穿压力则成制约作用；其中，膜孔尺寸对乳化

油水截留率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临界击穿压力直接作用的，且在油滴大小与膜孔尺寸匹配的条件下，膜分离效率

最佳。聚合物膜孔微结构与油滴尺寸之间的匹配内存关系，为膜法高效油水分离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空纤维梯度膜；微结构；油水乳液分离；临界击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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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09 

含萘可控交联聚芳醚酮的合成与性能 

张兴迪,周光远*,王红华,王志鹏,徐敏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芳醚酮是一类综合性能优异的工程塑料，其化学稳定性好，耐热性高，力学性能优异，广泛应用于交通、航

天、电子等领域。近年来, 人们对聚芳醚酮树脂的性能及加工工艺提出更高的要求, 既要求聚芳醚酮材料可溶易加工, 

又希望树脂成型后耐溶剂性能增强, 具有更高的耐温等级及热稳定性。传统的结晶型聚芳醚酮溶解性差，难以溶液加

工，而在聚合物中引入刚性萘环基团既可以提高其溶解性，又可在较低温度下实现交联同时提升聚合物的热稳定性。

本文以酚酞啉、2,6-二氯苯腈、4,4'-二氟二苯酮为原料采用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侧基含羧基的聚芳醚酮树脂，进一步接

枝萘环结构制备侧基含萘可交联聚芳醚酮。含萘聚芳醚酮可溶于 N, N-二甲基乙酰胺(DMAc)、N-甲基吡咯烷酮(NMP), 

四氢呋喃(THF)中。通过侧链接枝不同比例的萘环基团，调控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实现可控交联。  

关键词：聚芳醚酮；无定型；羧基；萘；交联 

KP110 

氯化锂和多巴胺处理对芳纶纤维性能的影响 

朱大勇 1,2,辜婷 1,2,庞艳梅 1,2,黄宏巍 1,2,鲁圣军 1,2* 

1.贵州大学；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芳纶纤维是一种具有高强度、高模量和良好的热稳定性的高性能纤维，因此芳纶纤维作为增强材料被广泛应用

于树脂、橡胶等为基体的复合材料中。同时，芳纶纤维由于表面光滑，结晶度高，化学活性低等特点，其与基体材

料的界面粘结性不强，因此需要对芳纶纤维进行表面改性处理来增强其与基体材料的界面粘结性。本文采用氯化锂

乙醇溶液和多巴胺水溶液浸渍法先后对芳纶纤维进行改性处理，研究了改性前后芳纶纤维表面形貌和表面粗糙度的

变化。 

关键词：芳纶纤维；氯化锂；多巴胺；表面改性；表面形貌 

KP111 

超支化聚芳醚酮树脂的制备及表征 

王志鹏 1,赵继永 1,2,王红华 1,周光远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超支化聚芳醚酮（HBPAEK）是一种无定形高分子材料，特殊的拓扑结构可以避免高分子链缠结，不易结晶，

具有大量空穴结构，可改善流变行为、提高溶解性能，已成为高分子合成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以 AA’2+B2

型单体制备具有超支化结构的聚芳醚酮树脂，通过改变两种单体的投料比和催化剂用量对空穴结构进行精细调控，

得到三种不同端基结构的超支化聚芳醚酮。结果表明：超支化聚芳醚酮的 Tg 高于 152 ℃，5%热分解温度大于 367 ℃。

聚合物的端基对耐热性有显著的影响：含酚羟基端基的超支化聚芳醚酮树脂具有较高的 Tg，热稳定性相对不高；含

氟端基聚芳醚酮热稳定性好，800 ℃时的残炭率可达 56%以上，Tg 较低。该树脂有望对这类高性能树脂的熔融加工

及溶解性加工行为产生巨大改观，及产生一系列新型功能性高分子材料。  

关键词：聚芳醚酮；超支化聚合物；亲核缩聚；端基结构 

KP112 

基于改性钛酸铜钙（CCTO-OH）的高介电常数聚酰亚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 

钱超,朱天文,黎迈俊,贝润鑫,郑维文,刘四委,池振国,张艺*,许家瑞 

广州中山大学 510000 

聚合物材料由于其优异机械性能和较高的击穿强度而被应用于薄膜电容器、柔性电容触摸屏等领域。具备优异

综合性能的聚酰亚胺（PI）材料可以满足高温、低温、辐射等环境下的工作要求，有望用于制备特种用途薄膜电容

器。但传统 PI 材料的介电常数约为 3.4，无法满足电容器件的应用要求。本研究工作对超高介电常数无机材料钛酸

铜钙（CCTO）进行羟基化改性后，与聚酰亚胺复合制备得到一系列高介电常数的聚酰亚胺复合材料。相比于 CCTO，

改性后的羟基钛酸铜钙（CCTO-OH）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复合材料介电常数。当 CCTO-OH 体积分数达到 40%时，

聚酰亚胺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分别为 76.93 和 0.35，且保持了 PI 优异的耐热性能（Tg = 379.67℃）和尺

寸稳定性（CTE = 17.64 ppm/K）。该复合材料的高介电常数主要是由于羟基的引入有利于增强 CCTO 与聚酰亚胺的相

互作用，改善其在聚酰亚胺基体中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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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钛酸铜钙；高介电常数；聚酰亚胺；复合材料；制备 

KP113 

基于热重排反应聚酰亚胺气体分离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江雪薇,张清华* 

东华大学 201620 

高分子薄膜由于具有制备成本低、 成膜性好、结构可控性强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气体分离领域。其中，聚酰亚

胺（PI）因其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热性能和分离性能，在众多膜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高的

渗透性和选择性是高效分离的前提，然而常规高分子大多存在渗透性和选择性相互制约的 Trade-off 现象，即 Robeson

上限。近年来广大科研工作者也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研发高效的气体分离膜来突破这个限制，当前主要的研究工作集

中于对 PI 化学结构进行改性。其中，热重排聚合物由于其高渗透性及合理选择性受到大家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本工

作中，我们合成了基于含羟基的新型共聚 PI 高分子并对其进行高温处理，研究了其气体分离性能，结果表明，邻羟

基经 350-450 ℃热重排可形成刚性噁唑环，改善了高分子膜的渗透性和选择性，表明热重排聚酰亚胺膜材料在气体

分离领域有着极大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热重排；共聚；聚酰亚胺膜；气体分离 

KP114 

改性埃洛石纳米管/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的制备及其介电性能的研究 

朱天文,钱超,贝润鑫,郑维文,张艺*,刘四委,池振国,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高介电材料是一种能够储存电荷和均匀电场的绝缘材料，其在电子电气工业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当前，

聚酰亚胺电容器作为一种较新型的电容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电容器的主要特点是耐热性能优异，可长期在 130℃

下工作，同时工作温度下限很低，能够满足苛刻环境条件下工作的要求。然而，传统的聚酰亚胺薄膜介电常数较低

(k<3.5)，无法满足电容器的需求，因此需要发展高介电常数的聚酰亚胺薄膜材料。本研究工作采用介电常数较高、

廉价易得的埃洛石纳米管作为填料，经过简单的表面改性后分散在聚酰亚胺基体中制备得到复合薄膜；复合薄膜在

提高基材介电常数的同时，其介电损耗基本保持不变。此外，在埃洛石表面原位生长导电物质聚苯胺并将其分散在

聚酰亚胺基体中可得到介电常数更高的复合薄膜，k 值最高可达 17.3（100Hz），为传统聚酰亚胺薄膜介电常数的 5

倍，同时依然能保持低的介电损耗（0.2，100Hz）。 

关键词：改性埃洛石纳米管；聚酰亚胺；复合薄膜；高介电常数 

KP115 

邻苯二甲腈封端含芴聚芳醚腈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王广兴,周恒,李峥,郭颖,赵彤*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以双酚芴、2,6-二氯苯甲腈和 4-硝基邻苯二甲腈为原料，两步法合成了含芴结构的氰基封端聚芳醚腈低聚物

（BPPEN），通过 1H-NMR 和质谱对低聚物的结构进行了表征，GPC 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调整投料比例和控制反应

工艺，可以有效调节低聚物的分子量，对不同分子量低聚物的溶解性和流变性能进行了考察，低聚物表现出较好的

溶解性和加工性能，可室温溶于 THF、二氯甲烷、以及甲苯和乙腈的混合溶剂。以 4,4'-双（4-氨基苯氧基）二苯砜

为固化剂制备了相应的树脂固化物，并通过 TGA 对固化物的耐热性能进行了研究，固化物表现出极好的耐热性能，

氮气气氛下残重率和 T5%随固化温度升高而逐渐提高，375℃固化物在氮气气氛下 1000℃残重率达 72.4%，经 400℃

后固化，T5%达到 545℃。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树脂；含芴结构；聚芳醚腈 

KP116 

改性绢云母/聚酰亚胺高阻隔报的制备及其性能 

余桥溪,张凯,朱龙基,张艺*,刘四委,池振国,许家瑞 

中山大学 510275 

聚酰亚胺具有耐高温、高力学强度等优异的综合性能，并可制备柔性薄膜是理想的柔性基材。但传统商用聚酰

亚胺薄膜阻隔性能无法满足柔性显示器件的封装需求。本研究以聚酰亚胺作为基材，采用绢云母作为增强填充材料，

首先利用聚酰亚胺二胺单体 4,4’-二氨基苯酰替苯胺作为有机改性剂对绢云母进行有机改性，然后通过溶液插层的方

法制备复合薄膜，主要探讨有机改性绢云母添加量对聚酰亚胺复合薄膜阻隔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复合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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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隔性能得到极大提升，其中阻隔效果最好的复合薄膜为添加 1%质量分数有机绢云母的复合薄膜，其水阻隔透过

率(WVTR）为 0.0259 g/m2/day，阻隔效果比纯聚酰亚胺薄膜提升 98.46%,同时该复合薄膜保持了聚酰亚胺优异的耐热

性能。该复合薄膜阻隔性能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均匀分散在基体中的有机改性绢云母能有效延长水蒸气在基材中

的扩散路径，从而改善其阻隔性能。  

关键词：聚酰亚胺；改性绢云母；复合材料；阻隔性能 

KP117 

利用单质硫与脂肪族二胺一步合成聚硫代酰胺 

孙子扬,黄华华,陈永明*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10275 

含硫聚合物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在特种工程塑料等领域上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聚硫代酰胺作为一类重要的含硫

聚合物，关于其合成方法却鲜有报道。本工作实现了在单质硫的参与下，以脂肪族二胺为单体一步聚合得到聚硫代

酰胺。通过对聚合条件的优化，得到了高产率、高分子量的聚硫代酰胺，并由此提出了其聚合机理。核磁、红外等

表征手段也确定了聚硫代酰胺的化学结构。还使用了六种不同的商业化的二胺单体进行均聚与共聚，证实了此聚合

方法的通用性。聚合得到的聚硫代酰胺有着良好的热力学性质，并且由于硫的引入提高了其在多种极性非质子溶剂

中的溶解性。最后，折光性能测试结果显示，聚硫代酰胺的折光指数在 1.55-1.87 范围内，高于一般工业化生产的聚

合物如 PMMA，PS，PC 等。考虑到此合成方法的简便性及聚硫代酰胺的可加工性，聚硫代酰胺有望发展成为一类

重要的高折光性材料。 

关键词：聚硫代酰胺；含硫聚合物；单质硫；高折光指数 

KP118 

大规模制备刺激-响应性光子晶体膜的研究 

沈秀清,汪长春*,吴攀,Christian G. Schäfer 

复旦大学 200438 

本文介绍了一种可快速大规模制备的、刺激-响应性光子晶体膜。基于逐步种子乳液聚合，合成了壳层为二乙二

醇甲基醚甲基丙烯酸和丙烯酸乙酯共聚物（PDEGMEMA-co-PEA）的新型核壳结构的粒子。壳层共聚单体 DEGMEMA

使得单分散微球具有柔性外层。通过对粒子施加剪切，可大规模制备胶体粒子规整排列的光子晶体膜。紫外线固化

的方式使得光子晶体膜具有机械稳定性、均匀性和制备方法简单快速的优点。对水响应的柔性粒子外壳使得膜具有

高度响应性和响应可逆性。光学表征显示，本方法制备的光子晶体膜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具有典型的光学禁带。

光子晶体膜接触水后，溶剂诱导晶格扩张使得光学禁带从 551 nm 红移 89 nm 至 640 nm，显示出高度水响应性。对膜

进行刺激-响应循环可逆性研究显示，膜对水的响应具有高度可逆性。本文介绍的光子晶体膜具有可快速大规模制备

的、高度可逆响应的特点，具有在防伪、传感器方面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光子晶体；传感器；紫外线固化；刺激-响应 

KP119 

二氧化碳基环状聚脲的合成 

石茹慧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环状高分子具有优良的溶解性能和热学性能，以及粘度低等特点，而环状高分子种类单一，加工性能差等问题

限制了其发展。有效提高环状高分子的种类、拓展其应用领域显得尤为重要。传统聚脲的生产主要以毒性较大的异

氰酸酯为原料，环境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其转化及利用备受人们关注，利用二氧化碳作为绿色

的碳氧资源合成聚脲衍生物是二氧化碳利用领域崭新的研究方向。而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环状聚脲为环状高分子家族

增添了新的成员。本文采用醚胺为原料，通过两步法制备环状聚脲齐聚物。研究了溶剂、反应温度、CO2 压力、反

应时间以及线性齐聚物用量对 CO2 基环状聚脲成环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 NMP 溶剂中，聚脲线性齐聚物可发生

环化现象，通过调节反应参数，聚脲成环率可高达 93.7%。  

关键词：二氧化碳；聚合；聚脲齐聚物；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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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20 

硅基高分子拓扑结构设计及热解转化材料高温吸波特性 

孔杰*,骆春佳,宋燕 

西北工业大学 710072 

隐身技术是反制探测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飞行器及航空发动机尾喷管后延部位、调节片等高温隐身是目前瓶

颈和短板，对具有高温吸波特性的功能/结构一体化材料提出了挑战和需求。本论文从高性能高分子重要类型之一硅

基杂化高分子前驱体拓扑结构设计及热解转化陶瓷相态结构入手，在超支化聚硼硅氮烷中引入过渡金属铁，研究前

驱体分子分子结构、拓扑结构、有机-无机转变过程与 SiBCN 陶瓷相态结构之间关系；明晰高温状态下陶瓷高温介电

特性和电磁波极化损耗机制，调控高温吸波性能；通过阻抗和损耗组多层设计，实现阻抗匹配、衰减叠加、吸波频

宽拓宽及高温吸波功能/结构一体化，在 600℃测试温度下 RC 值最低达到-35.74dB， RC 值低于-10dB 有效吸波频宽

≥4GHz，覆盖 8.2-12.4GHz 整个 X 波段范围。  

关键词：超支化聚硼硅氮烷；聚合物转化陶瓷；吸波材料；高温吸波特性 

KP121 

含氢键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健华,齐胜利,田国峰*,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以 4,4’-二氨基苯甲酰替苯胺（DBN），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和 4,4’-二氨基二苯醚（ODA）采用两步法缩

聚制备出一系列含有氢键的聚酰亚胺薄膜，并通过红外（FT-IR）、热重分析（TGA）、拉伸测试等方法对其结构和性

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成功合成了含有氢键的高强度聚酰亚胺薄膜，酰胺键的 H 分别与酰亚胺环中的 N 和 O 形成

了氢键，并且以 H 和 N 之间的氢键为主。氢键加强了分子间结合力，使得该三元体系聚酰亚胺薄膜的力学强度在未

经牵伸的条件下接近 220MPa，模量最高达 5.5GPa。此外，相关数据表明适量的柔性链段可进一步改善力学性能。热

稳定性依然较高，5%热失重温度均超过 520℃。  

关键词：聚酰亚胺；薄膜；氢键；力学性能 

KP122 

含酰胺结构聚酰亚胺薄膜的制备及其低膨胀性能研究 

白兰 1,2,何民辉 1,任芳鹤 1,范琳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近年来微电子产品和光电器件呈现出柔性化和可穿戴化的发展趋势，以具有优异耐热性能和电绝缘性能的聚酰

亚胺薄膜代替传统硬质玻璃或金属基板是实现柔性显示器和柔性太阳能电池制造的技术关键。然而，传统聚酰亚胺

薄膜的热膨胀系数在 15-50 ppm/℃左右，无法满足柔性薄膜晶体管和薄膜太阳能电池制造对聚合物基板低热膨胀系数

的要求。本研究设计合成了三种含酰胺结构的芳香二胺单体，与具有刚性结构的均苯四酸二酐 PMDA 缩聚得到聚酰

胺酸树脂，通过热亚胺化制备了系列含酰胺结构的聚酰亚胺薄膜，系统研究了聚合物化学结构和分子链聚集态结构

对薄膜耐热性能、力学性能和尺寸稳定性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含酰胺结构的聚酰亚胺具有半结晶性，其玻

璃化转变温度在 406℃以上，拉伸模量超过 8GPa，热膨胀系数低至 4 ppm/℃以下。这是由于酰胺基之间易形成氢键，

分子链堆砌紧密呈面内自取向有序排列，赋予了薄膜高耐热、高模量和低膨胀的特性。 

关键词：聚酰亚胺；酰胺结构；热膨胀系数 

KP123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在低温环境下的绝缘导热性能研究 

张国栋 1,李振明 3,丘明 3,范琳 1,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3.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储能与电工新技术研究所 

高温超导技术具有零电阻效应和完全抗磁性，可实现高密度储能和大容量高压输变电，已成为未来电力技术的

发展方向。高温超导装置由导体和绝缘系统构成，由于以液氮为冷却介质，因此要求作为绝缘材料的环氧树脂必须

具有优异的耐低温特性。为防止因热量传递受阻引起失超现象，环氧树脂需有良好的导热性能。然而，由于传统环

氧树脂在低温下表现出脆性特点且热导率较低，无法满足超导装置对绝缘树脂的低温力学性能和绝缘导热性能要求。

本研究采用双酚 F 型环氧树脂，以柔性聚醚胺和线性硅氧烷二胺为双固化体系，通过引入兼具高导热系数和高绝缘

特性的六方氮化硼制备复合树脂，系统研究了固化剂组成对树脂力学性能的影响，考察了氮化硼的添加量与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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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绝缘性能和导热性能的关系。研究发现，线性硅氧烷二胺的引入可有效改善环氧树脂的低温韧性，随氮化硼添

加量的提高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不断提高，添加量为 5wt.%时环氧复合材料表现出优异的低温绝缘导热特性。  

关键词：环氧树脂；复合材料；低温；电绝缘性；导热性能 

KP124 

透明共聚酯弹性体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冯奕程,赵辉,郝同辉,张群朝,蒋涛* 

湖北大学 430062 

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是一类以高结晶度和高玻璃化转变温度聚酯为硬段，以低玻璃化转变温度聚醚或聚

酯为软段，软硬段在主链上自由交替排列的多嵌段聚合物。通过调节软硬段比例，即可改变聚合物硬度、模量及熔

点等物理性能以满足各类使用需求。TPEE 独特结构所呈现出的性能特点使其很快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气、工

业制品、体育用品等领域。然而，由于热塑性聚酯弹性体多相性的差异，其透明性一直较差。为了提高聚酯弹性体

的透明性能，本实验室选择 1,4-环己烷二甲醇、1,4-丁二醇、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聚四氢呋喃作为共聚单体，合成了

一种以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1,4-环己烷二甲醇共聚酯（PBCG）为硬段，PTMG 为软段的新型无规共聚热塑性聚酯弹

性体。所合成聚酯弹性体力学性能轻微下降，但当 CHDM 摩尔含量高于 50 %时，其具有优异的透光率。本工作为设

计和开发透明型热塑性聚酯弹性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关键词：热塑性弹性体；共聚酯；透明性 

KP125 

溴化碳纳米管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郑方成,张晨*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在碳纳米管的规模合成与纯化技术日趋完善之后，碳纳米管的修饰与应用已经成为该领域主要的发展方向。人

们期望通过修饰碳纳米管，丰富其衍生物的种类，优化固有性能，开发新性能，拓展其应用。本文提出了一种溴化

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并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溴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成功将溴接枝到碳纳米管上，X

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XPS）测得溴的接枝率在 1wt%-5wt%之间。并进一步将所制备的溴化碳纳米管应用于聚氯乙

烯增韧改性，利用碳纳米管溴化后生成的 C-Br 弱键与聚氯乙烯中的 C-Cl 弱键在高温断裂后发生反应形成微交联点，

改善了聚氯乙烯的韧性。在 PVC 中添加 5wt%溴化碳纳米管后的冲击强度较纯 PVC 提高了 68%。  

关键词：碳纳米管；溴化；交联点；增韧；聚氯乙烯 

KP126 

可膨胀石墨改性聚氨酯酰亚胺泡沫性能研究 

田华峰,王开,吴佳俐,项爱民*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本课题通过聚氨酯预聚体法制备了一系列不同 EG 含量的聚氨酯酰亚胺泡沫（PUI），分别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热失重分析（TGA），极限氧指数（LOI）等手段，对比通过使用硅烷偶联剂改性前后 EG 合成的 PUI 材料

的泡孔结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以及阻燃性等影响。研究表明，KH550 改性后的 EG/PUI 泡沫，泡孔孔径减小，

泡孔密度增高；在 EG 含量低于 7.2%时，随着 EG 含量的增加，压缩性能不断增大，当 EG 含量超过 7.2%后，未改

性的 EG/PUI 压缩性能下降，改性后的 EG/PUI 继续上升；随着 EG 含量的增加，EG/PUI 和改性后 EG/PUI 的极限氧

指数明显提高，改性后 EG/PUI 的增加幅度更大；改性后 EG/PUI 泡沫，300°C -400°C 之间的分解峰速率降低，热分

解由尖峰变成较宽的峰，说明改性后的 EG 对 PUI 受热分解的抑制起到明显的作用。  

关键词：聚氨酯酰亚胺；预聚体法；阻燃性 

KP127 

含三氟乙烯基醚侧链的分子玻璃型低介电树脂单体的合成与性能表征 

王元强,王佳佳,孙晶,金凯凯,房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近年来，随着微电子半导体行业的迅猛发展，对介电常数低于 2.5 的材料的开发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引起广泛的关

注。目前主要使用两种类型的有机低介电材料：一种是小分子，易提纯，黏度小（相对于聚合物），但较差的成膜性

限制了其在更广泛的领域的应用；另外一种聚合物，成膜性好，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经常遇到溶解性差，黏度太大

以致难以加工的问题。因此，研究与开发具有易加工和优良性能的低介电材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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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玻璃”通常具有单一的分子重量分散性，高纯度，并且通过简单的溶液加工就能制得高质量的无定型薄膜。这给予

我们灵感去设计含可热交联的三氟乙烯基醚“分子玻璃”型低介电材料单体。该单体易提纯，易成膜，经热固化后形成

透明，坚韧的薄膜，并展现出高疏水 (q > 103°)，高耐热 (Td5 = 431 °C)，低介电常数（k < 2.32, 30 MHz）等优良性

能。可预见其在电子电气、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分子玻璃；三氟乙烯基醚；热固化；低介电 

KP128 

新颖热塑性聚三唑酯的合成与性能 

潘博,江松达,万里强,黄发荣*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将丁二酸炔丙醇酯和对二叠氮甲基苯通过 1,3-偶极环加成反应(Click 反应)合成了热塑性聚三唑酯（BPS-PTAE）。

通过 1H-NMR、FTIR、WAXD、DSC、TGA 等表征了聚合物的结构、热性能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 BPS-PTAE 是部

分结晶的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Tg）为 70℃，熔点（Tm）为 168℃，热分解温度（Td5）为 307℃，聚合物拉伸

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达到 125.2MPa 和 33.3%。同 PET 相比较，聚三唑酯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且合成方便。  

关键词：Click 反应；热塑性聚三唑酯；热性能；力学性能 

KP129 

含氟 PDMS-苯并噁嗪嵌段共聚物超疏水涂层的制备及表征 

周翠平,张晓露,张书香,李辉* 

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大学 250022 

超疏水涂层在抗结冰、防污、油水分离、血液相容性等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但当前存在应用条件单一、稳定性

差等问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研究高效可靠的超疏水表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自由基溶液聚合，以偶

氮类聚硅氧烷为引发剂，以含有苯并噁嗪结构的甲基丙烯酸酯、全氟己基乙基丙烯酸酯、丙烯酸丁酯为单体，制备

可交联的含氟 PDMS-苯并噁嗪嵌段共聚物，利用核磁共振谱及红外光谱表征共聚物的结构，确定聚合物的玻璃化转

变温度及分子量。然后用所合成的共聚物与苯并噁嗪改性的纳米 SiO2 复合、交联固化制备出性能稳定的超疏水涂层，

通过扫描电镜、原子力显微镜、 接触角测量仪对嵌段共聚物/SiO2 超疏水涂层的形貌及疏水性能进行了表征。通过结

冰延迟实验和冰剪切强度实验研究了该涂层的抗结冰性能。结果表明含氟 PDMS-苯并噁嗪嵌段共聚物涂层具有良好

的超疏水性能和抗结冰性能。 

关键词：苯并噁嗪；氟硅嵌段共聚物；超疏水；防结冰 

KP130 

含环己基结构聚芳醚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卢杰宏,严光明,张刚*,杨杰* 

四川大学 610064 

本文以 1,1'-双(4-羟基苯基)环己烷和 4,4'-二氟二苯酮（或 4,4’-二氟二苯砜）进行溶液缩聚，制备了一系列含环己

基聚芳醚，并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氢谱证实了其化学结构。通过研究发现所得树脂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158-208 ℃，热初始分解温度为 442-484 ℃，其熔体复数粘度为 310-4600 Pas，且 30min 内几乎不变；同时，通过研

究发现该类聚芳醚可溶于 CHCl3, THF, NMP, DMAc, DMI 等有机溶剂，表明所得树脂不仅保持了良好的热性能，还具

有优异的熔体加工性和溶液加工性。  

关键词：聚芳醚；环己基；合成；可加工性 

KP131 

基于萘环的含氟聚芳醚酮的合成及其介电性能 

刘壮*,徐清海,付田霞,明霞,刘晓宇,苏瑛,褚清新 

沈阳农业大学 110866 

当前，微电子器件对耐高温材料提出了高的要求，因此具有低介电常数、高热稳定性和优异机械性能的高性能

聚芳醚酮类材料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本实验合成了一系列侧基含氟的含萘双酚单体，并制备了两个系列的具有三氟

甲基侧基的含萘聚芳醚酮聚合物。测试表明聚合物的数均分子量在 22600~50600 g mol-1。DSC 和 TGA 的测试表明聚

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 167℃，氮气条件下质量分数 5%的热失重温度在 520℃以上，热性能良好。膜在干态下

的拉伸强度为 62.86~104.13 MPa, 断裂伸长率为 4.34~6.37 %。对聚合物膜的介电常数进行测试，其中高含氟量的含

萘聚芳醚酮在 1 MHz 下介电常数达到了 2.64 和 2.57，吸水率为 0.36%和 0.31%，介电损耗 4.97×10-4 和 6.61×10-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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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优异的介电性能。因此基于萘环的含氟聚芳醚酮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在低介电常数材料领域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 

关键词：低介电常数；聚芳醚酮；萘；氟 

KP132 

纤维素纳米晶体/凹凸棒复合膜的可控制备及其油水乳液分离应用 

詹慧,常春雨*,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全球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频繁发生的石油泄漏事故和工业含油废水污染逐渐成为人类心头之患。凭借装

置简单、操作简便、低能耗和高选择性等优势，油水分离膜可对油水混合物进行高效分离。本实验采用两种典型的

棒状亲水材料——海鞘纳米纤维素晶体和凹凸棒自组装形成分离膜，制备过程仅需通过减压过滤混合物悬浮液即可

完成。通过改变海鞘纳米纤维素晶体/凹凸棒的比例和用量，该膜的浸润性、厚度以及孔径均可得到相应调节。通过

分离水包油型微米乳液甚至纳米乳液，优异的分离效果和防污性能得以彰显，并且该膜在机械性能、稳定性和循环

使用等方面表现良好。总之，海鞘纳米纤维素晶体和凹凸棒复合膜可实现可控调节，使透水性和分离效率得以提升，

从而深化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海鞘纤维素纳米晶体；凹凸棒；可控制备；乳液分离 

KP133 

碳硼烷改性液体氟弹性体的研究 

李娟*,王玲芳,封雯雅,滕卉 

盐城工学院 224051 

以端羧基的液体氟弹性体与 1,7-二（羟基）-碳硼烷为原料，使用 Steglich 反应合成出碳硼烷封端的液体氟弹性

体。产物为棕色，室温下粘稠，呈半固体状态。并用 HDI 三聚体作为固化剂，对液体氟弹性体进行固化。对固化产

物的进行了 TG、力学性能、耐溶剂性能测试。羟丙基碳硼烷醇封端的液体氟弹性体固化后产物的残炭率由端羧基液

体氟弹性体固化后产物的 35%增加到 58%。结果显示碳硼烷结构的加入，可有效的提高液体氟弹性体的残炭率。碳

硼烷-液体氟橡胶固化产物的拉伸强度为 10.59MPa，伸长率为 80%，邵 A 硬度为 55。表明，碳硼烷结构的引入有效

的提高了液体氟橡胶的力学性能。耐溶剂测试结果表明，碳硼烷结构的引入对氟橡胶的耐航空煤油性能及有机溶剂

性能影响不大，但可以提高其耐碱性能。 

关键词：液体氟弹性体；碳硼烷；耐热性；耐碱性 

KP134 

聚酰亚胺纤维纸研制与性能研究 

黄孟孟,曾勇要,齐胜利,田国峰*,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纤维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性能有机纤维，因其独特的芳杂环结构而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耐高低

温、耐紫外辐照、低吸水率以及低介电、高绝缘等性能特点。采用其作为原料制备纤维纸，有望进一步提高纤维纸

的耐高温性能和介电绝缘性能，满足电子电工领域和航空航天领域对于绝缘纸和蜂窝纸的更高要求。本文利用聚酰

亚胺短切纤维作为增强体，由聚酰胺酸所制备的沉析纤维作为浆粕材料，通过湿法抄纸、浸渍树脂、热压成型等工

艺制备了全聚酰亚胺材料组成的纤维纸，并对其力学性能、热性能以及介电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聚酰亚胺纤维纸；沉析纤维；短切纤维；浸渍；热压 

KP135 

一种基于 PDMS 基体的水响应复合材料 

陈艺夫,石玉东,王明*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向高分子基体中添加导电填料（如炭黑，碳纳米管，碳纤维，石墨烯等），可以得到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CPCs），

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在各大领域应用广泛。作为其应用之一，液体感应行为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研究。通过溶胀效应

引起的导电网络的建立和破坏，复合材料在浸入溶剂后电阻会发生变化，在探测溶剂泄露，环境监测，食品安全检

测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然而目前大部分文献报导的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从溶剂中取出后，由于溶剂的挥发，

其电阻会在数分钟到数十分钟内逐渐恢复。为了实现测量后电阻值固定不变的效果，本文通过将人造雪花填充在导

电 PDMS 基体中，利用人造雪花吸水膨胀后压缩导电 PDMS 基体的现象，迫使基体中的导电填料集中分布，使得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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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基体电阻降低，从而达到水响应的效果。制得的复合材料从水中取出长时间后，电阻几乎无变化，同时可以通

过在烘箱中干燥使人造雪花失水而达到重复利用的效果。 

关键词：导电高分子；液体感应；聚二甲基硅氧烷 

KP136 

纳米二氧化硅粒子复合聚脲材料的力学性能 

谢智宁,李婷,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聚脲材料是一种由软段和硬段构成、具有微相分离结构的聚合物材料，在涂层、抗冲材料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本工作将 SiO2 纳米粒子与聚脲复合，并研究材料材料的力学性能。以 P1000 和 P650、MDI 为单体，并加入质量分数

分别为 0.5-3%、表面由 KH570（端双键）和 KH550（端氨基）修饰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直径 20nm）制得聚脲-纳

米 SiO2 复合材料。进行单向拉伸、循环拉伸及动态力学分析（DMA）。与加入微米尺寸空心玻璃珠的聚脲材料相比，

纳米 SiO2 的加入有效提升了聚脲材料的模量、拉伸强度，但循环性能并未明显改变。DMA 测试表明，加入纳米粒

子后聚合物材料的 Tg 略有降低（由-40℃降至-47℃），但变化并不显著。 

关键词：聚脲；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力学性能；循环性能；动态力学分析 

KP137 

环氧天然橡胶体系的热可逆弹性体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冯展彬，田明*，宁南英，张立群 

北京化工大学  

传统橡胶一般采用硫磺或者过氧化物进行交联，但其生成的交联网络是不可逆的，这也使得传统橡胶很难重复

利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废弃橡胶，这既污染了环境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环境的保护。[1]为了达到橡胶重复

利用的目的，近年来对热可逆弹性体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使得交联键在达到热可逆温度时断裂，但在降低温度时交

联网络又重新生成，从而达到了橡胶重复利用的目的。以前基于 DA 反应制备热可逆弹性体基本在溶液中进行，效

率低，污染大，难于规模化制备。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路易斯酸作为催化剂降低反应的温度和提高接枝的效率，以

环氧天然橡胶（ENR）为基体，在路易斯酸（Yb）的催化作用下，通过一步熔体共混法将糠胺（FA）接枝到环氧天

然橡胶主链上，同时利用双马来酰亚胺(BMI)作为亲二烯体交联剂进行热可逆交联，最后制备了热可逆弹性体，表现

出良好的热可逆性和重复加工性能。  

关键词：环氧天然橡胶；熔体共混；热可逆弹性体 

KP138 

聚丙烯酰胺-海藻酸钠-土壤胶体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权,冯玉红* 

海南大学 570228 

为了改善海藻酸钠水凝胶性能，采用虹吸法提取了土壤胶体，进而以溶液聚合交联法合成了聚丙烯酰胺-海藻酸

钠-土壤胶体复合水凝胶。应用 FTIR、TG、TEM、SEM 等手段对复合水凝胶的结构进行了表征，并研究了土壤胶体

对复合水凝胶溶胀性能及对亚甲基蓝吸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胶体片层成功介入复合水凝胶结构中，使复

合水凝胶呈现层状；复合水凝胶中网孔结构为扁平状，且随土壤胶体含量的增大，网孔直径变小，数量变少；与空

白水凝胶相比，土壤胶体含量为 7.5%的复合水凝胶热分解温度由 428.25℃升高到 469.15℃，总失重由 91.43%减少到

81.39%，复合水凝胶的热稳定性优于空白水凝胶；土壤胶体的含量从 0%增加到 10%，水凝胶的溶胀度从 58.16 降低

到 35.34；空白水凝胶对亚甲基蓝的吸附量为 47.08mg/g，土壤胶体的添加量为 7.5%时，水凝胶对亚甲基蓝的吸附量

提高至 62.56mg/g。  

关键词：海藻酸钠；吸附；土壤胶体；水凝胶 

KP139 

基于化学相转化的聚合物微孔膜功能化策略 

刘富*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合物微孔膜目前最大问题是的界面污染导致运行能耗较高，其根本原因是膜材料的惰性界面对污染物缺少抵

抗、自清洁及修复能力。传统相转化是一个经典的物理相分离过程，难以获得活性功能表面。我们从铸膜液经过凝

固浴成膜这一基本物理过程出发，提出了通过“化学相转化”调控聚合物微孔膜的表界面功能，并深入研究了膜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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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功能化及环境相容性行为。“化学相转化”主要基于经典物理相转化过程中的三要素（铸膜液、凝固浴及膜），通过

分子化学手段调控反应性铸膜液、反应性凝固浴及反应性膜界面，从而赋予聚合物微孔膜的表/界面多种功能化，“化

学相转化”突破了物理相转化成膜难以直接功能化的局限。围绕化学相转化的表界面功能，具体研究可分为基于反应

性铸膜液的原位交联化学功能化，基于反应性凝固浴的扩散交联化学功能化以及基于微孔膜的界面交联化学功能，

从功能分子的操控路径上可分为 Inside out，Outside in 及 Top down。 

关键词：聚合物；微孔膜；化学相转化；表界面；功能化 

KP140 

一种通过水包气乳液制备聚合物多孔材料的简便绿色方法 

谭昊天,涂书画,赵永亮,王海涛* 

复旦大学 200433 

我们提出了一种简便且绿色环保的用于制备聚丙烯酰胺多孔材料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将表面改性的纳米二氧化

硅颗粒稳定的水包气（A/W）Pickering 乳液模板进行热引发聚合实现。本文利用十六烷基溴化铵（CTAB）来调节二

氧化硅的两亲性以制备稳定的 A/W 乳液。乳液中气泡尺寸以及其尺寸分布受到二氧化硅润湿性、固体颗粒含量以及

空气相体积分数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所获得聚合物多孔材料的孔洞尺寸以及孔通道尺寸可以通过二氧

化硅含量以及内相含量进行调节。相对于通过水包油（O/W）型乳液模板制备的材料，通过 A/W 乳液模板制备的聚

丙烯酰胺多孔水凝胶在污水处理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这是由于其独特的孔结构造成的。我们相信这一方法可以

被拓展到用于其他多孔聚合物的制备，使其具有良好可设计性的孔结构。 

关键词：A/W 乳液；Pickering 乳液；水凝胶；二氧化硅颗粒 

KP141 

高内相乳液模板法制备超高孔隙率多孔二氧化硅 

涂书画,赵永亮,谭昊天,余恒,王海涛* 

复旦大学 200433 

本研究以高内相乳液为模板制备了孔隙率高达 98.9%，密度仅为 24 mg/cm3 的多孔二氧化硅。我们首先以正硅酸

乙酯（TEOS）为原料聚合得到一种超支化的亲油性较好的聚硅氧烷（PEOS），这种 PEOS 分子能够自主调节与水的

反应程度来控制生成羟基的量，获得合适的亲水亲油性，进而稳定油包水型高内相乳液。处于油水界面上的 PEOS

分子在加热过程中会进一步发生溶胶-凝胶（sol-gel）反应生成二氧化硅骨架结构，然后将油相溶剂和水相去除之后，

就得到了超高孔隙率的多孔二氧化硅材料。通过调节水相 pH 值和 PEOS 的含量能够很容易地调控大孔的尺寸，另外，

水相 pH 值还能够实现对多孔二氧化硅材料比表面积的准确调控。实际上，这种多孔二氧化硅可以视为一种气凝胶，

而传统气凝胶的制备一般需要超临界流体，条件苛刻，价格昂贵，这种高内相乳液模板法制备气凝胶的方法简单廉

价，为气凝胶的简易生产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高内相乳液模板法；多孔材料；气凝胶；超轻材料；界面聚合 

KP142 

腺嘌呤基聚酰亚胺掺杂纳米二氧化硅薄膜的制备及表征 

陆政,胡江淮,汪志平,陈昌,杨刚*,曾科*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采用溶胶-凝胶法将无机纳米 SiO2 粒子掺杂到聚酰亚胺薄膜中，通过紫外-可见光光谱(UV-vis)、傅立叶转换

红外光谱(FTIR)、热机械分析仪(TMA)等测试方法，对 API 与 OPI 两种体系下薄膜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PI 主链上的-NH-与 SiO2中 Si-OH 有氢键作用，因此，由腺嘌呤二胺聚合而成的 API 体系与无机纳米 SiO2粒子间有

更好的相容性，无机掺杂量可达 20 wt%，此时薄膜样品的热膨胀系数(CTE)降低至 18 ppm/℃，并且光学透明性好。

该材料在微电子领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聚酰亚胺；腺嘌呤；二氧化硅；无机掺杂 

KP143 

具有自催化固化性能的脂环族酰亚胺邻苯二甲腈单体的合成 

柳郑洲,彭威峰,刘洋,曾科*,杨刚*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采用两步反应合成了一种脂环族酰亚胺结构的邻苯二甲腈化合物 HPPN。HPPN 的 T5%，T10%分别为 370°C

和 426°C，800°C 的残炭率为 56.8%，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并且经测试该化合物在 250°C 下保持 10 分钟，就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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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固化反应。该物质这种自催化固化的性能可以用来进一步合成具有优秀热性能的聚合物，同时该物质的合成为脂

环族化合物催化腈基固化机理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自催化；固化 

KP144 

一种新型邻苯二甲腈树脂的高效固化剂 

刘洋,柳郑洲,彭威峰,杨刚*,曾科*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本文合成出了一种四氢苯酐双封端的酰亚胺化合物（THBDB），并首次用来催化一种邻苯二甲腈树脂（即 3BOCN）

的热聚合反应。采用 DSC、TGA 以及 TA 流变仪来表征了共混物的固化行为，结果表明 THBDB 对 3BOCN 有着良

好催化效果，并且共混物表现出较宽的加工窗口和低的熔融粘度。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固化剂；热行为 

KP145 

相转化法制备接枝改性非对称性 PVDF 膜 

孔维肖,王耕,王雅丽,温慧颖*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本文采用相转换法制备马来酸（顺丁烯二酸）接枝改性的聚偏氟乙烯非对称膜。对 PVDF 原始粉体进行接枝改

性，以过饱和的 NaCl 水溶液为凝固浴，利用相转换技术直接成膜。加入一定质量的聚乙烯吡咯烷酮（PVP）而得到

可在油水中具有分离作用的多孔聚偏氟乙烯膜，且其结构为非对称性。实验中研究了型号为 AK-10、AK-50 和 AK-70

三种致孔剂 PVP 对膜亲水性和透水性能的影响，发现在对于膜的多孔结构以及对水的透过率方面来看，AK-70 所表

现出的性能最好，其次是 AK-50，添加 AK-10 致孔剂所得到的膜孔洞数量少且孔径小。改性 PVDF 膜多孔结构使油

滴在通过膜过程中出现明显分离。所制备出的 PVDF 非对称性膜在油水混合物中的分离效率很高，而且可以多次利

用，但在油水乳化液中的分离性能还有待提高。  

关键词：相转化法；非对称性膜；多孔结构；膜基体改性 

KP146 

生物基腺嘌呤的聚酰亚胺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胡江淮,陆政,李仁可,刘聪,陈昌,杨刚*,曾科* 

四川大学 610065 

生物 DNA 中的腺嘌呤结构凭借其结构稳定，优良的分子设计性，可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制备等优势成为理想的

替代石油基高性能材料的生物基高性能材料的结构单元。本文将腺嘌呤引入到了不同的聚酰亚胺结构中(API)，系统

评价了他们的结构与性能。结果表明，含腺嘌呤 PI 具有优异的热性能，机械性能。其 5%失重温度（T5）均超过 500℃，

最高可高达 569℃，残炭（CR）均高于 55%，最高可高达 67%，初始储能模量均在 4GPa 以上，甚至超过了 11GPa，

玻璃化转变温度也均高于 310℃， API 薄膜的热膨胀系数（CTE）均较低，甚至 PMDA API 薄膜的 CTE 为负。这证

明了腺嘌呤结构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石油基芳杂环的替代结构。 

关键词：腺嘌呤；聚酰亚胺；结构；热机械性能 

KP147 

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梯度共聚物的制备、热性质及 pH 响应

性行为 

和兵,田璐,李君*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两亲性共聚物在稳定剂和乳化剂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有关两亲性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甲基丙烯酸甲

酯（DMAEMA/MMA）的无规和嵌段共聚物的研究报导较多，迄今为止还没有二者梯度共聚物的相关研究报导。我

们通过改变单体投料比，采用半批量有机锑调控的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SBRP）合成三种 DMAEMA/MMA 梯度共

聚物。通过 1H NMR、GPC 分析证明，聚合反应可控性良好，聚合物具有显著梯度结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较窄。

DSC 分析表明，共聚物的 Tg 在两单体均聚物的 Tg 之间，且三种共聚物的 Tg 宽度随 DMAEMA 结构单元含量的增

加而增加，最宽为 70.3 °C，体现出梯度共聚物独特的热性质。共聚物在 THF/H2O（1/9, v/v）混合溶剂中具有 pH 响

应性，随着共聚物中 DMAEMA 含量的增加，UV-Vis 谱图中发生突变的 pH 值升高。研究结果表明该梯度共聚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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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甲基丙烯酸 N,N-二甲氨基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梯度共聚物； Tg 宽度；pH 响应性 

KP148 

聚芳醚硫醚砜的合成及其流变性能研究 

严光明,张刚*,任浩浩,卢杰宏,杨杰* 

四川大学 610064 

本论文针对 PASS 熔融加工性能差的的缺陷，以 4, 4’-二氯二苯砜 (DCDPS)，4, 4’-二羟基二苯醚 (DHDPE)和含

水硫化钠为原料，通过两步溶液共缩聚法，制备出了一系列不同 PASS 共聚比例的含氧聚芳醚硫醚砜(PAESS)共聚物。

通过红外、核磁等手段对共聚物结构进行了表征，用 DSC 对共聚物热性能进行了表征，所制备的共聚物具有优异的

热性能，Tg 的温度范围在 175.7-219.1℃。共聚物的平板流变仪测试结果表明：氧醚键的引入降低了 PASS 的复数黏

度，提高了聚合物的流动性，同时聚合物的熔体加工稳定性也明显提升。 

关键词：聚芳硫醚砜；氧醚；流变性能 

KP149 

基于咪唑盐离子的高强高韧自修共聚物材料 

崔静,李悦生* 

天津大学 300350 

自修复材料是一种能够自我修复的新型智能材料。这种材料对延长材料的寿命，提高材料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节约成本，减少资源浪费起着非凡的意义。本文基于离子可逆聚集机理制备了含有咪唑盐基团的降冰片烯衍生

物离子液体单体（BDI），将其与具有桥联苯结构的降冰片烯衍生物（HBM）进行开环易位共聚合得到一系列的离子

型共聚物。通过调节共聚单体的比例得到了具有优异机械性能和修复性能的材料，其中材料的杨氏模量可高达 286 

MPa，断裂强度达 16.2 MPa。与此同时，材料仍具有较大的断裂伸长率。由此可见，所制备的材料是一种强而韧的

自修复高分子材料。聚合物中含有大量的离子簇，离子簇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离子能够离子的相互作用或聚集赋予

了材料的修复性能，研究表明加热和红外照射均能加速材料的修复。 

关键词：离子共聚物；咪唑盐；高强高韧；机械性能；修复 

KP150 

静电纺丝超细纤维对重金属离子吸附性能的研究 

刘振艳 1,卫志美 1,张刚 2,王孝军 2*,杨杰 2,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材料科学技术研究所 

3.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吸附法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处理重金属污染

的方法。本论文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两种不同结构的聚醚砜（PES）纳米纤维，并研究了不同结构的纳米纤维对重金

属离子 Cr（Ⅲ）与 Cd（Ⅱ）的吸附效果，评估其用于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处理的性能。本研究分别从纤维形貌及吸附

实验两方面来对实验结果进行表征。结果表明：与 PES 超细纤维相比，通过自相分离法制备的 PES 多孔超细纤维具

有更大的比表面积以及孔隙率。通过吸附实验发现两种吸附剂对水溶液中的重金属离子均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且

整体来说 PES 多孔纤维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优于超细纤维。对获得的吸附数据进行动力学模型拟合分析后发现

PES 纳米纤维对两种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均符合伪一阶动力学模型，表明 PES 纤维对上述两种重金属离子的吸附速率

与吸附位点呈正比。 

关键词：静电纺丝；超细纤维；吸附；重金属离子 

KP151 

功能基团对聚硅氧烷低温性能影响研究 

邓志华*,邓建国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621900 

甲基乙烯基单苯基聚硅氧烷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超耐高、低温特性，以及一定的耐辐射性能，在航空航天、

动车船舶及高性能武器上得到一定应用，是现代国防工业及高新民用行业研究及应用对象。然而，聚氧烷分子链中

功能基团乙烯基和苯基结构及含量对其性能，特别是低温性能具有重要影响。通常认为聚合物的结晶性能与聚合物

分子链的对称性、规整性、共聚、支化和交联有关。乙烯基的引入降低了聚硅氧烷分子链的临时缠绕，使得分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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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局部有序的分子链数目减少，从而使得结晶温度向低温方向移动。温度越低，分子链的运动速率变慢，分子链进

行有序排列的时间增加，使得结晶峰的峰形变宽，并出现低温二次结晶特性。与双苯基聚硅氧烷相比，单苯基的引

入，主要破坏了整个分子链的规整性，分子内链节和质心不能整齐堆积，呈无序排列状态，使得含单苯基的聚硅氧

烷成为非晶型聚合物。 

关键词：聚硅氧烷；结晶性能；低温性能 

KP152 

聚双酚 A 二炔丙基醚改性含硅芳炔树脂的结构与性能 

郑嘉栋,袁荞龙*,黄发荣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将双酚 A 二炔丙基醚（BADPE）氧化耦合成聚双酚 A 二炔丙基醚（PAPE），用 1H NMR 等表征了 PAPE 的结构。

并将 PAPE 和含硅芳炔树脂（PSA）按不同质量分数共混，用 DSC 和 TGA 等考察了不同质量比的 PSA/PAPE 树脂的

固化行为、热性能和弯曲性能。结果表明固化的 PSA/PAPE 树脂具备优异的耐热性和弯曲强度，当用质量分数 5%的

PAPE 与 PSA 树脂共混，得到的改性 PSA 树脂固化物 5%热失重温度为 579 ℃，弯曲强度为 42.1 MPa，相比 PSA 提

高了 94%。  

关键词：聚双酚 A 二炔丙基醚；含硅芳炔；弯曲性能；热性能 

KP153 

后聚合反应在高性能有机材料合成中的应用 

孙晶*,周俊峰,金凯凯,王佳佳,贺凤开,王元强,陶杨青,王卓群,罗乙杰,房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高性能有机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力学性能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等领域。提高分子量是提升聚合

物性能的一种常用手段，然而随着分子量的提高，聚合物的溶解性和加工性等则会相应地下降，使其应用范围受到

限制。随着高性能聚合物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寻找有效方法获得易加工的高性能聚合物受到广泛关注。综合来看，

在不影响聚合物加工性的前提下，引入可固化基团，通过后聚合反应使聚合物交联，是获得高性能材料的一种有效

方法。其中，引入热固性基团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该方法不用添加剂只需加热即发生交联，不同的热固性基团还

可以改善聚合物的其他性能，拓宽其用途。在热固性基团中，苯并环丁烯、三氟乙烯醚基等都是具有高反应活性的

热固性基团，其固化温度低，所得固化产物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及介电性能。因此，我们发展了几类含有这些基团

的聚合物，并利用后聚合反应获得了多种高性能材料，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耐热性、介电性能等。 

关键词：后聚合反应；高性能聚合物；热固性聚合物；低介电常数 

KP154 

聚合物离子液体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孙学辉 1,王宏伟 2,贾云祯 1,张展 2,杨松 1,孙培健 1,聂聪 1* 

1.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2.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氰化氢和巴豆醛是卷烟烟气中两类代表性有害成分，是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烟草行业优先管控的烟气有害成分。

本文以同时吸附烟气中氰化氢和巴豆醛为目标，以富含氨基的聚乙烯亚胺为阳离子，以天然氨基酸为阴离子，通过

一步法在水相中制备了聚乙烯亚胺-氨基酸离子液体。利用 FT?IR、NMR 对产物结构进行表征，并采用 TG 考察了离

子液体的热稳定性。研究表明，聚乙烯亚胺分子量和氨基酸种类均影响离子液体的吸附性能。将所制备的聚合物离

子液体添加于卷烟，以未涂布离子液体的卷烟为对照，评价了上述离子液体对主流烟气中氰化氢和巴豆醛的去除性

能。当材料在卷烟中的添加量为 10mg/支时，烟气中氰化氢和巴豆醛的降低幅度分别为 32~53%和 20-40%，表明这种

聚合物离子液体在同时去除烟气氰化氢和巴豆醛等有害成分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离子液体；吸附；卷烟烟气；氰化氢；巴豆醛 

KP155 

含苯并咪唑聚酰亚胺纤维的制备及其结构性能研究 

吴浩，郑森森，苗岭，董杰，赵昕，张清华* 

纤维材料改性及高分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华大学,上海,201620 

本文以联苯四甲酸二酐（BPDA）为二酐单体，以对苯二胺（PDA）为二胺，同时将杂环二胺单体 2-（4-氨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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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5-氨基苯并咪唑（BIA）引入到聚合体系中作为第三单体，以 N,N'-二甲基乙酰胺（DMAc）为溶剂，采用干法

纺丝工艺制备聚酰亚胺纤维。三元共聚聚酰亚胺纤维力学性能优异，强度和模量分别达到 2.38GPa，16.9GPa。热酰

亚胺化和高温热牵伸的共同作用改变聚酰亚胺纤维分子链的聚集态结构，提高纤维的结晶度与取向。XRD 研究纤维

聚集态结构非常完善，Peak-fit 拟合计算出纤维结晶度达到 33.7%，取向度达到 0.80。  

关键词：聚酰亚胺；干法纺丝；苯并咪唑；聚集态结构；结晶 

KP156 

苯并噁嗪改性含硅芳炔的力学性能研究 

蔡明成,袁荞龙*,黄发荣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含硅芳炔树脂（PSA）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优良的加工性能，在耐高温材料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其树脂

固化物质脆，力学性能有待提高。聚苯并噁嗪作为一种高性能热固性树脂，具有灵活的分子设计性、体积近零收缩

和优异的力学性能等特点。本文通过三种不同的方法合成了具有炔丙氧基的苯并噁嗪（P-appe），通过比较三种不同

方法的反应时间和产率等因素确定了合成 P-appe 的方法。将 P-appe 与 PSA 进行溶液共混，制备了不同配比的二元共

混体系——改性含硅芳炔（PPe）树脂。重点考察了 P-appe 含量对含硅芳炔树脂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的影响。研究表

明改性固化物的弯曲强度随 P-appe 含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 P-appe 的加入量为 20 wt%时，弯曲强度

可提升 80.6%。此外，改性固化物还显示了良好的热稳定性，PPe-2 的氮气中热分解温度 Td5 >524°C，表现出了良好

的综合性能。 

关键词：含硅芳炔；苯并噁嗪；共混改性；力学性能 

KP157 

刺激响应性聚硅氧烷共聚物的合成和应用 

邓裕坤,徐昆,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刺激响应性共聚物一般又称智能共聚物或环境响应性共聚物，是一类在外界刺激下能产生非线性响应，自身的

行为会发生相应变化以及自身的分子链发生构象或结构的转变而引起物理或化学性质突变的聚合物，聚硅氧烷具有

良好的化学稳定、热稳定性和低毒性。近年来经常被用于构筑刺激响应性聚合物材料体系中，关于聚硅氧烷共聚物

的力响应性的研究还很少被报道，因此本文以聚硅氧烷为主链，通过末端带有的羟基与硼烷和异氰酸形成动态与静

态交联，反应合成具有力响应性的共聚物，研究力响应性与分子结构的关系以及不同温度等环境条件下力响应性的

变化。通过流变仪等对其刺激响应性力学性能进行表征，运用红外光谱进行其化学结构的表征。研究发现，反应合

成的共聚物具有良好的力学响应性能，并且在 75℃依然保持稳定的力学响应性。  

关键词：刺激响应；聚硅氧烷共聚物 

KP158 

点击反应改性三聚氰胺海绵运用油水分离 

彭锦雯，邓俊杰，权翼腾，邓卫星*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4 

三聚氰胺海绵（MS）具有低密度、高孔隙度、三维骨架结构、良好的弹性和灵活性，对油和水有着极其优异的

吸附性能。以三聚氰胺海绵为载体，将侧链乙烯基硅油（PMVS）和季戊四醇四巯基乙酸酯（PETMP）通过巯基-乙

烯基点击反应固化在三聚氰胺海绵上，调节反应物在溶剂中的溶度，使海绵在降低堵孔率的情况下，保持高吸油率。

采用 FTIR-ATR、TG、XPS、SEM-EDS 对改性前后海绵进行分析表征，并对改性后海绵进行疏水吸油测试。结果证

明了 PMVS/PETMP 很好的固化在海绵骨架上，改性后海绵对油品和有机溶剂有着非常高的吸收率，多次循环也能保

持极高稳定性。 

关键词：点击反应；三聚氰胺海绵；油水分离 

KP159 

超疏水 PES/PDA/ODTS 复合纤维膜的制备与表征 

曹素娇,王孝军*,张刚,杨杰* 

四川大学 610064 

受荷叶表面超疏水自清洁结构启发，作者首先采用静电纺丝法构筑了具有微纳米粗糙表面结构的纤维膜，然后

对纤维膜进行多巴胺吸附改性，引入活性基团，并以活性基团为反应活性点，通过硅烷化反应在纤维膜表面接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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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表面能的烷基链。通过 ATR-FTIR、SEM、接触角、滚动角等测试对制备的 PES/PDA/ODTS 复合纤维膜结构和

性能进行表征。ATR-FTIR、SEM 测试结果表明以 PDA 作为二次反应平台，长链烷基被成功引入纤维膜表面。与荷

叶类似，一方面，复合纤维膜表现出极大的水接触角。当液滴体积小于 10μL 时，由于注射器针头对液滴的吸引力大

于其重力及纤维膜对其的引力，在测试过程中，液滴被注射器针头带走而不滴落于纤维膜表面；当液滴体积增大至

32μL 时，由于其重力大于针头的引力，液滴发生自由落体滴落于纤维膜表面，且呈椭圆形。同时，测试表明复合纤

维的滚动角小于 2.5°。另一方面，复合纤维膜表现出超亲油性。 

关键词：超疏水； PES/PDA/ODTS 复合纤维膜； 静电纺丝； 硅烷化改性 

KP160 

纳米晶纤维素增强具有高密度磺酸基的含氟聚芳醚酮质子交换膜的制备 

倪闯将,魏英聪,赵麒,候小炜,闫茹,呼微*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本研究采用后磺化方法合成了不同比例的具有高密度磺酸基的含氟磺化聚醚醚酮酮共聚物，分别命名为

SFPEEKK-30 与 SFPEEKK-60（30 和 60 为含芴单元的百分含量）。利用酸水解方法制备了纳米晶纤维素（NCC），并

将 NCC 引入 SFPEEKKs 基体中制备了复合质子交换膜。NCC 表面亲水性的-SO3H 与-OH 可以与高分子链上的-SO3H

基团通过氢键相互作用形成离子簇及氢键网络结构，这将有助于复合膜质子传导率的提高。此外，我们在 SFPEEKKs

分子链中设计了疏水性的含氟链段及亲水性的含芴链段。亲疏水相的形成有助于质子传输通道的形成。

SFPEEKK-60/NCC-4（4 为 NCC 的百分含量）在 80℃时质子传导率达到 0.245 S·cm-1，远高于纯膜（0.152 S·cm-1）。

SFPEEKK-30/NCC-4 的拉伸强度、模量、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43.2Mpa, 961.7 Mpa, 79.4%, 均高于纯膜。 

关键词：磺化聚合物；纳米晶纤维素；复合；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KP161 

4-哌啶基甲基-苯乙烯负离子共聚制备胺基官能化丁苯橡胶及其性能研究 

季院珍，何洋，鲁建民*，韩丙勇*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橡胶官能化是实现橡胶高性能化的一种重要途径。本文采用 4-哌啶基甲基-苯乙烯（PMS）-丁二烯-苯乙烯负离

子共聚合的方法，对溶聚丁苯橡胶进行官能化改性。合成了链中官能化溶聚丁苯、链端官能化溶聚丁苯（单端、双

端）和星型官能化溶聚丁苯，并对其物理机械性能、动态力学性能、加工性能等进行测试与分析。结果表明，通过

官能化改性的丁苯橡胶性能要好于未改性的丁苯橡胶，拉伸强度在 20MPa 以上，撕裂强度 42kN/m 以上，0℃下 tanδ

值可达 1.027，60℃下 tanδ 值可达到 0.102，抗湿滑性和滚动阻力的改善幅度最大。RPA 曲线表明，胺基官能化改性

的丁苯橡胶与填料的相互作用增强，分散效果得到改善，Payne 效应降低。采用共聚方法制备的胺基官能化丁苯橡胶

是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绿色节能橡胶。  

关键词：负离子聚合；4-哌啶基甲基-苯乙烯（PMS）；溶聚丁苯橡胶 

KP162 

基于铁离子配位的水性聚氨酯粘合剂的制备与表征 

李勰,李翠华*,贾鑫*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832000 

水性聚氨酯弹性体(WPU)作为粘合剂应用各领域。为了克服传统溶剂型粘合剂存在的缺点以及水性树脂粘合剂的

不足。本文采用丙二醇(PPG)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反应制备水基聚氨酯粘合剂，通过与铁离子(Fe3 +)络合形成

金属聚合物复合材料。与铁离子络合(Fe / PU)，使聚氨酯分子链具有更好的规整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微相分离分离，

从而具有更好的粘附能力与机械强度。通过傅立叶红外光谱仪（FTIR）、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动态机械力分析

（DMA）等仪器表征结果可以看出，微相分离分程度随着复合铁离子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聚氨酯复合材料的拉伸性

能（抗拉强度、杨氏模量、应变长度）高于纯聚氨酯。在不同的铁离子含量，25%的 Fe/PU 复合材料表现出优异的

粘结强度。此外，铁离子的络合使得复合材料具有更强的储存模量以及更低的损耗因数，对其机械性能有明显的提

升。  

关键词：水性聚氨酯；金属络合；粘合剂；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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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63 

聚（3-己基噻吩）在边缘的溶剂中的声结晶 

张璇,霍红*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用超声处理苯甲醚中的 P3HT 可以显著影响 P3HT 的结晶度。在溶解温度(85℃)超声导致 P3HT 溶液浓度发生波

动。此外，P3HT 在溶液中的结晶还会受到憎溶剂力的影响，不同的结晶温度下，P3HT 分子在溶液中所受的憎溶剂

力也不同。对于在 16℃溶液中结晶的 P3HT 来说，超声处理的 P3HT 的结晶动力学要慢于未处理的 P3HT；纳米纤维

聚集密度和尺寸要低于未处理的 P3HT。对于在 20℃溶液中结晶的 P3HT 来说，超声处理的 P3HT 的结晶动力学和未

处理的 P3HT 相当；纳米纤维聚集密度和尺寸也和未处理的 P3HT 相当。对于在 26℃溶液中结晶的 P3HT 来说，超

声处理的 P3HT 的结晶动力学要快于未处理的 P3HT；纳米纤维聚集密度和尺寸要高于于未处理的 P3HT。实验结果

显示，初始溶液中高分子链的分散（浓度波动）和憎溶剂力是影响聚合物结晶的两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声结晶；P3HT；结晶动力学；憎溶剂力 

KP164 

双向冷冻法制备高可拉伸性仿贝壳石墨烯/聚乙烯醇复合薄膜 

赵妮芳,杨苗,赵骞,高薇薇,谢涛,柏浩* 

浙江大学 310027 

珍珠母是一种轻质、高强度、高韧性的生物材料，它独特的“砖-泥”结构使其具有了非常优异的力学性能。大部

分制备仿珍珠母石墨烯基薄膜的方法模仿了珍珠母的“砖-泥”结构，但是很少有研究考虑到珍珠母层与层之间的界面

作用，特别是“砖”表面的粗糙结构和“砖”与“砖”之间的桥接。而界面作用对于提高珍珠母的力学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双向冷冻法可以有效制备具有双轴取向的多孔材料，并且通过调节分散液的浓度和粘度来调节层与层之间的

界面作用。因此，我们应用双向冷冻法来制备仿珍珠母氧化石墨烯和聚乙烯醇复合支架，通过热压和化学还原的过

程，得到具有高强、高韧性、高可拉伸性的仿珍珠母石墨烯/聚乙烯醇复合薄膜材料。相比于传统方法制备得到的复

合薄膜，该薄膜通过引入层与层之间的界面作用进一步提高力学性能。另外，该材料具有较好的耐疲劳性，且电导

率可随着拉伸实时变化，可应用于柔性电子器件等领域。 

关键词：双向冷冻；仿贝壳；可拉伸；薄膜 

KP165 

具有高强度和高回复性的仿生石墨烯气凝胶 

杨苗,赵妮芳,崔滢,高薇薇,赵骞,高超,柏浩*,谢涛 

浙江大学 310027 

石墨烯气凝胶，作为一种轻质，高强和多功能性的材料，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是如何制备同时具有高强

度和高回复性能的石墨烯气凝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模拟天然材料的化学组成和多尺度结构，在微观上构筑

复杂的多尺度结构，提供了一种使石墨烯气凝胶同时实现高强度和高回复性能的解决思路。再力花（Thalia dealbata）

是一种轻质，高强度和高回复性的天然材料，其观形貌拥有带连接的层状结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多尺度结构，

导致其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受到这种微观多尺度结构的启发，我们将双向冰冻法应用于石墨烯/聚合物复合体系，

制备出仿生的石墨烯气凝胶，其具有大面积取向的带连接的片层结构。并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回复性。这种仿生石

墨烯气凝胶能进一步在传感器、电极材料、柔性电子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本研究也为通过仿生概念，实

现多孔材料结构的可控制备，进而提高其机械性能和功能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石墨烯气凝胶；双向冰冻；仿生结构；高强度；高回复性 

KP166 

正型光刻胶专用树脂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徐文佳,郑翔飞,纪昌炜,刘敬成*,刘仁,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000 

以对乙酰氧基苯乙烯(ASM)、丙烯酸叔丁酯(TBA)、丙烯酸四氢呋喃酯(TA)和 2-甲基-2-金刚烷基甲基丙烯酸酯

(MAM)为单体，偶氮二异丁腈(AIBN)为引发剂，通过自由基聚合制备了不同 MAM 含量的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P(ASM-co-TBA-co-TA-co-MAM) (PATTM)，加入一定量的甲醇钠和甲醇进行醇解，制得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PATTM-A。

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核磁共振氢谱(1H-NMR)、凝胶渗透色谱(GPC)、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等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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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物 PATTM 和 PATTM-A 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表征；以 PMMM-A 为基体树脂配制了光刻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测试了光刻胶分辨率。结果表明，随着 MAM 含量升高，PMMM-A 的分子量下降，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

耐碱性增强，所制备的光刻胶分辨率可达 0.5 μm。 

关键词：248 nm；共聚物；光刻胶；分辨率 

KP167 

微波辅助制备聚酰亚胺纤维及其结构与性能研究 

李玉珍,张梦颖,牛鸿庆*,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纤维作为一种高强高模、耐化学腐蚀、耐高低温和低介电性能优异的高分子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电

工、高温防护、航空航天等方面。目前聚酰亚胺纤维的制备多以先合成其预聚体再进行热亚胺化的方法为主，存在

着高温降解、氧化、交联、亚胺化程度不均、结构缺陷多、能耗高等问题，不利于工业发展。本论文采用微波辅助

热亚胺化的方法，利用微波辐射的加热原理，降低了热环化温度，减少了高温亚胺化过程的不足，更加高效便捷的

制备聚酰亚胺纤维。通过传统热亚胺化方法与微波辅助热亚胺化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微波辅助热亚胺化制备

的聚酰亚胺纤维比传统热亚胺化制备的纤维在亚胺化程度、力学性能、热稳定性等方面均有所提高。微波可使热亚

胺化效果前移，从而节约能耗，为聚酰亚胺纤维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酰亚胺纤维；微波；亚胺化 

KP168 

荧光粘弹性颗粒驱油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姜祖明*,郭兰磊,祝仰文,曹绪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257015 

粘弹性颗粒驱油剂（B-PPG）同时具有部分交联结构和部分支化分子结构，性能上兼具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和交

联聚合物凝胶双重优点。对于这种新型的驱油剂，其在多孔介质中的驱油机理尚未明确，如果在其分子上引入荧光

基团，便可在渗流及驱油实验中对其进行实时追踪，明确其驱油机理。为此本文采用多官能引发体系，通过动力学

控制，制备了具有荧光特性的粘弹性颗粒驱油剂（B-PPG），并采用红外光谱和荧光光谱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研究

发现荧光 B-PPG 具有强的荧光特性，且特征发射波长为 350nm，建立了荧光 B-PPG 荧光强度与浓度的关系：

y=0.0565x+1.28（其中，y 为荧光强度；x 为 B-PPG 浓度，mg/L）。 

关键词：荧光；粘弹性颗粒；驱油剂；荧光光谱 

KP169 

基于可交换酯键的环氧树脂设计及其可回收性研究 

李晓晓,荣亚鹏,贾晓龙*,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广泛应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越来越多，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亟待解决。作为碳纤

维复合材料中应用最广的热固性树脂基体，环氧树脂固化后形成不溶不熔的交联网络结构，因此其回收再利用非常

困难。本文利用聚合物自修复的原理，以双酚 A 型二缩水甘油醚（DGEBA）、多元脂肪酸为主体树脂、固化剂，以

路易斯酸为催化剂，构建可交换的动态酯键，形成一种特殊的热固性交联网状结构，研究发现：随着催化剂含量的

增加，环氧树脂交联密度增加，其拉伸性能和玻璃化转变温度（Tg）均呈上升趋势。同时，通过在 180℃、1Mpa 的

条件下加热加压，对该环氧树脂体系进行可回收利用，回收后树脂体系的拉伸强度、拉伸模量与回收前相当。进一

步，我们采用乙二醇溶剂溶解树脂样块表面后无压力粘接，观测粘接界面形貌良好，该环氧树脂体系具有优异的自

修复能力。本研究为大规模有效回收再利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科学途径。 

关键词：环氧树脂；回收；可交换酯键 

KP170 

基于氢键自修复的光固化聚氨酯涂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高菲，曹建诚，刘敬成*，刘仁，袁妍，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本文以分子量为 2000 g/mol 的聚碳酸酯二元醇与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合成了聚碳酸酯基聚氨酯预聚体，并依次

和不同比例的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半封端的酰脲嘧啶酮单体（UPy-NCO）、甲基丙烯酸异氰基乙酯反应，制备出不同

UPy 单体含量的光固化自修复聚氨酯树脂。本文利用傅里叶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仪测试了聚氨酯的结构；采用凝



 
 

621 
 

胶渗透色谱测试了聚氨酯的分子量。结果表明：目标产物被成功制备。同时，本文以上述聚氨酯为基体树脂，设计

出一系列光固化聚氨酯涂料配方，并通过加入光引发剂、溶剂进一步制备出不同的光固化自修复聚氨酯涂层。利用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光泽仪、摆杆硬度测量仪等方法分别表征了涂层的自修复性能以及其他基本性能，结果表明：

涂层光泽度高，并具有优异的附着力；同时，随着 UPy 单体含量的增加，涂层的自修复效果明显升高。 

关键词：光固化；聚氨酯；自修复；涂层；氢键 

KP171 

聚酰亚胺/氧化石墨烯复合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袁东明,牛鸿庆*,张梦颖,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I）纤维高强高模，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以及尺寸稳定性，已经广泛的应用于航空航

天、军工国防。但是通过两步法所制备的聚酰亚胺纤维的综合性能还很弱。以提高采用二步法制备的 PI 纤维的综合

性能，本论文以联苯四甲酸二酐(BPDA)和对苯二胺(p-PDA)为单体，N,N’-二甲基乙酰胺(DMAc)为溶剂，氧化石墨烯

（GO）为无机纳米填料采用原位聚合的方法制备了不同氧化石墨烯含量的聚酰亚胺/氧化石墨烯（PI/GO）无机纳米

复合纤维。并且研究 GO 含量对纤维的机械性能、热性能和凝聚态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 GO 含量的增加，

PI/GO 纤维的拉伸强度、模量和断裂伸长率均有提高；其热分解温度和玻璃化转变温度逐渐升高；纤维的取向度也有

所提高。 

关键词：聚酰亚胺；氧化石墨烯； 纤维 

KP172 

混合亚胺化对聚酰亚胺纤维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刘铭,张梦颖,武德珍,牛鸿庆*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I）纤维具有良好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突出的介电性能与抗辐射等性能，广泛用于航空、航天、

微电子、国防军工等领域。目前 PI 纤维的制备多采用两步法，先制备聚酰胺酸（PAA）纤维，再进行热亚胺化。但

热亚胺化过程存在亚胺化程度不均、结构缺陷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最终纤维力学性能；而化学亚胺化可明显减少

纤维内部结构缺陷和提高亚胺化程度均匀性。基于此，本论文采用热亚胺化与化学亚胺化相结合的方法。并改变化

学亚胺化处理时间，以研究混合亚胺化对 PI 纤维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亚胺化制备的 PI 纤维比传统热

亚胺化制备的纤维在力学性能、亚胺化程度、取向度、热稳定性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且随着化学亚胺化时间增加，

纤维性能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 

关键词：聚酰亚胺纤维；混合亚胺化；力学性能 

KP173 

一种无色透明柔性异氰酸酯基聚酰亚胺薄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杨作东 1,韩世辉 1*,孙高辉 1,马明明 2,王磊超 1,段天娇 1,张莹 1,任晓荷 1 

1.哈尔滨工程大学；2.青岛中诚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色透明聚酰亚胺（PI）薄膜因其高韧性、高强度、透明、耐腐蚀而被认为是未来光电器件封装基板的首选材

料。目前市场上无色透明 PI 薄膜材料中最为重要且性能较好的一类为含氟 PI 薄膜，但价格昂贵。本论文采用廉价的

MDI-50 和 HDI 代替二胺，与 ODPA 三元共聚制得无色透明柔性 PI 薄膜。研究结果表明，MDI-50 中的 2,4-MDI 异构

体可以使 PI 分子链更加弯曲，使薄膜颜色变浅；HDI 的引入使 PI 薄膜颜色进一步变浅且柔韧性大大增强；ODPA 中

醚键也起到了降低 PI 薄膜的色泽、提高柔韧性的作用，最终制备得到无色透明 PI 薄膜。测试结果显示，30μm 厚的

PI-50:50 薄膜的紫外截止波长为 360nm，400-700 nm 时的透光率高达 89%，5%时的失重温度可达 400℃，最大分解

温度在 512℃；PI-50:50 薄膜样品拉伸强度为 75.02MPa，弹性模量为 2.319 GPa，断裂伸长率为 6.95%。  

关键词：聚酰亚胺；薄膜；透明；异氰酸酯；柔性 

KP174 

聚酰亚胺纤维纸基锂离子电池隔膜 

祖梦祎,田国峰,齐胜利,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采用聚酰亚胺（PI）短切纤维，利用湿法造纸工艺制备锂离子电池隔膜。由于 PI 短切纤维表面光滑，纤维间结

合力低，首先将 PI 短切纤维在氢氧化钾（KOH）溶液中进行刻蚀，再经过水洗、质子化，最后将混合浆料在抄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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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抄造成原纸，由分子间氢键提供原纸的强度。为了进一步提高纤维纸的强度，将原纸在聚酰胺酸（PAA）树脂中

浸渍后热压，其中 PAA 溶液由 4,4’-联苯醚二酐（ODPA）和 4,4’-二氨基二苯醚（ODA）缩聚而得，N,N-二甲基乙酰

胺（DMAc）为溶剂。研究表明，利用湿法抄造成型工艺制备出了具有较高孔隙率和吸液率并具有一定力学性能的隔

膜。但是，隔膜的力学性能随着热压压力的增大先升高后下降，当热压压力为 5MPa 时，隔膜能获得良好的力学性

能、较高的孔隙率和吸液率以及耐高温性能。  

关键词：聚酰亚胺纤维纸；锂电隔膜；热压压力 

KP175 

熔喷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刘曼 1,黎云 1,胡凌泉 1,赵亮 1,黄浩 1,王桦 1,2,3,王罗新 1* 

1.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省纺织科学研究院 

3.高技术有机纤维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本文以实验室提供的聚苯硫醚超细纤维无纺布为基布，并配制聚氨酯浆料，通过湿法加工工艺将聚苯硫醚超细

纤维与聚氨酯进行复合，制得复合材料。对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各项性能进行系统测试和表征。结

果表明：PPS 超细纤维/PU 复合材料具有以 PU 为填充体，PPS 超细纤维为骨架的三维立体结构；随着 PU 质量分数

增大，PPS 超细纤维/PU 复合材料拉伸强度与断裂伸长率先增大后减小，当 PU 的质量分数为 35%时，其力学性能最

高，为 16.3Mpa，其顶破强度随 PU 质量分数增大明显增大。  

关键词：聚苯硫醚；超细纤维；聚氨酯；熔喷 

KP176 

氮化硼与多壁碳纳米管协同提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基复合材料导热性能研究 

王志国,徐家壮*,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随着电子电器向微型化和高能化发展，设备运行中产生大量的热，若不及时耗散，将严重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

在具有隔离结构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基导热复合材料中，我们利用片状氮化硼（BN）和一维碳纳米管

（CNT）复配，构建杂化导热网路，以期望 BN 和 CNT 两种不同维度的填料在隔离结构中构建杂化传导网络来实现

填料更好的利用率。通过激光导热方法测得导热率表明：当总填料含量为 15.5 vol%时，BN-CNT/UHMWPE 复合材

料热导率的最大值达到了 2.601 W/mK, 相比于 BN/UHMWPE 提升了 108%。复合材料热导率的提高归因于 CNT 在

BN 间的桥接作用，进一步增加了导热通路，部分弥补了因 CNT 的加入而阻碍了 BN 面与面的搭接从而导致热导率

的部分降低。 

关键词：热导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氮化硼；多壁碳纳米管；隔离结构 

KP177 

PDA/HFBAPP 摩尔配比对含氟聚酰亚胺纤维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白莉娟,李昂,张梦颖,牛鸿庆,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纤维作为一种高性能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工、航空航天及国防军工等领域，随着航天军事工业的

发展，对聚酰亚胺纤维低介电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开发新型低介电聚酰亚胺纤维十分必要。本文将不同比例的

六氟二胺单体 HFBAPP 引入到 BPDA/PDA 体系聚酰亚胺主链结构当中，通过“两步法”湿法纺丝探究制备含氟低介电

聚酰亚胺纤维的工艺路线，探究 PDA/HFBAPP 配比对纤维结构与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HFBAPP 含量越高，对纤

维力学强度和模量的削弱就越明显，纤维的分散性也会变差，并出现明显的并丝现象，但纤维的伸长率显著提高，

最高可达 26%，纤维的取向度也会随着 HFBAPP 含量的增加逐步下降。但含氟二胺对纤维介电性能的提升十分明显，

其含量为 40%时，可将介电常数降低至 2.85，明显低于 BPDA/PDA 均聚体系聚酰亚胺的介电常数 3.62。  

关键词：聚酰亚胺纤维；六氟二胺；低介电常数 

KP178 

通过固相加工制备高强度 UHMWPE/CNT 导电复合材料 

虞晚成,徐家壮*,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构筑隔离结构即将导电填料选择性分布在基体粒子表面形成导电通路可以显著的提高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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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s）的有效填料浓度，获得高电导率、低逾渗值的复合材料。但在提高电性能的同时，填料的选择性分布会削

弱材料的力学性能。本文通过固相挤出的方式制备了一种具有隔离结构的 UHMWPE/CNT 复合材料，同时兼顾优异

的电性能及力学性能。通过光学显微镜可以看到隔离结构经过固态挤出后仍然得到保留，并且网络结构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取向。由于固相加工过程中极强的剪切拉伸场，基体发生高度取向，同时粒子界面在高压力场的作用下更加

紧实，最终得到的复合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都可以达到 100 MPa 的水平，其中 SPE-0.5 的极限拉伸强度达到 120.3 

MPa，相比于 CM 样品（35.4 MPa）上升 240%。同时材料拥有极低的逾渗值（0.093 vol%）以及优异的电导率（CNT

含量为 1 wt%时 2.1 S/m）。 

关键词：隔离结构；固相挤出；取向；力学性能；电性能 

KP179 

UV 固化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的制备及粘接性能 

邓飞飞,汪映寒* 

四川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以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聚四氢呋喃醚二醇(PTMG)和二羟甲基丙酸(DMPA)为原料制备了聚氨酯预聚体，

并用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对预聚体封端，通过中和乳化得到了可 UV 固化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乳液(WPUA)。

为了提升 WPUA 乳液对 PET 基材的粘接，在用 HEMA 封端后加入了一定量的甲基丙烯酸异冰片酯(IBOA)。实验结

果表明，IBOA 的引入没有影响 WPUA 乳液的外观和稳定性。随着 IBOA 含量的增加，T 型剥离强度先增加后减小，

在添加量为 10%时达到最大值 30 N/m；拉伸强度和模量增加，而断裂伸长率有所降低。另外 IBOA 的引入能提高胶

膜的耐介质性。 

关键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UV 固化；IBOA；粘接性 

KP180 

苯并咪唑型二胺固化环氧树脂机理探究 

王早铭,洪达伟,赖文川,张小娇,刘向阳* 

四川大学 610041 

环氧树脂优异的性能使得其在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固化剂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氧材料的性能以及

应用范围。本文使用了一种新型的含有苯并咪唑的芳香族二胺—2-(4-氨基苯基)-5-氨基苯并咪唑（PABZ）作为环氧

树脂的固化剂，探索了其在固化过程中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固化反应机理。使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动态力学测

试（DMA）研究该固化体系的固化行为以及随后的交联网络结构。研究结果发现，PABZ 固化环氧树脂过程中存在

两种不同的竞争固化反应，即二胺开环固化与咪唑开环固化；且该两种固化反应发生的比例是影响产物交联度的决

定性因素。进一步通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固化反应，可以有效调控固化时两种固化反应的进行，从而达到调控

产物玻璃化转变温度（Tg）的目的。 

关键词：环氧树脂；固化剂；固化反应；交联结构 

KP181 

采用 O/W/O 多层乳液法制备多孔聚酰亚胺中空微球的研究 

秦家强*,邓超,彭黎莹,刘向阳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5252 

具有多孔结构的聚合物中空微球是一类具有独特形态的材料，在催化剂负载，分离纯化，涂料、皮革等领域具

有十分广阔的应用价值。芳香族聚酰亚胺（PI）由于含有大量芳杂环结构，综合性能优异，尤其是在强度，耐高温

以及耐溶剂等方面性能突出，在上述领域极具应用前景。但由于 PI 在合成工艺，化学结构及物理性质等方面的限制，

目前尚未见到具有多孔结构 PI 中空微球的报道。本文采用 PAAS 水溶液为水相（W），Lp 为内（O1）和外（O2）油

相，分别采用 Op-10 和 Span80 作为乳化剂，设计并得到 O/W/O 多层乳液体系，并通过化学酰亚胺化工艺实现水相

中的 PAAS 亚胺化。通过 PAAS 固含量和 OP-10 加入量与粘度的关系研究，找到了水相粘度与中空微球壳层孔洞数

量以及微观形态的关系。此外，探讨了不同条件下中空微球微观形态的变化以及形成条件，并提出 PI 多孔中空微球

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聚酰亚胺；聚酰胺酸盐；多孔中空微球；微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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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82 

高介电常数、低弹性模量、高透明凝胶 

石磊,丁书江*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介电弹性体是一类智能材料，拥有在电场刺激下发生机械形变的能力（电-机转换），也能实现机械能到电信号或

电能的转换，因此可作为电驱动器、传感器、机械能收集器，在柔性电子、软机器、智能仿生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

用潜力。长期以来，人们致力于获得高介电常数、低弹性模量的弹性体材料以推动其实际应用，但是，高介电常数

和低弹性模量这两个重要性能参数往往不可兼得：高介电或导电填料增加了复合材料介电常数的同时也增加了其弹

性模量，且降低了其力学性能；增塑剂降低了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但无法大幅提高其介电常数。本研究以全新的

思路，采用高介电常数的溶剂，如，DMSO（二甲基亚砜）、NMP（N-甲基吡咯烷酮）、DMA（N,N-二甲基乙酰胺）、

PC（碳酸丙烯酯）等，将其制备成凝胶软材料，获得了高介电常数（10~50），低弹性模量（20~60 KPa），且兼具有

高透明性（~99%，100um 厚）的材料。 

关键词：高介电常数；低弹性模量；高透明；凝胶；软物质 

KP183 

基于固相交联聚合技术的耐高温聚芳醚腈薄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尤勇,杜炫毅,危仁波,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本文通过亲核反应聚合得到腈基封端的联苯酚酞型聚芳醚腈(PEN)，采用溶液流延法制备均匀薄膜；分别在

200℃、320℃和 350℃下对薄膜分别进行 5 h 的固相交联聚合反应，通过 DSC、TGA 和 DMA 等对交联后的样品热学

和力学性能进行了表征。数据显示，在经过固相交联聚合反应后，PEN 薄膜热性能和力学性能得到明显的增强。薄

膜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从 240.15℃增加到 370.54℃，初始分解温度(T5%)由 493.45℃提高至 510.53℃；与此同时，

力学强度从 100.18 MPa 增强至 129.82 MPa，拉伸模量从 1978.31 MPa 增加至 2847.99 MPa。以上结果可以表明固相

交联反应可以极大地提高 PEN 薄膜的耐热稳定性和使用温度，使其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关键词：聚芳醚腈；固相交联聚合；热学性能；力学性能 

KP184 

基于 Diels-Alder 动态网络的生物基多重响应形状记忆聚合物 

史家昕,张旸,徐军,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本文采用生物基平台化合物 2,5-呋喃二甲醇、丁二酸和聚乙二醇通过溶液预聚—扩链法合成了含有聚丁二-2,5-

呋喃二甲醇酯（PFS）段和聚乙二醇（PEG）段的多嵌段共聚物（PFS-b-PEG），并利用双马来酰亚胺（BMI）与聚合

物中呋喃环的 Diels-Alder 反应构建动态交联网。该聚合物具有优良的形状记忆性能，形状固定率和形状回复率均可

达到 97%以上，同时其结晶态和高弹态的模量也足以满足常规使用需求。由于该材料拥有 D-A 动态交联网，则其会

具有固态再塑永久形状和熔融态加工能力。此外，材料中存在的亲水段和疏水段，还会赋予其水响应变形能力。 

关键词：高分子；形状记忆；多重响应；生物基；Diels-Alder 反应 

KP185 

高韧性自修复双重网络橡胶的分子设计与研究 

吴锦荣 1*,蔡历恒 1,彭燕 1,罗明超 1,黄光速 1,David A. Weitz2 

1.四川大学；2.Pauls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传统橡胶一般采用共价键硫化，不可自修复，回收利用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可重复利用的自

修复橡胶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自修复橡胶通常是基于可逆非共价键交联形成的超分子弹性体，其中可逆

非共价键包括氢键，金属配位键，离子键，π-π 络合等，这些键具有动态络合和解络合的特性，可以赋予橡胶自修复

的功能，然而这些键的键能低于共价键，使得自修复橡胶的力学性能较差，难以满足实际应用要求。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我们将可逆网络和不可逆网络集成在同一聚合物中，制备高韧性自修复双重网络橡胶；其中可逆氢键网络同

时具备能量耗散和自修复的功能，而不可逆共价键网络确保材料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此外，该双重网络橡胶具有

独特的微裂纹形成现象，进一步耗散能量，使得材料具有与天然橡胶匹敌的断裂韧性。  
关键词：橡胶；高韧性；自修复；双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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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86 

氟化石墨烯及其衍生功能化研究 

王旭*,刘洋,陈腾,赖文川,李玉龙,刘向阳*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针对目前氟化石墨烯（FG）发展所面临的高氟含量 FG 宏量制备方法缺乏、FG 精细结构和自身特性表征以及应

用领域拓展明显不足的等问题，本课题组首先采用氟气/氮气混合气对商业化的氧化石墨烯进行直接氟化处理，利用

含氧官能团对氟化反应的促进作用，实现了不同氟含量氟化石墨烯的宏量制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了 FG 的精细

化学结构和物理化学特性。研究结果表明，高氟含量的 FG 具有非常低的介电常数（～1.3），高的电阻率（> 1013Ω），

高的介电强度以及强的疏水性。基于此，我们将 FG 与聚酰亚胺（PI）复合制备 PI/FG 复合薄膜。FG 的加入使得 PI

薄膜的介电常数大幅降低、介电损耗有所降低和介电强度大幅度提高，且复合薄膜的吸水率可降为 1.0%。另外，基

于 FG 的 C-F 键化学反应活性，进一步实现了石墨烯的多官能化改性和碳骨架的氮掺杂改性，进而制备得到了具有抗

菌、二氧化碳吸附和电化学活性等不同功能的石墨烯衍生物。 

关键词：氟化石墨烯；C-F 键；介电性能；石墨烯衍生物；复合材料 

KP187 

临时抑制氢键和结晶提高杂环芳纶的力学性能 

戴宇,罗龙波,袁奕豪,程政,刘向阳* 

四川大学 610065 

氢键相互作用与结晶对于提高纤维力学性能至关重要，但同样也会影响纤维在热处理过程中的可拉伸性。对于

含有苯并咪唑结构的杂环芳纶而言，当热处理温度在 280℃以上，其原丝中苯并咪唑上络合的 HCl 会发生解络合，

进而使苯并咪唑结构之间形成强的氢键相互作用，同时纤维开始形成结晶结构，从而不利杂环芳纶的热拉伸。本文

基于苯并咪唑单元络合 HCl 后导致原丝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下降到了 254℃而形成的温度窗口，首次采用两步法热处

理工艺对杂环芳纶原丝先在较低温·度（280℃）下进行热拉伸，在不脱出 HCl 的情况下，临时抑制了苯并咪唑之间

的氢键相互作用和结晶结构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提高纤维的取向度；然后再在较高温度下（400℃）进行热定型处理，

使 HCl 解络合而形成氢键和结晶结构。广角 X 射线衍射、力学性能测试、小角 X 射线衍射结果表明在 280℃下热拉

伸再在 400℃退火处理的杂环芳纶的力学性能最优，制备的纤维具有更高的取向程度。  

关键词：杂环芳纶；热拉伸；络合；氢键；结晶 

KP188 

直接氟化 PBO 纤维及其结构与性能研究 

洪达伟,程政,刘向阳*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由于 PBO 纤维具有突出的高强高模、耐高温等优异性能，因而其可作为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增强纤维使用。

然而，由于 PBO 纤维表面惰性的化学结构以及光滑的表面形貌，导致 PBO 纤维与树脂基体之间界面粘接性能较弱，

限制了其应用。直接氟化作为一种表面改性技术，可以有效改善纤维的表面极性，从而增强纤维与树脂基体之间界

面粘接作用。本文采用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ATR-FTIR）、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

直接氟化前后 PBO 纤维表面的化学和物理结构进行了表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氟化在 PBO 纤维表面引入了羧基

和碳氟键等极性基团，且极性基团的比例随着氟化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此外，氟气对纤维表面存在刻蚀作用，随着

氟气浓度的增加，纤维表面的粗糙度逐渐增加。直接氟化表面改性后的 PBO 纤维与环氧树脂的层间剪切强度强度从

27.3 MPa 提升至 37.5 MPa。  

关键词：PBO 纤维；直接氟化；化学结构；表面形貌；复合性能 

KP189 

表面设计制备可回收性复合材料用杂环芳纶 

程政,罗龙波,洪达伟,戴宇,刘向阳*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废弃复合材料中高性能纤维的回收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方向。本文利用表面改性以化学键自组装的形式在

杂环芳纶表面引入一层易降解的金属有机骨架网络（MOF），在制备的复合材料中起到界面层的作用。本文利用单丝

拔出的方式模拟了废弃复合材料中纤维的回收过程，酸浸泡处理首先导致了复合材料 MOF 界面层的降解，此时纤维

脱离了基体树脂的束缚，可以较易地取出进行回收。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自组装时间的增加，纤维表面 MOF 结构

层也逐渐变厚，当自组装时间为 48h 时，复合材料拥有最佳界面结合强度。TEM 照片清晰的显示了纤维表面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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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 MOF 结构。SEM 照片显示经酸浸泡处理后复合材料中纤维和树脂的界面处出现了缝隙，表明纤维完全脱离

了基体树脂的束缚，可以较易取出；其回收后的纤维表面光滑，且力学强度保持率达到了 94%，说明通过表面结构

设计制备了可回收性复合材料用杂环芳纶。 

关键词：杂环芳纶；可回收；MOF；表面改性；复合材料 

KP190 

高性能乙烯-乙烯醇共聚物及其纳米复合材料的原位制备 

薛晓贤,田力,张树*,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乙烯-乙烯醇共聚物（EVOH）具有优异的阻隔性能，是世界上三大高分子阻隔材料之一。EVOH 中氢键作用力

大，难以熔融，加工窗口窄；分子链中相邻的羟基在高温时易脱水发生断链，影响制品质量。本文通过在合成 EVOH

前驱体的聚合过程中调控序列结构来调节 EVOH 的序列结构，增加乙烯单元（E）与乙烯醇单元（V）的无规序列程

度，进而提高 EVOH 的热稳定性及气体阻隔性。在合成 EVOH 的过程中，加入添加剂，原位制备 EVOH 复合物，其

热稳定性大幅度提高，分解温度提高幅度可达 114℃。通过加入适量添加剂及纳米黏土，原位制备了 EVOH 纳米复

合材料，与 EVOH 相比，其起始分解温度提高 102℃，分解温度提高幅度可达 81℃，最大速率分解温度提高幅度可

达 110℃，储能模量提高幅度可达 1.5 倍，损耗模量提高幅度可达 1.4 倍，气体阻隔性提高幅度可达 160 倍。通过上

述方法，可原位制备出高性能 EVOH 及其纳米复合材料。 

关键词：序列结构；添加剂；热稳定性；气体阻隔性；纳米复合材料 

KP191 

半芳香族透明聚酰胺 PA6I 及其共聚物的合成与表征 

童心 1,张美林 2,张刚 2,龙盛如 2,王孝军 2,杨杰 2,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3.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半芳香透明聚酰胺作为一种高性·能的高分子材料，广泛用于汽车、机械和光学领域。国外对透明聚酰胺的研究

起步较早，工艺比较成熟，而国内对透明聚酰胺的研究接近空白。因此研究开发新型透明聚酰胺对我国高分子工业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课题是以间苯二甲酸、对苯二甲酸和己二胺为原料，在高压反应釜中制得预聚物，

随后利用压机加热，进行后续聚合，最终合成了性能优异的半芳香透明聚酰胺 PA6I 以及多种共聚比例的 PA6T/6I。

对所得透明聚酰胺片材进行了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和光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研究成功合成 PA6I 及其共聚物，

并且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  

关键词：透明聚酰胺；红外测试；光学性能 

KP192 

含 PEG 和 PPFA 侧链的单分子层抗生物污染表面的研究 

沈丁丰 1,徐彬彬 2,黄晓宇 2*,林绍梁 1* 

1.华东理工大学；2.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利用 RAFT、ATRP 和 grafting-from 相结合的策略，合成了含有多巴胺锚定基团以及亲水 PEG 侧链与疏水 PPFA

侧链的两亲性接枝共聚物(PtBA-co-PPEGMEMA-co-PDOMA)-g-PPFA，每一条聚合物链段都可以利用多巴胺的强力粘

附作用吸附于固体基底表面，形成聚合物回路构象。利用这种聚合物回路构象与规整的两亲性双侧链结构相结合，

构建了性能优异的两亲性接枝共聚物 PEG/PPFA 的单分子层抗生物污染表面。利用 QCM 和 HaCaT 细胞实验，证明

了单分子层接枝共聚物 PEG/PPFA 表面具有优异的抗蛋白质吸附能力与抗细胞粘附能力。QCM 结果显示接枝共聚物

PEG/PPFA 表面吸附 BSA 质量的最小值只有空白表面吸附量的 6.9%，最大值只有空白表面吸附量的 27.8%。说明了

我们所制备的共聚物主链呈回路结构侧链更为规整的单分子层接枝共聚物表面能有效地提高表面的抗生物污染效

果。  

关键词：抗污表面；两亲性接枝共聚物；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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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193 

碳纳米管/天然橡胶复合材料疲劳性能研究 

温世鹏*,张松波,张立群,刘力*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研究制备了添加不同份数碳纳米管/天然橡胶（CNT/NR）复合材料，并对复合材料的性能进行研究。结果如

下：由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可以看出，添加 1 份，3 份 CNT 时，CNT 在复合材料中分散良好。对基本物理性能研究发

现，随着 CNT 份数的增多，橡胶复合材料的定伸应力，撕裂强度均得到提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天然

橡胶复合材料在纯剪切下的抗裂纹增长性能，结果如下，添加 CNT 后，可有效降低复合材料在大撕裂能（1800J/m2）

下裂纹扩展速率；对复合材料扩展后的断面形貌发现，断面形貌呈波纹状推进，纯天然胶体系的波长较短，随着 CNT

份数的增多，波长逐渐增大，这与橡胶复合材料在扩展过程中的演变有关。  

关键词：橡胶复合材料；CNT; 撕裂能；抗裂纹扩展性能 

KP194 

联苯型四元体系 PI 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韩松锋 1,唐必连 2,马传国 1*,青双桂 2 

1.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次在 3,3',4,4'-联苯四甲酸二酐（s-BPDA）、对苯二胺（PDA）和 4,4'-二氨基二苯醚（ODA）分子结构中引入含

苯并噁唑结构单元的二胺单体 2-（4-氨基苯基）-5-氨基苯并噁唑（DAPBO），通过无规共聚法制备成聚酰亚胺（PI）

薄膜，采用 XRD、TMA、DMA、TGA 和万能试验机对 PI 薄膜的聚集态结构及物理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DAPBO

二胺单体的引入，可显著改善该系列 PI 薄膜的多项物理性能。随着刚性 DAPBO 二胺单体含量的增加，该系列 PI 薄

膜的拉伸强度等呈递增趋势，热膨胀系数呈递减趋势。其中，当二胺单体比例 P7O3（nPDA:nODA=7:3）:DAPBO 为

2:8 时，最大拉伸强度可达 217MPa，CTE 可降至 14ppm/K。说明通过加入 DAPBO 二胺单体，可以有效调控该系列

PI 薄膜的热膨胀系数等多项物理参数，制备出满足新型电子封装材料相关性能要求的联苯型 PI 薄膜。 

关键词：2-（4-氨基苯基）-5-氨基苯并噁唑；无规共聚；聚酰亚胺薄膜；物理性能 

KP195 

三聚氰胺型固化剂的合成及对聚氨酯弹性体性能的影响 

郭兴龙 1,辛浩波 1,2* 

1.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科技大学功能高分子研究所 

2.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高性能聚氨酯弹性体具有耐磨、高硬度下高弹性，性能优异，但是在较高温度下性能会出现降低，因此提高聚

氨酯耐高温、阻燃性能迫在眉睫。三聚氰胺目前市场低靡，产能出现明显过剩，但由于三聚氰胺自身具有独特的三

嗪环结构，该结构能够赋予三聚氰胺较好的耐温性和耐化学介质性，但三聚氰胺熔点过高，需要把三聚氰胺改性后

才能用于聚氨酯固化剂，该种固化剂能够显著提高聚氨酯的耐温性、耐化学介质性，在聚氨酯行业中受到了强烈关

注。本实验室以三聚氰胺为原料，通过在三聚氰胺的其中一个氨基上进行系列的改性并接枝上柔性长链基团，从而

使三聚氰胺的熔点得到大幅度降低，在不改变另外两个氨基结构的同时，实现在聚氨酯固化过程中的应用，从而提

高聚氨酯材料的耐热、耐温和耐化学介质性。实验结果表明，在不破坏三聚氰胺另外两个氨基结构的同时，通过改

变其中一个氨基的化学结构，可以制备出单取代的三聚氰胺衍生物，满足聚氨酯固化过程中的要求。  

关键词：三聚氰胺；聚氨酯；固化剂 

KP196 

杂环芳纶显著的自取向效应及其与纤维力学性能的相关性研究 

罗龙波 1,2,戴宇 1,2,王旭 1,2,刘向阳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典型的杂环芳纶是指主链中含苯并咪唑结构的一类芳纶。杂环芳纶的力学性能和复合性能都要优于传统的Kevlar

纤维，现已逐渐应用于国防军工领域。与 Kevlar 制备原理不同的是，通过湿法纺丝所得到杂环芳纶的原丝的拉伸强

度只有 4-8 cN/dt，静态无张力高温热处理之后其力学性能会增加 4-6 倍。本文首次采用偏光全反射红外对热处理过程

杂环芳纶原丝结构-性能演变进行了详细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热处理过程中杂环芳纶发生了明显的自取向效应，从

而“自发”提高了纤维的取向度。通过对不同刚柔性杂环芳纶自取向的对比研究，发现更高的大分子链刚性和分子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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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有利于提高其自取向程度。力学性能结果表明杂环芳纶的拉伸强度与自取向程度呈现正相关，当自取向程度

大于 0.9 时，所制备杂环芳纶拉伸强度才会高于 17.5 cN/dt，且自取向作用是提高力学强度的根本原因。从而我们揭

示了静态热处理过程中杂环芳纶力学性能大幅度增加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杂环芳纶；苯并咪唑；偏光全反射红外；自取向程度；力学性能 

KP197 

聚合时间对 PMDA/PPD 型聚酰亚胺基碳纤维力学性能及导热性能的影响 

肖萌,马兆昆*,宋怀河,杜建军,肖文涛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I）是目前使用温度最高的高分子材料，同时它也是一种易石墨化材料，在 2800℃高温处理下，其

分子链上的非碳元素易于脱除，同时形成完善的石墨层面结构。由杜邦公司的 Kapton 型 PI 膜在高温石墨化下所制得

的炭膜，在室温下其沿层面方向的热导率能达到 1800w/(m*k）.同样的，由 PI 纤维石墨化所制得的石墨纤维也能在

其纤维轴向达到很高的热导率，足以媲美目前导热率最高的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本文中，我们制备了 PMDA/PPD

型聚酰亚胺纤维，通过调控聚合时间来阐明分子量对制备高导热聚酰亚胺基碳纤维的影响。PMDA/PPD 是一种直链

型分子结构，由它制备的聚酰亚胺纤维沿轴向取向度高，易于制备出高导热碳纤维。将制备的聚酰亚胺纤维在 1400℃

下 N2 气氛中炭化，通过测试炭化后纤维的热导率及力学性能，来论证分子量对制备高导热聚酰亚胺基碳纤维的影响。

致谢：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KLCMKFJJ1402】  

关键词：聚酰亚胺基碳纤维；高导热碳纤维；分子量；热导率 

KP198 

聚酰亚胺纤维增强的聚酰亚胺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周典瑞,冀棉,杨士勇*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芳香族聚酰亚胺（PI）材料凭借其优异的耐热性能和出众的机械性能，常被用作高性能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

树脂基体使用。但是，碳纤维在应用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低的界面粘结强度，缺乏韧性易脆断，导电导

热性高而介电绝缘性差。由于聚酰亚胺纤维与碳纤维相比具有与聚酰亚胺树脂基体更类似的化学结构，更高的韧性，

以及优异的介电绝缘性能，因此聚酰亚胺纤维在解决以上问题时较碳纤维更具潜力。本文通过热压成型的方法成功

制备了一种 PI 纤维增强的 PI 树脂基复合材料。纯 PI 纤维的玻璃化温度在 303℃附近，而复合材料的 PI 树脂基体固

化后的玻璃化温度可达 400℃左右。同时通过 SEM 图像可以看出，PI 纤维在树脂基体中均匀定向分布且无明显孔洞

和缺陷。除此之外，该复合材料还表现出优异的热稳定性和可接受的机械性能。 

关键词：聚酰亚胺；聚酰亚胺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KP199 

Fe3O4-RGO/PNIPA 水凝胶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金狲森,黄方麟,范萍*,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近年来，磁性 PNIPA 水凝胶材料因其既具有水凝胶的弹性和温度响应性，同时具有外加磁场响应性，受到外界

普遍关注。本论文以 Fe（acac）2 为铁源，在石墨烯表面构筑了 Fe3O4 纳米粒子。随后将所得的 Fe3O4-RGO 与 PNIPA

进行复合得到 Fe3O4-RGO/PNIPA 水凝胶复合材料，并对其进行磁响应及近红外响应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表明：由

于石墨烯支撑作用, Fe3O4 在石墨烯表面均匀分散，其尺寸约为 50nm。Fe3O4 的存在也克服了石墨烯之间 π-π 相互作

用，Fe3O4-RGO 呈单片分散的状态。由于 Fe3O4-RGO 对近红外光有较强的吸收，而 Fe3O4 具有磁性，所制备的

Fe3O4-RGO/PNIPA 同时具有温度、近红外和磁性多重响应性。该水凝胶可望在药物控制释放、传感器、组织工程等

方面得到应用。  

关键词：石墨烯；水凝胶；多重响应性 

KP200 

改性海藻酸钠-聚丙烯酰胺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王龙正 1,李嘉诚 1*,冯玉红 1  

1.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为了改善海藻酸钠水凝胶对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性能，利用 Ugi 反应（乌吉反应）对海藻酸钠进行疏水改

性，进而与丙烯酰胺通过化学交联法制备改性海藻酸钠—聚丙烯酰胺（Ugi-SA-PAM）复合水凝胶。应用 1H NMR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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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钠和改性海藻酸钠进行表征，应用 FTIR 对复合水凝胶进行表征，并研究了海藻酸钠—聚丙烯酰胺（SA-PAM）

复合水凝胶和改性海藻酸钠—聚丙烯酰胺复合水凝胶的溶胀性和它们对阳离子染料亚甲基蓝和疏水有机污染物功夫

菊酯的吸附性能。1H NMR 和 FTIR 结果表明，海藻酸钠成功接枝上了疏水基团；海藻酸钠改性过后制备的复合水凝

胶的平衡溶胀度从 33.76 降低至 26.56；SA-PAM 复合水凝胶对亚甲基蓝的去除率在 80%以上，Ugi-SA-PAM 复合水

凝胶对亚甲基蓝的去除率在 55%～60%之间；而 Ugi-SA-PAM 复合水凝胶对功夫菊酯的去除率在 40%左右，高于

SA-PAM 复合水凝胶(约 25%)。  

关键词：Ugi 反应；改性海藻酸钠；复合水凝胶；吸附性能 

KP201 

 低压气井压井用复合型延缓交联聚合物隔离凝胶 

马超*,潘蕾茗,张鑫 ,肖杰 

长江大学 430100 

摘要：在低压气井修井作业中常采用清水进行压井作业，作业过程中有大量压井液漏失入地层，不但会出现水

化膨胀和颗粒运移而伤害地层，而且会造成后期排液困难引起的气层减产、停产。聚合物冻胶因其具有高强度和及

时恢复生产成为井下作业的新材料，研究采用水溶性聚丙烯酰胺和乳液型有机金属离子交联剂形成可延缓交联聚合

物凝胶、通过添加改性淀粉增强剂、纳米离子摩阻增强剂等辅助剂，最终形成可延迟成胶的复合型密封聚合物隔离

凝胶。配方为：0.8%聚丙烯酰胺（KY-II）+0.42%乳液型有机金属交联剂（XL-Ⅱ）+1.0% KCl+10%改性木薯淀粉

(MSF-3)+0.25%纳米 SiO2。聚合物隔离凝胶在常温条件（25℃）不成胶，可泵入性能好，在地层温度（90℃）条件下

3-4 小时成胶后形成隔离凝胶满足工程要求的强度和密封性，可有效地封隔压井液保护气层。  

关键词：低压气井；压井液；聚合物凝胶；交联剂 

KP202 

富氮含能聚合物的集体合成研究初探 

蒋坤,黄木华*,赵祖涛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含能材料一般包括发射药、推进剂、含能聚合物等。作为胶黏剂使用的含能聚合物一直是含能材料发展水平的

关键技术指标之一，是含能材料的基体和骨架。其中富氮含能聚合物在钝感高能炸药、推进剂和新型气体发生剂等

含能材料领域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是，含能聚合物的研究中存在聚合物种类单一、合成效率低下，反应条件不

够温和等问题，在实际中的生产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故急需寻找一种高效的，安全的含能聚合物材料合成方法。

本文拟对降冰片烯衍生物进行开环易位聚合（ROMP），用高效的方法制备易功能化的聚合物中间体，然后基于共同

中间体的亲核取代反应引入富氮官能团（如叠氮、三唑、四唑和苦味酸等），进行富氮聚合物的集体合成探索,其中叠

氮基团的上载率达到 42.57%，三唑基团的上载率达为 2.59%，四唑基团的上载率为 14.08%。这些研究将为合成基于

共同中间体的功能化聚合物提出新的解决思路，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集体合成；ROMP；降冰片烯；含能聚合物 

KP203 

经巯基-双键点击反应制备有机硅吸油树脂及其性能机理研究 

曹金风,高巧峰,冯圣玉*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50100 

有机硅高分子具有耐高低温、耐腐蚀、耐老化、防潮、以及生理惰性等许多独特性能，近年来关注度不断提高。

新型有机硅吸油树脂的开发对解决污、废水中各种油类的污染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碳基吸油材料的研究已比

较充分，相比于碳基吸油材料，有机硅吸油树脂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且研究较少。巯烯点击反应具有反应条件温

和、产率高、无副产物，立体选择性高等优点，已得到广泛应用。本论文中，我们通过阳离子聚合法，合成一定巯

丙基含量的聚（巯丙基甲基硅氧烷），并通过巯烯点击反应，使其与葵花油反应，制备吸油树脂。该合成方法高效快

速，成本低廉。树脂具有很高的吸油率，较快的吸油速率，较好的油水分离能力和可重复使用性。我们首次发现，

有机硅吸油树脂具有对溶剂的选择性吸附能力，且把它应用于油品的快速脱吸附。借助于动力学模拟等手段，我们

还研究了有机硅材料的吸油机理。  

关键词：有机硅高分子；巯烯点击反应；吸油树脂；选择性吸附；吸油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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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204 

长链氟硅聚合物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向德轩,胡扬剑,张再兴,舒友 

怀化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418000 

聚硅氧烷具有优良的耐热性、耐候性、生物相容性，以及低玻璃化温度、高表面活性等性能，应用范围十分广

泛。将长链含氟烃基引入聚硅氧烷分子结构中所制得的氟硅聚合物, 既保持了聚硅氧烷固有的耐高低温性能、粘温性

能等, 同时长链含氟烃基等的引入, 又能使材料原有的防水、耐油、耐溶剂等性能得到提高, 可广泛用于制备高性能

氟硅油、弹性体、密封剂等新材料。研究了催化剂种类、用量、反应时间等对九氟己基环三硅氧烷(C4F9-D3)的开环

聚合反应的影响，制备了一种新型的含有九氟丁基(C4F9-)的氟硅油，同时考察了它的热力学性能、折光率、表面张力、

介电常数、闪电、凝固点、粘度等性能。 

关键词：九氟己基环三硅氧烷；氟硅油；表面张力 

KP205 

含硅主链结构可交联聚芳醚腈的合成与表征 

董黎明*,王晓辉,王士凡,臧运晓 

徐州工程学院 221111 

聚芳醚腈具有优异机械强度，热稳定性，耐化学和辐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天和电子工业的材料中。然而，聚

芳醚腈材料的热稳定性及机械性能与溶解性及可加工性却呈现反相的关系，将柔性硅烷结构引入到聚芳醚腈主链中，

会明显改善聚合物熔融加工性能和溶解性能，但会降低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软化点温度，从而导致类材料的最

高使用上限温度即耐温等级降低。本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种功能单体 2,2'-双(4-羟基苯基)甲基乙烯基硅烷，产率为

91.3%。采用亲核芳香取代法(SNAr)，由无水碳酸钾为催化剂，二甲基亚砜为溶剂，成功合成了一系列含硅主链结构

可交联聚芳醚腈共聚物，重均分子量为 4.28-6.94×104 g·mol-1。对所制备的单体及聚合物的结构、热交联行为、热稳

定性等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引入的含硅功能单体可降低聚合物的玻璃化状变温度，交联后的聚合物的耐热性能

得到提高，最高凝胶含量达到 98.2 %。 

关键词：聚芳醚腈；交联；含硅主链 

KP206 

单壁碳纳米管增强聚丙烯腈纤维的研究 

刘百花,余木火*,王聪,滕翠青,张辉 

东华大学 201620 

单壁碳纳米管（SWCNT）是一种一维纳米材料，因为它的重量小，六边形的结构链接完整，具备很多良好的化

学、力学和电学功能。通过添用单壁碳纳米管（SWCNT）来改善纤维材料的机械性能和电学性能，具有非常好的研

究意义和实用价值。本实验采用 PAN 为复合纤维的基体，通过湿法纺丝成功地将单壁碳纳米管（SWCNT）分散在

聚合物中并制备出了高性能的单壁碳纳米管/聚丙烯腈（SWCNT/PAN）复合纤维，并通过场发射扫描电镜（SEM）、

X 射线衍射（XRD）、差示扫描量热仪（DSC）以及热重分析仪（TG）对该复合纤维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结晶与

取向以及热性能等进行了测试表征。 研究结果表明，将单壁碳纳米管分散在聚丙烯腈中会提高其模量，减少了其纤

维的缺陷，并且添加单壁碳纳米管会影响纤维的放热焓和结晶度的大小，但是对纤维的的热性能影响较小。  

关键词：单壁碳纳米管；聚丙烯腈；湿法纺丝 

KP207 

浓乳液模板法制备高比表面积的多孔密胺树脂 

段成,杜中杰,邹威,励杭泉,张晨*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采用浓乳液作为模板是一种有效的制备多孔聚合物的方法，然而由于获得的多孔结构中以微米级的大孔为主，

材料的比表面积较低，导致浓乳液模板法制备的多孔聚合物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本文介绍了一种采用浓乳液

模板法制备同时具有介孔和大孔结构的多孔密胺树脂的方法，二甲基亚砜与水（DMSO/水）的混合液作为三聚氰胺

与甲醛预聚物的溶剂，然后以此预聚物作为连续相、以液体石蜡作为分散相制备了稳定的浓乳液，聚合后得到了多

孔密胺树脂。采用红外光谱、元素分析等方法表征了产物的化学结构，并采用电子显微镜和比表面积分析仪分析了

产物的微观形貌。结果发现：极性溶剂 DMSO 能够起到在多孔密胺树脂中引入介孔结构的作用，由此可以制备出具

有较高比表面积的多孔密胺树脂。所制备的多孔密胺树脂在催化、分离及吸附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浓乳液；密胺树脂；DMSO；介孔；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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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208 

旋光活性螺旋链聚酰胺 PA11LT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玲丽 1,2,焦永利 1,王博亚 1,崔喆 1,付鹏 1,刘民英 1,庞新厂 1,赵清香 1* 

1.郑州大学；2.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以天然原料 L-酒石酸(L-TA)和 1,11-十一碳二胺为单体制备出了含自由羟基的旋光性螺旋链聚酰胺 PA11LT。所制

备的聚酰胺数均分子量为 32,000mol/g，分子量分布指数为 2.6。研究发现将手性源直接引入聚酰胺分子主链后所得聚

酰胺 PA11LT 的旋光活性和手性单体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强效应。聚酰胺 PA11LT 在六氟异丙醇(HFIP)中的比旋光度为

+50°，单体 L-TA 的比旋光度为-4.1°；此外 CD 吸收光谱测试结果显示，和单体相比聚合酰胺拥有独特的 CD 谱图和

Cotton 效应。由此推测聚酰胺主链上的手性源诱导了聚合物分子链为手性螺旋构象。固态下聚合物的旋光活性明显

强于其在稀溶剂中的旋光活性，这和聚酰胺 PA11LT 具有很好的结晶性能有很大关系，固态下聚酰胺空间上的规则排

布致使聚酰胺能够形成稳定的单手螺旋构象。  

关键词：聚酰胺；旋光性螺旋链聚酰胺；圆二色光谱 

KP209 

酰亚胺化方法对嵌段型聚酰亚胺薄膜取向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王振合,杨士勇*,杨海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酰亚胺薄膜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成为制备挠性印制线路板的首选基材及覆盖材料，用于制造挠性覆铜板的高

性能 PI 薄膜需具有低的热膨胀系（CTE），以减少在微电子器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应力开裂和剥离。PI 薄膜的热

尺寸稳定性主要与分子链的化学结构和薄膜的凝聚态结构相关。本文从薄膜的制备工艺角度出发，以软硬嵌段型聚

酰胺酸（PMDA-BAPP//PMDA-PPD）为树脂基体，详细研究酰亚胺化方法对于薄膜面内取向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其

中化学酰亚胺化采用乙酸酐为脱水剂，异喹啉为催化剂，在高温下（400℃）完成酰亚胺化反应；热酰亚胺化是在不

加入脱水剂和催化剂的条件下直接通过加热（400℃）完成酰亚胺化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化学酰亚胺化法能促进 PAA

分子链在较低温度下转变为 PI 分子链，从而促进分子链沿薄膜平面取向。因此化学酰亚胺化法制备的 PI 薄膜具有高

模量，高强度和低热膨胀系数的特性。 

关键词：聚酰亚胺薄膜；酰亚胺化；CTE；取向结构 

KP210 

埃洛石纳米管掺杂 Ziegler-Natta 催化剂及其丙烯聚合 

杨婷婷 1, 2，秦亚伟 1，董金勇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以埃洛石纳米管掺杂 MgCl2/TiCl4 催化剂催化丙烯聚合，制备了含埃洛石的聚丙烯树脂（PP-HNTs），其中埃洛

石质量百分含量为 20~200ppm。埃洛石的掺杂对催化剂活性和立构选择性无显著影响，直接从反应器中获得的

PP-HNTs 树脂具有良好的颗粒形态，HNT 在 PP 树脂中均匀分散。力学性能的测试结果表明，与普通聚丙烯树脂相

比，埃洛石含量为 56ppm 的 PP-HNTs 的力学性能显著提高, 拉伸强度、杨氏模量、弯曲模量、冲击强度分别提高 18%、

34%、31%、18%; 氮气氛下的热失重分析测试结果显示，PP-HNTs 的热稳定性显著提高，与普通 PP 相比，初始分

解温度提高近 50℃，而氧气氛中的数据显示埃洛石使聚丙烯的热分解速率明显减慢；熔体动态剪切流变行为测试结

果表明，PP-HNTs 树脂在低剪切频率时储能模量 G’曲线出现平台区，熔体表现出类固行为, 表明分散的埃洛石纳米

管在树脂基体中形成了逾渗网络。 

关键词：掺杂；Ziegler-Natta 催化剂；s 埃洛石；聚丙烯；纳米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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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L   高分子加工 

LI01 

新型聚合物管旋转挤出流变仪及其应用 

王琪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610065 

本文报告了自主设计研制的新型聚合物管旋转挤出流变仪，其特点是通过独立可调的芯棒和口模的组合旋转，

在挤出/拉伸运动上叠加旋转运动；通过温度可调的冷却介质调控管内温度梯度；安装在线检测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实时控制、测量聚合物熔体在旋转挤出过程中温度、流速、压力、转速及转矩等多个物理量；实现一机多用：（1）

建立了旋转挤出流变模型，得到剪切速度-粘度曲线，突破常规流变仪只能测定单一的压力流动或旋转流动的局限，

可研究复杂加工条件下聚合物加工流变行为；（2）构建不同于常规挤管加工的独特的应力场和温度场，形成和定构

偏离轴向排列的增强相，制备了常规挤出加工难以得到的高性能多功能聚合物微导管，如抗环向扭曲应力优良的抗

菌微型导管，高导电率的聚乙烯/碳纤维复合微管等。 

LI02 

从 iPP/PB-1 熔体加工中获得六方晶的成核机理 

王笃金,王泽凡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合物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成核方式，当其分散到彼此独立的微区中时，高效的异相成核将被抑制，而

其他成核方式则可能被激发，这种现象被称作分级结晶。聚丁烯-1（PB-1）作为一种新型的聚烯烃材料，通常情况

下熔体加工直接获得的是不稳定的正交晶型（form II）。如何从熔体加工中直接获得稳定的六方晶体（form I 或者 form 

I’），一直是基础研究和产业界探究的难题。 

本研究中，通过将等规聚丙烯（iPP）和 PB-1 熔融共混，发现 PB-1 含量低于 30%wt 时，其结晶受到抑制，结晶

温度下降，form I’可直接生成。这是一种典型的分级结晶现象。而等温结晶结果证明，高的结晶温度有利于 form I’

形成。form I’和 form II 的竞争生长关系由不同温度下激发的 form II 的高效成核位点数目决定。 

关键词：聚丁烯-1；分级结晶；异相成核；界面作用；熔融再结晶 

LI03 

同步辐射原位研究苛刻条件下高分子材料的结构演化 

张前磊,陈品章,常家瑞,赵景云,苏凤梅,纪又新,孟令蒲,李良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9 

随着同步辐射研究技术及方法的不断发展，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技术现已成为研究高分子结晶、自组装行为和

高性能材料加工机理等的重要手段。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通常需要在苛刻的外场条件下进行加工或使用，如薄膜加工

过程的高速拉伸、高强纤维的高蒸气压拉伸、橡胶制品的低温使用性能等等，涉及高速拉伸诱导结晶，晶型转变，

相变和其他化学物理反应等远离平衡物理问题，是一个在苛刻外场条件下高分子的多尺度结构随外场发生结构演化

的过程。为了能直接跟踪高分子多尺度结构在苛刻外场条件下的结构演化，我们研制了一系列可与同步辐射 X 射线

散射实验站联用，可提供苛刻外场的样品装置。结合原位样品装置和同步辐射时间分辨的优势，我们初步研究了热

塑性聚氨酯薄膜（TPU）的高速拉伸，聚丙烯腈纤维（PAN）的高蒸气压拉伸和聚二甲基硅氧烷薄膜（PDMS）的低

温拉伸等过程中的结构演化规律，有望为苛刻条件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及使用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高速；高蒸气压；低温 

LI04 

连续和长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制备与成型 

刘春太 

郑州大学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450002 

碳纤维增强热固性复合材料在刚度、强度和阻燃性能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热固性树脂难以回收利

用的特性，在用量庞大的工业领域应用就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工业应用成为一种可行

的选择。报告将围绕汽车零部件轻量化和结构化、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可制造和低成本，重点讨论碳纤维增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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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复合材料界面浸润、“多尺度”界面结构形成和强化，浸润工艺及装备；讨论长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注射成

型理论、具有一定临界长度纤维骨架的形成和保持、碳纤维的折损和取向、成型工艺与制品微观结构行为等；讨论

连续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板材和单向带热压成型理论和工艺，复合材料结构行为的数值模拟和优化设计，模

具的优化设计与制造等。除此之外，报告还将讨论热固性复合材料的表面热塑性柔性保护，碳纳米纸和热塑性表面

的御蚀除冰行为等。报告工作得到了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 

LI05 

超轻超弹纳米纤维气凝胶的构建及其功能化 

丁彬* 

东华大学，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 号东华大学研究院 204 室，邮编：200051 

纳米纤维膜材料因纤维直径小、比表面积高、孔隙率高等优点已在环境、能源等领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但其仍存在厚度和孔隙率难以进一步提升的瓶颈，限制了其应用性能的提升，对纤维材料进行体型构建是解决上述

问题的关键。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高分子纳米纤维体型构建的新方法，通过研究纤维均质分散-溶剂晶体诱导胞腔结构

成型及其稳定化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纤维粘结成网及网壁支撑成腔的气凝胶成型机制，制备出了超轻超弹纳米纤维

气凝胶，其体积密度最低可达 0.12mg/cm3，是已知世界最轻固体材料，且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1000 次压缩后塑性

形变仅为 14.5%，通过在其内部构筑微纳乳突结构，实现了高效油水分离应用；此外，以高分子链诱导法制备的柔韧

陶瓷纤维为基元，获得了高灵敏（1.02kPa-1）压力感应的超弹陶瓷纤维气凝胶，实现了陶瓷气凝胶的类高分子弹性化；

进一步引入离子交联法，获得了超高含水率（99.8%）的超弹纤维水凝胶。该研究为纳米纤维体型材料的设计及功能

化提供了新思路。 

LI06 

高分子材料 3D 打印/复印智能制造研究进展 

杨卫民,鉴冉冉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在基于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的智能制造技术领域，“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使产品设计可以实现快速更新并满足

个性化需求，对现代制造业生产流程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然而，“3D 打印”以逐层堆积的方式构造产品，制品精

度和成型效率还相对较低。基于目标产品的虚拟设计或三维扫描建模、模具分型面智能规划三维打印、智能化注射

模塑成型集成创新发展起来的“3D 复印”技术可望成为现代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

报告作者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持下，集成高分子材料精密注射模塑成型和熔体微分 3D

打印技术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并结合智能制造的重大需求和背景知识，创新提出并初步探索开展 3D 打印/复印智能

制造的核心原理和技术路线，并探讨三个关键环节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初步解决方案。 

关键词：高分子材料；3D 打印；3D 复印；模塑成型；智能制造 

LI07 

纳米粒子的分散分布及其对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杨伟*，包睿莹，李亭，刘西强，龚涛，查湘军，杨鸣波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邮编 610065 

纳米粒子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分布状态对复合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和功能特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如何在熔体

加工过程中，以简单有效的方法实现诸如碳纳米管在非极性的聚烯烃材料中的均匀分散和复合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与功能特性的平衡，仍是聚合物成型加工的重要挑战。基于嵌段共聚物中不同嵌段与纳米粒子相互作用的差异等原

理，我们发展了一系列在聚烯烃材料的熔体加工过程中实现碳纳米管均匀分散的方法，从而使所获得的纳米复合材

料在表现出良好功能特性的同时，物理力学性能得到了很好的保持。 

熔体加工过程形成的处于非平衡态的聚合物共混物的相态结构向平衡态的演变常常导致共混物相态结构的粗

化，从而引起共混物性能不稳定。向聚合共混物中引入纳米粒子，并调控其分散分布状态等特，可显著降低分子链

的运动能力，延缓松弛过程，从而抑制体系相态结构的粗化，实现对共混物相态结构的调控；当纳米粒子在共混物

熔体中形成网络后，相态结构的稳定化即可快速实现。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纳米粒子的分散与分布；相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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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08 

压力下流动诱导聚合物结晶 

杨书桂,雷军,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65 

加工中压力和流动场对聚合物形态结构演变有重要影响。深入理解“加工?结构?性能”内在关系，对指导实际成型

加工具有重要意义。过去针对压力诱导聚合物结晶和流动诱导聚合物结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然而，聚合物加工

中压力和流动场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决定聚合物最终的形态结构。因此，开展压力和流动场共

同作用下聚合物结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我们以等规聚丙烯（iPP）为模型聚合物，利用自制压力-剪切流动

装置（PSD），研究了压力和流动场共同作用下 iPP 结晶结构。研究发现：（1）压力下 γ 晶相对含量依赖于流动场强

度，随着剪切速率增大，γ 晶呈现先增加后降低，最终消失的规律；（2）加入 β 成核剂可以生成高含量的 β 晶，压力

和流动场共同作用时，存在 β 晶生成的压力和流动场窗口，即较低压力（5 MPa）与弱流动场下可获得高含量 β 晶，

当压力增高（≥ 50 MPa），压力与流动场协同抑制 β 晶生成。 

关键词：压力场；流动场；等规聚丙烯；晶体结构；成型加工 

LI09 

烯烃橡胶网络结构设计：增强、功能化和可重复加工 

郭宝春,唐征海,黄晶,刘杰,吴思武,张旭辉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10641 

传统共价键交联的烯烃橡胶强度低且不能重新加工回收，从交联结构设计实现烯烃橡胶增强、功能化和可重复

加工一直是重要挑战。本文概述本实验室近期有关烯烃橡胶交联网络设计的系列工作。主要思路包括（1）在硫磺交

联橡胶中引入氢键、金属-配体键等动态键，构筑双交联的烯烃橡胶；（2）在烯烃橡胶中引入高官能度交联点，获得

含短链的不均匀交联结构；（3）在橡胶复合体系中引入金属-配体键等动态键，构筑可牺牲界面结构；（4）在橡胶复

合体系的界面区引入可交换共价键，制备可重复加工和高强度弹性体。借助上述设计，橡胶在变形过程中出现持续

的能量耗散（动态键解离、短链断裂和隐藏长度释放等），从而获得媲美颗粒增强的强度和断裂韧性。另外，通过动

态键或者可交换键提供的形状转变机制，获得了系列形状自适应材料（多重形状、多重刺激响应和复杂形状等）。再

者，界面可交换键的设计通过短链交联获得高强度，同时赋予橡胶可重复加工特性。 

关键词：橡胶，网络，动态键，可交换键，可塑性 

LI10 

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构流变学研究 

俞炜,尤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由于纳米粒子可能调节聚合物的力学、导电、导热等多种性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性

质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纳米粒子的分散状态和纳米粒子、大分子链的动力学行为。在本文中，我们将建立分散状

态、大分子受限动力学、纳米粒子的受限运动行为与纳米复合材料线性粘弹性之间的定量关系。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流变学；分散 

LI11 

高分子材料表面仿生功能性微/纳结构成型及机理分析 

黄汉雄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高分子材料表面微/纳结构材料在许多领域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将是尖端技术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不可或

缺的功能新材料。目前我国微/纳米系统技术正得到飞速发展，急需研究批量、连续和高效的制备方法。然而，这类

材料的批量、可靠制备目前仍极具挑战性。 

本报告介绍本研究组开展高分子材料表面仿生功能性微/纳结构成型研究的新成果，主要包括下面内容。 

（1）可控微透镜阵列的成型 

（2）仿生陷光金字塔形微结构表面的成型 

（3）仿生陷光、疏水纳米结构表面的成型 

 关键词：表面微/纳结构；仿生；功能性；微注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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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12 

聚合物在受限层空间中的形态结构演变及其对相关性能的影响 

郭少云,方文祥,沈佳斌,李姜,吴宏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0065 

自然界中的层状有序结构如强韧的贝壳、树木等，往往带来优异的性能或特殊的功能。作为仿生材料学在高分

子加工成型技术中的应用，聚合物微纳层共挤出技术是通过特殊的流道设计对聚合物熔体进行多次强制分割叠加，

来制备高性能交替多层聚合物材料的新方法。作者所在课题组从 2005 年开始，长期致力于微纳层共挤出构筑层状复

合材料、以及填料和相形态在多层受限空间的演变过程、多层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等研究。由于层倍增器独

特的流道设计和多重的力场作用，为多相多组分体系形态的原位调控提供了可能。而通过两相交替层状排布形成的

受限层空间和丰富的层界面不仅赋予了材料独特的力学、光电、阻隔等性能，还为聚合物结晶调控提供了理想的研

究模型。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在层倍增过程中聚合物的形态结构演变及其对相关性能影响方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微纳层共挤出；复合力场；受限空间；形态演变；结晶调控 

 

LO01 

抗溶血材料制备及其与红细胞作用机理研究 

王皓正,石强,陈润海,殷敬华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医用材料与血液长时间接触，常常造成溶血，导致了人类各种疾病的产生。到目前为止，红细胞的溶血机理，

以及建立抗溶血材料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采用电纺丝方法制备了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Am）和聚己内脂

（PCL）核壳结构的微纳米纤维。微纳米纤维在捕捉红细胞的同时，会引起血小板的激活，造成血小板粘附。因而，

我们在纺丝溶液中加入纳豆激酶，使纳豆激酶直接包裹在微纳米纤维中。与血液接触过程中，纳豆激酶直接从纤维

中释放出来，抑制血小板粘附。从而使微纳米纤维直接捕捉红细胞。由于 PNIPAAm 的温度转换行为，在 37 °C 时，

分子链呈塌陷状态，表现疏水性，可以粘附红细胞到材料表面；在 25 °C 时，分子链处于伸展状态，呈亲水性，释放

捕捉的红细胞回溶液中。由于捕捉与释放仅靠疏水相互作用，对红细胞膜基本没有影响，为原位检测红细胞提供了

技术支持。同时，智能控制材料与红细胞相互作用，揭示了红细胞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微纳加工；纤维；抗溶血；抗凝血；智能转化 

LO02 

高强度物理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成型加工 

吴子良,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310027 

水凝胶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药物释放等领域。但是，水凝胶力学强度通常较差，制约其在大载荷条件下的应

用。近年来，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网络结构设计及能量耗散机制，制备了多种高强度水凝胶。这些水凝胶中通常存

在永久性的交联网络，加工性能较差，难以实现回收利用。其次，高强度水凝胶制备时，聚合与凝胶化往往同步完

成，导致其形状依赖于反应模具。通过简单有效的方法实现高强度水凝胶的成型加工与结构控制，对于拓宽水凝胶

材料在柔性器件、人工器官等领域的领域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通过聚合物溶液旋涂/挤出、凝固浴中凝

胶化的步骤，使成型与强韧化过程分开，制备具有可加工性的高强度物理水凝胶。其中，聚合物分子之间通过氢键、

金属配位键等非共价键形成动态交联网络，赋予水凝胶自回复性能并可以回收利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通过模压、

3D 打印等方法构筑含有复杂形状和结构的高强度水凝胶，有望在软驱动器、组织工程等领域发挥作用。 

关键词：水凝胶；高强度；成型加工；3D 打印 

LO03 

流动场“加工定构”聚乳酸取向晶体与性能 

钟淦基,周生洋,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聚乳酸分子链呈半刚性且较短，晶体结构难以在短的加工成型周期下生成和调控，导致聚乳酸制品存在明显性

能不足，如高脆性，低耐热变形，低气体阻隔等。本文提出在注塑过程中引入强振动剪切流动场（在 103 s-1 数量级），

促进模具型腔内的聚乳酸分子链高度取向，使其普遍发生流动诱导结晶行为，获得聚乳酸在加工剪切流动中的取向

晶体生成规律，从而建立取向晶体与注塑制品性能的关系。首次在聚乳酸注塑制品中高效生成了大量串晶取向晶体

结构。进一步，通过添加结晶促进剂（聚乙二醇、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以及纳米纤维），实现了流动诱导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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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结晶的协同作用，除生成了大量串晶结构外，还生成了大量取向界面晶体结构，包括杂化串晶和取向横晶，改

善了复合体系界面应力传递，弄清了聚乳酸取向横晶的临界剪切条件和晶片生长规律，在更加温和的条件下实现了

聚乳酸注塑制品中取向晶体加工定构，易于工程实现。 

关键词：聚乳酸；机械性能；流动诱导结晶；串晶；原位纳米纤维 

LO04 

可交换键在橡胶-纳米颗粒界面的构建和性能效应 

唐征海,刘英俊,郭宝春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10640 

实现交联橡胶材料的可塑加工、增强和拓展其功能性应用是橡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三个重要问题。本文报道以

含羧基的纳米颗粒作为多官能交联点，基于纳米颗粒与功能化二烯烃橡胶之间的化学反应，在橡胶-纳米颗粒界面构

筑可交换键，制备了具有可塑加工性、高物理机械性能和可重塑形/多重形状记忆橡胶材料。高温下，交联橡胶网络

可通过橡胶-纳米颗粒界面中的交换化学反应重排网络拓扑结构，松弛应力，因此交联橡胶材料可以进行重复加工、

再塑性和焊接。在低温下，交换反应受到抑制，网络重排被冻结，橡胶材料表现出典型的交联弹性体行为。纳米颗

粒作为多官能交联点，相邻纳米颗粒间较短的橡胶分子链在外力作用下被高度拉伸并优先断裂，从而耗散能量，提

高橡胶的强度和韧性。另外，由于橡胶材料具有可锻和可焊接特性，获得的橡胶材料可用于制备可重构形（具有复

杂形状）和多重记忆效应的形状记忆材料。 

关键词：橡胶；界面；可交换键；纳米复合材料；可塑性 

LO05 

受限空间内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制备聚丙烯取向孔洞结构及其在压电材料中的应用 

徐琳洁,杨文龙,姜自印,姚臻,曹堃 

浙江大学 310027 

本文通过受限空间内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2）辅助发泡法直接制备具有二维取向孔洞结构的聚丙烯（PP）

薄层发泡体，再后续极化充电制得多孔压电驻极体材料。与常用的双轴拉伸后膨化工艺或模具模压再多层叠加工艺

相比，一步发泡法简单高效。首先，基于 scCO2 状态下通过改变 PP 热历史，先由尚存少量残留结晶的熔融态经降温

以完善其晶区，这部分结晶分子链可紧密堆砌，具有高熔点。再升温至发泡温度使部分高熔点结晶微区得以保留的

状态下实现泄压发泡过程，可有效提升 PP 基体的熔体强度，并使得基体具有更大的表面张力，泡孔更容易变形。再

结合在受限空间内的发泡方式，使得 PP 发泡材料得到高度取向的泡孔结构，泡孔的取向度最高可达 6.6。选择不同

种类的 PP，所制得的多孔 PP 驻极体压电性能（d33）可达 300-400 pC/N。此外，再通过热压工艺进一步调节膜层厚

度和孔洞取向度，可提高 PP 压电驻极体的压电性能至 500 pC/N。 

关键词：聚丙烯；受限发泡；结晶特性；取向泡孔结构；压电驻极体 

LO06 

多级拉伸挤出作用下纳米有机蒙脱土/高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的结晶行为 

徐国敏,韦良强,孙静,杨照,黄安荣,秦舒浩,于杰 

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50014 

本文首先采用双螺杆挤出机制备纳米有机蒙脱土（OMMT）/高密度聚乙烯（HDPE）混合粒料，然后分别采用

实验室自主设计的多级拉伸挤出系统和传统挤出工艺制备 OMMT/HDPE 纳米复合片材，通过对比研究两种不同工艺

制备纳米复合片材的结晶性能及结晶结构，探讨多级拉伸挤出作用对 OMMT/HDPE 纳米复合材料结晶行为的影响。

DSC 结果表明，多级拉伸挤出工艺有利于促进 OMMT/HDPE 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晶，提高材料的初始形核速率、结晶

速率和结晶度；进一步引入界面改性剂，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晶能力降低，但不同界面改性剂，对纳米复合材料结晶

性能的影响不同。SAXS 结果表明，多级拉伸挤出工艺主要诱导纳米复合材料形成 Shishi-Kebab 取向串晶结构；而传

统挤出工艺则主要诱导纳米复合材料形成骨架网络核 kebab 串晶结构。界面改性剂的引入，进一步诱导多级拉伸挤出

片材形成少量附生晶的结构。 

关键词：多级拉伸挤出；纳米有机蒙脱土；高密度聚乙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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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07 

碳纳米管及石墨烯微片对纳米复合泡沫导电性的协同影响 

张广成,张鸿鸣,唐萌 

西北工业大学 710129 

本文中首先选用了 1D 纳米材料碳纳米管（MWCNTs）及 2D 纳米材料石墨烯微片（GNPs）为填料来制备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PMMA)复合材料，用于研究填料对导电性能的协同影响。结果表明，两种填料相互缠结，MWCNTs

被 GNPs 限制在基体有限的区域中，并没有形成两个独立的相。在复合材料中，这两种填料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包

含 MWCNTs 和 GNPs 的多元复合材料的导电率介于 MWCNTs 基及 GNPs 基的单组分样品之间。然而，在超临界微

孔发泡后，三元复合材料体系显示填料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气体的引入有助于石墨烯片层的剥离，促进纳米

填料的重新排布，除此之外，MWCNTs 与 GNPs 的共生结构可以制备出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双峰泡沫，纳米填料的

有效分散以及双峰泡孔的引入均有助于导电网络的形成。因此，多元复合泡沫材料比 MWCNTs 及 GNPs 的单组分泡

沫材料具有更高的导电性。 

关键词：碳纳米管；石墨烯微片；微孔发泡；导电率 

LO08 

高分子材料热分析表征技术的新进展 

杨胜鹰* 

美国 TA 仪器，北京 100026 

高分子材料在具体应用中的性能具有温度依赖性和时间（频率）依赖性。精确测量材料的热性能，如玻璃化转

变、结晶和熔融、固化、热分解、热变形、热膨胀、模量和阻尼等，能反映出高分子材料化学组成、结构、相结构、

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组分等信息，为科研与工业提供了强大的测试分析工具。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热重分析仪

TGA、同步热分析仪 SDT、热机械分析仪 TMA、动态力学分析仪 DMA、等，可用于表征高分子材料随温度或者频

率变化而产生的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然而在具体表征中，由于高分子材料的一些固有特征，如热历史的存在、

多组分体系热现象互相重叠等，给实际测试和分析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TA 仪器公司作为全球热分析技术的领导

者，推出了全新的 Discovery DSC、TGA、SDT 产品线，将调制 DSC、调制 TGA、高解析 TGA 等高级表征技术广泛

应用于具体测试，提供了全面的、创新的高分子材料表征技术，实现了对高分子以及复合材料复杂体系的可重复性、

高精准度的测试，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热分析；高分子；TA 仪器 

LO09 

可拉伸的隔离结构碳纳米管/天然橡胶电磁屏蔽复合材料 

贾利川，鄢定祥，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构建具有隔离结构的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CPCs）能明显提高导电填料的有效使用浓度和搭接效率，获得优异

电磁屏蔽性能。然而，常规隔离结构 CPCs 集中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或聚苯乙烯等聚合物，柔韧性和可拉伸性较差，

在可折叠、可弯曲电子器件电磁屏蔽保护领域的应用受到限制。本文选用天然橡胶（NR）乳液为基体，通过控制成

型过程中 NR 微粒原位交联程度来调控复合材料中碳纳米管（CNT）的分布形态，进而调控复合材料隔离结构的形

成，制备可拉伸的 CNT/NR 电磁屏蔽复合材料。对复合材料电性能、电磁屏蔽性能、力学性能及机械应变（拉伸、

弯曲、扭曲）下电磁屏蔽性能稳定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CNT 含量为 10.0 wt%时，复合材料电磁屏蔽效能（EMI 

SE）高达 59.8 dB，断裂伸长率达到 232%。且复合材料呈现优异电磁屏蔽稳定性，EMI SE 经过 5000 次拉伸循环、

弯曲循环和扭曲循环后均呈现微弱下降。 

关键词：电磁屏蔽；隔离结构；可拉伸；碳纳米管；天然橡胶  

LO10 

聚丙烯/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在微孔发泡注塑成型中的研究 

汪龙 1,石原彰太 1,引間悠太 1,大嶋正裕 1,関口尊文 2,矢野浩之 1 

1.京都大学 

2.星光 PMC 株式会社 

本文采用熔融共混法在聚丙烯（PP）中加入改性后的纳米纤维素（CNF），研究了 CNF 对 PP 的泡孔结构以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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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微孔注塑成型是目前最重要，也是泡孔结构控制最复杂的泡沫成型加工方法之一。为了解决在常规微孔

注塑成型过程中泡孔结构不均匀以及聚合物融体在冲模过程中预先发泡的问题，我们利用开合模注塑成型控制泡孔

发泡过程，从而调控泡沫制品的晶体形态和泡孔结构。研究发现，改性 CNF 的加入明显的改善了 PP 的泡孔结构，

比如显著的降低其泡孔尺寸、提高泡孔密度。这主要源于 CNF 同时起到了流变改性剂、晶体成核剂和泡孔成核剂的

作用。CNF 的加入不仅提高了 PP 的融体强度，使其泡孔璧不易破裂，同时作为晶体成核剂/泡孔成核剂极大的提高

了泡孔成核数量。此外， PP/CNF 复合材料的最高发泡倍率远远大于纯 PP 泡沫塑料，能达到 18 倍以上。最后，弯

曲性能测试表明，CNF 的加入能明显的提高 PP 泡沫的比弯曲模量和比弯曲应力。 

关键词：纳米纤维素；微孔；注塑成型；力学性能 

LO11 

有机成核剂和无机成核剂复配对聚乙烯醇发泡行为的影响 

项爱民,吕畅,李岩,田华峰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泡沫塑料因为具有良好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因此被人们广泛用于清洁材料、过滤材料等领域。发泡聚乙烯醇（PVA）

是一种环保型的泡沫塑料，是一种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自发生物降解的一种高分子材料，价格适中。本文探究了有机

成核剂对聚乙烯醇发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有机成核剂的加入，可以增加分子链的运动能力，使二氧化碳在

熔体中扩散的更均匀，与熔体接触的表面积增加，在界面处产生的气泡核胚密度增加，具有增塑剂和成核剂的作用。

当无机成核剂和有机成核剂进行复配使用时，体系内均相成核和异相成核同时存在，即降低了形成气泡核胚所需的

gibbs 自由能，同时增加了分子链的柔顺性，发挥了两种成核剂的优势，发泡倍率也有所增加。其中有机成核剂和二

氧化钛复配使用时，发泡效果最优。 

关键词：聚乙烯醇;发泡行为;超临界二氧化碳;成核剂 

LO12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加工成型-交替多层结构的构筑 

邓华,周易,傅强 

四川大学 610065 

功能化作为高分子复合材料发展的重要方向备受重视，其功能性包括：导电、导热、介电、电磁屏蔽、形变感

应等。这一系列功能需要特定功能性填料或结构来实现。因此，功能性填料或结构在加工中的形态调控对更好实现

复合材料的功能性影响显著。作者围绕“有机/无机复合材料中无机填料在加工中的受限、组装与松弛”这一基本科学

问题，在以下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1.合理组合不同加工方法，构建无机填料网络形态结构调控“工具盒”；2.利用上

述“工具盒”提出了一系列填料网络形态调控新方法，并在导电、形变敏感、介电高分子复合材料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这里主要介绍本课题组在交替多层结构构筑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在高速薄壁注塑注塑过程中，

观察加工中场中聚烯烃共混物相形态的演变，研究该过程中动力学及热力学因素对多层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该结构

制备了一系列功能高分子复合材料。 

关键词：功能高分子复合材料；交替多层结构；共混物；高速薄壁注塑；加工成型 

LO13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热拉伸过程中的晶体结构演变研究 

王宗宝*,安敏芳 

宁波大学 315211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纤维在热拉伸过程中晶体结构的演变过程对纤维性能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本工作利用原位同步辐射小角 X 射线散射和广角 X 射线衍射研究、并结合纤维刻蚀后的场发射扫描电镜形态观

察，研究了热拉伸过程中不同链缠结程度的纤维在热拉伸过程中 shish-kebab 晶体的结构形成与演变以及甲壳素纳米

晶对结构演变的影响。在上述结果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低成本化的高浓度冻胶纺丝工艺和 UHMWPE/甲壳素

纳米晶复合纤维制备工艺。 

关键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热拉伸；shish-kebab 晶体；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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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14 

氨基酸锌作为聚乳酸成核剂构型影响和成核机理研究 

魏志勇,随美丽,宋平,桑琳,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聚乳酸由于结晶速率缓慢，结晶度低，制品耐热性能较差，限制了聚乳酸的应用场合。添加成核剂调控聚乳酸

结晶高性能化对于聚乳酸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开发高效安全无毒性的成核剂成为扩展聚乳酸在生物医

用和食品包装制品高附加值应用的关键。氨基酸锌是医学和食品中常用的添加剂，在生物体内可完全吸收利用。我

们首先合成了丙氨酸锌、苯丙氨酸锌和脯氨酸锌，发现这三种氨基酸锌对聚乳酸均有明显的结晶促进作用，有意思

的是氨基酸配体构型（L-、D-和 D,L-）对成核效果有很大的影响。阐明氨基酸锌盐配体种类和构型对聚乳酸成核效

应的影响规律，探讨氨基酸锌盐成核剂与聚乳酸的相互作用规律以及成核机理。进而关联氨基酸锌成核聚乳酸的成

型条件与聚乳酸结晶度、耐热性和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加工成型高性能聚乳酸制品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

据。 

关键词：聚乳酸；成核剂；氨基酸锌 

LO15 

有机硅多孔弹性体的增材制造和结构性能研究 

耿呈祯,余凤湄,芦艾,赵秀丽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621900 

因其对复杂环境的高度适应性，硅橡胶多孔材料在航空航天、武器、电子等产业中有重要应用前景。但是，由

传统发泡技术制备的多孔材料的泡孔尺寸及其排布不能精确控制，难以实现特殊力学响应并进行精确的性能调控。

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使采用传统加工定构方式难以实现的结构和功能成为可能。文献中已经报道了对塑料、金属、

陶瓷等多种多孔“力学超材料”的增材制造，但对多孔弹性体的增材制造仍鲜有报道。在本文中，针对硅橡胶的硫化和

流变特点，开发了一种三维直写-热硫化成型技术，通过对填料网络的控制，设计了具有动态可塑、静态成型以及加

热硫化定型特点的硅橡胶纳米复合材料体系，从而实现了硅橡胶多孔材料的增材制造，获得了多种具有可控多孔网

络结构的制品。通过对上述多孔弹性体的构效关系研究发现，增材制造多孔弹性体与普通硅橡胶泡沫材料相比，其

长期性能稳定性有大幅提高，同时，可以通过多孔结构控制，获得具有“力学自适应”等特殊力学响应的制品。 

关键词：硅橡胶；多孔固体；3D 打印；力学自适应 

LO16 

大型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的实验研究 

马昊鹏 1,焦志伟 1,刘晓军 1,杨卫民 1,迟百宏 2 

1.北京化工大学 

2.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熔融沉积成形（FDM）设备大型化、专用化成为重要研究方向，文章依据熔体微分 3D 打印基本原理，将双阶

螺杆挤出装置与大型三维平台相结合，设计并制造大型塑料制品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该设备可实现高速、低成本

3D 打印铸造用大型塑料阳模的用途。文章中建立了堆积模型，确定了熔丝打印宽度与流量、打印速度及层高的方程

式。选用 ABS+10%玻纤作为实验耗材，研究了挤出压力及二阶螺杆转速对熔体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方程

式；根据堆积理论模型，研究流量、平板运动速度及层高对熔丝丝宽的影响，实验结果与理论值相符；通过打印塑

料模型，证明了颗粒料 3D 打印塑料制品的可行性。大型工业级 3D 打印机可打印大型塑料模具及制品实现了 3D 打

印设备高速、低成本加工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提升开模效率，提高铸造产业经济收益。 

关键词：结合强度；FDM；熔体流量；表面精度；熔丝宽度 

LO17 

POM 加工中结晶速率与结晶度的协同控制研究 

陈自安，逯祥洲，王树杰，魏继军，薛美玲*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 266042 

*meilingxue2003@163.com 

由于高结晶速率、高结晶度和晶粒粗大等结晶特性，POM 只能直接成型薄壁小尺寸制件，厚壁大尺寸制件因成

型时出现表面凹陷、翘曲、甚至内部空洞等缺陷，无法直接成型。根源是规整简单的链结构使本征成核速率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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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极快、核密度极高。本工作采用球晶生长抑制剂，加工中使之与 POM 形成抑制球晶生长的聚集态结构，牵制或

干扰链段有序排列过程，迫使球晶生长速率呈现多层次性，使结晶速率下降。同时运用成核剂降低生长受限环境中

的成核能，提高晶核密度，确保高结晶度并细化晶粒。研究了抑制剂与 POM 相互作用程度、用量和分散形态对球晶

生长速率、结晶动力学、结晶度及结晶形态的影响机理及规律；探讨了成核剂及其用量对成核、结晶动力学、生长

速率、结晶度和结晶形态的影响机制及规律。在此基础上，协同控制抑制剂降低结晶速率和成核剂提高结晶速率之

矛盾、平衡抑制剂既降低结晶速率又降低结晶度之取舍、达到“温和结晶并形成高结晶度和细化晶粒”之目的。 

关键词：聚甲醛；球晶生长速率；成核；结晶速率；结晶控制 

LO18 

通过加工定构制备聚乙烯基仿生骨 

徐家壮*，黄妍斐，尹华模，任悦，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具有外强内韧结构的天然骨材料具有高的强度和韧性，受这种梯度结构的启发，本工作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和羟基磷灰石(HA)复合材料体系中构建了骨仿生结构。通过在注塑过程中施加剪切流动场，试样的外层

生成大量高度取向的 UHMWPE 片晶，这类似于天然骨材料外层的取向胶原纤维；试样内层，链的松弛使片晶呈现

相对无规的结构，从而带来较韧的内层，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天然骨内层较软的松质骨结构。仿生骨结构的生成使

材料具有增强的力学性能。材料的强度和韧性显著增加至 63.4 MPa 和 103.9 kJ/m2，增高幅度达 170%和 85%。与此

同时，材料具备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可大规模制备高性能 UHMWPE/HA

生物材料的方法，所制备的材料具有作为骨替代材料的潜能。 

关键词：加工定构；取向；仿生骨；增强； 

LO19 

高分子材料导热性能测试方法论述 

刘逸 

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随着人们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愈发重视,对材料自身的导热性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本论述针对高分子材料的

导热性能测试,根据不同的材料类型,论述了目前主流的导热性能测试方法.详细阐述了针对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应用方

向的高分子材料的各种导热测试方法的原理及具体测试方案. 

LO20 

超临界 CO2 爆破剥离制备石墨烯/ABS 导电复合材料 

胡圣飞,余东,魏文闵,张荣,刘清亭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以鳞片石墨（NG）和膨胀石墨（EG）为填料，ABS 为基材成粒后通过超临界 CO2（SC CO2）爆破处理，原位

爆破制备了石墨烯/ABS 导电复合材料。研究了石墨在 SC CO2 爆破作用下的剥离、分散及复合材料的导电和流变性

能。结果表明，经 SC CO2 爆破后，NG/ABS 复合材料的电阻率下降达 1 个数量级，逾渗值由 25~30 wt%降低到 20~25 

wt%而 EG/ABS 复合材料的电阻率变化不大。两种填充体系在 SC CO2 处理前后对比说明 NG/ABS 复合材料经爆破

后，石墨在 ABS 基体中可能原位剥离生成了石墨烯。同时经 SC CO2 爆破后能有效促进 EG 和 NG 在 ABS 中分散，

并对层间距有一定影响。经 SC CO2 爆破后，NG/ABS 复合体系的 G’和 η*值增加显著，流变逾渗值由 20~25 wt%降

低到 15~20 wt%；而 EG/ABS 复合材料的流变逾渗区间不变。进一步证明 NG 在 NG/ABS 体系中经过 SC CO2 处理

后出现剥离和分散。 

关键词：超临界 CO2；石墨烯；石墨；ABS；导电复合材料 

LO21 

丁腈橡胶/铝盐非液相配位交联体系的构建与调控 

曹长林 1,蔡聪育 2,汪扬涛 2,陈庆华 2,钱庆荣 2,余丁山 1,陈旭东 1 

1.中山大学；2.福建师范大学 

配位键是一种典型的非共价键，键能较大，由配位交联构筑的橡胶网络结构，可使橡胶既具有良好力学性能，

又具有可逆交联特性，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橡胶，应用前景广泛。构建主族金属盐的非液相配位交联体系，成为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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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橡胶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本研究以丁腈橡胶（NBR）/铝盐配位体系为研究对象，在 NBR 熔融条件下，通过

调节铝盐周围受限空间内的微相水量，构建高效的铝盐解离环境，研究微量水对铝盐在非溶解、非熔融状态下的解

离及其配位交联的影响规律，揭示体系结构与性能的关系，阐明 NBR/铝盐非液相配位交联机制。改变铝盐结构、用

量及提高剪切场温度均可调控配位交联反应程度。提高剪切场温度，不但可除去铝盐中的部分结晶水，降低材料的

缺陷，还可提高铝盐的离子化度和分散度，有效降低 NBR/铝盐体系的配位交联反应活化能；与硫磺硫化体系相比，

NBR/铝盐体系的力学性能和耐磨性能均明显提高，是一种新型高性能的绿色橡胶。 

关键词：配位交联；丁腈橡胶；铝盐；动力学；耐磨性 

LO22 

含预制导电网络的高分子复合材料的结构及性能调控 

王亚龙,代坤,刘春太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橡塑模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河南郑州 450001 450001 

探索和发展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CPCs）制备新方法，构建完善、稳定的导电网络，并推动材料在电磁屏蔽材

料、柔性传感器等方面的应用是 CPCs 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本研究中，（1）我们利用炭黑（CB）粒子分

散液浸渍静电纺丝尼龙 6（PA6）纤维膜，并以此薄膜做“芯”与上下两层聚乙烯膜按“三明治”结构复合，将复合膜破

碎后熔融加工构筑三维导电网络制备 CPCs，显著降低了 CB 填充 CPCs 的逾渗值。研究了材料对温度、有机溶剂等

外场的响应行为。（2）利用超声法将碳纳米管（CNTs）修饰在 PA6 电纺纤维网络表面预制了导电纤维网络，后将此

导电膜浸渍在聚乙烯醇（PVA）溶液中制备 CPCs，发现材料具有较好的自诊断性能。（3）我们还将石墨烯分布在电

纺聚氨酯（TPU）纤维膜表面制备柔性导电纤维毡，详细研究了该柔性纤维毡的应力敏感行为。本研究为 CPCs 导电

网络结构调控及材料在传感器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高分子复合材料；电性能；静电纺丝；结构-性能关系；应力敏感行为 

LO23 

高抗冲核壳型热塑性淀粉增韧聚丙烯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赵桂艳 1,胡跃鑫 1,冯玉林 2,姜伟 2 

1.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淀粉(Starch)塑化后较为柔软，类似于弹性体，如果能够部分取代热塑性弹性体用于聚合物的增韧改性，将对降

低成本、保护环境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淀粉在聚合物共混改性中主要起填充降低成本的作用，无法作为弹性体

增韧聚合物制备高抗冲聚合物共混材料。本工作以生物降解材料淀粉为研究对象，通过酯化改性后再进行塑化

（TPSE），使其具有类似弹性体的性能。选择聚乙烯辛烯共聚物（POE）与 TPSE 协同增韧聚丙烯（PP），为了改善

共混物之间的界面相容性，加入适量 POE-g-MAH, PP/POE(85/15)共混体系的冲击强度为 22.4 KJ/m2, 而

PP/TPSE/POE-MAH（70/15/15）共混体系的冲击强度高达 64.3KJ/m2, TPSE 的加入改善了 PP 的韧性，成功制备了高

抗冲聚丙烯复合材料。SEM 研究发现在共混过程中形成了以 TPSE 为核，POE 为壳的核壳型包覆结构，进而制备了

高抗冲聚丙烯复合材料。 

关键词：淀粉(ST)；核壳结构；增韧；高抗冲 

LO24 

聚合物熔体微分静电纺纳米捻线 

李好义,马小路,秦永新,李轶,杨卫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熔体电纺技术由于不使用任何有毒溶剂，适用于热塑性材料，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的电纺纤

维纳米结构通常以无纺布的结构存在，大都应用于过滤领域。然而，当涉及到纺织品、传感器和其他生物医学领域，

则需要对纳米纤维进行取向和加捻。此外，纳米纤维捻线提高了纤维束的力学性以便能使它进行机织和编织。这可

以更好的将纳米纤维的应用领域扩展到纺织市场。为了实现熔体微分电纺的纳米化和取向纤维的制备，本文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熔体微分静电纺丝纳米捻线装置，选取 PLA 和改性的 PP 作为原料探究纺丝电压、抽吸风速度、辊子旋

转速度、圆盘旋转速度等参数对纤维直径、形貌、纳米纤维捻线的捻角和捻度的影响，并探究不同工艺条件下实现

捻线捻角的控制。本研究对提高纺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拓宽纳米纤维的应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熔体微分静电纺丝；取向纤维；纳米捻线；捻度；高速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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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25 

基于化学沉积结构设计的超高效 UHMWPE 电磁屏蔽复合材料 

段宏基 1,2,3,许亚东 1,2,3,杨雅琦 1,2,3,刘亚青 1,2,3,赵贵哲 1,2,3 

1.中北大学；2.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室；3.山西省高分子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构建具有三维金属导电网络的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是实现其宽频超高效电磁屏蔽效能（EMI SE）的理想途径。

本研究通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粒子表面“吸附沉积-原位还原”方法引入 0.1 vol%含量还原氧化石墨烯

（rGO）为沉积模板，利用化学沉积手段控制金属镍（Ni）层在 rGO 模板表面的还原生长，实现以 rGO 为模板的 Ni

层预分布 UHMWPE/rGO-Ni 前驱结构设计；在此基础上通过“高压预压-热压成型”工艺控制实现 UHMWPE 基体中以

石墨烯为阵列模板的三维 Ni 隔离导电网络的构建。得益于完善的三维 Ni 空间阵列网络结构以及 Ni-rGO 高效多界面

反射衰减特性，复合材料显示出超高效的电磁屏蔽性能：仅在 0.89 vol% Ni含量下X波段平均EMI SE即可超过 20 dB；

2.58 vol% Ni 含量下 X 波段平均 EMI SE 高达 90 dB，2-18 GHz 宽频范围内平均 EMI SE 高达 86.4 dB。 

关键词：UHMWPE；镍；化学沉积；前驱结构设计；电磁屏蔽性能 

LO26 

微注塑制品剪切历史形态结构与力学性能的关系 

周诣平 1,2,王利霞 1,2,杨学成 1,2,张研涛 2,王潇宇 1,2,李倩 1,2 

1.郑州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2.郑州大学微纳成型技术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采用单因素实验方法，研究不同注射速度下 0.2mm 厚微注塑成型制品的形态结构和力学性能，利用 Moldflow 软

件获取不同注射速度下的剪切历史，分析微注塑制品剪切历史、形态结构与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品

厚度方向呈现含柱晶层的皮芯分层结构，且皮层厚度随注射速度的增大而增大；随注射速度与皮层厚度的增大，断

裂强度、模量和屈服应力增大，断裂伸长率减小。 

关键词：微注塑成型；剪切历史；形态结构；力学性能 

LO27 

利用熔体挤出成型法制备高密度聚乙烯微纤束 及其在油水分离中的应用 

郑国强 

郑州大学 450001 

近来，开发出治理大规模油或有机试剂泄漏的方法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利用吸附材料进行物理吸附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但是目前制备的吸附材料大多存在制备方法复杂、过程耗时、成本高、环境不友好等缺点。因此，研

究开发一种经济可行的方法来制备性能优异的吸附材料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采用挤出成型和沥滤的方法，制备得到

了具有高孔隙率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微纤束，制备方法具有简单可行、低成本、高效率、绿色环保等特点。HDPE

微纤束具有良好的选择吸附性、高的吸附量、优异的循环使用性等优点，并且能够实现连续的油水分离。本论文的

研究工作为利用通用高分子成型加工方法构筑高分子功能结构提供了新方法，为推动吸附材料工业化制备及其在油

水分离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关键词：高密度聚乙烯；微纤束；挤出成型；绿色环保；油水分离 

LO28 

通过构筑立构复合晶体制备高性能的聚乳酸/弹性体共混物 

白红伟 1,2,刘振伟 1,2,邓世豪 1,2,罗元林 1,2,傅强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聚乳酸（PLA）是一种可完全以玉米等可再生植物资源为原料、使用后又可完全生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

色高分子，具有力学强度高、易加工成型等突出优点，在通用塑料领域可广泛替代传统的石油基高分子。然而，韧

性低、耐热性差（过慢结晶速率使得采用普通加工成型方法制得的 PLA 制品常呈非晶态、热变形温度仅与玻璃化转

变温度相当）等缺点严重限制了其作为工程塑料的应用。与弹性体共混是提高 PLA 韧性的一条最为简单而高效的途

径，但弹性体的引入往往会使 PLA 的耐热性变得更差，使用温度进一步降低，因此，要使 PLA 在工程塑料领域得到

应用，必须同时大幅提高其韧性和耐热性。本文提出从 PLA/弹性体共混物中可控构筑高熔点的立构复合晶体入手，

在通过调控基体结晶来提高耐热性的同时，实现对共混物相形态的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基体结晶和相

形态对共混物韧性的协同作用机制，为高耐热超韧 PLA 材料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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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乳酸；弹性体；立构复合；相形态；性能  

LO29 

成核剂种类和尺寸对聚乙烯醇微孔泡沫泡孔结构影响 

项爱民,王海亮,李岩,田华峰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泡沫材料因其质轻、隔音、隔热、缓冲性好被广泛使用，但基于传统泡沫不能降解，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本课题以聚乙烯醇（PVA）为基体，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2）为物理发泡剂，采用间歇式发泡法制备了环境友好型

泡沫材料。研究了聚乙烯醇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过程中成核剂种类和尺寸对 PVA 微孔泡沫泡孔结构的影响及调控机

制。结果表明成核剂的加入，降低了气泡核胚形成的 Gibbs 自由能，可有效地促进气泡成核，但同时诱导基体结晶，

晶格的存在阻碍二氧化碳的扩散，且晶格部分不能发泡，因此成核剂对发泡效果具有双重作用。添加尺寸较小的成

核剂后，泡孔尺寸增加，泡孔密度减小；添加尺寸较大的成核剂后，泡孔尺寸减小，泡孔密度增加。加入比热容大

的成核剂的发泡效果比加入比热容小的发泡效果好。 

关键词：聚乙烯醇；成核剂；泡沫 

LO30 

聚合物共混中相容剂的分子结构与其增容特性 

王迪,吴坤红,季薇芸,张才亮 

浙江大学 310027 

聚合物共混是制备高性能聚合物材料的重要方法。但是，大多数聚合物共混体系都是不相容的，要获得更多有

实用价值的聚合物合金材料，关键是要对不相容共混体系进行增容改性。但至今什么组成和结构的共聚物具有高的

相容性仍不明确。采用接枝共聚物作为共混体系的相容剂，发现尽管能大幅减小分散相尺寸，但是由于这些共聚物

容易发生团聚，达到界面较困难，因而所需用量比较高。反应型相容剂能快速到达母体与分散相的界面，并与分散

相反应生成接枝共聚物作为相容剂。但是随着混合时间的延长，反应得到的界面相容剂中分散相链段含量增加，易

迁移到分散相中，丧失其相容能力，导致分散相相尺寸急剧增加。进一步在反应型相容剂分子中引入与分散相和母

体聚合物都不相容的链段，结果表明在用量很低时，就可使分散粒径急剧下降，表现出优异的相容效率，且不会出

现随着混合时间的延长出现粒径增大的现象。并且，这种相容剂在减小分散相尺寸的同时，还可以扩大共连续相范

围。 

关键词：聚合物共混；共聚物；相容剂；分散 

LO31 

新型聚合物管旋转挤出流变仪及其应用 

陈宁，戚方伟，王琪*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成都 610065 

高分子材料 3D 打印加工可制备传统加工不能制备的形状复杂的高分子制件，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先进制造技

术。但适用于 3D 打印加工的高分子材料种类少，结构功能单一，难以制备高分子功能器件。本文采用固相剪切碾磨

技术制备了尼龙 11/钛酸钡压电微纳米复合粉体，实现了钛酸钡在尼龙 11 基体中的良好分散，改善了两者界面相容

性。复合粉体的烧结窗口达 14.6℃，可满足 SLS 加工要求。系统研究了粉体颗粒尺寸和几何形状对 SLS 加工性能的

影响、尼龙 11/钛酸钡复合粉体的 SLS 加工过程等。结果表明复合粉体具有良好的铺粉性和激光烧结性，粉床表面平

整，烧结过程无裂痕，制品无翘曲现象，制备了传统加工方法难以制备的形状复杂的尼龙 11/钛酸钡压电功能制件，

具有良好的尺寸精度、优良的介电性能、压电性能和力学性能等，突破了传统加工难以制备复杂形状制品和目前 3D

打印难以制备功能制品的局限。本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1433006）。 

关键词：尼龙 11；钛酸钡；压电微纳米复合粉体；制备；选择性激光烧结 

LO32 

针片辊式溶液微分电纺纳米纤维膜 

丁玉梅,张艳萍,张莉彦,杨卫民,李好义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由于单针头静电纺丝产量低，多针头静电纺丝针头间和射流间存在严重电场干扰，而且有针头易堵塞，基于自

由表面自组织的无针静电纺丝技术应用而生，具有较高的纳米纤维生产效率。但现有的无针静电纺丝装置的纺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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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较高，喷丝头结构参数不易改变，可控范围较小，制备的纤维膜形貌较差。本文提出一种针片辊式无针溶液微分

静电纺丝批量化装置，射流喷射器为可模块化组装的针片，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分析了装置结构参数对纺丝

电场场强分布的影响，进而调控最终纤维直径和形貌。以制备 PVA 纤维膜为例，讨论了溶液浓度和针片间距对纤维

直径和纤维产量的影响，制备的纤维直径最细为（136±43）nm，最大纤维产量可达 12.8g/h。 

关键词：针片；溶液微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 

LO33 

高分子及其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和比热的同时准确测量 

蔡岸，倪凯 

TA 仪器 

通过添加高导热填料而制备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正成为高分子材料改性研究的热点。本文详细介绍了高分子及

其复合材料导热性能测试方法——防护热流计法的原理及其仪器，以及使用双厚度模型进行准确测量导热系数的模

型和方法。该方法还可以拓展用以测量比热容参数，同时得到热扩散系数和蓄热系数。这是对于高分子材料及其复

合材料进行导热性能表征最为准确和方便的测试方法。 

关键词: 防护热流计法，导热系数，比热，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 

LO34 

不同的电子交联剂量对于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的热力学性能的影响 

顾磊,刘海洋*, 滕大勇，徐龙城，顾风楼 

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215632 

在辐照电子交联工艺的过程中，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TPO)的高分子长链被高速的电子流轰击打断，断开的自由

基各自重新组合到一起形成了高分子的网状结构，加强了 TPO 材料的热力学性能。本研究尝试的五种交联剂量（0，

25，40，65，100）KGy，随着电子交联剂量的提高：凝胶含量不断上升；关键的阻燃性能，燃烧速率降低了 50％以

上；但是材料的尺寸稳定性并没有发生变化；由于交联涉及高分子的长链被电子束打断的现象，所以拉伸撕裂性能

逐渐的降低。对于汽车内饰 TPO 材料通常表面都有特制的花纹，随着交联剂量的上升，高温下的熔融粘度也在上升，

这个对于 TPO 材料在加工应用的时候花纹保持性有着显著的提升，这个也是采用电子交联的主要原因。TPO 材料常

与 PP 和 PE 发泡材料配合使用，随着交联剂量的上升，PP 和 PE 断裂生长率变差，这个对于实际的加工应用是不利

的，选择合适的交联剂量对于 TPO 材料的开发是十分关键的。 

关键词：热塑性弹性体；电子交联；热力学性能；汽车内饰 

LO35 

交替多层聚乙烯 shish/kebab 结构的构筑及其性能研究 

方文祥，李姜，郭少云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0065 

本研究通过多层共挤出-后拉伸制备了高低分子量聚乙烯交替层状材料，HMWPE层中长分子链易取向形成 shish，

LMWPE 层中短分子链易解取向形成 kebab，形成交替层状 shish/kebab 结构。POM 观察发现，HMWPE 层与 LMWPE

层在偏光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HMWPE 层呈现蓝色，而 LMWPE 层呈现黄色，这可能与晶体取向方向及取向度有

密切联系。SEM 结果显示，HMWPE 层形成密集的平行排列 shish 结构，相邻 shish 由短的 kebab 连接，由层界面处

的 shish 诱导的 kebab 贯穿整个 LMWPE 层。在热台-POM 上进行熔融重结晶实验，发现在略高于熔点的 135℃下处

理时，LMWPE 层先熔融，在随后的结晶过程中，HMWPE 层先结晶，LMWPE 层在层界面处形成类似横晶结构，表

明了层状结构的形成过程和机理。这种密集 shish/长 kebab 结构的多层样品表现出较高的强度和模量。 

关键词：多层共挤出；高密度聚乙烯；shish/kebab 交替排布 

LO36 

PVC 热稳定剂用尿嘧啶衍生物的制备及复配研究 

王亚停,陈思,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尿嘧啶衍生物，并把它作为 PVC 热稳定剂使用，但是得到的 PVC 制品初期白度较差。针

对这一缺陷，本文又引入了一些有机辅助热稳定剂与尿嘧啶衍生物复配使用，从而达到了良好的协同热稳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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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改善了 PVC 制品的初期白度。首先以 1,3-二甲基脲为原料，合成了 6-氨基-1,3-二甲基尿嘧啶（DAU）。利用

烘箱变色法研究了 DAU/ZnSt2 复合热稳定剂对 PVC 热稳定性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含有 DAU/ZnSt2 复合热稳定剂的

PVC 制品初期白度较差。为了改善这一不足，本文又选取了环氧大豆油（ESBO）、二苯甲酰甲烷（DBM）以及季戊

四醇（Pe）为辅助热稳定剂，系统研究了它们与 DAU/ZnSt2 复合热稳定剂的协同热稳定作用。当加入以上辅助热稳

定剂后，有效的改善了 PVC 制品的初期白度。这种具有良好的长期热稳定性稳定剂复配配方配方在 PVC 的加工中

有应用前景。 

关键词：脲衍生物; 热稳定剂; 初期白度 

LO37 

原位纳纤化技术制备高性能聚乳酸制品 

谢兰,郑强 

Guizhou University 550025 

高分子共混物两相间热动力学不相容性往往导致相形态难以控制和界面结合较差，进而力学强度和延展性难以

平衡。我们以全降解型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LA/PBS）共混物为研究模型，采用分步耦合机制，首先，利用

挤出共混中的拉伸/剪切流动场，依次实现了分散相的共连续化和预取向。进一步，利用注塑成型中的高压剪切流动

场，我们实现纳米分散相的纳纤化，其尺寸约为 100nm。同时获得了力学强度和延展性的显著提高。随着 PBS 含量

从 10%，20%，40%增加到 60%，相对于纯 PLA 的冲击强度（5.6 MJ/m3），PLA/PBS 纳纤复合材料分别提高 1256%、

3039%、1822%和 7133%；而断裂伸长率分别是纯 PLA（5%）的 13.4、31.6、23 和 75 倍。另外，尽管 PBS 的拉伸

强度只有 35MPa，PLA/PBS 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依然能够达到 69MPa。 

关键词：聚乳酸，原位成纤，高性能 

LO38 

碳纤维表面硝酸处理对 3D 打印 CF/PLA 试件力学强度影响的研究 

刘晓军,焦志伟,苗剑飞,向声燚,李飞,徐常有,杨卫民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以短切 CF 和 PLA 为实验原料，用硝酸在恒温下对 CF 表面处理，得到改性 CF。以粒料 3D 打印机为实验装置，

以 CF 质量分数为 5%的两种 CF/PLA 粒料颗粒为打印耗材，研究了 CF 的表面处理对 3D 打印 PLA/CF 试件综合力学

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3D 打印处理后 CF/PLA 拉伸试件的强度为 56.4MPa，相对于 3D 打印未处理 CF/PLA 和纯

PLA 试件分别提高了 9.6%和 64.8%，并可达到注塑纯 PLA 试件强度的 85.8%。3D 打印硝酸处理 CF/PLA 试件的弯

曲强度为 117.9MPa，相对 3D 打印未处理 CF/PLA 试件和纯 PLA 试件分别提高了 7.8%和 2.7%，并达到注塑纯 PLA

试件强度的 90.9%。3D 打印硝酸处理后 CF/PLA 冲击试件的强度为 18.3 KJ/m2，相对于 3D 打印未处理 CF/PLA 试件

和纯 PLA 试件分别提高了 13.1%和 77.7%，并且超过注塑纯 PLA 试件，达到其冲击强度的 1.06 倍。  

关键词：碳纤维；表面改性；纤维增强；3D 打印；综合力学强度 

LO39 

离子-偶极相互作用下聚偏氟乙烯晶型调控研究 

李越，任嘉怡，钟淦基*，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聚偏氟乙烯 (PVDF) 的极性晶型具有优异的压电、铁电性，在先进电子器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简

单的分子结构和多晶型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高分子同质多晶行为非常有价值的模型聚合物，通过多晶型调控获得聚

偏氟乙烯 (PVDF) 的极性晶型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本文利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AB) 

在 PVDF 中引入离子-偶极相互作用，研究其对极性晶型生成的影响和相关机理。发现不同的结晶条件（如等温结晶、

非等温结晶）导致不同的多晶型组成，离子-偶极相互作用易于诱导极性晶型，但单独存在时很难获得大量的 β 晶。

引入拉伸、压力等外场与离子-偶极相互作用发生耦合可提高极性晶型中 β 晶的含量，适宜的压力场下甚至能获得完

全的 β 晶。除多晶型组成外，离子-偶极相互作用和压力对于伸直链晶体形成的作用也被详细讨论。 

关键词：聚偏氟乙烯；离子-偶极相互作用；极性晶型；高压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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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40 

层层自组装改性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功能化应用 

邓红兵,施晓文,杜予民 

武汉大学 430079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层层自组装技术已经成为最具有应用前景的构建功能性膜材料的制备技术之一。由于其

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几乎可以在任意基底上沉积、适用性强以及组成和结构容易调控等优点，而得到了广泛

的研究。纳米纤维具有许多独特性质，如超细直径、高柔韧性、较大比表面积、三维立体结构、易表面功能化改性

和均一性高等特点，但单一制备的纳米纤维不能满足功能化应用日益增长的需求，其表面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越

来越多研究者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对纳米纤维进行功能化设计，其中层层自组装是纳米纤维改性重要手段之一。纳米

纤维作为一种特征的基底材料，层层自组装可实现对单根纤维和堆积成的纳米纤维膜整体两个层面的改性。本人围

绕层层自组装改性纳米纤维的制备方法的多样化及其广泛的应用开展了研究，包括创面修复、抗肿瘤、抗菌、蛋白

质负载及缓释及生物电喷微生物的固定化。 

关键词：层层自组装；纳米纤维；生物医药应用；蛋白质负载；微生物负载 

LO41 

聚烯烃热塑性弹性体 OBC 结晶形态调控和性能研究 

赵永生,司联蒙,陆赵情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10021 

本实验主要研究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对 OBC 的结晶性能、晶体形态以及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熔融

共混的样品中存在大量 UHMWPE 的团聚体，尺寸为 200-500 微米，处于彻底宏观分相状态；而溶液共混可以很好的

改善 UHMWPE 在 OBC 基体中的分散，获得分子链级别的相容。良好相容的情况下，UHMWPE 对 OBC 结晶存在显

著加速效应，同时晶体尺寸逐渐减小。W 随 UHMWPE 含量增加，熔体共混制品的屈服强度小幅提升，但是高添加

量的样品在应变超过 400%后出现显著应力软化；而溶液共混的未取向制品力学性能逐渐上升，当 UHMWPE 含量达

到 10wt%后，仍然呈现弹性体特征。更有趣的是，当对溶液共混体系施加剪切后，取向制品随 UHMWPE 含量增加

力学性能显著提高，用量超过 2.5wt%后，表现出橡胶-塑料形变转变,这也为 OBC 晶体结构调控及性能优化提供了一

个新思路。 

关键词：热塑性弹性体 片晶连接 shish-kebab 晶体 力学性能 

LO42 

高储能、低损耗多层聚合物薄膜电容器的设计 

黄华东 1,2，陈心悦 2，祝磊*,2 

1. 高分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610065 

2. Center for Layered Polymeric Systems (CLiPS) and Department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io 44106-7202, United States 

聚合物薄膜以优异的电绝缘性能、质轻、便宜、易加工等特性，被广泛用于电容器领域，如动力电子设备、栅

格逆变器/转换器、脉冲功率设备等。多层共挤技术结合高击穿场强、低损耗的线性介电材料（如，聚碳酸酯、聚砜

（PSF）等）和高介电常数的介电材料（如，聚偏氟乙烯（PVDF）及其共聚物），是制备高储能、低损耗多层聚合物

薄膜电容器的有效手段。研究结果表明，PVDF 多层聚合物薄膜中，杂质离子的迁移是介电损耗的主要因素，多层聚

合物薄膜片层结构的纳米化能有效抑制杂质离子的运动，但会增加薄膜的电子电导，降低击穿场强。本课题选用高

玻璃化转变温度的 PSF（Tg=186 oC）作为线性介电材料相，在高温下，利用单向极化电场驱动杂质离子从 PVDF 层

进入 PSF 层，随后的降温过程中，杂质离子被限制在固化的 PSF 层，从而 PVDF/PSF 多层薄膜的杂质离子介电损耗

大幅度降低，体系电绝缘性能显著改善。杂质离子极化技术简单、高效，有望用于高储能、低损耗多层聚合物薄膜

电容器的大规模生产。 

关键词：多层共挤技术；介电储能；介电损耗；电场极化；杂质离子 

LO43 

单螺杆挤出机停留时间分布的在线检测 

张果 1,陈世昌 1,张先明 1,陈文兴 1,冯连芳 2 

1.浙江理工大学；2.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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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荧光在线检测方法表征了聚苯乙烯(PS)单螺杆挤出加工过程中的停留时间分布（RTD）。研究了示踪剂的种

类，示踪剂的用量和螺杆转速对 PS 在熔融加工过程中停留时间分布的影响。小分子示踪剂是蒽(EN)和 9-蒽醇

(9-AM)，大分子示踪剂为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 9-蒽甲酯的无规共聚物(P (St-co-AMMA))。利用转矩流变仪的单螺杆

挤出平台搭建一套荧光在线检测装置，在实验过程中依次控制示踪剂的种类，示踪剂的含量和螺杆转速考察各参数

对 PS 单螺杆挤出加工过程中的停留时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合成的大分子示踪剂可以有效表征单螺杆挤出过

程的停留时间分布，对于混合能力一般的单螺杆挤出机，大分子示踪剂有利于表征其停留时间分布；螺杆转速越快，

最小停留时间越小，停留时间分布越窄。 

关键词：聚苯乙烯；停留时间分布；荧光在线检测 

LO44 

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挤出在聚合物发泡和加工方面的应用进展 

庞永艳,王舒生,黄朋科,郑文革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挤出发泡是以绿色发泡剂和直接挤出发泡相结合的发泡技术，在聚合物发泡方面表现出绿

色、高效、连续化等优势。本文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挤出发泡技术，在聚合物发泡和加工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聚合物发泡方面，通过加工过程控制和利用发泡过程的形成“软硬相”，基于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备出开孔率大于 90%

的高开孔泡沫材料。该材料在有机溶剂、食用油、机油等吸油测试上表现出优异的亲油疏水性、油水分离性、高吸

油倍率及反复利用等优势。在聚合物加工方面，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改善膨胀型阻燃剂在聚丙烯基体中的分散，从

而显著地提高了阻燃剂的阻燃效率，在 23wt%添加量下，即可使聚丙烯复合材料通过 UL-94 V-0 阻燃级别（常规加

工方法通常需要不低于 30wt%的添加量）。该研究创新性地将超临界二氧化碳引入到阻燃复合材料的加工过程，为高

分子材料阻燃改性提供了新方法。 

关键词：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挤出发泡；聚合物加工；吸油材料；阻燃 

LO45 

氧杂-迈克尔反应交联环氧化天然橡胶的应用 

张旭辉,唐征海,郭宝春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由于硫磺和过氧化物硫化的二烯烃橡胶耐老化性能不佳，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交联化学：氧杂-迈克尔反应。基

于氧杂-迈克尔反应，环氧化天然橡胶（ENR）可被丙烯酸锌（ZDA）有效交联，且交联体系表现出优异的耐老化和

机械性能。此外，该交联体系具有交联选择性且体系中存在大量含氧基团，从而有一些潜在应用：1）基于 ZDA 对

ENR 的交联专一性，我们在硫磺硫化的 SBR 中构筑了 ZDA 交联的 ENR 脆性网络。该脆性网络为可牺牲网络，在

拉伸过程中先于主链断裂，促进链段取向，从而提高了 SBR 的强度、模量和韧性。2）ZDA 交联的 ENR 体系中存在

大量的含氧基团（ENR 中的环氧基团和 ZDA 中的羰基），因此，我们在 ZDA 交联的 ENR 体系中引入 Fe3+，该金属

离子可与环氧基团以及羰基形成配位作用。配位键的存在显著增强了体系的强度、模量并赋予体系可调的 Tg；而配

位键的热响应性也赋予该交联弹性体优异的三重形状记忆效果。 

关键词：氧杂-迈克尔反应；环氧化天然橡胶；牺牲键；形状记忆弹性体 

LP001 

强剪切与纤维状 β 成核剂耦合制备高度有序 β 型聚丙烯晶体 

韩锐 1,聂敏 2 

1.西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聚丙烯（PP）是一种的典型的多晶聚合物。一般认为，强应力作用下，PP 倾向于形成取向 α 型晶体。本文

利用可自组装酰胺类 β 成核剂 TMB-5 和由微型注塑提供的强剪切场，进一步验证和研究 PP 可否在加工过程中形成

高度取向的 β 型晶体结构。实验结果表明，当 TMB-5 为点状形态时，其易在强剪切场中沿 Jeffery 轨道翻转和旋转。

此时，应力诱导形成的 α 晶核在 PP 熔体中占据主导，而有序排列的 β 晶只能通过附生生长，零星的出现在取向 α 晶

体和 TMB-5 表面。而当 TMB-5 自组装为纤维状形态时，其倾向于沿流场方向定向排列。此时，在强剪切作用下形

成的伸直分子链持续的被吸附和沉积于 TMB-5 表面，替代取向的 α 晶核，于降温过程中诱导邻近 PP 分子链在其表

面附生折叠，成为高度有序的 β 型片晶结构。最终，本文成功在强剪切场作用下，于 PP 中获得了一种由高度取向 β

晶和纤维状 TMB-5 构造的杂化串晶结构。 

关键词： 聚丙烯；自组装 β 成核剂；强剪切；β 型杂化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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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02 

聚酯切片质量对高速纺丝生产的影响及改进措施 

鹿学凤 1,2,王春娟 1,2 

1.辽阳石化研究院；2.辽阳石化聚酯厂 质量安全环保科 

文章主要通过生产实际情况，针对聚酯切片质量对高速纺丝生产的影响及技改措施做了详细介绍。辽阳石化公

司聚酯厂，年产聚酯切片 50 万吨，其中大部份用于纤维生产。高速纺丝包括 POY 和 FDY 两种纺丝工艺。由于其速

度高，丝路复杂，纺丝拉伸几乎同时完成；同时随着人们对高品质服装的需要，超细袋多孔丝越来越多的成为纺丝

厂的主要品种，这样对聚酯切片质量及做为聚酯切片原料的 PTA 也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通过实际考评，发现聚

酯切片质量对高速纺丝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聚酯切片的特性粘度、 二甘醇含量、 羧基含量、粉尘含量、分

子质量分布、 热性能这几大方面。另外，切片的熔点、二氧化钛、含水量、灰分、铁含量、色度 b 值、异状切片、

粉末等指标也都对纺丝有着不同的影响。为了降底这些因素对纺丝的影响，采取了以下措施：优化生产工艺，降低

端羧基含量、 减少粉尘的产生、 减少特性粘度的波动、 最大限度地降低二氧化钛的含量。 

关键词： 聚酯；高速 ；纺丝 

LP003 

基于固体塑性的二维到三维的快速成型技术 

张国高,赵骞,谢涛 

浙江大学 310000 

常见的热塑性聚合物加工方式就是将聚合物变为熔体然后通过模具将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而这样的制

造工艺会受到模具的限制，生产周期长。3D 打印技术作为一种快速成型技术，能够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但是 3D

打印技术仍然具有很多缺陷，比如打印精度和速度不可兼得。结合这两种技术的优点，并且利用形状记忆聚合物的

变形行为，我们实现了三维形状的快速成型。基于之前关于可塑性形状记忆聚合物的工作，我们合成了可塑性形状

记忆聚合物，该聚合物可以在高温下（90 摄氏度以上）发生塑性变形，而在较低的温度下（60 摄氏度）发生弹性形

变，我们通过区域塑化的方法，使部分区域发生塑性形变，而其余部分发生弹性形变，并且利用沿着材料厚度方向

上的应力松弛梯度，就可以实现材料从二维到三维的快速成型。这种快速成型方式能够简单、便捷地实现材料从二

维到三维的转变，有望应用于仿生智能材料、复杂变形材料等领域。 

关键词 ：形状记忆聚合物；固体塑性；三维变形 

LP004 

抗氧剂对 ABS 材料辐照性能的影响 

张含,丁雪佳,何旺彤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考察不同抗氧剂对 ABS 性能的影响，研究了辐照前后单加抗氧剂 1010、1098、1076 对 ABS 色差、力学性

能、微观形态、热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辐照剂量为 25kGy 的条件下，添加 0.5phr1076、0.5phr1010 和 0.1phr1098

的 ABS 色差值最小。不同辐照剂量条件下，无论添加何种抗氧剂，共混物的拉伸强度上升，弯曲强度下降，冲击强

度上升，材料的强度、韧性均有所提高，但材料整体的力学性能变化不大。扫描电镜结果显示，加入抗氧剂后，材

料表面的断裂带变多，银色裂纹变得愈发密集，当以 25kGy 辐照剂量辐照后，材料表面变得更加粗糙，裂纹有一定

程度的增加，韧性变强，显示为韧性断裂。材料经高能射线或电子束辐照后，无论聚合物发生降解还是交联，均产

生了更为相对稳定的物质，需要更高的温度进行破坏，材料外延起始温度增加。 

关键词 ：ABS 辐照变色； 抗氧剂 

LP005 

聚左旋乳酸—聚乙二醇三嵌段共聚物对聚左旋乳酸结晶的促进作用 

李乐,杨伟,包睿莹,杨鸣波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文设计制备了与传统的小分子增塑剂不同的一种新型大分子增塑剂，聚左旋乳酸—聚乙二醇三嵌段共聚物。

通过聚乙二醇的端羟基引发左旋乳酸单体开环聚合得到三嵌段共聚物，三嵌段共聚物的加入可促进聚左旋乳酸的结

晶。随三嵌段共聚物的聚左旋乳酸链段减短或聚乙二醇链段增长，聚左旋乳酸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冷结晶温度和半

结晶时间降低，结晶度和球晶生长速率增加。与此同时，具有更长聚左旋乳酸或者更短聚乙二醇链段的三嵌段共聚

物的加入可对聚左旋乳酸产生特殊的成核作用，这强烈依赖于其与基体的缠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三嵌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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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物对聚左旋乳酸结晶的促进来源于成核和增塑的共同作用，其中增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具有高含量聚乙二醇

链段的三嵌段共聚物对聚左旋乳酸的结晶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种大分子增塑剂即使在添加到极高含量的情况下依

然不会出现相分离，这表明其对减缓或抑制聚左旋乳酸的老化有着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聚左旋乳酸；聚乙二醇；聚左旋乳酸—聚乙二醇三嵌段共聚物；结晶 

LP006 

固态口模拉伸制备聚乳酸片材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吴萍萍,杨其,孙洪雯,赵中国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主要研究了利用固态口模拉伸方法制备的高度取向聚乳酸（PLA）片材，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二

维广角 X 射线衍射（2D-WAXD）和拉伸试验来分析其结构和性能。力学性能测试表明该加工方法可以实现聚乳酸的

自增强增韧。为了究其原因，我们对样品的微观结构和结晶行为进行了分析。DSC 结果表明固相拉伸可以显著提高

PLA 的结晶度，并且随着拉伸速率的增大而增大。2D-WAXD 衍射图表明拉伸后样品内存在明显的取向结构，并且

随着拉伸速率的增大取向度逐渐增加。实验测得拉伸后样品的密度降低。取向结构使得样品的拉升强度和模量大幅

增加，而微孔的存在有助于其韧性的改善。因此有望通过加工参数的优化选择，制备具有高度的取向结构和适当尺

寸微孔的材料，达到对 PLA 同时增强增韧的效果。 

关键词： 聚乳酸（PLA）；口模拉伸；取向；增强增韧 

LP007 

聚乳酸微孔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陈云静,韩立晶,董丽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微孔材料具有密度小、韧性好、比强度高、防水透气、热稳定性高、绝缘以及隔热和隔音性能好等优点，已广

泛用于缓冲材料、隔音材料、绝缘和绝热材料、服装和果蔬保鲜等领域。本文提出以纳米 SiO2（原生粒径 15 nm）

为致孔剂，选择具有完全生物降解特性的聚乳酸（PLLA）为基体，深入研究致孔剂以纳米尺寸分散时，在拉伸过程

中聚合物能否形成微孔结构，形成的微孔结构如何，以及这样的微孔结构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并深入探索微孔结构

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SiO2 以纳米尺寸的单体/团聚体形式均匀分散在 PLLA 中，PLLA/SiO2 在低拉伸倍

率下发生界面脱粘，然后脱粘的界面随着拉伸倍率的增大而逐渐延伸，形成 100 nm-1μm 的椭圆形微孔；并且 SiO2

含量越高、拉伸倍率越大、拉伸速率大于 20 mm/min、拉伸温度越低，复合材料越容易成孔，孔隙率越大；此外，

制备的聚乳酸微孔材料的隔热性能和力学性能明显优于未成孔材料。 

关键词: 聚乳酸；纳米二氧化硅；微孔结构；隔热性能；力学性能 

LP08 

碳纳米管对聚乳酸/聚(3–羟基丁酸–4–羟基丁酸酯)共混物相形态、导电和力学性能的影

响 

高涛 1,2,杨伟 1,2,杨鸣波 1,2,包睿莹 1,2 

1.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聚合物共混物的性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混物的相形态。一般而言，影响共混物相形态的因素有聚合物的组成

比、流变性质、界面张力、加工条件和填料的表面特性等。其中，向共混物中添加纳米粒子是调控相形态和共混物

性能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手段。本文通过在组成比为 80/20 的聚乳酸/聚(3–羟基丁酸–4–羟基丁酸酯)体系中添加碳纳米

管实现了相形态从海岛结构到类共连续相结构的转变。相形态发生转变的原因是碳纳米管在聚(3–羟基丁酸–4–羟基丁

酸酯)相的自组装行为引起了分散相连续度增加，同时，聚(3–羟基丁酸–4–羟基丁酸酯)相弹性的提高对相形态也有一

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在非等比的组成比下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双逾渗结构，共混物的逾渗值较聚乳酸/碳纳米管复合材

料下降了 36%；另一方面，碳纳米管的增容作用也使得共混物的延展性在较低碳纳米管含量下出现了提高。由此，

本文提供了一种制备生物可降解的具有良好力学性能的导电材料的方法。 

关键词: 聚乳酸；聚(3–羟基丁酸–4–羟基丁酸酯)；碳纳米管自组装；类共连续结构；生物基导电材料 

LP09 

受限态高分子链动力学行为调控及其在 NMT 中的应用 

陈葳,刘婧雯 

南京大学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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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器件小型化和高度集成需求的提高，纳米注塑成型技术（NMT）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该方法

将高分子直接注塑到预先进行过纳米化处理、 表面覆盖小孔的金属上，实现与金属的一体成形。注塑过程中高分子

被牵引到小孔底部并固化，在金属材料内部形成类似“锚栓”的结构。“锚栓”效应造成高分子与金属的连接，结合强度

甚至超过高分子材料本身的强度。然而目前仅有聚苯硫醚（PPS）、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等少数几种高分

子通过 NMT 方法能够实现与金属的牢固结合，极大制约了 NMT 方法的推广和产品的应用。本文通过对受限条件

下高分子流体动力学行为的研究，从分子层面认识受限态高分子链在降温过程中，特别是玻璃化转变前后的动力学

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界面应力变化规律，不仅提高了现有 NMT 产品-PPS/Al 复合材料的结合强度，还首次实现了

高结合强度的 PMMA/Al 复合材料的制备。  

关键词 ：纳米注塑成型技术;  锚拴效应; 受限态高分子;  动力学行为 

LP010 

高 DDR 下流延膜取向和性能的分析 

徐瑞璋,曾胜,亢健,杨锋,向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65 

本文研究了工业化生产的四种不同拉伸比（DDR）的聚丙烯流延膜，研究了 DDR 对流延膜在流延生产过程中取

向情况的影响。样品用 WAXD 和 FTIR 表征了晶区和非晶区的排列和取向情况，DSC 表征了样品的结晶度，样品的

回弹性能用来研究取向和结晶的情况。随后，样品经过退火处理，并以相同的表征手段进行表征，以研究退火对其

取向和结晶的影响。我们发现 DDR 对晶区和非晶区的取向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间接影响了回弹响应。晶区和非晶区

的取向随着 DDR 的增大而升高，且退火也对样品的取向有提高。DDR 为 156 时，其在晶区的取向度比 DDR 为 22

时提高了一倍，且退火处理之后取向度有进一步的提升。相同的结果也可以从结晶度和回弹性能上得出，随着 DDR

的升高，样品的结晶度和回弹性能也在逐步上升。但是当 DDR 过高时，取向和回弹性能都会降低。这表明对于流延

膜生产，需要一个合适的 DDR 范围。 

关键词: DDR；流延膜；取向；结晶 

LP011 

MDI 和聚乙二醇对聚乳酸/淀粉共混物的增容作用 

武丹丹,董丽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针对聚乳酸（PLA）/淀粉（Starch）共混物组分间相容性差、界面结合不好和力学性能劣化等问题，选用

具有反应活性的 MDI 和与 PLA 相容的 PEG，通过熔融共混的剪切和反应过程，探索对 PLA/Starch 共混体系的

改性。实验结果表明，当 MDI 单独加入时，MDI 可以在界面处与 PLA 和 Starch 发生接枝反应，生成接枝共聚

物能够明显改善 PLA/Starch 共混物的界面结合，提高杨氏模量和拉伸强度。PEG 作为增容剂加入 PLA/Starch

共混体系时，部分 PEG 与 Starch 形成“核壳”粒子形式，增强与 PLA 间的相容性，另一部分分散在 PLA 基质中，

起到增塑剂作用，结果提高了 PLA/Starch 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但降低了拉伸强度。将 MDI 和 PEG 一同加入

到 PLA/Starch 共混体系，对比 PLA/Starch/MDI 共混物，提高了断裂伸长率，对比 PLA/Starch/PEG 共混物，提

高了拉伸强度。 

关键词： 聚乳酸；淀粉；相容性；力学性能 

LP012 

釜式发泡中表面活性剂对低分子量聚丙烯发泡性能的影响 

李明罡,邱健,邢海平,樊东蕾,唐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丙烯（PP）泡沫具有使用温度高、比模量大、可降解的特点，是聚乙烯和聚苯乙烯泡沫的良好代替品。PP 泡

沫珠粒已广泛应用于汽车、高档包装和玩具领域。普通 PP 加工窗口窄，熔体性能差，很难用于生产高质量泡沫。PP

泡沫珠粒多采用釜式发泡法生产。发泡过程中，多加入水作为传热介质。但水的潜在作用没有被研究。本文在低分

子量 PP（LMW-PP）中分别加入四种表面活性剂，用釜式法进行发泡。结果表明加入表面活性剂的样品，体积膨胀

率（R）提高，泡孔破裂减少，特别是加入 CTAB 的样品 R 值比纯 LMW-PP 提高了 420%。通过流变、DSC、SEM

和吸附测试分析表明，表面活性剂改善了 PP 熔体流变行为，使 PP 具有吸水性。发泡过程中水不只作为传热介质，

同时也起到协同发泡剂的作用，提高样品 R 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33005）、科技部 863 计划（2015AA033901）

资助。 

关键词 ：聚丙烯泡沫；表面活性剂；釜式发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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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13 

高强度耐溶胀聚苯硫醚微孔膜的制备及其性能的研究 

高原,李振环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0380 

本文研究了一种高强度耐溶胀的聚苯硫醚微孔膜，以热致相分离法（TIPS）制备聚苯硫醚微孔膜，在不同温度

的热空气下处理 0.5 h-4 h。通过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显示，膜的孔径变大，表面孔增多，且结构没有发生

塌陷。水通量明显提高，在 260℃达到最高 120.46 LMH，在上表面皮层形成了更多的贯穿孔，提出了“二次致孔理论”，

即 260 ℃时膜上皮层中的包状孔熔融打通，形成第二次致孔。通过红外光谱（IR）和 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表

征膜表面发生了化学结构的变化，氧含量明显增多，出现了-C-O-C-、-SO-、-SO2-等化学结构，证明聚苯硫醚长链发

生了氧化交联反应，力学性能明显提高，在 PPS-260/3 h 断裂强度最高达到 4.59 MPa，并能保持较好的韧性；且在高

温（120 ℃）下，强极性溶剂（如 DMAC、NMP）中保持其原本尺寸而不发生溶胀现象。 

关键词： 聚苯硫醚；二次致孔；高强度；耐溶胀 

LP014 

高能电子束辐照改性聚丙烯微孔膜及其性能研究 

陈荣源,韩琳,刘欣,张忠厚,闫春绵 

郑州轻工业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450001 

采用高能电子束辐照的方法在聚丙烯微孔膜的表面接枝丙烯酸锂。研究不同的辐照剂量对聚丙烯微孔膜表面接

枝丙烯酸锂的接枝率的影响，并对辐照接枝后的聚丙烯微孔膜的结构和性能变化进行了研究。红外测试结果表明，

通过高能电子束辐照，聚丙烯微孔膜的表面能够成功地接枝上丙烯酸锂；表面水接触角测试结果表明，经辐照接枝

丙烯酸锂后的聚丙烯微孔膜的表面水接触角减小，表面极性增加，表面亲水性得到提高；SEM 观察结果表明，辐照

后聚丙烯微孔膜的孔径减小。通过本研究的方法可以简单有效地制备出具有良好表面润湿性能的聚丙烯微孔膜。 

关键词 ：高能电子束辐照；聚丙烯微孔膜；表面亲水性 

LP015 

反应性共混改善 ETPU 的泡孔形态及抗收缩性能 

黄轲,张荣,刘清亭,胡圣飞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热塑性聚氨酯发泡珠粒（ETPU）由于其广泛的用途，近年来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目前 ETPU 的制备面临成

型费用高、发泡后易收缩等问题，因此关于 ETPU 制备技术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研究了 ABS 含量对 TPU/ABS 共

混材料的动态热机械性能、流变性能、发泡性能及其发泡珠粒抗收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 ABS 含量的增加，

共混体系的熔体粘度、储能模量大大提高，平台区向低频平移，剪切变稀提前；TPU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提高，分子

链刚性增强。ABS 的加入能有效改善 TPU 的发泡性能与抗收缩性能，当 ABS 含量为 10%时，得到发泡倍率最大（13.6

倍），平均泡孔尺寸最小，泡孔密度最大收缩率最小（12%），泡孔分布均匀的发泡材料，加入 ABS 有利于提高 TPU/ABS

共混物的熔体强度，改善发泡性能；TPU/ABS 发泡珠粒的收缩率随着 ABS 含量的增加而降低，ABS 的加入对降低

TPU 发泡珠粒的收缩有着显著作用。 

关键词： 热塑性聚氨酯；ABS；超临界二氧化碳；珠粒发泡；抗收缩性 

LP016 

不同结构 PPC 的熔体流变行为 

曹瀚 1,2,秦玉升 1,王献红 1,王佛松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丙撑碳酸酯（PPC）是一种新兴的具有高透明度和高氧阻隔性的可降解塑料。目前，PPC 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生

产，并且有文献已经报道了它的力学性能。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多数致力于 PPC 的催化剂与聚合方法，很少有文

献报道对 PPC 材料加工十分重要的流变行为。流变是一种非常简单方便的评价加工性能的方法，对分子结构的变化

非常敏感。我们研究了分子量从 117100 到 576000 的 PPC 在不同温度、不同剪切频率下的动态黏弹行为，并且使用

了时温叠加原理得到了 150 °C 下的主曲线。通过计算得到了 PPC 熔体的临界分子量为 36,394 g/mol，PPC 熔体的零

切粘度依赖于重均分子量的 3.42 次方。PPC 表现出了线性非晶聚合物典型的粘弹性行为，随着分子量增加，温度下

降，储能模量增大，类牛顿行为明显缩短。窄分布 PPC 的黏度对温度更敏感，同时表现出了更好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 ：聚丙撑碳酸酯； 二氧化碳；流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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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17 

不同维度碳纳米填料掺杂对环氧/镀镍碳纤维复合泡沫电磁屏蔽效能的影响 

杨雅琦,段宏基,刘亚青,赵贵哲 

中北大学 030051 

基于电磁屏蔽材料轻量化、高性能化的应用需求，本研究在环氧（EP）泡沫中利用镀镍碳纤维（NCCF）构建镍

选择性分布导电网络的基础上，引入以乙炔炭黑（ACET）和碳纳米管（CNTs）为代表的不同维度碳纳米填料，利

用碳纳米填料与 NCCF 在不同尺度上的导电网络协同作用，在极低导电填料含量下实现了 EP 复合泡沫电磁屏蔽性能

的高性能化：在 2.07 vol% 的 NCCF 含量下，仅为 0.28 vol% ACET 或 CNTs 掺杂的 EP 复合泡沫电磁屏蔽效能即可达

20.3 dB 和 40.8 dB。基于不同维度碳纳米填料的分散状态，我们认为，具有高长径比维度优势的 CNTs 更易于在 NCCFs

网络间互穿搭接形成有效的多尺度复合导电网络，使入射电磁波产生更有效的界面多重反射吸收衰减，从而显著提

高材料的电磁屏蔽效能。EP/NCCF/CNTs 复合泡沫对电磁波的吸收损耗效能高达 38.5 dB，证明吸收损耗是材料屏蔽

效能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环氧泡沫; 镀镍碳纤; 碳纳米填料; 电磁屏蔽 

LP018 

二烯烃橡胶再加工回收新方法：构筑 C-N 烷基可交换共价交联键 

黄晶,唐征海,郭宝春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化学交联的橡胶具有独特的高弹性、优良的机械性能和耐溶剂性能，但是交联网络的不可逆性使得其难于再加

工回收。大量的废旧橡胶造成了严重的黑色污染，另一方面也浪费了宝贵的橡胶资源，是当今人们面临的严重问题

之一。本文突破橡胶材料采用硫磺或者过氧化物等交联剂的传统，利用卤代烷与吡啶基团之间的反应性，采用 1,6-

二溴己烷交联丁苯吡橡胶(VPR)，形成 C-N 键共价交联网络。C-N 烷基在热驱动下可发生交换反应，在高温（≥150 oC）

时，交联橡胶具有可塑性，在保持共价键交联网络密度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交联 VPR 的可再加工和回收利用。经

多次再加工回收后，交联 VPR 的机械性能仍能回复 70%。在二烯烃橡胶中构筑 C-N 烷基可交换共价交联键，为交联

橡胶再加工回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橡胶；C-N 烷基交换反应；可再加工 

LP019 

不同尺度纳米粒子对聚乳酸发泡行为的影响 

杨弯弯,梁奎,陈绪煌,余鹏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在微孔发泡过程中，添加纳米粒子能有效降低成核位垒，增加泡孔数量。不同尺度纳米粒子因表面性质的差异，

对聚合物结晶性能和发泡性能影响规律不同。本文选取尺度不同的三种纳米粒子：碳酸钙(CaCO3)、纳米粘土(MMT)、

多壁碳纳米管(CNT)，研究了三种纳米粒子在不同发泡温度下对聚乳酸(PLA)发泡结构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高

压气体增塑作用下，PLA 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晶度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升高，其中 PLA/CNT 复合体系在 80 oC 时的结晶

度最高，且形成的球晶尺寸较大，造成发泡样品中未发泡区域增多。当温度提高至 100 oC 时，PLA 纳米复合材料晶

区结构变得细小而均匀，引发较多气泡核，增加泡孔密度，减小泡孔尺寸。进一步提高发泡温度到 120 oC 时，PLA

纳米复合体系的熔体强度随之下降，泡孔尺寸稍有增加，泡孔密度降低。对比三种纳米粒子发现，PLA/CNT 纳米复

合材料的发泡样品的泡孔尺寸最小，泡孔密度最大。 

关键词 ：聚乳酸；纳米复合材料；结晶；微孔发泡 

LP020 

补强与硫化体系对封隔器用氢化丁腈胶料性能的影响 

常宪增,史新妍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文采用过氧化物作为硫化体系，炭黑、芳纶短纤维作为补强体系，通过密炼与开炼制得氢化丁腈(HNBR)混炼

胶，探究了补强与硫化体系对封隔器用氢化丁腈胶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纤维和硫化剂相比，炭黑对橡胶门

尼粘度影响更明显，炭黑填充量越多，胶料门尼粘度值越高；随着硫化剂、炭黑以及纤维用量的增加，橡胶体系的

交联程度增加；纤维的加入可以改善胶料的加工安全性，并使硫化时间缩短；加入纤维后，胶料的拉伸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降低，但极大地提高了在较低应变下（＜100%）的拉伸模量，且表现出“屈服”现象，综合考虑，室温下，填

充 65 份炭黑、6 份硫化剂、3-6 份纤维的 HNBR 胶料具有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与室温相比，高温下 HNBR 胶料的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拉伸模量均降低，但炭黑和纤维在高填充量下，其下降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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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HNBR；炭黑；纤维；封隔器胶料 

LP021 

超细 PTFE 微粉改性 PC 复合材料制备及其性能 

董振强,郑豪,杜钦青,姚宏兵 

衢州学院 324000 

利用聚四氟乙烯（PTFE）的耐磨性与自润滑性能，本文采用超细 PTFE 微粉与聚碳酸酯（PC）制备 PTFE-PC 耐

磨复合材料，并研究了 PTFE 微粉的含量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加工流动性能、耐磨性能的影响，并通过 SEM 测试

分析了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结果表明：随着复合材料 PTFE 含量的增加，其力学性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加工流

动性依然较好，而耐磨性能则有显著的提升。SEM 测试结果表明， PTFE 微粉与 PC 部分相容，导致其力学性能较

纯 PC 下降，而加工流动性变化不大；由于 PTFE 微粉大量聚集于复合材料表面，使得复合材料耐磨性能得到显著提

高。 

关键词： PTFE 微粉；聚碳酸酯；复合材料；耐磨性能 

LP022 

炭黑在不同地域天然胶中的分散性对比 

逄见光,史新妍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论文利用橡胶加工分析仪（RPA2000）和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等现代分析测试手段，测定了混炼胶特

性和混炼胶的加工性能以及硫化胶的物理机械性能，研究炭黑在不同地域天然胶中的分散均匀性，为选择不同地域

天然胶制备橡胶制品等提供技术参考。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地域天然胶中填充相同份数的炭黑（50 份）时，炭黑

的分散性如下：在 SMR 中分散性最好，STR 次之，在 SIR 中分散性最差。不管是硫化胶还是混炼胶，炭黑与三种天

然胶的相互作用强弱顺序为：STR＞SIR＞SMR。三种天然胶的自补强性顺序为：SMR＞SIR＞STR。并且 SMR 的综

合力学性能比较优异。 

关键词 ：炭黑补强；炭黑分散性；RPA2000；DMA 

LP023 

循环振荡推拉成型增强增韧 HDPE 

况太荣,刘通,陈金伟,李崚湾,具嘉峻,彭响方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高分子材料宏观性能由其内部结构决定，而内部结构又与成型方法密不可分。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复合力

场的循环振荡推拉成型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 HDPE 的成型加工过程，以常规注塑成型作为参照，对比研究了不同

力场作用下 HDPE 试样结构性能的变化规律。结果发现，在成型过程中引入往复震荡剪切动态力场的循环振荡推拉

试样的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相比没有引入动态力场的常规注塑成型试样分别提高了 167.55% 和 208.45%， 实现了

制品性能的自增强、自增韧；SEM 结果表明，该方法成型的 HDPE 制品结晶形态由静态成型时的球晶转变为典型的

shish-kebab 串晶结构。基于往复的动态力场的循环振荡推拉成型方法使得 HDPE 分子链及链段高度取向，形成致密

的、规则排布的的 shish-kebab，从而使得制品的性能大幅提高。本文最后对力学性能改善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循环振荡推拉成型；增强增韧；高密度聚乙烯 

LP024 

基于聚合物固相成纤制备 PP/ABS 纳米微纤复合材料 

邹晓轩,张贻舟,阳路求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411105 

原位成纤复合材料一直是聚合物加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新型聚合物固相成纤方法以固相下有良好形变能力

的解缠结结晶聚合物为成纤相，在基体相熔体中经剪切固相变形成纤，可得到纳米级微纤，但解缠结结晶聚合物获

取困难。基于高弹态无定型聚合物具良好形变能力且易于功能化的特性，本论文采用无定型聚合物 ABS 为成纤相，

通过简便的挤出共混-淬冷过程，直接制备 PP/ABS 纳米微纤复合材料，研究发现：在较低螺杆转速（剪切速率）条

件下，ABS 固相粒子变形生成了大量的 ABS 微纤网状结构，ABS 微纤直径小于 100nm，而在高螺杆转速条件下，

ABS 成纤趋势减弱，未观察到微纤的形成。PP/ABS 纳米微纤复合材料的拉伸模量、弯曲强度、弯曲模量均明显高于

常规的 PP/ABS 共混物，呈现良好的增强效果。本工作还可为在宽组分比范围内构建纳米级相区尺寸的双连续相结构

聚合物材料提供新的途径，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固相成纤；纳米微纤；复合材料；共混；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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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25 

一种含有内部孔隙的高吸光率近红外响应收缩薄膜 

喻鹏,郭小帅,包睿莹,刘正英,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 610000 

热收缩薄膜广泛应用于包装，收缩绑带等。但由于热量较难控制，且易流失，因此热收缩膜在大尺寸包装和定

点收缩等领域难以应用。近红外光是一种制热效率高、容易控制且能量不易流失的光源。本工作中，碳管由于其高

的光热转换效率被选用添加到聚合物基体中。我们首先将多壁碳纳米管磺化，再将其与聚氨酯进行溶液共混，然后

将絮凝得到的聚氨酯/磺化碳管复合物与线性低密度聚乙烯经双螺杆共混挤出造粒，将所得到的粒料进行流延成膜，

然后对流延膜进行垂直于流延方向的冷拉处理。在复合膜中，碳纳米管选择性分布于分散相聚氨酯中，流延膜在冷

拉过程中围绕分散相在薄膜内部生成大量微孔。这种聚氨酯/磺化碳管分散相和微孔组成的薄膜内部结构使得收缩膜

的光吸收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获得一种含有内部孔隙的高吸光率和光热转换效率的红外响应收缩薄膜。这种特殊的

分散相/微孔内部结构也可以用于其他材料中来增加材料对光，声，电磁波等物质的吸收能力。 

关键词 ：红外光响应收缩薄膜；磺化碳纳米管；聚氨酯；LLDPE 

LP026 

柔性微纳米双通道纤维的制备 

李帅,王女,赵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 100191 

多通道结构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例如在植物的茎、杆中有大量并列的导管、筛管，可以为植物输送水分和养

分；北极熊毛结构中空，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温作用。受此启发，本文利用多流体静电纺丝的技术，制备了柔性的微

纳米双通道纤维。在此前相关的研究中，以 TiO2 为外壳的无机多通道材料已经被成功纺制出来。但是无机多通道纤

维膜力学性能较差，实际应用受到局限。本文中分别以 PLGA 与 PCL 为外流体，石蜡油为内流体进行静电纺丝，并

将所得到的纤维膜在石油醚中超声浸泡，萃取出石蜡油，得到了具有双通道结构的有机聚合物多通道纤维。这种纤

维膜具有良好的柔性与稳定性。在实验中，通过调控电压与内外流体的流速，可以调节纤维的直径与内部通道的直

径。根据需要，改变外流体聚合物的种类，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应用。这种柔性多通道在药物释放、保温隔热、液

体输运等方面将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双通道；多流体静电纺丝；柔性 

LP027 

石墨烯微片增强尼龙 6 母粒制备工艺探索 

魏孜博,吴敏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尼龙-6（PA6）是目前聚酰胺塑料中产量最大的品种之一，利用改性技术不断赋予尼龙品种高性能以适应不同用

途的需要，将促进尼龙在各领域的应用。层数大于 10 层的石墨烯称为石墨烯微片，具有纳米厚度，易与聚合物材料

均匀复合并形成良好的复合界面，从而将石墨烯的特性带入复合材料中得到高性能复合材料。本文使用石墨烯微片

为增强填料，尝试制备高石墨烯含量的尼龙-6 母粒，用于进一步与尼龙-6 粒料热塑加工成预期石墨烯含量的材料。

我们采用平行双螺杆挤出机共混挤出制备得到了不同石墨烯含量的 PA-6 复合料。经过 SEM 扫面断面分析和元素分

析，确定了母粒石墨烯含量的最佳值。进一步实验表明，石墨烯母料制备过程中粒料中有气孔属于正常现象，不影

响石墨烯分散和母粒使用。母粒与纯料共混挤出效果很好，得到的母粒和注塑件中形貌结构均一，得到了比较好的

预想效果。 

关键词： 石墨烯；尼龙 6；挤出；母粒 

LP028 

低反射特征超高效电磁屏蔽薄膜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 

许亚东,段宏基,杨雅琦,赵贵哲,刘亚青 

中北大学 030051 

本研究通过合成磁性石墨烯负载四氧化三铁(Fe3O4@rGO)以及高导电特性四角针状氧化锌晶须负载银(T-ZnO/Ag)

纳米导电粒子，并利用其维度特征不同实现两种不同电磁特性纳米粒子在水性聚氨酯薄膜中的梯度分布，制备得到

低反射高屏蔽特征的聚氨酯柔性电磁屏蔽薄膜。薄膜中上层均匀分布的 Fe3O4@rGO 粒子能够通过磁滞损耗吸收电磁

波，有效减少薄膜表面电磁波反射；进入薄膜的电磁波被底层集中分布的高导电 T-ZnO/Ag 粒子有效衰减，最终实现

柔性薄膜低反射高屏蔽特征。当 Fe3O4@rGO 和 T-ZnO/Ag 的含量分别为 5.5 vol%和 4.5 vol%时，聚氨酯薄膜在 X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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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8.2~12.4 GHz)内的平均电磁屏蔽效能(EMI SE)高达 65 dB，其中薄膜的吸收屏蔽效能(SEA)能够达到 61.1 dB，反射

屏蔽效能(SER)仅为 3.9 dB；吸收系数(A)达到 0.41，表示超过 41%的电磁波被吸收。 

关键词： 低反射；电磁屏蔽；水性聚氨酯；梯度分布 

LP029 

光-热两步固化法制备高耐热性芳基乙炔熔体静电纺丝纤维 

李哲夫,马贵平,聂俊 

北京化工大学 lizhefu1992@163.com 

本文通过熔体静电纺丝和光-热两步固化法成功得制备了具有高耐热性质的超细纤维。我们首先合成了新型耐热

材料聚（二甲基硅基对苯乙炔）（PMSEPE），通过熔体静电纺丝法制备了其微米纤维，并对温度、电压、接收距离等

参数对纤维的形貌和直径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为了在纤维的热固化温度（高于材料熔点）下保持纤维形貌，PMSEPE

纤维首先通过硫醇-炔光交联反应增加其热稳定性，再通过随后的热固化反应增强其高温耐热性和力学性能，并使用

FTIR、DSC、XPS 表征了光-热两步固化的反应机理。TGA 和 SEM 结果表明，经由此法制备的纤维在 800 °C 时的热

失重小于 20 %，且具有良好的纤维形貌。力学测试表明，光-热两步固化后的纤维有着优异的力学性能，其拉伸强度

为 55.4 MPa，断裂伸长率为 0.02%。该纤维在力学增强材料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 ：高耐热纤维；熔体静电纺丝；光固化；热固化 

LP030 

新型强化传热结构在螺杆塑化系统中的应用 

鉴冉冉,杨卫民,谢鹏程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螺杆作为聚合物塑化装置的重要组成部件，对聚合物的塑化质量和设备的塑化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传热

传质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聚合物熔融塑化过程，提出一种用于螺杆塑化系统的新型强化传热结构——扭转元件，并采

用冷态可视化试验方法和三维非等温数值模拟方法分别在普通螺纹元件和扭转元件中模拟聚合物塑化过程流动状态

和传热特性，对聚合物流动特性和新结构强化传热的本质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相对于螺纹元件，扭转元件具有

强化径向传质的作用，使物料发生径向扭转翻滚，间接增大了流体与机筒内表面的传热面积，对流传热效果更好，

达到强化传热的目的，从而减小了径向温度波动、使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塑化质量更好，并达到节能的目的。 

关键词 ：塑化系统；传热传质；可视化试验；数值仿真；强化传热结构 

LP031 

初始结晶度对立构复合型聚乳酸的低温烧结成型及其制品性能的影响 

柏栋予 1,2,白红伟 1,2,傅强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左旋聚乳酸（PLLA）和右旋聚乳酸（PDLA）通过共结晶形成的立构复合型聚乳酸（sc-PLA）能够大幅增强聚

乳酸(PLA)的性能。然而，由于 sc-PLA 采用传统熔融加工方法成型时熔融稳定性差以及高温热降解的瓶颈问题，制

备高性能 sc-PLA 制品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借鉴粉末冶金加工思路提出的低温烧结成型方法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

题，但该方法苛刻的加工条件限制了其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而 sc-PLA 粉末的初始结晶度影响着低温烧结成型工艺以

及最终烧结制品的性能。因此，本文通过改变 PLLA/PDLA 共混物的加工温度制备得到了具有不同初始结晶度的

sc-PLA 粉末，再将所得粉末在不同的成型工艺条件下制备得到了 sc-PLA 制品。结果表明，sc-PLA 粉末具有较低结

晶度时，粉末可以在较低的压力下形成致密的压坯，并且压坯在烧结过程中会新形成更多的立构复合晶体使得粉末

之间的粘接更加牢固，最终得到的制品性能也更加优异。 

关键词： 聚乳酸；立构复合；烧结；结晶度；粉末成型 

LP032 

静电纺丝制备聚酰亚胺/碳化硅复合纳米纤维 

刘飞燕,张畅,彭莎,周敏,刘学清 

江汉大学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30056 

静电纺丝技术是近年来制备连续纳米纤维的一种主要方法。而将无机纳米粒子与高分子复合后进行静电纺丝，

既能防止无机颗粒的聚集，为其提供稳定的物理环境，又能综合高分子纳米纤维的尺寸优势和无机物所具备的优良

特能。聚酰亚胺（PI）是一种具有优异化学性能及物理性能的聚合物，在柔性显示材料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但随着

柔性显示材料的发展，对 PI 的尺寸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采用了一种简单的分散方法，结合静电纺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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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低膨胀系数的纳米 SiC 复合到 PI 纳米纤维中，得到直径分布均匀的 PI/SiC 复合纳米纤维。此外，通过附加外

电场的方法制备收集得到定向排列的复合纳米纤维。 

关键词 ：静电纺丝；复合纳米纤维；聚酰亚胺；碳化硅 

LP033 

微注塑成型中微结构的充填和力学性能研究 

蒋晶 1,张康康 1,张楠 2,李倩 1 

1.郑州大学；2.天津大学 

高分子材料的微注塑成型因其高精度、高生产效率、能成型结构复杂的微制品等优点在微电子、微机电、医疗、

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制品中的微/纳结构特征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受微注塑过程中较高剪切速

率和降温速率的影响，其充填流动行为和力学性能与常规注塑成型有所不同，研究微注塑成型工艺参数对微/纳结构

复制性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能为改善微制品表观质量和使用性能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基于 COC 材料，通过 DOE 实

验研究成型工艺参数—微/纳结构充填高度和力学性能的对应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同一制品中，保压压力对平行流

动方向排列的微结构充填高度影响最大，模具温度则是垂直流动方向排列的微特征充填高度最主要影响因素。相同

工艺条件下垂直流动方向排列微结构的弹性模量高于平行流动方向排列微结构的模量。此外，相比于微制品上的基

板结构，微特征处机械强度较低。 

关键词 ：微注塑；微结构；工艺参数；充填高度；力学性能 

LP034 

玻纤布/聚苯硫醚非织造布热压复合板材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赵亮,肖佳文,胡凌泉,刘曼,彭家顺,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本文通过热压成型的方法将玻纤布和聚苯硫醚非织造布复合制备出复合板材，探讨了热压温度对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控制热压温度，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当热压温度为 320℃时，复合

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最佳，分别为 286MPa，175MPa，并且具有一定的缺口冲击韧性，缺口冲击强度为

61.67MPa，与热压温度为 290℃条件下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相比分别提高了 28.25%和 88.17%，缺口冲击

强度下降了 50.21%。复合材料断面微观形貌表明，在最佳热压温度下，复合材料中玻纤与 PPS 的界面粘结明显得到

改善。 

关键词 :聚苯硫醚非织造布；玻纤布；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LP035 

同步辐同步辐射小角及宽角 X 射线散射技术原位研究聚乙烯醇薄膜水中溶胀过程 

张前磊,张瑞,陈品章,常家瑞,赵景云,苏凤梅,纪又新,孟令蒲,李良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9 

随着液晶显示器的发展，聚乙烯醇（PVA）偏光膜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需求急剧增长。水中溶胀过程是 PVA 偏

光膜加工的重要环节，对偏光膜最终产品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能直接跟踪溶胀过程的结构演化动力学，

本工作研制了一可与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实验站联用的水中溶胀及拉伸的样品装置。结合原位样品装置及同步辐射

小角、宽角 X 射线技术（SAXS/WAXS），本文原位研究了聚乙烯醇薄膜在水中溶胀过程的结构演化规律。通过对比

溶胀前及溶胀后的拉伸力学曲线，发现溶胀后，PVA 薄膜模量下降，韧性提高。此外，溶胀过程中 WAXS 及 SAXS

原位数据揭示了随着溶胀时间的增加，晶区逐渐被破坏，无定形区由于分子链间及链内氢键的破坏，发生膨胀，片

晶长周期增加。通过对 PVA 薄膜溶胀过程结构演化规律的研究，本工作有望为高性能 PVA 偏光膜产品的加工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同步辐射；PVA 偏光膜；溶胀；氢键 

LP036 

动态硫化混炼聚氨酯橡胶増韧聚苯乙烯的研究 

龚德朋 1,2,孙义明 1,2,李德重 1,2,马腾飞 1,2 

1.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2. 湖北工业大学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橡塑共混作为聚合物成型加工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既是进一步拓宽各类橡胶应用的渠道，也是常见増韧塑

料的有效方法。本实验以 MPU 为橡胶相，以 SMA 为相容剂，通过动态硫化法，对通用 PS 进行增韧，结果表明：

在 100 份橡胶中加 3 份 DCP，硫化温度 170-180℃，硫化时间 4-10min 能满足动态硫化工艺，而且在 MPU 未交联之

前，其平衡转矩随着 MPU 份数的增多而减小，交联之后随 MPU 份数的增加而增加；当橡胶分数在 20%的时候，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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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强度较纯 PS 提高了 5.88 倍，拉伸强度提高了 24.03%，采用简单机械共混法在相同的橡胶分数下，仅冲击强度获

得一定的提高；通过对 DMA 结果分析，在同样的相容剂的分数下，动态硫化法两组分 Tg 相互靠近，相容性增加；

通过 SEM 拉伸断面形貌分析说明动态硫化法的橡胶粒子粒径小于简单机械共混的，MPU 増韧机理为界面空洞化机

理。 

关键词 :混炼聚氨酯橡胶；动态硫化；界面空洞化 

LP037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离聚物微孔泡沫结构与性能研究 

徐跃,汪鹏,张水洞,彭响方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PBS) 是由丁二酸和丁二醇合成的一种源于生物质基材的半结晶型脂肪族聚酯，由于其线性

大分子链中所含支链比例少、分子间相互纠缠作用低等导致其熔体强度低，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微孔泡沫塑料领域的

应用。本研究采用离子化改性的方法制备 PBS 离聚物（PBSUI），并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发泡剂间歇法发泡制备微

孔 PBSUI 泡沫，研究离聚物中离子基团的含量对 PBSUI 熔体强度的增强效果以及对 PBSUI 泡沫泡孔结构与形态、

隔热性能、压缩性能的影响，构建离聚体流变-泡沫体微观形态-泡沫体宏观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

着氨基离子含量的增大，由离子簇聚集产生的物理交联点增多，离聚物的复数粘度和储能模量不断提高。氨基离子

基团能够有效的提高 PBSUI 的熔体黏度与强度，改善了其发泡性能并获得泡孔尺寸均匀、开孔少的具有良好隔热与

压缩性能的微孔 PBSUI 泡沫。 

关键词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离子化；超临界二氧化碳；微孔泡沫 

LP038 

UHMWPE/PMMA 复合纳微米发光纤维及其非织布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舒登坤,李树旺,程博闻,西鹏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闪蒸纺丝技术是制备高力学性能超细纤维先进并且高效的方法，静电纺丝技术是目前制备纳微米纤维最高效便

捷的方法。本文将闪蒸纺丝技术与静电纺丝技术相结合，制备出了高力学性能与优异荧光性能的 UHMWPE/PMMA

复合纳微米发光纤维及其非织布，通过多种测试技术表征了该复合纳微米发光纤维及其非织布表观形貌，力学性能

以及荧光性能。将闪蒸纺超细纤维的高力学性能与静电纺丝纤维高功能性有机的结合，拓宽 UHMWPE/PMMA 复合

纳微米发光纤维及其非织布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 :闪蒸纺丝；静电纺丝；纳微米发光纤维 

LP039 

α 聚丙烯球晶形态对微孔膜结构的影响 

丁磊,杨锋,向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65 

通过控制不同的等温结晶温度，制备了四个具有不同热历史的样品 PP-Q（0℃淬冷）、PP-80、PP-100 和 PP-120

（80、100 和 120 为等温结晶温度）。热分析、X 射线衍射、偏光显微镜和拉伸实验结果表明随等温结晶温度的升高，

球晶结构逐渐得到完善，球晶间的弱界面得以凸显。因此拉伸过程中球晶间形变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而基于样品在

不同拉伸比的结构表征发现 PP-Q 与 PP-120 展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演变过程。PP-Q 球晶强度低，弱界面不明显，

在纵向拉伸后 PP-Q 表明十分光滑，无任何缺陷结构产生。因此在进一步横向拉伸后没有产生任何微孔结构。而更加

完善的球晶在拉伸时更倾向发生球晶间形变，形成更多缺陷，在纵拉后形成更多的取向微纤结构。进一步横拉时微

纤结构发生脱粘，形成更加均一的微孔结构，其中 PP-120 展示出最优异的微孔结构。即通过控制球晶结构成功制备

了一系列微孔结构逐渐完善的 α-iPP 微孔膜。 

关键词 :等规聚丙烯；球晶形态；微孔结构 

LP040 

纳层共挤出制备纳米纤维复合质子交换膜 

陈威涯,浦鸿汀 

同济大学 201804 

聚合物纳米纤维由于其具有的比表面积大、长径比大以及尺寸稳定性好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全氟磺酸树脂复

合膜的改性研究。纳层共挤出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制备聚合物纳米纤维的方法，其制备的纳米纤维产量大，纤维尺寸

均匀，成本较为低廉且制备过程中无溶剂污染。本文使用纳层共挤出技术制备离子导电聚合物纳米纤维，然后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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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氟磺酸树脂复合制备复合膜，利用离子导电纳米纤维的三维网络结构和离子导电能力提高复合膜的尺寸稳定性

并改善复合膜的电导率，进而提高复合膜的工作寿命和效率。本文制备的磺化聚苯乙烯纳米纤维/全氟磺酸树脂复合

膜的溶胀率为 1.1 %（全氟磺酸树脂膜为 6.1 %），质子电导率（log10σ）为-6.7×10-1 S/cm（100 oC，全氟磺酸树脂膜

为-8.3×10-1 S/cm）。 

关键词 :纳层共挤出；纳米纤维；质子交换膜 

LP041 

低密度无定型聚芳醚酮泡沫的制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赵继永 1,2,王志鹏 1,王红华 1,周光远 1 

1.长春应化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泡沫塑料具有轻质、高比强度、隔热、隔音等优良的性能，在建筑、运输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航空、航天

等特殊领域对泡沫材料要求的不断提高，高性能泡沫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超临界 CO2 作为发泡剂，制备

了低密度含酞侧基聚芳醚酮（PEK-C）泡沫，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PEK-C 是典型的无定型聚芳醚酮，具有

大的自由体积，从而能够溶解更多的 CO2；实验结果表明正是由于 PEK-C 的无定型结构，PEK-C 的熔体强度不会随

温度发生突变，因此具有较宽的发泡窗口，PEK-C 泡沫在 275 oC-300 oC 的范围内密度都在 0.12 g/cm3 左右。PEK-C

在模压过程中发生一定程度的交联，而适度的交联恰恰可以减少泡孔破裂，有利于保持泡孔结构的完整；增加饱和

压力能够增加 CO2 的溶解度，从而提高发泡倍率；增加降压速率能提高成核速率，但是适度的减小降压速率有利于

泡孔生长，进而降低最终的泡沫密度。 

关键词 :高性能泡沫；超临界 CO2 发泡 

LP042 

具有双峰泡孔结构的聚丙烯泡沫材料的制备 

邱健 1,王远亮 2,邢海平 1,唐涛 1,王军 2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哈尔滨工程大学 

双峰泡孔结构高分子材料的内部存在两种不同孔径的泡孔，兼具大小泡孔的特性，小泡孔可提高材料的力学性

能和绝热性能等，大泡孔可降低材料的泡体密度。相比于单峰泡孔结构材料，具有双峰泡孔结构的泡沫塑料具有更

高的隔热、压缩和拉伸性能等。本文针对传统制备方法工艺复杂、局限性大、可控性低等问题，以分子筛为成核剂，

采用釜式发泡技术，CO2 为发泡剂，通过温度、压力和成核剂含量变化实现了对泡孔结构的调控，制备出具有双峰

泡孔结构的聚丙烯发泡材料。研究表明，随着分子筛含量增加，双峰泡孔结构中大小泡孔孔径影响较小，大小泡孔

密度比增加。随着发泡温度、压力的增加，大小泡孔孔径、孔密度比增加。与单峰泡孔结构的发泡材料相比，具有

双峰泡孔结构的发泡材料的压缩性能更优异。该方法根据分子筛成核剂特性，提供了一种简便的双峰泡孔结构高分

子材料的制备方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科技部 863 计划（2015AA033901）资助。 

关键词 :聚丙烯；发泡；双峰泡孔结构；成核剂 

LP043 

苯基官能团改性聚丙烯制备微孔发泡材料 

李聪,顾雪萍,冯连芳,张才亮 

浙江大学 310027 

聚丙烯（PP）发泡材料具有耐化学腐蚀、比强度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日用品、包装、汽车、运输业及建筑

等领域。但 PP 作为半结晶型聚合物，当温度一旦达到熔点，熔体强度会急剧下降，引起泡孔发生聚并和破裂，很难

得到泡孔形态规整的微孔发泡材料。本文通过熔融接枝反应的方式将含苯环和类苯环官能团接枝到 PP 上，考察苯环

和类苯环官能团对 PP 的结晶行为影响，进而研究其对聚丙烯发泡的影响。结果表明，含苯环官能团的引入能促进

PP 的结晶，提高晶核密度，大幅降低晶粒尺寸。这些细小且致密的 PP 晶核，能够作为 PP 发泡时的成核位点，增加

成核密度，同时也限制泡孔的增长，可制备 PP 的微孔发泡材料。因此，可以通过 PP 的控制晶核的形成和增长来调

控最终发泡材料的泡孔形态。 

关键词 :微孔发泡；聚丙烯；结晶；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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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44 

石墨烯在热塑性聚酯弹性体中协同效应的研究 

仇亚昕,吴德峰 

扬州大学 225000 

石墨烯是一种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的二维材料，具有极强的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氧化石墨烯的表面有很多的

羧基和羟基，极性较大，如果直接用于聚合物填充，一般相容性不是很好，所以一般要对石墨烯进行化学改性或者

接枝需要的化学官能团，以增加氧化石墨烯的化学相容性，降低他的极性。锂辉石矿渣是一种以多种无机物混合的

具有复杂矿物组成的微米级无机物，耐高温性能极好。若能将锂辉石矿渣和石墨烯结合起来，那么此复合材料的力

学强度和耐高温性能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本文采用 Hummers 法首先制得氧化石墨烯，再通过 PEG 对其接枝改性，

并且加入锂辉石矿渣制备得到锂辉石矿渣/石墨烯复合材料。本研究将采用化学方法制备锂辉石矿渣/石墨烯复合材

料，并且通过热重测试探究锂辉石矿渣/石墨烯复合材料对于温度的响应，通过流变学和力学性能测试间接探究锂辉

石矿渣/石墨烯复合材料对于高分子材料的增强效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 :石墨烯；热塑性弹性体；锂辉石矿渣 

LP045 

白炭黑在 NR/SBR 并用胶中偏析现象的研究 

贺敬虹,杜忠金,张萍,孙翀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工作选用动态力学分析、介电松弛谱和红外光谱三种表征方法，针对白炭黑在填充 NR/SBR 并用胶体系中的

偏析行为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白炭黑填充 NR/SBR 并用体系，白炭黑向 NR 相偏移，且这种偏移与

两种橡胶的并用比无关；介电松弛方法与动态力学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替代 DMA 快速得出

填料在并用胶中偏析行为的可能。 

关键词: 白炭黑；并用胶；偏析；介电松弛；动态力学分析 

LP046 

聚氯乙烯材料耐磨性能影响因素的研究 

徐燕秋,曹贤康,刘海洋 

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215632 

比较了聚氯乙烯材料中多种组分对聚氯乙烯材料耐磨性能的影响；研究了（1）使用不同增塑剂与 PVC 的用量

比时，（2）使用不同种类的表面处理剂时，（3）使用相同的表面处理剂，而用量不同时，（4）聚氯乙烯表面的花纹

深度不同时，对聚氯乙烯材料耐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1)增塑剂与 PVC 的用量比对聚氯乙烯材料的耐磨性能无

影响，（2）所使用的表面处理剂润滑度越高，聚氯乙烯材料的耐磨性能越好，（3）所使用的表面处理剂用量越多，

聚氯乙烯材料的耐磨性能越好，（4）聚氯乙烯表面不同的花纹深度对聚氯乙烯材料的耐磨性能无明显影响。此外，

还对同一种聚氯乙烯材料进行了两种摩擦测试方法的对比，研究了聚氯乙烯材料在曲面摩擦与平面摩擦时不同的耐

磨性能差异，结果表明：聚氯乙烯材料在不同的摩擦测试方法下，多种组分的影响因素没有一致性，不同的摩擦方

法对聚氯乙烯材料的组分要求不一致。 

关键词 :聚氯乙烯材料；耐磨性能；表面处理； 

LP047 

聚乳酸/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薄膜的研究 

李欣,张也,张会良,董丽松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乳酸（PLA）是一种生物降解的热塑性脂肪族聚酯，因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良好的加工性能、生物降解性

而倍受青睐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学和通用塑料领域。然而，PLA 固有的脆性，较低的熔体强度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

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是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成膜性，非常适用于薄膜类制

品的应用，但由于其强度较低、模量较低，使得 PBAT 的推广与使用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本文采用 PBAT 来增韧

PLA，由于两者的相容性不好，加入带有环氧官能团的 Joncryl ADR 作为反应增容剂，通过熔融共混制备了

PLA/PBAT/ADR 共混物，并通过吹塑工艺制备成薄膜材料，并对其形态结构和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PBAT

的加入有效地增韧 PLA，断裂伸长率由 6.6 % 提高到 702.5 %，杨氏模量由 2621.7 MPa 降低到 395.6 MPa。从相结构

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材料由脆性断裂变为韧性断裂。 

关键词 :聚乳酸；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增韧；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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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48 

PLA/PBAT/BIBP 共混物力学、热性质及流变性能的研究 

艾雪,张会良,董丽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采用双螺杆挤出机制备聚乳酸（PLA）/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PBAT）/1,4-双叔丁基过氧化异丙基苯

（BIBP）混合物，利用差示扫描量热仪（DSC）、流变仪、电子拉伸机等，对其热性质、流变行为、力学性能等进行

研究。DSC 结果分析：聚乳酸的玻璃转化温度（Tg），熔融温度（Tm）基本保持不变，熔融焓（△Hm）呈下降趋势，

结晶度（Xc）先增加后降低；随着 PBAT 含量增加，冷结晶峰消失。流变行为显示：粘度、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都随

着 PBAT 的增加而增加；它们在低频区增加快，而在高频区增加缓慢。从力学性能上看：拉伸强度整体上处于下降

的趋势，弹性模量也是处于下降的趋势，断裂伸长率呈直线上升趋势， PBAT 的加入使得 PLA 韧性增强。冲击强度

先增加后降低，PLA/PBAT 比例是 60/40 的冲击强度最大。 

关键词: 聚乳酸；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力学性能；流变性能 

LP049 

茂金属 LLDPE 提高 HDPE 界面热合强度研究 

王鹏,龙世军,王慧,李荣哲,李学锋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线电缆行业迅速发展，光电缆需求量逐步增大，然而电线电缆防水性不好，且易受腐蚀造成

了光钎信号的失真，因此光缆铝塑复合带应时而生。本研究利用物理复合的手段，将铝塑复合带常用 LDPE 或用茂

金属 LLDPE（mLLDPE）与护套料 HDPE 热压复合，测试了其热合强度及力学性能。流变学研究表明 HDPE/mLLDPE

共混物与 HDPE/LDPE 共混物在低频区域 lgG′-lgω 关系曲线偏离线性规律，在熔融态为非均相体系。通过 DSC 分析

发现 HDPE/mLLDPE 共混物体系中 HDPE 的熔点随着 mLLDPE 含量增多而下降，HDPE 与 mLLDPE 具有较好的相

容性。而在 HDPE/LDPE 共混物中发现了两个熔融峰，这说明链结构差异较大的 HDPE 和 LDPE 的相容性较差，两

种聚合物更倾向于分别结晶。 

关键词 :电缆；热封强度；相容性；结晶  

LP050 

从弹性体到塑性体的可加工环氧网络聚合物 

陈嘉慧,曽建兵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近年来，对关于 Vitrimers 的研究大都以弹性体材料为研究对象，这大大限制了其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因此，

我们将带刚性六元环的 1,4-环己烷二甲酸(CHDA)引入到癸二酸交联的环氧网络中，调控环氧网络的结构，从而调控

其性能，以制备从弹性体到塑性体可加工环氧网络聚合物。刚性链段 CHDA 提高了癸二酸交联环氧树脂网络的硬度，

使其玻璃化转变温度随 CHDA 含量增加而升高，其力学性能如拉伸强度、杨氏模量与断裂伸长率均随 CHDA 含量变

化而变化，获得了从弹性体到高韧性塑料以及刚性材料的一系列可加工环氧网络。CHDA 的含量同时影响着 Vitrimers

的应力松弛行为，提高 CHDA 的含量会降低其骨架的流动性从而使松弛现象变得缓慢。反复压板成型的样品的凝胶

分数和机械性能测定可以体现 Vitrimers 良好的可回收性。本研究实现了 Vitrimers 从弹性体到刚性结构的转变，有利

于环氧树脂的进一步研究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Vitrimers；机械性能；应力松弛；可回收性 

LP051 

聚甲醛（POM）/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U）共混体系结晶行为及力学性能研究 

沈洁清,叶丽军,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18 

本工作通过熔融共混的方式，制备得到结晶/结晶型聚甲醛（POM）/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U）共混物。研究

发现，POM 结晶温度和熔点随 PBSU 含量的增加而降低。这主要是源于 POM 平衡熔点的下降，即该共混体系是热

力学相容的。由于 POM 和 PBSU 之间熔点差距很大，POM 发生结晶时，PBSU 仍处于熔点之上，而作为稀释剂抑制

POM 的结晶过程。而 PBSU 后续的结晶，则主要发生在 POM 晶体框架中。研究表明，当 PBSU 含量大于 50%时，

POM 晶体框架对于 PBSU 具有显著成核作用；而当 PBSU 含量低于 40%时，由于 POM 晶体框架中 PBSU 的连续度

随组分含量的降低而下降，导致其结晶过程受到明显的限制。此外，PBSU 的加入，能够有效地增强 POM 的韧性，

而高温条件下 POM 晶体框架的存在，又显著地提高了 PBSU 的耐热性能。 

关键词: 共混体系；相容性；结晶行为；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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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52 

POM 加工中结晶速率与结晶度的协同控制研究 

陈自安,逯祥洲,王树杰,魏继军,薛美玲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由于高结晶速率、高结晶度和晶粒粗大等结晶特性，POM 只能直接成型薄壁小尺寸制件，厚壁大尺寸制件因成

型时出现表面凹陷、翘曲、甚至内部空洞等缺陷，无法直接成型。根源是规整简单的链结构使本征成核速率及生长

速率极快、核密度极高。本工作采用球晶生长抑制剂，加工中使之与 POM 形成抑制球晶生长的聚集态结构，牵制或

干扰链段有序排列过程，迫使球晶生长速率呈现多层次性，使结晶速率下降。同时运用成核剂降低生长受限环境中

的成核能，提高晶核密度，确保高结晶度并细化晶粒。研究了抑制剂与 POM 相互作用程度、用量和分散形态对球晶

生长速率、结晶动力学、结晶度及结晶形态的影响机理及规律；探讨了成核剂及其用量对成核、结晶动力学、生长

速率、结晶度和结晶形态的影响机制及规律。在此基础上，协同控制抑制剂降低结晶速率和成核剂提高结晶速率之

矛盾、平衡抑制剂既降低结晶速率又降低结晶度之取舍、达到“温和结晶并形成高结晶度和细化晶粒”之目的。 

关键词: 聚甲醛；球晶生长速率；成核；结晶速率；结晶控制 

LP053 

利用流变特性调节等规聚丙烯的微孔发泡行为研究 

张晓黎,李本威,王喜焕,陈静波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50000 

与传统发泡材料如聚乙烯、聚苯乙烯等泡沫塑料相比，微孔发泡聚丙烯具有质轻、比强度高、耐腐蚀和较高热

变形温度等优点，在包装、汽车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通用等规聚丙烯（iPP）在微孔发泡成型

过程中存在很多难题，如泡孔易坍塌、合并、泡孔壁较薄、成型温度窗口过窄等，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晶速率较快，iPP

的线性分子链段结构特征导致其熔体强度过低造成的。通过控制 iPP 间歇微孔发泡成型过程中的热历史，添加适量

成核剂，可以有效改善其微孔发泡性能，流变学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方法改变了 iPP 的流变性质，在特定发泡温度

下，提高了其泡孔生长时熔体的抗拉伸强度，制备出了具有较小泡孔尺寸和较高泡孔密度的聚丙烯微孔发泡材料。 

关键词 :等规聚丙烯；流变特性；熔体强度；微孔发泡 

LP054 

PVC-U 门窗型材开裂破坏的量化预测 

迟帅 1,范理 2,邹昕 1,包黎霞 1,王继亮 1 

1.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2.天津市金鹏塑料异型材制造有限公司 

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在受热和低温的双重收缩作用下将形成一定收缩内应力。不恰当的焊接工艺会

导致型材在焊接部位产生缺陷，降低型材低温下的断裂伸长率。刚性安装方式，使型材在低温下没有足够的收缩量。

当型材的收缩内应力大于其在使用温度下能承受的最大内应力时，型材在焊接部位将产生屈服或脆性破坏。本文通

过分析型材受热收缩量、焊接工艺、焊接应力分布、低温下的应力应变曲线等因素，对影响型材开裂的各种因素进

行设计，并使其实现“量化预测”。此外，本文还系统地研究了 PVC 型材、门窗在不同温度下的各种形变、形变对型

材的影响、型材开裂的各种状态、型材的焊接应力分布、组装安装对型材的影响，并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找出了

型材开裂与其断裂伸长率间的量化关系，实现了型材开裂破坏的“量化预测核算”。 

关键词: PVC-U；异型材；开裂；预测 

LP055 

聚乙烯醇基生物活性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熔融沉积成型加工 

吴津田,陈宁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0000 

本文结合聚乙烯醇分子复合热塑加工技术及熔融沉积成型（FDM）技术制备了个性化、具有复杂形状、孔洞相

互贯穿的组织工程支架，研究结果表明：纳米 HA 填料加入会导致 PVA 在挤出过程中发泡，难以制备直径均匀的丝

条用于 FDM 加工。为解决此问题，在复合材料中引入聚乳酸（PLA），将 HA 表面接枝改性使其选择性地分布在 PLA

相中。FTIR 和 TG 证实改性 HA 通过化学键提高了 HA 和 PLA 的相容性 SEM 结果表明，改性 HA 分布在 PLA 相中

抑制了复合体系在挤出过程中的发泡，成功制备了直径均匀的丝条。PLA 使挤出丝条的模量从 20MPa 增至 80MPa，

熔体粘度从 360Pa.S 降至 210Pa.S，从而实现了 PVA/PLA/HA 复合材料 FDM 成型，深入研究其 FDM 成型性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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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化的 0.3mm 的分层厚度，制备出孔隙率 60%，孔径 350um，压缩模量 2.1MPa 的软骨工程支架。本文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51433006）资助。 

关键词: 聚乙烯醇; 羟基磷灰石;纳米复合材料; 熔融沉积成型 

LP056 

全生物降解聚 β-羟基丁酸/二氧化碳基热塑性聚氨酯共混物性能的研究 

杨佳 1,2,张也 1,杨慧丽 1,张会良 1,董丽松 1 

1.长春应化所；2.长春工业大学 

聚 β-羟基丁酸（Poly(β-hydroxybutyrate), PHB）作为微生物合成的可降解材料，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学和通

用塑料领域。然而，PHB 自身性能的不足，尤其是常温下脆性严重，大大限制了其实际应用。本文通过熔融共混的

方法制备了聚 β-羟基丁酸/二氧化碳基热塑性聚氨酯（thermoplastic poly(propylene carbonate) polyurethane, TPPCU）共

混物，并研究了共混物的结晶、力学和流变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TPPCU 减缓了共混物的结晶效率，随着 TPPCU

含量的增加，共混物在降温过程中的结晶逐渐减少，并且在随后的二次升温过程中出现冷结晶现象。随着共混物中

TPPCU 含量的增加，共混物的拉伸强度和模量逐渐降低，断裂伸长率得到显著的提高。在流变测试中，PHB/TPPCU

共混物的储能模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材料的复合粘度逐渐降低。 

关键词 :聚 β-羟基丁酸；二氧化碳基热塑性聚氨酯；全生物降解共混物 

LP057 

MDI 增容 PPC/PBAT 共混物的研究 

潘宏伟,杨慧丽,张会良,董丽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本文以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作为增容剂，通过熔融共混增强聚碳酸亚丙酯（PPC）和聚己二酸/

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的相容性，并对 PPC/PBAT（50/50）/MDI 共混物的热行为、力学性能和流变特性进行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共混体系中，随着 MDI 含量增加，PPC 和 PBAT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相互靠近，二者的

相容性增强，PPC 与 PBAT 之间发生偶联反应。随着 MDI 含量的增加到 2.0%，PPC/PBAT 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和拉

伸强度分别达到 685%和 20MPa，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同时，PPC/PBAT 共混物的储能模量 G 和́复合黏度 η*提高

了一个数量级。MDI 作为反应性增容剂作用十分显著。 

关键词: 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聚碳酸亚丙酯；生物降解材料 

LP058 

对东丽 T700 型碳纤维表面采用不同种去浆方式清洁后的拉曼分析 

杜帅 

1.贵州大学；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通过烧蚀法、酸腐蚀法和丙酮浸泡法对市场上购买的碳纤维东丽 T700 进行了去浆处理，对东丽 T700 碳纤维去

浆前后进行了扫描电镜（SEM）和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Raman）测试和单丝强度测试，并对 Raman 测试条件

下的碳纤维的结晶峰（G 峰）和结构无序峰（D 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通过高温烧蚀法处理过的碳纤维表面

会存有一层残渣，并且高温会渗透到碳纤维内部，破坏碳纤维原有的结晶行为，从而使碳纤维单丝强度降低；而通

过酸腐蚀法处理过的碳纤维表面相对光滑，在处理的过程中，加热的酸液会腐蚀碳纤维表面的环氧浆料，在浆料去

除之后会进一步腐蚀碳纤维表面，并在碳纤维表面形成少量的沟槽，这不利于保持碳纤维原有的高性能拉伸强度；

而通过丙酮浸泡法处理后的碳纤维束在外观上相对松散，纤维表面光滑，由于是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温度不会对碳

纤维内部的有序结晶进行破坏，碳纤维单丝强度损失量较以上两种去浆方式小。 

关键词 ：碳纤维；拉曼测试；单丝强度；丙酮浸泡 

LP059 

基于偏心转子体积拉伸形变作用下 MMT 在 PLLA/PBS 基体中的分散行为及其对力学

性能的影响 

何跃,谈灵操,张桂珍,瞿金平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长期以来对于片层纳米粒子填充体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基于剪切流变的螺杆加工设备开展的，但基于体积拉伸形变作

用下纳米粒子填充体系研究较少。因此，研究纳米粒子蒙脱土（MMT）填充体系在偏心转子挤出机体积拉伸形变作

用下于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LLA/PBS）基体中的分散行为及机理，对制备高性能纳米复合材料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文研究了在偏心转子挤出机体积拉伸形变作用下不同含量的 MMT 在 PLLA/PBS 基体中的分散行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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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基体力学性能的影响。PLLA/PBS 基体中的 MMT 在偏心转子挤出机的偏心螺旋段和直线段周期性体积拉伸和挤

压，以及偏心直线段与偏心螺旋段间收敛口的强烈拉伸作用下以剥离和/或插层结构均匀分散于基体中。适量均匀分

散的 MMT 可引发了大量的银纹消耗能量，提高 PLLA/PBS 复合材料的缺口冲击强度，当 MMT 含量为 3wt%时，缺

口冲击强度最佳为 8.06 KJ/m2。 

关键词 :偏心转子挤出机；体积拉伸形变；MMT；PLLA；分散行为 

LP060 

多相体系阻尼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费炎培,方炜,陈枫,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本文中，热塑性橡胶（TPR）与微纳米 CaCO3 和空心玻璃微珠复合材料（HGM）通过哈克进行共混。选择三元

乙丙橡胶单体（EPDM）作为橡胶相，聚丙烯（PP）作为 TPR 复合材料的塑性相。SEM 观察表明，无机粒子主要分

散在连续相的 EPDM 中，PP 相作为分散相存在。文中使用传声器阻抗管测量隔声性能。相对于纯聚合物样品，碳酸

钙和 HGM 填充 TPR 复合材料在隔音效果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增强，声音传输损耗（STL）从原来的 29dB 增加到 45dB。

文中详细研究了 TPR 复合材料的隔声机理。声能量的衰减是由于塑料相和橡胶相之间刚度和声阻抗的差异造成。无

机填料在复合材料中的分散及其性能被认为在隔声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而增加了声波的耗散。同时，由于无

机填料的添加，使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得到了提高，使其具有工业化应用的前景。  

关键词 :热塑性橡胶复合材料； 声阻性能； 机械性能 

LP061 

固态成型制备具有隔离结构的高性能碳纳米管/聚丙烯电磁屏蔽复合材料 

武红元 1,贾利川 1,鄢定祥 1,2,李忠明 1 

1.四川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备具有隔离结构的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CPCs)，即使导电填料选择性地分布在聚合物微区表面，可以在低填

料含量下实现优良电磁屏蔽性能。然而，在低熔体粘度半晶聚合物中构筑隔离结构导电网络依旧是挑战。此外，目

前隔离结构 CPCs 力学性能较差的问题还未得到很好解决。本文采用固态成型方法，成功在典型的低熔体粘度半晶聚

合物—聚丙烯(PP)内部构建了碳纳米管(CNT)隔离结构导电网络。复合材料在 CNT 含量仅为 5 wt%时电磁屏蔽效能高

达 48.3 dB，相比文献中 CNT/聚合物复合材料报道的屏蔽效能高很多。同时，成型时较高的压力和温度改善了隔离

结构复合材料界面相互作用，使其压缩强度和模量相比普通固态成型 CNT/PP 复合材料提高了 133%和 65%，且达到

与熔融成型 CNT/PP 复合材料相当的水平。本文为低熔体粘度半晶聚合物中隔离结构的构筑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

方法，并且能使复合材料兼具优良电磁屏蔽性能和力学性能。 

关键词 :隔离结构；低熔体粘度；半晶聚合物；电磁屏蔽性能；力学性能 

LP062 

聚酰亚胺/镍复合纳米管的制备及表征 

顾萍,齐胜利,孔鲁诗,雷环宇,董国庆,王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芳香族聚酰亚胺(Polyimide, PI)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力学性能和介电性能等，现已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电子、通讯等尖端技术领域。聚酰亚胺纳米管表面镀镍，可以将 PI 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纳米管状材料突

出的表面效应和尺寸效应，以及镀层良好的耐腐蚀性能、耐磨性能和延展性结合起来，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利用同轴静电纺丝法得到纳米纤维膜，再利用化学镀法制备了表面负载镍磷合金镀层的聚酰亚胺(Polyimide, PI)

纳米管，镀层均匀致密，内外径均处于纳米级水平。通过 EDS 和 XRD 对镀层进行分析，得到镀层的主要成分为镍

磷合金，其结构为非晶态。此法实施过程简单，制备效率高，制备成本低廉，尺寸和形貌可控，可采用商业化原料

进行大规模生产。 

关键词: 聚酰亚胺；纳米管；化学镀；静电纺丝 

LP063 

改性油膏对天然橡胶加工性能和动态机械性能的影响 

刘永明 1,2,3,李乔 1,李洋洋 1,张荣 1,2,3,胡圣飞 1,2,3,刘清亭 1,2,3 

1.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2.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3.绿色轻质材料湖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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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弹性橡胶材料是橡胶减震器关键的组成部分。为满足抗形变和往复使用的要求，超弹性橡胶需具备高强度和

生热低等特点。橡胶的高强度一般通过大量添加高结构炭黑等补强材料来实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往复使用过程中大

量生热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影响橡胶制品的使用寿命。本文采用分子量较大的油膏软化剂调节橡胶硬度，达到高强

度性能的同时还改善了混炼胶加工性能和制品的热传导性能，使满足橡胶减震器动态使用的要求。实验考察了油膏

与半补强炭黑 N774 的不同配比对天然橡胶加工性能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动态力学性能和导热性能。结果表明填充油

膏后，混炼胶具有较好的加工流动性、高频动态力学性能和导热性能，且 N774 和油膏等比填充（各 15 份）综合性

能最佳。油膏在橡胶加工中不但具有内润滑作用，而且本身为分子量相对较高的高分子型增塑剂，可以通过硫化与

橡胶分子链产生交联结构，改善了混炼胶的加工性能的同时提高了橡胶制品的动态力学性能。 

关键词: 超弹性；橡胶；动静刚度比；损耗因子；导热系数 

LP064 

压力场下流动诱导聚乳酸立构复合晶（SC）结晶行为研究 

宋莹楠,雷军,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聚乳酸立构复合晶（SC）相比于其均质晶体（HC）有许多优势，比如更好的耐热性和力学强度等，因此研究

SC 结晶实际意义重大。目前关于 SC 的研究多集中在常压条件下的结晶行为上，但是在聚合物的实际加工过程中，

压力场和流动场往往是共同存在的，因此研究压力场和流动场共同作用下 SC 的结晶行为意义重大。本实验中，我们

利用自制的压力剪切设备（PSD）探究了压力场和流动场共同作用下 SC 的结晶行为。结果表明，流动场对 SC 结晶

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压力场则主要起到抑制作用。前者通过增加成核密度来促进 SC 结晶，后者则通过改变分子链的

自由体积来影响 SC 的结晶。另外，我们发现，不同压力条件下，HC 的结晶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加呈现不同的变化趋

势。常压下并无 HC 生成，50 MPa 下 HC 结晶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加而减少，100 MPa 下 HC 结晶度则随剪切速率增

加而增加，我们认为此现象是 SC 网络结构和流动场对 HC 结晶的拮抗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压力；剪切速率；聚乳酸；立构复合晶（SC）；流动诱导结晶 

LP065 

丙烯酸酯预聚物改性环氧树脂流变特性研究 

杨元,赵云峰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100076 

粘度是树脂成型的一个重要的工艺参数，树脂体系的粘度和固化速率对复合材料性能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采

用不同羧基含量的丙烯酸酯预聚物改性环氧树脂，制备得到改性环氧树脂，采用低分子量聚酰胺树脂为固化剂制备

阻尼环氧树脂体系。本文采用旋转粘度计对环氧树脂体系的升温粘度及恒温粘度进行分析，基于 AE-20/LPA 树脂体

的恒温粘度，通过线性回归法建立树脂体系的恒温粘度模型。粘度结果可知：① 升温固化中，AE-20、AE-30、AE-40

体系的初始粘度逐渐降低、同时达到凝胶状态所需时间逐渐缩短；② 恒温固化中，随着固化温度提高，AE 树脂体

系的初始粘度降低，并且反应速率增大。计算粘度与实测粘度对比显示，二者具有很好的吻合性，表明所建立的恒

温粘度模型能很好地模拟实际粘度；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粘度-温度-时间曲面图可以为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确定提供有效

的基础数据支撑。 

关键词 :丙烯酸酯；环氧树脂；粘度；流变特性 

LP066 

微纳米多级中空结构纤维制备及其吸油性能研究 

宋欣,薛怀国,高杰峰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5002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油污泄漏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目前所使用的油污吸附材料的缺陷和不

足，如吸油量小，重复使用差、制备方法复杂、油水选择性差，物理机械性能差等，研究和设计出能够高倍率吸附

水面油污的吸附材料具有重要意义。而具有微纳米多层级及中空结构的纤维材料由于其比表面积大，渗透性以及低

密度，因此在吸油材料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在本项研究中，通过非溶剂引致相分离辅助静电纺丝实现中空和多孔纤

维结构的结合，即中空/多孔壳纤维材料，由于其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低密度等特性，故而可以将这种中空/

多孔壳纤维材料应用于油污的吸附。 

关键词 :静电纺丝；吸油材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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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67 

聚乙二醇相对分子质量对静电纺丝多孔结构立构复合聚乳酸纤维膜形成的影响 

包睿莹,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与传统的静电纺丝形成的光滑纤维相比，由多层次的二级结构，如纳米孔，所创造的大的比表面积对最终应用

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引入水溶性的聚乙二醇（PEG）制备具有多层次多孔结构特征的立构复合聚乳酸纤维膜，研究

PEG 相对分子质量对聚乳酸静电纺丝纤维中立构复合晶体形成的影响，及其对多层次多孔结构特征的影响。结果表

明，PEG 的相对分子质量对于静电纺丝过程中的立构复合结晶动力学、共混物微纳尺度的相分离及多层次多孔结构

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DSC 和 WAXD 结果表明，PEG 的添加可促进纺丝过程中的立构复合晶体形成，且随 PEG 相

对分子质量增加，立构复合晶体结晶度增加。SEM 结果表明，高相对分子质量 PEG 的添加使得立构复合聚乳酸初生

纤维的直径增加；当 PEG 相对分子质量低于 1.0× 105 g mol−1 时，纤维经水洗后不能得到表面多孔结构。多层次多孔

的形成赋予立构复合纤维良好的疏水性能，并使其比表面积增加。 

关键词: 立构复合聚乳酸;  多孔结构纤维 

LP068 

固相剪切碾磨制备 PA12/氮化硼导热复合材料及其选择性激光 烧结 3D 打印研究 

王乐泉,陈英红 

四川大学 610065 

 选择性激光烧结（SLS）作为一种重要的 3D 打印技术，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SLS 技术的主要瓶颈

是原材料种类少、成本高、功能单一等。为此，本文结合固相剪切碾磨（S3M）、熔融挤出和深冷粉碎技术成功制备

了适于 SLS 3D 打印的尼龙 12 (PA12)/氮化硼(BN)导热功能复合粉体。结果表明，固相剪切碾磨可有效改善 BN 微纳

米粒子在 PA12 基体中的分散性及界面相容性，实现 BN 片层的有效剥离。通过优化激光烧结参数，可制备尺寸精度

较高和导热系数良好的烧结制品。当 PA12/BN 烧结制品中 BN 质量分数为 40wt%时，其导热系数为 0.55W/mk，相比

纯 PA12 提高了 77%。进一步采用酚醛/环氧树脂浸渗处理 PA12/BN (40wt%)烧结制品，所得制品拉伸强度和弯曲强

度分别为 14.2MPa 和 25.6MPa，较之前未处理分别提高了 130 %和 115 %。 

关键词: 选择性激光烧结; 固相剪切碾磨; 尼龙 12; 氮化硼; 导热复合材料 

LP069 

热塑性加工制备 PVA/PLA 熔融共混挤出流延膜及双向拉伸研究 

卢洪超,李莉 

四川大学 610065 

聚乙烯醇（PVA）薄膜无毒无害，透明度高，具良好机械强度，对氢气、氧气等气体具优异阻隔性，耐溶剂性好，

在膜材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但 PVA 熔融温度与分解温度接近，难以熔融加工。本课题组

通过 PVA 分子复合热塑性加工技术实现了醇解度≥97%的 PVA 的稳定挤出流延成型。为进一步改善 PVA 膜的性能，

本文引入兼具生物降解性能和较好力学性能的聚乳酸（PLA）,我们采用高压毛细管流变仪、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

研究了 PVA/PLA 共混体系的加工性能、PVA 与 PLA 间相互作用、PLA 在 PVA 中的分散、力学性能等，以及共混膜

的双向拉伸性能。实验结果表明 PLA 的加入显著改善了 PVA 的加工性能和耐水性；由于 PVA 和 PLA 之间存在氢键

作用，使得 PLA 在基体 PVA 中分散均匀；当拉伸倍数为 3.5×3.5 时，PVA/PLA 共混膜的拉伸强度由 34MPa 提升到

100MPa，比纯 PVA 拉伸膜提高了 12MPa。 

关键词: 聚乙烯醇；聚乳酸；熔融共混；双向拉伸；薄膜 

LP070 

多孔聚酰亚胺纤维的制备及性能的研究 

张浩,武德珍,张梦颖,牛鸿庆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I）纤维作为高性能有机纤维的一种，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良好的耐高低温、耐辐射性能和介电

等性能等，在消防、电子器件、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两步法湿法纺丝工艺，首先制备均苯四

甲酸二酐（PMDA）/4,4’-二氨基二苯醚（ODA）体系的聚酰胺酸(PAA)溶液，经凝固浴后得到 PAA 纤维，之后经梯

度热亚胺化得到多孔 PI 纤维。实验中改变凝固浴温度、浓度以及纺丝液浓度参数条件，研究凝固浴条件和纺丝液浓

度对 PI 纤维的机械性能、表面断面形貌、内部孔结构形貌、纤维密度及复合材料介电常数等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该多孔聚酰亚胺纤维表面光滑，内部孔隙为微米级指状孔或纳米级指状孔，其复合材料介电常数为 3.0-4.0。而且随

着凝固浴温度提高，纤维内部孔隙数量增多，孔径增大；凝固浴浓度增大，纤维内部趋于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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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聚酰亚胺纤维；凝固浴；多孔结构；介电常数 

LP071 

POE-g-GMA 含量对 PTT/POE 原位微纤复合材料 微纤形态和结晶性能的影响 

张婷婷 1,董珈豪 2,秦舒浩 1,2 

1.贵州大学 

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年来，原位成纤复合材料由于其优异的加工性能和增强效果，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大多数原位成纤复合

材料都属于不相容或者弱相容体系。但是，相容性差一般会使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得不到提高。因此，通常需要改

善两相的相容性从而提高其对复合材料的增强效果。目前，最常见的增容方法是加入第三组分作为增容剂。本实验

通过微纳层叠共挤出装置制备添加不同 POE-g-GMA 含量的 PTT/POE 原位成纤复合材料片材。研究了相容剂含量对

PTT 微纤形态和复合材料的结晶性能的影响。SEM 结果表明，随 POE-g-GMA 含量增加，微纤长度明显降低。DSC

结果显示，相容剂的加入显著影响复合材料的结晶行为。且相容剂含量越多，结晶性能越低。 

关键词 ：相容剂；微纤形态；结晶性能 

LP072 

高强度高韧性再生纤维素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杨彪,钟淦基,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水凝胶因为具有良好的吸水性、保水性、生物相容性和外界刺激敏感性等特性而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近年来，

为了解决传统水凝胶力学性能差等问题，高强度高韧性的双网络水凝胶得到大力发展。本研究通过两步法成功制备

了高韧性再生纤维素（RC）/聚丙烯酰胺（PAAm）双网络水凝胶，并且研究了交联剂含量和第二种单体含量对水凝

胶性能的影响。傅里叶红外变换光谱 (FTIR）和热失重分析(TGA)表明制得的水凝胶里形成了纤维素/聚丙烯酰胺双

网络结构；单轴压缩测试表明纤维素/聚丙烯酰胺双网络水凝胶的压缩强度和弹性模量较纤维素单网络水凝胶和聚丙

烯酰胺单网络水凝胶的压缩强度和弹性模量大幅提高；循环压缩测试表明双网络水凝胶具有很好的弹性和韧性；为

了研究水凝胶的吸水性，对水凝胶进行了溶胀比测试和再吸水测试，结果显示 RC/PAAm 双网络水凝胶相比单网络水

凝胶溶胀比更小，且具有更好的再吸水性能。 

关键词 :再生纤维素；双网络水凝胶；高强度；高韧性 

LP073 

PLA 结晶与微发泡工艺参数对泡孔形态结构的影响 

周诣平 1,2,王利霞 1,2,杨学成 1,2,张研涛 2,王潇宇 1,2,李倩 1,2 

1.郑州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2.郑州大学微纳成型技术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本文拟采用聚乳酸（PLA）生物可降解材料，通过偏光显微镜与热台进行结晶实验以获得不同结晶度的试样，

选取未结晶与结晶最佳的试样进行静态微发泡实验，考虑发泡温度、饱和压力、饱和时间对试样泡孔形态结构的影

响，通过扫描电镜（SEM）观察发泡后试样的泡孔形态结构，进而分析结晶、发泡工艺参数对试样泡孔形态结构的

影响。结果表明：PLA 等温结晶温度在 120℃时，结晶能力最佳；发泡温度、饱和压力是试样发泡的决定性因素；

在相同发泡工艺下，结晶试样的泡孔尺寸要小于未结晶试样。 

关键词: 结晶；微发泡；工艺参数；泡孔形态结构 

LP074 

双向拉伸纤维素薄膜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万纪强,宋广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储量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具有可再生、可生物降解、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纤维素膜

是一种重要的纤维素产品，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包装、印刷等领域。对聚合物薄膜进行双轴拉伸可以赋予薄膜优异的

性能，然而，借助传统粘胶法制备双轴取向的纤维素薄膜却是很困难的，因为粘胶法工艺复杂冗长，导致纤维素降

解严重，得到的再生纤维素凝胶强度很低，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拉伸处理。近年来，离子液体作为纤维素的新型绿色

溶剂，具有对纤维素的溶解能力强，溶解速度快的特点，可得到高浓度的纤维素溶液，并且溶解过程中纤维素的降

解程度低，可制得高强度的再生纤维素凝胶。在本工作中，以 AmimCl 离子液体为溶剂，借助双螺杆挤出机制备了



 
 

667 
 

高浓度、高强度的单轴取向纤维素凝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横向拉伸可制得双向拉伸的纤维素薄膜。对制得的纤

维素膜进行力学性能、热膨胀性能测试，并利用 WAXD 研究了拉伸过程中纤维素膜聚集态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 纤维素；离子液体；凝胶；双向拉伸；WAXD 

LP075 

聚烯烃锂离子电池隔膜热收缩及微观自闭孔机制在线研究 

曾芳心语,亢健,向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65 

本文通过在线超小角 X 射线散射（USAXS）测试，研究了聚丙烯、聚乙烯锂离子电池隔膜在受热过程中的微观

结构的变化以及自闭孔现象。通过 USAXS 建立的圆柱形模型可计算出如孔隙率、孔界面参数、孔的尺寸等一系列孔

隙结构参数，数据结果表明：单向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U）具有较高的取向度、较窄的孔尺寸大小分布，而

双向拉伸制备的聚丙烯隔膜（PP-B）则相反，即较低的取向度、较宽的孔尺寸大小分布；聚乙烯隔膜（PE-B）具有

较低的取向度，较高的孔隙率及较小的孔尺寸。USAXS 测试表明，隔膜的微观自闭孔性能与其熔点密切相关。本文

发现，对于高倍拉伸的隔膜，分子取向度是影响微孔闭合的主要因素。通过干法单向拉伸的隔膜进行研究，总结了

其闭孔机制，加深对隔膜微观自闭孔过程的理解。 

关键词: 热收缩；自闭孔；聚烯烃隔膜；超小角 X 射线散射（USAXS） 

LP076 

退火对聚丙烯预取向薄膜的微观结构及力学性能影响研究 

陈少华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本文采用在线升温小角 X 射线散射技术（SAXS）研究了聚丙烯预取向薄膜退火过程中微观结构的变化，同时研

究了退火对热机械及力学性能的影响。SAXS 研究结果表明取向膜长周期，晶片厚度均随退火温度升高而增加。而高

温下退火降低晶片的取向程度。退火处理提高热收缩开始温度，且该温度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而增加。热收缩过程

中伴随着长周期及晶片厚度增加。此外，通过拉伸测得了真应力应变曲线，同时估算了取向方向上的模量以及无定

形态模量。结果表明样品模量及无定形态模量随着退火温度升高而增加。 

关键词: 退火；聚丙烯；预取向薄膜；微观结构 

LP077 

吸热型发泡剂与放热型发泡剂协同调控 PBS 发泡材料的开孔率 

岳军锋,甘霖,刘昌华,黄进 

西南大学 400715 

生物质脂肪族聚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分子结构呈线性，熔体强度较低。偶氮二甲酰胺（AC）因其发气量

大而广泛应用于 PBS 发泡材料的研究，但其分解反应为放热反应，大量的释放热会进一步恶化 PBS 的熔体强度，造

成 PBS 发泡材料易串孔，导致其开孔率很难控制。本文采用放热型发泡剂偶氮二甲酰胺（AC）结合吸热型发泡剂以

提高 PBS 的熔体强度从而达到调控 PBS 发泡材料开孔率的目的。同时，利用 DSC 建立热力学理论计算，预测 PBS

泡沫开孔率调控的临界条件。此外，利用流变研究了吸热型发泡剂与放热型发泡剂的协同机理。结果表明，吸热型

发泡剂与放热型发泡剂的质量比对 PBS 发泡材料的开孔率及泡孔形态具有协同作用。 

关键词: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吸热型发泡剂；开孔率 

LP078 

微波焊接热塑性塑料影响因素的研究 

于建香 1,孙雪飞 2,武光明 1 

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北京化工大学 

利用特定吸波介质，通过微波焊接过程可以将 PP 基片粘结在一起。吸波介质的主要成分是石墨粉，由于其能够

大量吸收微波能量，迅速升高与之接触的基片温度，并在基片达到熔点后，施加特定压力帮助材料连接，冷却一段

时间，即可实现热塑性塑料的焊接。材料的焊接效果主要受微波作用时间、吸波介质溶剂种类、石墨粉粒径大小以

及压力大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上因素对微波焊接效果的影响，分析特定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找出最

佳的焊接条件。当压力为 15680 Pa、1-b-A 号吸波介质微波作用 90 s 时，基片的焊接效果最好，焊接处剪切应力能达

到 219.11 N。 

关键词: 微波辐射；吸波介质；热塑性塑料；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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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79 

具有隔离结构的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制备 

汪玲,高杰峰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5002 

导电高分子复合材料是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以及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一种新型功能材料。导电高分子之所以

可以导电是因为其内部特殊的隔离结构,而材料的逾渗值与 CNTs 在聚苯乙烯中的分布有关，CNTs 分散性越好,导电材

料的逾渗值越小。本实验首先通过超声使 CNTs 吸附到聚苯乙烯纤维表面，然后通过热压过程,使它们在高分子复合

材料中彼此连接,形成“球链”排列结构。随着 CNTs 填充量的提高,CNTs 间距将会减小,当 CNTs 间相互接触时,“导电通

道”开始形成。并且随着 CNTs 浓度的增加，导电通道也不断增多，从而电导率升高。 

关键词 :导电复合材料；静电纺丝；聚苯乙烯；碳纳米管 

LP080 

原位法制备静喷 PES/ SPESPE 磁性微球及其磁性能研究 

余婷 1,彭民乐 1,张刚 2,王孝军 2,龙盛如 2,杨杰 2,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3.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聚合物磁性微球不仅具有聚合物微球的诸多特点，还具有磁响应性，磁导向性，很好的解决了聚合物微球分离

回收难的问题，在诸多领域都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课题组之前的研究中，已经用原位法制备出了 PES 静喷

磁性微球，所得微球粒径均一，磁性能较好，有一定的分离效果。然而，磁性粒子是亲水性的，而 PES 是疏水性材

料。为了改善微球的亲水性，本研究在疏水性的聚醚砜（PES）静喷溶液中添加亲水性聚合物磺化聚醚砜苯基乙烷

（SPESPE），再通过原位法制备了静喷 PES/ SPESPE 磁性微球。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考察了亲水改性对磁

性粒子在微球表面的生成和附着的影响，并通过振动样品磁强计（VSM）和磁定向分离实验与 PES 磁性微球对比了

磁性能。结果表明：微球亲水性的改善有利于磁性粒子在其表面的生成和附着，且亲水改性后的 PES/SPESPE 磁性

微球相比于 PES 磁性微球有更高的饱和磁强度和更好的磁定向分离效果。 

关键词:静电喷雾法；原位法；亲水改性；磁性微球；定向分离  

LP081 

压力场下 β-iPP 结晶行为的研究 

林建梅,雷军,李忠明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等规聚丙烯(iPP)作为一种多晶型聚合物，其 β 晶韧性好，具有优良实用价值。获得 β-iPP 最有效的方法是添加成

核剂。在聚合物成型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压力场，也影响 β-iPP 结晶行为。本文利用自制的压力设备，结合广角

X 射线衍射仪(WAXD)、电子扫描显微镜(SEM)等表征手段，系统地研究了压力场下成核剂含量和结晶温度对 β-iPP

的结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压力场下成核剂能有效促进 β-iPP 的形成，并且成核剂含量和结晶温度对总结晶度以

及 β-iPP 相对含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相同结晶温度下，随成核剂含量的增加，iPP 的总结晶度会降低，而 β-iPP 相

对含量呈现先增加后饱和状态，综合考虑最佳成核剂浓度为 0.2 wt%。成核剂含量相同时，随结晶温度增加，iPP 的

总结晶度会降低，而 β-iPP 相对含量呈现先增加后略微降低状态，最佳结晶温度为 160 °C。结果对在实际成型中获得

高含量 β 晶 iPP 制品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等规聚丙烯；压力场；结晶；β 成核剂；β 晶 

LP082 

超高韧性 CPVC/MBS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原,齐胜利,田国峰,武德珍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氯化聚氯乙烯（CPVC）是聚氯乙烯（PVC）经过氯化反应而得到的产品，理论上其氯含量可达 73.2 %，一般为

61-68 %。较高的氯含量赋予其优异的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以及良好的阻燃性能，是 PVC 树脂一种重要的改性品种，

但同时，氯含量过高，导致 CPVC 树脂分子链间的作用力大大增强，导致材料在受到外来冲击时，分子链不易发生

变形来吸收能量，脆性增大，抗冲击强度较低。MBS 树脂作为一种功能高分子材料，是三元嵌段共聚物，在 PVC 和

CPVC 的加工过程中，添加一定比例的 MBS 树脂，使其以粒子状态分散在树脂基体中，呈现出典型的海-岛结构，在

制品受到外界冲击时，作为应力集中点引发大量银纹和剪切带吸收大量能量，赋予制品优异的抗冲击性能，现今 MBS

树脂作为一种主导型抗冲击改性剂，在 PVC、CPVC 等塑料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关键词 :增韧改性剂；氯化聚氯乙烯；韧性；纳米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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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83 

聚乙烯醇增塑改性研究 

舒友,胡扬剑,张再兴,向德轩,陈迪钊,魏高原 

怀化学院 418000 

聚乙烯醇 100 份、复配增塑剂 0-30 份、甘油 30-0 份及其它助剂 5 份，在高混机中高速搅拌后，经双螺杆挤出机

熔融挤出、造粒，得增塑改性的聚乙烯醇粒料，再将粒料注塑成型，得改性聚乙烯醇样品。采用熔融指数以、电子

拉伸机、冲击试验机、差示扫描量热仪对样品的加工流动性、拉伸性能、抗冲击性能及熔点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随着复配增塑剂含量的增加，甘油含量的减少，样品的熔融指数逐渐下降，拉伸强度先增加后下降，断裂伸

长率先下降后增加，抗冲击强度逐渐下降，熔点有上升趋势，但变化不是太明显；当聚乙烯醇为 100 份，复配增塑

剂为 20 份，甘油为 10 份时，样品的综合性能最好，拉伸强度达 88MPa，断裂伸长率为 152%，冲击强度为 120KJ/m2，

熔点为 191℃；该研究不仅降大大低了聚乙烯醇材料的熔点，提高了其热加工流动性，同时还大大地提升了其抗拉性

能和抗冲击性能。 

关键词: 聚乙烯醇；增塑；环保 

LP084 

熔体拉伸聚偏氟乙烯硬弹性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徐睿杰,谢嘉宜,杨余,苏植祥,雷彩红 

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510006 

本文研究了熔体拉伸比对片晶结构空间尺度和硬弹性膜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随着熔体拉伸比（MDR）的

增加，结晶形貌由椭球晶转变为堆积片晶，晶体的长周期受 MDR 的影响不大，但晶区尺寸略有增加。熔体拉伸过程

对片晶的横向延展生长有显著的作用，同时片晶间夹角随熔体拉伸比的增加而减小，但在熔体拉伸比高于临界值时，

片晶的横向尺寸减小，片晶间夹角增大。XRD 的测试结果发现，熔体拉伸过程不影响 PVDF 的分子链构象，仅以 α

晶的形式存在。随着 MDR 的增加，PVDF 硬弹性膜的屈服强度和 tie 链体积分数增加，当熔体拉伸比为 50 时力学性

能达到最大值，硬弹性膜弹性回复率达到 79.3%，屈服强度为 30.6MPa，活化 tie 链的体积分数为 1.81‰。熔体拉伸

过程使结晶的完善性提高，晶体的空间尺寸均一化，但 MDR 过大导致片晶发生偏转，邻近片晶由于接触而使横向生

长终止。 

关键词 :熔体拉伸；聚偏氟乙烯；硬弹性 

LP085 

细菌纤维素（BC）气凝胶纤维的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研究 

张君妍,孟思,陈文萍,朱美芳 

东华大学松江校区 201620 

纤维素气凝胶作为新一代气凝胶，不但具有无机气凝胶及合成高分子气凝胶的低密度，高孔隙率等特性，还具

有原料来源广泛，清洁可再生，生物相容性好，可降解等优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外研究人员

制备了纤维素气凝胶纤维，但是低强度的问题限制了纤维素气凝胶纤维的应用范围。细菌纤维素（BC）是一种生物

合成纤维素，具有天然的纳米纤维网络结构且具有高强度和高模量的特征。本文通过将细菌纤维素分散在碱溶剂中，

通过湿法纺丝连续制备了新型细菌纤维素水凝胶纤维，再通过进一步冷冻干燥制备了细菌纤维素气凝胶纤维。通过

SEM、BET 和单丝强力测试分析了细菌纤维素气凝胶纤维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过纤维素纳米纤维原位

增强，这种纤维在孔隙率为 85% ~ 95% 时，拉伸强度依然可达 15MPa，弹性模量可达 160MPa，拉伸强度为目前已

报道的纤维素气凝胶纤维的三倍。 

关键词 :细菌纤维素气凝胶；纤维；纳米纤维纤维素；力学性能； 

LP086 

硅烷化黏土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制备的新方法 

李玉洁,张立群,吴晓辉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0 

探索出一种制备硅烷化黏土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的新方法。用少量的盐酸酸化 KH570，并将其滴加到黏土浆液中，

实现对黏土的硅烷化改性。对改性的黏土进行了红外，XRD，TGA 等手段进行表征，结果显示，采用新方法制备的

改性黏土的改性剂接枝量最大，黏土片层间距变化最多。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同时反映出，用新方法制备的硅烷化

黏土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比用传统方法制备出的材料分别提高 90%和

164%，比不改性的黏土/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分别提高 104%和 99%。 

关键词 :硅烷化黏土；黏土橡胶纳米复合材料；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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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087 

通过自动加速效应的调控反应挤出制备 PMMA 及其共聚物 

占鹏飞,陈建定,李猛猛,黄添华,施罕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通过自制可控剪切速率的聚合反应装置研究了自加速效应，发现剪切速率显著制约着自动加速效应出现的时间，

随着剪切速率的提高，不仅链终止速率常数 kt 增加，而且竟然引发速率 Ri也同样增加。尤为重要的是发现针对 MMA

本体聚合体系而言，其表观黏度达到 1000 Pa.s 时即进入自加速效应区。这从自由基聚合机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究

竟是何因素决定自动加速效应出现的疑团。 

根据对停留时间的推算，在挤出机上确定出自动加速效应发生的位置，然后充分利用在自动加速效应聚合区间

内聚合，制备了分子量及其分布、耐热性及力学性能优越的 PMMA 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马来酸酐共聚物

（P(MMA-co-MAH)）。结果表明，在较高温度和压力下实施反应挤出本体聚合，共聚反应接近理想共聚。

P(MMA-co-MAH)比 PMMA 均聚物的耐热性及力学性能都有较大提高。仅仅 5%质量分数的 MAH，即可将 PMMA

的 Tg 提高近 12℃。 

关键词:反应挤出；自动加速效应；PMMA；MMA-MAH 共聚物 

LP088 

同步辐射技术原位在线研究吹膜加工过程 

纪又新, 张前磊, 张瑞,李立夫, Sarmad Ali, 陈品章, 苏凤梅, 李良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9 

吹膜是高分子薄膜生产中一种重要的加工工艺，是在拉伸、温度等外场和气氛环境等作用下的多尺度结构快速

演化过程，涉及到拉伸诱导的非线性流变、结晶以及晶体破坏重构等非平衡科学。吹膜加工过程中拉伸场、温度、

气氛等加工参数相互影响、耦合，无法通过简单外推来预测加工参数改变所造成的影响。为了能够原位跟踪吹膜加

工过程中薄膜结构形成及演化过程进而来揭示吹膜加工机理，我们研制了一套可以与同步辐射线站联用的挤出吹膜

原位在线研究系统，结合同步辐射 X 射线技术高时间分辨、全结构尺度检测的优势，成功开展 PE 薄膜原位吹膜实

验，得到了 PE 吹膜加工过程中的结构演化，初步建立了膜泡结构演化与加工性能的关系。PE 实验结果表明：当晶

体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膜泡稳定，晶体形成物理交联网络承力，膜泡在外场作用下（拉伸场，压力场等）达到平衡；

不同加工参数下，形成物理交联网络所需的临界结晶度一定（约 2.5%），可能只与材料本征参数有关。 

关键字: 吹膜；同步辐射；结构演化；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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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M   高分子共混与复合体系 

MI01 

石墨烯三维传导网络构筑及其导电导热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 

于中振*,李晓锋,李星华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石墨烯在聚合物基体中三维连续传导网络的高效形成对于制备高性能导电导热纳米复合材料至关重要。(1) 为高

效形成石墨烯三维导电网络，我们采用原位还原和自组装方法制备了石墨烯水凝胶，再经冷冻干燥制得三维石墨烯

气凝胶，通过真空辅助浸渍和固化工艺制备的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呈现优秀导电和力学性能。(2) 采用定向冷冻和冷冻

干燥方法制备了各向异性的石墨烯气凝胶(AGA), 它在轴向(取向方向)和径向(垂直于取向方向)呈现不同的微观结构

特征和不同的导电和电磁屏蔽性能。 1300 oC 高温热处理的取向石墨烯气凝胶(TAGA)显著提高了环氧树脂的电导率

和电磁屏蔽性能。(3) 为进一步提高各向异性石墨烯气凝胶的热还原程度和修复石墨烯片层缺陷，我们研究了热处理

温度对气凝胶结构及其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电导率和热导率影响。 1.5 wt.% 经 2800 oC 热处理的各向异性石墨烯气凝

胶显著提高了环氧树脂导电和导热性能。 

关键词：石墨烯；电导率；热导率；电磁屏蔽效率；纳米复合材料 

MI02 

石墨烯宏观组装及多功能复合材料 

高超*,方波 

浙江大学 310027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电学、热学等性能，有望用于高性能材料及复合材料。针对石墨烯应用尚存在的主要

问题，如宏量制备、宏观组装、微量分散等，本团队开展了相应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结果。以氧化石墨烯液晶为

基础，发明了连续石墨烯纤维、石墨烯无纺布、石墨烯连续组装膜及超轻气凝胶等多维度宏观组装材料，架起了纳

米粒子到宏观材料的桥梁。最近，我们提出“大片微褶皱”思路，解决了宏观材料高导热和高柔性不能兼顾的难题，获

得了高导热超柔性石墨烯组装膜。同时，我们解决了原位聚合、均匀分散、高速纺丝等技术难题，制得了石墨烯功

能复合纤维，有利于推进石墨烯的规模化应用。 

关键词：石墨烯、宏观组装、功能复合纤维 

MI03 

仿生构筑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电学性能，在许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复合材料领域。然而，以石墨

烯为基元材料的纳米复合材料，其力学性能比较低，如何将石墨烯组装成高性能的纳米复合材料，仍然是一个巨大

挑战。自然界生物材料鲍鱼壳，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主要归功于其微纳米多级次复合结构

和丰富的界面作用，巧妙地克服了构建纳米复合材料传统方法的瓶颈，如纳米基元材料分散性差、含量低、界面相

互作用差等，为仿生构筑纳米复合材料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此，我们受鲍鱼壳结构和界面的启发，通过构

筑不同的界面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功能纳米基元材料，进一步构筑功能纳米复合材料。 

关键词：鲍鱼壳；仿生；界面构筑；协同效应；力学性能 

MI04 

三维石墨烯填充高导热弹性体 

方浩明, 白树林* 

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100871 

随着电子器件的微型化，高集成化，多功能化的发展，热管理日显重要。由于石墨烯具有极高的热导率，所以

基于石墨烯填充的高聚物复合材料有望成为下一代热界面材料。近年研究发现，石墨烯的质量，分散性及石墨烯与

聚合物的界面性质是当今石墨烯填充复合材料领域的三大难题。为解决这三大难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的策略。首先，

通过化学气相沉积的方法构建出三维的石墨烯泡沫，在通过 π-π 作用，使石墨烯表面包覆一层聚多巴胺层，然后利用

多巴胺层上丰富的官能团作为反应位点，与硅烷偶联剂接枝，提高界面浸润性。为了提高石墨烯的质量分数，再将

石墨烯泡沫致密化，最后往上述石墨烯泡沫灌注高弹体聚二甲基硅氧烷成型。通过上述的二级反应处理方法，即不

会在石墨烯表面引入的缺陷，又能在聚合物基体中形成互通结构，而且还增强界面性能。所得的三维石墨烯填充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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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具有优异的导热性能，面内和面外热导分别 28.77Wm−1K−1 和 1.62 Wm−1K−1。 

关键词： 三维石墨烯；高弹体；非共价键修饰；热学性能；力学性能 

MI05 

Janus Matter 

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Janus 材料是典型代表的复杂胶体，其微结构调控和功能化是多相多组分高分子复合材料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Janus材料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不同化学组成和功能的空间分区，能够将两种不同性质和功能按照特定的空间位点复合。 

关键词：Janus 复合材料，共混体系 

MI06 

含自增压室温自修复剂微管的玻璃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 

章明秋*,朱勇,容敏智 

广州中山大学 510275 

纤维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异，在航空航天、汽车、建筑及电子等工业中不可或缺。这种材料在制

备和使用过程中容易在内部产生微裂纹等局部损伤，并可能进一步扩展成宏观破坏导致材料失效，因此，赋予其自

修复能力有助于提高稳定性和延长使用。目前聚合物基自修复体系主要分为外植式和本征自修复两类，前者主要采

用液态修复剂。液体修复剂预先装入微胶囊或空心纤维中，在复合材料制备过程中再将微胶囊或液芯纤维埋置到基

体中。本工作通过聚丙烯细管装载修复剂并埋置于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层间，修复剂中含有一定量发泡剂。复合

材料固化后在发泡剂分解温度以上加热使毛细管内产生正压，在材料遭受破坏并引发毛细管碎裂时，修复剂可在压

力推动下迅速流至断裂面并发生反应，从而将裂纹重新粘合在一起。本文详细研究了各相关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自增压；环氧树脂；自修复；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MI07 

新型电磁功能复合材料设计及应用研究 

黄毅* 

南开大学 300071 

本研究利用碳纳米材料和高分子结构相关，性质互补的特点，设计并合成了新型电磁功能高分子复合材料。首

先，制备了一层石墨烯，一层 PVDF 组合而成的双层驱动器，相比于已有的电驱动材料，该石墨烯/PVDF 双层驱动

器同时具有驱动电压低，形变量大，响应时间短等特性，实现了在低电压下迅速发生可控电致形变。受到海豚游泳

的启发，首次设计了基于石墨烯驱动材料的智能鱼形机器人，成功实现了“鱼”的快速、可控游动。另外，深入研究了

碳纳米复合材料的电磁功能特性，发现其对超宽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具有很好的响应和吸收能力，进一步探索了其

在雷达隐身和太赫兹吸波等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石墨烯；高分子；功能复合材料；驱动器；隐身 

MI08 

基于光引发阻聚剂和硫醇-烯烃点击反应的全息聚合物分散液晶 

陈冠楠 1, 彭海炎 1, 解孝林 1,2,* 

1.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息聚合物分散液晶 (HPDLCs) 由富聚合物相和富液晶相周期性排列而成，既具有聚合物质轻柔软、易加工的

特性，又保留了液晶对外场（电、光、磁等）独特的响应能力，在光子晶体、传感器、高端防伪、3D 显示、调制激

光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基于 (甲基)丙烯酸酯自由基链式聚合的 HPDLCs，相分离通过“液-胶分离”实现，并在 3,3′-

羰基双(7-二乙胺香豆素)（KCD）和 N-苯基甘氨酸（NPG）组成的光引发阻聚剂作用下，可制得高衍射效率的 HPDLCs。

但自由基链式聚合存在凝胶速度过快、相分离难以完全、对氧气和水敏感、体积收缩严重等问题。基于硫醇-烯烃点

击反应的逐步聚合可较好克服这些问题，但相分离往往是“液-液分离”，难以制得结构规整、衍射效率高的 HPDLCs。

本文通过设计合理的硫醇-烯烃单体，并采用光引发阻聚剂调控相分离过程，制得了衍射效率高达 94.1%的 HPDLCs。 

关键词：点击反应；全息聚合物分散液晶；光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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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09 

典型多元聚合物共混物的高效增容及强韧化——面向塑料的高效回收利 

谢续明*, 黎焕敏, 随献伟 

清华大学 100084 

在被应用的塑料中，聚烯烃、苯乙烯类高分子及工程塑料有最大份额，占了所有塑料的 80%。然而，这些塑料

通常以复合状态存在于使用或回收的过程中，并且互不相容；在回收材料中，很难将其分离。通过马来酸酐-苯乙烯

（MAH-St）多单体熔融接枝 PP、SEBS 分别制备 PP-g-(MAH-co-St)与 SEBS-g-(MAH-co-St)多相增容剂，这些增容剂

对 PA6/PS/PP/SEBS 四元共混物有高效的增容作用。在增容剂的作用下，PA6/PS/PP/SEBS (70/10/10/10)四元模型共混

物有可控的相形貌，经由脆-韧转变，力学性能大幅度提高。这种高效的增容机制，对开发高性能多相聚合物共混物

及塑料回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多相增容剂；四元共混物；增容；强韧化；塑料回收利用 

MI10 

不相容高分子共混物反应性增容的研究进展 

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利用反应性增容剂提高不相容共混物的相容性是高分子成型加工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传统线形增容剂分子原

位反应后形成接枝分子结构的不对称性，在熔体加工的剪切作用下接枝分子极易被“拉进”或“拉出”，增容效率低。为

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我们利用“大分子单体”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分子结构的反应性梳形分子，研究了梳形分子结构

与增容效率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通过改变梳型分子主链和侧链的结构，发现胶束也可以在界面上增容共混物，从

而提出了“界面胶束增容”高分子共混物的新方法。并将“界面胶束增容”的思想拓展到无机纳米粒子，设计合成了表面

兼有长侧链和反应性基团的无机纳米粒子，该纳米颗粒加工时原位生成两面无机纳米粒子，稳定地处在两组分的界

面上，起到高效增容的效果。此外，为克服反应性梳型分子的合成步骤较多的难题，我们提出利用熔融共混时“原位”

双接枝的新模式，实现梳形分子的“就地”生成和“原位”增容的复合。 

关键词：反应性增容；共混；胶束；纳米粒子；接枝 

MI11 

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的流变学研究 

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流变行为对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的成形加工及制品性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设计、高分

子材料加工、流变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的聚集态结构复杂，流变行为影响因素多，研究

难度大，其中粒子聚集结构、界面相结构、补强机理、非线性流变、分子弛豫特性等若干基本科学问题长期存在争

议。基于复合体系的非均质结构与分子弛豫特性以及非流体动力学区类固体(solid-like)补强机理的研究现状，发现粒

子簇动态聚集、拥堵、逾渗、凝胶与软玻璃等传统理论模型在类固体流变学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与已有

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矛盾。这里，根据我们所提出的两相流变模型深入研究了复合体系的“粒子相”黏弹性、大浓度跨度

类液-类固转变及其与界面作用、高分子弛豫特性间的相互关系，证明了复合体系的类固和类液行为都有共同的机理。 

关键词：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流变行为；两相模型  

MI12 

多尺度树脂基复合材料力学行为的研究进展 

付绍云 1,2,*,钱键 1,孙宝岗 1,渠成兵 2,黄培 1,李元庆 1,肖红梅 2 

1.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2.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纳米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可有效改善树脂基体的力学性能。但由于其在基体中分散困难并容易团聚，能

够均匀加入到树脂基体中的含量有限，获得的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水平较微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力学

性能低很多。另一方面，传统微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面内性能，但是面外性能（如：层间剪切强度）较

低，因此复合材料的破坏模式经常是层间失效。而多尺度复合材料有效地利用了纳米材料和微米纤维的增强增韧效

果，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点。目前可行的多尺度增强办法主要有两种：1）将少量纳米填料加入到树脂基体中，改

善树脂基体的性能的同时，也能改善树脂基体与微米纤维的界面性能和层间剪切强度；2）在微米纤维表面包覆纳米

材料，显著改善树脂基体与微米纤维的界面性能和层间剪切强度。该报告将系统综述国内外多尺度树脂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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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学行为的研究进展，展望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其广泛的重要应用潜力。 

关键词：多尺度树脂基复合材料；纳米材料；微米纤维；力学性能 

MI13 

聚合物碳纳米复合材料及在能源材料技术领域的应用 

耿建新*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近年来，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对能源材料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设计和创新有机聚

合物复合材料是发展新能源材料的有效途径。碳纳米材料（包括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的独特结构和优异的理化性质

使得其在复合材料功能性设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成为能量存储与转换器件的最理想电极材料。我们围绕聚合物碳

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和能量存储及转换器件制备开展研究工作。制备了石墨烯二维多孔薄膜和三维多孔结构，

通过在孔结构中负载赝电容材料（包括 TiO2 和共轭聚合物），提高了复合材料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的比电容。提出

了在三维石墨化碳（3D PGC）的孔结构中原位负载硫纳米颗粒的新方法，通过形成碳硫键，显著提高了复合材料（3D 

S@PGC）作为锂硫电池正极材料的容量密度（2 C 时，达到 1106 mA h g-1）和循环稳定性（经 1000 次充放电，平均

每次循环的容量衰减仅为 0.039%）。揭示了复合材料结构与器件性能间的关系。 

关键词：碳纳米材料；共轭聚合物；结构设计；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 

MI14 

聚苯胺/碳纳米杂化材料的结构构筑及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樊玮, 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1620 

聚苯胺（PANI）是一种性能优异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但是其较低的电导率和较差的循环性能限制了其实际

应用，因此，寻找负载聚苯胺的合适基体对实现其性能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三维多孔石墨烯-碳纳米管

（porous graphene-CNT，p-GC）杂化膜，作为负载聚苯胺的导电柔性基板，从而制备出 p-GC/PANI 三元杂化膜并将

其直接作为柔性电极材料应用于超级电容器。三维多孔的石墨烯-碳纳米管杂化膜，具有均一和可控的孔隙结构，优

异的电学和力学性能，是负载聚苯胺的良好骨架。p-GC/PANI 三元杂化膜的比容量在电流密度为 10 A g-1 时高达 409 

F g-1，显示出良好的倍率性能。此外，p-GC 杂化膜骨架起到骨架支撑作用，可有效抑制聚苯胺在循环过程中的体积

变化，大大提高了材料的循环稳定性能。 

关键词：石墨烯；碳纳米管；聚苯胺；柔性膜；超级电容器 

MI15 

多相多组分聚合物体系的发泡行为与相结构关系 

张少峰, 张光春, 林亿超, 邱健,邢海平, 唐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通过发泡技术可以将聚合物制备成高性能的轻质材料，在减重、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使

用的聚合物发泡材料主要为单一组分聚合物，其综合性能的提高受到基体材料的制约。众所周知，通过物理或化学

方法将不同组成的聚合物形成多相多组分体系是开发高性能聚合物材料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利用多相多组分体

系制备成高性能的聚合物发泡材料研究报道很少。本工作以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为三个基

本聚合物，通过共聚合、共混与复合方法调控 PE/PS、PP/PE 体系的相结构，探索相结构对于材料体系在超临界 CO2

釜式发泡条件下的发泡行为，阐明发泡行为与相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材料体系相结构由“海-岛”结构转变为

双连续相结构、分散相尺寸由微米尺寸转变为纳米尺寸，体系的发泡行为呈现出显著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纳

米泡孔结构。上述结果为深入研究多相多组分聚合物体系的发泡材料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聚合物；多相多组分；发泡；相结构 

MO01 

具有面内传导各向异性的碳管阵列复合膜 

封伟, 李双雯, 冯奕钰, 李瑀, 赵付来 

天津大学 300072 

利用界面有序复合技术制备柔性透光碳管阵列（G-HACNTs）/聚酰亚胺（PI）复合膜，复合膜表现出优异的面

内各向异性性能。当测试温度为 30°C 时，沿阵列平行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导热率和导电率相差一个数量级（ð//:ð¬ = 

15.3）。沿阵列平行方向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比面内垂直于阵列方向的材料高 52.9%和 5.1%。利用聚合物与

有序阵列的相互作用，控制其结构取向的有序性，为进一步提高其力学强度、定向导热、定向导电等性能奠定了基



 
 

675 
 

础。 

关键词：聚酰亚胺；取向碳管；面内各向异性 

MO02 

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氧化石墨烯/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基双层结构近红外光驱动器 

杨晓明*, 曹瑞 

苏州大学 215123 

近几年，智能驱动器因其可在环境刺激（光、热、磁、pH 等）下进行可控且可逆的形状变化，在人工肌肉，仿

生机器人等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石墨烯材料，以其轻质，高比表面积，高机械强度等特点，被认为是可

以制备高性能驱动器的新型材料。氧化石墨烯(GO) 是石墨烯最重要的一种衍生物，它在 sp2 的碳原子组成的呈蜂窝

状的二维单原子层表面接枝大量的含氧官能团。在保留石墨烯优异的成膜性、光热效应、机械性能，又具有一定的

亲水性，因此可以制备成湿度，热，近红外光刺激响应器。本文通过将温敏性的聚合物聚 PNIPAM 通过氢键作用，

将其修饰在 GO 表面得到 PNIPAM 修饰的 GO 片层(GmP)。通过两步抽滤法，制备新型近红外光刺激响应的双层驱动

器 GO/GmP。结果表明：该双层驱动器在周期性近红外光照下发生可逆的弯曲/变直的运动，而且在近红外光照下存

在着记忆模板弯曲取向的效应，同时依靠这种双层薄膜制备了一种智能“叉车”。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近红外光；驱动器 

MO03 
耐核辐射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自由基猝灭机理 

林宇, 刘尧华, 吴国章*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高分子材料因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加工性，广泛应用于核技术领域中混凝土灌浆材料、润滑、绝缘、密封系统

等。然而，长期暴露于高能射线辐射中会诱导高分子产生自由基，进而引发交联和/或降解反应，严重影响材料物理

化学性能和使用寿命，最终导致材料失效。我们首先采用改进的乳液共混和原位还原法，成功解决了还原氧化石墨

烯（RGO）在阴离子乳液体系中易团聚难题，实现了 RGO 的均匀分散。结果表明，添加少量具有 π-π 共轭结构的石

墨烯可明显抑制辐照降解和交联反应的发生，材料仍保持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电子顺磁共振结果证实了由

于 RGO 巨大的比表面积、较强的电子转移能力及表面加成反应可将辐射产生的自由基捕捉猝灭，显著提高材料的耐

核辐射性。 

关键词：石墨烯；耐核辐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自由基猝灭 

MO04 
石墨烯三维网络构筑及其导热相变复合材料 

李晓锋, 杨静, 安飞, 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相变材料可用于热能的存储和利用，在节能环保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机相变材料热导率低，不利于

其对于温度变化的快速响应。石墨烯具有超高热导率，通过预先构筑石墨烯三维导热网络后同相变材料复合，可在

低填充量下实现高导热。（1）制备纤维素/石墨烯微片（GNP）复合气凝胶，通过填充聚乙二醇制备相变复合材料，

纤维素网络赋予相变复合材料优异的尺寸稳定性，而石墨烯提高复合材料热导率；（2）制备还原氧化石墨烯/GNP 复

合水凝胶，可通过室温干燥获得三维多孔气凝胶。在气凝胶网络中引入十八醇后，石墨烯含量 12 wt%时复合材料热

导率高达 ~5.92 W?m-1?K-1；（3）开发高粘度氧化石墨烯浆料，可通过手工加工成各种复杂形貌三维结构。经过 2800oC

高温处理后引入十八醇，在石墨烯填充量仅为~5.0 wt%时，复合材料的热导率高达~4.28 W?m-1?K-1，相变熔融焓也高

达 225.3 J?g-1，尺寸稳定性优异。 

关键词：石墨烯；热导率；相变复合材料 

MO05 
功能高分子/石墨烯复合材料及柔性电子学传感器 

郭云龙, 万鹏博*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科技的发展，可穿戴设备逐渐步入人们的生活。作为可实时感知环境有害物质的柔性电子学传感器，有助

于环境有害物质的高效预警监控和室温检测，是便携式传感器发展的新方向。我们通过稀溶液原位聚合沉积的方法，

可控制备了聚苯胺/石墨烯网络状结构复合材料薄膜；研究了网络状结构复合材料与环境有害物质传感性能之间的关

系，并组装成了面向可穿戴设备的柔性电子学传感器。受益于复合材料的协同效应、高比表面积和网络状结构传感

信号定向传导，所组装的柔性电子学薄膜传感器，展示了对肾衰竭患者呼出气中的疾病标志物的高响应性传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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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响应和恢复时间（36 s/18 s）和良好的柔性-在 1000 次的可逆弯曲中传感性能没有明显的下降。本工作有助于

探究网络状结构功能高分子/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与传感性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开发可潜在集成到可穿戴设

备、高传感响应性的柔性电子学传感器并用于呼出气疾病标志性气体诊断等健康医疗。 

关键词：复合材料；功能高分子；石墨烯；柔性电子学传感器 

MO06 
基于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的石墨烯无损功能化及对 PBO 纤维的增强效应研究 

胡桢*, 邵青, 黄玉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是一种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方法。本文采用重氮化学原理，成

功合成了含 ATRP 引发剂结构单元的双芳基重氮甲烷衍生物。在加热条件下，上述双芳基重氮甲烷衍生物可脱除重

氮基团生成高活性双芳基卡宾衍生物，该衍生物可直接与石墨烯上 C=C 发生加成反应，进而实现石墨烯的直接、无

损表面修饰。采用 ATRP 反应，以 2-羟乙基甲基丙烯酸酯(HEMA)为单体，可控地在石墨烯表面生长 PHEMA 高分子

链。通过此功能化策略制得的 PHEMA 功能化石墨烯 (PHEMA-G)在多种有机溶剂的溶解度显著增加，同时石墨烯的

结构与性能基本完好无损。在此基础上，通过“一锅法”缩聚及干喷湿纺工艺可制得 PHEMA-G/PBO 复合纤维。该纳

米复合纤维在较低 PHEMA-G(1.0 wt%)装载量条件下即呈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拉伸强度达到 3.22 GPa (高于 PBO 纤

维 51.2%），杨氏模量达到 139.3 GPa (高于 PBO 纤维 33.7%）。该增强效应优于现有的其他石墨烯/PBO 纤维体系，这

预示着本文所涉及的石墨烯无损功能化方法将在树脂基复合材料领域大有可为。 

关键词：石墨烯；无损功能化；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重氮化学；PBO 纤维 

MO07 
反应性熔体加工制备尼龙 6/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导电网络的构筑 

向萌, 叶林*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基于工业化石墨烯产品（RGO），首先制备具有异氰酸根反应位点的石墨烯前驱体，进一步通过反应性熔体

加工制备尼龙 6/RGO 纳米复合材料。研究表明，尼龙 6 通过其分子上的仲胺基与 RGO 前驱体上的异氰酸根基团的

反应，插层接枝于 RGO 纳米片层间，并与其形成氢键作用，具有较高的锚接率及片层厚度，处于几乎单层的剥离状

态。低含量的 RGO 对尼龙 6 的结晶起到异相成核作用，通过降低结晶成核位能、诱导晶核形成而促进尼龙 6 结晶；

随 RGO 含量增加，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及粘性模量上升，剪切变稀现象更明显，分子链间的缠结密度逐渐增加，导

致其拉伸强度在低 RGO 含量时略有升高。相对于 RGO，RGO 前驱体分子的反应性插层使复合材料的渗流时间（tp）

降低，其导电网络形成的活化能下降，从而使 RGO 纳米片层在反应性熔体加工的过程中更易剥离为单层的 RGO 纳

米片层，在尼龙 6 基体中相互搭接成连续的导电网络结构。 

关键词：尼龙 6；石墨烯；反应性熔体加工；导电网络 

MO08 
反应挤出原位阴离子聚合尼龙 6 微球的连续制备 

闫东广*,王春亭,李姜红,宋玮琦 

江苏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03 

近年来，尺寸均匀、形貌规整的聚合物微球被广泛用于功能化载体、色谱分离剂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由于含有

胺基和羧基，且具有高强度、高抗化学性、耐磨、不易变形及抗老化等特性，尼龙（Polyamide，PA）微球在固相诊

断、生物催化、体外治疗、化妆品、油墨及光扩散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研究以己内酰胺和聚苯乙烯（Polystyrene，

PS）的均相熔体为原料，首先通过反应挤出原位阴离子聚合制备 PS/PA6 合金，分析挤出加工条件、原料组成等对

PS/PA6 微观结构的影响，研究挤出加工条件及原料组成与合金微观结构之间的关系，建立通过反应挤出原位阴离子

聚合制备以 PA6 为微球状分散相、PS 为连续相的 PS/PA6 原位合金的制备方法；再以甲苯为溶剂，去除 PS/PA6 合金

中的 PS 连续相，制备 PA6 微球，并表征 PA6 微球的微观结构，最终建立通过反应挤出原位阴离子聚合连续制备形

貌结构可控的 PA6 微球的方法。 

关键词：反应挤出；阴离子聚合；尼龙 6；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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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丙烯酸叔丁酯的无皂种子乳液聚合制备草莓形粒子 

宋少丰, 王璐, 袁金凤, 潘明旺* 

河北工业大学 300130 

本文采用简便的无皂种子乳液聚合法（SSEP）制备表面凸起大小可控的草莓形粒子。首先通过丙烯酸叔丁酯的

无皂乳液聚合制备非交联的亚微米级或纳米级 PtBA 种子，然后通过与苯乙烯（St）或对叔丁基苯乙烯（tBS）的 SSEP

便可制得草莓形粒子。研究结果表明：St/PtBA 投料比为 5.0 g/1.0 g 时，St 的聚合时间是调控草莓形粒子粗糙度的关

键。随着 St 聚合时间的延长，草莓形粒子表面的 PS/St 凸起尺寸逐渐增大，相继形成了一系列草莓形 PtBA/PS 粒子。

此外，tBS 的聚合时间为 7 h 时，通过改变 tBS/PtBA 投料比制备了一系列草莓形 PtBA/PtBS 粒子。其中，PS 或 PtBS

相与种子之间的相分离源于两相之间的热力学不相容。这里所述制备草莓形粒子的方法易于实现批量生产，所合成

的草莓形粒子可用作增容剂来增容不相容的 PtBA 与 PS 或 PtBS 的共混物，也有望用于制备超疏水性涂料。 

关键词：无皂种子乳液聚合；聚丙烯酸叔丁酯；草莓形粒子；相容性；涂料 

MO10 
基于儿茶酚化学的分离功能材料 

张培斌, 唐安琪, 路景驭, 朱宝库, 朱利平* 

浙江大学 310027 

贻贝仿生的儿茶酚化学是近年来功能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水溶液条件下，多巴胺等儿茶酚化合物能够通过

复杂的氧化-自聚和非共价相互作用，形成紧密结合在各种固体材料表面的沉积层，还能在溶液中形成纳米聚集体和

纳米粒子。本研究小组近年来持续开展了基于儿茶酚化学的分离功能材料制备与结构调控的研究工作，率先将多巴

胺表面沉积方法应用于分离膜表面构建与功能化，提出多巴胺的自聚-沉积过程模型，进而发现了聚多巴胺（PDA）

沉积层的纳滤分离特性，建立了一条简单方便的膜表面功能化与纳滤膜制备新途径。通过反应条件对溶液中形成的

PDA 纳米粒子的尺寸和形貌进行调控，并将其分别用作相转化膜、界面聚合复合膜、水凝胶微球的共混改性剂，提

高了膜材料或吸附凝胶的亲水性、抗污染性和吸附分离能力。进一步通过 PDA 纳米粒子的动态自组装，制备了具有

分形结构的表面图案，为图案化功能表面的制备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关键词：儿茶酚化学；贻贝仿生；多巴胺；分离膜；吸附材料 

MO11 
高分子复合膜功能层的系统协同构建 

孟建强*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和能源的短缺，功能高分子复合膜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工业膜材料，通过在相转化

时共混功能高分子、在已成型膜表面涂覆和接枝的方法，可制备功能高分子复合膜。其中，表面接枝因为可在基本

不改变本体性质的条件下有效改变膜表面性质而被广泛采用。然而，开发适合于商品膜的方便有效的接枝方法依然

存在挑战。复合膜的接枝功能层是膜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精细结构与膜性能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我们针对

大宗高分子商品膜，开发出适合于高分子膜表面改性的若干可控接枝化学方法，可以精细的调节功能层的微结构，

并拓展了微孔膜的应用范围，对水凝胶层的微结构对膜性能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微结构包括膜表面接枝

聚合物链的分子量、组分、拓扑结构、密度和分散度等，制得了一系列新型的具有特殊吸附、催化以及油水分离性

能的功能化膜，并进行了初步产业化尝试。 

关键词：高分子复合膜；功能高分子；表面接枝；催化；吸附 

MO12 
纳米复合反渗透膜结构的构建及其海水淡化效率 

马洪洋 1,2，*,Benjamin Chu2,Benjamin S. Hsiao2 

1.北京化工大学 

2.Stony Brook University 

淡水资源缺乏是人类迈入 21 世纪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当前的各种海水淡化方法中，反渗透膜法被认为

是最有效、应用最广泛的脱盐方法。然而，传统反渗透膜技术限于结构和材料而进入发展的瓶颈，难于取得突破性

进展。因此，从分子设计出发研制高通量（低能耗）、高截留率、高耐用性的海水淡化膜，是未来海水淡化技术发展

的重要战略之一。本研究课题基于新单体和新结构的设计，以复合超滤膜为基材，通过均苯三甲酰氯（TMC）和多

种优化结构的芳香族二胺单体的界面聚合，构建高通量的纳米复合反渗透膜。通过调节反应条件和反应工艺，制备

出高通量、高截留率、高耐氯性的反渗透膜。与传统商业反渗透膜相比，该类反渗透膜在海水淡化（800 psi，35000 

ppm NaCl）过程中均表现出较高的水通量和截留率。 

关键词：纳米复合；反渗透；海水淡化；膜；界面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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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13 
光聚合制备高强、高韧性氢氧化镁类流体/丙烯酸复合膜及在纤维表面涂层应用研究 

殷先泽*, 杨诗文, 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430073 

纳米粒子分散及与聚合物基体界面相容性不好，一直是粒子填充聚合物复合材料研究热点及难点。本文通过对

氢氧化镁表面进行有机长链修饰，并在季铵化过程中同时接枝带有双键基团的硅烷偶联剂，制备得到带有反应基团

的氢氧化镁纳米类流体。该流体在无溶剂下呈现液体流动状态，且粘度和模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此外，将氢氧化

镁类流体作为功能粒子与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在紫外光催化作用下进行光聚合反应，得到同步增韧增强纤维涂

层。最后研究了流体含量对涂层力学性能，光聚合物时间，热性能影响。发现流体能调节涂层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

由于 Mg(OH)2 流体具有室温流动性和良好的分散性等优点，提供了一种绿色和简便的合成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与制

备高性能纤维涂层。 

关键词：氢氧化镁; 流体; 光聚合; 涂层 

MO14 
贻贝仿生、自修复高分子多相材料及纳米复合材料 

宋盛菊 1,唐艺峰 1,杨振忠 2,黄继军 1，* 

1.中国科学院大学 

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利用动态可逆共价键或非共价键实现自修复成为高分子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剖析贻贝足丝盘所含黏性

蛋白的化学结构和组成进展，使人们认识到六种粘附蛋白所含有的多巴胺（主要为邻苯二酚基团）结构、阳离子-π

相互作用、以及形成的超分子结构，可用于改性材料表面与界面。最近贻贝仿生多巴胺均聚物据报道具有自修复性

能。自修复被认为是由于邻苯二酚基团之间的动态可逆（双齿氢键）相互作用或者邻苯二酚基团与金属离子的可逆

配位。受这六种黏附蛋白构成生物高分子共混物启发，我们研究组创新性提出了贻贝仿生高分子多相材料概念。这

类多相材料由聚多巴胺丙烯酰胺(PDMA)作为分散相而聚氨酯(PU)作为连续相构成。通过改变 PDMA 和 PU 之间浓度

比，可以得到力学性能和多巴胺基团含量不同的共混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探索内置型自修复聚合物的一些重要问题：

(1)力学性能、玻璃化转变温度、和多巴胺基团含量之间的本构关系；(2)自修复机理。 

关键词：贻贝仿生；自修复；高分子共混物 

MO15 
连续碳纤维增强聚醚酮酮复合材料的制备与亚微形貌 

谭洪生*,王亚洁,王杰,刘常衡 

山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55000 

本工作采用自行设计、组装的湿法粉末浸渍实验室装置制备了连续碳纤维（CF）增强聚醚酮酮（PEKK）预浸带，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不同因素条件下制备的预浸带断面形貌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结果表明，预浸带熔融

加工过程中热量的不足及纤维表面的过热处理会显著影响复合材料的浸渍效果及纤维表面质量，从而降低纤维拉伸

强度和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优化后所制备的连续 CF 增强 PEKK 预浸带样品的最大拉伸强度可达 2196 MPa，该样

品断口的 SEM 观察表明，浸渍效果与界面黏结良好，这是复合材料拉伸强度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连续碳纤维增强聚醚酮酮; 预浸带; 粉末浸渍; 界面 

MO16 
聚酰胺上浆剂增强 CF/PA6 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研究 

鲁佳腾 1,2,颜春 1,刘东 1,陈来 2,吴晓飞 1,祝颖丹 1，* 

1.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2.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采用聚酰胺上浆剂对碳纤维表面进行上浆处理，考察聚酰胺上浆对 CF/PA6 复合材料的界面性能和层间剪切性能

的影响。研究发现，聚酰胺上浆碳纤维后 CF/PA6 复合材料的界面剪切强度（IFSS）和层间剪切强度（ILSS）均有显

著提高，相比采用东丽 T700 制备的 CF/PA6 复合材料的 IFSS 提高了 32.7%，ILSS 提高了 160%。通过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分析了 CF/PA6 复合材料微滴脱粘后碳纤维的微观形貌。发现聚酰胺上浆剂上浆后的碳纤维表面残留了大

量且致密的树脂碎片，表明聚酰胺上浆剂可以有效提高 PA6 树脂与 CF 表面的相容性及 CF/PA6 复合材料的界面粘接

性能。 

关键词：聚酰胺上浆剂；CF/PA6 复合材料；界面剪切性能；层间剪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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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17 
水凝胶的快速制备及其自愈合性能研究 

王彩凤*,李晴,于超,方园,邵欢,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以水凝胶为智能载体，“嵌入”自愈合功能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本会议论文报道基于前端聚合法快速制备水凝

胶的方法学研究，探讨水凝胶体系中前端聚合反应动力学、微结构传递与性能变化关系以及过程强化规律，实现聚

N-乙烯基咪唑类、聚丙烯酸酯类、聚 N-乙烯基吡咯烷酮类一系列水凝胶材料的快速制备。探讨超分子自组装的规律

和自愈合性能成因机理，通过超分子相互作用实现材料结构和自愈合性能的有效调控，创新采用非接触磁控前端聚

合在 10 分钟内快速制备了兼具力学性能的环糊精/聚（乙烯基咪唑-丙烯酸羟丙酯）自愈合水凝胶材料，愈合效率达

95%，拉伸强度可到 1.25 × 105 Pa，并通过外磁场实现自愈合的有效强化。另外，通过在水凝胶体系中多官能团的引

入，快速制备了兼具化学响应、pH 响应、热响应、电响应等多重响应和自愈合性能的水凝胶，还构建了多重响应的

多功能可逆相转变体系，并探讨了多功能化水凝胶的潜在应用。 

关键词：前端聚合；水凝胶；自愈合；多功能 

MO18 
静电自组装制备高导电 MXene@聚苯乙烯纳米复合材料 及其电磁屏蔽性能研究 

孙任辉, 张好斌*, 刘骥, 李岳, 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过渡金属碳/氮化物 Ti3C2Tx 作为一种新型高导电二维纳米材料，可替代石墨烯用于制备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

料。然而，迄今为止，在聚合物复合材料中形成有效导电网络仍需要较高的 Ti3C2Tx 含量（>40 wt%）。为此，我们

提出一种静电自组装制备 Ti3C2Tx/聚合物复合材料的新方法，利用带负电的 Ti3C2Tx 与带正电的聚苯乙烯(PS)微球进

行静电组装，形成 Ti3C2Tx@PS 核-壳结构杂化材料，经模压制备高性能 Ti3C2Tx@PS 导电纳米复合材料。结果表明，

复合材料的逾渗阈值仅为 0.26 vol%，当 Ti3C2Tx为 1.90 vol%时，材料的导电率高达 1081 S·m-1，电磁屏蔽效率在 X

波段高达 62 dB。同时，该复合材料的动态储能模量为 2226 MPa，与纯 PS 和常压制备的复合材料的动态储能模量分

别提高了 54%和 56%。该研究为高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过渡金属碳/氮化物；聚苯乙烯微球；聚合物复合材料；导电性能；电磁屏蔽性能 

MO19 
纳米功能化蒙脱土对 SEBS/PCL 复合材料的形貌、流变及性能的影响 

李晓燕, 黄凯, 王霞* 

上海理工大学 200093 

本文以烷基季磷盐改性的功能化蒙脱土（OMMT）为填料，采用熔融共混法制备了 SEBS 及 PCL 的三元纳米复

合材料。研究了 OMMT 及相容剂对 SEBS/PCL 纳米复合材料的形貌结构、流变行为及结晶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

明，与未改性的 MMT 相比，OMMT 在 SEBS/PCL 复合材料中的分散性及相容性更好，OMMT 的加入使得 PCL 选

择性地沿着其片层方向结晶，提高了 PCL 的结晶度。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图片显示

OMMT 片层分散在 PCL 相的外缘，形成的纳米复合结构增强了 PCL 与 SEBS 间的界面作用力。流变行为表明，少

量 OMMT 的加入形成的网络结构使得 SEBS 的微相分离程度降低，SEBS 和 PCL 的运动受到了限制，分子链的松弛

变得更为困难。所制备的 SEBS/PCL/OMMT 纳米复合材料在机械性能、抗吸水性以及抗紫外辐照方面有显著的提高，

这对于环境和生物医学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功能化蒙脱土；聚己内酯；聚苯乙烯-（乙烯-丁烯）-苯乙烯；纳米复合材料；机械性能 

MO20 
红外成像结合多元曲线分辨法研究聚合物复合材料 

张普敦*, 窦彤彤, 李茜, 唐永娇, 杨和丽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红外成像能从微米区域反映材料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变化以及分布情况，是红外光谱技术的里程碑式发展。多元

曲线分辨法能从大量复杂的混合物光谱中提取纯组分光谱及其浓度分布模式。本工作将这两种技术结合，分别用于

对聚丙烯接枝马来酸酐增容氯化丁基橡胶/聚酰胺-12 复合材料的机理研究，以及用于复杂聚合物复合材料盲样中的微

量添加剂分析，均取得满意的结果。我们的报告表明，红外成像结合多元曲线分辨法在复杂聚合物复合材料的研究

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红外成像；多元曲线分辨；聚合物；复合材料 

M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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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含氨基和柔性基团芴基双邻苯二甲腈单体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王军*,王安然,张彤,刘文彬* 

哈尔滨工程大学 150001 

本文通过 9,9-双(3-烷基(或烷氧基)-4-氨苯基)-2,7-二羟基芴与 4-硝基邻苯二甲腈的亲核取代反应，制备了一系列

含氨基和柔性烷基或烷氧基的芴基邻苯二甲腈单体，利用红外光谱（FTIR）、核磁共振（1H 和 13C NMR）对单体结

构进行了表征，利用 FTIR 和差式扫描量热仪（DSC）分析了单体的固化行为，以流变仪研究了单体的黏温性质，采

用热重分析仪（TGA）和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阐述了固化树脂的热力学、热性能和热氧化性能。结果证实，

含氨基和柔性烷基或烷氧基的新型芴基邻苯二甲腈单体可实现自促进固化反应；流变分析表明，该类单体具有较低

的熔点和较宽的加工窗口；DMA 和 TGA 结果揭示出，聚邻苯二甲腈树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高达 358~440 ℃，氮气

氛围下失重 5%和 10%对应的热分解温度分别为 430~476 和 487~545 ℃，800 ℃时残炭率高达 70~74%。 

关键词：自促进邻苯二甲腈；芴基邻苯二甲腈；固化行为；热性能 

MO22 
基于有机半导体和生物高分子共混的可打印柔性光敏晶体管 

吴小晗*, 黄佳 

同济大学 201804 

可打印柔性光敏晶体管具有可低成本大面积制备的优势，能够应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等。然而，这类器件要求

制备它的有机半导体必须同时兼具良好的光敏性能与晶体管电学性能，合适的溶液粘度以及优异的薄膜柔性等。设

计合成这样的有机半导体材料一直是个挑战。这里，我们将高分子和常见的有机半导体共混，利用有机半导体中载

流子的界面效应，成功地制备了可打印柔性光敏晶体管。使用有机半导体 C8_BTBT 和生物高分子聚乳酸，我们制备

了两层结构和共混结构的场效应晶体管，该晶体管对光的响应率能达到 400 AW-1。相比于两层结构器件，共混光敏

晶体管具有更高的光暗电流比（达到 105）和更低的光探测极限（低于 0.02 mWcm-2）。这是因为共混器件具有更大的

界面面积和更强的载流子捕获效应。我们进一步使用喷墨打印法制备了共混光敏晶体管。这种通过简单共混方法制

备的低成本可打印柔性光敏晶体管，为设计有机电子器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高分子共混；有机半导体；可打印电子器件；柔性电子器件；光敏晶体管 

MO23 
稳定的规整多孔硅橡胶的 3D 打印制备及其表面润湿性调控 

何周坤 1，*, 喻永连 1,2, 杨建 1, 唐昶宇 1, 李秀云 2, 梅军 1 

1.中物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2.西南科技大学 

目前调控表面润湿性的方法或需要复杂的处理步骤、或需要特殊的昂贵模具、或制备得到的结构规整性较差，

此外如超疏水等特殊润湿性的稳定性不足也是其难以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挑战。本文提供了一种利用硅橡胶（PDMS）

的墨水直书写一步法无模板的 3D 打印技术，结合电脑软件程序设计规整的物理结构，进而调控 PDMS 表面润湿性。

详细研究了打印层数、打印速率、设定的线条间距（Dxp 及 Dyp 设定为相同值）对规整多孔 PDMS 的物理结构、表

面润湿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证实通过此方法制备的具有超疏水性能的规整多孔 PDMS 具有多方面的优异稳定性，例

如经过 140℃-9h 的高温长时间处理后其物理形貌结构以及表面润湿性均无明显变化，同时在 5 L/min 的持续 N2 气流

下仍能保持其超疏水性能，还能够承受超过自身 58 倍的重量而不失其超疏水性能，因此这种稳定的疏水透气规整多

孔 PDMS 膜可望用于油水分离、水滴无损转移、水下催化负载等领域。 

关键词：硅橡胶；表面润湿性； 3D 打印；规整多孔；稳定性 

MO24 
聚乳酸共混改性及 3D 打印应用 

况军*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201208 

通过双螺杆熔融挤出共混制备得到聚乳酸（PLA）/聚碳酸酯（PC）以及 PLA/醋酸丁酸纤维素（CAB）共混物。

电镜观察发现 PLA/PC，PLA/CAB 为相分离结构，PC 分散相尺寸约 1.2-2.5 μm 且随含量增加而增大，CAB 分散相尺

寸较小且随着含量的变化尺寸基本不变，约为 160 nm; 采用 DSC 对材料进行非等温扫描，发现两种材料的加入都能

抑制 PLA 结晶，其中 PC 只是部分抑制即冷结晶温度升高，结晶度降低，而 CAB 几乎使 PLA 不结晶；对两种共混

物材料进行了 3D 打印研究，PC 能够提高材料的冷却硬化速度，从而较好的提高 PLA 的打印性能，打印制件没有褶

皱等缺陷结构，而 CAB 的加入降低了冷却硬化速度导致打印制件缺陷更多。 

关键词：聚乳酸; 聚碳酸酯，醋酸丁酸纤维素酯; 共混物，3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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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25 
太阳光诱导本征型自修复聚氨酯及其导电复合材料 

容敏智 1,2，*, 许卫民 1,2, 章明秋 1,2 

1.广州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2.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前光致自修复材料的研究集中在利用紫外或可见光引发的光化学反应上，而紫外光穿透能力不足，可见光敏

感材料不稳定。为此，本工作以太阳光为激发光源，开展了脂肪族和芳香族二硫键小分子以及含二硫键线性大分子

光致交换反应探索，发现它们均可以在太阳光中低强度的紫外线诱导下，进行有效的光可逆交换反应，而高分子材

料在可见光下保持稳定。据此原理，制备了含脂肪族和芳香族二硫键聚氨酯交联聚合物体系，并考察了材料各种物

理机械性能，以及在太阳光激发下的自修复性能和固态光回收性能。交联聚氨酯表现出较高的力学强度，在太阳光

照射下，可有效修复微裂纹，修复机理归于氢键与二硫键光可逆交换反应的协同作用。材料的力学性能修复效率为

96%。随后，采用含脂肪族二硫键交联聚氨酯作为衬底，在其表面涂覆银纳米线，制备出柔性透明导电复合材料。该

材料抗弯折，在不同温度和湿度下导电稳定性好。当材料开裂时，经太阳光照射，可基本恢复力学和导电性能。 

关键词：太阳光；交联聚氨酯；自修复；固态光回收；导电复合材料 

MO26 
不相容共混体系共连续结构相态形成与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 

施德安 1，*, 王江 1, 石恒冲 2, 栾世方 2, 殷敬华 2 

1.湖北大学 

2.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在制备不相容聚合物合金时，如何控制合金相形态结构是人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而具有共连续结构的不相

容聚合物合金由于其在性能上兼具两种聚合物组分的优异性能，且有制备多孔材料和自支撑骨架材料等功能材料的

潜在应用，一直是共混改性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由于其相结构是热力学非稳定态，其共连续结构的形成和稳定

是一个动力学和热力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以 PE/PA6 和 PS/PA6 体系为研究对象，以马来酸酐官能化的

聚烯烃为反应性增容剂，系统研究了反应挤出过程中两相聚合物组成、增容剂结构和含量、两相粘度比、剪切强度

和时间等对体系形态结构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结果对理解增容剂在反应共混过程中的热力学（降低界面张力）和

动力学（阻碍少数相粒子的聚并）作用以及其与增容体系最终相结构的相关性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共连续结构；不相容聚合物合金；反应增容；界面稳定性 

MO27 
热塑/热固共混体系的导热网络构建研究 

沈育才*,张玉伟,石坤祥,王庭慰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对于含有导热填料的热塑性树脂改性热固体系中，反应诱导相分离对体系相区演化、填料的分布和分散产生重

要影响。本课题以环氧/热塑性树脂为高分子基体相，采用无溶剂的制备方法对体系添加导热填料后相分离过程和填

料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等开展深入研究。不同的 PES 含量的共混体系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结构。一定条件下，导热填

料在反应诱导相分离过程中选择性分散在热塑性树脂中，并借助其相反转形成网络结构。在相同纳米石墨片（10wt%）

含量条件下，环氧/聚醚砜/纳米石墨片复合体系的热导率比环氧/纳米石墨片体系提高了 1.6 倍，实现了导热填料的高

效利用和环氧复合材料导热性能的提高。 

关键词：相分离; 结构演变; 热导率 

MO28 
1-羧甲基-3-甲基咪唑溴盐对 PLA/EMA-GMA 相界面催化增容作用的研究 

丁运生 1,2，*, 王平 1, 周意杨 1, 刘超 1 

1.合肥工业大学 

2.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聚乳酸（PLA）/可生物降解聚酯弹性体（EMA-GMA）不相容共混体系的界面性质是 PLA 增韧改性的研究重点。

本文以 1-羧甲基-3-甲基咪唑溴盐(ILs)作为界面调控催化剂，系统研究了其对 PLA/EMA-GMA 共混体系界面性质的影

响。通过熔融共混和热压成膜制备了 PLA、80PLA/20EMA-GMA、80PLA/xEMA-GMA/yILs 共混样品，并采用平板

流变仪、差式扫描量热仪(DSC)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样品的微观结构进行了表征，同时对其力学性能进行了测

试。研究结果表明：ILs 能够催化 PLA/EMA-GMA 的界面增容反应，在界面处及材料内部形成三维交联网络，在 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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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量为2%时两相反应程度较高，形成的相界面完善，共混样品的冲击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达到67 KJ/m2和284%，

且共混体系结晶度较高，制得的 PLA/EMA-GMA/ILs 共混样品具有较好的刚韧平衡性。 

关键词：聚乳酸；可生物降解聚酯弹性体；离子液体；相界面催化；超韧 

MO29 
环氧化合物表面改性 MWCNTs 对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隋刚*, 张清杰, 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利用氨基化多壁碳纳米管（MWCNTs-NH2）与环氧化合物反应，通过球磨工艺制备了苄基缩水甘油醚（EP 692）

和十二-十四烷基缩水甘油醚（EP AGE）表面处理的 MWCNTs：MWCNTs-692 和 MWCNTs-AGE。将 MWCNTs-692

和 MWCNTs-AGE 添加到环氧树脂中，分析碳纳米管对环氧树脂固化动力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与 MWCNTs-NH2

相比，MWCNTs-692 和 MWCNTs-AGE 可以在环氧树脂基体中均匀的分散，并减少对其固化动力学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相较于 MWCNTs-AGE，具有刚性表面官能团的 MWCNTs-692 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添加

质量分数为 1 wt%的 MWCNTs-692 使 T700 碳纤维/氧树脂的层间剪切强度增加 30 ％，同时玻璃化转变温度（Tg）

提高 10 ℃。 

关键词：碳纳米管；环氧树脂；碳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MO30 
锂离子电池用可变形性纳米复合聚合物电解质的研究 

侯高明, 阮文红*, 黄逸夫, 章明秋 

中山大学 510630 

能够满足大变形性和高离子导电性要求的固态聚合物电解质，在柔性电子产品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但是

开发这一类固态电解质在获取高的变形性与高的离子电导率方面存在相互制约。为此本研究提出一种解决上述问题

的新途径，制备具有核-壳结构的超支化聚胺-酯接枝纳米二氧化钛粒子（HBPAE-g-TiO2），将其掺杂到聚氧化乙烯/

高氯酸锂（PEO / LiClO4）中，制备具有更好变形能力同时保持良好离子电导率的聚合物电解质。研究发现，当 PEO 

/ LiClO4 中包含 15wt% HBPAE-g-TiO2 时，纳米复合聚合物电解质体系中具有高达 1200%的变形率，离子电导率达到

1.55×10-3 S cm-1，而未添加填料的情形分别对应的数值为~330 % 和 7.40 ×10−6 S cm−1。进一步采用扫描 / 透射电子

显微镜、广角 X 射线衍射、差示扫描量热仪对 PEO / HBPAE-g-TiO2 / LiClO4 的结构和性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可变形聚合物电解质；纳米复合材料；锂电池；离子电导率；链运动性 

MO31 
柔性 Graphene/TPU 导电纳米复合材料的应变响应特性研究 

刘春太*, 刘虎 

郑州大学 450002 

近年来，导电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CPCs）成为高分子材料功能化研究的一个热点。CPCs 内部由导电填料相互

搭接构建而成的导电网络在外场刺激作用下会发生重构而呈现一定规律的电信号，即 CPCs 的外场应激响应行为。导

电填料的形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导电网络的结构和材料的应变响应性能，目前的研究主要以零维炭黑和一维碳纳

米管为导电填料，但是由于它们易团聚而影响材料的电导率和导电网络的结构，使材料具有不稳定的应激响应行为。

近年来，具有优异电导率的二维纳米石墨烯（G）成为研究的热点，但以其为导电填料的 CPCs 基传感器方面的应用

研究却鲜见报道。本研究分别选取石墨烯和具有优异弹性性能的热塑性聚氨酯（TPU）为导电填料和高分子基体制

备了具有超低逾渗值（0.05vol%）G/TPU 导电纳米复合材料，其在不同石墨烯含量，不同应变幅度和不同应变速率

下表现出了宽的应变响应度，且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和可回复性。 

关键词：导电纳米复合材料；热塑性聚氨酯；石墨烯；应变响应 

MO32 
基于不相容共混物的纳米粒子分布及其结构/功能复合材料 

王勇*, 杨朝金, 杨静晖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31 

将纳米粒子引入不相容共混物是制备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的有效方法。传统的制备共混物基纳米复合材料，主

要侧重于纳米粒子引起的共混物形态演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理化性能变化，随机性较强。本论文以炭黑（CB）、碳纳米

管（CNTs）、石墨烯（Graphene）等不同维数的碳基纳米粒子为例，一方面通过对纳米粒子功能化改性，调控纳米粒

子与共混物两相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从热力学上设计纳米粒子的分布位置；另一方面，设计共混物两相粘度比、混

合顺序和时间、剪切应力强度以及调控纳米粒子几何形态参数等，从动力学上控制纳米粒子的迁移速度，最终实现



 
 

683 
 

纳米粒子在共混物中的精准分布（单相、界面分布等），进而实现复合材料的结构/功能化调控。结果表明，将纳米粒

子的选择性分布与其自身理化性质相结合，制备的共混物纳米复合材料在增强增韧、导电、介电、形状记忆等结构/

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纳米粒子；共混物；分布；微观结构；功能化 

MO33 
利用多层次结构在复合材料中构筑高效导电网络 

张齐艳,张博媛,于建,郭朝霞 

清华大学 100084 

使用聚合物共混物作为导电复合材料的基体，不仅可以降低导电填料的逾渗值，提高导电性能，而且可以提高

材料的力学和流变等综合性能。诱导导电填料分布于双连续结构共混物界面是目前发现最为高效的导电网络构筑方

式。然而是否存在与界面导电网络同样高效的其它导电网络形式?本文以双连续的聚甲醛/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POM/SAN)基体为例，利用三元共混物的多层次结构和炭黑(CB)的选择性分布，分别添加少量的 TPU 和 PA6，在

POM/SAN/TPU/CB 体系中构筑界面导电网络，在 POM/SAN/PA6/CB 体系中的 SAN 相构筑相内导电网络。对比研究

这两种导电网络的微观形态结构和导电效率，以扩宽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导电网络的构筑方法。研究表明，两种类

型的导电网络都十分高效，都可以使逾渗值下降幅度超过 50%,说明通过添加少量第三种聚合物调控导电粒子在一相

中的分布也是提高材料导电性能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导电复合材料；共混物；双连续结构；界面；选择性分布 

MO34 
超韧尼龙的流变特性与力学性能的相关性 

王万杰*, 宋贤玲, 魏攀, 王利利, 曹艳霞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50001 

功能化弹性体（常用马来酸酐化弹性体）可直接和尼龙反应性共混，或作为增容剂增容尼龙和弹性体共混材料，

均可制备超韧尼龙。但是超韧尼龙的较优配方往往采用正交设计的方法，如何通过一种简单的实验手段，快速确定

超韧尼龙的最优配方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采用熔融接枝的方法制备了不同接枝率的马来

酸酐接枝乙烯-辛烯共聚物（POE-g-MAH），通过熔融共混的方法制备了尼龙 1212/ POE-g-MAH 反应性共混材料和尼

龙 1212/ POE-g-MAH/POE 反应性增容共混材料，考察了弹性体的含量及功能化单体的接枝率对反应性共混材料动态

流变行为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共混材料的动态流变数据在所研究的浓度范围内出现一个“凝胶点”，相

应组成的共混材料呈现最高的缺口冲击强度。反应性共混材料的“凝胶点”和“超韧点”具有对应关系，凝胶点对应的共

混材料均呈现出特殊的“网络状”微观形貌。 

关键词：尼龙；弹性体；凝胶点；超韧 

MO35 
织物表面颜料胶膜非连续结构的形成与调控 

戚栋明*,罗冰,陈智杰,周鹏,曹志海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通过原位细乳液聚合将三原色颜料颗粒包裹在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与丙烯酸酯共聚的粘合剂胶粒中，制成自

粘性 P(DMS-co-Acr)/颜料纳胶囊，再通过常规刮印/浸轧—焙烘工艺用于各类织物的涂料印染。发现颜料纳胶囊易在

微米级纤维表面均匀附着，经烘焙可直接在纤维表面形成稳定牢固的薄型胶膜。尤其是有机硅组分的存在，可赋予

胶膜更强的分子运动和分相能力，因而可在胶膜表面形成大量由 PDMS 与颜料颗粒组成的微米乳突，进而显著增强

胶膜疏水性、降低摩擦因数、提高颜料色彩表达；同时诱导纤维间和纱线间的连续胶膜形成大量破裂，破坏常规涂

层胶膜的连续特征。因而这种主要对织物中单纤维实施定向薄型包覆的涂层着色形式，可有效降低涂层胶膜对织物

结构和原有性能的影响，同时协同提高织物的色牢度、色深性、透气性、手感及摩擦牢度。这种融合了胶囊化原位

聚合技术和有机硅分相技术的新型涂层着色方式，有望使颜料涂层着色品质接近染料染色水平。 

关键词：着色胶膜；颜料胶囊；焙烘成膜；微相结构；分相 

MO36 
强吸酸性聚苯并咪唑/离子液体功能化二氧化硅复合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王双*,刘凤祥,田雪,王哲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利用溶液法分别合成了高分子量聚苯并咪唑（PBI）和含有羟基的聚苯并咪唑（PBIOH），再将合成的带有硅氧

烷端基的离子液体引入到聚合物体系中，在酸性条件下水解得到功能化的二氧化硅交联网络，将所得复合交联膜浸

泡磷酸制备成高温质子交换膜。离子液体功能化的二氧化硅具有较强的吸附磷酸能力，这可以从其截面扫描电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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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可以看出，浸泡磷酸后的形貌犹如海水浸没了礁石一般，足以说明其吸附了大量磷酸。同时，Si-O-Si 交联网络能

够使膜材料在高磷酸掺杂条件下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另外，PBI 的咪唑环可同时充当质子给体和受体，而离子液体

的阴离子部分也可以作为质子载体，因此，在该体系能够形成多重质子传输通道，质子在咪唑环、磷酸分子和离子

液体功能化二氧化硅之间沿着不同路径进行跳跃传导。高磷酸掺杂含量直接决定其具有较高的质子传导率，此外，

其优异的综合性能使其有望作为一种理想的高温质子交换膜材料。 

关键词：聚苯并咪唑；离子液体功能化二氧化硅；强吸酸性；高温质子交换膜 

MO37 
聚醚原位接枝改性纳米 SiO2 微球复合增强硬质聚氨酯泡沫的制备 

马保国,吕正航,黄健*,江奇,赵子琪 

武汉理工大学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430070 

为了获得分散效果较好的纳米 SiO2 微球，提高纳米 SiO2 微球硬质聚氨酯硬泡（RPUF）的相容性，增加两者间

的相互作用，制备性能更佳的硬质聚氨酯硬泡（RPUF）。本文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出纳米 SiO2 微球，随后通过硅烷

聚醚共聚改性剂（SPCE）对其进行原位接枝改性原位表面改性。实验表明加入 3wt%的 SPCE 可获得平均粒径小

（356-367nm）、大小均匀的纳米 SiO2 微球。FTIR、TG 和 EDS 结果证实，SPCE 通过 Si-O-Si 键吸附在纳米 SiO2微

球颗粒表面，并存在临界吸附浓度，高于该临界值吸附量反而下降。改性纳米 SiO2 微球在聚醚多元醇中对比沉淀实

验表明改性后的纳米 SiO2 微球在聚醚中能够很好分散。制得的纳米 SiO2 微球在 PU/SiO2 复合材料体系中具有良好的

分散性。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备的纳米 SiO2 改性 RUPF 材料力学性能有明显提高。 

关键词：纳米 SiO2；表面改性；分散；复合材料 

MO38 
功能化二氧化硅的制备及在橡胶中的应用探索 

毛义梅* 

河南大学 475004 

本文采用液相原位表面修饰技术，分别以 KH570、促进剂 CZ、促进剂 D 为修饰剂，制备了一系列的功能化纳

米二氧化硅，并以高性能轮胎材料常用的 Z-1165MP 型纳米二氧化硅和未经修饰的 DNS-0 型纳米二氧化硅为参比对

象，研究了功能化纳米二氧化硅对 SSBR/BR 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的影响。研究表明，修饰剂成功接枝与纳米二氧化硅

表面。纳米二氧化硅的表面双键改性，有助于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的提升。纳米二氧化硅的促进剂功能化

产品同时兼备了补强剂纳米二氧化硅和加工助剂促进剂的功能特性，橡胶纳米复合材料机械性能明显，对降低磨耗

量有突贡献，为绿色轮胎填料的制备提供参考，基本实现其多功能化的设想。 

关键词：纳米二氧化硅，多功能化，性能，橡胶助剂，液相原位表面修饰技术 

MO39 
基于静电相互作用设计与制备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 

丁永,于宗芝,姜宇,王翔,王佩佩,郑俊萍* 

天津大学 300072 

纳米粒子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状态是影响纳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关键因素。本文选用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

甲基氯化铵(MTC)为阳离子单体，向聚合物分子链上引入正电荷基团，利用带正电的聚合物分子链与表面电离呈负电

性的纳米粒子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使二氧化硅、埃洛石纳米管、羧化碳纳米管均匀地分散于聚合物基体中，并显

著地改善了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本文进一步探究了阳离子单体的结构对纳米粒子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状况

和纳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时具有双键、电荷和己基链的阳离子单体具有最佳分散纳米粒

子的功能，同时显著提升了纳米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 

关键词：静电相互作用；纳米复合材料；分散；力学性能 

MO40 
功能化有机硅树脂固化反应动力学的研究 

姜波,黄玉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01 

有机硅树脂独特的分子结构赋予了其很多优异的性能，紫外光固化是一种效率高、简便和节能的对环境友好的

技术。在有机硅树脂的结构中引入含丙烯酸酯基的结构，可以促进有机硅树脂在 UV 照射下快速固化，弥补有机硅

树脂高温和常温固化的缺点。二苯甲酮类引发剂由于其高效率的引发效率而被广泛用于紫外光固化体系中。本文合

成一种含有丙烯酸双键紫外光引发剂，它可以与单体聚合，所以可以避免小分子量引发剂与基体相容性差，光解产

物易残留在产物中，容易发生迁移、挥发和老化发黄等问题。我们利用-OH 和-NCO 基团之间的强反应活性，由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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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羟基二苯甲酮、2-丙烯酸羟乙酯和 1,6-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两步法合成得到含丙烯酸双键可聚合的光引发剂。在

300~400 nm 波长范围内有明显的吸收。在光强度为 20 mW/cm2，膜厚度为 10 μm 的条件下加入引发剂浓度为 1%，

通过固化不同阶段的红外光谱表征得到聚合物的双键转化率为 81%。 

关键词：硅树脂，固化，聚合体系 

MO41 
导电高分子/碳纳米材料协同分散及大面积印刷柔性透明电极 

谈利承*,周环宇,肖玉娟,吉婷,胡笑添,陈义旺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 330031 

聚(3,4-乙撑二氧噻吩):聚苯乙烯磺酸(PEDOT:PSS)导电高分子具有高功函数和高导电性、优异的透光性和良好的

成膜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光电器件，但其酸性、腐蚀性和较低的电导率限制了在透明电极方面的应用。碳纳米管和

石墨烯等碳材料具有高迁移率、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好的透光性，为研究新型透明电极材料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然而碳材料存在强烈的 π−π 相互作用使其在大多数溶剂中难以分散，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应用。本文研究碳材料的高

浓度分散制备，研究 PEDOT:PSS/碳纳米材料之间协同相互作用提高导电性的机理，研究基于 PEDOT:PSS/碳纳米材

料复合柔性透明电极的大面积卷对卷印刷工艺以及相应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性能。 

关键词：聚(3,4-乙撑二氧噻吩):聚苯乙烯磺酸；碳纳米管；石墨烯；透明电极；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MO42 
反应性核壳型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制备 

陈广新*,任烨,苏尧天,唐洪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碳纳米管（CNTs）的物理修饰具有方法简单的优势，有机改性物质多集中在与 CNTs 有特殊相互作用的共轭小

分子、芳香性线性或枝化高分子等，交联高分子的报道很少，但是在控制 CNTs 性能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中，交联高

分子有着包覆紧密、厚度可调及牢固等特点。在前期工作中，通过自由基直接聚合、Diels-Alder 加成反应结合原子

转移自由基聚合等方法，成功制备了多种交联聚合物包覆碳纳米管杂化材料。本文以课题组开发的自由基共聚合的

方法，以二乙烯基苯为交联剂，马来酸酐、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醇酯及咪唑类离子液体为功能单体，通过二乙烯基

苯与 CNTs 的特殊 π-π 作用，将其与功能单体共聚在碳纳米管表面，制备了多种具有不同反应基团的核壳型 CNTs 杂

化材料，且包覆层的厚度和官能单体的量可控。以这些反应性核壳型碳纳米管为填料，制备了系列聚合物复合材料，

由于反应性包覆层的存在，复合材料的力学、介电和电性能等得到控制。 

关键词：碳纳米管；核壳结构；包覆；官能基团；杂化材料 

MO43 

叠氮功能化的碳纳米管及抗静电密胺树脂泡沫的制备 

邹威*,张晨,杜中杰,励杭泉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采用碳纳米管侧壁共价功能化的方法，将叠氮化聚丙烯酸(APAA)接枝到多壁碳纳米管表面，制备了 APAA

包覆的碳纳米管（APAA-MWCNT）。然后将三聚氰胺修饰到 MWCNT（MA-APAA-MWCNT）上。采用 EDS，SEM

等测试对改性碳管的结构进行表征。作为抗静电剂，MA-APAA-MWCNT 被加入到三聚氰胺-多聚甲醛预聚物中并参

与反应，最终，得到了泡孔壁上接枝有碳纳米管的抗静电密胺树脂泡沫。 结果，当 MWCNT 的添加量为 2.4 kg/m3

时，表面电阻率降低到 3.6×108 Ωsq-1。 

关键词： 密胺树脂泡沫；MWCNT；叠氮化聚丙烯酸；表面电阻率 

MO44 

碳纳米管在水/空界面的宏观组装、高分子功能化与性能研究 

肖鹏,陈涛*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法国科学 de Gennes 在 1991 年其诺贝尔获奖致辞中，采用 Janus 一词描述同一颗粒两面具有不同的化学组成、

形貌或性质，引发了 Janus 材料的研究浪潮，为纳米材料的制备、功能化及其构效性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然而，与

已经成熟的球形 Janus 颗粒的研究相比，对具有微纳米尺度的二维 Janus 片状或者薄膜材料的研究则十分滞后，尚缺

少相应的组成、形貌及化学成分严格区分和微结构的精细调控等的方法。本报告中，我们以碳纳米管（CNTs）为基

本构建单元，通过 Langmuir-Blodgett（LB）的方式在水/空气界面上进行 CNTs 绿色、大面积的界面组装，进一步可

转移至固体平面、曲面，液面以及柔性等基质进行后续的界面高分子功能化，进而实现其 Janus 结构与功能的调控，

从而实现二维碳基 Janus 薄膜及其复合物在驱动、传感以及光热转化等方面的系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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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薄膜；碳纳米管；界面组装；Janus 结构；驱动传感； 

MO45 

聚合物/碳纳米管复合薄膜中纳米孔道内离子传输行为的研究 

张晓华* 

苏州大学 215123 

离子的传输在光电转换、药物传输以及许多生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碳纳米管作为离子传输通道在水

处理、能源和仿天然离子通道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我们利用聚合物/碳纳米管复合薄膜制备了内径为 14nm 的

纳米通道。通过电场下碳纳米管的电润湿作用，使纳米孔道的润湿性大大提高。另外，电场作用下，在碳纳米管的

端口处以及在碳纳米管内壁产生亲水基团，这些亲水基团的引入进一步增加了纳米孔道的亲水性，同时也降低了高

表面张力液体进入纳米孔道内的阻力。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聚合物/碳纳米管复合薄膜经过电处理过后，在碳纳米

管内形成了水通道，水通道的形成大大增加了离子在纳米孔道内的传输速度。由于碳纳米管壁的保护作用，碳纳米

管内的水通道呈现出很高的稳定性，在 40oC 真空环境下热处理 12 小时后，碳纳米管内的水通道仍然稳定存在。 

关键词：聚合物，碳纳米管，水通道，离子传输 

MO46 

聚乳酸/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形态调控及导电性能研究 

王明*,张凯,石玉东,陈艺夫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本论采用三个不同的策略对聚乳酸/碳纳米管复合材料（PLLA/MWCNTs）的结构形态进行了设计和调控，获得

了导电性能优异的复合材料。第一种策略是利用结晶调控和排斥的方法，将 MWCNTs 排斥分散在 PLLA 晶体的外沿

及非晶的区域，构建导电网络，实现导电性能的提高。第二种策略是通过在 PLLA/PCL/MWCNTs 复合材料中加入右

旋聚乳酸（PDLA），在形成立构复合晶体的同时实现相形态的反转，即 PCL 由原来的分散相变成了连续相；而

MWCNTs 优先分散在 PCL 相内，因此相反转使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第三种策略是采用 PLLA 隔

离相将 MWCNTs 分散在连续的低粘度高分子相(PCL 或低粘度 PLLA)中，所制备的复合材料具有高的电导率、超低

愈渗阀值和优异的电磁屏蔽性能。 

关键词：聚乳酸；碳纳米管；形态调控；导电性能；电磁屏蔽 

MO47 

含太阳光诱导可聚合芯材的微胶囊的制备及其自修复涂层研究 

吴刚*,杨娜,朱召彦,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4 

自修复材料已成为化学和材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微胶囊添加型自修复材料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现

有自修复材料用微胶囊，其芯材往往来源于石油基产品，为不可再生资源。此外，对于含光修复剂的微胶囊，需借

助设备提供特定波长的光来完成修复，难以满足快速、及时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以来源于可再生资源的组份为主

要芯材，在水包油的乳液中通过原位聚合制备了自修复材料用微胶囊。研究了各种因素对微胶囊制备的影响。运用

SEM、FT-IR、TGA 等分析测试手段，表征和研究了微胶囊结构和性能。结果表明：微胶囊为近球形，具有微/纳米

多级表面结构；包覆后芯材活性基本保持不变；微胶囊结构可通过乳化搅拌速度调控；微胶囊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以及对酸、有机溶剂一定的耐受性；微胶囊表现出可调控的疏水性。将微胶囊添加到环氧基体中并涂覆于金属表面，

在自然环境下（空气中太阳光照射）其表现出优异的自修复的防腐性能。 

关键词：光聚合；疏水性；微胶囊；自修复；涂层 

MO48 

基于含硅嵌段共聚物的抗淤积纳米复合涂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董丽杰*,冯锐,陆志伟,陈顺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本文采用活性阴离子聚合合成了低表面能的具有微相分离结构的聚苯乙烯-b-聚（二甲基硅氧烷-stat-甲基乙烯基

硅氧烷）(PSDV)嵌段共聚物，以此嵌段共聚物为基体与不同类型的纳米材料复合制备了一系列纳米复合涂层，研究

了各涂层的微观结构及抗淤积性能。研究发现，PSDV 与吸附有辣椒素的钴铁氧体/明胶(FeCap)纳米微球复合制备的

涂层能够有效抑制舟形藻的粘附，使舟形藻附着量低至 18.4 cells/mm2；当 PSDV 中添加有四氧化三铁载银(Fe3O4@Ag)

纳米粒子或者聚乙烯醇包覆的铁酸铜（CuFeO2/PVA）纳米粒子时，复合涂层具有优异的抗蛋白吸附性能，在 24 小时

的抗蛋白吸附效果分别为 87.5%和 82.4%，三次重复使用后各涂层的抗蛋白效果保持率分别为 87.9%和 92%。这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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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含硅嵌段共聚物与磁性纳米粒子的复合涂层在海洋防污以及抗细菌粘附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含硅嵌段共聚物；抗淤积；复合涂层；纳米材料 

MO49 
水性超疏水涂层水下稳定性研究 

冯杰*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水性超疏水涂层研究有重要科学和应用价值。基于自分层原理，我们以 EP51 型水性环氧乳液为主要成分制备了

具有良好力学性能的超疏水涂层。但当将该涂层浸没在水中 6 小时后，其表面形成沾湿。将浸没 1-6 小时的超疏水表

面用氮气吹干后测水滴浸润性，发现接触角有所下降，滚动角快速上升（浸没 2 小时即到 30°）。SEM 发现其微观粗

糙结构没有明显变化。XPS 证实，超疏水表面在水中浸没 1-7 天，其表面 O 和 N 元素含量明显增加，表面含 F 量明

显下降，表明水浸导致表面极性基团如-OH 和-NH 往最外表面翻转。同样配方制得的光滑表面（没添加 SiO2 颗粒）

浸没在水中 7 天，其水滴接触角仅下降到 66°,证明水对 PE51 型超疏水表面的润湿是从 Cassie 转向了 Wenzel 而非超

亲。将 EP51 换成 EP20，减少了胺类交联剂的用量，发现所得涂层超疏水性能水下稳定性明显上升：浸泡 8 天无沾

湿。研究为推进超疏水涂层实际应用有帮助。 

关键词：水性；超疏水涂层；水下；稳定性；机理 

MO50 

嵌段聚合物/多酸有机无机杂化自组装功能材料 

张洁*,师楠,张金龙,魏海兵,种丹丹,宛新华,关妍 

北京大学 100871 

基于聚合物/无机多酸纳米粒子的有机无机杂化材料兼具多酸优良的光电性能和嵌段聚合物的可加工性，两者的

有序共自组装还将赋予其独特的动态响应性，成为新型的超分子智能材料。我们发展了基于水溶液中聚合物/多酸静

电自组装的新方法，选取中性-阳离子聚电解质的双亲性嵌段聚合物，与含稀土发光金属的多酸阴离子在水溶液中静

电复合，构筑了核壳结构的胶束。胶束核内的疏水环境能够有效阻断稀土金属的荧光猝灭，有效实现了多酸水溶液

的荧光增强。阳离子-中性-阳离子三嵌段聚合物与多酸复合，可制备力学性能优良的自支撑杂化水凝胶。利用复合物

中嵌段聚合物对环境敏感的特点，构筑了基于 pH、CO2、光、电、温度等刺激响应性杂化自组装体，通过控制组装

体的聚集-解聚可逆过程，实现了复合胶束荧光变色的可逆调控。在嵌段共聚物中引入刚性手性金鸡纳碱基团，通过

对非手性发光多酸的手性诱导实现了杂化体系的手性圆偏振光发射。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多酸；有机物杂化材料；静电自组装 

MO51 

半导体-橡胶-半导体三嵌段聚合物合成及其场效应性能 

邱龙臻*,张云峰,陆红波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硬-软-硬三嵌段的共轭聚合物是有望实现高弹性半导体的方法，然而目前该种共聚物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通常先

制备三个嵌段，然后通过点击化学方法将三个部分接到一起，其缺点是方法复杂、可控性差、分离提纯难；由于在

嵌段聚合物主链中引入绝缘软段，影响薄膜的结晶性，导致很低的场效应性能。本工作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根据热

塑性弹性体的原理，首先制备了十六烷氧基联烯，然后以氯化( 三环己基膦) 镍作为催化剂，通过控制加料顺序一锅

制备了聚 3-己基噻吩-b-聚十六烷基联烯-b-聚 3-己基噻吩（P3HT-b-PHA-b-P3HT）的三嵌段共聚物；利用该嵌段共聚

物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共混成膜，制备了迁移率高达 0.02 cm2 V-1 s-1 的有机薄膜晶体管，制备的薄膜具有典型的热塑

性弹性体的形貌特征，P3HT 部分在薄膜中呈纳米线网络状分布。这种新型半导体设计思路与加工方法可能在低成本

和大面积可拉伸电子产品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嵌段聚合物；聚 3-己基噻吩；一锅法；共混；有机薄膜晶体管 

MO52 

PET/iPP 原位微纤复合材料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行为研究 

韦良强 1,*,黄安荣 1,孙静 1,董珈豪 1,宁德阳 2 

1.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四川大学 

采用微纳层叠共挤技术制备 PET/iPP 原位微纤复合材料，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拉伸流变仪对 PET/iPP

原位微纤复合材料的微观形态和拉伸流变性能进行研究，并研究复合材料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下的发泡行为。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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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经过微纳层叠共挤装置挤出以后，PET 形成直径 0.2~1μm 的微纤；PET 微纤的形成，改善了 iPP 拉伸流变

性能，使 iPP 产生明显应变硬化现象；经过二氧化碳发泡后，PET/iPP 复合材料泡孔较纯 iPP 更加稳定，PET/iPP 原

位微纤复合材料泡孔内形成三维微纤网络，泡孔壁清晰，泡孔尺寸小、密度大。 

关键词：发泡；原位微纤；拉伸流变；超临界二氧化碳 

MO53 

基于热塑性弹性体的可调多重形状记忆材料 

张卿隆,冯嘉春* 

复旦大学 200433 

近年来，在一个形状记忆循环时能够记忆两个或两个以上临时形状的多重形状记忆高分子(Mutil-SMPs)受到人们

的关注。这种独特的多形状记忆能力，连同高分子材料质轻、易加工赋形、形变量大、性能便于调控等优点，受到

人们的关注。本工作中，我们提出一种以无毒无害、与人体可接触的商品化热塑性弹性体与可结晶分子为原料构建

Mutil-SMP 的新思路。利用常用的溶液加工或熔融加工方法，通过简单调控热塑性弹性体网络结构及结晶分子的结晶

行为，可灵活实现具有转变温度明确的多重形状记忆功能或可调的温度记忆效应。该方法具有原料成本低廉、制备

方法简单等特点，有望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虚拟现实、智能控制等新兴领域获得实际应用。 

关键词：热塑性弹性体；可调；多重；形状记忆 

MO54 

兼具贯穿孔道结构和高力学强度的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 

杨邱程,赵静馨,叶翠翠,由吉春*,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多孔形状记忆材料具有广泛应用，因此其制备策略得以快速发展。一方面，借助气体发泡技术可有效制备形状

记忆高分子海绵。但在这类材料中，大多为闭孔结构，大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另一方面，基于粒子沥滤法和高内

相乳液法，可获得高分子框架结构。不幸的是，由于高孔隙率和较差的基体连接性，其力学强度较低。针对上述问

题，我们采用三元高分子共混体系（如 PLLA/PVAc/PEO），基于共混物的相分离和结晶行为构筑兼具贯通孔道结构

和高力学强度的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PLLA 和 PVAc/PEO 发生相分离，导致 PLLA 连续相和 PVAc/PEO 共混连续相，

即微米级双连续结构；一方面，前者能够提供较高的强度和形状记忆性能；另一方面，PEO 结晶过程中将 PVAc 排

出导致结晶和无定形部分的纳米双连续结构。经选择性刻蚀去除 PEO，可获得 PVAc 多孔结构。因此，所得材料同

时具有贯通孔道结构和高力学强度。 

关键词：形状记忆；多孔；高力学强度；相分离；结晶 

MO55 

深水潜航器高分子复合浮力材料的研制与性能表征 

辛浩波 1,*,孙玮良 1,郭兴龙 1 

1.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科技大学功能高分子研究所 

2.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深水潜航器同航天工程等同代表一个国家的高科技大工程水平。目前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深水载人潜航器只能

下潜至 4500m。虽然我国最先进的“蛟龙号”载人已可下潜至 7000m，但其复合浮力材料全为进口（主要为英国、瑞

典、法国制造）。深水潜航器高分子复合浮力材料是一种高强度、低密度、低吸水率的高性能材料。目前研究方向以

环氧树脂为基体，以空心玻璃微珠为填料制成泡沫材料。本课题主要通过互穿聚合物网络法将聚氨酯预聚体引入环

氧树脂基体中，以在不降低基体材料强度的同时增加其韧性，从而制得更高性能的浮力材料。采用一定温度梯度对

环氧树脂/聚氨酯材料进行固化，研究不同比例条件下共固化后力学性能变化以及环氧树脂/聚氨酯固化工艺。其中 PU

添加量为 40%综合性能达到最好。 

关键词：环氧树脂；聚氨酯；空心玻璃微珠；复合材料 

MP001 

双胶囊型室温快速自修复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宋艺曦 1,叶小机 2,章明秋 3*,容敏智 3* 

1.广州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2.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3.广州中山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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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关于自修复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力学性能的恢复程度方面，而对自修复的速度甚少涉及。实际上，微裂

纹一旦形成，它在材料中的扩展极快，如果裂纹愈合速度低于其扩展速度，就不能避免微裂纹迅速发展成为宏观裂

缝。因此，为了避免构件中裂纹失稳而导致事故发生，发展室温快速稳定的自修复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工

作采用自己合成的低腐蚀性三氟化硼·2,4-二甲基苯胺（50% 1,4-丁二醇溶液）作为固化剂，真空辅助负载在二氧化硅

空心球中；同时制备脂环族环氧树脂微胶囊，与固化剂胶囊制备成含双胶囊的环氧树脂自修复复合材料。冲击实验

结果表明，该修复体系在 25 ℃时，只需 600 s 即可达到最大修复效率，并且体系在室温下储存 4 个月，依然保持良

好的稳定性。相比本实验室之前采用强腐蚀性路易斯酸作为固化剂的快速自修复体系，本工作合成的固化剂更加安

全。因此，更具有实际应用的前景。 

关键词：裂纹愈合速率；低腐蚀；自修复；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MP002 

“芬顿”反应触发的 PMMA 用于原位制备银纳米簇及葡萄糖传感 

陈阳*,宋荣君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荧光金属纳米簇是由几个到几十个金属原子组成的、尺寸接近电子费米波长的一类材料，具有可调的荧光发射、

良好的光稳定性、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较大的斯托克斯位移等性质。荧光金属纳米簇用途广泛，可用于传感、生

物成像、太阳能电池及催化等领域。纳米簇的制备可通过模板法实现，含有羧基的聚合物常用来制备银纳米簇。若

将纳米簇用于传感领域，传统的方法是利用聚合后的高分子产物直接稳定纳米簇，再将其作为探针分子实现目标物

的传感。我们则利用 Fe2+与 H2O2 的芬顿反应产生的自由基引发甲基丙烯酸制备聚甲基丙烯酸（PMMA）作为银纳

米簇的模板，而 H2O2 则来源于葡萄糖的催化氧化，这样就建立起了银纳米簇荧光强度、PMMA、H2O2 和葡萄糖之

间的联系。葡萄糖的浓度决定了 PMMA 的产量，PMMA 的产量则直接表现出纳米簇荧光强度的差异，从而实现对葡

萄糖的传感。 

关键词：芬顿反应；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银纳米簇；葡萄糖 

MP003 

Synthesis of New Hybrid Morphologies via Nitroxide-mediated Polymerization-induced 

Self-assembly of Block Copolymers at the Surface of Silica Particles 

乔晓光 1,2*,Elodie Bourgeat-Lami2,Bernadatte Charleux2 

1.洛阳师范学院 

2.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 Lyon 1 

Silica/polymer latexes with concentric core-shell-corona, half-capped, snowman-like vesicular, tadpole- and 

centipede-like morphologies have been produced by nitroxidemediated polymerization-induced self-assembly (PISA) 

performed in the presence of aqueous suspensions of colloidal silica. The influence of the pH was more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using silica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sizes. 

关键词：Nitroxide；Polymerization-induced self-assembly；block copolymer；silica 

MP004 

单宁酸功能化多壁碳纳米管对复合纳滤膜性能的影响 

吴慧青*,刘跃军,毛龙 

厦门理工学院 361024 

目前碳管功能化改性往往存在过程复杂、药品有毒、污染环境、成本较高等问题。本文利用一种绿色简便的方

法对碳管进行功能化，即通过单宁酸和 Fe3+之间的螯合作用在碳管外壁包覆一稳定功能层，得到单宁酸功能化碳管

（TA-MWNTs）。然后将该功能化碳管通过界面聚合法原位负载到多孔支撑膜的聚酰胺功能皮层中，得到纳米复合纳

滤膜（TA-MWNTs/PA）。通过研究水相中不同 TA-MWNTs 含量对膜性能的影响，发现当 TA-MWNTs 含量为 0.03%

时，TA-MWNTs/PA 膜的纯水通量达到 30 L/m2h，约为 PA 膜的 2 倍，而截留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膜性能实现

最优化。亲水性 TA-MWNTs 能良好负载在膜上，与皮层聚合物之间有化学键相互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复合膜的亲水

性、渗透性及抗污染性能，而且有利于膜的结构和化学稳定性。相比于 PA 及 MWNTs/PA 膜，TA-MWNTs/PA 纳米

复合膜具有显著的性能优势。 

关键词： 单宁酸；螯合；碳纳米管；纳滤 

 
 



 
 

690 
 

MP005 

PPO/PS 共混体系结构与性能的研究 

李中诚,任亮*,王萍,张成龙,刘玲,赵博文 

长春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130012 

    本文采用乳液接枝聚合技术在聚丁二烯胶乳上接枝聚苯乙烯，合成一系列不同核壳比的接枝共聚物（PB-g-PS），

并与聚苯乙烯（PS）和聚苯醚（PPO）熔融共混，制得了 PPO/PS/PB-g-PS 共混物，系统地研究了基体组成变化对共

混物力学性能、形态结构及形变机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橡胶粒子核壳比的不断增大，共混物的冲击强度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共混物的韧性随着橡胶含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随着共混物中 PPO 含量的增加，体系的冲击

强度也逐渐增强，力学性能得到提高；SEM 和 TEM 研究表明，PPO 的加入使得橡胶粒子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性得

到改善。 

关键词：聚苯醚；聚苯乙烯；力学性能；形态结构；形变机理 

MP006 

电子束辐照增容 PA66/PP 共混体系的结构与性能 

郭丹*,许广华,陈屿恒,陈竹平,彭朝荣 

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 610101 

     通用高分子材料的共混合金化是实现其髙性能化、功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PA66 与 PP 的合金化，既可保持 PA66

和 PP 的优良性能，又改进了各自性能的不足。但极性的 PA66 与非极性的 PP 为不相容体系，要获得性能良好的合

金材料，通常需要对共混体系进行增容，目前通常采用不同单体接枝 PP 作为 PA66/PP 合金制备的外加增容剂。虽然

添加接枝共聚物可以改善共混体系的界面相容性，但接枝共聚物的接枝率是影响高分子合金材料综合性能的关键因

素，从而制约了高性能高分子合金材料的制备。在各种高分子合金增容策略中，利用高能辐射诱导共混体系连续相

和分散相界面之间发生接枝或交联反应，以提高共混体系相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利用电子束辐照

增容 PA66/PP 共混体系，研究辐照对 PA66/PP 共混体系结构与性能的影响，以期建立基于辐射加工调控 PA66/PP 共

混合金结构与性能的新技术新原理。 

关键词：聚合物共混；辐照增容；结构与性能 

MP007 

不同支化度超支化环氧树脂的可控合成及对其性能的影响 

王怡莓,覃爱琼,郭文强，张道洪* 

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超支化环氧树脂对双酚 A 型环氧树脂具有增强增韧作用已得到证实，但其支化度的可控性及对增韧增强功能的

影响规律仍是挑战性难题。本文利用合成了不同支化度的超支化环氧树脂（NPEHP），并研究其支化度和含量对双酚

A 型环氧树脂（DGEBA），研究了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随着 NPEHP 支化度（DB）和含量

的增加，复合材料 NPEHP/DGEBA 的拉伸、弯曲、冲击强度先增加后降低，具有最大值。当含量为 9wt%时，复合

材料 NPEHP/DGEBA 的性能最好，与纯 DGEBA 相比，其拉伸、弯曲、冲击强度分别提高了 31.68-42.81%、56.35-76.38%

和 171.98-198.30%。但随着 NPEHP 的支化度和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 NPEHP/DGEBA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热分解

温度微弱下降。 

关键词：支化环氧树脂；支化度；增强；增韧；性能 

MP008 

退火对 PIL 修饰 GO/PVDF 复合材料结晶和介电行为的影响研究 

徐佩*,付伟佳,罗霄,丁运生 

合肥工业大学 23009 

        为了探究退火对离子液体聚合物（PIL）修饰的氧化石墨烯（GO）/PVDF 复合材料晶体类型、微观形貌、

结晶和介电行为的影响，采用溶液成膜法制备了一系列 PVDF 复合材料，采用扫描电镜(SEM)、傅里叶变换发射红外

光谱分析仪(FTIR-ATR)、X 射线衍射仪（XRD）、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和阻抗分析仪(LCR)对复合材料的结构与介电

性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PIL 提高氧化石墨烯与 PVDF 基体之间的相容性，从而提高氧化石墨烯在 PVDF 基体中的

分散性；在 155ºC 高温退火作用下，PIL 在模板剂 GO 表面，通过 PIL 的咪唑基团和>CF2 之间相互作用，协同促进

无定形 PVDF 折叠为极性晶体。介电行为研究表明 155ºC 下退火下，PIL 修饰 GO 诱导的极性晶体、以及 PIL 链段在

界面的离子极化使得偶极取向极化和界面极化作用增强，介电响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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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离子液体；氧化石墨烯； PVDF；结晶行为；介电行为 

MP009 

耐高温胶囊型自修复热塑性高分子复合材料 

曹广盛,容敏智*,章明秋* 

中山大学 510275 

        外植型自修复策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实现高分子材料自修复的方法。相比本征型而言，外加修复剂的方法

具有修复反应条件温和，加工工艺简单，不改变聚合基体本身的分子结构，修复效果好，更有利于开展工业生产。

其中的一种方是采用微胶囊技术，可以为热塑性塑料提供多种自修复解决方案。但是，无论对于热塑性还是热固性

树脂的自修复体系来说，修复剂胶囊都难以耐受高温条件，特别是对于加工温度比较高的热塑性树脂，自修复胶囊

难以满足加工要求。所以，研究用于自修复的耐高温微胶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选择 ATRP 为自修复反应化

学，选用具有耐高温性质的修复剂单体和催化剂体系，通过微胶囊技术把耐高温单体微胶囊化，将合成的耐高温配

体和 CuBr 引入大分子引发剂 PMMA-Br 微粒中，然后通过共混热压成型的办法加工，构筑了具有耐高温性质的自修

复热塑性高分子材料体系。详细研究了该自修复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关键词：自修复；耐高温；微胶囊；热塑性；ATRP 

MP010 

利用 HIPEs 制备多级孔聚苯乙烯-r-聚乙烯基吡咯烷酮共聚物 

李文婷*,李学 

济南大学 250022 

多级孔结构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三维网状结构，有利于活性位点参与反应物和物质传输，但目前通过简单工

艺大规模制备表面含有功能基团的多级孔结构的材料还面临一些挑战。本文选用苯乙烯和乙烯基吡咯烷酮为单体，

利用高内相乳液模板方法（HIPEs），通过自由基聚合制备了具有三维网状结构的多级孔状聚苯乙烯-r-聚乙烯基吡咯

烷酮（PS-r-PNVP）共聚物。对 PS-r-PNVP 的孔结构进行了表征，其具有泡孔、窗孔和介孔三种孔结构，孔径分别为

12.9μm、3.9μm 和 17nm。该结构表面的吡咯烷酮基团易和金属离子等缺电子物质络合形成复合物。将多级孔

PS-r-PNVP 浸渍二氧化钛的溶胶-凝胶，可在其表面负载二氧化钛，在氮气条件下焙烧后形成多孔 PS-r-PNVP/TiO2 纳

米粒子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可用于可见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溶液，而商品 P25 纳米粒子在相同条件下则没有光催

化效果。 

关键词：三维多孔结构；高内相乳液；光催化 

MP011 

非异氰酸酯/环氧杂化聚氨酯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柯杰曦,李晓云,梁宏光,王军威*,亢茂青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030001 

    通过环状碳酸酯与胺进行开环反应制备聚氨酯材料，有效的避免得有毒异氰酸酯的使用。同时将环氧树脂引入

到非异氰酸酯聚氨脂（NIPU）之中对其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进行改善。以聚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型环状碳酸酯、乙二

胺（EDA）、丙二胺（DAP）、己二胺（HDA）以及双酚 A 型环氧树脂（E51）为反应物，通过改变二元伯胺的种类

和 E51 的含量，制备出一系列具有不同可控结构和性能的非异氰酸酯/环氧杂化聚氨脂材料。首先将 5CC-PPGDGE

与 2 倍当量的胺进行反应，合成伯胺封端的 NIPU 预聚体，再通过 E51 与伯胺基团进行反应对 NIPU 进行扩链反应，

制备出具有优异力学性能和耐热性的杂化材料。由于受到 E51 含量影响，增加 E51 含量可以有效增加杂化体系的交

联度和硬段含量，从而提高材料的拉伸强度。同时，由于 HDA 与环状碳酸酯开环反应制备的 NIPU 预聚体具有最大

的分子量，因此 HDA 型材料具有最高的断裂伸长率和耐热性。 

关键词：非异氰酸酯聚氨酯；杂化材料；环氧树脂；交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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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12 

碳纤维改性聚乳酸的性能研究 

雷雁洲*,李振中 

太原工业学院 030008 

    聚乳酸（PLA）是目前最重要的生物可降解聚合物材料之一，但是其具有抗冲击性能差、热变形温度低等缺点，

限制了在工程应用塑料领域的进一步应用。选用碳纤维（CF）作为改性填料，制备了碳纤维/聚乳酸（CF/PLA）复

合材料，其在 CF 的质量分数为 0~15wt%。通过 X 射线衍射（XRD）、差示扫描测量热分析（DSC）、动态流变性能

测试以及偏光显微镜（POM）观察，研究了 CF 添加量对 PLA 结晶性能和流变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CF 质量分数

＜5wt%时，在基体中起到了异相成核的作用，提高了 PLA 的结晶性能， XRD 衍射峰强度增强，结晶温度和结晶度

分别提高到 112.5℃和 30.7%，且流变特性与纯 PLA 相似。CF 质量分数≥5wt%时，达到了“渗流阈值”，复数黏度的

牛顿平台消失，黏度激增，在结晶过程中分子链段的自由运动受到限制，PLA 结晶能力下降，XRD 衍射峰强度减弱，

结晶温度和结晶度均大幅降低。 

关键词：聚乳酸；碳纤维；结晶性能；流变特性 

MP013 

不对称纳米粒子的界面分布对制备具有极低逾渗值的稳定双连续结构 PLA/PC 共混物

的影响 

尤伟,俞炜*,周持兴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高粘度比聚合物共混物形成双连续结构的逾渗值一般较高。因此，降低逾渗值并且形成稳定的双连续结构是拓

宽这类材料应用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表明，通过添加纳米粒子能够影响共混物的相形态和提高相结构的稳定性，

特别是纳米粒子在界面分布的情况。然而，实现纳米粒子在界面的稳定分布仍然是粒子填充聚合物共混物研究中十

分具有挑战的工作。本文通过调节不对称粒子的化学不对称程度以及几何结构的不对称程度，实现了不对称结构纳

米粒子在 PLA/PC 共混物相界面的分布。结果表明，通过不对称粒子的结构设计，可以实现不对称粒子能够更稳定

的分布在界面和更多的降低共混物形成双连续相结构的逾渗值。进一步通过流变测试，热台偏光显微镜和扫描电镜

等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结构纳米粒子对双连续相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不对称纳米粒子后，PLA/PC 共

混物能够在 PC 相 5wt%含量的情况下形成稳定的双连续结构。 

关键词：聚合物共混物；不对称纳米粒子；双连续结构；稳定性 

MP014 

SPI/PVA 复合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空气过滤性能研究 

于思若,方群,高亮,朱明,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现如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雾霾天气频发，这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实现对雾霾中

PM2.5 的高效过滤已成为当下空气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选取来源广泛、生物可降解的大豆蛋白（SPI）与聚乙

烯醇（PVA）共混，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一种 SPI/PVA 复合纳米纤维膜，并通过调控纳米纤维的微观形貌及纤

维膜的面密度以实现对 PM2.5 的高效过滤。本实验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纳米纤维的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同时测试

复合纤维膜的力学性能、过滤效率以及压力降。结果表明：当 SPI/PVA 复合纳米纤维膜中 SPI 与 PVA 的质量比为 2:1

时，纤维径细、形貌均一且纤维膜的拉伸性能良好；当纤维膜面密度达到 3.74 g/m2 时，对 PM2.5 的过滤效率可达

99.76 %，性能指标优于商用聚丙烯腈（PAN）纳米纤维膜，且压力降小于 100 Pa，很好地满足了高效空气过滤膜的

使用需求。 

 关键词：静电纺丝技术；大豆蛋白（SPI）；复合纳米纤维膜；高效空气过滤 

MP015 

碳纳米管内部水通道的形成加速了离子传输速率 

绳家东,杨朝晖*,张晓华* 

苏州大学 215006 

    离子传输在太阳能-电能转换，药物释放以及各种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碳纳米管（CNT）作为一种有前

景的离子传输材料，在模拟天然离子通道，化学分离和能量存储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在本文中，我们展示

了一种独特的可以加快离子在垂直排列的碳纳米管中传输速率的方法，通过在多壁碳纳米管与环氧树脂复合膜（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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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膜）两端施加额定电压的方式，使得离子通过 CNT 复合膜的传输速率得到增加。我们观察到，由施加电压引起

的电润湿作用对通过 CNT 复合膜的总体离子传输速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电活化处理过程中，CNTs 的内壁

对具有高表面张力的液体的润湿性增加，并且促进了 CNT 中水通道的形成。CNT 内部水通道的形成加快了离子通过

CNT 复合膜的总体传输速率。这种现象也与施加电压后 CNTs 的电荷转移电阻（Rct）降低有关。相应地，离子传输

速率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碳纳米管与聚合物复合膜电容性能的提高。 

关键词：多壁碳纳米管；电润湿；水通道；离子传输；电容性能 

MP016 

耐高温 802 双马树脂固化工艺及其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李桂洋*,张东霞,李健芳,凌辉,孙宏杰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100076 

        耐高温 802 双马树脂是针对航天领域主承力结构研制的“低温固化-高温使用”复合材料树脂基体。采用热分

析方法研究 802 树脂的固化反应动力学特征，确定固化制度为 150oC/1h+180oC/2h+200oC/4h。选择 MT700 碳纤维作

为增强体制备 MT700/802 热熔法预浸料及其复合材料，200oC 固化复合材料 Tg 达到 322oC，明显高于同温度固化的

XU292 双马树脂（Tg: 234oC）。通过高温力学性能测试考察 MT700/802 复合材料的耐高温性能，260oC 弯曲强度保

持率高达 66%，300oC 弯曲强度仍达到 1020MPa，高温层间剪切强度也表现出较高的性能水平。结果表明 MT700/802

复合材料具有“低温固化-高温使用”性能特点，能够满足航天领域耐高温主承力结构的性能要求。 

关键词：双马树脂；复合材料；固化动力学；固化工艺；高温力学性能 

MP017 

SiO2@PDVB Janus 颗粒的表面改性及其对 ER/LIR 的增容作用 

徐文钦,陈钦慧*,林金火,刘海清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本研究对二氧化硅@二乙烯基苯（SiO2@PDVB）两端进行表面改性,合成了 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MPS-SiO2@PDVB-DDM）十二烷基硫醇，考察其在环氧树脂/聚异戊二烯（ER/LIR）复合体系中的分布情况

及其对于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改性后的 Janus 颗粒仍然保持雪人形；而且，改性后的 SiO2 端含有 C 元

素，PDVB 端含有 S 元素。各向异性的 MPS-SiO2@PDVB-DDM Janus 颗粒聚集在 ER 基体和 LIR 分散相的界面上，

随着 Janus 颗粒用量的增加，分散相相畴尺寸减小。Janus 颗粒在相界面的旋转受到限制，如同铆钉一样牢牢锁住两

相聚合物，对外力作用下裂纹前沿的整体推进起约束作用和钉锚作用,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随着 Janus 颗粒用量的增

加先增大后减小。这与各向同性核壳结构的增容剂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关键词：雅努斯；环氧树脂；聚异戊二烯；增容作用 

MP018 

碳纳米管/石墨烯掺杂气凝胶的制备及在重金属离子吸附中的应用 

詹文炜,高亮,王峰,傅雪,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0029 

        石墨烯气凝胶由于三维孔状结构及巨大的比表面积，在重金属污水处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实验以石墨

烯为主体，聚多巴胺修饰的碳纳米管为增强骨架，制备得到碳纳米管/石墨烯掺杂气凝胶。碳纳米管表面的聚多巴胺

层富含胺基官能团，在气凝胶自组装过程中起到交联剂和弱还原剂的作用。因表面众多的吸附位点以及聚多巴胺对

重金属离子的络合作用，所制得气凝胶在重金属吸附领域极具潜力。因此，实验进一步探究了气凝胶对重金属铅离

子（Pb2+）、铜离子（Cu2+）的吸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气凝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量与初始浓度呈成正相关，测

得对 Pb2+ 、Cu2+的饱和吸附量分别为 222 mg/g、274mg/g。利用 Langmuir 吸附等温曲线可以很好地拟合平衡吸附

量与初始浓度的关系，说明为单层吸附。通过比较多种动力学模型发现，准二级动力学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气凝胶对

Pb2+、Cu2+的吸附行为，说明此吸附过程主要受到化学作用的控制。 

关键词：石墨烯气凝胶；碳纳米管；聚多巴胺；重金属离子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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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19 

热力学方法控制 CNT 在 PS/PMMA 双连续共混体系中界面分布设计超低导电逾渗阈值

复合材料 

陈建闻 1,2,朱雨田 1*,姜伟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热力学方法将多壁碳纳米管（MWCNTs）精确地调控到具有双连续结构的聚苯乙烯

（PS）/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共混体系的相界面进而制得了具有超低导电逾渗阈值的高分子导电复合材料。

这种MWCNTs界面分布的实现是由于MWCNTs表面与PS之间的π-π相互作用和MWCNTs表面的羧基基团与PMMA

之间的偶极-偶极相互作用的相互平衡。研究发现，当 MWCNTs 表面羧基基团的含量为 0.73 wt%时，π-π 相互作用能

够与偶极-偶极相互作用达到平衡，此时 MWCNTs 被精确地调控到 PS/PMMA 的相界面。由于 MWCNTs 在双连续相

的界面形成导电网络，PS/MWCNTs/PMMA 复合材料的导电逾渗阈值由 1.81 wt%（MWCNTs/PS 复合材料的导电逾

渗阈值）或 1.46 wt%（MWCNTs/PMMA 复合材料的导电逾渗阈值）降低至 0.017 wt%，这是目前一个非常低的导电

逾渗阈值。  

关键词：碳纳米管；界面分布；导电复合材料；导电逾渗阈值 

MP020 

半充满的微胶囊结构的制备及其在阻尼领域的研究 

史笑雨,史作森,崔占臣* 

吉林大学 130012 

    聚合物阻尼材料是被动的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耗散的一类功能材料，由于其特殊的粘弹性，可在变形时将动能

转变为热能的原理来降低体系的共振振幅，提高器件精密度并增加疲劳寿命，在航空航天以及军事领域具有很好的

发展前景。液体聚合物具有高阻尼效应，由于其无定形性而无法应用于阻尼材料中，本文利用微胶囊技术的油包水

乳化体系，选择 PVA 水溶液作为囊芯，制备半充满结构的聚氨酯微胶囊。将微胶囊分散在环氧树脂中，由于 PVA 自

身带有多羟基，一部分作为壳层制备的原料，另一部分作为囊芯。PVA 的多羟基结构使其具有很强的氢键效应，氢

键在振动中可能产生断裂-连接的反复作用。我们将探讨氢键效应对材料阻尼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聚氨酯；微胶囊；阻尼材料；界面聚合 

MP021 

一种新型环氧热固型树脂增韧剂-超支化聚酯醚 

刘兴亮,李小杰* 

江南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14122 

        本研究报道了一种利用 3,5-二羟基苯甲酸和 1,6-二溴己烷发生亲核取代反应简便高效制备超支化聚酯醚的

方法。由于 3,5-二羟基苯甲酸中羧基和羟基的活性差异，在反应初期 3,5-二羟基苯甲酸中的羧基会优先和 1,6-二溴己

烷反应形成 AB2 型中间产物，然后 AB2 型单体原位聚合形成了超支化聚酯醚（HBP）。利用红外吸收光谱、核磁氢

谱和 GPC 三联用对 HBP 进行表征，证明 HBP 具有较高的支化度 0.64 和分子量 38000 g/mol，以及具有良好的热稳

定性。将 HBP 作为环氧树脂增韧剂，结果表明，HBP 的加入可以有效提升冲击性能，当添加量为 0.2 wt%时，环氧

树脂固化物的冲击性能最为优异，达到 48.9 KJ/m2，约为纯环氧的 2 倍。并且 HBP 改性的环氧树脂仍具有较高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体现出较好的热力学性能。  

关键词：超支化聚酯醚；环氧树脂增韧剂；微相分离 

MP022 

一种改性水性聚氨酯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候婧辉,柴春鹏*,李帅杰,马一飞,李国平,罗运军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水性聚氨酯是以水为分散介质的二元胶态体系，具有无污染、安全可靠、低成本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涂料、

胶粘剂领域。为了提高水性聚氨酯的力学性能、表面疏水性、降低乳液粘度，本研究以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

聚丙二醇 2000(PPG-2000)和羟丙基硅油(JHY-20，Mn=2000)为原料合成聚氨酯预聚体，用 2,2-二羟甲基丙酸(DMPA)、

1,4-丁二醇(BDO)和三羟甲基丙烷(TMP)对预聚体进行扩链，并在乳化时加入乙酸酐封端的超支化水性聚氨酯

(AWHBPU)进行共混改性，制备了超支化水性聚氨酯共混改性有机硅水性聚氨酯。对其乳液和胶膜性能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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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添加适量的 AWHBPU 能增大聚氨酯微相分离程度、降低乳液黏度、提高胶膜力学性能，同时增大胶膜的

水接触角。当 AWHBPU 添加量为 4%时，试样的最大拉伸强度为 9.98MPa，断裂伸长率为 1616.62%，表面水接触角

为 116.47°。  

关键词：超支化；有机硅；水性聚氨酯；改性 

MP023 

大分子增塑聚乳酸的热和力学性能 

冯立栋,边新超,李杲,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乳酸（PLA）自身的脆性限制了它的应用领域，增塑改性是提高 PLA 柔韧性的有效方法，但是增塑 PLA 材料

常常伴随着材料强度和模量的大幅下降，而且小分子增塑剂也会缓慢迁移析出到材料表面，导致增塑 PLA 材料重新

脆化。提高增塑剂分子量是提高其抗迁移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柠檬酸酯与聚乙二醇（PEG）都是聚乳酸优良的增

塑剂，柠檬酸酯和低分子量的 PEG 都会缓慢析出到材料的表面，而高分子量的 PEG 会由于结晶而与 PLA 发生相分

离，导致增塑 PLA 复合体系重新脆化。本文将柠檬酸三丁酯（TBC）与低分子量聚乙二醇（PEG-400）通过酯交换

反应制备了 TBC-co-PEG 共聚物（TP）作为 PLA 的大分子增塑剂，研究了 PLA/TP 共混物的热和力学性能。实验结

过表明，表明 TP 与 PLA 具有部分相容性，其相容性随着 TP 分子量的增加而降低，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随着 TP 分

子量的增加而略有下降，而拉伸强度和模量都有所提高。 

关键词：聚乳酸；柠檬酸三丁酯；聚乙二醇；共聚物；增塑 

MP024 

苯并噁嗪/氰酸酯纳米多孔复合材料的制备与介电性能 

张帅 1,李晓丹 1,2*,顾宜 1* 

1.四川大学 

2.重庆工商大学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快速发展，市场急需具有超低介电常数、高力学强度及高玻璃化转变温度、热稳定性

好的介电材料。本文通过合成具有笼型中空结构的苯并噁嗪基倍半硅氧烷 BZPOSS，并将其与苯并噁嗪/氰酸酯共混

体系按不同比例共混后，经固化制备得到纳米多孔复合材料。DMA 测试表明，由于 BZPOSS 本身为刚性粒子，共聚

物的室温储能模量随 BZPOSS 的增多而逐渐增大。同时随着 BZPOSS 添加量的增大，共聚物的 Tg 先增大后不变，

这是因为 BZPOSS 的加入，增加了新的交联点，但随着 BZPOSS 的增多，体系粘度增大，限制了共聚反应的发生。

介电性能测试表明，苯并噁嗪/氰酸酯共聚物的介电常数随 BZPOSS 加入量的增大呈下降趋势，当添加量为 9 wt%时，

介电常数最低为 2.88。但随着 BZPOSS 的增多，共聚物交联密度增大，阻碍了链段的运动，因此介电损耗逐渐增大。 

关键词：超低介电常数；苯并噁嗪；氰酸酯；POSS；纳米复合材料 

MP025 

不同加工方法制备的聚丙撑碳酸酯/有机蒙脱土复合物的基本性能 

孔俊俊,董丽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通过熔融共混的方法制备了聚丙撑碳酸酯（PPC）与有机蒙脱土（OMMT）的复合物，系统地研究了 OMMT 的

加入对 PPC 热、力学和阻隔性能的影响，并与吹塑成膜方法制备的 PPC/OMMT 复合物的阻隔性能进行了对比。结

果显示，直接熔融共混的方法能够使 OMMT 均匀地分散在 PPC 基质中，形成插层结构。OMMT 中的有机改性剂与

PPC 分子链中的羰基形成氢键作用，提高了 PPC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起始分解温度。OMMT 的加入不仅提高了复合

物的弹性模量和屈服强度，同时提高了材料的断裂伸长率，使材料的韧性增加。另外， OMMT 的加入使 PPC 的氧

气渗透系数降低了 45%，提高了材料的氧气阻隔性。同时通过吹塑成膜的方法制备了 PPC/OMMT 复合物，结果表明，

吹塑成膜的方法能够使均匀分散的 OMMT 发生取向，复合材料的渗透系数下降了 85%，能够更有效的提高

PPC/OMMT 复合物的氧气阻隔性。  

关键词：复合物；力学性能；气体阻隔性；吹塑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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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26 

通过强剪切流场制备碳纳米管高度取向的超高灵敏度应变传感器 

蒲俊宏,查湘军,包睿莹,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传统商用应变传感器主要基于金属和半导体材料，存在刚度和密度大、量程和灵敏度低等缺点，近年来具有可

拉伸性、高重复性和高灵敏度等优点的聚合物基应变传感器受到广泛重视。其核心问题在于传感器内部网络结构的

设计和实现，因此涉及的加工过程和设备往往复杂、昂贵且效率低下，并且在灵敏度性能上往往不尽如人意。本工

作在课题组前期多壁碳纳米管均匀分散于乙烯-α-辛烯嵌段共聚物的基础上，结合高分子材料流变学和高分子材料逾

渗导电理论，采用了在熔融加工过程中引入定向强剪切流场诱导碳管取向排列的方法并调控其含量从而高效地构建

定向应变敏感导电网络。在较低碳管含量下（5.46 vol%）即可制备定向排列敏感导电网络结构的应变传感器。该应

变传感器在低应变下（ε=5%）显示出超高灵敏度（Gauge Factor=248）。基于基体的力学性能，应变传感器具有较高

断裂伸长率和循环稳定性，使其在人体可穿戴设备上有较大应用前景。  

关键词：应变传感器；多壁碳纳米管；乙烯-α-辛烯嵌段共聚物；灵敏度 

MP027 

聚乙二醇/不同结构氧化石墨烯气凝胶复合相变材料的制备与性能 

唐黎盛,杨洁,包睿莹,刘正英,谢邦互,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将聚乙二醇 (PEG) 熔体通过真空浸渍引入由不同氧化程度的氧化石墨烯（GO）组装而成的气凝胶(GA)中，获

得 PEG/GA 相变复合材料。氧化石墨烯气凝胶的结构可通过控制 GO 的氧化程度来调整。通过 XRD，FTIR，XPS， 

Raman 等测试技术对 GO 的化学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氧化程度的增加，其含氧官能团不断丰富，

通过进一步的氧化，羟基能转化为羧基和环氧基。对 GA 的形貌分析表明，随着 GO 氧化程度的增加，石墨烯片层结

构的破坏程度也愈发严重。对于 PEG/GA 相变复合材料，GA 的氧化程度越高，复合相变材料表现出更优异的热循环

稳定性和更完善的形状稳定性；即使在 7N 的负载下，将复合材料 PGA6-40 从 35 °C 升温至 150 °C，其尺度几乎没

有变化，这主要归因于多孔结构的毛细力和 PEG 与 GA 之间的氢键作用。此外，复合相变材料还能实现有效的光热

能量转换和储存。 

关键词：氧化程度；氧化石墨烯气凝胶；复合相变材料；形状稳定性；光热能量转化 

MP028 

环氧树脂体系性能研究及其增韧改性 

毕艳*,刘渊,刘明虹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300180 

    对环氧树脂体系配方从工艺流变性和浇注体力学性能两方面进行试验研究。通过树脂体系工艺流变性研究筛选

配方，得到了在树脂主粘剂、固化剂等组份一定时，促进剂的用量与流变性的关系和稀释剂用量与流变性的关系。

同时，利用 IPN 互穿网络结构对环氧树脂体系配方进行增韧改性，由树脂浇注体力学性能实验，比较了不同种类复

配树脂的力学性能和不同比例复配树脂的力学性能，研究对 IPN 结构力学性能的影响，通过 IPN 互穿网络结构增韧

改性，确定 S 树脂含量为 15%，树脂体系综合力学性能最优。 

关键词：树脂体系；流变性；增韧 

MP029 

刺激响应性驱动复合薄膜发电机 

王文 1,王栋 1,2,朱青 1* 

1.东华大学 

2.武汉纺织大学 

    刺激响应性驱动材料，通过感知外界环境刺激（如；光、热、湿度、温度、电场等）使材料自身的结构或体积

等发生变化，促使材料发生一系列驱动行为。以往的研究报道中也有关于智能驱动材料相关的研究，但多局限于材

料本身的驱动行为或对外界环境的刺激性响应研究，很少将驱动体系与能量转换系统（例如：驱动发电装置）相结

合，因此，大大限制了驱动材料的应用及发展。本研究主要从对外界环境刺激具有灵敏响应性的材料着手，将 GO

与聚合物材料复合，形成快速响应性的复合薄膜材料，再将压电粒子掺杂在其中，制备出具有刺激响应性的驱动复

合薄膜发电机，从而实现能量的收集及利用。整个实验过程简单，易操作，制作过程环保无污染。通过一系列的实



 
 

697 
 

验探究，对各物质的含量合理配比，从而使响应性能达到最佳效果。  

关键词：驱动材料，压电材料，刺激响应性，能量转化 

MP030 

TiO2-SiO2 接枝含 HALS 共聚物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及性能 

刘峰,刘国栋* 

河北工业大学 300130 

    本文以包硅型纳米 TiO2，硅烷偶联剂 MPS，MMA 和受阻胺光稳定剂（HALS）甲基丙烯酸-1,2,2,6,6-五甲基-4-

哌啶酯（PMPM）为原料，通过细乳液聚合法制备出一种 TiO2-SiO2 接枝含 HALS 共聚物的复合纳米粒子

（TiO2-SiO2/P(MMA-co-PMPM)）。红外光谱和热失重结果表明，HALS 基团被引入到了复合纳米粒子中。扫描电镜

和激光粒度分析结果显示，含 HALS 共聚物复合粒子在有机溶剂中分散性好、粒度均匀。Rh.B 光催化降解实验表明，

TiO2-SiO2/P(MMA-co-PMPM) 基 本 不 显 示 光 催 化 活 性 ； 进 一 步 的 Rh.B 光 降 解 实 验 表 明 掺 杂

TiO2-SiO2/P(MMA-co-PMPM)的聚氨酯丙烯酸酯涂层具有较好的 UV 屏蔽性能。所制的含 HALS 共聚物复合纳米粒

子为降低 TiO2 的光催化活性提供了一种思路，该复合纳米粒子在提高高分子材料的户外使用寿命方面有着潜在的应

用。  

关键词：受阻胺光稳定剂；二氧化钛；复合纳米粒子；光催化；细乳液聚合 

MP031 

PLA/PEG /MWCNT 复合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 

张剑鸣,王市伟,李倩* 

郑州大学 450001 

    由于环境保护的需要，生物可降解性聚合物收到人们的广泛关注。PLA 是一种常见的可降解聚合物，其不仅有

着高的强度和模量，还有着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但是 PLA 的脆性以及低的结晶性能限制了它的应用，

PEG 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增塑剂，不仅与 PLA 完全相容，同时能够使 PLA 分子链运动更加活跃，从而提高 PLA 的韧

性。此外，PEG 的加入可以提高 PLA 的流动性，使 PLA 能够更容易的充模，以解决 PLA 不宜加工的难题。PLA/PEG

复合体系虽然有着良好的韧性，但是强度和模量低。MWCNT 本身具有较高的强度和模量，并且可以作为填料填充

聚合物使其具有较高的强度，将 MWCNT 添加到 PLA/PEG 复合材料中，可以解决 PLA/PEG 复合材料强度低的缺点，

提高复合材料的模量和硬度，并能够保持其良好的韧性。 

关键词：聚乳酸；聚乙二醇；碳纳米管；成型加工；力学性能 

MP032 

POE 对 PP 的性能影响研究 

吴威,丁雪佳*,韩颖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以透明聚丙烯(RP344-K)为原料，通过共混方式，采用三种型号 POE（DF740、DF840、DF940）对 PP 进行

改性，考察了 POE 对 PP 力学性能、透明性以及结晶性能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随着 POE 含量的增加，PP 的拉伸

强度减小，断裂伸长率增加，低温冲击强度增加，透光率降低，雾度增加，结晶度降低。对比不同型号 POE 与 PP

共混体系，发现在相同 POE 含量的情况下， DF740 对 PP 的力学性能有较好的提升，对 PP 的透明性以及结晶性能

的影响较差，制品透光率明显下降；DF940 对 PP 的透明性影响较小，能一定程度降低 PP 的结晶度，但对 PP 的增韧

效果较差；DF840 与 PP 共混后表现出较好的低温冲击性能，并且对 PP 的透明性影响较小，透光率略微下降。 

关键词：聚丙烯；POE；共混改性 

MP033 

介孔石墨烯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形状记忆性 

常炜 1,2,连慧琴 1*,梁前 1,2 

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北京化工大学 

    聚氨酯弹性体具有高耐磨、高强度、富有弹性等特点，在生物医药、纺织等领域应用广泛。聚氨酯具有微相分

离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异氰酸基与小分子扩链剂构成的硬段区(固定相)和多元醇构成的软段区(可逆相)两部分。这种

特性使聚氨酯材料具有形状记忆性能。纯聚氨酯弹性体有回复力弱，回复速率慢的缺点。本文通过介孔石墨烯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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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酯的复合来改性聚氨酯的各项性能。介孔石墨烯具备石墨烯的各种优点，如具有优异的光学、热力学、力学性能，

还具备比石墨烯更大的比表面积，而且有更广泛的用途。实验对介孔石墨烯-聚氨酯复合材料采用 TEM、SEM 及形

状记忆性等进行结构表征及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掺杂介孔石墨烯有利于提高聚氨酯的结晶性，进而提高聚氨酯的机

械性能和形状记忆性能。随着介孔石墨烯用量的增大，样品形状回复率由 90%提高至 95%，而形状回复速度发生明

显的提高，由 6.5°/s 提高到 11.5°/s。  

关键词：形状记忆性；聚氨酯；复合材料；介孔石墨烯 

MP034 

旋涂技术制备荧光聚合物复合膜及其在显示中的应用  

马康哲,杜湘云,张亚文,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近年来，全无机卤化物钙钛矿聚合物复合材料由于其高荧光性能和较窄的半峰宽（FWHM）而受到广泛关注。

在这里，我们通过旋涂技术（SCT）制备高荧光性能和稳定性的 CsPbBr3/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复合膜。

CsPbBr3/PMMA 复合膜具有超高的湿度稳定性和紫外线辐射稳定性。此外，通过离子掺杂方法我们成功制备出荧光

峰范围在 450nm 至 630nm 之间的荧光可调钙钛矿复合膜。将荧光聚合物膜研磨成 CsPbBr3/PMMA 混合粉末后，我

们将其用作荧光粉，制成白色发光二极管（WLED）。除此之外，CsPbBr3/PMMA 复合膜被用作液晶显示器（LCD）

背光源中的光转换器，显示出较宽的色域。制备的 CsPbBr3/PMMA 荧光聚合物膜具有可大规模自备，操作简单，高

稳定性和高荧光性能等特点，使其适用于许多领域，如 WLED，显示器等。 

关键词：旋涂技术；钙钛矿；荧光聚合物膜；显示器 

MP035 

端羧基超支化聚酯的合成及其改性环氧/酸酐体系构效关系研究 

费小马,唐禹尧,魏玮,罗静,朱叶,刘晓亚*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14122 

    利用超支化聚合物增韧改性环氧树脂相比其它增韧手段具有相对更优异的综合性能。本研究中，我们首先利用

A2+B3 一步法制备了三种具有不同主链结构的端羧基超支化聚合物(HBPE-COOH)。随后将它们作为功能助剂用于增

韧改性环氧/酸酐固化体系。非等温固化动力学结果表明，HBPE-COOH 的端羧基可以促进环氧/酸酐的固化。同时由

端羧基导致固化行为的差异最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固化物的各项性能。归功于合适的主链结构以及端羧基，所有制

备的 HBPE-COOH 均可以以非相分离的方式大幅提升固化物的韧性，并有助于提高固化物的强度。研究还考察了不

同主链结构以及端羧基含量对固化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较柔顺主链以及适量端羧基含量的超支化聚合物

HBPE-COOH3 相对具有更高的交联密度，Tg，T5%，相比未改性体系具有 6.5℃以及 25℃的提高。  

关键词：超支化聚合物；环氧树脂；增韧改性；一锅法 

MP036 

纤维素塑料/石墨烯气凝胶复合物的导热性能研究 

陈丽,丁鹏* 

上海大学 200444 

    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环保的纤维素生物塑料将有望取代石油塑料。在本研究中，我们报道了一种功能化的

纤维素生物塑料可用于热能管理。该复合物可通过将三维石墨烯气凝胶浸渍到纤维素溶液中再进行热压简单制得。

纤维素塑料/石墨烯气凝胶复合物表现出较好的导热性能以及良好的机械性能。与纯纤维素塑料的导热率相比，纤维

素塑料/石墨烯气凝胶复合物的导热率提高了 219%。同时，复合物的硬度达到了 148MPa，优于大部分的普通塑料，

如：尼龙（P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复合物具有以上的综合性能可归因于有效导热通路的形成以及纤维

素和石墨烯片层之间良好的粘附性。综合的导热以及机械性能可使复合物应用于热能管理中。 

关键词：纤维素；生物塑料；导热；石墨烯气凝胶 

 

 

 

 

 



 
 

699 
 

MP037 

无规共聚物 PBATL 的合成及其对 PLA/PBAT 相容性的研究 

丁跃 1,2*,季君晖 1* 

1.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乳酸（PLA）来源于可再生植物资源，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形容性，然而其质脆、结晶速率慢、尺

寸稳定性差等特点限制其应用。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是一种新型全生物降解塑料，具有良好的

力学性能，是增韧 PLA 的理想材料之一。PLA 与 PBAT 热力学不相容，本文合成了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乳酸-丁二

醇酯（PBATL）无规共聚物，将其应用于 PLA/PBAT 共混聚酯中进行增容，并对其 SEM 表征、流变和机械性能表征。

实验结果表明：无规共聚物的加入，相分离现象明显减弱，SEM 微观结构可知，PBAT 的颗粒粒径减小，分散更均

匀，相界面比较模糊。PBATL 提高了共混物的机械性能，提高了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流变学表征两相分相情况依

然存在，但明显减弱，cole-cole 曲线拖尾现象减弱。PBATL 对 PLA/PBAT 共混物增容明显，是一种理想的增容剂。 

关键词：PBATL；增容；无规共聚物；相界面 

MP038 

光引发快速 RAFT 聚合制备功能高分子 Janus 材料 

姜秉寅,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精准、高效、可控地合成具有特定官能团与结构的聚合物一直是高分子化学家们努力的方向。传统的阴离子、

阳离子聚合虽然已有非常成熟的发展，但其反应条件要求苛刻、适用的单体种类较少，合成的高分子链上含有的基

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近年来，以 ATRP 和 RAFT 为代表的可控自由基聚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其反应效率也有

待提高。本文针对传统的热引发 RAFT 聚合引发速率较慢的不足，借鉴前人经验，采用光引发 RAFT 聚合，制备了

两亲的 Janus 高分子刷状聚合物。聚合反应在 2 小时内完成，转化率近 90%，反应适用于含多种官能团的单体。通过

将侧链含有亲水性 PEO 基团的 PEGMA 单体，与侧链含有可水解基团的 PtBA 单体进行共聚，进而进行水解、接枝

等后处理，可得到具有双亲特性的 Janus 高分子材料。 

关键词：Janus 材料，RAFT 聚合 

MP039 

原位聚合制备超低含量氧化石墨烯增强聚己内酯型聚氨酯材料 

陈佳彬,王钒丞,马猛,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氧化石墨烯(GO)是一种片状表面含有大量具有活性基团的纳米材料。本文利用氧化石墨烯表面的活性基团--羟

基，与部分的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中的异氰酸酯基反应，原位聚合制备了氧化石墨烯/聚氨酯复合材料。首先

通过 FT-IR, AFM 和 TG 研究并证明了 GO 表面接枝了聚氨酯，且接枝率达到约 80%。此外，也研究了不同 GO 含量

对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加入 GO 的含量达到 0.015wt%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从 23MPa 增加

到 37MPa，而其断裂伸长率只从 2540%降低到 2485%，拉伸强度增加了近一倍。当 GO 含量分别达到 0.031wt%和

0.045wt%时，拉伸强度分别为 36MPa 和 29MPa，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2395%和 2670%，当 GO 含量达到 0.062wt%和

0.075wt%时，由于 GO 团聚以及体系异氰酸酯数下降，导致拉伸强度分别下降为 15MPa 和 7MPa。  

关键词：原位聚合；氧化石墨烯；超低含量；增强 

MP040 

低介电损耗 PVDF 基渗流型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结构调控 

张净净 1,李海蓉 2,姜明 1*,熊传溪 1 

1.武汉纺织大学 

2.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渗流型聚偏二氟乙烯（PVDF）基复合材料由于兼备了高介电常数、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加工性能而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但渗流型介电复合材料也存在介电损耗高的问题，无法满足高能效、微型化和集成化等电子和电力系统

器件的使用要求。本文采用聚乙烯吡咯烷酮（PVP）对银纳米粒子和还原的氧化石墨烯（rGO）进行包覆，再与 PVDF

复合制备了 Ag@PVP/PVDF 和 rGO@PVP/PVDF 复合材料。在 1000Hz 频率下及各自的渗流阈值附近，其中前者的介

电损耗约为 0.05，与纯 PVDF 接近，介电常数约为 120，而后者介电损耗约为 0.2，介电常数接近 600。PVP 与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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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和 PVDF 基之间均有较强的相互作用，有利于改善粒子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同时具有较好的绝缘性，通过

PVP 对银纳米粒子和石墨烯的包覆，能够有效抑制 PVDF 基渗流型复合材料体系的介电损耗。 

关键词：介电材料；渗流型复合材料；聚偏二氟乙烯；介电损耗 

MP041 

高模量高韧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郑智焕 1,李彦涛 1,2,杨丽庭 1*,王曾鹏 1,吕慧 1,练贵宜 1 

1.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 

2.广州石头造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丙烯（PP）/弹性体共混物中加入无机刚性粒子可以降低弹性体对 PP 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中选取微米级碳

酸钙（CaCO3）对 PP/POE 共混物进行填充改性，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复合材料的刚性与韧性。研究了高填充 CaCO3

对 PP/POE 共混物的力学性能、结晶行为、以及熔体流动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CaCO3 含量的增加，

PP/POE/CaCO3 复合材料的熔融指数略有提高，拉伸强度逐渐降低；弯曲模量逐渐提高；缺口冲击强度和断裂拉伸应

变先提高后降低。当 CaCO3 的填充量达到 120 份时，对比 PP，复合材料的弯曲模量和缺口冲击强度分别提高 69%

和 361%；拉伸强度和断裂拉伸应变分别下降 48%和 62%。示差扫描量热法(DSC)显示，CaCO3 能促进 PP 形成 α 晶

体，但成核效率较低，超过 20 份之后变化不大。  

关键词：聚丙烯；高填充；碳酸钙；乙烯-辛烯共聚物 

MP042 

硅橡胶/酚醛树脂绝热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烧蚀性能的研究 

李佳怡,李勇*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 110189 

    以硅橡胶为基料，固定碳纤维和气相法白炭黑添加量，以酚醛树脂为耐烧蚀树脂添加到硅橡胶中，采用熔融共

混方法制备出兼有二者优点的新型硅橡胶耐烧蚀复合材料，探讨了酚醛树脂对硅橡胶绝热层烧蚀性能的影响。进行

了线烧蚀率、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检测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硅橡胶/酚醛树脂复合材料成型过程为

90 ℃下熔融共混，在压力 15 MPa 下进行一次固化保温阶段及二次固化阶段。酚醛树脂的添加能使硅橡胶绝热层的

耐烧蚀性能有明显提高。酚醛树脂的适宜添加量为 20~30 份。酚醛树脂热分解温度高，高温残炭率大，在硅橡胶绝

热层中添加酚醛树脂，不仅能大幅度降低线烧蚀率，也增强了炭化层的强度，从而提高了材料的抗冲蚀性能。 

关键词：硅橡胶；酚醛树脂；烧蚀性能 

MP043 

高性能腈基树脂的增韧改性研究 

徐明珍*,任登勋,雷阳雪,潘海,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腈基树脂作为目前唯一满足美国海军舰艇材料军用标准的高性能树脂，仍然无法避免热固性树脂固有的脆性不

足。近年来，国内已广泛开展对腈基树脂的研究，其中增韧改性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本报告采用聚芳醚腈高

分子对腈基树脂进行改性，采用本体增韧和原位聚合增韧的方式实现对腈基树脂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改善。报告通

过对聚芳醚腈改性的腈基树脂与具体的聚合反应行为进行分析，确定复合树脂体系的加工成型条件；结合流延成膜

和热压成型的方式，制备了系列不同聚芳醚腈含量的腈基树脂复合片材。通过对复合片材的可挠性和拉伸性能评价，

说明聚芳醚腈的引入有效的改善了腈基树脂的宏观可挠性及断裂韧性。同时，通过对复合片材热处理条件的探讨，

发现腈基树脂交联程度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可改善复合材料的韧性，然而高的处理温度会一定程度上破坏聚芳醚腈

对腈基树脂的增韧改性作用。此外，基于聚芳醚腈优良的热性能，增韧改性后的复合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热氧稳定性。 

关键词：腈基树脂；聚芳醚腈；增韧；复合材料；热性能 

 

 

 

 

 



 
 

701 
 

MP044 

DMAP 催化溶剂回收和修复酸酐固化环氧树脂 

刘杰,唐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环氧树脂的三维交联网络结构使得其无法再次熔融，这给环氧树脂制品的回收和再加工成型造成了困难。解决

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设计可温和分解环氧树脂的反应体系或制备易于修复的环氧树脂材料。由于可以发生动态可逆化

学反应，动态共价键已被广泛用于聚合物的自修复、形状记忆和可控回收。本文根据 DMAP 可以催化酯交换反应的

特点，首先利用乙二醇/DMAP 反应体系在较低的温度和常压下分解了碳纤维增强甲基四氢苯酐固化环氧树脂复合材

料，研究了 DMAP 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及循环次数对分解反应的影响。进一步，将 DMAP 作为酸酐固化环氧

树脂的促进剂制备了可修复的环氧树脂，初步结果表明该树脂可以在纯溶剂和加热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回收和修复。 

关键词：环氧树脂；回收；修复；DMAP 

MP045 

聚吡咯包裹埃洛石纳米管复合羧基丁苯橡胶制备导电复合材料 

刘永旺,刘明贤* 

暨南大学 510000 

     吡咯单体通过在埃洛石纳米管（HNTs）的表面上聚合，制备了聚吡咯（PPy）包裹的埃洛石纳米管复合物

（PPy@HNTs）。PPy@HNTs 与纯 PPy 相比，其 ζ 电位比纯 PPy 明显增加，分散能力和水稳定性得到明显提高。

PPy@HNTs 可以在水中稳定存在，基本不发生沉降。将 PPy@HNTs 水分散液与羧基丁苯橡胶（xSBR）胶乳混合，

制备了导电的 xSBR/PPy@HNTs 复合材料。进而对复合材料的形貌、导电性能和机械性能进行了测试。填料可以均

匀地分散在橡胶基质中并形成导电网络。复合材料的导电性随着填料的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当填料的含量为 10％时，

复合材料的电导率达到 1.82×10-4 s/m。橡胶复合材料显示出良好的机械性能，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明显高于纯 xSBR。

因此，本研究制备的 xSBR/PPy@HNTs 复合材料是一种高性能橡胶导电复合材料，在压阻传感器、抗静电材料等领

域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埃洛石；聚吡咯；导电；机械性能  

MP046 

受阻酚型抗氧剂 THANOX 245 对 PP、TPU 电子束辐照改性研究 

程志远,丁雪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采用受阻酚类抗氧剂 THANOX 245，与 PP、TPU 进行共混挤出改性。对添加抗氧剂 THANOX 245 的 PP、

TPU 在 0kGy、15kGy、20kGy、25kGy、30kGy 辐照剂量下进行电子束辐照，并对辐照后的材料进行色差、力学性能、

差示扫描量热和热失重性能测试，通过 SEM 对材料冲击断面形貌进行表征。PP 加入 THANOX 245 时，材料的力学

性能有一定提升，对 PP 起到了稳定作用；在辐照前后，THANOX 245 对 TPU 力学性能没有较大影响。THANOX 245

提高了 PP 的结晶度，促进了 PP 的异相成核；加入 0.3 份 THANOX 245，辐照后 PP 色差较小，色差值在 3。THANOX 

245 加入 TPU 中，同样也在 0.3 份就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聚丙烯；热塑性聚氨酯；电子束辐照；抗氧剂；改性 

MP047 

新型超支化聚醚型环氧增韧、增强苯并噁嗪的研究 

王鑫,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116024 

    我们通过一锅法成功合成了一种含刚性的双苯基芴基苯和柔性脂肪链的新型的超支化聚醚型环氧 HBPEE，并将

其用于增韧苯并噁嗪树脂。我们系统研究了 HBPEE 分子量和添加量对 HBPEE/BOZ 静态机械性能、动态机械性能和

热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含有中等数均分子量（约为 3900）的 HBPEE-2 增韧剂的共混体系拥有最佳的综合性能。

冲击强度、弯曲强度和储能模量同时增加的现象出现在 5% HBPEE-2 和 5% HBPEE-3 体系中。由 SEM 和 DMA 研究

发现，此时 HBPEE 是在固化体系中未发生相分离。显而易见，和未改性样相比，10% HBPEE-2 改性体系冲击强度

提高了 2.8 倍，并且明显没有降低弯曲强度、弯曲模量、储能模量和玻璃化转变温度。结果表明，多种因素导致了这

些性能的改善，例如，交联密度的提升、增韧剂的刚性、被削弱的氢键网络和更高的自由体积。 

关键词：苯并噁嗪；超支化环氧；增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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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48 

PE100/PA6 共混物的耐热改性研究 

向宇虹, 丁雪佳*,王一帆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以 PE100 为基料，采用 HDPE-g-MAH 和 POE-g-MAH 为相容剂，固定相容剂含量为 5phr，考察了 PA6 对

PE100 的力学性能、耐溶剂性、热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HDPE-g-MAH 对 PE100 增容性更好，PA6 含量在 70phr

时，即配方为PE/PA6/HDPE-g-MAH=100/70/5，共混物的耐热性和耐溶剂性较好，维卡软化点为129.7℃，溶胀度0.92%，

综合力学性能较好。随着 PA6 含量增加，共混物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逐渐增加，断裂伸长率先增后减并趋于平缓，

冲击强度成下降趋势，维卡软化点逐渐提高，溶胀度下降。两种增容剂对共混物的维卡软化点、断裂伸长率、冲击

强度的影响差别不大，增容剂 HDPE-g-MAH 对共混物溶胀度、拉伸强度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PE100/PA6，共混，耐热改性 

MP049 

可控碳化废旧聚烯烃及其在电化学储能方面的应用 

陈学成,马长德,闵嘉康,唐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烯烃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由此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也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因此，如何更好

的处理废旧聚烯烃逐渐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开发一种更加优质、高效、环保的处理

废旧聚烯烃的方法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加热分解聚苯乙烯/多孔氧化镁以及聚苯乙烯/氧化镁/四氧化三铁的方

法制备了多孔石墨烯片以及具有三维结构的石墨烯片/碳空心球纳米复合材料。在该方法中，聚苯乙烯作为碳源，多

孔氧化镁以及氧化镁/四氧化三铁作为模板生成石墨烯片，四氧化三铁为碳空心球的模板。进一步通过控制四氧化三

铁纳米粒子的负载量，可以实现碳空心球在石墨烯片层上的可控分布；同时电化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该多孔石墨

烯片和石墨烯片/碳空心球三维结构做为超级电容器以及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具有很高的比容量和可逆容量，同时其

循环性能也较石墨有了明显提高。该方法为处理废旧塑料以及废旧塑料制品的高值化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聚苯乙烯；多孔石墨烯片；碳空心球；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 

MP050 

基于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制备多孔支架研究 

叶建刚,廖霞*,杨其,李光宪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在组织工程中，生物支架作为细胞生长的支撑材料，其结构与性能对细胞组织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制备组织工程支架的方法有多种，但存在孔径小、连通性差、闭孔结构较多以及有机溶剂的残留等诸多问题。超临

界二氧化碳（scCO2）具有降低聚合物体系玻璃化温度、界面张力、黏度以及无毒的性质，在聚合物加工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本研究将超临界流体技术与聚合物共混加工结合，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处理聚乳酸（PLA）/聚乙烯吡咯烷

酮（PVP）的共混体系，探究 scCO2 处理条件下温度、压力对于聚合物相尺寸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过 scCO2 处理

过的共混体系的相尺寸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经 scCO2 处理温度更低，可以有效避免聚合物的降解。并且 PVP 作为

水溶性聚合物，避免了在支架制备过程中有机溶剂的使用，对组织工程更为有利。 

关键词：超临界二氧化碳；组织工程；支架；聚乳酸；聚乙烯吡咯烷酮 

MP051 

丙烯酸在聚丙烯中空纤维膜表面及内部的原位聚合及对膜亲水性能的影响 

邵会菊 1,2,秦舒浩 1,2*,于杰 1,2,田琴 1,韦福建 2 

1.贵州大学 

2.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本文首先采用物理吸附技术将引发剂固定在聚丙烯中空纤维膜中，然后利用超声波辅助引发自由基聚合技术在

膜材料表面及孔内部原位形成聚丙烯酸改性层。主要考察了引发剂用量对改性膜材料的性能影响。采用 FTIR、SEM

及 WCA 等表征手段对改性后的膜材料进行了表征，并结合改性前后膜材料的质量变化计算出了丙烯酸在膜表面的接

枝密度。结果表明，改性膜材料表面存在聚丙烯酸改性层。当引发剂溶液的溶度为 8%时，在超声波辅助条件下，改

性聚丙烯中空纤维膜的表面接枝密度为 0.38mg/cm2；在没有超声波存在的情况下，表面接枝密度为 0.23 mg/cm2。与

未经改性的聚丙烯中空纤维膜相比，改性聚丙烯中空纤维膜材料的接触角有了明显降低（117º—78º），从而证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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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改性方法对膜材料进行亲水改性是可行的。 

关键词：聚丙烯中空纤维膜；丙烯酸；超声波；原位聚合 

MP052 

EPDM-g-MAH 增韧半芳香尼龙 12T 的工艺研究 

陈相见,阚少权,庞新厂,刘民英,赵清香,崔喆,付鹏* 

郑州大学 450000 

    本文采用 EPDM-g-MAH 弹性体对尼龙 12T 进行增韧改性，详细考察了工艺条件（温度、密炼时间、弹性体含量）

对其增韧效果的影响。通过对比改性尼龙 12T 缺口冲击强度来考察增韧效果。结果表明：共混物在挤出机中密炼 10min

时，其缺口冲击强度最高；并且当共混物中 EPDM-g-MAH 添加量为 10%时其缺口冲击强度最高，是纯 PA12T 的 17.4

倍；由共混物的 DSC 图可知：EPDM-g-MAH 弹性体的加入和含量对 PA12T 的结晶温度和熔点影响很小，这说明弹

性体对 PA12T 的结晶结构无太大影响；由共混物的 TG 图可知：EPDM-g-MAH 弹性体的加入和含量对 PA12T 的热

降解性基本无影响。所以弹性体的加入使得 PA12T 的韧性大大提高的同时，还具有 PA12T 优异的力学性能，进一步

扩展了 PA12T 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PA12T；EPDM-g-MAH；弹性体；增韧； 

MP053 

原位反应增容增韧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共混体系 

刘凯,徐琳,马猛,王旭* 

浙江工业大学 310014 

    聚乳酸（PLLA）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生物可降解材料之一，但自身的脆性极大地限制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本文以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增韧改性 PLLA，同时保证复合材料宝贵的可降解性。将 PLLA 与 PBS 熔融共混，

制备得到不同质量比的 PLLA/PBS 复合材料。研究发现复合材料的最佳质量比为 80/20，冲击强度为 14.9kJ/m2，是

纯 PLLA 的 7.5 倍，增韧效果显著。在此研究基础上，熔融过程中添加亚磷酸三苯酯（TPP）并探究其对 PLLA/PBS

（80/20）共混体系综合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 TPP 含量为 0.5%时，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增加到 28.5kJ/m2，是

未添加 TPP 时的 1.9 倍。添加的 TPP 能与分子链的端羟基反应生成共聚物，提高两相的相容性，增加共混体系的界

面结合力。 

关键词：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增容；增韧 

MP054 

纳米氧化锌超疏水表面的制备及其抗生物粘附性能研究 

李长全,周浩宇,谢婵*,欧军飞 

南昌航空大学 330063 

    开发高效实用、环境友好的抗生物粘附涂层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本研究提出利用超疏水表面的极

小水接触面积和低粘附力的特性并结合纳米氧化锌粒子的杀菌功能，从而达到较好的抗生物粘附效果。首先对纳米

氧化锌进行疏水化处理，然后将改性后的纳米氧化锌与环氧树脂混合，喷涂至铝片表面，固化后得到纳米氧化锌超

疏水涂层。通过接触角测量仪、扫描电子显微镜（SEM）、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X 射线衍射仪（XRD）等

仪器对涂层表面微观形貌及涂层的超疏水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了纳米氧化锌超疏水表面的制备工艺及它们在空气

和氯化钠溶液中的稳定性，同时研究了纳米氧化锌超疏水涂层在抗生物粘附方面的性能，包括抗蛋白质粘附性能、

抗菌性能和抗藻类粘附性能。结果表明纳米氧化锌超疏水涂层具有较好的超疏水稳定性，同时具有较好的抗蛋白质

粘附性能、极强的抗菌性能和抗藻类粘附性能。  

关键词：纳米氧化锌；超疏水；抗生物粘附 

MP055 

TDI 三聚体改性 PVC 结构泡沫及其耐热性研究 

姜治伟 1,薛俭 1,翟建峰 2,唐涛 1*,王军 2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哈尔滨工程大学 

    硬质交联聚氯乙烯（PVC）结构泡沫具有强度高，性能好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风电叶片、船舶、轨道交通

等领域。传统的 PVC 交联结构泡沫热变形温度一般在 85℃左右，限制了 PVC 泡沫在许多方面的应用。本文采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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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聚合法制备了三聚甲苯二异氰酸酯，再将不同三聚体含量的甲苯二异氰酸酯（TDI）溶液作为交联剂，制备出交联

聚氯乙烯泡沫材料，并在泡沫的交联网络中实现了异氰脲酸酯结构的定量地引入了。异氰尿酸酯结构的引入提高了

泡沫的玻璃化温度，三聚体含量在低于 10%时，泡沫的玻璃化温度随着三聚体含量的增加迅速增加，10%的增加量

时玻璃化温度提高幅度超过 6℃，但是当三聚体含量在高于 10%时，泡沫的玻璃化温度上升幅度急剧变小，10%的增

加量，玻璃化温度提高幅度仅为 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33005）、科技部 863 计划（2015AA033901）、吉林

省重大科技专项（20140203023GX）资助。 

关键词：聚氯乙烯泡沫；异氰脲酸酯；硬脂酸钾；耐热性 

MP056 

具有多级孔结构的嵌段共聚物膜的制备 

郭腾,李继业,高杰峰,薛怀国* 

扬州大学 225002 

    多级孔材料是指孔径分布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微孔可以提高材料的比表面积，介孔提供了更多的活性位

点，大孔有利于物质传输。多级孔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在催化、过滤、吸附、分离、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

应用。为了制备出具有多级孔结构的嵌段共聚物的膜以应用于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本工作采用旋节线分离合并洗脱

（SIM2PLE）的方法制备出了具有大孔-介孔结构且相互贯通的 PS-b-P4VP 的膜。并探究了嵌段共聚物分子量、浓度、

溶剂、加热温度以及不同质子溶剂对膜的影响。结果表明 1）嵌段共聚物的分子量越大，膜中介孔孔径变小；2）浓

度越高，膜厚增加；3）溶剂对膜的影响不明显；4）加热温度对宏观相分离影响较大；5）选用乙醇作为质子溶剂对

小分子添加剂的洗涤效果较好。通过该法制备的膜负载生物分子以后可应用于构建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关键词：多级孔；嵌段共聚物；膜 

MP057 

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的制备及其与聚芳醚腈复合材料研究 

汪佳玲 1，危仁波 1，刘孝波 1*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邻苯二甲腈封端的聚芳醚腈是一种新型的端基交联型聚芳醚腈，具有优异的耐热性，力学性能等。而石墨烯与

碳纳米管复合，可以充分利用二者的优异性能，且二者可以相互弥补不足，在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复合材料中，石墨

烯可以为碳纳米管提供支撑的平台，而碳纳米管不仅可以减少石墨烯层的堆垛，增加材料的比表面，还可以减小石

墨烯中的缺陷对其导电性能的影响。采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构建具有三维结构的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再将聚芳

醚腈填充进这个三维网络中，得到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聚芳醚腈复合材料。本文通过 SEM 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通

过介电及力学性能测试对其进行了性能表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三维网络结果的聚芳醚腈复合材料可以在提高介

电性能的同时保持优异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石墨烯；碳纳米管；三维网络结构 

MP058 

简易组装具有高介电的氧化石墨烯/酞菁铜多层复合薄膜 

王子成,危仁波*,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10054 

    一类具有三维有序化结构的 GO/CuPc 多层复合薄膜以 GO 为模板在液晶相下实现诱导 CuPc 分子取向，并通过

简易的滴涂干燥固定工艺将这种特殊的取向化结构成功地制备出来。通过偏光显微镜和扫面电镜观察发现随着静置

时间的延长和 GO 液晶相的引入能够有效地促进 CuPc 分子的自组装行为以及 GO/CuPc 液晶分散相的形成。并且，

这种液晶分散相仍然保持着明显的液晶织构现象。通过简易的滴涂干燥成膜工艺，GO/CuPc 的长程取向化排列结构

被成功的固定下来。而这种取向化堆叠复合薄膜的形成将大幅度提升 GO/CuPc 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相比于无序化

的 GO/CuPc 复合材料，有序化的 GO/CuPc 多层复合薄膜在 1 KHz 和 100 KHz 下介电常数可以达到 164.82 和 31.95，

分别提升了 319 %和 275 %。 

 关键词：酞菁铜；氧化石墨烯；液晶；取向化；介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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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59 

熔融-拉伸法制备 PP/PVB 中空纤维膜研究 

罗大军 1,于杰 1,秦舒浩 2* 

1.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高分子工程系 

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聚丙烯中空纤维膜由于聚丙烯的疏水性可以用于膜蒸馏过程，但是用于水处理过程中时，由于聚丙烯中空纤维

膜的疏水性在减小膜的水通量的同时也会加快膜的污染。膜亲水改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共混改性可

以使膜得到永久的亲水性。本研究采用聚丙烯（PP）作为基体，聚乙烯醇缩丁醛（PVB）作为亲水改性剂，以聚丙

烯接枝马来酸酐（PP-g-MAH）作为相容剂来制备 PP/PVB 高分子合金，后采用熔融-拉伸法制得 PP/PVB 中空纤维膜。

采用接触角（WCA）测试 PP/PVB 合金亲水性能，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观察膜微孔结构，并测试了膜丝水通

量。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PVB 的加入水接触角从 103°降低到 76°。加入 PVB 后，膜片晶簇更薄且取向更好，同时对

应膜相比于纯 PP 中空纤维膜水通量均得到提高。  

关键词：亲水改性；高分子合金；聚丙烯中空纤维膜；片晶；水通量 

MP060 

聚酰亚胺基复合气凝胶的隔热及阻燃性能研究 

樊玮,刘天西* 

东华大学 201620 

    发展高性能隔热阻燃材料对于保障人民财产安全以及减少能量损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高性能聚酰亚胺作为

基体，以二维氧化石墨烯纳米粒子同时作为交联剂、调孔剂和增强相，通过溶胶-凝胶、冷冻干燥等步骤，制备了聚

酰亚胺/石墨烯复合气凝胶。通过调控氧化石墨烯表面的官能化程度，实现了对聚酰亚胺气凝胶孔结构的可控调节， 随

着氧化石墨烯表面官能化程度的提高，复合气凝胶孔尺寸逐渐减小。所制备的聚酰亚胺/石墨烯复合气凝胶具有优异

的力学与隔热性能，比模量高达 229.9 Mpa cm3 g-1, 最低热导率达 28 mW m-1 K-1，与商用的聚氨酯泡沫相当。在此

基础之上，进一步采用氧化石墨烯作为助分散剂，制备了氧化石墨烯/蒙脱土杂化材料，实现了杂化粒子在水溶液以

及聚酰亚胺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所制备的三元复合气凝胶具有均匀的孔洞结构，且石墨烯与蒙脱土的协同作用明显

改善了复合气凝胶的热稳定性和阻燃性能，复合材料的极限氧指数高达 55%。  

关键词：聚酰亚胺；石墨烯；蒙脱土；隔热；阻燃性能 

MP061 

多孔有序壳聚糖/二氧化钛/碳纳米管/累托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催化降解性能的研

究 

陈佳佳,邓红兵*,施晓文,杜予民 

武汉大学 400079 

    定向冷冻技术作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构建多孔材料的技术，具有环境友好性、结构可控性和操作便捷性等优势。

本实验以壳聚糖(CS)、二氧化钛(TiO2)为主要原料，添加累托石(REC)、碳纳米管(CNTS)，经定向冷冻法技术制备得

到复合材料，并探究了该复合材料对染料罗丹明 B 的光催化降解效率。通过观测其微观结构，发现复合材料形成了

规则有序的直通孔结构。通过进行电子能谱、X 射线能量色散光谱、拉曼光谱和傅里叶红外光谱测试，发现累托石

和碳纳米管被成功引入在复合材料中，且分布均匀。BET 测试显示复合材料的比表面积可达 84cm3/g。物理性能测试

表明复合材料具有一定硬度，弹性和恢复性。同时，本文探讨了复合材料对染料罗丹明 B 的光催化降解效率以及该

复合材料的重复利用效率。研究发现，CS-TiO2-CNTS-4%REC 降解速率最快，100 分钟内脱色率可达 95%，且重复

三次使用后，80 分钟内脱色率仍能达到 75%以上。  

关键词：累托石；二氧化钛；碳纳米管；定向冷冻；光催化降解 

MP062 

纳米 SiO2 的制备及其用于酚醛泡沫的强度研究 

郭亚军,胡立红*,周永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210042 

    酚醛泡沫，是以酚醛树脂为基体，加入表面活性剂、发泡剂和固化剂混合而成的一种材料。与聚氨酯泡沫和聚

苯乙烯泡沫相比，其优异的阻燃性和良好的耐热性在建筑节能保温以及汽车内饰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因

其苯环上的酚羟基和羟甲基易氧化，使泡沫呈现出脆性大、易掉渣的缺点。本研究通过自制的纳米二氧化硅对酚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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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进行改性，以达到提高强度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自制纳米二氧化硅的粒径均匀，呈良好的球形状；通过酚

醛树脂中游离醛质量及含量的降低程度确定最佳水解时间为 1h；用其改性酚醛泡沫的压缩强度和弯曲强度较纯酚醛

泡沫分别提高 140%和 50%。  

关键词：酚醛泡沫；纳米二氧化硅；游离醛 

MP063 

聚酰亚胺/二硼化钛复合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童豪,徐祖顺*,李庆,张淑来,庞龙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30062 

    聚酰亚胺作为一种综合性能良好的高分子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电气绝缘、原子能工业、微电子机械

等领域。但由于其优异的绝缘性，导致其在应用过程中因静电积累有起火爆炸等风险。本研究先将导电粉末二硼化

钛均匀分散到溶剂中，然后加入等摩尔二酐和二胺单体，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备了不同添加量的聚酰亚胺/二硼化钛

（PI/TiB2）复合材料薄膜，通过红外、XRD、SEM 对复合材料的结构形貌进行了表征，并对其抗静电性、热稳定性、

力学性能等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二硼化钛很好地分散到薄膜中，复合膜亚胺化完全，热性能得到提高；当二硼

化钛质量分数为 3%时，复合膜表面电阻率为 1.84×108Ω.cm，达到抗静电要求。添加量为 5%时，复合薄膜综合性能

最佳。 

关键词：聚酰亚胺；二硼化钛；抗静电 

MP064 

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改性硅藻土增强聚醚醚酮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刘一凡,谭捷,张海博*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61 

    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改性硅藻土增强聚醚醚酮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偶联剂改性硅藻土，硅藻土增强聚醚醚酮（PEEK）复合材料及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改性硅藻

土增强聚醚醚酮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制备出的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改性的硅藻土增强聚醚醚酮复合材料具有优

异的力学性能，并且相较于未经改性的硅藻土增强聚醚醚酮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有了较大的提升，含硼酸间苯聚芳

醚酮偶联剂的加入能够改善硅藻土与聚醚醚酮之间的界面相互作用，使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聚醚醚酮；含硼酸间苯聚芳醚酮；硅藻土；力学性能 

MP065 

纳米纤维素的分散效应研究 

王世其,龚永洋,韦春*,冒海全,何刚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4 

    分散是纳米材料领域的重要挑战之一，近年来，研究发现纳米纤维素可以用于分散 CNT，石墨烯，BN 和 MoS2

等纳米材料。然而，有关纳米纤维素(CNF)的分散机理始终尚未明晰。本文通过对 CNF 对碳纳米材料的分散效应研

究，探讨其分散机理。研究了不同 CNF 的加入量对分散性的影响。并将 CNF 与 CMC 等分散剂进行对比，通过 Zeta

电位、TEM 等测试表征手段分析其分散机理。研究结果表明，CNF 能够稳定分散碳纳米材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

原因，（1）CNF 结构上的-COO-Na+基团，使碳纳米材料之间形成静电排斥，阻止其发生团聚。（2）CNF 具有较大

的长径比，易形成三维凝胶网络结构，纳米粒子分散后，处于 CNF 的三维凝胶网络结构中，形成空间位阻的排斥效

应，进一步阻止团聚的发生。（3）由于 CNF 表面结构具有两亲性，其能与疏水性的碳材料形成疏水的相互作用，使

碳纳米材料能润湿分散于水中。 

关键词：纳米纤维素；分散效应；分散机理；碳纳米材料 

MP066 

熔融接枝制备增韧母料对聚丙烯增韧改性研究 

洪艳,吕奇,张月航,严海彪* 

湖北工业大学 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430068 

    采用熔融接枝的方法制备聚丙烯基接枝共聚物（polypropylene based graft copolymer PBGC）增韧母料，对均聚聚

丙烯（PPH）进行增韧改性研究。借助旋转流变仪、偏光显微镜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研究了 PPH/PBGC 混合物的

流变行为和结晶，并测试了其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在增韧母料的质量比为 20 wt%时，PPH/PBGC 共混物的常温和

低温冲击强度分别提高了 132.63%和 161.68%左右，而拉伸强度仅降低了约 18.66%；在 PBGC 的质量比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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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t%时，PPH/PBGC 共混体系间的相容性较好；PBGC 对 PPH 的结晶存在异相成核和细化结晶晶粒的作用，添加

PBGC 使得 PPH 复合材料在低温由脆性断裂转变为韧性断裂。  

关键词：熔融接枝；增韧；聚丙烯；聚丙烯基接枝共聚物 

MP067 

宽温域高阻尼 ACM/PLA 共混材料的制备及其形状记忆性能研究 

李诚亮,季行行,史新妍* 

青岛科技大学 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66042 

    本文以丙烯酸酯橡胶（ACM）和聚乳酸（PLA）为基体，硫黄与皂盐为交联剂制备共混物阻尼材料，研究了酚

醛树脂(PF)的加入对共混物基本力学性能及阻尼性能的影响，并对其形状记忆性能进行了初步探究。结果表明：随着

酚醛树脂用量的增加使共混物中 ACM 相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两个损耗因子峰相互靠近，增加了体系的相容性；同

时阻尼因子峰值变高，阻尼温域变宽，阻尼性能得到大大改善；ACM/PLA 共混物有一定的形状记忆性能，在实验条

件下的形状固定率高达 99.63 %，形状回复率为 69.97 %，最大形状回复速率为 8 %/min。为提高回复温度及调控玻璃

化转变温度以达到提高回复率及多形状记忆的性能形成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ACM/PLA；宽温域；阻尼；形状记忆性能 

MP068 

PNB/PLA 共混物的形状记忆性能研究 

肖雅,曲明,史新妍*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文将聚降冰片烯(PNB)和聚乳酸(PLA)按照(PNB/PLA=80/20、70/30、60/40、50/50)四种配比进行共混，采用

XRD、动态力学分析(DMA)、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等对共混物基本性能进行表征，同时采用 DMA-Q800 对其形

状记忆效应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四种共混物均有明显屈服现象，随着 PLA 含量的增加，屈服现象越明显；共混物

中随 PNB 含量的增多，其韧性增加，拉断伸长率由百分之几增加到百分之两百以上；PNB/PLA 共混物出现两个玻璃

化转变温度(Tg)，且不随共混物配比变化而变化；四种共混物均在 2θ=18.45 附近出现特征衍射峰，随着 PNB 含量的

增多，衍射峰强度逐渐增大；随 PNB 含量的增多，共混物的形状记忆性能增强。本文通过将这两种材料共混，利用

它们不同的玻璃化转变、结晶行为，考察双重和三重形状记忆性能，并探索合适的固定温度和驱动温度，以制备优

异的形状记忆性能材料。 

关键词：聚降冰片烯；聚乳酸；形状记忆；结晶 

MP069 

改性多层氧化石墨烯/天然橡胶复合材料的动态力学研究 

熊军,赵西坡*,彭少贤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石墨烯以其优异的机械性能、电性能、热性能等方面，被广泛用于制备高性能橡胶复合材料。石墨烯对橡胶复

合材料增强的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分散状况的好坏及其与橡胶基体的界面结合的强弱。氧化石墨烯是石墨烯

的衍生物，具有丰富的可以反应的化学官能团，能赋予复合材料更多的化学反应性能，也可通过交联使相邻层形成

网络结构提高单片层间的相互作用力，从而改善复合材 料的物理性能。采用硅烷偶联剂（Si69）修饰氧化石墨烯，

制备改性氧化石墨烯（SGO），再通过机械法共混制备 NR/SGO 复合材料。采用 FTIR 对氧化石墨烯改性前后进行分

析，利用 DMA 对复合材料的加工及动态力学分析。结果表明，硅烷偶联剂（Si69）成功接枝到氧化石墨烯上，tanδ、

Tg 等性能均有提高，改善其在橡胶基体中内耗损失。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含硫硅烷偶联剂，复合材料，动态内耗 

MP070 

“点击反应”制备热塑性可逆交联环氧树脂及其性能 

于云飞 1,王建斌 1,程亨伦 1,姚臻 1,曹堃 1,2* 

1.浙江大学化工学院聚合与聚合物工程研究所 

2.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传统的环氧树脂固化物由于链段刚性大、交联密度高，因此脆性很大；并且形成的三维交联网络不溶不熔，难

以被回收重复使用。本研究采用聚丙二醇环氧树脂（PGE）与酚醛环氧树脂(PE)作为反应原料，2,4,6-三（二甲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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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酚作为催化剂，通过巯基-环氧“点击反应”对其进行改性并引入呋喃基团作为交联位点，通过 Diels-Alder 反

应制备得到可逆交联的热塑性环氧树脂，利用模压法对交联环氧树脂进行热塑性加工并测试其力学性能。实验结果

表明，当酚醛环氧（PE）含量为 30%时，拉伸强度较弱，断裂伸长率较高；随着酚醛环氧（PE）含量的增加，拉伸

强度逐渐上升，拉伸模量随之增加，断裂伸长率随之减少，这是由于酚醛环氧（PE）含量的提升，增加了交联网络

结构的交联密度，但降低了交联网络结构的柔韧性。 

关键词：点击反应；可逆交联；热塑性环氧树脂；Diels-Alder 反应 

MP071 

碳纳米点在橡胶复合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邱敏 1,吴思武 1,郭宝春 1,邱敏 1,吴思武 1,郭宝春* 

1.华南理工大学 

2.华南理工大学 

    碳纳米点（CDs）具有高荧光，低毒，生物相容性及加工方法简单等优点，为其应用于橡胶领域制备高性能及功

能化弹性体复合材料提供新的思路和机遇。本研究以柠檬为碳源，乙二胺为钝化剂，通过微波热解法制备无毒的碳

纳米点（CDs)，并研究其对丁苯橡胶（SBR）抗热氧老化性能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证明 CDs 具有优异的自由

基清除活性，能有效抑制橡胶老化。利用埃洛石纳米管（HNTs）的中空结构，将 CDs 装载于管中，制备 CDs-HNTs

复合材料，研究其对丁苯橡胶（SBR）长效抗热氧老化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 CDs 填载 HNTs 有利于橡胶长效抗热

氧老化，保持其弹性和延展性。利用 CDs 表面高-NH2 含量，将其作为橡胶交联剂，研究其对异戊橡胶（IR）的力学

性能影响和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证明 CDs 在 IR 中同时起物理和化学交联作用，有效提高橡胶的强度，模量和韧性。  

关键词：橡胶；碳纳米点；热氧老化；补强 

MP072 

磁性氧化石墨烯表面接枝己二胺型低代数聚酰胺-胺树状高分子对水溶液中 Ag(I)，Pb(II)

和 Hg(II)的吸附性能研究 

马应霞*,邵文杰,金朋生,寇亚兰 

兰州理工大学 730050 

    本研究以溶剂热法制备的己二胺改性磁性氧化石墨烯（MGO-NH2）为载体，己二胺和丙烯酸甲酯为功能单体，

通过 Michael 加成反应和酰胺化反应在 MGO-NH2 载体表面接枝己二胺型低代数（1.0G）聚酰胺-胺（PAMAM）树状

高分子，构筑磁性氧化石墨烯接枝聚酰胺-胺（MGO-PAMAM-G1.0）纳米杂化材料。利用 TEM、XRD、FTIR 和 VSM

对制备的 MGO-PAMAM-G1.0 样品进行了表征，并研究了其对水溶液中 Ag(I)，Pb(II)和 Hg(II)在不同初始浓度下的吸

附性能。结果表明，成功制备了具有超顺磁性的 MGO-PAMAM-G1.0 纳米杂化材料，其磁饱和强度能够满足磁分离

的要求。MGO-PAMAM-G1.0 杂化材料对 Ag(I)，Pb(II)和 Hg(II)的最大吸附容量分别为 70.81 mg/g，108.06 mg/g 和

288.68 mg/g，说明该杂化材料对 Hg(II)的吸附性能最好。  

关键词：磁性氧化石墨烯；己二胺；聚酰胺-胺；吸附 

MP073 

光响应嵌段共聚物复合膜人工仿生纳米离子通道的设计及离子电流行为研究 

王宇婷,翟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植物叶绿体膜上的蛋白离子通道具有感光性能，可以在光照条件下进行构象转换，从而控制离子在细胞器内外

的运输。受到自然界中光合作用的启发，我们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法制备了聚苯乙烯-聚螺吡喃二嵌段共聚物，并

用旋涂法将其置于具有锥形纳米孔道的 PET 膜的小孔端，制成有机高分子复合纳米离子通道。由于螺吡喃在紫外和

可见光的照射下可进行中性体螺吡喃和带电体部花菁的可逆转化，导致嵌段共聚物上的聚螺吡喃分子刷可以在缓冲

溶液中感光伸缩，控制了离子通道的开闭，同时在碱性条件下带电体部花菁带负电，使得通道变为阳离子选择性，

在酸性条件下带电体部花菁带正电，通道为阴离子选择性。由于 PET 膜锥形孔道具有不对称结构，表现出类似二极

管的整流性质，因此二嵌段共聚物与 PET 的复合膜结构可以通过紫外可见光的照射，和溶液 pH 的调节，对离子通

道的开闭以及整流方向进行操控，实现了人工纳米离子通道的智能响应。 

关键词：纳米离子通道；嵌段共聚物；光响应；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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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74 

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共混材料的制备及微观力学性能研究 

王利利,刘浩*,朱诚身 

郑州大学 450001 

本文主要采用熔融共混的方法，制备了一系列不同组分的 PLA（聚乳酸）/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共混物（AS

不相容体系），并通过加入马来酸酐（MAH）、过氧化二异丙苯（DCP）进行反应性共混，制备了一系列不同组分的

PLA/PBS/MAH/DCP 共混物（ASMD 增容体系）。研究表明， ASMD 体系中，PBS 含量为 10%~20%时，DSC 曲线

中观察不到 PBS 的熔融峰，两相有较好的相容性；AFM 轻敲模式（Tapping mode）测试结果显示与不相容体系相比，

增容体系的形貌图更为平整，相图上可以明显观察到两相界面处出现锯齿形或者条状的结构，两相之间的穿插融合

使得相容性有所提高。从 Force Volume mode 测试所得力谱图上模量的分布可以清晰地看到，不相容体系的高模量部

分和低模量部分没有过渡，界面清晰；而增容体系中，两相界面粗糙，存在明显的界面宽度，相容性较好。 

关键词：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共混；微观力学 

MP075 

“Thiol-Michael”加成点击化学法构筑具有优异导热性和力学性能的新型聚合物/石墨烯

多孔复合材料 

宋仕强,张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随着现代智能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热界面材料的高效散热技术引发广发的关注。通过在材料中构筑 3D 导热通

道可以明显改善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自由基聚合的方法制备新型无规共聚物，将其与改性

的氧化石墨烯进行化学交联（“Thiol-Michael”加成点击），构筑多重网络结构的 3D 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多重网络结构

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力学强度，而氧化石墨烯构筑的 3D 导热通道极大地改善了复合材料的导热性能。  

关键词：无规共聚物; 氧化石墨烯; “Thiol-Michael”点击化学 

MP076 

新型耐高温邻苯二甲腈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的研究 

宋媛媛 1,2,蹇锡高 1,2*,宗立率 1,2,邬祚强 1,2,鲍锋 1,2,王锦艳 1,2 

1.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 

2.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邻苯二甲腈树脂是一类新兴的集良好的加工性、阻燃性和耐辐射性于一体的热固性树脂，然而作为超耐高温结

构材料使用其耐热性能需进一步提升。本文通过有机/无机杂化的方式，以邻苯二甲腈树脂为基体，碳化硼为改性粒

子，采用溶液浸渍法，与碳纤维复合热压制备杂化结构材料体系。研究表明，添加 B4C 后，复合材料在氮气氛围下

800oC 残炭率由 67%提升至 77%，5%热失重温度由 579oC 升至 600oC。同时，复合材料还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耐

热性。其室温下的弯曲强度为 1829MPa，350oC 时强度保持率高于 75%，400oC 时的强度保持率高于 55%，均优于

未改性复合材料。该类杂化材料在航天、军事、船舰以及核能源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邻苯二甲腈树脂；B4C 无机粒子；复合材料；耐高温 

MP077 

POSS/壳聚糖/羟丙基纤维素可注射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窦竞成,赵玉姣,吴丹丹,张晓静*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0 

    本文以八氯化铵丙基倍半硅氧烷（POSS）、壳聚糖（CS）和羟丙基纤维素（HPC）为原料，通过席夫碱交联反

应，制备了可注射 CS/HPC/POSS 三元纳米复合水凝胶。利用红外光谱（FT-IR）、X-射线衍射分析、扫描电镜（SEM）、

哈克流变仪、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动态热机械分析（DMA）及溶胀实验对三元复合水凝胶的结构与性能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POSS 可以参与 CS 和 HPC 的交联反应，提高了纳米复合水凝胶的交联密度，实现了 CS/HPC 水凝

胶的可注射性。随着 POSS 含量的增加，水凝胶内部结构的孔洞直径逐渐减小。POSS 的引入，提高了水凝胶的力学

强度，随 POSS 含量的增加，储能模量和粘性模量呈现先增大后略微减小的趋势，但均高于不加 POSS 水凝胶的模量。 

关键词：八氯化铵丙基倍半硅氧烷；席夫碱交联反应；纳米复合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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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78 

羧化丁腈基低能伽马射线防护柔性膜的辐照老化 

廖益传 1,徐对功 1,张鹏程 2*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2.表面物理与化学重点实验室 

        铅板、钢板、混凝土、玻璃、高分子板材等作为承重的结构材料广为应用，但某些场合需要使用防 γ（Χ）

辐射用柔性材料，比如放射环境下的操作人员需要使用防护服、防护手套等，需要开发可任意塑性的橡胶基辐射防

护材料。含钨（W）材料可用于防护低能 γ（Χ）射线，且对 70~90 keV 的 γ（Χ）射线的防护效果优于铅（Pb）。本

文制备了羧化丁腈基（XNBR）柔性膜材料用于防护低能 γ 射线。显微观察表明 WO3 在 XNBR 中分散良好。衰减测

试结果显示50wt.%WO3/XNBR对81.0 keV的 γ射线有较好的防护效果。测量了WO3/XNBR柔性膜经10 kGy、50 kGy、

100 kGy、200 kGy、300 kGy、400 kGy、500 kGy γ 射线辐照后的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和硬度，并据此预测了其在

γ 射线辐照环境下的使用寿命，简要探讨了辐照老化机理。WO3/XNBR 膜能够满足对低能 γ 射线的柔性防护需求。 

关键词：γ 射线；辐照老化；WO3；丁腈橡胶胶乳；柔性膜 

MP079 

基于元素梯度组合的宽能谱 γ 射线衰减乳胶复合材料 

徐对功 1,廖益传 1,张鹏程 2*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2.表面物理与化学重点实验室 

    乳胶基核防护材料，可以有效减弱或屏蔽射线，在核材料加工、核医学以及工业探伤等核科学与技术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胶乳浸渍法制得了 50wt.%填充量的 Gd2O3/NR、WO3/NR、Bi2O3/NR 和总固含量 50wt.%

的 Gd2O3/WO3/Bi2O3/NR（Gd2O3:WO3:Bi2O3=1:1:1）柔性膜。通过元素梯度组合，实现了对较宽范围 γ 射线（20~100 

keV）的宽谱屏蔽，且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和硬度），能够应用于低能 γ 射线防护领域。 

关键词：γ 射线；衰减；梯度组合；乳胶复合材料 

MP080 

柔性储能 P(VDF-HFP)/PA11-g-SMA 聚合物共混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冯锐,李立,欧文军,李泽宇,董丽杰*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采用熔融挤出及热压的方法制备了柔性储能 P(VDF-HFP)/PA11-g-SMA 聚合物共混薄膜。通过 FT-IR、XRD、LCR

表以及铁电测试系统等技术研究了共混薄膜的结晶构象与介电性能。结果表明，共混薄膜中同时存在着 α、β、γ 等

三种晶相，PA11 的加入能有效地提高共混薄膜的结晶度，且随着体系中 PA11 的体积分数的增加共混薄膜的结晶度

先增大后减小，当 PA11 的体积分数为 10 vol.%时，结晶度最高。这主要是因为 PA11 中的酰胺键能与 P(VDF-HFP)

的氟原子形成氢键，诱导分子链中的 C-F 健定向排列从而使结晶度提高；但是，当 PA11 的含量较高时（高于 40 vol.%），

PA11 本身较低的结晶度会限制共混薄膜整体结晶度的提高。同时，由于结晶度的提高，共混薄膜的介电常数与极化

强度也相应增大，从而实现高储能，储能密度最高可达 15.4 J/cm3。 

关键词：P(VDF-HFP)；PA11；聚合物薄膜；储能 

MP081 

基于 POSS 的温敏性可注射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陈正阳,李翀,邓虹霄,段攀峰,张晓静*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2 

    本文以八氯化氨丙基低聚倍半硅氧烷（OCAPS）和 N-异丙基丙烯酰胺（NIPAM）为原料，在不添加传统有机交

联剂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的情况下，通过原位聚合法制备了一系列不同 OCAPS 含量的 OCAPS/PNIPAM

纳米复合水凝胶。通过红外光谱（FT-IR）、扫描电镜（SEM）、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Vis），哈克流变仪等对其

结构、温敏性、粘度和力学性能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OCAPS/PNIPAM 体系可以发生可逆的溶胶-凝胶转变，并

且具有可注射性；OCAPS 对 PNIPAM 具有物理交联作用，随着 OCAPS 含量的提高，OCAPS/PNIPAM 水凝胶的相转

变温度逐渐降低；OCAPS/PNIPAM 水凝胶具有孔洞结构，且孔洞直径随 OCAPS 含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OCAPS/PNIPAM 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储能模量 G'、损耗模量 G''和复合粘度 η*随 OCAPS 的增加逐渐升高。  

关键词：可注射水凝胶；POSS；温敏性； 



 
 

711 
 

MP082 

玉米芯纤维素增强聚乙烯复合材料 

董西龙,赵阳,王超,吴敏*,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纤维素强度高、模量大、可再生、可降解，而聚乙烯是用量很大的通用塑料，但是拉伸强度较低，制约了

其应用范围。将玉米芯纤维素和线型低密度聚乙烯在烘箱中烘干，然后一起挤出造粒，再经注塑成型获得了复合材

料。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表明纯聚乙烯材料的断面较光滑，复合材料的断面较粗糙，纤维素嵌入在聚乙烯中，界面

结合较好。经过万能试验机测试，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与纯聚乙烯相比，可以提高 80%，拉伸强度可以提高 4%。表

明添加了纤维素后，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得到了一定提高。这项工作为制备高强度聚乙烯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

为纤维素的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纤维素; 聚乙烯; 复合材料 

MP083 

细菌纤维素在 PA6 增强改性中的应用研究 

陈琪,曾威*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300457 

    聚酰胺 6（PA6）是一种具有结晶性的热塑性工程塑料，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加工性能等诸多优点。但由于

PA6 本身存在一定性能缺陷，使其应用受到限制，不能满足工业生产中的需求，而纤维增强改性已经成为目前最常

用的一种技术手段。细菌纤维素（BC）作为一种新型微生物合成纤维，具有明显的纤维网络结构，其结晶度很高，

且具有很高的杨氏模量，极好的可塑性和抗撕裂能力。本文以 BC 作为一种辅助增强纤维，与玻璃纤维（GF）一起

对 PA6 进行增强改性，并对 BC/GF/PA6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当 GF 含量为 10%，BC

添加量为 0.4%时，BC/GF/PA6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提高到 26.44%，拉伸强度相比未添加 BC 的 GF/PA6 材料提升了

13.29%，与 GF 含量为 20%的 GF/PA6 复合材料性能相当，说明 BC 在 PA6 改性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轻量化

的作用。  

关键词：PA6；轻量化；细菌纤维素；力学性能 

MP084 

超高接枝度低密度聚乙烯接枝甲基丙烯酸甲酯对回收薄膜改性的研究 

刘馨璐,王宇超,马思宇,林俊澍,宋立忠,吴广峰*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聚氯乙烯薄膜和聚乙烯薄膜，是目前农业生产中用量最大的两种塑料薄膜。尤其是我国农业生产上可以供温室、

塑料大棚及地膜所用，每年用于农业生产的聚氯乙烯和聚乙烯薄膜数量巨大，而对于两种塑料薄膜由于其外观相似

很难进行分开回收，所以对于两者共混物的再利用势在必行。很多研究者通常对其进行接枝改性，在聚乙烯分子链

上引入极性基团，但接枝率普遍偏低，为考察高接枝率对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的增容效果，本研究通过溶液接枝法，

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接枝单体合成超高接枝度 LDOE 和 PVC 的界面增容剂 LDPE-g-PMMA。LDPE-g-PMMA 接枝度

的升高使得增容剂极性增加，与 PVC 共混过程中，符合相似相容原理，但由于 PMMA 链段较长，再接枝到 LDPE

链上后，使得 LDPE 链段运动变得困难，LDPE-g-PMMA 流动性变差，在 PVC 中分散较差，无法达到预期增容效果。 

关键词：LDPE；PVC；PMMA；接枝聚合；增容剂。 

MP085 

氧化石墨烯聚氨酯泡沫复合材料制备与吸油性 

梁前 1,2,连慧琴 1*,常炜 1,2 

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北京化工大学 

    聚氨酯泡沫材料以聚醚或聚酯多元醇及二元或者多元异氰酸酯为原料，发泡反应制备得到，具有结构形貌可控

的特点，可根据原料的不同、配比的不同，形成软硬度不同的聚氨酯泡沫材料。它具有保温、吸附性能，在建筑、

包装等多方面广泛应用。本文通过聚氨酯预聚体法得到聚氨酯泡沫材料；以氧化石墨烯为填料，通过原位聚合法得

到结构均匀的泡沫聚氨酯复合材料。实验采用红外光谱、XRD 等对泡沫聚氨酯及其复合材料进行结构表征，结果表

明制备的泡沫聚氨酯材料有良好的孔结构。对所制备的泡沫材料进行吸油性的性能检测，结果表明：FPU-GO3 泡沫

聚氨酯复合材料吸油率最好可达 2.99g/g。说明氧化石墨烯的复合材料在性能上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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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氧化石墨烯，聚氨酯泡沫；复合材料 

MP086 

通过纳米粒子的自网络行为调控聚乳酸/聚氨酯共混物的相形态及性能 

修昊 1,2,周燕 1,2,刘振伟 1,2,白红伟 1,2,傅强 1,2*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纳米粒子改性聚合物不相容共混物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而受到了广泛关注。之前研究集中在纳

米粒子在共混物中的选择性分布对体系结构与性能的作用，而最新研究表明，纳米粒子在共混物中的自组装行为也

会对其结构和性能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聚乳酸（PLA）/聚氨酯（PU）为模型，采用在聚合物熔体中拥有自网络能

力的二氧化硅（SiO2）和炭黑（CB）纳米粒子分别来调控其相形态和性能。研究发现，SiO2 和 CB 都主要选择性分

布在 PU 相内，它们的自网络行为会诱导共混物的相形态从传统的海岛结构转变为一种特殊的类双连续结构（由局部

连续的不规则形状的 PU 粒子组成），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强度和刚度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其冲击韧性，甚至当使用 CB

时，还可以实现导电双逾渗，降低体系的逾渗阈值。本文不但提供了一种简单、实用的制备高性能 PLA 材料的新方

法，而且丰富了对于纳米粒子改性聚合物不相容共混物以及导电双逾渗结构的认识。  

关键词：不相容共混物；聚乳酸；自网络；冲击韧性；导电双逾渗 

MP087 

利用双辊开炼制备各向异性导热 POE/BN 高分子复合材料 

冯昌平,陈军,杨鸣波,杨伟* 

四川大学 610065 

    高分子基导热复合材料已广泛用作电子封装材料来保证电子设备的使用寿命。利用外加电场、磁场或者剪切场

的方式控制填料在聚合物中的取向是制备高导热高分子复合材料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双辊之间

的剪切作用实现了片状 BN 在 POE 中的良好取向，然后通过层压的方式制备出了各向异性的导热 POE/BN 高分子复

合材料。利用这种方法，在垂直于 BN 取向方向上可通过切割的方式获得任意厚度的具有高导热样品。当 BN 的含量

为 43.2 vol%时取向方向的导热系数可达 6.94 W/mK（Through-plane），垂直于取向方向上的导热系数仅 0.72 W/mK。 

SEM 和 XRD 证明了 BN 在 POE 基体中取向。由于在取向方向上 POE-BN 界面较小，所以有效地降低了热量传输方

向上的热阻效应。由此，本文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通过传统的加工方式制备出了具有较高 Through-plane 导热系

数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关键词：POE/BN；导热高分子复合材料；导热各向异性；填料取向 

MP088 

基于二氧化硅包覆的碳量子点杂化光子晶体微球 

张亚文,洪日,马康哲,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光子晶体因折射率周期性变化而特有的光衍射和光带隙性质可以观察光子晶体的结构色在可见光的范围内，成

为制备各种光学功能器件的潜在材料。荧光碳量子点，作为一种新型的量子点具有独特的荧光、低毒性和生物相容

性等优异特点。然而将光子晶体与荧光碳量子点进行功能复合成为该研究领域的瓶颈，由于两者之间作用力极其微

弱，很难在传统的方法中进行有效的结合，因而寻找简易有效的方法将荧光碳量子点结合在结构色的光子晶体表面

显得十分重要。针对上述难题，本文首先采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备单分散带正电的聚苯乙烯(PS)微球，并通过水热法

合成带负电荷的荧光碳量子点与带正电荷的 PS 通过静电引力进行吸附，然后通过硅酸四乙酯原位生长的二氧化硅包

覆在杂化微球表面进行固定。通过这种操作简易、设备成本低、多功能复合的有效方法成功制备了二氧化硅包覆的

碳量子点杂化微球，并有望应用于光学编码，生物检测，化学传感与分析等领域。  

关键词：碳量子点；聚苯乙烯；二氧化硅；杂化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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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089 

立构复合作用对立体异构聚乳酸基聚氨酯性能的影响 

王平 1,王海利 1,方华高 1,2,丁运生 1,2* 

1.合肥工业大学 

2.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利用聚乳酸特殊的立构复合作用赋予材料优异的耐热性和力学性能，是立构复合聚乳酸的主要研究之一。受此

启发，本文通过立构复合物（SC）的构筑，以期提升脂肪族聚氨酯弹性体的力学及其它性能。首先，以六亚甲基二

异氰酸酯（HDI）、聚乳酸二元醇（PLA-OH）和聚己内酯二元醇（PCL-OH）为单体，通过预聚和 1,4-丁二醇（BDO）

的扩链反应，合成了立体异构聚乳酸基聚氨酯。利用聚乳酸对映异构体间的立构复合作用，通过溶液共混的方法，

制备出了立构复合型的聚乳酸基聚氨酯（SC-PUE）。应用 ATR-FTIR，WAXD，DSC，SAXS，AFM，DMA，流变和

力学性能测试等方法，研究了立构复合物对 SC-PUE 相形态和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SC 的引入使聚氨酯硬区相结

构更加规整，同时 SC-PUE 分子链间的立构复合作用使其耐热性、熔体强度、力学性能等得到有效的提升。  

关键词：聚氨酯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性；立构复合作用；微相分离；力学性能 

MP090 

离子液体化嵌段共聚物 PCL-b-PEG 对 PLA 结晶行为的影响 

周意杨 1,王平 1,刘超 1,丁运生 1,2* 

1.合肥工业大学 

2.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聚乳酸（PLA）为典型的半结晶聚合物，其结晶行为对性能有重要影响，因此对 PLA 结晶行为的调控是目前 PLA

高性能化的研究重点。本文分别将含 PCL 及 PEG 链段的嵌段共聚物（PCL-b-PEG）及其离子液体化产物（OIL）与

PLA 进行溶液共混并热压成膜，制备了 PLA、PLA/PCL-b-PEG、PLA/OIL）共混样品，并通过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偏光显微镜 (POM)和 X 射线衍射（XRD）考察了 PCL-b-PEG 及 OIL 对 PLA 结晶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IL

中的 PEG 链段和离子基元存在协同作用，使部分 PLA 的链段处于‘pre-active’状态，能明显降低 PLA 的玻璃化温度及

冷结晶温度，促进 PLA 的结晶。等温结晶测试表明，在结晶温度较低时 OIL 中的离子基元可形成离子簇促进 PLA

成核，显著提高 PLA 结晶速率；XRD 测试表明较高含量的 OIL 可使 PLA 在退火后生成完善的 α 晶体。  

关键词：聚乳酸；离子液体齐聚物；结晶行为；Pre-active；离子簇 

MP091 

二氧化钛/聚丙烯酸杂化水凝胶的制备 

袁喆,张卫英,陈旻阳,李晓*,英晓光 

福州大学 350116 

     高分子水凝胶是一类具有化学或物理交联结构、可吸收大量水分但不溶于水的高分子，以无机材料掺杂凝胶材

料可提高凝胶材料的机械性能。本文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二氧化钛溶胶，再利用二氧化钛溶胶粒子的表面羟基与丙

烯酸的羧基共价交联制备二氧化钛/聚丙烯酸杂化水凝胶，考察了 TiO2 溶胶用量以及 TiO2 溶胶中去离子水、冰醋酸

对杂化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去离子水为 1ml、冰醋酸为 2ml、二氧化钛溶胶与丙烯酸的质量比为 0.25 时，

杂化凝胶不会发生宏观相分离，复合效果良好。二氧化钛杂化前后凝胶材料的压缩性能实验表明，二氧化钛杂化可

以明显提高凝胶材料的机械强度。  

关键词：二氧化钛；聚丙烯酸；杂化水凝胶 

MP092 

静电作用构建纤维素荧光纳米复合物对 Fe3+的定量检测 

王昊英,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Fe3+作为一种金属离子，在很多生化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出一种快速、简单有效的检测方法。

本工作中，我们在碱/尿素体系中由纤维素与季铵化试剂均相合成季铵化纤维素醚（QC），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将带负

电荷的聚集诱导发光分子（AIE）复合到 QC 中，制备出一系列荧光纳米复合物 QC/AIE，考察在水体系中其对 Fe3+

的快速特异性检测。研究表明，在 QC/AIE 荧光纳米复合物在加入不同种类的金属离子后，只有 Fe3+的加入会诱导

其荧光强度发生明显的淬灭。QC/AIE 荧光复合物的荧光强度随着 Fe3+浓度的增加，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呈现线性下

降，从而实现对 Fe3+的定量检测。水体系中 QC/AIE 荧光复合物对 Fe3+检测的 pH 适用范围为 5-10 之间，检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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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μM 左右，而使 QC/AIE 复合物的荧光完全淬灭的 Fe3+的临界浓度为 400 μM。  

关键词：荧光；QC/AIE 纳米复合物；静电作用；Fe3+ 

MP093 

纤维素纳晶/荧光纤维素衍生物复合膜的结构和性能 

喻丽莎,胡昊泽,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 430072 

    纤维素纳米晶体（CNC）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天然纳米材料，具有独特的光学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能形成手性向

列结构，可将其作为模板制备多功能的复合材料。本论文，我们首先采用硫酸水解法制备 CNC，用环氧氯丙烷、氨

水依次对其表面改性得到 ACNC；其次通过点击反应制备得到荧光纤维素衍生物，其在固体状态下仍表现出明显的

荧光性质。将两物质共混制备复合膜，该复合膜不仅具有良好的荧光及液晶性质，同时可以调控其表面的亲疏水性。

将 ACNC 添加到 DMSO 溶解的荧光纤维素中，所制得复合膜的力学性能明显增强。基于此，通过调控复合膜中两组

分的比例，可以调节其荧光、结晶度、亲疏水性、力学性能等性质，制备出新型荧光/液晶复合材料。 

关键词：纤维素纳米晶体；荧光纤维素；点击反应；复合膜 

MP094 

国产 BHM3/FJN-4-01 复合材料短期湿热老化性能研究 

杨砚超 1,王贵宾 1*,张静静 2,许丽丽 2 

1.吉林大学 

2.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中有重要地位，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复合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的要求也随之提

高。高模量碳纤维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长期受到国外的封锁。北京化工大学生产的 BHM3 碳纤维是我国自主生产的

用于替代东丽 M40 级高模量碳纤维，而航空 637 所生产的 F·JN-4-01 氰酸酯树脂也已经被广泛应用。但 BHM3/ 

F·JN-4-01 复合材料的相关性能尚无完整研究。本文研究了 BHM3/ F·JN-4-01 复合材料进行短期湿热老化后 90°拉伸，

弯曲和层间剪切等性能变化，观察失效模式并分析其对 BHM3/ F·JN-4-01 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影响。 

针对实际使用条件，选取 35℃，95%RH 处理 72h 作为老化条件，研究复合材料吸湿行为和性能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BHM3/ FJN-4-01 复合材料在短期湿热老化后，处于初步吸湿阶段，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层

间剪切强度和 90°拉伸模量有所提高。  

关键词：复合材料；湿热老化；碳纤维；氰酸酯树脂 

MP095 

聚芳醚腈磁性薄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潘海,徐明珍,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1731 

    通过制备不同粒径的钕铁硼磁性颗粒，采用流延成膜的方法，制备得到不同粒径及含量的聚芳醚腈/钕铁硼磁性

薄膜。对磁性薄膜进行了 DSC、TGA、SEM 及力学性能的表征。结果显示钕铁硼粒径小于 10 μm 后对磁性薄膜有力

学增强效果，同时在该粒径下制备得到不同钕铁硼含量的聚芳醚腈/钕铁硼磁性薄膜，磁性薄膜保持了良好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及热分解温度。另外，随着钕铁硼含量的增加，磁性薄膜的拉伸强度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钕铁

硼填充量在 5 wt%时，磁性薄膜拉伸强度达到最大值 100.5 MPa，相比纯的聚芳醚腈薄膜提高了 10 %；对磁性薄膜的

断面进行 SEM 分析，结果显示钕铁硼在聚芳醚腈基体中分散效果良好。  

关键词：聚芳醚腈；钕铁硼；磁性薄膜；热学性能；拉伸强度 

MP096 

甲壳素/氧化石墨烯水凝胶材料的构筑 

郭义*,朱平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水凝胶是能够吸收并保持大量水分而又不溶于水的三维交联网络结构材料，由于其类似以大分子为基础的人体

组织结构，近年来在生物材料领域备受关注。基于天然高分子的水凝胶，如明胶、壳聚糖、纤维素、甲壳素等，因

其无毒性、生物相容性好、可生物降解，在生物材料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本工作采用冷冻/解冻法以 NaOH/尿

素水体系溶解甲壳素，然后以环氧氯丙烷为交联剂与纳米填料氧化石墨烯（GO）反应制得甲壳素/GO 杂化水凝胶，



 
 

715 
 

并对水凝胶的结构和性能进行了研究。由 SEM 图可知，水凝胶具有层状多孔与双交联网络结构，在改善其力学性能

起着重要的作用。与纯甲壳素水凝胶相比，当加入 3.2wt% GO 时，杂化水凝胶的压缩强度和应变分别提高了 262.7%

和 24.7%。细胞试验证明杂化水凝胶对 L02 细胞无毒性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这种具有多孔的结构、高的力学性能

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的甲壳素/GO 水凝胶在组织工程领域将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甲壳素；氧化石墨烯；杂化水凝胶；力学性能；生物相容性 

MP097 

HDPE/MWCNT 复合材料的流变特性、电学及力学性能研究 

王毅飞,吕福成,徐美玉,曹艳霞,王万杰* 

郑州大学 450000 

    采用羟基化多壁碳纳米管与高密度聚乙烯熔融共混制备得到 HDPE/WMCNT 复合材料。研究表明，当 WMCNT

含量为 4.2wt%时，HDPE/WMCNT 复合材料的流变曲线呈现明显的凝胶点；当 WMCNT 含量为 1wt%时，其冲击强

度达到最大值。加入 5wt% HDPE-g-MAH 后，当碳管含量达到 2.75wt%时，HDPE/WMCNT 复合材料就出现明显的

凝胶点，此时复合材料的缺口冲击强度出现极大值，达到 65.05kJ/m2，为纯高密度聚乙烯（缺口冲击强度 21.65kJ/m2）

的 3 倍。而且当碳管的质量分数达到 2.75%时，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下降 6 个数量级出现导电逾渗值。可见，

HDPE/HDPEgMA/WMCNT 复合材料特征黏弹参数-导电逾渗值-关键力学参数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可以通

过流变学的方法可快速确定复合材料的最优配方，与传统的正交试验相比大大节约了研发时间和成本。 

关键词：HDPE；碳纳米管；增容剂；导电 

MP098 

尼龙 1212/POE-g-MAH/CB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和流变特性相关性研究 

吕福成,宋遥,刘肖飞,曹艳霞,王万杰* 

郑州大学 450001 

    采用熔融共混法制备了尼龙 1212/POE-g-MAH/CB 复合材料，研究了功能化弹性体和炭黑含量对复合材料流变特

性与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 POE-g-MAH 含量的增大，尼龙 1212/POE-g-MAH/CB 复合材料在低频区呈现

明显的“第二平台”。根据损耗因子与频率无关性判据，得到了复合材料的凝胶点。凝胶点处对应的 POE-g-MAH 含量

为 22.7%，其相应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达到最大值 83.15kJ/m2，是不加弹性体复合材料的 14.5 倍。固定尼龙 1212 和

POE-g-MAH 的比例在二元体系凝胶点处，加入 CB，当炭黑含量达 11wt%时，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是尼龙

122/POE-g-MAH 体系的 1.4 倍，拉伸强度、冲击强度均有所的提高。以上实验结果表明，尼龙 1212/POE-g-MAH/CB

复合材料的特征黏弹参数与关键力学参数具有对应关系，复合材料的流变特性与力学性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尼龙 1212；POE-g-MAH；复合材料；凝胶点 

MP099 

原位生成量子点-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在白光 LED 中的应用 

杜湘云,李晴,马康哲,王彩凤,陈苏*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近些年来，具有优异荧光性能的量子点-聚合物复合材料的设计和制备成为研究的热点。原位生成法通过聚合物

基体分子的结构设计可以有效解决量子点材料在聚合物中相分离和荧光淬灭的问题，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

以丙烯酸镉(Cd(AA)2)为原料，利用原位生成法制备透明的荧光体相 CdS 量子点-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首先，以丙

烯酸镉为镉源，N-羟甲基丙烯酰胺(NMA)和 N-乙烯基己内酰胺(NVC)为单体，在常温下利用自由基聚合(FRP)制备聚

合物/Cd(AA)2 离聚物。然后将含有 Cd2+离子团簇的离聚物浸入硫脲溶液中，以硫脲为硫源，原位生成 CdS 量子点-

聚合物复合材料。通过对材料的表征考察其形态、稳定性及光学性能。结果表明，所制备的 CdS 量子点在 365 nm 的

激发波长下被激发时，在 450 nm 处有较强的荧光光谱峰，具有良好的荧光性能，在白光 LED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CdS；量子点-聚合物复合材料；光学性能；LED 

MP100 

硬核软壳核壳粒子增韧环氧树脂刚韧平衡时的临界橡胶层厚度探讨 

任小明,施德安*,涂照康,蒋涛 

湖北大学 430062 

    硬核软壳型粒子 SiO2-PBA 能够被用来增韧环氧树脂同时不损失其弹性模量和拉伸强度。通过 Sol-gel 合成方法

和种子乳液聚合工艺分别精确控制二氧化硅内核尺寸及聚丙烯酸丁酯壳层厚度。从缺口冲击试验数据分析发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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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壳层厚度 Ts 超过临界值 Tsbd 时，环氧树脂/SiO2-PBA 复合物将发生脆韧转变，并且 Tsbd 随内核尺寸 D 的增大

而增加，对于核壳粒子而言，实质上是存在着一个临界橡胶含量（10%）或临界厚径比 Ts/D（0.0375），采用高于该

临界值的核壳粒子增韧聚合物时，所有的复合物都能实现脆韧转变，但复合物的弹性模量则将随 Ts 的增长而降低，

然而，模量临界厚度值 Tsm 是大于 Tsbd，这些结果证明了脆性聚合物能在不牺牲弹性模量和强度情况下被有效增韧。 

关键词：核壳粒子；环氧树脂；脆韧转变；临界橡胶层厚度 

MP101 

线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Si604 对环氧树脂的阻燃研究 

贾珮,李怡天,蔡绪福*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4 

    环氧树脂（EP）的易燃性及离火后的持续自燃容易引发火灾的缺点，限制了其在一些有特殊要求领域的使用。

因而环氧树脂的阻燃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有机硅树脂阻燃剂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环境友好性，可改善

基体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等优点。鉴于此，以线性甲基苯基 Si604 硅树脂作为环氧树脂阻燃剂，以提高环氧树

脂阻燃性，探讨其阻燃效应及机理。以线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Si604 对 F-51 环氧树脂进行改性研究，同时加入自制反

应性有机硅树脂增容剂（HPSi）改善体系相容性。探讨了环氧阻燃体系的热性能、阻燃性能及阻燃机理。结果表明，

当 Si604 添加量为 1%，HPSi 添加量为 10%，混合体系的极限氧指数由 26 提升至 32。垂直燃烧通过 V-0 等级，并且

800℃残炭量从 14%提高到 32.03%；对残炭结构的红外分析发现，线型甲基苯基 Si604 的加入能够促进形成稳定的交

联炭化层结构。从而提高了材料的成炭阻燃性能。 

关键词：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阻燃改性；热降解。 

MP102 

PBA-g-SAN 中接枝度对 ASA/SAN 共混物力学性能的影响 

李勃润,郐羽*,罗雪妍,何佳欢,赵世博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PBA-g-SAN 接枝共聚物是一种有着优良耐候性的抗冲击改性剂，从而代替 ABS 增强聚酯和其它热塑性树脂，如

聚氯乙烯等。本文利用种子乳液聚合的方法制备出不同接枝度的 PBA 乳液，通过乳液接枝聚合的方法将 St 和 AN 接

枝到 PBA 上制得 PBA-g-SAN 接枝共聚物，然后再与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SAN 树脂）熔融共混，制成 ASA 树脂

并进行表征。分析结果表明，当接枝剂含量为单体的 0.3%wt 时，ASA 树脂的缺口冲击强度达到最大为 4.88KJ/m2，

共混物的缺口冲击强度随着接枝剂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是由于PBA-g-SAN核壳粒子在基体中分散时，

其接枝度存在一个最佳值。当接枝度过低时，橡胶粒子不能完全被壳层覆盖，橡胶粒子之间会在范德华力的作用下

相互聚集。当接枝度过高时，过强的界面粘接导致橡胶不容易引发空洞化，不利于诱导银纹和剪切屈服的发生，因

而不利于材料增韧。 

关键词：种子乳液聚合；接枝度；冲击强度；剪切屈服； 

MP103 

草酰胺衍生物对 PBA 晶体形貌、多晶型结构和热稳定性的影响 

杨进军*,梁榕,孔睿,王晓敏 

天津理工大学 300384 

    草酰胺衍生物（EDPO）和聚己二酸丁酯（PBA）制备 PBA/EDPO 复合材料。EDPO 能诱导 PBA 生成 shish-kebab

晶体结构。EDPO 提高了 PBA 的结晶温度，缩短 PBA 的结晶时间。EDPO 有利于生成 PBA-α 晶体并加快了 β→α 的

相转变。EDPO 增加了界面处 PBA 分子链的柔顺性（mobility）从而有利于 PBA-α 晶体的生成。PBA-α 晶体的结晶

温度的减少必然使 PBA 发生相转变所需的临界累计能量减少，因此在相同的 annealing 温度下，EDPO 会导致 PBA

的相转变速率加快。EDPO 提高了 PBA 的热降解温度（重量损失减少），原因为：（1）shishi-kebab 结构形成的 chamber

受限空间不利于热解时气体分散和释放；（2）EDPO 和 PBA 间存在的氢键提高了 PBA 的热稳定性；（3）含氮的 EDPO

热解释放的不燃气体降低了体系的热量，同时稀释了 PBA 释放的可燃气体浓度。 

关键词：成核剂；晶体形貌；多晶型结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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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04 

反应性共混增韧聚乳酸的研究 

张玥珺,赵西坡*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聚乳酸（PLA）被认为是最具有应用潜力的高分子材料，但 PLA 的断裂伸长率仅为 6.5%，冲击强度为 2.04 kJ/m2，

其抗冲击性能低，韧性差，严重限制了 PLA 的应用。PLA 含有（-OH）和（-COOH）反应基团，可用带多功能基团

的聚合物与其进行扩链反应生成交联结构的 PLA。本课题采用聚乙二醇（PEG）和柠檬酸（CA）与 PLA 熔融共混，

通过双含有反应基团的 PEG 和 CA 与 PLA 的酯化反应，形成交联结构。实验结果表明，在 PEG/CA 的含量为 PLA

的 15%时，共混物力学性能突变。随着 PEG/CA 含量的增加，在 30%时，断裂伸长率高达 481%，冲击强度达到

3.89kJ/m2。动态力性能测试发现，在低温区间，随着 PEG/CA 含量的增加，当 PEG/CA 含量为 15%时，在低温（-60℃

左右）出现了明显的次级转变峰，这表明共混物在熔融共混时发生了化学反应，为韧性且抗冲击强度高的材料。 

关键词：聚乳酸；反应性共混；增韧 

MP105 

新型增韧剂的制备及对 PP 增韧的研究 

宋遥,王毅飞,刘磊,曹艳霞,王万杰* 

郑州大学 450001 

    通过马来酸酐与己二胺在溶液中反应合成了马来二酰胺二酸（简称 MAAD），并将马来二酰胺二酸通过熔融接枝

方法分别接枝到 PP 和 POE 上，制备出不同接枝率的以 MAAD 为桥梁的连接 PP 和 POE 的反应性共混材料作为新型

增韧剂（PP-g-MAAD-g-POE）。采用红外光谱对 MAAD 和 PP-g-MAAD-g-POE 进行了表征，确认了增韧剂的结构。

利用所得的增韧剂与 PP 共混制备了 PP/PP-g-MAAD-g-POE 共混材料，考察了不同含量和接枝率的

PP-g-MAAD-g-POE 对 PP 的力学性能及流变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接枝率的增韧剂 PP-g-MAAD-g-POE 的加

入能够显著提高 PP 的冲击强度，比纯 PP 的冲击强度（2.87kJ/m2）提高了 20 多倍，说明制备的增韧剂对 PP 有明显

的增韧效果。冲击强度较高的共混材料的拉伸强度保留率也较高，断裂伸长率比纯 PP 也有明显提升。 

关键词：PP；反应性共混；力学性能 

MP106 

八异丁基 POSS 对 PP/POSS 复合材料热降解性能影响 

康鹏 1,2,武鹏 1,2,金滟 2,石胜鹏 2,李齐方 1*,陈广新 1,周政 1 

1.北京化工大学 

2.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3.北京化工大学 

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采用哈克双螺杆挤出机熔融共混的方法制备了 PP/ POSS 复合材料，利用热重分析仪（TGA）、红外光谱仪（FTIR）

和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分析了该复合材料在氮气和空气氛围条件下热降解行为，并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其热降解

行为差异的机理。研究发现，PP/POSS 复合材料在氮气下热降解温度高于其在空气下的热降解温度。添加不同含量

POSS 的复合材料的热失重行为基本无变化。这主要是由于 POSS 在氮气气氛下升华导致。添加不同含量 POSS 的复

合材料在空气中的热失重行为差异较大。随着 POSS 含量的增大，复合材料的热氧稳定性逐渐提高。当 POSS 添加量

为 10%时，复合材料热降解终止温度提高了近 60℃。在空气气氛下，POSS 的有机取代基团氧化分解消耗一部分热

量并产生 CO2 和 H2O 起到稀释空气的作用，减缓了复合材料的分解速度。另外，POSS 热氧化降解形成 SiO2 覆盖

在复合材料表面形成保护层进而阻隔空气与复合材料反应。 

关键词：聚丙烯；POSS；热降解；TGA；FTIR 

MP107 

聚多巴胺修饰的介孔硅球在自修复防腐涂层中的应用 

李振,危岩,吉岩* 

清华大学 100084 

    金属的腐蚀防护一直是全球工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传统的防腐涂层往往存在不耐损伤、持久性差、含有毒害

物质等缺点。近年来兴起的自修复防腐涂层技术有望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运用非表面活性剂法制备具有介孔结构的

单分散纳米硅球，并首次将其作为纳米载体负载缓蚀剂苯并三氮唑，利用聚多巴胺易于自聚成膜的特点对该介孔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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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进行表面再修饰，以达到长期控制释放的目的。将修饰后的纳米载体掺杂于有机硅/锆溶胶凝胶得到防腐复合涂

层并应于铝合金材料。采用氮气吸附，紫外-可见光谱，扫描电镜，热失重等方法考察了该介孔硅球的形貌和负载效

率，利用动电位极化曲线，电化学阻抗谱研究了涂层在盐水中对铝合金材料的防腐蚀性能。研究表明，掺杂了聚多

巴胺修饰后的纳米颗粒的复合涂层有更好的长期防腐性能。 

关键词：聚多巴胺 介孔硅球 自修复 防腐 

MP108 

聚酰肼/碳纳米管复合薄膜及其油水乳液中选择性回收贵金属离子的性能研究  

张磊,陈涛*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工农业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的废水，不仅含有油污，往往还含有贵金属离子等有害污染物，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的破坏，也造成资源的浪费。如何有效分离油污废水，从中选择性回收贵金属离子，对维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

循环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目前废水处理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在此，我们将碳纳米管油水分离薄膜与聚酰肼

高分子相结合，构建一种多功能复合薄膜，同时实现油水乳液分离和贵金属离子的选择性回收。在羧基化碳纳米管

表面接枝壳聚糖，进而利用己二酰肼处理，将壳聚糖上的羟基转变为酰肼基团，抽滤后获得一种表面超亲水/水下超

疏油的碳管复合薄膜。分离过程中，油相被薄膜阻截，水溶液中贵金属离子通过薄膜间隙，与表面酰肼基团充分接

触而被选择性、快速还原成纳米粒子并吸附在碳管表面，从而实现油水乳液分离和贵金属离子的选择性回收。这种

多功能复合薄膜为油污废水的综合治理和废弃贵金属离子的循环再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碳纳米管；聚酰肼；贵金属离子；选择性回收；油水分离 

MP109 

α-烯烃共聚物改性硅橡胶的研究 

刘超 1,黄昊鹏 1,周意杨 1,王平 1,丁运生 1,2* 

1.合肥工业大学 

2.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硅橡胶（MVQ）和 α-烯烃共聚物（POE）是两类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高分子材料，通过 POE 与 MVQ 并用，

调控 MVQ 的极性及高性能化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但两者极性差异大，因此两相的界面调控、各组分的相互作用及制

备工艺对 POE/MVQ 并用胶的结构及性能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的研究了不同结构 POE 及制备工艺对

POE/MVQ 并用胶极性和机械性能的影响，具体实验方法为先向 MVQ 中混炼 30 份 KH570 处理的白炭黑制备 MVQ

混炼胶，再选用不同结构的 α-烯烃共聚物与 MVQ 混炼胶通过开炼和热硫化工艺制备 POE/MVQ 并用胶，采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SEM）对并用胶的微观结构进行表征，并测试了其力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α-烯烃共聚物选用乙烯-

己烯共聚物，POE、MVQ 和 KH570 处理的白炭黑质量比为 40/60/30 时，POE/MVQ 并用胶极性较低，机械性能较好，

撕裂强度可达 27 KN/m。 

关键词：硅橡胶；热塑性聚烯烃弹性体；高性能化；极性调控；制备工艺 

MP110 

花菁染料掺杂的多孔纤维膜用于变色氨气检测 

冀辰东,潘凯*,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氨气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同时也是农业、畜牧业中产生的主要废气之一。环境氨气浓度过高不但会导致人

员中毒，还可能引发燃烧爆炸等重大事故。现有的氨气检测方法包括气相色谱-质谱系统、电化学系统及光谱检测等。

但这些方法所用设施昂贵复杂，体积巨大，为实际应用带来不便。在此，我们设计制备了一种基于有机染料的变色

氨气检测膜，可以实现灵敏、直观的氨气检测。将花菁染料分子（D1）掺杂于聚乳酸中，通过湿度控制，静电纺丝

得到一种超细多孔纤维膜 PLA-Cy。该薄膜在接触氨气后由白色变为蓝色，并且有着较高的灵敏性（检测极限为 3.3 

ppm）和选择性。通过溶液光谱和电镜研究了薄膜变色的机理：D1 在聚乳酸基体中聚集，薄膜显白色；氨气使 D1

离子化解聚并在基体中扩散，薄膜变为蓝色。 综上，通过染料在静电纺丝纤维中的聚集状态改变，PLA-Cy 膜实现

了对氨气的变色指示。并且，该检测膜具有灵敏性和实用性，在工农业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键词：花菁；聚乳酸；静电纺丝膜；氨气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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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11 

离子液体修饰石墨烯及其对氟醚橡胶性能的影响 

王昊*,张继华,赵云峰,吴福迪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100076 

    本研究采用化学法和热还原法制备了离子液体（IL）修饰的石墨烯（TrGO-IL）。红外光谱证明了 IL 通过酰胺键

接枝于石墨烯表面的反应机理；热重曲线结果发现 TrGO-IL 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满足橡胶的高温使用要求；微观

形貌测试表明制备的 TrGO-IL 具有单层或寡层片层搭接的纳米多孔结构，有助于在橡胶中的均匀分散。本研究同时

采用液相混合方法分别制备了 TrGO-IL 及未修饰石墨烯（TrGO）填充的氟醚橡胶。测试结果表明，IL 通过其含氟结

构与氟醚橡胶分子链间的物理相互作用，形成了物理交联点，在体系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改善了石墨烯在氟醚橡胶

中的分散性及石墨烯与橡胶基体的相容性，提高了氟醚橡胶的交联密度、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制备的 TrGO-IL

填料展现出优异的补强效率，仅添加 1 份即可以使氟醚橡胶的拉伸强度提高 64%。 

关键词：离子液体；石墨烯；氟醚橡胶；微观形貌；力学性能 

MP112 

聚合物/SiO2 纳米复合胶乳膜的微相结构调控及其性能研究 

高峰,崔中兰,王刚,戚栋明*,曹志海*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无机纳米粒子在复合膜中的分散状态会对薄膜性能产生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无机纳米粒子的表面改性，随后进

行接枝聚合能够改善无机粒子在成膜过程的分散聚集状态。本研究采用原位细乳液技术制备了具有不同接枝程度的

聚合物/SiO2 纳米复合粒子。通过改变软硬单体配比和交联剂用量，方便地调节了聚合物/SiO2 纳米复合粒子中基体

聚合物的黏流能力，进而达到了控制无机颗粒在复合乳胶膜中分散状态的目的，最终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所制复合乳

胶膜的透明性和韧性。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于接枝复合胶乳烘焙成膜这一多相多组分成型加工体系的发展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关键词：聚合物/无机颗粒纳米复合粒子；烘焙成膜；复合膜；微相结构；形貌 

MP113 

聚多巴胺包覆多壁碳纳米管/EPDM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俞江焘,方华高*,丁运生*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多壁碳纳米管（MWCNT），由于特殊的化学结构和诸多优异性能，广泛应用于催化，储能，材料增强等领域，

其显著的气体吸附性能和阻隔性为高分子材料阻燃提供了可能。但 MWCNT 易聚集，表面较少的官能团限制了化学

改性，阻碍其进一步应用。聚多巴胺是贻贝类生物分泌的粘性蛋白质的主要成分，在碱性有氧条件下发生氧化自聚

生成聚多巴胺，其儿多酚结构在阻燃时具有捕获自由基的性能，因此在 MWCNT 表面包覆聚多巴胺，不仅能够改善

MWCNT 的分散性，同时能够协效阻燃。三元乙丙橡胶具有优异的性能，诸如耐候、耐老化性能和耐热水性，在很

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但本身极易燃烧且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烟。本文制备的聚多巴胺包覆 MWCNT 其在

EPDM 分散良好，研究了聚多巴胺包覆 MWCNT 在 0.5-4wt%添加量时，对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导电性能的影响，

随着添加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电阻率出现下降，燃烧时的抑烟效果显著。 

关键词：多壁碳纳米管；聚多巴胺；EPDM；阻燃 

MP114 

协同表面处理对聚乙烯木塑复合材料胶接耐水性的影响 

侯玉双,张大伟,赵佳宁,邸明伟*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聚乙烯木塑复合材料兼具木材和塑料的双重优点，广泛用于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然而，聚乙烯木塑复合材中

低表面能的聚乙烯成分造成这类材料难以胶接，极大限制了材料的应用。采用多异氰酸酯涂覆与射流等离子体放电

协同对聚乙烯木塑复合材进行表面处理以改善其胶接性能，利用接触角和胶接强度测试以及 SEM、FTIR 等方法研究

了协同表面处理对复合材料胶接耐水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协同表面处理后，复合材料的胶接强度和胶接耐水性

能均得到明显改善。与未处理试样相比，协同处理后的试样表面润湿性和粗糙度增加，表面出现大量–OH、C–O、

C=O 等含氧极性基团，且多异氰酸酯与材料表面形成化学键接。这些表面性质的改变以及化学键接的形成改善了复

合材料的胶接性能。水环境下，材料胶接界面的表面性质会在水的长期作用下发生改变，造成胶接接头的耐久失效，

而协同表面处理会延缓胶接界面性质的变化程度，从而保证了胶接接头的耐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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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乙烯木塑复合材料；多异氰酸酯；射流等离子体；协同表面处理；胶接耐水性 

MP115 

聚碳酸酯/氮化硼导热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王进炜,李红蕊,翟乐,瞿雄伟* 

河北工业大学 300130 

    聚碳酸酯（PC）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已广泛用于电子电气、照明领域，但其热导率仅为 0.2367 W/(m·K)，作

为电气外壳、光学零件使用时，经常出现过热现象，存在安全隐患。本文将 PC 与高导热六方氮化硼（h-BN）粒子

共混制备了一系列高导热、绝缘复合材料，大幅提高了 PC 的导热性能。为了改善 BN 与 PC 间界面相容性，利用静

电作用，在 BN 表面吸附了一层阳离子聚苯乙烯（c-PS）微球。对改性前后 BN 的 FTIR、TGA 及形貌分析表明，c-PS

有效吸附在了 BN 表面。20wt% s-BN 填充时，复合材料热导率最高，为 0.7003W/(m·K)，是纯 PC 的 2.96 倍。复合

材料 SEM 观察发现，c-PS 可以改善 PC 与 BN 间相容性，且复合材料在 5wt% s-BN 填充时，热稳定性最好，热失重

5%的温度较纯 PC 提高 57.1℃。复合材料电绝缘性能仍保持较高水平，可满足电气领域使用要求，是一种理想的热

管理和电气外壳用材料。 

关键词：热导率；聚碳酸酯；氮化硼；静电作用；复合材料 

MP116 

聚合物原位核壳粒子增韧聚丙烯的机理研究 

贾二文,上官勇刚*,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聚合物原位核壳粒子增韧聚丙烯（PP）可实现强韧平衡，但增韧机理尚不明确。本文选用三种聚乙烯（PE）与乙

丙橡胶（EPR）增韧 PP，发现 PP/EPR/高密度聚乙烯（HDPE）和 PP/EPR/中密度聚乙烯为韧性材料，PP/EPR/低密度

聚乙烯（LDPE）为脆性材料。三种 PE 均与 EPR 形成原位核壳粒子，PE 为核，EPR 为壳，尺寸无差异。结晶影响

被排除，三种 PE 均提高 EPR 的 Tg 和损耗峰面积，这缘于组分间收缩率不匹配，壳对核产生界面压应力。韧性材料

基体发生剪切屈服，部分核发生剪切屈服，脆性材料则没有。实验结果表明，三种 PE 中 LDPE 与 EPR 的界面强度

最差。少量 LDPE 可使韧性材料变脆，两种 PE 形成复合核，LDPE 位于复合核外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核壳结构增

韧机理：核与壳需一定界面强度传递应力，界面压应力促进核屈服，耗散部分能量。最终，核的屈服与橡胶壳层空

穴化共同释放三轴应力，促进基体剪切带渝渗。 

关键词：核壳结构粒子、增韧机理、界面强度、剪切屈服 

MP117 

仿生自修复多巴胺聚氨酯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宋盛菊 1*,雍颖琼 1,袁本立 1,刘冬 1,王琳娜 1,阳佳 1 

1.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本文合成一种新型的功能化合物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将其作为聚合单体，采用溶液聚合的方法，制备出含多

巴胺的新型聚氨酯复合材料。本文将聚氨酯和多巴胺二者的优点相结合，通过调整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甲酯在共混

物中的含量(质量分数 0-30%)，制备出高自修复率和优良力学性能的热可逆自修复聚氨酯材料。采用 FT-IR，DSC 等

测试方法分析研究聚氨酯中的多巴胺结构的可逆性能，并采用 POM、拉伸性能测试验证此类聚氨酯的热修复性能。

本文研究了基于多巴胺的含量和密度是影响此类自修复聚氨酯的修复效率的重要因素。考察了多巴胺的含量对聚氨

酯力学性能和修复效率的影响，聚多巴胺甲基丙烯酰胺 10% Wt.，材料具有最好的力学性能，自修复效率达到 90%。

通过与多巴胺聚合物进行溶液混合来轻松改性聚氨酯等软质材料，为设计和研发新型聚氨酯材料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自修复；聚氨酯；多巴胺；共混材料 

MP118 

PVB/TPEE 的相容性与力学性能研究 

张萍,曹艳霞* 

郑州大学 450001 

    本文利用双螺杆挤出机将不同配比的 PVB 与 TPEE 熔融共混，采用 SEM、DSC 以及电子拉力试验机对共混物的

微观结构形貌、热力学性质及力学性质分别进行了表征，探究原料的不同配比对共混物相容性及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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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PVB 与 TPEE 分子间的氢键作用降低了 TPEE 的结晶能力，同时也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容性；当 PVB 含

量不超过 30%时，PVB 以较小的液滴形态分布在 TPEE 基质中，当 PVB 含量为 40%和 50%时，PVB 与 TPEE 形成了

相畴较小的共连续结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撕裂强度都随着 PVB 含量的增加而降低，而共混物的硬度先降低，

当 PVB 含量大于 30%后，硬度开始增大，当 PVB 含量为 50%时，共混物的硬度与纯 TPEE 的硬度相近。上述结果

暗示：虽然 PVB 与 TPEE 之间有较好的相容性，但分子间氢键的作用破坏了 TPEE 的微相分离结构，反而降低了共

混物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TPEE/PVB 共混物；相容性；力学性能 

MP119 

单分散介孔 SBA-15 制备及其增强环氧树脂研究 

高朋,余传柏*,高满,梁衍,韦春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4 

    近年来，介孔材料作为增强组分改性聚合物的研究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介孔材料具有较高比表面积、有

序孔道的结构特征，使聚合物分子链或链段较易进入介孔孔道内，从而形成有机-无机互穿网络结构，这种结构有利

于提高两相间的界面相容性，从而提高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本课题组以介孔材料 SBA-15 为研究对象，利

用静止法合成了结构有序的单分散 SBA-15，并对其进行偶联处理，通过与环氧树脂熔融共混、浇铸成型和后固化等

工艺，制得 SBA-15/EP 复合材料。利用 FTIR、XRD、SEM、TEM 和 N2 吸附等手段对 SBA-15 进行表征，并测试了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热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合成的 SBA-15 具有较好的单分散性和介孔结构特征。经单分散

SBA-15 增强后的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SBA-15 在环氧树脂基体中有较好的分散性，与纯环氧树脂相比较，SBA-15/EP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都有较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单分散； SBA-15；环氧树脂 

MP120 

纳米复合材料的微结构设计与调控及其对导电性能的影响 

张齐艳,张博媛,郭朝霞*,于建* 

清华大学 100084 

    聚合物基导电复合材料具有电阻率可调、易加工、成本低等优点，在很多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调控

导电填料的分布构筑高效的导电网络以降低逾渗值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通过在热塑性聚氨酯/炭黑

(TPU/CB)体系和聚甲醛(POM)/TPU/CB 体系中分别加入 COPA 和 PA6，构筑了两种类型的高效导电网络：海岛结构

的界面导电网络和共混物相内导电网络。其原理均是利用 CB 在混炼过程中对 TPU 和 PA 的吸附，使其变成 Janus 粒

子分布在海岛结构 TPU/PA 的界面。研究发现虽然在 TPU/CB/COPA 体系中共混物基体不是双连续结构，构筑的海岛

结构界面导电网络也十分高效，可使体系逾渗值下降 46%；在 POM/TPU/CB 体系的 TPU 相内加入少量 PA6，可以诱

导 CB 在 TPU 相内的重新分布，虽然 CB 没有分布在 POM/TPU 双连续结构的界面，但这种相内导电网络同样十分

高效，可使体系逾渗值下降 50%。 

关键词：导电复合材料；炭黑；导电网络；界面；逾渗值 

MP121 

碳点基超长室温磷光材料的研究 

苟慧琳,刘彦峰,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46 

室温磷光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有机电子学，光电器件，化学、生物检测等领域。传统的磷光材料大多是含稀土

元素的无机材料，贵金属配合物和纯有机化合物。然而这些材料往往有着高成本，有细胞毒性，需要复杂的制备过

程等缺点。另外，很多传统磷光材料磷光寿命只能达到微秒至几毫秒，如此短的衰减时间在很多持续发光的领域应

用都受到了限制。近年来，碳点作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因其优异的光学和化学性质，简单的制备和修饰手段，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将碳点作为磷光体，用水溶性高分子作为固体基质，得到了碳点基磷光复合

材料。克服了传统无机磷光材料的种种缺点，同时获得了肉眼可见的数秒长的余晖时间。因该碳点基磷光材料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和磷光性能，将进一步探索将其应用于生物成像和光电器件领域。  

关键词：室温磷光；碳点；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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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22 

POSS-MoS2/PMMA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限幅性能研究 

廖峭波,邓国庆,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纳米 MoS2 作为一种新型的二维纳米材料，拥有优异的力学，电学和非线性光学性能，将其掺杂进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PMMA）等聚合物基底中能够预期得到具有光限幅性能的复合材料。然而，未修饰的纳米 MoS2 片层与聚合物

基底的相互作用较差限制了其制备与应用。本文将苯基 POSS 修饰到纳米 MoS2 的表面以提高纳米 MoS2 的掺杂效果。

TEM，FT-IR 和 XPS 等的表征结果表明苯基 POSS 成功地修饰到了纳米 MoS2 的表面。将苯基 POSS 修饰的纳米 MoS2

与 PMMA 通过简便的溶液混合法进行复合。SEM 测试表明苯基 POSS 修饰的纳米 MoS2 在基底中分散均匀。从光限

幅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微量的功能化纳米 MoS2 的加入即可赋予复合材料光限幅性能，其效果随着填料加入量的增

多而加强。另外，动态热机械分析（DMA）和热重（TGA）的测试结果均表明，该功能化纳米 MoS2 的加入还可以

显著提高复合材料的热力学性能。  

关键词：纳米 MoS2;复合材料; POSS; 光限幅性能 

MP123 

有机磷酸掺杂交联聚乙烯醇制备质子交换膜 

郑豪,陈金耀*,曹亚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0065 

聚乙烯醇（PVA）由于具有良好的成膜性和阻醇性能，价格低廉，可生物降解等特点而被广泛的用于制备直接甲

醇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与无机磷酸相比，有机磷酸基团以 C-P 键直接与基体主链或侧链相连，避免了无机磷酸易

流失和腐蚀性的问题。为探究有机磷酸用于质子交换膜的作用，本文以戊二醛为交联剂，通过熔融浇铸法，将三种

有机磷酸 2-羟基膦酸基乙酸（HPAA）、2-膦酸丁烷-1,2,4-三羧酸（PBTCA）、氨基三亚甲基磷酸（ATMP）掺杂到聚

乙烯醇中，制备新型的磷酸化 PVA 质子交换膜。利用傅里叶红外（FTIR）、交流阻抗法（EIS）、万能力学测试机（MTS）

对膜的结构和性能进行表征，研究结果表明，掺杂有机磷酸可有效地提高聚乙烯醇的质子电导率，并随着有机磷酸

含量的增加，PVA 膜的质子电导率也随之增加，但 PVA 膜机械性能有一定的下降。 

关键词：聚乙烯醇；有机磷酸；质子交换膜 

MP124 

 “界面粒子”对不相容聚合物共混体系的增容机理研究 

王亨缇,李勇进*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310036 

反应性增容是改善聚合物相容性以实现高效增容的有效方法。然而传统增容剂在熔融共混中,极易迁移界面形成

胶束，降低增容效率。因此，本文首次提出通过反应性共混，原位形成界面纳米粒子的全新增容机理。首先，我们

利用“attaching onto”法合成出一种兼具环氧基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长侧链的 SiO2 粒子，以此增容不相容聚乳

酸/聚偏氟乙烯(PLLA/PVDF)共混体系。该粒子在熔融共混中能与 PLLA 中端羧基发生高效开环反应，形成双接枝产

物；且由于 PMMA 与 PVDF 分子水平相容，接枝产物能进一步在 PVDF/PLLA 界面自组装形成具有各向异性双面壳

构造的粒子。它不仅提高相容性，且能长期稳定存在界面。这种新型“界面粒子”真正实现纳米填料对不相容共混体系

的热力学增容，为制备功能性复合材料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PVDF/PLLA 共混体系；界面粒子；反应性增容； 

MP125 

功能型防老化白炭黑/溶聚丁苯橡胶复合材料的实验与分子模拟研究 

罗开强,刘丽园,罗艳龙,李光娟,蔡飞,吴丝竹*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通过 r-巯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偶联剂将防老剂 N-(4-苯胺基苯基)马来酰亚胺（MC）接枝到白炭黑表面，得到

功能型防老化白炭黑，研究了与溶聚丁苯橡胶（SSBR）复合后的力学性能和热氧老化性能。结果表明：（1）与未改

性的白炭黑相比，功能型防老化白炭黑在橡胶基体中的分散得到改善，提高了对 SSBR 的补强作用；（2）在 100℃热

氧老化条件下，负载型防老剂 MC 在短期老化时不及小分子防老剂 MC 的防护效果，但长期老化其防护效果却优于

小分子防老剂，可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通过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多尺度进行模拟计算，得到了 SSBR 的 C-H 键

及防老剂 N-H 键的解离自由能、均方位移等参数，研究了防老剂高效性、迁移性对防护效果的影响，从白炭黑与 SSBR

结合能角度的分子层面出发分析白炭黑的补强效果，表明了分子模拟方法能够从微观结构半定量或定量地解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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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性能的变化，对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功能型防老化白炭黑；溶聚丁苯橡胶；补强；热氧老化；分子模拟 

MP126 

离子液体基 Janus 纳米颗粒 

赵若彤* 

1.北京师范大学 

2.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以雪人状二氧化硅@聚苯乙烯/聚二乙烯基苯（Silica@PS/PDVB）Janus 颗粒为原料，通过三乙氧基-3-(2-咪唑-1-

啉基)丙烷基硅烷对 Janus 颗粒的二氧化硅一侧改性，得到咪唑啉基修饰的 Silica@PS/PDVB Janus 颗粒。进一步通过

咪唑啉与氯代正丁烷的反应实现离子液体化，得到二氧化硅一侧为阴离子为 Cl- 的离子液体基团，另一侧为 PS/PDVB

的 Janus 颗粒。利用不同阴离子基团的离子液体亲水性不同的特点，通过阴离子交换，实现了离子液体基 Janus 颗粒

的离子液体修饰一侧从亲水到疏水的可逆调控。将该 Janus 颗粒作为一种固体乳化剂，其能够稳定油水界面形成稳定

乳液。同时，利用其离子响应表面润湿性调控的特点，可通过改变水相的离子环境来对乳液的稳定性进行操控。  

关键词：Janus 颗粒 离子液体 离子响应性 固体乳化剂 

MP127 

高韧性导电聚酯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胡渊蛟,宋士新,毕秀杰,丁乙桐,吕雪,孙树林*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碳纳米管（CNTs）作为填料用于提高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聚碳酸 （PC）共混物的导电性能。另一

方面为了提高共混物的韧性，固定 CNTs 的含量为 2%，加入不同分子量调节剂 (TDDM)制备的核壳增韧剂

MBS-g-GMA，经过熔融共混制得 PBT/PC/MWCNTs/MBS-g-GMA 复合材料。介电和导电性能的测试表明 TDDM-0

的 MBS-g-GMA 复合物导电性和介电性相较于 TDDM-4 和 TDDM-8 的复合物更优。随着 TDDM 的增加导电性会逐

渐下降，冲击强度也会逐渐下降。随着 MBS-g-GMA 的增加冲击强度会增加导电性会逐渐下降。同样的变化规律在

介电性测试中也可以观察到。交流电导率、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有着同样的变化规律。冲击强度能随着 MBS-g-GMA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 TDDM 含量的增加而减少。 

关键词：碳纳米管；MBS-g-GMA；电导率；冲击强度 

MP128 

Zwitterionic Carbon Nanotube Assisted Thin-film Nanocomposite Membrane with 

Excellent Mono/Divalent Ions Separation Efficiency for Brackish Water 

郑峻峰,张轩*,姚宇健,张雯 

南京理工大学 210094 

CNT was initially conducted by grafting copolymers via ATRP reaction. The highly polar sulfonic acid groups improved 

the dispersity of the fillers greatly. The most optimal membrane with a ZCNT dosage of 0.01% showed nearly 31% 

enhancement in water permeability probably. Besides, it also exhibited MgSO4/NaCl selectivity, 2.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istine one.  

关键词：Nanofiltration; High flux; Zwitterionic CNT; Mono/divalent ions fractionation. 

MP129 

抗静电聚丙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顾森林,曹欢,李勇进*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3100000 

抗静电聚丙烯材料有着重要的工业应用价值，传统的抗静电改性方法有两种：一是添加导电填料，这往往会对

材料的力学性能以及色泽产生影响，二是添加两亲性分子，但也面临与聚丙烯基体相容性差，抗静电性能对环境的

湿度具有依赖性等缺陷。有机盐及离子液体因其优异的热和化学稳定性以及离子导电性被认为是一类新型高分子抗

静电剂。此外，玻璃纤维已被广泛用作聚丙烯的增强填料。然而，对于抗静电玻纤增强聚丙烯材料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首次使用熔融共混的方法通过在聚丙烯玻纤体系中加入微量的有机盐制备出了一种具有优异抗静电性能的玻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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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研究发现有机盐与玻璃纤维在提高聚丙烯复合物的抗静电以及力学性能方面具有显著的协同

作用。一方面，在固定有机盐含量的情况下，随着复合物中玻璃纤维含量的增加，体系的抗静电性能得以增加。另

一方面，有机盐可以增强玻纤与聚丙烯基体之间的界面粘结性，从而使复合物的力学性能得以改善。 

关键词：玻璃纤维；有机盐；熔融共混；聚丙烯；网络 

MP130 

纤维素纳米纤维对水性涂料性能的改进 

刘旭冉,王超,吴敏*,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传统的溶剂型涂料在制造、施工和固化等过程中会散发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威胁

人体健康。水性涂料采用水作为溶剂或者分散介质，与溶剂型涂料相比，具有清洁环保、不燃不爆、低碳健康等特

点，被广泛使用于木制家具、墙面、汽车、铁路车辆等领域。但作为一种新兴材料，水性涂料也存在耐水性和耐溶

剂性差、硬度低、光泽差以及干燥速度慢等缺点。纤维素纳米纤维（CNF）具有较大的长径比和比表面积、大量表

面活性反应基团以及良好的力学性能，可作为涂料改性的添加剂。本文用机械球磨法成功制备表面羧基改性的纤维

素纳米纤维，并探究其对涂料涂膜性能的改进。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旋转流变仪、DSC、SEM 和拉伸测试仪对其

相关性能进行了表征，得到涂膜的粘度、力学性能均有很大的提高。 

关键词：涂料；水性；添加剂；纳米纤维素 

MP131 

磁性核壳有机微孔纳米球制备及其在铬(Ⅵ)吸附分离中的应用 

周铭洪,黄琨*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241 

多功能磁性纳米粒子由于在化工、生物、医药、环境等多方面的广泛应用，一直以来都是材料科学研究的热点。

本文以一种以开环聚合(ROP)和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制备的聚乳酸/聚苯乙烯嵌段聚合物为前驱体，在四氯化

碳溶液中通过超交联诱导自组装制备出了具有中空结构的有机微孔纳米球，随后通过沉淀法合成具有核壳结构的磁

性有机微孔纳米球，其饱和磁化强度为 25 emu/g。 最后，利用富余在纳米球表面的溴代引发剂进一步枝接聚甲基丙

烯酸脱水甘油酯，氨解环氧基制备得到氨基功能化的磁性核壳有机微孔纳米球。该磁性球对铬(Ⅵ)溶液吸附表明，室

温下、pH=3、铬(Ⅵ)起始浓度为 100 mg/L 时，其饱和吸附量达到 130 mg/g。此外，吸附循环实验表明，该氨基化的

磁性核壳有机微孔纳米球经过六次吸附脱附后还保留较高的吸附量。 

关键词：磁性有机微孔纳米球；超交联诱导自组装；聚乳酸/聚苯乙烯嵌段聚合物；铬(Ⅵ)吸附 

MP132 

MMA-co-MAA 对 PVDF 亲水化改性研究 

丁乙桐,孙树林*,毕秀杰,胡渊蛟,宋士新,吕雪,张杨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本文采用甲基丙烯酸 MAA作为亲水性反应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作为相容剂，N,N-二甲基乙酰胺（DMAc）

作为溶液。以不同浓度的 MMA/MAA 共聚物作为改性剂，通过原位聚合的聚合方法得到了 PVDF 杂化膜。为了研究

MMA/MAA 共聚物是否能作为改性剂来改变 PVDF 膜的性质，我们对含有不同 MMA/MAA 比例的共聚物杂化膜进

行了系统测试和表征。复合膜的性能研究表明：MMA/MAA 共聚物与 PVDF 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并且对 PVDF 的结

晶度和熔点都分别产生影响。加入 MMA/MAA 的杂化膜的接触角相比于纯 PVDF 的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体系中

MAA 的添加量的增加，使膜表面的亲水性增强。因此，MMA/MAA 共聚物可作为改性剂，通过原位聚合的方法来

改善 PVDF 亲水性。 

关键词：原位聚合；PVDF；MAA；MMA；亲水性 

MP133 

聚碳酸亚丙酯/衣康酸酐复合材料制备和性能 

宋鹏飞*,冉宝成,尚应琦,王豪,康丽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730070 

聚碳酸亚丙酯（PPC）是二氧化碳和环氧丙烷共聚物，提高 PPC 性能，扩大其应用，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

利用衣康酸酐共混改性聚碳酸亚丙酯，考察改性 PPC 性能。通过溶液共混方法实现衣康酸酐封端改性 PPC，研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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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酸酐双键反应活性，实现 PPC 封端后改性。研究结果表明，共混反应温度为 60℃，衣康酸酐可以有效封端 PPC，

提高反应温度，衣康酸酐双键进一步反应，实现封端 PPC 的扩链或交联。利用 FTIR、1H NMR、GPC 等表征衣康酸

酐改性 PPC 结构。考察改性 PPC 的热性能、力学性能和降解性能，结果表明，改性后 PPC 的玻璃化温度、热稳定性

能明显提高，相比较纯的 PPC，最大热分解温度提高 40℃。改性 PPC 的最大拉伸强度达到 49.7MPa。衣康酸酐改性

PPC 具有良好的亲水性能和降解性能，吸水率较 PPC 提高 200%，改性 PPC 在 pH 为 7.4 的磷酸缓冲液中降解，10

周后聚合物降解失重率达到 12%。  

关键词：聚碳酸亚丙酯；衣康酸酐；溶液共混；封端 

MP134 

氰酸酯/环氧树脂聚合物固化反应及动力学研究 

雷阳雪,徐明珍,姜明利,黄宇敏,韩增茂,秦猛,刘孝波* 

电子科技大学 610054 

随着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新型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大，而电子材料更是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环氧树脂因

为其高模量和强度，良好的电阻和加工性，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此外，氰酸酯凭借其

优异的介电性能、机械性能和热稳定性，也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及复合材料领域。由于氰酸酯/环氧共聚物的优良性能，

它们的固化反应机理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体系的固化过程，确定反应的固化流程和条件，

我们采用了 DSC 等相关技术手段，研究讨论了该体系的固化反应及动力学。  

关键词：固化动力学；氰酸酯；环氧 

MP135 

氧化石墨烯的含氧基团对双酚 A 苯并噁嗪开环聚合与热性能的影响 

王云晶,高秀秀,张文凯* 

河南大学 475004 

随着电子器件的微型化、工作频率的增加导致器件的工作温度不断上升，其性能、稳定性和寿命正经受严峻的

考验。此外，一些新应用的出现，例如三维芯片，发光二极管等，散热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此采用

高导热材料将电子设备中产生的热量快速、有效的移除以维持设备的操作温度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择本实验室前

期合成的耐高温双酚 A 型苯并噁嗪树脂为基体，含氧功能基团丰富的氧化石墨烯（GO）为导热填料，设计制备具有

导热增强效应的聚苯并噁嗪/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通过扫描电镜对材料的形貌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GO在BA-a

基体中能够较好的分散；并且由 DSC 数据表明，随着 GO 添加量的增大，材料的固化温度区间及固化度增加，说明

GO 的引入，对材料的固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激光导热仪分析了 PBA-a/GO 的导热性能，由热导率数据可知，

随着 GO 的增大，材料的热导率提高且当添加量为 6 %时，其增强因子达到 176 %。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苯并噁嗪；固化；导热 

MP136 

杂化交联橡胶的力学及流变行为 

夏鑫鑫,上官勇刚*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310027 

物理相互作用对橡胶补强有一定的贡献。本文采用机械共混的方法，将天然橡胶(Natural rubber, NR)与对乙烯基

苯酚（4-Vinylphenol, VP）的酚羟基保护产物（VPd）、过氧化物引发剂进行混合后进行混炼胶硫化，并用溶胀方法对

羟基进行脱保护。橡胶硫化交联时，VPd 会以支链或侧基的形式接枝到橡胶分子主链上，也可能发生自聚，以长链

的形式将橡胶分子链交联起来。在橡胶硫化及 VPd 的酚羟基脱保护之后，橡胶体系中除共价交联外，还有对乙烯基

苯酚单元之间的氢键、缠结等物理相互作用，形成杂化交联。这种杂化交联结构中的物理相互作用相当于一种牺牲

键，结果显示，酚羟基脱保护之后的硫化胶与没有脱保护的硫化胶相比，定伸应力、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均有提高

（断裂强度提高约 60%，断裂伸长提高约 10%）。这种杂化交联的方法对橡胶材料的进一步强韧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然橡胶；杂化交联；对乙烯基苯酚；氢键 

MP137 

PLA/PBAT/E51 共混物的制备及流变性能 

辜婷 1,2,朱大勇 1,2,庞艳梅 1,2,鲁圣军*1,2 

1.贵州大学 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逐渐短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材料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聚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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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是一种可完全生物降解的脂肪族聚酯，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优良的可加工性能等优点，

但热稳定性差、脆性大以及结晶速率慢等缺点严重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PBAT）

是一种可生物降解材料，它具有优异的韧性、加工性以及断裂伸长率高等优点。本研究以环氧树脂（E51）作为增容

剂，将 PBAT 与 PLA 进行反应性熔融共混，得到一种高韧性的合金材料。研究发现，不同 E51 含量下 PLA/PBAT/E51

复合材料表现出典型的线性流变行为，在低频区，复合材料的黏性形变行为优于弹性行为，当频率增大后，分子链

的松弛时间短于观察时间，复合材料的弹性行为优于黏性行为，材料呈现出类-固体行为。 

关键词：聚乳酸；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反应性增容；流变性能 

MP138 

聚磷腈纳米管/碳纤维多尺度杂化增强体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陈祥 1,2,3,徐海兵*1,刘东 1,颜春 1,祝颖丹*1,吴晓飞 1 

1.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宁波大红鹰学院 

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具有轻质高强等优异的性能，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国防和体育等领域。

界面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性能的发挥至关重要，为改善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界面性能，在碳纤维与树脂界面引入纳

米级增强相是改善复合材料界面黏结性能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中采用六氯环三磷腈与 4,4'-二羟基二苯砜为共聚单体，

通过原位模板交联共聚，一步法制备了聚磷腈纳米管/碳纤维多尺度杂化碳纤维增强体。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

和扫描电镜（SEM）表征多尺度杂化增强体的形貌和粗糙度，采用透射电镜（TEM）表征聚磷腈纳米管结构形态，

采用单丝微脱粘法分析了多尺度杂化碳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的界面剪切强度，采用单纤维物性分析仪测试纤维单

丝拉伸强度。结果表明：经表面改性之后，多尺度杂化碳纤维的表面粗糙度增加了 113.3%～212.8%，界面剪切强度

提高了 26.4%，单丝拉伸强度提高了 16.3%。 

关键词：碳纤维；复合材料；界面；聚磷腈纳米管 

MP139 

聚罗丹宁改性纳米填料及其在橡胶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杨志军,邝文意,吴显,唐征海,郭宝春*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橡胶是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其高性能化和功能化对其在国民经济、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概述本实验室利用聚罗丹宁改性纳米填料对橡胶复合材料进行补强及功能化的相关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聚罗

丹宁改性填料可与橡胶加工过程中的分子链自由基接枝反应，从而强化填料与橡胶基体间的界面相互作用并抑制填

料的聚集，进而有效提升复合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此外，橡胶/聚罗丹宁改性填料共混胶中可分离获得进一步接枝

橡胶分子链的改性填料，从而赋予了填料广泛的有机可溶性，为其拓展其应用领域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通过简

单的真空自组装可制备出功能性（如导电、导热等）的柔性薄膜。这一填料改性方法为橡胶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化及

功能化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橡胶；聚罗丹宁；纳米填料；增强；功能化 

MP140 

PVDF-b-PDMAEMA 嵌段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共混膜性能研究 

朱忠凯 1,2,张炉青 1,2,张书香*1,2 

1.济南大学 

2.山东省氟化学化工材料重点实验室 

由于杰出的耐腐蚀性、优良的机械性能和良好的成膜性能，聚偏氟乙烯（PVDF）是最有前景的高分子膜材料之

一。但 PVDF 膜强的疏水性会在使用过程中吸附截留物，导致膜污染，水通量下降。对其进行亲水改性具有重要意

义。聚甲基丙烯酸二甲氨乙酯（PDMAEMA）是一种典型的亲水性材料，在本文中，利用碘转移聚合制备的 PVDF

大分子链转移剂制备出 PVDF 为锚定链段，PDMAEMA 为亲水链段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PVDF-b-PDMAEMA。通过

PVDF 树脂和改性剂 PVDF-b-PDMAEMA 共混，使用浸没相转化法制备多孔膜。利用核磁共振氢谱( 1H-NMR)，凝

胶渗透色谱(GPC)表征了嵌段聚合物。通过水接触角、水通量测试、以牛血清蛋白（BSA）为模型污染物评价了膜的

抗污染性能。结果显示改性剂的加入，使共混膜有较低的水接触角，高的水渗透通量和 BSA 截留率，不可逆污染指

数低，表现出良好的亲水性和抗污染性能。  

关键词：碘转移聚合；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聚偏氟乙烯；共混膜；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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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41 

醋酸纤维素/聚乳酸/埃洛石纳米管复合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制备及性能研究 

朱明,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高性能生物基凝胶聚合物电解质骨架材料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采用静电纺丝制备了醋酸纤维素(CA)/

聚乳酸（PLLA）/埃洛石纳米管（HNT）纳米纤维复合膜，并将此复合膜作为凝胶电解质骨架材料用于锂离子电池。

通过扫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热失重（TG）研究了 CA/PLLA/HNT 复合纳米纤维膜的微观形貌结构和

热稳定性。研究发现此纳米纤维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另外，此复合凝胶电解质（GPE）的离子电导率可达 1.52 

mS·cm-1，其远超过其他生物基凝胶电解质的电导率。它的锂离子迁移数和电压窗口也满足了锂电池的应用要求。以

此 GPE 组装的全电池也表现出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此研究展示了高性能安全环保的锂电池应用前景。 

关键词：生物基聚合物电解质，埃洛石纳米管，醋酸纤维素，聚乳酸  

MP142 

基于 WS2 与共价交联协同效应仿生构筑超耐疲劳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万思杰,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耐疲劳高性能石墨烯基电极材料，是日益流行的便携式可穿戴电子器件的一种重要组成元件，其要求在反复弯

曲，折叠，拉伸等形变下仍能保持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电学性能。受天然鲍鱼壳有序层状结构和丰富界面相互作用的

启发，在本实验中，我们通过 WS2 纳米片与共价键之间的协同强韧效应，仿生构筑了超耐疲劳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在 270 MPa 的拉伸应力下，该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疲劳寿命高达 1.0 × 106 次；并且在循环拉伸 1.0 × 105 次之后，

其电导率仍高达 197.1 S/cm，是其原始电导率的 81%。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其优异的耐疲劳性能是由于 WS2

纳米片润滑作用诱导的裂纹偏转作用，与相邻石墨烯纳米片之间的长链共价键裂纹桥连作用之间的协同效应。这种

仿生协同策略为将来高性能耐疲劳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二硫化钨；协同效应；耐疲劳性能；仿生；石墨烯 

MP143 

基于可再生资源水性聚氨酯/纤维素纳米晶自修复复合材料的研究 

姜敏,周光远*,张强,王瑞,王国强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纳米复合材料出现于 20 世纪初 80 年代末期，被喻为“21 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材料之一”，其中，高分子纳米复

合材料发展十分迅速，是近年来高分子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将呋喃环引入到聚氨酯主链结构中制备了水

性自乳化含呋喃环聚氨酯，采用 Sol-react 方法将马来酰亚胺基团接枝于纤维素纳米晶上；基于 Diels-Alder 反应，通

过乳液共混的方法制备了水性聚氨酯/纤维素纳米晶自修复材料，并运用红外、核磁、元素分析、XRD 等测试手段对

水性聚氨酯、马来酰亚胺接枝纤维素纳米晶和自修复材料进行了表征，结果显示呋喃环接入于聚氨酯大分子链中，

纤维素纳米晶上接枝了马来酰亚胺基团，复合材料具有自修复性。 

关键词：可再生资源；水性含呋喃环聚氨酯；纤维素纳米晶；自修复；Diels-Alder 反应 

MP144 

基于蒙脱土仿生构筑强韧热致变色人造贝壳材料 

彭景淞,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近年来，仿贝壳纳米复合材料成为复合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人造贝壳材料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构筑单元以及

界面设计而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智能人造贝壳材料可以对外界的刺激做出相应，这一类型的材料还没有被研究过。

鉴于此，我们通过复合纳米蒙脱土以及聚丁二炔材料制备了热致变色人造贝壳材料。这种智能人造贝壳纳米复合材

料不经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而且显示出了可逆的热致变色响应，可以在加热条件下发生从紫色到橙色的颜色变化。

这种智能人造贝壳材料的制备过程也可以有效的扩大化。强韧智能人造贝壳材料在许多领域都显示出潜在的应用前

景，如检测器、武器装备、航空航天等。这一仿生策略也为将来制备对外界刺激具有响应性能的智能人造贝壳材料

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仿生；人造贝壳；蒙拓土；热致变色；强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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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45 

魔芋甘聚糖制备副产物对生物质聚酯的增强增韧 

甘霖 1,陈兆曙 2,黄进*1 

1.西南大学 

2.武汉理工大学 

可持续材料发展的迫切性对可再生的生物质聚酯材料的改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现有的几种常用生物质聚酯的

成本和性能还不足以取代传统的石油基聚合物。因此，本文利用农副产物低成本的特点，基于魔芋甘聚糖可增强生

物质聚酯的特性，将魔芋甘聚糖制备过程中得到的副产物，魔芋飞粉(KFP)，用于改性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

酯(PBS)及聚羟基丁酸酯(PHB)。结果表明，随着 KFP 含量的提高，三种生物质聚酯复合材料展现了不同的力学性能

变化规律，其中增强增韧效果最显著的是含 10 份 KFP 的 PHB，其断裂伸长率和强度分别提高了 205%和 111%。进

一步的机理研究表明，生物质聚酯自身的物理性质对复合材料的性能有较大的影响。其中，通过动态力学分析(DMA)

表明，只有 PHB 能与 KFP 产生足够强的界面作用力，因此 KFP 能在降低 PHB 成本的同时，实现 PHB 的大幅度增

强增韧。 

关键词：魔芋飞粉；生物质聚酯复合材料；聚羟基丁酸酯；增强；增韧 

MP146 

具有高力学性能、高导电性的 π 键共轭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倪虹,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具有较高力学性能的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其电学性能通常因掺杂物的加入而降低。近期，

我们制备了带有双芘环的链状分子，通过芘环与石墨烯平面的 π 键共轭作用，将石墨烯进行交联，从而通过长链分

子的作用来提高膜的韧性。交联后的石墨烯纳米复合膜的最大拉伸应力和韧性分别能够达到 538.8 MPa, 16.1 J/m3，

相比较修饰之前有明显提高。同时，由于芘环分子的共轭作用增加了石墨烯平面上电子的活动区域，修饰后的还原

氧化石墨烯的电学性能增加到 430 S/cm-1。该方法成功实现了同时提高石墨烯膜力学和电学性能，并在石墨烯性能优

化方面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我们合成的这种同时具有高强、高韧和高导电性的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在未来的柔性电

池和其它柔性电子材料方面将有很广阔应用前景。 

关键词：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电学性能 

MP147 

仿生构筑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 

黄传进,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由于纳米材料具有小尺寸和特殊的物理性能，由聚合物基体和纳米增强体制备的纳米复合材料具有高的力学性

能和功能性能，其在工业和航空等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分散性差，弱的界面作用是限制聚合物纳米复合材

料性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尽管通过表面活性剂吸附，聚合物包埋和表面改性等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不足，

但是想获得理论期望的高力学性能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仍然具有挑战性。由 95vol%的无机碳酸钙和 5vol%的蛋白

质组成的贝壳是典型的二元协同材料体系，其组装硬的无机组分和软的有机组分形成砖-泥介观结构，为未来构筑具

有优异性能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提供指导。仿生观念巧妙地克服了传统方法制备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瓶颈，如

分散性差、载荷低和界面相互作用弱等。本文总结了仿生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发展动向，评论了仿生观念对聚合

物纳米复合材料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并展望了仿生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仿生，分散性，有序性 

MP148 

凝胶膜转换技术仿生制备强韧一体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龚珊珊,张琪,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天然鲍鱼壳独特的多级次层状复合结构和界面作用为构筑仿生纳米复合材料提供了理论依据。凝胶-膜转换技术

是一种简单可行且经济的制备策略，被应用于构筑柔性大尺寸且具有优异性能的层状纳米复合材料。本文中，石墨

烯/聚合物纳米复合凝胶通过真空蒸发自组装技术转化为具有层状结构的纳米复合材料，与此同时，在所得的纳米层

状复合材料中引入离子交联作用。这种通过凝胶-膜转换技术形成的石墨烯纳米层状复合材料，同时存在氢键和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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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界面协同增韧作用，且具有优异的的力学拉伸强度达 475.2 ± 13.0 MPa 和良好的断裂韧性达 6.6 ± 0.3 MJ/m3。此外，

这种仿生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还具有优异的电学性能为 297.1 S/cm。同时，这些优异的特殊性能为仿生石墨烯纳米复

合材料在航空航天、柔性电极等电子器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氢键；离子键；凝胶-膜转换技术 

MP149 

碳纳米管，纤维，仿生，强韧 

高远,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受贝壳组装结构的启发，少量有机层的存在有利于材料在粘弹性变形（拉伸和剪切）吸收更多的能量。通过在

碳纳米管纤维中引入少量有机相，能够提高纤维在断裂时的载荷转移，进而有利于断裂吸收更多能量。因此，本论

文中通过引入芘基类衍生物，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 1-芘丁酸(PSE)和 1-氨基芘(1-AP)通过发生酰胺化亲核取代反应可

以不可逆地吸附在碳纳米管纤维的表面，与碳纳米管发生 π 共轭交联作用，能够增强碳纳米管与碳纳米管之间的相

互作用力，少量的有机层在断裂时可以起到粘附作用，增加摩擦力，有利于断裂时吸收更多的能量，与此同时，π-π

作用可以使电子得到很好地传递，这对于仿生构筑强韧导电的碳纳米管复合纤维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碳纳米管，纤维，仿生，强韧 

MP150 

离子、共价键协同仿生构筑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程逸人,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近年来，仿生构筑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前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几种在改善氧化石墨烯纳

米片层之间的作用力上。贝壳以其独特的结构特点和优秀的力学性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与仿生贝壳材料的

研究已经数见不鲜。为了取得力学性能上的突破，我们在此基础上着眼于其他具有独特力学性能的生物材料。吻沙

蚕通过钳口刺穿猎物的身体来获取食物。钳口的顶端力学性能也十分优良。通过铜离子螯合生物蛋白，使得吻沙蚕

钳口尖端的力学性能强于其他部位。受到吻沙蚕特点的启发，为了实现仿生构筑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突破，我们

结合了贝壳的结构特点和吻沙蚕铜离子螯合增强效果，实现了仿生两种生物达到协同增强的效果。最后得到的还原

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拉力是纯还原氧化石墨烯薄膜的 8 倍，高于现有的其他仿生贝壳复合材料。并且具有良好的

导电性。这种材料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可用于柔性电子器件，可穿戴设备，航空航天材料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仿生，贝壳，吻沙蚕，协同 

MP151 

炭黑填充丁苯橡胶混炼胶中的填料聚集 

张元洪*,周宏斌,杨旭 

怡维怡橡胶研究院 266045 

填料聚集影响炭黑填充配方的性能。在混炼胶储存期间和硫化过程的初期均存在炭黑聚集的现象。借助不同实

验条件下低应变处储能模量的改变，本项工作研究了炭黑填充溶聚丁苯橡胶配方的填料聚集动力学和填料网络的变

化。研究表明，聚集速率受填料份数、加热温度、结合胶含量和聚结体间距离的影响；由高填充份数混炼胶的炭黑

聚集活化能数值判断，炭黑聚集是由填料-填料间的范德华力诱导的物理过程。高温静止停放处理的混炼胶的结合胶

含量与 Payne 效应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证明在加热过程中胶料的填料-填料和聚合物-填料相互作用同时增强；混

炼胶的结合胶含量不受剪切应变的影响，说明停放过程中结合胶的增量主要来自聚合物-填料相互作用的贡献。不同

停放条件下混炼胶的电镜照片表明，加热促进炭黑聚结体聚集；恒定幅值的剪切应变可以有效打破填料网络，使得

聚结体间距离增大且填料分散变差。 

关键词：炭黑；橡胶；聚集；增强 

MP152 

增容剂在刚性有机粒子增强聚碳酸酯体系中的作用研究 

苏昱恺 1,2,方征平*2,郭正虹 2 

1.浙江大学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所 

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所 

采用苯乙烯－丙烯腈(SAN)为刚性有机粒子、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MBS)为增容剂，与聚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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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PC）共混制备了 PC/SAN/MBS 三元合金。研究了不同 MBS 含量对于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发现 MBS 分布在基

体 PC 与增强相 SAN 之间，能够提高两相界面作用力，从而促进 SAN 对 PC 的增强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 PC/SAN

合金的韧性。对于 PC/SAN 比例一定的合金（PC/SAN=75/25），其拉伸强度、冲击强度、断裂伸长率都随 MBS 含量

的上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 MBS 含量为 8wt%时，合金的综合性能最佳。  

关键词：聚碳酸酯；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增强；增韧 

MP153 

聚多巴胺改性的石墨烯微片在热塑性聚氨酯中的增强增韧作用 

陈可平 1,2,梁书恩 1,田春蓉 1,汪小琳*2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本文采用原位聚合法将石墨烯微片（GNP）和聚多巴胺改性的石墨烯微片（PDA-GNP）复合到热塑性聚氨酯（TPU）

中，获得相应的纳米复合材料。分别采用小角中子散射（SANS）、扫描电镜（SEM）、动态热机械分析（DMA）和

拉伸测试等表征了聚多巴胺界面层对 TPU 的微结构、形貌、热性能及拉伸性能的影响规律。拉伸断裂面 SEM 结果

表明，PDA-GNP 与 TPU 具有很好的界面结合。SANS 拟合结果表明，PDA-GNP 的加入可以大幅提高硬相微区数量

和减小硬相微区尺寸，从而起到增强力学性能的作用。拉伸结果显示，仅仅添加 0.5 wt %的 PDA-GNP 后，

TPU/PDA-GNP 纳米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应变和韧性就分别比纯的 TPU 增加了 313%、16%和 279%。这种独

特的性能是由于界面共价键导致的 PDA-GNP 在 TPU 中良好界面作用以及 PDA-GNP 诱导的 TPU 基体微相分离结构

的改变。 

关键词：聚氨酯；小角中子散射；石墨烯微片；力学性能； 

MP154 

环氧预聚物改性对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结晶行为的影响 

李照磊 1,王登 1,郭伟杰 1,叶鑫鑫 1,邵俊*2,晏超*1 

1.江苏科技大学 2.江西师范大学 

等摩尔比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形成立构复合晶存在分子量上限，这限制了聚乳酸材料应用领域的拓展。聚合物

的结晶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子链的运动能力和扩散行为。通过向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体系中加入低分子量的预

聚物将影响左右旋分子链的扩散行为。我们发现，加入环氧预聚物后的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从三氯甲烷溶液中沉积

出来得到的都是立构复合晶。当环氧预聚物与左右旋预聚物共混物的质量比为 0.5:10 和 1:10 时，从溶液中得到的立

构复合晶晶面间距减小，这可能与环氧预聚物/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体系的相分离与结晶行为之间的竞争有关。在熔

体结晶的过程中，随着环氧预聚物与左右旋聚乳酸共混物的质量比从 0.5:10 增加到 3.5:10，立构复合晶与均质晶的含

量之比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行为。 

关键词：环氧预聚物；聚乳酸立构复合晶；相分离 

MP155 

高效热塑性弹性体接枝物共混增韧聚乳酸 

鲁月 1,2,庞艳梅 1,2,李明专 1,2,鲁圣军*1,2 

1.贵州大学 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聚乳酸（PLA）因其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常用于生物医药材料，而其性脆、断裂伸长率小及韧性

差等问题严重限制其在生产生活当中的应用，目前大多数的弹性体增韧改性都是会有相容性差及牺牲其生物可降解

性的缺点，因此寻找绿色环保的材料对 PLA 进行增韧改性显得非常重要。基于此，本文选用可循环使用热塑性弹性

体接枝物马来酸酐接枝苯乙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SEBS-g-MAH）通过熔融共混增韧 PLA。研究表明，一定质量

比 SEBS-g-MAH 与 PLA 共混物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大幅度提升了基体韧性。SEBS-g-MAH 中存在的-COOH 会与 PLA

分子链上的端-OH 发生缩合反应，增加了两相的相容性。通过 SEBS-g-MAH/PLA 共混物冲击断面分析知，共混物的

断面较粗糙为韧性断裂特征，且可明显弹性体颗粒均匀分散，两相界面较模糊，相容性较好。本工作为高效利用弹

性体增韧改性 PLA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循环利用；热塑性弹性体接枝物；聚乳酸；相容性；增韧； 

MP156 

羟基封端聚硅氧烷修饰碳纳米管提高苯基硅橡胶力学及热稳定性研究 

白露,郑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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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300072 

采用“grafting to”的方法将 α,ω-二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HPDMS）共价接枝在羧基化 CNTs（CNTs-COOH）表面，

研究了 CNTs-HPDMS 对苯基硅橡胶（PhSR）纳米复合材料力学、耐热性能的影响，并分析其机理。结果表明：HPDMS

修饰可以有效地增强 CNTs 在多种溶剂以及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界面相互作用；CNTs-HPDMS 可以更显著地增

强 PhSR 的力学性能及其在无氧/有氧环境中的热稳定性。例如，2wt%的 CNTs-COOH 使 PhSR 拉伸强度提高了 42.0%，

而等量的 CNTs-HPDMS 则使之提高了 123%。在添加 1wt%的情况下，CNTs-HPDMS/PhSR 在有氧/无氧环境下的 Ti

分别比 CNTs-COOH/PhSR 提高了 15 和 31°C。TG-FTIR 结果表明，在 CNTs-HPDMS/PhSR 复合材料中氧化反应被显

著抑制，较之空白对照组，氧化产物的量减少了 73.5%。  

关键词：苯基硅橡胶；碳纳米管；共价修饰；力学性能；热稳定性 

MP157 

类蒲公英结构壳聚糖/氧化石墨烯复合微球的制备及吸附性能的探究 

俞若梦,刘晓婷,杨冬芝*,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水污染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开发高效的水处理材料迫在眉睫。本文利用

静电喷雾结合冷冻干燥技术，制备了壳聚糖/氧化石墨烯复合微球。使用 SEM 对微球的形貌进行表征。所制备的复合

微球内部为中心发散的定向微通道结构，其中微通道的孔壁为氧化石墨烯纳米片组成，在孔中壳聚糖分子链形成定

向的蛛网状结构。探究了微球对重金属离子（Pb(II)和 Cu(II)）、阳离子染料（亚甲基蓝）和阴离子染料（甲基橙）的

吸附性能。微球的结构优势使其能快速吸附多种水体污染物。在实验条件下，复合微球对金属离子和染料的吸附可

以在 15 min 内达到平衡。壳聚糖/氧化石墨烯复合微球所具有的快速和广谱吸附性能使其在高效吸附方面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关键词：壳聚糖；氧化石墨烯；蒲公英；微球；静电喷雾；吸附 

MP158 

相容硫化剂改善 PA12/PDMS 热塑性动态硫化橡胶的界面交联 

王迪,张才亮*,冯连芳 

浙江大学 310027 

热塑性动态硫化橡胶是橡胶和热塑性聚合物经共混和动态硫化而得到的一类热塑性弹性体。相较于传统的硫化

橡胶而言，具有制备流程短、能耗低等优点。但是，橡胶与热塑性聚合物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所得到的热塑性硫

化橡胶的相界面清晰，导致力学性能较差。本文提出了相容硫化剂的概念来改善聚硅氧烷（PDMS）/尼龙（PA12）

的动态硫化过程及其性能。相容硫化剂既能做相容剂减小橡胶与热塑性聚合物之间的界面张力，又能做硫化剂使橡

胶硫化。相比于传统的硫化剂，相容硫化剂能减小硫化硅橡胶在 PA12 中的分散粒径，同时增强硫化硅橡胶颗粒的界

面硫化，能提高所制备的热塑性动态硫化橡胶的断裂伸长率和改善其耐油性。若将硫化剂与相容硫化剂复合使用，

能获得性能更为优异的热塑性动态硫化橡胶。 

关键词：热塑性橡胶；相容；硫化 

MP159 

聚多巴胺粒子对等规聚丙烯高效 β 成核作用的研究 

刘世乡 1,黄亚江*1,杨俊龙 1,孔米秋 3,杨其 1,李光宪 1,2,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3.四川大学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发现仿生合成的聚多巴胺粒子（PDAPs）对等规聚丙烯（iPP）具有高效的 β 成核作用。通过差示扫描量热

法（DSC）、X 射线衍射法（XRD）、偏光显微镜（POM）研究了 PDAPs 的 β 成核能力。仅加入 0.1 wt.%的 PDAPs，

在偏光显微镜中就能观察到边界模糊的 β 晶型。PDAPs 的最佳添加量为 0.5 wt.%，此时 β 晶的相对含量（Kβ）达到

最大值 69.8%。当 PDAPs 的添加量由 0 wt.%增加到 1 wt.%，iPP 的非等温结晶峰逐渐由 112.0°C 增加到 119.8°C。 结

晶温度对 PDAPs 的成核作用有重要的影响。iPP/PDAP 复合材料 β 晶的相对含量随着结晶温度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130°C 为其最适结晶温度。初步分析认为，PDAPs 的 β 成核作用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结构有关，其局部有序结构可

以使 β 晶在其表面附生结晶。 
关键词：聚多巴胺；iPP；β 晶；成核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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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60 

芳纶纤维增强 PA6T 复合材料层压板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钊 1,2,3,王孝军*2,1,3 

1.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材料科学技术研究所 

3.3.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研究采用自制的 PA6T 与三种芳纶纤维布（间位 Nomex、对位 Kevlar49 和国产杂环芳纶Ⅲ）进行熔融浸渍，

采用高温热压工艺制得芳纶纤维增强 PA6T 层压板，并对其力学性能进行了评估，同时讨论了沸水处理纤维对材料性

能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 Kevlar49/PA6T 板材的力学性能最佳，拉伸强度分别是 Nomex 和芳纶Ⅲ的 9 倍、1.2 倍；同

时其层间剪切强度也分别达到 Nomex 和芳纶Ⅲ的 5 倍、1.4 倍。原因可能在于两者分子结构相似导致的优异的界面

相容性，增加了应力的传递效率。经沸水处理后，除 Nomex 的力学性能略微提升外，Kevlar49 以及芳纶Ⅲ均出现力

学性能的下降，集束剂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出现上述差别的主要原因。动态力学分析（DMA）表明，经沸水处理后，

Nomex 板材的储能模量略有上升，Kevlar49 与芳纶Ⅲ储能模量下降，与三者力学性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关键词：芳纶纤维；PA6T；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MP161 

聚磷腈微纳米材料制备及其改性水性聚氨酯复合材料研究 

胡佳捷,赵正平,周泽平,钟明强*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10000 

基于无机/有机杂化含氟聚磷腈微球（PZMs）制备水性聚氨酯（WPU）复合材料。FT-IR 光谱表明，PZMs 的磷

氮交替结构以及含氟。通过 SEM 研究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复合材料拉伸试验结果表明，填充适当比例的 PZMs 可

以提高拉伸强度，增加断裂伸长率。与纯 WPU 相比，PZMs 增强了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复合材料的表面性质表明，

随着 PZMs 含量的增加，水接触角逐渐增加。摩擦磨损结果表明：PZMs 填充量为 1wt％，复合材料的摩擦系数和磨

损量达到最小值。 

关键词：水性聚氨酯；聚磷腈微球；合成；性能 

MP162 

聚合物共混溶液电纺制备纳米纤维束及其油水分离特性 

唐寅,张才亮*,冯连芳 

浙江大学 310027 

纳米纤维束具有高力学强度、粗糙度以及比表面积，在油水分离和选择性吸附的应用上有巨大的前景。静电纺

丝是制备微纳米多级结构纤维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本文以聚苯乙烯和三氟乙酰化尼龙 6 的共混溶液作为电纺液，经

静电纺丝后，再用甲酸刻蚀除去尼龙 6 相后，得到外层呈“壁”状，内层为纳米纤维聚苯乙烯纤维。一方面，通过加入

适量的碳纳米管，增加聚合物溶液的导电性后，提高聚苯乙烯液滴在电场作用下拉伸作用，可得到了结构规整的纳

米纤维束。另一方面，加入适量的苯乙烯和 3-异丙烯基-α, α’-二甲基苯酯的共聚物（PS-co-TMI）作为反应型相容剂，

改善聚苯乙烯和尼龙 6 之间的相容性，增加相界面的相互作用力，也有利于聚苯乙烯液滴的拉伸，也可得到结构规

整的纳米纤维束。所制备的纳米纤维束膜展现出优异的亲油疏水性，对甲基硅油/水和液体石蜡/水的分离效率超过了

99%。 

关键词：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束；油水分离 

MP163 

机械性能优异的导电 PNIPAAm 复合水凝胶的制备 

章林炯,张才亮*,冯连芳 

浙江大学 310027 

Poly(N-isopropylacrylamide)(PNIPAAm)是一种常用的温敏性水凝胶，但它机械性能差，且不导电，大大限制了

PNIPAAm 水凝胶的应用。本文通过真空灌注和原位聚合的方法制备了一种具有双网络结构的石墨烯气凝胶（GA）/

氧化石墨烯（GO）/PNIPAAm 三元复合水凝胶。加入 0.29wt% GA 和 0.09wt% GO 的三元复合水凝胶，其压缩强度与

纯 PNIPAAm 相比，提高了 100%，压缩模量提高了 582%，表明 GO 和 GA 的引入能提高水凝胶的压缩强度和模量。

由于 GA 的引入，使三元水凝胶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其电导率可以达到 0.52 S/m。结合电热转换和 PNIPAAm 的温敏

性能，组装了一种智能开关。在高电压情况下，这种智能开关能自动断开。因而，具有电和热双重响应的高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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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模量的 PNIPAAm 复合水凝胶能在传感器和智能开关领域有潜在应用。 

关键词：PNIPAAm；石墨烯；复合水凝胶；智能开关 

MP164 

离子液体功能化新型互穿聚合物网络的制备以及对橄榄苦苷的吸附行为研究 

刘永峰 1,2,刘毅 1,2,王浩 1,3,黄冬冬 1,4,邸多隆*1,2 

1.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2.青岛市资源化学与新材料研究中心 

3.中国科学院大学 

4.西北师范大学 

通过比较离子液体及互穿聚合物网络的优点，制备了一种新型离子液体功能化互穿聚合物网络结构的吸附剂

（PS/PVIm），并应用于橄榄苦苷的富集来研究吸附剂与橄榄苦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系统研究了接触时间、初始浓

度和温度对吸附行为的影响。静态吸附实验结果表明初始树脂（PS–CH2Cl）对橄榄苦苷的吸附过程属于准二级动力

学模型，而 PS/PVIm 对橄榄苦苷的吸附过程可以很好的用准一级动力学模型和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这表明 2 种

吸附剂具有不同的吸附行为。弗伦德里奇等温线模型可以合理地描述吸附过程。吸附热力学分析表明吸附过程是自

发容易的。进一步的吸附和解吸附实验进一步证明 PS/PVIm 对橄榄苦苷具有较高的作用力，并且离子液体咪唑鎓盐

和互穿聚合物网络的引入可以提高吸附效率。但是，吸附速率降低。目前的研究结果对高效的从橄榄叶提取物中富

集橄榄苦苷的离子液体功能化树脂的设计和制备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互穿聚合物网络；离子液体；橄榄苦苷；吸附行为；功能化 

MP165 

负载抗氧剂的碳纳米管及其在丁腈橡胶中的应用研究 

张继华*,王昊,刘小艳,吴福迪,赵云峰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100076 

抗氧剂的喷霜会造成橡胶老化性能下降，因此限制了它们在橡胶配方中的数量。本文采用了一个新的策略去解

决抗氧剂的喷霜问题，并通过掺杂负载抗氧剂的碳纳米管提高丁腈橡胶的耐老化性能。通过化学接枝受阻酚类抗氧

剂，3,9-双[1,1-二甲基-2-[(3-叔丁基-4-羟基-5-甲基苯基)丙酰氧基]乙基]-2,4,8,10-四氧杂螺[5.5]十一烷（AO-80），然后

再物理吸附到碳纳米管，获得负载抗氧剂的碳纳米管（CNT-AO80）。负载碳纳米管的负载效率达到 10.3wt%。20 份

CNT-AO80 加入到丁腈橡胶后，在橡胶内形成了良好的分散效果，并对橡胶起到了良好的增强效果。在分别自然老

化和 90℃热氧老化 60 天后，添加有 CNT-AO80 的丁腈橡胶复合材料没有发现抗氧剂喷霜，而且机械性能变化很小，

体现出良好的抗氧化能力。因此我们相信采用负载抗氧剂到碳纳米管的方法可能会提供一个有效途径去延长橡胶产

品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碳纳米管；氧化；抗氧剂；丁腈橡胶 

MP166 

聚烯烃弹性体/聚丙烯共混物在动态硫化过程中相态发展 

李尚清 1,盛健 2,田洪池 3,宁南英 1,张立群 1,吴汉光 4,田明*1 

1.北京化工大学 

2.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清华大学 

聚烯烃弹性体（POE）/聚丙烯（PP）热塑性硫化胶（TPVs）具有更好耐热性、易加工及可回收再利用性等综合

性能和低成本的优势，被认为具有替代商业三元乙丙橡胶（EPDM）/PP TPVs 的趋势。POE/PP 共混物在动态硫化过

程中形成的相态决定了 TPVs 各方面性能。因此，研究 TPVs 相态及相态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同时对制备高性能

TPVs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关于 POE/PPTPVs 相态演变的研究非常少。本工作研究了 POE/PP 共混物动态硫

化的相态发展机理。结果表明，由于 POE/PP 体系较 EPDM/PP 体系有更好的相容性，其在动态硫化过程中形成大量

尺寸更小的橡胶纳米颗粒（RNPs）及其团聚体。动态硫化初期剪切诱导 POE 相破碎和动态原位交联的匹配引起大量

POE RNPs 的生成和团聚，这决定了 POE/PP TPVs 的相态演变发展。本研究对于通过调控微观结构制备高性能 TPVs

具有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动态硫化；POE/PP 共混物；相态演变；橡胶纳米颗粒；团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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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67 

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有机硅对 PLA/PBAT 共混体系性能的影响 

林鸿裕,徐晓榕,池哲明,夏新曙,杨松伟,黄宝铨,陈庆华,肖荔人* 

福建师范大学聚合物资源绿色循环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50007 

本文通过熔融共混法制备了聚乳酸（PLA）/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有

机硅（S-2001）共混物。采用扫描电镜、电子万能试验机等仪器研究了共混物的微观形貌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

S-2001 加入后能有效降低分散相颗粒尺寸，改善两相间的界面粘结力。材料的冲击韧性随着 S-2001 含量的增加而提

高，当 S-2001 含量为 9 phr 时，材料的缺口冲击强度由原来的 5.8 kJ/m2 提高至 40.4 kJ/m2，提高了 596.6 %。 

关键词：聚乳酸；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有机硅 

MP168 

溶剂用量对魔芋葡甘聚糖-乙基纤维素共混成膜体系的影响 

朱芊,吴考*,严文莉,肖满,倪学文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亲水性多糖魔芋葡甘聚糖（KGM）和疏水性多糖乙基纤维素（EC）的共混成膜涉及 5 种成分：KGM，EC，水，

乙酸乙酯，EC 塑化剂。本实验室的前期研究探索了 KGM、EC 以及 EC 塑化剂对 KGM-EC 成膜的影响，并建立了其

成膜组装模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溶剂对 KGM-EC 成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溶剂（水和乙酸乙酯）

对 KGM-EC 的均一成膜有着显著影响。在合适溶剂用量及配比情况下，EC 在 KGM-EC 复合膜中的占比可从前期研

究的 40%提升到最高 85.7%。同时发现均一成膜需要同时满足 EC 在乙酸乙酯中的浓度不高于 9.23%，以及 KGM 水

溶液浓度需高于 0.63%。乙酸乙酯和水的溶剂比也对成膜有影响。据此，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 KGM-EC 成膜乳液形

成机理。 

关键词：魔芋葡甘聚糖；乙基纤维素；成膜乳液；溶剂 

MP169 

阴离子对聚偏氟乙烯@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复合纤维的形貌调控 

梅清青,吕维扬,杜淼*,宋义虎,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LDH）与聚合物复合可拓宽其在催化、吸附、电化学等领域的应用，其复合形貌也有多

种调控方式，如改变合成方法、金属阳离子的种类与比例、合成条件（浓度、温度、时间）等，但鲜有研究关注金

属盐中阴离子的影响。本文以聚偏氟乙烯（PVDF）@LDH 原位生成体系为例，研究了不同金属盐阴离子(NO3-、SO4
2-)

对复合纤维的形貌调控。研究表明，当体系为硝酸盐时，LDH 呈规整的六边形，稀疏地嵌入或贯穿于 PVDF 纳米纤

维中；而体系为硫酸盐时，边缘卷曲的簇状 LDH 密集分布于纤维表面。通过分析体系的形貌随时间的演化过程发现，

阴离子种类直接影响体系初级纳米粒子的形成及其后续生长过程，中间体尺寸与晶体粗化速率的差异不仅导致了

LDH 生长方式的不同（簇状生长和单片生长），也影响了中间体在纤维表面的附着量。 

关键词：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阴离子；形貌调控. 

MP170 

大分子相容剂改性耐高温树脂基复合材料 CF/PPENK 界面的研究 

王诗杰,韦星兆,邬祚强,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车辆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界面性能对树脂基复合材料来说至

关重要。本文旨在研究一种复合材料相容剂，以期改善成型过程中熔融树脂的流动性和复合材料的界面性能。文中

自主设计合成了一种含有双苯基芴结构和酯基侧基的聚芳醚酮相容剂（PFEK-E）。用核磁和红外光谱对其进行结构

表征。DSC 测试结果显示 PFEK-E 的 Tg 为 215 ℃，且与树脂基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容性。用 TGA 对 PFEK-E 表征，

其在 N2 氛围中 5%热失重温度为 478 ℃，与树脂基体耐热性能相近。采用 T700 碳纤作为增强体制备复合材料，研

究表明，相容剂含量为 10%时，CF/PPENK 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可达 1844MPa，短梁强度可达 81 MPa。较未添加相

容剂以前，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和短梁强度分别提高 19.3%和 14.1%。因此，PFEK-E 对改善热塑性复合材料如

CF/PPENK 界面性能和力学性能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大分子相容剂；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PPENK；耐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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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71 

基于环氧基开环催化剂制备高性能多元聚合物共混物 

随献伟,黎焕敏,谢续明* 

清华大学 100084 

共混改性是开发高性能聚合物合金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解决多元聚合物共混物相容性问题是实现有效共混的前

提。本工作通过多单体熔融接枝技术制备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苯乙烯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g-ABS）

和乙烯-辛烯共聚物（g-POE），将以上两种聚合物与聚酰胺 6（PA6）熔融共混，同时加入可以催化环氧基开环的苄

基二甲胺（BDMA），制备出高强增韧 PA6/ABS/POE 三元共混物。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对 ABS 和 POE 接枝改

性可以增强其与 PA6 的相容性，从而减小分散尺寸；少量 BDMA 的加入可以改善 ABS 相与 POE 相的分布，使分散

尺寸均匀化。力学测试结果表明，含有 BDMA 的接枝改性三元共混物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

率比 PA6/ABS/POE 直接共混物分别高约 110%和 410%，冲击强度也提高了近两倍。本工作为多元聚合物共混物的增

容和强韧化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多元聚合物共混物；反应性增容；开环催化剂；强韧化 

MP172 

多层负载改性酵母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其吸附重金属性能的研究 

刘荣,黄红梅,邓红兵*,施晓文,杜予民 

武汉大学 430079 

本实验探究了以酿酒酵母(SCE)和聚丙烯腈(PAN)为主要原料，利用化学处理对酵母进行改性，再通过交替静电

纺聚丙烯腈(PAN)、静电喷改性酵母(MSCE)制备负载改性酵母的多层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重金属 Pb2+和 Cd2+吸

附。通过扫描电镜(SEM)，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X 射线能量色散光谱（EDX）、X 射线衍射(XRD)，发现改性酵母

成功负载于 PAN 膜上。通过水接触角（WCA），发现负载改性酵母的多层纳米纤维膜亲水性强。同时，本文探讨了

不同 pH 值、初始浓度、吸附时间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复合材料对 Pb2+的吸附容量高达 120.1mg/g (pH=5.5、Pb2+初

始浓度：100 mg/mL、吸附时间：10min)，对 Cd2+的吸附容量高达 35.21mg/g (pH=7.0、Cd2+初始浓度：25 mg/mL、

吸附时间：10min)。 

关键词：静电喷涂；改性酵母；聚丙烯腈；重金属离子吸附 

MP173 

微型注塑成型下 iPP/HWPP 共混物结晶行为的研究 

卢思宇,赵中国,孙洪雯,董琳,杨其* 

四川大学 610065 

采用熔融共混制备的聚丙烯(iPP)/超高分子量聚丙烯（HWPP）复合材料，在微型注塑成型的条件下，探究超高

分子量聚丙烯对聚丙烯结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 DSC 测试发现，超高分子量聚丙烯的加入提高了聚丙烯中

β 晶的含量，微型注塑时，不同模温对聚丙烯中 β 晶含量影响较大。通过 SEM 测试发现，β 成核剂的加入使得 β 晶

含量增多，同时 β 球晶细化。 

关键词：微型注塑；超高分子量聚丙烯；聚丙烯；结晶行为； 

MP174 

通过点击化学制备基于 POSS 纳米粒子的杂化硅微球 

韩迪,傅强*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聚合物微球因其具有尺寸小，比表面积大以及较强的扩散能力引起了学术界以及工业界的关注，被广泛应用于

复合材料，涂层，药物释放，分离等领域。我们利用尺寸约 1 纳米的多面体寡聚倍半硅氧烷（简称：POSS）作为硅

源来构筑新一代杂化硅微球。在聚乙烯基吡咯烷酮作为乳化剂的甲醇溶液中，加入带有丙烯酸酯基团的 POSS 单体

与多官能度的巯基交联剂，通过碱催化下的硫醇-烯烃迈克尔加成反应，可以快速得到单分散的新型杂化硅微球。这

些杂化硅球具有极高的耐热性，即使在高温（800℃）进行煅烧，硅球的形貌依旧得到了保持。比表面积测试结果表

明，煅烧后的硅球具有多孔结构。煅烧过后，杂化硅球的尺寸有所收缩，但是硅球内部的 POSS 纳米粒子的尺寸并

没有变化。我们相信，这种由 POSS 作为构筑单元制备的新型杂化硅球的方法可以拓展到其他维度杂化硅材料的制

备上，这些新型杂化硅材料在复合材料，药物释放，吸附分离以及催化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笼型寡聚倍半硅氧烷，点击化学，微球，杂化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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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75 

石墨烯负载纳米 TiO2的光电转换及在水性丙烯酸酯防腐涂料中的应用研究 

夏宇正,程欢,陈晓农,石淑先*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纳米 TiO2 在紫外光的激发下对金属具有光致阴极保护作用，但存在禁带宽度宽、对光的吸收范围窄、电子-空穴

易复合等问题。本研究用溶胶固定化工艺结合热处理方法，制备了在可见光下具有光电转换功能的石墨烯负载 TiO2

的复合物粒子(RGO/TiO2)，利用引入具有较大比表面积和良好电导率的石墨烯，使其对光的吸收范围拓宽至可见光

区，禁带宽度降低到 2.65eV，提高了其光电转换效率。此外，还将 RGO/TiO2 作为功能填料，制备了水性丙烯酸酯防

腐涂料，Tafel 极化曲线测试结果表明涂层达到对金属基体的光致阴极保护作用，涂层经过 312 h 的耐盐雾测试后，

金属仅发生轻微腐蚀。 

关键词：石墨烯；纳米 TiO2；光电转换；防腐；丙烯酸酯 

MP176 

聚(2,5-苯并咪唑)/磺化海泡石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性能 

张肖肖 1,2,3,周凌义 1,杨兴文 1,付旭东 1,2,3,张荣 1,2,3,胡圣飞 1,2,3,刘清亭*1,2,3 

1.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3.绿色轻质材料湖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低温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多采用 DuPont 公司的 Nafion 膜，因严重依赖于水传导质子而只能应用于

低温高湿度环境，磷酸掺杂聚苯并咪唑类树脂膜则受限于磷酸流失造成的酸腐蚀等问题而只能用于高温低湿环境，

这些不足均限制了 PEMFC 的广泛应用。本文选用海泡石改性并原位合成聚(2,5-苯并咪唑)（ABPBI）/海泡石复合物，

制备磷酸掺杂复合膜。测试结果表明，海泡石进行了表面改性以及磺化处理后在 ABPBI 基体中得到良好分散；海泡

石的加入提高了复合膜对水和磷酸的吸收和保留能力；在相似的磷酸掺杂水平下，含更多结合水的复合膜的质子传

导率显著高于纯 ABPBI 膜。总体上，该复合膜一方面保留了 ABPBI 膜自身良好热稳定性能和机械性能的优点，另

一方面利用海泡石极强吸水性能使其在低温状态下仍具备较高质子传导性能，因而具备宽温域环境下使用的特点，

有望扩展 PEMFC 的使用温度范围。 

关键词：质子交换膜；聚(2,5-苯并咪唑)；海泡石；磺化；磷酸掺杂 

MP177 

工程塑料高压热氧老化快速评价方法研究 

戴剑,郑一泉*,吴博,丁超,姜苏俊,叶南彪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 

工程塑料的热氧老化行为是限制其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工程塑料热氧老化行为的评价是以 UL 

746B-2013，GB/T2573-2008 等为标准，以性能衰减为桥梁，建立温度与使用寿命的对应关系，从而预测工程塑料在

特定温度下的使用寿命或能达到一定使用寿命时可采取的最高使用温度。但是，传统的热氧老化评价方法周期较长，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配方筛选及评价效率。此外，传统评价方式受限于拉伸、介电、燃烧等性能测试，同时，

部分工作也对材料结构随老化时间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但从结构-性能关系角度对材料的热氧老化行为机理进行系统

评价的报道较为有限。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改变热氧老化条件，通过高压高温法加速材料的热氧老化进程，并通

过建立快速评价方法与常规评价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发一种热氧老化行为的快速评价方法，同时，通过建立结构

与性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材料的热氧老化机理进行系统研究。 

关键词：热氧老化；高压法；性能衰减; 结构 

MP178 

纳米粒子调控相容共混物结晶行为及其功能化研究 

杨静晖*,刘丹凤,茆汉军,张楠,黄婷,王勇 

西南交通大学 610031 

聚合物共混改性是开发具有优异性能的聚合物材料的重要途径。对于相容共混体系，可以通过调控体系的相分

离行为，对其微观结构进行设计，实现对宏观性能的精准调控。含结晶聚合物的相容共混物可通过调控结晶和相分

离的作用机制，赋予材料更丰富的晶体结构以及两相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近些年来，纳米粒子引入

到含结晶性组分的共混物中，鉴于纳米粒子与两组分亲和力的差异，纳米粒子表面选择性吸附与之亲和力较强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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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链，引起局部的浓度波动，结合纳米粒子的固有性质、共混物组分比、温度梯度以及外场作用等，进一步调

控体系的结晶和相分离的作用机制，形成大量丰富且有趣的晶体结构，可实现晶体图案化。在此基础上，结合纳米

粒子优异的光、热、电以及吸附等性能，对晶体图案化的样品进行功能性探索，如利用晶束隔离方式制备高介电低

损耗复合材料；利用片晶骨架形成纳米级孔洞制备高吸附复合材料等，以实现相容共混物的功能化应用。 

关键词：纳米粒子；相容共混物；结晶行为；功能化 

MP179 

短切碳纤维-科琴黑/高密度聚乙烯导电超疏水复合材料的制备 

蔡志明,沈烈* 

浙江大学 310027 

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为基体，科琴黑（KB）和短切碳纤维（sCF）或气相生长碳纤维（VGCF）为导电填

料制备了导电复合材料并测试了其导电性能，结果表明 sCF-KB/HDPE 复合材料导电性能更好，当导电填料含量

33.3wt%时（KB：sCF=4:1），复合材料电阻率低至 0.287Ω·cm。在制备过程中发现热压法制得的复合材料中导电填料

的分布由表层到本体存在梯度分布的现象，表层电阻率远大于本体电阻率，可达本体电阻率 100 倍以上。使用热压

法，将 5000 目碳酸钙热压至导电复合材料表面，之后用稀盐酸刻蚀除去，得到粗糙表面，其水接触角可达 155°，有

良好的疏水性能。 

关键词：导电复合材料；梯度现象；超疏水表面；刻蚀法 

MP180 

可用于人体运动检测的防水柔性传感器 

李志相,叶丽军,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本文采用静电纺丝技术与减压过滤相结合，成功制得了热塑性聚氨酯（TPU）/多壁碳纳米管（MWCNT）柔性

复合膜。系统研究了不同 CNT 含量下柔性复合膜的微观形貌、导电性与润湿行为。研究表明，过滤过程中溶剂对 TPU

具有溶胀作用，使得 CNT 嵌入 TPU 纤维表面，形成类似“鸡毛掸子”结构，加强了复合膜结构的稳定性。当 CNT 含

量达到 24 µg cm-2 时，CNT 相互联接形成完整网络，复合膜的导电性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复合膜表现出优异的自

清洁性能。在拉伸过程中，复合膜表现出了优异的应变响应性及稳定的自清洁性能。在 50%应变条件下，TPU/CNT40

的 GF 可达到 3.5，其表观接触角和滚到角分别为 163.2 °和 16.3 °。TPU/CNT 柔性复合膜，可以制成防水的可穿戴柔

性传感器，用于人体运动的检测，例如手指、颈部、肘关节以及手臂活动。 

关键词：柔性传感器；防水；人体运动检测 

MP181 

聚(己二酸丁二醇酯-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复合材料的流变行为 

王元堃,吴德峰*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5002 

通过溶液共混以及熔融共混制得聚(己二酸丁二醇酯-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AT)/乙酰化纳晶纤维素(aNCC)复

合材料，利用旋转流变仪，对复合材料的蠕变和蠕变回复行为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低频区样品的储能模量 G＇、

耗能模量 G＂以及复数黏度|η*|，随着 aNCC 掺杂量的增加而增大。PBAT 以及 PBAT 基复合材料的蠕变及蠕变回复

强烈依赖于实验的温度和施加的应力。当 aNCC 加入后，PBAT 链段的运动受到抑制，复合材料的蠕变及蠕变回复行

为都受到阻碍，当 aNCC 含量为 3wt%时，在低频区出现凝胶点，表明形成了逾渗网络结构，大大抑制了 PBAT 的松

弛。 

关键词：纤维素纳米晶；聚(己二酸丁二醇酯-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AT)；蠕变；蠕变回复 

MP182 

玻纤增强尼龙 6 长期湿热老化行为及老化机理的研究 

李瑞光,叶林*,李光宪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研究了尼龙 6（PA6）/玻璃纤维（GF）复合材料在 90℃/90%RH 条件下的长期湿热老化行为，对玻纤含量

对复合材料老化过程中结构、性能的影响进行探讨。湿热老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Fick 扩散过程，尼龙 6 快

速吸水，其比浓粘度和化学结构变化较小，且玻纤的加入略微减慢了水分子在尼龙基体中的扩散。第二阶段是尼龙 6

水解反应的诱导期，表现为比浓粘度的快速降低和端羧基、端氨基含量的增加。在湿热老化终期，尼龙 6 比浓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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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降低，端羧基、端氨基含量持续增加。随玻纤含量增加，尼龙 6 的降解速率和羰基指数增加，表明玻纤的加入

加速其水解降解及氧化降解。老化前，复合材料的断裂为界面层周围的基体破坏；老化后，无基体包覆的光滑玻纤

被拔出，界面脱粘是主要断裂模式，导致试样表面开裂及力学性能严重恶化。随玻纤含量增加，尼龙 6 的湿热降解

活化能降低。 

关键词：PA6/GF 复合材料；湿热老化行为；湿热降解活化能；老化机理 

MP183 

PVDF 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对热历史的依赖性 

叶翠翠,由吉春,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16 

多孔材料因其低密度和高比表面积等优点，在催化剂负载、药物吸附与控制缓释、气体储存、物质分离等领域

具有广泛应用。本论文我们选用了 PVDF/PBSU 共混体系，通过起始状态的相分离行为和等温结晶温度两种方式调控

PBSU 在 PVDF 结晶过程中的排出行为，实现了球晶之内和球晶之间两种典型结构的有效控制。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性

的刻蚀 PBSU 相，成功制备了具有不同微观形貌的 PVDF 多孔材料。结果表明：从两相区出发经较高温度的缓慢结

晶后，绝大多数 PBSU 处于 PVDF 球晶之间。因此，以氯仿抽提去除 PBSU 后所得多孔 PVDF 薄膜中的孔较大，且

拉伸时的断裂伸长率较低；而从一相区出发，共混体系经较低温度的快速结晶，PBSU 被包在 PVDF 球晶内部，可获

得尺寸较小的孔结构，所得 PVDF 多孔材料表现出较好的韧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深刻理解复杂高分子体系结晶规

律以及探究多孔结构有效构筑与调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结晶/结晶聚合物共混物；结晶行为；多孔材料；聚偏氟乙烯；小角 X 射线散射； 

MP184 

石墨烯带@聚氨酯泡沫复合材料的结构与功能特性关系研究 

赵丽*,强飞,胡丽丽,汤龙程,张国栋 

杭州师范大学有机硅化学及材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11121 

如何将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引入到宏观结构高分子材料中高效发挥其性能优势，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所在。本文采用简单的模板浸涂法制得了石墨烯带（rGONR）@ 聚氨酯（PU）泡沫复合材料，并系统研究了石墨烯

带的形貌、表面硅烷化对材料结构、功能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窄的石墨烯带（长度 3-5μm、宽度为 0.1-0.2μm）

而言，宽的石墨烯带（长度 3-5μm、宽度为 0.5-1μm）@ PU 复合材料具有更为优异的导电性能与小形变压敏灵敏度，

这主要归因于宽带构筑的网络结构更为完善牢固，压缩时受 PU 骨架扩张变形所带来的网络结构破坏程度低，因而更

易呈现由压缩接触主导的电阻下降行为；将带进行十八烷基三甲基硅烷偶联剂和十七氟三甲基硅烷偶联剂改性，制

得硅烷化石墨烯纳米带@聚氨酯泡沫（f-rGONR @ PU）复合材料，利用低表面能物质实现了材料的超疏水改性，具

有优异的振荡条件下动态油水分离效率与自清洁能力。 

关键词：石墨烯带；压敏；硅烷化；超疏水；复合材料 

MP185 

镍包石墨的表面改性及环氧导电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 

张帆,胡圣飞*,张荣,刘清亭,徐成成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4 

为了进一步提高复合材料镍包石墨/环氧树脂(NCG/EP)的导电性，采用乙二胺(EDA)配位改性 NCG 作为导电填

料，以 EP 作为基体，加入固化剂及各种助剂，制备 EDA 改性 NCG/EP 复合材料。通过扫描电镜、红外光谱仪、旋

转流变仪及万用表分别对未改性 NCG/EP 和 EDA 改性 NCG/EP 的微观形貌、红外光谱、流变性能、导电性能进行了

分析。结果表明：在 EDA 改性 NCG/EP 中，EDA 和石墨表面的镍发生了配位吸附反应；未改性 NCG/EP 和 EDA 改

性 NCG/EP 均表现出非牛顿流体行为，且 EDA 改性体系黏度增加，EDA 和 EP 发生了交联反应，交联密度变大；在

同一填料含量下，EDA 改性 NCG/EP 的体积电阻率相较未改性 NCG/EP 的减小了近 3 个数量级。以上实验结果证明，

EDA 改性 NCG 能有效抑制 NCG 在 EP 中沉降现象的产生，这种情况更易促使导电通路的形成，使复合材料 NCG/EP

的电阻率进一步降低。 

关键词：镍包石墨；环氧树脂；乙二胺；导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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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86 

芘胺-双酚 A 型苯并噁嗪的合成及非共价修饰石墨烯 

万宣宣,冯晓龙,余鼎声,徐日炜*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石墨烯难溶于水和其他有机溶剂，容易发生聚沉，其优异性质很难被直接利用。对石墨烯进行表面修饰，改善

其在基体中的分散性，一直是研究人员的研究热点。苯并噁嗪树脂是由酚类、胺类、甲醛通过曼尼希反应得到的一

种含有氧、碳、氮六元杂环的新型热固性树脂, 具有成本低廉、开环固化过程中没有小分子释放，成品收缩率低等优

点，是一类新型的复合材料基体树脂。本文以实验室自制芘胺作为胺源，合成出新型的芘胺-双酚 A 型苯并噁嗪。通

过 1NMR 证实了芘胺-双酚 A 型苯并噁嗪的成功合成。芘胺的共轭结构与石墨烯表面可以非共价吸附，将芘胺-双酚

A 型苯并噁嗪对石墨烯进行表面改性，并通过紫外-可见光谱（UV-Vis）定量计算出了苯并噁嗪单体在石墨烯表面的

吸附量。 

关键词：芘胺；苯并噁嗪；石墨烯；非共价修饰 

MP187 

离子化工业卤化橡胶改性聚乳酸的研究 

陈璐,马安彤,张坤玉*,李悦生* 

天津大学 300350 

聚乳酸(PLA)是一种具有优良生物相容性和可生物降解性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但是，其自身脆性、耐热性差等

缺点严重影响了它的应用价值。为了拓展聚乳酸的应用范围，提高聚乳酸的应用附加值，我们选取热稳定性高、成

本较低、工业化成熟的溴化丁基橡胶(BIIR)作为增韧剂，探究不同比例 BIIR/PLA 共混体系的相容性、热稳定性、韧

性等性能。同时，我们进一步通过季铵化反应制备了咪唑化的溴化丁基橡胶(IMBr)，从而首次将非价键离子相互作用

引入橡胶增韧改性聚乳酸复合体系中，探究了离子间相互作用及不同 IMBr 添加量对共混体系相容性、结晶行为、热

稳定性、物理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引入离子基团后的 IMBr/PLA 共混体系的热降解温度提高了 53.1 °C，

PLA 的结晶度提高了 9.7%，断裂伸长率达到了 78%。离子化卤代橡胶的引入为改性聚乳酸材料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聚乳酸；溴化丁基橡胶；季铵化；共混改性 

MP188 

镧系稀土/高分子复合材料制备及其光学性能 

李国玲,丛海林* 

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66071 

稀土属于化学周期表中镧系元素，具有独特的生物活性，能与具有特定生理活性的高分子配体组成稀土配合物。

随着生物科技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生物材料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稀土功能复合材料因性能多样化、结构特殊性广泛

引起研究者关注，在化学、生物学及医学领域有潜在应用前景。本文针对生物标记对发光材料的要求，基于镧系 Eu

离子，制备了稀土 Y2O3/Eu 掺杂发光纳米颗粒，并进一步尝试合成叶酸包覆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应用射透射电镜

(TEM)、光致发光谱(PL)等对镧系掺杂发光纳米微粒的晶体结构、形貌和尺寸以及发光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

Y2O3/Eu 发光纳米颗粒可稳定合成，结构均匀，光学性能好；稀土掺杂纳米粒子的发射波长与粒子尺寸无关；纳米粒

子表面改性不会对其光学性能产生较大影响。镧系/高分子复合体系纳米颗粒维持了优良的光学特点且具有靶向特异

性，为镧系掺杂纳米微粒在生物标记领域应用的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镧系掺杂复合材料；光致发光；生物标记 

MP189 

酞菁衍生物对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高温界面性能影响规律的研究 

何梅,齐鹏飞,贾晓龙*,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基于固相熔融的方法成功合成了一种铜（Ⅱ）2,9,16,23-四氨基酞菁（TAPc-Cu）化合物，由于其高度的二维

共轭 π-电子结构和取代的氨基官能团，因此具有优异的耐热性和在高温下与环氧基团的反应性。将 TAPc-Cu 作为上

浆剂涂覆于 T800 碳纤维表面，系统考察了其对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高温界面性能的影响规律。测试结果表明，

TAPc-Cu 能均匀分布在碳纤维表面，TAPc-Cu 的引入提高了碳纤维和树脂在高温下的界面强度，在 180℃时与商业

T800 碳纤维相比，TAPc-Cu 的引入将复合材料的 TFBT 拉伸强度提升了 35.6%、层间剪切强度增大了 29.7%。通过

TAPc-Cu/EP 的 DSC 测试和 TFBT 试样的断面形貌观察，TAPc-Cu 的引入提供了与树脂基体在高温下的反应位点，提

高了碳纤维上浆层与基体树脂在高温下的界面化学反应活性，改善复合材料高温下界面结合力，从而大大提高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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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界面的耐高温性能。 

关键词：碳纤维；环氧树脂；界面；耐高温；酞菁 

MP190 

旋涂法制备聚乳酸形状记忆多孔薄膜 

赵婧馨,由吉春*,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多孔形状记忆材料具有两者的性能优势。发展其有效构筑手段迫在眉睫。本工作中，我们选取水溶性高分子聚

环氧乙烷（PEO）作为致孔剂，利用环境友好型高分子聚乳酸（PLLA）与其氯仿共混溶液在简单旋涂过程中的特殊

相行为结合刻蚀手段，来制备多孔 PLLA 薄膜，并且实现多孔结构的有效调控，且进一步研究所得材料的力学和形

状记忆性能。我们通过改变共混溶液浓度、旋涂速度、两相高分子配比，实现薄膜多孔结构在 60nm 至 2μm 的范围

内可变。旋涂成型的 PLLA 薄膜结晶度仅有 11%。在形变过程中，高分子的结晶区作为永久状态的固定相，无定形

区充当可逆相。PLLA 多孔薄膜在 60℃的水浴中可拉伸至原长的 250%，冷却可 100%固定伸长状态，重新加热后实

现 100%的形状回复。该多孔薄膜不仅宏观上具有优异的形状记忆性能，并且在微观上具有等比形变的多孔结构。这

表明，成功制备具有可拉伸、可回复孔结构的形状记忆 PLLA 薄膜。 

关键词：聚乳酸；聚环氧乙烷；旋涂；多孔；形状记忆 

MP191 

纳米纤维素/磺化聚醚醚酮酮复合质子交换膜的 TEOS 改性研究 

赵麒,倪闯将,魏英聪,侯小炜,闫茹,呼微*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本研究通过将微米纤维素酸水解，得到纳米晶纤维素（NCC），并采用 KH792 对 NCC 进行接枝改性，得到

NCC-NH2；将 NCC、NCC-NH2 分别与磺化聚醚醚酮酮（SPEEKK）共混，并用正硅酸四乙酯（TEOS）溶液对复合

膜进行改性处理，得到 NCC 增强 SPEEKK-TEOS 复合膜；然后对复合质子交换膜的质子传导率、吸水率、尺寸稳定

性等进行了表征和研究。分析表明，NCC-NH2 增强复合膜在 100℃达到 190%；而 TEOS 改性后的复合膜表现出更高

的吸水率，100 ℃时接近 250%。在 20~90℃范围内，NCC-NH2 增强复合膜的质子传导率提高，达到 0.30 S cm-1，而

在通过 TEOS 改性后，质子传导率进一步提高，达到 0.36 S cm-1。与此同时，复合膜还表现出较好的尺寸稳定性，适

合于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将 NCC-NH2 增强复合膜，通过 TEOS 溶液进行改性，是一种有效提高质子交换膜综合性

能的方法。 

关键词：纳米晶纤维素；氨基化；聚醚醚酮酮；质子传导率；吸水率 

MP192 

氧化石墨烯键合聚甲基硅氧烷杂化材料先进制备及性能研究 

莫肇华 1,雒争 1,黄强 2,邓建平 1,吴一弦*1 

1.北京化工大学 

2.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聚合物对氧化石墨烯（GO）表面进行接枝改性对拓展其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开发一种高效

的合成方法，将双端胺基聚甲基硅氧烷(PDMS)接枝到 GO 上制备出 GO-g-PDMS 杂化材料。通过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证明 PDMS 成功接枝到 GO 表面。与原来的 PDMS（水接触角 30.1°）和 GO 膜（67.8°）相比，表面平整的 GO-g-PDMS

膜疏水性增加，接触角达到 90.6°，并且可通过调节 GO 表面 PDMS 的接枝密度调节 GO-g-PDMS 的亲疏水性。将

GO-g-GPDMS 杂化材料加入到硅橡胶制备复合材料，发现 GO-g-GPDMS 与基体之间无明显界面，表现出良好的相容

性。此外，在聚硅氧烷热塑性弹性体中（TPE）仅加入 1.0 %的 GO-g-GPDMS 就可使 TPE 在 25 ℃时的储能模量和

损耗模量分别提高 20%和 40%，且提高了阻尼性能。这种简单而高效的接枝方法有望用于其他有机/无机高分子杂化

材料制备。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聚甲基硅氧烷；杂化材料；疏水；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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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93 

刺激响应聚氨酯双层膜的研究 

纪凡策,林长红,周妍,董莉,许少斌,武浩浩,杨宇明*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30022 

刺激响应高分子可在外加刺激（光，热，磁场等）下作出响应，产生形状，颜色，润湿性等物理或化学参数的

变化。这类材料在药物控制释放，生物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等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可逆交换

键引入到形状记忆聚氨酯材料中，构筑了双层膜体系，利用碳纳米管的光热效应，研究了近红外光不同辐照时间下

材料的刺激响应性质。结果表明，在恒定的拉伸比例下，材料在不同时间的近红外光辐照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弯

曲。对其形变机理的研究发现，在近红外光辐照下，掺杂碳纳米管的聚氨酯层发生酯交换反应，消除了拉伸产生的

内应力，移除近红外光后，材料在下层聚氨酯的内应力下发生不对称收缩，从而发生弯曲。  

关键词：聚氨酯；碳纳米管；光热效应；形状记忆 

MP194 

反应性共混制备双接枝聚合物及其增容效果研究 

陈德培,王亨缇,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16 

添加少量的反应性增容剂可以提高聚合物共混组分之间的相容性，提高共混材料的性能。传统的反应性线形增

容剂加工后形成不对称结构的单面接枝的聚合物，无法稳定存在于界面上，影响增容效果。反应性梳形分子在加工

后反应形成对称的双梳齿结构，能稳定存在于界面上，具有较高的增容效率。本文首次提出使用“原位模块接枝反应”

的方法，将端基为羧基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低聚物（PMMA-COOH）和拥有环氧基团的反应性主链分子

Polystyrene-GMA (SG)同时与目标共混物的两组分聚乳酸/聚偏氟乙烯进行熔融共混，在熔融加工过程中 PLLA 与

PMMA 低聚物上的羧基都能与 SG 上的环氧发生开环反应，生成双接枝聚合物，稳定存在于界面上，起到高效增容

效果。另外，我们通过改变投料比及 PMMA-COOH 的分子量，生成接枝密度不同及侧链分子量不同的双梳形增容剂，

发现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接枝密度和侧链分子量有助于提高增容效果。 

关键词：原位反应；反应性增容；复合材料；接枝 

MP195 

涂布法制备负载酿酒酵母复合纳米纤维膜及其应用 

吴洋 1,蒋林斌 2,邓红兵*1 

1.武汉大学 2.广西大学 

在重金属吸附和回收中，生物吸附剂，由于其良好的性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直接利用这些吸附剂

时，往往面临着难以回收再利用，甚至产生二次污染的困难。因此，本实验结合涂布法和真菌培养的方法，将酵母

浸出粉胨葡萄糖（YPD）培养基涂布在 CA-REC 纳米纤维膜上，然后将酿酒酵母（SCE）均匀涂布在该复合膜上，

经过 48 h 培养，并重复上述过程以得到负载 SCE 的夹心状复合纳米纤维膜。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图显示，

复合纤维膜上的 SCE 生长和扩散情况良好，且吸附后 SCE 仍固定良好。吸附实验探讨了负载 SCE 复合纳米纤维膜

在 Pb(NO3)2 溶液中对 Pb2+生物吸附的最佳 pH 值和最佳吸附时间，发现复合膜在 pH 为 4.5 时，吸附 90 分钟效率最

佳。结果表明，负载 SCE 的夹心状复合纳米纤维膜对 Pb2+的吸附量最大可达 122mg /g。此外，解吸实验表明了在吸

附-解吸过程循环三次后，复合膜仍保持了较高的吸附性能。 

关键词：涂布法；酿酒酵母；重金属吸附；纳米纤维膜  

MP196 

反应性纳米粒子对不相容共混物体系增容效果研究 

傅志昂,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近年来，使用反应性纳米粒子逐渐成为增容不相容共混物体系的研究热点。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纳米粒子本身

与两相不相容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利用“graft-onto”的方法首次合成了一种表面具有长 PMMA 侧链，且含

有反应性环氧官能团的 POSS 基反应性纳米粒子 POSS(epoxy)-g-PMMA。并将上述反应性纳米粒子运用于聚偏氟乙烯

/聚乳酸（PVDF/PLLA）不相容体系的增容，从而研究纳米粒子对不相容共混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该纳米粒子直

接与 PVDF/PLLA 共混，由于纳米粒子本身与 PVDF 相亲性较好，所以其增容效果不佳；但当纳米粒子先与 PLLA

共混其后与 PVDF 共混时，由于纳米粒子高效与 PLLA 中的端羧基进行开环反应，且 PMMA 与 PVDF 为分子尺度相

容，所形成的双接枝产物极易迁移到两相界面处，并在界面处自组装形成有“Janus”型构造的纳米粒子，从而有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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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PVDF/PLLA 不相容体系。 

关键词：纳米粒子；反应性增容；不相容共混体系； 

MP197 

亲油性银/氧化锌核壳结构纳米粒子改性聚酰胺纳滤膜 

黄秀晶,陈英波*,魏思宇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聚酰胺（PA）膜因良好亲水性、化学稳定性和分离性能而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海水淡化和生化等领域，但缺

乏抗污抗菌能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本文以均苯三甲酰氯为油相单体，哌嗪为水相单体，聚醚砜为基膜，将油酸改

性的银/氧化锌核壳结构（Ag@ZnO）纳米粒子加入油相中通过界面聚合制得 Ag@ZnO/PA 复合膜。利用透射电子显

微镜分析 Ag@Zn0 粒子的晶体结构和形貌，利用场发射电子显微镜、接触角和表面电位分析表征膜的表面形貌、粗

糙度、亲水性和表面电势等性能。结果表明：添加 Ag@ZnO 粒子进 PA 功能层能有效提高膜的化学物理性质，使得

对 Na2SO4 或 NaCl 的截留有提高，分别从 94.5%和 49.5%提高至 98.6%和 59.6%，但纯水通量略为降低。相对 TFC

膜，Ag@ZnO/PA 膜电负性明显增加，过滤牛血清蛋白溶液时通量降低少，通量回复率高，表现出强大的抗污能力，

同时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很好抗菌能力。 

关键词：核壳纳米结构；薄层纳米复合膜；抗污 

MP198 

氨基封端的富氮涂层对碳纤维增强 PPBES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李楠,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3 

本文在碳纤维（CF）表面原位共价构筑氨基封端的富氮涂层（PPM），用来改善碳纤维增强杂萘联苯共聚芳醚砜

（PPBES）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FTIR 和 XPS 确定了 CF-PPM 的化学结构和表面元素含量。SEM 证实了 CF-PPM

的表面形貌。力学性能测试表明，在 CF 和 PPBES 树脂之间共价插入 PPM 涂层后，弯曲强度和层间剪切强度分别提

高 23.2%和 29.3%，同时，碳纤维的单丝拉伸强度保持不变。该方法采用廉价的原料，简单的制备过程，为先进热塑

性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碳纤维；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表面处理 

MP199 

电纺电喷同步制备胺化聚丙烯腈/壳聚糖/累托石复合材料及吸附性能研究 

黄梦天 1,2,蒋林斌*2,邓红兵 1,施晓文 1,杜予民 1 

1.武汉大学 2.广西大学 

静电纺丝和静电喷雾技术可制备出微米/纳米尺度的纤维或微球，电纺电喷同步进行，可实现将不能溶解于同一

溶剂体系的两种聚合物制备成复合材料。本实验搭建同步电纺电喷的实验装置，将聚丙烯腈（PAN）电纺，壳聚糖

（CS）和插层累托石的壳聚糖（CS-REC）同步电喷，进一步使用二乙烯三胺处理，制备出胺化的纤维-微球复合材

料，探究其对铅离子的吸附性能。通过扫描电镜（SEM），证实了复合材料中纤维和微球的黏附。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光电子能谱(XPS)测试，证明聚丙烯腈和壳聚糖的成功引入，壳聚糖也成功插层累托石，形成多孔微球。另

外，我们将该复合材料用于吸附重金属离子 Pb2+，发现 APAN-CS/REC 吸附铅离子的效果最好，当初始 pH=5.5，Pb2+

初始浓度为 100 mg/L，吸附剂投入量为 20 mg，在 37 ℃摇床上振荡 48 h，APAN-CS/REC 的吸附量可达 470 mg/g。 

关键词：聚丙烯腈；壳聚糖；累托石；电纺电喷同步；吸附 

MP200 

氮磷共掺杂还原氧化石墨烯增强环氧树脂阻燃和抑烟性能 

冯跃战,叶昀昇*,周兴平*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二维热惰性石墨烯及其衍生物改善聚合物材料阻燃性能已被广泛研究，通常采用表面阻燃分子修饰来提高其催

化聚合物炭化能力，同时改善石墨烯在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相容性。然而复杂的改性方法以及制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

污染严重限制了该方法在量化生产中的应用。本文采用绿色简便的水热和微波方法得到热氧稳定、耐燃烧的氮磷掺

杂石墨烯(PN-rGO)，随后在表面活性剂聚乙烯吡咯烷酮(PVP)辅助下溶液混合引入环氧树脂。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旋转流变仪、热重分析仪(TGA)、锥形量热仪等表征手段对所得复合材料的形貌特征、流变行为、热稳定性

以及阻燃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PN-rGO 在表面活性剂作用下均匀分散在环氧基体内部，高填充量下(5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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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石墨烯网络结构，导致体系剪切模量和粘度增加。PN-rGO 网络结构的形成以及高耐氧化和耐燃烧特性进一步导

致复合材料阻燃和抑烟性能大幅提升。 

关键词：环氧树脂；氮磷掺杂；石墨烯；阻燃性能； 

MP201 

基于高压球磨法的多巴胺改性圆片状石墨烯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润亭,杨文刚,任舒洁,贾晓龙*,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石墨烯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型二维纳米材料，有着独特的理化性能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但成本高、产率低是制约

着其推广应用的关键因素。传统石墨烯制备方法都有着各自难以弥补的缺点，如机械剥离法产率太低、气相沉积法

设备昂贵工艺复杂、氧化还原法产物结构破坏严重质量较差等。本文采用廉价的原始石墨为原料，通过干冰提供高

压球磨环境，以低成本、无污染的方式成功制备了多巴胺原位表面改性的圆片状特殊形貌石墨烯（p-ECG）。在球磨

的高能运转体系中，圆片状的石墨烯能使表面聚多巴胺接枝均匀，形成的 p-ECG 结构均一性能更加稳定结合。应用

于树脂基复合材料，在填充量 0.5wt%时可以实现最佳的机械强度模量提高，体系的储能模量和玻璃化转变温度也有

一定程度的增加。 

关键词： 球磨法 ; 石墨烯 ; 多巴胺 

MP202 

石英纤维复合材料界面状态的荧光原位表征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谢荣荣,张文乔,贾晓龙*,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由于界面状态显著影响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和功能性的实现，因此界面状态设计与表征成为制备高性能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本文首先结合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法(ATRP)、化学共沉淀法和荧光标记法等方法制

备了荧光分子 FITC 标记的多壁碳纳米管（MWCNTs-FITC)，并采用红外(FTIR)和激光扫描共聚焦(CLSM)等手段对其

进行系统表征。后将 MWCNTs-FITC 做为荧光示踪物对石英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界面状态进行原位表征。CLSM 表

明，荧光成像直观地表明碳管在树脂中的宏观分布情况，同时获得大尺度范围下石英纤维与树脂的三维界面状态。

此外，研究发现固化温度对碳管在复合材料界面微观区域内的扩散过程有着显著影响，即高固化温度有利于碳管从

界面向树脂扩散。通过分析复合材料三维界面的荧光照片，建立固化温度与碳管扩散速率间的定量关系。为大尺度

范围下原位表征复合材料界面微观状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科学途径。 

关键词： 多壁碳纳米管；荧光标记；石英纤维；复合材料界面 

 

MP203 

基于压力诱导流动成型制备一种高韧性与高硬度的聚苯硫醚材料的研究 

周志纯,张森* 

大连工业大学 116034 

本论文采用压力诱导流动成型（PIF）方法来调控 PPS/SBS/CF 三元复合材料的本体结构，从而提高复合材料的

韧性和强度。进一步研究了 SBS 含量和 CF 含量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建立一种简便、快速、低成本高韧性

与高硬度的聚苯硫醚材料的方法。实验首先对碳纤维表面改性，使其表面带有功能性基团，通过单螺杆挤出机挤出

PPS/SBS/CF 三元不同比例的混合材料的样条。将挤出的样条通过平板硫化机进行压力诱导流动处理。并对不同组样

条进行测试与表征，包括 SEM、红外·DMA、DSC、拉伸和弯曲等，研究表明，应用 PIF 成型方法显著提升了 PPS/SBS/CF

材料的韧性和强度等力学性能，当 PPS/SBS/CF 混合比例为 95/5/0.5 时，且在 10MPa 的压力下成型的复合材料性能

最佳。 

关键词： 压力诱导流动，聚苯硫醚，碳纤维，本体结构 

MP204 

仿生石墨烯纤维研究进展 

梁秀敏,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石墨烯作为具有优异的力学、电学等方面性能的二维碳纳米材料，它具有单原子层的厚度和巨大的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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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石墨烯宏观组装成一维纤维结构的材料，能够使石墨烯的优异性能得以发挥，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因

此在近几年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然而无论是通过发展新的制备技术还是共混其他增强材料，都没能得到性能

足够优良的石墨烯纤维。贝壳是由无机碳酸钙和蛋白质组成的典型的二元协同材料体系，其组装硬的无机组分和软

的有机组分形成砖-泥结构，为构筑具有优异性能的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提供指导，仿生手段的引入也在石墨烯纤维

制备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发展出来的石墨烯纤维组装方法包括湿纺、限域水热法等等，以

及石墨烯纤维在能源器件、智能响应等方面的应用，并重点分析了各种界面相互作用在石墨烯纤维力学及电学性能

方面产生的影响，展望了未来石墨烯纤维的发展方向和需要克服的问题。 

关键词：石墨烯纤维，界面，制备，应用 

MP205 

π-π 共轭作用增强的强韧一体化高导电石墨烯纤维 

张媛媛,江雷*,程群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191 

受天然鲍鱼壳精妙的界面设计的启发，我们采用一种新的理念，将界面设计引入纤维材料的构筑中，利用一种

由氨基连接的吡咯衍生物将石墨烯片层通过 π-π 非共价共轭交联作用连接起来。通过本文的方法得到一种集高强高韧

高导电于一体的石墨烯纤维。这种交联增强石墨烯纤维具有很高的力学性能和导电性能，在很多高科技材料领域具

有潜在的应用，例如柔软可穿戴和安全使用的电极。 

关键词：非共价交联；氧化石墨烯；力学性能；导电性 

MP206 

导电多层级超疏水薄膜的制备及其应用 

黄学武,高杰峰*,薛怀国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5002 

目前，随着单一功能化超疏水材料研究的成熟，超疏水材料性能的多样性，如导电性、透明性、耐磨耐久性、

润湿性转换等，在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具有导电性能的超疏水薄膜可以用于太阳能电池、

柔性光学材料、电磁干扰屏蔽材料等领域。本研究先通过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出聚氨酯纤维，然后利用超声的方法

将多壁碳纳米管(MWCNTs) 锚定在聚氨酯纤维的表面,由此在聚氨酯表面构建粗糙的表面结构，最后通过三氯甲基硅

烷 (MTS) 的水解在聚氨酯纤维表面构筑多层级的微纳结构，在使聚氨酯薄膜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能的同时，实现了对

聚氨酯的超疏水改性。研究表明，通过控制三氯甲基硅烷的水解时间，所制备的导电多层级超疏水聚氨酯薄膜的静

态接触角有 153 ± 1.4°，且复合导电疏水膜的电导率为 0.24 S/m。 

关键词： 导电性；超疏水性；多壁碳纳米管；三氯甲基硅烷 

MP207 

超耐高温 X2101 双马树脂固化动力学及固化工艺 

张朝鹏,熊需海*,马兴华,周露,任荣,崔旭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10136 

采用动态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热机械分析法(DMA)研究了 X2101 双马树脂的固化动力学和固化工艺。DSC

显示 X2101 树脂固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反应放热峰，利用 Kissinger 方程和 Crane 方程计算出低温区和高温区固化反

应放热峰的表观活化能分别为 58.8kJ/mol 和 104.5kJ/mol，反应级数为 0.87 和 0.91。采用 T-β 外推法确定了 X2101

树脂梯度固化工艺各阶段的固化温度，利用 X2101 树脂预浸料在等温固化过程中储能模量随时间变化趋势判断不同

固化温度下的最佳固化时间。X2101 树脂预浸料的固化制度确定为：160℃/0.5h+200℃/1h +250℃/2h +300℃/4h，200℃

加压 2.5MPa。经该工艺固化成型的复合材料具有优异耐热性，玻璃化转变温度达到 358.7℃。 

关键词： 双马树脂；动态 DSC；固化动力学；固化制度；DMA 

MP208 

含酞 Cardo 结构缩水甘油胺型环氧树脂固化动力学及固化工艺研究 

周露,熊需海*,马兴华,张朝鹏,任荣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10136 

采用动态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研究了含邻甲酚酞骨架缩水甘油胺型环氧树脂/甲基纳迪克酸酐/2-乙基-4-甲基

咪唑（TGMP/MNA/EMI-24）体系的固化反应动力学。通过 Kissinger 方程和 Ozawa 方程求得该体系固化反应的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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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能分别为 68.25KJ/mol 和 71.75KJ/mol，由 Crane 方程求得固化反应近似为一级反应。采用 T-β 外推法确定梯度固

化制度各阶段的固化温度；利用热机械分析法（DMA）测试 TGMP/MNA/EMI-24 预浸料在不同温度固化过程中储能

模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并据此确定固化时间。最终固化制度确定为：115℃/1h+140℃/1h +165℃/2h，后固化处理

200℃/4h；DMA 测试表明按此工艺固化的复合材料玻璃化转变分为两个阶段，最高玻璃化转变温度达 344℃。 

关键词： 含邻甲酚酞骨架缩水甘油胺型环氧树脂；DSC；固化反应动力学；DMA 

MP209 

聚乙烯醇/纳米金属有机框架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 

邹志明,戴义博,何亮,唐群* 

桂林理工大学 541006 

聚乙烯醇（PVA）是一种水溶性的、可生物降解环境友好型有机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能、阻氧性能

和透光性等，因而在包装、纺丝、光学器件、生物医学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但耐水性能差、热塑加工困难等

缺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PVA 的应用。近年来，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改性聚合物材料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利用纳米粒子改性聚合物材料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本工作采用常规溶液法合成纳米金属有机框架（Cu3(BTC)2）

粒子，以聚乙烯醇为基体、纳米金属有机框架粒子作为分散相，通过溶液共混法制备聚乙烯醇/纳米金属有机框架复

合材料。通过扫描电镜(SEM)、红外光谱（FTIR）、力学及耐水性实验表征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结果表明，纳米

金属有机框架粒子与聚乙烯醇间存在氢键及配位络合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聚乙烯醇体系，

改善了聚乙烯醇的力学性能及耐水性能。 

关键词： 聚乙烯醇；金属有机框架；纳米粒子；复合材料 

MP210 

聚氨基酸修饰纳米二氧化硅的制备及其在尼龙改性中的应用 

董文杰,阚泽*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66042 

二氧化硅作为一种绿色填料，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二氧化硅由于粒径较小，表面能高，分散性差，所以要对

其进行改性。考虑到氨基酸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及聚氨基酸与尼龙化学结构的相似性，选用聚氨基酸来修饰纳米二

氧化硅粒子。本文先用 Stöber 法制备 SiO2 纳米粒子，再用 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APTS）对其进行表面改性；

合成谷氨酸苄脂 N-羧基酸酐（BLG-NCA），采用“Grafting from”法接枝到改性纳米 SiO2 粒子上，最后得到聚氨酸修

饰的纳米二氧化硅核壳粒子。将尼龙 6 与 SiO2 以及改性 SiO2 熔融共混，得到复合材料。用 TEM 表征纳米 SiO2 粒

子以及改性粒子的粒径及形貌，通过核磁共振（1H NMR）、红外光谱（FTIR）、热重分析（TGA）来表征各阶段产

物的组成。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聚氨基酸能改善尼龙 6 与 SiO2 的相容性，且加入 SiO2 后对

尼龙 6 的力学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纳米二氧化硅；聚氨基酸；表面接枝；尼龙 6；共混改性 

MP211 

KGM-g-GMA/DMC 复合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李义梦,刘瑞雪*,李迎博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0 

本文以来源广泛、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好的天然高分子多糖—魔芋葡甘聚糖（KGM）、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

酯(GMA)为原料，通过开环加成反应合成侧基带有双键的魔芋葡甘聚糖 KGM-g-GMA。KGM-g- GMA 中加入甲基丙

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DMC），碱性条件下、偶氮二异丁脒盐酸盐（AIBA）为引发剂，引发 KGM-g-GMA 和

DMC 进行自由基共聚合，制备 KGM-g-GMA/DMC 复合水凝胶。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结果表明 KGM-g-GMA/DMC

形成三维网状结构，但壁较厚，且显示出柔软的坍塌状。流变测试结果表明体系中引入 DMC 后，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KGM-g-GMA/DMC 复合水凝胶的弹性模量升高，在 KGM-g-GMA 和 DMC 的质量分率分别达到 1%和 2.33%时，复

合水凝胶的弹性模量最大，达到 2400Pa，损耗因子 tanδ 低至 0.01，应变高达 40%时弹性模量才表现出下降趋势。 

关键词： 魔芋葡甘聚糖接枝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复合水凝胶；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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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12 

P(MMA-MAA)/SiO2 复合微球及其复合凝胶化反应 

樊晓敏,刘瑞雪*,翟书霞,李云秋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0 

    经 Pickering 乳液聚合法合成了粒径在 400 nm 左右的 pH 响应性 P(MMA-MAA)/SiO2 复合微球。对

P(MMA-MAA)/SiO2 进 行 表 面 丙 烯 酰 氧 基 功 能 化 修 饰 ， 得 到 GMA-P(MMA-MAA)/SiO2 复 合 微 球 。

GMA-P(MMA-MAA)/SiO2 与少量侧基含有 GMA 的阳离子共聚物聚（甲基丙烯酸-β-羟乙酯-co-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

甲基氯化铵）（GMA-P(HEMA-co-DMC)）复合后进一步聚合，获得离子键/共价键协同作用的复合水凝胶。扫描电镜

观察到复合水凝胶为孔壁光滑、孔径 2-10μm 的多孔结构；流变性能研究发现离子键/共价键协同作用的复合水凝胶

在应变低于 50%时，凝胶具有稳定的结构。因此,这种以离子键/共价键协同作用形成的复合水凝胶具有远高于一般化

学键交联形成的水凝胶的抗形变能力。 

关键词： 复合微球；丙烯酰氧基功能化；pH 响应性；离子键/共价键协同作用；复合水凝胶 

MP213 

聚亚苯基砜/石墨共混物的制备与摩擦及力学性能 

滕雪,赵晓刚*,陈春海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本文中，石墨作为无机润滑材料加入到 PPSU 中，制备了一系列 PPSU/石墨共混物，通过调节石墨的添加量研究

了此类填料在共混物中的作用，以期获得能够满足摩擦学和机械性能的实际生产和应用需求的增强材料。我们对共

混物的热稳定性、摩擦学性能和机械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加入石墨可以提高 PPSU/石墨共混物的热稳定性、

拉伸强度及弯曲性能。随着石墨添加量的增加，共混物的摩擦系数显著降低。当石墨添加量为 20 wt％时，PPSU/石

墨混合物的摩擦系数相较于未改性的 PPSU 降低了 61％。 

关键词： 聚亚苯基砜；共混物；热稳定性；摩擦性能；力学性能 

MP214 

功能化纳米晶纤维素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魏英聪,倪闯将,赵麒,侯小炜,闫茹,呼微*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纳米晶纤维素(NCC)具有高刚性和比表面积等优点，其羟基使其能被化学改性。硅烷氨基化 NCC可有效提高 NCC

的再分散性和热稳定性。磺化聚芳醚酮类聚合物具有高力学强度和热稳定性等优点，是代替商业 Nafion 膜的理想燃

料电池用质子交换膜材料。将富含羟基的 NCC 复合到磺化聚芳醚酮中，利用羟基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产生的吸水性

及纳米晶纤维素的高刚性，以期得到综合性能优异的质子交换膜材料。本文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及后磺化方法，制备

了磺化侧苯基聚醚醚酮酮(SFPEEKK)。通过浓硫酸酸化微米纤维素(MCC)的方法制备了磺化 NCC，再用 N-氨乙基-γ-

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偶联剂对 NCC 进行硅烷氨基化，得到了不同改性程度的硅烷氨基化 NCC(Am-NCC)，采用溶液

共混的方法制备了不同含量Am-NCC复合膜，进而对复合膜的性能进行了表征分析，研究不同含量的硅烷氨基化NCC

对复合膜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探讨了其质子传导机理。 

关键词： 纳米晶纤维素；氨基化；磺化聚芳醚酮；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MP215 

基于 mZrO2@Af 1600 纳米复合物的电润湿三明治介电层 

侯嘉欣,李皓*,周国富 

华南师范大学 510006 

当前，以高介电无机化合物、低表面能聚合物和有机/无机复合结构为主的介电润湿层仍不能满足电润湿应用的

要求。本文将表面氟化的纳米氧化锆掺杂在 Teflon AF 1600 制成高分子/无机纳米复合介电材料。相比于 AF 1600，其

介电常数提升了 50%，击穿场强提高了 44%，接触角变化范围增大了 1 倍以上。制成 “三明治”介电润湿结构后，可

有效地降低表面粗糙度，并使三明治结构中纳米复合物体积分数与击穿场强的数学关系由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可

望有效提升电润湿介电层的效能。 

关键词： 电润湿，介电层，纳米氧化锆，AF 1600，三明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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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16 

静电纺纤维素纳米纤维基气凝胶及其吸油性能 

董向阳,詹颖菲,邓红兵* 

武汉大学 430079 

纤维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多糖，纤维素气凝胶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静电纺丝技术是一种用于大量制

备具有均一的形态和高比表面积的纳米纤维的技术。但是目前鲜有将静电纺丝技术与纤维素气凝胶结合的研究。本

实验利用电纺纤维素纳米纤维和累托石制备了超轻硅烷化纤维素-累托石气凝胶。对气凝胶进行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测试，发现累托石被成功引入在复合材料中，且分布均匀，并与纤维素之间形成氢键。扫描电镜（SEM）结

果显示气凝胶内部存在“海浪型”层状纤维。将此气凝胶用于油水分离实验，发现此气凝胶具有疏水亲油特性，当纤维

素纳米纤维和累托石的质量比为 4:1 时，吸油能力达到最高，能够吸收自身重量 65 倍的石蜡油，具有优良的吸油性

能。 

关键词： 纤维素；纳米纤维；累托石；气凝胶  

MP217 

多孔二氧化钛/累托石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光催化降解性能研究 

易阳,涂虎,邓红兵*,施晓文,杜予民 

武汉大学 430079 

与常规固体对应物相比，加载 TiO2 纳米颗粒的多孔纤维具有更高比表面积，有望提高光催化效率。本实验以聚

己内酯(PCL)为主要原料，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多孔纳米纤维膜作为负载 TiO2 颗粒和累托石(REC)的模板；随后在

空气中煅烧，探究产物对染料的光催化降解性能。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的结果

显示纤维具有内外多孔结构。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X 射线能量色散光谱(EDX)、光电子能谱(XPS)测试，可

以发现 TiO2 颗粒和累托石被成功引入到复合材料中。此外，对复合纤维的光催化降解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

多孔 TiO2 纳米纤维可作为光催化剂在染料降解中进行应用，累托石的加入在改善 TiO2 功能中起重要作用，有助于

光催化降解速率的提高，煅烧后 TiO2/累托石纳米纤维膜最大降解率可达 91.39%。 

关键词： 光催化；二氧化钛；累托石；多孔结构；静电纺丝 

MP218 

不同环氧改性对氰酸酯树脂交联网络及性能的影响 

许鹏,于运花,李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使用了不同官能度环氧树脂对氰酸酯基体进行共聚改性，并对比改性后氰酸酯树脂的耐热性能、介电性能

以及力学性能。通过测试可得，三官能度环氧树脂 DGEAC 改性氰酸酯体系的储能模量下降处温度和玻璃化温度最

高，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最小，力学性能较好。根据环氧改性氰酸酯固化机理推测固化模型，双官能度环氧增加了

交联点间的分子量，降低了交联密度；四官能度环氧打破了原有的三嗪环对称结构，而且反应位阻增加不利于反应

完全；而三官能度环氧改性氰酸酯交联网络结构与氰酸酯树脂本身的固化交联网络结构相似，不仅延长了三嗪环间

的长度，同时基本不影响三嗪环交联网络结构的对称性和交联密度。所以，CE/DGEAC 是一种具有较好耐热性能、

介电性能以及力学性能的树脂体系，在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环氧树脂;氰酸酯树脂;耐热性能;介电性能;交联模型 

MP219 

基于结晶制备高机械强度多孔形状记忆材料 

杨邱程,由吉春*,李勇进* 

杭州师范大学 310036 

具有贯通孔结构的形状记忆材料在众多领域表现出良好应用，因此发展制备该材料的新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广泛采用的方法是提高制孔剂含量以达到高孔隙率和贯通性，但同时也带来较差的力学性能。针对这一问题，本

工作选用三元共混的方法，基于结晶制得高机械强度的多孔形状记忆复合材料。一方面，PVDF/PBSu/BMG

（BA-MMA-GMA 无规嵌段共聚物）三元体系发生分相，PVDF/PBSu 共为一相，BMG 单独为一相。经选择性刻蚀

PBSu 后，PVDF/PBSu 形成带纳米贯通孔的多孔相，与 BMG 密实相形成双连续结构；另一方面，致密的 BMG 连续

相为材料提供形状记忆性能和较高的力学强度。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制备形状记忆多孔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三元共混；多孔形状记忆；高机械强度； 



 
 

748 
 

MP220 

光敏氟化聚酰亚胺/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曹建诚,王宽,刘敬成* 

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 214122 

通过在还原石墨烯表面进行重氮盐修饰合成了氨基功能化石墨烯 AFGO，后以 4,4'-二氨基二苯醚(ODA)、3,5-二

氨基苯甲酸(DABA)、二酸酐 6FDA、AFGO 和 GMA 为单体通过原位聚合法合成了一系列不同 AFGO 添加量的光敏

性聚酰亚胺/石墨烯复合材料，并通过光固化技术制备了聚酰亚胺 /石墨烯光固化复合薄膜 GPI/AFGOs。利用

ATR-FTIR、SEM、TEM 等分析了不同 AFGO 添加量对复合薄膜性能的影响。通过红外光谱证明氧化石墨烯（GO）、

氨基功能化石墨烯（AFGO）的成功制备；通过 TEM 中石墨烯片层的分布情况，证明利用重氮盐修饰法制备单层或

多层的 AFGO 在基体中具有其良好的分散性，可以形成均匀、稳定的分散液。 

关键词： 氟化聚酰亚胺；光固化；石墨烯；复合薄膜 

MP221 

石墨烯/SBA 微球改性 PMMA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介电 性能的研究 

游峰*,郭文文,邓梦君,李菁瑞,江学良,郜艳荣 

武汉工程大学 430205 

由于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和电学特性，制备聚合物基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引起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兴趣。

利用石墨烯通过与苯乙烯-丙烯酸丁酯（SBA）的共聚物形成非共价键的 π-π 叠合效应从而吸附在共聚物微球的表面。

首先以石墨为原料通过化学氧化还原的方法制备石墨烯，然后利用乳液聚合制备含有石墨烯的 SBA 共聚物微球，最

后利用熔融共混的方法将乳液聚合产物与 PMMA 混合制备成纳米复合材料。对于最后制备的石墨烯/SBA 复合微球

填充 PMMA 的复合材料，研究了石墨烯/SBA 复合微球对 PMMA 的力学性能和介电性能。介电结果表明，通过乳液

聚合工艺制备的石墨烯/SBA 复合微球极少量的石墨烯（0.037%）就能明显提高 PMMA 的介电常数。 

关键词： 石墨烯；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共聚物；力学性能；电学性能 

MP222 

熔喷非织造用聚乳酸/四氧化三铁磁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王明君,于斌*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随着熔喷级聚乳酸的研发，加之其自身良好的可加工性能和可生物降解的特点，对 PLA 熔喷材料的研究和开发

成为一个热点。四氧化三铁（Fe3O4）粒子具有良好的磁响应性，已被广泛用于药物载体和水过滤等领域。将 PLA

与功能性无机粒子复合制备的 PLA 基复合材料兼具了这些无机粒子的功能性特点，扩展了 PLA 的应用范围。采用熔

融共混法，将 PLA 和 Fe3O4 按质量比为 100/0，100/1，100/3，100/5 共混制备了熔喷用 PLA/Fe3O4 磁性复合材料，

对复合材料的相结构、磁性能、热-结晶性能及熔体流动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 PLA/Fe3O4 磁性熔喷非织造过滤材料

的加工奠定理论基础。结果表明，PLA/Fe3O4 复合材料中，Fe3O4 均匀的以“海-岛”结构分散在 PLA 基体中，但相容

性有待提高；复合材料具备了一定的磁响应性；Fe3O4 的加入对 PLA 的冷结晶过程起阻碍作用；合适的熔喷加工温

度 225~230 ℃。 

关键词： 熔喷非织造；聚乳酸；四氧化三铁；磁性材料 

MP223 

通过球磨化学改性并加入纳米纤维素制备可折叠的、高强度的、高导热的氮化硼纳米片

薄膜 

吴凯，陈枫，方劲超，傅强* 

四川大学 610065 

氮化硼纳米片薄膜由于其高的导热系数和良好的电绝缘性能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它

的脆性和较低的强度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将氮化硼纳米片与尿素在水中球磨制备了一种完好

保留了其面内晶型结构的改性氮化硼纳米片，从而提升其在水中的分散能力。然后，我们通过真空抽滤的方式制备

了一种可降解的、具有规整取向结构的纳米纤维素/改性氮化硼纳米片薄膜。氮化硼纳米片的改性以及纳米纤维素的

引入导致了改性氮化硼纳米片更规整的取向、改性氮化硼纳米片之间更有效地接触以及改性氮化硼纳米片与纳米纤

维素之间更强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制备得到的复合薄膜不仅更强更柔韧，而且具有更高的面内导热性能。即使在改

性氮化硼纳米片 70%的高质量分数下，这种复合薄膜仍可以被弯曲和折叠。更有趣地是，我们发现随着薄膜厚度的

减小，面内导热系数可以进一步增加，30 微米的 70%氮化硼纳米片薄膜导热系数可以高达 30.25 W/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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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氮化硼纳米片；纳米纤维素；导热性能；力学性能 

MP224 

熔喷非织造用多单体熔融接枝聚乳酸/生物基尼龙 11 共混纤维研究 

朱斐超，于斌，苏娟娟，王明君，韩建*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环境友好型的生物基熔喷非织造材料是当前发展趋势之一。聚乳酸（PLA）是目前热门的生物基材料，但耐热

性和抗冲击性差、缺乏反应性基团等缺陷限制了其应用。生物基尼龙 11（PA11）源自蓖麻油，具有优异的耐冲击性

能和耐热性。本文采用多单体熔融接枝法制备了 PLA-g-(St-co-GMA)接枝材料，并将其作为增容剂反应性共混挤出得

到 PLA/PLA-g-(St-co-GMA)/PA11 共混材料，对共混体系的熔体流动速率和流变性能进行研究，并对其初生纤维的形

貌、热-结晶和力学性能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共混材料呈假塑性流体，熔体粘度对切力变化敏感；随着共混比例

的提高，熔体流动速率下降，纤维的表面变得粗糙，直径变得不均匀；低共混比例的 PA11 和 PLA-g-(St-co-GMA)可

促进 PLA 的冷结晶，而高共混比例会抑制 PLA 的冷结晶。共混初生纤维的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较 PLA 纤维均有效提

高。 

关键词： 多单体；接枝；聚乳酸；尼龙 11；共混纤维 

MP225 

熔喷非织造用多单体接枝聚乳酸/埃洛石纳米管共混纤维的研究 

朱斐超*，于斌，苏娟娟，王明君，韩建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聚乳酸（PLA）作为热门的生物基材料，但其耐热性和抗冲击性欠佳。埃洛石纳米管（HNTs）是一种天然纳米

管材料，作为填料可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和耐热性能。本文通过对 HNTs 表面氨基化修饰（m-HNTs），以多单体接枝

聚 乳 酸 PLA-g-(St-co-GMA) 为 增 容 剂 ， 采 用 熔 融 共 混 法 反 应 性 挤 出 制 备 了 熔 喷 非 织 造 用

PLA/PLA-g-(St-co-GMA)/m-HNTs 复合材料，对其熔体流动性能和流变性能进行了研究，并制备和评价了初生纤维的

形貌、热-结晶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HNTs 呈纳米管状，经表面处理后分散性改善；PLA-g-(St-co-GMA)和 m-HNTs

的添加使 PLA 的粘度增大，MFR 值降低；共混初生纤维直径均匀，冷结晶温度较纯 PLA 有所降低，强度和断裂伸

长率有所提高；PLA/PLA-g-(St-co-GMA)/m-HNTs (80/20/2)纤维的强度相比纯 PLA 纤维提高了 122.7%。 

关键词： 熔喷非织造；多单体接枝；聚乳酸；埃洛石纳米管；共混纤维 

MP226 

高强度 PAM/Laponite/SiO2 光子晶体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制备 

王頔 1,2,王吉德 1*,徐世美 2* 

1.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四川大学 

由胶体晶体阵列制备的光子晶体膜机械性质较差，但是将有序排列的光子胶体阵列引入到水凝胶中，借助水凝

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良好的粘弹性，制备具有颜色的光子晶体水凝胶，不仅使光子禁带的移动更加明显，而且对外

界环境的响应也更加迅速，同时避免了凝胶中光子晶体阵列的有序结构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破坏的缺点。本文以

Stöber-Fink-Bobn 方法制备单分散的纳米 SiO2 球，通过旋涂形成有序排列结构，之后在 Laponite 和丙烯酰胺（AM）

的分散液中，通过热引发自由基聚合，制备出以 Laponite 交联的高强度 PAM/Laponite/SiO2 光子晶体纳米复合水凝胶。

该水凝胶在传感器等领域有潜在用途。 

关键词： 光子晶体水凝胶；SiO2 胶体晶体阵列；纳米复合；高强度 

MP227 

波纹形貌的富勒烯 C60 晶须/聚苯胺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闫晓梅,王海滨,朴光哲*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论文通过直接混合富勒烯 C60 晶须(FW) /甲苯/异丙醇悬浮液和本征态聚苯胺(PANI-EB) / N-甲基-2-吡咯烷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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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制备了 FW/ PANI-EB 复合材料。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表征了复合材料的形貌，并且通过循环伏安法、恒

电流充放电测试、循环寿命测试分析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由于 FW / PANI-EB 的独特形貌和 FW / 

PANI-EB 中电荷转移络合物的形成，FW / PANI-EB 复合材料具有高的比电容和优良的循环稳定性。在 1Ag-1 的电流

密度下，复合材料的比电容为 813 Fg-1，远优于纯 PANI-EB，且 1500 次循环后复合材料的电容保持率为 85.2％。 

关键词： 富勒烯 C60 晶须；本征态聚苯胺；复合材料 ； 比电容 

MP228 

PC/TPU 共混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何智浩,丁雪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以聚碳酸酯为基体材料，选用三种 TPU 对其进行改性，采用双螺杆挤出机进行熔融共混，制备出三组不同

配比的 PC/TPU 共混物，研究了其力学性能、热性能及微观形态结构等。结果表明，随着 TPU 含量的增加，共混物

的弹性模量、屈服强度、断裂伸长率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对比不同牌号的 TPU 与 PC 共混体系，当 TPU 含

量低于 4phr 时，三种体系的弹性模量、屈服强度变化不大，PC/TPU58277 的断裂伸长率最高；TPU 含量为 2phr 时，

PC/TPU58277 的低温冲击性能提高。三种 TPU 中，TPU58277 与 PC 的综合力学性能最佳。热失重分析表明，加入

TPU 之后，材料的热稳定性下降，起始分解温度降低。扫描电镜结果显示，当 TPU58277 含量为 2phr 时，材料断面

形貌粗糙，断裂带更加致密，材料韧性提高，继续增加 TPU 用量，断面开始变得光滑、平整，断裂带减少，体系韧

性下降，表明 PC 和 TPU 相容性不好。 

关键词： 聚碳酸酯；聚氨酯；共混改性；力学性能 

MP229 

利用立构复合晶体网络调控炭黑粒子在聚乳酸基体中的自组装行为 

刘慧丽,白红伟,傅强* 

四川大学 610065 

近年来，通过将成本低廉，导电性能优异的炭黑（CB）粒子引入到聚乳酸（PLA）基体中来提高其导电性能和

力学性能已成为 PLA 改性工作的一个研究热点。众所周知，CB 在聚合物基体中具有自组装成网络的倾向，而通过

热退火、施加剪切场或拉伸场、改变聚合物共混物的相形态、复合填料等手段可以对 CB 的网络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控，

进而获得性能优异的聚合物复合材料。与这些常用手段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了利用在 PLA 基体中原位构筑的立构复

合（SC）晶体网络来调控 CB 自组装行为的新方法。通过将左旋聚乳酸、右旋聚乳酸和 CB 进行熔融共混制得复合

材料，结果表明，在 SC 晶体网络形成之前，少量 SC 晶体的存在可促进 CB 网络的形成，表现为 PLA/CB 的逾渗阈

值降低；而当 SC 晶体网络形成之后，CB 的自组装过程受到抑制，复合材料的逾渗阈值大大提高。此外，SC 晶体网

络的形成还可以显著提升 PLA 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 聚乳酸；炭黑；立构复合；自组装 

MP230 

聚醚砜/环氧复合材料体系的结构演变研究 

张玉伟,沈育才,王庭慰*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在论文中，我们观察了聚醚砜（PES）/环氧树脂的共混物的固化诱导相分离的过程和最终形态结构。根据 PES

含量的不同，我们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结构，岛结构（w = 0.10），胶囊结构（w = 0.20）和反相相结构（w = 0.30）。其

中以胶囊结构最为复杂，为了阐明这种独特胶囊结构的形成机理。我们使用光学显微镜和旋转流变仪来研究了相分

离过程。在 w = 0.20 的混合物中，体系的相分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环氧树脂分子量随着固化反应而增

加，与 PES 的相容性变差，体系遵循旋节线相分离机理形成微双连续相，然后微双连续相中的 PE 富集相逐渐粗化，

并伴有二次相分离的现象。最后，由于 PES 体积分数的持续增大以及 PES 和环氧树脂之间巨大的粘弹性差异，PES

富集相开始收缩至样品的内部，使得样品整体呈现出胶囊结构。 

关键词： 环氧；复合材料；固化诱导相分离 

MP231 

基于溶胀渗透法的柔性导体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张荣*,徐成成,高浩,张乐聪,段亚文,王非,刘清亭,胡圣飞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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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导电应力应变材料具有优异的拉伸性、导电性，在传感器、可折叠电子设备等方面有广泛的运用，其中聚

合物基柔性导电应力应变材料因制备方法简单且性能优异而受到广泛的关注。为了进一步降低填料用量并提高应变

敏感性，本研究基于溶胀渗透法，以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为基体，碳纳米管(CNTs)为填料制备柔性导体。首先以

己烷为溶剂对交联固化的 PDMS 进行溶胀处理，然后加入至 CNTs 的悬浮液(己烷+ N,N-二甲基甲酰胺(DMF)+水)，

并将混合体系温度升至一定温度，保持一定时间，最后取出样品并进行超声洗涤干燥处理。结果表明，采用溶胀渗

透法制备的复合材料 CNTs 主要分布在样品表层，且 SEM 表明 CNTs 渗入 PDMS 表层，且在 CNTs 的含量为低于

0.05wt%即可实现导电性；其应变为 260%时电阻变化率可达到 1200%，应变系数(GF)可达到 5 以上。 

关键词： 柔性导体；碳纳米管；溶胀渗透法 

MP232 

聚氧化乙烯/离子液体体系相分离动力学及结晶行为的研究 

罗欢,牛艳华*,肖志林,陈云雷,李光宪 

四川大学 610065 

通过光学显微镜、流变仪、DSC 和原位 FTIR 首次探究了具有动力学不对称性的聚氧化乙烯 /离子液体

(PEO/[EMIM][BF4])体系的相分离动力学及相分离对结晶行为的影响。该体系存在三种不同的相分离形态：在较低的

PEO 浓度（P10，P30），出现由黏弹相分离机制（VPS）控制的网络结构；随 PEO 含量的增加（P40，P50），出现双

连续结构；当 PEO 含量继续增加（P60，P70），相区表现为粒子-基体形态。由储能模量 G'对频率的变化曲线可发现，

在低频范围，两相区的 G'相对均相区，出现明显上翘，这主要是因为界面张力的贡献。并且利用 G-M 模型，得到了

P70 在相分离后期的界面张力。对结晶行为的研究发现，PEO/IL 样品在两相区退火一定时间，再快速冷却至结晶温

度，PEO 的结晶动力学得到明显提升。这可能是由于未完全回复的 PEO 聚集区以及由于氢键断裂造成的更柔顺的 PEO

分子链共同导致了结晶动力学的加速。 

关键词： PEO/[EMIM][BF4]；相分离；结晶；动力学不对称 

MP233 

新型电磁波吸收剂及其电磁行为研究 

刘洋 1,2,3,王旭 1,2,3,赖文川 1,2,3,王早铭 1,2,3,刘向阳 1,2,3* 

1.四川大学 

2.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电磁污染越来越严重，因而发展新型高效吸波剂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了不同氟含量的氟化多壁碳纳米管在微波段的电磁行为，并证明了氟化碳纳米管具有优异的微波吸收性能。

研究结果表明氟化多壁碳纳米管外层为绝缘的氟化层；内层则未被氟化而具有一定的导电性，从而氟化碳纳米管兼

具阻抗匹配和电磁损耗的能力。因此，氟化多壁碳纳米管表现出优异的吸波性能。当氟化多壁碳纳米管添加量为 9.1%、

厚度为 1.5mm 时，吸波体的反射损耗高达-69dB。因而，氟化多壁碳纳米管具有制备“薄、轻、宽、强”吸波材料的巨

大潜力。 

关键词： 直接氟化;多壁碳纳米管;吸波;异质结构 

MP234 

环氧 POSS 增韧改性双马来酰亚胺树脂的研究 

田丹,吴涛,马晓燕*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 710000 

双马来酰亚胺(BMI)树脂由于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耐湿热、低介电常数与低介电损耗等特性，而被广泛应用在国

防军工、高性能印刷电路板等领域。但是，未改性的 BMI 体系由于分子链刚性强、固化后交联密度大，树脂脆性很

大，限制了其应用。常规的增韧改性方法一般会牺牲 BMI 的强度、热性能及吸水性能，降低其介电性能。基于此，

本文以 EP-POSS 为改性剂，对二苯甲烷型双马来酰亚胺(BDM)/二烯丙基双酚 A(DBA)树脂基体(纯 BMI 体系)进行改

性，研究了该树脂体系的力学性能、热性能、介电性及其耐湿热性等。分析表明，EP-POSS 可以在不损失 BMI 树脂

强度、热性能、吸水性能和介电性能的同时，大幅度提高 BMI 树脂的韧性。当 EP-POSS 含量为 3.0%时，冲击强度

达到最大为 13.95kJ/m2，提高了 65.7%。 

关键词： BMI；环氧基 POSS；韧性；热性能；介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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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35 

玻纤增强聚苯硫醚复合材料制备和性能研究 

曹轶 1，王孝军 2*，杨杰 2,3*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聚苯硫醚（PPS）是一种新型热塑性特种工程塑料，由于 PPS 主链上的苯环结构增加了高分子链的刚性，故 PPS

存在脆性大，强度差的问题。虽然目前玻纤改性聚苯硫醚是行业内的普遍方法，但国内玻纤厂商众多，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在其中优选出适合国产聚苯硫醚改性的品种、优化其配方及工艺对优化 PPS 改性料产品性能及实现稳定生

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 PPS、玻纤和偶联剂为原料，通过改变玻纤种类和偶联剂含量最终制备出了综合

力学性能优良的复合材料。研究使用力学性能测试，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复合材料的性能进行了表征。力学

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复合材料拉伸强度可达 190MPa，弯曲强度可达 292.3MPa，缺口冲击强度可达 15.61KJ/m2。SEM

测试结果表明，偶联剂显著改善了玻纤与 PPS 界面结合性。最终结果表明：使用 40wt%泰山玻纤，添加 1.5wt%偶联

剂时，PPS 复合材料具有最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 

关键词： 聚苯硫醚；复合材料；增强；共混 

MP236 

聚苯胺@硅掺杂碳纳米纤维超级电容器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杨雨薇,兰金叻,于运花*,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利用原位氧化还原法制备聚苯胺/硅掺杂碳纳米纤维（PANI @NSiCNF）二元纳米复合材料。采用 FESEM、FT-IR、

恒电流充放电及循环伏安法等测试技术对复合材料进行了结构及性能的分析。结果表明：PANI 均匀包覆在 NSiCNF

表面，所制备的二元复合材料通过各个基元的协同作用可以发挥较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 10A/g 的电流密度下仍

可达到 300F/g 的比容量。良好的电化学性能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NSiCNF 作为碳基体有利于电子的快速转移，

有效改善 PANI 循环稳定性差的缺点；均匀规整的 PANI 纳米片层有利于电解液的快速浸润，通过氧化还原反应提供

大量的赝电容；碳纳米纤维表面的硅氧键与苯胺单体形成氢键，从而指导 PANI 定向规整生长，这也是使二元复合材

料整体呈现较好的稳定性和较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的关键。 

关键词： 碳纳米纤维；硅氧掺杂；聚苯胺；超级电容器；复合材料 

MP237 

聚乳酸/聚碳酸酯共混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马丽*,尹航,刘林松,胡学奇,左建虎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0002 

本文首先研究了PC含量的变化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PC含量的增加，PLA/PC

复合材料的各项力学性能均呈下降趋势，但其热稳定性提高。在确定 PC 含量为 15%的前提下，研究了界面相容剂聚

乙烯接枝马来酸酐(PE-g-MAH)、核壳结构的丙烯酸酯类树脂(ACR)、聚苯乙烯接枝马来酸酐(PS-g-MAH)、乙烯-丙烯

酸丁酯共聚物(EBA)对 PLA/PC 共混体系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容剂 EBA 的增容效果最佳。因此，论文又考

察了 EBA 用量对 PLA/P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熔体流动速率及微观形态的影响。结果表明，EBA 能有效改善 PC

与 PLA 之间的界面相容性，添加 7% EBA 的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由 7.4kJ/m2 提高到了 22.5kJ/m2，提高了近 2 倍，

其他力学性能略有下降。 

关键词： 聚乳酸；聚碳酸酯；力学性能；热稳定性 

MP238 

天然橡胶共混体系中填料分布调控及其电磁增强机理研究 

赵鹏飞 1,李乐凡 1,2,王中奇 1,罗勇悦 1,廖禄生 1,汪志芬 2,彭政 1* 

1.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2.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电磁复合材料是一种能够屏蔽或衰减入射电磁波的功能性材料，在军事和民用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利

用基体-填料界面自由能差异，诱导共连续共混结构中填料的选择性分布，是实现电磁复合材料结构调控与性能优化

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过去两年里，我们通过热力学诱导填料选择性分布的方法，对具有不同基体-填料界面相互作用

的组分进行有效组合，结合基体分子链改性、填料表面修饰等对共混基体中电/磁填料的分布进行调控，进而构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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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更稳定电磁损耗网络，实现对电磁复合材料的轻质化、宽频化和高效化改性。本报告综述我们在导电炭黑（CCB）

填充环氧化天然橡胶（ENR）/天然橡胶（NR）共混物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阐释了 CCB 在 NR/ENR 共混物中选择

性分布的热力学本源，并讨论了 NR/ENR 共混比、相容性对复合材料微观结构和电磁性能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天然橡胶共混物；导电炭黑；选择性分布；电磁损耗；吸波性能 

MP239 

利用纳米纤维素辅助二维纳米填料的分散制备高导热且力学性能优异的薄膜 

陈枫,吴凯,杨卫星,傅强*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二维纳米材料如石墨烯和氮化硼纳米片因其优异的导热性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直接由石墨烯或氮化硼

纳米片制备薄膜材料由于工艺复杂且力学性能差而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纳米纤维素辅助石墨

烯或氮化硼纳米片在水中的分散，制备得到了具有优异力学性能和高导热性能的薄膜材料。纳米纤维素不仅能够在

水中稳定分散石墨烯和氮化硼纳米片，并且能很好的将他们连接起来。此外，由于纳米纤维素特殊的一维结构，能

极大地降低填料之间的接触热阻。因此，制备得到的复合薄膜在保持优异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同时，呈现出

了极其优异的导热性能，分别为 240.5 W/m K(90wt% 石墨烯纳米片)和 30.28 W/m K (70wt% 氮化硼纳米片)。我们希

望这一简单、绿色化的方式可以为下一代高功率或者可折叠电子器件的散热材料的制备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氮化硼纳米片；石墨烯纳米片；纳米纤维素；导热性能；力学性能 

MP240 

纤维长径比、目数及注塑温度对 PLA/木纤维的力学性能影响 

张雷,吕闪闪,孙策,谭海彦,张彦华*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PLA 的制备是以生物资源为原料，摆脱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但 PLA 脆性大、价格高，限制了其广泛应用，采用

木纤维与 PLA 复合可较好弥补 PLA 的缺陷。本文系统研究了杨木纤维的长径比、红杉木纤维的目数和注塑温度对

PLA/木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实验采用长径比分别为 5.5、7.7、9.6 的杨木纤维与 PLA 制备 PLA/木纤维复

合材料，结果表明，长径比为 9.6 的杨木纤维的力学性能最好，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分别为 42.54MPa、84.97MPa；

分别取 20 目、40 目、80 目的红杉木纤维与 PLA 复合制备复合材料，结果表明，20 目的红杉木的力学性能最佳，拉

伸强度和弯曲强度分别为 15.16MPa、23.78MPa；同时研究注塑机温度对 PLA/木纤维复合材料的力学的影响，结果

发现当注塑温度为 175°C 时，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最好，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分别为 37.77MPa、82.55MPa 

关键词： PLA、木纤维、长径比、目数、注塑温度 

MP241 

导电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气敏效应研究 

王浩,高杰峰*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5002 

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CPC）由于其质轻，柔性好和较高的传感强度已被开发作为气体传感器材料。通过用简

单高效的超声方法制备出性能优异的导电聚合物气敏材料。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静电共纺聚氨酯(TPU)/聚醚砜(PES)

纤维，为了提高纤维膜强度和耐热性且不影响膜的弹性，将 PES 与 TPU 的比例设定为 1：4，之后用超声法将碳纳米

管（CNTs）锚定在纳米纤维表面，从而形成具有一维导电纳米纤维网络结构的复合材料。通过超声时间控制 CNTs

在纳米纤维表面的含量，获得了低导电渝渗值（0.058%）的纳米纤维复合材料；并探索了其气敏效应，发现制备的

导电纤维复合材料对于多种气体有着较高的响应强度，且循环性能优异。 

关键词： 导电高分子；静电纺丝；复合材料；气敏效应 

MP242 

纳米 SiO2/Ce(NO3)3 协同效应对 3,3,3-三氟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接枝改性环氧树脂涂

层防腐蚀性能的影响 

邓付国,张子靖,喻子欣,李佩华,胡涛*,吴崇刚*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环氧树脂防腐蚀涂层为目前金属腐蚀防护领域最具应用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本文采用“一锅法”将三氟丙基甲基

二甲氧基硅烷（TFPMDMS）接枝到环氧树脂链上，分别制备含有 3 wt%经六甲基二硅氮烷改性的纳米 SiO2（HMS）、



 
 

754 
 

1 wt% Ce(NO3)3 及同时含有 3 wt% HMS 与 1 wt% Ce(NO3)3 的防腐蚀涂层，用以探究纳米 SiO2 及 Ce(NO3)3 的协同

效应对改性环氧树脂涂层防腐蚀性能的影响。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对 TFPMDMS 与环氧树脂、六甲基

二硅氮烷与纳米 SiO2 之间的反应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TFPMDMS 的甲氧基顺利的与环氧树脂羟基发生了接枝反

应，而 SiO2 表面的羟基也部分变为?O?Si?(CH3)3。为了深入探究这些涂层的防腐蚀机理，将采用浸泡于 3.5 wt%氯

化钠溶液中不同时间段的电化学阻抗谱来进行表征，而这些工作将会在后期的工作中进行展示。 

关键词： 纳米 SiO2；硝酸铈；接枝改性；环氧树脂；防腐蚀性能 

MP243 

石墨烯/聚醚酰亚胺/环氧树脂三元复合材料的结构与介电性能 

黄婷,马传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41004 

利用反应诱导相分离原理，通过改变石墨烯纳米片（GnPs）含量和聚醚酰亚胺（PEI）含量对 GnPs/PEI/环氧树

脂（EP）三元复合材料的相结构进行调控，使 GnPs 选择性分布在共混体系的连续相中或两相界面处，制备出同时具

有隔离结构和双逾渗结构的高介电常数复合材料，降低复合材料的逾渗阈值，提高其介电性能。实验结果表明：GnPs

选择性分布在 PEI 富集相中或 PEI 与 EP 两相界面处，形成同时具有隔离结构和双逾渗结构的导电网络，使

GnPs/PEI/EP 三元复合材料发生明显的逾渗转变，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突增。当 GnPs 含量为 1.5wt%时，

GnPsPEI25EP100 三元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高达 1128(1kHz)。复合材料的逾渗阈值随 PEI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当 PEI

含量为 15pbw、25pbw 和 40pbw 时，复合材料的逾渗阈值分别为 0.65wt%、0.95wt%和 1.63wt%。 

关键词： 石墨烯；聚醚酰亚胺；环氧树脂；结构调控；介电性能 

MP244 

剪切场下混杂粒子对不相容聚合物共混物形态结构影响的协同效应 

朱洨易,孔米秋*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探讨了不同表面性质的纳米粒子复配（混杂粒子）对聚异丁烯（PIB）/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不相容共

混体系中分散相形态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 PIB 作为分散相的体系，单一表面性质的纳米粒子的加入均能有

效抑制 PIB 分散相的凝聚，但是疏水性纳米粒子的抑制效果较好。当疏水性和亲水性纳米粒子复配时对 PIB 分散相

凝聚作用的抑制介于两者之间。对于 PDMS 作为分散相的体系，疏水性和亲水性纳米粒子均能有效抑制 PIB 分散相

的凝聚，两者的效果相当。当加入复配粒子时，不同配比的复配粒子和单一表面性质的粒子对 PDMS 分散相凝聚的

抑制作用相当。值得一提的是，当加入复配粒子至 PIB/PDMS 20/80 体系及其反转体系时，复配粒子呈现出协同抑制

分散相凝聚的作用。这可能是体系中同时出现分布于 PDMS 相中的亲水性纳米粒子和分布于界面处的疏水性纳米粒

子，两者能共同有效地抑制分散相的凝聚作用使分散相液滴的尺寸显著减小 

关键词： 不相容聚合物共混物，不同表面性质的纳米粒子，剪切场，形态演变，协同效应 

MP245 

以聚苯乙烯为模板制备高强、高导电三维石墨烯 

李岳,张好斌*,张宇,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为获得均匀分散的氧化石墨烯/聚苯乙烯微球溶液体系，我们首先通过乳液聚合制备电负性的聚苯乙烯微球，与

氧化石墨烯形成均匀稳定的溶液，为水热反应提供了条件。经水热反应和后续室温干燥的过程，石墨烯纳米片层在

微球周围形成立体结构的连续网络，而聚苯乙烯的存在可使石墨烯片层形成褶皱结构。经后续热处理，聚苯乙烯的

去除使凝胶内部形成球形三维网络状结构，赋予三维石墨烯优异的导电/电磁屏蔽和力学性能。通过改变室温干燥时

间可以控制三维石墨烯密度和内部结构，发现在三维石墨烯的表观密度为 0.146 g ·cm-3 时，800 oC 退火处理的三维

石墨烯电导率可达到 706.1 S/m，电磁屏蔽效能可达到 56.2 dB (2 mm)。而在表观密度为为 0.281 g ·cm-3 时，三维石

墨烯的压缩强度可达 18.8 MPa。因此，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制备高强度，高导电、高电磁屏蔽性能三维石墨烯的新方

法。 

关键词： 三维石墨烯；聚苯乙烯微球；导电性能；电磁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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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46 

轻质、柔性、高导电磁性石墨烯泡沫薄膜的电磁屏蔽性能研究 

刘亚峰,刘骥,张好斌*,王琦伟,刘张硕,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我们利用还原氧化石墨烯优异自组装能力和高电导率的优势，与磁性粒子复合，引入壳聚糖作为界面增强剂，

制备轻质、柔性、高导电的磁性石墨烯泡沫薄膜，实现了多频段电磁波的高效屏蔽。首先以 S 法制备的氧化石墨烯

为基础制备石墨烯薄膜，同时引入适量壳聚糖，在不影响体系导电及电磁屏蔽性能的前提下，通过壳聚糖与石墨烯

片层之间的作用力来改善石墨烯片之间较低的界面结合能力，有效地保证了水合肼蒸汽剧烈还原后多孔薄膜的结构

完整性，改善了薄膜内部的泡孔结构。引入磁性组分片状羰基铁，将其均匀分布在薄膜内部泡孔孔壁上或嵌入孔壁

之中，通过结合由羰基铁产生的磁损耗以及石墨烯导电网络提供的介电损耗，进一步提高了薄膜的电磁屏蔽性能，

同时赋予了薄膜对磁场的响应能力。所制备的薄膜具有在 8.2-59.6 GHz 频率范围内优异的屏蔽性能，有望在柔性电

子器件、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应用。 

关键词： 石墨烯；壳聚糖；电磁屏蔽；磁响应；羰基铁 

MP247 

高顺式聚丁二烯/二氧化硅杂化材料及其结晶行为研究 

答迅,朱寒*,卢晨,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稀土顺丁橡胶分子链具有高度立构规整结构，易发生应变结晶，因而赋予其更加优异的抗拉伸/撕裂性能、耐磨

性、耐屈挠性、低生热性、低滚动阻力等，适宜于作为绿色轮胎的原材料使用。随着稀土顺丁橡胶顺式-1,4 结构含量

提升，结晶速率明显加快。研究了高顺式聚丁二烯/二氧化硅杂化材料（PB-g-SiO2）在一定温度下的等温结晶过程。

结果表明，在 PB-g-SiO2 等温结晶过程中，Avrami 指数（n）在 2.0~3.0 之间，呈现三维球晶的生长方式，与微观结

构参数及结晶温度无关，其球晶尺寸、结晶速率与 SiO2 含量有关，在其等温结晶过程中，球晶尺寸随着 SiO2 含量

增加而增大。同时，随着 SiO2 含量的增加，其半结晶期（t1/2）缩短，结晶速率加快。 

关键词： 聚丁二烯；二氧化硅；等温结晶动力学；绿色轮胎 

MP248 

界面强化高导电石墨烯气凝胶 

刘骥,张好斌*,刘亚峰,戴洋,刘张硕,于中振*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研究以聚合物前驱体石墨化为基础的界面优化策略，强化石墨烯界面连接，制备高导电强韧三维结构石墨烯。

通过溶液共混及冷冻干燥制备了氧化石墨烯/聚合物气凝胶，对其进行高温石墨化热处理，得到了碳界面增强的石墨

烯气凝胶。高温热处理还原氧化石墨烯，使表面含氧官能团基本被去除，修复石墨烯表面缺陷，石墨烯片层表面包

覆的石墨化聚合物碳，可作为气凝胶内部石墨烯片层间的“交联点”，将相邻石墨烯纳米片层紧密连接，形成一体化的

三维连续高效石墨烯纳米结构网络，因此，该方法制备的气凝胶在低密度具有极好的导电性能、可回弹性能及超强

的疏水亲油能力，在聚合物功能复合材料、能源材料和水处理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石墨烯；聚酰亚胺；高导电；可回弹；气凝胶 

MP249 

石墨烯气凝胶-高分子弹性体复合材料 

王云鹏,姚博文,石高全*,杨忠强* 

清华大学 100084 

石墨烯气凝胶，是由石墨烯片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构筑而成的连续三维网络材料，不仅具有二维石墨烯优良的导

电、导热性能，还兼具气凝胶低密度、高比表面积的优点。因此，石墨烯气凝胶在高分子材料复合与改性领域有巨

大发展潜力。本工作中，我们首次将近期发展的高取向性石墨烯气凝胶，运用于高分子材料的改性。将石墨烯气凝

胶与高分子弹性体在微纳尺度进行复合，得到了高强度、高导电的材料。该材料将在柔性器件、智能皮肤及航空材

料等领域展现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石墨烯气凝胶；复合材料；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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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50 

陶瓷化无卤阻燃硅橡胶的研究 

蔡磊，薛锋*，丁勇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陶瓷化无卤阻燃硅橡胶是在硅橡胶中加入阻燃剂、成瓷填料、助熔剂及硫化剂以提高其阻燃性能。当其受到高

温烧蚀时，助熔剂熔融并在硅橡胶烧蚀产物和成瓷填料间起“桥接”作用，从而生成有一定力学强度的陶瓷体，实现硅

橡胶的陶瓷化。本文工作：1 研究了 325/800/1250 目针状硅灰石及其用量对硅橡胶性能的影响，发现硅灰石会使得其

拉伸和撕裂性能降低，阻燃性能有一定提高，对硅橡胶热稳定性影响不大。800 目硅灰石用量为 15 份时，无卤阻燃

硅橡胶综合性能相对最优。2 研究了玻璃粉的用量对硅橡胶的拉伸、撕裂、陶瓷化及热稳定性的影响，发现玻璃粉对

其热稳定性影响不大，而使其力学性能降低。玻璃粉能够使其瓷化物结构致密，瓷化性能更好，7.5 份时硅橡胶综合

性能相对最佳。3 研究了烧蚀温度对硅橡胶瓷化性能的影响，随着烧蚀温度从 450℃增大到 750℃，其烧蚀质量损失

率和线性收缩率均增大；瓷化物表面和断面结构也随温度升高而更致密光滑。 

关键词： 硅橡胶；阻燃；陶瓷化；硅灰石；玻璃粉 

MP251 

石墨烯/聚氯乙烯/聚氨酯层状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声学性能研究 

李栋辉,江学良*,李菁瑞,游峰 

武汉工程大学 430205 

现代社会中的噪音污染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困扰，噪音的控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开发一种新型降噪声

学材料是噪音控制领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采用金属和无机材料这些噪音控制手段，高分子复合材料以其质轻、高

阻尼和易加工等特点吸引了广泛关注，但高分子复合材料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模量较低，刚性较差，面密度较

小，使其在噪音控制领域的应用无法得到扩展。 

本文首先采用氧化还原法合成了石墨烯，并将其与聚氯乙烯复合制备了石墨烯/聚氯乙烯纳米复合材料，并对其

隔声性能和动态力学性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石墨烯的加入可改善复合材料的隔声性能和动态力学性能。此外还采

用化学发泡法制备了具有吸声效果的发泡聚氨酯材料，并以热合层压法制备石墨烯/聚氯乙烯/聚氨酯层状材料，隔声

层材料与吸声层材料的物理结合和多层材料结构中对声波的反射、吸收损耗作用有效地改善了复合材料的声学性能。 

关键词： 石墨烯；聚氯乙烯；聚氨酯；声学性能 

MP252 

磁性一维微纳米材料/环氧树脂复合材料断裂韧性研究 

王帅,马传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41004 

为了改善环氧树脂（EP）的韧性，本课题组采用溶剂热法在一维微纳米材料表面负载磁性纳米粒子，从而制得

磁性一维微纳米材料，并在磁场作用下，磁性一维纳米材料在 EP 中发生偏转，制得在垂直晶须方向上，能够最大程

度增韧的复合材料。本文采用该方法将短切玻璃纤维(SGF)、碳酸钙晶须(CaCO3)、纤维素晶须(Cellulose whiskers)负

载磁性 γ-Fe2O3，在磁场作用下，制得一维微纳米材料/EP 复合材料。并通过 SEM、XRD、SENB 等表征手段，研究

了取向磁性一维微纳米材料对 EP 断裂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复合材料的断裂韧性与纯 EP 相比，增强效果明

显提高，其中取向的磁性 SGF 的 KIC 提高了 98%，GIC 提高了 274%；取向的磁性 CaCO3 的的 KIC 提高了 70.1%，

GIC 提高了 176%；取向的磁性 Cellulose whiskers 的的 KIC 提高了 25.6%，GIC 提高了 52.2%。 

关键词： 环氧树脂，断裂韧性，磁场诱导，复合材料，一维微纳米材料 

MP253 

动态硫化 NR/iPP 制备热塑性硫化橡胶 

龙永江,祝方明*,刘冬,刘奕均 

中山大学 510000 

本文以天然橡胶（NR）和等规聚丙烯（iPP）为基本材料，使用过氧化物双-（叔丁基过氧化异丙基）苯（BIBP）

为硫化剂，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TAIC）为助硫化剂；采用双螺杆挤出机动态硫化 NR/iPP，制备了 NR/iPP 热塑性

硫化橡胶（TPV）。通过扫描电镜、万能材料试验机，研究了 BIBP 含量、橡/塑比对 NR/iPP TPV 微相结构、NR 交联

密度和 TPV 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 BIBP 的质量分数为 NR 的 2.5 %、橡塑比为 1:1 时，NR/iPPTPV 的综合

力学性能最优。 

关键词： 天然橡胶，等规聚丙烯，热塑性硫化橡胶，动态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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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54 

新型耐油 EVM/PVDF 热塑性硫化胶制备与性能研究 

沈昱岑,花月庆,田明,张立群,宁南英*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乙烯醋酸乙烯酯橡胶（EVM）和聚偏氟乙烯（PVDF）具有优异的耐油和耐高温性能，且由于羰基与氟原子之间

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两者具有较好的相容性。本文通过动态硫化技术首次制备出 EVM/PVDF TPVs,研究了所制备

TPVs 的微观结构，以及加工性能、弹性、力学性能和高温下耐油性随动态硫化过程的变化。同时研究了所制备 TPVs

的重复利用性能。结果表明，所制备的 EVM/PVDF TPVs 具有独特的纳米纤维结构，这些纳米纤维是由 EVM 纳米粒

子聚集而成，且 EVM 粒子直径在 20-100 nm。随着动态硫化过程的进行 EVM/PVDF TPVs 的加工性能、力学性能、

耐油耐高温性能变好，弹性略微变差。经过四次重复加工，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保持在 18MPa 和 340%以上,

表明 EVM/PVDF TPVs 具有较好的的重复利用性能。 

关键词： 热塑性硫化胶，EVM，PVDF，相态结构，性能 

MP255 

表面负载聚苯胺纳米线聚合物复合微球的制备 及其防腐性能研究 

王世成,朱继红,谢泓辉,何凯慰,许一婷,罗伟昂,陈国荣,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聚苯胺作为防腐添加剂具有令金属表面钝化的作用，但由于聚苯胺不溶不熔和难以加工的性质，聚苯胺难以和

环氧相容，不适合直接添加到环氧当中。而制备有机无机和聚苯胺的复合材料作为防腐助剂时可以解决这一类问题。

本文中，通过分散聚合和原位吸附聚合分别制备了 PGMA微球和 PGMA@PANI复合微球，利用改变 PVP 含量和 GMA

浓度控制 PGMA 微球的粒度和分散度，并且通过添加正戊醇和改变 An / PGMA 以及 CTAB / An 的比例来控制 PGMA 

@ PANI 复合微球的形态，在以下条件下得到了均匀负载聚苯胺纳米线的聚合物复合微球：0.10 g/ml GMA, 10 wt% 

PVP，50 wt% CTAB 和 30wt% An。利用复合微球作防腐蚀助剂与环氧涂层(XH 42801)制备防腐涂层，讨论并总结了

助剂的最佳添加量。 

关键词： 聚苯胺；聚合物微球；防腐蚀； 

MP256 

软段全饱和热塑弹性体对聚丙烯结晶和力学性能影响 

雒争,贺云卿,苗媛,杜杰,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通过活性正离子聚合方法设计合成一系列聚(苯乙烯-异丁烯-苯乙烯)三嵌段共聚物热塑弹性体(SIBS)，将其与聚

丙烯（PP）共混，研究其对 PP 结晶性能、透光率、雾度及低温韧性的影响规律。SIBS 加入后两者形成均匀但复杂

的共混体系，具有良好的共混相容性。随着 SIBS 含量增加，聚丙烯晶粒细化，且结晶边界逐渐模糊，有利于提高共

混物膜的光学性能，提高透光率并降低雾度，改善成像性能。在 PP 中引入适量 SIBS，可起到增强增韧的双重效果，

提高材料的断裂伸长率和储能模量，改善共混物膜的气体阻隔性，同时通过与 PP 共混来提高 SIBS 的服役温度。

PP/SIBS 共混材料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物理机械性能、气密性及动态力学性能。 

关键词： 嵌段共聚物；结晶度；共混物；正离子聚合 

MP257 

成核剂溶解性对聚乳酸结晶行为的影响 

邢倩 1*,李荣波 2,董侠 2 

1.北京工商大学 

2.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本研究通过添加一种酰肼类有机小分子成核剂（TMBH），有效提高了聚左旋乳酸（PLLA）的结晶速率、结晶

度和成核密度。研究发现 TMBH 的成核能力与其在 PLLA 基体中的溶解程度密切相关，受其含量和熔融处理温度的

影响。随着含量的增加或熔融处理温度的降低，TMBH 的溶解性逐渐变差，由溶解态逐渐向固态转变。熔融处理时

处于固态的 TMBH 表现出较高的成核能力，可以诱导 PLLA 形成比较细小的晶体，且其成核效率随含量的增加而上

升。在熔融处理时处于溶解状态的 TMBH，需要完成自身结晶或自组装后再诱导 PLLA 结晶，其成核效率相对较弱

且随含量的增加有所下降。 

关键词： 聚乳酸；酰肼类化合物；结晶；溶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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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58 

石墨烯/海绵/硅胶三元复合材料的制备与介电性能 

张红, 马传国*，袁榆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41004 

采用 Hummers 法制备氧化石墨烯、水热法制备石墨烯/海绵二元复合材料，并用硅胶对其进行浇注，最终得到石

墨烯/海绵/硅胶三元复合材料。其中以硅胶为基质，聚脲海绵为骨架，使石墨烯均匀包覆在海绵骨架上，构建出隔离

导电网络。通过改变氧化石墨烯(GO)的浓度，研究其对复合材料介电性能的影响。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精

密阻抗分析仪表征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和介电性能。结果显示：石墨烯成功包覆在海绵骨架上，形成三维网络结构。

当 GO 的浓度低于 6 mg/ml 时，由于未形成导电通路，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都相对较低；当 GO 的浓度达

到 6 mg/ml 时，两者均出现突增现象，发生了逾渗转变。1 kHz 的频率下，随着 GO 浓度的增加，介电常数呈现出先

增大后趋于平稳的趋势，且当 GO 的浓度达到 8 mg/ml 时，介电常数出现峰值为 282。 

关键词： 石墨烯；海绵；硅胶；介电性能 

MP259 

不同环氧基防腐涂层对碳钢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史素青 1*,张喜婷 1,沈可可 1,孟凡宁 1,权苗 1,2,刘正堂 1,2,宫永宽 1 

1.西北大学 

2.陕西省宝塔山油漆公司 

环氧树脂是金属防腐常用的涂层材料之一，具有涂层机械物理性能优异、对金属附着力强、耐化学品性好等特

点。本文结合超疏水表面独特的润湿性能，以环氧树脂为底涂材料，复合疏水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和/或聚二甲基硅氧

烷（PDMS），采用多步喷涂技术制备了两种环氧基超疏水涂层表面(SH1: epoxy/SiO2; SH2: epoxy/SiO2/PDMS)。并以

环氧树脂防腐涂层(Epoxy)为参照，通过动电位极化曲线和静态腐蚀失重，研究不同环氧基防腐涂层在 NaCl 溶液中的

抗腐蚀性能。用 SEM 和 EDS 考察腐蚀前后涂层的微观形貌和化学组成变化，并对超疏水涂层的抗腐蚀机理进行了

研究。 

关键词： 抗腐蚀 环氧基防腐涂层 碳钢  

MP260 

具备优异导电和电磁屏蔽性能的高强石墨烯/纳米纤维素复合薄膜的设计与制备 

Weixing Yang1,Tianyu Liu1,Qiang Fu1*,Feng Chen1 

1.College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ichuan University 

2.Sichuan University 

本次工作中我们通过利用 TEMPO 氧化法制备得到的纳米纤维素来帮助石墨烯在水中稳定的分散，采用短时间

的超声处理，成功制备得到了稳定且均匀的石墨烯/纳米纤维素稳定分散液。然后我们通过快速且简单的真空抽滤成

功制备得到了制备得到了具备优异力学性能，导电性能和电磁屏蔽性能的石墨烯/纳米纤维素复合薄膜。扫描电子显

微镜(SEM)、X—射线衍射仪(XRD)的测试结果表明石墨烯均匀地分散复合膜的基体中，并形成了紧凑的层层堆叠结

构。当石墨烯的质量分数为高达 90 wt%时，石墨烯/纳米纤维素复合薄膜导电性能高达 10527 S/m， 拉伸强度能达

到 23 MPa, 且当其厚度仅为 15um 时，电磁屏蔽性能超过 20 dB ,满足了商业化的要求。我们开发了一种全新，高效，

完全绿色的方法来制备得到高性能的石墨烯基薄膜。 

关键词： 纳米纤维素 石墨烯 导电 电磁屏蔽 

MP261 

碳纳米管对氟硅橡胶耐热性能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杨芮,李想,黄永康,管涌,许祥*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氟硅橡胶作为航空航天、军工、汽车等领域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其耐热性能仍需要提高。本研究在氟硅橡胶

体系中添加了 0.01~0.5wt%的多壁碳纳米管（MCNTs），发现氟硅橡胶的耐热性能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添加 0.05 wt% 

MCNTs 的氟硅橡胶在 320℃老化中有良好的表现。热失重分析（TG）表明 CNTs 能够有效的抑制氟硅橡胶在热老化

过程中侧链的氧化降解，而其作用机理，即捕捉自由基机理也是通过设计对比实验得到证实。 
关键词： 氟硅橡胶；碳纳米管；耐热性能；捕捉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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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62 

高分子链的“吸附-解吸附”过程在导热高分子复合材料制备上的应用 

黄金瑞*,聂小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210042 

近年来，导热高分子复合材料因其质轻、耐化学腐蚀、易加工等优点而受到人们极大地关注。然而，一般需要

大量的 AlN 等传统导热填料的添加（填料体积分数一般要大于 30 %），才能使材料达到预期导热性能。而过多的填

料则会造成材料的力学、加工等性能大幅降低。因此，如何降低导热高分子复合材料中的填料用量则是近年来研究

的热点。本文利用高分子链在石墨烯表面的“吸附-解吸附”过程成功地将石墨烯分散在具有双连续结构的聚己内酯/聚

乳酸共混体系的两相界面处，制备出低导热逾渗阈值（0.11vol%）、高导热系数的高分子复合材料（石墨烯含量为 0.53 

vol%时复合材料导热系数可达 1.28 W·m-1·K-1）。 

关键词：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吸附-解吸附”过程；逾渗阈值；导热系数 

MP263 

具有良好机械稳定性的超疏水表面的设计与制备 

唐昶宇 1*,邵虹 1,胡歆 1,何周坤 1,吕娟 1,2,梅军 1 

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2.西南交通大学 

超疏水表面在自清洁、防水、防腐蚀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其超疏水性能主要取决于表面成分和微纳粗糙结

构。然而，这种微纳粗糙结构通常易碎，容易在外力作用下（摩擦、基底变形等）发生破坏而失去超疏水性，限制

了超疏水涂层的实际应用。本文采用纳米炭黑（CB）和聚丁二烯（PB）弹性体为原料，通过简单的喷涂制备出了一

种可拉伸、机械性能稳定的超疏水纳米复合涂层。涂于橡胶基底表面的复合涂层在 1000%的拉伸变形条件下仍然保

持优异的超疏水性能，且其超疏水性能在多次拉伸-回复后不会失效。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其稳定的超疏水性能

主要归功于 CB/PB 形成的多层次粗糙结构具有自适应变形能力，随着拉伸变形可以裂解产生新的多层次微纳结构，

从而延迟 Cassie-Wenzel 转变。此外,简单拉伸处理可以对受到破坏的超疏水涂层进行修复。这种高度可拉伸的超疏水

涂层在可拉伸电子器件、柔性传感器防水保护方面有重要应用意义。  

关键词： 可拉伸；超疏水；机械稳定性；多层次结构；自适应性 

MP264 

石墨烯/环氧树脂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杨俊威,郑雪琳*,夏龙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以漆酚基化合物作为还原剂和修饰剂，通过绿色环保、简单的方法实现氧化石墨烯的同步还原和修饰，将其作

为添加剂应用于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通过与研究中通过与水合肼还原的氧化石墨烯（J-rGO）为添加剂制备的

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在 DMA、常规物理力学性能测试及断面形貌等方面展开对比，探讨了石墨烯表层漆酚及石墨烯掺

杂量对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结构与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修饰在石墨烯表面漆酚独特的不饱和长侧链改善了石

墨烯与环氧树脂的亲和力，增强两者的结合力。该漆酚界面层有效的提高石墨烯与环氧树脂基体间的载荷转移，有

利于发挥石墨烯在环氧树脂基体中的增强增韧作用。当漆酚还原的石墨烯含量为 0.4%时，环氧树脂的拉伸强度增加

121%，弯曲强度增加 141%。 

关键词： 石墨烯；环氧树脂；漆酚；复合材料 

MP265 

通过流变学研究退火对纳米短纤维/聚合物体系的网络结构的影响 

李本科,俞炜*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聚合物填充纳米短纤维能有效地提高聚合物的力学性能，比如提升其热挠曲温度，增强其拉伸强度、提高其杨

氏模量。纳米纤维在聚合物体系中生成网络结构将增加该体系的力学性能，而如何控制纳米短纤维在聚合物中生成

网络结构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对纳米纤维/聚合物体系进行退火处理是控制纳米纤维形成网络结构的重要方法，

本研究将通过流变学方法和电子显微镜的方法研究退火对纳米纤维/聚合物体系网络结构和逾渗行为的影响。本研究

选用的海泡石纳米短纤维，直径 26nm、长径比 20~80。 

关键词： 流变，纳米纤维，聚合物，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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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66 

相分离调控共轭聚合物超薄膜结构及其场效应性能 

葛丰,魏诗语,刘镇,王晓鸿,陆红波,邱龙臻*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厚度的精确控制以及界面有序性是高性能共轭聚合物薄膜电子器件中至关重要的要求，然而同时实现膜厚和

分子高度有序排列的精确控制是有难度的。我们将共轭聚合物聚（ 3-己基噻吩）与绝缘聚合物共混旋涂并转移清洗

去除 PMMA，制备了不同厚度的超薄共轭聚合物膜。浓度影响超薄膜的厚度和堆积有序性，浓度从 3.00 mg/ml 改变

至 0.38 mg/ml，厚度从 10.5 nm 下降至 1.9 nm。最薄的薄膜（1.9 nm）表现出最低的自由激子带宽 58 meV，最小的 π-π

堆叠距离 3.78 Å，最大的 d-spacing 增加至 17.6 Å，迁移率 0.03 cm2 V-1 s-1，与此同时，在较高的厚度下，10.5 nm 的

薄膜迁移率达到 0.20 cm2 V-1 s-1。该方法制备的聚合物膜在电荷传输不论厚度，都体现出 2D 的载流子传输特性。薄

膜的稳定性与载流子传输模型也表现出与厚度的明显联系。超薄膜场效应晶体管可以制备在柔性透明衬底上。 

关键词： 超薄膜；P3HT；有机薄膜场效应晶体管；载流子传输 

MP267 

微米氧化铝的表面修饰及其对环氧树脂电绝缘性能的影响研究 

孔令龙 1,褚鹏飞 2,隋刚 1*,张晖 2*,张忠 2*,杨小平 1 

1.北京化工大学 

2.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环氧树脂因具有优异的电绝缘性能、机械性能和成本低、易加工等优势，被作为电绝缘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力设

备。特别是近年来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在我国发展迅速，环氧树脂绝缘子因此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但其在加工过程

中需要添加大量的 Al2O3 微米颗粒来满足力学性能、尺寸稳定性和热导率性能。为了改善 Al2O3 微米颗粒与环氧树脂

的界面结合性，本文使用硅烷偶联剂对 Al2O3 微米颗粒进行表面改性，然后制备了 Al2O3/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研究了

不同添加量的硅烷偶联剂对复合材料电绝缘性能的影响。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经过修饰的 Al2O3 微米颗粒填充环氧树

脂复合材料的电绝缘参数均得到改善，特别是当用 2%的硅烷偶联剂修饰 Al2O3 微米颗粒时，其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

率提高 18.6%，直流击穿场强提高 9.6%，复合材料的电绝缘性能得到提高。 

关键词： 环氧树脂；氧化铝；表面改性；电绝缘性能 

MP268 

模板法合成磁性 Janus 纳米管 

万基平,杨振忠*,梁福鑫,陈颖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本文提出了一个简单制备磁性 Janus 纳米管的方法，纳米管内外组成和亲疏水性可以调节。课题组前期报道了一

种阳离子分散聚合制备竹节状聚二乙烯基苯（PDVB）纳米纤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浅层磺化，在纳米管表面

引入磺酸根基团，进一步依次复合羟基氧化铁和二氧化硅，得到 β-FeOOH@SiO2 复合纳米管。高温煅烧除去聚合物，

同时使 FeOOH 转化为顺磁性 Fe3O4。强烈超声，使磁性纳米管断裂，可以得到 Fe3O4@SiO2 复合纳米管。利用磁性

纳米管壳层内外表面化学性质的差异，可以选择性对纳米管内表面和外表面进行改性，调节内外表面的化学组成和

亲疏水性。磁性 Janus 纳米管可以选择性吸附油相进入其疏水空腔，可以用于油水分离。 

关键词： 纳米管，顺磁性，Janus 纳米管 

MP269 

Janus 复合纳米颗粒制备 

杨丽萍,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聚合物/无机复合纳米颗粒因兼备聚合物的强度、韧性和无机物的生物相容性等性能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热点

集中于聚合物/无机物杂化粒子的制备及应用。我们提出一种利用一段可水解的两嵌段共聚物聚对甲基苯乙烯-b-聚丙

烯酸叔丁酯(PpMS-b-PtBA)制备聚合物-无机复合 Janus 纳米颗粒的方法。首先，我们利用活性阴离子分段聚合方法，

合成了两嵌段共聚物 PpMS-b-PtBA，并用红外和凝胶渗透色谱（GPC）等对其结构进行表征。然后，将聚丙烯酸叔

丁酯嵌段水解脱去叔丁基，得到聚对甲基苯乙烯-b-聚丙烯酸(PpMS-b-PAA)两亲性两嵌段共聚物，有独特的 Janus 两

亲特性，并用红外对其官能团进行了表征。最后我们利用 PpMS-b-PAA 的羧基与铁离子之间的配位或螯合作用，原

位复合生长了四氧化三铁，制备了聚对甲基苯乙烯-Fe3O4@聚丙烯酸的复合结构 Janus 纳米材料，具有优异的磁场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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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特性。 

关键词： 嵌段共聚物；Janus；复合；纳米颗粒 

MP270 

辐射法制备离子液体接枝的聚乙烯长效抗菌薄膜初探 

郑鑫 

1.杭州师范大学 

2.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在本工作中，我们拟采用辐射接枝的技术，将含双键的离子液体(1-乙烯基-3-丁基咪唑氯盐，[VBIM][Cl])原位接

枝到低密度聚乙烯（LDPE）分子链上，从而获得具有优异抗菌性能的聚乙烯薄膜。LDPE 无极性的特征使得它与极

性的 VBIM 相容性不佳，但辐照技术原则上可使任意聚合物/单体结合在一起。而抗菌薄膜中只有表面的抗菌剂可以

有效抗菌，因此利用 LDPE 与 VBIM 较差的相容性，对辐照接枝过的样品进行热退火，通过 LDPE 分子链的运动将

接枝链段排出基体而使其在薄膜表面富集，从而实现高效抗菌。另外，抗菌剂与 LDPE 是通过共价键结合的，要破

坏这种结构必须通过破坏共价键，需要较高的能量，因此可望实现长效抗菌。我们首先对辐照前的 LDPE/VBIM 进

行了表征，结果表明 LDPE 与 VBIM 为分相体系，VBIM 的加入对 LDPE 的结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使得其热

稳定性有所提高，且对 LDPE 的力学性能有特殊作用。 

关键词： 抗菌薄膜；辐射接枝；分相体系 

MP271 

磁性粒子修饰碳纳米管及其磁场诱导下抗静电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 

孔鹏,张晨,杜中杰,励杭泉,邹威*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多壁碳纳米管（MWNCTs）采用混酸法对表面进行处理， 引入羧基后将聚苯胺（PANI）接枝到 MWCNTs

（ MWCNTs@PANI ）上。  随后，巯基乙酸以氢键的形式掺入到聚苯胺中以提供配位点吸附 Fe3O4

（MWCNTs@PANI-SH）。 通过配体交换将 Fe304 引入 MWCNTs 后，合成了具有磁性能的 MWCNTs，表示为

MWCNTs@PANI-SH@Fe304。作为抗静电剂，MWCNTs@PANI-SH@Fe304 均匀地分散在环氧树脂中，并在磁场中诱

导到环氧树脂的表层并固化。 最终，制备了磁场诱导 EP/MWCNTs@PANI-SH@Fe304 纳米复合材料。 结果，在

MWCNTs@PANI-SH@Fe3O4 的浓度为 0.3 wt％的情况下，表面电阻率降低到 6.8×108Ωsq-1。 

关键词： MWCNTs；环氧树脂；Fe3O4；磁场诱导；表面抗静电  

MP272 

基于 Janus 颗粒的乳液调控 

孙大吟 1,2,宋溪明 2,梁福鑫 1,杨振忠 1*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辽宁大学 

在功能性复合材料中，Janus 材料具有独特的两亲性结构和双重性能，近年来成为材料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两

亲 Janus 粒子兼具 Pickering 固体颗粒和两亲分子的特性，通常被用来作为乳化剂乳化水和油。在本文中，采用两亲

性 Janus 雪人状颗粒 SiO2@PDVB/PS 乳化水和油两相，不同类型的乳液可以通过调节不同的水油比来制备。通过观

察乳液在显微镜和电镜下呈现的不同状态和结构，以确定乳液的类型，观察乳液的结构特点。通过调控 Janus 颗粒含

量及水油比可获得不同结构的乳液，这些乳液比基于小分子表面活性剂形成的乳液更稳定。该方法为基于乳液结构

合成功能性聚合物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 Janus 颗粒；双亲性；乳液 

MP273 

氮化硼/聚乙烯多层复合导热片材 

杨舒雅,雷军*,李忠明 

四川大学 610065 

氮化硼（BN）是一种导热性能优异同时具有电绝缘性能的无机填料，常被添加至聚合物中制备导热复合材料。

常规加工方法需要大量 BN 填料以搭建导热通路，因此造成复合材料加工困难，同时材料成本较高，这极大限制了

其应用范围。本文选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和低密度聚乙烯（LDPE）作为基体，通过将 BN/HDPE 复合层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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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PE 层交替叠加，并进行热处理，制备了低填料含量的高导热 BN/ PE 复合片材。引入多层结构使 BN 只分布在 HDPE

中，热处理使 HDPE 分子链向 LDPE 层扩散，因此提高了 BN 在 HDPE 层中的浓度，形成了导热通路，使导热性能

显著提升。另外，热处理导致 BN/HDPE 层收缩，BN 在 HDPE 中取向度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复合片材的导热性能。

结果显示：经 200 o C 热处理 2h 后的多层复合片材在 BN 含量仅为 6.0vol.%时热导率可达 1.4W m-1K-1，比常规 BN 均

匀分布体系的热导率提高了约 180%。 

关键词： 氮化硼；导热复合材料；多层结构；热处理；扩散 

MP274 

聚碳酸酯导热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于志省*,白瑜,王巍,王洪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201208 

以高分子材料为基体通过填充高导热填料加以改性，是当前制备导热高分子材料的主要方法。导热高分子材料

与传统无机导热材料相比具有易加工改性、耐腐蚀及成本优势。本工作以热塑性聚碳酸酯树脂为基体，以碳纤维为

导热填料，以聚乙烯接枝马来酸酐共聚物为相容剂，采用双螺杆熔融挤出制备聚碳酸酯导热复合材料，考察了导热

填料和相容剂的用量对导热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纤维用量增加时，有利于建立更多的导

热通路，复合材料的热导率增加；同时，其冲击强度下降，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显著增加。在聚碳酸酯/碳纤维复合

体系引入相容剂后，复合材料的耐热性能保持不变，熔融流动性能下降，冲击韧性得到提高，但拉伸与弯曲强度下

降。界面性能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减少缺陷，降低热阻，有利于声子传播与导热网络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 聚碳酸酯复合材料；热导率；碳纤维；力学性能；相容剂 

MP275 

超分散剂对 PPC/PLA 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桑练勇, 晏华* 

大学城陆军勤务学院 401311 

采用溶液浇筑法制备了聚碳酸亚丙酯（PPC）/聚乳酸（PLA）共混物，通过拉伸力学试验和热重分析（TG），研

究了超分散剂含量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加入 0.5phr 的超分散剂时，PPC2/PLA 质量比 70/30 共混物拉

伸强度由 1.34MPa 提高到 7.61MPa，上升了 467.91%，质量比为 50/50 和 30/70 的共混物分别上升了 89.16%和 8.44%，

断裂伸长率却分别下降了 152.46%、56.73%和 15.11%，说明此时共混物的拉伸强度增大，断裂伸长率减小，力学性

能得到提高；加入超分散剂后，共混物热失重 5%、50%对应的分解温度分别提升了 18～23℃和 14～24℃，最大热

失重温度提升了 12～19℃，表明超分散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PPC2/PLA 共混物的热稳定性，使其热分解更难发生。 

关键词： 超分散剂；聚碳酸亚丙酯；聚乳酸；共混 

MP276 

Janus 单孔中空微球的制备 

张杨,梁福鑫,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Janus 纳米颗粒具有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不同的两个分区，这两个分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结构和功能的上

的调节。中空微球是一类具有独特空腔结构的球体材料，因为空腔结构对光、电、热的特殊作用，在诸多领域具有

巨大的应用前景。我们提出一种利用磺化聚苯乙烯/聚苯乙烯 Janus 颗粒作为模板制备 Janus 单孔中空微球的方法。首

先，我们通过浓硫酸磺化 PS/SiO2 雪人状 Janus 颗粒，进而刻蚀 SiO2 部分，合成了所需模板。以磺化聚苯乙烯部分为

模板，通过钛酸四丁酯溶胶凝胶形成 TiO2 壳层。以原模板保护壳层内部，对壳层外侧进行亲油改性，进而除去模板

并对壳层内表面进行亲油改性，最终得到具有 Janus 性质的单孔中空微球。通过合成 FeOOH/SiO2 Janus 单孔中空微

球证明方法的普适性。通过 Janus 单孔中空微球的吸油实验，对其在水处理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Janus；模板法；中空微球 

MP277 

微米长度碳纤维增强聚乳酸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王占东,宋明明,杨天妮,隋刚*,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乳酸（PLA）材料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是近年来可降解材料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其力

学强度较差。本实验以聚乳酸（PLA）为基体材料，微米长度碳纤维（CF）为增强材料，通过哈克共混-压延成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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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备 CF/PLA 复合材料。采用万能材料实验机、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研究微米长度 CF 含量对复合材料拉伸性

能、微观形貌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实验范围内，随着 CF 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率有所降低，但其拉伸

强度和拉伸模量均得到显著提升。该复合材料体系有望应用于 3D 打印技术，制造各种复杂的复合材料样品。 

关键词： 聚乳酸；碳纤维；拉伸性能；复合材料 

MP278 

补丁结构颗粒的制备 

于啸天,梁福鑫,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补丁结构颗粒因其所具有的各向异性，化学性质不同的分区，较大的比表面积，已经成为了近几年来的一个研

究热点。关于补丁结构颗粒的制备方法已经有许多种被报道出来，但是如何实现补丁颗粒在结构上的精确调控仍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基于种子乳液聚合和相分离作用制备补丁状颗粒的方法，所制得颗粒具

有严格的物理分区和化学分区，具有良好的耐溶剂性，同时可以通过对反应物投料比的调整，实现所得产物结构上

的精细调控，例如所得产物中“补丁”的大小，数量等。补丁状颗粒的“补丁”区域具有硅羟基，“种子”区域具有未反应

的双键，可以通过对分别颗粒的两侧进行偶联剂改性或接枝其它聚合物实现补丁结构颗粒的功能化。 

关键词： 补丁结构颗粒;有机无机复合;结构可控 

MP279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液体石蜡混合体系非等温结晶过程成核与生长速率的竞争 

江纬 1,3,4,林宇 1,3,4,刘欣萍 1,3,4,黄宝铨 1,3,4,肖荔人 2,3,4,陈庆华 1,3,4,钱庆荣 1,3,4* 

1.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福建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福建省污染控制与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 

4.聚合物资源绿色循环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通过转矩流变仪制备出不同分子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液体石蜡（LP）混合体系，并利用差示扫

描量热法（DSC）测量其非等温结晶过程。结果表明，UHMWPE 的结晶速率对分子量和浓度有强烈的依赖性；

UHMWPE 在 LP 中的结晶速率均随着自身浓度的增加而减小。此外，当浓度小于 30wt%时生长作用对 UHMWPE 的

结晶速率起主导，此时分子量小的 UHMWPE 结晶速率较大；当浓度大于 30wt%时成核作用对 UHMWPE 的结晶速

率起主导，此时分子量大的 UHMWPE 结晶速率较大。 

关键词：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非等温结晶；成核速率；生长速率 

MP280 

新型纳米 PI/ZrO2 复合超薄膜的制备及其介电性能表征 

李海东 1*,程凤梅 1,马明月 1,2 

1.嘉兴学院 

2.常州大学 

采用两相法制备由油酸包裹的二氧化锆（ZrO2）纳米晶体；并对油酸进行杂化，使纳米晶体与聚酰胺酸（PAA）

接枝；通过旋膜法热亚胺化 PAA 最终制得 PI/ZrO2 复合超薄膜。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仪、红外光谱和

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ZrO2 及 PI/ ZrO2 薄膜进行表征，并对复合薄膜的介电性能进行探究。结果显示，ZrO2 纳米晶体尺

寸均一，晶体结构和尺寸不受杂化影响。制膜后，纳米晶体在 PI 基体中均匀分散，没有团聚。电学研究表明，复合

薄膜的介电性能受纳米晶/PI 配比影响。引入 60 wt%的纳米晶体时,介电常数达到最大，较纯 PI 薄膜提升 90%。两相

法-杂化接枝-亚胺化制备 PI 复合薄膜的方法简单高效、 能够避免无机粒子在 PI 基体内的团聚并提高介电性能，对

PI 复合薄膜的制备、应用及推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该方法具有普适性，可将其推广，利用其它无机高介电常数

粒子制备 PI 复合薄膜，形成丰富体系，满足不同使用需求。 

关键词： 二氧化锆；纳米晶体；聚酰亚胺；超薄膜；高介电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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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81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的制备 

陈茜,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选择性交联的方法制备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利用两嵌段共聚物 PS-b-PAA 在受限孔道的 Fe3O4 模板表面诱导

选择性吸附后，选择性对其进行交联，制备得到 PS-cPAA 两嵌段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在 PS 的另一侧通过酰胺化

反应接枝一端带有氨基的 PEG，制备得到 PS-cPAA-PEG 三嵌段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PS 与 PEG 部分处于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化学分区的两侧，中间的 PAA 部分可以作为纳米微反应器，诱导选择性生长功能物质 Fe3O4。制备

所得的 PS-cPAA/Fe3O4-PEG Janus 复合胶体嵌段共聚物，可作为颗粒乳化剂乳化油水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磁场下我

们可以通过磁性 PS-cPAA/Fe3O4-PEG Janus 胶体嵌段共聚物在外加磁场下操控乳液液滴，并通过调节磁场强度，实现

破乳。磁性胶体嵌段共聚物可回收重复使用。  

关键词： Janus；胶体；共聚物  

MP282 

电缆型 Au@SiO2 Janus 复合纳米棒的制备 

王嘉玮,韩天昊,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提出了一种制备具有可控结构的 Janus 复合纳米纤维的有效方法。通过溶胶-凝胶反应在多孔阳极氧化铝

（AAO）膜的孔道内表面上制备 SiO2 纳米管阵列。之后，通过电沉积的方法在 SiO2 纳米管阵列中沉积金属 Au，得

到了电缆型 Au@SiO2 复合纳米纤维阵列。除去 AAO 膜，并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填充除去模板后留下的

空隙。用超薄切片机将嵌入 PMMA 内的电缆型 Au@SiO2 复合纳米棒垂直于纤维轴向进行切割，得到厚度一定的超

薄切片。切片的一侧用巯基封端的聚（乙二醇）甲基醚（PEO-SH）在水中修饰，而另一侧被包埋在切片石蜡中。在

除去 PMMA 包埋基质和切片石蜡后，得到一端被 PEO 修饰的 Au@SiO2 Janus 复合纳米棒。之后再次利用巯基封端

的聚合物（PS-SH）对 Janus 纳米棒的另一端进行修饰，最终制备了两端分别接枝了 PS 和 PEO 的电缆型 Au@SiO2 Janus

复合纳米棒。 

关键词： Janus；纳米棒；超薄切片；选择性修饰 

MP283 

聚合物-四氧化三铁复合 Janus 纳米颗粒 

向导,姚晓辉,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为了在高固含量条件下制备聚合物/无机复合纳米颗粒，我们提出了将高分子单链直接接枝到（Grafting-onto）无

机纳米颗粒的方法。在“grafting-onto”过程中，以四氧化三铁（Fe3O4）为模板，利用活性阴离子聚合制备具有一定分

子尺寸的聚苯乙烯链，利用空间位阻效应，使其活性端和四氧化三铁表面卤素发生终止反应实现了将单根聚合物链

接枝到了四氧化三铁纳米颗粒的表面。我们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动态光散射（DLS）和振动磁强计（VSM）

对结果进行了表征。然后，采用 ATRP 的方法，在颗粒表面成功接枝了 PNIPAM，制备得到了具有温敏特性的两亲性

Janus 聚合物-Fe3O4 复合纳米颗粒。 

关键词： Janus 复合纳米颗粒；四氧化三铁；活性阴离子聚合；温敏 

MP284 

尺寸可调的 Au-Ni 双金属纳米颗粒的制备 

杨雯智,韩天昊,杨振忠*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双金属纳米材料除了具有两种金属性质，还具备纳米材料独有的协同特性,引起了科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制备

Au-Ni 双金属纳米颗粒方法主要为贵金属高温诱导还原法。该方法得到的 Au-Ni 双金属纳米颗粒中 Au 的尺寸通常大

于 10 nm，难以完全发挥其优异的催化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简单方法, 以十八胺作为还原剂，硝酸镍和氯金酸作为

反应物，采用贵金属诱导还原法，制备雪人状 Au-Ni 双金属纳米颗粒。透射电镜元素分析显示 Au 和 Ni 元素分别分

布于纳米颗粒的两端，该方法制备的 Au-Ni 双金属纳米颗粒可以均匀的分散在四氢呋喃中，具有顺磁性，可进行磁

分离。通过调节反应时间，控制 Ni 端的尺寸, 利用 I2/KI 溶液对 Au 端进行选择性湿法刻蚀，可减小 Au 端尺寸直至

消失；另一方面，利用盐酸对 Ni 端选择性刻蚀，可减小 Ni 端尺寸直至消失。 

关键词： 双金属纳米颗粒；反应时间；选择性刻蚀；结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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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85 

石墨/环氧树脂导电复合材料的制备研究 

崔弘妍，张启忠*，陈杰 

金范龙吉林化工学院 132022 

电力系统的接地网所用的传统材料是金属材料，使用时直接埋人地下。因受到电化学腐蚀而遭到破坏，会使整

个接地网的泄电能力降低，从而危及地面设备的安全运行。目前我国通用铁扁钢做为接地材料，因其耐腐蚀性能较

差。为提高其耐腐蚀性能，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镀锌钢以降低腐蚀速率，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但也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金属的腐蚀问题。石墨/环氧树脂导电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若能替代铁

扁钢做为电力行业接地网泄电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以石墨和环氧树脂为原料，通过填充碳纤维织布，掺杂

金属粉，采用混炼-模压成型工艺制备石墨/环氧树脂导电复合材料，考察了不同石墨原料配比、碳纤维添织布添加量

等对石墨/环氧树脂导电复合材料导电性和力学性能的影响，通过实验确定了适宜的不同石墨原料配比和碳纤维织布

添加量，测试结果表明，该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导电性和力学性能。 

关键词： 石墨；环氧树脂；导电复合材料 

MP286 

半芳族聚酯增韧环氧树脂 

刘晓锋,陈力*,钟海艺,杨荣,罗曦,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4 

本文合成了一种半芳族聚酯环氧增韧剂，将其添加到环氧树脂中，得到了高抗冲性能且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的环

氧复合材料。利用热重分析仪、动态机械分析仪、万能试验机以及悬臂冲击测试仪等仪器对材料的热稳定性、热机

械性能和力学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发现：添加该增韧剂，材料的韧性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其它性能不被破

坏，综合性能得到很好的保持。添加质量份数 2.5 wt%改性剂的环氧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明显提升，相

较于纯样分别提升了 22.0 %和 38.7 %。当增韧剂质量份数达到 12.5 wt%时，材料的冲击强度达到最大值（35.6 kJ/m2），

是纯样的 2.97 倍。 

关键词： 环氧树脂；增韧；复合材料；半芳族聚酯 

MP287 

一维聚合物复合纳米材料 

井静云,张行,杨振忠*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有机聚合物一维纳米材料由于其高比表面积和多变可调的微结构和功能性，在选择性吸附、高效离子交换、功

能化模板或载体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制备方法多局限于静电纺丝、模板法以及自组装法等，但其高成本、

低产率以及性能差等因素，应用受到限制。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阳离子聚合批量制备可控交联聚合物纳米管的简便新

方法，通过改性复合进一步实现了微结构和组成的调控，为其性能研究和功能化奠定了基础。聚合物纳米纤维可加

工成所需宏观形貌如粉末、膜或块体等。所得聚合物进一步化学修饰和功能物质复合可制备相应的复合材料。例如，

可衍生磺酸、羧酸以及季铵盐等阳离子和阴离子基团；进一步与聚苯胺复合，制备导电一维材料；纳米纤维高温碳

化制备碳纤维和相应的无纺布纳米孔碳材料。初步实现了连续管式放量制备，适合于高效批量制备相关聚合物纳米

材料。 

关键词： 聚合物纳米管 阳离子聚合 功能化 

MP288 

聚砜/非织造布复合膜空气过滤性能的研究 

曹晨,钱建华*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以聚砜（PSF）为原材料，聚乙烯吡咯烷酮(PVP-K30)、N,N-二甲基乙酰胺（DMAc）为溶剂，熔喷非织造布为

支撑材料制备出聚砜复合膜。在凝固浴温度 95℃条件下，改变聚砜固含量以及添加剂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的配

比，制备不同性能的聚砜复合膜材料。测试复合膜的透气性、过滤性能、断裂强力，采用扫描电镜观察膜材料结构。

结果表明，PSF 的固含量对复合膜的过滤性能有直接影响。随着固含量的降低，聚砜复合膜的透气性能明显增强，

截留率呈下降趋势；随着 PVP 的配比量的增加，透气量基本呈现增加趋势；截留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关键词： 聚砜复合膜；聚乙烯吡咯烷酮；透气量；截留率；空气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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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89 

硫酸钙的表面修饰及其对 PVC 复合材料性能影响 

鲁云花 1,徐世爱 1,2* 

1.华东理工大学 2.青海大学 

本文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对硫酸钙晶须（CSW）表面羟基化，即用氢氧化钠先对硫酸钙改性制备得到羟基化

硫酸钙晶须（OH-CSW），通过 XRD 证明其表面形成了一层氢氧化钙，再向其表面接枝改性自制的聚醚型钛酸酯偶

联剂（eTi4000）从而获得 eTi4000-OH-CSW，通过 SEM-EDS 分析表明羟基化后的硫酸钙晶须能接枝更多偶联剂。将改

性后的硫酸钙晶须和聚氯乙烯（PVC）共混制备复合材料，并对其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eTi4000-OH-CSW/PVC 复合物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都比未羟基化以及未接枝偶联剂的复合物高，这主要是因为

OH-CSW 表面更多的偶联剂大幅改善了其与 PVC 的相容性，提高了相互作用。  

关键词： 硫酸钙晶须；表面改性；羟基化；聚氯乙烯 

MP290 

 MCA/Sb2O3 及 GP 对 PA6/GF 复合材料性能影响的研究  

田红利 1,吴方娟 1,彭响方 2* 

1.福建工程学院 2.华南理工大学 

本文采用熔融共混法制备阻燃级 PA6/GF 复合材料，通过调节阻燃剂三聚氰胺氰尿酸盐(MCA)/氧化锑(Sb2O3)的

与石墨烯(GP)的含量来改善复合材料的性能。结果表明，随着 MCA/Sb2O3 含量的增加，PA6/GF 复合材料阻燃性能和

力学性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当 MCA/Sb2O3 用量达到 30%时，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与不加

MCA/Sb2O3 时相比冲击强度下降了 14.3%。因此，在此配方的基础上添加 GP 来改善材料的整体性能，研究发现随着

GP 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受到影响，但其阻燃性却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当 GP 的添加量为 0.3 份时，

复合材料的极限氧指数达到了 30.1%，阻燃等级达到了 UL 94 V-0 级。通过数码体视显微镜观察发现，GP 在复合体

系的燃烧过程中起到了促进炭化和发泡的双重阻燃效果。 

关键词：石墨烯；阻燃；聚酰胺 6；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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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N   阻燃高分子材料 

NI01 

利用组合催化方法提高聚合物阻燃性能的研究进展 

闻新，唐涛*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30022 

由于多数聚合物降解产物为易燃组份，一旦扩散进入火焰区域，燃烧反应将持续进行。若能将易燃聚合物降解

产物原位转化为固体材料（如：碳材料），将减少甚至没有易燃组份进入火焰区，减缓或阻止燃烧反应的进行，达到

阻燃效果。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聚合物降解催化剂和成炭催化剂形成“组合催化剂”，对聚烯烃在燃烧过程

中原位碳化反应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降低了燃烧速率，进而提高了聚烯烃的阻燃性能。通过优化“组合催化剂”组成，

我们将此方法扩展到极性聚合物体系（如：聚乳酸（PLA）），通过提高碳化反应的效率，显著提高了材料的阻燃性

能。近期研究发现，通过进一步加入协效剂，可赋予含有组合催化剂的聚合物更优异的阻燃性能，如：提高极限氧

指数、UL94 垂直燃烧实验达到 V0 级别。通过持续的研究探索，我们发现利用组合催化成炭方法提高聚合物阻燃性

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同时为制备多功能聚合物复合材料也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关键字： 聚合物；阻燃；组合催化 

NI02 

自由基捕捉剂：一种颇具潜力的阻燃协效剂 

方征平*，冉诗雅，郭正虹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315100 

聚合物的燃烧是一个热氧化降解过程，一般按自由基链式反应进行，其中 HO·等活泼自由基是反应的关键。若

能消除活泼自由基，便能延缓聚合物降解和燃烧。将富勒烯（C60）应用于聚合物阻燃领域，发现 C60 确实可以有效

地提高聚合物的热稳定性能和阻燃性能。其阻燃机理主要是通过捕捉聚合物分解时产生的自由基，形成一个较稳定

的网络交联结构，降低了进一步降解的可能性。将 C60 与氢氧化铝（ATH）复配阻燃聚乙烯（PE）。单独添加 120phrATH

的试样在 UL-94 垂直燃烧试验时无等级，在该配方中添加 3phr C60 后可达到 V-0 级。而单独添加 ATH 时需要高达

160phr 才能达到 V0 级。可见 C60 的加入可以有效降低阻燃剂的总添加量，从而使阻燃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显著改善。

基于这一原理，采用其他具有自由基捕捉能力的助剂与 ATH 复配阻燃聚烯烃，部分体系也取得了协同阻燃作用，显

示出自由基捕捉剂作为阻燃协效剂的潜力。  

关键字：聚乙烯；氢氧化铝；阻燃；富勒烯；自由基捕捉剂 

NI03 

聚苯胺/二硫化钼杂化材料的制备及其作为环氧树脂阻燃剂的应用研究 

冯夏明，邢伟义， 宋磊*，胡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通过在二维 MoS2 纳米片上均匀生长聚苯胺（PANI）成功合成了 PANI/MoS2 杂化材料。通过这种设计，PANI

和 MoS2 的结合明显抑制了其各自可能发生的团聚，同时保持了其具有高比表面积的片层状结构。在与添加纯 PANI

的比较中，良好分散的 PANI/MoS2 杂化片与环氧树脂（EP）基体之间可以形成更多的共价键合，从而导致 EP 复合

材料的 Tg 值提升了 11.2℃。添加 5 wt%的 PANI/MoS2 在减少 EP 复合体系的可燃或有毒分解产物（烷烃，芳族化合

物和 CO）和降低烟密度方面具有相当明显的增强效果。通过残炭表征，在凝聚相中的高石墨化保护炭层在抑制气态

产物的逸出和烟颗粒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字： 聚苯胺；二硫化钼；环氧复合材料；阻燃性能 

NI04 

POSS 基多元素杂化体系开发及其对聚合物阻燃改性的研究 

刘诚，许一婷，罗伟昂，陈国荣，袁丛辉， 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随着欧盟 RoHs 和 WEEE 指令的颁布，如何实现无卤和环境友好型阻燃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含 P、N、

Si 等无卤阻燃体系的开发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这类阻燃剂往往会导致材料机械性能的下降而限制其应用。本

文以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出发，设计了一种具有高 DOPO 含量的阻燃剂八（（N, N-二-DOPO 基甲基）氨基丙基）

倍半硅氧烷（ODMAS）。ODMAS 具有特殊的“核壳”结构，内部为具杂化骨架结构的的 POSS，外部含有 16 个与环

氧树脂相容性好的 DOPO 基团，能够很好溶解在环氧基体中。将 ODMAS 引入到环氧树脂后能够明显增加其阻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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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添加量为 5%时就能到达到 V-0 级，氧指数最高 37.1%。ODMAS 的引入还能够明显增加环氧树脂的弯曲强度。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合成步骤简单、成本较低的功能性多元素协同无卤阻燃剂，少量添加即能改善聚

合物材料阻燃性能同时提升力学性能。 

关键字： 低聚倍半硅氧烷；环氧树脂；无卤阻燃；多元素协同；力学性能 

NI05 

天然生物基材料在高分子阻燃领域的应用进展 

张胜*，谷晓昱，孙军，刘晓东，金晓冬，王爱娟，杨玉莹，陈镜融 

天然生物基材料由于其无毒、来源丰富、生物降解性和持续性受到了材料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由于很多天

然生物基材料自身具有阻燃性能，在最近五年里阻燃材料领域科学家开始尝试将其应用于提高聚合物材料的阻燃性

能。本报告将总结世界范围内天然生物基材料（包括胶原蛋白，植物提取液，海藻纤维，壳聚糖，干酪素等）在高

分子阻燃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分享北京化工大学火安全材料研究中心在阻燃合成纤维织物、阻燃聚氨酯、阻

燃聚酰胺等材料中引入天然生物基材料的相关研究结果。 

关键字： 高分子；天然生物基材料；阻燃；热降解 

NI06 

含磷化合物与可膨胀石墨高效阻燃聚氨酯硬泡材料的行为与机理 

钱立军*，陈雅君，奚望，李林洁，王泽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通过不同组分成分复合设计可以实现制备高效阻燃的硬质聚氨酯泡沫（RPUF）材料。将不用的含磷化合物甲基

膦酸二甲酯（DMMP）、六苯氧基环三磷腈（HPCP）、N, N-2 羟乙基氨基甲基磷酸二甲酯（BH）与可膨胀石墨（EG）

和氢氧化铝（ATH）复合构建二元和三元阻燃体系应用于 RPUF 中，可以通过不同组分间的共同作用赋予 RPUF 更

优异的阻燃性能。在二元体系中，低沸点的 DMMP 与 EG 复合能够实现阻燃效应在气相和凝聚相间的两相协同，而

高沸点的添加型 HPCP 和反应型的 BH 与 EG 则实现了阻燃效应在气相与凝聚相间的再分布，其中 BH/EG 具有加和

阻燃效应；在三元体系中，具有不同分解温度的磷酸酯 DMMP 和 BH 与 EG 复合能够实现阻燃效应的持续释放，从

而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发挥阻燃效应；引入 ATH 的 BH/EG 三元体系则由于 ATH 对含磷碎片的捕获作用而形成协同

成炭效应，并因此形成更好的炭层阻隔效应。 

关键字： 阻燃；磷；可膨胀石墨；聚氨酯；泡沫 

NI07 

高聚合度聚磷酸铵链结构的 31P 核磁表征分析 

吴凡，李定华*，杨荣杰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本文使用熔融挤出法制备乙烯-醋酸乙烯酯(EVA)/氢氧化铝(ATH)/二维层状材料的复合材料，研究了二维层状材

料水滑石(LDH)及蒙脱土(MMT)对氢氧化铝阻燃乙烯-醋酸乙烯酯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和及阻燃性能的影响。结果显

示：当 2.5%LDH 与 2.5%MMT 复配使用时，材料的断裂伸长率提升至 95%；单独加入 5%LDH 时，复合材料的极限

氧指数提高至 34.5%，续燃时间减少，垂直燃烧达到 V-1 级，阻燃性能表现优异，而蒙脱土对氧指数的提高效果不明

显，且对垂直燃烧无影响；锥形量热仪测试中，单独加入 MMT 使得第二次热释放速率峰值显著降低，说明 MMT 促

进凝聚相成炭效果优异，加入 LDH 后，总产烟量 SPR 由 590.00m2 降至 234.51m2。 

关键字： 水滑石；蒙脱土；乙烯-醋酸乙烯酯 

NI08 

界面改性对 MH/EVA/VLDPE 无卤阻燃绝缘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徐曼，朱江， 李盛涛*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氢氧化镁(MH)/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无卤阻燃材料在电线电缆行业应用广泛。通常 MH 填充量在 50%以

上才能起到阻燃效果，但高填充量造成阻燃材料的力学和电气性能下降，且加工困难，不能满足实际应用需要。本

文采用环氧硅烷和硬脂酸对 MH 进行表面处理，研究不同界面特征对 MH/EVA/VLDPE 复合材料结构和力学、介电、

阻燃等性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硬脂酸使有机-无机界面软化，而环氧硅烷使界面作用增强。因此，环氧硅烷改

性的试样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而硬脂酸改性试样的断裂伸长率更大；硅烷偶联剂形成的强界面作用抑制载流子迁

移，而硬脂酸则通过改善无机粒子分散状态增加材料的均匀性，从而使材料在具有高阻燃性的同时仍保持良好介电

性能；硬脂酸对界面的软化作用有利于热量传输，促使 MH 脱水，从而保护高分子主链，环氧硅烷的强界面促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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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阻隔热和可燃气体的扩散，从而延缓主链降解，提高阻燃性能。 

关键字： 无卤阻燃；氢氧化镁；表面修饰；界面作用；介电性能 

NI09 

EVM/膨胀石墨/磺酸鏻盐（PhS）交联复合材料的协同阻燃性能研究 

江平开*，侯世杰，张勇健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具有良好的柔韧性、耐冲击强度、耐环境应力开裂等优异性能。由于 EVA 被广

泛应用于电线电缆和汽车工业等产品，因此对其阻燃性能要求较高。鏻盐类化合物由于其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较

低的黏度、与聚合物相容性较好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膨胀石墨(EG)因其独特的阻燃机理和无卤、低烟、

低毒等特性，是一种友好型阻燃剂，被用于各类聚合物的协同阻燃。本课题组合成了一系列磺酸鏻盐类阻燃剂，并

将其与膨胀石墨复配应用到 EVM 中，制成 EVM/膨胀石墨/磺酸鏻盐（PhS）交联复合材料，发现 PhS-2 与 PhS-4 的

协同阻燃效果最为明显，将 2.5%的 PhS 与 20%的 EG 复配使用时，EVM 复合材料即可达到 V-0 级别。锥形量热测试

表明，EVM/EG/PhS 复合材料的热释放速率（HRR）和总热释放量（THR）与只添加 22.5%膨胀石墨的 EVM/EG 复

合材料相比均有明显减小，协同阻燃效果明显。 

关键字：磺酸鏻盐；EVM；阻燃；协同作用 

NI10 

阻燃 PET 燃烧滴落性抑制的研究 

靳昕怡，朱志国*，刘彦麟，王颖，王锐* 

北京服装学院 100029 

以三（2-羟乙基）异氰尿酸酯（THEIC）与对苯二甲酸（PTA）为原料合成的三（2-羟乙基）异氰尿酸对苯二甲

酸酯（T-ester）与多聚磷酸铵（APP）复配形成的膨胀型阻燃剂（IFR）、抗熔滴剂（聚四氟乙烯）与含磷 PET（FRPET）

按不同比例进行熔融共混制备出阻燃抗熔滴聚酯的共混物。通过差式扫描量热测试（DCS）、热重测试（TG）、极限

氧指数测试（LOI）、水平燃烧测试、锥形量热测试（CONE）及流变测试来表征系列共混物的热性能、阻燃性能及流

变性能。研究表明，固定添加量为 15%，IFR 和 PTFE 协同作用可以达到改善阻燃效果，减弱熔滴的作用，IFR 和 PTFE

的比例为 1:2 和 1:3 时阻燃且抑制熔滴的效果较好。此时 FRPET 极限氧指数（LOI）从 25 提高到 30，1 分钟内的熔

滴数也从 46 滴减少到 21 滴。700℃时的残碳量分别增加了 49.2%和 67.2%，总燃烧释放热和总烟释放量都有明显降

低。 

关键字：含磷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膨胀型阻燃剂；抗熔滴剂. 

NI11 

智能交联阻燃抗熔滴聚酯 

陈力*，董雪，赵海波，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10064 

PET 是最常用的热塑性聚酯；但其属易燃材料，燃烧时热释放量大，火焰传播速度快，不易熄灭，并释放出浓

烟和有毒气体。因此，阻燃 PET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磷是对 PET 最为高效的阻燃元素，然而大多数含磷 PET 阻燃

机理是通过降低分解温度、促进热解发生、加速熔体流动，从而促进熔滴形成并带走表面热量和火种、降低燃烧区

域温度，最终起到阻燃作用。但熔滴极易导致二次伤害和二次火灾。因此，PET 阻燃改性存在着“阻燃与抗熔滴相矛

盾”的问题。 

2012 年报告人所在课题组提出了将可高温自交联单体引入 PET 分子链段、赋予 PET 共聚酯可阻燃抗熔滴性能的

概念，研究发现，苯乙炔、偶氮苯等可交联官能团均能赋予 PET 共聚酯良好的阻燃抗熔滴性能。本文进一步设计制

备了一系列含碳碳双键结构的可交联单体，利用高温化学交联反应增加共聚酯的熔体黏度、促进稳定炭层的形成，

从而达到高效阻燃抗熔滴的效果，并对阻燃抗熔滴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字：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共聚；交联；阻燃；抗熔滴 

NI12 

基于锥形量热仪研究纤维间的阻燃协同效应 

施楣梧 1,*，张宪胜 2 

1.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2.东华大学 

为开发高性价比、高舒适性和安全性的阻燃面料，利用锥形量热仪对混配纤维进行快速科学的阻燃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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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气相阻燃的阻燃维纶和本质阻燃的间位芳纶进行混配，并对其阻燃性能及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阻燃维纶

（FRV）与间位芳纶（PMIA）混配后具有明显的阻燃协同效应，混配后的样品具有较长的点燃时间（TTI）和较低

的最大热释放速率（PHRR）。其中，FRV/PMIA 50/50 的阻燃性能最好，TTI 为 45 s，明显高于阻燃维纶（30 s）和间

位芳纶（28 s）；PHRR 为 73.5 kW/m2，明显低于阻燃维纶（107.9 kW/m2）和间位芳纶（123.7 kW/m2）。炭层表面形

貌表明混配后的样品在燃烧后可以保持纤维原有的几何形态，良好的炭层可以起到隔热隔氧的作用，导致阻燃性能

提高。 

关键字： 锥形量热仪；阻燃维纶；间位芳纶；阻燃协同效应 

NI13 

不同表面性质纳米二氧化硅在膨胀阻燃聚丙烯体系中的研究 

丁思尹，刘鹏，王峰， 阳明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膨胀型阻燃剂由于具有环境友好的特点，备受人们的关注。但由于其效率不高，需要大量添加才能达到阻燃要

求。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少量的纳米二氧化硅加入能提高其阻燃效率。在本文中，将四种表面性质不同的纳米二

氧化硅与膨胀型阻燃剂（IFR）进行复配，用于聚丙烯（PP）的阻燃，通过多种表征手段对复合材料进行了阻燃机理

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二氧化硅表面性质对其燃烧形成炭层的影响。四种二氧化硅分别为共缩合法表面有氨基基团的

二氧化硅（SiO2-NH2）、stöber 法球型二氧化硅（Stöber-SiO2）、商品化气相法二氧化硅 A200 以及表面经过二甲基二

氯硅烷处理的气相法二氧化硅 R974。研究表明，不同纳米二氧化硅的引入对复合材料燃烧后炭层影响不同，其中表

面带有氨基基团的二氧化硅能与聚磷酸铵更好地发生化学反应，促进炭层的形成。添加有 1 wt.%的 SiO2-NH2，可将

聚丙烯复合材料的氧指数从 31.9 提高到 35.2。 

关键字： 聚丙烯；膨胀型阻燃剂；纳米二氧化硅；复合材料；阻燃机理 

NI14 

  基于不同氮阳离子的磷钼酸盐对 PP/IFR 阻燃性能的影响 

马东，王成乐，陈胜交，于国星， 李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本文以基于不同氮阳离子的磷钼酸盐作为协同剂，用于提升聚丙烯(PP)/膨胀阻燃剂(IFR)复合材料的阻燃效率。

结果发现，添加 15.5wt%IFR 和 0.5wt%的磷钼酸三聚氰胺盐（MAPMA）、磷钼酸己二胺盐（DAPMA）、磷钼酸哌嗪

盐（PAPMA）均能使 PP 达到 UL94 V-0 等级，而同配方下磷钼酸乙二胺盐（EAPMA）和磷钼酸十二烷季铵盐（DTAPMA）

则无法获得 UL94 V-0 等级。这说明前者与 PP/IFR 比较匹配，阻燃效率高。其中 MAPMA 诱使材料形成微孔炭层，

发挥更好的阻隔作用，因而提升阻燃效率。此外，对磷钼酸盐进行热处理之后，发现 MAPMA、PAPMA、DAPMA

在 200℃处理后能较好地保持磷钼酸的结构，而 EAPMA 和 DTAPMA 的结构被破坏，无法发挥良好的协同阻燃作用。 

关键词： 磷钼酸盐；阳离子；膨胀型阻燃；聚丙烯；高效 

NO01 

磷杂菲/三嗪双基化合物协同体系阻燃行为的量化评价 

邱勇 1,2，刘祯 2，钱立军 2*, 郝建薇 1* 

1.北京理工大学 

2.北京工商大学 

将有机改性蒙脱土（OMMT）和三聚氰胺氰尿酸盐（MCA）分别与磷杂菲/三嗪双基化合物 TGD 复配，制备了

复合阻燃环氧树脂材料，并测试了极限氧指数、UL94 阻燃级别以及锥形量热燃烧试验。相比于 UL94 V-1 级的

3%TGD/EP, TGD 与低阻燃效率的 OMMT 或 MCA 复配后，0.5%OMMT/2.5%TGD/EP 和 2%MCA/3%TGD/EP 均达到

了 UL94 V-0 级，复合体系组分之间均体现了明显的协同阻燃效应。相比于 UL94 V-0 级的 4%TGD/EP，OMMT/TGD

和 MCA/TGD 均赋予了环氧树脂材料更优异的阻燃效果，2%MCA/3%TGD/EP 火焰抑制效应增强 26.6%，

0.5%OMMT/2.5%TGD/EP 阻隔保护效应增强 23.2%。复合体系组分间的协同作用显著地抑制了材料的气相燃烧反应，

增强了材料的凝聚相成炭和阻隔保护作用，从而赋予了环氧树脂材料更优异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磷杂菲；三嗪；阻燃；协同作用；量化评价 

NO02 

羧基再生亚麻纤维素膨胀阻燃环氧树脂的研究 

张水洞*，文健恒，殷悦，蒋果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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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过氧化氢制备羧基再生亚麻纤维素，通过 FTIR、13C-NMR 和 TG 表征产物的结构与性能，研究表明再生亚

麻纤维素上的 C6 伯羟基被选择性的氧化为羧基，而且氧化再生亚麻纤维素随着羧基含量的增加，其热稳定性下降。

将其作为成炭剂，并与酸源、气源复配组成膨胀型阻燃剂（IFR）用于阻燃环氧树脂通过极限氧指数测试（LOI）和

垂直燃烧测试（UL-94）表征阻燃性能。研究表明，膨胀型阻燃剂的加入能有效的提高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能。与

EP/MFAPP/PER 复合材料的 LOI 相比，EP/MFAPP/OLF27.4 的阻燃性能更佳优越，达到 V-0 等级，并且热释放总量

和烟密度下降达到 45%以上，而成炭量增加 3 倍以上。MFAPP/OLF 具有更好的催化成炭效果，燃烧过程中形成缜密

而不破裂的膨胀炭层，起到了阻隔热量和氧气的作用并抑制了可燃性气体的释放。 

关键字： 羧基亚麻纤维素；成炭剂；环氧树脂；膨胀阻燃 

NO03 

可低温固化透明无卤阻燃环氧树脂制备及性能研究 

张明鑫，唐作成，林小樟，金晶，韩业，王宇明，邵珠宝* 

长春工业大学 130000 

环氧树脂是一类重要的热固性树脂，具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和力学性能，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化工防腐、

航空航天、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备等领域。然而环氧树脂的氧指数（LOI）仅为 19.8 %，极易燃烧，传统环氧树脂的无

卤阻燃化往往伴随着透明性的降低甚至消失。本实验利用二苯基磷酰氯与聚乙烯亚胺，制备出了透明无卤阻燃固化

剂 DPPEI，进而在常温下制备无卤阻燃环氧树脂。测试结果表明，该阻燃环氧树脂具有良好的阻燃和透明性能：添

加 30 wt% DPPEI 时，阻燃环氧树脂 LOI 即可达到 27.4 %，垂直燃烧通过 UL-94 V-0 级；在波长为 600nm 时，透过

率达到 90%。 

关键字： 环氧树脂；低温固化；阻燃；透明性 

NO04 

一种新型有机金属阻燃剂阻燃环氧树脂研究 

梁文俊，赵斌*，刘东月,熊宽宽,刘亚青 

中北大学 030051 

镍元素是一种具有高效催化作用的金属元素。但一般应用于阻燃的含镍化合物多为无机物，其与有机基体间相

容性差，严重影响其分散性和基体原有性能。一种新型含镍、磷、氮、硅有机金属阻燃剂 N-(二苯基膦基)-1, 1-二苯

基-N-［3-(三乙氧基甲硅烷)丙基］乙硫醇镍（PNS）被设计合成并应用于改性环氧树脂。热重分析结果表明，PNS

的引入能够显著提升环氧树脂在高温区的热稳定性。对改性后的 EP/PNS 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能和燃烧行为进行研究：

在仅添加 7 wt% PNS 时，改性环氧树脂的极限氧指数（LOI）达到 32.2 vol%；锥形量热测试结果显示其最大热释放

峰值和总热释放均明显下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PNS 是一种适用于环氧树脂的高效阻燃剂。 

关键字： 阻燃；环氧树脂；有机金属；锥形量热 

NO05 

侧基含 POSS/DOPO/F 三元共聚物阻燃改性环氧树脂 

曾碧榕，吴顺伟，陈锦梅，陈国荣，许一婷，戴李宗* 

厦门大学 361005 

本文以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七异丁基笼形半硅氧烷（MAiBuPOSS）、甲基丙烯酸 DOPO 乙酯( HEPO)和丙烯酸六氟

丁酯（HFBA）为原料，采用可逆加成-断裂转移聚合方法制备了阻燃共聚物 P(MAiBuPOSS-co-HEPO-co-HFBA)（RCP），

用于改性双酚 A 型环氧树脂。采用核磁共振波谱仪和凝胶渗透色谱仪表征共聚物的组成和结构；通过热重分析、差

示扫描量热法、垂直燃烧测试、极限氧指数以及静态接触角测试研究了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热性能、表面性能和阻

燃性能。结果表明，P-Si 协同阻燃作用能够显著改善阻燃性能和热稳定性，RCP 添加量为 10 wt%的改性环氧树脂的

LOI 值为 36.8%，燃烧等级达 V-0，同时，由于引入共聚物，材料表面能显著下降，由 26.5 mN/m 降至 11.8 mN/m。 

关键字： 环氧树脂；阻燃；POSS；改性 

NO06 

Poly(DPA-PDCP)/PEI 自组装阻燃苎麻及对其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闫红强 1，李楠楠 1,2，方征平 1* 

1.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2.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双酚酸是一种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它的化学结构与双酚 A 类似，且具有易于化学改性的官能团，现已作为一种“绿

色”原料成为替代双酚 A 的潜在候选体。因此利用双酚酸为原料制备膨胀型阻燃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阻燃剂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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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酸苯基磷酸酯（poly(DPA-PDCP)）是以双酚酸为原料制备而得的，可作为酸源，发挥膨胀型阻燃的作用。本文以

poly(DPA-PDCP)为酸源和聚乙烯亚胺（PEI）为气源, 通过自组装法在苎麻织物表面构建 poly(DPA-PDCP)/PEI 阻燃

涂层，再以改性苎麻织物为增强体制备复合材料，以期实现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化。实验结果表明，

poly(DPA-PDCP)/PEI 涂层改性可使苎麻增强复合材料的 LOI 值提高，且在垂直燃烧试验中已达 UL94 V0 级。同时，

poly(DPA-PDCP)/PEI 涂层可提高苎麻纤维与聚苯并噁嗪基体间的界面相容相互作用，对苎麻增强复合材料具有增强

增韧作用。 

关键字： 苎麻织物；层层组装；复合材料；阻燃性能；力学性能 

NO07 

硼氮结构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丁寅*，徐东洋，潘政 

南京大学 210023 

合成了一种反应型硼氮结构阻燃剂 — 4，4`，4``- (环硼氧烷-2，4，6)-三(3-氨基-2-羟甲基)苯甲酰胺聚醚多元醇 

(NBOH)，通过 FTIR、NMR 进行表征，利用热重曲线和差示扫描量热曲线研究了 NBOH 的热稳定性能，NBOH 起

始分解温度为 215℃，600℃残炭量为 32.5%。将其引入到硬质聚氨酯泡沫 (RPUF) 材料中，进一步利用 FTIR、TGA、

SEM、LOI 和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研究了 NBOH-RPUF 的泡孔及残炭形貌、残炭结构和阻燃性能，结果发现，NBOH

中的大量刚性芳环结构赋予 RPUF 材料更好的增强特性和热稳定性，分子内环硼氧烷 (B3O3) 和多氮支链表现出优

异的 B-N 协效阻燃作用，遵循凝聚相和气相阻燃协同阻燃机理。当 NBOH 加入量为 10%时，NBOH-RPUF 的 LOI

达到 24.5%以上，热失重 50 wt%时的热分解温度提高至 368℃，燃烧过程中抑烟效果显著。 

关键字： 硬质聚氨酯泡沫；硼氮协同阻燃；结构增强；热稳定性 

NO08 

含磷大豆油多元醇全替代聚醚多元醇基 PU 硬泡的阻燃性能研究 

王许，李欣儡，刘幸雅，陶美岑， 陈明军*，刘治国 

西华大学 610039 

本文采用实验室自制的含磷大豆油多元醇（PCSO）可完全替代石油基聚醚多元醇（4110），制备硬质聚氨酯泡

沫（RPUF）。不仅如此，PCSO 还能赋予 RPUF 一定的阻燃性能，使其 LOI 值提高 2.5%，并能达到 UL-94 V-0 阻燃

等级。此外，PCSO 链段的引入，使 RPUF 的平均热释放速率（AvHRR）和热释放总量（THR）分别降低 10 kW·m-2

和 10 MJ·m-2，并降低烟生成总量，从而使 RPUF-PCSO 表现出比 Neat RPUF 更低的火蔓延指数（FIGRA），更高的

火安全性。 

关键字： 含磷大豆油多元醇；全替代；阻燃；硬质聚氨酯泡沫 

NO09 

APP/EG 对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的燃烧行为及烟气毒性的影响 

王俊胜*,金星,刘丹,王国辉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300381 

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RPUF）燃烧时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限制了其应用。可膨胀石墨（EG）和聚磷酸

铵（APP）对 RPUF 均表现出一定的阻燃效果。本文将 APP/EG 复合阻燃剂用于 PU 的阻燃，利用极限氧指数仪（LOI）、

锥形量热-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联用仪系统研究了 APP 与 EG 的比例对 RPUF 的氧指数、热释放速率、总热释放量、

生烟速率、总生烟量和烟气中的主要毒害气体浓度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添加 15 wt%的阻燃剂时，APP 与 EG

在一定比例下能有效提高阻燃 RPUF 的 LOI 值的同时降低其热释放速率峰值、总生烟量和烟气中 CO 的浓度；但与

仅添加 15 wt%EG 的阻燃 RPUF 对比，APP 与 EG 的复合会明显增大阻燃 RPUF 燃烧烟气中出 CO 外的其他毒害气体

的浓度。因此，APP/EG 复合阻燃体系应用于 RPUF 中，在阻燃抑烟方面存在明显的协同效应，但在降低烟气中毒害

气体浓度方面的作用并显著。 

关键字： 阻燃；抑烟减毒；硬质聚氨酯泡沫；协同效应 

NO10 

一种含芳醚酮结构的高成炭阻燃 PET 共聚酯 

付腾，吴嘉宁，陈琳，倪延朋，汪秀丽*，陈力，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10064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酯，PET）是产量最大的合成高分子材料之一，综合性能优异，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塑

料、包装材料以及合成纤维等许多领域，但 PET 非常易燃，极限氧指数（LOI）仅为 21-22，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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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和烟。为了提高聚酯的阻燃性能，本文通过熔融共聚的方法合成含芳酮结构的共聚酯 EKExPET。共聚酯的玻璃

化转变温度 Tg 变化不大，熔融温度 Tm 逐渐降低；热稳定性较高，初始分解温度均保持在 390 °C 以上；成炭能力明

显提升，EKE20PET 在 700 °C 残炭高达 27.0 wt%；共聚酯燃烧过程中能形成大量致密的炭层，LOI 达到 32.0，说明

合成的共聚酯属于难燃材料；观察 LOI 测试后残炭的微观形貌，EKExPET 能形成类似“编织”结构的炭层。基于热重

测试、极限氧指数测试和 SEM 测试，芳醚酮结构能够提高材料的成炭能力并促使材料在燃烧过程中形成特殊形貌的

炭层，赋予聚酯良好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聚酯；阻燃；成炭；芳醚酮结构 

NO11 

APTES/壳聚糖/植酸钠阻燃棉织物的制备与阻燃性能 

刘云*，朱平，隋淑英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266071 

随着纺织行业的迅速发展，功能纺织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纺织品的阻燃性能也备受关注。本文采用 3-氨丙基

三乙氧基硅烷（APTES）、壳聚糖、植酸钠为阻燃剂，以层层自组装的方法整理到棉织物上，制备了涂层数分别为 5BL、

10BL 与 15BL 的阻燃棉织物。分别通过红外光谱仪（FTIR）、垂直燃烧仪、氧指数仪（LOI）等详细研究了所制备阻

燃棉织物的结构、阻燃性能。FTIR 测试结果表明 APTES、壳聚糖与植酸钠成功的沉积于棉纤维的表面；5BL、10BL

与 15BL 的增重率分别为 6.7、17.0、32.2%，其增重率与涂层数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 APTES/植

酸钠两元阻燃体系相比，壳聚糖的加入明显提高了该体系的阻燃性能，15BL 阻燃棉织物 LOI 为 29.0%；垂直燃烧测

试时，当移去火源后，火焰立即熄灭，引燃时间与损毁长度分别为 0 s 与 65 mm。 以上结果表明 15BL 的涂层棉织

物具有较好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棉织物；阻燃性能；壳聚糖；植酸钠 

NO12 

阻燃聚酰胺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可，李圆圆， 肖茹* 

东华大学 201620 

聚酰胺纤维具有密度低、吸湿性高、力学性能突出等优良性能，在民用、工业及军事领域应用广泛，但其属于

易燃纤维，近年来由纤维及织物燃烧引起的火灾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本文在聚酰胺聚合过程中引

入反应型阻燃剂制备共聚阻燃聚酰胺，经熔融纺丝制备阻燃聚酰胺纤维。利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垂直燃烧仪、极限

氧指数仪、纤维强伸度仪等研究阻燃剂的引入对聚酰胺及其纤维结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阻燃聚酰胺具有良好

的阻燃性能，其垂直燃烧测试达到 UL94 V-0 级、极限氧指数超过 30%。阻燃剂的引入使聚酰胺的结晶度与纤维强度

有所降低，但可纺性良好，所制备阻燃聚酰胺纤维力学性能满足后续纺织要求。 

关键字： 聚酰胺；纤维；阻燃 

NO13 

高效、耐久阻燃聚丙烯腈织物的制备及性能 

任元林 1,2 *，张悦 1，谷叶童 1，曾倩 1 

1.天津工业大学 

2.先进复合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387 

为提高聚丙烯腈织物的阻燃性能，开发了一种通过将 PAN 中腈基的肟化和磷酰化相结合的阻燃改性方法。利用

盐酸羟胺与腈基的反应获得肟化的织物（A-PAN），进而利用磷酸与肟进行磷酰化反应，获得阻燃聚丙烯腈织物

（P-A-PAN）。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来表征改性前后织物的结构，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改性前后纤维的形

貌，在此基础上通过热重分析、极限氧指数等研究织物的热分解及燃烧行为。结果表明，P-A-PAN 织物的 LOI 值高

达 34.1%，经 20 次水洗后，其 LOI 值仅有微弱下降，说明该织物具有良好的耐水洗性。同时，P-A-PAN 的红外谱图

中腈基的消失和羟基的出现均反映了胺肟化反应的发生。此外，热重曲线中 P-A-PAN 环化反应的起始温度比原织物

降低了 72℃，这表明羟胺与磷酸的引入可促进 PAN 环化成炭，同时其在 800℃的残炭量高达 55.67%，这也更好地反

映了改性后聚丙烯腈织物极好的阻燃和热稳定性。 

关键字： 聚丙烯腈织物；胺肟化；磷酸化；阻燃；耐水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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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粉煤灰合成 4A-Zn 分子筛及其对聚丙烯阻燃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谷晓昱*，李利敏，李洪飞，孙军，张胜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粉煤灰属于一种工业废渣，排放量较大，在我国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也对湖泊等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

染。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粉煤灰成为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以废弃粉煤灰为原料，在合成 4A 分子筛的

过程中引入金属 Zn（4A-Zn）。将 4A-Zn 分子筛与由聚磷酸铵（APP）和季戊四醇（PER）按质量比为 2:1 的膨胀型

阻燃体系（IFR）复配，研究其对 PP 阻燃性能的影响。将粉煤灰作为原料进行工业生产，不仅降低成本，而且也是

粉煤灰高附加值利用的一条主要途径，践行了环保理念，具有明显的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 

关键字： 粉煤灰；聚丙烯；4A-Zn 分子筛；膨胀阻燃 

NO15 

含硅 N 取代烷氧基受阻胺制备及其在膨胀型阻燃聚丙烯中应用 

姚臻 2，杨文龙 2，吴水良 2，曹堃 1,2* 

浙江大学 310027 

近年来，发现长期作为光稳定剂的 N-取代烷氧基受阻胺（NORs）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本文以三聚氯氰、带羟

基的反应型 NORs 和带氨基的硅烷偶联剂等为原料，通过三聚氯氰可控的氯取代反应和硅烷偶联剂的凝胶反应，分

三步合成了新型阻燃协效剂—含硅型 N-取代烷氧基受阻胺（Si-NORs），并对其进行了 FTIR、X 光电子能谱（XPS）

和 TGA 的表征。结果表明，该协效剂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成炭性。由于硅烷偶联剂的凝胶，Si-NORs 热分解过程

中失重明显变缓。将该 Si-NORs 应用于传统膨胀型阻燃 PP 并对其阻燃性能、光稳性能、热性能、力学性能、相容性

和炭层表面结构进行了表征和分析。发现 Si-NORs 分解产生的自由基捕捉剂能在气相和凝聚相上抑制 PP 的燃烧。此

外，Si-NORs 热分解产生的 Si-O-C 和 Si-C 交联结构还能进一步提升膨胀炭层的热稳定性和阻隔功效。 

关键字： N-取代烷氧基受阻胺；膨胀型阻燃剂；聚丙烯 

NO16 
纳米膦酸锆阻燃剂的分子设计及阻燃聚丙烯 

蒋婷， 刘昌华* 

西南大学 400715 

纳米阻燃剂相对于传统阻燃剂而言，其显著的特点是添加量少，且能显著降低材料的燃烧性能；纳米阻燃剂的

加入虽然一定程度的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能，但难于达到材料的阻燃等级。a-磷酸锆(a-ZrP)具有 Zr(HPO4)2·H2O 通式，

其分子中的 H3PO4 可由有机膦酸（H2O3P-R）部分或全部替代，生成具有 Zr(HPO4)2-x（O3P-R）x·H2O 结构通式的杂

化纳米粒子，赋予了有机膦酸锆杂化分子具有独特的剪切设计功能，从而实现结构的精准调控合成。本研究针对传

统阻燃剂与纳米阻燃剂的特点和问题，利用有机膦酸锆的可设计剪切能力，把传统的膨胀型阻燃剂通过共价集成修

饰于纳米阻燃剂的表面，实现了传统阻燃剂与纳米阻燃剂的有机结合，同时通过二者间的协同实现了高效阻燃和基

体的增强。 

关键字：膨胀型阻燃剂；纳米阻燃剂；膦酸锆 

NP01 

含氮磷硫 DOPO 衍生物在环氧树脂中的阻燃应用 

王盼，夏龙，简荣坤*，杨俊威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本文以 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以下简称 DOPO）、对羟基苯甲醛和 2-氨基苯并噻唑为原料合

成出一种新型含氮磷硫阻燃剂，DPA。将其应用到环氧树脂（以下简称 EP）中。通过改变 DPA 的添加量制备出一系

列环氧固化物。通过热重（TGA）极限氧指数（LOI）、垂直燃烧（UL-94）和锥形量热测试，研究环氧固化物的热稳

定性和燃烧性能。结果表明，随着 DPA 的质量分数的增加，EP/DPA 体系的 LOI 值逐渐增大；燃烧性能获得了显著

地提高，如当体系中 DPA 的含量为 7.5%时，即可通过 UL-94 V-0，此时体系中磷含量仅为 0.50% ; DPA 的加入还能

够显著地降低环氧试样的热释放速率峰值（PHRR）和总烟释放量（TSR）。综上所述，DPA 对 EP 有优异的阻燃效果。 

关键字: 环氧树脂；阻燃；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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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02 

含磷、氮杂化硅涂层聚丙烯腈织物的制备及阻燃性能 

任元林 1,2，张悦 1，谷叶童 1，曾倩 1 

1.天津工业大学 

2.先进复合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387 

为赋予聚丙烯腈（PAN）织物一定的阻燃性能，采用溶胶-凝胶技术，通过将植酸与尿素加入以正硅酸乙酯（TEOS）

为前驱体的硅溶胶中形成一种硅 -磷 -氮协同涂层体系对 PAN 进行涂覆，经凝胶化获得阻燃聚丙烯腈织物

（Si-P-N-PAN）。利用光电子能谱（XPS）、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及热重分析（TG）对织物结构及热稳定性进行

了表征，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不同织物的形貌进行分析。热重分析表明， Si-P-N-PAN 的环化起始温度相

较于 PAN 降低了 20℃，表明植酸的引入可促进 PAN 的环化成炭。Si-P-N-PAN 在 800℃的残炭量高达 55.94%，说明

磷、氮、硅起到了很好的阻燃协同作用，提高了 PAN 织物的成炭性。涂层织物的 SEM 图表明，Si-P-N-PAN 织物中

纤维表面变得粗糙且被致密的涂层所覆盖，使织物在受热时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隔热、隔氧，使涂层织物具有良

好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聚丙烯腈织物；溶胶-凝胶；协同体系；阻燃 

NP03 

非 APP 体系无卤膨胀型阻燃剂在聚烯烃中应用与研究 

朱峰 1*，沈康 2，邵江斌 1 

1.杭州捷尔思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2.北京艾迪泰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捷尔思阻燃化工有限公司开发一种非 APP 体系无卤膨胀阻燃剂（PNA220）是含有磷-氮-硅的无卤膨胀型阻

燃剂，不含有 APP。燃烧过程中阻燃剂受热分解，释放不燃性气体的同时又产生酸性物质促使体系脱水成炭形成膨

胀的炭层，炭层切断了熔融的聚合物和可燃性气体与氧和热的接触，其阻燃机理是气相、凝胶相阻燃。在聚磷酸 P-O-P

主链中引入烷基硅氧烷，提高了产品与树脂的相容性，分散性增加，颜色均一，也有利于力学性能的提高。PNA220

实现了多元素协同阻燃，在 PP 中应用阻燃效果较传统 IFR 好，可适用与玻纤增强聚丙烯的阻燃应用，达到同样的阻

燃等级，阻燃剂添加量同比传统膨胀型阻燃剂少 3-5 份。热释放峰值降低约 30%。未来，开发新型含氮磷三嗪聚合

物类高效阻燃剂探索协效阻燃新途径、构建高效协效阻燃体系、提高阻燃剂的耐水性以及减小阻燃剂对材料力学性

能影响,将是无卤膨胀阻燃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字： 膨胀型阻燃剂 PNA220 阻燃机理 

NP04 

阻燃硬质聚氨酯相变储能保温隔热泡沫材料的制备及其隔热性能研究 

赵乘寿*，马跃，王天明，杨悸，幸德鹏，宋翔宇 

西南交通大学 610031 

硬质聚氨酯泡沫具有低热导率、强度高、重量轻以及防水、防潮、耐热、耐寒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建筑节能、冰

箱隔热和管道保温等领域，然而其易燃性和价格高的缺点大大限制了其更为广泛的应用。针对硬质聚氨酯泡沫的这

一缺点，本文从储能、隔热、阻燃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种制备新型硬质聚氨酯相变储能保温隔热材料的工艺思路，使

用三氯氧磷为偶联剂，平均相对分子量为 800 的聚乙二醇为相变储能物质，将聚乙二醇键接于聚氨酯泡沫保温隔热

材料用聚醚多元醇上，进而与多异氰酸酯进行发泡反应，制备了一种新型阻燃聚氨酯相变储能保温隔热材料，并对

其隔热性能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聚二乙醇相变储能物质含量的增加，其隔热性能大大增加. 

关键字: 阻燃，聚氨酯，相变储能，隔热性能 

NP05 

钼系化合物对聚氯乙烯阻燃-抑烟性能的影响 

付志忠，陈贤宏，梁奎，杨弯弯，余鹏，陈绪煌*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采用正交实验通过选取三氧化钼(MoO3)、八钼酸铵(AOM)、磷钼酸铵(APM)为 3 因素的实验设计法研究各因子

对抑烟和阻燃性能的影响，并通过烟密度仪及热失重分析对抑烟与阻燃性能进行表征。正交实验的烟密度等级(SDR)

分析结果得出 3 个组分影响因子的大小顺序为 AOM、APM、MoO3，同时考虑其他因素确定选取为 2#样作为主体的

研究对象。烟密度仪实验结果表明 MoO3、AOM、APM 有效降低硬质 PVC 燃烧最大烟密度(MSD)与烟密度等级(SDR)，

对于 2#对比于 10#，MSD 与 SDR 分别降低了 24.53%和 27.78%，抑烟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在 700oC 时，2#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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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oC 时的残炭量提升了 28.93%。 

关键字： 钼系化合物；聚氯乙烯；阻燃；抑烟 

NP06 

N、P 阻燃剂在 PA6 中的应用 

李峰，李罕，罗廷福，雷毅* 

四川大学 610065 

PA6 是一种重要的工程塑料，在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应用，但是 PA6 自身易燃烧，在使用之前必须对其进行阻燃

改性。二乙基次磷酸铝（ADEP）是由克莱恩开发的一种含磷阻燃剂，具有高效、低毒、热稳定性好等优点，但是其

价格高昂。与磷系阻燃剂相比，氮系阻燃剂因其低廉的价格而被应用在一些领域，主要是未增强树脂，拥有一定的

竞争力，其中以三聚氰胺氰尿酸（MCA）最典型，使用最广泛。本文分别考察了 MCA 和 ADEP 对 PA6 的阻燃性能，

以及两者对 PA6 协同阻燃的性能，研究两种阻燃剂对 PA6 性能的影响。  

关键字：PA6；ADEP；MCA；阻燃性能 

NP07 

无卤阻燃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薄膜的性能研究 

马思宇，刘馨璐，王宇超，林俊澍,宋立忠，吴广峰*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选取聚磷酸铵（APP）和三聚氰胺（MEL）作为阻燃剂，复配无卤膨胀型阻燃剂，并制备成苯乙烯-丁二烯-苯乙

烯（SBS）阻燃膜。通过氧指数测试和热失重分析测试研究阻燃 SBS 膜的阻燃性能和热稳定性。结果表明，加入复

配阻燃剂能够有效提升膜的阻燃性能和热稳定性，随着复配阻燃剂含量的增加，膜的阻燃性能也随之提升。添加

10%APP 和 10%MEL 的复配阻燃剂时，膜的氧指数（OI）值，达到最大值 27.5%，已经属于难燃性材料。加入复配

阻燃剂之后，膜的最大热失重温度朝高温方向移动，并且最大热失重速率降低。 

关键字: 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三聚氰胺；氧指数；阻燃剂 

NP08 

高效、环保植酸基阻燃整理剂阻燃的 lyocell 纤维 

刘晓辉*，张秋艳，任元林*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植酸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生物基化合物，具有较高的磷含量，因此可作为一种潜在的纤维素用阻燃剂。然而，

利用植酸阻燃纤维素纤维的研究鲜有报道。本文首次采用植酸与尿素反应合成一种具有较高磷、氮含量的新型绿色

阻燃剂-植酸铵。采用浸轧工艺将其应用于 lyocell 纤维的阻燃整理。通过热重分析对 lyocell 纤维的热稳定性能进行了

表征。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阻燃 lyocell 纤维的残炭表面形貌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lyocell 纤维的阻燃性能和耐水

洗性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利用热重-红外联用技术和热重-质谱联用技术对阻燃纤维的热分解过程进行了研

究，阻燃 lyocell 纤维裂解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残炭和不燃性气体对纤维燃烧起到了抑制作用，阻燃剂中磷氮两种阻燃

元素可同时在固相和气相发挥阻燃协同作用。 

关键字: 植酸；lyocell 纤维；阻燃性；耐久性；协同效应 

NP09 

鸡蛋蛋白与植酸双层涂覆对棉织物热稳定性能的影响 

刘晓辉*，张秋艳，任元林*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鸡蛋蛋白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蛋白质，含有多种氨基酸成分，具有较高的氮含量。植酸作为一种生物大分

子，具有较高的磷含量和特殊的分子结构。本文首次将鸡蛋蛋白涂覆到棉织物的表面，进而与植酸相结合对棉织物

进行双层涂覆，利用热重技术分别研究鸡蛋蛋白、植酸以及鸡蛋蛋白与植酸双层涂覆对棉织物热稳定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鸡蛋蛋白以及植酸处理的棉织物的热稳定性能相较于纯棉织物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鸡蛋蛋白与植酸结合

之后涂覆的棉织物的热稳定性能得到极大提高，表明鸡蛋蛋白与植酸可充分发挥氮源与酸源的协同作用，有利于棉

织物的热稳定性能的提高。 

关键字: 鸡蛋蛋白；植酸；棉织物；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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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0 
石墨烯对聚丙烯膨胀阻燃体系阻燃性能的影响 

王学宝 1, 2*，罗郑桥 2，黄竟允 2，陈智威 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065000 

本文将石墨烯与化学膨胀型阻燃剂复配后用于聚丙烯(PP)的阻燃改性，制备了阻燃 PP 复合材料。通过氧指数测

试(LOI)、UL-94 垂直燃烧测试、热重(TG)分析和锥形量热分析研究了石墨烯对膨胀阻燃 PP 体系阻燃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石墨烯的添加可以提高阻燃体系的 LOI；当石墨烯的添加量为 0.5 wt%时，阻燃体系的 LOI 达到 25.2%；但

是阻燃体系无法通过 UL-94 垂直燃烧测试。TG 和锥形量热分析结果表明，石墨烯的添加可以改变阻燃体系燃烧时的

热释放速率峰值，增加残炭量。 

关键字: 石墨烯；膨胀阻燃体系；聚丙烯 

NP11 

三（3-硝基苯基）膦的合成表征及在环氧树脂上的成炭研究 

罗航，周峰，李怡天，蔡绪福*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三苯基膦（PPh3）是一种被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的化合物。由于其结构中磷元素的存在，PPh3 拥有一定阻燃能力，

但是 PPh3 氮化物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采用硝化法合成了三（3-硝基苯基）膦（NPPh3）。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和核磁共振仪对其结构进行表征，并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和热重研究产物的热稳定性。结果显示，NPPh3 的熔点在

239°C，氮气和空气条件下的初始分解温度为 291.2°C 和 319.6°C，且在 600°C 时的残炭量为 34.15%和 30.53%，说明

它的热稳定性和成炭性能优异。将 NPPh3 以 10%的用量添加到环氧树脂中，用热失重对材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氮气和空气条件下，体系的残炭量分别为 19.5%和 16.38%，远高于纯环氧树脂（5.68%和 6.79%）和二者失重的线性

加和值（7.13%和 7.8%）。此外，把 NPPh3 添加到可陶瓷化环氧树脂体系里，可有效提高体系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三苯基膦；三（3-硝基苯基）膦；成炭；环氧树脂；阻燃 

NP12 

硝化磷腈的成碳效果 

杨云云，李怡天，周峰，蔡绪福*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磷睛是一类分子中含有-P=N-结构的化合物，以 P、N 元素交替排列而成，具有稳定的磷氮骨架结构，并且因为

其本身具有氮磷协效作用和高温稳定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结构可以分为环状和链状两类。本实验探讨以六

苯氧基环三磷腈(HCTP)环状聚磷腈和聚苯氧基磷腈(POP)链状聚磷腈为代表的硝化成碳效果。实验设计通过硝化反应

向 HCTP 和 POP 的苯环基团上引入硝基基团，得到硝化六苯氧基环三磷腈(HNTP)和硝化聚苯氧基磷腈分子(DPOP)。

先通过傅里叶红外(FTIR)对其结构进行分析，再经热失重分析(TGA)对硝化前后的热性能进行表征对比。并将硝化产

物加入到成碳能力较弱的 ABS 基材中，通过热失重分析对比了 HNTP 与 DPOP 在实际应用中的成碳效果。实验结果

证明硝化后在高温条件下的残炭率从 0提升到 40%以上，并且加入 30%的硝化产物改性ABS残炭率也从 0提升到 20%

以上。 

关键字: 硝化六苯氧基环三磷腈(HNTP)；硝化聚苯氧基磷腈分子(DPOP)；热失重分析(TGA)；成碳 

NP13 

一种含磷阻燃高温尼龙的性能研究 

黄伟江 1, 2，何文涛 2，龙丽娟 2，严伟 2，秦舒浩 2，于杰 1, 2*  

1.贵州大学 

2.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通过实验室自制一种 DOPO 衍生化合物 DiDOPO，将其作为阻燃剂，制备阻燃玻纤增强高温尼龙 GFPA6T 复合

材料，并通过垂直燃烧测试，锥形量热仪及万能试验机进行测试表征。结果表明：添加 DiDOPO 能显著降低基体的

燃烧级别。当 DiDOPO 添加量为 17wt%时，复合材料能达到 FV-0 级。锥形量热分析可知，添加 DiDOPO 能显著降

低 GFPA6T 的热释放速率，其中 GFPA6T/17%DiDOPO 的热释放速率由 278kW/m2 降低到 213kW/m2，同时平均热

辐射速率也显著降低。力学分析表明，随着 DiDOPO 含量的增加，虽然复合材料的拉伸和缺口冲击性能降低，但弯

曲模量则逐渐增大，其中 GFPA6T/17%DiDOPO 的弯曲模量由 8.03GPa 升高到 10.7GPa。上述结果表明：DiDOPO 在

提高 GFPA6T 的阻燃性能和保持力学性能方面效果显著。 
关键字: 高温尼龙；磷系阻燃剂；阻燃；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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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4 

氢氧化铝和聚磷酸铵在几种聚合物体系中的协同阻燃行为 

刘艳林，何吉宇，杨荣杰*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ATH 和 APP 是两种常用的无机阻燃剂，研究表明，按照一定比例同时添加 ATH 和 APP 时，二者在 PU foams、

TPU 和 EP 中均表现出协同阻燃效应。在 PU foams 中，与分别添加 20 份 ATH 或 APP 相比，同时添加 ATH 和 APP

（比例为 5:15）时硬泡的 PHRR 数值降低 50%，同时 LOI 提高到 28.0%。在 TPU 中，由于 ATH 可以增加体系在高

温下的粘度，ATH 与 APP 协同使用可以增强体系的成炭性，当 APP 和 ATH 的添加比例为 3:1 时，LOI 由空白样的

20.5%提高至 21.8%，其峰值热释放（PHRR）值亦降低达到 70%。在 EP 中，同时添加 APP 和 ATH 可以将其 PHRR

值降低 53%。深入研究表明，ATH 可以吸附在 APP 表面，从而使 APP 固体颗粒在基体中均匀分散；APP 与 ATH 会

在燃烧过程中发生反应生成稳定化合物偏磷酸铝，覆盖在炭层表面，从而起到有效地隔热隔氧的屏蔽效应。 

关键字: 聚氨酯；环氧树脂；阻燃；APP；ATH 

NP15 
二维层状材料对乙烯-醋酸乙烯酯性能的影响 

刘宜娜 1，杨荣杰 1*，李定华 1，梁嘉香 1，HU Weiguo2 

1.北京理工大学 

2.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高聚合度聚磷酸铵（APP）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阻燃剂。由于高聚合度 APP 常温下水溶解度很小，而高温下又可

能发生降解，准确测定其聚合度需要建立适宜的方法。磷核磁共振(31P-NMR)是目前测定 APP 高聚合度的主要方法。

本文初步研究了 31P-NMR 测定 APP 聚合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了 APP 高温下水溶解、氯化钠盐水溶解、离子

交换溶解时端基磷和中间磷的特征变化。对 APP 水溶液，端基磷的共振峰明显裂分，表明存在不同的端基化学结构；

对 APP 盐水溶液，盐浓度提高，磷共振峰向低场移动，端基磷的峰形状发生明显变化；对离子交换的 APP 水溶液，

端基磷共振峰无裂分，向低场移动。基本明确了 31P-NMR 测定 APP 聚合度的仪器参数（如弛豫时间）等对测试结

果的影响，在 20℃条件下弛豫时间应大于 10s，弛豫时间设定值过低，端基磷信号采集不完全，使测得的聚合度偏

高。本研究对于建立 APP 聚合度准确测定方法和表征其链结构有益。 

关键字: 聚磷酸铵；聚合度；磷核磁共振；弛豫时间 

NP16 

基于氢键作用的功能化石墨烯制备及阻燃环氧树脂研究 

刘东月，赵斌*，刘朋委，刘辉辉，刘亚青 

中北大学 030051 

石墨烯及氧化石墨烯 (GO) 具有良好的阻隔效应、热稳定性及大的比表面积，表现出潜在良好的阻燃和抑烟效

果。本文报道了一种基于水相体系氢键作用来制备阻燃功能化石墨烯及其阻燃环氧树脂应用。利用现有阻燃剂 N,N-

双(2-羟乙基)磷酸二乙酯 (DEPA) 分子中的双羟基与 GO 表面的羧基、羟基发生氢键作用在纯水体系制备出阻燃剂功

能化的石墨烯纳米粒子 (DEPA--GO)。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X-射线衍射仪 (XRD)、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以及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 分析确定了 DEPA--GO 的结构。采用热固化工艺制备系列 DEPA--GO 阻燃的环氧树

脂固化物。热重分析 (TGA) 结果表明功能化石墨烯有效抑制环氧基体的分解并促进成炭。当 DEPA--GO 添加量为

0.5 wt%时，环氧树脂氧指数 (LOI) 由 24.0%提高到 28.8%，有效提高了环氧树脂阻燃性能。 

关键字: 阻燃；环氧树脂；氧化石墨烯；氢键 

NP17 

磷腈/三嗪双基分子-聚磷酸铵复配阻燃体系阻燃聚乳酸 

李琳珊，陈雅君*，王伟，钱立军* 

1.北京工商大学 

2.聚合物无卤阻燃剂工程实验室 

3.塑料卫生与安全质量评价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本文利用六氯环三磷腈和三嗪合成出一种新型阻燃剂 HTTCP，并将其与聚磷酸铵按 1:2 比例复配，通过氧指数

测试仪、垂直燃烧仪和锥形量热仪，研究了不同添加量的复配阻燃剂对聚乳酸材料的阻燃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复配阻燃剂的添加量减少至 16%时，PLA 复合材料的氧指数值仍高达 32.2%，相比纯 PLA 提高了 58.4%；且能通过

垂直燃烧 UL94 V-2 级别。同时，热释放速率峰值，总热释放量，平均质量损失速率等全部显著下降。扫描电镜照片

显示燃烧后的残炭具有大量的闭合泡孔结构，能够有有效抑制热交换，阻止基材进一步燃烧，从而提高聚乳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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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磷腈；三嗪；双基分子；聚磷酸铵；阻燃聚乳酸 

NP18 

新型磷杂菲/硼酸酯双基化合物阻燃环氧树脂的研究 

汤朔 1,2,3，钱立军 2,3*，董宇平 1§ 

1.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3.高分子材料无卤阻燃剂工程实验室 

本文将一种新型含磷杂菲的硼酸酯化合物 ODPOB-Borate 添加到环氧树脂中，使用 4’4 二氨基二苯砜（DDS）为

固化剂制备了阻燃环氧树脂。通过极限氧指数（LOI）、UL94 垂直燃烧和锥形量热仪的测试表征材料的阻燃性能。从

结果中得知，ODPOB-Borate 能够有效地提升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能。当阻燃剂的总添加量为 6wt.%时，添加了

ODPOB-Borate 的阻燃环氧树脂的 LOI 值为 31.6%，UL94 垂直燃烧为 V-0 级别。ODOPB-Borate 能够有效地降低环氧

树脂的热释放行为，添加了 ODOPB-Borate 的阻燃环氧树脂，其总热释放量（THR）、平均有效燃烧热（av-EHC）、

总质量损失（TML）值明显地降低，并且 ODOPB-Borate 能够促进体系成炭，有效地发挥凝聚相阻燃作用。此外，

ODOPB-Borate 还能够有效地抑制环氧树脂的烟释放行为。 

关键字: 阻燃；环氧树脂；磷杂菲；硼酸酯 

NP19 

一种磷杂菲化合物与二乙基次磷酸铝复配阻燃玻纤增强尼龙 66 

曹艳芳，陈雅君，辛菲，许博，钱立军* 

北京工商大学 100048 

将一种磷杂菲衍生物阻燃剂（TAD）与二乙基次磷酸铝（AlPi）复配阻燃玻纤增强尼龙 66（PA66/GF），当阻燃

剂总添加量为 16wt.%，TAD 与 AlPi 复配比例为 4:6 时，阻燃样品 PA66/GF 的 LOI 值提升为 34.9%，且达到 UL94 V-0

级别；锥形量热测试中，与纯的 PA66/GF 材料相比，16%-4T6A/PA66/GF 材料的热释放速率降低，热释放延续时间

减少，从而总热释放量减少了 32.8%，平均有效燃烧热减少了 31.6%，表现出了优异的阻燃性能。TAD 在分解时能

够产生 PO，PO2 等含磷自由基，可以淬灭终止基体自由基链式反应，同时 TAD 分解产生的三嗪三酮碎片能够稀释

空气里氧气和可燃性物质。AlPi 在燃烧过程中能促进 PA66/GF 产生残炭。因此 TAD/AlPi 阻燃体系赋予 PA66/GF 材

料优异的火焰抑制作用和凝聚相屏障保护作用，从而提高了尼龙材料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尼龙 66；二乙基次磷酸铝；阻燃性能；磷杂菲化合物 

NP20 

新型烷基次磷酸盐复配磷酸酯协同阻燃环氧树脂的研究 

房友友 1,2，许博 1,2，陈雅君 1,2，钱立军 1,2* 

1.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2.高分子材料无卤阻燃剂工程实验室 

以 4,4'-二氨基二苯砜(DDS)为固化剂，将聚己基次磷酸铝(APHP)和双酚 A 双(二苯基磷酸酯)(BDP)加入到双酚 A

二缩水甘油醚(DGEBA)中，探究二者在协同阻燃环氧树脂中的屏障保护作用。与单独添加 10%APHP 和 10%BDP 的

热固材料相比，APHP:BDP 为 1:2 时的样品(3.3%APHP/6.7%BDP/EP)具有更好的阻燃效果，其氧指数能够达到 35.0%，

并通过 UL94 V-0 级别。在锥形量热测试中，3.3%APHP/6.7%BDP/EP 样品显著降低了热释放速率峰值，通过计算三

种阻燃效应证实了 APHP/BDP 具有协同屏障效应。扫描电镜照片进一步揭示出，复合样品残炭具有 BDP 形成的柔性

膜闭孔结构和 APHP 分解产生的磷酸铝颗粒，这种具有阻隔效果的屏障层，赋予了环氧树脂更好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阻燃; 次磷酸盐; 协同效应; 环氧树脂 

NP21 

氢氧化铝和海藻酸铜功能自组装及其阻燃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王靖宇，郝建薇*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氢氧化铝（ATH）阻燃剂添加量大，其阻燃效率受到与聚合物界面相容性差的强烈制约。添加硅烷偶联剂是改

善氢氧化铝阻燃剂界面常用的方法，但由于偶联剂迁出问题限制了其应用的持久性。层层自组装法（LbL）可以将带

有阻燃基团的不同电荷聚电解质交替沉积于聚合物表面，在燃烧过程中通过阻隔作用发挥燃作用。传统 LbL 更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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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比表面积大的易燃泡沫和纤维材料。本文通过层层自组装法借助硅烷偶联剂对氢氧化铝（ATH）和海藻酸铜（CuA）

进行功能组装，制备了阻燃剂 mATH-mCuA，采用 X 射线光电子能谱对其进行了表面元素表征。将 mATH-mCuA 用

于阻燃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添加量 150phr 可以通过 UL 94 垂直燃烧 V-0 级（3.2mm），氧指数达到了 34.8%，但相

对于未组装的 ATH，氧指数有所下降。锥形量热仪燃烧测试过程中，热释放速率及质量损失速率显著降低。

mATH-mCuA 主要是表现为凝聚相催化成炭阻燃作用。 

关键字: 阻燃； 层层自组装；催化成炭；氢氧化铝 

NP22 

苯并噁嗪改性环氧树脂阻燃及力学性能研究 

宋天佑，杨晓梅，王靖宇，李志鹏，王义亮，郝建薇*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现代工业领域中，交通运输工具的轻量化能够带来诸多社会和经济效益。随着轻量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兼有

高阻燃性能与高机械性能的热固性材料的需求正与日俱增。苯并噁嗪树脂（BOZ）具有本质阻燃特征，同时还具有

优异的耐热性、良好的机械性能及电绝缘性。然而，BOZ 与 EP 相比，存在成型工艺要求高、固化温度高，而且价

格高等弊端。而 EP 和 BOZ 复合可以优势互补，因此，BOZ 与 EP 复合研究受到关注。 

本文制备了 EP/BOZ 复合材料，探讨了 BOZ 对 EP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能，阻燃性能，力学性能和玻璃化转变

温度的影响。研究表明：BOZ 的加入，可以降低 EP 复合材料的热分解速率，增加残炭量。添加 30wt% BOZ，可使

EP 复合材料的氧指数由 EP 的 23.2%提高到 39.9%，UL94 测试通过 V-0 级，同时弯曲强度与弯曲模量增大，Tg 提高

26°C。CONE 测试表明，EP/BOZ 复合材料较纯 EP 峰值热释放和产烟速率明显降低。 

关键字: 苯并噁嗪; 环氧树脂; 阻燃; 热稳定性; 力学性能 

NP23 

OMMT 及膨胀阻燃剂在共混物中分布的调控及其阻燃性能 

赵盼，陆昶*，高喜平，赫玉欣 

河南科技大学 471023 

在聚合物共混物中，往往忽略了阻燃剂及有机蒙脱土（OMMT）分布对其协同阻燃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动力

学方法调控膨胀阻燃剂及 OMMT 在 LLDPE/PA6 不同相畴的分布，获得四种不同分布状态的阻燃材料：膨胀阻燃剂

及 OMMT 皆分布于 PA6 相或 LLDPE 相，膨胀阻燃剂分布于 PA6 相及 OMMT 分布于 LLDPE 相，膨胀阻燃剂分布于

LLDPE 相及 OMMT 分布于 PA6 相。研究了其协同阻燃效应。研究发现，未添加 OMMT 时，调控阻燃剂 APP、PER

分布于共混物不同相畴分布时，其阻燃性能差别不大。添加 OMMT 协同阻燃后，OMMT 在共混物中的分布对其阻

燃性能有显著影响。OMMT 分布于分散的 PA6 相中，抑制了分散相的膨胀，导致 OMMT 起不到协同阻燃作用，使

其阻燃性能明显差于未添加 OMMT 体系。将 OMMT 调控分布于连续的 LLDPE 相时，OMMT 与膨胀阻燃剂具有优

异的协同阻燃效应。 

关键字: 阻燃；共混物；膨胀阻燃剂；蒙脱土；分布 

NP24 

一种新型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缪飞，文溢，王旭山，谢长琼，胡小平* 

西南科技大学 621010 

    以 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ODOPB）、甲基乙烯基二氯硅烷（DCMVS）为

原料，咪唑为缚酸剂合成了一种新型聚合型磷硅阻燃剂：聚 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

氧基-甲基乙烯基硅醚（PODOPBVS）。考察了溶剂种类、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等对产率的影响，并采用 FTIR、1H-NMR

对产物的结构进行表征。采用 TGA 研究了 PODOPBVS 的热稳定性能，发现 PODOPBVS 在 600℃的残炭率为 6.75%。

通过考查不同 PODOPBVS 添加量对环氧树脂（EP）复合材料的热性能和阻燃性能的影响，发现在添加量为 7%时，

极限氧指数值（LOI）为 28.5，可通过垂直燃烧测试 UL-94 V-0 级。锥形量热测试结果表明，最大热释放速率（PRHH）

下降了约 52%，残炭率从 10.4%提高到 30.2%。 

关键字: PODOPBVS；环氧树脂；阻燃性能；热性能 

NP25 

氮、磷共掺杂氧化石墨烯阻燃环氧树脂 

方芳，冉诗雅，方征平* 

1.浙江大学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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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所 

      环氧树脂作为一种性能优良的聚合物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涂料、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由于环氧树脂易于燃

烧，因而对其进行阻燃处理是非常必要的。氧化石墨烯具有原料储存丰富，阻燃效率高，无卤，环保等特点，是一

种具备广阔应用前景的绿色阻燃剂。本文通过超分子作用力将哌嗪和植酸对氧化石墨烯进行自组装，制备得到氮、

磷共掺杂的氧化石墨烯（PPGO），制备方法简单高效，并研究其对环氧树脂阻燃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哌嗪

和植酸成功地结合到了氧化石墨烯表面，而且 PPGO 显著地降低环氧树脂燃烧过程中的最大热释放速率，总热释放

量以及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释放速率，同时，PPGO 有效地提高了环氧树脂残炭的石墨化程度，说明在燃烧的过程

中 PPGO 的石墨烯碳骨架有着很高的热稳定性，在环氧树脂基体中起到阻隔作用，哌嗪和植酸还能促进生成致密连

续的炭层，抑制挥发性气体逃逸。 

关键字: 环氧树脂，阻燃，自组装，氧化石墨烯 

NP26 

海藻酸铜/氧化石墨烯复合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李喜梅，时冉，谭利文，纪全，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71 

由纯海藻酸钠经过湿法纺丝制备的海藻酸铜纤维具有优异的抗菌性、吸湿性、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但

其力学性能不理想、阻燃效果较差。氧化石墨烯(GO)，具有优异的增强性、阻燃协效性和抗菌性能。为此，我们将

氧化石墨烯加入到海藻酸钠纺丝液中，经湿法纺丝，制备了海藻酸铜/GO 复合纤维（Alg-Cu/GO fiber），并探究加入

氧化石墨烯后的复合纤维的表面形态、力学性能及阻燃性能。GO 的引入使海藻酸铜纤维的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明

显提高，当氧化石墨烯的添加量为 1％时，断裂强度为纯海藻酸铜纤维的 225％，断裂伸长率为海藻酸铜纤维的 173％。

与纯海藻酸铜纤维极限氧指数（25%）相比，复合纤维的阻燃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极限氧指数达到 28%。这表明

在海藻酸铜纤维中加入一定量的 GO，海藻酸铜复合纤维的力学性能和阻燃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使海藻酸铜纤

维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海藻酸铜纤维；氧化石墨烯；力学性能；阻燃性能；湿法纺丝 

NP27 

酚醛树脂/聚磷酸铵/三聚氰胺膨胀阻燃体系阻燃聚甲醛研究 

吴燕鹏，刘保英，李豪，王军亮，徐元清，房晓敏*，丁涛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75004 

分别采用聚磷酸铵 (APP)，密胺包覆聚磷酸铵 (MF-APP)，硅烷包覆聚磷酸铵 (GW-APP)，环氧树脂包覆聚磷

酸铵 (MC-APP)，超细聚磷酸铵 (ULT-APP)为酸源，线型酚醛树脂 (Novolac)为炭源，三聚氰胺 (ME)为气源，复配

阻燃聚甲醛 (POM)。采用极限氧指数，UL94 垂直燃烧，锥形量热，扫描电镜以及热分析等，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改

性聚磷酸铵复配阻燃体系对聚甲醛阻燃性能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结果表明，GW-APP 与 Novolac 有很好的协同

阻燃性能，当 GW-APP、Novolac 与 ME 的添加量分别为 28 %、7 %、8 %时，复合材料的极限氧指数达到 34 % ，

垂直燃烧级达到 UL 94 V-0 级。 

关键字: 聚甲醛；膨胀阻燃体系；聚磷酸铵；酚醛树脂 

NP28 

卡拉胶纤维凝聚相阻燃研究 

张全意 1,2,3, ，薛志欣 1,2,3*,，张伟伟 1,2,3, ，刘晶晶 1,2,3, ，燕苗 1,2,3, ，夏延致 2,3* 

1.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最新研究表明，卡拉胶纤维具有较好的阻燃性。湿法纺丝过程中，经氯化钡处理的卡拉胶纤维热稳定性更好。

现仅从凝聚相阻燃机理考虑，对纤维残渣进行 SEM、EDS、XRD 等表征，结果显示，高温处理后的卡拉胶纤维产生

大量 BaSO4 晶体和膨胀碳层。两者共同作用，使卡拉胶纤维表现为明显的抗高温能力和热稳定性。 

关键字: 卡拉胶纤维； 阻燃性；硫酸钡；膨胀残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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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29 

不同凝固浴制得的卡拉胶纤维阻燃性能比较 

张全意 1,2,3, ，薛志欣 1,2,3*,，张伟伟 1,2,3, ，刘晶晶 1,2,3, ，燕苗 1,2,3, ，夏延致 2,3* 

1.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卡拉胶纤维具有良好的阻燃性。本文采用湿法纺丝技术，用不同的金属离子盐溶液做凝固浴与拉伸浴，制备不

同的卡拉胶纤维。通过极限氧指数，锥形量热，热重-差示扫描量热-傅里叶转换红外联用（TG-DSC-FTIR）等测试手

段研究不同卡拉胶纤维的阻燃性能。结果显示，用硫酸钡溶液做凝固浴和拉伸浴制得的卡拉胶纤维阻燃性能较好。 

关键字: 不同金属离子；卡拉胶纤维 ；阻燃性能比较 

NP30 

二乙基次磷酸铝对阻燃聚丙烯协效作用的探究 

李豪，刘保英，王军亮，徐元清，房晓敏*，丁涛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75004 

二乙基次膦酸铝（ADP）是磷系环保无卤阻燃剂。本论文在聚磷酸铵（APP）、季戊四醇（PER）传统阻燃剂的

基础上复配 ADP，探讨 ADP 对阻燃聚丙烯的协效作用，并通过垂直燃烧（UL94）、极限氧指数（LOI）、锥形量热仪

（Cone）和力学性能的测试考察其对聚丙烯阻燃效果及机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 ADP 的阻燃聚丙烯复合材

料的阻燃等级和极限氧指数都有提升；ADP 的加入有效降低了复合材料的热释放量和热释放速率，其对阻燃聚丙烯

起到了一定的协效作用。 

关键字: 二乙基次膦酸铝；聚丙烯；协效阻燃 

NP31 

蒙脱土在饰面型防火涂料中的协效阻燃作用 

赵婧*，杨亮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300380 

本实验主要研究膨胀型阻燃体系以及蒙脱土（MMT）的加入对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阻燃性能的影响。通过合理

的配方实验，制备了含蒙脱土的饰面型防火涂料，涂覆五层胶合板上，按照 GB 12441-2005 中要求的测试手段进行

测试。利用大板燃烧测试和小室燃烧测试对不同含量 MMT/IFR-coating 的燃烧性能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未添

加 MMT 的防火涂料 IFR-coating 耐燃时间短，燃烧后残炭质量较差。当蒙脱土的添加量为 5%时，样品

5%MMT/IFR-coating 防火涂料的阻燃性能有显著提高，提高了耐火时间，对大板燃烧测试所得残炭进行扫描电子显

微镜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蒙脱土的加入使得炭层结构更加致密和完整。 蒙脱土与防火涂料中的阻燃剂具有协效阻

燃作用。 

关键字: 涂料；协效阻燃；蒙脱土 

NP32 

具有良好热稳定性和阻燃性的新型不饱和聚酯 

赵丹，汪秀丽*，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4 

不饱和聚酯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电性能和加工性，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活各领域，但其固有的易燃性，限

制了它在某些重要领域的应用，需要对其进行阻燃处理。本文合成得到了一种新型有机磷齐聚物阻燃剂 PPP 并将其

应用于不饱和聚酯 UP。通过热重分析、极限氧指数、垂直燃烧和锥形量热测试分别研究了不饱和聚酯材料 UP/PPP

的热稳定性和阻燃性能，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了材料燃烧后残炭的形貌。研究发现，阻燃剂 PPP 的加入能够提升

材料初始分解温度和残余质量，当阻燃剂含量为 20wt%时，UP/PPP 的 LOI 可达 31.5%，垂直燃烧通过 UL94 V-0 级，

峰值热释放速率下降 58%，火蔓延减缓 50%，炭层更加致密。结果表明，有机磷齐聚物阻燃剂 PPP 能够同时提升不

饱和聚酯的热稳定性和阻燃性。 

关键字: 齐聚物阻燃剂；不饱和聚酯；热性能；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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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33 

表面阻燃改性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史小慧，龙家伟，沈聃，陈力*，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4 

本论文通过表面阻燃改性的方法在碳纤维表面快速构筑阻燃涂层，并以改性后的碳纤维 MCF 为增强体，环氧树

脂为基体，采用热压法制备了碳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MCF/EP），通过极限氧指数和垂直燃烧测试研究了复合材

料的阻燃性能，并通过 SEM 测试观察了 MCF 的表面形貌和锥形量热测试后复合材料 MCF/EP 的残炭中 CF 的表面

形貌。结果表明：通过表面改性的方法可以在 CF 表面构建阻燃涂层，且该阻燃涂层的引入可以显著提高复合材料的

阻燃性能，当其含量为 4.5 wt%时，复合材料的氧指数达到 39%，同时可以通过垂直燃烧 V-0 级别。复合材料 MCF/EP

经锥形量热测试后残炭中的 CF 间的缝隙被填满，且 CF 表面被致密的炭层覆盖，该炭层可以有效抑制火焰的传播，

提高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碳纤维；环氧树脂；表面改性；阻燃 

NP34 

介孔 α-Fe2O3 的制备及对聚丙烯的阻燃作用研究 

陈小随*，许龙耀，胡延昌 

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纳米氧化铁因此优异的物理化学特性使其在吸附、催化、磁性存储、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而

介孔材料亦因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尺寸在吸附、催化领域应用前景巨大。基于此，本文集合了纳米氧化铁与介

孔材料的共性，采用正庚胺为模板导向剂合成了含铁量约 51%，介孔尺寸约为 3nm 的纳米介孔 α 晶型三氧化二铁

（m-α-Fe2O3），并制备了 PP/m-α-Fe2O3(1.5%) 纳米复合材料。研究发现，仅 2%的 m-α-Fe2O3 可使 PP/m-α-Fe2O3

纳米材料的 LOI 较纯 PP 提高了 0.6%，起始分解温度提高了约 30℃，且其拉伸和冲击性能无恶化现象。这表明

m-α-Fe2O3 在不影响 PP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可明显改善 PP 材料的热稳定及阻燃性能，应用前景较大。 

关键字:介孔材料；三氧化二铁；阻燃；聚丙烯 

NP35 

二氧化硅气凝胶对异氰酸酯基聚酰亚胺泡沫阻燃性影响研究 

段天娇 1，孙高辉 1*，马明明 2，韩世辉 1，王磊超 1，杨作东 1，张莹 1，任晓荷 1 

1.哈尔滨工程大学 

2.青岛中诚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异氰酸酯基聚酰亚胺泡沫（IBPIF）由于制备工艺简单、生产周期短，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关注。本

文通过二氧化硅气凝胶在 IBPIF 中原位生长的方法，实现了二氧化硅气凝胶与 IBPIF 的有效复合及 IBPIF 材料阻燃性

的提高。测试结果显示，质轻、不燃的二氧化硅气凝胶经原位生长法附着在 IBPIF 的泡孔内及泡沫表面，而且提高

了泡沫体内不燃物的质量分数，因此使材料的阻燃性得到提高；当二氧化硅气凝胶的添加量为 222.08%时，材料的极

限氧指数值达到 33.6%，与未与二氧化硅气凝胶复合的 IBPIF 相比提高了 52.73%，说明该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阻燃

性，而此时材料的密度仅为 49.6kg/m3，说明复合材料仍然具有轻量化优势。与此同时，当二氧化硅气凝胶的添加量

较高时这种复合泡沫在燃烧之后仍可以基本保持泡沫原有的骨架结构，从而提高了 IBPIF 材料的使用安全性。 

关键字: 二氧化硅气凝胶；聚酰亚胺泡沫；异氰酸酯；阻燃 

NP36 

无卤阻燃聚酰胺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可，李圆圆，肖茹* 

东华大学 201620 

聚酰胺纤维具有密度低、吸湿性高、力学性能突出等优良性能，在民用、工业及军事领域应用广泛，但其属于

易燃纤维，近年来由纤维及织物燃烧引起的火灾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本文在聚酰胺聚合过程中引

入反应型阻燃剂制备共聚阻燃聚酰胺，经熔融纺丝制备阻燃聚酰胺纤维。利用差示扫描量热仪、垂直燃烧仪、极限

氧指数仪、纤维强伸度仪等研究阻燃剂的引入对聚酰胺及其纤维结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阻燃聚酰胺具有良好

的阻燃性能，其垂直燃烧测试达到 UL94 V-0 级、极限氧指数超过 30%。阻燃剂的引入使聚酰胺的结晶度与纤维强度

有所降低，但可纺性良好，所制备阻燃聚酰胺纤维力学性能满足后续纺织要求。 

关键字: 聚酰胺；纤维；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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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37 

GO 协效阻燃 POM 复合材料及其流变行为的研究 

王军亮，秦腾飞，吴燕鹏，房小敏，丁涛，刘保英* 

阻燃与功能材料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475004 

本论文将双酚型苯并噁嗪（Ba-A）、聚磷酸铵（APP）及三聚氰胺（ME）复配制备膨胀性阻燃剂（IFR）并采用

熔融共混法制备了 IFR 及氧化石墨烯（GO）协效阻燃聚甲醛复合材料。采用旋转流变仪、垂直燃烧测试（UL-94）、

极限氧指数测试（LOI）及万能力学测试仪考察了阻燃聚甲醛体系的流变性能、阻燃性能及力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

0.1 份的 GO 添加量能够有效改善 POM/IFR 体系的阻燃性能，体系的 LOI 高达 57.5%，较未添加 GO 的 POM/IFR 体

系提升 17.2%，10 次点燃燃烧时间总和最短，为 79s。GO 能够有效提高复合材料的动态模量和粘度，随着 GO 含量

的增加，剪切变稀现象更加明显。 

关键字: 聚甲醛；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协效阻燃 

NP38 

一种含氮杂环结构的新型阻燃抗熔滴共聚酯  

倪延朋，吴万寿，陈琳，秦子皓，李启天，汪秀丽*，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10065 

为了解决 PET 的阻燃抗熔滴问题，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含氮杂环结构的阻燃单体（DOPBM），并且通过熔

融缩聚的方式将其引入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分子链中，制备出一种新型的阻燃抗熔滴共聚酯

(PET-DOPBM)。采用特性黏数、1H-NMR 对共聚酯的分子量和化学结构进行了表征，利用热重分析（TGA）、极限氧

指数测试（LOI）和锥形量热（Cone）对共聚酯的热稳定性和阻燃性能进行了研究。测试结果表明：阻燃单体 DOPBM

的引入降低了 PET 在氮气氛和空气氛下的初始分解温度，但是随着阻燃单体引入量的增加，共聚酯高温下快速成炭，

残留质量增加，从而使共聚酯具有优异的阻燃抗熔滴性能。共聚酯的极限氧指数从 PET 的 22.0 %提高到

PET-DOPBM10 的 36.0%，同时其垂直燃烧 UL-94 也达到 V-0 级。锥形量热测试结果显示，共聚酯的热释放速率明显

降低，其峰值热释放速率 PHRR 降低了 69%。 

关键字: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共聚酯；抗熔滴；阻燃 

NP39 

P-N 桥链 DOPO 衍生物的制备及其对聚乳酸性能的影响 

龙丽娟 1，尹静波 2*，何文涛 1，向宇姝 1，李娟 1，秦舒浩 1，于杰 1* 

1.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上海大学 

聚乳酸（PLA）以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加工性能和生物相容性成为一类极具发展潜质的生物环保高分子材料，

但其易燃，因此研究阻燃 PLA 材料具有重要意义。桥链 DOPO 衍生物具有高热稳定性，高阻燃效率、环保等优点，

从而吸引了研究者们广泛的兴趣。本文首先制备了两种 P-N 键桥链 DOPO 衍生物（EDAB-DOPO 和 PDAB-DOPO），

采用 31P NMR、1H NMR 及质谱对其进行了结构表征；并考察了这两种衍生物对 PLA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

种化合物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N2 条件下起始热分解温度分别为 388 ℃（EDAB-DOPO）和 363 ℃（PDAB-DOPO）。

加入 PLA 中时，10 wt%含量下就可以使 PLA 通过 UL-94 V-0 级（3.2 mm），LOI 值分别提高到 37.6%

（PLA/EDAB-DOPO）和 36.3%（PLA/PDAB-DOPO），对 PLA 具有良好的阻燃效率。 

关键字: 聚乳酸；桥链 DOPO 衍生物；磷系阻燃剂 

NP40 

基于 Mannich 反应制备阻燃硬质聚氨酯泡沫研究 

王水秀，廖望，徐世美，汪婷，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610064 

本文利用 mannich 反应合成三聚氰胺-甲醛-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MF-DOPO）和三聚氰胺-

甲醛-哌嗪 (MF-PA) 阻燃剂，并将其用于硬质聚氨酯泡沫（RPUF）的阻燃。通过核磁（NMR）和红外（IR）证明了

阻燃剂的成功合成，通过垂直燃烧（UL-94）和氧指数 (LOI) 测试其阻燃性能：结果表明：当 MF-PA 的添加量为 100 

pphp 时，垂直燃烧可以过 V1 等级，氧指数达到 21.0 %,而同样添加 100 pphp 的 MF-DOPO，垂直燃烧可以过 V0 等

级，氧指数达到 23.0 %。 

关键字: 曼尼希反应（Mannich reaction）；硬质聚氨酯泡沫（RPUF）；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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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41 

DOPS－ITA 的合成及其与聚磷酸铵复合膨胀体系对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能研究 

陈仕梅，秦维，来方，班大明* 

贵州师范大学 550001 

通过 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硫化物与衣康酸反应制备 10-(2,5-二羧基丙基)-9 ,10-二氢-9-氧杂-10-磷杂

菲-10-硫化-10-氧化物，采用熔点测试仪、傅利叶变换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对合成的物质进行表征。将合成的 DOPS

－ITA 单独加入或将其与聚磷酸铵组成复合阻燃剂再加入到环氧树脂中，对其进行阻燃改性；通过氧指数、垂直燃烧、

热失重、锥形量热等方法对改性后的环氧树脂进行阻燃性能和阻燃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测试结果表明，改性后的环

氧树脂的阻燃性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且当阻燃剂的添加量为 20 %时，即 WDOPS－ITA=6.67 %、WAPP=13.33 %

时，阻燃 EP 复合材料的极限氧指数可达 27.3 %，垂直燃烧等级达到 UL-94 V-0 级；改性后的环氧树脂的最大热释放

速率、有效燃烧热和总释放热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阻燃剂的加入对环氧树脂的燃烧性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关键字: DOPS－ITA；合成；表征；阻燃性能 

NP42 

新型有机磷系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的热性能和阻燃性能研究 

来方，陈超，陈仕梅，班大明* 

贵州师范大学 550001 

本文通过实验室自制的聚苯氧基磷酸联苯二酚酯与聚磷酸铵按 1:2 的比例组成复配阻燃剂，加入到聚丙烯中进行

阻燃改性。通过氧指数、垂直燃烧、热失重、锥形量热和力学测试等方法研究改性聚丙烯的阻燃性能和阻燃机理。

结果表明，PBPP/APP 体系对 PP具有较好的阻燃性能，当阻燃剂添加量为 25%时能使环氧树脂的氧指数提高到 24.3%，

垂直燃烧等级达到 V-0 级；热重结果显示改性 PP 降低了起始分解温度提高了残炭量，700℃时的残炭量由 0wt-%增

加到 12.55wt-%；由锥形量热实验可知热释放速率、总释放热和有效燃烧热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TGA、CONE 等

综合分析显示了 PBPP/APP 改性后的 PP 比未改性的 PP 具有更高的热稳定性。力学测试结果显示改性 PP 的拉伸强度、

缺口冲击强度和纯 PP 比较降低幅度不大，但其弯曲强度则较纯 PP 有所提高，表明阻燃剂的加入提高了材料的刚性

但降低了韧性。 

关键字: 磷系阻燃剂；聚磷酸铵；聚丙烯；协同作用 

NP43 

纳米磷酸锆修饰大分子成炭剂的合成及其催化成炭阻燃聚丙烯的研究 

谢华理，赖学军*，李红强，曾幸荣*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催化聚丙烯（PP）参与成炭反应被认为是提高膨胀型阻燃剂（IFR）阻燃效率的有效途径。为了制备一种对 PP

具有优异催化成炭阻燃功能的 IFR，本论文设计合成了一种纳米磷酸锆修饰大分子成炭剂（ZrP-MCA），将其与聚磷

酸铵（APP）复配对 PP 进行阻燃研究，并探讨了该体系对 PP 的催化成炭阻燃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阻燃剂总用

量为 20.0wt%，且 ZrP-MCA 与 APP 质量比为 1:3 时，阻燃 PP 的极限氧指数（LOI）从纯 PP 的 18.0%提高到了 32.5%，

测试过程中火焰仅持续了 32s 就发生自熄，并且垂直燃烧测试达到了 UL-94 V-0 级。ZrP-MCA/APP 阻燃 PP 的可能机

理是：ZrP 首先通过催化 MCA 在其表面快速成炭，将熔融的膨胀炭层分隔形成无数个微纳尺寸的封闭炭笼。PP 的

降解产物被困于炭笼之中，被 ZrP 的 Lewis 酸点（Zr4+）捕捉并进一步被其 Brønsted 酸点（H+）催化生成热稳定的

炭物质。 

关键字: 聚丙烯；膨胀型阻燃剂；磷酸锆；催化成炭阻燃 

NP44 

一种环氧树脂用潜伏型阻燃固化剂 

徐英俊，王捷，陈力，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将一种含磷的咪唑化合物作为环氧树脂用潜伏型阻燃固化剂。此固化剂与环氧预聚物体系在常温下稳定性

好，在较高温度下能高效固化，固化物的热稳定性好，阻燃性能突出。测试结果表明：该阻燃固化剂与环氧树脂预

聚物在常温下状态稳定，在 150℃下 8 分钟内即可凝胶；加入 15 wt% DPPIO 的固化物在 N2 氛下的初始分解温度为

345℃，极限氧指数为 38.0 %，UL-94 测试为 V-0 级别。 

关键字: 咪唑，环氧树脂，潜伏固化，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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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45 

功能化氧化石墨烯在不饱和树脂中的阻燃研究 

蒋果*，陈梁，江赛华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不饱和树脂（UP）是最常用的一种热固性塑料，具有非常好的机械性能、绝缘性能，然而 UP 极其易燃，极大

地限制了 UP 的应用。目前已有部分文献报道利用石墨烯的二维片层结构带来的片层阻隔效应来抑制燃烧时可燃性气

体和热量的释放与传递。然而石墨烯在聚合物基体中易团聚，且单纯使用石墨烯的阻燃效率低,甚少有文献报道将石

墨烯用于 UP 的阻燃中。本文拟采用具有片层阻隔效应的石墨烯，结合本课题组研究的一种高效的新型含磷阻燃剂

DOPO-HEA-PDCP（DHP），制备出功能化的氧化石墨烯（GO-DHP）应用到 UP 中。通过 FT-IR 和 XRD 可以看出

GO-DHP 的成功合成，同时 TGA 表明 GO-DHP 具有非常优异的热稳定性，通过 SEM 对 UP/GO-DHP 纳米复合材料

炭层进行表征，表明 GO-DHP 具有绝佳的催化成炭作用，结合石墨烯的阻隔效应，说明 GO-DHP 对 UP 具有很好的

阻燃效果。 

关键字: 不饱和树脂；氧化石墨烯；功能化；阻燃 

NP46 

非共价改性碳纳米管和石墨片混合填充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研究 

孙永远，张胜*，谷晓昱，孙军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为改善环氧树脂易燃等缺点，我们选用具有良好导电、导热性能的碳纳米管和石墨片对其进行填充改性，提高环

氧树脂复合材料的阻燃、导电和导热性能，并保持力学性能的稳定性。红外测试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表明，以对苯二

胺和苯基磷酰二氯为单体原料，通过原位聚合，生成的聚合物通过 π-π 堆积的形式吸附在碳纳米管表面，制备

PPD-CNTs。将 PPD-CNTs 复配石墨片，总添加量维持在 10 份，通过燃烧测试和力学测试表明，氧指数和拉伸强度

有着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PPD-CNTs 和 GS 二者比例为 7:3 时，LOI 由 25.1 提高到 39.2，较纯环氧树脂提高 56%，

UL-94 达 V-1 等级，同时力学性能和热导率达到最优值，表面电阻提高到 10-8 数量级，达到抗静电级别。非共价改

性很大程度上保留了 CNTs 本身的导电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体绝缘的特点，并且通过结构设计和复配，取得了

更好的阻燃效果和分散效果。 

关键字: 环氧树脂复合材料；阻燃性能；非共价改型；导电 

NP47 

一种可陶瓷化阻燃 EVA 基复合材料 

李映明，邓聪*，陈宏，黄胜超，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5 

本论文制备了一种新型的用于线缆和绝缘电缆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基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通过在

EVA 基材中添加玻璃粉(GP)，合成云母粉(MP)，有机改性蒙脱土(OMMT)和 2-羧乙基苯基次磷酸（CEPPA）改性的

三聚氰胺氰尿酸盐（CEPPA-MCA），再经过密炼机共混制备。热重分析表明，经改性制备的 MCA 初始分解温度和

最大分解温度都有明显提升，与 EVA 的分解温度更匹配。该复合材料在 700°C 下所形成陶瓷的弯曲强度可以达到 9.3 

MPa。锥形量热数据表明，纯 EVA 热释放峰值 HRR（PHRR）为 1386.45 KW /m2。而 EVA/CF/OMMT/MCA 的 PHRR

急剧下降到 260.76 KW/m2，EVA/CF/OMMT/CEPPA-MCA3 的 PHRR 进一步降低到 226.34 KW/m2。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云母的陶瓷化 EVA 复合材料被成功制备，所形成的陶瓷具有较高的弯曲强度及优异的阻燃性能。  

关键字: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改性三聚氰胺氰尿酸盐；云母粉；玻璃粉；陶瓷化 

NP48 

三聚氰胺草甘膦盐阻燃聚乳酸的研究 

夏龙，王盼，杨俊威，简荣坤*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本文通过酸碱中和反应制备一种三聚氰胺草甘膦盐阻燃剂 PMA，采用红外光谱表征其化学结构。通过哈克双螺

杆挤出机制备了不同比例的聚乳酸（PLA）/PMA 阻燃改性材料。通过氧指数（LOI）、垂直燃烧（UL-94）和热失重

分析（TG）研究了 PMA 改性 PLA 的阻燃性能和热性能。结果表明，仅添加 5wt%的 PMA 就可以使 PLA-2 的氧指数

上升到 26.5%，UL-94 等级通过 V-0 级，并且 PLA-2 具有较高的起始热分解温度；此外，随着 PMA 的加入 PLA 的

最大热分解速率逐渐下降，说明 PMA 改性 PLA 阻燃材料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关键字: 聚乳酸，三聚氰胺草甘膦盐，热稳定性，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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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49 

一种磷氮阻燃剂功能化石墨烯的合成与表征 

曾凡鑫，秦宗益*，肖瑶 

东华大学 201620 

本文通过一种简单的一步法，以双官能团化合物螺环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酰氯(SPDPC)、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

(MDA)和氧化石墨烯(GO)为原料，成功制备了磷氮阻燃剂功能化氧化石墨烯，再经过还原得到功能化还原石墨烯

(FRGO)。利用傅立叶红外光谱(FT-IR)和热失重分析(TGA)表征其化学结构与热稳定性能，结果表明，磷氮阻燃剂成

功的接枝到了石墨烯表面。而且在 700 oC 时，FRGO 的残炭率达 64.52%，其热稳定性得到明显的提高。  

关键字: 石墨烯；磷氮阻燃剂；一步法；功能化；热稳定性 

NP50 

精氨酸对棉织物阻燃性能的研究 

杨玉莹，张胜*，谷晓昱，孙军，李洪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棉织物属于生物基纤维织物，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和吸湿透气性，但易燃烧，需要对其进行阻燃处理。本实验

研究了精氨酸单独处理，以及精氨酸和硼砂共同处理对棉织物阻燃性能的影响。采用二浸二轧工艺对棉织物进行阻

燃整理，并且采用极限氧指数（LOI）、垂直燃烧测试、热失重分析（TGA）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等手段对

棉织物阻燃性能和热性能进行测试和表征。结果表明：精氨酸单独作用于棉织物时，成炭性显著提高，LOI 比未处

理织物提高了 2%左右；9%硼砂和 5%精氨酸复配处理后的棉织物相对于只用 9%硼砂处理的棉布，LOI 从 23.1%提高

至 24.9%，垂直燃烧测试的损毁长度从 12.4cm 减小到 4.9cm，TGA 测试结果显示织物残炭率也随精氨酸的加入而提

高；SEM 测试显示，单独使用硼砂处理的棉织物在燃烧之后的纤维破坏严重，而加入精氨酸之后，其纤维在燃烧后

依然能够保持较完整的结构。  

关键字: 棉织物； 精氨酸； 阻燃； 硼砂； 二浸二轧 

NP51 

剥离结构高岭土对膨胀型阻燃聚丙烯的协效作用 

冉国文，张胜*，谷晓昱，李洪飞，孙军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采用双季戊四醇（DIPER）和三聚氰胺聚磷酸盐（MPP）复配成膨胀型阻燃剂（IFR），与剥离结构高岭土(E-K)

协同阻燃聚丙烯（PP）。并采用热重分析仪（TGA）、极限氧指数(LOI)测试仪、水平垂直燃烧(UL-94)测试仪和锥形量

热仪（CONE）对其进行测试和表征。结果表明，IFR/E-K 对 PP 热稳定性和阻燃性的提升表现出协效作用。添加 17 wt % 

IFR/1 wt % E-K 组合就可使 PP 达到 UL-94 的 V-0 级别，LOI 达到 33.5%。TGA 结果显示，PP/IFR 复合材料在 700 ºC

时的残炭为 7.8%；而在 PP/IFR/E-K 体系中提升到 10.2%。Cone 结果显示，本试验选择的 IFR 有效降低了 PP 燃烧时

的热释放速率和热释放量。PP/IFR 材料的 PHRR 和 THR 较纯 PP 分别下降 83%和 30%。PP/IFR/E-K 材料的 PHRR 和

THR 则较纯 PP 分别下降 86%和 39%。 

关键字: 聚丙烯；膨胀型阻燃剂；高岭土；阻燃协效 

NP52 

膨胀阻燃高温硫化硅橡胶性能研究 

黄雨薇，张胜*，谷晓昱，李建华，孙军，李洪飞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硅橡胶具有热稳定高、热释放速率低、无毒、耐老化等优点，其分子主链是 Si-O 结构，与其它主链为碳链的橡

胶相比，硅橡胶的极限氧指数较高。但是，硅橡胶遇明火仍会持续燃烧，需要阻燃改性。本文将季戊四醇磷酸酯（PEPA）

和三聚氰胺聚磷酸盐（MPP）按一定比例复配成一种膨胀型阻燃剂（IFR），研究其在高温硫化硅橡胶（SR）中的阻

燃及其最佳添加量，采用极限氧指数（LOI）测试仪、垂直燃烧（UL-94）测试仪、热重分析（TGA）、万能材料试验

机研究了该 IFR 对高温硫化硅橡胶的阻燃性能、热稳定性能以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当 IFR 的含量为 60

份时，氧指数达到了 34.4%，垂直燃烧达到了 V-0 等级。TGA 测试表明了 IFR 可有效减缓硅橡胶在高温下的降解速

率，提高硅橡胶的稳定性。将不同含量的 IFR 添加到硅橡胶体系，其力学性能在添加 50 份时达到最大值。  
关键字: 高温硫化硅橡胶；膨胀阻燃；季戊四醇磷酸酯；三聚氰胺聚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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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53 

季戊四醇磷酸酯对 PA6 阻燃机理研究 

刘婷，王锐*，董振峰，王照颖 

北京服装学院 100029 

      PEPA 是一种重要的磷系阻燃剂，本研究通过 PA6 中单独添加不同比例的 PEPA，经双螺杆共混制备 PA6/PEPA

共混物，探索 PEPA 在 PA6 中的阻燃机理，通过 LOI，UL-94 表征共混物的阻燃性能，通过 DSC，TG 表征材料热分

解性能、阻燃的原因和结构变化过程，用 SEM 和 FTIR 对 PA6/PEPA 残炭结构进行表征，探究材料表面形貌和分子

结构。结果表明，PEPA 与 PA6 的相容性良好，燃烧过程中会促进 PA6 成炭，通过凝聚相阻燃形成膨胀炭层隔热、

隔质、隔氧，提高了阻燃效果。当添加量达到 25%时，LOI 达到 28%，残炭量达到 16.8%。结构分析表明 PEPA 兼有

酸源，气源的作用，在燃烧过程中 PEPA 分解产生无机酸，使 PA6 发生酯化，交联，芳基化及炭化，这些结构在气

源作用下发泡膨胀，最终形成密闭多孔状炭层隔热隔氧。  

关键字: PA6; 阻燃机理; PEPA; 膨胀炭层 

NP54 
磷腈化环氧树脂合成研究 

杨立鹏，孟庆功，李双联，纪赞，蔡喜梅，王秀芬*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合成一种反应型环磷腈阻燃剂，并对环氧树脂进行磷腈化改性。通过两次亲核取代对六氯环三磷腈（HCCP）

进行接枝改性，合成了 2,2,4,6-四苯氧基-4,6-二对羧基苯氧基环三磷腈（TPDCPCP），并采用 FT-IR 和 31P-NMR 进行

表征；讨论了合成工艺对产率的影响，得到了最优合成工艺物料比是 n（HCCP）:n（苯酚）：n（对羟基苯甲醛）：n

（Na2CO3）=1：4：3：8，两步反应的工艺条件都是 60℃，24h；所得的环磷腈衍生物作为反应型阻燃剂与环氧树脂

（E-51）反应，制备本征阻燃型环氧树脂（E-51），并讨论环磷腈阻燃剂对环氧树脂耐热性和阻燃性的影响，实验结

果表明：2,2,4,6-四苯氧基-4,6-二对羧基苯氧基环三磷腈明显的提高了环氧树脂的耐热性能，并对环氧树脂有较好的

阻燃效果，物质的量比为 7.5%的磷腈化环氧树脂的残碳率对比纯 E-51 提高了 14.16%。 

关键字: 2,2,4,6-四苯氧基-4,6-二对羧基苯氧基环三磷腈；本征阻燃环氧树脂；六氯环三磷腈 

NP55 

酚、醇、胺取代聚二氯磷腈弹性体的制备与热稳定性能研究 

蔡喜梅，陈晓霖，李双联，纪赞，杨立鹏，王秀芬*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磷腈材料因其主链为 P，N 无机元素，是一种既耐低温又耐高温，且热稳定性能优异的弹性体。聚磷腈的侧基

可以被不同类型的亲核试剂取代，这使得聚磷腈的性能可以多样化，通过设计侧基的结构，可以制备性各种功能性

聚磷腈材料。取代聚二氯磷腈（PDCP）的亲核试剂主要有三类：酚类、醇类、胺类，三类亲核试剂有各自的反应特

点与功能特性。本文以苯酚、三氟乙醇、苯胺为代表，探索三类亲核试剂的反应特性与亲核取代产物的热稳定性能。

研究表明：酚取代聚磷腈的取代效果好，分解温度高，高温残碳率高，热稳定性能好，但无法实现全取代，且玻璃

化转变温度较高。醇取代聚磷腈的取代效果最好，可实现全取代，玻璃化转变温度低，但高温残碳率低，热稳定性

能较差。苯胺取代聚磷腈亲核性最强，但易受杂质影响，玻璃化转变温度最高，高温残碳率高。 

关键字: 聚磷腈；亲核取代；热稳定性；官能化 

NP56 

新型烷基次膦酸铝对 LGFPA6 复合材料阻燃性能的影响 

向宇姝，何文涛*，田敏，龙丽娟，李娟，于杰* 

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550014 

采用熔融挤出法制备了长玻纤增强尼龙 6（LGFPA6）/二异丁基次膦酸铝（APBA）复合材料，通过氧指数、垂

直燃烧测试、热重分析等研究了 APBA 对 LGFPA6 材料阻燃和热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 APBA 添加量为 20 wt%

时，材料通过 UL-94 V-0 级，LOI 达到 37.7%。APBA 的加入使得 LGFPA6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有所降低。然而，随

着 APBA 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燃烧残余量逐渐增加，扫描电镜（SEM）分析表明所形成的炭层结构逐渐变得致密

且连续，说明 APBA 起到了促进材料成炭的作用，在凝聚相发挥阻燃作用。  
关键字: 玻纤增强尼龙 6 二异丁基次膦酸铝 阻燃 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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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57 

海藻酸生物质阻燃剂的制备及其在环氧树脂中的应用 

刘源森 1，何臣臣 1，陈薇 2，刘渊 2，唐旭 1，林凌 1，徐长安 1* 

1.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2.四川大学 

开发安全环保、价廉易得的生物质阻燃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本文通过与反应性 P-Si 化合物反应

合成了基于海藻酸的新型生物质阻燃剂。与原海藻酸盐相比，改性海藻酸盐的热稳定性和耐水性明显增加，与目标

树脂的相容性更好，可满足聚合物中使用的阻燃添加剂的要求。通过垂直燃烧试验、限制氧指数（LOI）和微量燃烧

量热法（MCC）评价添加海藻酸生物质阻燃剂的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结果表明利用海藻酸盐的自身炭化

能力，同时与 P 的催化炭化和 Si 的无机炭添加剂协效作用，改性海藻酸盐由于形成更连续、更致密、增强的炭层，

比单一海藻酸盐或 P-Si 阻燃剂表现出更好的阻燃性，并对相应的阻燃机理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键字: 生物质阻燃剂；海藻酸钙；环氧树脂；碳化 

NP58 

一种可高温热重排/交联的阻燃抗熔滴 PET 共聚酯的设计、制备及性能研究 

刘博文，陈力，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00 

本文设计合成了一种可在高温下发生重排/交联反应的单体（3-HPI），并通过熔融共聚的方法将其引入到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酯（简称 PET）链段中。通过同步热分析（TG-DSC）研究了共聚酯在高温下的重排、交联行为，从其

TG 数据可以看出 3-HPI 基团的引入会降低共聚酯的初始分解温度，但却可以明显提高氮气氛下 500 ℃的残炭量；其

DSC 数据显示共聚酯在 350℃出现一个明显的放热峰，可归因于其重排、交联反应。通过 UL-94、LOI、MCC 研究

了共聚酯的阻燃性能，结果表明在 3-HPI 的引入量为 20 mol/%时共聚酯表现出较好的阻燃抗熔滴作用，可通过 V-0

级，LOI 可达 33%，峰值热释放速率（PHRR）、热容值（HRC）和总热释放量（THR）均有一定下降。 

关键字: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交联；阻燃；抗熔滴 

NP59 

基于硅-氮协效体系的棉织物阻燃拒水整理 

董朝红，贺鹏双，张凤军，刘建，陈兵，马兴博，朱平* 

青岛大学 266071 

利用含活性基团的拒水阻燃剂对棉织物进行拒水阻燃整理。当拒水阻燃剂的用量是 500g/L 时，整理棉织物的接触

角由 88.37°提高到了 124.49°，拒水等级提高到 90，极限氧指数由 18.0%提高到 30.9%，续燃时间为 4.0 s，阴燃时间

为 0 s，损毁炭长 3.8 cm。通过对整理织物燃烧后的残炭进行红外分析，聚硅氧烷热裂解生成无定形 SiO2 和玻璃态

炭，稳定了炭化层在纤维表面形成覆盖保护层。此外，对棉织物进行耐洗性能测试，水洗 25 次后极限氧指数为 26.0%，

拒水等级为 70。 

关键字: 棉织物；拒水阻燃剂；耐洗性 

NP60 

无卤阻燃环氧树脂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周浩然,毛珊珊* 

哈尔滨理工大学 150080 

本文以含磷有机物 DOPO 与环氧树脂进行开环加成反应，制得含磷环氧树脂；以三聚氰胺、甲醛、双酚 A 等为

原料合成了含氮酚醛树脂，添加到环氧树脂固化体系当中；并且采用无机粉体 Mg(OH)2 和 Al(OH)3 对其性能进行改

善。利用热重分析仪、氧指数测试仪、击穿测试仪等对其性能进行了测试和表征。研究结果表明，与含氮磷环氧树

脂相比，通过添加无机粉体制得的有机 /无机复合阻燃环氧树脂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和更高的阻燃性能，当

Mg(OH)2/Al(OH)3 的质量比为 3:1 时，体系的耐热性最好，800℃下的残炭率达到 36.8%，最大热分解温度提高了近

10℃，热分解速率也有所降低，氧指数高达 38.7；而且无机粉体的添加还改善了氮磷环氧树脂固化体系的体积电阻

和介电强度，其中体积电阻从 2.264 1́014Ω·cm 增加到 2.428 1́014Ω·cm，介电强度从 22MV/m 提高到 24MV/m，能够

较好满足绝缘材料的使用要求。 

关键字: 环氧树脂，DOPO，含氮酚醛树脂，Mg(OH)2, Al(O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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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O   共价骨架高分子与二维高分子 

OI01 

超交联微孔聚合物合成新策略及其应用 

谭必恩* 

华中科技大学 430074 

微孔有机聚合物（MOPs）是一类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包含大量孔尺寸小于 2nm 的聚合物多孔材料，具有良好

的化学和物理稳定性、合成的多样性，以及孔尺寸的可控性，使其广泛应用于非均相催化、分离和气体储存等领域。

本文发展了一种全新的策略来构筑 MOPs：采用外交联剂通过傅克反应“编织”低官能度刚性芳香族化合物，简单、一

步高效地合成高比表面积的微孔聚合物网络（KAPs）。外交联剂“编织”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1)构建单体单元无需

含有特定反应官能团，单体来源广泛；(2)合成条件温和且原料廉价，可大规模生产；(3)得到聚合物网络具有高比表

面积和丰富微孔结构；(4)通过改变构建单元可获得不同孔结构和功能化交联网络。因而，外交联方法为具有独特微

观形貌或者特殊性能超交联聚合物的合成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新思路。 

关键字： 超交联微孔聚合物；编织法；微孔有机聚合物；高比面积 

OI02 

多孔有机骨架膜的制备及应用 

贲腾* 

吉林大学 130012 

近年来，膜材料在众多领域中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使得膜材料得以广泛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与此同

时，对于膜材料的性能也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多孔有机骨架由于拥有较高的表面积以及独特的孔结构，使得多孔

有机骨架膜材料的开发和应用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然而，如何简单高效的制备连续的多孔有机骨架膜仍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针对这一难题，我们开发了一种简单有效，普遍适用的方法，即通过聚合物支撑，原位生长的方法，

在不同的基底上制备出了多种多孔有机骨架膜，通过这种方法制备的多孔有机骨架膜不仅可以作为电化学微反应器

进行聚合物的制备，也可以作为气体分离膜进行气体分离。 

关键字： 多孔有机骨架；膜；气体分离；聚合物 

OI03 

有机多孔高分子材料生物医用的基础研究 

孔维夫,谭晶,周婷，郭佳*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有机多孔高分子具有多样化的拓扑结构、组成单元、成键方式和功能特点，在能源环境领域展现了极大的应用

潜力，但是相比与无机多孔材料，设计此类材料应用于生物医用领域却具有较大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所合成

的大部分有机多孔材料很难满足生物医用的基本要求。我们课题组以两类最具代表性的有机多孔高分子——共价有

机骨架（COF）和共轭微孔聚合物（CMP）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可控合成 CMP 和 COF 的新方法，精确调控了尺寸、

形貌和表面性质，获得了具有溶液性质的新型有机多孔纳米材料，并从构效关系出发，将不同功能单元引入到 CMP

和 COF 的特定拓扑结构中，进而增强了在近红外光区的特征吸收能力，研究了光热转换和光动力学效果，证明了这

类有机多孔材料在光疗、化疗、成像等诊疗一体化应用中的潜力，同时也为设计新型的生物医用材料提供了一条新

思路。 

关键字： 共价有机骨架；共轭微孔聚合物；治疗；纳米材料；可控合成 

OI04 

共价有机框架催化剂 

王为* 

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共价有机框架（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Fs）是一类由有机小分子通过共价键有序连接而成的有机多

孔高分子。COFs 结构的有序性、多孔性和功能的可调性使得该类材料在气体储存、光电、催化和传感等领域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结合 COFs 材料的自身特点，采用简洁的有机合成路线，通过“bottom-up”等构筑策略，我们成功

构筑了几种共价有机框架催化剂，并进一步实现了它们在多相催化方面的应用。近期，我们直接从手性前体出发，

构 筑 了 手 性 共 价 有 机 框 架 催 化 剂 ， 我 们 的 构 筑 策 略 是 通 过 设 计 刚 性 的 支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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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H-benzo[d]imidazole-4,7-diyl)dianiline 来支撑手性基团。所得到的手性 COFs 材料具有晶型的结构和规

则的孔道，并且呈现出很好的手性催化活性，催化产物的 e.r.值高达 94:6。由于手性咪唑基团的多样性，该方法为

手性共价有机框架催化剂提供了一种新的构筑策略。 

关键字：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催化；手性催化 

OI05 

沥青基超交联微孔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高惠,李磊* 

厦门大学 361005 

沥青是石油和煤焦化工业大宗的副产物，沥青中含有大量的酚类、多环芳烃和杂环芳烃，赋予了其发生傅克烷

基化反应的可能性。我们利用沥青作为构筑单元，氯仿作为交联剂，通过温和的一步傅克反应制备了具有高比表面

积的超交联微孔聚合物材料。同时，研究了不同种类的沥青构筑单元对产物比表面积的影响，我们发现石油沥青基

超交联微孔聚合物材料具有最高的 BET 比表面积（1337 m2 g−1）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沥青中含有的 S 杂原子以及

反应后向聚合物中引入的 Cl 杂原子使得制备的超交联聚合物具有优异的气体吸附性能。其中，二氧化碳和氢气吸附

性能分别高达 17.74 wt % (1.0 bar, 273 K)和 1.83 wt % (1.13 bar, 77 K)，高于目前所报道的大多数微孔有机聚合物材料

的气体吸附性能。同时，沥青基超交联微孔聚合物具有较好的有机蒸气吸附性能。  

关键字： 超交联微孔聚合物；傅克反应；沥青；气体吸附 

OI06 

共轭微孔高分子的模拟与设计 

邓伟侨*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116023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理论化学的迅猛发展，新材料的设计已不再是一门纯实验的学科。相对于传统试错法材料发

展方法，材料模拟与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材料基因组计划和人工智能材料设计等。

本次报告主要介绍下我组在材料模拟与设计方面的工作进展，发展了一系列预测性能的理论方法，利用这些理论方

法来设计与筛选所需性能材料，并有效合成所设计的材料。列举最近我组一些材料设计的实例，例如各种共轭微孔

高分子材料及其应用等。通过这些实例，为大家展示材料模拟与设计方法的高效性。 

关键字： 共轭微孔高分子；材料模拟与设计；水处理；储氢；二氧化碳减排 

OI07 

共价有机聚合物材料荧光传感性质的研究 

郭琳,王萌,曹达鹏*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近年来，工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随之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尤其是，重金属离子污染事件以及爆炸事件

频发，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何快速检测这些危害人类健康、环境安全的危

险因素，受到了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荧光分析法具有快速高效检测物质等优点，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检测方

法互补。共价有机聚合物（Covalent Organic Polymers, COPs）材料是一种功能性多孔材料，在气体存储、吸附分离、

催化反应、电磁应用等方面都有应用。我们合成了一系列具有荧光性质的 COP 材料，并研究了 COP 材料在荧光传

感检测方面的应用，研究发现，COP 材料能够传感检测爆炸物、金属离子、小分子物质等有毒物质。 

关键字： 共价有机聚合物；荧光传感；金属离子；爆炸物；小分子 

OI08 

异孔共价有机框架：一类具有规整多级孔的新型多孔聚合物 

赵新*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200032 

共价有机框架是一类结晶性有机多孔聚合物。其主要特征是内部有序分布特定大小和形状的孔，这些孔赋予了

共价有机框架一些独特的性质，使它们在物质存储与分离、催化、药物传输、光电材料等方面都有重要应用。自 2005

年首例共价有机框架被报道以来，已有几百种该类聚合物被制备出来，然而 2014 年以前所报道的结构都有一个共同

点，即每一种共价有机框架都只含有一种形式的孔。在共价有机框架中孔的结构对其性能影响很大，发展新的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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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拓展它们的功能与应用非常关键。2014 年，我们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同时具有微孔和介孔两种不同孔结构

的共价有机框架的构筑，由此发展出一种全新类型的有机多孔材料：异孔共价有机框架。通过发展各种构筑新策略，

我们制备了一系列结构多样的异孔共价有机框架。这类新结构不但拓展了共价有机框架的范畴，其独特的异孔/多级

孔特点也有望赋予它们与单一种类孔结构共价有机框架不一样的性能，从而带来新的功能与应用。 

关键字： 共价有机框架；异孔；有机多孔聚合物；多级孔 

OI09 

超分子有机框架及其功能 

黎占亭* 

复旦大学 200433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手段构造结晶型的框架结构，在三维空间构建均相可溶性的有序纳米孔结构是超分子化学的

一个挑战。2013 年以来，我们基于有机小分子自组装策略，利用疏水作用为驱动力，首次在水中实现了均相周期性

纳米孔阵列¾超分子有机框架（Supramolecular Organic Framework, SOF）的构建。作为一类正离子型可溶性纳米孔材

料，SOF 具有疏水空腔，对负离子型客体和疏水性有机分子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并由此衍生新的功能。例如，SOF

吸收负离子杂多酸可以促进对质子还原产生氢气反应的催化，对负离子和疏水性药物的吸收可以用于药物输送。这

一药物输送新策略省去了脂质体药物的包埋过程，作为一种低成本平台技术，具有深入研究的前景。 

关键字： 超分子有机框架，自组装，光催化，药物输送，纳米孔材料 

OI10 

表面二维共价有机框架的构筑与电子学性质 

王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构筑具有高度有序 π 共轭结构的二维单分子层或薄膜材料对于发展高性能的有机分子电子器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π 共轭分子以共价键连接形成的二维共价有机框架(2D COF)，具有独特的二维 π 共轭平面和三维方向上高度有

序的 π 堆积结构，可能具有独特的光电性质和功能。我们基于气固界面和液固界面反应发展了在基底表面构筑 COF

单分子层和薄膜的一般方法。使用该方法可以在不同性质的基底表面直接生长大畴区面积、结构高度有序取向的 COF

薄膜。通过在六方相氮化硼和单层石墨烯表面直接生长 COF 薄膜，分别构建了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的两种场效应晶

体管，研究了其面内横向电荷传输性质及 π-π 堆积方向的电子学性能。研究发现，2D COF 在二维共轭平面内、层间

π 堆积阵列中表现出各向异性的电荷传输，沿 π-π 堆积方向的电荷传输优于二维共轭平面的面内电荷传输。 

关键字： 共价有机框架；界面反应；二维聚合物；场效应晶体管 

OI11 

共轭有机多孔聚合物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韩宝航* 

National Center for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0190 

以具有特定构型而且含杂原子的有机共轭化合物为单体，利用不同的聚合反应，制备了含有氧、氮等杂原子的

多种有机微孔聚合物，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其 BET 比表面积介于 700–2500 m2 g–1 之间。某些含氮聚合物多孔材料

的氢气吸附能力达到了 2.80 wt % (1.0 bar 和 77 K)。同时，其二氧化碳的吸附性能达到了 21.2 wt % (1.0 bar 和 273 K)，

不仅在同类型有机多孔聚合物中名列前茅，而且可与活性碳材料或金属–有机配位聚合物等其它类型的多孔材料相竞

争。此类微孔聚合物对甲烷和氮气的吸附量很小，因此可用于气体的选择性吸附或分离。有机微孔聚合物可以通过

选用不同构型的有机分子、改变其官能团、采用不同的合成手段在很大范围内来达到对微孔聚合物的孔结构进行调

节，以优化多孔主体对气体分子客体的尺寸适合与相互作用力，达到对特定气体具有较强的吸附存储性能，从而使

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新型气体存储和分离材料。 

关键字： 共轭有机多孔聚合物；气体吸附与分离 

OI12 

新颖多孔高分子及其多孔炭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用研究 

吴丁财* 

中山大学 510275 

多孔高分子及其高温炭化而得的多孔炭材料具有密度低、表面积高、孔结构可控、表面化学易剪裁以及炭骨架

可导电等优点，在能源、环境、催化、化工和医学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应用。然而，大多数多孔高分子与炭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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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结构不精确、孔隙率不高且缺乏多功能集成，导致材料性能不高且应用受限。有鉴于此，本文系统总结了我们近

年来在多孔高分子与炭材料的先进孔结构设计、可控制备及性能提升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利用高分子原

料-模板杂化构筑单元，获得高度均一的高分子/模板界面，从而实现孔结构的均孔化设计；采用新颖拓扑结构聚苯乙

烯系构筑单元或调控共轭高分子炭化历程，高效地构建了高孔隙率多孔结构；发展了具有优异水分散性和环境响应

性的多功能微孔高分子；揭示了孔结构的均孔化、富孔化和功能化构筑可明显改善多孔高分子与炭材料的选择性吸

附、电化学储能和催化等特性。 

关键字： 多孔高分子；多孔炭材料；结构设计；制备；应用 

OO01 

有机多孔聚合物的合成与应用初探 

陈龙*,周宝龙,李玉森,赵霄雨,魏亚波 

天津大学 300354 

有机多孔聚合物(POPs)是一种新型的三维无定形多孔材料, 可以通过设计筛选构筑结构单元，引入功能性有机分

子作为聚合单体，实现对材料孔结构、孔大小、比表面积的设计、修饰和调节，进而实现材料功能的高效性、选择

性和专一性。将有机多孔聚合物与有机固态发光材料进行交叉融合，衍生出固态发光共轭多孔聚合物的概念。由于

聚合物芳环链间的高度交联，具有刚性的大共轭结构，使得各分子单元的内转动得到极大的限制，进而抑制了聚合

物骨架受激发后的非辐射衰减，所以起到荧光增强的效果。基于简单易得的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功能分子，采

用高效、经济的聚合方法，我们设计合成了几种固态发光特性的多孔聚合物，并初步探索了其可能的应用。除此之

外，我们将具有磁性、催化活性的自由基、光催化特性的多酸单元等引入到有机聚合物多孔骨架中，方便的制备了

具有催化特性的多孔聚合物，并探索了其在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和光降解有机染料中的应用。 

关键字： 有机多孔聚合物；光捕获；固态发光；非均相催化 

OO02 

基于框架结晶诱导自组装的共价有机框架气凝胶材料可控形貌合成研究 

刘习奎* 

Sichuan University 610065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COFs）的结晶机理与形貌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其结果对于新型结晶性聚合物框架

材料的构建及其功能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 COFs 的合成与功能应用的研究较多，但是由于 COFs 的结晶过程同

时涵盖聚合反应过程与框架结晶过程，非常复杂，因此关于 COFs 结晶机理与可控形貌合成的研究亟待深入。在本论

文中，我们通过动态甲亚胺交换动力学控制与酸催化热力学控制的协同，首次获得了可压缩性聚甲亚胺共价有机框

架气凝胶材料（COF Aerogels），实现了 COF 材料在微观、介观与宏观尺度上的可控合成。研究还表明，通过简单的

调整动态甲亚胺过程的单胺的分子结构，即可实现COF材料的微纳米纤维直径有效控制。同时所制备的聚甲亚胺COF

由于具有更完美的结晶结构，因此其 BET 比表面积要比传统溶剂热合成的二维 COF 高出数倍。论文的研究成果将为

COF 材料的结晶机理、形貌控制以及复杂结构的构建提供新的方法。 

关键字：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气凝胶；动态甲亚胺交换；框架结晶 

OO03 

纳米多孔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生物应用 

王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多孔共价骨架高分子材料（Microporous Organic Materials，MOMs）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面临很多的问题，包

括粒径控制、功能分子引入、生物安全性和生理条件下的稳定性等。我们以“基于纳米多孔复合材料的成像剂和光疗

剂”为研究目标，以生物友好的多孔复合材料的纳米化、功能分子的高效引入和表面后改性为突破口，首先借助调制

剂辅助合成策略实现以金属 -有机框架为代表的无机多孔材料的纳米化，之后以无机纳米材料为 “自模板

（Self-template）”实现共价骨架高分子的纳米化和功能的引入，最终发展出兼具无机材料和有机高分子材料特性的多

孔纳米复合材料，用于肿瘤治疗成像。通过多种分析测试手段，确认纳米材料的结构和功能分子的含量等。通过细

胞实验考查纳米材料的安全性和抗肿瘤活性。为多孔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发展积累经验，为新型的诊断治疗纳米

体系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字： 关键词：共价骨架高分子；自模板策略；纳米复合结构；生物成像；光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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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04 

 多孔有机聚合物的模块组装和催化 

王瑞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350002 

多孔有机聚合物具有比表面积大、化学和热稳定性高、合成方法简单多样和官能团化简单等优点，近几年来在

异相催化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催化反应中，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负载纳米粒子，使纳米粒子均匀地分散在各

种载体或反应介质中，还可通过电子和立体效应赋予纳米粒子一定的特性和功能，对纳米粒子的尺寸、形貌和性能

等起着重要的诱导作用。我们通过简单高效的点击反应，制备了系列含有三氮唑配位基元的多孔有机聚合物，使用

它们作为钯纳米粒子的稳定剂，实现了单重分布在聚合物孔内、孔外超细钯纳米粒子以及双重分布在孔内孔外钯纳

米粒子的可控合成，纳米粒子除了被聚合物本身所特有的限域效应稳定外，还可通过骨架所含有的氮原子的配位作

用或离子基团的静电作用协同稳定，同时羧基基团可使甲酸脱质子生产甲酸盐，从而在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

在甲酸分解产氢反应中表现出高的催化活性、选择性和循环性能。 

关键字： 多孔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异相催化；点击反应 

OO05 

原位超交联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任世杰*,邓纯,肖琴 

四川大学 610065 

随着锂离子电池在多领域的广泛使用，其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凝胶聚合物电解质是聚合物电解质中很重

要的一类，具有安全性高、室温离子电导率高和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近年来受到了较大关注。本文以 PVDF 为聚

合物基体，加入三嵌段共聚物 PS-PEO-PS 与其共混，利用相转化法制备共混多孔前体膜，再利用 PS 链段上苯环的

傅克反应将多孔前体膜原位超交联，制备得到交联多孔膜，吸收电解液后得到原位超交联凝胶聚合物电解质（CPEs）。

通过多种表征手段研究了三嵌段共聚物中 PS 和 PEO 的链段长度对所得 CPEs 热稳定性，孔隙率，离子电导率以及电

化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CPEs 交联膜的孔隙率和热稳定性较纯 PVDF 膜有很大的提升，其中 CPE-6 交联膜的孔

隙率最高为 72.3%，300 oC 下仍能保持稳定的孔隙结构而且几乎没有尺寸收缩，测试用半电池室温下显示出高的离子

电导率（2.09 mS/cm）和良好的充放电性能。  

关键字： 超交联聚合物，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孔隙率，离子电导率，热稳定性 

OO06 

二茂铁共轭微孔有机聚合物的研究 

喻桂朋*,符宇,何建巧,顾帅,付县 

中南大学 410083 

二茂铁是一种具有芳香性和 π 键的夹心型金属有机配合物，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富电子环共扼体系，在离子识别[1]、

催化[2]、电化学[3,4]及生化与医药[5]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结合二茂铁的夹心结构、高稳定性等将其引入多孔

聚合物材料中，在保持高表面积和孔容的同时，对孔表面进行修饰。一方面可克服金属纳米簇掺杂时团聚和堵塞孔

道等问题，另外三嗪环和 Fe2+协同作用赋予了多孔聚合物（FMAP-1）高的小分子气体如 H2或 CO2 吸附性能以及优

异 CO2/N2 分离性能[6]；石墨烯状二茂铁微孔有机聚合物还作为一种光催化剂，用于高效催化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

烯等 ATRP 反应。烯烃聚合产物分子量高达 36900 g mol-1，分子量分布系数 1.2。二茂铁中 Fe 的氧化还原特性和茂环

上的易亲电取代性质决定了二茂铁基微孔有机聚合物的功能多样性，同时赋予聚合物与多种小分子发生主客体作用

的能力。 

关键字： 二茂铁；微孔有机聚合物；气体吸附；催化 

OO07 

共轭多孔聚合物负载钯用于催化 C−C 偶联反应 

许超*,李尚斯荥 

南京工业大学 210009 

共轭多孔聚合物是由有机单体通过共价键连接形成具有共轭结构的孔性聚合物材料，它们通常具有较高的比表

面积、可调控的孔径、较强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以及丰富的可修饰位点，因此被广泛用于气体吸附与分离、多相催

化等诸多领域的应用研究。本文通过一步法和分步法合成了一系列负载钯的共轭多孔聚合物，并利用比表面及孔径

分析、红外光谱、拉曼光谱、X 射线光电子能谱等方法系统表征了其结构信息。结果表明该类材料是由炔基和偶氮

基团共连接的共轭多孔聚合物，其比表面积为 286-320 m2/g, 孔径分布为 1.3-2.7 nm，钯含量为 23.7-31.1 wt%, 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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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2 价。并进一步研究了它们在多相催化中的应用，结果显示该类材料可以高效催化一系列形成 C−C 的偶联反应。

通过条件筛选和优化，利用 0.25mmol% Pd 含量的该类聚合物材料催化卤苯和苯硼酸在混合溶剂乙醇/水中的偶联反

应，反应 5 分钟收率可达 97%，且具有较好的循环催化效果。 

关键字： 共轭多孔聚合物；多相催化；钯催化；偶联反应 

OO08 

超交联微孔聚合物制备多孔碳纳米管 

蒋加兴*,王笑颜, 牟攀,张崇 

陕西师范大学（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710062 

近年来，多孔碳纳米管由于其独特的一维结构和高的比表面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3]。然而，大部分多孔碳

纳米管的制备方法存在制备程序复杂和成本高昂等缺点。在此，我们报道一种简单、低成本制备多孔碳纳米管的新

方法。该方法主要通过控制性合成具有一维管状结构的超交联聚合物前体[4]，然后经高温炭化而获得具有好质量和高

比表面积的多孔碳纳米管。一维管状超交联聚合物前体的制备无需表面活性剂和模板，直接利用三氯化铁催化的傅

克烷基化聚合反应就可获得一维结构的聚合物纳米管。研究表明，聚合反应过程中单体的浓度和搅拌作用对聚合物

前体的形貌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改变聚合单体的尺寸大小可实现多孔碳纳米管孔径尺寸的有效调控。利用制备的多

孔碳纳米管构筑的超级电容器展示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该方法为高效制备多孔碳纳米管开辟了新思路。 

关键字： 多孔碳纳米管，超交联聚合物，管径尺寸，比表面积, 能量储存 

OO09 

功能化石墨烯、氟化石墨烯及石墨烷的制备 

李永军*,杨阳,戴静,黄晓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00032 

作为一种新型二维材料，石墨烯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以及优异的热、力、电学等特性，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

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迅速成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最为活跃的研究前沿之一。然而，由于石墨烯本身结构决

定了其物理化学性质相对单一，要想获得新的性质和功能，就必须对石墨烯进行修饰以获得石墨烯衍生物。本文中，

我们发展了一系列基于液相剥离策略制备石墨烯衍生物的方法。通过重氮化反应将五氟苯胺引入到石墨表面，然后

在 DMF 中超声剥离，得到表面修饰有五氟苯基的石墨烯。将氟化石墨与 Na2O2 充分研磨均匀混合，然后用 HSO3Cl

剥离得到氟化石墨烯。以钠钾合金/乙二胺体系对氟化石墨进行剥离，以异丙醇为氢源淬灭反应，得到氢含量高达 7.28 

wt%的石墨烷(C1.04H)n。通过对几类石墨烯衍生物的结构表征，表明选择合适的溶剂体系，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基于石

墨烯的二维衍生物，对于研究材料的性能、实现多样化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液相剥离；功能化石墨烯；氟化石墨烯；石墨烷 

OO10 

三维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的构筑和性质研究 

汪成*,林桂庆 

武汉大学 430072 

作为一类新型的有机多孔材料，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Fs）具有结构规整、孔

道均一等特点，格外引人关注。当前 COFs 领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二维 COFs，而关于三维 COFs 的研究报道比较

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维 COFs 合成及结构解析困难，研究者缺乏对定向构筑的系统性认识。本文中，我们通过合

理的前体设计并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构筑了一个基于芘的荧光三维 COF（3D-Py-COF）。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此

COF 具有一种从未报道的拓扑结构（pts-c）。有趣的是，相对于由希夫碱反应构筑的无荧光的二维芘 COF（层与层之

间的堆积导致体系没有荧光）此三维 COF 有荧光，是目前报道的第一个荧光三维 COF，可用作爆炸物检测。此项工

作提出了构筑三维 COFs 的新连接方式，同时引入光电功能基团，为后续设计、合成具有特定结构、功能的三维 COFs

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字： 三维；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芘；荧光；传感器 

OO11 

表界面技术制备高晶态有机二维聚合物 

阚晓楠,潘庆艳,赵英杰*,李志波* 

青岛科技大学 266000 

我们利用表界面技术，通过炔炔偶联反应，在铜催化下于空气/水界面上成功制备了高晶态的碳-氮双炔结构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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轭二维聚合物并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所得形貌特征通过透射电镜、扫描电镜以及原子力显微镜进行了表征，外观

呈现出规则的六边形结构，平均厚度 8 nm。选区电子衍射与高分辨透射电镜图说明该结构具有良好的周期性。对于

衍射点的计算模拟指出其堆积结构应为 A-B-C 型堆积结构。XPS 能谱图说明结构中含有必须的几种成键方式，

GIWAXS 扫描也证明了其高晶态结构。该种方法实现了一种高晶态共轭二维聚合物的制备，该二维聚合物的平均厚

度为 8 nm，该聚合物对于进一步研究该类类石墨炔二维结构的本征性能以及其在半导体器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意

义。 

关键字： 二维聚合物、共轭聚合物、LB 膜技术、表界面技术、结晶性 

OO12 

二维高分子的合成探索 

徐宇曦*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200433 

与传统的一维高分子不同，二维高分子是由结构单元通过化学键在二维平面内相互连接形成的具有结构单元厚

度和周期性的分子片。石墨烯就是一种天然的二维高分子，石墨烯独特的二维共轭结构带来了很多奇特的性能，但

是人工合成石墨烯的反应条件（通常是化学气相沉积法、外延生长法和裂解法）十分苛刻，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分

子结构设计和调控以拓展深化二维高分子的研究。正如传统的合成线性高分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何

设计合成更多类型的二维高分子不仅在科学上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同时其独特的二维分子结构也将带来新的功能和

应用，是一个新兴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领域，也是高分子学科新的增长点。本文将介绍我们课题组在二维高分子的

合成方面包括二维芳香尼龙和二维含三嗪环高分子的合成所做的一些探索。  

关键字： 二维高分子；二维芳香尼龙；二维含三嗪环高分子；石墨烯；天然二维高分子 

OO13 

剥离二维氧化还原活性共价有机框架片层材料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研究 

冯霄*,王珊,王博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共价有机骨架（COFs）近年来在锂电池领域崭露头角。二维 COFs 会由于层间 π-π 作用形成多层堆积结构，大

大增长了离子/电荷在孔道内部的传输路径和迁移时间，并且导致 COF 孔道内部氧化还原活性位点的利用率大大降

低，降低了 COF 基电池的容量和倍率性能。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通过将 COF 剥离成少层材料（ECOF）的方

法来缩短传输路径和暴露活性位点。我们合成了三种分别以蒽醌、苯醌以及氮氧自由基为氧化还原活性位点的 COFs，

即 DAAQ-COF、DABQ-COF 和 TEMPO-COF，以调控材料的容量和电压平台，并通过剥离得到了相应的少层材料。

与 COFs 本体材料相比，以 ECOFs 作为活性物质的电池的容量、倍率和循环稳定性能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

DAAQ-ECOF在 20 mA g-1电流密度下进行 1800圈充分充放电后保持了 98%的容量，DABQ-ECOF的容量高达 210 mA 

h g-1。 

关键字：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剥离；二维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OO14 

主链含氮共轭微孔聚合物及其多孔碳材料 

廖耀祖*,程中桦,王海鸽,李佳欢 

东华大学 201620 

共轭微孔聚合物是通过分子设计方法将具有几何形状的特定共轭基元利用共价键链接形成的非晶态有机多孔材

料，具有结构可灵活设计、孔道可自由调节和孔表面可丰富修饰等特点。该类聚合物作为光电材料或碳前驱体在环

境修复、催化和洁净能源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发展潜力。主链含氮共轭微孔聚合物因其独特的极化和氧化还原特性尤

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Buchwald-Hartwig 反应是一种低含量钯催化芳溴与伯胺偶联脱去 HBr 形成 C-N 键的反应。我

们首次提出利用该反应合成主链含氮共轭微孔聚合物，调节构筑单元和功能基团，实现其比表面积、多孔性及其 CO2

和碘放射物选择性吸附的最优化。利用其独特的氧化还原活性和多孔结构，构建主链含氮多孔共轭聚合物超级电容

器，具有高容量、高功率密度、高循环稳定性以及可快速充电等优点。将其碳化或与钴、镍、钼等非贵金属螯合再

碳化，获得显著的电催化活性，特别是析氢效率优于多数非贵金属负载电极材料。 

关键字： 主链含氮共轭微孔聚合物；多孔碳材料；气体存储；能量转换 

 

 



 
 

797 
 

OO15 

功能化有机多孔材料的实用制备及其吸附行为研究 

黄木华,黑泽峘,周瑾修*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由于其比表面积大、化学稳定性好和易功能化修饰等特点，已经在气体吸附、异相催化和

光电材料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然而，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的研究中目前存在制备条件较苛刻，价格昂贵

和耗时长等不足，限制了该类材料的进一步应用。因此，发展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的简易和实用制备方法，对于促

进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论文正式着眼于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的高效构筑，以硝基功能化有

机多孔材料、NN 键链接的有机多孔材料和超分子离子骨架材料等三类功能性有机多孔材料为例，对它们的实用制备、

结构表征和气体吸附性能进行详细的讨论。 

关键字： 有机聚合物多孔材料；硝基功能化；NN 键链接；气体吸附 

OO16 

共价三嗪环骨架材料的合成及光电性能 

金尚彬,王科伟,谭必恩*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该论文报道了一系列新合成的共价三嗪环骨架材料（Covalent Triazine Frameworks，CTFs），通过对所制备的共

价三嗪环骨架进行骨架筛选和条件优化，成功得到了具有高比表面积的 CTFs 材料。该系列的 CTFs 材料很高的含氮

量以及具有广泛的可见光吸收能力，因而在能量存储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论文讨论了制备的 CTFs 在能源存

储中的应用。 

关键字： 共价三嗪环骨架，合成，能量存储，催化 

OO17 

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微孔有机聚合物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刘程*,袁宽瑜,姜玲梅,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本文以含扭转、非共平面的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的二氰基单体为构筑基元，利用离子热反应，构筑出一系列兼

具高比表面积和优异气体吸附分离性能的共价嗪基骨架聚合物材料（PHCTFs），并对其性能进行研究，深化对结构-

性能关系的理解。首先，从结构单元设计上，实现了从全刚性构筑基元到柔性构筑基元的跨越，并利用取代基效应

有效的解决了柔性构筑基元所带来的损失。其次，通过构筑基元构象、臂长、取代基的调整以及富电子基团的引入，

实现了对多孔材料进行孔径调控和孔道修饰，从而得到了具有不同孔隙结构以及优异吸附分离性能的多孔材料。该

系列研究工作体现出了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在构筑微孔有机聚合物材料上的结构多样性和可设计性，为构筑具有优

异气体吸附分离性能的微孔聚合物材料提供了更多的结构选择。 

关键字： 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共价嗪基骨架聚合物；扭曲非共平面；气体吸附和分离 

OP001 

甲磺酸催化制备 1,3,5-三嗪基共轭微孔聚合物 用于超高碘捕获和硝基苯酚荧光传感 

耿同谋*,朱宗明,张维勇 

安庆师范大学 246011 

以甲磺酸作催化剂，将三聚氯氰(TCT)和 N,N,N′,N′-四苯基-1,4-苯胺(TPP)进行 Friedel-Crafts 反应，得到共轭微孔

聚合物(TTPP)。TTPP 为无定形块状物，有很好的稳定性，BET 比表面积为 512 m2 g-1。350 K 情况下，TTPP 的最大

碘吸附量为 4.90 g g-1，是目前已知的最高值。I2@TTPP 中，以 I5
-形式存在，表明 TTPP 与单质碘之间发生了电子转

移。I2@TTPP 在 398 K 碘可以快速释放。经三次吸附-解吸附循环，吸附和释放效率可达 87.91 %和 77.16 %。TTPP

在碘-环己烷溶液中的碘吸附率为 83.06 %。I2@TTPP 在无水乙醇中的释放率为 62.41 %。TTPP 能荧光检测硝基苯酚

(NP)，Ksv 值为 1.19×105 L mol-1，检测限为 6.32×10-12 mol L-1。除苦味酸对 NP 的荧光检测有较大的干扰外，其余分

析物的干扰较小。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傅克反应；碘吸附；荧光传感；硝基芳香族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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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002 

卟啉多孔有机高分子用于光动力治疗 

郑孝华*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多孔有机高分子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局限于其较大的粒径分布以及在水里面较差的分散性。在此，我们通过外

延生长的方法，在氨基化的金属有机框架的表面合成出一种纳米结构的光可激发的卟啉纳米复合物。我们发现，长

完多孔有机高分子后，金属有机框架的结晶度、孔径分布、粒径分布都保持完好。形成的纳米复合物整体粒径分布

小于 200nm,能够被细胞內吞。光照条件下，纳米复合物能够有效地产生活性氧自由基，从而进行光动力治疗。该工

作证明了多孔高分子能够在生物医学领域里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关键字： 金属有机框架；多孔有机高分子；纳米复合物；卟啉；光动力治疗 

OP003 

多孔膜的制备及其 CO2 吸附性能的研究 

宋琼芳,江兵兵*,陈学琴,李草 

湖北大学 43006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CO2 排放量日益增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开发能有效分离，捕集，储存 CO2

的材料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诸多材料中，多孔材料因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良好的孔性能，吸附性能和物

化性能而成为吸附二氧化碳最适合的材料，但如何制备具有宏观尺寸的材料仍有一定挑战性。我们采用了层层自主

装技术制备多孔膜，以带电荷的纳米微球为组装基元与带反向电荷的高分子聚合物进行自组装，制备了尺寸较大的

薄膜材料，并将该薄膜进行超交联致孔，以得到多孔的薄膜材料。结果显示，通过层层自主装技术能获得一定尺寸

的多层膜，且该多层膜在超交联后的 BET 比表面积约为 425m2/g，孔径约为 2.5nm，显示出良好的多孔结构。其二氧

化碳吸附研究表明，超交联前，其二氧化碳吸附量仅为 5wt%左右，而超交联后的二氧化碳吸附量约为 15wt%。说明

用层层自组装技术制备的多孔膜在二氧化碳吸附领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层层自组装；多孔薄膜；二氧化碳吸附 

OP004 

富氨基酸多孔微球的制备及其 CO2 吸附性能的研究 

陈学琴* 

湖北大学 430062 

固体胺吸附剂是一类再生能耗低、CO2 吸附性能好且操作工艺简单的吸附材料。现有的固体胺吸附材料中的有

机胺热稳定性差，胺基在材料内的分布不均匀易造成孔堵塞，导致材料 CO2 吸附性能不高。氨基酸作为 CO2 吸收材

料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耐热、耐氧化性能高，将其作为胺化合物和超交联多孔材料相结合制备富氨基酸多孔固体吸

附剂将具备良好的吸附性能和热稳定性。本研究首先制备了苯乙烯和二甲基二稀丙基氯化铵共聚微球

（P(St-DMDAAC)），通过 Friedel-Crafts 烷基化反应制备出多孔微球（HCP(St-DMDAAC)），然后接枝氨基酸制备富

氨基酸的多孔吸附剂 HCP(St-DMDAAC)-AA。结果显示，多孔微球比表面积高达 1153m2/g，具有良好的 CO2 吸附性

能，接枝氨基酸而其中 HCP(St-DMDAAC)-Trp 吸附剂的吸附量高达 60.7 wt%。 

关键字： 富氨基酸；多孔材料；微球；二氧化碳吸附 

OP005 

磁响应性相分离吸收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郭慧* 

湖北大学 430062 

传统吸收剂在捕获 CO2 的过程中能耗巨大，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再生工艺中对溶剂加热损耗的能量。作为一种

新型的碳捕集材料，相分离吸收剂在特定温度或吸收 CO2 后，会分离为互不相容的两相，只对二氧化碳富集的某相

进行解吸再生，可以大大降低再生能耗、节约能源。本工作使用季铵盐单体和氨基酸为原料，首先合成了低粘度的

聚氨基酸离子液体（PAAILs）水溶液吸收剂。实验发现，吸收剂具有优异的 CO2 吸收能力，甘氨酸型和色氨酸型的

吸收剂具有显著的相分离性能。对色氨酸型吸收剂相分离后的二氧化碳富集固相加热即可实现吸收剂的再生，大大

降低了再生能耗，且其再生吸收率有 79%，可循环使用。我们进一步制备了磁响应性的 PAAILs-Fe3O4 复合吸收剂。

在外加磁场作用下，复合吸收剂仅需 60s 即可实现固相和液相的完全分离，简化了操作工艺、缩短了工作时间，具

有工业应用的前景。 

关键字： 低能耗；CO2 吸收能力；相分离；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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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006 

一类基于 S,N-稠环单元的共轭微孔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应用研究 

吴梦娇,陈于蓝* 

天津大学 300350 

近年来，共轭微孔聚合物(CMPs)材料以其共轭刚性结构和永久微孔的特点受到广泛关注。高效合成及新应用的

探索一直是 CMPs 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在前期的工作中，我们将 Bischler-Napieralski 反应成功拓展至稠环邻菲罗啉

衍生物及类似物的合成上，发展了一系列 S,N-稠环共轭分子，这类稠环分子在络合金属离子、光电器件等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其中两个 S,N-稠环共轭单体与多官能度炔类单体通过 A2B4 型 Sonogashira

偶联，合成出具较大比表面积的共轭微孔聚合物。相同条件下，邻菲罗啉单体无法构筑微孔聚合物，表明稠环单体

共轭度的增加有利于微孔的形成。得益于该类 CMPs 材料自身的微孔、大比表面积及稠环单体的富电子特性，以其

为载体，制备的聚合物-银纳米材料 Ag-SN-CMPs 应用于生物抗菌研究，并取得良好效果。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稠环邻菲罗啉；抗菌材料 

OP007 

利用侧面修饰的柱五芳烃构建二维共价高分子材料 

付爽,刘俊秋*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30012 

二维共价高分子材料因为其独特的性能近年来受到科研界广泛的关注，利用结构对称的外围有反应基团的盘状

分子为构筑基元构筑二维高分子材料是合成二维高分子材料的一个新的途径，然而这种构筑基元以其独特的物理化

学性质，构建这样的的构筑基元仍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近期，我们组通过 NBS 光化学反应,成功的在柱五芳烃的

亚甲基桥连部位引入了溴反应基团；从而构建出一种新的溴代柱五芳烃。在构建出这种新的以纵向修饰的柱五芳烃

后，我们进一步探索以这种新的溴代柱五芳烃为构筑基元来构建新的二维高分子材料。我们根据 kim kimoom 课题

组报道的共价自组装方法为依据，选择线性的二胺脂肪链为链接剂，通过控制链接剂长度和选择良溶剂与不良溶剂，

在适当的条件下成功的合成出了高分子二维片层结构和高分子纳米胶囊。这种片层结构具有很好的规整性；这种新

的高分子纳米胶囊尺寸很均一，并且这种高分子纳米胶囊的壁是由单层的侧面交联的柱芳烃构成。 

关键字： 二维高分子；柱五芳烃；溴代柱五芳烃；高分子纳米胶囊 

OP008 

半脂环微孔聚酰亚胺的合成及吸附研究 

闫骏,张彪,王忠刚*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1,3,5,7-四（4'-氨基苯基）金刚烷和四（4-氨基苯基）甲烷分别与双环[2.2.2]辛-7-烯-2,3,5,6-四羧酸二酐通过一步

法缩合聚合得到两种新颖的半脂环微孔聚酰亚胺（sPI-1 和 sPI-2）。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固体核磁、热失重分析、

77 K 下氮气吸附/脱附表征手段对两种半脂环微孔聚酰亚胺进行了表征。sPI-1 和 sPI-2 的聚酰亚胺骨架分解温度都达

到 440℃以上，在 800℃下的残炭率均为 53%，展现出优异的热稳定性。由 BET 模型计算出 sPI-1 比表面积高达 1108 

m2g-1，而 sPI-2 比表面积为 900 m2g-1。基于非定域的密度泛函理论计算，sPI-1 和 sPI-2 的孔径主要集中在 0.6nm。高

比表面积及单峰分布的半脂环微孔聚酰亚胺预示着这类材料在 CO2 捕获及储存、氢气的储存、挥发性有机物的捕获

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字： 半脂环；微孔有机聚合物；聚酰亚胺 

OP009 

基于四苯基金刚烷核的微孔聚苯并咪唑的合成及研究 

张彪,闫骏,王忠刚*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微孔有机聚合物在气体储存和分离、药物的缓释、催化剂载体和纳米反应器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本文采用

四苯基金刚烷为构筑单元，利用四醛基四苯基金刚烷(TFPAd)分别与联苯四胺(DAB)、均苯四胺(TAB)反应，成功合成

了两种新型微孔聚苯并咪唑 PBI-Ad-1 及 PBI-Ad-2。两种聚合物不溶于常见的有机溶剂中，表明 PBI-Ad-1 和 PBI-Ad-2

形成了交联结构。空气气氛下的热失重曲线表明两种聚合物的热分解温度在 400℃左右,展现出良好的耐热性能。77K

下氮气吸附曲线表明，PBI-Ad-1 和 PBI-Ad-2 的 BET 比表面积分别为 1023 m2/g 和 926 m2/g，其孔径集中在 0.58 nm

和 0.6 nm 附近,为超微孔结构。实验结果表明，扭曲的结构能够阻碍分子链的 π-π 堆积作用，从而减少多孔聚合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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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的损失。同时长连接臂更易引起分子链间的互穿，进而引起聚合物孔道尺寸的明显变化。 

关键字： 聚苯并咪唑；四苯基金刚烷；微孔有机聚合物 

OP010 

界面聚合二维 COF 膜材料 

姚进,王哲存,李胜海*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00 

二维材料制备膜与传统膜材料相比具有高截留、厚度低、结晶性好等特点，因此有望用在分离、传感、催化等

方向。而在二维材料当中，二维 COF 材料因为其高度有序的孔结构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共有下

列几种化学反应可以制备 COF 材料：硼酸三聚、硼酸酯、腈类三聚、希夫碱反应等等。不难看出，化学反应的可逆

性是形成 COF 材料的关键，但是可逆性也会造成分散不均，片层堆积，产物稳定性差等缺点。所以在如何制备化学

稳定的，大而且薄的二维 COF 膜材料仍是一项挑战。在这里，我们选择 Tp（1,3,5-triformyphloroglucinol）和表面活

性剂辅助的苯二胺材料，利用界面聚合的方法，使反应物在界面发生希夫碱反应，成功制备了二维 COF 膜材料。 

关键字： 二维材料；可逆性；界面聚合 

OP011 

基于 Scholl 反应一步制备有机微孔纳米管 

何紫东,王天琪,黄琨*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241 

当前，具有特定中空微观结构的有机微孔聚合物已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本文首次报道了利用两嵌段聚

合物聚乳酸-b-聚苯乙烯（PLA-b-PS）为前驱体，经 Scholl 偶联反应一步得到结构规整的有机微孔纳米管。首先，利

用开环聚合（ROP）和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自由基聚合（RAFT）技术制备 PLA-b-PS 两嵌段聚合物。随后，进过一

步 Scholl 反应，超交联制备得到有机微孔纳米管。其中，超交联 PS 链段构成微孔骨架结构的纳米管管壁，而 PLA

链段降解产生中空的管状结构。利用氢核磁共振、凝胶渗透色谱、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氮气-吸附脱吸附对两嵌段聚合

物 PLA-b-PS 前驱体及有机微孔纳米管进行了结构表征。随后，通过高温碳化处理制备出了微孔碳纳管，并探究了其

在超级电容器方面的应用。该方法不仅为微孔有机纳米管的制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同时也拓展了两嵌段聚合物

PLA-b-PS 及 Scholl 反应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两嵌段聚合物；有机微孔纳米管；Scholl 反应 

OP012 

氢键诱导硼酸酯类自组装棱柱的形成及表征 

赵福利 1,梅腾龙 1,殷绍峥 1,邓联东 1,董岸杰 1,2,张建华*1 

1.天津大学 

2.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 

设计合成形貌可控的微观自组装体，尤其是各向异性的自组装体，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结构应用价值。

其中，苯硼酸酯类动态共价键自组装体是近年来研究热点，现已报道共价有机框架（COF）、球形纳米粒、花状微球

等多种形貌。本文合成了一种由酰胺键连接的双苯硼酸单体，与多元醇缩聚后，形成了微米级的自组装棱柱，这种

形貌在硼酯键体系中未见报道。与前人工作对比发现，本研究中所用单体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氢键。为证明氢键在

组装过程中的影响，在体系中加入尿素破坏氢键作用，通过扫描电镜观测发现，棱柱形组装体大多崩解为细小颗粒。

而换用其他含氢键的苯硼酸类单体，同样得到了棱柱结构。但当把单体中的酰胺键换为 C=N 和酯键，则分别形成花

状微球和表面光滑的圆球，说明氢键的取向作用，是形成棱柱的重要条件。该发现为动态共价键为基础的自组装过

程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同时，基于硼酸酯键的动态性，该形貌有望在微观元器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字： 自组装；氢键；硼酸酯；棱柱 

OP013 

功能化共轭微孔聚合物用于模拟乏燃料中铀酰离子吸附研究 

徐美芸,韩小丽,华道本* 

苏州大学 215123 

乏燃料后处理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化学处理过程之一。核能发展迫切需要新材料和新技术用于高酸

和强辐射乏燃料中铀的提取。共轭微孔聚合物由于优异的化学稳定性、耐辐照性能以及独特的多孔结构成为吸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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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材料。本课题组首次报道了乙酰半胱氨酸功能化的共轭微孔聚合物用于铀酰离子的吸附研究。

在此基础上，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膦酸酯功能化的共轭微孔聚合物用于模拟高酸性放射性废液中铀的吸附提取。构

建单元通过 Suzuki 偶联反应连接，形成三维共轭微孔聚合物。研究发现在 6 M HNO3 溶液模拟的放射性废液吸附过

程中，共轭微孔聚合物对铀酰离子具有优异的选择性；使用 500 kGy 的 γ 射线照射后，其结构及吸附性能均没有明

显变化。本研究表明共轭微孔聚合物在乏燃料后处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耐辐照；吸附；铀酰离子；选择性 

OP014 

芴单元共轭微孔聚合物的制备及其硝基爆炸物检测的研究 

张秋静,任世杰*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利用含有乙基芴单元的新型单体(M1-M3)通过Yamamoto反应高效合成了三种具有不同推拉电子结构的共轭微孔

聚合物(CMP1-3)并将其应用于 4-硝基甲苯的检测。其中，CMP1 的中心核为具有强吸电子能力的三嗪环；CMP2 为

苯环；CMP3 则是强供电子基叔胺。从氮气吸脱附曲线可以看出三者都含有大量的微孔结构，比表面积分别为：489、

237 和 392 m2g-1。紫外-可见光光谱表明 CMP2 具有最宽的吸收峰和最小的能带间隙。电化学测试显示三者 LUMO 能

级的高低顺序依次为：CMP1<CMP2<CMP3。在 λ=365 nm 的波长激发下，CMP1-3 的荧光量子效率分别为 11.46 %、

<1 %和 2.07 %。除此之外，由于高荧光特性乙基芴单元的引入，三者对 4-硝基甲苯的荧光淬灭效率均高达 1335, 1230

和 1071 M-1。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共轭微孔聚合物荧光淬灭机理的理解，并为设计荧光传感类分子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芴；硝基爆炸物；荧光淬灭 

OP015 

溶液法合成大尺寸、高结晶三嗪基二维高分子 

刘晶晶,徐宇曦*,李科 

复旦大学 200433 

合成具有合适能带结构和有序的重复单元的高结晶性二维高分子对合成化学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首

次报道了通过溶液法在二氯甲烷和三氟甲烷磺酸的界面进行氰基环化反应合成单层或多层的三嗪基二维高分子。通

过 TEM、SEM、AFM 表征证明片层大小为微米级尺寸，具有高度有序结构。特别的通过调控反应条件可以获得上百

微米尺寸的高结晶二维高分子薄膜。理论计算该材料的能带为 2.46 eV，是理想的有机半导体材料。我们的结果为合

成新型的电子学应用的二维高分子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字： 二维高分子；高结晶；氰基环化；能带结构；半导体材料 

OP016 

三嗪基共轭微孔聚合物及其可见光催化水分解制氢研究 

王千,任世杰*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共轭微孔聚合物(CMPs)由于可调节的孔道结构、高的比表面积、良好的热力学和化学稳定性、较强的可见光吸

收等特点，在可见光光催化水分解制氢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基于其在光催化水分解制氢方面的潜在应用，本

文合成了 2,4,6-三（5-溴噻吩）-1,3,5-三嗪和 2,4,6-三（7-溴芴）-1,3,5-三嗪两种单体，分别与 1,4-苯二硼酸和 4,4’-联

苯二硼酯通过 Suzuki 反应得到了四种不同的三嗪基共轭微孔聚合物(CMP1-CMP4)，研究了其结构、光物理性能和可

见光光催化水分解制氢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合成的 CMPs 在可见光光催化水分解制氢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其中 2,4,6-

三（7-溴芴）-1,3,5-三嗪与 4,4’-联苯二硼酯反应得到的 CMP4 具有最高的产氢量，20 mg 样品产氢量可达 4.88 μmol/h。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光催化制氢 

OP017 

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共价嗪基骨架聚合物的合成 

袁宽瑜,刘程*,姜玲梅,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以均三嗪环（Triazine）结构作为连接基团的共价嗪基骨架（CTFs）聚合物，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简便的制备

方法，优异的热和化学稳定性。同时，三嗪环结构中具有孤对电子的氮原子易和气体分子之间产生偶极-偶极或偶极-

四极作用，可以增强材料与气体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多孔材料的吸附分离性能。本文合成了一种含有二氮杂

萘酮联苯结构的三氰基构筑基元 TPAHPZ-TN，其具有较强的刚性，对孔道结构有较好的支撑作用，扭曲、非共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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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特点可以增加孔隙率。同时 N, O 杂环结构可以提高孔壁与气体分子的结合力，改善吸附性能。另外，中心对

称的分子构象，对构筑规整均一多孔结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利用离子热方法，在不同的反应温度下，成功的合成

出一系列具有较高比表面积的共价嗪基骨架聚合物 PHCTF-8s。孔结构分析表明，随着反应温度的提高，比表面积增

加的同时，材料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微孔孔径分布和较高的微孔孔体积。 

关键字： 共价嗪基骨架聚合物；二氮杂萘酮联苯结构；扭曲、非共平面；中心对称 

OP018 

用于二氧化碳催化的多级孔密胺材料的制备 

尹健,张天琪,孟建强* 

天津工业大学 300387 

随着化石燃料、煤炭和天然气越来越多地被开采和利用，二氧化碳被大量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导致严重的温室

效应和其他环境问题。因此，二氧化碳捕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二氧化碳作为一种可再生碳源可以被

重新合成为有价值的化工原料。因此，探索高效廉价的二氧化碳催化技术具有重要价值。环化的碳酸丙烯酯是一种

重要的二氧化碳转换产物，常被用于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和聚合反应的介质溶剂等。目前已有关于催化二氧化碳与

环氧反应制备碳酸丙烯酯的大量研究报道，但催化剂效率有限。本文首次报道了一种具有大孔-介孔-微孔多级孔结构

的密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我们利用高内相乳液聚合方法，一步法制备了具有该多级孔结构的微孔聚合物。通过溶

剂浸泡的方式负载锌离子后，该聚合物材料展现了极高的催化活性。对于二氧化碳和环氧丙烷在 100 ℃，2 MPa 压

力条件下生成碳酸丙烯酯的反应，该聚合物的 TOF 可高达 60 000 h-1，远高于目前已报道的催化剂。 

关键字： 多级孔结构；多孔密胺；二氧化碳催化；微孔聚合物；高内相乳液聚合 

OP019 

锂离子电池用静电纺丝交联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肖琴,任世杰*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首先通过 ATRP 制备出 PS 链段长度可控的的 PS-PEO-PS 三嵌段共聚物，将其分别与 PVDF 溶液共混后，

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得到聚合物膜，再通过一步傅-克反应进行原位交联，得到交联聚合物膜。将其浸泡到 LiPF6 电解

液中，从而制备出 e-PVDF、e-GPE-1、 e-GPE-2、e-GPE-3 以及 e-GPE-4 等一系列交联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并在手

套箱中组装成扣式电池。通过实验结果比较分析，交联后的膜展现出良好的自我支撑能力，并且在高温下的热收缩

极小， e-GPE-1 在室温下的离子电导率高达 4.53 S/cm，电化学稳定窗口接近 5 V，0.1 C 下容量值为 120 mAh/g，并

且展现出良好的循环性能。 

关键字： 静电纺丝；交联；聚合物电解质 

OP020 

苯并二噻吩二酮基共轭微孔聚合物制备及其光催化应用 

黄俏,张伟杰,余晓云,张三江,喻桂朋*,潘春跃 

中南大学 410083 

共轭微孔有机聚合物（CMPs）是一类新型具有大 π 键共轭体系的富电子共轭有机固体,在气体分离、催化和传感

等领域展现了诱人的前景。苯并二噻吩二酮作为醌类化合物，其骨架高度共轭性能有效促进兀电子离域，，从而具有

较好的光电性能和电子传输能力。本课题设计构筑了苯并二噻吩二酮修饰的共轭微孔有机聚合物 CMP-CSU-1，比表

面积高达 879cm2 g-1，热化学稳定性优异。以 CMP-CSU-1 作为光催化剂，可室温下高效催化硫醚化合物的氧化反应，

转化率和选择性皆达到 99%以上。CMP-CSU-1 作为光催化剂，相比传统光催化剂如过渡金属配合物和有机染料而言，

还具有易分离、可回收、循环性好等优点。该聚合物预计在非均相光催化反应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的应用价值。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光催化；硫醚氧化 

OP021 

新型有机骨架结构设计与应用研究 

张奇,袭锴*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有机骨架结构（COFs）是一类新兴的通过共价键连接形成的晶型高度有序的二维或三维的网型和笼型高分子，

具有密度低、化学性质稳定、比表面积高、有孔径可调，结构可预先设计等特点，异相催化、气体能量存储、和光

电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COFs 由于其独特的纳米孔径结构和结构的可设计性，使其成为了能量储存和转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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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理想材料。本文以四（4-氨基苯基）甲烷和三（4-氨基苯基）胺分别与苝四甲酸酐反应，通过溶剂热的方法合成

了二维和三维亚胺型 COFs，并分别研究两种 COFs 在电池中的储能性质。 

关键字： 2D-PI COFs；3D-PICOFs；苝四甲酸酐 

OP022 

环境敏感荧光微孔高分子的制备及其污染物快速检测与吸附性能研究 

谢奕明 1,2,黄文 1,2,郑冰娜 1,符若文 1,吴丁财*1 

1.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2.华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设计具备多重环境响应和永久孔道结构的智能高分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超交

联化学、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聚合和荧光官能化结合的新策略，设计制备了一类具有亲水性、pH 响应性、

污染物敏感性和荧光性能的毛发状微孔高分子纳米球。超交联反应制备高比表面积的微孔超交联聚 4-氯甲基苯乙烯

纳米球（xPCMS），然后通过 RAFT 和荧光修饰在其表面分别接枝 pH 敏感的聚甲基丙烯酸 N,N-二甲基氨基乙酯

（PDMAEMA）和具有荧光聚集淬灭效应的荧光分子 N-乙胺基咔唑（CEA）。所得新材料具有优异的水分散性，在

碱/酸性条件下可分别发出蓝色/近似白色荧光，可通过显著的荧光淬灭实时检测汞离子和缺电子芳香化合物，并快速

去除水体中的芳香污染物。 

关键字： 微孔高分子；智能高分子；超交联；荧光；功能改性 

OP023 

具有不同结构的氟化石墨烯热/热氧稳定性研究 

赖文川,刘洋,王早铭,王旭,刘向阳*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10065 

氟化石墨烯作为一种高性能石墨烯衍生物，其热/热氧稳定性及其与结构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采用光

电子能谱（XPS）和热重分析（TGA）等方法详细表征了不同氟化石墨烯热/热氧稳定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原因。

研究发现氟化石墨烯（FG）和氟化多孔石墨烯（FPG）的热稳定性都随着其氟含量的增加而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共

价碳氟键键能的增强所致。相比于未氟化的石墨烯，氟化反应带来的缺陷使 FG 热氧稳定性变差；而 FPG 的热氧稳

定性可能由于氟元素的阻燃作用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更有趣的是 FG 和 FPG 的热氧稳定性均比各自的热稳

定性更好。通过对两种氟化产物的结构对比以及计算模拟研究，发现 FG 片层上更多的 CFn 基团导致了其相比于 FPG

更差的热稳定性能。此外，电子顺磁共振（EPR）对退火处理样品中的自旋信号变化的测试结果表明，FPG 中更少

和更稳定的自旋中心也是造成其相比于 FG 具有更为优异的热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关键字： 氟化石墨烯；热/热氧稳定性；碳氟键；CFn 基团；自旋中心 

OP024 

咔唑基二茂铁共轭微孔聚合物的设计与合成 

刘清泉*,夏碧江,李根,黄晶 

湖南科技大学 411201 

共轭微孔聚合物（CMPs）具有比表面积高和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在气体吸附分离与存储、催化、废水处理等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二茂铁和咔唑是两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共轭有机物，前者是有机过渡金属化合物，具有高

度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后者及其衍生物被广泛用于合成光电功能材料，因此将这两种单体引入到 CMPs 中，并

研究其性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我们设计并分别合成了 1,1’-二（4-(9-咔唑基)）苯基二茂铁和 1,1’-二(9-

咔唑基)二茂铁，采用 1H NMR 对单体的化学结构进行了表征。在 FeCl3 的催化下，通过傅克反应制备了咔唑基二茂

铁共轭微孔聚合物（C-CMP-1、C-CMP-2）。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了 C-CMPs 的形貌特征和颗粒尺寸，气体吸脱附表征

了 C-CMPs 的比表面积和孔体积，C-CMP-1 和 C-CMP-2 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290m2/g 和 58.5m2/g。 

关键字： 共轭微孔聚合物；比表面积；二茂铁；咔唑 

OP025 

具有聚丙烯酸嵌段衬里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麦伟聪,左媛,李传发,符若文,吴丁财* 

中山大学 510275 

纳米网络结构聚合物是一类重要的新型多孔材料，具有独特的、三维连通的层次化纳米网络孔道结构。迄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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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纳米网络结构材料领域，网络单元设计普遍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共性缺陷，那就是只关注网络单元的纳米形貌

及多孔性，没有赋予其功能性，无法满足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

合和超交联化学的联合策略，设计制备了一类具有聚丙烯酸嵌段衬里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聚合物（FNNSP-PAA）。通

过 SI-ATRP 在 SiO2 纳米球表面接枝丙烯酸叔丁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制得 SiO2-g-PtBA-b-PS 构筑单元，再由超交联反

应赋予材料丰富的微孔、独特的三维纳米网络结构以及聚丙烯酸功能嵌段衬里，最后通过刻蚀 SiO2 模板，获得

FNNSP-PAA。该材料具有三维纳米网络结构及独特的 PAA 功能嵌段衬里，因此相比于传统的纳米网络结构聚合物，

对三苯甲烷类染料和重金属离子具有更加优异的吸附性能。 

关键字： SI-ATRP；超交联化学；纳米网络；PAA 衬里；吸附 

OP026 

具有纳米银蛋黄核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材料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  

林燕欢,陆志涛,张钊杰,刘绍鸿*,符若文*,吴丁财* 

广州中山大学 510300 

设计构建具有功能化的网络单元，从而发展全新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材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

文利用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SI-ATRP）在包埋有银纳米颗粒的二氧化硅纳米球表面接枝聚苯乙烯（PS）作

为构筑单元，基于超交联化学策略，结合 HF 刻蚀作用，设计制备了具有纳米银蛋黄核的功能纳米网络结构聚合物

（FNNS-P-Ag）和炭材料（FNNS-C-Ag）。SEM、TEM 和氮气等温吸脱附等表征手段表明，所得材料中纳米银蛋黄

核粒径均一且高度分散，多孔聚合物及其多孔炭壳层内部具有大量微孔结构，核壳结构网络单元相互交联，形成微

孔-中孔-大孔层次孔结构。由于独特的纳米网络结构和高比表面积特性，FNNS-C-Ag 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现出优异的持续抗菌特性。 

关键字： 银纳米颗粒；纳米网络结构；超交联；抗菌 

OP027 

基于超交联酸碱双功能催化剂的合成及在有机串联反应中的应用研究 

王科伟*,贾治芳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037009 

超交联微孔有机聚合物（Hypercrosslinked Polymers，HCPs）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其成为合成固体催化剂

的理想材料。近年来，本课题组也利用 HCPs 开发了一些非均相催化剂，研究结果表明 HCPs 是一种优秀的催化剂载

体。基于这些研究和有机反应需求，本文合成了一种具有空心微球结构的酸碱双功能催化剂 HCP–A–B。该催化剂以

超交联聚合物为载体，通过简单的 Friedel–Crafts 等有机反应使酸碱位点固定在空心球的壳层。由于该催化剂具有空

心球结构，因此在实现酸碱催化功能的同时，还避免了粒子间相互酸碱中和而导致的活性降低。所得催化剂通过在

水解-Henry 反应中的应用，证明了该催化剂在有机溶剂和水介质中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借助于该催化剂

的高水热稳定性，首次发展了一个水辅助的二氢吡喃开环/羟醛缩合/脱水串联反应，合成了一类重要的合成中间体-

环己烯酮衍生物。 

关键字： 双功能化催化剂； 空心微球； 超交联聚合物； 串联反应 

OP028 

锂掺杂含萘基共价三嗪框架材料储氢性能的研究 

徐丹*1,邓伟侨*1,2 

1.苏州大学 

2.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氢能，由于其无环境公害、可再生性以及其高的能量密度，是一种理想的清洁能源。而储氢是氢能应用的关键。

而设计合成高性能的储氢材料是氢能应用的前提。目前，没有一种材料满足美国能源部的要求。本文主要是在理论

计算的指导下，以共价三嗪框架材料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锂掺杂情况下的高压物理吸附储氢性能，以期达到美国

能源部的要求。理论计算表明，以萘基为活性位点能够有效分散锂原子阻碍其团聚，基于此设计合成含有萘基的共

价三嗪框架材料（NCTF），以甲基锂取代萘基锂为掺杂剂，使其成为有效的氢气吸附核，研究锂掺杂共价三嗪框架

材料（Li@NCTF）在 77 K、 60 bar 条件下的储氢性能。储氢量从 1.8 wt %提高到 3.3 wt %，获得了 83 %的提升。

该工作为设计新型高性能的储氢材料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字： 储氢；锂掺杂；共价三嗪框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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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P   生物基高分子 

PI01 

基于甲壳素/壳聚糖的新功能材料构建 
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我们突破高分子在有机溶剂中加热溶解的传统方法，基于溶质和溶剂间氢键的形成和破坏，开创出低温水体系

溶解大分子新方法，并提出新机理。成功实现难溶性甲壳素和壳聚糖在碱/尿素水溶液低温溶解。通过核磁共振、差

热分析、动静态光散射、原子力显微镜和透射电镜等表征了这些大分子溶液性质，并准确地测量出它们的分子量和

链构象。证明它们在溶液中呈刚性链构象，并且这些伸展的分子很容易平行聚集形成纳米纤维。同时，我们利用低

温溶解的甲壳素、壳聚糖等溶液，通过物理再生的“绿色”过程成功制备出膜、丝、微球、气凝胶及水凝胶。这些新材

料显示出优良的力学性能、生物相容性、电化学性能和分离吸附功能，它们在生物医用、光电储能、水处理及农业

领域有潜在应用前景。 

关键字： 甲壳素，壳聚糖，新功能材料 

PI02 

高光学纯度聚乳酸功能性研究及其应用开发 
陈学思*,边新超,刘焱龙,冯立栋,张宝,李杲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高光学纯度的聚乳酸（PLA）力学性能与聚丙烯类似，但是，PLA 自身的脆性限制了它的应用。另外，PLA 的

力学、耐热和降解性能与材料聚乳酸的化学结构和加工方法紧密相关。采用生物基大分子增塑增韧改性是提高 PLA

柔韧性的有效方法，进一步与 PBAT 共混改性用于吹塑成膜加工。PLA 的旋光纯度决定材料的结晶度，从而决定了

制品的耐热使用性能。进一步与无机纤维或天然纤维等制备复合材料获得耐热温度和力学强度更高的制品。在汽车

保险杠、仪表盘板、门板等车内塑料装饰件，高铁车厢的内塑料装饰件等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聚乳酸；旋光纯度；共混改性；增韧；增塑 

PI03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研究一些新进展 
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生物基高分子是一类以生物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经过生物或化学过程合成的高分子。以生物基高分子为基体树

脂而获得的塑料、橡胶、纤维、粘合剂和涂料统称为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生物基高分子材料避开石化资源的依赖性，

具有低碳环保的优势，是一类具有可替代石化高分子材料的潜力，然而目前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使用量还不足高分

子材料的 1%。因此，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将会是高分子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报告主要内容是综述近年来

宁波材料所在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究进展，将包括生物基芳香聚酯、生物基热固性树脂、生物基高分子助剂、

植物纤维复合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呋喃二甲酸作为一种重要生物基芳香单体被用于合成聚酯、环氧树脂、增塑

剂等，表现出优于对苯二甲酸基高分子的优异性能。在工程塑料、纤维及包装材料上有很大发展潜力。 

关键字： 生物基高分子，聚酯，热固性树脂，高分子助剂，植物纤维复合材料 

PI04 

生物质基工程塑料研究进展 
季君晖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生物塑料逐渐成为科学研究和商业化生产的热点，一方面以可再生

的生物质资源作为原料，降低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耗和依赖，另一方面，生物塑料的原料制备可利用生物发酵

等绿色生产工艺，降低对能源的消耗和化学法生产工艺对环境的破坏。因此生物基塑料能够起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

境的双重功效，是国家重点扶持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基于美国能源部颁布的十二种生物基平台化合物，可以合成

各种生物基的工程塑料，包括生物基聚酯、聚酰胺、聚氨酯等，在农业、汽车、电子电气、日用品等领域发挥重要

的作用。尤其是生物基聚酰胺，不仅可以采用微生物技术对现有石油基原料进行替换，如 PA1212，而且通过新技术

开发和培育新的聚酰胺原料，如癸二酸和戊二胺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突破，可进一步开发高性能工程塑料 PA10T，或

者 PA5X。 

关键字： 生物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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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5 

基于生物质的多糖乳化剂及其乳化机理 
张洪斌*,靳蔷薇,杨慧娇,韦越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获取生物质高分子是制备绿色功能高分子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多糖是一类重要的

生物质高分子，具有分布广泛、来源丰富、可再生、低污染和碳中和的特点。由粮食加工副产物制备高性能化高分

子是粮食加工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玉米和大豆的深加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纺织、能源、

材料等行业，但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的利用，特别是新功能性的发现和发掘还比较少。乳化剂在食品、化妆

品、纺织、印染、医药、塑料、石化等领域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本文以从玉米加工主要副产物玉米麸质中提取

得到的玉米纤维胶阿拉伯木聚糖为研究对象，对比于从大豆加工副产物豆渣中提取得到的水溶性大豆多糖以及已广

泛应用的工业化多糖乳化剂阿拉伯胶和辛烯基琥珀酸改性淀粉，阐明了这些生物基高分子分子结构-流变学性质-乳化

作用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乳化作用机理，以期为粮食加工特别是玉米加工副产物的高值化利用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字： 玉米纤维胶；粮食加工副产物；乳化作用；界面流变学；多糖 

PI06 

基于壳聚糖材料的仿生可控构造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王征科*,胡巧玲* 

浙江大学 310027 

材料的微观结构决定其宏观性能。经过几亿年的进化，天然材料的结构十分完美，性能优异。目前采用溶胶凝

胶法制备生物质材料，其结构经历了一个破坏和重构的过程，在重构过程中如何调控材料的结构，使其达到所需的

目标性能，这是生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也是关键科学问题。本课题组采用原位沉析、酸溶碱凝的

方法，可控构筑了仿生叠层结构壳聚糖材料，层状叠加结构可以有效分散材料所承受的应力，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

我们采用流变学和荧光标记法研究了叠层结构壳聚糖凝胶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机理。我们还采用壳聚糖碱性溶剂体系

制得了高强度壳聚糖凝胶，并以聚集诱导发光荧光示踪了壳聚糖碱性体系的凝胶化过程，探讨了碱性体系的凝胶化

机理。壳聚糖碱性溶剂体系凝胶化分为热凝胶化和洗涤两个过程，都可以归结到壳聚糖大分子与溶剂分子的相互作

用。多层次结构壳聚糖材料的可控构筑为开发新型壳聚糖基生物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字： 壳聚糖；凝胶；仿生可控构筑 

PI07 

用海水为介质合成生物聚酯 PHA 
陈国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00084 

制造生物材料的工业生物技术由于高耗能，耗水，设备投资巨大、工艺复杂等缺点，还不具备与石油化工的竞

争。为了克服工业生物技术的这些弱点。我们对嗜盐菌进行从头改造，使其能在无灭菌和连续工艺过程中、利用海

水为介质高效生产各种生物塑料 PHA。该菌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改造，已经完成了混合碳源利用、基因组的修改、超

高 PHA 积累（92％）等工作。通过对嗜盐微生物体系的系统改造，可以实现生物制造的开放和连续化，使生物制造

在工艺的复杂性方面有大幅度的降低。其中，我们的嗜盐微生物体系首先实现了合成生物学的改造，用该体系实现

生物基材料聚羟基脂肪酸酯 PHA 的大规模制造后，成本比之前的技术降低了三分之一。 

关键字： 合成生物学 生物聚酯 PHA 

PI08 

呋喃二甲酸(共)聚酯研究新进展 
吴林波* 

浙江大学 310027 

本世纪以来，生物基聚合物的合成与应用吸引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2,5-呋喃二甲酸(FDCA)是新型生

物基单体，具有与对苯二甲酸相似的性质，可用于合成生物基高性能或可生物降解聚合物。浙江大学化工学院生物

基聚合物课题组近年来开展了 FDCA 聚酯和共聚酯的合成与结构-性能研究。针对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F)易变

色、结晶性差、韧性差等问题，研究解决了高分子量、浅色泽 PEF 树脂的制备技术，发现 PEF 合成中因存在明显的

醚化副反应导致二甘醇链节含量高、结晶性差；在此基础上，通过催化剂筛选、链结构调控、纳米复合等手段改善

了 PEF 的结晶性；通过多嵌段共聚，显著改善了 PEF 的拉伸和冲击韧性。另一方面，合成了高分子量的脂肪-芳香族

共聚酯 PBSF 和 PBAF，其热-力学性能可从结晶性塑料到无定型类弹性体之间调控，且力学性能优于商品化共聚酯

PBAT；BF 链节含量低于 55%的共聚酯有优良的水解和堆肥降解性。  

关键字： 生物基聚合物；可生物降解聚合物；高性能聚酯；可生物降解共聚酯；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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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9 

在纤维素纳米化过程中微环境极性对纳米材料形貌结构的调控 
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100190 

纤维素是一种由直链多聚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巨型线性高分子，大量羟基、庞大的氢键网络以及结晶区内

紧密有序的分子链排列，使其具有一定的亲水性、还原性和机械性能。通过纳米化加工可实现纤维素的功能化改性，

从而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本报告主要综述了本课题组在球磨纳米化纤维素亲、疏水性改性方面

的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微环境极性对纤维素纳米化过程中形貌和亲、疏水性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利用机械球磨和

环境极性协同作用，制备二维疏水纳米片的方法，探讨了晶面导向剥离导致纳米片亲、疏水性差异的机理。我们在

纤维素的球磨纳米化解纤以及改性工作中，提出了利用纤维素结晶区晶面的各向异性和两亲性，通过机械场力和环

境微极性的协同作用，诱发晶面导向的剥离解纤，制备出了二维疏水纤维素纳米片，拓展了纤维素在疏水领域复合

材料合成方面的应用。二维疏水纤维素纳米片将有望用于增强聚乙烯复合材料，制备超稳定的疏水涂料，疏水薄膜

材料，或用于日常生活中化妆品防晒以及织物整理等。另外，晶面导向剥离的原理也为纤维素纳米化改性，提供了

新的思路。 

关键字： 纤维素 

PI10 

两亲性生物质制备及其功能化应用 
王小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利用绿色工艺将可再生资源生物质转化为高值化的化学品和材料对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以自然界中储量丰富的生物质（如纤维素、壳聚糖）为原料，在离子液体体系中实现了生物质的可控

改性，设计制备系列具有不同分子结构、功能基团的两亲性生物质。进一步，借助两亲性生物质在水中的分子自组

装，获得系列具有不同形貌、大小的生物质胶束。发现两亲性聚合物的自组装行为与其分子结构有关，通过控制分

子结构和自组装方法，获得了尺寸在 10-300nm 之间的球形壳核结构胶束。这些生物质纳米胶束稳定、无毒、生物相

容性好，对多种疏水性物质，如抗癌药物紫杉醇、天然活性成分、发光共轭聚合物和 CdSe/ZnS 量子点等，具有优异

的包载增溶性能，可作为构建纳米功能材料的平台和载体。基于生物质纳米胶束与功能材料的复合，我们成功实现

了生物质材料在药物传递、生物成像、传感、食品检测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关键字： 生物质；改性；两亲性；自组装；传感 

PI11 

丁二酸基生物降解塑料的基础研究与产业化 
郭宝华*,徐军,张旸,邬舒怡,齐志国,叶海木,唐一壬,刘丹 

清华大学化工系 100084 

二酸作为一种主要的生物基平台化合物，在材料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以丁二酸为基础，通过聚合得到的聚丁

二酸丁二醇酯（PBS）及其共聚物是一类综合性能优异、加工性能良好、单体可生物质来源的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是

目前实现产业化并获得广泛应用的可生物降解塑料之一。本文总结了作者课题组在丁二酸基生物降解塑料的设计、

合成、改性及其产业化方面的进展。制备了钛硅复合高效催化剂并将其应用于高分子量聚酯材料的工业化生产。通

过无规共聚、引入支化结构等分子结构设计，制备了加工性能、机械性能和生物降解速率可调的差别化产品。设计

开发了基于类质同晶体系的 PBS 高效大分子成核剂，提高了材料结晶速率、缩短了产品成型周期。通过与淀粉、纳

米填料复合，在改善材料力学性能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基于本课题组技术，已在新疆、山东等地建成了年产万吨

PBS 及其共聚物树脂的工业化生产线，树脂包括挤出级、注塑级和薄膜级差别化产品。 

关键字： 丁二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塑料 

PI12 

聚乳酸的产业化、改性研究及应用进展 
任杰 

同济大学 

以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制品的大量生产、消费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的同时，造成了

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日益匮乏，以及“白色污染”的不断加剧等，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此，

研制与开发生物基可降解聚合物材料，成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之一。 

关键字： 聚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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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 
通过长链支化嵌段共聚物增韧改性聚乳酸 

陈思翀*,杨丹丹,杨科珂, 王玉忠 

四川大学 610064 

聚乳酸（PLA）是一种生物基、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然而韧性差易碎的特点限制了其广泛应用。本文设计了

合成了具有长链支化聚己内酯（PCL）链段和线形 PLA 链段的 PCLA 共聚物，在较低的添加量下加入 PLA 基体中，

有效改善了 PLA 的韧性、结晶性能和流变加工性能。系统研究了共聚物的合成与拓扑结构控制，以及不同共聚物结

构对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共聚物所形成的 PCL 相中链段的长链支化拓扑结构可以形成大量的分子链缠结，起到

类似物理交联的作用，从而实现对 PLA 基体的增韧；另一方面，共聚物 PLA 链段则可以通过与 PLA 基体的共结晶

作用，稳定 PCL 相中所形成的分子链缠结。由于 PCLA 增韧改性本身具有良好的可生物降解性，同时在聚合过程中

有效抑制了交联结构形成，因此不会对所制备的增韧改性聚乳酸的降解性能和流变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多

种通用的热塑性加工方法加工成型。 

关键字：聚己内酯 聚乳酸 长链支化共聚物 增韧改性 

PO02 

微波驱动纤维素水解成糖机理研究 
那海宁*,腾娜,翟承凯,刘斐,陈景,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以纤维素水解成糖为基点，经平台化合物制备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是实现年产超千亿吨纤维素资源高质化利用

的重要途径，对维系未来高分子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节约石化资源、构建“碳中性”循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运用微波驱动实施纤维素水解成糖是近年来重点报道的高效水解策略，研究表明，纤维素的水解速度、转化率，

以及产物葡萄糖的产率和选择性，均得到明显提升。针对微波驱动加速水解机理研究不足、水解过程控制缺乏必要

理论指导、容易出现纤维素水解成糖效率效果明显低于预期的问题，本研究致力于考察纤维素结晶结构变化与水解

成糖响应性间关系，详细揭示了微波驱动下纤维素水解成糖的作用原理，充分认清了纤维素的再次结晶是阻碍其进

一步发生平稳水解的关键。并在引入极性非质子助催化剂后，有效实现纤维素再次结晶结构进行调控，提升微波驱

动纤维素水解成糖的效率与选择性。本研究为实现纤维素向小分子糖的高效转化奠定重要关键的理论基础。 

关键字： 纤维素；水解；微波 

PO03 

多用途的纤维素基本征型阻燃材料 
张金明*,陈张彦,肖鹏,张军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通过均相反应在纤维素分子链上修饰适量的 DOPO 基团，我们将易燃的纤维素转化为本征型阻燃材料。DOPO

基团的引入显著降低了纤维素材料的最大热释放速率、热释放总量和热释放能力，并且促进纤维素材料在燃烧时形

成致密碳层，因此所得纤维素丙烯酸酯-DOPO 表现出优异的阻燃性能。燃烧实验中，表现出明显的离火自熄现象。

进而，我们设计并保留纤维素丙烯酸酯-DOPO 中的部分双键，紫外光诱导交联使得纤维素衍生物分子链形成交联网

络，防止高温下的热流动，从而有效克服熔滴现象，得到无熔滴的本征型阻燃材料。纤维素丙烯酸酯-DOPO 还具有

良好的溶解性能和成型性能，涂覆在极易燃的玉米秸秆和滤纸表面并光交联，形成透明涂层，使得秸秆和滤纸离火

自熄，且无熔滴现象。因此，该材料可作为一种多用途的透明阻燃材料和透明阻燃涂层，应用于建筑、家具、木地

板等多个领域。 

关键字： 本征型阻燃材料；纤维素基材料；纤维素衍生物 

PO04 

生物基聚酰胺 56（PA56）的相转变行为研究 
康宏亮*1,王宇 1,刘瑞刚 1,郝新敏 2,乔荣荣 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本文利用原位升温 X 射线衍射和红外光谱研究生物基 PA56 在升温过程中的结构演变行为。原位升温 X 射线衍

射结果表明，类 α 晶型的 PA56 在升温过程中发生 Brill 转变，转变温度 TB 在 190℃左右，但这一转变过程是不可逆

的。原位升温红外光谱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间的氢键强度逐渐减弱；与氢键相关的酰胺 I（C=O）的伸缩振

动变化显著，位于 1631 cm-1α 相吸收谱带减弱，位于 1637 cm-1γ 相的吸收谱带增强，显示了 α 相向 γ 相的转变过程；

CH2 亚甲基链段变化显著，1201 cm-1 谱带可作为 Brill 转变谱带。 

关键字： 聚酰胺 56；生物基纤维；相转变；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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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 

可再生尿素在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合成中的应用研究 
汤栋霖*,陈梓健,张广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尿素是一种产量相当可观的可再生资源。一方面，尿素是尿液的主要成分之一；另一方面，尿素还可以由化工

厂回收的废气二氧化碳和氨气合成制得。此外，尿素及其衍生物的化学结构中同时带有羰基和氨基可提供氢键，而

且氨基具有一定的反应活性。利用该特点可以合成出各种含有脲基和可聚合基团的衍生物，并将其作为单体用于制

备高分子材料。 

我们用氨基醇与尿素反应合成二羟烷基脲，并与各种二酸进行缩合聚合，产物为一类新型的高分子材料：聚脲

酯。聚脲酯与常规的聚酯相比，其主链含有（-酯-脲-酯-）的重复单元结构，由于脲基的存在，分子间会形成丰富的

氢键，使其具有更优异的结晶性能及更高的熔点。聚脲酯的熔点普遍比与之结构相似的脂肪族聚酯高出 60 °C；此外，

脲基也具备一定的生物降解性能，使得聚脲酯具备与脂肪族聚酯相似的生物降解性能。另外，我们还利用尿素的三

聚体三聚氰酸合成带有异氰脲酸酯环的聚合物，有望应用于防紫外涂料及阻燃材料的开发。 

关键字： 尿素；可再生；高分子材料；聚脲酯；异氰脲酸酯 

PO06 

利用高杂同催化剂实现丙交酯与碳酸酯序列结构可控共聚合 
刘新立 1,华修芳 1,2,崔冬梅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乳酸是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最重要的代表,其共聚时共聚单体聚合反应速率差异较大，难以实现共聚物微观

结构精密调控。我们利用一系列具有不同杂同选择性的有机或金属有机催化剂，实现丙交酯与官能化碳酸酯的活性

共聚合。对于 L-LA 与 TMCR 共聚时，共聚物中两种单体的平均链结长度随催化剂的立体选择性升高而下降。当利

用催化剂 1 时，两种单体在共聚物中的平均链结长度接近 2，趋近于理想无规共聚合。而相同的催化剂用于 rac-LA

与 TMCR 共聚时,共聚物表现为梯度结构，两种单体的竟聚为 rrac-LA = 2.29 和 rTMCR1 = 0.51。我们认为两种单体

的近似交替共聚合是由于 L-LA 与 TMCR 共聚时所用催化剂的高杂同选择性以及 LA 单体的配位能力大于 TMCR 两

方面因素控制。进一步利用 Click 反应成功制备了具有无规分布 AIE 基团（四苯乙烯）或呋喃基团的功能化聚合物，

为其在生物医用等领域拓展了应用。 

关键字： 丙交酯；碳酸酯；共聚合；立体选择性；序列调控 

PO07 

水溶液中一步制备甲基纤维素基多孔膜及其在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夏灵童,汪秀丽* 

四川大学 610064 

针对目前凝胶聚合物电解质存在制备过程苛刻、繁琐，需要使用多种有机溶剂等问题，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合

成了聚甲基丙烯酸锂(PMALi)聚电解质，同时以生物基来源的甲基纤维素(MC)为聚合物基材，然后利用二者在水中

发生配位作用进而发生微相分离，一步即可制备多孔聚合物基材。研究了 PMALi 与 MC 的相互作用以及多孔膜的形

成机理。通过热重分析仪、差示扫描量热分析、X 射线衍射仪以及万能试验拉伸仪对多孔膜的热稳定性、结晶性以

及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此外，还系统研究了由其制备的多孔凝胶电解质的电导率、不同温度下的交流阻抗谱、电

化学稳定性以及循环充放电和不同倍率充放电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所制备的凝胶电解质有较高的离子电导率，最

大值可达到 1.39×10-3 S cm-1，同时其电化学稳定性达到 4.5 V，倍率回复性能较好，尤其是 PMALi 含量较高的凝胶电

解质其放电容量达到 150 mAh/g，且库伦效率接近 100%。 

关键字：聚甲基丙烯酸锂；甲基纤维素；多孔膜；凝胶电解质 

PO08 

不同碳链酸酐修饰的纤维素纳米晶对聚乳酸的改性 
甘霖 1,廖景露 2,黄进 1* 

1.西南大学；2.武汉理工大学 

纤维素纳米晶(CNC)作为一种可再生的刚性一维纳米材料，在可降解的生物质聚酯材料的增强中有广泛的应用。

然而，CNC 表面含大量羟基，限制了它在疏水性材料增强中的应用。本文利用不同碳链的酸酐对 CNC 进行表面修饰，

调控了其表面亲疏水性，并基于疏水性的聚乳酸(PLA)，研究了 CNC 的改性对 PLA 机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

纯 PLA 相比，CNC、乙酰化纤维素纳米晶(ACN)、丁二酰化纤维素纳米晶(SACN)、癸酰化纤维素纳米晶(DACN)和

十二烯基丁二酰化纤维素纳米晶(DDSACN)分别使 PLA 纳米复合材料的最大拉伸强度提高了 16.5%、69.7%、69.3%、

51.2%和 58.5%；杨氏模量随着纤维素纳米粒子填充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与酸酐的类型无关；而随着酸酐碳链上面

碳数目的增加，PLA 纳米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率总体下降。机理研究表明，上述现象和改性后的 CNC 与 PLA 间的

氢键作用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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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纤维素纳米晶；表面改性；聚乳酸；生物质聚酯 

PO09 

羧甲基壳聚糖超分子水凝胶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 
Fazli Wahid,王海松,周亚宁,褚立强* 

天津科技大学 300457 

本研究中我们利用羧甲基壳聚糖（CMCh）与金属离子的络合作用，在适当的 pH 值下，将一定浓度的 CMCh 溶

液与金属盐溶液（Ag+， Cu2+和 Zn2+）直接混合，几秒钟内即可形成超分子水凝胶。我们利用红外光谱（FTIR）、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旋转流变仪等对所制得的超分子水凝胶进行表征。FTIR 数据表明金属离子与 CMCh 上羧

基、氨基和羟基基团的络合作用促进快速凝胶化。我们对 CMCh 与锌离子络合形成的超分子水凝胶的机械性能进行

详细研究。流变实验表明水凝胶的机械性能取决于所用锌离子的浓度，提高锌离子浓度可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

CMCh-Zn1 水凝胶（锌离子浓度最低）具有自修复能力，而含锌离子最高的水凝胶（CMCh-Zn4）具有较高的储能模

量。最后我们通过琼脂扩散法研究了水凝胶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性能，结果显示这类超分子水凝胶

具有优异的抗菌活性。 

关键字： 超分子水凝胶；羧甲基壳聚糖；金属离子；抗菌活性；机械性能 

PO10 
基于 2,5-呋喃二甲酸(FDCA)的生物基聚酯研究 

王静刚,贾珍,孙黎源,刘小青*,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随着生物、催化和化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对生物基材料的日益重视，生物基 2,5-呋喃二甲酸（FDCA）的

规模化制备技术正在不断突破，其价格也有望接近于石油基的对苯二甲酸(PTA)，它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生物基平台

化合物之一。因此，以生物基 FDCA 代替石油基 PTA 合成各类新型生物基聚酯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本文重点介绍

了我们在 FDCA 基聚酯及弹性体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分别利用环己烷二甲醇、萘二酸、 2,2,4,4-四甲基-1,3-环丁二

醇等刚性单体对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F）进行了共聚改性，详细研究了刚性环状单体的引入对共聚酯热力学性

能、阻隔性能和透明度的影响；针对 PEF 聚酯脆性较大、断裂伸长率过低的问题，分别采用生物基长链二元酸和丁

香酚衍生物对其进行了共聚改性，制备得到了一系列全生物基聚酯弹性体，并重点研究了弹性体结构与性能之间的

关系。 

关键字： 2,5-呋喃二甲酸；聚酯；弹性体；阻隔性能； 

PO11 

具有 Diels-Alder 反应的生物基聚酯的制备及性能调控 
张旸,徐军,史家昕,郭宝华* 

清华大学 100084 

基于生物质的高分子材料由于其环境友好和原料来源广的性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生物基呋喃化合物

五元环中共轭双键结构可以发生 Diels-Alder（DA）反应，构建分子链间动态共价作用。本文以呋喃二甲醇为单体，

通过预聚-扩链法，解决了 2,5-呋喃二甲醇由于热稳定性差无法利用熔融缩聚法得到高分子量聚酯的问题，制备了主

链含 DA 反应位点的共聚酯，研究了其 DA 反应动力学过程。基于 DA 反应和结晶共存的体系，研究了两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机制，发现两个过程存在相互竞争、相互抑制的作用关系。根据 DA 反应和结晶的特征温度的不同，可以控

制 DA 反应和结晶同时发生或独立进行，发现先形成的 DA 动态网络对后进行的结晶过程有抑制作用。相同的样品，

仅通过调节热处理程序，可是实现宏观性能在结晶性聚合物到交联聚合物之间的转变。动态共价作用作为结晶外另

一种控制材料性能的有力手段，为我们在更宽范围内灵活控制材料性能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字：生物基聚酯；动态共价键；Diels-Alder 反应；结晶 

PO12 
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的高性能化与功能化 

曾建兵*,简新懿,赵桐辉,程泉勇 

西南大学 400715 

生物基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具有力学强度低、韧性与耐热性差等缺陷，严重阻碍了其应用与发展。鉴于此，

本文主要围绕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的高性能化与功能化开展了研究工作，首先，将环氧大豆油、癸二酸与聚乳酸

动态硫化，成功制备了以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为分散相、聚乳酸为连续相的高性能热塑性环氧大豆油树脂，即使

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含量高达 80%，仍然可热塑成型加工；利用长链结晶性齐聚物作为固化剂，将其与环氧大豆

油固化，利用固化剂的结晶，大幅度增强了热固性树脂的力学强度与耐热性，同时，长链固化剂降低了环氧大豆油

树脂的交联度，使热固性塑料的韧性获得的了大幅度提升；将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用作纳米粒子与纤维素基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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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粘合剂，成功制备了全生物基且可生物降解超疏水材料，该材料可应用于油水分离，使用废弃后能降解，不会造

成环境污染。这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为环氧大豆油树脂的应用拓展提供借鉴。 

关键字： 热固性环氧大豆油树脂；动态硫化；结晶增强；超疏水 

PO13 

高性能生物基含芳杂环结构新型环氧树脂的设计及合成 
翁志焕*,戚裕,胡月,王锦艳,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3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难以高性能化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其持续发展和推广应用的瓶颈。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在前

期工作基础上，从分子结构设计出发，合成一种扭曲、非共平面结构的含氮芳杂环全生物基化合物 (GSPZ)，并且实

验结果显示 GSPZ 具有比石油基双酚 A 更高的分解温度。通过调整 GSPZ 的化学结构，其可以用于制备一系列高性

能的环氧树脂及其固化剂。由于 GSPZ 独特的芳杂环结构，所得到的环氧树脂不仅具有自固化特性，其热固性树脂

同时表现出了优异的热稳定性和力学性能。本论文工作丰富了含芳环结构的生物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为设计可与

石油基热固性树脂相竞争的高性能生物基热固性树脂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验依据。 

关键字： 生物基；芳杂环结构；环氧树脂；高性能 

PO14 

新型功能化形状记忆聚酯设计、制备和性能研究 
孙利杰,耿聪颖,轩慧霞,游正伟* 

东华大学 201620 

形状记忆高分子（SMP）作为一种新型智能材料，在医疗器械，组织工程，药物缓释等生物医用领域有很大的

应用潜力。聚（癸二酸甘油酯）（PGS）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有研究表明 PGS

也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然而其形状转变温度在室温以下，并无太大的实用价值。因此，我们期望通过简单物理共混

的方式向 PGS 基体中引入高结晶性能的聚合物，以此来制备出形状转变温度高于室温的形状记忆聚合物体系。我们

将熔点稍高于体温的高结晶度的聚（癸二酸丙二醇酯）（PPS）引入到 PGS 基体中，PPS 的结晶部分充当 SMP 的动

态结构，高温交联后PGS形成的三维交联网络提供永久形态，构成以PPS的熔融温度（Tm）为形状转变温度的PPS/PGS

复合材料 SMP 体系。PPS/PGS 复合体系表现出良好的形状记忆性能。我们期望这种新发展体系所制备的形状记忆支

架能够应用于组织工程和药物缓释等生物医用领域。 

关键字： 聚（癸二酸甘油酯）;聚（癸二酸丙二醇酯）;组织工程支架;形状记忆 

PO15 

硫醇-烯点击反应制备新型纤维素衍生物及其应用 
胡昊泽,周金平*,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以碱/尿素溶液为溶剂和反应介质合成烯丙基纤维素（AC），进而通过硫醇-烯点击反应合成多种结构可控的新型

纤维素衍生物。AC 与半胱氨酸、十二硫醇的点击反应制备两性纤维素衍生物（AC-Cys-NDM），它在水溶液中自组

装形成纳米胶束（MC）。之后，以 MC 为软模板和保护剂通过光还原制备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和循环稳定性 Ag@MC

复合纳米胶束。以 4-二甲氨基萘二甲酰亚胺为荧光基团，通过点击反应合成了一系列荧光纤维素衍生物

AC-AET-DMANM，其荧光性质和溶解能力受 DSDMANM 大小的影响。通过荧光猝灭，AC-AET-DMANM 可用于有

机相中2,4,6-三硝基苯酚与2,4-二硝基苯肼的定量检测，检出限分别为 9.9×10-8和1.38×10-7mol/L。AC-AET-DMANM-W

在水体系中对 Cu2+具有高选择性和灵敏性，检出限为 8.2×10-8mol/L。 

关键字： NaOH/尿素溶液；烯丙基纤维素；硫醇-烯点击反应；胶束；荧光纤维素 

PO16 
流动场下纤维素纳米晶液晶自组装机制研究 

张建明*,刘平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5 

基于纤维素纳米晶（CNC）液晶自组装的功能材料在传感器、仿伪、手性模板等领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我们

前期的研究发现在真空辅助过滤形成的流动场作用下，CNC 能自组装成大面积、高取向、厚度可控的彩色膜，克服

了传统溶剂挥发法制备 CNC 彩色膜耗时长且成膜结构色不均一的缺点。通过研究氧化石墨烯（GO）的分散状态对

CNC 液晶自组装结构的影响，实现了 CNC 与 GO 在流动场下的共组装；制备了 CNC 与热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复合功

能材料，该材料随着含水量不同呈现出可逆颜色变化。此外，我们将少量离子液体后渗透到预制的 CNC 彩色膜的内

部，在保持 CNC 液晶自组装结构的前提下，改善了纯 CNC 彩色膜的硬脆性。近期，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真空辅助过

滤形成的流动场下 CNC 液晶自组装机制，并通过凝聚态结构调控开发出了高强、高韧、高耐热的 CNC 彩色膜。期

望以上研究将会对研发基于纤维素纳米晶液晶自组装结构的复合材料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关键字：纤维素纳米晶； 液晶自组装； 流动场 



 
 

812 
 

PO17 

基于新型溶解体系的纤维素水凝胶材料构建研究 
张丽华,谢海波* 

贵州大学 550025 

基于强有机碱、醇与 CO2 反应形成离子化合物的原理，以 DMSO 为辅溶剂，可实现纤维素的非衍生化温和溶解。

近期，我们探索了基于此新型溶剂体系构建新型水凝胶材料的研究，将溶解在此体系中的纤维素一步法通过原位 CO2

释放凝胶化或凝固浴再生的方法制备纤维素水凝胶。结果表明，静置可使 CO2 的缓慢释放获得水凝胶材料；以水、

甲醇、乙醇、异丙醇等凝固浴可快速获得水凝胶材料。红外光谱表明纤维素水凝胶小球的化学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WXRD 结果表明晶型发生了纤维素 I 型到纤维素 II 型的转变。由于纤维素大分子链上含有的大量羟基，水凝胶具有

较高的含水量（＞1000%）。干凝胶在水中表现出了再溶胀性，并与凝胶的干燥方式有关，冻干凝胶和烘干凝胶相比，

表现出较高的平衡溶胀率。本工作为制备纤维素水凝胶提供了一种温和、简单的新方法，在医学领域、农业领域具

有广泛的潜在应用。 

关键字： 纤维素；水凝胶；二氧化碳；再生 

PO18 

长链支化聚乳酸的超高取向微纤化形变机理及血液相容性研究 
李正秋,赵晓文*,叶林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610065 

本文针对自增强聚乳酸（PLA）骨固定医用材料的研究发展，采用多官能团酸酐及环氧化合物共同作为支化剂，

通过反应性加工制备长链支化 PLA（LCB-PLA），BOB 模型分析表明 LCB-PLA 具有由线型链、星型链和两代树型链

组成的复杂拓扑结构，呈现明显的“应变硬化”拉伸流变特性；采用固相热拉伸方法对 LCB-PLA 进行拉伸取向，其最

大拉伸倍率可达 1200%。随拉伸倍率增加，试样结晶度及取向因子增加，晶粒尺寸、片晶厚度、片晶侧向尺寸及长

周期减小，LCB-PLA 片晶排列更为紧密，形成了 shish-kebab 串晶结构。取向后试样强度和模量显著升高。分子动力

学模拟表明拉伸过程中 PLA 体系出现明显“缩颈”及“应变软化”现象，而 LCB-PLA 体系形变均匀，呈“应变硬化”特性，

其非成键能较高，抵抗变形能力更强。取向后 LCB-PLA 表面形成了类似于血管内壁的微米级沟壑仿生结构，表面疏

水性增强，血液相容性显著提高。 

关键字： 聚乳酸（PLA）；取向微纤化；形变机理；仿生结构；血液相容性 

PO19 

碳纳米管、聚乙二醇、聚乳酸接枝嵌段共聚物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丽英,邵俊*,侯豪情 

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330022 

聚乳酸（PLA）来源于玉米、木薯等生物质原料，其制品可完全生物降解，且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及较好的生

物相容性。然而，聚乳酸材料耐热性差、机械性能较脆等缺点制约了其实际应用。因此，若想拓宽 PLA 的应用领域，

就必须同时改善其韧性和耐热性。本工作拟用多壁碳纳米管（MWCNT）和聚乙二醇（PEG）与聚乳酸发生接枝共聚

形成 MWCNT-g-(PDLA-b-PEG)接枝嵌段共聚物来改善上述性能。共聚物中碳纳米管作为异相成核剂，有望促进 PLA

结晶的形成，加快结晶速率，以达到提高热形变温度的目的。同时将柔性生物高分子 PEG 引入 PLA 基体或分子链中，

由于柔性组分的加入，材料的韧性可大幅提高。采用 1H NMR、FT-IR、TGA、DSC 等研究手段对

MWCNT-g-(PDLA-b-PEG)接枝嵌段共聚物的形态结构，结晶行为，热学性能进行表征。目前结果表明，引入 MWCNT、

PEG 影响聚乳酸的热稳定性和结晶行为。 

关键字： 聚乳酸；碳纳米管；聚乙二醇；接枝共聚；结晶 

PO20 

基于广泛应用的化学交联生物弹性体 PGS 的热塑性形状记忆聚合物的研制 
轩慧霞,耿聪颖,吕姿颖,游正伟* 

东华大学 201620 

形状记忆弹性体作为智能响应性材料的一种，其在一定的外界刺激下能从临时形态恢复至永久形态，在药物缓

释、微创医疗等生物医用领域有广阔的应用潜力。聚（癸二酸甘油酯）（PGS）作为一种典型的热固型弹性体，已被

广泛应用。这里我们通过自行发展的新合成方法--酸诱导环氧开环聚合制备了结构更加规整的新一代 PGS--聚（癸二

酰基甘油二酯）PSeD。PSeD 具有较高的结晶温度和结晶度，通过轻度交联形成三维网络结构，并赋予了其重塑性能。

此外三维交联网络和部分结晶为其提供永久形态，部分结晶又为其提供形状转变的临时形态，进而获得形状转变温

度在人体温度附近的形状记忆弹性体。另外利用 PSeD 主链上的大量自由羟基又可对其功能化改性。该新的 PSeD 生

物弹性体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其将大大拓宽 PGS 类材料的应用领域，同时这里用化学交联和结

晶作用构筑动态三维网络的方法，也为类似的智能材料的研制提供了有效的新途径。 

关键字：形状记忆聚合物 生物弹性体 刺激响应性 聚甘油癸二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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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01 

聚乳酸共混支化蓖麻油基聚氨酯-聚左旋乳酸体系的结晶与结构 

黄绍永,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聚乳酸（PLA）是一种源于生物资源、可完全降解的高分子材料。但 PLA 结晶速度慢、韧性不足、熔体强度差

成为拓展聚乳酸应用的瓶颈。基于蓖麻油和低分子量高光学纯度聚 L-乳酸制备具有长支链聚 L-乳酸的支化聚氨酯-

聚乳酸共聚物（PCO-b-PLLA）。通过投料比、PLLA 分子量调控共聚物的组成、分子量和分子结构。深入研究了

PLA/PCO-b-PLLA 体系的结晶、结构和流变行为。研究发现，高光学纯度的长支链 PLLA 和支化 PCO 链段的引入使

其成为 PLA 高效成核剂，显著增加了成核密度、加快了晶体生长、提高了结晶度、影响了晶体结构。PLA/PCO-b-PLLA

界面间作用强，原因是长支链 PLLA 增加了与 PLA 分子链间的缠结作用，而且 PCO 链段可与 PLA 生成氢键。 本项

工作为 PLA 改性和开发高性能完全降解聚乳酸材料提供了一种思路。 

关键词: 聚乳酸；可降解高分子；嵌段共聚物；结晶 

PP02 

含非平面环生物基芳香聚酯的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王静刚,刘小青*,朱锦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F）是一种具有比 PET 更高的 Tg、强度和模量的新型生物基芳香聚酯，有望替代 PET。

但 PEF 的韧性差，成为限制其广泛应用的主要缺点。然而现有的增韧体系如添加增韧剂、柔性链共聚等均难以在保

持 PEF 高 Tg、强度和模量的前提下获得优异的增韧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将含非平面

环结构的二元醇 2,2,4,4-四甲基-1,3-环丁二醇（CBDO）引入到 PEF 分子链中，利用非平面环的空间构象转变提高了

PEF 的韧性，断裂伸长率提高了 2 倍，达到 15%，利用非平面环本身的刚性和空间体积效应将 PEFT 共聚酯的 Tg 由

原来的 87 oC 提高到 94.3 oC，强度由 85MPa 提高到 98MPa，模量由 2800 MPa 提高到 3500MPa，并且具有优异的透

明性和阻隔性能，从而全面提升了 PEF 的综合性能，为其在包装、纤维等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2,5-呋喃二甲酸；2,2,4,4-四甲基-1,3-环丁二醇；芳香聚酯；热性能；阻隔性能 

PP03 

纳米纤维构成的甲壳素多孔微球的止血性能研究 

涂建炳，陈雨枫，刘海清*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天然高分子甲壳素和壳聚糖具有来源丰富、无毒无害、生物相容、生物吸收、抗菌、官能团丰富的特征，基于

它们的多孔微球材料的构建及其在组织工程支架、药物和细胞载体功能研究有助于研发环境和生物友好的高性能材

料。本研究以脲碱水溶液为甲壳素的溶剂体系，采用无乳成球的静电喷射技术，结合相分离和超临界 CO2 干燥致孔

技术，研制甲壳素多孔微球；评价了甲壳素微球的凝血能力。系统分析了微球的大小、形貌、-NH2 含量、微球的化

学组成与促凝血能力的关系。研究表明甲壳素多孔微球具有显著的促凝血能力；直径为 200-500 微米微球的促凝血能

力基本相同，直径大于 500 微米微球的促凝血能力明显减弱；与致密颗粒比较，多孔结构能显著提高其促凝血能力；

含 Ca2+微球的促凝血能力明显增强。因此，甲壳素多孔微球可通过静电喷射绿色工艺制备；以甲壳素多孔微球为载

体融合多种促凝血因素，可望研发安全高效的生物吸收的甲壳素多孔微球止血材料。  

关键词: 甲壳素；多孔；微球；凝血 

PP04 

氯化聚丙撑碳酸酯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崔西华 1,2,姜伟*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聚丙撑碳酸酯(PPC)是一种具有良好加工性、阻隔性和透明性的二氧化碳基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然而较低的力

学性能和热稳定性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本文首次采用氯化反应的方式对 PPC 进行改性，制备了一种全新的聚

合物—氯化聚丙撑碳酸酯(CPPC)。研究发现，极性氯原子的引入提高了 CPPC 的分子极性，从而显著提高了 CPPC

的生物降解性、粘结性、增容性等性能。在土埋实验中，CPPC 表现出比 PPC 更加优异的生物降解性；CPPC 作为热

熔胶使用粘结木材、金属、玻璃的粘结强度分别可达 7.4、3.3、2.0 MPa，是 PPC 粘结相应材料粘结强度的 4 倍；并

且，CPPC 可以有效增容 PPC-MA/TPS 共混体系，SEM 结果表明，CPPC 的加入提高了 PPC-MA/TPS 共混体系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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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粘结性，降低了界面张力，进而提高了该共混体系的力学性能。以上性能的提高可以大大扩宽 CPPC 的应用范围，

从而促进 PPC 工业的发展。 

关键词: 聚丙撑碳酸酯(PPC)；氯化反应；生物降解性；粘结性；增容性 

PP05 

含硅柔性苯并恶嗪树脂制备与性能研究 

代金月,腾娜,沈潇斌,刘渊,刘小青*,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苯并恶嗪树脂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被广泛用于涂料、电子、航空等领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高性能热固性材料。

然而其同样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原料来源多为石化资源，固化产物质脆及韧性差等。本文以生物基来源的丁香酚

与糠胺为主要原料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硅柔性苯并恶嗪树脂，并对树脂及其固化产物的各种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树脂在室温下具有较低的粘度，范围从 28.9 到 727Pa.s；固化产物表现出优异的热力学性能：断裂伸

长率最高可达 8.1%，初始分解温度与储能模量分别高达 408°C 和 2100Mpa，玻璃化转变温度最高可达 123°C。此外

固化产物还表现出了良好的铅笔硬度，完美的附着力，优异的柔韧性以及出色的耐溶剂性。 

关键词: 丁香酚；糠胺；有机硅；苯并恶嗪；涂料 

PP06 

聚乳酸微孔膜的制备和功能化应用 

熊竹,钟云,林海波,刘富*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0021 

聚乳酸（PLA）因为其生物相容性好、降解小分子无毒害效应、机械性能优异和价格低等优异性，有望作为一种新

型膜材料在得到应用。我们首先针对 PLA 微孔膜的共性问题如微孔结构和抗污染进行了研究，其次研究 PLA 微孔膜

的个性问题如耐热稳定性问题。通过新型致孔剂对 PLA 相转换过程的调控，制备了高通量和高截留的 PLA 超滤膜，

克服了超滤膜 trade-off 的相关瓶颈。通过从分子结构设计、分子链段和聚集态调控、以及膜表面化学及微、纳结构

调控出发，改善 PLA 结晶性能、亲水性和抗凝血性等共性和个性问题，为 PLA 微孔膜在医用膜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依据。最后我们还通过模板法构建了超稳定超浸润 PLA 微孔膜以及通过立构复合构建类介孔多孔结构稳定

高效附载纳米催化剂，解决了聚乳酸微孔膜作为功能性膜材料所面临的特殊性问题. 

关键词: 聚乳酸，微孔膜，抗凝血，超浸润，催化 

PP07 

自固化环氧双酚酸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王义刚 1，聂小安*1,2 

林化所 210042 

通过分子设计将乙酰丙酸与苯酚反应制备双酚酸，然后与环氧氯丙烷反应制备双酚酸环氧树脂。将其涂膜并高

温固化制备成环氧薄膜。通过核磁氢谱和红外对其结构进行表征，通过热重、差示扫描量热仪、附着力测定仪、强

度硬度仪、弹性测定仪以及耐溶剂、热水和化学腐蚀性等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双酚酸环氧固化膜具有很好的热

稳定性，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70.84 ℃。其附着力为 1 级，铅笔硬度为 9H。在热水中长期放置，质量几乎不变。除丙

酮之外，耐溶剂性能较为优异。酸、碱和盐溶液的测试数据表明其耐盐和酸腐蚀性能较好。在碱溶液中腐蚀相对较

大。 

关键词: 双酚酸；自固化；性能 

PP08 

巯基-烯点击反应制备半胱氨酸-木质素吸附材料及其对 Cu(II)和 Pb(II)吸附性能 

金灿,张雪彦,孔振武* 

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210042 

水体资源的重金属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开发环境友好的重金属离子吸附材料具有重要

意义。木质素是自然界储量丰富的天然大分子，具有重金属离子吸附能力，但存在吸附容量低、吸附选择性差等缺

点，限制了在吸附材料方面的应用。本文利用高效、专一的巯基-烯点击反应可控修饰木质素制备了半胱氨酸-木质素

离子吸附材料（CFL）。该材料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更多的吸附位点，对水溶液中的 Cu(II)和 Pb(II)离子具有优良

的吸附容量（分别为 68.7 mg/g 和 55.5 mg/g）和吸附选择性能，经 5 次吸附/解吸循环使用后的吸附效率大于 80%。

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制备生物质基离子吸附材料的新方法，在水体资源的重金属离子净化处理和分离等方面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815 
 

关键词: 木质素；点击反应；重金属离子；吸附 

PP09 

基于 TEA 增塑改性 SPI 薄膜的超级电容器及性能研究 

倪守朋,霍鹏飞,刘旸,顾继友* 

以大豆分离蛋白（SPI）为基体材料，利用三乙醇胺（TEA）对其增塑改性制备 SPI/TEA 薄膜。以 SPI/TEA 薄膜

作为隔膜，活性炭为电极材料，硫酸锂（Li2SO4 为）为电解质组装了超级电容器单体器件。通过电化学阻抗、循环

伏安、恒电流充放电等技术手段，研究了单体器件的电化学性能，并探究了 TEA 用量对于单体器件性能的影响。实

验结果表明：采用 Li2SO4 作为电解质，超级电容器的电位窗口远高于 1.23 V（水的理论分解电压），能够达到 1.5 V；

而且器件表现出良好的双电层电容特性和较低的内电阻；经计算，当 TEA 占 SPI 质量分数的 160%时，超级电容器

具有最出色的电化学性能，在电流密度为 1 A g-1 时，其比电容和能量密度分别为 113.44 F g-1 和 8.86 W h kg-1。进一

步增大 TEA 的比例，并不能改善超级电容器的电化学性能，反而会因过量增塑剂使 SPI/TEA 薄膜的机械强度明显下

降。 

关键词: 大豆分离蛋白；超级电容器；隔膜；增塑改性 

PP10 

基于小球藻/聚丙烯酰胺杂化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易菊珍*,许榕发,杨立群,张黎明 

中山大学 510275 

与传统吸附材料相比，生物吸附材料成本低廉，储备丰富，且无二次污染物生成，因此在水处理方面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本文以丙烯酰胺为单体，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破壁蛋白核小球藻为掺杂物，制备一系列

的聚丙烯酰胺/破壁小球藻杂化水凝胶并研究了其吸附性能。结果显示：在破壁小球藻含量为 0～5%的范围内，当破

壁小球藻含量为 5.0wt%，交联剂含量为 5.0wt%，pH=7 时所得到杂化水凝胶对 MB 的吸附性能最好，其最大吸附量

为 4.04 mg·g-1。杂化水凝胶对 MB 的吸附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和 Freundlich 模型，表明吸附机理是一个以化学吸附

为主的非均相吸附过程。杂化水凝胶在 Cu2+、Cr3+、Cd2+三种离子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存在吸附竞争，吸附选择性

Cr3+＞Cu2+＞Cd2+。在单一金属离子存在的情况下，对 Cd2+的吸附效果最佳，最大吸附率为 30.8%。杂化水凝胶具有

较好的再生重复使用潜力。 

关键词: 小球藻；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吸附 

PP11 

淀粉基微球为稳定剂制备不同形貌的复合粒子 

裴小朋,谭颖,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利用固体微粒作为稳定剂，通过 Pickering 聚合可制备不同形貌，化学结构的复合粒子。大多数的固体颗粒稳定

剂多为无机粒子，由于聚合物微粒相对于无机微粒在有机相容性及化学结构可设计行有很大的优势，聚合物微粒稳

定剂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颗粒稳定剂，另一方面不同于无机微粒的是高聚物微粒可以被单体溶胀。我们通过对多

糖淀粉大分子改性制备出尺寸均一的淀粉微球，利用淀粉微球作为稳定剂，通过不同的聚合方法制备了不同形貌的

复合粒子。在实验中当用水溶性引发剂过硫酸铵（APS）时，聚合规律符合 Pickering 聚合规律，制备出梭莓状的粒

子；而当用油溶性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AIBN）时，聚合变成种子聚合，制备出了单分散的核壳粒子。 

关键词: 淀粉微球；核壳粒子；Pickering 聚合；种子聚合 

PP12 

木质素基吸附剂对水溶液中有机染料的去除 

曾超敏,靳艳巧* 

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50116 

本文以绿色、环保、可再生的木质素作为原料，通过 5-磺基水杨酸对其进行改性，制备出了一种新型高效的生

物质吸附剂，并对水中的亚甲基蓝进行了静态吸附实验，探讨了 5-磺基水杨酸改性木质素的吸附性能。结果表明，

这种吸附剂对亚甲基蓝展示出了良好的吸附性能，当投入的吸附剂量为 5g/L、pH>4、T=45℃、t=12h、亚甲基蓝初

始浓度为 200mg/L 时，吸附容量为 39.92 mg/g，吸附率几乎高达 100%。对亚甲基蓝的吸附动力学拟合结果表明，吸

附符合二级反应动力学模型，吸附热力学也能较好地吻合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这意味着吸附过程为单分子层吸

附，且通过拟合得出吸附剂的饱和吸附容量可达 111.11 mg/g。扫描电镜图片也进一步验证了整个吸附过程以化学吸

附为主这个推测，同时可能伴随着一些表面吸附和孔隙扩散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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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木质素；生物质吸附剂；5-磺基水杨酸；化学吸附 

PP13 

淀粉基纳米微球稳定的乳液聚合过程 

谭颖,裴小鹏,翟侃侃,徐昆,王丕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采用固体颗粒替代传统的分子型表面活性剂具有如下优点：(1)利于环境友好，符合人们对绿色化学的要求；(2)

固体颗粒在两相界面具有极高的吸附自由能，使乳液稳定性显著提高。淀粉是自然界中第二大可再生资源，具有来

源广泛、价格低廉、生物相容性好等特点，经适当改性后淀粉颗粒可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及生物医药等领域。 

本文的工作中，我们首先研究了淀粉基纳米微球在油水界面的吸附行为和作用机制。同时，以两亲性的淀粉基

纳米粒子为稳定剂，苯乙烯为分散相，进行了 O/W 型 Pickering 乳液体系中的自由基聚合。研究发现，采用不同的引

发体系，淀粉/聚苯乙烯复合微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微观结构。此外，在淀粉基纳米微球稳定的种子乳液聚合体系中，

可以合成具有不同微观貌，如树莓状、核壳结构、高尔夫球、雪人状等结构的聚苯乙烯/淀粉复合微球。 

关键词: 淀粉；纳米微球；Pickering 乳液聚合；种子乳液聚合 

PP14 

基于多元酚的可逆交联聚氨酯的研究 

曹珊,汪梅,丁海阳,李梅,黄坤*,夏建陵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210004 

热固性聚氨酯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高弹性和不溶性，但它们成型后不能像热塑性聚合物一样在损坏后进行再

加工，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的聚氨酯是以多元醇为原料与异氰酸根反应制备得到，在

不引入像双硫键、Diels-Alder 反应、酰腙键、氮氧自由基等可逆的共价键的情况下是不具有自修复的功能的。本研

究利用酚类与异氰酸根的可逆反应，将多元酚代替多元醇与异氰酸根反应合成具有自修复功能的聚氨酯。研究结果

表明，以多元酚为原料与异氰酸根反应制备得到的聚氨酯具有自修复功能，在材料损伤后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能分别达到原始样条的 70%到 86%。 

关键词: 热固性聚氨酯；可修复；多元酚 

PP15 

纳米纤维素杂化气凝胶的制备与吸附性能研究 

周政,李齐方*,冯建宇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纤维素气凝胶是一种通过纳米纤维素的搭接或交联而形成的三维体型材料，具备孔隙率高、导热系数低、密度

低、吸附能力强等特点。本工作将可水解的笼型倍半硅氧烷(OTSS)接枝到纳米纤维素表面制备纳米纤维素杂化气凝

胶，并对其化学结构、热稳定性和溶剂吸附性能等进行了研究。红外光谱和元素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水解缩合法可

将 OTSS 成功引入到纤维素气凝胶中，与未修饰的纳米纤维素气凝胶相比，修饰后杂化气凝胶孔隙率变化不大，最

大热失重速率温度提高了 30℃，残重率明显提高。微观形貌分析表明，OTSS 的引入会使纳米纤维素发生聚集，形

成了大量的团簇结构。溶剂吸附实验表明，纳米纤维素的聚集可增强气凝胶吸附液体过程中的毛细作用，有效地提

高了杂化气凝胶的溶剂吸附能力，与未修饰的纳米纤维素气凝胶相比，杂化气凝胶对多种有机溶剂的吸附质量增加

了 50%-100%。 

关键词: 笼型倍半硅氧烷；纳米纤维素气凝胶；溶剂吸附 

PP16 

分级木质素基 PP 抗氧剂结构与性能研究 

叶德展*2,1,3,顾绍金 1,2,3,周应山 2,徐卫林 2 

1.武汉纺织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湖北省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3.湖北省纺织新材料及其应用重点实验室 

木质素为仅次于纤维素的第二大天然高分子，工业木质素价格低廉、生理相容性好、具有可捕获自由基能力，

可作为聚烯烃加工用生物质抗氧剂。为解决硫酸盐木质素（KL）与 PP 相容性问题，常采用酯化、烷基化反应，虽

然可有效提高二者相容性，但酚羟基含量也大幅降低，削弱了 KL 对 PP 的热氧化稳定效果。采用四氢呋喃/环己烷作

为混合溶剂对 KL 进行沉淀分级，与 KL 相比，制备的分级 KL 酚羟基含量高达 4.52 mmol/g、醇羟基含量低至 0.57 

mmol/g、相对数均分子质量及其分布仅为 559 Da 和 1.29 的分级 KL（1T4C-SKL）。添加量仅为 0.5wt%时，1T4C-SKL/PP

的热氧化诱导时间（180oC, O2）比 KL/PP、PP 分别提高了 200%和 947%，高达 89.6 min。 

关键词: 硫酸盐木质素；PP；热氧化诱导时间；溶剂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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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7 

全生物基线形梳状聚月桂烯-graft-聚乳酸热塑性弹性体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周城,魏志勇*,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环境以及能源问题的日趋严重，使得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生物来源橡胶弹性体

聚月桂烯改性聚乳酸，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侧链密度及侧链长度的高支化聚月桂烯-聚乳酸热塑

性弹性体。为了进一步探索支化结构对聚合物微观结构、微相分离现象以及机械性能的影响，我们利用 NMR、GPC、

DSC、DMA 以及拉伸等方法对聚合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NMR 以及 GPC 数据表明成功合成了具有不同拓扑结构的

线形梳状聚月桂烯-聚乳酸接枝共聚物。DSC 二次升温曲线中出现的两个玻璃化转变，说明聚合物两相的相容性较差。

此外，DMA 曲线中出现的两个单独的 tand 峰进一步证实了微相分离现象的存在。拉伸测试表明，聚月桂烯弹性体的

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聚乳酸的拉伸韧性。 

关键词: 生物基; 高支化; 聚乳酸; 聚月桂烯; 热塑性弹性体 

PP18 

生物质荧光 NFC/CDs 复合材料制备及在离子检测上的应用 

苗苗,曹绍梅,冯欣* 

上海大学 200444 

基于天然生物质的纳米纤维素(NFC)，由于具有低密度特性、高长径比、高机械强度、晶体高度有序等结构性能，

以及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有望取代石油基聚合物材料应用于透明薄膜，柔性电子，生物医药、组装

工程等领域。目前，关于纳米纤维素的制备技术和表面改性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因此，如何优化

纳米纤维素精细分离、形貌结构以及表面基团控制，与功能材料形成有效复合接枝成为制备新型纤维素基纳米复合

材料的关键。本文以冬瓜汁为原料，通过一步水热法制备了氮掺杂的荧光碳点(CDs)，直径为 4.5~5 nm，表面存在大

量羟基、羧基以及含氮官能团，通过共价作用能与表面羧基化的 NFC 复合接枝，制得 NFC/CDs 纳米复合材料。

NFC/CDs 纳米复合材料在 360 nm 紫外光照射下能发出强的蓝色荧光，最大吸收波长在 448 nm。该生物质复合材料

可以用于重金属离子 Cu2+的检测吸附，最小检测浓度可达 1 μM。 

关键词: 纳米纤维素，碳点，荧光材料，离子检测 

PP19 

高官能度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类 UV 树脂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刘承果,胡云,张飞,周永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210042 

利用可再生的植物油资源合成优良的不饱和酯大分子光敏预聚体，对于植物油资源的高值化利用以及 UV 树脂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预先合成的双 C=C 官能度羧酸化合物对环氧大豆油进行开环

改性，合成了高官能度的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类光敏预聚体，并利用红外、核磁、凝胶色谱等表征了其结构。该预

聚体经 UV 固化后，利用动态热机械分析、热重分析、涂膜性能测试等研究了所得 UV 固化材料随稀释单体种类不同

所引起的性能变化。结果表明，所合成豆油基预聚体的 C=C 官能度可达 5.43 每甘油三酯，比环氧大豆油丙烯酸酯要

高。随着稀释单体官能度由 1 增至 3，树脂的 25℃储存模量、玻璃化转变温度、最大分解温度、涂膜硬度均呈上升

趋势，而涂膜附着力、柔韧性等则呈下降趋势。所得植物油基光敏树脂有望用于光固化涂料。 

关键词:环氧大豆油；环氧丙烯酸酯；光固化涂料 

PP20 

绿色静电纺丝丝素蛋白纳米纤维膜及其空气过滤性能研究 

高小超,苟静,段莎莎,张玲*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本文主要研究了丝素蛋白（SF）纳米纤维膜及其空气过滤性能。丝素蛋白具有丰富的官能团和可控生物降解性。

本研究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了具有较大比表面积和较小孔隙率的丝素蛋白纳米纤维膜，并对其纤维形态结构，孔隙

率及空气过滤性能进行了表征。扫描电镜（SEM）测试结果表明 SF 纳米纤维膜在经过溶液刻蚀后表面形成“鳞片”和

“尖刺”型纳米粗糙结构，纤维表面粗糙度明显增加。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接触角（WCA）和空气过滤性

能测试，证实了这种具有粗糙结构的纳米纤维膜能够明显提高空气过滤性能。在 1m/s 气流速度下，具有粗糙结构的

SF 纳米纤维膜对于 PM2.5 的过滤效率高达 99.99%，空气阻力为 360Pa，而在同样过滤效率下，光滑的 SF 纳米纤维

膜的空气阻力为 650Pa，粗糙结构的引出能够有效降低过滤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提高过滤性能。此外，本实验所纺制

的丝素蛋白纳米纤维膜可生物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关键词: 静电纺丝；丝素蛋白；空气过滤；高效低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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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1 

湿法纺丝法制备可控发光的 CdTe/海藻酸盐荧光纤维 

赵志慧*,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71 

荧光纤维在防伪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但现有荧光纤维制备步骤繁琐，且在纤维成型过程中，所添加的荧光

物质的发光颜色往往发生变化，导致荧光纤维的发光颜色难以预测。本文提出了一种湿法纺丝法制备荧光纤维的新

方法，该荧光纤维以海藻酸盐和 CdTe 荧光纳米晶制备而成，海藻酸盐作为荧光纤维的基质材料，CdTe 荧光纳米晶

作为荧光纤维的荧光材料。由于海藻酸盐和 CdTe 荧光纳米晶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将 CdTe 荧光纳米晶溶解于海藻酸

盐溶液中进行纺丝来制备荧光纤维，我们推测在纺丝过程中，CdTe 纳米晶被通过化学键固定在荧光纤维中，故纳米

晶之间不发生聚集，荧光纤维的发光颜色与所使用的纳米晶完全一致，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同时，制备得到的

荧光纤维稳定性好，纳米晶难以渗出。且纤维的发光颜色由绿色到红色连续可调，用任一波长的紫外光均可激发。

该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绿色环保，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关键词: 荧光纤维；海藻酸盐；碲化镉；湿法纺丝 

PP22 

含有异山梨醇单元的新型聚酰亚胺的制备与表征 

米智明,陈春海* 

吉林大学 130012 

本文异山梨醇为原料，设计合成了含异山梨醇单元的二胺，二胺与商品化二酐热亚胺化得到含异山梨醇单元的

新型聚酰亚胺。该聚酰亚胺与传统全芳香型的聚酰亚胺相比，既保持了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热稳定性，亦兼有

透光率高、溶解性好、低介电的优点。含异山梨醇单元的聚酰亚胺薄膜厚度为 20mm 时，在 450nm 处的紫外可见光

透过率高达 87%，此外，此类薄膜在常见的有机溶剂如 DMAc，THF 等中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这些优异的性质使

得此类聚酰亚胺在光电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重要的是，异山梨醇作为生物基原料，以其合成的聚酰亚胺一方

面具有环境友好的特点，另一方面，它能部分取代不可再生的石油基的芳香族化合物（如二元酚类），为探索可降

解、可再生的生物基原材料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异山梨醇；聚酰亚胺；可溶性；透光性 

PP23 

配位聚合制备萜烯基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李世辉,李磊,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0022 

随着石化资源的日趋枯竭，用可再生资源取代石化制品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各种新型可再生高分子材料层出

不穷，其制备技术也日趋成熟。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甲基丁内酯、丙交酯、各种大环内酯以及长

链脂肪酸等生物基单体。萜烯作为一类广泛存在于各类植物体内的天然来源碳氢化合物，却长期被高分子学者和工

业界所忽视。我们采用稀土催化剂成功实现了单萜烯 β-月桂烯的立构选择性聚合。如果以 β-月桂烯为原料，进行烯

烃复分解反应，可制得一种环状共轭双烯单体 3-亚甲基环戊烯。我们首次将配位聚合方法应用于这种环状单体的聚

合，并筛选出了一系列高催化活性、高 1,4-选择性的稀土催化体系，并在较宽的聚合温度下制备出了高分子量 1,4-

聚 3-亚甲基环戊烯。最近，我们用稀土催化体系将 3-亚甲基环戊烯和异戊二烯嵌段共聚合，制备出 1,4-聚 3-亚甲基

环戊烯为硬段，顺 1,4-聚异戊二烯或顺 1,4-聚丁二烯为软段的新型热塑性弹性体。 

关键词: 萜烯；稀土配合物；异戊二烯；嵌段共聚合 

PP24 

香草醛基高性能阻燃环氧树脂及其作为阻燃剂的应用研究 

王胜,马松琪*,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环氧树脂是一类重要的高分子材料，然而当前通用的双酚 A 环氧树脂存在原料不可持续性以及性能（如阻燃性）

差等问题。以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制备自阻燃环氧树脂符合发展需要而倍受关注。香草醛作为第二大生物质资源木

质素的平台化合物，在制备高分子材料方面表现出了具大潜力，然而有关香草醛基环氧的报道较少，且需采用氧化、

还原等不环保的方法将香草醛转化为适合引入两个环氧基的结构。因此，本论文采用绿色合成方法将香草醛通过二

元胺偶合，同时通过磷氢加成反应引入绿色的有机磷阻燃结构，进而引入环氧基团，得到的环氧树脂不仅具有优异

阻燃性，还具有相对双酚 A 环氧树脂更优的热、力学性能。将这种环氧树脂与聚磷酸铵一起阻燃改性双酚 A 环氧，

可大大提高阻燃效率，当总添加量为 10phr 时，就可达到 UL-94 V0 级别，同时环氧树脂的热学性能得到了很好地保

持。这类香草醛基环氧树脂在作为自阻燃的基体树脂和添加型阻燃剂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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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氧树脂；木质素；绿色阻燃；生物基；有机磷阻燃剂 

PP25 

乙基纤维素/蓖麻油酸源巯基多元醇超分子复合膜的制备及性能 

李梅 1,2,夏建陵 1,2,丁海阳 1,毛伟 1,李守海*1,2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以蓖麻油酸、环氧氯丙烷及巯基乙醇为原料，制备了一种蓖麻油酸源巯基多元醇（STRA）。将 STRA 与溶于冰

醋酸的乙基纤维素（EC）共混制得 EC/STRA 超分子复合膜。通过扫描电镜分析、接触角测试、热重分析 (TGA)、

力学性能及动态力学性能分析（DMA），考察了 EC/STRA 超分子膜的亲水性、热稳定性及力学性能。结果表明: STRA

可有效改善纯的 EC 膜的脆性，EC/STRA 超分子膜体系的柔韧性随着 STRA 在 EC 膜中用量的增加而提高。在保证

EC 膜亲水性和热稳定性的良好条件下，EC/STRA (90/10) 和 EC/STRA (80/20)体系的拉伸断裂伸长率分别是纯 EC 膜

的 231 %和 800 %。因此，EC/STRA 超分子膜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乙基纤维素; 蓖麻酸; 巯基多元醇; 超分子膜 

PP26 

PEG 对 PLLA 气体透过性及 CO2/O2 选择透过性的影响 

云雪艳,李晓芳,董同力嘎* 

内蒙古农业大学 010018 

PEG 可以作为同时改善 PLLA 脆性及气体透过性的安全的优良助剂。为避免迁移导致的食品污染和材料性能下

降，采用化学合成制备 PLLA-PEG 共聚物，探究薄膜的结晶状态及微观结构对共聚物气体透过性的影响。测试结果

表明：PEG 链段的嵌入极大提高了材料的 CO2 渗透性，CO2/O2 透过比可高达 12/1。此外，材料的透湿量增大了 2 倍。

这样的透过性能极其有利于果蔬类食品的密闭包装内形成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理想气氛组成，且能避免结露现象。 

关键词：聚乳酸；聚乙二醇；气体渗透性；气调包装 

PP27 

改性巴西土/壳聚糖杂化气凝胶的制备及表征 

范金旭,马睿*,胡盼,唐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30074 

目前，制备和设计用于新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新型多孔材料受到广泛关注。壳聚糖是一种环境友好型天然高分子，

巴西土是一种廉价易得的天然粘土矿物。本文首先利用液体焦糖改性天然矿物巴西土，得到均一的碳材料，再利用

硝酸对碳材料进行氧化改性，增强其表面化学性能，改性碳与壳聚糖按质量比为 1：:19 复合，使用冷冻干燥法成功

制备出改性巴西土/壳聚糖杂化气凝胶，采用 X 射线粉晶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热重分析以

及氮气吸附-脱附测试来表征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结果表明制备的气凝胶材料具备丰富且规则的孔洞结构，这表明这

类气凝胶材料可能在二氧化碳吸附、油水分离和水处理等方面具有应用前景。 

关键词: 矿物；壳聚糖；气凝胶；吸附 

PP28 

含生物基长链二元酸的聚 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共聚酯的合成及表征 

贾珍,刘小青*,王静刚,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近年来，随着全球严峻的能源短缺问题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日益凸显，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来代替石化

原料变得日益重要。2,5-呋喃二甲酸（FDCA）在 2004 年被美国能源部列为一种具有应用潜力的生物基平台化合物，

其已经在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和应用中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本文以 FDCA、十二烷二酸（DMDC）和乙二醇

为原料，乙酸锌为催化剂，通过酯交换和缩聚两步法制备得到聚十二烷二酸-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DF），为

无规共聚酯弹性体。采用 1H NMR 对共聚酯的结构进行表征，并计算出所得共聚酯中 ΦED和 ΦEF。采用 DSC 和 TGA

对共聚酯的热学性能进行研究，从 DSC 结果发现随着长链酸比例的增加，玻璃化转变温度（Tg）逐渐降低。从 TGA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PEDF 共聚酯的热稳定性较好。通过力学拉伸测试，结果发现 DDCA 共聚单体的引入，可以有

效的提高 PEF 的韧性。 

关键词: 2，5-呋喃二甲酸（FDCA），十二烷二酸（DDCA），聚十二烷二酸-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PEDF），增

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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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9 

巯基-烯光点击合成植物油基多元醇及其水性聚氨酯的制备 

张超群*,冯业昌,杨卓鸿,袁腾,梁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 77843 

以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等可再生资源为基础合成水性聚氨酯具有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多重功效，是实现高分

子材料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植物油由于来源广泛和价格低廉已经作为一种重要原料广泛应用于聚氨酯多元

醇的合成。目前，不少研究者使用植物油通过开环反应、酯交换反应、臭氧氧化反应等制备聚氨酯用多元醇，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这些反应中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剂或者昂贵的催化剂，不符合大众的绿色制造的期望。本文从

多种植物油（橄榄油、油菜籽油、蓖麻油、玉米油、米糠油、葡萄籽油和亚麻油）出发利用硫基-烯光点击反应制备

出含有不同官能团的生物基多元醇；探究了光照强度、反应时间、物料比等对双键转化率和产率的影响；基于这些

新型植物油基多元醇，开发出了一系列阴离子水性聚氨酯，对其涂膜的力学、热物理性能和热稳定进行了表征。 结

果显示硫基-烯光点击是一种新型高效的植物油基多元醇的制备方法。 

关键词: 植物油，水性聚氨酯， 多元醇 

PP30 

胆甾相纤维素纳米晶液晶传感膜 

戴世栋,刘大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10044 

Two main classes of CNCs based sensors was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 One i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ral nematic mesophases in solidified free-standing CNCs or its composite films by varying the ionic 

strength; the other i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hotonic crystal of CNCs in a manner of LBL coating. In this topic, we will make 

the sensing mechanism clear when the hybrids or LBL coating were applied as gas or vapor sensors. 

关键词: 纤维素纳米晶；胆甾相液晶；传感 

PP31 

利用包合物制备高熔点高结晶度的聚丁二酸丁二酯晶体 

陈晓彤,叶海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02249 

伸直链晶体（Extended-chain crystal，ECC）是聚合物热力学上最稳定的晶体，需要在极高压力条件下由熔体结

晶获得。因此，如何在常压下获得聚合物 ECC 具有较大挑战。在高分子/小分子包合物体系中，高分子链被孤立分布

在主体小分子孔道中，此时高分子链不存在缠结且采取特殊构象。基于这些特点，我们提出了利用包合物作为前驱

体制备 ECC 的思路，采用静电共纺丝技术制备了聚丁二酸丁二酯（PBS）与尿素（Urea）的包合物，确定了 PBS 以

孤立伸展的方式单根分布于直径为 5.5 埃 Urea 分子形成的六方孔道中。通过快速脱除 Urea 框架，使孤立伸展的 PBS

分子链聚集并结晶，所得 PBS 晶体熔点为 136℃，接近外推平衡熔点；且熔融焓值在 115 J/g，相对结晶度近 100%。

利用晶粒度解析法确定晶体中沿 c 轴方向厚度大于 26nm，证明所得晶体为 ECC。此外，该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脂肪

族聚酯的伸直链晶体制备。 

关键词: 伸直链晶体；PBS；静电纺丝；包合物 

PP32 

新型骨甲壳素/羟基磷灰石复合生物塑料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贺盟 1,2,王正刚 2,张俐娜*2 

1.盐城工学院；2.武汉大学 

生物医学领域迫切需要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塑料，以避免在骨头修复完成后进行二次手术。基于凝胶状态下具有

可移动性甲壳素分子链在真空负压下会发生分子聚集和紧密堆积并向平面各方向排列取向，形成均匀取向态结构，

从而改变材料形状和尺寸，我们构建出新一类甲壳素生物塑料。同时，基于甲壳素水凝胶多孔结构及其对金属离子

强吸附能力，在甲壳素孔穴中原位合成羟基磷灰石粒子构建出甲壳素/羟基磷灰石复合塑料。结果表明羟基磷灰石和

甲壳素间存在着强相互作用，从而明显提高甲壳素塑料的力学性能，其拉伸强度由 51.5 MPa 增加到了 99.2MPa。尤

其，小鼠胚胎成骨细胞（MC3T3-E1）培养实验证明羟基磷灰石的引入显著提高了甲壳素对成骨细胞的粘附和增殖能

力。动物实验结果表明甲壳素及其复合塑料具有优良的组织相容性和体内降解性，因此，该复合塑料在骨修复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甲壳素；羟基磷灰石；骨修复；生物塑料；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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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33 

低温尿素/碱体系制备功能化细菌纤维素水凝胶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石志军,王蠡,李思祥,胡三明,杨光*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30074 

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 BC）是一种微生物合成的天然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大量的研究已

经证明了 BC 对多种细胞均无急性毒性、长期毒性和基因毒性，在生物医学方面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如可作为人工

皮肤、人造血管、药物缓释载体等。细菌纤维素的合成依赖于微生物，由于微生物的生长受环境的影响，如温度，

pH, 离子种类与浓度，营养物质，细菌活性等。使得发酵产物的结构与性质在每一批次都会受到影响。利用低温尿

素/碱体系处理细菌纤维素，可获得结构性质均一的纤维素凝胶产品。在这里，我们以低温尿素/碱体系处理改性细菌

纤维素，获得多种功能化的水凝胶材料：包括功能化的纤维素凝胶微球、高强度透明凝胶、导电/压电再生水凝胶等。

并探索其在细胞微载体、光热治疗、硬脑膜、电活性组织工程支架、仿生能量俘获器件与生物传感器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 细菌纤维素 低温尿素/碱体系 纤维素凝胶微球 高强度透明凝胶 电活性组织工程支架 

PP34 

通过提高异山梨醇 endo-OH 反应活性制备高性能生物基聚碳酸酯 

张明,吴国章*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237 

以异山梨醇（ISB）与碳酸二苯酯（DPC）为原料，通过熔融缩聚两步法制备生物基聚碳酸酯。异山梨醇分子结

构中含有 endo 和 exo 两种类型的羟基，其中 endo-OH 与邻位呋喃环上氧原子之间存在氢键作用，且空间位阻大，导

致其反应活性比较低。有报道称 ISB 与 DMC 反应过程中，弱碱催化条件下，ISB 的反应活性主要受空间位阻影响，

exo-OH 反应活性高，通过 BAC2 机理反应形成羧甲基化衍生物，但在强碱催化条件下，endo-OH 由于亲核能力强，

反应活性反而更高，容易通过BAL2机理反应形成甲基化衍生物。本文拟在DPC体系中系统考察碱性催化剂对 endo-OH

的活化作用，通过促进 BAC2 反应，制备高分子量、高热稳定性生物基聚碳酸酯。利用 FTIR、1H NMR、DSC 及 TGA

等表征了生物基聚碳酸酯的化学结构、分子量及热稳定性，结果发现，以 Ca2+、Zn2+为催化剂制备的 ISB 基聚碳酸

酯分子量高且热性能优异。 

关键词: 异山梨醇；聚碳酸酯；催化剂；酯交换反应 

PP35 

聚(L-乳酸)薄膜的气体阻隔性的控制及其应用 

董同力嘎*,云雪艳,宋树鑫,李晓芳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010018 

本研究中探究了 PLLA 薄膜制备因素对气体与水蒸气阻隔性的关系。在 PLLA 表面上沉积 SiOx后发现，材料的

气体的阻隔性和 CO2/O2 的选择透过性得到大幅度提高。将沉积 SiOx的保鲜膜作为自发型保鲜包装时，薄膜通过自身

的气体的交换功能自发调节包装内部的气氛组成，长时间保持包装内低氧高二氧化碳的较适合生鲜食品保鲜的气氛

条件，冷鲜肉保质期达到 50 天以上。通过与 PEG 和 PCL 制备了 PLLA 嵌段物薄膜。纯 PLLA 膜的 CO2/O2 选择透过

比约为 3，PLCL 和 PLGL 薄膜的选择比分别升高到 6.7 和 12.4。当用于樱桃番茄和草莓密闭包装时，共聚物薄膜包

装依靠薄膜气体渗透特性维持比较适宜的高 CO2 低 O2 浓度，且无结露现象产生。这种气氛环境有效地抑制果实的呼

吸降和水分的散失，同时起到了抑制微生物繁殖和酶反应作用，延缓了成熟衰老进程，大幅度延长了果实的保鲜期。 

关键词: 聚乳酸；阻隔性；选择透过性；保鲜 

PP36 

基于季铵化壳聚糖-聚乙烯醇互穿网络型复合碱性聚电解质膜 

赵舒俊 1,刘海 1,2,郑根稳 1,文胜 1,龚春丽*1,2 

1.湖北工程学院；2.生物质资源转化与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作为碱性聚电解质膜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之一，碱性聚电解质膜起着阻隔阴阳两极和传导 OH-的作用，但目前

仍无令人满意的碱性聚电解质膜可以直接商用，如何平衡其离子电导率和机械性能是目前碱性聚电解质所面临的关

键问题。本论文通过对溶胶-凝胶法所制备的纳米 SiO2 进行季铵化改性得到季铵化 SiO2（QSiO2），再将其与季铵化

壳聚糖（QCS）和聚乙烯醇（PVA）的共混膜基体进行复合，经戊二醛交联制备了一系列不同 QSiO2 添加量的

QCS-PVA/QSiO2 互穿网络型复合碱性聚电解质膜。采用扫描电镜、交流阻抗等考察了膜的形貌、热稳定性和 OH-电

导率等性能。结果表明，无机粒子的加入使得复合膜的热稳定性提高，离子电导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QSiO2

添加量为 5 wt%时达到最高为 0.0644 S·cm-1，是未添加 QSiO2 的纯膜电导率（0.022 S·cm-1）的将近 3 倍，有望作为

碱性聚电解质膜用于燃料电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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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季铵化壳聚糖；复合碱性聚电解质膜；聚乙烯醇；二氧化硅；离子电导率 

PP37 

壳聚糖/硫化氧化锆包覆碳纳米管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及研究 

欧颖 1,郑根稳 1,龚春丽 1,2,汪杰 1,刘海*1,2,文胜 1 

1.湖北工程学院；2.生物质资源转化与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壳聚糖(CS)是一种来源丰富的天然碱性聚电解质，近年来成为了聚电解质材料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但 CS 仍存

在质子电导率偏低和机械性能不足等问题，本文拟通过有机-无机复合寻求一条简单有效的解决途径。首先对碳纳米

管(CNTs)进行酸化处理，为促进 CNTs 的分散并赋予其质子传导能力，采用超强固体酸-硫化氧化锆(SZr)对其表面进

行包覆，得到了硫化氧化锆包覆碳纳米管(SZr@CNTs)，然后将 SZr@CNTs 与 CS 基体进行复合，制备出不同配比的

CS/SZr@CNTs 复合质子交换膜。一方面，表面包覆能促进 CNTs 在基体中的分散，充分发挥 CNTs 的增强作用；另

一方面，质子导体 SZr 包覆层能为复合膜提供了新的质子传输位点，提高其质子电导率。结果表明：SZr@CNTs 的

加入同时提升了复合膜的机械性能与质子电导率，80oC 条件下，SZr@CNTs 添加量为 1wt.%的复合膜的质子电导率

是纯膜的 1.2 倍。 

关键词: 壳聚糖；碳纳米管；硫化氧化锆；质子交换膜 

PP38 

纤维素基复合气凝胶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的研究 

韦枭,王勇* 

西南交通大学 610031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高分子，但是其单一的物理化学性质使得它的功能性极其有限。本

论文通过引入聚多巴胺对纤维素进行改性制备出了一种新型气凝胶。在复合气凝胶中，纤维素和聚多巴胺片层上极

性基团之间强烈的氢键作用促进了聚多巴胺片层的分散。文中通过溶液共混、溶剂交换以及冷冻干燥的方法制备了

一系列复合气凝胶，并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vis）、红外光谱（FTIR）、扫描电镜（SEM）、广角 X 射线

衍射分析（WAXD）等检测手段对复合气凝胶的形貌结构及化学性质进行了表征。随后，对复合气凝胶的吸附性能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复合气凝胶对亚甲基蓝（MB）具有优异的吸附能力，对 MB 的吸附效率达 95% 以上。本文

提供了一种简单且环境友好的制备多功能纤维素气凝胶的方法，这在废水处理领域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纤维素； 聚多巴胺； 气凝胶；吸附 

PP39 

基于植物油的环氧高分子及其高强度热固性树脂 

汪钟凯*,陈姿鸽,吴茫,徐开捷 

安徽农业大学 230036 

近年来，石化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基于可再生资源的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植物油

基高分子原料来源广泛、生物相容性好、可降解、机械性能优异，是一类重要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对植物油基高

分子材料的开发和应用不仅能够帮助改善生活环境，还能解决废弃油脂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兼具科学意义和实

际应用价值，其中包括植物油环氧树脂。然而，当前植物油环氧树脂的环氧基团活性低，其热固性树脂结构不完善

且材料力学性能差。本文通过将植物油高效转化为单体、聚合及环氧化制备环氧高分子，随着单个分子上环氧基团

的数量的增加，其产品的机械性能将得到大幅提升。此外，通过设计不同玻璃化转变温度的环氧高分子或通过调节

环氧高分子与固化剂的投料比，可以获得从软弹性体到高强度性塑料的一系列热固性材料。 

关键词: 植物油；环氧高分子；高强度树脂 

PP40 

三维多孔 PLA 生物支架表面修饰及其性能研究 

崔志香,司军辉* 

福建工程学院 350118 

本文联合利用真空辅助溶液浇注/热致相分离技术制备具有较高孔隙率和良好连通性的三维多孔 PLA 支架，并通

过超声粒子嵌入技术对 PLA 支架进行表面修饰获得 PLA/HA 复合支架。利用 SEM 观察超声时间对复合支架表面形

态的影响。采用 XRD 研究 PLA/HA 复合支架的表面化学组成，并计算获得复合支架的孔隙和吸水率。研究 PLA 支

架表面修饰前后的亲水性能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HA 颗粒已经成功镶嵌于 PLA 支架表面，随着超声时间的增加，

复合支架表面覆盖的 HA 颗粒增加，使其孔隙率稍微降低，但仍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同时，吸水率随着超声时间的

增加而增加。与 PLA 支架相比，PLA/HA 复合支架的亲水性能和力学性能显著提高。因此，采用超声技术可以方便、

mailto:CS/SZr@CNTs)复合质子交换膜。表面包覆处理使得C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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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快速有效的将 HA 颗粒镶嵌于支架表面，有效地提高复合支架的亲水性能和力学性能，从而进一步提高复合

支架的生物相容性，使其在骨组织工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三维多孔支架，聚乳酸(PLA)，羟基磷灰石(HA), 表面修饰 

PP41 

可生物降解的生物基热塑性弹性体制备与性能研究 

宰莹莹,王庆国*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近年来，应用生物质资源制备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已成为高分子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来源于生物质资源的单

体(丁二酸、癸二酸、富马酸、1,3-丙二醇和 1,4-丁二醇)为原料，应用熔融缩聚法合成聚酯多元醇(BPP)。BPP 与过量

的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聚合反应后，再加入 1,4-丁二醇(BDO)扩链，合成以 BPP 为软段，MDI 和 BDO

的聚合物为硬段，数均分子量在 10000-24000 之间的可生物降解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BTPU)。BTPU 具有良好的机械

性能，拉伸强度可达 7 MPa 以上，断裂伸长率超过了 100%；BTPU 具有良好的热性能，玻璃化转变温度在-40℃左右，

热分解温度高于 300℃，熔点超过 159℃；BTPU 在脂肪酶溶液中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能，两周的质量损失率可达

42.5%，且随着 BPP 含量的增加而增大。BTPU 以其优异的性能可被广泛应用在工业、农业、国防等众多领域。 

关键词: 生物基；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生物降解 

PP42 

纤维素基动态全彩荧光材料 

田卫国,张金明,张军*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动态可调节的固体荧光材料，尤其是那些类似于变色龙的荧光材料，其荧光性质可随着不同的外界环境刺激的

改变而发生改变或响应的动态荧光材料，因潜在的应用价值和实际需求，近来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本文中我们提

出了一种基于荧光共振能量传输（FRET）和三基色原理（trichromacy）设计合成光控动态全彩荧光材料的策略，分

别将螺吡喃、荧光素、芘等三种不同的荧光基团引入到纤维素骨架上，获得了具有红、绿、蓝三基色荧光性质的纤

维素基固体荧光材料；通过控制兼具光开关性质和荧光光致变色性质受体组分和给体组分之间的能量传输效率，可

以实现在人眼可识别的时间范围内对荧光性质（荧光颜色和强度，或荧光 RGB 值）进行可逆的动态非线性调节过程。

同时这类源于纤维素衍生物的荧光材料仍保持原有的优异加工性能，因而可容易地转变成各种适应不同实际需求的

材料形式，特别是荧光打印油墨，可用于重要信息的加密、安全印刷、动态防伪设计。 

关键词: 光控调节；荧光变色；全彩；纤维素基；固体荧光材料 

PP43 

蓖麻油基阻燃多元醇的制备及在聚氨酯泡沫中的应用 

丁海阳 1,李梅 1,2,夏建陵*1,2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2.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以可再生资源蓖麻油和 9, 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 (DOPO) 为原料， 成功合成和表征了一种新颖的

含磷、氮阻燃蓖麻油基多元醇 (FRPE)，其结构分别由 FTIR、1H NMR 和 13C NMR 进行了表征，与阻燃二元醇 (BHAPE) 

共混用于聚氨酯泡沫本质阻燃改性。研究结果表明: 用于制备阻燃聚氨酯聚氨酯泡沫 (FRPE/BHAPE/PUF) 的 FRPE

与 BHAPE 的最佳质量比为 6:4。FRPE/BHAPE/PUF 的 LOI 值增大到 25.4 %，较 4110 基聚氨酯泡沫 (4110/PUF) 提

高 30.3 %；FRPE/BHAPE 混合阻燃聚醚明显降低了聚氨酯泡沫 (PUF) 的热释放速率 (HRR)和 THR，提高了聚氨酯

泡沫的热稳定性。通过残炭 FTIR、XPS 和 SEM 等分析，气相裂解产物 TGA-FTIR 和 TGA-MS 等分析手段，说明 

FRPE/BHAPE 混合阻燃多元醇的阻燃机理为气相和凝聚相阻燃机理相结合。 

关键词: 聚氨酯泡沫；蓖麻油；阻燃；热降解机理；阻燃机理 

PP44 

生物基聚酯多元共混体系的构造及性能研究 

张坤玉*1,胡宽 2,张磊 1 

1.天津大学化工学院；2.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近年来，具有资源和环保双重特点的生物基聚酯材料成为研究热点。 然而生物基聚酯普遍存在的韧性差、热稳

定性差、难加工、成本高等缺陷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广泛应用。如何在不牺牲其环境友好特性的前提下，低廉高效改

善材料的性能一直以来都是生物基聚酯材料研究和开发的核心挑战。针对这一课题，我们提出利用简单多元共混的

制备结构多样、性能均衡的生物基聚酯材料，并通过对一系列生物聚酯多元体系相形态结构、流变、热行为和物理

性能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多元体系内在的改性机理，建立了生物聚酯多元体系组分-相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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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我们的工作充分表明，多元物理共混体系是构造高性能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及其绿色复合材料的有力手段，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意义。 

关键词: 生物基聚酯；多元共混体系；高性能 

PP45 

天然多糖高分子制备高强度水凝胶薄膜 

虞海超,吴子良* 

浙江大学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所 310000 

强韧性水凝胶在组织工程、结构材料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本文介绍了一系列以天然多糖分子为基础得到的

强韧性凝胶薄膜。通过将不同质量比例的壳聚糖（CHT）和硫酸软骨素（CS）溶液混合形成聚离子复合体，后经溶

剂蒸发、透析得到壳聚糖/硫酸软骨素（CHT/CS）凝胶薄膜。制备得到的凝胶厚度为 40-80μm，为含水量 66-81wt%，

拥有较好的机械性能（拉伸断裂应力为 0.4-3MPa，断裂应变为 160-320%），同时不同比例的凝胶具有不同的抗菌性

能（杀菌率最优达到 97%）。该水凝胶薄膜制备简单，原料绿色，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一定的抗菌性能，拓展了

水凝胶薄膜材料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天然多糖分子；聚离子复合体；强韧性水凝胶；薄膜 

PP46 

沉淀聚合法制备生物基耐高温聚合物微球 

雍学勇,邓建平*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0029 

随着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可再生的生物基资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典型的生物质烯类资源，

茴香烯虽然广泛的存在于香辛料作物精油中，但由于其聚合相对困难，高分子合成方面应用较少。本文利用自由基

沉淀聚合法制备了茴香烯与 N-苯基马来酰亚胺共聚物耐高温微球，反应介质为丁酮与正庚烷。实验条件经优化后，

可得到形貌良好、粒径分布较窄的共聚物微球。差示扫描量热分析表明该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约为 170 oC，热

失重分析表明该微球的热分解温度约为 380 oC，以上结果均说明该微球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能。 

关键词: 生物质；耐高温；沉淀聚合；微球 

PP47 

纤维素固定化单宁微球对阳离子染料的吸附性能 

李一凡,毋行俊,裴莹*,汤克勇 

郑州大学 450001 

单宁作为一种天然多酚化合物与阳离子染料和重金属离子具有良好的结合能力，然而其易溶于水的性质限制其

单独作为一种吸附材料的应用。本工作采用均相体系反应同步完成单宁在纤维素载体的固定化及材料成型。通过红

外和 Zeta 电位测定证明单宁成功固定在纤维素上；所得单宁/纤维素微球表面及内部均呈现多孔结构该结构有利于染

料的吸附传质。以亚甲基蓝为阳离子染料模型，对单宁/纤维素复合微球展现了快速吸附能力。由于单宁分子结构上

酚羟基电离的影响，复合微球吸附量随 pH 升高而提高，结合 zeta 电位结果证明复合微球与亚甲基蓝之间存在静电作

用。通过对复合微球吸附行为符合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为单分子层均一表面吸附；复合微球的动力学拟合数据

符合准二级吸附动力学模型。通过再生回收实验证明，复合微球具有良好的可回收利用性能。因此，纤维素固定化

单宁微球可作为一种有效的吸附材料用于水体中阳离子有机染料吸附。 

关键词: 纤维素；单宁；吸附；阳离子染料 

PP48 

聚（十三烷二酸环乙撑酯-δ-戊内酯）的合成及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 

金晨昊,魏志勇*,李杨*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利用无毒的三苯基铋为催化剂催化生物基来源的两种单体十三烷二酸环乙撑酯（EB）和 δ-戊内酯（δ-VL）开环

聚合，得到了一系列 EB 含量由 0-100%的不同比例的共聚物。150℃条件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36h）得到了高分

子量的聚合物。首次对聚合反应过程进行探究，反应初期戊内酯单体达到较高的转化率，共聚物中戊内酯含量远远

高于 EB 含量，数均链段长度也长于 EB 链段长度；随着反应的进行，共聚物中两组分比例趋近于投料比，单体转化

率逐渐提高，36 小时后两种单体转化率均达到 90%以上。利用 Kelen-Tudos 法计算了两种单体的竞聚率，rEB=0.14，

rVL=1.10。WAXS 表明两种均聚物和共聚物都能结晶，且晶型相同，EB 链段比 VL 链段柔顺性更好，结晶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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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其他相似的共聚物，如聚（十三烷二酸环乙撑酯-丁位己内酯），聚（十三烷二酸环乙撑酯- 丙交酯），韧性

有明显的提高（断裂伸长率>1000%）。 

关键词: 生物高分子；十三烷二酸环乙撑酯；δ-戊内酯；韧性；聚合反应动力学 

PP49 

基于交联改性大豆分离蛋白的超级电容器及性能研究 

王玉,郭智洲,王胜,张彪彪,倪守朋,韦双颖,霍鹏飞*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随着新能源的迅速发展，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的储能元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本论文以可再生、环境友好的

大豆分离蛋白为基体材料，通过物理、化学两种交联方式，制备了大豆蛋白基膜材料，应用于中性水相超级电容器

中，通过电化学阻抗、循环伏安和恒流充放电技术，系统地研究了超级电容器单体器件的电化学性能，探究了物理

和化学改性对于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超级电容器具有较宽的电位窗口（1.5 V），改性前后的大

豆分离蛋白基膜材料均能赋予超级电容器良好的安全性能以及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但是，化学交联改性会使大豆分

离蛋白分子链运动受限，从而导致电化学性能略微下降；而物理交联则通过氢键相互作用，引入亲水性聚乙烯醇，

在提高膜材料强度时对于超级电容器的性能并无明显影响。物理交联改性制得的超级电容器在 1.0 A g-1 的电流密度

下表现出了优良的电化学性能，比电容值为 117.4 F g-1，能量密度高达 9.172 F g-1。 

关键词: 大豆分离蛋白；超级电容器；交联改性；电化学性能 

PP50 

比率式纤维素基荧光材料用于海鲜食品新鲜度可视化检测 

贾若男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本文中我们设计并合成了新型比率式生物胺响应纤维素基荧光材料，并基于此提出了可视化监测海鲜食品新鲜

度的方法。我们将作为指示剂的异硫氰酸酯荧光素（FITC）及作为内标物的原卟啉分子（PpIX）分别通过共价键链

接在纤维素乙酸酯（CA）分子链上。将所得到的 CA-FITC 与 CA-PpIX 简单混合并控制混合比，得到了初始荧光可

调的固态荧光材料。其荧光发射强度比值 IFITC/IPpIX 与氨浓度（5-25000 ppm）的对数呈线性关系，同时材料荧光呈梯

度形式向绿色转变（如：从红到绿），实现了快速、准确、实时地对环境中胺浓度进行可视化监测的目的。这种比

率式纤维素基荧光材料制备简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逆响应性和加工性能，可制备成多种材料形式，例如：油

墨、涂层、透明柔性薄膜和纳米纤维薄膜等。我们将纳米纤维薄膜作成指示标签，成功实现了海鲜食品（如：海虾）

新鲜度表征。 

关键词: 纤维素基荧光材料；比率式；新鲜度检测；可视化 

PP51 

琼胶/DMSO 纺丝液体系的流变性研究 

刘晶晶 1,2,3,薛志欣*1,2,3,张伟伟 1,2,3,燕苗 1,2,3,夏延致*2,3 

1.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为探索适合纺丝的琼胶溶液合适浓度和温度，采用旋转流变仪，对质量浓度为 10～15%(w/w)的琼胶/DMSO 溶液

进行了流变性实验。稳态流变实验结果表明，琼胶溶液是剪切变稀的假塑性流体，随温度的升高，纺丝液的 ηa 呈下

降趋势，溶液的流动性增加。随着浓度的升高，溶液的零切粘度 ηo、松弛时间 τ、非牛顿特性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溶液更加偏离牛顿流体。动态流变实验结果表明，随振荡频率的增加，浓度的增加，当溶液的浓度大于 12%时，琼

胶溶液的储存模量 G'超过损耗模量 G"，出现粘弹性转变点 G'(ω)=G"(ω)，增大溶液浓度使粘弹性转变向低频区移动，

说明浓度越大的琼胶溶液分子松弛变得越难，越容易出现凝胶态。综合稳态流变和动态流变的结果，在保证溶液能

形成纤维和能量消耗最低的条件下，琼胶溶液的最适纺丝条件是在室温（25℃）下浓度为 10~12%。 

关键词: 琼胶；纺丝液；流变性 

PP52 

海藻酸钙共混水性聚氨酯合成及表征 

李晓 1,2,3,田星*1,2,3,夏延致*1,2,3,桂由刚 1,2,3 

1.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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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水性聚氨酯的阻燃性能,在水性聚氨酯加入不同含量的海藻酸钙来并用延流法制备不同比例的海藻酸钙

/水性聚氨酯共混膜。海藻酸钙的加入对水性聚氨酯膜阻燃性能的影响用极限氧指数（LOI）和热重分析（TGA）表

征。从极限氧指数的结果可以看出，共混膜的极限氧指数高于纯水性聚氨酯膜的极限氧指数（17.6）；从热重分析可

以看出，随着海藻酸钙含量的增加，混合膜的起始降解温度提前且残留物的质量加大，残留物可以作为屏障或绝缘

表面，隔绝氧气，减慢可燃性气体的扩散，两者表明海藻酸钙可以提高水性聚氨酯的阻燃性能。膜的结构由傅里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共混膜中两者分子间存在强烈的分子间氢键作用。通过上述一系列表

征表明：海藻酸钙与水性聚氨酯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且海藻酸钙的加入使得水性聚氨酯具有一定的阻燃性能。 

关键词: 水性聚氨酯；海藻酸钙；共混；阻燃 

PP53 

卡拉胶纤维成纤机理研究 

燕苗 1,2,3,薛志欣 1,2,3,张伟伟 1,2,3,刘晶晶 1,2,3,夏延致*2,3 

1.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卡拉胶作为环保可再生的海藻提取物，利用其良好的凝胶性能可制备出具有阻燃性能的卡拉胶纤维。分别以

BaCl2-BaCl2，KCl-CaCl2 为凝固浴-拉伸浴组合制备卡拉胶纤维，对制得的两种卡拉胶纤维进行拉伸强度、SEM 扫描

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和 EDS 元素分析测试，根据纤维的不同性能探索卡拉胶在不同纺丝条件下成纤机理的差异。

根据两种纤维的断裂强度不同可以初步说明氯化钡和钾钙对卡拉胶纤维的成纤作用不同。由扫面电镜图片对比可以

看出两种纤维有不同的外貌形态，这也可说明氯化钡和钾钙对卡拉胶纤维的成纤作用不同。而 X-射线衍射光谱的差

异进一步验证两种纤维的成纤机理是不同的，不同金属离子在卡拉胶纤维形成过程中作用不同。两种纤维表面的元

素分析结果证实了两种凝固浴对纤维的形成过程的确有不同的作用，从而说明钾钙及钡离子对卡拉胶的成纤机理是

不同的。揭示两种纤维的不同成纤机理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卡拉胶；湿法纺丝；纤维；成纤机理 

PP54 

细菌纤维素气凝胶 ARGET ATRP 制备含环氧基酶固定化载体 

李永,刘新华*,储兆洋,杨旭,郑宏亮 

安徽工程大学 241000 

采用电子转移活化再生催化剂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RGET ATRP)方法，以含溴的细菌纤维素气凝胶为引发剂、

维生素 C（Vc）为还原剂、N,N,N',N,'N''-五甲基二亚乙基三胺（PMDETA）/溴化铜（CuBr2）为催化剂，制备了含聚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刷的细菌纤维素气凝胶规整接枝共聚物，并以此作为酶固定化的载体，进行脂肪酶

的固定化。采用橄榄油乳化法和 Bradford 法对酶活及载酶量进行测定；通过红外光谱（FT-IR）和扫描电镜（SEM）

对纤维的结构和形貌进行表征。结果表明：酶固定化后纤维发生溶胀，且纤维之间发生黏连，空隙减小；载酶量为

496mg/g；酶活为 842U/g。 

关键词: 细菌纤维素；气凝胶；ARGET ATRP；GMA；酶固定化 

PP55 

木质纤维素结构重整制备全生物基聚酯 

陈沁,谢海波* 

贵州大学 550025 

生物质是储量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之一，发展生物基聚合物代替石油基聚合物是缓解当前石油危机的有效途径

之一，利用生物炼制中获得的生物基单体的结构特性，设计合成生物基聚合物成为当下研究热点。其中重要的挑战

是如何保证生物基聚合物的各个组成全部来自于生物质资源。本文分别选取纤维素基平台化合物：乙酰丙酸，和木

质素基平台化合物：香草醛、丁香醛及对羟基苯甲醛为原料，通过缩合反应合成新型生物基脂肪-芳香族单体，利用

单体的自身熔融缩聚反应制备全生物基聚酯。考察催化剂对缩合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吡咯烷-乙酸催化效果较好。

探究反应条件对全生物基聚酯制备的影响。核磁共振、傅里叶红外光谱、X 射线衍射、凝胶渗透色谱、热重法及差

示量热扫描法测试结果表明，生物基聚酯的结构与 PET 的类似，其玻璃化温度比 PET 高。本文为全生物基聚酯制备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木质纤维素；生物基单体；香草醛；乙酰丙酸；生物基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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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6 

甲壳素纳米纤维介导二维纳米金的生长及其在高灵敏、柔性传感器中的应用 

尤俊,陈毅军,李朝旭*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266101 

生命体中精密的层级结构是由生物大分子与无机纳米材料共组装形成，高分子同时兼顾分子识别和调控无机离

子成核生长的作用。受此启发，通过蛋白质、DNA 的生物矿化已构筑一系列具有独特结构和功能的仿生杂化材料。

甲壳素纳米纤维不仅是海洋中储量最丰富的生物多糖，也是多种海洋生物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化学结

构单一、表面缺乏活性基团，通过甲壳素纳米纤维生物矿化构筑仿生功能材料的报道较少。针对这一难题，本文首

次利用甲壳素纳米纤维实现纳米金的可控生长。通过精确调控其脱乙酰度及聚集形态，介导金形成多种形貌，包括

零维金颗粒、一维金带、二维金风筝及金片等。将金片/甲壳素纳米纤维通过层级组装制备的杂化导电薄膜可用作高

灵敏性湿度传感器；将金带/甲壳素纳米纤维包覆在绵纸表面可构筑具有低导电阈值的柔性导电材料，可用于高灵敏

压力传感。本论文有望为甲壳素基仿生智能材料的构筑提供新方法，为可再生资源的高值化利用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甲壳素纳米纤维；二维材料；纳米金；柔性传感器；仿生 

PP57 

聚乳酸/尿素复合物的制备及析出聚乳酸结晶行为的研究 

刘萍,叶海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02249 

我们采用静电纺丝法制备了聚乳酸（PLLA）与尿素的复合物。实验表明，PLLA/尿素复合物的熔点在 137～143℃，

不同于 PLLA 和尿素的熔点内；X 射线衍射和 FTIR 光谱分析显示 PLLA/尿素复合物采取三方晶体的结构。 

采用水洗法将复合物中尿素除去，析出 PLLA 组分（c-PLLA）。在熔融结晶过程 c-PLLA 比原 PLLA（r-PLLA）

具有更快地结晶速率和更高的结晶度。利用 FTIR 光谱观察熔体淬冷的 c-PLLA，谱图中出现了表示 PLLA 分子链 103

螺旋构象的 913 cm−1 特征峰，而 r-PLLA 中则未出现。这表明从尿素复合物中析出的 c-PLLA，由于分子链间少缠结，

结晶过程中分子链骨架的螺旋构象形成更容易，结晶能力增加。利用尿素复合物形成−析出过程可调控聚合物分子链

缠结程度和构象，是一种有效提高聚合物结晶能力的方法。 

关键词: 聚乳酸；尿素复合物；结晶行为 

PP58 

利用玉米芯工业废渣制备高强度的全生物质再生膜 

李锦阳,张金明,武进,万纪强,张军*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玉米芯中的半纤维素在工业上被用于生产糠醛、木糖醇等物质，而其中其它的生物质资源（主要成分为纤维素

和木质素）形成废渣，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及环境污染。本文中，玉米芯废渣在不经过任何预处理

的情况下，可以溶解于 1-烯丙基-3-甲基咪唑氯盐（AmimCl）离子液体中，水中再生制备得到棕黄色透明薄膜，且具

有良好的机械性能，拉伸强度及模量分别为 72 MPa 和 5.2 GPa。进一步，向玉米芯废渣/离子液体溶液中添加高分子

量的棉纤维（聚合度为 2000）可使再生膜的机械强度进一步提高，当棉纤维添加量为废渣质量的 10 wt%时，再生膜

的拉伸强度提高 12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且有效，可以实现低价值的玉米芯废渣的高值化全利用，具有重要应用

前景。 

关键词: 玉米芯；木质纤维素；离子液体；农业废弃物 

PP59 

生物基与生物降解超疏水油水分离材料 

程泉勇,曾建兵*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用于油/水分离的超疏水材料通常是由不可降解和不可再生资源制备的，这不仅会增加资源危机，而且材料被污

染丢弃后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在本研究中，我们报告了一种利用可再生资源制备的可生物降解超疏水材料，这种材

料通过简单的两步固化浸涂法制备，是由纤维素滤纸或织物作为基底，固化环氧化大豆油（CESO）作为粘合剂，ZnO

纳米粒子和硬脂酸（STA）分别作为粗糙结构和低表面能改性剂组成的。制得的超疏水表面能够通过 CESO 将 ZnO

纳米颗粒与纤维素基底紧密结合，得到非常好的表面粗糙结构，表面接触角达到了 155º，其浸没在水中 7 天后仍能

保持良好的超疏水性，显示出耐水稳定性。当超疏水涂层构造在纤维素织物的表面上时，所制得的超疏水材料具有

比较高的油/水分离效率。这种完全可持续和可生物降解的超疏水材料在油/水分离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并且在废弃扔

掉之后不会造成物质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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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油/水分离；超疏水材料；可再生；可生物降解 

PP60 

双核席夫碱铝的合成及催化制备聚酯的研究 

周延川 1,2,李想 1,段然龙 1,胡晨阳 1,2,庞烜 1,陈学思*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具有生物可降解性质的环氧化物/环状酸酐共聚物，其单体种类多，反应条件温和，聚合物分子量、结构易控制

以及聚合物易于修饰等优点，成为生物降解材料中的一个热点课题。本研究工作合成了一种具有共轭结构的席夫碱

铝配合物，并用于催化环氧化物（CHO：氧化环己烯；PO：环氧丙烷）与邻苯二甲酸酐（PA）的开环共聚反应。在

实验中我们发现该配合物催化 CHO/PA 和 PO/PA 二元共聚具有很好的转化率和聚合物分子量的控制作用。通过环氧

化物与邻苯二甲酸酐共聚和 CHO/PO/PA 的三元共聚反应的比较，研究了三元共聚反应的过程和聚合物的链结构特

点。由聚合动力学和聚合物核磁分析发现在反应过程中 CHO 与 PO 随机参与到链增长中，呈现“无规共聚”的特点。

对所得聚合物的热力学性质分析，发现该系列共聚物的热分解温度高达 290 °C 左右；调节 CHO/PO 的投料比，可以

线性地调节三元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其调节范围达到 80 °C。 

关键词: 席夫碱铝；环氧化物；聚酯；玻璃化转变温度 

PP61 

生物基高韧性且耐热的聚乳酸三元共混物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司万杰,曾建兵*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随着环境气候变化和石油能源的枯竭，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聚乳酸，作为一种可再生的

高分子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生物相容性和机械强度，在众多领域都具有巨大应用潜力。然而聚乳酸

也存在一些缺陷限制着它的应用领域，冲击韧性差、耐热形变温度低等。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动态硫化，将左旋

聚乳酸，右旋聚乳酸以及制备的一种不饱和生物基弹性体通过自由基引发作用进行熔融共混。结果表明，左旋聚乳

酸和右旋聚乳酸在动态硫化下形成了立构复合微晶，它不仅能够增强分子链的缠绕，而且能够有效的提升聚乳酸基

体的结晶速率，所以在立构复合微晶和不饱和生物弹性体的协同作用下，10%右旋聚乳酸含量时，聚乳酸的冲击韧性

达到了 659.9 J/m，并且抗热形变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关键词：左旋聚乳酸；右旋聚乳酸；立构复合；韧性；耐热性 

PP62 

生物基双官能抗氧剂在聚丙烯中的应用与性能研究 

冯建湘*,赵红冉,刘升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聚丙烯在加工、储存或使用过程中极易受热、光照或重金属离子等影响而发生氧化，加入抗氧剂能有效抑制其

氧化，但现有抗氧剂如 BHT 等存在潜在致癌风险。生物基添加剂能同时减缓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益受到重视。

生物基酚类因含有酚羟基，是天然的抗氧剂，但这类生物酚抗氧化效率偏低、热稳定性差、易变色，须对其进行有

机化改性。常见的化学改性方法有烷基化、磷酸酯化、硫醚化等，可提高生物酚类的抗氧化性能，但仍存在抗氧化

效率偏低等缺点，无法与商业化抗氧剂相比。腰果酚是极具潜力的来自农业废弃物的长链烷基酚，能替代有生态毒

害作用的辛基、壬基等石化来源的烷基酚。本文利用酚类和胺类抗氧协同作用，合成得到一种酚-胺型分子内协同的

生物基抗氧剂，研究了该生物基抗氧剂对 PP 的抗氧化和热稳定化作用。结果表明，酚-胺型生物基抗氧剂能显著提

高 PP 氧化诱导期和起始氧化温度，抗氧化性与商业 1010 和 445 相当。还能显著提高 PP 热稳定性。 

关键词: 抗氧性能；生物基抗氧剂；聚丙烯；分子内协同作用；热稳定性 

PP63 

由鹿角菜提取液直接制备纤维及其性质研究 

董敏 1,2,3,薛志欣*1,2,3,夏延致*2,3 

1.青岛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青岛大学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 

3.山东省海洋生物质纤维及纺织品协同创新中心 

以鹿角菜为原料，采用水提和碱提的方法，经提取、过滤等工艺后得到的提取液直接进行喷丝。利用粘度计测

定提取液的粘度，显微镜观察纤维的表面形态，纤维强力仪测试纤维的拉伸性能。结果表明：碱处理鹿角菜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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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液更有利于制备成纤效果较好的纤维，这种纺丝工艺打破了原有的先制备卡拉胶粉末再溶解纺丝的繁琐的纺丝

工艺，大大节约了纺丝成本和时间。 

关键词: 鹿角菜；提取液；纤维性能 

PP64 

碱溶法卡拉胶纤维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胡振文,薛志欣*,燕苗,刘晶晶,夏延致 

青岛大学 266071 

卡拉胶纤维分别以氯化钡溶液和无水乙醇为凝固浴，通过湿法纺丝技术获得，用扫描电镜（SEM）观察纤维的

表面形态，并且测试了纤维的拉伸性能、吸水性能和阻燃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种凝固浴中，8%卡拉胶浓度的

碱溶性纤维有更好的强度和拉伸性能；不同的凝固浴中，用氯化钡溶液做凝固浴制备的碱溶性卡拉胶纤维具有更好

的物理化学性能。 

关键词:卡拉胶纤维；凝固浴；性能 

PP65 

生物基热塑性聚醚酯弹性体的制备及其微相分离研究 

池得权,王静刚,刘斐*,那海宁,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热塑性聚醚酯弹性体（TPEE）由微相分离的聚酯硬段和聚醚软段组成。目前 TPEE 常用的聚酯硬段是由含刚性

芳香结构的对苯二甲酸（PTA）制备。本文采用同样具有刚性芳香结构的生物基 2,5-呋喃二甲酸(FDCA)作为单体替

代 PTA，用于合成新型生物基 TPEE。我们以 FDCA 及含不同侧链的短链二元醇作为聚酯硬段，PTMG(Mn=1000 g/mol)

作为聚醚软段，设计合成了硬段结构和软硬段比例不同的新型生物基 TPEE 以研究含呋喃环结构的新型生物基 TPEE

的微相分离行为。结果表明，FDCA 聚酯硬段相比 PTA 聚酯硬段，与 PTMG 聚醚软段具有较好的相容性，因此其微

相分离程度较低，其 DMA 曲线只出现一个 Ta。随着软段含量的增加，FDCA 基 TPEE 的熔点下降程度较 PTA 基 TPEE

更小。软硬段含量相同时，FDCA 基 TPEE 的拉伸模量和强度高于 PTA 基 TPEE，但断裂伸长率和弹性回复较低。 

关键词: 生物基；2,5-呋喃二甲酸；聚醚酯弹性体；微相分离 

PP66 

纳米纤维素的形貌调控与应用 

吴敏*,黄培,绕显孟,赵猛猛,康星雅,黄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190 

纤维素是由 β-D-吡喃式葡萄糖基本结构单元通过(1,4)-β-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线形高分子化合物, 由于其葡萄糖单

元上存在多个羟基，使纤维素形成庞大的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网络，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纤维素的纳米化加工，

开拓了纤维素的研究领域。纳米纤维素具有高的比表面积、优良的力学性能、低密度、低的线热膨胀系数等诸多优

点。已有的纳米纤维素的加工方法有多种多样，本文章将从纤维素的各向异性结构及结晶区晶面亲、疏水差异的角

度出发，介绍在研磨机械场力和加工微环境极性协同作用下，极性溶剂诱导解纤和酯化改性形成纳米纤维素的形貌

及亲、疏水性调控的工作进展。研究机械场力作用下，微环境极性对晶面导向纤维素纳米化剥离的机理。最后对所

得纳米纤维素的可能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纳米纤维素；机械研磨；溶剂诱导；形貌调控；酯化改性 

PP67 

不同链长纳米纤维素脂肪酸酯的制备及其抗摩擦性能 

张燕娟,魏丽萍,甘涛,赵曾艳,胡华宇,黄祖强* 

广西大学 530004 

传统的含氯、硫、磷润滑油抗磨极压添加剂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纤维素酯具有耐冲击强度大、加工温

度低、在非极性溶剂中溶解性能优良等特点，可开发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绿色润滑油添加剂。本文分别以常规共反

应剂法和采用自主研发的机械活化固相反应器以机械活化共反应剂法合成纤维素酯乙酸丁酸酯、纤维素酯乙酸辛酸

酯和纤维素酯乙酸月桂酸酯，并采用高压均质技术制备相应的纳米纤维素酯，将其作为润滑油添加剂加入液体石蜡

基础油中，研究不同纳米纤维素酯的抗摩擦性能。结果表明，两种合成法均成功合成了不同链长的纤维素酯，而机

械活化共反应剂法具有更高的效率；经高压均质后，机械活化共反应剂法合成的纤维素酯具有更小的粒径，平均粒

径在 100 nm 以下，油溶性和分散性良好；机械活化共反应剂法合成的纳米纤维素酯作为添加剂具有更好的抗摩擦性

能，且随着酯化剂链长、酯化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有效减小磨损试验钢球的磨斑直径，提高其最大无卡咬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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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纳米纤维素酯；机械活化；共反应剂；润滑油添加剂；摩擦学 

PP68 

生物降解高分子 PHBV 和 PLLA 共混结晶行为 

伍洋 

南昌大学 330031 

聚(3-羟基丁酸酯-3-羟基戊酸酯）（PHBV）由于其生物质来源及其生物降解特性备受人们关注；但是到目前为

止，对 PHBV 及其共混体系的形态结构等结晶行为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在本论文中，以偏光显微镜（POM）、

示差扫描量热仪（DSC）等为主要表征手段，以 PHBV 和 PLLA 共混体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结晶温度、体系组成

比例等因素对 PHBV 和 PLLA 共混体系结晶行为的影响。 

   PLLA 的引入使得 PHBV 的球晶径向生长速率降低，无论 PLLA 是处于玻璃态还是熔融态，与纯 PHBV 相比，

PLLA 的引入总是会使球晶的生长速率减小，且生成的球晶速率都是随 PLLA 含量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PLLA 的引

入使得折叠链表面自由能升高，对 PHBV 链段迁移造成了阻碍，PHBV 球晶径向生长速率随之下降。 

关键词: 球晶； 聚(3-羟基丁酸酯-3-羟基戊酸酯）；聚乳酸 ； 相容性 

PP69 

新型一步法制备高羧基含量的纤维素纳米晶 

周立娟,王朝露,段咏欣,张建明*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存在量最大的天然生物材料，纤维素纳米晶（Cellulose Nanocrystalline, CNC）是将纤维素中

的晶区部分提取出来而获得，本文利用高锰酸钾在酸性环境中具有强氧化性的特点，将纤维素的非晶区氧化掉得到

CNC 悬浮液，并对其粒径分布及 zeta 电位、结构性能等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制备的 CNC 具有典型的棒

状结构，长度在 120-250 nm 之间，zeta 电位绝对值在 18-27 mV 之间， CNC 表面的羧基含量可达 1.18mmol/g，羧

基的引入不仅能减少羟基含量，避免颗粒之间发生团聚，还能引入新的功能化侧链，在保持自身原有优良性能的同

时获得新的性能。为了探索 CNC 悬浮液的流变性能，对不同浓度的 CNC 悬浮液进行了稳态剪切测试，结果表明整

体呈剪切变稀性流体，粘度在整个剪切速率变化范围内呈剪切变稀，表明该悬浮液形成了凝胶结构。 

关键词: 高锰酸钾；纤维素纳米晶；羧基化；方法 

PP70 

全植物油基高性能环氧树脂 

简新懿,曾建兵*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715 

环氧树脂是一类重要的热固性树脂，然而大部分的环氧树脂来源于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且机械性能较差，使其

应用受到限制。使聚合物链段结晶能有效提高其机械性能。尼龙 1010（PA1010）由于存在强烈的氢键作用，是一种

高结晶的聚合物且其可由癸二胺和癸二酸缩聚而成，来源于可再生能源。本文通过调节癸二酸与癸二胺的摩尔比合

成不同分子量的端羧基尼龙 1010，并将其用作环氧大豆油（ESO）的固化剂，详细研究了尼龙 1010 分子量对环氧树

脂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环氧树脂的凝胶率与交联密度随 PA1010 分子量的增大而有所降低。随着 PA1010 分子量的

增大，其结晶性能增强，熔点升高，制备得到的环氧树脂热稳定性增强，机械性能显著提高。 

关键词: 环氧大豆油；尼龙 1010；固化行为；结晶；机械性能 

PP71 

热塑性纤维素酯的合成及性能 

陈张彦,张金明*,田卫国,尹春春,杨田田,张军*,贾若男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如何实现纤维素材料的热塑加工一直是纤维素研究领域的难点和热点。在本文中，以离子液体为溶剂，我们将

一系列不同结构的芳香基团通过均相酯化反应引入到纤维素中，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取代基团的全取代纤维素酯，

详细研究了取代基团对纤维素酯热性能的影响。发现：大的芳香侧基的引入并不都是导致纤维素链具有较高的 Tg；

当芳香基团的邻位上存在取代基时，可以破坏大体积芳香侧基的共轭结构，形成“扭曲非平面结构”，从而增加纤维素

酯的自由体积，提升纤维素酯分子链的运动能力，获得较低 Tg 的纤维素酯。 

关键词: 纤维素；均相酯化；热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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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2 

硫醇-烯烃光点击合成植物油基多元醇及聚氨酯的制备 

冯业昌,张超群*,杨卓鸿* 

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510642 

随着石油价格的不稳定性日增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利用可再生的植物油替代不可再生的石油来制备聚氨酯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利用植物油和 2-巯基乙醇的光点击反应成功制备了多种植物油基多元醇，其中包括橄榄油、

蓖麻油、油菜籽油、玉米油、米糠油、葡萄籽油和亚麻油。而且选择了其中五种多元醇与 IPDI 反应制备聚氨酯。结

果发现，随着植物油中的双键数增加，被硫醇接枝上的双键数会减少，植物油聚合产生的副产物会增多。而且，聚

氨酯的拉伸强度随着相应多元醇羟值的增加而增大。 

关键词: 硫醇-烯烃；植物油；多元醇；聚氨酯 

PP73 

新型高性能烯醇基席夫碱-锌配合物的合成及催化性能研究 

张瑜 1,2,段然龙 1,周延川 1,2,李想 1,庞烜 1,陈学思*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大学 

聚乳酸是一类应用广泛的生物降解的聚酯材料，一般通过丙交酯的开环聚合制备，而光学纯的聚左旋和右旋丙

交酯混合后可以得到熔点更高的立体复合物，通过外消旋丙交酯单体的立体选择性聚合可以直接得到立体复合物。

在众多立体选择性催化剂中多种结构的希夫碱铝配合物具有非常高的全同立体选择性。而对这些配合物在催化聚合

中的活性种的结构研究，对选择性聚合机理的分析至关重要。在本研究中，对一类立体选择性独特的 Salan 铝配合物

在聚合中的活性种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通过单晶表征了此类配合物在固态下中心金属铝为六配位结构，而通

过对活性种在聚合溶液中铝谱的分析，证明了配合物在溶液中存在四、五以及六配位等多种结构，而且这些结构在

溶液中可以互相转换，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为在溶液中六配位的铝原子上的配位键的强弱不同，弱配位键可以发生

断裂与再配位，这一结论也对此系列配合物从全同到杂同选择性转换提出来一种新的解释。 

关键词: 铝配合物；活性种；丙交酯；催化；聚合 

PP74 

含氮原子芳杂环结构生物基环氧树脂的设计与性能研究 

戚裕, 翁志焕*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研究发展可与传统的石油基双酚 A 型环氧树脂相竞争的高性能生物基环氧树脂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及环保价

值。本文以常用的生物基芳香酚和酸酐为原料，设计制备出一种含氮原子芳杂环结构的类双酚单体（GSPZ）。热分

析测试表明该单体的熔点和最大分解温度分别为 275.7 oC 和 347 oC，这些数值明显优于 BPA。随后将制备的生物基

单体 GSPZ 与环氧氯丙烷反应，制备出相应的生物基环氧树脂前驱体 GSPZ-EP。通过 1H-NMR，FT-IR，HPLC-MS

等分析方法对其结构信息进行表征。接着选用常用的胺类固化剂，通过固化动力学确定合适的固化工艺，并选取双

酚 A 型环氧树脂（DGEBA）按照相同的固化工艺进行固化，用于性能比较。对固化后的环氧树脂进行热学及力学性

能测试，结果表明本文设计合成的生物基环氧树脂（GSPZ-EP）具有比 DGEBA 更加优异的综合性能，为设计高性

能生物基环氧树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生物基环氧树脂；氮原子芳杂环；高性能；可再生资源 

PP75 

生物基巯基-烯UV固化涂膜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胡云勇,申亮*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330013 

   酚酸和植物油作为廉价易得的可再生原料，在涂料领域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但在 UV 固化领域还有待更进一

步的研究。本文以没食子酸、环氧大豆油和蓖麻油为生物原料来替代一般的石油基原料，通过系列简单绿色的工艺

制备了三种生物基单体，分别为没食子酸基单体 GAM、大豆油基单体 SOM、蓖麻油硫醇单体 COI，并进一步制备

了一系列的高生物基含量的巯基-烯 UV 固化涂膜，通过核磁（NMR）、热重分析仪（TGA）、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动态机械分析仪（DMA）对单体结构和膜的性能进行了表征分析，并研究了单体含量对涂膜机械性能、Tg 以及热性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没食子酸基单体含量的增加，UV 固化涂层的热稳定性能和玻璃化转变温度有所提升，Tg

由-37℃增加到-27℃。该涂膜与传统的光固化涂膜相比，用生物基替代了石油基原料，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更绿色

环保，有望替代石油基聚合物应用于可降解材料领域。 

关键词: 没食子酸；植物油；巯基-烯；UV 固化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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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6 

呋喃基非异氰酸酯聚氨酯的合成 

李凯,王勇,周兴平,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30074 

聚氨酯具有优异的耐油性、耐磨性、韧性、高弹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但是传统的合成过程中其原料

异氰酸酯具有毒性，而且对水非常敏感，制约了聚氨酯的发展。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可再生资源来合成聚氨

酯，以摆脱对化石资源的依赖。其中环碳酸酯与伯胺反应制备聚氨酯是一种新途径，解决了异氰酸酯的毒性以及水

敏感性问题。本研究以 5-羟甲基糠醛（5-HMF）为原料，合成呋喃基双环碳酸酯结构。并且使之分别与乙二胺、1,6-

己二胺进行聚合反应，生成线性的聚氨酯。并通过核磁共振（NMR）对合成的化合物进行表征，使用差示扫描量热

仪（DSC）、热重分析仪(TGA)分析合成的聚氨酯的性能。由于呋喃环具有芳香性，得到的新型全生物基聚氨酯有较

好的热性能，并且与以双酚 A 为主链的聚氨酯热性能接近。 

关键词: 5-羟甲基糠醛；非异氰酸酯；聚氨酯 

PP77 

抗氧化纤维素 3,5-二叔丁基-4-羟基苯甲酸酯的合成及性能 

杨田田,李锦阳,陈张彦,张金明,张军*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氧化反应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由自由基导致的氧化反应更是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食物的腐败变质、人体衰

老以及许多疾病都和自由基的氧化反应有关。本研究通过酯化反应，将小分子抗氧剂 3,5-二叔丁基-4-羟基苯甲酸化

学键合到纤维素链上，得到一种大分子抗氧剂纤维素 3,5-二叔丁基-4-羟基苯甲酸酯。所得纤维素酯具有良好的氮自

由基清除能力，以 DPPH 为例，清除率可高达 88%；同时，该纤维素酯还可有效清除羟基自由基。MTT 细胞毒性测

试数据表明该纤维素酯在测试浓度范围内（10-120 μmol/L）无细胞毒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细胞活性。在一

定取代度范围（DS>0.8）内，这种纤维素酯具有良好的醇溶解性，可以制备成透明薄膜、电纺膜材料。以取代小分

子抗氧剂，纤维素 3,5-二叔丁基-4-羟基苯甲酸酯有望应用于化妆品、食品、医药等重要领域。 

关键词: 抗氧化；纤维素酯；自由基清除 

PP78 

一锅法制备高强高模天然橡胶/海鞘纳米微晶纤维素纳米复合材料 

曹黎明,陈玉坤*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近期，我们从一种叫做海鞘的海洋资源中提取纳米微晶纤维素（t-CNs），并研究其对橡胶的补强效果。通过对

天然胶乳（NR）进行环氧化改性制备环氧化 NR（ENR），t-CNs 表面的羟基和 ENR 的环氧基团产生氢键相互作用，

与 t-CNs 大的长径比协同对 ENR 起到了很好的补强效果。在氢键作用下，进一步研究了其自愈合性能，结果表明通

过控制硫化程度，氢键和分子链之间扩散共同促进了该材料的自愈合能力。 

我们在采用双氧水和甲酸对 NR 进行环氧化反应时加入 t-CNs，环氧化试剂一方面引发 NR 发生环氧化反应，同

时引发 t-CNs 表面的羟基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醛基、羧基等基团；在反应过程中，处于游离态的 ENR 自由基和 t-CNs

自由基发生碰撞，或者通过环氧基和羧基之间的反应在橡胶和 t-CNs 之间引发接枝形成共价键，从而在材料内部形

成物理化学双交联网络，明显改善了 t-CNs 在橡胶中的分散状况并提高了其补强效果。 

关键词: 天然橡胶；纳米微晶纤维素；补强；物理化学双交联 

PP79 

仿生肽 PA 分子构建骨诱导型支架 

全昌云*,梁佩清 

中山大学 510006 

本课题中，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包含骨形态发生蛋白 2（BMP-2）仿生肽、RGDS 寡肽序列和磷酸化丝氨酸的多

肽双亲分子（PA, octadecanoic acid-KASS(p)VPTELSRGDS）通过自组装构建可搭载干细胞的骨组织工程支架。BMP-2

仿生肽的引入赋予了支架良好的骨诱导性能；其次，RGDS 寡肽可促进细胞在支架上的黏附；最后，磷酸化丝氨酸

可结合钙离子促进骨形成。体外研究表明，PA 分子可通过自组装形成水凝胶：PA 分子第一步自组装形成纳米纤维，

随着 PA 分子浓度的增大纳米纤维进一步折叠、缠绕、堆砌成胶。水凝胶呈多孔结构，有利于细胞的黏附、增殖、迁

移。体外细胞实验表明，PA 分子不仅可以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的增殖，还能诱导 BMSC 分化成成骨细

胞。体内颅骨缺损模型结果表明，包载 BMSC 的 PA 分子水凝胶在植入缺损部位 8 周后，颅骨损伤处几乎完全修复。 

关键词: 生物诱导型水凝胶；成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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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80 

蓖麻油基水性聚氨酯乳液的制备及其涂膜性能表征 

梁海燕,王善文,王蒙琦,张超群* 

华南农业大学 510642 

聚氨酯应用广泛，但传统的溶剂型聚氨酯其有机溶剂的挥发会污染环境。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渐重视，低

VOC 的水性聚氨酯应运而生。然而传统使用的水性聚氨酯原料大多来源于石油或天然气，在绿色化学的大势下，性

能优异、可再生成分高的生物基水性聚氨酯成为研究热点。植物油作为一类典型的可再生资源，结构上含 1-7 个不

饱和双键和 3 个酯键，并多含羟基等活泼基团，理论上具备构建聚氨酯多元醇材料体系的结构基础。依赖植物油基

多元醇开发的水性聚氨酯有望取代石化基水性聚氨酯，在涂料、皮革等领域得到应用。 

   本文以蓖麻油为原料，研究了内乳化剂种类 （二羟甲基丁酸（DMBA）、2，2-二羟甲基丙酸（DMPA）、

N-甲基二乙醇胺（MDEA））及其与蓖麻油的比例对水性聚氨酯乳液的粒径和电位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浇铸法制备

一系列聚氨酯涂膜。利用拉伸性能测试，热重分析对涂膜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进行了表征。 

关键词: 蓖麻油基；水性聚氨酯；亲水扩链剂 

PP81 

KOH/尿素水溶液中 β-甲壳素季铵盐的均相合成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许唤,蔡杰*,张俐娜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甲壳素是一种天然氨基多糖，具有优异的生物学性质，但其难溶难融的性质限制了其应用。通过对甲壳素进行

分子设计，可得到具功能性的甲壳素衍生物，从而扩大其应用范围。我们利用 KOH/尿素水溶液体系溶解高分子量 β-

甲壳素，得到 β-甲壳素溶液，然后进行均相衍生化，通过调控反应时间、温度和反应物摩尔比等参数，可以得到取

代度为 0.13~0.43 的 β-甲壳素季铵盐。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波谱、X 射线光电子能谱、凝胶渗透色谱、

动态光散射等方法对 β-甲壳素季铵盐进行了结构表征。此外，抗菌实验表明 β-甲壳素季铵盐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

肠杆菌及白色念珠菌具有明显的抗菌活性，MTT 实验表明 β-甲壳素季铵盐对正常肝细胞具有无毒性或低毒性。进一

步的动物实验表明该 β-甲壳素季铵盐对感染伤口有促愈合作用。由于 β-甲壳素季铵盐具有明显的抗菌性和良好的细

胞相容性，在作为伤口感染治愈材料方面有潜在应用。 

关键词: KOH/尿素水溶液；β-甲壳素；均相衍生化；抗菌活性；细胞相容性 

PP82 

白炭黑增强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生物基弹性体复合材料 

雷巍巍 1,王润国 2,张立群 2,施德安 1 

1.湖北大学材料学院；2.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 

以生物质衣康酸、月桂烯和乙醇为原料，合成了一种新型的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生物基弹性体。首先

通过衣康酸与乙醇的酯化反应合成衣康酸二乙酯单体，然后与含有共轭双键的月桂烯单体共聚。通过控制衣康酸二

乙酯与月桂烯的投料比，制备不同月桂烯含量的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生物基弹性体。利用硅烷偶联剂改性

的白炭黑对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生物基弹性体进行补强，制备了改性白炭黑/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

生物基弹性体复合材料。通过 FTIR、SEM、TEM 和力学性能测试等方法研究了改性白炭黑/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

乙酯）生物基弹性体的结构与性能。研究结果表明白炭黑与聚（月桂烯-co-衣康酸二乙酯）生物基弹性体分子链有较

强的相互作用，白炭黑均匀分散在该生物基橡胶基体中。白炭黑的加入改善了加工性能和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 

关键词: 衣康酸；乙醇；月桂烯；纳米白炭黑；生物基弹性体 

PP83 

高性能氧化石墨烯-甲壳素杂化材料基天然胶乳复合材料的研究 

段咏欣*,庞凯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5 

由于其极大的比表面积及特殊的功能性，纳米材料已成为了制备高性能复合材料的主要途径。前人研究表明利

用杂化纳米材料间的协同作用可制备综合性能优异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本工作制备了带有氨基与羧基的双电性甲壳

素纳米纤维(ChNF)，并研究了在不同 pH 条件下，其与氧化石墨烯（GO）的杂化行为。 研究发现双电性 ChNF 与

GO 在等电点（pH=6）附近可实现有效的杂化。在构建 ChNF/GO 二元杂化粒子基础上，我们将其与天然胶乳复合，

得到了高性能的天然胶乳/氧化石墨烯/甲壳素的纳米复合材料。所得天然胶乳复合材料不仅模量和强度得到了大幅度

的提高(拉伸强度~27MPa，杨氏模量~30Mpa)，且其断裂伸长率也高达~1800%。 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调控氧化石

墨烯与甲壳素纳米纤维间相互作用力，可得到紧密结合二元杂化材料，其协同改性天然胶乳的机理还需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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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电性甲壳素纳米纤维；氧化石墨烯；天然胶乳；杂化纳米材料 

PP84 

基于双交联策略构建的高强度、透明纤维素膜 

卫平东,蔡杰*,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高分子材料由于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光学透明性以及热稳定性等优点，在包装、场效晶体管，电致发光器件

以及有机发光二极管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应用。纤维素是自然界储量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可

降解性、生物相容性，使得其在许多领域拥有潜在应用。然而，由于纤维素分子内和分子间存在大量氢键相互作用，

使其难以溶解和加工。在本工作中，我们利用双交联策略得到物理与化学交联区共存的高强度、高韧性的双交联纤

维素水凝胶。并进一步制备出高强度、透明的双交联纤维素膜。该过程简单易行，制备出的纤维素膜具有优异的力

学性能、光学透明性和气体阻隔性能，在柔性电子器件、食品和药品包装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纤维素；双交联；膜；力学性能；气体阻隔 

PP85 

基于甲壳素的复合膜制备和表征  

柳凌霄,卢其明,何恒,陈琛,郭亚茹,张超群* 

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510642 

由于目前全球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以及石油储量的加剧减少，用天然高分子材料来代替不可降解回收的高聚物

材料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甲壳素作为自然界中含量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之一，具有可再生、可生

物降解回收、生物相容性好等优点，因此，研究和开发具有优良特性的甲壳素复合膜在新材料领域是大势所趋。 

 本论文主要通过使用聚乙烯醇与壳聚糖（甲壳素脱乙酰所得衍生物）按照一定比例互相混合来制备复合膜，采

用溶液共混法，制备了壳聚糖-聚乙烯醇复合膜，通过一系列表征手段，力学性能测试，可回收性能测试等对复合膜

的结构及性能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备而来的复合膜材料在力学性能、可回收性能方面相较于壳聚糖膜有所

改善和提升。 

关键词: 壳聚糖；聚乙烯醇；复合膜 

PP86 

呋喃二甲酸基共聚酯机械及阻隔性能探究 

胡晗,张若愚,朱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315201 

以呋喃二甲酸、丁二醇、己二酸为单体成功合成一系列脂肪芳香共聚酯——聚（己二酸丁二醇酯-co-呋喃二甲酸丁二

醇酯）（简称 PBAF）。通过 1H-NMR，FTIR,GPC,DSC，拉伸测试等手段对共聚酯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并对其

水蒸气、气体阻隔能力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得到高分子量的无规共聚酯，产物组成与投料比接近，重均分子量在

50000-98000 之间。共聚酯的 Tg 随着呋喃二甲酸含量提升而升高，结晶性能从呋喃二甲酸含量 0%-40%逐渐减弱，从

40%-100%逐渐增强。因此，共聚酯的强度模量也呈现结晶性能类似的规律，断裂伸长率均保持较高水平 CO2、O2

的阻隔能力在商业化 PBAT 的基础上有显著提升，且随着呋喃二甲酸含量提升阻隔能力增强。H2O 阻隔能力增幅较

弱。PBAFs 共聚酯有望替代商业化 PBAT 共聚酯用于可降解材料。其低 Tg，低结晶度，高弹性的特点也有望用于弹

性材料及抗冲改性剂。 

关键词: 呋喃二甲酸；脂肪芳香共聚酯；阻隔性能；可降解 

PP87 

多糖稳定豌豆蛋白分散液的研究 

韦越,张洪斌*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0240 

近年来，消费者对蛋白酸性饮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大量新产品引入市场。高营养价值，不致敏性和优异的功

能特性使豌豆蛋白作为新食品配方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备受青睐。与动物蛋白相似，在酸性条件下，豌豆蛋白的溶

解度降低，使用受到限制。但是聚阴离子多糖的加入可以与带正电荷的豌豆蛋白形成静电复合物，提高蛋白酸性饮

料的稳定性。魔芋胶（KGM）虽然是中性多糖，但其增粘作用明显，也常作为增稠剂等用在食品工业中。本研究通

过比较几种多糖在中性和酸性条件下对豌豆蛋白的 zeta 电位、粒径、体系粘度和稳定性的影响，阐明了豌豆蛋白和

多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豌豆蛋白分散液的稳定机理。 

关键词: 豌豆蛋白；多糖；分散液；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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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88 

高透明阻燃纤维素薄膜的制备及性能 

李刚,劳家萍,吴涛,杨全岭*,熊传溪*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本文利用水溶性聚磷酸铵对再生纤维素薄膜进行处理制备得到高透明度的阻燃再生纤维素薄膜。该材料制备过

程简单、原料价格低廉、产品环保安全，同时得到的再生纤维素薄膜有极高的透明度和极好的阻燃性。即使采用极

低浓度的水性聚磷酸铵处理的再生纤维素薄膜仍具有很好的阻燃性，同时其透光性与纯再生纤维素薄膜相比基本无

变化。SEM 照片显示聚磷酸铵大多以单晶的形式均匀吸附于再生纤维素薄膜表面。红外光谱显示聚磷酸铵与纤维素

之间有的强烈的氢键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种简单方便制备透明阻燃再生纤维素薄膜的方法。由于制得的薄膜具有高

的透明度和阻燃性，可以在包装等领域得到应用。 

关键词: 再生纤维素；聚磷酸铵；高透明度；阻燃 

PP89 

氟化纳米纤维素的制备 

李玉龙,王旭*,刘向阳 

四川大学 610065 

纳米纤维素（CNF、Cellulose Nanofiber）因其来源广、环境友好、密度小、结晶度高及良好的亲水性等特点而

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 CNF 良好的亲水性却也使得单纯由 CNF 组成的制品易分散在水中而难在水环境中保持

其尺寸形貌的稳定。如何在保持其亲水性的同时提高 CNF 产品在水环境下的形貌尺寸稳定性成为目前纤维素材料研

究领域的难点之一。我们通过直接氟化对 CNF 进行表面改性，并通过 FTIR、XPS、Zeta 电位分析及接触角测试对氟

化前后 CNF 的结构及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结果发现，直接氟化处理之后的 CNF 表面引入了 F 元素，这导致其表

面结晶结构受到破坏而释放出更多的亲水性羟基基团，同时在氟化反应过程中 CNF 之间因酯键的形成而发生了交联。

这使得氟化后的 CNF 材料表现出更为优异的亲水性，同时，其在水环境中的形貌尺寸稳定性得以显著提高。因此，

本研究为拓展 CNF 产品在水环境中的应用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 纳米纤维素； 直接氟化； 亲水性； 交联 

PP90 

壳聚糖季铵盐对于白水中二次细小纤维手抄片机械性能的影响 

黄权波,王小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1 

壳聚糖季铵盐(QCS)是经过季铵化改性后的壳聚糖。改性后的壳聚糖具有良好水溶性，而且其水溶液带正电。在

抄纸的过程中，带正电的 QCS 溶液对细小纤维有良好的絮凝作用，可以提高细小纤维的留着率，从而提高纸张的强

度。本文通过加入不同量的 QCS，研究其加入量对白水中回收的二次细小纤维抄纸片的机械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 QCS 的添加量为 0.1 wt%~0.2 wt%时，QCS 的加入会影响细小纤维手抄片的平整度，阻碍了纤维间的相互结合，

从而降低了手抄片的机械强度。在 QCS 添加量为 0.5 wt%时，纸张耐破度和撕裂度分别增加了 14.7%和 17.2%。继续

增加 QCS 的量后，纸张强度无明显变化。因为白水回收细小纤维本身就具有较多的纤维间结合，所以 QCS 对于白

水回收细小纤维手抄片的机械性能没有明显的增强作用。 

关键词: 壳聚糖季铵盐；纤维；机械性能 

PP91 

通过活性正离子开环聚合制备聚四氢呋喃基三嵌段共聚物/Ag 纳米复合材料 

章琦,魏梦娟,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本文通过可控/活性正离子开环聚合设计合成一系列不同分子量的聚四氢呋喃活性链（PTHF），利用聚二甲基硅

氧烷（PDMS）的双端胺基与 PTHF 活性链通过官能化反应制备聚四氢呋喃基三嵌段共聚物/Ag 纳米复合材料

(PTHF-b-PDMS-b-PTHF/Ag)。通过 1H-NMR 验证产物化学结构，DSC 与 TGA 测试表明各链段的热稳定性相比相同

分子量均聚物明显升高。当聚四氢呋喃链段达到一定长度时，PTHF-b-PDMS-b-PTHF/Ag 在 150 ºC 左右有明显的熔

融转变。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到随 PTHF 分子量增大，球晶的形成速率加快。TEM 观察到明显的双连续相分离结构。

抗菌测试结果表明该材料具有良好的抗菌性。本文所研究的 PTHF-b-PDMS-b-PTHF/Ag 纳米复合材料兼具聚四氢呋

喃和聚二甲基硅氧烷的优良性能，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聚四氢呋喃；嵌段共聚物；纳米复合材料；抗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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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92 

通过正离子聚合原位合成壳聚糖-g-聚四氢呋喃接枝共聚物/银纳米复合材料 

常添笑,魏梦娟,卢聪杰,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采用聚四氢呋喃对壳聚糖改性可拓展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本文采用可控/活性阳离子开环聚合的方式合成

聚四氢呋喃的活性链，再将此活性链通过“grafting onto”的方式接枝到刚性的壳聚糖主链上，原位制备出壳聚糖-g-聚

四氢呋喃接枝共聚物/银纳米复合材料。可以通过改变引发剂用量和 PTHF 活性链与–NH2 和–OH 的摩尔比调节接枝共

聚物中聚四氢呋喃的长度和数目。采用 FTIR，1H-NMR 和 XPS 对复合材料表征证明成功的合成了壳聚糖-g-聚四氢呋

喃接枝共聚物/银纳米复合材料。由 AFM 观察到壳聚糖-g-聚四氢呋喃接枝共聚物/银纳米复合材料具有明显的微观相

分离结构，且微观形态特征与接枝率相关。该材料结了合壳聚糖和聚四氢呋喃的优点，可应用于生物医用材料领域。 

关键词: 壳聚糖；聚四氢呋喃；接枝共聚物；阳离子聚合 

PP93 

白千层树皮多孔碳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李新生,王小慧* 

华南理工大学 510640 

以我国南方常见的白千层树皮为原料，以 KOH 为活化剂，在氩气范围下通过两步法碳化的方法转化为多孔碳材

料。通过 SEM、TEM、Raman、XPS、XRD 等手段系统分析表征了所获得多孔碳材料的形貌、结构、组成。在不同

的实验条件下制备白千层树皮多孔碳，探讨制备条件对多孔碳结构性能的影响。发现，当 KOH 和白千层树皮的质量

比为 2:1 时所制备的多孔碳材料具有最优的孔结构和表面性质。 

   进一步，以所制备的白千层树皮多孔碳材料为吸附剂，研究它们对染料的吸附性能。研究表明，以白千层基

多孔碳材料（2:1）为吸附剂对浓度为 1.5g/L 的亚甲基蓝的吸附量达到 225mg/g，是国家一等品标准的 1.67 倍。其性

质稳定，吸附能力优异，是去除水体中染料污染物的理想材料。 

关键词: 生物质；多孔碳；活性剂；吸附剂 

PP94 

季铵化羽毛接枝共聚物的制备及抗菌性能研究 

储兆洋,刘新华*,李永,杨旭 

安徽工程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241000 

采用电子转移活化再生催化剂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RGET ATRP)方法，以羽毛表面的溴为引发位点，引发甲基

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DMAEMA)在羽毛的表面自增长，制备含聚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的羽毛接枝共聚物

（Feather-g-PDMAEMA）；再以溴乙烷为改性剂，对其进行季铵化处理，制备具有抗菌性能的羽毛接枝共聚物。改

性后羽毛的化学结构、结晶结构、表面形貌，分别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X 射线衍射仪（XRD）、扫

描电子显微镜（SEM）进行表征。FT-IR 和 SEM 分析结果表明，DMAEMA 成功的接枝到羽毛的表面。XRD 的分析

结果显示，接枝聚合后羽毛的结晶度降低。所得羽毛接枝共聚物的接枝率最高可达 84.7%。抗菌测试结果表明，季铵

化处理的 Feather-g-PDMAEMA 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关键词: 羽毛；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抗菌；接枝共聚物；ARGET ATRP 

PP95 

光敏性生物基高分子/酶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其传感应用研究 

吴倩,许升,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近年来，基于生物组分引入电子器件构建生物微电子器件的研究已越发深入。科学家们对于酶生物微电子器件

构建中最重要的因素即酶的固定及酶活的保持进行了多重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本工作利用光敏单体甲基丙烯酸

羟乙酯（HEMA）共价改性生物大分子 γ-聚谷氨酸（γ-PGA），制备光敏性生物高分子 γ-PGA-HEMA，并以之为载

体与辣根过氧化物酶（HRP）进行静电自组装制备 HRP@γ-PGA-HEMA 复合纳米粒子，实现对 HRP 的有效负载。随

后采用外电场诱导实现纳米粒子与氧化石墨烯（GO）在电极表面的共组装，经电化学还原 GO 制备

HRP@γ-PGA-HEMA/rGO 生物传感涂层，并进行紫外光交联，成功构筑分子识别传感涂层。本工作以生物大分子为

基础，通过共价改性赋予其更多的功能化，在发挥其优越生物相容性的同时实现了对酶的负载，丰富了生物大分子

的功能及应用，在化学传感、生物医药、电子器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生物基高分子；γ-聚谷氨酸；光敏性；自组装；生物传感器 



 
 

837 
 

主题 Q   高分子工业 

QI01 

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高分子材料工业的原始创新 

乔金樑*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100013 

目前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高分子材料生产国和消费国，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也正在从跟踪创新向

原始创新过渡。这篇综述文章将对 20 年来作者参与的“产学研”合作创新项目进行总结，试图证明“产学研”合作创新

是实现我国高分子材料产业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创新形式和组织模式。这些“产学研”合作创新项目包括：二

个国家“973”项目涉及的高速 BOPP 树脂和高性能聚乙烯耐压管材树脂，纳米尺度超细橡胶粒子，马来酸酐与烯烃的

交替共聚微球，光致发光新材料等等。本文也将对我国高分子材料产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方向进行展望，包括机头

拉伸法制备的聚丙烯“木材”、仿生蜘蛛丝和挤出法制备聚丙烯等高分子发泡珠粒的产业化前景等。本文最后还将对如

何促进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进行探讨。 

关键字： 高分子材料工业；原始创新；产学研合作 

QI02 

高性能工程塑料研发及创新应用 

杨桂生* 

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 201108 

针对我国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给材料产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创新性的凝练课题，综合利用材料科

学、力学、流变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开发出大批性价比高的高性能工程塑料产品，并创新应用模式，在汽车、军

工、通讯、消费电子、家电、运输、建筑等领域实现了以塑代钢，为这些产业的自主选材积累了宝贵经验。用大量

案例说明基础知识灵活运用和跨学科创新的重要性和美好前景。 

关键字： 工程塑料 ；跨学科； 创新； 应用 

QI03 

路用高分子材料的加工改性与应用 

王仕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为满足公路交通的绿色、畅通和安全的交通体系建设, 急需开发高性能的高分子改性沥青材料。当前，巨量(达

亿吨/年)的废旧橡塑材料急需环保、高值化处置。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高分子反应共混、高分子降解、高分子

复合等理论融合到中国特色的公路工程应用环节，开发了系列高性能的高分子改性沥青材料。在 SBS 橡胶改性沥青

的高性能化和稳定化方面，获得了 SBS/沥青分子结合相容理论，实现了标准化应用；获得了高掺量高粘度改性沥青

的方法，推动了排水安全路面、钢桥铺面在我国的发展。在回收橡塑材料改性沥青方面，在理论上建立了一套高温

动态脱硫耦合稳定沥青的原理和方法，并在合作企业转化，实现 1000 余公里公路的稳定化工程应用，目前路用性能

良好。 

关键字：高分子材料；SBS；回收橡塑；改性沥青；公路 

QI04 

遥爪型高顺式聚丁二烯液体橡胶的制备及应用 

李伯耿*,周勤灼,介素云,曹哲,徐力,卜志扬 

浙江大学 310027 

液态端羟基聚丁二烯（HTPB）作为一种遥爪型齐聚物，广泛地用作大推力火箭的固体推进剂和火箭发动机的衬

里，同时在高端胶粘剂、密封与灌封材料、、阻尼材料、合成树脂改性剂等方面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以顺丁橡

胶生产的原胶液为原料，通过氧化裂解和还原反应，制得了一种分子链呈线性、顺式-1,4/反式-1,4/1,2-乙烯基比为

95.7/1.0/3.3、数均分子量 1900～6200g/mol 之间可调、链末端伯羟基官能度≥2.0 的 HTPB。产品的 Tg 低至-104.6°C，

本体黏度仅为相近分子量商业化产品 1/10 左右。以此 HTPB 为原料进行热塑性聚氨酯（TPU）的制备，并与自由基

聚合所得的 HTPB 的 TPU 相比，发现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均为后者的 4 倍，Tg 可降低 26℃。进一步将制得的

环氧化高顺式 HTPB 制成 TPU，发现其杨氏模量和拉伸强度随着环氧率的上升而提高，热降解的起始温度较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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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U 提高约 30℃。 

关键字： 遥爪型齐聚物；端羟基聚丁二烯；高顺式；热塑性聚氨酯 

QI05 

树枝状及超支化聚合物的工业化应用进展 

李武松* 

威海晨源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264211 

树枝状及超支化聚合物是当前蓬勃发展的一种新型高分子，已在众多领域获得研究和应用。树枝状及超支化聚

合物具有高度分支的结构、大量的表面官能团以及立体的空腔结构。相比于传统的线性聚合物，在相同分子量下具

有更低的熔体粘度和溶液粘度、更加优异的溶解性、高效的络合和包覆能力等，在涂料油墨、塑料橡胶、水处理等

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作为国内首家实现树枝状聚合物产业化的公司，晨源分子已成功推出 10 余种不同结构

的树枝状及超支化聚合物产品，表现出不同于线性聚合物的物化特性。其中，树枝状润滑剂可提升纯 PA 以及玻纤增

强 PA 体系熔指 1-2 倍，基本不影响力学性能，并有效降低熔体压力 0.1-0.2MPa，降低主机电流 1-3A，降低加工温度

10-20℃，改善制品的尺寸稳定性等。树枝状涂料分散剂表现出更低的体系粘度，更小的细度，以及优越的抗稀释稳

定性。树枝状破乳剂破乳效果达到 99%以上，提高原油回收率。  

关键字： 树枝状及超支化聚合物；润滑剂；分散剂；破乳剂 

QI06 

基于国内废塑料的分质增值与再生塑料高质利用技术及产业体系建设 

陈庆华*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 

随着我国进口废塑料的逐步禁止，应当引导行业深度开发国内废塑料资源，完善回收体系建设，研究废塑料精

细化分类和再生塑料共性关键技术，联动上下游，形成产业体系。目前，围绕废塑料分离、分选及污染控制等分质

增值技术及设备研究，将近红外、X-光、静电、电场涡流等新型分离分选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开发出适合于国内废

塑料的自动化分类分离设备，解决传统靠人工和化学分离的低效率和高污染问题；围绕合金化、复合化、功能化、

稳定化和标准化等再生塑料高质利用技术研究，利用废塑料研发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实现其在汽车、电子电

器、新能源、建筑材料等领域的应用；围绕再生塑料产业体系建设，从初级原料向精深产品转型，实现废塑料加工

利用产业的升级。同时，进一步完善电子废弃物和废旧汽车等器件拆解、生活垃圾和造纸废渣等大宗固废全资源化

的技术路线，通过圈区管理实现绿色循环，努力把更多清洁、优质的再生塑料补充到国家战略资源需求中。 

关键字： 废塑料；分质增值；再生塑料；高质利用 

QI07 

三大高性能纤维创新研发与超高性能工程化进展 

徐坚 1*,赵宁 1,刘瑞刚 1,朱才镇 3，范星河 2 

1.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北京大学，3.深圳大学 

基于高分子的分子设计、溶胶-凝胶转变精确调控，制备出具有指定组成和结构的高性能聚合物纤维材料。聚丙

烯腈(PAN)基碳纤维是本世纪初未能规模生产的国防关键材料之一。提出纤维制备新思路和新技术，明确原丝致密化

是 PAN 碳纤维高性能化的瓶颈之一，通过调控成型过程中凝胶结构，成功实现 PAN 原丝和纤维的超高性能化。发展

和完善了系列分析表征方法，为国内主要碳纤维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高性能碳纤维免费提供宏量的结构分析测试数

据，推动高性能纤维发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UHMWPE)是全球三大高性能纤维之一，发达国家仍严禁对我国

出口高性能产品。提出了 UHMWPE 聚合原位增塑-高效溶解-冻胶纺丝的创新思路，解决原料制备、低温纺丝和大分

子降解等难题，成功制备超高性能 UHMWPE 纤维。基于聚合物分子设计，制备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聚芳香

族聚合物，易于加工成型，所制备材料耐温>450oC，原材料成本<4 万元/吨。 

关键字：分子设计；溶胶-凝胶；PAN 碳纤维；UHMWPE 纤维；聚芳香族纤维 

QI08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发展的现状 

黄险波*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CFRTP，Continuous Fiber Reinforced Thermoplastic Composites）因其较低的材料

成本、制造成本、优异的综合性能、以及可完全回收再利用等突出优点，得到了复合材料工业界的青睐。近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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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内外在 CFRTP 制造技术以及下游产品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尤其在量产要求较高的汽车零部件以及电

子产品领域更是迎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本文大致阐述了国内外 CFRTP 供应商在制造工艺，基体材料选型，纤维结

构设计，生产设备，模具技术，以及产品应用方面的发展情况，并着重描述了 CFRTP 在汽车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方面

各大主机厂和一级供应商以及材料供应商取得的主要进展，并通过几个汽车 CFRTP 复合材料产品的案例进一步详细

介绍目前的开发和应用状况。 

关键字： 连续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 

QI09 

耐高温抗紫外聚苯硫醚（PPS）纳米复合纤维关键技术研究 

邱天 1,2,胡泽旭 1,2,相恒学 1,2,朱美芳 1,2* 

1.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2.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聚苯硫醚（PPS）纤维是一种具有优良耐热性、耐化学腐蚀性、阻燃性和绝缘性的高性能纤维，在个体防护和军

工领域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而近年国内的 PPS 纤维却暴露出产品性能稳定性差的问题，其中耐高温与紫外光性差

的缺陷严重限制了 PPS 纤维的应用拓展。因此，本文从 PPS 的结构设计出发，通过向 PPS 基体中添加有机抗氧剂、

二氧化硅、埃洛石纳米管、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等合适的纳米功能填料，制备了一系列耐高温抗紫外 PPS 纳米复合纤

维；通过 SEM、TGA、荧光性能和力学性能测试的方法研究了 PPS/功能填料复杂体系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

添加了不同功能填料的 PPS 纳米复合纤维的耐热性和紫外光稳定性都有所提升。其中，当 HNTs@Cu 的添加量为 1wt%

时，PPS 纳米复合纤维热老化前后的强度保持率提高至 99.5%；当 Graphene 的添加量为 1wt%时，PPS 纳米复合纤维

氙灯老化处理前后的强度保持率提高至 90.6%。 

关键字： 聚苯硫醚；耐热性；紫外光稳定性；纳米功能填料 

QI10 

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及其应用研究 

武德珍*,牛鸿庆,张梦颖,田国峰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聚酰亚胺（PI）纤维是一种新型高性能纤维。本研究以 PI 预聚体-聚酰胺酸（PAA）溶液为纺丝液，采用一体化

连续制备技术，通过纺丝工艺与装备相互耦合，实现了高度牵伸和环化，直接获得了 PI 纤维。根据不同需求，可利

用 PI 的单体来源广、结构可设计性强的特点，制备出高性能 PI 纤维系列产品，其拉伸强度最高可达到 4.0GPa，拉

伸模量最高可达 150GPa。这种高性能 PI 纤维像其它 PI 材料一样，具有优异的耐高低温、抗蠕变、耐辐照、阻燃、

绝缘、吸水率和介电常数低等性能。以高强高模 PI 纤维为增强体，制备的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界面粘接性

能，其层间剪切强度达到 60MPa 以上；将 PI 纤维与尼龙 6 等热塑性塑料进行熔融挤出，PI 纤维在树脂基体中的长

度可控，复合材料的强度和韧性均可得到提升。因 PI 纤维优异的力学性能、耐候性和热稳定性等，其在安全防护、

航空航天、电力、核工业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聚酰亚胺；纤维；复合材料；应用研究 

QI11 

乙二胺双马来酰胺酸根合镧(Ⅲ)-层状矿物热稳定剂的制备及对 PVC 的热稳定作用研究 

李侃社*,李苗,梁耀东 

西安科技大学 710054 

利用我国丰富的稀土资源和矿产资源(高岭土、蒙脱土、水镁石和水滑石等层状矿物)，设计合成了乙二胺双马来

酰胺酸根合镧(Ⅲ)-层状矿物 PVC 复合热稳定剂，同步实现了 PVC 的稳定化加工与增强增韧，为环保、多功能型 PVC

热稳定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TG/DTG-DSC、刚果红试验和烘箱老化测试表明：相同用量，LaL-层状矿物对 PVC 的热稳定性能优于相应配合

物单独使用，其中 LaL-水镁石抗初期变色能力和长期热稳定性能俱佳。通过 TG-FTIR 和热分析动力学探讨了 LaL-

层状矿物对 PVC 的热稳定作用机理及相关降解动力学函数。表明，复合热稳定剂提高了 PVC 降解活化能 E：脱 HCl

阶段，氮气气氛，LaL-水镁石对活化能提高最大，提高了 119.3 kJ·mol-1；空气气氛，LaL-MMT 对活化能提高最大，

提高了 71 kJ·mol-1。 

关键字： PVC；乙二胺双马来酰胺酸根合镧；层状矿物；热稳定剂；热稳定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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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12 

高值化利用烯烃创制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李杨*,马红卫,牛慧,郭方,魏志勇,李婷婷,王艳色,冷雪菲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三烯三苯”是石油化工的基本原材料，烯烃是制备高分子材料的重要单体，基于“结构化、功能化、集成化”的高

分子设计思想，研发高性能高分子材料是实现烯烃高值化利用的有效途径。本文从乙烯、丙烯、异丁烯、丁二烯、

异戊二烯、苯乙烯等通用烯烃单体出发，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乙烯衍生物、丁二烯衍生物、苯乙烯衍生物等功能化单

体，对烯烃及其衍生物共聚合反应规律开展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实现了功能高分子材料“定性、定量、定位”的精准合

成，揭示了高分子拓扑结构、功能化结构、集成结构与材料性能之间的“构效规律”。构建了稀土集成橡胶、稀土乙丙

橡胶、稀土丁基橡胶等高性能稀土橡胶专利技术，构建了乳聚集成橡胶、功能化乳聚丁苯/集成橡胶等高性能乳聚橡

胶专利技术，构建了高枝化、功能化、集成化锂系橡胶及弹性体等高性能锂系聚合物合成方法平台。 

关键字： 烯烃；烯烃衍生物；稀土乙丙橡胶；稀土丁基橡胶；功能化聚合物 

QI13 

先进催化剂与高性能稀土顺丁橡胶——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 

朱寒,陈萍,杨昌风,吴一弦* 

北京化工大学 100029 

催化剂及其制备技术是丁二烯配位聚合及制备高性能聚合物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开发了具有高催化活性、高

定向选择性的稀土催化剂，实现丁二烯可控配位聚合，制备极高顺-1,4 结构含量（>98%）的聚丁二烯或稀土顺丁橡

胶，分子量分布相对较窄，发现高顺式结构对提高聚合物综合性能的重要作用。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于 2012 年成

功将基础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应用（规模：3 万吨/年），开发了成套工业化技术，生产三个牌号的高性能稀土顺丁橡

胶产品（BRNd40、BRNd50 和 BRNd60），为生产绿色轮胎提供高性能合成橡胶基础材料。近期，我们在稀土催化剂

技术及其应用又取得了新突破，开发了第二代高活性、高定向性的稀土催化剂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合成高性能稀土

顺丁橡胶，催化效率提高 5 倍以上，单位产品催化剂消耗可大幅度下降，稀土顺丁橡胶中顺式结构含量在 98%以上，

实现了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稀土顺丁橡胶产品质量。 

关键字： 钕系催化剂；聚丁二烯；定向聚合；配位聚合；绿色轮胎 

QO01 

瓶用钛系聚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关震宇*,周文乐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201208 

采用新型钛系瓶用催化剂 STiC-B1，在国内万吨级工业聚酯装置进行工业化应用，同时研究了不同催化体系对切

片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聚合工艺条件下，STiC-B1 钛用量为 5μg·g-1（基于 PET）时的催化活性与采用

乙二醇锑的锑用量为 180μg·g-1 时相当，工业化钛系瓶片质量指标基本达到锑系瓶片的水平，瓶坯乙醛含量优于锑系。

对工业合成切片进行了结晶性能及流变分析，结果表明，钛系聚酯较慢的结晶速度可避免聚酯由于降温时出现过快

结晶，从而有利于吹瓶。同时其熔体剪切粘度随温度变化影响较锑系聚酯小，有较宽的加工区间。  

关键字： 钛系催化剂；瓶用聚酯；乙醛含量；结晶性能；流变分析 

QO02 

MAH/DVB 功能化改性 iPB-1 的结晶性能研究 

肖作杰,马晨,许巍,赵永仙*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66000 

在转矩流变仪中，制备马来酸酐（MAH）和二乙烯基苯（DVB）熔融接枝全同聚丁烯-1（iPB-1）。采用 X 射线

衍射（XRD）、偏光显微镜（POM）和差式扫描量热仪（DSC）研究接枝改性对 iPB-1 结晶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iPB-1 及其接枝物在室温下放置 7 天后的晶型均是晶型Ⅰ，且随接枝率的增加，iPB-g-MAH 的晶核密度增大；95℃等

温结晶 POM 视野中，iPB-1 需要 54min 才能完成结晶，而接枝率 1.27%的 iPB-g-MAH 仅需 16min 即可；DSC 测试

结果：接枝率 3.33%的 iPB-g-MAH 结晶温度为 86.3℃，较 iPB-1 的 42.3℃提高了 44℃；iPB-1 和接枝率为 1.27%和

3.33%的 iPB-g-MAH 的结晶活化能分别是-60.46kJ/mol、-185.32kJ/mol 和-219.23kJ/mol，随接枝链增加，iPB-g-MAH

的结晶能力明显增加。 

关键字： 聚丁烯-1；马来酸酐；二乙烯基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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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03 

反应挤出法连续化制备聚乙丙交酯 

王睿*,周文乐,朱煜,肖田鹏飞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201208 

以双螺杆挤出机为反应器通过乙交酯和 L-丙交酯的开环共聚制备聚乙丙交酯，探讨了催化剂用量、聚合温度及

螺杆转速等因素对聚合的影响。实验获得的较适宜的工艺条件如下: 优选催化剂与单体重量比为 300 ppm，聚合温度

为 200°C，螺杆转速为 10 rpm，由此可获得重均分子量达到 11 万 的聚乙丙交酯，并研究了聚合物的提纯方法。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FT-IR、1H-NMR 和 DSC 等分析手段对聚合产物的结构和热性能进行了表征。 

关键字： 乙交酯；丙交酯；聚乙丙交酯；反应挤出；开环聚合 

QO04 

连续 RAFT 聚合诱导自组装体系的构建 

彭荩影,程振平,张丽芬*,朱秀林 

苏州大学 215123 

聚合诱导自组装(PISA)是在“活性”自由基聚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成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的高效方法，而

管式反应器凭借其自身的构造特点，可以进行连续的生产，在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 RAFT

聚合的单体适用性强、聚合条件温和、操作简便的特点，在管式反应器中建立了一种连续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

聚合诱导自组装制备纳米乳胶粒子方法。在该体系中我们采用 4-氰基-4-(硫代苯甲酰)戊酸(CPADB)为 RAFT 试剂，

2,2′-偶氮双[2-(2-咪唑并啉-2-基)丙烷]二盐酸盐（AIBI）为引发剂，分别以甲基丙烯酸聚乙二醇单甲醚酯(PEGMA)和

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为单体，70oC 时在水/乙醇混合溶剂中连续制备了 12-42nm 稳定的 PPEGMA-b-PMMA 乳

胶粒子。 

感谢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41192)给予本课题的资助。 

关键字：聚合诱导自组装(PISA)；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管式反应器；聚合物乳胶；纳米粒子 

QO05 

二氧化碳基水性聚氨酯：基于高温分散技术的无溶剂制备方法与传统工艺的比较研究 

汪金 1,2*,张红明 1,王献红 1,王佛松 1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基于高温分散技术的无溶剂制备工艺（ETD）是一种最近开发的二氧化碳基水性聚氨酯（CO2-WPU）制备技术。

该技术实现了聚氨酯预聚物在较高温度下（大于 60℃）分散于水中且保证足够的异氰酸酯基团保留率（＞90%），且

体系粘度在高温下较低的优点保证了预聚物能够顺利分散于水中，过程无需溶剂，具有环保特征。然而，其相对于

传统制备方法的对比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的预聚体分散法，ETD 技术表现出明显的成本及环保

优势，且以该技术制备得到的 CO2-WPU 乳液及涂膜相比于传统技术表现出相似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以 ETD 技

术制备得到的 CO2-WPU 乳液具有较高固含量的优点，这得益于其制备过程完全未曾引入有机溶剂。 

关键字： 二氧化碳；水性聚氨酯；无溶剂；高温分散 

QO06 

聚合物/黑色素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 

汪洋,东为富* 

江南大学 214122 

黑色素（melanin）是结构单元含有酚羟基和氨基的一类大分子，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中，能够有效地吸收紫外线，

具有光保护特性。基于这一点，将天然鱿鱼黑色素与聚乙烯醇（PVA）通过溶液共混制备了纳米复合材料，当加入少

量的黑色素时，材料可以屏蔽波长小于 330nm 的紫外光，表现出优异的紫外屏蔽性能，而且，抗紫外老化性大幅提

高，避免了传统无机紫外光吸收剂的光催化诱导聚合物降解问题，同时复合材料保持良好的透明性（透光率>80%）。

由自然到仿生，利用多巴胺制备了不同尺寸的合成黑色素纳米颗粒，通过黑色素与 PVA 分子间氢键作用，显著增强

了 PVA 的力学性能。进一步利用多巴胺制备了合成黑色素纳米颗粒，黑色素与 PVA 形成氢键作用，在基体中均匀分

散，PVA 的拉伸强度提高至 172 MPa，弹性模量达 3.15 GPa，聚合物的力学性能显著提高，对比目前的文献报道，

其增强效果处于较高水平。 

关键字：黑色素；紫外屏蔽；力学性能；聚乙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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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07 
耐水煮三聚氰胺脲醛树脂热稳定性的研究 

王博* 

东北林业大学 150040 

脲醛树脂（UF）具有原材料廉价易得、胶接强度优异、操作性能良好等优点，是木材加工行业的重要用胶。但

UF 树脂耐热、耐水性差，固化后缓慢释放甲醛，在高温高湿的室内环境如浴室、厨房等场合不能使用。本研究以三

聚氰胺为改性剂，分别采用传统工艺和酸性工艺制得水煮 4小时后胶接强度大于0.7MPa的三聚氰胺脲醛树脂（MUF），

并将固化方式和固化剂种类对树脂性能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固化剂不仅加速了树脂的固化，还增大了树脂

的交联度，树脂热稳定性增加、耐热性增强。使用不同固化剂对同一树脂固化时，固化剂酸性越强，树脂耐热性越

低、胶接强度越差。在达到耐水煮的标准下，酸性工艺合成的 MUF 树脂三聚氰胺添加量比低传统工艺低 4-6%时即

可制得耐水煮的 MUF 树脂。耐水煮 MUF 树脂的制备扩大了脲醛树脂的应用范围，不仅满足日益严格的环境要求和

国家规定，也保护了各地人民的健康并满足市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前景。  

关键字：脲醛树脂；三聚氰胺；耐热性；胶接强度 

QO08 
磺胺两性离子水性聚氨酯/TiO2 的制备与防污性能 

王春华 1,穆畅道 2,林炜 1* 

1.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2.四川大学化学与工程学院 

近年来，纳米 TiO2 因可光催化降解有机污物并具有杀菌活性而备受关注。研究表明磺胺两性离子聚氨酯具有抗

细菌和霉菌等微生物粘附的能力，因而具备抗生物污损性能，但磺胺两性离子并无直接的杀菌活性，不能使细菌等

微生物失活，这对防污而言同样至关重要。本文利用 TiO2 与羧基的配位反应，选择二羟甲基丙酸(DMPA)对纳米二

氧化钛进行表面改性得到含有双羟基 DMPA-TiO2，并将其在聚合过程中引入制备磺胺两性离子水性聚氨酯/TiO2 复

合材料(ZPU/TiO2)。动态光散射分析表明聚氨酯乳液具有较好的储存稳定性。ZPU/TiO2 复合膜的应力应变曲线显示

聚氨酯膜的断裂行为属于脆性断裂，纳米二氧化钛在聚氨酯基体中的有效分散可同时提高膜的强度和延伸性。热重

分析表明纳米颗粒的引入可改善磺胺两性离子聚氨膜的热稳定性。在防污方面，纳米 TiO2 的引入可有效抑制霉菌的

生长繁殖形成的生物污损，赋予聚氨酯膜杀菌防霉性能。  

关键字： 聚氨酯；生物污损；TiO2；杀菌防霉  

QO09 

纳米填料对动态硫化 PP/EPDM 共混物非等温结晶动力学及导电性能的影响 

涂友雷 1,杨斌*1,钱家盛 1,曹明 1,胡磊 2,夏茹 1,苗继斌 1,陈鹏 1 

1.安徽大学;2.大连理工大学 

本研究将三种不同的纳米填料分别加入动态硫化 PP/EPDM 共混物中，并使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电导率

测试分别表征了不同纳米填料对 PP/EPDM 共混物熔融行为、非等温结晶行为以及电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

EPDM 阻碍了 PP 大分子的运动，其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聚丙烯的结晶速率；h-CNT 对诱导形成 β-PP 有更好

的效果，诱导活性排序为 h-CNT>GR>CNT；由非等温结晶动力学分析发现，加入纳米填料后可以显著提高 PP/EPDM

共混物中聚丙烯的结晶速率，其成核活性的排序如下：CNT>GR>h-CNT。纳米填料改性复合材料的电性能排序为

CNT>GR>h-CNT。 

关键字： PP/EPDM 共混物; 纳米复合材料; 纳米填料; 非等温结晶; 电导率 

QO10 
离子液体促进白炭黑硅烷化反应提升橡胶/白炭黑复合材料性能的研究 

翁佩锦 1,唐征海 1,郭宝春*1,张立群*2 

1.华南理工大学；2.北京化工大学 

白炭黑在绿色轮胎中受到广泛关注，但白炭黑表面含有大量硅羟基，导致其在橡胶中趋于团聚且与橡胶界面结

合弱。因此需要硅烷改性白炭黑，改善与橡胶相容性。由于硅烷化反应效率低，需加入过量硅烷，在高温下与有毒

促进剂二苯胍混炼，促进硅烷化反应。 

 本工作采用离子液体三苯基十八烷基膦碘化物(PIL)活化白炭黑表面的硅羟基，提高硅烷化反应。在丁苯橡胶

(SBR)/白炭黑混炼过程中加入少量 PIL(0.5~2 phr)，可显著提高复合材料综合性能。通过结合胶、TEM、冰点下降、

RPA 等测试，均表明 PIL 促进白炭黑硅烷化反应，改善白炭黑的分散并增加与橡胶的界面结合。随着离子液体的加

入，复合材料的静动态性能显著提升。在加入 1.5 phr PIL，复合材料模量比只加Si69改性的复合材料的模量提高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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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阻力下降 40%。为拓展 PIL 促进硅烷化反应的应用，我们将其作为硅烷伴侣应用于轮胎配方中，实现 PIL 在轮

胎工业中的应用。 

关键字：离子液体；丁苯橡胶；白炭黑；硅烷化；动态性能 

QO11 

近红外光致 Förster 能量转移诱导深层光聚合研究 

邹修成,李治全,刘仁*,刘晓亚 

江南大学 214122 

传统的紫外光聚合体系由于光波长较短，以及体系中颜填料的散射和反射，引发剂等吸光成分的引入，对光产

生内屏蔽作用，使得紫外光在有机介质中的穿透能力有限，聚合主要发生在材料表面（通常聚合深度小于 200 微米），

使得聚合深度受到限制。针对这一瓶颈，采用穿透能力更强的近红外光替代短波紫外光，激发上转换纳米粒子原位

聚合的方式，并通过 Förster 能量共振转移的方法，降低上转换纳米粒子在树脂体系中的光损耗，进一步提升引发效

率。采用经典 Stöber 法改性上转化纳米粒子，并接枝改性硫杂蒽酮光引发剂，制备近红外光引发剂。紫外和荧光光

谱结果显示，硫杂蒽酮和上转换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光谱重叠。透射电镜和能谱分析显示，上转换纳米粒子成功改

性并接枝硫杂蒽酮光引发剂，接枝率达 15%，具有一定的引发活性。这种基于近红外光致 Förster 能量转移诱导深层

光聚合，从而实现广泛存在的体型厚尺寸材料固化，将进一步扩大其应用。 

关键字： 近红外光；Förster 能量转移；光引发剂；深层光聚合 

QP01 
新型黏度指数改进剂基础聚合物合成研究 

巩西琛 1,李琳 2,李嵬*2,马红卫*1 

1.大连理工大学，2.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黏度指数改进剂能够有效改善润滑油黏温性能，并且可以降低磨损、节能减排，当前已实现油品的通用化。其

中氢化苯乙烯-双烯（HSD）类具有增稠能力强、剪切稳定性高和低温泵送性好等优点，是一类性能比较突出的黏度

指数改进剂，其结构多为多臂星形的氢化苯乙烯-双稀聚合物。本文以 n-BuLi 为引发剂，采用阴离子活性聚合方法，

成功制备了高分子量、窄分布的丁二烯-异戊二烯嵌段聚合物，然后分别以二乙烯基苯(DVB)和八乙烯基倍半硅氧烷

（OV-POSS）作为偶联剂进行偶联，进行多臂的星形聚合物合成。本实验中设计单臂分子量为 7 万，设计偶联臂数

为 8 臂，采用凝胶色谱柱和核磁氢谱对聚合物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实验成功制备多臂星形共聚物（S-IB），可作为一

类新型黏度指数改进剂的基础聚合物。  

关键字：黏度指数改进剂；活性阴离子聚合；偶联反应 

QP02 
冻干法制备聚酰亚胺气凝胶工艺探究 

陈招,路庆华*,陆学民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 

冷冻干燥法制备聚酰亚胺(PI)气凝胶是一种方便绿色的方法，通过将水凝胶冻干的方法，将固体冰直接升华，消

除了界面张力，保持了气凝胶原有的形貌。但这种方法用于制备 PI 气凝胶许多技术参数仍待探索。通过三乙胺的盐

化作用将疏水的 PI 前驱体聚酰胺酸(PAA)溶于水中，通过温度调控实现 PAA 的溶胶凝胶化过程。 本文进一步通过调

节 PAA 凝胶的浓度、冷冻速度、老化时间等条件，发现 PI 气凝胶的形貌主要影响因素是冷冻时的降温速度，而 PI

浓度主要影响的是 PI 气凝胶的密度。 老化时间越长，机械性能越好。对于冻干法制备基于 BPDA-ODA 的 PI 气凝

胶， 冷冻温度在-90℃为宜，过冷容易造成样品淬断，而降温速度太慢，可导致孔径过大。为了得到低密度的 PI 气

凝胶，溶胶浓度可适当降低。老化时间 5 天以上时间，气凝胶性能达到最佳。  

关键字： 冻干法；老化时间；PI 气凝胶；降温速度；固含量 

QP03 

电荷和热效应的协同作用下丙烯酸酯树脂/短氟碳链含氟丙烯酸酯的自聚集效应及其表

面性能的研究 

邓瑾妮,潘毅,殷绿,郑朝晖,丁小斌*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 610041 

利用热效应（含氟链段加热向表面迁移）以及电荷作用（带负电荷的基材与阳离子丙烯酸酯树脂的结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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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大部分含氟链段能自动聚集于材料表面，有效发挥氟的效能，从而获得具有低表面能的聚丙烯酸酯/含氟聚丙

烯酸酯共混物。通过 Zeta 电位、XPS 和接触角等性能测试，系统研究了聚丙烯酸酯乳液的阳离子性对共混物表面氟

聚集行为的影响。EDX 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热和电荷效应的协同作用，共混体系中大部分氟元素能自动聚集于材

料表面。因而，材料表面接触角可达 107°（二碘甲烷）和 133°（水），表面能为 7.05 mN/m，该结果与纯的含氟丙烯

酸酯聚合物相比，具有同样优异的表面性能。同时，经该共混物乳液处理后的织物表面对于普通生活污染物（墨汁、

牛奶、咖啡、酒精等）具有好的自清洁作用。这一简单的协同作用，为低氟含量体系的聚合物获得与高氟含量体系

同样优异的表面性能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和思路。 

关键字： 低表面能；自聚集；协同作用；低氟含量 

QP04 

负载茂金属催化剂及其在丙烯聚合的应用 

范国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100013 

负载化是茂金属催化剂工业应用的关键，用于丙烯聚合负载茂金属催化剂仍存在催化活性低、不稳定的问题，

影响其工业应用。本研究制备了高活性、高稳定性的负载茂金属催化剂用于丙烯聚合反应，并进一步研究了负载茂

金属催化剂催化的丙烯聚合反应。负载催化剂粒径分布均匀，聚合反应中不易破碎，催化丙烯本体聚合反应活性达

到 8000g PP/g Cat Hr，制备的茂金属聚丙烯形态良好，聚合物粒径分布很窄，所有的聚合物细粉含量不超过 0.1%。

负载催化剂的催化活性衰减较慢。尽管活化的茂金属催化活性中心对微量的水和氧气极为敏感，负载催化剂在储存

4-12 个月后仍可以保持约 60%的活性。不同于传统的 ZN 聚丙烯，茂金属聚丙烯链中 2，1-区位缺陷含量很高，同时

还含有少量的 1，3-区位缺陷。 

关键字：负载；茂金属催化剂；丙烯聚合 

QP05 
绿色轮胎胎面胶纳米复合材料的构筑与其抗湿滑性能研究 

王庆国*,杨德敬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3 

应用兼具无机和有机特性的超细全硫化粉末丁苯橡胶（UFPSBR）制备了轿车胎面胶用 UFPSBR/NR/SBR 纳米复

合材料，并应用动态力学分析仪(DMA)、扫描电镜(SEM)、接触角测量仪等研究了 UFPSBR 粒子对 NR/SBR 胎面胶

复合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和表面微观形态的影响，分析了 UFPSBR 提高胎面胶纳米复合材料的抗湿滑性能的作用机

制。实验结果表明，调控 UFPSBR 粒子的用量能够改善胎面胶复合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提高胎面胶在 0-10℃附近

的 tan δ 值；另外，UFPSBR 粒子能够降低胎面胶表面的水接触角，降低胎面胶表面与路面之间的水膜厚度；并能够

提高胎面胶表面的粗糙度及模量，有效增强了破坏水膜的能力，进而从动态热力学性能、胎面胶微观形态结构和弹

性流体动力学等多个角度完善胎面胶抗湿滑性能的评价方法。 

关键字： 胎面胶复合材料 ；抗湿滑性能 微观形态； 动态力学性能 

QP06 
基于非等温法的环氧灌注材料固化动力学及固化工艺研究 

杨鹏*,李小阳,何莉苹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 621900 

环氧树脂常被用于电子组件的灌注防护。固化工艺是影响其性能的重要因素，合理控制环氧树脂固化工艺，在

保证效率的同时获得优异的性能是其应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该研究以胺固化的双酚 A 型环氧树脂为对象，采用非

等温 DSC 测试分析方法，基于 Kissinger, Crane 等理论对该树脂体系的固化动力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环氧树脂在

不同温度范围内以两种反应为主，其表观活化能分别为 61.44 kJ/mol, 77.56 kJ/mol，反应级数分别为 0.90, 0.92。在此

基础上，提出固化程度与反应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室温下完成固化反应的时间需要 134 h，反应 27 h 其固化

程度即可达到 90%。结合不同特征温度下反应程度与反应时间的关系，给出了该环氧树脂的理论固化工艺：62 °C 下

预处理 46 min，升温至 100 °C 反应 57 min，然后升温至 124 °C 保持 61 min，最后在 148 °C 的后处理温度下保持 16 

min。 

关键字：环氧树脂；固化动力学；固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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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07 

乙烯聚合用钒系催化剂 FVC-01 的开发 

赵增辉*,方宏,付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大庆化工研究中心 163714 

本研究采用格式试剂法合成了 MgCl2/AlCl3 复合载体，以钒化合物为活性组分制备了聚乙烯钒系催化剂 FVC-01，

研究了淤浆体系中聚合工艺条件对催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聚合反应温度为 80-85℃，反应压力为 1.0MPa，

n(Al)/n(V)为 200-350 时，FVC-01 催化剂体系为长效型、活性较高，合成的聚乙烯表观密度较高、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较宽、细粉含量较少。因此，FVC-01 催化剂可用于淤浆法聚乙烯生产工艺，实现单反应器生产宽分子量分布聚乙烯

产品。  

关键字： 乙烯；聚合；钒系催化剂；淤浆 

QP08 
Pickering 多孔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陈博,孙争光*,李草,张玉红,江兵兵 

湖北大学 430062 

高内相乳液（HIPEs）模板法因能有效控制多孔材料的孔结构及分布而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传统 HIPEs 制备的

多孔材料存在力学性能差，具有一定毒性等缺点。而利用 Pickering 乳液制备多孔材料能够克服传统乳液稳定性差、

制备的材料有毒等缺点且能赋予材料一定的功能性。本研究以溶胶凝胶法一步制备了改性二氧化硅粒子，并将其用

于 HIPEs 的稳定进一步聚合得到 Pickering 多孔复合材料，研究了粒子用量对多孔材料孔形貌及压缩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改性粒子可取代传统表面活性剂以稳定乳液并对材料有显著增强作用。所得多孔复合材料的压缩强度及模

量随改性粒子含量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粒子含量为 15wt%时材料的压缩强度和压缩模量达到最大，分

别为 5.94MPa 和 36.60MPa。同时，多孔材料平均孔径随粒子含量的增加逐渐减小。该类无表面活性剂多孔材料在催

化载体、吸附分离及生物医药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高内相乳液；多孔材料；Pickering 乳液；复合材料 

QP09 

ABS 树脂的微观结构与色彩关系 

王宇超,曹志臣,刘馨璐,马思宇,林俊澍,吴广峰*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本文采用种子乳液接枝技术，通过改变接枝过程中滴加单体时间和单体组成，合成了一系列 ABS 接枝共聚物，

然后将其与 SAN 树脂共混，制得 ABS 树脂。实验结果表明：1.随着丙烯腈接枝量的增加，ABS 树脂的黄色指数与 b

值均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丙烯腈含量的增加使橡胶相外接枝分子链中丙烯腈分子比例增多，更多的分子链末端会

产生 3 个均聚的丙烯腈小分子，在进行高温工艺操作的条件下，均聚的 3 个丙烯腈小分子会发生环化反应，导致 ABS

树脂黄色指数上升。2.单体连续滴加有利于黄色指数下降。一次反应使苯乙烯接枝相进入到聚丁二烯内部，使得橡胶

相形成了内包容结构，橡胶相表面覆盖了大量的苯乙烯分子，降低了橡胶相接触丙烯腈分子概率，导致了聚丁二烯

分子链中残留的碳碳双键增加，而高温高热的加工条件使得分子链中的“C=C”键提高了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几率，

导致 ABS 树脂材料劣化变黄。  

关键字：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接枝反应；b 值；黄色指数 

QP10 

木粉填充废旧聚乙烯的改性研究 

林俊澍,马思宇,刘鑫璐,王宇超,吴广峰*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木塑复合材料(WPC)是由木纤维或植物纤维填充改性热塑性复合材料，经过挤出、压制或注射成型成板材或者其

他制品，代替木材和塑料的一种新型复合材料。塑料的合成物中包含有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大量塑料的废弃等同

于资源的浪费，木粉填充废旧聚乙烯挤出型材具有废物利用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作用。以木粉填充热塑性塑料而制成

的木塑复合材料具有成本低、性能好、质量轻、对加工设备的磨损小等优点。论文主要通过用木粉对聚乙烯进行填

充改性，并对共混物的拉伸性能和冲击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木粉的最佳填充量以及 PE-g-MAH 最佳添加量。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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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粉填加量增加，材料的拉伸强度性能下降，采用马来酸酐处理木粉的表面和加入不同的改性剂能明显提高材料的

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为加工企业处理废弃塑料提供处理方法，以便减轻我国环境的污染。 

关键字：聚乙烯；木粉；填充改性 

QP11 

熔喷聚苯硫醚非织造布吸油性能研究 

熊思维,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430200 

采用吸油材料清理收集水面浮油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水面吸油材料是熔喷聚丙烯（PP）

非织造材料，然而，PP 非织造材料存在持油性和重复实用性较差的弱点。因此，开发出综合性能更加优异的吸油材

料用于环境保护依然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与四川纺织科学研究院合作，采用特定牌号的 PPS 树脂为原料，通过

优化熔喷工艺和装备，制备出熔喷 PPS 非织造纤维材料并实现产业化。本文以自制的熔喷聚苯硫醚（PPS）非织造布

作为吸油材料，综合考察了其吸油性能。结果表明：熔喷 PPS 非织造布对食用油、原油、机油、柴油的吸附量分别

为 45、38、39、30g/g，为 PP 非织造布的 2-4 倍，并且熔喷 PPS 非织造布具有很好的重复使用性能，在重复试验 5

次后，其饱和吸油量约为初次使用的 50%。 

关键字：熔喷 PPS 非织造布；吸油量；重复使用性 

QP12 

乙烯-丙烯酸共聚物及其锌离聚体改性沥青的研究 

常立 1,徐春叶 1,李祥勇 1,阳伟刚 1,高群 1,欧阳春发*1 

1.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结合乙烯-丙烯酸共聚体（EAA）及乙烯-丙烯酸共聚物锌离聚体（EAA-Zn）的优良性能，以

期探索出一种新型聚合物改性沥青，使其在高温性能上有所提升。本文通过分别加入 EAA， EAA-Zn 离聚体两种改

性物，使其与沥青进行混合，通过控制 EAA，EAA-Zn 离聚体的添加量，得到改性沥青的最佳配比。采用沥青常规

性能测试和离析软化点，全反射红外这几种测试分析 EAA，EAA-Zn 离聚体对沥青性能的影响，并对比两种结果，

探究 EAA 和 EAA-Zn 离聚体哪种改性物对沥青性能改性较大。 

研究结果表明：EAA 与 EAA-Zn 离聚体对沥青都具有改性效果。且经 EAA-Zn 离聚体改性后的沥青材料的黏度，

软化点，针入度，离析软化点的性能皆优于 EAA 改性后的沥青材料。 

关键字： 乙烯-丙烯酸共聚物 ；乙烯-丙烯酸共聚物锌离聚体； 改性沥青 ；高温性能 

QP13 
水溶性多枝状两亲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对稠油的降粘性能 

李娟 1,谭业邦*1,周静 1,王秋霞 2,刘义刚 2 

1.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育部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2.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 

本文用丙烯酰胺（AM）、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2-丙烯酰胺基-2-甲基丙磺酸（AMPS）通过自由基共

聚得到含有活性环氧基的三元共聚物 AAG，利用苯乙烯磺酸钠（SSS）与丙烯酰胺（AM）通过过硫酸钾和巯基乙胺

链转移自由基聚合得到端氨基二元共聚物 NAS，然后通过端氨基二元聚合物 NAS 与含有环氧基的三元共聚物 AAG

反应得到多枝状高分子 AAGA，通过红外光谱、核磁共振、静态光散射、动态光散射、动态界面张力和表面张力测

定表征和研究了多枝状两亲聚合物的溶液性质，发现该聚合物具有良好的表界面活性和优异的耐温抗盐性能，能乳

化稠油形成水包油乳液。降粘测试发现所得多枝状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稠油降粘性能和抗盐降粘性能，多枝状聚合物

浓度为 1.0 mg/mL 时，最高降粘率可达到 99%。 

关键字：水溶性；多枝状高分子；两亲性质；降粘性能 

QP14 

无氟聚合型拒水整理剂的合成及超疏水织物的制备 

于淼 1,李倩倩 1,沈可可 1,张喜婷 1,权苗 2,史素青*1,宫永宽 1 

1.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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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自由基溶液聚合法，合成了甲基丙烯酸异丁酯（IMA）和甲基丙烯酸三甲氧基硅烷（TSMA）的二元随

机共聚物(PIT)，并用 1H NMR 和 GPC 对其化学结构和分子量进行表征；以小分子氟硅烷（FAS）为参照，将 PIT 用

作拒水整理剂，结合溶胶凝胶法，制备超疏水织物，用静态接触角、X 射线光电子能谱和扫描显微镜(SEM) 分别对

涂层表面的润湿性、化学组成及形貌进行表征。结果发现将碱液处理后的涤纶织物置于含氨水的正硅酸乙酯溶液中

反应 40 min，可在织物表面接枝大量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形成微纳米多尺度粗糙织物表面，该表面经拒水整理剂进

一步处理后，获得超疏水织物。当 PIT 浓度为 10 mg/mL 时，所得织物表面（P10-SiO2@fabric）水接触角可达 154°，

滚动角为 5°；与 FAS 改性织物表面（F10-SiO2@fabric）相比，P10-SiO2@fabric 表面具有更好的耐溶剂、耐磨擦和

耐洗涤性能。  

关键字：无氟聚合物硅烷 ；织物整理剂； 超疏水 

QP15 
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的极性化改性研究 

刘凯,赵煊,吕情情,华静*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HVBR）分子主链上不饱和双键少、含有丰富的乙烯基侧基（大于 80%），硫化胶玻璃

化转变温度对应的损耗因子峰值高，硫化胶具有优异的耐老化性、抗湿滑性能、生热低等优点，是一种高性能轮胎

和阻尼材料的理想弹性体。为了进一步提高 HVBR 作为轮胎带速层材料增加其与带束层帘子线之间的相容性，以及

用于阻尼材料与极性橡胶并用拓宽其阻尼峰时的相容性，我们采用熔融法、溶液法以自由基加成和烯烃复分解等不

同反应机理对 HVBR 进行酸酐化、羧基化和环氧化的极性改性。系统研究反应方法、工艺参数和反应条件对 HVBR

极性改性的反应活性和产物极性基团含量、凝胶含量及其硫化胶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制备的含极性基团羧酸根的

HVBR 橡胶进一步与金属化合物反应生成相应的离聚体，优化其作为轮胎材料的性能和拓宽其在阻尼材料和极性橡

胶改性等方面的应用领域。 

关键字：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极性改性；阻尼性能；环氧化；离聚体 

QP16 
钼系催化剂催化左旋丙交酯开环聚合的研究 

吕晴晴,赵煊,华静*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聚乳酸(PLA)作为以生物资源为原料的生物降解性高分子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其存在的耐热性差、柔顺性差等

问题限制了其工业化的广泛推广。传统聚乳酸多采用金属羧酸盐、醇盐，烷基铝催化体系引发丙交酯开环聚合的方

法制备。本文采用双烯烃配位聚合催化体系钼化合物-烷基铝(Mo-Al)引发丙交酯的开环聚合，并在同一反应器中原位

生 PLA-PB（聚丁二烯）二者的共混物，在 PLA 中引入 PB 橡胶相增韧。对得到 PLA 的分子量、分子量分布、热性

能、结晶性能以及共混物的相区分布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以 Al/Mo 催化体系进行丙交酯均聚及在丁二烯单体存在

下的转化率均在 90%以上。得到的 PLA 分子量大于 104，分子量分布窄，同时结晶度升高，熔融温度升高。低转化

率下 PLA-PB 二者的共混物中存在少量的共聚物，高转化率下二者共混物的相容性相对于 PB-PLA 溶液共沉法好。 

关键字： 钼系催化剂；开环聚合；丙交酯；聚乳酸；聚丁二烯 

QP17 
碳纳米材料在橡胶中的分散及性能研究 

李培培,赵煊,薛梅玉,金鑫铮,华静*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以碳纳米管（简称 CNTs）、石墨烯为代表的碳纳米材料是本世纪的先进材料，碳纳米材料的聚合物基功能材料

开发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是碳纳米材料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本工作采用高分子链物理包覆和有机小分子化合物表

面改性两种方法对碳纳米材料进行水溶性和油溶性的改善，然后采用原位生成聚合物法和溶液共沉降法制备碳纳米

材料与橡胶基体复合材料，观察碳纳米材料在橡胶基体的分散性，并研究复合材料的力学、导电和导热性能。 

研究表明：研磨法将水溶性聚合物包覆 CNTs 在天然胶乳中可呈单根分散状，破乳生成碳纳米管均匀分散的天然

橡胶的硫化胶的力学和导电性能提升明显。 

液体橡胶包覆 CNTs 和长链烷基胺表面改性 CNTs 在有机相中有好的分散性，在其溶液中加入丁二烯单体进行配

位聚合原位生成碳纳米材料/聚丁二烯橡胶复合材料或聚合物溶液共沉降法制备碳纳米材料/橡胶复合材料在力学、导

电和导热性能方面均有提升。以上方法改善石墨烯的分散同样适用。 

关键字：碳纳米材料；聚丁二烯；表面化学改性；天然橡胶 



 
 

848 
 

QP18 
两种 UFPR 粒子协同改性胎面胶用 NR/SBR 复合材料的研究 

杨德敬,王庆国*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本文应用超细全硫化粉末丁腈橡胶（UFPNBR）和超细全硫化粉末丁苯橡胶（UFPSBR）制备了胎面胶用

UFPR/NR/SBR 复合材料，并研究了两种 UFPR 粒子协同改性后的 NR/SBR 复合材料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极性

UFPNBR 和非极性 UFPSBR 粒子的并用,有效缩短了 NR/SBR 复合材料正硫化时间，提高了硫化效率，也提高了

NR/SBR 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撕裂强度和耐磨性。当 UFPNBR/UFPSBR 用量比为 4/6 时，NR/SBR 复合材料具有较

高的拉伸强度；当 UFPNBR/UFPSBR 用量比为 2/8 时，NR/SBR 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耐磨性，且 NR/SBR 复合材料

在 0℃时的 tanδ 值比纯样提高了 12.9%，60℃时的 tanδ 值比纯样降低了 1.5%，表明极性 UFPNBR 和非极性 UFPSBR

粒子的并用能够明显提高胎面胶的抗湿滑性，同时降低胎面胶的滚动阻力。 

关键字： 胎面胶；复合材料；UFPR；协同改性；抗湿滑性 

QP19 
钼系催化配位聚合本体原位法制备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增韧 PS 的研究 

张彬彬,赵煊,李培培,华静*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聚苯乙烯（PS）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通用塑料材料，目前以自由基聚合为主，为改善产品的力学性能，采用橡

胶相进行增韧。本研究采用磷酸酯配位的钼氯化物（Mo）和烷基铝（Al）配位聚合催化剂在丁二烯的苯乙烯溶液中

选择性地聚合丁二烯得到高乙烯基聚丁二烯（HVBR）胶液，然后进一步补加对苯乙烯活性高的第二种磷酸酯配位的

Mo -Al 催化剂引发 St 进行配位聚合,原位生成 HVBR 增韧的 PS。结果表明：本体原位法配位聚合得到的产物条件

Mo/St=12×10-4，Al/Mo=8，t=6h，T=80℃时，有适当的凝胶含量＜1%，重均分子量 15~20 万，分子量分布在 3.8~4.2

左右；通过 1H-NMR 和 FT-IR 微观结构分析产物中的 HVBR 相含量高，并且以 1,2-结构为主含量达到 74%，SEM 和

AFM 图像分析，产物的两相有很好的相容性，宏观上表现为好的力学性能。 

关键字： 聚丁二烯；聚苯乙烯；本体原位法；Mo 催化剂 

QP20 
可 CO2 响应的水性聚氨酯合成及其分散性转变研究 

杨公雯,丁运生*,魏海兵 

合肥工业大学 230009 

为提高水性聚氨酯的耐水性能，以羟基单体与二异氰酸酯单体进行聚合反应，并在聚合反应中引入具有 CO2 响

应的功能单体，合成可通过 CO2 调控亲/疏水性的聚氨酯。通过功能单体在水中与 CO2 相互作用，聚氨酯链形成质

子化的亲水结构单元，实现聚氨酯的自乳化或者溶解；通过 CO2 的脱除，亲水结构单元解离而去质子化，得到从水

中分离的聚氨酯。上述过程可循环进行，实现了聚氨酯亲/疏水性间的调控。通过透射红外（FT-IR）、透射电镜（TEM）、

动态光散射仪（DLS）、水接触角和吸水率测试对调控前后的水性聚氨酯进行表征。结果表明，通入 CO2 后的聚氨酯

在水中形成微球，分散均匀，平均粒径约为 30nm，而脱除 CO2 的聚氨酯分散系微球的粒径逐渐变大，最后发生聚

集；CO2 调控的水性聚氨酯胶膜的吸水率明显小于对照样（醋酸中和制备的水性聚氨酯膜）。 

关键字： CO2 响应；水性聚氨酯；耐水性 

QP21 
聚苯硫醚多孔纤维附载草酸亚铁非均相芬顿反应催化剂的性能研究 

胡凌泉,何臣臣,熊思维,陈少华*,王罗新 

武汉纺织大学 430020 

附载 Fe2+的非均相芬顿反应催化剂具有 pH 值适用范围广、催化剂易分离以及化学试剂用量小等优势，然而该

催化剂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杜绝铁泥的产生，成为其不能大规模工业化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论文以多孔聚苯硫醚

(PPS)超细纤维为附载材料，采用难溶于水的草酸亚铁(FeC2O4)作为芬顿试剂，利用简单的吸附沉淀法制备 PPS 纤维

附载 FeC2O4 的非均相芬顿反应催化纤维(PPS/FeC2O4)。PPS/FeC2O4 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在 20 min 内对亚甲基蓝

(MB)降解率达到 93.3 %，且溶液中无红褐色的铁泥产生。PPS/FeC2O4 作为廉价、高效且环保的非均相芬顿反应催

化剂，在有机染料废水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字： 非均相芬顿反应；草酸亚铁；聚苯硫醚；超细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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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22 
固态环氧树脂预固化发泡与形态 

刘颖,黄轲,张荣,刘清亭,胡圣飞*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环氧泡沫由于其优异的性能和广泛的用途，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尤其是对液态环氧树脂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较好的进展。固态环氧树脂只有达到软化点才能与其他物质混合进行加工，高于软化点时就会变成流态状难以包

覆气体形成泡孔，所以对固态环氧树脂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以固态环氧树脂为基体通过使用化学发泡剂 4,4，-氧代

双苯磺酰肼（OBSH），采用预固化方式实现环氧树脂自由发泡。通过示差扫描量热仪和旋转流变仪对环氧混合体系

的固化放热性能和动态流变性能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固化剂的用量对固化温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固化剂用量为

12phr 时体系固化反应完全；发泡剂用量对泡孔形态和压缩性能影响并不大；采用预固化方式后泡孔形态和泡孔分布

得到改善，机械性能更加优良。 

关键字： 固态环氧树脂；预固化；化学发泡剂；自由发泡 

QP23 
超临界 CO2 爆破剥离石墨/LDPE 导电复合材料 

余东,胡圣飞*,魏文闵,张荣,刘清亭 

湖北工业大学 430068 

以低密度聚乙烯（LDPE）为基材，无水乙二胺（EDA）改性后的石墨为导电填料，通过熔融共混制备石墨/LDPE

导电复合材料。复合粒子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2）爆破处理，以期在爆破过程中 LDPE 发泡，发泡过程中石墨

被分散剥离，得到导电性能优良的复合材料。使用 6517B 型静电计、旋转流变仪、万能拉力试验机对石墨/LDPE 导

电复合材料体系的电性能、流变性能、力学性能进行分析。随着石墨填料的增加，复合材料发生导电逾渗和流变逾

渗。对比于未改性石墨，处理后的复合材料电阻率下降达三个数量级。流变逾渗值从 35%下降到 25%。将复合体系

再经过 scCO2 爆破处理，结果发现，处理后的复合材料电阻率同比下降了约一个数量级。经过 scCO2 处理的复合材

料与未处理的材料相比拉伸强度与断裂伸长率的变化不大。  

关键字：改性石墨；LDPE；导电复合材料；超临界二氧化碳 

QP24 
均三嗪活性基改性瓜尔豆胶在真丝绸织物上的渗透印花研究 

王莉莉*,王赵,邵建中,沈一峰 

浙江理工大学 310018 

真丝绸织物(如丝巾等)印花需要获得色泽鲜艳、双面得色、轮廓清晰的花型图案，这对糊料的流变性能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本文采用选择性高、活性强的均三嗪活性基对瓜尔豆胶进行改性，封闭其结构中的活泼羟基，探究改性

前后瓜尔豆胶的流变性能以及在真丝绸织物上的渗透印花效果，明确具有良好渗透印花效果的印花糊料所应具备的

流变特征，继而探寻均三嗪改性瓜尔豆胶作为海藻酸钠替代品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与未改性瓜尔豆胶相比，

均三嗪改性瓜尔豆胶具有较好的流动性能、较多的粘性行为和较高的剪切回复性能。由活性红、黄、蓝、黑四种染

料的印花效果可知，均三嗪改性瓜尔豆胶表面得色量、渗透性、花型轮廓清晰度均优于未改性瓜尔豆胶和海藻酸钠，

适用于真丝绸织物渗透印花。糊料表现出较好的流动性和粘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获得较好的渗透印花效果。 

关键字：瓜尔豆胶；海藻酸钠；流变性能；真丝绸；渗透印花 

QP25 
环氧改性有机硅树脂的制备及其表面海藻附着性能研究 

孙逊,陈蓉蓉*,高翔,李茹民,王君 

哈尔滨工程大学 150001 

有机硅树脂涂层以其低表面能、疏水性且不会释放对海洋环境及生态环境有害的防污剂等优点而备受人们关注，

但其对基材附着力弱、力学性能差等缺点限制了其在海洋防污领域的应用。环氧树脂因具有力学性能高、粘接性能

优异等优点而受到广泛使用。本实验通过环硅氧烷（DMC）开环聚合并与含氨基硅烷 Si-OH 发生缩聚反应，制备含

氨基侧链聚二甲基硅氧烷；利用环氧基团与氨基的开环反应，制备环氧改性有机硅树脂。以盐酸与胺基的反应为机

理滴定确定聚合物胺值，采用 1HNMR 和 FT-IR 对改性聚硅氧烷进行结构表征，使用电子拉力机、附着力测试仪对

改性树脂进行力学性能及基材附着力测试，利用静态接触角测试考察了涂层表面润湿性能，使用硅藻三角褐指藻测

试改性树脂涂层表面海藻附着性能。研究结果表明所制备的环氧改性有机硅树脂具有优异的力学强度和基材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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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褐指藻在改性树脂涂层表面整体粘附较少，可作为污损释放型防污涂料应用于海洋防污领域。 

关键字： 聚硅氧烷；环氧树脂；海洋防污；附着力 

QP26 

聚苯胺/氧化石墨烯改性环氧-丙烯酸防腐涂料的性能研究 

郭明阳,肖凤娟* 

石家庄铁道大学 050043 

采用原位聚合的方法合成了高分散性聚苯胺/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PAGO)，以硅烷偶联剂/水性环氧-丙烯酸酯乳

液为基料，以 PAGO 为防腐组分替代部分锌粉，制备了水性低锌粉含量防腐涂料，应用开路电位、极化曲线、耐盐

雾试验和力学性能测定等技术对比了 PAGO 改性前后防腐涂层的防腐性能和韧性。PAGO 有效降低了改性水性丙烯

酸酯乳液的开路电位，提升了富锌涂料的阴极保护功能，PAGO 改性的涂层腐蚀电流明显变小，阻水屏障作用明显提

高，同时改性水性涂料与基体的附着力和抗冲击性能均较未改性的富锌涂料有明显提高。研究的 PAGO 改性水性环

氧-丙烯酸酯涂料，具有防腐效率高、无挥发性有机溶剂、锌粉含量低的优点。  

关键字：环氧丙烯酸酯，水性防腐涂料，聚苯胺，氧化石墨烯，阻水屏障作用 

QP27 
硼酸交联的聚乙二醇基聚合物电解质 

周天宇,郭宝华,徐军*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100084 

锂电池具有电压高、能量密度高、工作温度范围宽和储存时间长等优点。为了解决锂电池的锂枝晶问题和安全

问题，本课题从聚合物电解质的机理出发，提出合成硼酸交联的聚乙二醇（PEG）基嵌段聚合物作为潜在的聚合物

电解质的思路。本课题提出的合成路线对投料比的敏感度低，利用硼酸形成动态键以交联聚合物，使其兼顾力学强

度和可加工性。合成聚合物后发现该体系出现相分离现象，对之进行了分析讨论。 

关键字： 硼酸交联；聚合物电解质；相分离；动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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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S   高分子教育与学科发展 

SI01 
发展科学巨匠 后辈楷模 一 献给钱人元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江明 

复旦大学 

SI02 
高分子材料的可持续发展 

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10064 

我国的塑料、纤维和橡胶三大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年产量已超过 1.3 亿吨，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另一方

面其废弃物对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了严重污染。探索解决日益增长的高分子材料实际需求与减少化石

能源消耗及其废弃物环境污染相矛盾问题的途径，对高分子材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作

者过去二十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进展，探讨了如何有效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制备高分子

材料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如何实现废弃高分子材料的高值化回收利用以达到可循利用；如何实现在难以回

收应用领域使用的一次性高分子材料制品的可完全生物降解设计与制备，以减少难回收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通

过对典型体系的研究分析，提出了高分子材料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 生物基高分子；生物降解高分子；循环利用 

SI03 
探究式教学在高分子新生研讨课上的实践 

胡文兵*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0023 

自 2010 年起本人在南京大学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大分子-从材料到生命”，在课堂上实践了探究式教学模式，引导

学生分组制作寓教于乐面向中学生的高分子科普网页（http://hysz.nju.edu.cn/hwb/garden_of_macromolecules）。在此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交流表达能力和自主学习精神，并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参观塑料加工企业。多年的

实践后发现，这类探究式教学模式适用于知识内容比较宽泛，深度要求不高，系统性要求不强的课程，最好学习内

容保持开放，可循序渐进逐步累积，并且学生要有较强的学习和参与意愿。如果在专业基础课堂上和有限的课时内

开展这种探究式教学，需要相关学习激励模式、专业课程设计和课程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探索。 

 关键字： 探究式教学; 高分子科普; 新生研讨课 

SI04 
共轭高分子的学科发展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纪念钱人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自 1977 年发现导电聚乙炔四十年来，共轭高分子的研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钱人元先生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导电高分子的研究，本人谨以此报告纪念钱人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共轭高分子的研究大致可以

划分为导电高分子、发光高分子和聚合物电致发光器件、以及光伏高分子和聚合物太阳电池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本

人亲历了这三个阶段的研究。从 1977 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导电高分子(氧化掺杂态的共轭高

分子，其电导率可达 103 S/cm 左右)。自 1990 年 Friends 等发现共轭高分子电致发光现象以后，该领域的研究逐渐转

移到了具有半导体光电特性的本征态共轭高分子上，包括共轭高分子发光材料和器件以及共轭高分子光伏材料和聚

合物太阳电池等。共轭高分子下一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将包括：透明导电高分子、高效和低价共轭高分子光伏材

料及柔性和半透明聚合物太阳电池等。 

关键字： 共轭高分子；导电高分子；高分子发光材料；高分子光伏材料；聚合物太阳电池 

SI05 
浅谈高分子物理课程建设的实践与体会 

徐世爱* 

1.华东理工大学，2.青海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质量是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可见，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跨越式发展、规模急剧扩张之后，稳定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高分子物理作为高分子材料及其相关专业最核心的专业基础课之

一，在专业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作者结合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从课堂教学、教材建设、青年教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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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课程建设等方面探讨了促进高分子物理教学的举措。指出备课充分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课堂教学要将

问题式、启发式、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强调了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材编写要与时

俱进、并且要结合本校的课程设置和实际情况；青年教师的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制定一套严格的规范程序，

并制定相应的检验标注；课程建设既要循序渐进、稳步深入，又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 

关键字： 高分子物理；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教学方法 

SI06 
关于高分子物理教学的几点思考 

刘凤岐*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130012 

高分子物理作为一门重要课程，面对本领域日益深入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进展和新的教育形式，如何适应教学要

求？本文就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高分子物理的主要内容、课程讲授脉络、课程内容增补与更新等问题，谈几点个

人思考。  

关键字：高分子教育；高分子物理；教学内容；讲授脉络 

SI07 
天然高分子学科“绿色”化发展 

张俐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430072 

进入二十一世纪，“绿色”化学已受到全球各国高度重视。利用地球上丰富的可再生动植物资源，通过“绿色”技术

转换成新材料属于“绿色”化学范畴。同时基于天然高分子的新材料也已成为国际前沿领域之一。本实验室有关低温水

体系溶解纤维素、甲壳素并构建新材料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国际高度评价。因此预计天然高分子科学与材料将迎来更

大的发展机遇。我衷心希望高分子学科领域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到天然高分子领域，共同推进国家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关键字：天然高分子；“绿色”化学 

SI08 
研究生“高分子表征方法”课程的科研潜能培养 

陈旭东* 

中山大学 510275 

随着高分子科学的迅速发展，先进的表征方法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加工和应用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高分子表征方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在研究生“高分子表征”课程教学过程中，重点从几个方面入手：（1）教学

过程中强调高分子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聚合物成型加工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

（2）不同表征方法所涉及的仪器分析方法的原理及数据处理；（3）表征物理参量与高分子领域所要解决科学问题之

间的关联；（4）表征方法在高分子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学生能够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常用分析表征方法，具备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潜能，为科研工作打好基础。 

 关键字： 高分子科学；表征；创新能力；课程教学 

SI09 
高分子材料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及体会 

赵长生* 

四川大学 610065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的现状，材料类专业的认证情况，特别是高分子材料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

的情况。因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高分子学院）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是国内首个通过工程

教育认证的高分子材料类本科专业（2014 年），作者是该专业认证的负责人，将重点阐述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认

证时的前期准备情况，自评报告的撰写，以及围绕工程教育认证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在人才培养和工程实践等方面

的具体工作。 

关键字：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SI10 
高分子人才培养的一点体会 

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院 100029 

在大学的三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中，人才培养是第一和最主要的。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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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前身是北京化工学院的高分子系（1996 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目前已经成为以有机高分子材料和碳纤维/

材料为特色优势学科的学院。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变化更大：本科生由 5 个班增至 21 个班（640 人）/年，硕士

生由几十人增至 560 人/年，博士生则由几人增至 70 人/年。这种在各个层次数量上的快速上升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

的挑战和问题。报告人将根据这些年在院长任上对人才培养层面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从学科和教师队伍建设、教

学和研究平台及基地建设、过程和出口管理诸方面谈几点体会和认识。  

关键字： 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研究平台 

SI11 
高分子单链/纳米颗粒 Janus 复合体系 

杨振忠*,姚晓晖,井静云,梁福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190 

我们发展了 100-101 nm 尺寸的 Janus 复合功能材料的新方法，在纳米颗粒表面接枝单个高分子链，具有嵌段聚

合物双亲性和纳米粒子功能性，在界面调控方面表现优势。其中涉及高分子链的活性合成、尺寸控制及高分子链接

枝数目规律等基本高分子物理与化学问题。  

关键字： Janus；纳米颗粒；单链；界面 

SI12 
全新设计的现代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建设 

许华平* 

清华大学 100084 

理科院系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发展缓慢，急需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注入新鲜而实用的内容。 清华大学化学系

全新设计建设的现代高分子化学实验覆盖众多传统实验课鲜有涉及、但在科研中极为重要的前沿理念与技术, 旨在提

高学生科研素养和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能力，其成功开发为理科院系针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高分子化学实验提出了全

新思路。 

关键字：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活性聚合 

SI13 
高分子人才培养中的几点思考 

郑强*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0027 

高分子学科是在化学、物理、数学、材料科学等多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现在又进一步

融入了信息、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时髦”学科。那么，在高分子人才培养中，介绍讲解本学科研究的前沿进展固然

需要，但是学科教育中的基础性和系统性更加不可忽视。若仅侧重于所谓的“前沿”灌输，就舍本逐末，忽视了人才培

养中教育的基础性和系统性，导致学生对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解不清、理论基础掌握不深、系统架构认识不全。

尽管高分子基本概念的教学是枯燥的、抽象的，对学生而言远不如听前沿进展轻松愉悦；对教师而言基本概念的备

课教学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也远不如讲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那么信手拈来。然而，无论是培养从事学术研究

还是培养从事应用开发的高分子人才，都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关键字：高分子人才培养 ；基本概念；系统性 

SO01 
“英才班”高分子化学及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华静*,陈学刚,吴宁晶,王存国,刘丹凤,刘晨光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2 

为顺应英才教育的发展趋势，我校从 2013 年成立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英才计划”。其中“高分子化学”是学生接触

到的第一门，也是高分子材料及其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借助“英才计划”的契机，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课

程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1）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和深化，将新的教学方法在这个小班中进行摸索和试点。

重点培养他们在高分子化学课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独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其创新思维。2）高分子

化学实验教学：增加学生自主设计型实验和测试仪器的使用，增加聚合物结构表征手段的技能培养。3）学生创新性

和参与性的提高：教学内容中提高研讨课教学的比例，结合教研室老师的科研增加探索性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内

容，增加课下的科技创新项目的指导。4）教师教学水平的培训：以提高教师上研讨课的教学能力、培训助教并完善

助教制度、改造研讨课教学模式。此项研究对各类高校英才教育目标的实现有参考作用。 

关键字： “英才班”；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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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02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交互式教学改革的探讨 

张兴宏*,张滢滢 

浙江大学 310027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是高等院校高分子专业本科生学习高分子科学的关键实践环节。实验课内容需与高分子

化学课程中理论知识紧密联系的要求决定了实验课内容的基础性和规范性。在规定的教学内容内，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是本实验课程教学的核心目标。根据作者在《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

经验，介绍个人对《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看法。本教学改革主要措施为：（1）在既定教学内容上调节

实验变量、增加实验结果未知性；（2）增加实验过程中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强度；（3）增加课程的平

时成绩权重的成绩评定方法等改善教学效果，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和评价交互式教学效果。  

关键字： 高分子化学实验；交互式教学；教学改革 

SO03 
关于高分子物理教学的研究与探讨 

王劭妤*,王彪,曾威 

天津科技大学 300457 

本文讨论了在给非高分子专业学生授课的过程中，如何讲授高分子物理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大都是围绕着结构

与性能展开，分子运动作为桥梁和纽带将二者联系起来，讨论高分子材料性能的变化规律。本文就非高分子专业课

程中高分子物理的教学的一些重点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  

关键字：高分子物理，结构与性能，分子运动 

SO04 
以高分子学科为依托的包装工程专业培养模式探讨 

赵永仙*,温时宝,成世杰,褚晓珂,王灿才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66042 

青岛科技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是依托高分子学科优势设立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在培养方案中设立了系统完善的

高分子知识课程体系，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知识

面宽、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和系统设计能力强，社会声誉高。毕业生就业率高、工作环境良好，薪酬位列青岛科

技大学本科专业就业排名前茅。青岛科技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本科生考研率与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持平，绝大多数

进入中科院、985、211 等国内外知名大学深造，考入高分子相关方向的约占 50%。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由入学一志愿

报考率不足 10%，到毕业时专业满意度超过了 90%，实现了高质量的包装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扩大了高分子

学科在相关应用专业的辐射与影响。 

关键字： 包装工程；高分子；课程体系；培养方案 

SO05 
化学及相关专业高分子化学课程开设现状与分析 ——以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为例 

赵治巨 1*,杨立芹 1,李旭阳 1,王秀玲 1,刘正平 2 

1.邢台学院；2.北京师范大学 

随着高分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高分子化学已成为与四大化学并列的第五大化学。早在 1999 年，化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就在为化学本科专业（4 年）基础课制定的文件“化学专业和应用化学专业化学教学基本内容”中将高分子化学

的系列内容列为基本教学内容。但目前我国对普通本科高校的高分子化学课程开设现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调查。

本文以河北省本科高校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在开设化学专业（15 所）、

应用化学专业(11 所)和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12 所）的高校中分别有 47%、27%和 50%的高校未开设高分子化学课程。

多数高校对高分子化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有关教育部门的重视，加大对高

分子化学课程开设的监督和指导力度，并有必要对全国高校化学相关专业高分子化学课程开设现状进行全面调查，

以完善化学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并促进高分子科学的快速发展。 

关键字： 高分子化学 本科高校 现状调查 

SO06 
以高分子化工为特色的“卓越人才实验班”培养模式探讨 

曾威*,韦会鸽 

天津科技大学 300457 

根据天津科技大学“大力推进特色鲜明和区域(行业)有重要影响的专业建设”的发展目标，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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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年来形成的专业特色，立足化工与材料学院实际，根据高分子专业自身交叉与应用性强的特点，强化材料科

学与工程与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学科交叉融合，并建立与交叉学科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以聚烯烃材料的合成-成型-

应用-回收为主线，制定涵盖高分子材料全生命周期的培养方案，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和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创业思维和科研能力，力图形成 “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突出特色”的专业培养模式与改革总体思路，努力打造具

有高分子化工特色的“卓越人才实验班”。 

关键字：高分子化工；卓越人才；实验班；交叉融合 

SO07 
企业技术专家指导工科高校专业课综合实验教学的探索 

王庆国*,蒋敏 

青岛科技大学 266043 

工科高校的本科生专业课综合实验教学是连接大学生专业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的纽带，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基于一些工科高校存在专业课实验教学设备陈旧、实验场地偏小和实验内容落后现代企业

生产发展的现实问题，并结合我校采用的现代企业技术专家指导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专业实验的教学案例，本文从实

验教学内容变化、实验教学方法、实验教学设备的使用和现代企业生产实际现状等多方面详细了现代企业技术专家

参与高校专业课实验教学的积极作用，进而探讨对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开阔大学生的专业领域视野，

特别是培养适合于现代企业生产发展的大学毕业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字： 工科高校 专业课 实验教学 企业专家授课  

SP01 
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卢秀萍* 

天津科技大学 300457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借鉴国内外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经验及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的培养思路、目标和机制，以天津科技大

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班为载体，从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方案入手，通过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加强教学质

量管理、采取校企联合培养、国际化联合培养和配备个性化导师的模式，优化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增强学生的工程

素质、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合作意识。经过 3 年多的研究与实践，取得显著效果。实验班

学生 3 年共获得国家级、市级和校级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 20 余项；13 人次在国家级和天津市创业大赛中分获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实验班大多数学生参加了实验室创新基金项目；29 人次在国家和天津市的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

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9 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EI 收录 2 篇；申请相关专利 3 项。 

关键字： 拔尖;创新；机制；方案；能力 

SP02 
综合、设计性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的探索 

曹晨刚*,曾威,王彪,王劭妤,卢秀萍 

天津科技大学 300457 

本文针对目前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学生简单重复实验讲义、难以吸引学生探索的兴趣，造成学生独立

设计、完成实验能力缺乏的问题，结合本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实际，开设了综合、设计性实验“聚丙烯酸酯类

压敏胶的制备和性能测试”。该实验融合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剖析等课程，要求学生依据高分子

材料的设计原理，设计压敏胶的分子结构、调整组分配比、通过合成条件等方面优化，设计制备一种胶粘剂。通过

聚合过程联系高分子化学中自由基聚合、乳液聚合的理论知识，利用高分子物理中玻璃化转变温度、分子量与性能

关系，对胶粘剂性能进行预测，制备完成后，通过流变性能、力学性能等方面的测试进行验证。经过综合、设计性

实验的探索，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

能力，收到了良好效果。 

关键字： 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综合性；设计性；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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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T   中美高分子论坛 

TI01 

Protein Nanocomplexes for Intracellular Antibody Delivery 

Julie Champion 

School of Chemical &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re is a long list of “undruggable” targets,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inside cells that 

small molecule drugs cannot block. Antibodies, in particular, can be engineered to bind almost 
any protein and inhibit protein function but have not yet been used against these targets.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significant, unmet challenge in delivering sufficient amounts of folded, 
functional antibodies inside cells. We have designed an intracellular antibody carrier using 
protein self-assembly and demonstrate the cytosolic localization and therapeutic activity of 
delivered antibodies. By utilizing a coiled-coil protein bundle and generic antibody-binding 
peptides, nanoscale complexes containing only protein are formed with antibodies. These 
nanocomplexes deliver significant amounts of IgG into cells and are non-toxic. More 
importantly, the delivered IgG is able to access the cytosol with its binding function intact. 
The modular design of the fusion protein enables easy modification to impart additional 
functionality, including endosomal escape peptides or cell targeting proteins, which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delivery profile. The approach described here is broadly applicable for 
delivery of any antibody or antibody derivative containing an Fc domain. This work will 
enable opportunities for intracellular antibody therapeutics to target a wide range of 
intracellular protein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human disease. 

 
 
 
 
 

TI02 

Controlled Crosslinking Strategy for Tailor-Made Hydrogels 

Yazhong Bu,Yanyu Yang, Xing Wang, Fei Yang, Decheng Wu* 

Beijing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olecular Sciences, Institute of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Stimuli-responsive hydrogels have been widely developed due to their handily and 
readily tailored properties under various external stimuli, such as pH, temperature, electricity, 
redox, and light. However, the customized adjustment on hydrogel properties is still a 
challenge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the precise control of crosslinking degree 
once gelation is initiated. Herein, we present a controlled cross-linking strategy to construct 
stimuli-responsive hydrogels with adjustab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egradable behaviors. 
The strategy is achieved by controllably activating and terminating the cross-linking reactions 
of disulfide-linked core/shell materials with hydrophobic nanoparticle cores and hydrophilic 
polymer shells via manipulating the pH or light irradiation of the systems. Applications in 
hemorrhage control and infection prevention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Overall, the controlled 
cross-linking strategy provides a facile approach to producing hydrogels with adjustable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pening up design possibility, flexibility and complexity of 
hydrogels with customized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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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3 

Polymer Electrolytes 

M. Olvera de la Cruz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high-density energy storage devices have heightened the search 
for materials that are mechanically robust and highly tunable. Polyelectrolyte blends and 
copolymers, consisting of at least one charged species, are ideal candidate materials for fuel 
cell and battery membranes, as they combine the mechanical stability of the polymer chain 
with the ion-selective conductivity of the charged backbone. Specifically, using charged 
constituents in a copolymer has is a powerful way to control the self-assembled 
nanostructures in the copolymer by introducing local ionic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rged 
backbone and the counterions. We show here that charged components enhance phase 
separation of copolymer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polymer interactions, leading to 
nanostructures that are highly desirable for transport but inaccessible in neutral block 
copolymers. With statistical thermodynamic methods, we investigate the phase diagram of 
polyelectrolyte blends and charged-neutral block copolymers. 

TI04 

Molecular Engineering of Polymers for Cancer Nanomedicine 

Youqing Shen,* Zhuxian Zhou and Qihang Sun 

Center for Bionanoengineering,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27   

The cancer drug delivery process is a cascade of five steps consisting of Circulation in 
blood, Accumulation and Penetration in the tumor, cellular Internalization and intracellular 
drug Release, termed as a CAPIR cascade. The key to realizing high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a nanomedicine is to maximize its each step efficienc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carrier’s 
nanoproperties, i.e., Size, Surface and Stability properties (3S nanoproperties). Thus, the 
utmost challenge of cancer nanomedicine design is how to engineer the polymer carriers’ 
functions into one system to gain all the needed 3S nanoproperties. Herein, we present our 
molecular designs of polymers to fabricate nanocarriers which can undergo “3S nanoproperty 
transitions” to make them adapt to the needs of each step and thereby achieve high therapeutic 
efficacy. One example is a nanomedicine likened to a “cluster bomb” capable of releasing 
small pH-sensitive drug-carrying nanoparticles (bomblets). This cluster bomb-like nanocarrier 
synchronizes pegylation-to-depegylation, large-to-small size, and neutral-to-positive charge, 
stable-to-instable (i.e. 3S nanoproperty) transitions, essential for accomplishing the CAPIR 
cascad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charge-reversal polymers which can undergo stable-to 
unstable transition to facilitate DNA release and thus achieve highly effective and cancer-cells 
selective gene therapy. Finally, we will report the design of the first therapeutic dendrimer, 
which shows inherent and potent anticancer activity without any drug conjugation 
(Therapolymer). 

TI05 

Self-cleaning Membranes to Control Biofouling on Implanted Glucose Biosensors 

Melissa A. Grunlan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A membrane that limits biofouling is critical to extend the lifetime and efficacy of 
subcutaneous implanted glucose biosensors. When cycled above and below its volum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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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temperature (VPTT, ~33 °C), poly(N-isopropylacrylamide) (PNIPAAm) hydrogels 
undergo deswelling and reswelling, respectively. This process is known to effectively remove 
adhered proteins and cultured cells in vitro. We propose that a PNIPAAm-based hydrogel 
membrane could control biofouling in vivo via a “self-cleaning” mechanism induced by 
thermal cycling. This approach is feasible if the membrane can be designed with rapid 
deswelling/swelling kinetics for efficient cell release, adequate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implantation and also sufficient glucose diffusion. In this work, several parameters were 
explored to achieve these properties including, incorporation of polysiloxane nanoparticles, a 
double network hydrogel matrix design and incorporation of an electrostatic or zwitterionic 
comonomer. The impact of these design variables on key membrane properties were assessed, 
including:  deswelling/reswelling behavior (gravimetric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 DSC), morphology (SEM) and modulus & strength (compression tests). Thermally-driven in 
vitro cell release and a pre-clinical pilot study demonstrated encouraging results in terms of 
membrane biocompatibility. 

TI06 

The Potential of Silk Fibroin Based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Zhengzhong S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of Polymers, Department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 and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aterial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s one of natural biomacromolecules with abundant, cheap and renewable source, silk 
fibroin (protein) - the major component of the Bombyx mori silkworm silk -  is able to 
thermodynamically change its conformation from random coil (water soluble) to β-sheet 
(water insoluble) in aqueous solution. A number of extrinsic factors, e.g. strength/shear force, 
pH value, alcohols, ions etc. either promote or prevent such a conformation transition 
(aggregation) of silk fibroin. In other words, water insoluble silk fibroin based materials with 
various shapes and tunable structure/properties such as fiber/nanofiber, film, microsphere, 
hydrogel and so on can be easily harvested by controlling the kinetics of β-sheet formation of 
silk fibroin and environments of the solution. Regarding the “multi-blocked” chain with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segments of silk fibroin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t 
biocompatibility/biodegradability and ignorable immunogenicity (if there is any), the silk 
fibroin based materials are quite promised in the applications of biomedicine. For example, 
both micro/nanospheres and hydrogels of silk fibroin are able to load hydrophobic and 
hydrophilic dual-drugs for delivery. Also the “soft” hydrogels with thixotropic property 
(injectable) and the “hard” hydrogels with significant modules/toughness are going to meet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issue repairing. 

TI07 

How New Materials an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re Changing Medicine 

Matthew L. Becker 

W. Gerald Austen Endowed Chair in Polymer Science and Polymer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 44325-3909 (USA) 

Efficient, reproducible, and precise methodologies for fabricating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s using three-dimensional (3D) printing techniques are evolving rapidly. Fusion 
deposition modeling, laser sintering, and photochemical printing are used widely for a number 
of applications. However, each ha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cluding the materials that can be 
used with each printing system. Necessarily, new and promising materials are surfacing as 
alternatives to previously studied resorbable TE materials for 3D printing. We have created a 
pathway from polymer synthesis to implantation that can successfully facilitate bone tissue 
regeneration for craniomaxillofacial repair. We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produce a 
patient-specific, tissue engineered bone implant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the ne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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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grafts which are often in short supply and may require additional surgery and risk donor 
site pain and morbidity. This presentation will describe the use of several translationally 
relevant chemistries and func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that are impact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how physicians are planning for future therapies that were not possible 
previously. 

TI08 

Dental Restorative/Antibacterial Materials Bioinspired From Natural Proteins  

–From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ndustrialization 

Jianshu Li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Bioinspired by the noncollagenous proteins (NCPs) and salivary acquired pellicle (SAP), 
we have prepared a series of dental materials which can induce in situ biomineralization to 
repair etched teeth or as antibacterial coating. For example, we modified PAMAM dendrimer 
with alendronate (ALN) moiety, which has specific adsorption on teeth. The hardness of 
acid-etched enamel samples treated by ALN-PAMAM-COOH can be recovered up to 95.5%. 
In vivo experimen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effective in repairing enamel in the oral cavity 
of rats. SAP is made up of proteins and glycoproteins of salivary origin that tightly coat on the 
teeth surface. Statherin, as one of the salivary protei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SAP. Thus some 
peptide sequences in statherin can be conjugated to various materials for dental applications. 
We will also report a series of SAP-bioinspired dental restorative/antibacterial materials. 

TI09 

Single DNA Molecule Detection and Manipulation with Fluidic Nanochips 

Qinghuang Lin 

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Yorktown Heights, NY 10598, USA 

Precision health care is poised to transform what we know about staying healthy, treating 
diseases and how health care is delivered. The foundation of precision health care is the 
genomic makeup of each individual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recent years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sequence a human genome in 1-2 days and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of 
a few thousands of US dollars. However, accurate, rapid and direct sequencing of long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sequences remains elusive. In this talk, I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our efforts to develop nanometer-scale silicon chips (DNA nanochips) for accurate, rapid 
and direct sequencing of long DNA sequences using the current integrated circuit (IC) 
manufacturing infrastructure. I will present fabrication of nanostructured fluidic devices of 
critical dimensions as small as 10 nm using either optical lithography or a combination of 
optical lithography and electron-beam lithography in a 200 mm wafer nanofabrication line. 
Dynamics of long DNA translocation through these nanofluidic devices will be discussed. 

TI10 

The Frame Guided Assembly 

Dongsheng Li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ow to precisely control the shape and size of final assemblies, especially using same 
amphiphilic molecules and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s always a challenge in 
molecular assembly. Inspired by the cytoskeletal/membrane protein/lipid bilayer system that 
determines the shape of eukaryotic cells, we proposed and ‘the Frame Guided Assembly’ 
(FGA) strategy to prepare heterovesicles with programmed geometry and dimensions. This 



 
 

860 
 

method offers greater control over self-assembly: with same molecular system, the size of 
final assemblies could be tuned at 1 nm level and their shape could vary from spherical to 
cubic, and even given sized two dimensional sheets. Most importantly, the principle of the 
FGA could be applied to various materials such as bock copolymers, small molecules 
including surfactants and lipids, which is a general rule in self-assembly. 

TI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Fast Dynamics and Water Transport in Polymer 

Membranes 

Christopher L. Soles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Gaithersburg, MD 20899-8541, USA 

Polymer transport membranes that facilitate or inhibit ion transport are critical for fuel cells, flow 
batteries, ion exchange columns,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getter materials for encapsulation, gas 
separations, and clean water. A common thread that spans nearly all of these applications is that their 
function is coupled to the transport of water or some other small molecule penetrant through the 
membran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e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by which small molecule penetrants 
move through the membrane.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focus on the general case of water diffusion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membrane materials: epoxy resins that are used in structural 
composites, an ion containing block copolymer alkaline fuel cell membrane, and a polyamide membrane 
that is used as the active layer in a reverse osmosis water desalination membrane. A combination of 
three techniques will b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membrane materials 
relative to their transport behavior. Positron annihilation lifetime spectroscopy will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intrinsic “free volume” or intermolecular packing efficiency in the material, small angle neutron 
scattering will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water-rich domains in the hydrated 
materials, and quasielastic neutron scattering will be used to quantify both the fast polymer dynamics 
of material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water molecules diffusing through the membranes. The insights 
from these measurements will be used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that are used to describe 
water transport in these materials ranging from solution-diffusion to pore-flow transport. 

TI12 

Surface Engineering of live cell with functional polymers 

Qi Liu, Qian Yu, Bin Liu, Gaojian Chen, Hong Chen* 
College of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Surface bio-functionaliz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oder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of biomaterials for next 
generation. Aiming at on-demand regulation of the interfa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aterial 
surfaces and biomacromolecules as well as cells/bacteria, our group has developed several 
facile surface modification methods to construct a series of functional biomaterial surfaces. 
Recently, we extended the modification targets from solid substrates to living cells in order to 
explore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nd modulate cell function. For example, we synthesized 
several glycosaminoglycans (GAG)-mimicking glycopolymers with lipid groups and inserted 
these synthetic polymers into the surfaces of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mESCs) to 
investigate the neural differentiation behavior of cell-surface glycan remodeled mESCs. These 
lipid-anchored GAG-mimicking glycopolymers were found to retain on the membrane of 
mESCs rather than being internalized by cells. These polymers were found to efficiently bind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 (FGF2) and enhanc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s 1 and 2 (ERK1/2), thus showing high-efficient activity in promoting 
neural differentiation.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engineering of cell surface glycan 
using synthetic functional polymers is a highly efficient approach for neural different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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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s and this strategy can be applied for the regulation of other cellular activities mediated 
by cell membrane receptors. Given its potential in control of cell fate decision, we will 
continue to diversify the methodologies of cell surface modification and the biofunctional 
moieties, which further provid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ll surface 
engineering. 

TI13 

Geometry, Topology, Polymers and Nanoparticle Superlattice Structure 

Alex Travesset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Iowa State University 

Materials whose fundamental units are nanoparticles, instead of atoms or molecules, are 

gradually emerging as major candidates to solve many of th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of our 

century. Those materials display unique structural, dynamical and thermodynamical properties, 

often reflecting deep underlying geometric and topological constraints. In this talk, I will 

discuss systems of nanoparticles capped with polymers and discus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nanoparticle materials by DNA programmable self-assembly, crystallization of nanoparticle 

neutral (uncharged) polymer brushes by electrostatic phase separation and also, by controlling 

self-assembly through hydrocarbon and polystyrene capping ligands. I will present the 

Orbifold Topological Model (OTM), which successfully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of 

nanoparticle crystal arrangements (superlattices) by considering the capping ligands as 

Skyrmions, which determine the bonding very much like atomic orbitals in lattices of simple 

atoms. I will also discuss an underlying icosahedral order present in all experimental 

superlattices reported so far, and discuss verification of all these results by numerical 

simu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