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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能源的稀土催化材料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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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稀土元素基于其 ４ｆ 电子层的特殊排列方式ꎬ具有丰富的电子能级、多变的氧化态、独特的氧化还原能力及储氧能

力ꎬ近年来在催化领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ꎬ并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市场和发展潜力ꎮ 综述了近年来含稀土元素的催化材

料在生物质转化及电催化反应中的最新进展ꎬ包括甘油氧化、甲醇电氧化等反应ꎮ 介绍了稀土元素提高催化反应性能的

相关原因ꎮ 最后讨论了稀土催化材料在设计和应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ꎬ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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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进展[Ｊ]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４４(７):９４１￣９５１ꎮ

　 　 稀土元素包括原子序数在 ５７ ~ ７１ 之间的镧

系元素ꎬ以及与镧系元素具有相似电子结构和化

学性质的钪和钇ꎮ 稀土元素具有未配对 ４ｆ 电子

及丰富的能级结构ꎬ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们在用作

催化剂或催化组分时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１￣４]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稀土催化材料已经

在石油催化裂化、汽车尾气净化、工业废气处理、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等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５￣７]ꎮ
但是ꎬ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中占多数的轻稀

土产品仍供过于求ꎮ 开发新型的稀土催化材料ꎬ
并进一步拓展稀土催化材料的应用领域ꎬ对于我

国大量积压的轻稀土资源的高附加值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稀土催化材料有望用于

诸多新兴领域ꎬ如生物质转化、电催化、ＣＯ２ 捕集

与高值化利用、精细化工品合成、仿生催化等ꎮ 在

这些领域中ꎬ稀土催化材料主要的作用[８￣１０] 有以

下几点:(１)稀土元素的存在可以提高催化剂的

储氧能力ꎻ(２)提高了催化剂中晶格氧的反应性ꎬ

进而提高了催化剂活性ꎻ(３)改善了活性金属在

载体上的分散性ꎬ进一步减少贵金属用量ꎻ(４)提
高了催化剂的热稳定性ꎮ 基于稀土催化材料本身

的优点ꎬ本文综述了稀土催化材料在生物质转化

及电催化方面的应用和最新进展ꎬ并讨论了稀土

催化新材料开发所面临的挑战ꎮ

１　 生物质转化中的应用

化石燃料资源(如煤、石油和天然气)是能源

和商业化学品的主要来源ꎮ 生物质资源作为一种

可再生资源ꎬ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ꎮ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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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甘油氧化反应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替代燃料ꎬ可以通过酯交

换反应从生物质资源中生产出来ꎮ 随着生物柴油

的大量生产ꎬ甘油作为生物柴油生产中的主要副

产品出现了较大的过剩[１１]ꎮ 因此ꎬ寻找一种合适

的方法来有效地利用和转化甘油是一个有效的选

择ꎮ 甘油是一种含有 ３ 个羟基的高功能分子ꎬ可
以通过不同的转化途径转化为各种重要的、增值

的化学品和中间体ꎮ
在甘油的转化过程中ꎬ以 Ｏ２ 为氧化剂的非均

相催化氧化甘油反应备受关注[１２]ꎬ它能将甘油氧

化成各种重要的衍生物(如醛、酮、羧酸等)ꎬ广泛

应用于化妆品、食品、医药等工业领域ꎮ 然而ꎬ甘
油的端羟基和仲羟基都可以被氧化ꎬ其中一些氧

化产物又可以进一步氧化ꎬ导致甘油氧化具有多

个途径和各种相应的氧化产物(见图 １)ꎮ 甘油氧

化的主要增值氧化产物有 １ꎬ ３￣二羟基丙酮

(ＤＨＡ)、甘油酸(ＧＬＹＡ)、甘油醛(ＧＬＹＡＤ)、亚酒

石酸(ＴＡ)和羟基丙酮酸(ＨＡ)ꎮ 此外ꎬ甘油在水

溶液中的选择性氧化是一个结构敏感的反应ꎬ催
化剂的催化活性和产物选择性强烈依赖于催化剂

的结构和反应条件[１３]ꎮ 通过调节催化剂的几何

与电子结构以及反应条件ꎬ可以极大地优化氧化

反应ꎮ 负载型催化剂的性能与载体的表面酸碱性

和氧空位含量等多种因素有关ꎬ选择合适的载体

材料对高活性、特定选择性和稳定性的催化剂来

说非常重要ꎮ 稀土元素具有独特的 ４ｆ 电子层结

图 １　 甘油选择性氧化生成衍生物的路径[９]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ｉｎｔｏ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９]

构ꎬ使其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助催化

性能与功效ꎬ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ꎮ
常用的碳纳米管负载铂(Ｐｔ / ＣＮＴ)催化剂对

氧化产物甘油酸具有强烈的吸附ꎬ导致了催化剂

出现严重的失活ꎮ 针对这个问题ꎬ本课题组设计

了 Ｐｔ￣ＣｅＯ２ / ＣＮＴ 三元催化剂[１４]ꎬＣｅＯ２ 的加入可

以有效地缓解催化剂的失活ꎮ 甘油氧化实验表

明ꎬＰｔ￣ＣｅＯ２ / ＣＮＴ 在反应过程中一直保持较高的

催化活性ꎬ 反应 １０ ｈ 时的转化率可以达到

９７ ２％ꎮ 同时它对甘油酸的选择性为 ７８％ꎬ明显

高于 Ｐｔ / ＣＮＴ(见图 ２)ꎬ认为 ＣｅＯ２ 在三元催化剂

ａ.３ 种催化剂的甘油氧化转化率￣时间曲线ꎬ１.Ｐｔ￣ＣｅＯ２ / ＣＮＴꎻ

２.Ｐｔ / ＣＮＴꎻ３.Ｐｔ / ＣｅＯ２ꎻｂ.３ 种催化剂在反应 １０ ｈ 后的产物

分布ꎻｃ.两种催化剂对不同位置羟基的选择性比ꎬ１.Ｐｔ / ＣＮＴꎬ

２.Ｐｔ￣ＣｅＯ２ / ＣＮＴꎻｄ.Ｐｔ￣ＣｅＯ２ / ＣＮＴ 的 ６ 次循环性能

图 ２　 ３ 种催化剂的甘油氧化催化实验结果[１４]

Ｆｉｇ.２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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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ꎬ加入 ＣｅＯ２ 调

节催化剂中 Ｐｔ 的电子结构ꎬ使其对甘油酸的吸附

作用减弱ꎬ从而抑制催化剂的失活ꎻ其二ꎬＣｅＯ２ 可

以通过在催化剂的三元界面处产生的活性物质

ＯＨ∗ꎬ加速甘油氧化反应ꎻ其三ꎬ加入 ＣｅＯ２ 降低

伯羟基氧化的活化能ꎬ从而增加伯羟基的选择性ꎮ
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共同提高催化剂对甘油氧化反

应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ꎮ
Ａｕ / ＣｅＯ２ 催化剂也被选择用作甘油氧化的催

化剂ꎮ Ｐａｌａｃｉｏ 等[１５]制备了单金属 Ａｕ / ＣｅＯ２ 和双

金属 ＡｕＣｕ / ＣｅＯ２ 的稀土基催化剂ꎬ在碱性水溶液

中甘油转化为乳酸表现出较高的活性和选择性ꎮ
Ｋｉｍ 等[１６] 以甘油为原料ꎬ利用 Ａｕ / ＣｅＯ２ 催化剂ꎬ
通过甲酸介导的脱氧脱水过程将甘油高效转化为

烯丙醇ꎮ 采用棒状、八面体、立方体等不同形状的

ＣｅＯ２ 作为载体分别沉积 Ａｕ 颗粒制备 Ａｕ / ＣｅＯ２

催化剂ꎮ Ａｕ / ＣｅＯ２(八面体)催化剂活性及稳定性

最好ꎮ
此外ꎬＣｈｏｒ 等[１７]制备了一系列稀土复合氧化

物ꎬ负载 Ｐｔ 后在室温、无碱的条件下用于甘油氧

化反应ꎬ得到了一些可借鉴的结果ꎮ 他们制备的

６ ７ ｗｔ％ Ｐｔ / １５ ３ ｗｔ％ Ｃｅ０ ６４Ｚｒ０ １５Ｆｅ０ ２１Ｏ２－δ / ＳＢＡ￣
１６ 催化剂可以氧化甘油得到甘油醛ꎮ 在 ３０ ℃的

温和条件下露天放置 ４ ｈꎬ甘油醛的产率可达

２２ １％ꎮ ７ ｗｔ％ Ｐｔ / ４０ ｗｔ％ Ｃｅ０ ６４ Ｚｒ０ １６ Ｆｅ０ ２０ Ｏ２－δ /
ＳＢＡ￣１６ 催化剂在 ３０ ℃下反应 １０ ｈꎬ得到甘油酸

的产率可达 ６８ ２％[１８]ꎮ Ｐｔ / Ｃｅ０ ６４Ｚｒ０ １６Ｂｉ０ １５Ｓｎ０ ０５

Ｏ２－δ / ＳＢＡ￣１６ 催化剂可以氧化甘油得到二羟基丙

酮ꎬ在 ３０ ℃下反应 ４ ｈ 后ꎬ二羟基丙酮的产率可

以达到 ５３％[１９]ꎮ 这些高催化活性都来源于过渡

金属掺入 ＣｅＯ２￣ＺｒＯ２ 里ꎬ提高了稀土氧化物载体

的释氧和储氧能力ꎬ从而使 Ｐｔ 具有较高的氧化

能力ꎮ
ＣｅＯ２ 纳米颗粒虽然被广泛应用ꎬ但具有较大

比表面积的纳米薄片可以暴露更多可利用的活性

位点ꎬ有助于担载高分散的纳米金属颗粒ꎮ 因此ꎬ
本课题组通过反相微乳液法合成了 １２ 种层状稀

土氢氧化物(ＬＲＥＨꎬ其中 ＲＥ ＝Ｙ、Ｌａ、Ｐｒ、Ｎｄ、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Ｔｍ ) 纳 米 薄 片 ( 见

图 ３) [２０]ꎬ借助尿素沉积沉淀法和高温焙烧制备

了新型负载金催化剂(Ａｕ / ＬＲＥＯ)ꎬ用于温和条件

下的催化甘油氧化反应ꎮ 载体中稀土元素种类不

同ꎬ使不同催化剂中的金纳米颗粒在载体￣金属相

互作用下产生尺寸、价态和氧化还原活性方面的

差异ꎬ进而表现为催化甘油氧化活性和选择性上

的区别ꎮ 其中 Ａｕ / ＬＰｒＯ 催化剂的甘油转化率、乳
酸转化率和 Ｃ３ 产物选择性最高(见图 ４)ꎮ Ａｕ 颗

粒的超小粒径(３ ｎｍ)、高的零价 Ａｕ 物种含量和

高还原性是实现 Ａｕ / ＬＰｒＯ 优异催化性能的重要

原因ꎮ

ａ.Ｌａꎻｂ.Ｐｒꎻｃ.Ｎｄꎻｄ.Ｓｍꎻｅ.Ｅｕꎻｆ.Ｇｄꎻｇ.Ｔｂꎻｈ.Ｄｙꎻｉ.Ｈｏꎻ
ｊ.Ｙꎻｋ.Ｅｒꎻｌ.Ｔｍ

图 ３　 １２ 种 ＬＲＥＨ 纳米片的 ＳＥＭ 图[２０]

Ｆｉｇ.３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ＲＥＨ
ｎａｎｏｓｈｅｅｔｓ[２０]

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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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ｕ / ＬＲＥＯ 催化剂的甘油氧化转化率ꎻ
ｂ.甘油转化率和金纳米粒子的平均尺寸之间的关系ꎻ

ｃ.在 Ａｕ / ＬＲＥＯ 催化剂上的 Ｃ３ 产品选择性ꎻ
ｄ.Ａｕ / ＬＰｒＯ 的 ５ 次循环性能

图 ４　 Ａｕ / ＬＲＥＯ 催化甘油氧化实验结果[２０]

Ｆｉｇ.４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Ａｕ / ＬＲＥＯ[２０]

非贵金属基催化剂也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

注ꎮ Ｐａｌａｃｉｏ 等[２１]开发了 Ｃｏ３Ｏ４ / ＣｅＯ２ 催化剂ꎬ在
２５０ ℃的碱性水溶液中催化氧化甘油可以得到乳

酸ꎮ Ｔａｎｇ 等[２２] 以纳米 ＣｅＯ２ 为载体负载了双金

属 Ｎｉ￣Ｃｏ 催化剂ꎬ研究了甘油与不同氢受体(乙酰

丙酸、苯、硝基苯、１￣癸烯、环己烯)之间的转移加

氢反应ꎬ选择性地生成乳酸(盐)和目标加氢化合

物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双金属 ＮｉＣｏ / ＣｅＯ２ 催化剂的

催化活性远高于单金属 Ｎｉ 或 Ｃｏ 催化剂ꎬ催化剂

中加入 Ｃｏ 阻止了 Ｎｉ 大颗粒的形成ꎬ并导致金属

纳米粒子在 ＣｅＯ２ 上高度分散ꎬ从而提高了双金

属体系的活性ꎮ

１ ２ 　 其他生物质转化

稀土催化剂同样在其他生物质转化的反应中

发挥出了关键的作用ꎮ 例如ꎬ本课题组制备了几

类 Ａｕ / ＣｅＯ２ 负载型催化剂[２３]ꎬ并在无碱条件下

对葡萄糖氧化反应进行研究ꎮ 通过实验发现 ３ 种

不同形状的 ＣｅＯ２ 载体(纳米棒、纳米立方体、纳
米八面体)暴露不同的晶面ꎬＡｕ 与 ３ 种不同晶面

的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不同(见图 ５)ꎮ 由于

Ａｕ 与 ＣｅＯ２ 纳米棒载体之间相互作用强ꎬ且 ＣｅＯ２

纳米棒具有更丰富的氧空位ꎬＡｕ / ＣｅＯ２ 纳米棒

(Ｒ￣ＣｅＯ２)催化剂用于葡萄糖无碱选择氧化制葡

萄糖 酸 的 催 化 活 性 最 高ꎬ 葡 萄 糖 转 化 率 为

７９ ６％ꎬ葡萄糖酸选择性为 １００％ꎮ 动力学实验表

明ꎬＡｕ / Ｒ￣ＣｅＯ２ 显著降低了葡萄糖氧化的表观活

化能ꎮ 此外ꎬ动力学同位素效应实验表明ꎬ Ｒ￣
ＣｅＯ２ 加速了水的活化和解离ꎬ生成表面活性羟

基ꎬ即使在大量葡萄糖酸中毒的情况下也能促进

葡萄糖的氧化反应ꎮ

图 ５　 不同 Ａｕ / ＣｅＯ２ 催化剂上的葡萄糖氧化

反应示意图[２３]

Ｆｉｇ.５　 Ａ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ｕ / ＣｅＯ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２３]

其他单贵金属及双贵金属负载型催化剂也被

广泛应用ꎮ Ｒａｎａ 等[２４] 采用湿浸渍法制备了

Ａｇ / ＣｅＯ２ 催化剂ꎬ并考察了其对生物乙醇的氧化

性能ꎮ 该催化剂在存在过量水的反应条件下ꎬ可
以达到 ３６％的乙醇转化率ꎬ以及对乙醛有大于

８５％的高选择性ꎮ Ｇｕ 等[２５] 制备了一系列纳米

ＣｅＯ２ 负载的双金属 Ａｕ￣Ｃｕ 催化剂ꎬ用于具有平均

７ 个 乙 氧 基 单 元 的 Ｃ１２￣Ｃ１４ 醇 聚 乙 二 醇 醚

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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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Ｏ７)直接氧化合成聚氧乙烯十二烷基醚羧酸

(ＡＥＣＡ６)ꎮ 催化剂可以连续循环使用至少 １０
次ꎬ不会明显失去活性ꎮ Ｌｉ 等[２６]在棒状、立方体、
多面体等不同形貌的 ＣｅＯ２ 载体上沉积了 Ａｕ￣Ｐｄ
双金属纳米粒子ꎬ考察了它们在无溶剂条件下对

苯甲醇氧化的催化性能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ＣｅＯ２ 的

形貌对 ＡｕＰｄ / ＣｅＯ２ 的催化性能有显著影响ꎮ 其

中ꎬＣｅＯ２ 棒负载的 Ａｕ￣Ｐｄ 催化剂的苯甲醇转化率

最高ꎬ而 ＣｅＯ２ 立方体负载的 Ａｕ￣Ｐｄ 催化剂对苯

甲醛的选择性最高ꎮ

２　 电催化中的应用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稀土元素通过调节和提高

各种电催化剂的催化性能来推动电催化技术的发

展ꎬ在电催化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稀土电

催化剂在各种电催化领域都有广泛应用ꎬ包括醇

氧化反应、析氢、析氧反应、氧还原反应等ꎮ
２ １ 　 醇氧化反应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ＤＭＦＣ)具有体积能量密

度高、甲醇来源丰富、环境友好等优点ꎬ被认为是

便携式设备和电动汽车的一种很有前途的电源ꎮ
贵金属(如 Ｐｔ)与稀土纳米材料的协同作用也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ꎬ目的是为了减少贵金属的

使用量ꎬ改善催化剂的抗毒能力ꎬ稳定贵金属ꎬ进
一步提高甲醇氧化反应(ＭＯＲ)的催化活性和稳

定性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ꎬＣｅＯ２ 作为一种有效的

氧化物被广泛用于促进 Ｐｔ 及其合金对 ＭＯＲ 的催

化活性[２７ꎬ２８]ꎬ一方面ꎬＣｅＯ２、Ｐｔ 和电解液之间的三

相界面可以提高催化剂的活性ꎬＰｔ 和 Ｃｅ４＋之间的

电荷转移可以导致 Ｐｔδ ＋物种被 ＣｅＯ２ 捕获ꎬ从而稳

定 Ｐｔ 纳米粒子ꎬ并形成更多的空位ꎮ 另一方面ꎬ
在阳极甲醇氧化过程中ꎬ一些含碳中间产物会强

烈吸附在 Ｐｔ 表面(Ｐｔ￣ＣＯ 或 Ｐｔ￣ＣＯａｄｓ)上ꎬ阻碍

了活性 Ｐｔ 表面的进一步反应ꎮ 而 ＣｅＯ２ 被认为是

催化一氧化碳氧化的优良催化剂ꎬ因此 ＣｅＯ２ 可

以通过双官能团机制催化三相界面上的 ＯＨ 基团

与 Ｐｔ 粒子上吸附的 ＣＯ 物种发生反应ꎬ从而提高

了 Ｐｔ 的抗 ＣＯ 中毒能力ꎮ 尽管 ＣｅＯ２ 在 ＭＯＲ 反

应中的应用已经被广泛报道ꎬ但依然有很多研究

致力于进一步提高 Ｐｔ / ＣｅＯ２ 的催化活性ꎮ
Ｘｕ 等[２９]制备了 Ｐｔ / ＣｅＯ２ / ＰＡＮＩ(聚苯胺)三

层中空纳米棒阵列ꎬ结合 ＣｅＯ２、ＰＡＮＩ、多层结构

和中空纳米棒阵列的优点ꎬＰｔ / ＣｅＯ２ / ＰＡＮＩ 催化剂

对 ＭＯＲ 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和耐久性ꎮ 中空阵

列结构加速了电子的传输ꎬＰＡＮＩ 共轭配体、Ｃｅ ３ｄ
轨道和 Ｐｔ ４ｆ 轨道之间的电子离域改变了 Ｐｔ 的电

子结构和 ｄ 带中心ꎬ而且 ＣｅＯ２ 对 Ｐｔ 颗粒的分散

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Ｌｉ 等[３０] 采用简单的水热法以

及在惰性气氛中煅烧的方法制备了 ＣｅＯ２ 和碳的

杂化材料(ＣｅＯ２￣Ｃ)ꎮ 性能的显著提高归功于 Ｐｔ
颗粒与 ＣｅＯ２￣Ｃ 载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 ＣｅＯ２￣Ｃ
良好的导电性ꎮ Ｚｈｏｕ 等[３１] 制备了由 Ｃｅ￣ＭＯＦ 衍

生的新型 Ｐｔ￣ＣｅＯ２ / ＴｉＮ 纳米管催化剂ꎬ利用导电

性好的 ＴｉＮ 作为载体ꎬ可以增强催化剂的导电性ꎬ
提高催化活性ꎬＰｔ￣ＣｅＯ２ / ＴｉＮ 的峰值电流密度大

约是 Ｐｔ / Ｃ 的 ３ 倍ꎮ
以上工作都聚焦于提高 Ｐｔ / ＣｅＯ２ 催化剂的导

电性ꎬ对 ＣｅＯ２ 的进一步设计也是提高催化剂催

化性能的一个选择ꎮ 本课题组采用叔丁胺辅助溶

剂热法制备了表面含有大量 ＯＨ 基团的 ＣｅＯ２
ｘＨ２Ｏ 纳米粒子ꎬ并将其与 Ｐｔ / ＣＮＴｓ 进行超声共

混ꎬ制备了 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催化剂[３２]ꎮ 富

含羟基的 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可以直接提供 ＯＨ 基团与

ＣＯ 反应ꎬ重新活化附近的 Ｐｔ 催化剂ꎮ 经过测试ꎬ
发现 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催化剂在甲醇、乙二醇

及丙三醇电氧化反应中都具有较高的活性ꎮ
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催化剂在以上反应中得到

的电 流 密 度 都 显 著 高 于 Ｐｔ / ＣＮＴｓ ＋ ＣｅＯ２ 和

Ｐｔ / ＣＮＴｓ 催化剂 (见图 ６)ꎮ 计时电流测试后ꎬ
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催化剂的剩余电流密度也

明显高于 ＣｅＯ２ / Ｐｔ / ＣＮＴｓ 和 Ｐｔ / ＣＮＴｓꎬ进一步证明

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纳米粒子相对于 ＣｅＯ２ 纳米粒子的优

越性ꎮ Ｃｈｅｎ 等[３３]展示了纳米氧化铈与铂纳米晶

的耦合效应依赖于氧化铈所暴露的晶面ꎮ 不同晶

面暴露的 ＣｅＯ２ 具有不同的 Ｐｔ 纳米晶捕获 /耦合

能力ꎬ这种区别会导致 Ｐｔ 和 Ｃｅ 的表面化学价态、
Ｐｔ—Ｏ—Ｃｅ 键、 氧 空 位 和 电 子 结 构 的 差 异ꎮ
Ｐｔ￣ＣｅＯ２ 棒催化剂表现出更高的催化活性和耐久

性ꎬ比活性相对于 Ｐｔ￣ＣｅＯ２ 立方体和 Ｐｔ￣ＣｅＯ２ 片

分别提高了 １ ５ 倍和 ２ ６ 倍ꎮ
除了 Ｐｔ 以外ꎬ其他贵金属也可以与氧化铈复

合制备优良的醇氧化催化剂ꎮ Ｖａｎ 等[３４] 利用

Ａｕ＠ ＣｅＯ２ 核壳结构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助催化

剂ꎬ用以提高 Ｐｔ / Ｃ 的电催化醇氧化性能ꎮ 催化剂

由 ３ 个组分(Ｐｔ / Ｃ、Ａｕ＠ ＣｅＯ２ 和 Ｐｔ 催化剂)组成ꎬ
采用喷雾和电泳沉积的方法负载在碳布上ꎮ 所制

得的 Ｐｔ / Ｃ￣Ａｕ＠ ＣｅＯ２￣Ｐｔ 电催化剂具有较高的电

化学比表面积和甲醇氧化反应活性ꎬ分别是纯

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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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ｔ / ＣＮＴｓꎻ２.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ꎻ３.Ｐｔ / ＣＮＴｓ＋ＣｅＯ２ｘＨ２Ｏ

ａ.３ 种催化剂在甲醇溶液中的 ＣＶ 曲线ꎻ
ｂ.３ 种催化剂在乙二醇溶液中的 ＣＶ 曲线ꎻ
ｃ.３ 种催化剂在丙三醇溶液中的 ＣＶ 曲线ꎻ

ｄ.３ 种催化剂在不同醇氧化反应中的质量活性对比[３２]

图 ６　 ３ 种催化剂的醇氧化电化学性能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ｔ / Ｃ 电催化剂的 １ ７ 倍和 ２ ３ 倍ꎮ Ｐｔ / Ｃ￣Ａｕ＠
ＣｅＯ２￣Ｐｔ 电催化剂对 ＭＯＲ 性能的改善主要归功

于生成了丰富的 ＯＨａｄｓ活性中间体ꎬ降低了电荷转

移阻力ꎬ提高了 Ｐｔ 催化剂的有效利用率ꎮ Ｔａｎ
等[３５]在核￣壳结构的掺氮介孔碳球载体上负载了

高度分散的 Ｐｄ 纳米粒子ꎬ且 Ｐｄ 纳米粒子周围负

载了丰富的 ＣｅＯ２ 纳米点ꎬ此催化剂在碱性介质

中对 ＭＯＲ 表现出良好的电催化活性、抗 ＣＯ 能力

和稳定性ꎮ 研究发现ꎬＰｄ / ＣｅＯ２ 的比例对整体催

化性能的提高至关重要ꎮ 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表

明ꎬＰｄ 与周围 ＣｅＯ２ 及掺氮介孔碳之间具有较强

的电子相互作用ꎬ极大地降低了 ＣＯ 在 Ｐｄ 表面

的吸附能ꎬ提高了 Ｐｄ￣ＣｅＯ２ / ＮＭＣＳ 催化剂的抗

ＣＯ 能力ꎬ从而进一步提高了 Ｐｄ 对 ＭＯＲ 的催化

活性ꎮ
除 ＣｅＯ２ 外ꎬ其他稀土氧化物在醇氧化反应

中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ꎮ 众所周知ꎬ氧空位和

羟基的存在都有利于甲醇在铂基催化剂上的电氧

化过程ꎮ 为了了解和区分 ＭＯＲ 中氧空位和羟基

对 Ｐｔ 催化剂高活性的增强机理ꎬ本课题组开发了

两种助催化剂(见图 ７) [３６]:Ｐｒ６Ｏ１１富含氧空位ꎬ但
基本上不含羟基ꎬ而 Ｐｒ(ＯＨ) ３ 富含羟基ꎬ但不含

氧空位ꎮ 把两种助催化剂与 Ｐｔ / ＣＮＴｓ 混合后ꎬ通
过一系列实验发现ꎬ氧空位和羟基都能改善

Ｐｔ / ＣＮＴｓ 电催化剂的性能ꎬ但对 ＭＯＲ 的增强机理

和改善程度有所不同ꎮ 由于氧空位更有利于提高

Ｐｔ 催化剂的本征活性ꎬ而羟基对甲醇的脱氢和脱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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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ＯＨ) ３ 的 ＴＥＭ 图ꎻｂ.Ｐｒ(ＯＨ) ３ 的 ＨＲ￣ＴＥＭ 图ꎻ

ｃ.Ｐｒ６Ｏ１１的 ＴＥＭ 图ꎻｄ.Ｐｒ６Ｏ１１的 ＨＲ￣ＴＥＭ 图ꎻｅ.Ｐｒ(ＯＨ) ３ 和

Ｐｒ６Ｏ１１的 ＸＲＤ 图ꎻｆ.Ｐｒ(ＯＨ) ３ 和 Ｐｒ６Ｏ１１的 ＩＲ 图[３６]

图 ７　 Ｐｒ(ＯＨ) ３ 和 Ｐｒ６Ｏ１１的 ＴＥＭ、ＸＲＤ 及 ＩＲ 图

Ｆｉｇ.７　 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ꎬ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Ｐｒ(ＯＨ) ３ ａｎｄ Ｐｒ６Ｏ１１

质子起决定性作用ꎬ因此同时具有氧空位和羟基

的助催化剂具有较高的催化性能ꎮ 因此ꎬ本课题

组还制备了富含羟基的 Ｐｒ６Ｏ１１ｘＨ２Ｏ 助催化剂ꎬ
由于氧空位和羟基的协同作用ꎬＰｒ６Ｏ１１ｘＨ２Ｏ / Ｐｔ /
ＣＮＴｓ 的峰值电流密度可以达到 Ｐｔ / ＣＮＴｓ 的 ３ 倍ꎮ
２ ２ 　 氢析出反应(ＨＥＲ)及氧析出反应(ＯＥＲ)

氢气具有最高的燃烧焓以及相对较高的能量

密度ꎬ被认为是一种新型清洁燃料ꎮ 在许多制氢

方法中ꎬ电解水制氢具有温室气体零排放、能量转

换效 率 高 等 独 特 优 势ꎬ 引 起 了 研 究 者 的 关

注[３７ꎬ３８]ꎮ 在析氢、析氧反应中ꎬ由于反应动力学

较慢ꎬ需要选择合适的催化剂来提高反应速率ꎮ
催化剂的吸附能是决定电解质溶液稳定性和转化

效率的重要参数[３９]ꎮ
析氢反应通常涉及两个过程ꎬ即 Ｖｏｌｍｅｒ￣Ｔａｆｅｌ

路径和 Ｖｏｌｍｅｒ￣Ｈｅｙｒｏｖｓｋｙ 路径ꎮ 除了 Ｐｔ 等贵金

属外ꎬ其他 ３ｄ 和 ４ｄ 过渡金属基材料在不同电解

液中作为阴极催化剂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ꎮ 然

而ꎬ如何设计稳定的、具有高催化活性的电催化剂

是一个挑战ꎮ 根据 Ｂｒｅｗｅｒ￣Ｅｎｇｅｌ 理论ꎬ当具有空

的或半填充的 ｄ 轨道的过渡金属与具有未成对 ｄ
电子的过渡金属合金化时ꎬ在电催化反应中会产

生显著的协同效应[４０]ꎮ 因此ꎬ轻稀土元素金属

(如 Ｓｃ、Ｙ、Ｌａ、Ｃｅ 和 Ｐｒ)与过渡金属(如 Ｆｅ、Ｃｏ 和

Ｎｉ)的结合将导致比它们的单一金属对应的合金

更具电催化析氢活性ꎮ
利用稀土元素与其他金属合金化的策略并不

是改善过渡金属 ＨＥＲ 催化性能的唯一途径ꎬ在过

去的十年里出现了掺杂稀土元素离子和掺杂稀土

元素氧化物的方法ꎮ 具体地说ꎬ通过掺杂 Ｃｅ 离

子或 ＣｅＯ２ 合成复合材料ꎬＣｅ 及其氧化物 ＣｅＯ２ 是

与过渡金属结合的最有吸引力的候选材料之一ꎮ
例如ꎬＺｈａｏ 等[４１] 在电沉积镍基电催化剂的过程

中ꎬ在电极上添加微米和纳米 ＣｅＯ２ 颗粒ꎮ 改性

后的镍电极晶粒更均匀ꎬ内应力更小ꎬ具有更好的

催化活性和电荷转移性能ꎮ 此外ꎬ进一步的研究

表明ꎬＣｅＯ２ 的浓度可以调节 Ｎｉ 层中硫的含量ꎬ使
其活性进一步提高其碱性 ＨＥＲ 性能ꎮ

以氧化铈为底物与贵金属复合也是提高电催

化剂活性的可行途径ꎮ 例如ꎬＤｅｍｉｒ 等[４２] 报道了

纳米氧化铈负载的 Ｒｕ 纳米粒子在酸性条件下对

ＨＥＲ 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ꎮ 在 Ｒｕ 含量较低的情

况下ꎬ该催化剂表现出较小的起始电位和过电位ꎬ
可以实现高效的制氢ꎮ 除 Ｃｅ 基物种外ꎬ其他稀

土元素对 ＨＥＲ 的催化活性也有促进作用ꎮ Ｌｉｕ
等[４３]通过引入非晶态 Ｙ(ＯＨ) ３ 纳米薄片作为骨

架构建 Ｒｕ / Ｙ(ＯＨ) ３ 杂化材料ꎬ揭示了 Ｙ(ＯＨ) ３

对 Ｒｕ 的 ＨＥＲ 催化的促进作用ꎮ 富含结构缺陷

和配位不饱和原子的非晶态 Ｙ(ＯＨ) ３ 为高度分

散的超细 Ｒｕ 纳米粒子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成核

位点ꎬ并使 Ｒｕ 与其纳米粒子之间有较强的相互

作用ꎬ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电解动力学ꎮ
众所周知ꎬ相对于 ＨＥＲ 过程ꎬＯＥＲ 是一种更

缓慢、更复杂的半反应ꎬ有两个电子或四个电子的

过程将水转化为氧分子ꎮ 对于一个典型的四电子

过程ꎬ从动力学角度看ꎬ各种含氧中间体的转移和

转化以及产生的氧分子的释放都与反应速率有

关ꎮ 因此ꎬ与中间体结合强度最佳的催化剂或者

提高氧的迁移速率都有利于反应ꎮ
Ｘｕ 等[４４]报道了掺 Ｃｅ 的 ＮｉＦｅ￣ＬＤＨ / ＣＮＴｓ 比

纯 ＮｉＦｅ￣ＬＤＨ / ＣＮＴ 具有更好的 ＯＥＲ 活性ꎮ 引入

Ｃｅ 的几个因素可带来对 ＮｉＦｅ￣ＬＤＨ 的改善ꎮ 首

先ꎬＣｅ 的掺杂导致 ＬＤＨ 的配位层组成和配位结

构发生了变化ꎮ 第二ꎬ掺杂导致了更多的晶格畸

变和 ＯＥＲ 活性中心的缺陷ꎮ 第三ꎬ由于缺陷的增

加导致更多的氧空位ꎬ以及快速的本征氧化还原

转变ꎬ这加快了氧的快速扩散和在晶格中释放氧

的速度ꎮ 因此ꎬ将 Ｃｅ 离子引入到基质中ꎬ可以促

进电子相互作用ꎬ并为 ＯＥＲ 创造了一个更有缺陷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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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ꎮ 与 Ｃｅ 离子相比ꎬ氧化物 ＣｅＯ２ 纳米颗粒

被广泛认为是提高 ＯＥＲ 活性和稳定性的添加剂ꎮ
一般来说ꎬ具有丰富缺陷的二氧化铈纳米颗粒ꎬ由
于其大量的活性中心和缓冲氧物种的储氧能力ꎬ
更有利于多相催化ꎮ 尽管二氧化铈本身对 ＯＥＲ
反应的催化活性可以忽略ꎬ但它可以作为助催化

剂提高 ＯＥＲ 催化剂的本征活性ꎮ
除非贵金属外ꎬ贵金属 ＩｒＯｘ 基催化剂由于效

率高ꎬ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放氧反应候选催化剂ꎮ
Ｌｉ 等[４５]制备了 ３ 种不同形貌的 ＣｅＯ２(棒状、立方

体、八面体)并负载了 ＩｒＯｘ 纳米粒子ꎬ催化剂显示

出与形貌相关的 ＯＥＲ 活性ꎬ其催化活性顺序为

棒>立方体>八面体ꎬＩｒＯｘ / ＣｅＯ２ 棒的催化活性最

高ꎮ 研究表明ꎬ不同形貌的 ＣｅＯ２ 载体通过氧空

位促进活性组分与载体之间的协同作用来调节

ＩｒＯｘ 的电子结构ꎬ从而改变 ＩｒＯｘ / ＣｅＯ２ 催化剂的

催化活性ꎮ
通过分析稀土元素对催化剂 ＨＥＲ 及 ＯＥＲ 催

化性能的影响ꎬ可以发现稀土掺杂对 ＨＥＲ 催化活

性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调节主体的电子结构和促进

水的解离生成活性 Ｈ∗物种来实现的ꎮ 而稀土基

催化剂对 ＯＥＲ 活性和耐久性的提高是通过调节

电催化剂的电子结构以及加速氧物种和中间体的

吸附、脱附和转移实现的ꎮ
２ ３ 　 氧还原反应(ＯＲＲ)

氧还原反应是聚合物电解膜燃料电池和可充

电金属空气电池的两电子或四电子过程的重要阴

极半反应ꎬ但其缓慢的动力学限制了输出功

率[４６]ꎮ 长期以来ꎬ铂一直被认为是活性最高的

ＯＲＲ 电催化剂ꎬ但其价格昂贵、耐用性差等缺点

推动了铂基电催化剂的改性和新型非贵金属过渡

金属基电催化剂的开发ꎮ 最近的研究表明ꎬ通过

加入稀土元素来调节各种电催化剂的结构和催化

性能ꎬ可以有效提高电催化剂的活性ꎮ 目前的报

道集中于电催化剂合金化和在电催化剂上修饰氧

化铈两种策略ꎮ
早在多年前ꎬＣｈｏｒｋｅｎｄｏｒｆｆ 课题组[４７ꎬ４８]就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ꎬ研究了稀土元素对 Ｐｔ 基合金 ＯＲＲ
电催化剂结构和催化性能的影响ꎮ 他们提出了

Ｓｃ 和 Ｙ 合金化的 Ｐｔ 电催化剂 Ｐｔ３Ｓｃ 和 Ｐｔ３Ｙ 可以

作为高活性的 ＯＲＲ 多晶材料ꎮ 与 Ｐｔ 相比ꎬＰｔ３Ｓｃ
的半波电位正移约 ２０ ｍＶꎬＰｔ３Ｙ 的半波电位正移

约 ６０ ｍＶꎮ 之后ꎬ他们通过对 Ｙ / Ｐｔ(１１１)和 Ｇｄ / Ｐｔ
(１１１)的实验测量和密度泛函(ＤＦＴ)计算相结合

的方法ꎬ进一步研究了 Ｐｔ 覆盖层的应变和结晶

度ꎬ认为 Ｐｔ 覆盖层是导致压缩应变和 ＯＲＲ 活性

降低的原因ꎮ
除了制备含稀土元素的铂合金外ꎬ以 ＣｅＯ２

作为添加剂和促进剂制备复合材料也是一种新开

发的方法ꎮ ＣｅＯ２ 可以提高催化剂在酸性和碱性

溶液中 ＯＲＲ 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ꎬ减少 Ｐｔ 及其

合金等贵金属作为活性电催化剂的用量ꎮ 而且

ＣｅＯ２ 提高 ＯＥＲ 的优势也同样适用于促进其他电

催化剂的 ＯＲＲ 性能ꎮ Ｌｕｏ 等[４９] 制备了 Ｃｅ 基

ＭＯＦ 衍生的 Ｐｔ / ＣｅＯｘ / Ｃ 电催化剂ꎬ并用作 ＯＲＲ
和 Ｈ２ / Ｏ２ 微液流燃料电池的高效电催化剂ꎮ 结

果表明ꎬＰｔ 纳米粒子与 Ｃｅ 基金属氧化物 ＣｅＯｘ 之

间的相互作用稳定了 Ｐｔ０ 和 Ｃｅ３＋ 两个物种ꎬ从而

使 ＯＲＲ 的活性和耐久性高于商业 Ｐｔ / Ｃꎮ 本课题

组制备了 ＣｅＯ２ 负载的 Ｆｅ￣Ｎ / Ｃ 催化剂(Ｆｅ￣Ｎ / Ｃ￣
ＣｅＯ２) [５０]ꎬ发现适量的 ＣｅＯ２ 可以在热解过程中

诱导 Ｎ 物种的锚定ꎬ增加 Ｆｅ￣Ｎｘ 等含 Ｎ 活性中

心ꎮ 此外ꎬＣｅＯ２ 纳米颗粒能够迅速还原 ＯＲＲ 中

的 Ｈ２Ｏ２ 中间体ꎬ进一步提高催化剂的耐久性ꎮ
结果表明ꎬＦｅ￣Ｎ / Ｃ￣ＣｅＯ２(１％)催化剂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中的半波电位为 ０ ８６２ Ｖꎬ高于 Ｆｅ￣Ｎ / Ｃ 催化

剂ꎬ甚至可与商用 Ｐｔ / Ｃ 催化剂相媲美ꎮ 此外ꎬＦｅ￣
Ｎ / Ｃ￣ＣｅＯ２(１％)的长期稳定性测试表明ꎬ１０ ０００
次循环后半波电位负移仅为 １８ ｍＶꎬ远小于 Ｆｅ￣
Ｎ / Ｃ 样品ꎮ
２ ４ 　 其他电催化反应

除了各种稀土元素在以上电催化中的应用

外ꎬ稀土元素在其他电化学反应中的催化作用最

近也常见报道ꎮ
Ｚｈｏｕ 等[５１]以 Ｐｄ＠ ＣｅＯ２ 体系为例ꎬ揭示了载

体形貌耦合效应和热处理诱导 Ｐｄ—Ｏ—Ｃｅ 键的

增强对甲酸电氧化催化性能的改善作用ꎮ 用 ３ 种

不同形貌的 ＣｅＯ２ 纳米晶负载 Ｐｄ 纳米粒子ꎬ发现

ＣｅＯ２ 纳米片负载 Ｐｄ 催化剂具有最好的甲酸氧化

和抗 ＣＯ 中毒的催化性能ꎮ 这是由于其具有较高

的氧空位、Ｃｅ３＋和较多的 Ｐｄ—Ｏ—Ｃｅ 键导致丰富

的边缘缺陷ꎮ 由于存在较高的氧空位和较强的

Ｐｄ—Ｏ—Ｃｅ 键ꎬ所有经热退火处理的 Ｐｄ＠ ＣｅＯ２

催化剂的催化活性、稳定性、催化动力学和电荷转

移都有很大提高ꎮ Ｐｄ＠ ＣｅＯ２￣片状催化剂的质量

活性提高了近 １ ９３ 倍ꎬ说明了增强 Ｐｄ—Ｏ—Ｃｅ
键的重要意义ꎮ

表面结构效应是电催化中的关键问题ꎬ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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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反应物分子与催化剂表面相互作用对表面原子

排列、化学组成和电子结构的影响ꎮ Ｍａｏ 等[５２] 采

用电化学方法可控地合成了具有{４１０}高指数面

(ＨＩＦ)的 Ｐｔ￣ＲＥ(ＲＥ ＝ ＬａꎬＹꎬＳｃ)凹面纳米立方体

合金(ＰｔＲＥＮＣ)ꎮ 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表明ꎬＮＲＲ
过程的速率控制步骤是 Ｎ２ 通过两个质子耦合电

子的转移生成 Ｎ２Ｈ２∗ꎬ通过增强反应中间产物在

高指数晶面 ＰｔＲＥ 合金化表面上的键合强度造成

了催化剂 ｄ 带中心的上移ꎬ提高了催化剂 ＮＲＲ 活

性ꎮ 此外ꎬ在 Ｐｔ 表面引入 ＲＥ 可以有效地抑制

ＨＥＲ 过程ꎬ并为 ＮＲＲ 提供合适的位置ꎮ
氧化铈作为助催化剂应用于二氧化碳电还原

反应中ꎮ Ｇａｏ 等[５３] 制备了 Ａｕ￣ＣｅＯｘ 催化剂ꎬＡｕ￣
ＣｅＯｘ 界面使 ＣＯ２ 的吸附和活化作用增强ꎬ促进了

界面处 ＣＯ２ 的活化ꎬ及 ＣＯ２ 在 ＣｅＯ２ 表面上的后

续吸附ꎮ 此外ꎬ在界面 Ｃｅ３＋位点上水的解离促进

了表面羟基的形成ꎬ这有助于稳定 ＣＯδ－
２ 物种ꎮ 密

度泛函计算表明ꎬＣｅＯｘ / Ａｕ(１１１)界面上羧基物种

的生成自由能(∗ＣＯＯＨ)比 Ａｕ(１１１)上的低ꎮ 因

此ꎬＡｕ￣ＣｅＯｘ 的金属氧化物界面和 ＣｅＯｘ 的特殊性

质是提高 ＣＯ２ 还原活性的重要原因ꎮ

３　 结论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稀土催化材料的研究进展及其在

生物质转化和电催化中的应用ꎮ 一般来说ꎬ稀土

元素与其他金属合金化、稀土元素离子掺杂其他

催化剂ꎬ或将稀土元素基化合物(如氧化物)与其

他催化剂复合ꎬ是实现稀土元素与催化剂协同作

用的三种有效途径ꎮ 尽管稀土元素对催化材料的

性能提升已经不断被证明ꎬ但研究者对稀土元素

在催化中的作用和效果的认识还需进一步加强ꎮ
新型稀土催化材料在设计及应用过程中仍有一些

问题需要被关注ꎮ
稀土元素离子的尺寸、价态和浓度都会对稀

土催化材料的性能产生影响ꎮ 在催化剂的制备过

程中ꎬ迫切需要更多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研究和

优化催化剂优良催化性能与稀土元素种类、含量

间的关系ꎮ 了解稀土元素在催化过程中的结构变

化有助于理解详细的反应过程ꎬ因此急需开发各

类原位表征手段ꎬ用以探索稀土元素上反应物分

子与中间物种的吸附和转化以及不同反应路径下

催化剂结构的动态变化ꎬ以阐明稀土元素的助催

化机理ꎮ
稀土催化材料在众多新兴领域中已展示出优

异的催化活性、耐毒性、稳定性ꎬ以及独特的产物

选择性ꎮ 但是ꎬ其催化机制有待深入研究ꎬ产业化

也需要全面综合考虑后稳步推进ꎮ 另一方面ꎬ目
前已商业化的稀土催化体系相对较少ꎬ主要集中

在稀土氧化物上ꎮ 可以从稀土矿物的结构组成中

汲取灵感ꎬ大大丰富稀土基催化剂体系的大家庭ꎬ
如稀土水滑石、稀土分子筛、稀土钙钛矿、稀土尖

晶石、稀土烧绿石、稀土微生物复合物等ꎮ 在此基

础上ꎬ通过设计基于稀土的新型催化剂、新型催化

剂载体、新型助催化剂ꎬ全面发挥稀土材料的优

势ꎬ开发出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领先世界的稀

土催化体系ꎮ
稀土催化材料的开发在过去几年中正在迅速

兴起ꎬ并因其优异的催化性能受到极大的关注ꎬ稀
土催化材料的应用前景非常诱人ꎮ 我国稀土储量

居世界之首ꎬ应该从科学和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ꎬ
突破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ꎬ推进稀土催化材料

的技术创新ꎬ实现稀土资源的高效利用ꎬ为我国催

化领域的新进展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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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和中红外光谱的杜仲产地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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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仲是一种重要而有价值的中药ꎬ具有多种医疗功能ꎬ多年来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被广泛用作保健食

品ꎮ 杜仲的功效和质量与产地密切相关ꎮ 采用近中红外光谱与化学计量学相结合的方法ꎬ用于简便、快速和准确地鉴别

杜仲的产地ꎮ 使用 ｋ￣最邻近分析(ｋＮＮ)、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ＰＣＡ￣ＬＤＡ)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ＰＬＳ￣ＤＡ)模型

对杜仲样品进行了产地来源分类ꎮ 结果表明ꎬｋＮＮ 模型更适合基于近红外光谱的不同省份杜仲样品的识别ꎬｋＮＮ 模型对

来自 ８ 个省份的杜仲样本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识别率均达到 １００％ꎬ交叉验证识别率为 １００％ꎻＰＬＳ￣ＤＡ 模型更适合基

于中红外光谱的不同省份杜仲样品的识别ꎬＰＬＳ￣ＤＡ 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对来自 ８ 个省份的杜仲样品的识别率分别

达到 ９９ ４０％和 ９８ ６１％ꎬ交叉验证识别率为 ９９ １１％ꎮ 该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地确定杜仲的省份来源ꎬ有望应用于市场监

督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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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ｔｅｘ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８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ｓｅｔ ｗｅｒｅ ９９ ４０％ ａｎｄ ９８ ６１％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９９ １１％.Ｏｕ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
ｔｅｘꎬａ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ꎻ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ꎻ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ꎻｍｉ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ꎻ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皮是一味在中国拥

有悠久历史的中药材ꎬ早在两千多年前ꎬ杜仲皮已

被列入中国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 [１]ꎮ 在最新

的«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 版»中规定ꎬ该味中药基源为

杜仲科(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杜仲属(Ｅｕｃｏｍｍｉａ)植物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 的干燥树皮[２]ꎮ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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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药研发技术的发展之下ꎬ已发现的杜仲

化学成分超过 １００ 种化合物[３]ꎬ包括木质素类和

酚类、环烯醚萜类、甾体类和萜类、黄酮以及其他

化合物ꎮ 杜仲的各种提取物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ꎬ如抗高血压[４]、抗炎[５] 和保护神经活性[６] 等ꎮ
在东亚ꎬ尤其是在中国、韩国和日本ꎬ杜仲也被广

泛用作保健品ꎮ 如中国的广东、广西等地ꎬ杜仲被

人们用于煲汤以滋补身体[７]ꎻ杜仲在韩国被用作

预防糖尿病的民间食品ꎬ还可用于制作饮料[８]ꎻ
在日本ꎬ杜仲被制成日常使用的饮料和茶包以提

高人体活力[９]ꎮ
杜仲的栽种地从过去我国的陕西、甘肃等西

北地区ꎬ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西南地区ꎬ发展到了

现在的全国各地[１０]ꎮ 虽然杜仲在我国分布很广ꎬ
但是其质量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ꎮ 生长环境、气
候条件、耕作方式以及土壤种类等都对于杜仲的

品质、形状以及药效有着重要影响ꎮ Ｎｉ 等[１１] 使

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联用仪对中国

８ 个不同地区杜仲样品中 １０ 种主要活性成分进

行了定量分析ꎬ证明不同产地的杜仲中 １０ 种主要

活性成分在含量上存在明显差异ꎮ 同时ꎬ不同产

地的杜仲在价格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ꎬ根据市场

调查ꎬ不同产地杜仲的价差可达 ８ 倍ꎬ其中带有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标签的杜仲价格普遍高于一般杜

仲ꎬ如具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标签的陕西略阳杜

仲价格较陕西省其他不具该标签的杜仲价格要高

２~４ 倍ꎮ 在市面上ꎬ很难通过肉眼直观的辨别出

不同杜仲的产地归属ꎬ也因此有一些唯利是图商

人将不具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标签的杜仲ꎬ假冒

有该标签的杜仲进行售卖ꎬ以此获取高额利润ꎮ
这些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地方杜仲品牌的声誉和消

费者的利益ꎬ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合适的方法来

鉴别杜仲的产地来源ꎮ
近红外和中红外等光谱技术因具有检测速度

快、无损和操作简单的优点ꎬ已成为中药分析领域

的重要工具ꎬ广泛应用于中药物种鉴定、地理起源

分析、掺假检测和定量分析ꎮ 目前使用近中红外

光谱对中药材产地识别的报道已有很多ꎬ如赖长

江生等[１２]基于近红外分析和化学计量学的方法

实现了对不同产地灵芝的快速鉴别ꎻ李嘉仪等[１３]

使用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 Ｆｉｓｈｅｒ 判别分析方法实

现对 ８ 个不同产地茯苓块的准确鉴别分析ꎻ孙岚

萍等[１４]基于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指纹图谱实现了

对 ６ 个产地麦冬药材的鉴别ꎻ陈璐等[１５]使用便携

式近红外方法对不同产地金银花实现了准确判

别ꎻＣｈｅｎ 等[１６]基于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

建模ꎬ鉴别了不同产地的人参ꎻＬｉ 等[１７] 结合近红

外光谱与化学计量学建立了一种党参产地判别新

方法ꎻＤｕａｎ 等[１８] 使用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

学方法实现了白花丹参产地来源的快速鉴别ꎻ高
韵等[１９]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结合二阶导数

光谱对不同产地的黄精进行了鉴别ꎻ解玫莹等[２０]

使用红外光谱法与二阶导数光谱相结合的方法实

现了对不同产地牛膝的区分ꎻ杨新周等[２１] 结合一

维红外光谱和二阶导数光谱分析实现了对不同产

地白花蛇舌草的识别分析ꎻＬｉｕ 等[２２] 采用中红外

技术结合模式识别技术ꎬ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龙胆

地理来源进行了分析ꎻＫｗｏｎ 等[２３] 基于中红外光

谱对非洲山药和亚洲山药之间构建模型进行了

产地判别ꎻＷｕ 等[２４] 基于衰减全反射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法ꎬ采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和随

机森林法ꎬ建立了栽培滇重楼的产地溯源的常规

方法ꎮ
根据文献可知ꎬ近红外与中红外光谱技术用

于杜仲产地溯源还没有被报道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

近红外光谱、中红外光谱与化学计量学方法相结

合ꎬ用于简单、快速地判别杜仲的产地ꎮ 首先ꎬ采
集了来自 ８ 个不同省份的 ５００ 个杜仲样品的近红

外光谱与中红外光谱数据ꎮ 然后ꎬ利用常用的化

学计量学方法ꎬ包括 ｋ￣最邻近分析( ｋＮＮ)、主成

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ＰＣＡ￣ＬＤＡ)和偏最小二乘

判别分析(ＰＬＳ￣ＤＡ)对杜仲样品按其地理来源进

行分类ꎮ 最后ꎬ比较和讨论了其分类性能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Ｎｉｃｏｌｅｔ ６７００ ＦＴ￣ＩＲ 型 光 谱 仪、 Ａｎｔａｒｉｓ Ⅱ
ＦＴ￣ＮＩＲ 型光谱仪、ＲＥＳＵＬＴ ３ ０ 光谱采集软件(美
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ꎻｄｚ￣１ｂｃⅡ型干燥箱(上
海索普仪器有限公司)ꎻｂｓａ２２４ｓ 型分析天平(北
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ꎻｆｗ￣１００ 型高速

万能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ꎻ５０ 目筛

(浙江省上虞市五四纱厂)ꎮ
溴化钾(ＫＢｒ) (光谱级ꎬ≥９９ ５％ꎬ上海阿拉

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ꎮ
１ ２ 　 样品来源

本研究从 ８ 个省的 ５０ 个地区采集了 ５００ 组

杜仲样品ꎮ 所有杜仲样品均由湖北武汉华波康公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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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从各省的当地农民手中采集ꎬ具体信息见表 １ꎮ
所有采集的杜仲样品均在处理前干燥ꎮ 具体的干

燥方法是将杜仲样品在 ６０ ℃烘箱中干燥 １２ ｈꎬ
　 　 　 　 　 　 表 １ 　 杜仲样品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

样品
编码

样品名
样品
省份

样品产地
样品
数量

Ｆ０１

ＧＳ￣１
ＧＳ￣２
ＧＳ￣３
ＧＳ￣４
ＧＳ￣５
ＧＳ￣６

甘肃
甘肃
甘肃
甘肃
甘肃
甘肃

陇南
定西
陇南
陇南
陇南
陇南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２
ＧＸ￣１
ＧＸ￣２
ＧＸ￣３

广西
广西
广西

贺州
百色
玉林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３

ＧＺ￣１
ＧＺ￣２
ＧＺ￣３
ＧＺ￣４
ＧＺ￣５
ＧＺ￣６
ＧＺ￣７

贵州
贵州
贵州
贵州
贵州
贵州
贵州

毕节织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遵义德江
黔东南

黔南布依族自治州
黔南布依族自治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４

ＨＢ￣１
ＨＢ￣２
ＨＢ￣３
ＨＢ￣４
ＨＢ￣５
ＨＢ￣６
ＨＢ￣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神农架
襄阳

神农架
神农架
恩施
恩施
恩施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５

ＨＮ￣１
ＨＮ￣２
ＨＮ￣３
ＨＮ￣４
ＨＮ￣５
ＨＮ￣６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张家界
张家界
张家界
张家界
张家界
张家界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６

ＳＣ￣１
ＳＣ￣２
ＳＣ￣３
ＳＣ￣４
ＳＣ￣５
ＳＣ￣６
ＳＣ￣７
ＳＣ￣８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乐山
都江堰

广元旺苍
广元
广元

都江堰
广元
广元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７

ＳＸ￣１
ＳＸ￣２
ＳＸ￣３
ＳＸ￣４
ＳＸ￣５
ＳＸ￣６

陕西
陕西
陕西
陕西
陕西
陕西

秦岭
汉中
略阳
秦岭
秦岭
商洛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Ｆ０８

ＹＮ￣１
ＹＮ￣２
ＹＮ￣３
ＹＮ￣４
ＹＮ￣５
ＹＮ￣６
ＹＮ￣７

云南
云南
云南
云南
云南
云南
云南

昆明
丽江
大理
丽江
保山
丽江
昆明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每 ３ ｈ 翻转 １ 次ꎬ随后ꎬ将样品置于干燥皿中ꎬ自
然冷却至室温ꎮ 将干燥并冷却后的样品进行粉

碎ꎬ具体为:称取杜仲样品 １０ ｇ 以上ꎬ用高速万能

粉碎机粉碎ꎬ然后将粉碎后的样品通过 ５０ 目筛ꎬ
得到杜仲粉末ꎮ
１ ３ 　 近中红外光谱采集和预处理

所有近红外光谱数 据 均 使 用 Ａｎｔａｒｉｓ Ⅱ
ＦＴ￣ＮＩＲ 光谱仪进行采集ꎬ使用 ＲＥＳＵＬＴ ３ ０ 光谱

采集软件采集杜仲样品粉末的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ｃｍ－１)ꎬ光谱分辨率为 ８ ｃｍ－１ꎬ每
条光谱通过 ３２ 次扫描结果平均后得到ꎮ 仪器使

用 ＩｎＧａＡｓ 检测器ꎬ并以内置金箔背景作为参比ꎬ
背景每 １ ｈ 更正 １ 次ꎬ整个光谱测量过程在室温

下进行ꎮ 每组杜仲样品随机抽取 ３ 份检测ꎬ并将

３ 份样品采集得到的光谱进行平均以作为该组样

品的近红外光谱代表ꎮ
所有中红外光谱数据均使用 Ｎｉｃｏｌｅｔ ６７００

ＦＴ￣ＩＲ 光谱仪进行采集ꎬ以溴化钾压片法采用透

过率模式进行光谱采集(４００ ~ ４ ０００ ｃｍ－１ )ꎬ以
ｍ(溴化钾) ∶ｍ(杜仲粉末)＝ １００ ∶１的比例(１ ｇ 溴

化钾配 ０ ０１ ｇ 杜仲粉末)共同研磨后制成压片ꎮ
单次采集得到的光谱为累计扫描 ３２ 次的平均值ꎬ
分辨率为 ８ ｃｍ－１ꎮ 每个样本平行测定 ３ 次采集ꎬ
取其平均值作为代表光谱进行后续分析ꎮ

原始光谱除了样品信息外还包含背景信息和

噪声ꎬ为了获得可靠、准确和稳定的模型ꎬ在进行

模型建立之前ꎬ所采集到的近红外光谱数据与中

红外光谱数据都使用多元散射校正和二阶导数处

理进行预处理ꎮ
１ ４ 　 化学计量学分析

１ ４ １ 　 ｋ￣最邻近分析(ｋＮＮ)
ｋＮＮ 是一种非参数分类方法ꎬ广泛应用于许

多实际的分类任务[２５]ꎮ ｋＮＮ 的主要理论是寻找

未知样本的最近 ｋ 个样本来判断其类别ꎮ 如果 ｋ
个邻近数据中的大多数被分配到特定的类ꎬ那么

这个未知样本就属于该类ꎮ ｋＮＮ 算法的实现步

骤中有 ３ 个关键要素ꎬ包括 ｋ 值、距离测量方式以

及分类决策规则ꎮ 在这项工作中ꎬ通过交叉验证

程序选择最佳 ｋ 值ꎬ在此过程中ꎬ欧氏距离作为距

离的度量ꎬ以多数表决法为分类决策规则ꎮ
１ ４ ２ 　 主成分分析￣线性判别分析(ＰＣＡ￣ＬＤＡ)

ＰＣＡ 是一种无监督降维技术ꎬ它将可能相关

的变量转换为若干线性不相关变量ꎬ即主成分

(ＰＣ)ꎬ每个主成分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２６]ꎮ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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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主成分分析经常被用来简化复杂度和识别

多维数据集中的关键变量ꎮ 线性 判 别 分 析

(ＬＤＡ)是一种线性的判别分析ꎬ它寻求一个投影

矩阵ꎬ使投影后的类内方差最小ꎬ类间方差最大ꎮ
在进行 ＰＣＡ 之后ꎬ再利用 ＬＤＡ 有监督的方法ꎬ一
方面利用了 ＰＣＡ 对数据简化的特点ꎻ另一方面又

结合了 ＬＤＡ 的判别能力ꎬ可以有效地解决各种分

类问题[２７]ꎮ 与神经网络方法相比ꎬＰＣＡ￣ＬＤＡ 在

分类领域具有程序简单、图像直观、运行时间短等

优点ꎮ
１ ４ ３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ＰＬＳ￣ＤＡ)

ＰＬＳ￣ＤＡ 是化学计量学中最流行的分类方法

之一ꎬ在各类食品的检测与控制、生物代谢组学以

及制药过程控制等领域已经有很多的应用ꎬ它巧

妙地结合了经典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和分类技

术[２８]ꎮ 在 ＰＬＳ￣ＤＡ 建模过程中ꎬ首先将类别向量

转换为虚拟矩阵 Ｙꎬ该矩阵引入一个独热编码来

描述每个样本的类别信息ꎬ其中值 １ 表示样本被

认为属于特定类别ꎬ值 ０ 表示相反ꎮ 本文中 ８ 个

产地杜仲样本分别被编码为 ｆ０１(１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
０)、ｆ０２(０ꎬ１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ｆ０３(０ꎬ０ꎬ１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
０)、ｆ０４(０ꎬ０ꎬ０ꎬ１ꎬ０ꎬ０ꎬ０ꎬ０)、ｆ０５(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１ꎬ０ꎬ０ꎬ
０)、ｆ０６(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１ꎬ０ꎬ０)、ｆ０７(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１ꎬ
０)、ｆ０８(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１)ꎮ 然而ꎬＰＬＳ 回归模型

提供的预测类值几乎不太可能是 １ 或 ０ꎬ因此采

用最大值法作为判别准则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预测

的类值接近 １ꎬ这意味着样本属于相应的类ꎬ而接

近 ０ 则表示相反ꎮ 在 ＰＬＳ￣ＤＡ 模型中ꎬ隐变量数

(Ｌ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ꎬ采用交叉验证程序

进行选择ꎮ
１ ５ 　 数据分析

本文的所有数据分析都是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

中进行的ꎮ ＰＬＳ￣ＤＡ、ＰＣＡ￣ＬＤＡ 和 ｋＮＮ 通过使用

分类工具箱实现ꎬ在这项工作中ꎬＰＬＳ￣ＤＡ 的隐变

量数(ＬＶ)、ＰＣＡ￣ＬＤＡ 的主成分数(ＰＣ)和 ｋＮＮ 的

ｋ 值通过十折百叶窗交叉验证程序进行选择ꎮ 此

外ꎬ还使用了一些参数ꎬ包括总识别率(ＲＲ)、灵敏

度(ＳＥＮ)和特异性(ＳＰＥ)来评估这些分类模型的

性能ꎬ参数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ＲＲ ＝ (ＴＰ ＋ ＴＮ) / (ＴＰ ＋ ＴＮ ＋ ＦＮ ＋ ＦＰ) (１)

ＳＥＮ ＝ ＴＰ / (ＴＰ ＋ ＦＮ) (２)

ＳＰＥ ＝ ＴＮ / (ＴＮ ＋ ＦＰ) (３)

　 　 其中:ＴＰ 是真阳性ꎻＦＰ 代表假阳性ꎻＴＮ 代表真阴性ꎻＦＮ 表示

假阴性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近红外光谱与中红外光谱分析

杜仲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如图 １ 所示ꎬ从原始

光谱上看ꎬ８ 个产地的杜仲近红外光谱从谱形上

没有明显的波形差异ꎬ难以用肉眼进行区分ꎬ这可

能是由于不同产地杜仲的化学成分组成相似ꎬ导
致其出峰位置相似以及谱形趋势相似ꎮ 对原始光

谱的不同峰值进行归因ꎬ在 ４ ２００ ~ ４ ４００ ｃｍ－１处

的峰值可归因为 Ｃ—Ｈ 和 Ｃ—Ｃ 拉伸的组合吸光

度ꎻ４ ５５０~４ ７５０ ｃｍ－１处的峰值可归因为 Ｃ—Ｏ 伸

缩和 Ｏ—Ｈ 变形振动的组合ꎻ５ １００~５ ２００ ｃｍ－１处

的峰值可归因为 Ｏ—Ｈ 伸缩和 Ｃ—Ｏ 变形振动的

一级倍频组ꎻ５ ５００~５ ８００ ｃｍ－１处的峰值可归因为

不同基团中 Ｃ—Ｈ 伸缩振动的一级倍频ꎻ６ ０００ ~
７ ０００ ｃｍ－１处的吸收可归因为 Ｏ—Ｈ 伸缩的一级

倍频以及 Ｎ—Ｈ 伸缩的一级倍频ꎻ８ ０００ ｃｍ－１后出

现的峰值可归因为各组不同基团中 Ｃ—Ｈ 伸缩的

二级倍频ꎮ

ａ.原始光谱ꎻｂ.多元散射校正光谱ꎻｃ.二阶导数预处理光谱

图 １　 不同预处理方式得到的 ８ 个省份杜仲样品的

近红外光谱

Ｆｉｇ.１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 ｆｒｏｍ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杜仲样品的中红外光谱如图 ２ 所示ꎬ８ 个产

地的杜仲原始中红外光谱具有非常相似的波形走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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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ꎬ这可能是因为不同产地杜仲的化学成分组成

具有相似性ꎬ导致了基频峰的出峰位置一致ꎬ对不

同峰值进行归因ꎬ认为在 ９００ ~ １ １００ ｃｍ－１处的峰

值可归因为 Ｃ—Ｏ 的伸缩振动ꎻ１ ５００~１ ７００ ｃｍ－１

处的峰值可归因为 ＣＣ 伸缩振动、ＮＨ２ 变角振

动、ＮＨ＋
３ 不对称变角度振动ꎻ２ ８００ ~ ３ ０００ ｃｍ－１处

的峰值可归因为 ＣＨ２ 与 ＣＨ３ 的对称伸缩振动以

及反对称伸缩振动ꎻ在 ３ ２００ ~ ３ ７００ ｃｍ－１处的峰

值可归因为 ＮＨ２ 的对称伸缩振动与反对称伸缩

振动以及 ＯＨ 的伸缩振动ꎮ

ａ.原始光谱ꎻｂ.多元散射校正光谱ꎻｃ.二阶导数预处理光谱

图 ２　 不同预处理方式得到的 ８ 个省份杜仲样品的

中红外光谱

Ｆｉｇ.２　 Ｍｉ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 ｆｒｏｍ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虽然不同产地杜仲在出峰位置上具有高度的

相似性ꎬ然而在同一出峰位置下ꎬ不同产地杜仲的

峰值强度存在明显差异ꎬ这可能是由于不同产地

杜仲同一化学成分含量因产地不同而存在不同ꎬ
且不同产地的杜仲所含化合物的组成比例因产地

不同而不同ꎮ 通过使用适当的预处理方法(如多

元散射校正光谱与二阶导数)可以更好地看到这

些差异ꎮ 因此ꎬ在进行多元散射校正与二阶导数

预处理之后ꎬ借助化学计量学手段进行建模ꎬ进一

步对光谱峰型特征的提取ꎬ实现产地区分ꎮ

２ ２ 　 杜仲地理来源的判别

采用随机抽样算法将来自不同产地的所有杜

仲样本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ꎮ 其中ꎬ训练集占

７０％ꎬ含 ３５０ 个样本ꎬ其余 ３０％的样本被用作测试

集ꎬ含 １５０ 个样本ꎮ 采用 ｋＮＮ、ＰＣＡ￣ＬＤＡ 和 ＰＬＳ￣
ＤＡ ３ 种化学计量学方法对杜仲样品进行了地理

分类ꎮ 根据十折百叶窗交叉验证程序提供的最佳

识别率ꎬ分别确定 ｋＮＮ 的最佳 ｋ 值、ＰＣＡ￣ＬＤＡ 的

主成分数(ＰＣ)和 ＰＬＳ￣ＤＡ 的隐变量数(ＬＶ)ꎮ
在近红外光谱的分析中ꎬ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基

于多元散射校正光谱建模时ꎬｋＮＮ 模型的 ｋ 值为

２ 时ꎬ其交叉验证的判别准确率为 １００％ꎬ为最佳

模型ꎮ 相较于 ＰＣＡ￣ＬＤＡ 模型 ９６ １２％的判别准

确率与 ＰＬＳ￣ＤＡ 模型 ９５ ９２％的判别准确率ꎬｋＮＮ
模型优于 ＰＣＡ￣ＬＤＡ 和 ＰＬＳ￣ＤＡ 模型ꎬ同时ꎬｋＮＮ
模型在训练集与预测集都达到了 １００％的识别

率ꎮ ｋＮＮ 模型取得更好判别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近红外光谱中有峰重叠和系统噪声ꎬ造成了近红

外数据存在严重的非线性ꎬ从而使得 ｋＮＮ 模型更

适合近红外光谱的不同省份杜仲样品的识别ꎮ
表 ２ 　 杜仲粉末近红外光谱数据结合不同模型的

判别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ｙ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ｋＮＮ

ｋ 值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４ ９９ ７０％ １００ ００％ ９９ ７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二阶导数　 　 ２ ７４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７２ １５％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ＰＣＡ￣ＬＤＡ

主成份数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２０ ９７ ４０％ ９８ ６０％ ９８ ０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１９ ９６ １２％ ９６ ９７％ ９５ ０１％

二阶导数　 　 １９ ６１ ４６％ ６８ ２７％ ５５ ３１％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ＰＬＳ￣ＤＡ

隐变量数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１９ ９６ ６０％ ９８ ００％ ９６ ７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１９ ９５ ９２％ ９８ ５５％ ９５ ４４％

二阶导数　 　 ８ ７８ ２３％ ９３ ４３％ ７６ ９１％

　 　 在中红外光谱的分析中ꎬ如表 ３ 所示ꎬ由交叉

验证程序的结果表明ꎬ基于多元散射校正光谱建

模时ꎬＰＬＳ￣ＤＡ 模型的 ＬＶ 为 １９ 时ꎬ其交叉验证的

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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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准确率为 ９９ １１％ꎬ为最佳模型ꎮ 相较于

ＰＣＡ￣ＬＤＡ 模型 ９１ ８４％的判别准确率与 ｋＮＮ 模

型 ８３ １８％的判别准确率ꎬＰＬＳ￣ＤＡ 模型优于 ＰＣＡ￣
ＬＤＡ 和 ｋＮＮ 模型ꎮ ＰＬＳ￣ＤＡ 模型取得更好的判别

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红外光谱有更强的背景

干扰ꎬ导致了中红外原始数据存在假峰值干扰到

建模ꎬ从而使得基于多元散射校正中红外光谱结

合 ＰＬＳ￣ＤＡ 建模后得到了更佳的结果ꎬ更适合被

用于不同省份杜仲样品的识别ꎮ
表 ３ 　 杜仲粉末中红外光谱数据结合不同模型的

判别结果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ｅ Ｃｏｒｔｅｘ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ｙ ｍｉ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ｋＮＮ

ｋ 值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２ ６９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７２ ８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２ ８３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８９ １６％

二阶导数　 　 ２ ９６ ０５％ １００ ００％ ９９ ３１％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ＰＣＡ￣ＬＤＡ

主成份数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１８ ９８ ５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２０ ９１ ８４％ ９２ ９８％ ８８ ５９％

二阶导数　 　 １７ ８９ ３７％ ９１ ９２％ ９０ ６７％

预处理方式　

模型

ＰＬＳ￣ＤＡ

隐变量数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原始数据　 　 ２０ ９２ ００％ ９２ ９０％ ８６ ３０％

多元散射校正 １９ ９９ １１％ ９９ ４０％ ９８ ６１％

二阶导数　 　 １５ ９８ ８１％ １００ ００％ ９８ ７１％

２ ３ 　 不同算法识别性能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评估这些分类模型的性能ꎬ计算

了 ＳＥＮ 与 ＳＰＥ 等性能参数ꎮ 基于近红外光谱的

交叉验证、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ＳＥＮ 和 ＳＰＥ 结果如

表 ４ 所示ꎮ ３ 种算法在分类性能上ꎬ都具有很好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ꎮ 综合表 ２ 与表 ４ 的结果ꎬ
ｋＮＮ 模型更适合于本研究中基于近红外光谱的

杜仲产地的识别ꎮ
基于中红外光谱的交叉验证、训练集和测试

集的 ＳＥＮ 和 ＳＰＥ 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ＰＣＡ￣ＬＤＡ 模

型与 ＰＬＳ￣ＤＡ 模型都具有较好的灵敏度与特异

性ꎮ 然而ꎬ在进行样本预测时ꎬ根据原始光谱建模

的 ｋＮＮ 只有 ７２ ８％的识别率以及 ６９ １％的交叉

验证识别率ꎮ 这可能是由于中红外光谱为基频

　 　 　 　 　 　表 ４ 　 基于近红外光谱结合不同算法的识别性能

Ｔａｂ.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灵敏度

甘肃 广西 贵州 湖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８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８

算法
灵敏度

湖南 四川 陕西 云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８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８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算法
特异性

甘肃 广西 贵州 湖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算法
特异性

湖南 四川 陕西 云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峰ꎬ相较于近红外光谱的组频率与倍频峰ꎬ其所包

含的信息量更少ꎬ从而导致根据相似程度进行判

别的 ｋＮＮ 对分类产生了错判ꎬ在经过预处理后ꎬ
ｋＮＮ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得到了很明显的提升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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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基于中红外光谱结合不同算法的识别性能

Ｔａｂ.５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灵敏度

甘肃 广西 贵州 湖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７１
１ ００
０ ５０

０ ５２
１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００
０ ６７

０ ７６
１ ００
０ ８１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７２

０ ７６
０ ７６
０ ５６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５

０ ８８
０ ９０
０ ７１

算法
灵敏度

湖南 四川 陕西 云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６４
１ ００
０ ６１

０ ９３
１ ００
０ ９２

０ ７６
１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５７
１ ００
０ ７６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６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１ ００

０ ９０
０ ９４
１ ００

算法
特异性

甘肃 广西 贵州 湖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５
１ ００
０ ９６

０ ９７
１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９６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５
１ ００
０ ９８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０ ９９

算法
特异性

湖南 四川 陕西 云南

ｋＮＮ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４

０ ９８
１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９４
１ ００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１ ００
０ ９４

ＰＣＡ￣Ｌ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ＰＬＳ￣ＤＡ
交叉验证
训练集　
预测集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４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０ ９７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８

叉验证后识别率由原始光谱的 ６９ １０％提升到多

元散射校正光谱的 ８３ １８％ꎬ再提升到二阶导数

处理的 ９６ ０５％ꎬ推测原因为多元散射校正与二

阶导数处理使得不同省份杜仲的中红外光谱差异

拉大ꎬ对于同一省份的杜仲而言ꎬ其光谱之间的相

似性也因此相对提升ꎬ从而使得 ｋＮＮ 模型的判别

效果提升ꎮ 综合表 ３ 与表 ５ 的结果ꎬＰＬＳ￣ＤＡ 模型

更适合于本研究中基于中红外光谱的杜仲产地

识别ꎮ

３　 结论

本文采用近中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

用于快速而准确地判别杜仲的地理来源ꎬ首先采

集了中国 ８ 个主要省份 ５０ 个小产地杜仲样品的

近红外光谱与中红外光谱数据ꎬ再应用 ３ 种模式

识别方法(ｋＮＮ、ＰＣＡ￣ＬＤＡ 和 ＰＬＳ￣ＤＡ)对杜仲的

地理来源进行了识别ꎮ 结果表明ꎬ基于多元散射

校正近红外光谱的 ｋＮＮ 模型在训练集和预测集

上的识别率都达到了 １００％ꎬ交叉验证识别率也

为 １００％ꎬ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性能ꎻ基于多元散射

校正中红外光谱的 ＰＬＳ￣ＤＡ 模型在训练集和预测

集上的识别率分别达到 ９９ ４０％和 ９８ ６１％ꎬ交叉

验证识别率为 ９９ １１％ꎻｋＮＮ 模型更适合于结合

近红外光谱数据建模对不同产地杜仲进行识别ꎬ
而 ＰＬＳ￣ＤＡ 模型更适合于结合中红外光谱数据建

模对不同产地杜仲进行识别ꎮ 本研究采用近红外

光谱与中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的方法ꎬ实现

了我国 ８ 个主要产地杜仲的精准识别ꎬ为准确判

别杜仲的地理来源提供了一种新的客观快速的方

法ꎬ在判别食品和中药的产地方面具有一定的实

用价值ꎬ有望应用于市场监督领域ꎬ为新方法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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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及其有效成分在化妆品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尹德航ꎬ施乐洋ꎬ叶雨涵ꎬ陈丹ꎬ王郅炫ꎬ高文超∗

(太原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ꎬ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由于人们对颜值和美貌的需求ꎬ化妆品一直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开发对象ꎮ 在当代社会ꎬ随着人们对

化妆品天然、绿色、安全性的需要日益提高ꎬ对化妆品的研究开发越来越关注于天然来源的动植物提取物及其有效成分ꎬ
而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特点又与化妆品本身的功能性息息相关ꎮ 根据化妆品的调色增彩、防晒美白、消炎抗菌、营养保

湿、防衰抗氧化、附香除臭的六大功能性ꎬ列举了常用的几种天然产物有效成分ꎬ并从相关成分的化学结构入手对其产生

的功能特点进行了阐述ꎬ为进一步开发天然产物在日用化学品中的应用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天然产物ꎻ化妆品ꎻ活性成分ꎻ功能性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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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上万年演变与自然选择ꎬ大自然孕育了

极为丰富的物种资源ꎬ随之也产生了结构多样的

天然产物ꎬ保护生命体免受紫外线、盐度、干旱和

极端温度等复杂环境胁迫ꎮ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ꎬ
天然产物便是化妆品界的“爱宠”ꎮ 这些天然产

物经过上万年的自然选择ꎬ产生了具有抗氧化、抗
衰老、抗菌、抗炎、美白、光防护等优越的物理化学

性质ꎬ也因此不断被应用于新型化妆品的开发中ꎮ
据统计ꎬ欧美化妆品市场超过 ７５％的产品含有天

然植物提取物ꎻ在亚洲ꎬ天然护肤品的需求以每年

１５％以上速度增长ꎬ中国则是天然植物化妆品增

长最快的国家[１]ꎮ
我国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ꎬ尤其是以中草

药为基础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化妆品中的应用已

有几千年的历史ꎬ是我国古代人民的经验总结和

智慧结晶ꎮ 早在商周时期ꎬ人们就已经开始从一

种叫“红蓝”的花提取出红色染料ꎬ与妆粉调和之

后涂抹在脸颊上ꎬ由于红蓝这种植物源于西域的

燕支山ꎬ古籍中经常称这种染料为“燕支”ꎻ到了

南北朝时期ꎬ将这种染料又加入了牛髓、猪胰脏等

动物脂肪ꎬ于是就逐渐演变成古代女性经常用的

“胭脂”ꎮ 另外一种古代常用的化妆品是“粉黛”ꎬ
古代普通的妆粉主要是将大米研磨后制成的植物

粉ꎬ而高级一些的妆粉则使用铅制成的金属粉ꎻ画
眉用的“黛”ꎬ唐代以前主要使用的材料是烧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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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枝ꎬ唐代之后则主要是来源于西域产的一种

黑色的黛矿石(主要成分为石墨)ꎬ至宋代时ꎬ将
烟灰墨与天然植物油(麻油)、香料(麝香、龙脑

等) 调和ꎬ使得画眉墨更加顺滑ꎬ贴附能力更

强[２]ꎮ 古代中草药典籍中ꎬ对于化妆品领域的配

方和应用都有详细的记载ꎬ例如ꎬ孙思邈编著的

«千金翼方»和«备急千金方»中也记载了大量可

用作美容的植物成分及配方ꎻ至明代中期ꎬ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总结了历代护肤养颜的药方ꎬ其中

载有“驻颜”、“耐老”、“增年”的保健中草药达到

了 １７７ 种ꎮ 然而ꎬ由于中草药讲究“方剂”的配伍

和协同作用ꎬ对某一特定的有效成分所起的功能

性作用始终不甚明晰ꎬ也成为制约中草药在美妆

领域发展的关键ꎮ 直到 ２０ 世纪后ꎬ随着天然药物

化学的发展ꎬ以天然产物为有效成分的化妆品成

为美妆领域的新潮流[３]ꎮ
回归本源ꎬ这些天然产物之所以能起到调色、

附香、防晒美白等功能ꎬ仍然是由其特有的化学结

构所决定的ꎮ 本文根据天然产物在美妆领域的几

种功能性(如图 １ 所示)ꎬ列举了几种代表性的天

然产物有效成分(见表 １)ꎬ并对其结构特点与功

能性的关系进行总结和阐述ꎮ

图 １　 天然产物在化妆品中的功能性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表 １ 　 代表性天然产物的功能及有效成分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功能 有效成分

调色增彩　 红花色素、辣椒红素、紫草素、姜黄素、靛蓝、花
青素、甜菜红素

防晒美白　 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熊果苷、红景天苷、异欧前
胡素、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消炎抗菌　 绿原酸、小檗碱、去甲二氢愈创木酸、染料木黄
酮(苷)

营养保湿　 乙酰化甘露聚糖、海藻酸、羟基积雪草苷、亚油
酸、油酸

防衰抗氧化 白藜芦醇、虾青素、抗氧化维生素类、透明质酸

附香除臭　
茉莉酮、茉莉酮酸酯、茉莉内酯、香茅醇、香叶
醇、橙花醇、檀香醇、檀香烯、檀香醛、龙涎香醇、
降龙涎香醚

１　 天然产物的功能

１ １ 　 调色增彩

如今市售的化妆品大都需要通过着色剂进行

调色ꎬ而合成着色剂中多含有重金属铅、汞等有害

于人体、毒性较大的成分ꎬ若使用不当ꎬ轻则导致

皮肤过敏ꎬ重则出现中毒现象[３]ꎮ 当前ꎬ随着人

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ꎬ天然色素因其安全性高、
人群适用性强以及色彩多样等特色ꎬ受到了化妆

品行业的欢迎ꎬ以天然色素为着色剂的化妆品逐

渐兴起ꎮ
天然色素大多通过共轭结构及官能团的变化

而产生不同颜色ꎬ例如ꎬ红花色素(古称“燕脂”)
包含红花黄色素和红花醌ꎬ在光照或氧化剂存在

下ꎬ红花黄可转化成红花醌苷ꎬ颜色也由黄色素变

成红色素(见图 ２ａ) [５]ꎮ 据统计ꎬ目前我国«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ＧＢ ２７６０—２０１４)中ꎬ对人体无

副作用、允许使用的食用天然色素有 ４８ 种:常用

的红色素包括甜菜红、红花色素、番茄红、辣椒红、
玫瑰茄红等ꎻ黄色素有姜黄素、菊花黄以及栀子黄

色素等ꎻ蓝色素中较为常用的有靛蓝、藻蓝色素

等ꎮ 靛蓝主要由蓼蓝、菘蓝、木蓝、草大青、马蓝等

植物的叶子发酵制成ꎮ 战国时期ꎬ思想家荀子在

«劝学篇»中写到:“青ꎬ出之于蓝ꎬ而青于蓝”ꎬ其
中的蓝就是指靛蓝ꎬ这是古时经常在图腾仪式时

涂抹的颜色ꎮ 紫草素是从天然植物宗阜根中所提

取的紫红色萘醌类天然色素ꎬ易溶于有机溶剂和

ａ.红花色素的颜色转变机制ꎻｂ.几种常见的植物色素

图 ２　 代表性植物色素

Ｆｉｇ.２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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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ꎬ尤其对皮肤、毛发等附着效应较好ꎬ常用于

纺织品印染ꎬ也可作为紫色染料的替代品ꎬ广泛应

用于唇膏、眼影和染发剂等领域[６]ꎮ 此外ꎬ对于

一些水溶性天然色素ꎬ如花青素以及火龙果中的

甜菜红素ꎬ也经常在天然口红和唇膏等化妆品中

使用ꎬ如图 ２ｂ 所示ꎮ
然而ꎬ由于天然色素色度调整范围较窄、稳定

性差等问题ꎬ致使天然色素在化妆品中的使用频

率较少ꎬ而多作为添加剂用于食品着色和印染工

业领域[７]ꎮ 因此ꎬ如何进一步丰富天然色素的种

类和稳定性ꎬ将是未来天然产物着色剂的重点发

展方向ꎮ
１ ２ 　 防晒美白

由于紫外线辐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ꎬ能穿过

皮肤表皮层并穿透表皮基底膜带ꎬ诱发色素沉着ꎬ
导致皮肤晒伤及光老化ꎬ严重者甚至引发癌变ꎻ黑
色素是人类皮肤色素沉着的主要原因ꎬ作为一类

含酮的金属酶ꎬ酪氨酸酶( 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是黑色素

生物合成一系列酶促反应途径的限速酶[８] ꎮ 通

常ꎬ化妆品的防晒作用主要依靠有效成分对紫

外线的吸收来完成ꎬ而美白作用则是通过抑制

酪氨酸酶的活性ꎬ减少黑色素的产生而改善肤

色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防晒”与“美白”机制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ｓｕｎｓｃ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

具有苯环和其他共轭结构的分子对紫外线有

着强烈的吸收作用ꎬ而在自然界中ꎬ酚醌类、黄酮、
苯丙素和类胡萝卜素等次级代谢产物都具有核心

共轭结构ꎬ如图 ４ 所示ꎬ因而能够较好地吸收紫外

线ꎬ被认为是天然的防晒剂ꎬ且在防晒的同时ꎬ充
分发挥本身的抗氧化、抗炎或预防修复等功能ꎬ进
一步增强保健作用[９]ꎮ

图 ４　 代表性植物的防晒美白成分

Ｆｉｇ.４　 Ｓｕｎｓｃ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常用的美白中药化妆品原料有黄芩、白芷、川
芎和红花等ꎮ 红花水提物有较显著的酪氨酸酶抑

制活性ꎬ其体外抑制能力可达到主流美白成分曲

酸的一半ꎮ 研究表明ꎬ其主要活性成分为红花黄

色素类化合物ꎬ其多羟基和烯醇的结构ꎬ有利于通

过清除羟基自由基及络合酪氨酸酶中的酮离子来

实现对酶的抑制[１０]ꎮ 白芷作为一味常用的中药ꎬ
其核心成分为异欧前胡素ꎬ具有较好美白功能ꎬ该
成分属于苯丙素类结构ꎬ对酪氨酸酶的活性有强

烈的抑制作用[１１]ꎮ
熊果苷ꎬ又名熊果素ꎬ是从耐冻植物如小麦以

及杜鹃花科植物熊果叶中提取出的氧苷成分ꎬ是
对苯二酚和葡萄糖缩合的产物ꎬ其结构上与氢醌

以及酪氨酸有一定的类似性ꎬ可以竞争性地结合

酪氨酸酶的活性位点ꎬ进而抑制黑色素的形成ꎮ
一般天然的熊果苷通常包含 ３ 类结构:α￣熊果苷、
β￣熊果苷以及脱氧熊果苷(Ｄ￣Ａｒｂｕｔｉｎ)ꎬ其中脱氧

熊果苷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效果最好ꎬ其对抗

黑色素的效果约为曲酸的 １５０ 倍ꎬ但由于其安全

性问题ꎬ欧盟消费者安全委员会( ＳＣＣＳ)宣布自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禁止将脱氧熊果苷用于化妆

品ꎮ α￣熊果苷的美白效果要高于 β￣熊果苷ꎬ但由

于生产成本较高ꎬ因此在添加熊果苷的化妆品成

分中一般指的是 β￣熊果苷[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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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是藏区植物大花红景天的干燥根茎ꎬ
已作为美白中药材收录于«本草纲目»和«中国药

典»中ꎮ 红景天苷为较简单的苯丙素类结构ꎬ是
红景天的主要活性成分ꎬ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和抑制酪氨酸酶活性ꎬ同时对紫外线引起的氧化

损伤和细胞凋亡具有保护作用ꎬ并通过靶向环氧

合酶 ２(ＣＯＸ￣２)ꎬ能够进一步减轻紫外线诱导引

起的皮肤炎症ꎬ对细胞无毒性ꎮ 目前ꎬ市场上已有

多种含有该成分的美白护肤类化妆品[１３]ꎮ
表儿茶素 ３￣Ｏ￣没食子酸酯和儿茶素 ３￣Ｏ￣没

食子酸酯是绿茶提取物中的主要多酚成分ꎬ其多

酚结构能有效捕获皮肤因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活性

氧自由基(ＲＯＳ)ꎬ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诱导的免

疫抑制ꎮ 已经商品化的绿茶提取物防晒霜具有

减少光老化、降低中波红斑效应紫外线(Ｕｌｔｒａｖｉ￣
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ꎬＵＶＢ)诱导癌变和炎症反应等功

能ꎬ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减少 ＵＶＢ 诱导皮肤产生

的炎性白细胞浸润和过氧化物酶活性ꎬ来抑制

ＵＶＢ 诱导的蛋白氧化和 ＤＮＡ 损伤ꎬ从而减少皮

肤光损伤[１４] ꎮ
１ ３ 　 消炎抗菌

在中药典籍中ꎬ具有消炎抗菌用的中草药有

很多ꎬ如金银花、黄连、连翘等ꎮ 金银花自古被誉

为清热解毒的良药ꎬ其抗炎、抗菌活性使其在化妆

品领域也表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ꎮ 金银花化学成

分复杂ꎬ主要包括有机酸类、黄酮类以及萜类[１５]ꎮ
近代研究一般认为ꎬ金银花的抗菌有效成分为绿

原酸ꎬ如图 ５ 所示ꎬ并且常以绿原酸含量的高低来

评价金银花质量的优劣ꎮ 绿原酸主要通过抑制细

菌蛋白酶的活性ꎬ并通过代谢产物奎尼酸来降低

致病菌的毒力因子[１６]ꎮ

图 ５　 代表性植物抗菌成分

Ｆｉｇ.５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黄连和黄芩提取物具有广谱抗菌活性ꎬ可较

强地抑制细菌和真菌生长ꎬ市面上的黄连眼贴ꎬ其

主要成分是地榆提取物、黄芩提取物和黄连提取

物ꎬ能够缓解眼疲劳ꎬ有去除黑眼圈、消炎抑菌、皮
肤调理等多种功效ꎬ其中黄连提取物主要起抑菌

消炎的作用ꎮ 黄连水提物中小檗碱(又称黄连

素)的含量最高ꎬ主要通过破坏细菌细胞膜及细

胞壁的完整性进行抑菌[１７]ꎮ
去甲二氢愈创木酸是一种从常青灌木芍药中

提取的天然产物ꎬ属于木脂素类结构ꎮ 去甲二氢

愈创木酸有抗菌性ꎬ对痤疮丙酸杆菌、人葡萄球菌

的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ꎬＭＩＣ)分别为 ０ ０１％和 ０ ００１％ꎬ且由于愈创

木酸能调控细菌的耐药性蛋白ꎬ从而减少细菌耐

药性的产生ꎮ 痤疮丙酸杆菌和人葡萄球菌都与粉

刺的发生有关ꎬ结合去甲二氢愈创木酸对 ５￣α￣还
原酶活性的抑制ꎬ对油性皮肤有调理作用ꎬ可预防

皮肤的过度角质化ꎬ对痤疮有防治作用ꎻ去甲二氢

愈创木酸还有抗氧、活肤和抗炎的作用[１８]ꎮ
染料木黄酮及其葡糖苷都是异黄酮类成分ꎬ

广泛 存 在 于 豆 科 植 物 大 豆、 染 料 木 ( Ｇｅｎｉｓｔ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多叶羽扇豆 ( Ｌｕｐｉｎｕ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ｕｓ) 的

叶、广豆根的根中ꎮ 染料木黄酮及其苷是通过多

叶羽扇豆叶为原料制取ꎮ 染料木黄酮有很强的抑

菌性ꎬ２００ ｍｇ / ｇ 的浓度即可抑制口腔链球菌的活

性ꎻ３０ ｇ / ｍＬ 时对丙酸痤疮杆菌的抑制率为

６７ ３％ꎮ 染料木黄酮葡糖苷浓度为 ３０ ｇ / ｍＬ 时对

丙酸痤疮杆菌的抑制率为 ４８ ８％ꎮ 此外ꎬ染料木

黄酮能控制皮腺的过多分泌ꎬ同时其大共轭结构

也能强烈吸收紫外线ꎬ并抑制酪氨酸酶活性ꎬ因此

可用作防治痤疮类和蜂窝织炎患疾的美白面部

用品[１９]ꎮ
１ ４ 　 营养保湿

缺水是导致皮肤生理结构发生变化的关键因

素ꎬ因此营养保湿成分在化妆品占有重要地位ꎮ
化妆品中的保湿方法通常有两种ꎬ一种是在皮肤

表面涂抹一层油脂防止水分蒸发ꎬ另一种是通过

化妆品内部的保湿成分吸收外界水分进行肌肤的

滋润和保湿ꎮ 中草药兼具以上两种保湿性能:水
溶性成分如多糖和苷类的结构中都存在羟基ꎬ可
通过氢键水合作用吸收水分和保持水分ꎻ黄酮和

多酚中的酚羟基结构也可通过氢键结合水分ꎬ使
其也具有吸收和保持水分的能力ꎮ 而植物油能够

增强皮肤屏障并且影响角质层的重建ꎬ防止皮肤

水分丢失ꎬ使皮脂腺正常化[２０]ꎮ
芦荟提取物是化妆品中广泛应用的保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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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ꎮ 许多保湿化妆品中都含有芦荟提取物ꎬ主要

活性成分是芦荟多糖ꎬ如图 ６ 所示ꎮ 芦荟多糖是

芦荟自身为适应干旱环境而在薄壁细胞中产生的

可储水的凝胶聚合物ꎬ其中乙酰化甘露聚糖

(Ａｃｅｍａｎｎａｎ ) 是 芦 荟 多 糖 的 主 要 组 成 成 分

(>６０％)ꎬ其对愈合皮肤伤口和锁住皮肤水分有

很好的活性[２１]ꎮ

图 ６　 代表性的植物保湿滋润成分

Ｆｉｇ.６　 Ｍｏｉｓｔｕ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海藻酸(Ａｌｇ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是从褐藻中分离出的

多糖成分ꎬ由 β￣Ｄ￣甘露糖醛酸和 α￣Ｌ￣古洛糖醛酸

通过 １ꎬ４￣糖苷键连接而成ꎬ在化妆品中既可以用

作保湿剂ꎬ也可用作稳定剂ꎮ 海藻酸能迅速吸收

环境中的水分ꎬ也可以通过离子￣离子的相互作用

形成保护性的保湿复合物ꎬ避免皮肤水分散失ꎬ从
而改善皮肤的弹性[２２]ꎮ

积雪草提取物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中ꎬ具有

滋润保湿、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美容养颜等功效ꎬ
其中起保湿作用的成分为五环三萜皂苷ꎬ如羟基

积雪草苷(Ｍａｄｅｃａｓｓｏｓｉｄｅ)ꎮ 目前ꎬ它已被广泛用

于湿巾、护肤品和软膏类药品ꎬ是治疗伤口、祛除

疤痕等皮肤疾病的有效药物[２３]ꎮ
油脂成分也是植物重要的天然组分ꎬ根据所

含甘油三脂及游离脂肪酸的情况ꎬ植物油的滋润

保湿性能差异较大ꎮ 例如ꎬ亚油酸(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能够保持皮肤水屏障的完整性ꎬ防止皮肤水分流

失ꎻ而油酸(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却能破坏皮肤的屏障功

能ꎬ最终诱发皮炎ꎬ在临床上用作皮肤渗透促进

剂[２４]ꎮ 然而ꎬ如果油酸与甘油三脂结合使用ꎬ则
由于油酸的增强作用ꎬ可使甘油三脂的保湿性进

一步增强[２５]ꎮ
１ ５ 　 防衰抗氧化

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ꎬ是指生物体各项机能

随年龄的增长出现不可逆的丧失和退化ꎬ而人类

皮肤则是最容易体现衰老迹象的组织ꎮ 皮肤的老

化主要表现为皱纹增多、色素沉淀、皮肤失去光泽

和弹性ꎮ 一般认为皮肤老化是由内源性活性氧物

种(ＲＯＳ)增多导致基因损伤ꎬ皮肤细胞衰老ꎬ皮肤

组织的胶原蛋白、弹性纤维等含量降低ꎮ 尽管机

体和皮肤衰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ꎬ但通过使用

相关药物或化妆品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

缓衰老的作用ꎮ 天然产物提取物既可以通过抗氧

化作用抑制活性氧物种(ＲＯＳ)的产生ꎬ从而减缓

衰老ꎻ也可以通过调整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ꎬ减缓

皮肤活力的丧失[２６]ꎮ 在天然产物成分中ꎬ能够作

为抗氧化剂的主要有酚类、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

素类ꎬ而多糖则可通过对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进

行调节ꎬ减缓皮肤活力的丧失ꎮ
多酚类极易被氧化ꎬ 可通过氢原子转移

(ＨＡＴ)和单电子转移(ＳＥＴ)两种机制来结合活性

氧ꎬ发挥其抗氧化作用ꎮ 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多

酚类化合物ꎬ如图 ７ 所示ꎬ存在于多种植物如花

生、葡萄等中ꎬ是目前研究最多的抗衰老天然化合

物之一ꎬ其主要通过减少 ＲＯＳ 的产生ꎬ清除自由

基等途径ꎬ防止 ＤＮＡ 氧化损伤ꎬ增加细胞存活率ꎬ
进而改善与衰老相关的疾病[２７]ꎮ

图 ７　 代表性的天然抗氧化成分

Ｆｉｇ.７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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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胡萝卜素是一类品种丰富的脂溶性四萜天

然产物ꎬ包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番茄红素、百合黄

素、辣椒黄素以及虾青素等ꎬ其中虾青素的抗氧化

能力最强ꎮ 虾青素在许多藻类中广泛存在ꎬ尤其

是在雨生红球藻中含量最高ꎮ 虾青素可通过与脂

肪酸、蛋白质或脂蛋白反应ꎬ以羧酸酯的形式存在

于细胞中ꎬ并利用其共轭双键、羟基和羰基的特殊

结构与自由基活性物种结合ꎬ进而清除细胞产生

的自由基[２８]ꎮ
维生素类是目前化妆品市场上经常添加的抗

氧化成分ꎬ在化妆品配方表里经常会看到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Ｅ、α￣硫辛酸以及辅酶 Ｑ１０ 等成分的影

子[２９]ꎮ 其中ꎬ维生素 Ｃ 是蔬菜和水果中大量存在

的还原性成分ꎬ进入细胞后可直接利用其烯醇结

构清除细胞内部的单线态氧[３０]ꎻ维生素 Ｅ 又叫做

生育酚ꎬ存在于大多数的植物油脂、坚果或者乳制

品中ꎬ是一种含 ８ 种脂溶性生育酚异构体的集合ꎬ
其分子结构中存在的酚醌互变也能有效捕获自由

基ꎬ使其发挥抗氧化作用ꎻα￣硫辛酸主要以 Ｒ 异

构体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动植物细胞中ꎬ是一种多

功能抗氧化剂ꎬ它除了能清除活性氧ꎬ还能螯合金

属离子ꎬ修复细胞氧化损伤ꎬ并在体内转化生成维

生素 Ｃ 和 Ｅꎬ它与其还原态二氢硫辛酸在体内的

协同作用是其他维生素的数倍ꎬ是名副其实的

“万能抗氧剂” [３１]ꎮ
透明质酸(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ＨＡ)又称为玻尿

酸ꎬ是 １９３４ 年首次在牛眼睛的玻璃体中分离出的

一种酸性多糖ꎬ是一种由 β￣Ｄ￣葡萄糖醛酸及 Ｎ￣乙
酰葡糖胺通过 β￣１ꎬ４ 和 β￣１ꎬ３￣糖苷键交替连接而

成的化合物ꎬ２０００ 年后ꎬ通过生物发酵法可广泛

获得[３２]ꎮ 透明质酸兼具保湿和延缓皮肤衰老的

作用ꎬ透明质酸与皮肤细胞结合后ꎬ能清除细胞表

面导致皮肤衰老的氧自由基ꎬ并阻止过氧化物酶

靠近细胞膜ꎬ从而起到防衰作用ꎻ另外ꎬ在医美领

域ꎬ由于透明质酸能渗入皮肤基底层ꎬ诱导角质层

进一步水化ꎬ促进皮肤组织的营养物质流通ꎬ从而

保持皮肤弹性[３３]ꎮ
１ ６ 　 散香除臭

中国在炎帝神农时代ꎬ就有采集药香植物来

驱疫避秽的做法ꎮ 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ꎬ有熏药

香的习俗ꎬ沐浴熏香、佩戴香囊曾是我国古代人民

的时尚ꎮ 时至今日ꎬ化妆品的香味也从工业化时

代的合成香料逐渐转回天然香料ꎬ目前已知的香

料基础成分约有 ９ ０００ 种ꎬ而几乎全部的散香除

臭类化妆品(如香水、护肤品、护理剂等)都由这

几千种基础成分组合复配而成ꎬ因而在香水行业

也衍生出了调香师这种职业ꎬ以不同化学成分复

配香气各异的香水[３４]ꎮ 高级香水一般会包含 ３
种主要的香气ꎬ如图 ８ 所示:首先能闻到的香气叫

做头香ꎬ一般由花香或果香组成ꎻ中段香气可在相

当长时间保持稳定ꎬ称作体香ꎬ一般由木香组成ꎻ
头香和体香挥发后ꎬ最后遗留下来的香味称作尾

香ꎬ通常由动物香料组成ꎮ

ａ.茉莉花香ꎻｂ.玫瑰花香ꎻｃ.檀香ꎻｄ.龙涎香

图 ８　 代表性的天然香料主要成分

Ｆｉｇ.８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花香是日化行业中不可或缺的香韵组成ꎬ天
然芬芳的鲜花香气给人们的身心带来愉悦感ꎬ常
用的香料包括茉莉香型香料、玫瑰型香料以及夜

来香香料等ꎮ 茉莉属约有一百多个品种ꎬ其中国

际上较为重视的香型来源于大花茉莉ꎬ其香气基

本由茉莉酮、茉莉酮酸酯和茉莉内酯等成分组成ꎬ
还混有一些苯甲酸酯、金合欢酯、叶醇以及环戊酮

的其他衍生物ꎬ其羰基 α 位碳的支链结构ꎬ是茉

莉香料的特征轮廓[３５]ꎮ
玫瑰精油具有特殊的令人愉悦的香味ꎬ该香

味也是香料工业中最常调制的香型ꎬ其主香成分

主要有(左旋)香茅醇、香叶醇、橙花醇、苯乙醇及

其相应的衍生物等小分子[３６]ꎮ 香茅醇是天然玫

瑰油的主要成分ꎬ具有天然玫瑰花香气ꎬ香气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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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发ꎻ香叶醇有着玫瑰清甜般的花香ꎻ苯乙醇则展

现玫瑰花芯区别于花瓣的特殊香味ꎮ
我国传统中药材檀香是檀香树的心材ꎬ古代

又被称作真檀或者白檀ꎮ 其浓郁优雅、略带沉稳

宁静的香气ꎬ具有良好的透发性ꎬ且留香时间长ꎬ
在化妆品中应用广泛ꎮ 天然檀香的主要成分为檀

香醇(Ｓａｎｔａｌｏｌ)ꎬ包括几种不同的手性和顺反异构

体:如右旋 α￣檀香醇占比 ５０％~６０％ꎬ左旋顺式 β￣
檀香醇占比 ２０％ ~ ２５％ꎬ还包括其他微量成分如

檀香烯、檀香醛等等ꎮ 天然檀香香料主要来自于

东印度产的檀香木油ꎬ品种稀有ꎬ价格较为昂贵ꎬ
因此目前香料工业中多使用合成檀香ꎬ利用廉价

易得的原料制备主要香气成分檀香醇[３７]ꎮ
动物性天然香料因其持久的定香能力ꎬ受到

了古今中外化妆行业的广泛重视ꎮ 动物性天然香

料品种大多来源于动物的腺囊ꎬ但种类较少ꎬ其中

龙涎香是配置高档名贵香水的重要原料ꎬ它与海

狸香、灵猫香以及麝香是常用的四大动物香料ꎮ
龙涎香是抹香鲸病变后肠内形成的一种结石ꎬ主
要由三萜化合物龙涎香醇(Ａｍｂｒｅｉｎ)和其氧化降

解的产物组成ꎬ此外还含有少量对甲苯酚、邻苯二

甲酸二乙酯等成分ꎮ 龙涎香醇本身没有香气ꎬ但
其降解产物降龙涎香醚具有稳定持久的动物香

韵ꎬ是天然龙涎香的替代品ꎮ 其他组分如降龙涎

香醇具有腐烂动物的粪臭味ꎬ而二氢紫罗兰酮呈

现淡淡的烟草味[３８]ꎮ

２　 结论与展望

在“健康中国”的大环境下ꎬ人们对化妆品的

安全性及功效的要求日益提高ꎬ“道法自然”将是

人类对化妆品的终极追求ꎮ 一方面ꎬ天然产物化

妆品往往能集调色、附香、抗衰老、美白于一体ꎬ因
其所展现的“鱼与熊掌兼得”的多样性功效而成

为化妆品行业未来发展的潮流ꎮ 另一方面ꎬ深挖

来源于众多医书古籍中的天然产物医美配方ꎬ也
是传承中国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体现ꎮ 当然ꎬ天然

产物化妆品的研发与应用也存在不少的弊端亟待

解决ꎬ例如:直接的天然产物提取物大多颜色深、
味道重ꎬ要满足化妆品的质量标准通常需要经过

多轮的纯化ꎻ提取物成分复杂且物理化学性质不

稳定ꎬ没有其他稳定剂的存在下容易失活ꎻ主要活

性成分往往不能单独发挥功能性ꎬ需要相关的辅

助成分协同作用共同完成等ꎮ 此外ꎬ对于不同受

众人群ꎬ皮肤的敏感性、耐受性以及不同年龄、不

同性别的要求ꎬ也对天然产物相关成分的用量和

配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因此ꎬ进一步理解并运

用天然产物化妆品有效成分结构与功能性的关

系ꎬ将是未来开发天然产物化妆品的重要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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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抗病毒药物前处理技术及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武英欣１ꎬ邹红艳∗１ꎬ黄跟平∗２

(１.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水资源与水环境重点实验室ꎬ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ꎻ２.天津大学 理学院 化学系ꎬ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要:抗病毒药物是一类广泛用于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ꎬ由于其药物活性较强ꎬ易导致水体生物耐药性ꎬ对水环境

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危害ꎬ近年来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ꎮ 通过考察世界范围内抗病毒药物在地表水和污水中的相关研

究ꎬ归纳总结了抗病毒药物的水样前处理技术和仪器分析方法ꎮ 结果表明ꎬ固相萃取被广泛用于水样中抗病毒药物的富

集ꎬ同时一些更简单快速的萃取技术如悬浮液滴凝固微萃取和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也在不断的发展中ꎮ 分析检测主要

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ꎬ通过反相 Ｃ１８ 或 Ｃ８ 色谱柱以及酸性流动相的条件下进行一系列分析方法的开发和建立ꎮ
目前抗病毒药物的研究相对有限ꎬ有 ３７ 种抗病毒药物建立了相应的水样分析检测方法ꎬ以阿昔洛韦、拉米夫定、齐多夫

定、奈韦拉平、奥司他韦为主ꎮ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水样中抗病毒药物的检测ꎬ提高分析方法的灵敏度ꎬ研究抗病毒药物

的环境行为以及生态毒性ꎬ优化污水处理厂处理技术从而减少抗病毒药物的排放ꎮ
关键词:抗病毒药物ꎻ地表水ꎻ污水ꎻ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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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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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武英欣ꎬ邹红艳ꎬ黄跟平.水中抗病毒药物前处理

技术及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Ｊ]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
９６８￣９７８ꎮ

　 　 抗病毒药物被广泛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种病毒

性疾病和感染ꎬ多在病毒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

过抑制病毒繁殖所需要的酶ꎬ从而阻止病毒复

制[１]ꎮ 从 １９６３ 年第一种抗病毒药物碘苷获批到

现在ꎬ大约已有 １００ 种抗病毒药物被批准使用[２]ꎮ
按照病毒所致的疾病可分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抗疱疹病毒药物、抗巨细胞病毒药物、抗乙型肝炎

病毒药物、抗丙型肝炎病毒药物、抗人乳头瘤病毒

药物、抗流感病毒和呼吸道病毒药物[２]ꎮ 根据全

球医药销售数据ꎬ抗病毒药物是十大治疗类药物之

一ꎬ其中有一半以上用于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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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ꎬ艾滋病毒联合治疗占抗病毒药物总量的

５４％[４]ꎬ非洲是艾滋病毒感染和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人数最多的国家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占撒哈拉

以南国家处方药品的最大份额[５ꎬ６]ꎮ 此外抗病毒药

物使用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治疗流感病毒ꎬ常用的抗

流感药物主要包括奥司他韦 (ＯＳ)、扎那米韦

(ＺＡＮ)和金刚烷胺(ＡＭＴ) [７]ꎮ 在日本ꎬ奥司他韦

的消费量占该药物全球消费量的 ７０％以上[７ꎬ８]ꎮ
和其他的药品及个人护理用品(ＰＰＣＰｓ)一

样ꎬ抗病毒药物在进入人体后ꎬ一部分被人体代谢

吸收ꎬ其余以母体化合物或代谢物的形式排出ꎬ进
而进入生活污水处理厂[９ꎬ１０]ꎮ 然而ꎬ相当一部分

药物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并没有被完全去除[９ꎬ１１]ꎬ
使得抗病毒药物被释放到环境水域[１２]ꎮ 除了生

活污水处理厂ꎬ医院废水和制药公司的废水排放

以及过期或未使用药物的直接处置也是重要的污

染源[１３]ꎬ尤其在流感爆发时期会导致水体中抗病

毒药物的急剧增加[１４]ꎮ 抗病毒药物具有较强的

生物活性ꎬ可能导致生物耐药性ꎬ对水生生物产生

不利的影响[１５]ꎮ 此外ꎬ一些抗病毒药物还具有一

定的生物毒性ꎬ齐多夫定(ＺＤＶ)被发现具有血液

毒性ꎬ在啮齿动物中也发现具有致癌作用[１６]ꎻ喷
昔洛韦(ＰＣＶ)的环境转化产物被发现可能具有

一定的生态毒性ꎬ如 αꎬβ￣不饱和醛(ＰＣＶ ＴＰ２５１)
会导致生物体内酶失活、人体突变、蛋白质交联和

信号转导[１７]ꎮ Ｎｇｕｍｂａ 等[７] 计算了水生生物(藻
类、水蚤和鱼类) 中拉米夫定 (３ＴＣ)、奈韦拉平

(ＮＶＰ)和 ＺＤＶ 的风险熵值(ＲＱ)ꎬＺＤＶ 和 ＮＶＰ
在至少一个分类群的 ＲＱ>１ꎬ最大环境风险熵

>１００ꎬ对藻类、水蚤和鱼类具有潜在的生态毒理

学效应ꎮ
鉴于抗病毒药物的大量使用及其潜在的生态

毒性ꎬ水环境中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也获得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ꎮ 本文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抗病毒药

物在地表水和污水中的相关报道ꎬ综述了抗病毒

药物的水样前处理技术和仪器分析方法ꎬ分析其

优点和局限性ꎬ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ꎬ并讨论

了这些方法在地表水和污水中抗病毒药物检测中

的应用ꎮ

１　 水体中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测定方法

目前水体中抗病毒药物分析测定步骤的整体

概略图如图 １ 所示ꎬ而水体中抗病毒药物分析测

定方法的具体介绍见表 １ꎮ

图 １　 水体中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测定步骤概略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表 １ 　 水体中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测定方法注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数量 / 类型 样品前处理
分析
仪器

色谱柱
流动相 / 流速

(ｍＬｍｉｎ－１)
检测限 /
(ｎｇＬ－１)

国家 /
采样
年份

参考
文献

地表水
ＮＶＰꎬＺＤＶꎬ

３ＴＣ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６ ｍＬꎬ２００ ｍｇ)

ＬＣ￣ＭＳ /
ＭＳ 反相 Ｃ１８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ｎａ ｎａ 赞比亚
２０１６ [１８]

地表水 /
污水

ＯＳꎬＯＣ 在线 ＳＰＥ ＬＣ￣ＭＳ /
ＭＳ

ＡＣＥ５ Ｃ１８￣ＰＦＰ
(１５０ ｍｍ×２ １ ｍｍꎬ

５ ０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２
ＭＤＬ<１ 韩国

２０１７ [１９]

地表水 /
污水

ＺＤＶꎬ３ＴＣꎬ
ＮＶＰ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ＬＣ￣ＭＳ / ＭＳ

Ｘｂｒｉｄｇｅ ＲＰ Ｃ１８
(２ １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ꎬ
３ ５ μｍ)＋(５ ｍｍ×
２ １ ｍｍ)预色谱柱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２％甲酸 / ｎａ ３~１８ / １５~５３ 肯尼亚

２０１９ [１０]

地表水
ＳＯＦꎬＤＣＶꎬ
ＶＥＬꎬＬＥＤ

悬浮液滴凝固
微萃取

(ＳＦＯＤＭＥ)
ＨＰＬＣ / ＵＶ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ＯＤＳ Ｃ１８
(１５０ ｍｍ×４ ６ ｍｍꎬ

５ μｍ)

Ａ:水ꎬＢ:磷酸盐缓冲液
(ｐＨ ６ꎬ５０ ｍｍｏｌ / Ｌ)

Ｂ:乙腈(５０ ∶５０ꎬｖ / ｖ) / １

１ ３ / ２ ５
(μｇｍＬ－１)

尼罗河
ｎａ [２０]

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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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量 / 类型 样品前处理
分析
仪器

色谱柱
流动相 / 流速

(ｍＬｍｉｎ－１)
检测限 /
(ｎｇＬ－１)

国家 /
采样
年份

参考
文献

地表水 /
污水

ＦＴＣꎬＴＤＦꎬ
ＥＦＶ

中空纤维液相
微萃取技术
(ＨＦ￣ＬＰＭＥ)

ＵＨＰＬＣ￣
ＱＴＯＦ￣ＭＳ

Ｌｕｎａ Ｏｍｅｇａ Ｃ１８
(５０ ｍｍ×４ ６ ｍｍꎬ

３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ｎａ

地表水:９~１１３ /
３３~３８０

污水:１０~１６０ /
３３~５３０

南非
ｎａ [２１]

地表水 /
污水

ＮＶＰꎬＺＤＶꎬ
３ＴＣ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ＬＣ￣ＭＳ /
Ｍ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Ｘｂｒｉｄｇｅ Ｃ１８
(２ １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ꎬ
３ ５ μｍ)＋保护柱
(２ １ ｍｍ×５ ｍ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２５

０ ２~１ /
０ ５~３ １

肯尼亚
２０１９ [２２]

地表水 ＡＭＴ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５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ＭＳ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Ｐｏｒｏｓｈｅｌｌ １２０
ＥＣ￣Ｃ１８(４ ６ ｍｍ×
１５０ ｍｍꎬ２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４ ｎａ / ０ ９ 中国

２０１７ [２３]

地表水 ＲＴＶꎬＬＰＶ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ＵＨＰＬＣ￣
ＱＴｏＦ￣ＭＳ

ＲＳＬＣ １２０ Ｃ１８
(２ １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ꎬ

２ ２ μｍ)＋ＢＥＨ
Ｃ１８ 保护柱
(１ ７ μｍ)

Ａ:甲醇＋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０ ０１％甲酸
Ｂ:水＋１０％甲醇＋
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
０ ０１％甲酸 / ０ ２

ｎａ 南非
２０１７ [２４]

地表水 /
污水

ＡＢＣꎬＺＤＶꎬＥＦＶꎬ
ＮＶＰꎬＲＴＶꎬＬＰＶꎬ
３ＴＣꎬＬＤＴꎬＥＴＶ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ꎬ
ＥＮＶＩ Ｃａｒｂ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ＺＯＲＢＡＸ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Ｐｌｕｓ
Ｃ１８(５０ ｍｍ×

２ １ ｍｍꎬ１ ８ μｍ)＋
柱前过滤器

(２ １ ｍｍꎬ０ ２ μｍ)

Ａ:水＋５ ｍｍｏｌ / Ｌ
醋酸铵＋０ ２％甲酸
Ｂ:甲醇＋５ ｍｍｏｌ / Ｌ
醋酸铵＋０ ２％甲酸 /

０ ３

地表水
ＭＤＬ:０ ０２~０ ６２
ＭＱＬ:０ ０５~２ ０７

污水
ＭＤＬ:０ ０４~５ ７７
ＭＱＬ:０ １３~１９ ２３

中国
２０１９ [２５]

污水
ＡＴＶꎬＤＲＶꎬ

ＦＴＣ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ꎬ
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ꎬ
Ｓｔｒａｔａ￣Ｘ￣ＡＷꎬ
Ｓｔｒａｔａ￣Ｘ￣ＣＶ

ＵＨＰＬＣ￣
ＱＴｏＦ￣ＭＳ

ＲＳＬＣ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２ ２ μｍ)＋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ＵＰＬＣ

ＢＥＨ Ｃ１８(１ ７ μｍ)

Ａ:水 ∶甲醇(９０ ∶１０)＋
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

０ ０１％甲酸
Ｂ:甲醇＋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０ ０１％甲酸 /
０ ２ꎬ０ ４ꎬ０ ４８

ｎａ 希腊
２０１４ [２６]

地表水
ＡＢＣꎬＩＤＶꎬ３ＴＣꎬ
ＮＶＰꎬＮＦＶꎬＳＱＶꎬ

ＲＴＶꎬＺＤＶ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ＭＣＸ
(６０ ｍｇꎬ３ ｍＬ) ＬＣ￣ＭＳ￣ＭＳ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５０ ｍｍ×
２ １ ｍｍꎬ１ ８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６

地表水 ＭＤＬ:
０ ０７５~３ ３
污水 ＭＤＬ:
０ ０９~８

法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７]

地表水 /
污水

ＡＢＣꎬＦＴＣꎬ
３ＴＣꎬＺＤＶꎬ

ＧＣＶ
直接进样

ＬＣ￣ＬＴＱ￣
Ｏｒｂｉｔｒａｐ

Ｍ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 Ｈｙｄｒｏ ＲＰ
(１５０ ｍｍ×３ ｍｍꎬ
４ μｍ)＋保护柱
ＡＱ￣Ｃ１８(３ ｍｍ)

Ａ:水＋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
Ｂ:甲醇 / ０ ４５

地表水 ＬＯＱ:
５~２０

污水 ＬＯＱ:
２０~５０

德国
ｎａ [２８]

地表水 /
污水

ＮＶＰꎬＺＤＶꎬ
３ＴＣ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ＬＣ￣ＭＳ /
Ｍ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Ｘｂｒｉｄｇｅ ＲＰ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３ ５ μｍ) ＋
保护柱(２ １ ｍｍ×
１０ ｍｍꎬ３ ５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２５
３~３７ / １０~１２２ 肯尼亚

ｎａ [７]

地表水 /
污水

ＡＢＣꎬＮＶＰꎬＺＤＶꎬ
３ＴＣꎬＤ４ＴꎬＲＢＶꎬ
ＯＳꎬＡＣＶꎬＰＣＶ

ＳＰＥ￣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６ ｍＬꎬ

５００ ｍｇ)

ＬＣ￣ＭＳ /
Ｍ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 Ｈｙｄｒｏ￣ＲＰ
(１５０ ｍｍ×３ ｍｍꎬ

４ μｍ)

Ａ:水＋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
Ｂ:甲醇 / ０ ４

地表水:
ｎａ / ０ ２~１０

污水:
ｎａ / ０ ５~１００

德国
２００９ [１１]

地表水

ＤＤＣꎬＴＤＦꎬ３ＴＣꎬ
ＤＤＩꎬＤ４ＴꎬＡＢＣꎬ
ＺＤＶꎬＮＶＰꎬＩＤＶꎬ
ＲＴＶꎬＥＦＶꎬＬＰＶ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５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Ｚｏｒｂａｘ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Ｃ８
ＸＤＢ(３ ｍｍ×５０ ｍｍꎬ

１ ８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４

ＭＤＬ:１３ ４~５１９ ０
ＬＯＱ:０ ０４~１８ ２

南非
ｎａ [２９]

地表水 ＥＦＶ 　 ＧＣｘＧＣ￣
ＴＯＦ￣ＭＳ

Ｒｔｘ￣Ｃ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Ⅱ
(３０ ｍ×０ ２５ ｍｍꎬ

０ ２５ μｍ)
ｎａ / １ ４ ｎａ 南非

ｎａ [３０]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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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量 / 类型 样品前处理
分析
仪器

色谱柱
流动相 / 流速

(ｍＬｍｉｎ－１)
检测限 /
(ｎｇＬ－１)

国家 /
采样
年份

参考
文献

地表水 ＮＶＰ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ＢＥＨ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３ ４４ ４ / １４８ 南非

ｎａ [３０]

污水 ＥＦＶꎬＮＶＰ
ＳＰＥ￣Ｃｌｅａｎｅｒｔ
ＰＥＰ(６０ ｍｇꎬ

３ ｍＬ)

ＧＣ￣ＴＯＦ￣
ＭＳ

ＤＢ￣５ＭＳ ＵＩ(３０ ｍ×
０ ２５ ｍｍꎬ０ ２５ μｍ) ｎａ / １ ２ １ ８~７ ８ / ６~２５ ９ 南非

ｎａ [３１]

地表水 /
污水

ＥＦＶꎬＦＴＣꎬ３ＴＣꎬ
ＮＶＰꎬＲＴＶꎬＺＤＶꎬ
ＡＺＴＧꎬＥＦＶＭꎬ
ＮＶＰＭꎬＲＴＶＭ

ＳＰＥ￣Ｓｔｒａｔａ
ＳＤＢ￣Ｌ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
直接注射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ＨＳＳ Ｔ３(１５０ ｍｍ×
２ １ ｍｍꎬ１ ８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 / ０ ３

地表水:
３~２２４ / １０~８６０

污水:
１２８~１６ ３４０ /
ｎｑ~３７ ５００

南非
２０１６ [３２]

地表水 ＯＣ ＳＰＥ￣Ｓｔｒａｔａ￣ＸＣ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ＵＰＬＣ
ＢＥＨ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５０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２
ＬＯＱ:１

日本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３３]

地表水 /
污水

ＡＢＣꎬＣＢＸ￣ＡＢＣꎬ
ＡＣＶꎬＦＴＣꎬ
ＣＢＸ￣ＦＴＣꎬ

ＦＴＣ￣Ｓ￣ｏｘｉｄｅꎬ
３ＴＣ

冷冻干燥
ＨＩＬＩＣ￣
ＭＳ / ＭＳ

Ｚｗｉｔｔｅｒｉｏｎｉｃ ＨＩＬＩＣ
Ｎｕｃｌｅｏｄｕｒ(２５０ ｍｍ×

３ ｍｍꎬ３ μｍ)

Ａ:水＋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０ １％甲酸

Ｂ:乙腈 ∶水(９０ ∶１０)＋
７ ５ ｍｍｏｌ / Ｌ 甲酸铵＋

０ １％甲酸 / ０ ５

地表水:
ｎａ / １~５０
污水:

ｎａ / ５~２００

德国
２０１６ [３４]

地表水 /
污水

ＯＳ 直接注射
ＬＣ￣ＨＥＳＩ￣
ＭＳ / ＭＳ

ＺＯＲＢＡＸ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Ｐｌｕｓ￣Ｃ１８(３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１ ８ μｍ)

Ａ:水＋１２ ｍＬ 甲酸
１ ｍｍｏｌ / Ｌ＋１０ ｍＬ ＮＨ３)

Ｂ:甲醇 / ｎａ
６ ７ / １３ ３ 英国

２０１６ [３５]

污水 ＯＳꎬＯＣꎬＲＴＶ

在线 ＳＰＥ
(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ꎬ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ＬＣ￣ＭＳ /
ＭＳ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Ｔ３
(１５０ ｍｍ×３ ｍｍꎬ

３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甲醇＋０ １％甲酸 / ｎａ ｎａ / １１~３６ 瑞士

ｎａ [３６]

地表水 /
污水

ＯＣ 在线 ＳＰＥ ＬＣ￣ＨＥＳＩ￣
ＭＳ / ＭＳ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ＧＯＬＤ Ｃ１８
(５０ ｍｍ×２ １ ｍｍꎬ
３ μｍ)＋Ｃ１８ 保护柱
(２ ｍｍ×２ ｍｍ×３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０５ꎬ１ ２ꎬ０ １ꎬ１

ＭＤＬ:１ ４
瑞典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３７]

地表水 /
污水

ＯＳꎬＯＣꎬＺＡＮꎬ
ＡＭＴ

ＳＰＥ￣Ｂｏｎｄ Ｅｌｕｔ
ＳＣＸ(５００ ｍｇꎬ

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ＢＥＨ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４ /
０ ２~１ ３

日本
２０１１ [３８]

污水 ＯＣꎬＡＭＴ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１ ＨＬＢ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ＢＥＨ Ｃ１８(１００ ｍｍ×
２ １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３５ ｎａ / １~６ 日本

ｎａ [１４]

地表水 /
污水

ＡＣＶꎬＧＣＶꎬＯＳꎬ
ＲＢＶꎬＤ４ＴꎬＺＤＶ

ＳＰＥ￣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５００ ｍｇꎬ

６ ｍＬ)

ＬＣ￣ＭＳ /
Ｍ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 Ｈｙｄｒｏ￣ＲＰ
(５０ ｍｍ×２ ｍｍꎬ
２ ５ μｍ)＋柱前
Ｃ１８ 保护柱

(４ ｍｍ ×３ ｍｍ)

Ａ:水＋５ ｍｍｏｌ / Ｌ 乙酸铵
Ｂ:甲醇 / ｎａ

地表水:３~７ꎬ
污水:７~１５２

中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３９]

地表水 /
污水

ＡＣＶꎬＰＣＶ
ＳＰＥ￣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５００ ｍｇꎬ
６ ｍＬ)

ＬＣ￣ＬＴＱ /
Ｏｒｂｉｔｒａｐ

ＭＳ

Ｈｙｄｒｏ￣ＲＰ Ｃ１８
(１５０ ｍｍ×３ ｍｍ)

Ａ:水＋０ ２％甲酸
Ｂ:甲醇＋０ １％甲酸 /

０ ４

地表水:１ꎬ
污水:２ ５~５ ｎａ [１７]

地表水 /
污水

ＯＳꎬＯＣꎬＡＭＴꎬ
ＺＡＮ

ＳＰＥ￣Ｂｏｎｄ Ｅｌｕｔ
ＳＣＸ ５００ ｍｇ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ＢＥＨ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４ /
０ ２~１ ３

日本
２０１１ [８]

污水
ＡＣＶꎬＦＣＶꎬＰＣＶꎬ

ＶＡＣＶ
ＳＰＥ￣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２００ ｍｇꎬ６ ｍＬ)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ＢＥＨ Ｃ１８(２ １ ｍｍ×
１００ ｍｍꎬ１ ７ μｍ)

Ａ:水＋０ １％甲酸
Ｂ:乙腈＋０ １％甲酸 /

０ ３６

０ １~０ ２ /
０ ３~０ ６

日本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４０]

　 　 注:ＬＯＤ 代表检测限ꎻＬＯＱ 代表定量限ꎻｎａ 代表不可用ꎻＭＤＬ 代表方法检出限ꎻＭＱＬ 代表方法定量限ꎻ药物简称分别为:阿巴卡韦

(ＡＢＣ)、阿昔洛韦(ＡＣＶ)、阿扎那韦(ＡＴＶ)、奥司他韦(ＯＳ)、奥司他韦羧酸盐(ＯＣ)、达卡他韦(ＤＣＶ)、达芦那韦(ＤＲＶ)、恩曲他滨

(ＦＴＣ)、恩替卡韦(ＥＴＶ)、伐昔洛韦(ＶＡＣＶ)、泛昔洛韦(ＦＣＶ)、更昔洛韦(ＧＣＶ)、金刚烷胺(ＡＭＴ)、金刚乙胺(ＲＩＭ)、拉米夫定(３ＴＣ)、拉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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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那米韦(ＬＡＮ)、雷迪帕韦(ＬＥＤ)、利巴韦林(ＲＢＶ)、利托那韦(ＲＴＶ)、洛匹那韦(ＬＰＶ)、马拉韦罗(ＭＶＣ)、奈非那韦(ＮＦＶ)、奈韦拉平

(ＮＶＰ)、帕拉米韦(ＰＲＶ)、喷昔洛韦(ＰＣＶ)、去羟肌苷(ＤＤＩ)、齐多夫定(ＺＤＶ)、沙奎那韦(ＳＱＶ)、司他夫定(Ｄ４Ｔ)、索非布韦(ＳＯＦ)、替比

夫定(ＬＤＴ)、替诺福韦酯(ＴＤＦ)、维帕他韦(ＶＥＬ)、依法韦仑(ＥＦＶ)、茚地那韦( ＩＤＶ)、扎那米韦(ＺＡＮ)、扎西他滨(ＤＤＣ)、恩曲他滨硫氧

化物(ＦＴＣ￣Ｓ￣ｏｘｉｄｅ)、羧基阿巴卡韦(ＣＢＸ￣ＡＢＣ)、羧基￣恩曲他滨(ＣＢＸ￣ＦＴＣ)、齐多夫定葡萄糖醛酸(ＡＺＴＧ)、去噻唑甲氧羰基(ＲＴＶＭ)、８ꎬ
１４￣二羟基￣依法韦伦(ＥＦＶＭ)、１２￣羟基奈韦拉平(ＮＶＰＭ)ꎮ

２　 采样技术

高效、经济的采样技术对于水环境中微量、痕
量污染物的检测非常重要ꎬ可靠有效的样品可以

代表环境中的实际污染水平ꎮ 水体样品的采集通

常分为主动采样和被动采样两类ꎮ 主动采样是目

前水环境领域中最常用的采样方法ꎬ广泛应用于

水体中样品的采集ꎻ常用的被动采样包括薄膜梯

度扩散技术(ＤＧＴ)、固相微萃取(ＳＰＭＥ)、半渗透

膜装置(ＳＰＭＤｓ)、平衡式渗析装置(Ｐｅｅｐｅｒ)、化学

捕收器 ( Ｃｈｅｍｃａｔｃｈｅｒ)、 极性有机物整合采样

(ＰＯＣＩＳ)等[４１]ꎮ
对于抗病毒药物ꎬ由于操作简单ꎬ抓取采样是

最常用的采样技术ꎬ但是抓取采样只能代表采样

瞬间的污染状况ꎬ难以代表某时期内的污染情况ꎬ
并且采样时工作量较大ꎬ需要在一个采样点内抓

取多个水样[１１]ꎮ 部分研究采用 ２４ ｈ 复合取样

(等体积、流量比例自动采样等)ꎬ在一天内收集

复合样品以减少浓度波动的影响ꎬ获得更具代表

性的水样[２８]ꎬ但采样装置本身的成本也有所提

高ꎬ并且水样仍然受每日波动的影响ꎮ 而被动采

样技术可以实现连续采样ꎬ且采样成本低、不受时

间以及突发污染事件的限制[４２]ꎬ逐渐地被应用到

水中 ＰＰＣＰｓ 包括抗病毒药物的研究ꎮ Ｒｉｍａｙｉ
等[２４]采用化学捕收器进行被动采样ꎬ鉴定了地表

水体中 ２００ 多种化合物ꎬ其中抗病毒药物包括

ＲＴＶ、ＬＰＶꎬ该被动采样器可以实现原位、连续、动
态检测ꎮ Ｗｏｏｄｉｎｇ 等[３０] 使用了一种低成本、一次

性的 吸 附 萃 取 采 样 器 ( 由 聚 二 甲 基 硅 氧 烷

(ＰＤＭＳ)管组成)ꎬ避免了交叉污染ꎬ并且可以直

接在 ＧＣ 的入口热解吸ꎬ消除了 ＧＣ 分析时低温的

需要ꎮ 总体来看ꎬ主动采样技术在水体抗病毒药

物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ꎬ但随着一些新型被动采

样技术的不断出现ꎬ使得采样过程越来越快速、高
效ꎬ采样成本也比较低ꎬ因此被动采样技术有着很

好的发展前景ꎮ

３　 样品前处理技术

在仪器分析前ꎬ通过样品前处理技术消除复

杂基质中的干扰成分ꎬ对分析物进行提取和浓缩ꎮ

对于地表水和废水样品中的 ＰＰＣＰｓꎬ通常使用固

相萃取(ＳＰＥ)、固相微萃取( ＳＰＭＥ)和液相微萃

取(ＬＰＭＥ)提取目标物ꎬ而超声辅助萃取(ＵＡＥ)、
微波辅助萃取(ＭＡＥ)、加压液体萃取(ＰＬＥ)多应

用于固体样品中 ＰＰＣＰｓ 的提取[４３]ꎮ 对于水体中

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测定ꎬ目前常见的前处理技术

包括离线或在线固相萃取、冷冻干燥、吸附萃取、
固相微萃取、液相微萃取ꎮ
３ １ 　 固相萃取

３ １ １ 　 离线或在线固相萃取

现有研究中抗病毒药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

值(ｌｏｇＫｏｗ)大部分在－３ ９ ~ ３ ９３ 之间ꎬ固相萃取

(ＳＰＥ)被证明是水中萃取这些相对极性、非挥发

性和热不稳定化合物的最佳萃取方法[４４]ꎮ 离线

固相萃取相比于在线固相萃取更常见(见表 １)ꎬ
例如 Ｎｇｕｍｂａ 等[１０] 使用离线固相萃取分离废水

和地表水中 ７ 种抗生素和 ３ 种抗病毒药物(ＮＶＰ、
ＺＤＶ、３ＴＣ)ꎻＹａｏ 等[２５] 使用离线固相萃取提取并

分析了地表水、废水、沉积物和污泥中的 ９ 种常用

抗病毒药物 (ＡＢＣ、ＺＤＶ、ＥＦＶ、ＮＶＰ、ＲＴＶ、ＬＰＶ、
３ＴＣ、ＬＤＴ、ＥＴＶ)ꎮ 在线固相萃取使样品预处理过

程简化和自动化ꎬ弥补了离线固相萃取耗时、费
力、成本高的特点ꎬ比离线固相萃取更加的快速ꎬ
已被应用于水环境样品中抗病毒药物的分析ꎬ但
是同样存在预富集系数低、具有较高方法检测限

的缺点[３７]ꎮ Ｈｏｎｇ 等[１９] 通过建立在线 ＳＰＥ￣ＬＣ￣
ＭＳ / ＭＳ 系统对韩国汉江支流沿岸两个污水处理

厂的进水和出水废水以及河流中的药物(其中抗

病毒药物包括 ＯＳ、ＯＣ) 进行了研究ꎮ Ｋｏｖａｌｏｖａ
等[３６]、Ｋｈａｎ 等[３７]使用在线固相萃取分离富集了

污水和地表水中的多种药物(其中抗病毒药物包

括 ＯＳ、ＯＣ、ＲＴＶ)ꎮ
３ １ ２ 　 吸附剂的选择性

吸附剂类型和化学性质是影响分离效率的基

本参数ꎬ选择具有适当吸附剂的 ＳＰＥ 柱可以明显

提高萃取效率和分析重现性[２５]ꎮ 对于抗病毒药

物ꎬ大多数固相萃取方法基于亲水亲脂平衡

(ＨＬＢ)和混合模式吸附剂(见表 １)ꎮ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适用 ｐＨ 值范围广泛ꎬ因其多功能性和对具有不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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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物理化学性质化合物的有效性ꎬ在抗病毒药物

的萃取中更为普遍[７ꎬ１０ꎬ１４ꎬ１８ꎬ２１ꎬ２９ꎬ４０]ꎮ 混合模式吸

附剂如混合模式阳离子交换吸附剂 Ｏａｓｉｓ ＭＣＸ 可

以从水介质中同步吸附中性、极性、非极性和阳离

子化合物ꎬ也在部分研究中使用[２７ꎬ４５ꎬ４６]ꎬ其他 ＳＰＥ
吸附剂类型还包括 Ｂｏｎｄ Ｅｌｕｔ ＳＣＸ[８ꎬ３８]、 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１１ꎬ１７ꎬ３９]、Ｃｌｅａｎｅｒｔ ＰＥＰ [３１]、ＳＰＥ Ｓｔｒａｔａ￣ＸＣ[３３]ꎮ

组合萃取效果相对较好的多种吸附剂来实现

同时测定多种抗病毒药物也是较为常用的萃取方

法ꎬ如 Ｙａｏ 等[２５]将 ＥＮＶＩ Ｃａｒｂ 与 ＨＬＢ 或 ＭＣＸ 连

接ꎬ以便对 ９ 种抗病毒药物实现良好的萃取效率ꎬ
最后通过串联 ＥＮＶＩ Ｃａｒｂ 和 ＨＬＢ 使得水样中 ９
种抗病毒药物的萃取效率在 ４０％ ~８５％之间ꎮ 抗

病毒药物主要包括在多残留研究中ꎬＧａｇｏ￣Ｆｅｒｒｅｒｏ
等[２６]通过组合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Ｉｓｏｌｕｔｅ ＥＮＶ＋、Ｓｔｒａｔａ￣Ｘ￣
ＡＷ 和 Ｓｔｒａｔａ￣Ｘ￣ＣＶ 吸附剂ꎬ来萃取水中的农药、
药品、工业化学品、兴奋剂ꎬ这种组合方式同时满

足了不同物理化学性质的分析物萃取率ꎮ
３ １ ３ 　 平衡活化洗脱条件

固相萃取首先要对 ＳＰＥ 小柱进行平衡调节ꎬ
使其保持对目标分析物的最大吸附活性ꎬ通常用

甲醇和水以及酸化水活化和平衡ꎮ 上样阶段使用

的样品量在 １０~５００ ｍＬ 之间ꎬ且以 ５~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流速加载水样ꎮ 洗脱通常由甲醇完成ꎬ将甲醇与

其他溶剂混合(例如乙腈、乙酸乙酯、丙酮、二氯

甲烷、甲酸、三乙胺、ＮＨ４ＯＨ)ꎬ或随后使用不同溶

剂进行第二次洗脱来完成ꎮ 洗脱后的浓缩物在温

和的氮气流下干燥ꎬ以达到较低的检测限ꎬ并避免

因氧化而导致目标分析物转化[４７]ꎮ 之后在甲醇￣
水或乙腈￣水的混合溶液中复溶ꎮ
３ ２ 　 液相微萃取

液相微萃取将萃取、分离、纯化和富集结合ꎬ
其操作简单、成本低、提取快速、绿色环保、萃取效

率高ꎬ主要包括悬浮液滴凝固微萃取和中空纤维

液相微萃取ꎮ 悬浮液滴凝固微萃取作为一种特殊

的液相微萃取方式ꎬ改进了微萃取后相分离较难

这一问题ꎮ Ｋａｎｎｏｕｍａ 等[２０] 采用涡流辅助￣悬浮

液滴凝固微萃取ꎬ并且使用混合溶剂(１￣十二醇和

三氯甲烷)来提高萃取能力ꎬ扩大了该方法的适

用范围ꎬ成功应用于河水中 ＳＯＦ、ＤＣＶ、ＶＥＬ、ＬＥＤ
这 ４ 种抗病毒药物的萃取ꎮ 这种方法相对于固相

萃取来说更加的简单、快速、廉价且环保ꎮ
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技术通过固定在多孔中

空纤维孔内的薄层有机溶剂将分析物从水样中提

取ꎬ小孔径防止水样中的大分子和颗粒进入ꎬ样品

净化功能突出ꎬ不存在交叉污染[２１ꎬ４８]ꎮ Ｍｌｕｎｇｕｚａ
等[２１]用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技术分离和预富集

废水和地表水中的抗病毒药物(ＦＴＣ、ＴＤＦ、ＥＦＶ)ꎬ
使得 ＦＴＣ、ＴＤＦ、ＥＦＶ 在水相中的富集因子(富集

因子通常被用来量化提取的程度)分别为 ７８、１１１
和 ２４ꎮ
３ ３ 　 其他方法

此外ꎬＢｏｕｌａｒｄ 等[３４] 利用冷冻干燥来进行溶

剂交换和分析物的预浓缩ꎬ冷冻干燥对所有条件

下所有分析物(药物、药物代谢物和转化产物以

及人工甜味剂乙酰磺胺) 的回收率为 ７３％ ~
１２０％ꎬ这也是冷冻干燥首次用于 ＨＩＬＩＣ 样品制

备ꎬ但对于 Ｏａｓｉｓ ＭＣＸ 来说ꎬ抗病毒药物及其代谢

物和转化产物(ＡＢＣ、ＣＢＸ￣ＡＢＣ、ＡＣＶ、ＦＴＣ、ＣＢＸ￣
ＦＴＣ、ＦＴＣ￣Ｓ￣ｏｘｉｄｅ、３ＴＣ)在 ｐＨ ３ 下结果最佳ꎮ 而

直接进样[２８ꎬ３２ꎬ３５]通过大容量注射样品ꎬ减少了样

品的预处理步骤ꎬ并且减少了使用溶剂的量和人

为操作的损失和失误ꎬ该方法比基于固相萃取的

方法更快、更便宜且需要的样品量要少得多ꎮ 然

而ꎬ环境样品较为复杂ꎬ使用大容量直接注射可能

会干扰电喷雾电离(ＥＳＩ)ꎬ需要考虑基质效应[３０]ꎮ

４　 分析仪器

４ １ 　 分类

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方法分为色谱法、光谱法

和电化学方法ꎬ这些方法应用于不同的基质中ꎬ包
括药物、生物和环境样品ꎮ 光谱分析方法通常被

用于测定简单基质中的抗病毒药物ꎬ如药物制剂ꎻ
电化学方法可以提供简单、快速和廉价的抗病毒

药物测定ꎬ不需要耗时费力的样品预处理步骤ꎬ多
用于复杂生物样本中抗病毒药物的识别和定量ꎻ
色谱法是生物和环境样品中抗病毒药物测定的主

要分析方法[２]ꎮ 水体中抗病毒药物的研究最早

是在 ２００９ 年ꎬＳöｄｅｒｓｔｒöｍ 等[３３] 运用液相色谱￣质
谱法检测日本淀川(Ｙｏｄｏ 河)中奥司他韦羧酸盐

(ＯＣ)的浓度ꎮ 迄今为止ꎬ水中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都是基于色谱分离和质谱联用ꎬ这种技术已成为

分析复杂环境样品中痕量分析物的最有效分析方

法ꎮ 大多数研究都采用液相色谱(ＬＣ)分离ꎬ其中

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和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ＵＨＰＬＣ) 是 最 常 用 的 分 离 方 法 ( 见 表 １ )ꎮ
ＵＨＰＬＣ 在速度、灵敏度及分离度上都优于 ＨＰＬＣꎬ
并且减少了基质效应ꎬ正因如此 ＵＨＰＬＣ 在抗病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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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物的分析中使用最多ꎮ 由于抗病毒药物的挥

发性较差ꎬ只有少数使用气相色谱法(ＧＣ)ꎮ
环境基质中抗病毒药物的鉴定和定量通常采

用质谱技术ꎮ 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是目前应用

最普遍的串联质谱仪ꎬ它提供精确的定量、高选择

性和灵敏度ꎬ可以对目标分析物发展更快、更灵敏

的方法ꎮ 随着质谱技术的发展ꎬ高分辨率质谱

(ＨＲＭＳ)包括 ＯｒｂｉＴｒａｐ 和 ＱＴＯＦ 也逐渐的应用到

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中ꎬ具有高灵敏度、精密度和快

速的全扫描速度ꎬ可以减少干扰并区分更多碎片

信息ꎬ是筛选复杂混合物中可疑和非目标化合物

的有力工具[４３]ꎮ
色谱分离和质谱联用是测定生物和环境样品

中低 浓 度 抗 病 毒 药 物 最 有 效 的 分 析 方 法ꎮ
ＬＣ￣ＭＳ / ＭＳ 是测定水中抗病毒药物的主要手段ꎬ
ＬＣ￣ＨＲＭＳ 可同时进行目标、可疑和非目标分

析[４９]ꎬ并且具有较高的精密度和灵敏度ꎮ Ｆｕｎｋｅ
等[２８]用 ＬＣ￣ＨＲＭＳ 研究了 ５ 种抗病毒药物(ＡＢＣ、
ＦＴＣ、ＧＣＶ、３ＴＣ、ＺＤＶ)以及形成的转化产物ꎬ在污

水和地表水的 ＬＯＱ 分别为 ２０ ~ ５０ ｎｇ / Ｌ、５ ~ ２０
ｎｇ / Ｌꎮ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ＧＣ￣ＭＳ)在水体中抗

病毒药物的测定应用较少ꎮ Ｓｃｈｏｅｍａｎ 等[３１] 运用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ＧＣ￣ＴＯＦ￣ＭＳ)对南非一

个污水处理厂的进出水进行检测ꎬＮＶＰ、ＥＦＶ 的

ＬＯＤ 和 ＬＯＱ 分别为 １ ８ ~ ７ ８ ｎｇ / Ｌ 和 ６ ~ ２５ ９
ｎｇ / Ｌꎬ结果表明 ＧＣ￣ＴＯＦ￣ＭＳ 可用于废水样品中抗

病毒药物的测定ꎬ是 ＬＣ￣ＭＳ / ＭＳ 的可行替代方法ꎮ
二维气相色谱(ＧＣ×ＧＣ)是由两个独立的色谱柱

组成的分离系统ꎬ具有串联的正交分离机制ꎬ可以

减少基质效应ꎬ提高回收率[４３]ꎮ Ｗｏｏｄｉｎｇ等[３０] 应

用了二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ＧＣ×ＧＣ￣ＴＯＦ￣ＭＳ)测
定南非地表水中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病毒药物

(ＥＦＶ)ꎮ 与传统气相色谱法相比ꎬ它提供了更高

的分离能力和更高的灵敏度[５０]ꎮ
４ ２ 　 色谱柱

混合物中不同物质的洗脱或保留取决于固定

相的性质ꎮ 因此ꎬ在任何色谱研究中ꎬ色谱柱的选

择对于灵敏和快速的分析结果至关重要[２]ꎮ 抗

病毒药物的分离主要应用的是反相液相色谱柱ꎬ
烷基键合硅胶固定相是反相液相色谱柱应用的主

要填料ꎬ其中 Ｃ１８ 是最常用的色谱柱ꎬ不过 Ｃ８ 色

谱柱在抗病毒药物的分离中也被使用过ꎮ Ｗｏｏｄ
等[２９]应用 Ｃ８ 色谱柱测定地表水中 １２ 种抗病毒

药物ꎬ保留更多的极性化合物并且减少非极性化

合物的洗脱次数ꎮ 苯基柱[４５ꎬ４６] 和亲水作用液相

色谱柱(ＨＩＬＩＣ)也被成功地用于抗病毒药物的环

境分析ꎮ 对于一些强极性分子在反相高效色谱柱

上保留极少[３４]ꎬ而 ＨＩＬＩＣ 则对强极性分子有明显

的保留ꎬ Ｂｏｕｌａｒｄ 等[３４] 使用 ＨＩＬＩＣ 研究 ＡＢＣ、
ＡＣＶ、ＦＴＣ、３ＴＣ 以及其转化产物ꎬ但是 ＨＩＬＩＣ 方法

的开发非常复杂ꎬ寻找最佳色谱条件耗时较长ꎬ在
水体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中应用较少ꎮ
４ ３ 　 流动相

流动相一般由水和乙腈或水和甲醇组成ꎬ通
过加入甲酸、乙酸以及甲酸铵和醋酸铵来实现流

动相的优化ꎬ 从而促进电离ꎬ 改善峰形ꎮ Ｙａｏ
等[２５]的研究中发现ꎬ在水相中加入 ５ ｍｍｏｌ / Ｌ 醋

酸铵可以使 ＡＢＣ、ＥＦＶ、ＮＶＰ、ＲＴＶ 和 ＬＰＶ 获得更

好的灵敏度和分辨率ꎬ在水相中加入 ０ ２％甲酸

可以对 ３ＴＣ、ＬＤＴ 和 ＥＴＶ 进行更好的色谱分离ꎮ
当在 ＥＳＩ 正离子模式下ꎬ通常向溶液中添加弱有

机酸ꎬ如甲酸或乙酸ꎬ通常酸的存在有助于分析物

在正离子模式下与基本官能团发生质子化[５１]ꎮ
４ ４ 　 离子源

电喷雾电离(ＥＳＩ)和大气压化学电离(ＡＰＣＩ)
是两种最常见的离子源ꎮ 根据分析物质不同的理

化性质ꎬ离子源的选择也不同ꎬ其中 ＥＳＩ 源是抗病

毒药物分析中最常用的离子源ꎬ通过 ＥＳＩ 源可以

生成高度带电的离子而不发生碎裂ꎬ尽管存在基

质效应和信号抑制的缺点ꎬ但 ＥＳＩ 因其更高的灵

敏度和再现性而被更广泛地用于抗病毒药物的测

定[５２]ꎮ 并且ꎬ由于大部分的抗病毒药物含有碱性

官能团(例如胺基) [５３]ꎬ一般采用 ＥＳＩ 正离子模

式ꎬ只有两篇文章中齐多夫定及其代谢物使用的

是负离子模式[２７ꎬ２８]ꎮ ＡＰＣＩ 源对基质效应的影响

相对较小ꎬ适用于弱极性到中等极性化合物的离

子化ꎬ在抗病毒药物的分析中很少使用ꎮ

５　 应用

截止目前ꎬ全球关于水体中抗病毒药物的检

测相比其他的 ＰＰＣＰｓ 相对较少(见图 ２)ꎮ 随着

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分析方法的完善ꎬ到目前为止

水体中已经被检测过的抗病毒药物包括 １８ 种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７ 种抗流感药物、４ 种抗疱疹药、
１ 种抗巨细胞病毒药物、７ 种抗肝炎抗病毒药物ꎬ
约占抗病毒药物总数的 ３５％ꎮ 其中ꎬ有 ２０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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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抗病毒药物在地表水和污水中

研究文献数量的年际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ｗａｇｅ

表 ２ 　 全球污水(进水和出水)和地表水中

抗病毒药物的浓度范围注

Ｔａｂ.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ｎｇ / Ｌ)

抗病毒
药物

国家
浓度

进水 出水 地表水

参考
文献

３ＴＣ

德国 ２１０~７２０ <ＬＯＱ 　 [１１]

法国波尔多 　 ６ ５~４４ ｎｄ~４ １ [２７]

肯尼亚
马查科斯

　 ８４７ １００ ２１９ ６００~
２２８ ３００ [１０]

中国胶州湾 　 　 ６~７１ [２３]

ＡＣＶ

德国 １ ７８０ ２７ ３~５３ ３ ２ ２~１９０ [１１]

德国莱茵河和
科布伦茨

　 ５０~２５０ <２~７０ [３４]

中国广州 １７７~４０６ １１４~２０５ ｎｄ~１１２ ６ [３９]

ＡＭＴ

肯尼亚
内罗毕和
基苏木市

ｎｄ ｎｄ ｎｄ~１００ [５４]

日本淀川
１０５ １~
１６０ ９

８９ １~
２５８ ４ ７ ８~９７ ６ [３８]

中国胶州湾 　 　 １２ ６~７３ ６ [２３]

ＮＶＰ

德国 ４ ８~２１ ８ ７ ２~３２ １ <ＬＯＱ~１７ [１１]

法国波尔多 　 ３~７ ７ ｎｄ~１ ３ [２７]

肯尼亚
马查科斯

　 ９ ５００ ９００~
２ ３００ [１０]

肯尼亚
内罗毕和
基苏木市

８５０~
３ ３００

１ ０３０~
２ １１０

３０~
５ ６２０ [５４]

南非
豪登省和
林波波省

　 　 <４４ ４~
２２７ [２６]

ＯＳ

德国 <１~１１ ９ <８ ９~１５ ８ ０ ２~２４ [１１]

日本淀川
３５ ２~７２ ４
０ ３~９０ ２

３６ ７~８０ ７
６ ５~２１８ ５

１ ７~３５ ５
０ ３~９０ ２

[３８]
[８]

英国约克 ｎｄ ｎｄ ｎｄ~８ ８ [３５]

中国广州 ｎｄ ｎｄ ｎｄ [３９]

续表

抗病毒
药物

国家
浓度

进水 出水 地表水

参考
文献

ＯＣ

德国 ２９ ４~４２ ７ １２ ２~１７ ３ <０ ２~２４ [１１]

日本淀川

１８６ ７~
７０４ ３
１ ９~
５３３ ６

２０８ ０~
５６８ ８
２ １~

１ ００１ ８

８ ４~
１２８ ６
１ ９~
５３３ ６

[３８]

[８]

瑞典 　 ４８ ２９ １ ２９ [３７]

ＺＤＶ

德国
３１０~
３８０

９８ ２~
５６２

１ ２~
１７０ [１１]

法国波尔多 　 １５４~１９１ ｎｄ~３３ [２７]

肯尼亚 　 ６ ２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８ ９００ [２２]

肯尼亚
内罗毕和
基苏木市

１２ １００~
２０ １３０ ９０~１１０ ｎｄ~

１７ ４１０ [５４]

ＺＡＮ 日本淀川 ｎｄ~２３ １ ｎｄ~１２ ７ ｎｄ~６ ３ [３８]

　 　 注:ｎｄ 为未检测到ꎮ

检测过奥司他韦(ＯＳ)及其羧酸盐代谢物(ＯＣ)ꎬ
是水体中检测到最多的抗病毒药物ꎮ 艾滋病是一

个令人关切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ꎬ受感染患者的

数量每年都在增加ꎬ因此导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的生产和消费显著增加[２１]ꎬ其中 ３ＴＣ(１７ 篇)、
ＮＶＰ(１９ 篇)和 ＺＤＶ(１７ 篇)是经常检测到的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ꎮ
由表 ２ 可知ꎬ全球水中抗病毒药物的浓度分

布从 ｎｇ / Ｌ 到 μｇ / Ｌ 不等ꎬ在非洲的地表水和污水

中检测到高浓度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ꎬ其中 ３ＴＣ、
ＺＤＶ、ＮＶＰ 在肯尼亚的地表水和污水中浓度最高ꎬ
地表水中浓度最高分别达到了 ２２８ ３００、１７ ４１０、
５ ６２０ ｎｇ / Ｌ[５４]ꎬ 污 水 中 浓 度 最 高 为 ８４７ １００、
３４ ０００、９ ５００ ｎｇ / Ｌꎬ远远高于亚洲的国家ꎬ比欧洲

国家高 ３~５ 个数量级ꎮ 抗流感病毒药物 ＯＳ、ＯＣ、
ＡＭＴ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的日本、中国以及德

国、英国、瑞典等欧洲国家ꎬ其中日本的研究最多ꎮ
ＯＳ 在日本地表水和污水处理厂出水浓度最高为

９０ ２、２１８ ５ ｎｇ / Ｌ[８]ꎬ略高于其他国家ꎬ其代谢产

物 ＯＣ 的浓度高于 ＯＳꎬ这与 ＯＳ 易于吸收、在肝脏

中广泛代谢后以 ＯＣ 的形式排出有关[８]ꎮ ＡＭＴ
在中国、日本、肯尼亚地区都有检测到且浓度处于

相同的数量级 ( １２ ６ ~ ７３ ６ ｎｇ / Ｌ、 ７ ８ ~ ９７ ６
ｎｇ / Ｌ、ｎｄ~１００ ｎｇ / Ｌ) [２３ꎬ３８ꎬ５４]ꎮ

６　 结论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全球地表水和污水中抗病毒药物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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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测定方法ꎮ 对于样品的前处理来说ꎬ主要

采用 ＳＰＥ 固相萃取的方法ꎬ在吸附剂的选择上大

多为 Ｏａｓｉｓ ＨＬＢ 或 ＭＣＸꎬ此外还发展了一些小型

化和环境友好的萃取技术包括悬浮液滴凝固微萃

取和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技术ꎮ 仪器分析方面ꎬ
ＨＰＬＣ￣ＭＳ / ＭＳ 是药物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ꎬ高分

辨质谱技术因其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和更广泛的适

用性也逐渐的应用到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中ꎮ 大多

数研究侧重于大流行事件或抗病毒药物消费量高

的国家ꎬ如日本、南非和肯尼亚ꎮ 其中治疗艾滋病

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占主导地位ꎬ其次是治疗流

感的药物ꎮ
对于抗病毒药物的环境分析仍然有限ꎬ并且

抗病毒药物的理化性质存在差异ꎬ一次分析选定

的抗病毒药物数量相对较少ꎬ很难同时检测多种

抗病毒药物ꎬ迫切需要开发能够检测和量化不同

环境基质中多种抗病毒药物的分析方法ꎮ 在样品

制备时ꎬ通过组合具有不同化学物理性质的吸附

剂ꎬ改进了一组极性不同药物的提取ꎮ 目前对于

一些小型化和环境友好的萃取技术在抗病毒药物

分析中应用较少ꎬ仍有待探索快速、低成本、环保

的样品制备技术ꎮ 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多基于方法

的开发和水体中药物的测定ꎬ有必要对环境中抗

病毒药物的存在及其生态毒理学效应进行研究ꎬ
以便将这些药物对环境和生物体的威胁有更深的

认识ꎮ 此外ꎬ对水体中抗病毒药物代谢和转化产

物的研究相对较少ꎬ因此抗病毒药物及其产物的

环境影响仍然是面临的一个挑战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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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甘草酸基功能材料研究进展

唐宁ꎬ胡君∗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软物质科学与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的远景目标ꎬ开发新型生物基原料已成发展绿色可持续材料的重要原

动力之一ꎮ 作为传统中药甘草的主要活性成分ꎬ天然甘草酸由疏水的甘草次酸和亲水的葡萄糖醛酸经糖苷键连接而成ꎬ
具有优异的表面活性、自组装性、内在还原性、刚性骨架、多反应位点以及生物相容性ꎬ是生物基材料的理想构筑基元ꎮ
综述了近 ５ 年来甘草酸在添加剂、凝胶和树脂功能材料中的研究进展ꎬ详细介绍了甘草酸在制备食品级乳液和泡沫稳定

剂、农药助剂、３Ｄ 打印材料、刺激响应性材料、催化剂载体、柔性可穿戴应变传感器及类玻璃高分子中的作用机制和应用

前景ꎬ并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ꎮ
关键词:生物基材料ꎻ甘草酸ꎻ添加剂ꎻ凝胶ꎻ类玻璃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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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９７９￣９８９ꎮ

　 　 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
的远景目标ꎬ节能减碳已成为发展新型材料的重

要目标ꎮ 传统石油基材料面临着原料不可再生、
白色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等问题日益严

峻ꎮ 利用绿色、资源节约、原料可再生和具有生物

降解性的可持续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石油基材

料ꎬ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ꎮ
当前ꎬ可再生原料如二氧化碳、萜烯、植物油和碳

图 １　 甘草酸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ｃ ａｃｉｄ

水化合物等已被大量用于制备多种可持续生物基

材料[１]ꎮ 其中ꎬ萜烯类分子———甘草酸(Ｇｌｙｃｙｒ￣
ｒｈｉｚｉｃ ａｃｉｄꎬＧＬ)因其独特的分子结构(如图 １ 所

示)受到广泛关注[２]ꎮ 作为传统中草药甘草的主

要成分ꎬ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甘草酸具有优异的

生物活性ꎬ可用作保肝、抗癌、抗菌、抗病毒、抗炎

症和保护神经的药物[３￣７]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ꎬ
研究人员发现甘草酸对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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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复制和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引发的并

发症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８ꎬ９]ꎮ 此外ꎬ甘草酸的

甜度是蔗糖的 ５０ 倍[１０ꎬ１１]ꎬ常被用作食品的甜味

剂ꎬ亦可以作为添加剂应用于烟草、化工、酿造、国
防等行业[１２]ꎮ 从分子结构上看ꎬ甘草酸由一分子

疏水的五环三萜皂苷元甘草次酸和两分子亲水的

葡萄糖醛酸经糖苷键连接而成ꎮ 甘草酸存在 １８￣
α 甘草酸和 １８￣β 甘草酸两种立体异构体ꎬ自然界

中主要以 １８￣β 体存在[１３]ꎮ 作为制备生物基材料

的重要原料ꎬ甘草酸表现出了如下特点:(１)分子

同时含有亲水基团和疏水基团ꎬ具有两亲性[１４￣１６]

和自组装性[１７ꎬ１８]ꎻ(２)糖基单元赋予分子还原性ꎬ
可将重金属离子如金离子、银离子等还原为金属

纳米粒子[１８￣２０]ꎻ(３)刚性骨架和多反应位点ꎬ便于

其与其他分子反应ꎬ合成功能和性能可调的结

构[２１ꎬ２２]ꎮ 得益于上述优势ꎬ以天然甘草酸为构筑

基元的一系列生物基功能材料近些年被成功开

发ꎬ并应用在了食品级乳液和泡沫稳定剂、农药助

剂、生物 ３Ｄ 打印材料、刺激响应性材料、催化剂

载体、柔性可穿戴应变传感器以及类玻璃高分子

等领域ꎮ 本文结合本课题组近 ５ 年在甘草酸功能

开发方面的研究工作ꎬ综述了甘草酸基功能材料

在设计、合成和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ꎬ讨论了甘

草酸与材料功能间构效关系及作用机制ꎬ展望了

甘草酸基功能材料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ꎮ

１　 甘草酸基添加剂

甘草酸的表面活性来源于分子结构中疏水的

１８￣β 甘草次酸和亲水的葡萄糖醛酸ꎮ 相比于石

油基表面活性剂ꎬ甘草酸纯天然、无需额外化学处

理、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持续性ꎮ 此外ꎬ甘
草酸可以自组装形成一维纳米纤维ꎬ稳定油￣水界

面和空气￣水界面ꎬ作为农药助剂抑制液滴弹跳和

制备农用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凝胶ꎬ也可以作为食品级

乳液和泡沫稳定剂使用ꎮ
１ １ 　 农药助剂

农药在叶片表面的沉积在抵御病虫害和提高

作物产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但由于叶片表

面的低表面自由能和微纳米结构蜡质层ꎬ农药在

喷洒的过程中只有少部分可以沉积在叶片表面ꎬ
绝大多数的液滴会通过反弹、飞溅和漂移渗入到

环境中ꎬ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

态环境ꎮ 改善液滴在叶片表面沉积的传统方法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加入扩散速度快的小分子表面

活性剂以降低动表面张力[２３]ꎻ另一种是加入亲水

柔性高分子量聚合物以延缓液滴收缩[２４]ꎮ 区别

于上述传统方法ꎬ本课题组以甘草酸为原料制

备农药助剂ꎬ通过甘草酸组装体与叶面微纳结

构间的缠绕效应ꎬ实现了液滴在叶片表面的有

效沉积ꎮ
甘草酸可以在水中自发组装成一维纳米纤

维ꎬ该纳米纤维具有较大的长径比和良好的柔韧

性ꎮ 利用这一特点ꎬ本课题组[２５]将甘草酸用作除

草剂草甘膦异丙胺盐(ＧＩＳ)的助剂ꎬ有效抑制了

农药喷洒过程中产生的液滴弹跳现象ꎬ极大改善

农药在叶片表面的沉积ꎮ 如图 ２ 所示ꎬ在液滴撞

击叶片表面时ꎬ甘草酸一维纳米纤维很容易钉在

粗糙的疏水表面上ꎬ增强了固体表面与液滴之间

的相互作用ꎬ延缓液滴的回缩速度并耗散动能ꎬ实
现抑制液滴弹跳和改善液滴在叶片表面的沉积ꎮ
田间试验表明ꎬ在 ＧＩＳ 中添加质量分数>０ ０１５％
的甘草酸作为混合佐剂ꎬ可以显著地抑制杂草的

生长ꎮ 这项工作为抑制液滴弹跳和改善农药在叶

片表面沉积提供了新方法ꎬ也为探究其他形貌纳

米组装体抑制液滴弹跳奠定基础ꎮ

图 ２　 含草甘膦异丙胺盐(ＧＩＳ)和甘草酸(ＧＬ)一维

纳米纤维的液滴在疏水杂草表面冲击、收缩和

沉积示意图[２５]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ꎬ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ＩＳ ａｎｄ

１Ｄ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ＧＬ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ｗｅ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２５]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２６] 是指利用纳米或者微米尺

度的固体颗粒代替表面活性剂实现液滴的稳定ꎮ
本课题组[２７]利用甘草酸的表面活性和自组装能

力ꎬ在液滴表面获得了甘草酸纤维组装体ꎬ得到具

有细小液滴的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ꎮ 经过冷却后ꎬ甘草

酸水相中形成的一维纳米纤维缠结成三维网络结

构ꎬ得到具有超稳定性、触变性和广泛耐 ｐＨ 性的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凝胶(见图 ３)ꎮ 在以农药丁硫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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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为油相时ꎬ有超过质量分数 ６０％的丁硫克百威

被包覆ꎬ高于目前商用剂型的包覆率ꎮ 这项工作

提出了一种具有生物相容性和生态友好性的农药

配方ꎬ为甘草酸在农药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ꎮ

图 ３　 上:天然甘草酸(ＧＬ)基农用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凝胶制备示意图ꎻ下:甘草酸基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凝胶的形貌[２７]

Ｆｉｇ.３　 Ｔｏｐ: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Ｌ￣ｂａｓ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ｌ￣ｌｉｋｅ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ꎻＢｏｔｔｏ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Ｌ￣ｂａｓｅｄ ｇｅｌ￣ｌｉｋｅ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２７]

１ ２ 　 食品添加剂

食品中通常含有容易在油￣水和空气￣水界面

聚集的颗粒物质ꎬ用于稳定乳液和泡沫[２８]ꎮ 利用

甘草酸的表面活性和生物相容性ꎬ人们通过改变

甘草酸的用量、调控甘草酸与纤维素纳米晶

(ＣＮＣ)的协同作用等方法ꎬ成功制备具有优异稳

定性的食品级乳液和泡沫ꎮ
在氯化钠(ＮａＣｌ)存在时ꎬ甘草酸与纤维素纳

米晶能协同稳定油￣水界面(见图 ４)ꎮ Ｍａ 等[２９]

讨论了甘草酸、纤维素纳米晶和氯化钠浓度对乳

液体积稳定性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在甘草酸和纤

维素纳米晶的质量分数均为 １％ 时ꎬ 添加 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Ｃｌ 可以实现乳液的协同稳定ꎮ 由于

ＮａＣｌ 诱导电荷屏蔽ꎬ减弱了带负电的甘草酸和纤

维素纳米晶之间的排斥力ꎬ与此同时ꎬ甘草酸上的

含氧基团(羟基和羧基)与纤维素纳米晶上的羟

基形成氢键ꎬ使得甘草酸与纤维素纳米晶有效结

合ꎬ在体相和界面处形成甘草酸￣纤维素纳米晶

(ＧＬ￣ＣＮＣ)复合物ꎬ有效降低表面张力ꎬ促进乳液

的稳定性ꎮ

图 ４　 甘草酸￣纤维素纳米晶(ＧＬ￣ＣＮＣ)复合物

稳定油 /水乳液的示意图[２９]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Ｌ￣ＣＮＣ￣ｂａｓｅｄ Ｏ / Ｗ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２９]

此外ꎬＧＬ￣ＣＮＣ 也能稳定空气￣水界面ꎬ作制备

食品级水性泡沫的发泡剂(见图 ５)ꎮ Ｓｕ 等[３０] 探

究了向甘草酸纳米纤维(ＧＮＦ)中添加刚性 ＣＮＣ
和 ＮａＣｌ 对水性泡沫的稳定性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在
适量 ＮａＣｌ 存在时ꎬＣＮＣ 可以均匀地分散在 ＧＮＦ
网络中ꎬ通过氢键作用增强 ＧＮＦ 网络ꎬ二者之间

存在着协同效应ꎮ ＧＮＦ 和 ＣＮＣ 在泡沫的连续相

中形成高粘弹性的复合网络ꎬ获得具有良好稳定

性的复合泡沫材料ꎮ 这种泡沫材料显示出可逆的

热响应行为ꎬ在受热时诱导连续相中的复合网络

发生相变ꎬ实现按需失稳ꎮ 这项工作以全天然、可
持续的甘草酸和纤维素纳米晶为食品发泡剂ꎬ合
成了稳定的热响应性水性泡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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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制备具有热响应性且稳定的复合 ＧＮＦ￣ＣＮＣ
水泡沫示意图[３０]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ＧＮＦ￣ＣＮＣ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ｆｏａｍｓ[３０]

基于自身优良的自组装性和表面活性ꎬ甘草

酸已成功应用于农药助剂、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乳液凝胶、食
品级乳液和泡沫等一系列功能材料ꎮ 未来ꎬ基于

甘草酸独特的分子结构和多反应位点ꎬ通过对甘

草酸进行结构修饰引入动态共价键ꎬ有望使其在

界面处聚合形成微囊ꎬ实现对药物的包裹和可控

释放ꎬ应用于药物智能释放等领域ꎮ

２　 甘草酸基凝胶

凝胶是一种具有交联网络结构的软材料ꎬ能
够保留大量水分并维持三维层次结构ꎮ 得益于网

络结构的多样性和性能的可调控性ꎬ凝胶材料在

组织工程、药物输送、生物 ３Ｄ 打印、催化剂载体、
柔性可穿戴应变传感器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３１ꎬ３２]ꎮ ２０１５ 年ꎬＳａｈａ 等[１８] 发现当甘草酸水溶

液的质量分数达到 ０ ３％时ꎬ纳米纤维之间可缠

结成三维网络ꎬ形成物理交联的低分子量凝胶ꎬ这
是关于甘草酸低分子量凝胶的首次报道ꎮ 在此基

础上ꎬ通过修饰甘草酸分子、改变交联网络类型、
溶剂或溶质种类等方法ꎬ一系列具有合适力学性

能、生物相容性、抗菌性和导电性等独特性质的甘

草酸基凝胶功能材料被陆续开发出来ꎮ

２ １ 　 低分子量凝胶

低分子量凝胶通常由小分子或低聚物经非共

价相互作用(如静电相互作用、氢键、范德华力、
疏水相互作用、主￣客体相互作用)驱动形成ꎬ具有

结构组成确定、易被化学修饰、临界凝胶浓度低特

点ꎬ在外界刺激下可以实现可逆凝胶￣溶胶转

变[３３ꎬ３４]ꎮ 作为典型的低分子量凝胶ꎬ甘草酸凝胶

在催化剂载体及可注射生物医用材料的应用已被

开发ꎮ
Ｓｕｎ 等[３５]基于甘草酸自组装形成一维纳米

右旋纤维的特点ꎬ将其作为非对称催化的支架ꎬ把
非手性 Ｃｕ(Ⅱ)配体修饰在纤维上ꎬ获得凝胶状催

化剂(ＧＬ￣Ｌ)ꎮ 该催化剂可使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的

ｅ ｅ.值达到 ６１％(见图 ６)ꎮ 具体来讲ꎬ当配体 Ｌ６
与甘草酸的物质的量比低于 ５％时ꎬ可以形成稳

定的凝胶ꎬ且纳米纤维的螺旋结构被很好地保存

下来ꎬ在催化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时表现出良好的对

图 ６　 甘草酸(ＧＬ) / Ｃｕ(Ⅱ)配体(Ｌ１~ Ｌ６)共组装体

催化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的示意图[３５]

Ｆｉｇ.６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ＧＬ ａｎｄ Ｃｕ(Ⅱ)
ｌｉｇａｎｄｓ (Ｌ１~ Ｌ６) ｔｏ ｃａｔ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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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选择性ꎮ 当用乙醇破坏掉 ＧＬ￣Ｌ６ 的螺旋结构

后ꎬ催化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时只能得到外消旋产物ꎬ
表明纤维的螺旋结构是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对映选择

性的决定因素ꎮ 这项工作利用甘草酸自组装形成

的螺旋纳米结构作为催化剂的载体ꎬ实现了对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的不对称催化ꎬ也为探索更多手

性超分子应用于不对称催化奠定基础ꎮ
本课题组[３６]在 ３７ ℃的生理磷酸盐缓冲液中

得到了微观形貌为球形纳米粒子的稳定且透明甘

草酸低分子量水凝胶(Ｇ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ꎬ见图 ７)ꎮ 在

应变为 １３％时ꎬ甘草酸凝胶发生凝胶￣溶胶转变ꎬ
表现出良好的可注射性和可模塑性ꎮ 抗菌实验表

明ꎬ甘草酸凝胶可以完全抑制革兰氏阳性金黄色

葡萄球菌(Ｓ.ａｕｒｅｕｓ)的生长ꎬ而对革兰氏阴性大肠

杆菌(Ｅ.ｃｏｉｌ)的生长没有影响ꎮ 这是因为两者具

有不同的细胞壁结构ꎬ甘草酸能够进入金黄色葡

萄球菌ꎬ其中的甘草次酸结构可以在不破坏细胞

膜的情况下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ＤＮＡ、ＲＮＡ 和

蛋白质的合成ꎬ表现出内在的抗菌能力ꎮ 此外ꎬ细
胞活性实验和溶血实验证明ꎬ甘草酸凝胶具有良

好的细胞相容性和血液相容性ꎮ 该可注射型抗菌

水凝胶可以适应任何形状和尺寸的空腔ꎬ在 ３Ｄ
生物打印等领域具有应用潜力ꎮ

１.金黄色葡萄球菌ꎻ２.大肠杆菌

图 ７　 具有内在抗菌性能的可注射甘草酸低分子量

水凝胶[３６]

Ｆｉｇ.７　 Ａｎ ｉｎｊｅｃｔａｂｌｅ 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ｆｒｏｍ
ＧＬ ｗｉｔｈ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３６]

此外ꎬ本课题组[３７]又将反式偶氮苯修饰在甘

草酸骨架上ꎬ获得了光响应的低分子量凝胶

( ｔｒａｎｓ￣ＧＬＧꎬ见图 ８)ꎮ 偶氮苯基团在紫外光照射

下可以发生反式￣顺式异构化作用ꎬ导致 ｔｒａｎｓ￣
ＧＬＧ 凝胶在紫外光照射时聚集体结构崩塌ꎬ发生

凝胶￣溶胶转变ꎮ 而经可见光照射 １２ ｈ 后ꎬ可逆

异构化作用又促进分子重新聚集ꎬ溶胶重新形成

凝胶ꎮ 同时ꎬｔｒａｎｓ￣ＧＬＧ 凝胶在应变达到 １１％时发

生凝胶￣溶胶转变ꎬ表现出可注射性和自愈合性ꎮ
细胞活性实验证明ꎬｔｒａｎｓ￣ＧＬＧ 凝胶具有良好的生

物利用性、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ꎮ 该光响应

生物相容水凝胶在智能药物释放领域具有应用

前景ꎮ

图 ８　 ｔｒａｎｓ￣ＧＬＧ 凝胶化和可逆反￣顺异构示意图[３７]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ＧＬ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ｃｉｓ ｉｓｏ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７]

２ ２ 　 聚合物凝胶

聚合物单网络凝胶中通常含有非均质网络结

构ꎬ受外力变形时ꎬ应力会先集中在交联点附近的

短链上ꎬ导致链断裂ꎻ随后又集中到邻近其他链

上ꎬ致使这些链也断裂ꎬ最终导致裂纹扩展ꎬ材料

失效ꎮ 目前解决应力集中和裂纹扩展的有效方法

之一 是 构 建 双 网 络 ( Ｄｏｕｂ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ＤＮ) 凝

胶[３８ꎬ３９]ꎬ即通过向聚合物单网络中引入性能互补

的另一网络ꎬ交织形成双网络凝胶ꎬ用以减小应力

图 ９　 ａ.连续流反应器的制备示意图ꎻ
ｂ.凝胶的拉伸、压缩和快速恢复[１９]

Ｆｉｇ.９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ｌｏｗ ｒｅａｃｔｏｒꎻｂ.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ꎬ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ｇꎬ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ｌ[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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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ꎬ提升凝胶的力学性能ꎮ 相比聚合物凝胶网

络的坚而硬ꎬ低分子量超分子凝胶往往柔而软ꎮ
因此ꎬ将甘草酸低分子量凝胶网络引入聚合物网

络中构建双网络聚合物凝胶ꎬ是获得高性能甘草

酸基功能凝胶材料的理想策略之一ꎮ

本课题组通过原位聚合的方法ꎬ构建了一种

丙烯酰胺 /甘草酸基双网络凝胶ꎮ 该凝胶具有优

异的拉伸和压缩性能ꎬ能将三价金离子(Ａｕ３＋)还
原成金纳米粒子(ＡｕＮＰｓ)ꎬ是一类具有高孔隙率

和良好机械性能的纳米粒子载体(见图９) [１９] ꎮ

图 １０　 上:制备 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 水凝胶示意图ꎻ下: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 水凝胶的传感性能[２０]

Ｆｉｇ.１０　 Ｔｏｐ: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ꎻ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ｎ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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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ꎬ首先制备含丙烯酰胺单体(ＡＡｍ)的甘

草酸低分子量凝胶(ＧＬ / ＡＡｍ ＳＮ)作为第一层网

络ꎬ然后光照引发 ＡＡｍ 单体交联ꎬ形成化学交联

的聚丙烯酰胺(ＰＡＡｍ)网络作为第二层网络ꎬ最
终形成具有良好韧性、拉伸和压缩性能以及高抗

疲劳性能的双网络凝胶(ＧＬ / ＰＡＡｍ ＤＮ)ꎮ 在此

基础上ꎬ采用冰模板法对凝胶进行重铸ꎬ利用冰晶

的各向异性得到高孔隙率和大表面积的重铸凝胶

(Ｒｅｃａｓｔ￣ＧＬ / ＰＡＡｍ ＤＮ)ꎮ 然后ꎬ在孔隙表面将

Ａｕ３＋自发原位还原成 ＡｕＮＰｓ 并固定在孔隙表面ꎮ
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纳米粒子载体具有较高的催

化活性、良好的可循环使用性和长期稳定性ꎬ可作

为连续流反应器催化 ４￣硝基苯酚还原为 ４￣氨基

苯酚ꎮ 这项工作充分利用甘草酸基双网络水凝

胶高孔隙率、高比表面积和良好力学性能的优

点ꎬ巧妙地将甘草酸对重金属离子的还原性结

合起来ꎬ成功实现甘草酸在纳米粒子催化剂载

体中的应用ꎮ
除了引入化学交联聚合物网络外ꎬ在甘草酸

网络中引入一个物理交联聚合物网络也同样可以

有效提升凝胶的力学性能ꎮ 本课题组以甘草酸和

生物相容性的聚乙烯醇(ＰＶＡ)为原料ꎬ在水￣甘油

二元溶剂中获得了物理交联的双网络水凝胶(ＦＴ￣
ＰＶＡ / ＧＬꎬ图 １０) [２０]ꎮ 由于 ＰＶＡ 网络中结晶区和

无定形区的相互连通以及甘草酸网络的能量耗散

作用ꎬ使得 ＦＴ￣ＰＶＡ / ＧＬ 双网络水凝胶具有良好

的柔性和力学性能ꎮ 相比于纯水ꎬ水￣甘油二元溶

剂可以抑制冰晶的生长和水的挥发ꎬ提高了 ＦＴ￣
ＰＶＡ / ＧＬ 水凝胶的防冻性和保水性ꎮ 利用甘草酸

内在的还原性ꎬ通过向 ＦＴ￣ＰＶＡ / ＧＬ 水凝胶表面

滴加硝酸银溶液ꎬ在紫外光照射下凝胶表面原位

还原生成具有浓度梯度的银纳米粒子(ＡｇＮＰｓ)
层ꎬ得到 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 水凝胶ꎮ ＡｇＮＰｓ 层

不仅赋予水凝胶紫外屏蔽和抗菌性能ꎬ还提高了

水凝胶作为应变传感器的传感灵敏度(相对电阻

随应变的变化值 ＧＦ~２ ８４)ꎮ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具有高灵敏度、热稳定性和耐久性的柔性应变传

感器ꎬ监测人体实际运动ꎬ有望应用于智能可穿戴

设备中ꎮ
综上ꎬ利用甘草酸单网络凝胶的可注射性、可

修饰性、纳米纤维的手性螺旋结构ꎬ以及甘草酸双

网络凝胶的良好力学性能、多孔结构和内在还原

性ꎬ多种甘草酸基功能凝胶材料已被成功开发ꎬ如
表 １ 所示ꎮ 在未来工作中ꎬ人们可以将甘草酸作

为质子酸引发部分导电单体的聚合ꎬ获得导电高

分子￣甘草酸双网络凝胶ꎬ拓展凝胶在超级电容器

等柔性电子设备中的应用ꎮ
表 １ 　 甘草酸基凝胶功能材料

Ｔａｂ.１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ｃ ａｃｉｄ￣ｂａｓｅｄ ｇｅ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名称 性能
网络
数目

交联
方式

功能
组分

应用

ＧＬ￣Ｌ[３５]
催化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 的 对 映 选
择性

１ 物理
交联

Ｃｕ(Ⅱ)
配体

催化剂载体

Ｇ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３６]
可注 射 可 模 塑
性、抗菌性、细胞
和血液相容性

１ 物理
交联

无
生物 ３Ｄ 打
印材料

ｔｒａｎｓ￣ＧＬＧ[３７]
紫外光响应性、
可注 射 可 模 塑
性、生物相容性

１ 物理
交联

反式
偶氮苯

药物智能释
放载体

Ｒｅｃａｓｔ￣ＧＬ /
ＰＡＡｍ ＤＮ[１９]

高孔隙率、高比
表面积、良好力
学性能

２

化学
交联 ＆
物理
交联

金纳米
粒子

连续流反应
器、纳米粒
子载体

ＦＴ￣ＰＶＡ /
ＧＬ￣ＡｇＮＰｓ[２０]

良好力学性能、
防冻性、保水性、
紫外屏蔽性、抗
菌性、应变传感
性能

２

物理
交联 ＆
物理
交联

银纳米
粒子

柔性应变传
感器

３　 甘草酸基类玻璃高分子

虽然大量存在的溶剂赋予凝胶独特的力学、
电学和生物学特性ꎬ但是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凝胶

的力学强度ꎬ也使凝胶存在热稳定性差、抗挥发性

差等缺点ꎬ难以满足工业生产中对高力学强度材

料的需求ꎮ 相比于凝胶ꎬ树脂材料不含溶剂ꎬ内部

是致密的网络结构ꎬ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热稳定

性、尺寸稳定性和耐化学药品性ꎮ 然而ꎬ传统热固

性树脂内部存在不可逆的化学交联ꎬ限制了材料

的可塑性、延展性、回收性和自愈合能力ꎮ ２０１１
年ꎬＭｏｎｔａｒｎａｌ 等[４０] 成功制备了类玻璃高分子

(Ｖｉｔｒｉｍｅｒ)ꎬ为解决传统热固性树脂的上述问题提

供了新方法ꎮ 如图 １１ 所示[４１ꎬ４５]ꎬ类玻璃高分子

中高分子链通过动态共价键形成动态共价自适应

网络(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ｖａｌ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ＤＣＡＮ)ꎬ
在常温下交换反应缓慢ꎬ表现出经典热固性高分

子材料的特点ꎻ在加热时通过动态共价键的交换

反应改变网络拓扑结构ꎬ使材料可以像粘弹性液

体一样流动ꎬ表现出热塑性高分子材料的特

点[４１]ꎮ 得益于上述优点ꎬ类玻璃高分子具有可焊

接、可回收、可重塑、可降解等特性[４２￣４４]ꎮ 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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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共价键的交换反应包括需要催化剂辅助的酯

基、羧基和氨基的交换反应ꎬ无催化的氨基、酯基、
烷基和酰胺基的交换反应以及二硫键和亚胺键的

交换反应[４５]ꎮ

图 １１　 ａ.热固性树脂、热塑性树脂和 Ｖｉｔｒｉｍｅｒ 分子间

拓扑结构的差异[４１]ꎻｂ.常见的动态共价键的交换反应[４５]

Ｆｉｇ.１１　 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ｔｓꎬｔｈｅｒｍ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ꎬａｎｄ ｖｉｔｒｉｍｅｒｓ[４１] ꎻｂ.Ｃｏｍｍ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ｖａｌｅｎｔ ｂｏ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４５]

大多数生物基原料在合成类玻璃高分子时需

要对其进行繁杂的化学修饰ꎬ以提供多个活性反

应位点ꎬ而甘草酸分子本身就含有多个羟基和羧

基ꎬ在加热条件下可直接与环氧发生固化反应ꎮ
利用这一特点ꎬ本课题组以甘草酸和环氧大豆油

(ＥＳＯ)为原料ꎬ合成了全生物基类玻璃高分子

(ＥＳＯ / ＧＬꎬ见图 １２) [４６]ꎮ 具体来讲ꎬ甘草酸分子

中的 ３ 个羧酸基团直接与 ＥＳＯ 中环氧基团发生

反应ꎬ交联形成三维网络ꎮ 甘草酸独特的刚性骨

架赋予 ＥＳＯ / ＧＬ 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力学性能ꎮ 更

为重要的是ꎬ甘草酸中多个羟基有助于酯交换反

应的发生ꎬ降低反应活化能ꎬ诱导拓扑网络结构重

排ꎬ使 ＥＳＯ / ＧＬ 表现出良好的焊接、修复和形状记

忆性能ꎬ可以在乙二醇中回收和降解ꎮ 此外ꎬ
ＥＳＯ / ＧＬ 也可用作可修复、可回收的高性能粘合

剂ꎮ 这项工作为制备全生物基类玻璃高分子提供

一种有效策略ꎮ

图 １２　 甘草酸和大豆油的化学结构、固化过程及

ＥＳＯ / ＧＬ 网络拓扑重排过程示意图[４６]

Ｆｉｇ.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ＳＯ ａｎｄ ＧＬꎬｃｕ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ＳＯ / Ｇ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４６]

目前ꎬ基于酯交换反应类玻璃高分子中的一

个难题是如何同时实现材料的良好力热性能和拓

扑网络的快重排ꎮ 甘草酸特殊的分子结构为解决

上述难题提供了可能ꎮ 甘草酸的刚性骨架可以提

高玻璃化转变温度 Ｔｇꎬ赋予类玻璃高分子良好的

力学性能和热性能ꎬ同时分子中多个羟基、羧基以

及基团间较近的空间距离又削弱了刚性骨架对网

络重排的不利影响ꎮ 为此ꎬ本课题组利用甘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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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癸二酸(ＳＡ)作固化剂ꎬ合成了 ５ 个具有不同甘

草酸和癸二酸物质的量比的环氧类玻璃高分子

(Ｖ１~Ｖ５ꎬ见图 １３) [４７]ꎮ 结果显示ꎬ随着甘草酸含

量的增加ꎬＶ１~Ｖ５ 的 Ｔｇ 从 ３１ ℃升至 ８９ ℃ꎬ拉伸

强度和杨氏模量也显著提高ꎮ Ｖ１ ~ Ｖ４ 在 １８０ ℃
下应力松弛时间从 ３９０ ｓ 减少到 １３０ ｓꎬ而 Ｖ５ 略

有增加 ( １９０ ｓ)ꎮ 其中ꎬ Ｖ４ 的 Ｔｇ 为 ６１ ℃ꎬ在

１８０ ℃时松弛时间仅为 １３０ ｓꎬ完全松弛时间为

３５０ ｓꎬ而且在室温下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ꎬ能在

１３０ ℃下实现快速焊接、再加工、修复、回收和化

学降解ꎮ 该工作同时实现了类玻璃高分子的良好

力热性能和快速网络重排ꎬ为设计和制备高性能、
多功能类玻璃高分子提供了一种绿色的方法ꎮ

图 １３　 类玻璃高分子 Ｖ１~Ｖ５ 的网络结构及

单体的化学结构[４７]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ｍ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Ｖ１~Ｖ５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ｏｍｅｒｓ[４７]

可见ꎬ以甘草酸为原料的类玻璃高分子兼具

热固性树脂和热塑性塑料的优点ꎬ减少了不可再

生资源的消耗ꎬ在材料加工、回收和降解过程中实

现低能耗ꎮ 未来ꎬ以甘草酸基类玻璃高分子为代

表的生物基材料将朝着高性能、低成本和绿色

加工工艺方向发展ꎬ替代不可回收、不易降解的

热固性树脂在多领域的应用ꎬ实现节能减碳的

远景目标ꎮ

４　 结论与展望

得益于天然甘草酸的优异表面活性、自组装

性、内在还原性、刚性骨架、多反应位点和生物相

容性等特点ꎬ一系列甘草酸基功能材料在近年来

被成功开发ꎬ如食品级乳液和泡沫稳定剂、农药助

剂、生物 ３Ｄ 打印材料、刺激响应性材料、催化剂

载体、柔性可穿戴应变传感器以及类玻璃高分子

等ꎮ 但目前人们对甘草酸分子结构和性能的开发

仍不充分ꎬ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探究ꎬ以期

获得性能更优异、功能更丰富的甘草酸基材料:
(１)利用甘草酸分子的表面活性和自组装能力ꎬ
选取合适的基团对其进行修饰ꎬ使甘草酸具有刺

激响应性或在界面处聚合ꎬ获得控制药物智能释

放的添加剂ꎻ(２)利用甘草酸分子中的羧基作为

质子酸引发导电高分子的聚合ꎬ获得兼具良好力

学性能和电学性能的导电高性能凝胶ꎻ(３)利用

甘草酸纳米纤维的螺旋结构和可修饰性ꎬ以及双

网络凝胶材料的良好力学性能和比表面积大等特

点ꎬ通过改变修饰单元的种类以获得可催化多种

反应的连续流反应器ꎻ(４)利用甘草酸的刚性骨

架和多个反应位点ꎬ通过改变原料种类和配比等

方法获得力热性能更佳的类玻璃高分子ꎬ亦可以

与纤维复合形成高性能树脂基复合材料ꎮ 受此启

发ꎬ其他与甘草酸生物同源的萜烯类生物基单体ꎬ
也将被逐步研究和开发ꎬ为新型生物基材料的开

发与实用化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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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环与非稠环芳烃对大鼠致癌性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

李非凡１ꎬ范腾蛟１ꎬ２ꎬ孙国辉∗１ꎬ赵丽娇１ꎬ钟儒刚１

(１.北京工业大学 环境与生命学部 环境与病毒肿瘤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４ꎻ
２.北京医药职工大学 医学技术系ꎬ北京　 １０００７９)

摘要:稠环与非稠环芳烃(ＦＮＦＡＨｓ)的致癌性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ꎮ 用传统实验测试方法进行毒理学研究成本昂贵、
耗时ꎬ且涉及伦理问题ꎮ 因此ꎬ用于致癌性预测的定量构效关系(ＱＳＡＲ)等计算机替代方法受到了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ꎮ
根据严格的 ＯＥＣＤ 指南ꎬ基于 ２Ｄ 分子描述符采用遗传算法(ＧＡ)结合多元线性回归(ＭＬＲ)方法建立了 ＦＮＦＡＨｓ 对雌性

大鼠、雄性大鼠和大鼠的致癌性 ＱＳＡＲ 模型ꎬ所有模型均通过国际广泛接受的内部和外部验证指标ꎬ并进行应用域(ＡＤ)
分析ꎮ 同时ꎬ机理解释确定了结构信息(描述符)和致癌性之间的详细关系ꎮ 此外ꎬ还首次应用所建立的模型预测了没

有实验值的真实外部集化合物的致癌效力ꎮ 就监管目的而言ꎬ所构建的模型在其 ＡＤ 内可用于预测新的或未经测试的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性ꎮ
关键词:稠环与非稠环芳烃ꎻ致癌性ꎻ替代方法ꎻ定量构效关系ꎻ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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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鼠致癌性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 Ｊ]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
４４(７):９９０￣１０００ꎮ

　 　 在全球各国ꎬ癌症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ꎬ也是阻碍寿命延长的关键因素[１]ꎮ 根据世卫

组织«２０２０ 年全球健康评估»ꎬ在 １８５ 个国家中ꎬ
癌症成为 ７０ 岁以下人群死亡的第一或第二大死

因的有 １１２ 个国家ꎬ第三或第四大死因的有 ２３ 个

国家[２]ꎮ 事实上ꎬ许多癌症死亡可归因于潜在的

可改变的风险因素ꎬ如果能够对致癌物和致癌机

制充分理解ꎬ并作出有效的预防策略ꎬ就可以避免

一半的肿瘤发生[３ꎬ４]ꎮ 在这些风险因素中ꎬ接触

外源性化学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ꎮ 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ＩＡＲＣ)列出了很多对人类有致癌危害

的环境因素ꎬ其中许多是被作为致癌物的有机化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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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５]ꎮ 化学致癌物是指凡能引起动物和人类

肿瘤以及增加其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化合物ꎮ
稠环与非稠环芳烃(ＦＮＦＡＨｓ)是一类重要的

环境有机污染物ꎬ通常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苯环ꎬ
由于它们是化学致癌物中的最大类别ꎬ因此受到

了广泛关注[５]ꎮ ＦＮＦ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有机物的不

完全燃烧、烟草、药物、农药、农业肥料与工业涂料

等[６]ꎮ ＩＡＲＣ 已将几种 ＦＮＦＡＨｓ 确定为 １ 类(例
如苯并[ａ]芘、联苯胺)或 ２Ａ 类(例如 １￣硝基芘、
四溴双酚 Ａ)致癌物ꎮ 一些含有 ＦＮＦＡＨｓ 的混合

物ꎬ例如 ＰＭ２ ５和柴油发动机废气ꎬ也被 ＩＡＲＣ 归

类为 １ 类致癌物[５]ꎮ 另一方面ꎬＦＮＦＡＨｓ 难以分

解ꎬ因此它们在环境(空气、水、土壤、沉积物和食

物)中广泛分布ꎮ 除了致癌性外ꎬ还观察到了

ＦＮＦＡＨｓ 的其他不良反应ꎬ如内分泌干扰、急性毒

性、过敏反应和皮肤或眼睛刺激等[６ꎬ７]ꎮ 在这种

情况下ꎬＦＮＦＡＨｓ 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污染空气、水
体和食物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潜在危害ꎮ

通常ꎬ致癌物的鉴定来自人类流行病学调查、
长期动物生物学分析、致突变性试验、毒代动力学

以及相关的癌症机制研究[８ꎬ９]ꎮ 长期动物试验测

定是确定化学品致癌性的常用方法ꎬ最终目的是

评估其对人类的致癌风险ꎬ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ꎬ关于化学品对人类致癌性的可用数据较少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缺少人类致癌性数据前提下ꎬ来
自动物试验的数据可以认为是致癌性的明确证

据[９]ꎮ 在现阶段ꎬ我们对致癌性的了解仅依赖于

啮齿类动物致癌性研究的数据ꎮ 然而ꎬ用于研究

致癌性的动物实验方法存在以下局限性:１)耗时

(通常为 １８ ~ ３６ 个月)ꎬ且单一标准测试极其昂

贵ꎻ２)动物福利和伦理问题ꎬ其必须涉及大量动

物才能保证统计上具有显著结果ꎮ
鉴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ꎬ减少

动物试验并支持 ３Ｒ(减少、替换、优化)原则ꎬ大
规模动物试验不适合用于大量化学品致癌性的鉴

定[１０]ꎮ 因此ꎬ定量构效关系(ＱＳＡＲ)等计算机模

拟 方 法 被 视 为 潜 在 的 毒 性 预 测 的 替 代 方

法[８ꎬ１１ꎬ１２]ꎮ ＱＳＡＲ 预测可用于筛选目的ꎬ在药物开

发的早期阶段ꎬ甚至在化学合成之前对化学品进

行优先排序[１１ꎬ１３]ꎮ 尤其在制药行业ꎬ通过 ＱＳＡＲ
方法初步筛选出具有致癌性的候选药物ꎬ可避免

后期大量成本损失[１１ꎬ１４]ꎮ 目前ꎬ一些国际立法、
机构和组织均支持、认可和推荐在监管框架下使

用 ＱＳＡＲ 方法进行毒性预测ꎬ例如欧盟 ＲＥＡＣＨ

(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立法、ＩＣＨ(国际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Ｍ７ 指南、美国 ＦＤＡ、
美国 ＥＰＡ、欧洲替代方法验证中心(ＥＣＶＡＭ)、美
国毒物和疾病登记署(ＡＴＳＤＲ)、欧洲药品评估机

构(ＥＵ￣ＥＭＥＡ)、欧洲化学品管理局(ＥＣＨＡ)、日
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Ｊａｐａｎ￣ＰＭＤＡ)、澳大利

亚环境局(ＡＥＡ)等[１１]ꎮ 为了增加 ＱＳＡＲ 模型的

接受度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专门制定

了 ＱＳＡＲ 验证的五项原则供监管使用ꎬ即:(１)定
义明确的终点ꎻ(２)明确的算法ꎻ(３)明确的适用

范围ꎻ( ４) 适当的拟合度、稳健性和预测能力ꎻ
(５)尽可能对毒性机理作出解释[１５]ꎮ

截至目前ꎬ关于化学品对啮齿动物致癌性预

测模型的报道ꎬ可分为 ３ 类[８]:(１)定性的构效关

系(ＳＡＲ)模型ꎬ通常为二分类模型(将化学品预

测为致癌物或非致癌物)ꎻ(２)ＱＳＡＲ 模型(预测

为连续数值)ꎻ(３)专家系统ꎮ ＳＡＲ 模型通常将化

学品识别为致癌物或非致癌物ꎬ并给出存在或不

存在与致癌性相关的结构警报ꎬ因此具有重要作

用[１６￣１８]ꎮ 目前已经建立了几个针对非同类化学

品的全局 ＱＳＡＲ 模型[１９ꎬ２０]ꎬ但与同类化学品的局

部 ＱＳＡＲ 模型相比ꎬ它们的预测能力通常较弱ꎬ且
缺乏毒性机理的解释[４ꎬ８]ꎮ 此外ꎬ虽然已经建立

了许多同类化学品的全局 ＱＳＡＲ 预测模型ꎬ例如

硝基、芳香胺、Ｎ￣亚硝胺和芳香氮化合物[８ꎬ２１￣２６]ꎬ
但据我们所知ꎬＦＮＦＡＨｓ 对啮齿类动物的致癌性

ＱＳＡＲ 模型尚未见报道ꎬ少数可用模型都是分类

模型[２７]ꎮ
在本研究中ꎬ针对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性进行了

标准 ＱＳＡＲ 建模ꎬ选择不同性别的大鼠作为研究

对象ꎬ因为与其他动物相比ꎬ大鼠的致癌性数据最

丰富ꎮ 本文主要目标包括:(１)建立用于预测未

经测试或新设计的 ＦＮＦＡＨｓ 致癌性的 ＱＳＡＲ 模

型ꎻ(２)解释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机制ꎻ(３)用于监管

目的的致癌性风险评估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 １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根据 ＯＥＣＤ 原则 １“ＱＳＡＲ 应具有明确定义的

终点” [１５]ꎬ本研究的终点是致癌剂量(ＴＤ５０)ꎬＴＤ５０

表示使没有肿瘤的物种在其标准寿命结束时ꎬ一
半试验动物发生肿瘤的药物剂量ꎬ以 ｍｇ / ｋｇ 体

重 /天(ｍｇ / ｋｇ / ｄ)为单位ꎮ 致癌性数据是从致癌

效力数据库(ＣＰＤＢ)中收集得到ꎬ该数据库包含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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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对 １ ５４７ 种化学物质进行的

６ ５４０ 次慢性、长期动物癌症试验结果ꎮ ＣＰＤＢ 中

癌症测试涉及大鼠、小鼠、仓鼠、狗和非人类灵长

类动物ꎬ总共包含了 ３５ 个靶器官(如肝脏、肺、皮
肤) [２８ꎬ２９]ꎮ 本研究将肝脏作为靶点ꎬ其肿瘤类型

为混合型(多于一种肿瘤类型)ꎬ以大鼠作为研究

目标ꎬ按性别细分了数据ꎬ排除所有有机盐、混合

物、聚合物和金属配合物后ꎬ 将所有 ＴＤ５０ 值

(ｍｇ / ｋｇ / ｄ)转换为物质的量单位(ｍｏｌ / ｋｇ / ｄ)ꎬ然
后再进行负对数的转换( －ｌｏｇＴＤ５０或 ｐＴＤ５０)ꎮ 与

ＴＤ５０值相比ꎬｐＴＤ５０ 值与致癌效力呈正相关ꎮ 最

终ꎬ获得了如表 １ 所示的 ３ 个 ＱＳＡＲ 模型ꎮ
表 １ 　 ＦＮＦＡＨｓ 致癌性数据集汇总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ｏｆ ＦＮＦＡＨｓ

ＦＮＦＡＨｓ 的数据细分

用于 ＱＳＡＲ 建模的
ＦＮＦＡＨｓ 数据集

雌性大鼠
(ＲＦ)

雄性大鼠
(ＲＭ)

大鼠
(Ｒ)

总数量 ３３ ４３ ５２
训练集化合物个数(Ｎｔｒ) ２５ ３３ ４０
测试集化合物个数(Ｎｔｅｓｔ) ８ １０ １１
真实外部集化合物个数(Ｎｔｒｕｅ) １４２ １３２ １２４

１ ２ 　 描述符计算和数据集划分

从 ＰｕｂＣｈｅｍ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ｃｈｅｍ.ｎｃｂｉ.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 下载 ＦＮＦＡＨｓ 的 化 学 结 构ꎬ 并 通 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ｏｏ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ｏｏｋ.ｃｏｍ)、
Ｃｈｅｍ ＩＤ ｐｌｕ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ｅｍ.ｎｌｍ.ｎｉｈ. ｇｏｖ / ｃｈｅｍｉｄ￣
ｐｌｕｓ / )等在线数据库进行交叉检查ꎮ 在计算描述

符之前ꎬ通过 Ｃｈｅｍ Ｂｉｏ Ｄｒａｗ Ｕｌｔｒａ１４ ０ 软件的 ３Ｄ
模块对结构进行了优化ꎮ 鉴于致癌终点的复杂

性ꎬ联合了由 ＤＲＡＧＯＮ[３０] 和 ＰａＤＥ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３１]

软件计算的 Ｄｒａｇｏｎ 和 ＰａＤＥＬ 描述符来表征化合

物的结构特征ꎬ以更充分提取隐藏的重要结构信

息ꎮ 为便于机理解释ꎬ仅计算了具有明确物理化

学意义的 ２Ｄ 描述符用于模型的建立ꎬ删除常量

或接近常量以及高度相关的描述符(相关系数

>０ ９８)以减少冗余变量信息[３２ꎬ３３]ꎮ 为了获得预

测质量更高的 ＱＳＡＲ 模型ꎬ本研究中使用 ３ 种划

分技术将每个数据集大约以 ３ ∶１的比例划分为训

练集和测试集ꎬ即 １)按效应值排序(ＯＲｅｓ)ꎻ２)按
结构相似性(ＯＳｔｒ)排序ꎻ３)随机(测试集化合物

约为 ２５％)(Ｒｎｄ) [３２ꎬ３３]ꎮ 为避免可能的偏差ꎬ使
用未参与模型建立的测试集化合物进行模型的外

部验证ꎮ 按 ＯＲｅｓ 方法进行划分时ꎬ根据化合物

致癌效力 ｐＴＤ５０值的递增进行排序ꎬ依次将每 ４ 个

化合物中的 ３ 个置于训练集ꎬ１ 个置于测试集ꎬ且
具有最大 ｐＴＤ５０值和最小 ｐＴＤ５０值的化合物被放

入训练集以覆盖整个效应范围ꎻ对于 ＯＳｔｒ 划分ꎬ
化合物按所有描述符的第一轴主成分(ＰＣ１)分数

排序ꎬ同样将每 ４ 个化合物中的 ３ 个置于训练集ꎬ
１ 个置于测试集ꎬ将具有最大和最小 ＰＣ１ 分数的

化合物放入到训练集ꎮ 数据集划分和模型的建立

均在 ＱＳＡＲＩＮＳｖ２ ２ ４ 软件中进行ꎬ以确保最终的

模型具有稳健性和外部预测性[３２ꎬ３３]ꎮ
１ ３ 　 描述符选择和模型建立

商业模型中的算法信息通常不公开ꎬ为了保

证模型算法的透明度并允许他人重现模型ꎬ根据

ＯＥＣＤ 原则 ２“ＱＳＡＲ 模型要有明确的算法” [１５]ꎬ
使用 ＱＳＡＲＩＮＳ 软件中包含的遗传算法￣变量子集

选择(ＧＡ￣ＶＳＳ)模块进行变量的筛选ꎬ采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ＯＬＳ)结合多元线性回归(ＭＬＲ)来建

立 ＱＳＡＲ 模型ꎮ 在描述符选择过程中ꎬ留一法交

叉验证相关系数(Ｑ２
ＬＯＯ)作为适应度函数来评价

模型的鲁棒性ꎮ 应用 ＱＵＩＫ(Ｑ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Ｋ)规则来避免多重共线性ꎬ阈值为 ０ ０５[３２]ꎮ 根

据符合经验法则(也称为 Ｔｏｐｌｉｓｓ 比)ꎬ训练集化合

物的数量与所选描述符的数量之比至少应大于

５ꎬ以避免偶然相关的可能性[１３ꎬ１５ꎬ３４]ꎮ 每个模型中

遗传代数、种群大小和突变率的值分别设置为

２ ０００、２００ 和 ５０ꎮ
１ ４ 　 模型性能评估

根据 ＯＥＣＤ 原则 ４“ＱＳＡＲ 模型应该具有适当

的拟合度、稳健性和预测能力” [１５]ꎬ本研究中采用

最先进的内部和外部验证指标来评估所建立模型

的预测性能ꎮ 模型稳健性和拟合优度分别通过

Ｑ２
ＬＯＯ和决定系数 Ｒ２(包括 Ｒ２

ａｄｊ)进行评价ꎬ通过 Ｙ
随机化测试(其中 ｐＴＤ５０值随机排列ꎬ而描述符矩

阵不变)用来检验模型的可靠性[３５￣３７]ꎮ
通过计算不同的统计参数ꎬ如 Ｑ２

Ｆ１、Ｑ２
Ｆ２、Ｑ２

Ｆ３、
Ｒ２

ｔｅｓｔ、ｒ２ｍ(ｔｅｓｔ)、Δｒ２ｍ(ｔｅｓｔ)以及测试集的一致性相关系数

(ＣＣＣ ｔｅｓｔ)来进行外部验证[３５ꎬ３９]ꎮ 此外ꎬ使用均方

根误差(ＲＭＳＥ)来评估模型的预测精度ꎮ 基于平

均绝对误差(ＭＡＥ)ꎬ将模型的预测质量评估为

“好”、 “中等” 和 “差” ３ 个等级ꎮ 使用 “ 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ｕｓ” 软件对模型的质量进行分类

(ｈｔｔｐｓ: / / ｄｔｃｌａｂ.ｗｅｂｓ.ｃｏｍ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ｏｌｓ) [３８]ꎮ
１ ５ 　 应用域分析

根据 ＯＥＣＤ 原则 ３“ＱＳＡＲ 模型应该具有定义

明确的适用性域” [１５]ꎬ只有当化合物在模型的应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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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域(ＡＤ)内时ꎬ基于模型的预测才是可靠的ꎮ 本

研究采用杠杆法结合标准化残差法来定义 ＡＤꎮ
如果一个化合物的杠杆值 ｈ 大于阈值 ｈ∗ꎬ则为结

构异常值ꎮ 阈值 ｈ∗定义为 ３(ｐ＋１) / ｎꎬ其中 ｐ 是

模型中描述符的数量ꎬｎ 是训练集化合物的数量ꎮ
高于 ３ 倍标准化残差的数据点ꎬ视为效应异常

值[３２]ꎮ 通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图可视化结构异常值和效

应异常值ꎬ需要注意的是ꎬ有的化合物即使 ｈ>ｈ∗ꎬ
但由于其标准化残差可能很小ꎬ所以不被认为是

异常值ꎮ
Ｉｎｓｕｂｒｉａ 图用于可视化预测的外推程度ꎬ即预

测可靠性ꎬ尤其是在评估真实外部集化合物(没
有具体实验值的化合物)的预测质量时具有重要

作用[３２ꎬ３３ꎬ３９]ꎮ 本研究为每个 ＱＳＡＲ 模型收集了真

实外部集化合物ꎬ如果真实外部集中化合物的 ｈ>
ｈ∗ꎬ则其预测结果具有低置信度ꎬ预测不可靠ꎮ
１ ６ 　 使用 ＭＣＤＭ 选择最佳 ＱＳＡＲ 模型

在内部和外部验证的基础上ꎬ利用 ＱＳＡＲＩＮＳ
软件中的多准则决策(ＭＣＤＭ)程序对模型性能按

０ ( 最 差 ) 到 １ ( 最 好 ) 的 分 数 进 行 排 名[４１]ꎮ
ＭＣＤＭｆｉｔ是依据 Ｒ２、Ｒ２

ａｄｊ、ＣＣＣ ｔｒ的最大值和 Ｒ２￣Ｒ２
ａｄｊ

的最小值进行选择得到的ꎬＭＣＤＭｅｘｔ 是依据 Ｑ２
Ｆ１、

Ｑ２
Ｆ２、Ｑ２

Ｆ３和 ＣＣＣ ｔｅｓｔ的最大值选择得到的ꎮ 最终根据

ＭＣＤＭｆｉｔ和ＭＣＤＭｅｘｔ确定最佳的 ＱＳＡＲ 模型ꎬ同时这

些模型符合 ＯＥＣＤ 原则以及各种验证标准[１５ꎬ３２]ꎮ
１ ７ 　 使用 ＱＳＡＲ 模型筛选未经测试的化合物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预测真实外部集化

合物(未经测试的化合物) 的致癌效力ꎮ 对于

ＲＦ、ＲＭ 和 Ｒ 模型ꎬ真实外部集中的化合物数量

分别为 １４２、１３２ 和 １２４(见表 １)ꎮ 使用“预测可

靠 性 指 标 ” 工 具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ｔｃｌａｂ. ｗｅｂｓ. ｃｏｍ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ｏｌｓ)来检查每个真实外部集化合物的预

测置信度ꎬ并将其预测质量评价为“好”、“中等”
和“坏”ꎬ其综合得分分别为 ３、２ 和 １[４０]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化学多样性分析

一般而言ꎬ数据集中化合物结构多样性越高ꎬ
模型应用范围越广泛ꎮ 表 １ 所示为最优 ＲＦ 模型

(Ｎｔｒ ＝ ２５、Ｎｔｅｓｔ ＝ ８、Ｎｔｒｕｅ ＝ １４２)、ＲＭ 模型(Ｎｔｒ ＝ ３３、
Ｎｔｅｓｔ ＝ １０、Ｎｔｒｕｅ ＝ １３２)和 Ｒ 模型(Ｎｔｒ ＝ ４０、Ｎｔｅｓｔ ＝ １１、
Ｎｔｒｕｅ ＝ １２４)的数据集分布情况ꎮ 如图 １ 所示ꎬ所
有测试集、真实外部集化合物与训练集化合物共

享相似的化学空间ꎬ说明本文建立的模型具有广

泛的 ＡＤꎮ

ａ.雌性大鼠 ＱＳＡＲ 模型ꎻｂ.雄性大鼠 ＱＳＡＲ 模型ꎻ
ｃ.大鼠 ＱＳＡＲ 模型

图 １　 ＱＳＡＲ 模型中训练集、测试集、真实外部

集中化合物的化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ｓｔ / ｔｒｕ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２ ２ 　 ＦＮＦＡＨｓ 对大鼠致癌性的 ＱＳＡＲ 模型

根据 ＯＥＣＤ 的 ＱＳＡＲ 验证指南[１５]ꎬ针对 ３ 个

致癌终点分别进行了 ＱＳＡＲ 建模ꎮ 从统计参数上

看ꎬ所建立的 ＦＮＦＡＨｓ 致癌性 ＱＳＡＲ 模型具有拟

合优度高、鲁棒性和预测性强的特点ꎬ可用于填补

致癌性的数据空白ꎮ 模型能够解释的训练集方差

(Ｒ２)为 ０ ７２７ ４~０ ８１７ ０(Ｑ２
ＬＯＯ为 ０ ５０４ ８~０ ６９３ ０)ꎬ

测试集方差(Ｒ２
ｔｅｓｔ)为 ０ ７９８ ６~０ ９５６ １ꎬ表明模型

有很强的预测能力ꎮ Ｙ 随机化验证给出了较低的

Ｑ２
Ｙｓｃｒ(－ ０ ３４４ ５ ~ － ０ ５９５ ３) 和 Ｒ２

Ｙｓｃｒ ( ０ １７９ ２ ~
０ ２０４ ７)值ꎬ表明模型不是偶然生成的ꎮ 此外ꎬ测
试集的各种外部验证指标都令人满意(如 Ｑ２

Ｆ１ ＝
０ ７５６ ０ ~ ０ ８９７ ２、Ｑ２

Ｆ２ ＝ ０ ７５５ ９ ~ ０ ８９５ ５、Ｑ２
Ｆ３ ＝

０ ８５７ ２ ~ ０ ９２６ ３、ＣＣＣ ｔｅｓｔ ＝ ０ ８６３ ４ ~ ０ ９５４ ７ꎬ
ＲＳＭＥ ｔｅｓｔ ＝ ０ ４７４ ７ ~ ０ ６７２ ３ꎬＭＡＥ ｔｅｓｔ ＝ ０ ３６５ ９ ~
０ ５６８ ６)ꎮ
２ ２ １ 　 雌性大鼠(ＲＦ)ＱＳＡＲ 模型

基于 Ｒｎｄ 划分获得的 ＲＦ 模型(Ｎｔｒ ＝ ２５、Ｎｔｅｓｔ ＝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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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效果最好ꎬ如等式 ( １) 所示ꎬ模型可以解释

８１ ７％ 的 训 练 集 方 差 ( Ｑ２
ＬＯＯ ＝ ６９ ３％)ꎬ 以 及

９５ ６１％的测试集(Ｒ２
ｔｅｓｔ)方差ꎮ 使用 Ｒｏｙ 等[３８] 提

出的基于 ＭＡＥ 的评价标准ꎬ模型的预测质量被评

价为“好”ꎮ 该模型中共选择了 ５ 个描述符ꎬ即
ＭＡＴＳ５ｍ、ＭＡＴＳ６ｖ、ｍｉｎｓＣＨ３、ｎＡｔｏｍＰ 和 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ꎬ
且描述符之间的相关性很弱ꎮ

ｐＴＤ５０ ＝ ４ ８３１ ４ ＋ ５ １８１ ９ＭＡＴＳ５ｍ ＋ ７ ２７６ １ＭＡＴＳ６ｖ －

０ ７０６ ３ｍｉｎｓＣＨ３ － ０ ０８６ ６ｎＡｔｏｍＰ ＋ ３ ３６８ ４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

Ｎｔｒ ＝ ２５ꎬＮｔｅｓｔ ＝ ８ꎬＲ２ ＝ ０ ８１７ ０ꎬＱ２
ＬＯＯ ＝ ０ ６９３ ０ꎬ

Ｒ２
ｔｅｓｔ ＝ ０ ９５６ １ꎬＱ２

Ｆ１ ＝ ０ ８９７ ２ꎬＱ２
Ｆ２ ＝ ０ ８９５ ５ꎬ

Ｑ２
Ｆ３ ＝ ０ ９２６ ３ꎬＣＣＣｔｅｓｔ ＝ ０ ９５４ ７ꎬＲＭＳＥｔｅｓｔ ＝ ０ ４７４ ７ꎬ

ＭＡＥｔｅｓｔ ＝ ０ ３６５ ９ꎬ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９３３ ４ꎬΔ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０３８ ４ꎬ

ＴＳＲ ＝ ８ ８０２ ７ꎬＭＡＥ９５％ ｔｅｓｔ ＋ ３∗ＳＤ９５％ ｔｅｓｔ ＝ １ ０７８ １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 Ｇｏｏｄ (１)

　 　 根据变量重要性图(ＶＩＰ)(图 ２ａ)ꎬ模型中最

重要的描述符(ＶＩＰ 分数≥１ ０) 是 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
ＭＡＴＳ６ｖ 和 ＭＡＴＳ５ｍꎮ 次要的描述符(ＶＩＰ 分数

ａ.雌性大鼠模型ꎻｂ.雄性大鼠模型ꎻｃ.大鼠模型

图 ２　 ３ 个 ＱＳＡＲ 模型的变量重要性图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Ｑ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１ ０)是 ｎＡｔｏｍＰ 和 ｍｉｎｓＣＨ３ꎮ 同样ꎬ从载荷图

(图 ３ａ ) 可 以 看 出ꎬ 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 ＭＡＴＳ６ｖ 和

ＭＡＴＳ５ｍ 对雌性大鼠的致癌性贡献最大ꎬ因为它

们靠近预测的效应值而远离坐标原点ꎬ而 ｎＡｔｏｍＰ
和 ｍｉｎｓＣＨ３ 则反之ꎮ

ａ.雌性大鼠模型ꎻｂ.雄性大鼠模型ꎻｃ.大鼠模型

图 ３　 ３ 个 ＱＳＡＲ 模型的载荷图

Ｆｉｇ.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Ｑ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正如 ＯＥＣＤ 原则 ５ 所述ꎬ “如果可能ꎬ 对

ＱＳＡＲ 模型的毒性机理作出解释” [１５]ꎮ ＲＦ 模型

中的描述符分为两类ꎬ第一类描述符与致癌性呈

正相关ꎬ如 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ＭＡＴＳ５ｍ 和 ＭＡＴＳ６ｖꎬ从定

义来看ꎬ它们显然有助于增加分子的亲脂性(疏
水性)ꎬ因此这些描述符的值越高意味着致癌性

越强ꎬ反之亦然ꎮ 另一类描述符与致癌性呈负相

关ꎬ如赋予极性特征的 ｍｉｎｓＣＨ３ 和 ｎＡｔｏｍＰꎮ 如下

页图 ４ａ 所示ꎬ具有高 ｎＦＧ１２Ｒｉｎｇ 值的化合物 ５９
(２ꎬ３ꎬ７ꎬ８￣四氯二苯并对二英)具有高致癌效力

(ｐＴＤ５０ ＝ ９ ４０)ꎬＭＡＴＳ６ｖ 和 ＭＡＴＳ５ｍ 值相对较高

的化合物 ６(ＭＡＴＳ６ｖ ＝ ０ １４５ꎬｐＴＤ５０ ＝ ０ ７６)和化

合物 ４９(ＭＡＴＳ５ｍ＝ ０ ２５８ꎬｐＴＤ５０ ＝ ４ ００)也具有高

的致癌性ꎮ 相反ꎬ具有高 ｎＡｔｏｍＰ 值(２２)的化合

物 ５４(槲皮素)和高 ｍｉｎｓＣＨ３ 值(１ ５１)的化合物

６３(分散黄 ３)显示出了低致癌性( ｐＴＤ５０ 分别为

０ ６０ 和 ０ ７６)(见图 ４ｂ)ꎮ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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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与雌性大鼠致癌性成正相关的描述符ꎻ
ｂ.与雌性大鼠致癌性成负相关的描述符

图 ４　 描述符对 ＦＮＦＡＨｓ 雌性大鼠致癌性的

可能机制解释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ＮＦＡＨ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

从预测值与实验值的线性图 (图 ５ａ)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图(图 ５ｂ)中可以直观的观察模型的预测

质量ꎮ 结果显示ꎬＲＦ 模型中没有效应异常值ꎬ只

ａꎬｂ.ＲＦ 模型ꎻｃꎬｄ.ＲＭ 模型ꎻｅ.ｆ.Ｒ 模型

图 ５　 不同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验值的散点图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ＴＤ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发现一个化合物的 ｈ 值大于 ｈ∗ꎬ属于结构异常

值ꎬ但其预测残差很小ꎬ说明模型的预测是可

靠的ꎮ
２ ２ ２ 　 雄性大鼠(ＲＭ)ＱＳＡＲ 模型

基于 ＯＲｅｓ 划分获得的 ＲＭ 模型 (Ｎｔｒ ＝ ３３、
Ｎｔｅｓｔ ＝ １０)效果最好ꎬ如等式(２)所示ꎬ它可以解释

训练集的 ６２ ５６％的方差(删除严重影响回归质

量的化合物 ２５ 后ꎬＱ２
ＬＯＯ为 ５０ ４８％)ꎬ以及 ７１ ８３％

的测试集方差(Ｒ２
ｔｅｓｔ)ꎮ 基于 ＭＡＥ 标准ꎬＲＭ 模型

的预测质量被评估为“好” [３８]ꎮ 模型中共有 ６ 个

描述符 ( Ｊ ＿Ｄ、ＡＴＳＣ３ｓ、ＧＡＴＳ５ｓ、ＡＴＳｃ４、 ＳＨＡａＣＨ
和 ｍｉｎａａＣＨ)ꎬ且描述符的相关性很低ꎮ

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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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Ｄ５０ ＝ ９ ７６９ ４ － ３ ３９２ ７Ｊ＿Ｄ ＋ ０ ０１９ ４ＡＴＳＣ３ｓ －

０ ５９４ ７ＧＡＴＳ５ｓ － ４ ４００ ７ＡＴＳｃ４ － ０ ８９３ ４ＳＨａａＣＨ ＋

１ ６５３ ４ｍｉｎａａＣＨ

Ｎｔｒ ＝ ３３ꎬＮｔｅｓｔ ＝ １０ꎬＲ２ ＝ ０ ６２５ ６ꎬＱ２
ＬＯＯ ＝ ０ ５０４ ８ꎬ

Ｒ２
ｔｅｓｔ ＝ ０ ７１８ ３ꎬＱ２

Ｆ１ ＝ ０ ６２７ ０ꎬＱ２
Ｆ２ ＝ ０ ６２５ ５ꎬ

Ｑ２
Ｆ３ ＝ ０ ８２０ ３ꎬＣＣＣｔｅｓｔ ＝ ０ ７７５ ７ꎬＲＭＳＥｔｅｓｔ ＝ ０ ７７３ ６ꎬ

ＭＡＥｔｅｓｔ ＝ ０ ７１２ ３ꎬ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６０７ ９ꎬΔ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２０５ ６ꎬ

ＴＳＲ ＝ ９ ３５４ ８ꎬＭＡＥ９５％ ｔｅｓｔ ＋ ３∗ＳＤ９５％ ｔｅｓｔ ＝ １ ５４７ ５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 Ｇｏｏｄ (２)

　 　 根据 ＶＩＰ 图分析(图 ２ｂ)ꎬ模型中最重要的描

述符是 ＳＨＡａＣＨ 和 ＧＡＴＳ５ｓꎬ次要的描述符是

Ｊ＿Ｄ、ＡＴＳｃ４、 ＡＴＳＣ３ｓ 和 ｍｉｎａａＣＨꎮ 根据载荷图

(图 ３ｂ)ꎬＳＨＡａＣＨ 和 ＧＡＴＳ５ｓ 对雄性大鼠的致癌

性影响最大ꎬ这与 ＶＩＰ 图分析的结果一致ꎮ
ＲＭ 模型中描述符可分为两类ꎮ 第一类描述

符与致癌性呈正相关ꎬ包括 ＡＴＳＣ３ｓ 和 ｍｉｎａａＣＨꎬ
其值越大ꎬ化合物的致癌效力越强ꎬ反之亦然ꎮ 另

ａ.与雄性大鼠致癌性成正相关的描述符ꎻ
ｂ.与雄性大鼠致癌性成负相关的描述符

图 ６　 描述符对 ＦＮＦＡＨｓ 雄性大鼠致癌性的

可能机制解释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ＮＦＡＨ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ａｌｅ ｒａｔ

一类描述符与致癌性呈负相关ꎬ包括 ＳＨＡａＣＨ、
Ｊ＿Ｄ、ＧＡＴＳ５ｓ 和 ＡＴＳｃ４ꎮ 如图 ６ａ 所示ꎬ具有高 ｍｉ￣
ｎａａＣＨ 值(１ ９４５)的化合物 ２(２￣乙酰氨基芴)表

现出了高致癌性(ｐＴＤ５０ ＝ ５ ２８)ꎬ具有高 ＡＴＳＣ３ｓ
值(９１ ７０４)的化合物 ４７(２ꎬ３ꎬ７ꎬ８￣四氯二苯并￣ｐ￣
二英)同样具有高 ｐＴＤ５０值(５ ２１)ꎮ 相反ꎬ如图

６ｂ 所示ꎬ化合物 ５０(酚酞)(具有高 ＳＨａａＣＨ 值)、
化合物 １７(氯苯甲酸酯)(具有高 ＧＡＴＳ５ｓ 值)、化
合物 １５(邻苯二甲酸丁苄酯)(具有高 Ｊ＿Ｄ 值)和
化合物 ２８(苯偶姻)(具有高 ＡＴＳｃ４ 值)则显示出

了低致癌性ꎮ
预测值与实验值的线性图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图分别

为图 ５ｃ 和图 ５ｄꎮ 虽然化合物 ２５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回归ꎬ但 ＲＭ 数据集中没有效应异常值ꎮ
观察到 ４ 个训练集化合物(２３、５５、５８ 和 ６６)和一

个测试化合物(６０)的 ｈ 值大于 ｈ∗ꎬ但它们的预

测残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ꎮ
２ ２ ３ 　 大鼠(Ｒ)ＱＳＡＲ 模型

基于 ＯＳｔｒ 划分获得的 Ｒ 模型(Ｎｔｒ ＝ ４０ꎬＮｔｅｓｔ ＝
１１) 效果最好ꎬ如等式 ( ３) 所示ꎬ它可以解释

６２ ７７％的训练集方差(删除严重影响回归的化合

物 ２５ 后ꎬ其 Ｑ２
ＬＯＯ为 ６０ ２３％)ꎬ以及 ７９ ２１％的测

试集方差(Ｒ２
ｔｅｓｔ)ꎮ 基于 ＭＡＥ 标准[３８]ꎬＲ 模型的预

测质量被评价为“好”ꎮ 模型共有 ７ 个描述符ꎬ即
ＳＨＡａＣＨ、ＳＩＣ１、Ｊ＿Ｄ、ＭＡＴＳ５ｍ、ＳｐＭＡＤ＿ＥＡ、ＳＭ０３＿
ＥＡ(ｂｏ)和 ｎＡｒＯＨꎬ且模型方程中描述符具有低相

关性ꎮ
ｐＴＤ５０ ＝ － １７ ７４２ ７ － ０ ６２６ ２ＳＨａａＣＨ ＋ ４ ４０８ ９ＳＩＣ１ －

４ ６５６ ５Ｊ＿Ｄ ＋ ３ ７９０ １ＭＡＴＳ５ｍ ＋ ２５ ０４０ ７ＳｐＭＡＤ＿ＥＡ －

１ ８３０ ７ＳＭ０３＿ＥＡ(ｂｏ) － ０ ５１７ ９ｎＡｒＯＨ
Ｎｔｒ ＝ ４０ꎬＮｔｅｓｔ ＝ １１ꎬＲ２ ＝ ０ ６２７ ７ꎬＱ２

ＬＯＯ ＝ ０ ６０２ ３ꎬ

Ｒ２
ｔｅｓｔ ＝ ０ ７９２ １ꎬＱ２

Ｆ１ ＝ ０ ７８４ ３ꎬＱ２
Ｆ２ ＝ ０ ７８０ ９ꎬ

Ｑ２
Ｆ３ ＝ ０ ８７１ ０ꎬＣＣＣｔｅｓｔ ＝ ０ ８８８ ２ꎬＲＭＳＥｔｅｓｔ ＝ ０ ６３８ ２ꎬ

ＭＡＥｔｅｓｔ ＝ ０ ４９３ ０ꎬ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７１２ １ꎬΔｒ２ｍ(ｔｅｓｔ) ＝ ０ ００５ １ꎬ
ＴＳＲ ＝ ９ ５９９ ０ꎬＭＡＥ９５％ｔｅｓｔ ＋ ３∗ＳＤ９５％ ｔｅｓｔ ＝ １ ５８６ ０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 Ｇｏｏｄ (３)

　 　 根据 ＶＩＰ 分析(图 ２ｃ)ꎬ模型中最重要的描述

符是 ＳＨａａＣＨ 和 ＭＡＴＳ５ｍꎬ次要描述符是 Ｊ ＿Ｄ、
ＳＩＣ１、ｎＡｒＯＨ、ＳＭ０３＿ＥＡ(ｂｏ)和 ＳｐＭＡＤ＿ＥＡꎮ 如载

荷图(图 ３ｃ)所示ꎬＳＨａａＣＨ 和 ＭＡＴＳ５ｍ 对大鼠致

癌性的贡献最大ꎬ与 ＶＩＰ 分析相符ꎮ
Ｒ 模型中出现的描述符分为两类ꎮ 第一类描

述符与致癌性呈正相关ꎬ包括 ＭＡＴＳ５ｍ、ＳＩＣ１ 和

ＳｐＭＡＤ＿ＥＡꎮ ＭＡＴＳ５ｍ 出现在 Ｒ 模型中并不奇

怪ꎬ因为它也是 ＲＦ 模型中的关键变量ꎮ 如图 ７ａ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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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ꎬ 化 合 物 ４９ ( ４ꎬ ４′￣氧 双 苯 胺 ) ( 存 在 高

ＭＡＴＳ５ｍ 值)、化合物 ５８(杂菌素) (具有高 ＳＩＣ４
值)和化合物 ３３(Ｎ￣羟基￣２￣乙酰氨基芴)(存在高

ＳｐＭＡＤ＿ＥＡ 值)表现出了很强的致癌性ꎮ 另一类

描述符与致癌性呈负相关ꎬ包括 ＳＨＡａＣＨ、Ｊ＿Ｄ、
ｎＡｒＯＨ 和 ＳＭ０３＿ＥＡ(ｂｏ)ꎮ 同样ꎬＳＨＡａＣＨ 是 ＲＭ
模型中最重要的描述符ꎬ如图 ７ｂ 所示ꎬ这些描述

符的较高值通常导致较弱的致癌效力ꎬ如化合物

５７(柳氮磺胺吡啶)(存在高 ＳＨａａＣＨ 值)、化合物

１７(氯苄酸盐)(具有高 Ｊ＿Ｄ 值)、化合物 ５４(槲皮

素)(存在 ４ 个芳香羟基)和化合物 ２３(十溴二苯

醚)(具有高 ＳＭ０３＿ＥＡ(ｂｏ)值)ꎮ

ａ.与大鼠致癌性成正相关的描述符ꎻ
ｂ.与大鼠致癌性成负相关的描述符

图 ７　 描述符对 ＦＮＦＡＨｓ 大鼠致癌性的可能机制解释

Ｆｉｇ.７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ＮＦＡＨ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ｔ

从预测值与实验值的线性图 (图 ５ｅ)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图(图 ５ｆ)可以直观的观察到ꎬ测试集中

只有一个化合物 ６４(颜料黄 １２)的 ｈ 值大于 ｈ∗ꎬ

是结构异常值ꎬ但是它的预测残差很小ꎬ表明模型

的预测是可靠性的ꎮ 同时还发现一个效应异常值

(化合物 ２５)的预测标准化残差大于 ３ꎬ对 Ｒ 模型

的拟合优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２ ４ 　 使用建立的 ＱＳＡＲ 模型填补数据空白

建立 ＱＳＡＲ 模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没有实

验值的情况下用于预测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性ꎬ以填

补致癌性数据的空白ꎮ 对于每个数据集ꎬ从 ＣＰ￣
ＤＢ 数据库中收集了真实外部集化合物(见表 １)
并预测了相应的致癌性终点ꎮ 如图 ８ 所示ꎬ
Ｉｎｓｕｂｒｉａ 图中可以直观的观察到 ３ 个 ＱＳＡＲ 模型

对真实外部集化合物具有明显的预测覆盖率ꎮ
ＲＦ、ＲＭ、和 Ｒ 模型的预测覆盖率分别为 ８４ ５％、
８７ １％和 ９３ ５％ꎮ 此外ꎬ根据“预测可靠性指标”
工具[４０]ꎬ将每个化合物的预测质量评价为“好”、
　 　 　 　 　 　表 ２ 　 建立的 ＱＳＡＲ 模型对真实外部集的预测质量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Ｑ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预测质量 雌性大鼠 雌性大鼠 大鼠

数量 １４２ １３２ １２４

好　 １１９ １１３ １２３

中等 １０ ６ １

坏　 １３ １３ ０

ａ.雌性大鼠模型ꎻｂ.雄性大鼠模型ꎻｃ.大鼠模型

图 ８　 ３ 个 ＱＳＡＲ 模型的 Ｉｎｓｕｂｒｉａ 图

Ｆｉｇ.８　 Ｉｎｓｕｂｒｉａ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ＱＳ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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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或“差 /不可靠”ꎮ 根据表 ２ 中列出的预测

结果ꎬ总体来看ꎬ大多数化合物为“好”(>８９ ２％)
或“好 /中等”(>９３ ５％)ꎮ
２ ５ 　 与可用模型进行比较

通过文献调查ꎬ发现一些啮齿动物致癌性预

测的建模方法ꎬ包括“基于知识”的专家系统、基
于分类和回归的方法[４ꎬ８ꎬ１６￣２０ꎬ４１￣４３]ꎮ 由于数据集的

组成、属性和描述符数量、建模算法以及其他评估

指标的不同ꎬ无法直接将本文建立的模型与之前

的模型进行比较ꎮ 但是ꎬ对主要统计指标进行了

简单的比较ꎬ结果表明ꎬ本文所建的模型严格根据

ＯＥＣＤ 五项原则进行了 ＱＳＡＲ 验证ꎬ表现出了良

好的外部预测能力ꎬ并首次应用于没有实验值的

真实外部集化合物的致癌性预测ꎬ这也表明所建

模型可用于对新的或未经测试的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

性进行预测ꎮ

３　 结论

致癌性是人们关注最高的毒理学终点之一ꎬ
而 ＦＮＦＡＨｓ 是构成化学致癌物的最大类别ꎬ在 ３Ｒ
原则和化学风险快速监管决策的背景下ꎬ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性预测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ꎮ 因此ꎬ本文

根据严格的 ＯＥＣＤ 原则ꎬ基于简单的 ２Ｄ 分子描

述符ꎬ进行了 ＱＳＡＲ 建模以预测 ＦＮＦＡＨｓ 对啮齿

动物的致癌性ꎮ 使用多个统计验证标准建立和验

证了 ３ 个针对雌性大鼠、雄性大鼠和大鼠的

ＦＮＦＡＨｓ 致癌性 ＱＳＡＲ 模型ꎮ 尽管雄性大鼠模型

显示出中等的内部拟合优度ꎬ但外部预测能力足

以预测致癌性ꎮ 大鼠模型具有更广泛的 ＡＤꎬ因
为其模型建立过程中考虑到了更多结构多样化的

化合物ꎮ 机理分析清楚地表明了描述符与致癌性

的相关性ꎮ 本研究首次将所提出的 ＱＳＡＲ 模型应

用于数百种未经测试的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性预测ꎬ
可以根据 ＦＮＦＡＨｓ 的致癌效力筛选出优先级化合

物ꎬ对于监管框架下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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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曲酸是由曲霉属和青霉属等多种真菌发酵而产生的一类有机酸ꎬ具有抗细菌、抗真菌、抗氧化和抗酪氨酸酶等多种

生物活性ꎮ 由于曲酸具有突出的抗酪氨酸酶活性ꎬ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医药等领域ꎮ 国内外学者以其为先导化合

物ꎬ进行了大量的结构修饰和改造研究ꎮ 根据曲酸骨架结构修饰和改造的位置进行分类ꎬ介绍近年来文献报道具有抗酪

氨酸酶活性的曲酸衍生物ꎬ以期为后续研发低毒、高效的新型曲酸类酪氨酸酶抑制剂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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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氨酸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ꎬＥＣ.１ １４ １８ １)又称多

酚氧化酶、儿茶酚氧化酶ꎬ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微生

物、动植物以及人体中的含铜金属氧化酶[１]ꎬ是
调节黑色素生物合成的关键限速酶[２]ꎮ 酪氨酸

酶可先将 Ｌ￣酪氨酸羟基转化为左旋多巴 ( Ｌ￣
ＤＯＰＡ)ꎬ再氧化 Ｌ￣ＤＯＰＡ 为多巴醌ꎬ最终导致黑

色素生物合成[３]ꎮ 因此ꎬ其表达水平以及活性影

响黑色素合成的速度和产量[４]ꎮ 对于人类而言ꎬ
黑色素能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辐射[５]ꎬ然而过量

的黑色素会导致黄褐斑、雀斑、炎症后黑皮病、色
素性痤疮疤痕等异常色素沉着性疾病ꎬ甚至形成

恶性黑色素瘤[６]ꎮ 除此以外ꎬ酪氨酸酶催化的黑

色素生物合成ꎬ还影响昆虫的蜕皮和伤口愈合ꎬ以
及果蔬的酶促褐变等过程[７]ꎮ 因此ꎬ酪氨酸酶抑

制剂可以通过降低酪氨酸酶的催化效率ꎬ抑制黑

色素的生物合成ꎬ在医疗美容、食品保鲜剂、新型

杀虫剂等领域均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在这些已报道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中ꎬ曲酸是

一种代表性的酪氨酸酶抑制剂ꎬ具有突出的酪氨

酸酶抑制活性(结构见图 １) [８]ꎮ 除此之外ꎬ曲酸

还被报道具有多种其他活性ꎬ例如抗真菌[３]、抗
细菌[９]、抗病毒[１０] 及抗氧化活性[１１] 等ꎮ 研究发

图 １　 曲酸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ｏｊｉｃ ａｃ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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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曲酸在化妆品中的含量低于 ２％就能有效解

决色素沉着的问题ꎬ能够显著的增白同时而不抑

制其他酶[１２]ꎬ因此已在美白防晒化妆品及牙膏等

日化工业中广泛应用ꎮ 然而近年来有研究报道曲

酸存在不稳定、易分解ꎬ还有副作用等问题ꎬ被禁

止用于化妆品中[１３]ꎮ 基于此ꎬ国内外研究者以其

为先导化合物ꎬ进行了大量的结构修饰和改造研

究ꎬ以期获得低毒、高效的新型酪氨酸酶抑制剂ꎮ
本文根据曲酸骨架位置进行分类ꎬ介绍近年来文

献报道具有抗酪氨酸酶活性的曲酸衍生物ꎬ以期

为后续研发低毒、高效的新型曲酸类酪氨酸酶抑

制剂提供参考ꎮ

１　 曲酸类酪氨酸酶抑制剂研究

１ １ 　 曲酸吡喃酮 １ 位氧的结构改造

Ｌｉ 等[１４] 合成了一类羟吡啶酮￣Ｌ￣苯丙氨酸缀

合物 ５(见图 ２)ꎬ并使用蘑菇酪氨酸酶抑制试验

评估了它们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ꎮ 如图 ２ 所

示ꎬ作者在碱性条件下用 ＢｎＣｌ 对曲酸(１)５ 位羟

基进行保护ꎻ然后在 ＮａＯＨ 的催化下使中间体 ２
与不同的脂肪族胺反应生成中间体 ３ꎻ中间体 ３
在 １￣(３￣二甲基氨基丙基)￣３￣乙基碳化二亚胺盐

酸盐(ＥＤＣＨＣｌ)和 ４￣二甲氨基吡啶(ＤＭＡＰ)的

催化下ꎬ与 Ｎ￣Ｃｂｚ￣Ｌ￣苯丙氨酸反应得到中间体 ４ꎻ
最后ꎬ中间体 ４ 加氢脱保护得到了目标化合物 ５ꎮ
在这些新制备的衍生物中ꎬ化合物 ５ａ ( Ｒ ＝ ｎ￣
Ｃ８Ｈ１７)对单酚氧化酶和双酚氧化酶具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ＩＣ５０ ＝ １２ ６、４ ０ μｍｏｌ / Ｌ)ꎮ 同时ꎬＭＴＴ 实

验发现化合物 ５ａ 对 Ａ５４９(人肺癌上皮细胞)、Ｈｅ￣
ｌａ(人宫颈癌)和 ＭＣＦ￣７(人乳腺癌)都没有毒性ꎬ
具有应用于食品保鲜和化妆品的潜力ꎮ

Ｚｈａｏ 等[１５]以曲酸为起始原料ꎬ设计合成了两

类新型羟基吡啶酮衍生物 ８ 和 １１ꎬ见图 ２ꎮ 其中

化合物 ８ａ(Ｒ ＝ Ｐｈ￣ＣＨ２)和 １１ａ(Ｒ ＝ Ｐｈ￣ＣＨ２)的抑

制活性均高于曲酸ꎮ 同时ꎬ化合物 ８ａ 和 １１ａ 对双

酚氧化酶也表现出抑制活性ꎬ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８ ９７、
２６ ２０ μｍｏｌ / Ｌꎮ 抑制机制表明ꎬ化合物 ８ａ、１１ａ 是

可逆混合型酪氨酸酶抑制剂ꎮ
为了寻找更强的酪氨酸酶抑制剂ꎬＳｈａｏ 等[１６]

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肟醚部分的新型羟基吡啶酮

衍生物 １３ꎬ见图 ２ꎬ并研究了它们对蘑菇酪氨酸酶

和鲜切苹果褐变过程的抑制作用ꎮ 如图所示ꎬ化
合物 ３ 被活性二氧化锰选择性氧化生成中间体

１２ꎻ中间体 １２ 与盐酸乙氧基胺反应生成肟醚衍生

物ꎬ最后脱保护得到了目标化合物 １３ꎮ 研究表明

大多数化合物表现出较好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ꎮ
其中ꎬ化合物 １３ａ ( Ｒ ＝ ｎ￣Ｃ６Ｈ１３ ) 和 １３ｂ ( Ｒ ＝ ｎ￣
Ｃ８Ｈ１７)对单酚氧化酶活性的抑制作用最强(ＩＣ５０ ＝
２ ０４、１ ６０ μｍｏｌ / Ｌ)ꎬ对蘑菇酪氨酸酶二酚酶也有

抑制作用ꎬ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１３ ８９ 和 ７ ９９ μｍｏｌ / Ｌꎮ

图 ２　 化合物 ５、８、１１、１３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５ꎬ８ꎬ１１ ａｎｄ １３

Ｓａｒａ 等[１７]制备了一种类似曲酸的羟基吡啶酮

修饰的四氮杂环类酪氨酸酶抑制剂 １４(见图 ３)ꎬ并
研究了其对苹果汁酶促褐变、总多酚和抗氧化

图 ３　 化合物 １４ 结构

Ｆｉｇ.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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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影响ꎮ 研究显示ꎬ在 ｐＨ ５ ５ 和 ｐＨ ６ ５ 时ꎬ
化合物 １４ 大环上的羟基吡啶酮的存在增强了对

酪氨酸酶的抑制力ꎮ 动力学研究表明化合物 １４
是一种混合型酪氨酸酶抑制剂ꎬ ＩＣ５０ 值为 ０ ３０
ｍｍｏｌ / Ｌꎮ 当化合物 １４ 浓度为 ２ ２５ ｍｍｏｌ / Ｌ 时ꎬ
对鲜苹果汁的酶促褐变显著降低 ５０％以上ꎮ 同

时ꎬ它完全抑制了总酚含量的下降ꎬ并延缓了在前

３０ ｍｉｎ 抗氧化能力的损失ꎮ 由于大环多胺具有较

好的多酚氧化酶(ＰＰＯ)抑制作用ꎬ作者将多胺与

曲酸两种结构进行结合并得到了活性更好的

ＰＰＯ 抑制剂ꎬ说明这种结合可作为开发新型 ＰＰＯ
抑制剂家族的有效方法ꎮ

Ｓｉｎｇｈ 等[１８]通过对曲酸进行结构修饰ꎬ设计

并合成了一系列查尔酮羟吡啶酮杂化物 １７(见图

４)ꎮ 作者以 α￣溴代苯乙酮(１５)和三苯基膦为原

料ꎬ在二氯甲烷中合成了磷盐(１６)ꎻ最后ꎬ利用

Ｗｉｔｔｉｇ 反应缩合化合物 １６ 和化合物 １２ 得到目标

化合物 １７ꎮ 酪氨酸酶抑制活性筛选结果表明ꎬ有
３ 个化合物对酪氨酸酶单酚酶的抑制活性比曲酸

高 ６~ ８ 倍ꎬ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３ ０７±０ ８５)、(２ ２５±
０ ８)和(２ ７５±１ １９)μｍｏｌ / Ｌꎮ 同时ꎬ这些化合物

对双酚氧化酶表现出可逆抑制作用ꎬＩＣ５０值分别

为(１７ ０５±０ ０７)、(１１ ７０±０ ０３)和(１９ ３±０ ２８)
μｍｏｌ / Ｌꎮ

图 ４　 化合物 １７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７

１ ２ 　 曲酸吡喃酮环上侧链羟基结构改造

１ ２ １ 　 含硫代杂环曲酸衍生物

陈艳梅等[１９]以肉桂醛和 ３￣氨基￣４￣肼基￣５￣巯
基￣１ꎬ２ꎬ４￣三氮唑为原料ꎬ将生成的中间产物席夫

碱与曲酸拼合得到了一种新型的曲酸衍生物 ２２
(见图 ５)ꎬ并研究了化合物 ２２ 对酪氨酸酶的抑

制作用以及对黑色素形成的抑制作用机制ꎮ 结

果表明ꎬ化合物 ２２ 是蘑菇酪氨酸酶的混合型可

逆抑制剂ꎬ能够显著抑制二酚酶活力 ( ＩＣ５０ ＝

１０ ００ μｍｏｌ / Ｌ)ꎮ 此外ꎬ化合物 ２２ 对斑马鱼胚胎

中黑色素形成的抑制作用优于曲酸ꎮ

图 ５　 化合物 ２２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５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２２

Ｒｈｏ 等[２０]用化合物 ２１ 与苯硫醇缩合合成曲

酸衍生物 ２３ꎬ接着化合物 ２３ 与间氯过苯甲酸

(ＭＣＰＢＡ) 在二氯甲烷中反应生成亚砜衍生物

２４ꎻ同时化合物 ２３ 与过氧单磺酸钾(Ｏｘｏｎｅ)在甲

醇 /水的混合物中反应得到了砜衍生物 ２５(见图

６)ꎮ 作者通过对这些化合物进行酪氨酸酶抑制

活性测定ꎬ以探讨其构效关系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由
烯醇羟基、硫醚键和 ４￣羟基芳香环 ３ 个部分组成

的化合物 ２３ｂ 显示出了最强的抑制活性( ＩＣ５０ ＝
０ ５４ μｍｏｌ / Ｌ)ꎮ 其中ꎬ构效关系表明烯酚羟基和

硫醚键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比 ４￣羟基芳香环

更重要ꎮ 另外在细胞实验中ꎬ化合物 ２３ｂ 以剂量

依赖性的方式降低了黑色素的含量ꎬ同时对细胞

没有产生毒性ꎬ表明化合物 ２３ｂ 可以作为一种有

效的皮肤美白剂ꎮ
为了进一步研究具有硫键的曲酸衍生物在抑

制酪氨酸酶活性方面的构效关系ꎬＲｈｏ 等[２１] 将氯

代曲酸(２１)与硫酚钾盐反应得到相应的硫醚衍

生物 ２６ꎬ然后用上述反应条件又合成了一系列曲

酸亚砜衍生物 ２７ 及曲酸砜衍生物 ２８(如图 ６ 所

示)ꎬ并研究了它们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ꎮ 研

究发现所有化合物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 ＩＣ５０

值为 ０ ０８７~ ７９ ８７ μｍｏｌ / Ｌ)均优于曲酸ꎬ其中化

合物 ２６ａ(Ｒ＝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ｙｌ)的抑制活性最强ꎬＩＣ５０值

为 ０ ０８７ μｍｏｌ / Ｌꎮ 构效关系分析表明ꎬ含有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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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脂烷基链的曲基硫醚衍生物显示出较好的抑制

活性ꎮ 然而ꎬ亚砜和砜的活性降低ꎮ 因此硫醚键

和适当的亲脂酸部分的存在是酪氨酸酶抑制活性

的关键ꎮ

图 ６　 化合物 ２４~２８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４~２８

Ｘｉｅ 等[２２]在 ＫＯＨ 的存在下将取代酰基肼与

二硫化碳反应得到化合物 ３０ꎬ然后用 ８０％的水合

肼处理化合物 ３０ 得到了化合物 ３１ꎬ化合物 ３１ 与

化合物 ２１ 在 Ｅｔ３Ｎ 存在的下通过亲核取代反应得

到一系列曲酸￣三唑衍生物(３２)ꎬ如图 ７ 所示ꎮ 活

性研究显示大多数的衍生物均具有较强的抑制活

性ꎮ 其中化合物 ３２ａ(Ｒ ＝ ｐ￣ＣｌＰｈ)是一种较强的

竞争性抑制剂ꎬＩＣ５０ 值为(４ ５０ ± ０ ３４) μｍｏｌ / Ｌꎮ
此外ꎬ构效关系分析表明芳香取代基部分与其酪

氨酸酶抑制活性之间有很强的关系ꎬ接吸电子取

代基所显示出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更强ꎬ例如ꎬ在
苯环的 ４ 位引入氯基团后ꎬ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

会增加ꎮ
Ｘｉｅ 等[２３]又通过连接剂 １ꎬ２ꎬ４￣三唑将曲酸与

羟基苯甲醛杂交形成两类新型羟基苯甲醛曲酸类

化合物 ３５、３６(如图 ７ 所示)作为酪氨酸酶抑制

剂ꎮ 首先用 ５￣取代￣３￣巯基￣４￣氨基￣１ꎬ２ꎬ４￣三唑与

羟基苯甲醛缩合反应制得席夫碱 ３３ꎬ然后用

ＮａＢＨ４ 将化合物 ３３ 还原为胺(３４)ꎮ 最后化合物

３３ 和 ３４ 分别与化合物 ２１ 发生亲核取代生成化

合物 ３５、３６ꎮ 研究显示ꎬ所有衍生物均表现出比

曲酸强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 ( ＩＣ５０ 值为 (１ ３５ ±

２ １５) ~ (１７ ５０±２ ７５) μｍｏｌ / Ｌ)ꎬ其中化合物 ３５ａ
(Ｒ１ ＝ ＰｈꎻＲ２ ＝ ２ꎬ４￣ｄｉ￣ＯＨ)是一种竞争性抑制剂ꎬ
表现出最强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 ＩＣ５０ ＝ (１ ３５±
２ １５) μｍｏｌ / Ｌ)ꎮ 另外ꎬ构效关系分析表明ꎬ三唑

环上的芳香取代基可能对其抑制活性起重要作

用ꎬ而苯环上的取代基的引入会降低其生物活性ꎮ

图 ７　 化合物 ３２ 和 ３５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７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３２ ａｎｄ ３５

Ｃｈｅｎ 等[２４]设计合成了一种曲酸￣甲基咪唑衍

生物(３８ꎬ如图 ８ 所示)ꎬ并评价了其对酪氨酸酶

以及黑色素形成的抑制作用ꎮ 化合物 ３８ 对单酚

氧化酶活性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ꎬ其 ＩＣ５０值为

０ ０３ ｍｍｏｌ / Ｌꎬ且呈剂量依赖性ꎮ 虽然化合物 ３８
对双酚氧化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较弱( ＩＣ５０ ＝ １ ２９
ｍｍｏｌ / Ｌ)ꎬ但强于曲酸( ＩＣ５０ ＝ １ ８０ ｍｍｏｌ / Ｌ)ꎮ 动

力学分析表明化合物 ３８ 既是单酚酶又是双酚酶

抑制剂ꎮ 另外化合物 ３８ 清除 ２ꎬ２￣二苯基￣１￣苦基

肼(ＤＰＰＨ)自由基的 ＩＣ５０值为 ４ ０９ ｍｍｏｌ / Ｌꎬ远高

于化合物 ３８ 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的 ＩＣ５０值ꎮ 结果

表明ꎬ化合物 ３８ 的抗氧化活性可能与其对蘑菇酪

氨酸酶的有效抑制作用有关ꎮ 同时化合物 ３８ 在

母鸡鸡蛋试验绒毛尿囊膜(ＨＥＴ￣ＣＡＭ)试验中没

有显示出细胞毒性和刺激性ꎮ
为了发现有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和抗褐变

剂ꎬＨｅ 等[２５]通过将曲酸部分与不同的生物活性

杂环结合ꎬ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曲酸衍生物

(４０ꎬ如图 ８ 所示)ꎮ 如图所示ꎬ化合物 ２１ 与不同

取代硫代杂环在 ＮꎬＮ￣二异丙基乙胺(ＤＩＥＡ)的催

化下生成目标化合物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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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ａ(苯并[ｄ]噻唑)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最强ꎬ
ＩＣ５０为(３ ２３±０ ２６) μｍｏｌ / Ｌꎬ同时化合物 ４０ａ 是

一种竞争性抑制剂ꎬ其 Ｋｉ 值为 １ ９６ μｍｏｌ / Ｌꎮ 此

外ꎬ化合物 ４０ａ 表现出较低的细胞毒活性和显著

的抗褐变作用ꎬ因此这些化合物可能是开发新型

酪氨酸酶抑制剂和抗褐变剂的先导化合物ꎮ

图 ８　 化合物 ３８ 和 ４０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８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３８ ａｎｄ ４０

１ ２ ３ 　 含氨基酸的曲酸衍生物

氨基酸复杂的分子结构使其具有丰富的生物

活性ꎬ具有生物调节的作用ꎮ 因此将氨基酸引入

曲酸结构中有望提高曲酸的生物活性ꎮ 基于此ꎬ
大量的曲酸氨基酸衍生物被设计合成ꎬ经实验

证明ꎬ此类衍生物确实可以提高酪氨酸酶的抑

制活性ꎮ
Ｋｉｍ 等[２６]采用固相平行合成方法制备了一

系列曲酸￣三肽衍生物 ４６(如图 ９ 所示)ꎬ并测定

了其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ꎮ 这些衍生物与曲酸

相比表现出更高的贮藏稳定性和更低的毒性ꎮ 其

中几种 Ｋｏ￣ＦＸ１Ｘ２ 的活性比曲酸强 ５０~１００ 倍ꎬ尤
其是化合物 ４６ａ(Ｋｏ￣ＦＷＹ)是这些化合物中活性

最强的ꎮ 除此以外ꎬ作者通过对构效关系分析表

图 ９　 化合物 ４５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９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４５

明ꎬＫｏ＋１ 位点的残基对化合物的抑制活性有重要

影响ꎮ
Ｎｏｈ 等[２７] 以 Ｒｉｎｋ Ａｍｉｄｅ ＳＵＲＥ１ 树脂为原

料ꎬ采用固相 Ｆｍｏｃ / ｔＢｕ 方法同样制备了一系列曲

酸三肽酰胺(５１ꎬ如图 １０ 所示)ꎬ并评价了这些曲

酸衍生物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和稳定性ꎮ 研究

发现ꎬ这些曲酸￣三肽酰胺和曲酸￣三肽游离酸的

抑制活性相似ꎬ但均高于曲酸ꎮ 而且它们在各种

条件下都能保持稳定ꎬ显示出比其他物质更持久

的活性ꎮ 其中化合物 ５１ａ(ＫＡ￣ＦＷＹ￣ＮＨ２)表现出

最强的活性和稳定性ꎮ 因此ꎬＫＡ＋１ 的疏水侧链

对酪氨酸酶抑制活性有重要影响ꎬ这可能与酪氨

酸酶活性位点附近的疏水袋相结合有关ꎮ

图 １０　 化合物 ５１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０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５１

基于之前研究ꎬＮｏｈ 等[２８] 发现了 ＫＡ 肽结合

物中 Ｃ 端酰胺形式的重要性ꎮ 为了进一步寻找

具有较高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稳定性和合成效

率的曲酸衍生物ꎬ作者制备了 ＫＡ￣氨基酸酰胺库

(ＫＡ￣ＡＡ￣ＮＨ２)(５６)ꎬ如图 １１ 所示ꎬ并对其进行了

酪氨酸酶抑制活性筛选ꎮ 其中化合物 ５６ａ(ＫＡ￣Ｆ￣
ＮＨ２)的抑制活性最强ꎬ在 ５０ ℃下可维持 ３ 个月

以上ꎬ动力学分析显示其为非竞争性抑制剂ꎮ 同

时化合物 ５６ａ 还表现出了多巴胺还原活性ꎮ 另

外ꎬ研究结果显示当侧链具有芳香环结构的氨基

酸与 ＫＡ 结合时ꎬ其酪氨酸酶抑制活性提高到

９０％以上ꎮ 因此推测芳香环结构可能有助于抑制

剂结合到酶的疏水袋附近的双核铜活性位点ꎮ
微金属离子对细胞功能发挥必不可少ꎬ同时

曲酸与金属离子配位相对容易ꎬ因此有望通过合

成曲酸金属配合物ꎬ提高该类衍生物的酪氨酸酶

抑制活性ꎮ Ｋｗａｋ 等[２９]采用螯合法制备了两种金

属配位化合物 Ｃｕ－[ＫＡ－Ｆ－ＮＨ２] (５７ａ)和 Ｚｎ－
[ＫＡ－Ｆ－ＮＨ２](５７ｂ)ꎬ如图 １１ 所示ꎮ 这些配合物

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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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酶实验和细胞实验系统中都显示出显著的

酪氨酸酶抑制活性ꎮ 此外ꎬ它们还能降低 Ｍｅｌ￣Ａｂ
细胞中的黑色素水平ꎮ 同时化合物 ５７ａ 和 ５７ｂ 的

疏水系数分别为 １ ２５３ ６ 和 １ ４５３ ６ꎬ说明金属配

合物 ５７ 通过金属螯合降低其亲水性ꎬ能够穿透细

胞膜ꎮ 而 Ｚｎ—Ｏ 的配位能力弱于 Ｃｕ—Ｏꎬ因此化

合物 ５７ａ 表现出比化合物 ５７ｂ 更好的活性ꎮ

图 １１　 化合物 ５７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５７

１ ２ ４ 　 曲酸侧链羟基酯化衍生物

Ｒｈｏ 等[３０]以氯曲酰与 ３ꎬ４￣亚甲基二氧肉桂

酸钾为原料缩合合成得到了一个新的曲酸类似物

５８(如图 １２ 所示)ꎬ并评估了该类似物的酪氨酸

酶抑制活性和抗氧化活性ꎮ 结果表明ꎬ化合物 ５８
是一种活性较强的酪氨酸酶抑制剂ꎬＩＣ５０值为 １ ４
μｍｏｌ / Ｌꎮ 此外ꎬ化合物 ５８ 降低了约 ４７％的脂质

过氧化水平ꎬ而曲酸在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浓度下无抑制

活性ꎮ 由于曲酸的 ２ 位和 ５ 位含有羟基从而呈现

亲水性ꎬ作者通过引入疏水性的 ３ꎬ４￣(亚甲基二

氧基)￣肉桂酸分子ꎬ使化合物 ５８ 的亲水和疏水特

性达到平衡ꎬ以此提高细胞渗透能力来增强药理

活性ꎮ
基于曲酸衍生物 ５８ꎬＲｈｏ 等[３１]设计合成了更

多含 ２ꎬ４￣二羟基的曲酸衍生物ꎬ同时评估了它们

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活性ꎮ 如图 １２ 所示ꎬ氯化物

２１ 与苯甲酸钾盐或肉桂酸钾盐在二甲基甲酰胺

中反应得到相应的酯衍生物 ５９、６０ꎮ 虽然新制备

的化合物活性都弱于化合物 ５８ꎬ但由于疏水的苯

甲酸或肉桂酸基团存在ꎬ化合物 ５９、６０ 对酪氨酸

酶抑制活性均较曲酸强ꎮ 因此研究结果表明 ２￣
羟基苯甲酸部分可以作为抑制酪氨酸酶的有效功

能基团ꎮ

图 １２　 化合物 ５８~６０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５８~６０

Ａｈｎ 等[３２]以曲酸和 Ｔｒｏｌｏｘ 为原料ꎬ通过酯键

合成了一系列新型曲酸衍生物ꎬ并对其抑制黑色

素生成的活性进行了评价ꎮ 作者将化合物 ２１ 分

别与 ６￣羟 基￣２ꎬ ５ꎬ ７ꎬ ８￣四 甲 基 色 烷￣２￣羧 酸

(Ｔｒｏｌｏｘ)、４￣羟基苯甲酸和 ６￣羟基萘膦酸的钾盐反

应得到相应的酯衍生物 ６１ａ~ ６１ｃꎬ如图 １３ 所示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化合物 ６１ａ 具有显著的酪氨酸酶

抑制活性( ＩＣ５０ ＝ ５ ３６ μｍｏｌ / Ｌ)和自由基清除活

性ꎮ 构效关系分析表明羟吡喃酮对酪氨酸酶活性

有重要的抑制作用ꎬ其清除自由基的活性可能来

源于 Ｔｒｏｌｏｘ 的酚羟基ꎮ 同时化合物 ６１ａ 表现出高

效的美白活性ꎬＩＣ５０值为 １７ ７０ μｍｏｌ / Ｌꎬ是曲酸活

性的 ９０ 倍左右ꎮ 细胞实验表明化合物 ６１ａ 没有

细胞毒性ꎮ 这些结果显示化合物 ６１ａ 的脱色活性

可能是由羟基吡喃酮及其 Ｔｒｏｌｏｘ 部分的协同作用

所致ꎮ

图 １３　 化合物 ６１ 和 ６２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６１ ａｎｄ ６２

６００１



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何敏等:曲酸类酪氨酸酶抑制剂研究进展

Ｒｈｏ 等[３３]同样将化合物 ２１ 与不同的苯甲酸

钾盐反应得到相应的酯衍生物 ６２ (如图 １３ 所

示)ꎬ并研究了其抑制酪氨酸酶和清除自由基的

活性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化合物 ６２ 对酪氨酸酶具有

较强的抑制活性ꎬ其中化合物 ６２ａ(Ｒ ＝ ｐ￣ＭｅＯＰｈ)
抑制活性最强ꎬＩＣ５０值为 ２ ０ μｍｏｌ / Ｌꎮ 说明疏水

苯甲酸提高了曲酸的抑制活性ꎬ但苯甲酸酯中酚

羟基的数量和位置对其抑制活性影响不大ꎮ 从这

些结果可知ꎬ在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时曲酸部分与

苯甲酸的酚羟基相比是一个更重要的药效团ꎮ
１ ２ ５ 　 双分子曲酸衍生物

曲酸的羟基吡喃酮部分是其发挥生物活性的

关键结构ꎬ通过保留曲酸的活性官能团部分ꎬ对其

进行大量结构修饰ꎬ大多数衍生物都或多或少的

增强了曲酸的活性ꎮ 同时也有不少文献报道将两

分子曲酸通过不同方式连接起来ꎬ以期获得更加

强效酪氨酸酶抑制剂ꎮ 例如ꎬＹｏｏｎ 等[３４] 以吡喃

基丙烯酸和二甲苯磺酸为偶联剂ꎬ制备了 ４ 种吡

喃基丙烯酸￣丙烯酸二聚体(６５)ꎬ如图 １４ 所示ꎬ评
价了其作为黑色素合成的有效抑制剂ꎮ 这些二聚

体对黑色素产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ꎬ并且细胞毒

性比母体化合物吡喃基丙烯酸酯低ꎮ 其中ꎬ以二

丙二醇为连接剂的化合物 ６５ａ 在 １０ μｇ / ｍＬ 时抑

制黑色素生成率为 ２２ ４％ꎬ黑色素细胞存活率为

８６％ꎬ而曲酸在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时抑制黑色素生成率

为 １４ ３％ꎮ

图 １４　 化合物 ６５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６５

Ｌｅｅ 等[３５] 利用 Ｈｏｒｎｅｒ￣Ｅｍｍｏｌ / Ｌｏｎｓ 反应合成

了一种新型曲酸衍生物 ７０(如图 １５ 所示)ꎬ并对

其酪氨酸酶抑制活性进行了评价ꎮ 活性研究表明

化合物 ７０( ＩＣ５０ ＝ ３ ６３ μｍｏｌ / Ｌ)对酪氨酸酶的抑

制活性是曲酸(ＩＣ５０ ＝ ３０ ６１ μｍｏｌ / Ｌ)的 ８ 倍ꎮ 此

外ꎬ化合物 ７０ 给药浓度为 ５ ｍｇ 时对黑色素合成

的抑 制 活 性 达 到 １９ ５３％ꎬ 而 曲 酸 给 药 浓 度

２００ ｍｇ 时的抑制率才达到 １６ ３９％ꎬ说明通过合

适的连接剂将曲酸的两个吡酮环连接起来ꎬ可以

作为一种合成有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的策略ꎮ

图 １５　 化合物 ７０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５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７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两分子曲酸的新型曲酸衍生

物的药理活性ꎬＲｈｏ 等[３６] 通过酯、酰胺和硫醚等

化学键将曲酸的两个分子连接起来ꎬ又合成了一

系列新的曲酸衍生物 ７２ ~ ７４(如图 １６ 所示)ꎬ并
评价了它们抗黑色素的活性ꎮ 其中化合物 ７４ 表

现出较好的活性ꎮ 构效关系分析表明这些化合物

的抗黑色素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受二硫醚基团的连

接和连接灵活性的影响ꎮ 从 ｌｏｇ Ｐ 值数据分析也

可以得出结论ꎬ化合物 ７４ 的 ｌｏｇ Ｐ 值远大于曲酸ꎬ
使得细胞渗透能力增强ꎬ从而提高了活性ꎮ

图 １６　 化合物 ７２~７４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７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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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６ 　 曲酸侧链连接其他类衍生物

Ｋａｎｇ 等[３７]通过拼合两种酪氨酸酶抑制剂设

计了一种新的化合物 ７９(如图 １７ 所示)ꎬ并对其

抑制酪氨酸酶和黑色素生成的能力进行了评价ꎮ
如图所示ꎬ中间体 ６８ 和 ７５ 缩合形成中间体 ７６ꎻ
为了合成不同的酯类ꎬ将化合物 ７６ 中的甲酯基团

水解得到吡喃基丙烯酸(７７)ꎻ然后分别用烷基碘

化物与烷基甲苯磺酸盐对化合物 ７７ 进行处理ꎬ得
到化合物 ７８ꎻ最后水解化合物 ７８ 的 ＰＭＢ 基团ꎬ
得到丙酮￣丙烯酸酯(７９)ꎮ 在合成的酯类中ꎬ由二

甘醇部分衍生的化合物[Ｒ＝ １￣(２￣甲氧基乙氧基)
丙烷](７９ａ)和(Ｒ ＝ ２￣丙氧基乙烷￣１￣醇) (７９ｂ)在
２０ μｇ / ｍＬ 时抑制黑色素生成约 ２０％ꎬ而曲酸在

２００ μｇ / ｍＬ 时抑制黑色素生成约 １５ ８％ꎮ 这些结

果表明ꎬ同时含有曲酸和咖啡酸的结构可以更有

效的抑制黑色素的产生ꎮ

图 １７　 化合物 ７９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７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７９

为了得到用于治疗脱色相关疾病的有效抑制

酪氨酸酶的分子ꎬＹｉ 等[３８] 设计合成了一种曲酸

分子和缩氨基脲结合的曲酸衍生物 ８２(如图 １８
所示)ꎮ 研究发现这种修饰显著提高了曲酸的抑

制活性ꎮ 化合物 ８２ 比它的母化合物曲酸的活性

高 ９ 倍ꎮ 因此推测化合物 ８２ 能通过它的 α￣氢氧

酮基团与双铜中心结合ꎮ 另外 ＭＴＴ 实验结果表

明化合物 ８２ 毒性较低ꎬ在浓度高于 １ ｍｍｏｌ / Ｌ 时

对正常细胞也无毒性ꎮ

图 １８　 化合物 ８２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８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８２

Ａｓｈｏｏｒｉｈａ 等[３９] 运用点击化学反应合成了一

系列含有芳氧基甲基￣１Ｈ￣１ꎬ２ꎬ３￣三唑￣１￣基的曲酸

衍生物 ８７(如图 １９ 所示)ꎬ并测定了这些衍生物

对酪氨酸二酚酶活性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所有化合

物均表现出优于曲酸的活性( ＩＣ５０ ＝ ０ ０６ ~ ６ ８０
μｍｏｌ / Ｌ)ꎮ 其中ꎬ类似物 ８７ａ、８７ｂ 比曲酸活性强

３１~１５５ 倍ꎮ 进一步研究表明ꎬ该类化合物具有金

属螯合能力ꎬ特别是对 Ｃｕ２＋ 离子ꎮ 除此以外ꎬ化
合物 ８７ａ、８７ｂ 对黑素瘤(Ｂ１６)细胞系和人包皮成

纤维细胞(ＨＦＦ)具有较好的安全性ꎮ
Ａｓｈｏｏｒｉｈａ 等[４０] 运用了同样的方法将曲酸与

几种酚类天然产物结合制备了一系列新型曲酸衍

生物 ９０(如图 １９ 所示)ꎮ 所有衍生物均表现出较

强的抗酪氨酸酶活性(ＩＣ５０ ＝ ０ ０２~３ ７５ μｍｏｌ / Ｌ)ꎬ
其中阿朴青素和 ４￣香豆素类似物 ９０ａ、９０ｂ 是活性

最强的化合物ꎬ其 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 ０ ０３ 和 ０ ０２
μｍｏｌ / Ｌꎮ 构效关系分析得出了邻甲氧基和对乙

酰基对目标化合物芳基残基的重要性ꎬ同时 Ｃｕ２＋

的加入导致被抑制酶的活性逆转ꎬ表明抑制剂

９０ｂ 与活性位点的铜中心结合ꎮ 另外对 Ｂ１６Ｆ１０
和 ＨＦＦ 细胞的检测表明ꎬ这些代表性化合物能有

效抑制黑色素生成ꎬ且对细胞没有明显的毒性ꎮ
因此得出将曲酸与天然化合物结合的方法是发现

和开发强效酪氨酸酶抑制剂的良好策略ꎮ

图 １９　 化合物 ８７ 和 ９０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１９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８７ ａｎｄ ９０

１ ３ 　 曲酸吡喃酮环上 ５ 位羟基结构改造

为了研究不同取代基对曲酸活性的影响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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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文献报道了对曲酸吡喃酮环上酚羟基的结

构修饰ꎬ如化合物 ９１[２４]、化合物 ９２[３１]、化合物

９３[３２]、化合物 ９４[３３]、化合物 ９５[３８]ꎬ如图 ２０ 所示ꎮ
研究发现ꎬ当吡喃酮环上的酚羟基被取代时ꎬ其抗

酪氨酸酶活性均降低甚至丧失ꎬ因此推测 ５ 位羟

基可能参与了生物活性的表达ꎮ 而进一步研究表

明ꎬ曲酸 ５ 位羟基和 ４ 位酮基能与底物竞争酪氨

酸酶活性中心上的 Ｃｕ２＋ꎬ从而抑制酶的活性ꎮ 因

此可以得出ꎬ曲酸吡喃酮环上 ５ 位羟基是曲酸发

挥药理作用的关键官能团ꎮ

图 ２０　 化合物 ９１~９５ 的结构

Ｆｉｇ.２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９１~９５

１ ４ 　 曲酸吡喃酮环上 ３、６￣Ｈ 结构改造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 等[４１]采用曲酸、氯曲酸、异麦芽醇

和取代苄基哌嗪衍生物在福尔马林存在下进行一

锅法曼尼希反应得到化合物 ９７ ~ ９９ꎮ 随后ꎬ化合

物 ９８ 在碱性介质中通过亲核取代得到吗啉、哌啶

图 ２１　 化合物 ９７ 和 ９９~１０２ 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２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９７ ａｎｄ ９９~１０２

和吡咯烷衍生物 １００ ~ １０２(如图 ２１ 所示)ꎮ 实验

结果表明ꎬ大多数化合物( ＩＣ５０值为 ８６ ２ ~ ３６２ １
μｍｏｌ / Ｌ)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曲酸ꎬ
并且含有 ３ꎬ４￣二氯苯基哌嗪部分的化合物 ９７ａ 被

证明具有最强的抑制活性ꎮ 根据化合物 ９７ａ 在酶

结合位点的预测构象ꎬ推测其羟甲基提供了一个

含铜离子和酶的金属配合物ꎮ

２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在大量具有抗酪氨酸酶活性的曲

酸衍生物的报道中ꎬ研究者们对曲酸吡喃酮上侧

链羟基的结构改造占据了较大比重ꎬ相比于其他

类型的曲酸衍生物ꎬ这类衍生物大多数表现出比

曲酸更有效的酪氨酸酶抑制活性ꎬ因此有望发展

为具有开发前景的抗酪氨酸酶抑制剂ꎮ 相比之

下ꎬ研究发现当对曲酸吡喃酮上酚羟基进行结构

修饰时ꎬ会使活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活性ꎬ表明酚

羟基是曲酸发挥作用的活性官能团ꎮ 同时也再次

证实了曲酸主要通过 ５ 位羟基和 ４ 位酮基与酪氨

酸酶活性中心上的 Ｃｕ２＋ 配位ꎬ从而抑制酶活力ꎮ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具有酪氨酸酶抑制活性的曲酸

衍生物的报道ꎬ从而为今后开发更多此类低毒、高
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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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催化基于环己二烯衍生物的转移氢化反应研究进展

周新悦ꎬ王晓晨∗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ꎬ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催化氢化反应是有机合成化学的一类重要反应ꎬ除直接使用氢气作为氢化试剂外ꎬ一些转移氢化试剂同样具有广

泛的应用ꎮ 环己二烯衍生物作为转移氢化试剂ꎬ与常见的转移氢化试剂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 酯相似ꎬ离去两个氢原子后可形成芳烃

产物使体系的能量降低ꎬ同时离去的氢可以完成与不饱和底物的加成ꎮ 对环己二烯衍生物参与的转移氢化反应进行综

述ꎬ根据所使用的催化剂类型(有机硼路易斯酸、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以及金属路易斯酸)分类ꎬ简要介绍反应机理和底物适用性ꎬ
并对反应创新性和局限性进行了总结ꎮ
关键词:催化氢化ꎻ转移氢化ꎻ酸催化ꎻ环己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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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新悦(１９９４￣)ꎬ女ꎬ山东烟台人ꎬ博士生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有机硼化学ꎮ
通讯作者:王晓晨ꎬＥ￣ｍａｉｌ:ｘｃｗａｎｇ＠ ｎａｎｋａｉ.ｅｄｕ.ｃｎꎮ
引用本文:周新悦ꎬ王晓晨.酸催化基于环己二烯衍生物的转

移氢化反应研究进展[Ｊ].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１０１２￣１０１９ꎮ

　 　 催化氢化反应是指含不饱和键的底物中 π
键断裂ꎬ成 π 键的两个原子分别与两个氢原子以

σ 键相键合得到饱和加成产物的反应ꎮ 在传统的

催化氢化反应中ꎬ底物通常直接与氢气反应得到

目标产物ꎮ 这种方法具有副反应少ꎬ原子利用率

高等优点ꎮ 但是由于氢气性质特殊ꎬ其常温下为

气态ꎬ存储运输不便ꎬ同时危险性较大ꎬ这些缺点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氢气的使用ꎮ
除直接使用氢气外ꎬ使用氢气代替试剂(转

移氢化试剂)同样可以实现加氢ꎬ即转移氢化反

应ꎮ 使用代替试剂虽然具有原子经济性差的固有

缺点ꎬ但是通常具有操作简便、安全性高等优点ꎮ
另外ꎬ与使用氢气相比ꎬ使用代替试剂具有不同的

机理ꎬ可对反应活性和选择性进行更有效地调控ꎮ
从传统的 Ｍｅｅｒｗｅｉｎ￣Ｐｏｎｎｄｏｒｆ￣Ｖｅｒｌｅｙ 还原反

应开始ꎬ通过代替试剂来实现转移氢化已成为氢

化反应中较为常见的类型[１ꎬ２]ꎮ 其中ꎬ环己二烯

型化合物[３￣５] 作为代替试剂最早由 Ｌｉｎｓｔｅａｄ 等[６]

在 １９５２ 年使用ꎬ该类试剂与常见的氢气代替试剂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 酯[７]相似ꎬ离去两个氢原子后可形成芳

烃产物使体系的能量降低ꎬ同时离去的氢可加成

到底物的 π 键中ꎮ 该类反应通常使用不同类型

图 １　 酸催化的不饱和化合物与环己二烯衍生物的

转移氢化反应

Ｆｉｇ.１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ｄｉ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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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酸作为催化剂ꎬ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类型底物的

转移氢化反应ꎬ应用范围较为广泛ꎮ 本文对应用

这一类代替试剂的转移氢化反应进行综述ꎮ

１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的转移氢化反应

１ １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的亚胺转移氢化反应

２０１５ 年ꎬ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８] 使用 ２ꎬ ６￣二甲基￣
１ꎬ４￣环己二烯ꎬ实现了亚胺的转移氢化ꎮ 作者首

先制备了 ４ 种环己二烯衍生物作为氢气的代替试

剂ꎬ通过尝试发现其中只有使用 ２ꎬ６￣二甲基￣１ꎬ４￣
环己二烯时可以得到较高的反应产率ꎮ 反应在

Ｂ(Ｃ６Ｆ５) ３ 催化下ꎬ以甲苯作为溶剂ꎬ需要 １２５ ℃
的高温环境ꎬ且通常需要较长的反应时间(１８ ｈ)ꎬ
此反应体系适用于多种芳基醛亚胺和芳基酮亚

胺ꎬ亚胺氮上的保护基可以是叔丁基、二苯甲基、
苯基或者对甲苯磺酰基等多种保护基ꎬ反应得到

相应的二级胺产物ꎮ

图 ２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亚胺的转移氢化反应[８]

Ｆｉｇ.２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ｉｎｅｓ[８]

作者对这一反应的机理也进行了合理的解

释ꎬ见图 ３ꎮ 首先ꎬＢ(Ｃ６Ｆ５) ３ 从 ２ꎬ６￣二甲基￣１ꎬ４￣
环己二烯攫取一个氢负离子ꎬ形成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

子与硼氢负离子盐(Ａ)ꎬ随后的亚胺氢化反应有

两种可能的途径:(１)Ａ 脱去一分子间二甲苯(Ｅ)
形成氢气和 Ｂ(Ｃ６Ｆ５) ３ꎻ之后ꎬＢ(Ｃ６Ｆ５) ３ 与亚胺 Ｃ
作为受阻路易斯酸碱对活化氢气生成中间体 Ｂꎬ
最后负氢转移完成还原ꎻ(２)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作为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直接质子化亚胺形成中间体 Ｂꎬ再经

历负氢转移完成还原ꎮ 为了验证这两种机理ꎬ作
者分别使用醛亚胺和酮亚胺进行探索ꎬ对于醛亚

胺ꎬ在 ４ ｈ 内底物完全转化ꎬ没有检测到中间产物

氢气ꎬ只有在完全消耗完底物醛亚胺后ꎬ才检测到

微量的氢气ꎮ 相反ꎬ在酮亚胺的还原中ꎬ氢气在反

应早期阶段即可检测到(但并非立即可检测到)ꎮ
强酸性的中间体 Ａ 质子化亚胺的速度较快ꎬ但是

生成的离子对 Ｂ 再转化为胺 Ｄ 的速率较低ꎬ同
时ꎬ离子对 Ｂ 还可以缓慢解离生成 Ｃ 和氢气ꎬ这

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反应ꎮ 另外ꎬ产物的形成在开

始时较为缓慢ꎬ但一旦产物 Ｄ 开始形成ꎬ反应速

率就会显著增加ꎬ这是因为生成的产物 Ｄ 碱性更

强ꎬ比亚胺 Ｃ 更容易与 Ｂ(Ｃ６Ｆ５) ３ 形成受阻路易

斯酸碱对活化氢气ꎮ 从以上实验中可以证实ꎬ当
底物是醛亚胺时ꎬ反应按照途径(２)进行ꎻ而当底

物是酮亚胺时ꎬ反应按照途径(１)进行ꎮ 实际反

应往往是多个反应通道和质子平衡的复杂相互

作用的结果ꎬ而负氢转移过程的可逆性使其更

为复杂ꎮ

图 ３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亚胺的转移氢化

反应机理[８]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ｉｎｅｓ[８]

１ ２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烃的转移氢化反应

同年ꎬ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９] 应用相似的反应体系ꎬ
实现了烯烃底物的转移氢化ꎬ以 １ꎬ１￣二苯乙烯为

底物ꎬ首先尝试了在亚胺底物的转移氢化中有较

好效果的 １ꎬ５￣二甲基￣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移氢

化试剂ꎬ但是只能以中等收率得到目标产物ꎮ 作

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ꎬ发现在得到目标产物

的同时ꎬ还得到了相当大量的亲电加成副产物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作者设计并合成了 １ꎬ３ꎬ５￣三

图 ４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烃的转移氢化反应[９]

Ｆｉｇ.４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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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１ꎬ４￣环己二烯ꎬ其 ３ 位的甲基可以通过空间

位阻有效的抑制亲电加成副反应ꎮ 使用该试剂ꎬ
底物在室温下不到 １ ｈ 就能以几乎定量的产率得

到目标产物而没有发现副产物ꎮ 这一反应体系对

多种类型的富电子或者电中性 １ꎬ１￣二取代乙烯

底物的转移氢化有效ꎬ但是对单取代、１ꎬ２￣二取

代、三取代或者缺电子双键的底物均难以实现

转化ꎮ
１ꎬ４￣环己二烯衍生物虽然可以作为氢气代替

物ꎬ但是其需要通过 Ｂｉｒｃｈ 还原反应进行制备ꎬ制
备过程有一定的困难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２０１７
年ꎬＹｕａｎ 等[１０] 开发了容易获得且价格低廉的

１ꎬ３￣环己二烯衍生物作为氢气代替物来实现相应

的烯烃氢化反应ꎬ作者推测 １ꎬ３￣环己二烯衍生物

与 １ꎬ ４￣环己二烯衍生物相似ꎬ可以通过产生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实现转移氢化ꎮ 基于这一推测ꎬ
作者首先探索了不同结构的 １ꎬ３￣环己二烯衍生

物对反应的影响ꎬ在尝试了几种不同取代类型的

１ꎬ３￣环己二烯衍生物后ꎬ作者发现使用天然产物

α￣萜品烯[１１ꎬ１２] 的产率最高ꎮ 经过进一步的条件

尝试ꎬ作者发现这一反应在 Ｂ(Ｃ６Ｆ５) ３ 的催化下ꎬ
二氯甲烷为溶剂时产率较高ꎬ室温下即可进行ꎬ适
用于多种 １ꎬ１￣二取代的烯烃底物的还原ꎬ对部分

三取代烯烃底物也有效ꎮ

图 ５　 １ꎬ３￣环己二烯作为转移氢化试剂的

烯烃还原反应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 ｗｉｔｈ
１ꎬ３￣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ｄｉｅｎｅｓ

１ ３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醇硅醚的转移氢化

反应

烯醇硅醚类化合物由于碱性较弱ꎬ无法像亚

胺或者含氮杂环一样与 Ｂ(Ｃ６Ｆ５) ３ 形成受阻路易

斯酸碱对活化氢气ꎬ因此无法只使用有机硼催化

剂实现烯醇硅醚的氢化反应ꎬ此前报道的氢化反

应都需要外加有机膦ꎬ其作为路易斯碱与有机硼

形成受阻路易斯酸碱对活化氢气[１３￣１５]ꎬ使用手性

双烯与 Ｐｉｅｒｓ′硼烷 ＨＢ(Ｃ６Ｆ５) ２ 形成手性硼烷还可

以实现不对称催化氢化[１６ꎬ１７]ꎮ 然而ꎬ这些反应都

需要在高压氢气下进行ꎬ对反应设备要求较高ꎮ
２０１８ 年ꎬＫｈａｎ 等[１８] 将氢源从氢气换为价格

低廉的含 １ꎬ４￣环己二烯结构的天然产物 γ￣松油

烯ꎬ完成了富电子的烯醇硅醚底物的转移氢化反

应ꎮ 反应体系通过 Ｌｅｗｉｓ 酸 Ｂ(Ｃ６Ｆ５) ３ 和 Ｌｅｗｉｓ 碱
２ꎬ２ꎬ６ꎬ６￣四甲基哌啶(ＴＭＰ)形成的受阻路易斯酸

碱对进行催化ꎬ在回流的甲苯中ꎬ４ ｈ 内反应即可

完成ꎬ得到相应的饱和醚产物ꎬ产物在 ＴＢＡＦ 作用

下可进一步脱去硅基保护基ꎮ

图 ６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醇硅醚的转移氢化反应

Ｆｉｇ.６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ｙｌ ｅｎｏｌ ｅｔｈｅｒｓ

作者进一步对该类反应的底物适用性进行了

考察ꎬ 对 于 不 同 硅 基 ( ＴＢＳ、 ＴＥＳ、 ＴＭＳ、 ＴＩＰＳ、
ＴＢＤＰＳ)均适用ꎬ但是对于烯烃取代基局限性较

大ꎬ只对富电子和电中性的芳基兼容ꎬ缺电子芳基

和烷基取代的烯烃活性较差ꎬ作者推测这是由于

缺电子芳基使得碳碳双键亲核性差ꎬ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

离子难以对其进行质子化ꎬ而烷基取代烯烃虽然

能够质子化ꎬ但是生成的碳正离子难以得到有效

稳定ꎮ 作者试图进一步将这一反应体系应用到同

样富电子的烯胺底物ꎬ但是尝试多种反应条件都

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ꎬ只能以较低的产率实现转

移氢化ꎮ
作者对该反应的机理进行了初步推测ꎬ认为

反应开始与文献[９]发展的催化体系相似ꎬ都是

首先 Ｂ(Ｃ６Ｆ５) ３ 从 １ꎬ４￣环己二烯化合物攫取一个

氢负离子使其形成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和硼氢负离

子ꎬ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将碱性较强的 ２ꎬ２ꎬ６ꎬ６￣四甲

基哌啶(ＴＭＰ)质子化ꎬ得到 ＴＭＰ 的共轭酸ꎬ此时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转化为稳定的芳香结构作为反应

图 ７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醇硅醚的

转移氢化反应机理[１８]

Ｆｉｇ.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ｙｌ ｅｎｏｌ ｅｔｈｅｒ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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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ꎬＴＭＰ 的共轭酸再对烯醇硅醚底物进行质子

化ꎬ形成羰基 离子ꎬ最后接收 ＨＢ(Ｃ６Ｆ５)
－
３ 的氢

负离子得到还原产物ꎮ
１ ４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烃的氢￣氘和氘￣氢
加成反应

２０１８ 年ꎬＷａｌｋｅｒ 等[１９] 发展了一种 Ｂ(Ｃ６Ｆ５) ３

催化的区域选择性转移氢￣氘加成的策略ꎮ 由于

氢￣氘气体(ＨＤ)较为罕见ꎬ且价格昂贵ꎬ加成产物

的区域选择性也难以控制[２０]ꎬ目前发展的烯烃

氢￣氘加成通常是由底物首先进行硼氢化或锆氢

化再进行氘代完成的[２１￣２３]ꎮ
作者设计合成了与此前烯烃转移氢化加成试

剂结构类似且较易合成的 ３ 位氢原子被氘代的

１ꎬ５￣二甲基￣３￣甲氧甲基￣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移

氢￣氘加成试剂ꎬ发现 １ꎬ１￣二苯乙烯在 １ꎬ２￣二氟苯

中ꎬ室温下就能以几乎定量的产率实现预期的氢￣
氘加成ꎬ其中氘原子全部加成到含苯基取代的碳

原子上ꎬ具有较好的区域选择性ꎮ 这一催化体系

对各种类型取代的富电子及电中性苯乙烯底物适

用ꎬ主要应用于 １ꎬ１￣二取代型苯乙烯底物ꎬ对部

分三取代底物也适用ꎬ但是对缺电子苯乙烯类底

物或者非苯乙烯类烯烃不适用ꎮ 利用对不同取代

烯烃的活性差异ꎬ可以实现不同类型双键的化学

选择性加成ꎮ

图 ８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烃的转移氢￣氘加成反应

Ｆｉｇ.８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

作者推测这一反应机理与此前发展的烯烃转

移氢化机理[９] 相似ꎬ见图 ９ꎮ 催化剂首先攫取环

己二烯中的氘负离子形成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和硼氘

负离子ꎬ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对烯烃给出质子ꎬ烯烃转

化为叔碳正离子ꎬ最后硼氘负离子将氘负转移给

叔碳正离子并得到产物(路径 １)ꎮ 但是根据印度

ＣＳＩＲ 国家化学实验室的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等[２４] 计算化学

研究报道ꎬ叔碳正离子是直接从 １ꎬ４￣环己二烯化

合物中得到氘负离子生成产物(路径 ２)ꎮ 为了验

证反应到底是按照哪种机理进行的ꎬ作者做了两

个对照实验:(１)当反应使用 １０ ｍｏｌ％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

Ｔｆ２ＮＨ 作为催化剂时ꎬ同样能够生成产物ꎬ这一结

果说明了氘代产物可能是直接从 １ꎬ４￣环己二烯

化合物中得到氘负离子(路径 ２)ꎻ(２)当反应体

系中 １ꎬ１￣二苯乙烯、Ｂ(Ｃ６Ｆ５) ３、１ꎬ４￣环己二烯化合

物以物质的量的比 １ ∶１ ∶１ ３ 混合反应时ꎬ作者发

现 １ꎬ１￣二苯乙烯能以 ９９％的核磁收率得到产物

Ｂꎬ这说明了[ＤＢ(Ｃ６Ｆ５) ３]
－可以作为亲核试剂提

供氘负离子得到产物(路径 １)ꎮ 最后作者也无法

确定反应究竟是按照哪一个机理进行的ꎬ也无法

排除反应可能是路径 １ 和路径 ２ 同时进行的ꎮ

图 ９　 有机硼路易斯酸催化烯烃的转移氢￣氘
加成反应机理[１９]

Ｆｉｇ.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ｏｒ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１９]

２０２０ 年ꎬＬｉ 等[２５] 发展了一种相近的转移氢

化反应ꎬ作者采取自主发展的 Ｃｏ(Ⅱ)催化的共轭

二烯与炔烃的 Ｄｉｅｌｓ￣Ａｌｄｅｒ 反应[２６] 制备了两种不

同类型的 １ꎬ４￣环己二烯型化合物ꎬ其中氘原子分

别位于环上较多取代和较少取代的 Ｃ( ｓｐ３)上ꎬ
以分别实现烯烃的氢￣氘化以及氘￣氢化转移加

成反应ꎮ

图 １０　 硼催化的烯烃转移氢￣氘和氘￣氢加成反应

Ｆｉｇ.１０　 Ｂｏｒ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

作者首先使用氘原子位于环上较多取代

Ｃ(ｓｐ３)上的转移试剂进行反应条件的筛选ꎬ该试

剂与文献[１９]发展的试剂具有相同的区域选择

性ꎮ 在对催化剂的筛选中ꎬ发现在室温下ꎬ以二氯

甲烷为溶剂ꎬ３ 种路易斯酸 Ｂ(Ｃ６Ｆ５) ３、ＢＣｌ３ 以及

ＢＦ３Ｅｔ２Ｏ 都可以催化烯烃类底物的转移氢￣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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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ꎬ其中 Ｂ(Ｃ６Ｆ５) ３ 催化效果最好ꎬ但是 ＢＣｌ３ 和

ＢＦ３Ｅｔ２Ｏ 的量提高到 ３０％时也能得到较高的产

率ꎬ且不需要较为苛刻的无水条件ꎮ 使用 ＢＦ３
Ｅｔ２Ｏ 进行底物适用性考察ꎬ结果发现与文献[１９]
发展的方法相似ꎬ底物对含有给电子基团的 １ꎬ１￣
二苯乙烯类底物氢化效果最好ꎮ 该反应最明显的

优点就是可以制备由 Ｂｉｒｃｈ 还原反应难以制备的

氘原子位于环上较少取代 Ｃ(ｓｐ３)上的转移试剂ꎬ
从而得到与文献[１９]发展的方法区域选择性不

同的加成产物ꎬ其中氘原子全部加成到离苯基远

的碳原子上ꎮ 基于以上实验的区域选择性结果ꎬ
作者推测该类反应机理与此前文献[１９]发展的

路易斯酸催化转移氢化反应[６] 一致ꎬ路易斯酸首

先攫取取代更多碳上的负氢(或负氘)ꎬ以得到稳

定性高的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和硼氢(氘)负离子ꎮ

２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催化的亚胺、烯烃转移氢化反应

２０１６ 年ꎬ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２７] 发现使用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进行催化ꎬ同样可以实现亚胺的转移氢化反应ꎮ
作者首先筛选了一系列的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ꎬ 发现

Ｔｆ２ＮＨ 催化效果最好ꎮ 反应使用 １ꎬ３ꎬ５￣三甲基￣
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移试剂ꎬ对醛亚胺和酮亚胺

都有效ꎬ氮原子上的取代基可为苯基或者对甲氧

基苯基ꎮ 另外ꎬ在该反应体系下ꎬ换用传统的 Ｈａ￣
ｎｔｚｓｃｈ 酯也可以较高产率地完成这一转化ꎬ但是

使用 １ꎬ３ꎬ５￣三甲基￣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移氢化

试剂的优势在于其生成的副产物间三甲苯比吡啶

更容易除去ꎮ
体系所适用的底物除亚胺外ꎬ还适用于烯烃

底物ꎮ 对于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催化烯烃的转移氢化反

应ꎬ此前仅有一例报道ꎬ底物局限于含有羟基的苯

乙烯底物[２８]ꎮ 作者发展的催化体系同样使用

１ꎬ３ꎬ５￣三甲基￣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移试剂ꎬ反应

在室温下进行ꎮ 在该体系下ꎬ若换用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 酯

作为转移试剂则反应不能进行ꎮ 该催化体系适用

图 １１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催化的亚胺、烯烃转移氢化反应

Ｆｉｇ.１１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ｋｅｎｅｓ

于多种类型的 １ꎬ１￣二取代富电子或电中性的烯

烃底物的还原ꎬ对三取代的烯烃底物也有效ꎬ但是

不适用于单取代烯烃、１ꎬ２￣二取代烯烃以及缺电

子烯烃底物ꎮ
该反应的机理与此前该课题组发展的有机硼

路易斯酸催化的机理有所不同ꎬＢ(Ｃ６Ｆ５) ３ 的作用

是从转移试剂中攫取氢负离子生成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

子ꎬ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作为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对亚胺或者

烯烃实现质子化ꎬ而在该反应中ꎬ首先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

Ｔｆ２ＮＨ 实现对亚胺或者烯烃的质子化过程ꎬ此后

加成中间体在从转移试剂中攫取氢负离子生成产

物ꎬ同时转移试剂变为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ꎬ与 Ｔｆ２Ｎ
－

反应重新生成 Ｔｆ２ＮＨꎮ

３　 金属路易斯酸催化的转移氢化反应

３ １ 　 镓路易斯酸催化的烯烃转移氢化反应

除了采用硼路易斯酸和 Ｂｒøｎｓｔｅｄ 酸之外ꎬ
Ｍｉｃｈｅｌｅｔ 等[２９ꎬ３０]还发展了使用镓路易斯酸催化的

转移氢化反应ꎮ 作者使用 １ꎬ４￣环己二烯作为转

移试剂进行反应条件筛选ꎬ在部分质子酸和ⅢＡ
族的 ３ 种路易斯酸 ＧａＣｌ３、ＡｌＣｌ３、 ＩｎＣｌ３ 中ꎬ只有

ＧａＣｌ３ 能够催化烯烃的转移氢化反应进行ꎬ且能

得到较高的产率ꎬ但是由于 ＧａＣｌ３ 容易受潮ꎬ作者

改用其氮杂卡宾 ＩＰｒ 配合物 ＩＰｒＧａＣｌ３ꎬ同时加入

ＡｇＳｂＦ６ꎬ形成离子路易斯酸[ＩＰｒＧａＣｌ２][ＳｂＦ６]进
行催化ꎬ在室温的二氯甲烷中就可以实现转移氢

化反应ꎮ 若换用包括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 酯在内的其他氢

转移试剂均不能使反应顺利进行ꎮ 此后底物适用

性研究表明ꎬ该反应体系对多种直接连有芳基或

者酯基的双键以及茚衍生物的转移氢化均有效ꎮ
作者推测该反应的机理是路易斯酸首先配位

到苯乙烯底物双键ꎬ再发生 １ꎬ３￣氢迁移ꎬ形成亲

电的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ꎬ再从代替物吸收氢负离子

使代 替 物 变 为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 离 子ꎬ 最 后 从 该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得质子生成加成产物ꎮ

图 １２　 镓路易斯酸催化的烯烃转移氢化反应

Ｆｉｇ.１２　 Ｇａｌｌｉｕｍ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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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ꎬ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ꎬ虽然 ＩｎＣｌ３ 和

ＩｎＢｒ３ 均没有催化效果ꎬ但是换用 ＩＰｒＩｎＢｒ３ 和
ＡｇＳｂＦ６ 反应原位生成的 Ｉｎ 催化剂ꎬ相似的转移

氢化反应同样可以进行[３１]ꎮ
３ ２ 　 镓路易斯酸催化的烯烃转移氢化串联反应

Ｉｍｏｕｅ 等[３２]、 Ｌｉ 等[３３] 此前发展过一种由

ＧａＣｌ３ 活化炔烃ꎬ实现炔烃的分子内 Ｆｒｉｅｄｅｌ￣Ｃｒａｆｔｓ
反应得到苯基取代烯烃ꎮ 这一反应由于同转移氢

化反应条件类似ꎬ可以两个反应串联进行ꎬ通过将

反应温度升到 ８０ ℃ꎬ多种芳基末端戊炔底物可转

化为甲基四氢萘产物ꎮ

图 １３　 镓路易斯酸催化的取代￣转移氢化串联反应

Ｆｉｇ.１３　 Ｇａｌｌｉｕｍ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ｋｅｎｅｓ

另外ꎬ分子内的羰基￣烯烃复分解反应[３４] 通

常也可采用 ＧａＣｌ３ 催化ꎮ ２０１９ 年ꎬＤｉｕｒｏｖｉｃ 等[３５]

完成了分子内的羰基￣烯烃复分解与转移氢化串

联反应ꎬ反应以 γ￣羰基烯烃为底物ꎬ使用[ ＩＰｒ
ＧａＣｌ２][ＳｂＦ６]催化剂ꎬ环己二烯为转移试剂ꎬ在
８０ ℃的 １ꎬ２￣二氯乙烷或者六氟异丙醇中ꎬ得到了

芳基环戊烷衍生物ꎬ若羰基 α 位为三级碳ꎬ生成

的四取代烯烃中间体也可以发生转移氢化反应ꎬ
且通常得到 １ꎬ２ 顺式取代的产物ꎮ 后续计算结果

表明ꎬ反应发生顺式氢化是受动力学控制ꎮ

图 １４　 镓路易斯酸催化的复分解￣转移氢化串联反应

Ｆｉｇ.１４　 Ｇａｌｌｉｕｍ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ｍｅｔａ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３ ３ 　 钌路易斯酸催化的亚胺转移氢化反应

对于硼路易斯酸催化的亚胺转移氢化反

应[８]ꎬ反应温度较高ꎬ为了实现温和条件下的催

化ꎬＬｅｆｒａｎｃ 等[３６]改用 Ｒｕ￣Ｓ 路易斯酸催化剂ꎮ 该

催化剂由 Ｏｈｋｉ 等[３７ꎬ３８] 发展得到ꎬ含有亲电性的

Ｒｕ 和亲核性的 Ｓ 在室温下就可以通过对氢气协

同活化ꎬ实现亚胺的氢化还原ꎮ 作者使用 １ꎬ５￣二
甲氧基￣１ꎬ４￣环己二烯代替氢气ꎬ以苯为溶剂ꎬ室
温下发现芳基保护的酮亚胺可在 Ｒｕ￣Ｓ 路易斯酸

催化下以较为理想的产率得到目标产物ꎬ但是吡

啶类杂环底物在该体系下只能得到少量的产物ꎮ

图 １５　 钌路易斯酸催化的亚胺转移氢化反应

Ｆｉｇ.１５　 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ｉｎｅｓ

作者对 Ｒｕ￣Ｓ 路易斯酸催化剂活化环己二烯

的机理进行了推测ꎬ认为首先催化剂从环己二烯

中攫取负氢形成氢化物 Ｆ 和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ꎬ此
后 Ｗｈｅｌａｎｄ 正离子质子化 Ｆ 得到氢气加合物 Ｇꎬ
中间体 Ｇ 与该催化剂直接活化氢气的中间体

相同ꎮ

图 １６　 钌路易斯酸活化环己二烯的机理

Ｆｉｇ.１６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ｄｉｅｎ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ｉｄ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所介绍的反应均使用不同类型的环己二

烯衍生物作为转移氢化试剂ꎬ这一类转移氢化试

剂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酸催化ꎬ实现转移氢化反

应ꎮ 这一类试剂除了用于转移氢化反应之外ꎬ还
可以用于脱硫、脱苄、脱卤素等过程ꎬ或者用作自

由基中止剂ꎬ体现了这一化合物广泛的应用范围ꎮ
但是该类化合物仍存在一些缺点ꎮ 首先ꎬ它

们一般采用相应芳基化合物的 Ｂｉｒｃｈ 还原反应制

备ꎬ部分结构因对 Ｂｉｒｃｈ 还原不适用ꎬ需要较长的

合成路线ꎬ还有部分结构无法制备ꎬ影响了反应的

拓展ꎮ 其次ꎬ对于烯烃的转移氢化反应通常局限

于 １ꎬ１￣二取代的富电子或者电中性烯烃ꎬ缺电子

烯烃的活性一般很差ꎮ 另外ꎬ使用环己二烯作为

转移氢化试剂的不对称催化尚未有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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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物逐渐为人们所重视ꎮ 研究发现ꎬＳＣＦＡｓ
作为重要的信使参与调控机体生命活动与代谢ꎬ

在许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１]ꎮ 因此分析生物样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对探索微生

物与宿主健康调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ＳＣＦＡｓ 的提取与检测技术持续深入研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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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较多的研究进展ꎮ 本文基于 ＳＣＦＡｓ
的研究现状对其分析方法进行总结ꎬ旨在为探索

更经济、快速、简便的 ＳＣＦＡｓ 分析方法提供参考ꎮ

１　 短链脂肪酸概要

１ １ 　 ＳＣＦＡｓ 的来源及种类

短链脂肪酸是进入机体中未被消化吸收的膳

食纤维、低聚糖和糖醇等经结肠内厌氧菌群酵解

的产物ꎬ以碳原子数目小于 ６ 的有机脂肪酸为

主[１]ꎮ 其总量和比例受发酵底物的种类、数量、
肠道微生物菌群以及宿主生理状态等因素的相互

调节ꎬ不同的发酵底物产生 ＳＣＦＡｓ 的种类也不尽

相同[２]ꎮ ＳＣＦＡｓ 的种类包括乙酸、丙酸、异丁酸、
丁酸、异戊酸、戊酸ꎬ其中乙酸、丙酸及丁酸的含量

最为丰富ꎬ约占 ＳＣＦＡｓ 总量的 ９０％ ~ ９５％[３]ꎮ 大

部分的乙酸是由未被小肠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

物、肽和蛋白质通过乙酰辅酶 Ａ 和厌氧乙酰辅酶

Ａ 途径产生的[４ꎬ５]ꎮ 丙酸是拟杆菌门发酵的主要

产物ꎬ是抑制胆固醇和脂肪合成的重要信使ꎬ其主

要合成途径为琥珀酸途径、丙烯酸酯途径、丙二醇

途径[６ꎬ７]ꎮ 与乙酸、丙酸相比ꎬ人体内丁酸含量相

对较低ꎬ但其能抑制乙酰化酶ꎬ并调节与宿主胃肠

道健康相关的生物反应[８]ꎮ Ｋｏｈ 等[２]总结了人体

内乙酸、丙酸、丁酸的合成途径(见图 １)ꎬ并指出

图 １　 乙酸、丙酸和丁酸的生物合成途径[２]

Ｆｉｇ.１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ａｃｅｔａｔｅꎬ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丁基磷酸和乙酸盐是合成丁酸的关键底物ꎮ
１ ２ 　 ＳＣＦＡｓ 与人体微生态的调控关系

近年对 ＳＣＦＡｓ 的研究多集中于 ＳＣＦＡｓ、肠道

菌群与宿主健康三者之间的相互调节关系ꎬ并发

现 ＳＣＦＡｓ 是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和肠道正常功

能的积极调控因子ꎬ这些调控作用可能通过肠￣脑
轴、免疫￣代谢轴等信号通路发挥作用[９]ꎮ

ＳＣＦＡｓ 通过肠￣脑通路调节与神经功能、学
习、记忆、情绪等相关的生理过程ꎮ Ｄａｌｉｌｅ 等[１０]总

结 ＳＣＦＡｓ 可通过内分泌和体液途径直接或间接

影响肠￣脑通讯来影响脑功能ꎮ 在内分泌途径中ꎬ
ＳＣＦＡｓ 诱导肠道激素的分泌ꎬ经全身循环或迷走

神经通路向大脑间接信号传导ꎻ在体液途径中ꎬ
ＳＣＦＡｓ 可利用单羧酸转运蛋白穿过血脑屏障并影

响血脑屏障完整性ꎮ
ＳＣＦＡｓ 对免疫￣代谢轴的影响体现在:(１)通

过激活游离脂肪酸受体或抑制组蛋白脱乙酰酶的

活性ꎬ调控肠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能量结构ꎬ影
响肠道黏膜的免疫和屏障功能[１１]ꎻ(２)通过与单

核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相互作

用ꎬ影响炎症因子释放、免疫趋化反应等参与免

疫调节ꎬ在抵御疾病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２ꎬ１３] ꎻ
(３)通过提高机体利用脂质和碳水化合物的能

力ꎬ促进新陈代谢ꎬ起到控制机体质量、调节糖

脂代谢等作用[１４] ꎮ

２　 短链脂肪酸样品分布及前处理方法

２ １ 　 短链脂肪酸的来源分布

测定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含量是反映肠道

菌群状况以及诊断和治疗某些疾病的重要生理指

标ꎮ 目前用于分析 ＳＣＦＡｓ 的生物样品主要有粪

便、肠道及肠道内容物、尿液、血清 /血浆、乳液、唾
液等(见表 １)ꎮ

表 １ 　 短链脂肪酸在人体内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ＦＡ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分布 种类 前处理 检测意义 参考文献

粪便、肠道及
肠道内容物

乙酸、丙酸、异丁酸、丁酸、异戊酸、戊
酸、异己酸、己酸

除蛋白 反映和研究肠道微环境 [１５]

尿液 乙酸、丙酸、ＳＣＦＡｓ 羟化物 稀释ꎬ固相萃取 与某些疾病(如孤独症和肥胖)的发生紧密相关 [１６ꎬ１７]

血清 / 血浆 乳酸、乙酸和丙酮酸 除蛋白 参与多种生理过程 [１８]

乳液 丁酸、己酸和辛酸 除蛋白 调节婴儿脂质代谢、影响生长发育、降低肥胖风险等 [１９]

唾液
乙酸、丙酸、异丁酸、丁酸、异戊酸、戊
酸、己酸

稀释 诊断口腔疾病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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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短链脂肪酸的前处理方法

样品前处理是分析 ＳＣＦＡｓ 关键步骤ꎬ常用

ＳＣＦＡｓ 前处理方法汇总见表 ２ꎮ 不同类型生物样

品的前处理手段有所不同:对于基质复杂的生物

样品ꎬ一般需要先去除蛋白免受基质干扰ꎬ然后采

用蒸馏法、超滤法、高速离心法、萃取法、衍生化等

方法进一步纯化ꎻ对于杂质较少的体液类样品可

稀释后进行纯化处理或稀释后直接检测ꎮ 在诸多

纯化方法中ꎬ由于蒸汽污染、分离不完全或定量不

准确等原因ꎬ蒸馏法、超滤法等方法逐渐被其他方

法代替[２１]ꎬ高速离心法多与其他提取方法联用以

辅助样品分离ꎮ
表 ２ 　 常用 ＳＣＦＡｓ 前处理方法汇总表

Ｔａｂ.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ＣＦＡｓ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前处理技术 方法 生物样品 溶剂 主要优势 主要不足

去除蛋白
酸沉淀法

有机溶剂沉淀法
盐析法

血清 / 血浆、粪便
血清 / 血浆

粪便

高氯酸[２２]

甲醇 / 乙腈[２３]

氢氧化钠[２４]

沉淀完全

无毒

稀释样品

吸附样品ꎬ损伤仪器

液￣液萃取

有机溶剂萃取法
粪便、肠道内容物、

血清 / 血浆

正己烷[２５] 、正己烷￣异丙醇[２６] 、甲基叔

丁基醚[２７] 、乙醚[２８] 、乙酸乙酯[２９] 、丙
酮[３０] 、乙醇[３１] 、甲醇[３２]

操作简单、成
本低、适用范
围广

自动化程度低ꎬ污染
环境

酸化水萃取法
粪便、肠道内容物、

血清 / 血浆

甲酸溶液[３３] 、盐酸溶液[３４] 、２５％偏磷酸

溶液[３５] 、６％磷酸溶液[３６] 、浓硫酸[３７ꎬ３８] 、
２５％偏磷酸与巴豆酸混合溶液[３９]

回收率高 损伤仪器

液￣固萃取 — 尿液、粪便发酵液
强酸阳离子树脂 / 重蒸乙醚[４０] 、聚丙烯

酸纳米纤维 / 盐酸乙醇溶液[１７]
净化完全、对
成分选择性强

效率低ꎬ 回收率不
稳定

固相微萃取 — 粪便、羊奶、
足气、唾液

Ｖ(氨丙基 / 氯仿) ∶Ｖ(异丙醇溶液) ＝ ２ ∶
１[４１] 、 ７５ μｍ ＣＡＲ / ＰＤＭＳ 纤 微[４２] 、
ＤＶＢ / ＣＡＲ / ＰＤＭＳ[４３]

设备简单、分
析速度快ꎬ灵
敏度高

特异性不佳

衍生化技术 — 血清、粪便 ３￣硝基苯肼[４４] 、五氟溴苄[４５] 稳定性好ꎬ灵
敏度高

步骤繁琐

２ ２ １ 　 去除蛋白

含 ＳＣＦＡｓ 的生物样品基质多较为复杂ꎬ容易

对测定产生干扰ꎬ甚至影响仪器性能[２２]ꎬ因此去

除蛋白对于分析 ＳＣＦＡｓ 尤为重要ꎮ 去除蛋白的

方法有酸沉淀法、有机溶剂沉淀法、盐析法等ꎮ 高

氯酸、硫酸、盐酸等是常用的酸性沉淀剂ꎬ但强酸

性会降低样品 ｐＨ 和稀释样品ꎬ降低检测灵敏度

甚至造成仪器损伤[２３]ꎮ 利用甲醇、乙腈、异丙醇

等有机溶剂可以克服酸沉淀法的缺点ꎬ有利于

ＳＣＦＡｓ 萃取ꎮ 盐析法是在样品溶液中加入无机盐

以改变挥发性组分的分配系数ꎬ使 ＳＣＦＡｓ 与基质

分离[２４]ꎮ
２ ２ ２ 　 液￣液萃取法

液￣液萃取法(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ＬＬＥ)
适用于绝大多数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提取ꎬ操作

简单、成本低、不需要特殊的实验设备ꎬ而缺点则

是暂时难以实现自动化和大规模提取[２２]ꎮ 应用

较多的萃取溶剂是水、乙醚、乙酸乙酯、氯仿和二

氯甲烷等ꎮ 由于 ＳＣＦＡｓ 挥发性强ꎬ在溶解和回收

溶剂的过程中有部分 ＳＣＦＡｓ 会随着有机溶剂一

并挥发ꎬ导致回收率偏低[２１]ꎮ 研究表明ꎬ加入盐

酸、硫酸、偏磷酸、巴豆酸等酸性溶液使脂肪酸游

离可有效抑制 ＳＣＦＡｓ 水解ꎬ加入 ＮａＯＨ 制成混悬

液可能更利于萃取[３３￣３９]ꎮ
２ ２ ３ 　 液￣固萃取法

液￣固萃取法(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ＬＳＥ)技
术常应用于粪水、血浆及尿液中 ＳＣＦＡｓ 的富集过

程(见表 ２)ꎮ ＬＳＥ 固定相填充材料包括阴离子交

换填料、阳离子交换填料、反相填料以及纳米纤

维ꎮ 与 ＬＬＥ 相比ꎬＬＳＥ 安全性高、选择性好且自

动化程度高ꎬ新兴的纳米纤维作为吸附剂更是具

有强大的吸附性能ꎮ ＬＳＥ 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
表现在其样品处理时间长ꎬ固定相截面积小ꎬ易产

生缝隙ꎬ导致提取效率低、回收率不稳定等[２３]ꎮ
２ ２ ４ 　 固相微萃取法

固相微萃取法(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ＳＰＭＥ)是基于吸附和解析进行样品处理的方法ꎬ
它集萃取、浓缩、解吸、进样于一体ꎬ克服了传统的

ＬＬＥ 使用有机溶剂、ＬＳＥ 样品处理时间长等缺点ꎬ
大大提高了分析速度和灵敏度ꎬ且不需要溶剂ꎬ样
品用量少[２３]ꎮ 但 ＳＰＭＥ 技术也存在一些需要改

进之处ꎬ如所用器具昂贵、易碎ꎬ特异性有待提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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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用于大分子物质和大批量萃取ꎬ涂层耐热性

能差等[３９]ꎮ ＳＰＭＥ 富集粪便、羊奶、唾液、足气等

生物样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均有报道[４１￣４３]ꎮ
２ ２ ５ 　 衍生化技术

衍生化是把难分析检测的物质转化为结构类

似而稳定且易于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ꎮ 由于

ＳＣＦＡｓ 强极性和弱紫外吸收的特点使之在检测时

有一定的局限性ꎬ衍生化处理可以增加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结构中的发色基团ꎬ增强紫外响应ꎬ提高分

析的稳定性和灵敏度ꎬ避免分析过程中 ＳＣＦＡｓ 的

逸失ꎬ使测定结果更精准[２３]ꎮ ＳＣＦＡｓ 的衍生化试

剂伴有苄基、对硝基苄基、对甲硫代苄基、苯甲酰

甲基、氯甲酸丙酯等基团ꎮ Ｈａｎ 等[４４] 利用 ３￣硝基

苯肼(３ＮＰＨ)对 ＳＣＦＡｓ 进行衍生化后ꎬ以 ＵＰＬＣ￣
ＭＳ 进行检测ꎬＳＣＦＡｓ 在色谱柱中实现了很好的分

离ꎮ 但是衍生化操作步骤繁琐且所使用的试剂价

格昂贵ꎬ衍生过度或衍生试剂选择不当会适得其

反ꎬ不但影响检测的准确性ꎬ还增加损伤色谱柱的

风险[２２]ꎮ

３　 短链脂肪酸的检测方法

针对 ＳＣＦＡｓ 的检测技术较多ꎬ且各有特色和

优势ꎮ 以最常见的短链脂肪酸———乙酸为例ꎬ对
常用的 ＳＣＦＡｓ 检测技术参数进行比较(见表 ３)ꎮ
　 　 　 　 　 　表 ３ 　 常用检测技术对乙酸的检出限、定量限及

回收率比较注

Ｔａｂ.３　 ＬＯＤꎬＬＯＱ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方法
检出限 /

(μｇｍＬ－１)
定量限 /

(μｇｍＬ－１)
回收率 /

％

直接
检测法

气相色谱[２８ꎬ４０ꎬ４５￣４７] ０ ０７２~５ ０ ５~２０ ７１~１１１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１７ꎬ２５ꎬ４８ꎬ４９]
０ ００２ ５~

３
０ ００８ ５~

９ ０９ ７３~１０８

高效液相色谱[５０￣５２] １５ ５７~
２３ ２３

１９ ２８~
４３ ２１ ８７~１０２

超高效液相色谱[３４] １１ ５~
１４ ５

１５ ３~
４８ １ １０１~１０４

离子排阻色

谱法[５０ꎬ５３]
０ １０~
０ ７１

０ ８~
２ ３８ ９８~１１５

衍生化
检测法

气相色谱法[５４￣５６] ０ １３~
０ ４２

０ ４４~
１ ４ ９４~１０７

高效液相色

谱法[１８ꎬ５７ꎬ５８]
５ ８９~
１３ ８１

１１ ０８~
２３ ２３ ９３~９６

毛细管电泳

技术[２１ꎬ２２ꎬ５９]
０ ０６５~
０ １７ — ９０~９６

　 　 注:新型检测方法在 ＳＣＦＡｓ 定量分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ꎮ

根据 ＳＣＦＡｓ 的物理性质和预处理方式ꎬ本文把

ＳＣＦＡｓ 的检测方法分为直接检测法和衍生化检测

法ꎬ同时汇总了新近报道的几种检测方法ꎮ 常规

的检测方法如气相色谱(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ꎬＧＣ)
法、液相色谱(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ＬＣ)法、毛
细管电泳技术(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ꎬＣＥ)、离
子排阻色谱( 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ＩＣＥ)
法等ꎬ新近技术包括色谱质谱联用技术(ＧＣ￣ＭＳ /
ＬＣ￣ＭＳ)、动态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ꎬＤ￣ＳＥＲＳ)、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ꎬＦＴ￣ＩＲ)、核磁共振(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ꎬＮＭＲ)ꎮ
３ １ 　 直接检测法

生物样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经过除去蛋白和富集

等前处理后ꎬ可使用 ＧＣ / ＧＣ￣ＭＳ、ＬＣ / ＬＣ￣ＭＳ、ＩＣＥ
等常规方法直接检测ꎮ
３ １ １ 　 气相色谱法

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ꎬＧＣ 分析效率高ꎬ样品

用量少且检测灵敏度高ꎬ是检测挥发性物质的常

选方法ꎬ因此在 ＳＣＦＡｓ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ꎮ 早在

１９８７ 年ꎬ王洪存等[４０]即利用 ＧＣ 对人体尿液中的

乙酸和丙酸进行检测ꎮ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

深入ꎬＧＣ 应用于 ＳＣＦＡｓ 定性定量的检测方法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贾益群等[２８] 基于 ＧＣ 建立了

同时测定粪便中乙酸、丙酸、异丁酸、丁酸、异戊

酸、戊酸等 ６ 种 ＳＣＦＡｓ 的快速方法ꎬ结果表明此

法分离效果好ꎬ回收率高ꎬ操作简便ꎮ Ｚｈａｏ 等[１７]

采用 ＰＦＳＰＥ 法对儿童尿液中的 ＳＣＦＡｓ 进行预处

理ꎬ并开展了 ＳＣＦＡｓ 的 ＧＣ￣ＭＳ 检测ꎮ 但是生物样

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含量较低ꎬ且多带有羧基等极性较

强的基团ꎬ容易吸附于 ＧＣ 色谱柱中ꎬ降低检测的

精密度和准确度ꎬ通过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和 /或
对样品衍生化等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不足ꎮ
３ １ ２ 　 液相色谱法

ＬＣ 技术应用于 ＳＣＦＡｓ 的分析领域也有较多

报道ꎬ与 ＧＣ 相比ꎬＬＣ 定量分析方法具有准确、重
现性好、分析条件温和等优势[２１]ꎮ 但是由于

ＳＣＦＡｓ 弱紫外吸收的特性ꎬ制约了 ＬＣ 方法的广

泛应用ꎮ 王彩等[５２] 采用 ＨＰＬＣ 技术在 ２５ ｍｉｎ 内

完成了粪便中乙酸、丙酸、丁酸 ３ 种有机酸的有效

分离ꎮ 陈和地等[３４] 基于 ＵＰＬＣ 技术实现粪便或

发酵液中甲酸、乙酸、丙酸、丁酸、正戊酸、异戊酸、
戊二酸、己二酸、３￣甲基戊酸、４￣甲基戊酸及正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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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等 １１ 种有机酸的全面、快速、准确检测ꎮ Ｂｌｏｅ￣
ｍｅｎ 等[６０] 则建立了以 ＨＰＬＣ￣ＭＳ 测定人体桡动

脉、门静脉和肝静脉中 ＳＣＦＡｓ 含量的方法ꎬ并以

此研究体内器官之间 ＳＣＦＡｓ 的交换情况ꎮ
３ １ ３ 　 离子排阻色谱法

ＩＣＥ 是直接检测 ＳＣＦＡｓ 使用较多的方法之

一ꎮ 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ꎬＩＣＥ 的样品前处理简

单且对强极性物质不会造成损失ꎮ 但其检出限

高ꎬ线性检测范围窄ꎬ对高浓度样品分离效果不

佳ꎬ目前多应用于分析相对分子量低的有机羧

酸[２１]ꎮ 刘娟等[５３] 采用 Ｓｈｏｄｅｘ Ｒｓｐａｋ ＫＣ￣８１１ 离

子排阻色谱柱结合 ＵＶ 检测器成功地建立了以

ＩＣＥ￣ＵＶ 测定人粪便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方法ꎮ
３ ２ 　 衍生化检测法

生物样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经过衍生化后转变成

性质更稳定的物质ꎬ克服了 ＳＣＦＡｓ 含量低、紫外

吸收弱、挥发性强等缺点ꎬ采用常规的检测技术如

ＧＣ、ＨＰＬＣ、ＣＥ 可对其实现快速准确定量ꎮ
３ ２ １ 　 衍生化￣气相色谱法

ＧＣ 是测定 ＳＣＦＡｓ 最经典的方法之一ꎬ直接

检测省时、简便、应用普及ꎮ 但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强极性、低含量、受热易挥发等性质ꎬ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 ＧＣ 法在检测 ＳＣＦＡｓ 上的良好应用ꎮ 此种

情况下ꎬ多使用衍生化法对样品进行前处理ꎬ增加

样品的热稳定性并降低其极性ꎬ更有利于准确定

量ꎮ Ｈｏｖｉｎｇ 等[５５]使用五氟苄基溴将粪便、肠内容

物以及血液样品中的 ＳＣＦＡｓ 衍生化生成酯ꎬ结合

ＧＣ 进行检测ꎬ降低了 ＳＣＦＡｓ 的极性ꎬ实现了 ９ 种

ＳＣＦＡｓ 的准确定量ꎮ Ｐａｒｋ 等[５６] 开发了采用 ＧＣ￣
ＭＳ / ＭＳ 结合四丁基硫酸氢铵和五氟苄基溴的原

位萃取衍生法ꎬ实现了大鼠粪便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溴

化物的高灵敏度和精密度检测ꎮ
３ ２ ２ 　 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 系统具有高精密度、低检出限和定量

限的特点ꎬ十分有利于 ＳＣＦＡｓ 分析ꎮ 但是 ＳＣＦＡｓ
缺乏紫外或荧光吸收基团ꎬ常需要对样品进行硅

烷化、腙化等衍生化处理后ꎬ才能实现准确定量ꎮ
闫晨等[５８] 以 Ｎ￣(３￣二甲氨基丙基)￣Ｎ′￣乙基碳二

亚胺盐酸盐等作为衍生化试剂将粪便中的 ＳＣＦＡｓ
转化成肼盐后采用 ＨＰＬＣ 法测定ꎬ结果显示该检

测方法的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良好ꎮ Ｃｈｅｎ
等[１８]以 ２￣硝基苯肼为衍生剂对血清进行柱前衍

生结合 ＬＣ￣ＭＳ / ＭＳ 技术检测ꎬ并实现大批量样品

的准确测定ꎮ

３ ２ ３ 　 衍生化￣毛细管电泳技术

与 ＧＣ 和 ＨＰＬＣ 相比ꎬＣＥ 用于 ＳＣＦＡｓ 的测定

是最简单且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方法ꎬ具有分离效

果好、操作简便、使用样品量少等优点ꎮ 临床上毛

细管电泳￣紫外和毛细管电泳￣荧光是检测 ＳＣＦＡｓ
的常用手段[５９]ꎮ 但 ＣＥ 技术对样品的水溶性要

求较高ꎬ并且由于 ＳＣＦＡｓ 缺乏紫外或荧光发色基

团ꎬ在进行直接或间接紫外检测和激光诱导荧光

检测时对样品同样需要进行衍生化处理[２２]ꎮ
３ ３ 　 新型检测方法

近年来ꎬ有许多新型技术如 Ｄ￣ＳＥＲＳ、ＦＴ￣ＩＲ、
ＮＭＲ 等ꎬ已经开展应用于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检

测ꎮ 这些新型技术具有便捷、高效、环境友好的特

点ꎬ可能在为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分析研究提供

更多新的选择ꎮ
３ ３ １ 　 光谱法

Ｄ￣ＳＥＲＳ 是诸多 ＳＣＦＡｓ 检测方法中极具潜能

的新技术之一ꎬＤ￣ＳＥＲＳ 技术具有检测速度快、重
复性好、灵敏度高且操作简便、样品无需衍生化处

理等优点ꎬ对 ＳＣＦＡｓ 的快速检测具有重要的意

义ꎮ 欧阳琦镇[６１]结合液￣液萃取与 Ｄ￣ＳＥＲＳ 技术ꎬ
并优化了检测过程中相应变量ꎬ构建了一种粪便

培养基体系下毫摩尔浓度级别的乙酸、丙酸、丁酸

的检测方法ꎮ
ＦＴ￣ＩＲ 主要应用在食品领域的 ＳＣＦＡｓ 分析ꎮ

目前在生物样品领域的应用较少ꎬ且多用于结构

定性ꎮ Ｋｏｃａ 等[６２] 基于 ＦＴ￣ＩＲ 建立了一种简单、
快速检测瑞士奶酪中 ＳＣＦＡｓ 含量的方法ꎬ对奶

酪工业实现在线质量控制极具意义ꎮ ＦＴ￣ＩＲ 分

析特征性强、速度快ꎬ但用于定量时精确度有所

欠缺ꎬ且在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分析领域尚未普

及ꎬ技术运用尚不成熟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

展ꎮ
３ ３ ２ 　 核磁法

ＮＭＲ 在近年的研究中也被应用于 ＳＣＦＡｓ 的

分析测定ꎮ Ｈｉｇａｓｈｉ 等[６３] 建立了以 ＮＭＲ 测定益

生菌 /益生元组合发酵过程中形成的短链脂肪酸

含量的方法ꎬ并应用于乳酸菌对氧化杆菌菌株有

抑制作用的研究ꎮ 与常规的色谱技术相比ꎬＮＭＲ
使用特定的检测器ꎬ样品无需衍生化处理即可实

现准确测定ꎬ可以缩短样品处理和分析的时间ꎬ减
少有害试剂的使用ꎬ是一种简便、通用、环境友好

的 ＳＣＦＡｓ 分析技术ꎮ 但目前 ＮＭＲ 在 ＳＣＦＡｓ 分析

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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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展望

ＳＣＦＡｓ 是机体肠道内众多微生物代谢的主要

终产物ꎬ研究生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种类、含量及

功能对于揭示微生物代谢与机体生理功能以及某

些疾病之间的相关性ꎬ辅助诊断治疗疾病具有积

极的临床意义ꎮ 随着微生物群￣肠￣脑轴、微生物

群￣免疫￣代谢轴的研究日益深入ꎬ对 ＳＣＦＡｓ 的研

究也备受重视ꎬ迫切需要实现生物样品中多种

ＳＣＦＡｓ 的同时检测、大规模检测、即时检测等需

求ꎮ 然而尽管 ＳＣＦＡｓ 在来源、种类、生物意义、分
析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飞跃的发展ꎬ但目前

针对检测 ＳＣＦＡｓ 的生物样品ꎬ利用较多的是粪

便ꎬ对其他生物样品如血浆、尿液、乳液中 ＳＣＦＡｓ
的研究还相对匮乏ꎮ 样品前处理方法较多ꎬ但各

有利弊ꎬ缺乏通用、简捷、标准化的预处理方法ꎮ
因此ꎬ建立经济型、通用型、省时省力的前处理方

法仍然是 ＳＣＦＡｓ 检测与分析的重要研究内容ꎮ
在检测方面ꎬＳＣＦＡｓ 含量低、紫外吸收弱、易

挥发等固有属性成为其检测的“特色”ꎮ 虽然通

过优化前处理过程、衍生化技术以及联用技术等

可弥补以上缺陷ꎬ但复杂的前处理步骤、高昂的试

剂和检测费用使得许多实验者望而却步ꎮ 随着多

领域、多技术联用的日渐成熟ꎬ新兴技术应用于生

物样品中 ＳＣＦＡｓ 的分析ꎬ使分析效率、灵敏度和

准确度得到极大的提升ꎬ但目前这些技术应用处

于发展阶段ꎬ缺乏成熟的应用条件和使用普及ꎮ
因此ꎬ开发高效、准确、灵敏的分析方法ꎬ实现样品

在线分析、痕量分析、多种 ＳＣＦＡｓ 同时定量仍是

未来 ＳＣＦＡｓ 研究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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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急毒、遗传毒性及长期毒性研究

张佳ａꎬｂꎬ杨静∗ａꎬｂ

(西北大学 ａ.化工学院ꎬｂ.生物医药研究院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以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为研究对象ꎬ依据国家标准«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ＧＢ １５１９３—２０１４)进
行急毒、遗传毒性以及长期毒性评价ꎬ为三者复配的安全应用提供实验参考ꎮ 结果表明ꎬ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中最大

耐受剂量(ＭＴＤ)>１５ ０ ｇ / ｋｇꎬ属无毒级别ꎮ 三项遗传学毒性试验结果显示均为阴性ꎬ没有发现致突变作用ꎬ说明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无遗传学毒性ꎮ 大鼠 ２８ ｄ 喂养试验中ꎬ各剂量组(４ ０、２ ０ 和 １ ０ ｇ / ｋｇ)试验动物生长状况良好ꎬ动物

体重、动物进食量以及食物利用率、血液学和血清生化学、大鼠脏器系数等指标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ꎬ且大

鼠组织经解剖检测均未见明显的病理组织学异常ꎮ 综上所述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无可见毒副作用ꎬ具有较高的食

用安全性ꎮ
关键词:葡萄籽ꎻ菊花ꎻ三七ꎻ复配配方ꎻ毒理学ꎻ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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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佳(１９９７￣)ꎬ女ꎬ山西朔州人ꎬ硕士生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天然活性产物、生物医用材料ꎮ
通讯作者:杨静ꎬ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８＠ ｎｗｕ.ｅｄｕ.ｃｎꎮ
引用本文:张佳ꎬ杨静.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急毒、遗
传毒性及长期毒性研究 [ Ｊ] . 化学试剂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４(７):
１０２８￣１０３５ꎮ

　 　 近年来ꎬ对天然活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ꎬ葡萄、菊花和三七在我国资源丰

富ꎮ 研究发现ꎬ葡萄、菊花和三七的活性提取物具

有种类繁多、功效多样的特点ꎮ
葡萄籽提取物是由葡萄籽经提取、浓缩、干燥

制成ꎮ 葡萄籽提取物中含有大量的多酚类、脂质

和矿物类物质ꎬ具有抗衰老、抗疲劳、抗糖化、抗肿

瘤、抑制动脉硬化以及降血压和降血脂等作

用[１]ꎮ 其中葡萄籽原花青素被国内外公认为最

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２]ꎬ对自由基清除[３]、
氧化损伤[４] 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防御系统[５] 有显

著影响ꎬ并且具有抗肿瘤[６]、抗肥胖、降血脂[７]、
保护心血管系统[８]、抗辐射和抗应激[９￣１１] 等作用ꎮ

目前ꎬ葡萄籽原花青素因其低毒、生物利用率高等

特点ꎬ在医疗保健、功能食品及制药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８]ꎮ
菊花为菊科植物菊的干燥头状花序ꎬ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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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包括黄酮、多糖、多酚及挥发油等[１２]ꎬ具
有抗菌、消炎、清除活性氧自由基、降低血液中胆

固醇和脂肪的含量、增强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及

改善心肌营养等功效[１３ꎬ１４]ꎬ是卫生部首批批准的

药食同源的物质之一ꎮ 近年来研究还发现菊花具

有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１５]、抗癌[１６] 等功效ꎮ 在

我国菊花是仅次于茶叶和咖啡的第三大饮品ꎬ因
此利用菊花提取物开发相关产品用于卫生、医药、
食品等领域在我国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ꎮ

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和茎ꎬ其主

要活性成分为三七总皂苷ꎬ包括多种皂苷单体

Ｒｂ１、Ｒｇ１、Ｒｅ、Ｒｄ 及三七皂苷 Ｒ１ 等[１７]ꎮ 近年来

药理研究发现ꎬ三七总皂苷不仅能够增强机体免

疫力、保护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ꎬ并且在降血

糖、降血脂、抗肿瘤、抗氧化、抗衰老等方面同样

具有药理活性[１８] ꎮ 完善三七皂苷与其它中药成

分配伍体系并分析药效结果ꎬ对于推动三七进

入“高效低毒”时代ꎬ将三七广泛引入世界具有

重要意义ꎮ
目前对葡萄籽、菊花和三七研究较多ꎬ但对三

者配伍的安全性还未见报道ꎮ 因此ꎬ本研究中的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以葡萄籽醇提物、菊花

水提物及三七水提物三者复配制备而成ꎬ按照国

家标准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
(ＧＢ １５１９３—２０１４)对其毒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评

价ꎬ为其安全合理开发应用提供依据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ＭＥ１０４Ｅ / ０２ 型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ꎻＴＧＬ￣２０ 型台式高速离心机

(山东百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ꎻＨＣ２２００ 型海迈

测试系统(山东美医林电子仪器有限公司)ꎻＡ１５
型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博士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ꎮ
生化试剂盒(南京建成科技有限公司)ꎻ环磷

酰胺(通化茂祥制药有限公司)ꎻ盐酸柔红霉素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ꎻ敌克松、叠氮钠、
２￣氨基芴、甲基碳酸甲酯、１ꎬ８￣二羟基蒽醌、丝裂

霉素 Ｃ(分析纯ꎬ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ꎮ
１ ２ 　 受试物

葡萄 籽￣菊 花￣三 七 复 合 物ꎬ 自 制 ( 批 号:
２０２１１２１５)ꎬ其中葡萄籽提取物为醇提物ꎬ人体每

日服用量为 ０ １ ｇꎻ菊花为水提物ꎬ人体每日服用

量为 ０ ９ ｇꎻ三七为水提物ꎬ人体每日服用量为

０ ０８ ｇꎮ 葡萄籽醇提物、菊花水提物、三七水提物

均购自于陕西嘉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ꎮ 葡萄

籽提取物提取率为 ８％ꎬ菊花提取物提取率为

２０％ꎬ三七提取物提取率为 １０％ꎮ
１ ３ 　 试验动物和菌株

ＳＰＦ 级昆明小鼠ꎬ试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陕)２０１８￣００１ꎬ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ꎮ ＳＤ 大鼠ꎬ试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陕)２０１９￣００１ꎬ购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ꎮ 本实验所使用的动物及

其相关实验操作均经过西北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

准许ꎮ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使用的菌株购自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ꎮ
１ ４ 　 试验方法

１ ４ １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选取健康昆明小鼠 ２０ 只ꎬ体重 １８ ~ ２２ ｇꎬ雌
雄各半ꎮ 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５１９３ ３—
２０１４[１９]进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将葡萄籽￣菊花￣
三七复合物配置成 ０ ７５ ｇ / ｍＬ 混悬液ꎬ使用前摇

匀ꎬ按 １５ ０ ｇ / ｋｇ 给予小鼠灌胃ꎬ以 １０ ｍＬ / ｋｇ 的

灌胃容量给予小鼠灌胃ꎬ２４ ｈ 内灌胃 ２ 次ꎬ间隔

时间为 ６ ｈꎮ 经口连续灌胃 １４ ｄꎬ观察并记录小

鼠在饮食、活动及可能发生的中毒或死亡方面

的情况ꎬ以此评价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急

性毒性ꎮ
１ ４ ２ 　 遗传毒性试验

１ ４ ２ １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参照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ＧＢ １５１９３ ４—
２０１４[２０]进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ꎮ 将受试物设计

为 ５ 个剂量组(８、４０、２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 μｇ /皿)ꎮ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５％混悬液)经高压灭

菌(１２１ ℃ꎬ２０ ｍｉｎ)后稀释至各剂量ꎮ 同时ꎬ设置

空白对照组(蒸馏水)以及阳性对照组(环磷酰

胺)ꎮ 采用 ＴＡ９７、ＴＡ９８、ＴＡ１００、ＴＡ１０２ 和 ＴＡ１５３５
这 ５ 种标准突变菌株ꎬ对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

物在有无肝 Ｓ￣９ 混合液的条件下进行细菌回复突

变试验ꎮ 每皿加菌株和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

各 ０ １ ｍＬꎬ并在 ３７ ℃条件下培养 ４８ ｈꎬ计数各皿

回复突变菌落数(每组置 ３ 个平行)ꎮ 若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组的回复突变菌落数是空白对

照组的 ２ 倍以上且具有剂量依赖关系ꎬ以此判断

诱变试验结果为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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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２ ２ 　 红细胞微核试验

参照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ＧＢ １５１９３ ５—
２０１４[２１]进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ꎮ 选取昆

明小鼠 ５０ 只(体重 ２５ ~ ３０ ｇꎬ雌雄参半)ꎬ随机均

分为 ５ 组ꎬ各组 １０ 只ꎮ 给药组设置高、中、低 ３ 个

剂量组(１０、５、２ ５ ｇ / ｋｇ)ꎬ并同时设置空白对照组

和阳性对照组ꎬ分别为蒸馏水和环磷酰胺 ( ４０
ｍｇ / ｋｇ)ꎮ 各组均在给药 ２４ ｈ 后进行二次给药ꎬ末
次给药 ６ ｈ 后ꎬ取小鼠股骨骨髓ꎬ并用小牛血清稀

释后ꎬ涂片、甲醇固定、Ｇｉｅｍｓａ 染色ꎮ 对每只小鼠

计数嗜多染红细胞 (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ꎬ
ＰＣＥ) １ ０００ 个ꎬ观察含有微核的 ＰＣＥꎬ计算微核率

(以千分率表示)ꎮ 此外ꎬ观察 ２００ 个红细胞中

ＰＣＥ 和成熟红细胞 ( Ｎｏｒｍ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ꎬ
ＮＣＥ)所占数目ꎬ并计算 ＰＣＥ / ＮＣＥ 比值ꎮ 若葡萄

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组的微核率比空白对照组

高ꎬ并表现出剂量依赖关系ꎬ试验结果则为阳性ꎮ
１ ４ ２ ３ 　 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参照文献[２２]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５１９３ ８—２０１４[２３]进行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

试验ꎮ 选用昆明小鼠 ２５ 只(体重 ２５ ~ ３０ ｇꎬ雄
性)ꎬ随机平均分为 ５ 组ꎮ 给药组设置高、中、低 ３
个剂量组(１０、５、２ ５ ｇ / ｋｇ)ꎬ并同时设置空白对照

组和阳性对照组ꎬ分别为蒸馏水和环磷酰胺(４０
ｍｇ / ｋｇ)ꎮ 每组小鼠给予每天 １ 次的灌胃给药ꎬ连
续 ５ ｄꎮ 末次灌胃后的第 ８ ｄ 在小鼠腹腔注射秋

水仙素 ６ ｍｇ / ｋｇꎬ并于 ５ ｈ 后将小鼠处死ꎮ 在两侧

睾丸曲细精管中取滤液ꎬ滴在载玻片上并染色

观察ꎮ 各组观察 ５００ 个中期分裂的细胞ꎬ对每

组不同类型的性染色体、常染色体单价体以及

染色体结构畸变频率等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ꎮ
１ ４ ３ 　 ２８ ｄ 喂养试验

试验参照赵立芸等[２４] 文献进行ꎮ 选用健康

离乳 ＳＤ 大鼠 ８０ 只(体重 ７０~９０ ｇꎬ雌雄各半)ꎬ随
机平均分成 ４ 组ꎮ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设置

３ 个剂量组(４ ０、２ ０ 和 １ ０ ｇ / ｋｇꎬ此剂量相当于

人体推荐用量的 １００、５０、２５ 倍)ꎬ另设一个空白对

照组(蒸馏水)ꎮ 连续灌胃 ２８ ｄꎬ期间大鼠自由进

食和饮水ꎬ并对大鼠的生长状况观察并记录ꎻ每周

记录一次动物体重和两次动物进食量并以此计算

食物利用率 (每摄入 １００ ｇ 饲料的体重增长克

数)ꎻ试验结束时ꎬ处死动物ꎬ测定血液学(红细胞

计数、血红蛋白含量和白细胞计数)以及血清生

化指标(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尿素氮(ＢＵＮ)、肌酐(Ｃｒ)、血糖(Ｇｌｕ)、血清白蛋

白(ＡＬＢ)、总蛋白(ＴＰ)、总胆固醇(ＴＣＨ)和甘油

三酯(ＴＧ))ꎮ 然后ꎬ对脏器系数和病理组织学进

行测定和检查ꎮ
１ ４ 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和

分析ꎬ并以 Ｐ<０ ０５ 作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标准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采用大剂量(１５ ０ ｇ / ｋｇ)的葡萄籽￣菊花￣三
七复合物对小鼠经口灌胃ꎬ检测受试物对小鼠的

急性经口毒性ꎮ 实验组雌雄对半ꎬ结果显示所有

小鼠在试验期间状态良好ꎬ小鼠的瞳孔、皮肤、毛
色、进食、饮水、粪便和行为等均未见异常ꎻ未观察

到惊厥不安、震颤、呆滞、嗜睡和竖毛等异常状况ꎬ
且无小鼠死亡ꎮ 急性毒性试验前后ꎬ葡萄籽￣菊
花￣三七复合物对雌雄两组小鼠体重及死亡情况

的影响列于表 １ꎮ
表 １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小鼠急性经口毒性

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Ａｃｕｔｅ ｏｒ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ｍｉｃｅ

性别 雌性 雄性

动物只数 １０ １０

剂量 / (ｇｋｇ－１) １５ １５

初始体重 / ｇ １８ ８３±０ ９ １９ ０５±１ １

第一周体重 / ｇ ２３ １４±１ ４ ２４ ３２±１ ５

第二周体重 / ｇ ３１ ６８±１ ８ ３２ １２±１ ７

动物死亡数 / 只 ０ ０

ＭＴＤ / (ｇｋｇ－１) >１５ >１５

　 　 由表 １ 可知ꎬ在给药前及给药后第一周雌、雄
小鼠体重增加百分比分别为 ２２ ９％和 ２７ ７％ꎬ第
二周为 ６８ ６％和 ６８ ２％ꎬ雌、雄小鼠体重在相同

时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ꎮ 实验结束后ꎬ处死

小鼠并解剖观察ꎬ可知实验组小鼠的组织及脏器

无肉眼可见的异常情况ꎮ 由此可知ꎬ葡萄籽￣菊
花￣三七复合物对小鼠无毒害作用ꎬ按急性毒性分

级属安全无毒级ꎮ 将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以

１５ ０ ｇ / ｋｇ 对小鼠经口灌胃 １４ ｄ 期间ꎬ雌、雄小鼠

均未发现中毒、异常症状ꎬ生长状态良好ꎮ 末次灌

胃结束以后处死小鼠ꎬ解剖发现其心脏、肝脏、脾
脏、肾脏、胃肠等脏器均无明显的异常现象发生ꎮ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小鼠经口最大耐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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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ＭＴＤ>１５ ｇ / ｋｇꎬ按急性毒性分级属无毒级ꎮ
２ ２ 　 遗传毒性试验

２ ２ １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对 ＴＡ９７、ＴＡ９８、ＴＡ１００、ＴＡ１０２ 和 ＴＡ１５３５ 这

５ 种标准突变菌株进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ꎬＴＡ９７、
ＴＡ９８ 和 ＴＡ１００ 可 检 测 移 码 突 变ꎬ ＴＡ１５３５ 和

ＴＡ１０２ 可检测碱基对置换ꎬ分别从不同角度判定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致基因突变性ꎮ 实验

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在剂

量为 ８、４０、２００、１ ０００ 和 ５ ０００ μｇ /皿时均未发现

细菌毒性和沉淀情况ꎻ在加与不加 Ｓ￣９ 条件下ꎬ受
试物各剂量组的 ５ 种测试菌株的回复突变菌落数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均无明显差异ꎬ且不会产生剂

量依赖关系ꎬ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结果呈阴性ꎮ 而

阳性对照组在相同条件下的回复突变菌落数增加

３ ２~ １４５ ８ 倍ꎬ均高于空白对照组的 ２ 倍以上ꎮ
结果表明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在试验剂量

８~５ ０００ μｇ /皿范围内ꎬ没有诱导实验菌株回复突

变的作用ꎬ可初步得出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

无致突变作用ꎮ
表 ２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平板掺入法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结果注

Ｔａｂ.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组别
ＴＡ９７ ＴＡ９８ ＴＡ１００ ＴＡ１０２ ＴＡ１５３５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Ｓ￣９(＋)

８ μｇ / 皿 １３２ １±１８ ２ １３１ ８±１３ ２ ４１ ６±７ ６ ４０ ９±６ ９ １４６ ８±１４ ６ １６８ ４±１２ ５ ２７１ ２±１７ ９ ２７５ ８±１２ ６ ９ ２±１ ３ １０ ３±１ ５

４０ μｇ / 皿 １３１ ６±２１ ４ １３０ ５±２０ １ ３８ ７±６ ８ ４３ ２±６ ９ １５６ ８±２１ ３ １５５ ２±１１ ３ ２７６ ８±１６ ４ ２７６ ４±１５ ８ １１ ０±２ ５ １０ ２±１ ３

２００ μｇ / 皿 １３０ ２±１９ ５ １３２ ４±１８ ３ ４３ ９±１１ ２ ３９ ５±９ ２ １６５ ４±１８ ５ １５３ ４±１４ ２ ２８３ ５±２１ ３ ２８１ ６±１７ ３ １１ ５±３ ２ ９ ２±１ ４

１ ０００ μｇ / 皿 １２８ ３±１３ ２ １２５ ６±１１ ６ ３９ ８±１０ ５ ４７ ３±８ ３ １５１ ３±１７ ３ １５８ ９±１３ ９ ２７４ ３±１８ ５ ２７１ ３±１５ ２ ９ ８±２ ５ １０ ３±０ ９

５ ０００ μｇ / 皿 １２６ ４±１５ ８ １２６ ３±１３ ２ ４２ ６±１１ ３ ４２ １±８ ４ １６３ ４±１６ ４ １６１ ２±１４ １ ２６８ ３９±１３ ９ ２７８ ８±１４ ８ １０ ４±１ ７ ９ ９±１ ５

空白对照 １２３ １±１１ ６ １２７ ６±１３ ４ ４１ ６±７ ６ ４０ １±６ ２ １６１ ９±１４ ３ １６４ ３±１１ ６ ２７１ １±１８ ４ ２７５ ３±１４ ８ １５ １±１ ３ １６ ３±１ ５

阳性对照
２ ３９４ ８±
２５４ ６１

１ ６９５ ３±
２０３ ６２

３ ０１２ ５±
２５８ ３１

５ ５１０ ２±
２５６ ８２

２ ８１２ ５±
１２５ ９５

２ ８９５ ３±
１１４ ６２

８９５ ６±
４２ ３３

８７２ ９±
３１ ２４

２７２ ５±
１４ ６５

４８３ ４±
４２ １２

　 　 注:阳性对照:１.敌克松:５０ μｇ / 皿ꎻ２. ２￣氨基芴:１０ μｇ / 皿ꎻ３.甲基碳酸甲酯:１ μＬ / 皿ꎻ４. １ꎬ８￣二羟基蒽醌:５０ μｇ / 皿ꎻ５.叠氮钠:
１ ５ μｇ / 皿ꎮ

２ ２ ２ 　 红细胞微核试验

红细胞微核试验可通过检测细胞质内残存染

色体或染色单体的细胞数量(即嗜多染红细胞数

量)来计算红细胞微核率ꎬ从而检测受试物的遗

传毒性ꎮ 将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设置高、中、
低 ３ 个剂量组(１０、５、２ ５ ｇ / ｋｇ)ꎬ在雌性和雄性昆

明小鼠中进行红细胞微核试验评估ꎮ 试验期间ꎬ
各剂量组和对照组的小鼠均未观察到不良反应或

者死亡现象ꎬ试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阳性对照组

中雌、雄小鼠的微核率分别为 ２５ ２‰和 ２５ ４‰ꎮ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阳性对照环磷酰胺诱导红细

胞微核率显著增加(Ｐ<０ ０１)ꎮ 而小鼠给予不同

剂量的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后ꎬ雌、雄昆明小

鼠的微核率在 １ ２‰~ １ ４‰范围内ꎬ且无相应的

剂量依赖关系ꎮ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葡萄籽￣菊
花￣三七复合物在 ２ ５ ~ １０ ０ ｇ / ｋｇ 剂量范围内微

核率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ꎬ且各组的 ＰＣＥ /
ＮＣＥ 比值均在正常范围内ꎬ说明葡萄籽￣菊花￣三
七复合物对小鼠红细胞微核的形成无明显诱导

作用ꎮ

表 ３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小鼠红细胞微核

试验结果注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 ｔｅｓｔ ｏｎ ｍｏｕｓｅ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
ｋｇ－１)

ＰＣＥ
数 / 个

含微核
ＰＣＥ
数 / 个

微核率 /
‰

ＰＣＥ /
ＮＣＥ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阳性对照　

０
２ ５
５
１０
０ ０４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８
６
７
７
１２６

１ ６±０ ４２
１ ２±０ ６１
１ ４±０ ４３
１ ４±０ ６７

２５ ２±４ ５５∗∗

１ ０５±０ １６
１ ０３±０ １４
１ ０８±０ １３
１ １３±０ １１
１ ０３±０ ０９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阳性对照组

０
２ ５
５
１０
０ ０４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７
６
６
７
１２７

１ ４±０ ５３
１ ２±０ ８２
１ ２±０ ６１
１ ４±１ １３

２５ ４±３ ４２∗∗

１ ０４±０ ０３
１ ０５±０ ０７
１ ０３±０ ０６
１ ０８±０ １３
１ ０２±０ ０８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Ｐ<０ ０５ꎬ∗∗Ｐ<０ ０１ꎮ

２ ２ ３ 　 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中ꎬ将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经口连续灌胃给药 ５ ｄꎬ并持续

正常喂养 ８ ｄ 后ꎬ在小鼠腹腔注射秋水仙素ꎬ抑制

细胞内微管的形成ꎬ从而将细胞阻断在分裂中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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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并统计性染色体单价体、常染色体单价数及

染色体畸变数来评价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

雄性生殖细胞的致突变性ꎮ 本研究中ꎬ葡萄籽￣菊
花￣三七复合物以高、中、低 ３ 个剂量(１０、５、２ ５
ｇ / ｋｇ)对雄性昆明小鼠进行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

试验ꎮ 在试验期间ꎬ各组均未观察到沉淀、ｐＨ 或

者渗透压的相关变化ꎮ 实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葡
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高、中、低 ３ 个剂量组中染

色体异常细胞率为 ０ ６％ ~ ０ ８％ꎬ低于空白对照

组中染色体异常细胞率(１ ０％)ꎬ这表明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各剂量组对小鼠精母细胞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ꎬ 但无显著性差异ꎻ 而阳性

　 　 　 　 　 　表 ４ 　 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结果注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ｔｅ

组别
剂量 /
(ｇ
ｋｇ－１)

观察
细胞数

性染色
体单价
体 / 个

常染色
体单价
体 / 个

染色体
畸变 /
个

染色体
异常细
胞数 /
个

染色体
异常细
胞率 /
％

空白对照组 ０ ５００ ０ １ ４ ５ １ ００

低剂量组　 ２ ５ ５００ ０ ０ ５ ４ ０ ８０

中剂量组　 ５ ５００ ０ １ ６ ３ ０ ６０

高剂量组　 １０ ５００ ０ ０ ７ ３ ０ ６０

阳性对照　 ０ ０４ ５００ ０ １０ ５６ ４６ ９ ２０∗∗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Ｐ<０ ０５ꎬ∗∗Ｐ<０ ０１ꎮ

对照组染色体异常细胞数为 ４６ 个ꎬ染色体异常细

胞率为 ９ ２％ꎬ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ꎬ且具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 ０１)ꎮ 这表明葡萄籽￣菊花￣三七复

合物各剂量组对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的畸变无明

显影响ꎬ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ꎮ
２ ３ 　 ２８ ｄ 喂养试验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设 ３ 个剂量组

(４ ０、２ ０ 和 １ ０ ｇ / ｋｇ)对雌、雄 ＳＤ 大鼠进行 ２８ ｄ
喂养试验ꎬ以评估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食

用安全性ꎮ 在 ２８ ｄ 喂养试验过程中各组动物生

长状况良好ꎬ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各剂量组大鼠的

活动、体重、进食量、饮水及粪便性状均正常ꎬ未观

察到明显的行为改变和中毒表现ꎮ
２ ３ １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试验动物体

重的影响

试验期间大鼠的体重变化情况如表 ５ 所示ꎮ
给药 ４ 周期间ꎬ各剂量组雄性和雌性大鼠体重最

高增重分别为 ７９ ５３ ｇ 和 ７６ ５３ ｇꎬ空白对照组分

别为 ７７ ５ ｇ 和 ７４ ５ ｇꎮ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

各剂量组大鼠体重总增量与空白对照组相似ꎬ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说明葡萄籽￣菊花￣三
七复合物在 １ ０ ~ ４ ０ ｇ / ｋｇ 剂量范围内对试验动

物体重无影响ꎬ且不会产生剂量依赖关系ꎮ
表 ５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试验大鼠体重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ａｔｓ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ｋｇ－１)
初始重量 /

ｇ
第一周重量 /

ｇ
第二周重量 /

ｇ
第三周重量 /

ｇ
第四周重量 /

ｇ
体重总增量 /

ｇ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７７ ５±４ ６
７９ ５３±４ ２
７９ ４５±３ ４
７７ ２７±７ ０

１４０ ０３±６ ２
１４０ ５８±７ ８
１４１ ７９±１１ ４
１４０ ７８±１０ ２

１９４±９ ２
１９３ ７±１２ ４
１８５ ４７±１１ ２
１８０ ５ ５±８ ６

２３６ ６９±８ ５
２３４ ６３±１４ ２
２３２ ８６±１１ ２
２３６ ７４±１０ ６

２７５ ４２±９ ７
２６７ ６４±１３ ８
２６６ ７６±１２ １
２７４ ７３±１１ ４

７７ ５±４ ６
７９ ５３±４ ２
７９ ４５±３ ４
７７ ２７±７ ０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７４ ５±２ ８
７５ ７２±３ ９
７６ ５３±６ ４
７６ ５２±５ ７

１２８ ４５±９ ５
１２７ ７２±８ ７
１２３ ４５±７ ４
１２１ ７５±１０ ６

１７０ ７９±９ ７
１６０±１０ ２

１６０ ６９±１１ ５
１６２ ７６±１２ ３

１９７ ５２±８ ８
１９７ ３７±９ ２
１８９ ７４±１０ ３
１９６ ８４±９ ８

２１７ ０８±１０ ３
２１９ ２±９ ６

２２０ ７４±１０ ４
２２３ ０３±９ ８

７４ ５±２ ８
７５ ７２±３ ９
７６ ５３±６ ４
７６ ５２±５ ７

２ ３ ２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进食量、
食物利用率的影响

试验期间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各剂量组

中雄性大鼠的 ４ 周总进食量为 ４３３ ５３~４５０ ０３ ｇꎬ
进食主要集中在第 ３ 周和第 ４ 周ꎻ雌性大鼠的 ４
周总进食量为 ３８２ ９１ ~ ４００ ８３ ｇꎬ进食主要集中

在第 １ 周和第 ２ 周ꎮ 雄性和雌性大鼠中空白对照

组的总进食量分别为 ４４６ ９５ ｇ 和 ３７４ ４ ｇ(表 ６)ꎮ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给药组在 １ ０~４ ０ ｇ / ｋｇ 剂量

范围内对雌、雄大鼠的进食量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ꎬ且不会产生剂量依赖关系ꎮ 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食物利用率的影响如表

７ 所示ꎬ各剂量组对雄性和雌性大鼠食物总利用

率最高为 ５２ ６２％和 ３４ ３４％ꎬ且食物利用主要在

第 １ 周和第 ２ 周ꎮ 而空白对照组雄性和雌性大鼠

的食物利用率为 ５０ ９９％和 ３５ ４１％ꎮ 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ꎬ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在 １ ０ ~
４ ０ ｇ / ｋｇ 剂量范围内对雌、雄大鼠的食物利用率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ꎬ且不会产生剂量依赖

关系ꎮ

２３０１



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张佳等: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急毒、遗传毒性及长期毒性研究

表 ６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各组大鼠进食量的影响

Ｔａｂ.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ｋｇ－１)
第 １ 周进食量 /

ｇ
第 ２ 周进食量 /

ｇ
第 ３ 周进食量 /

ｇ
第 ４ 周进食量 /

ｇ
总进食量 /

ｇ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１０３ ８±３ ８５
１０３ ８６±７ ６９
１０１ ７３±４ ６９
１０３ ２５±６ ２１

１０３ ９１±６ ８７
１０２ １５±１１ ０９
１０５ ６１±７ １６
１０２±８ ３２

１１３ ９±８ ４８
１１４ ０１±８ ８５
１２１ ５７±８ ５２
１２１ ５７±８ ６３

１２５ ２７±１０ ０２
１１３ ５１±１６ ８９
１２１ １２±１１ ２３
１２０ ７９±１２ ６５

４４６ ９５±１８ ５２
４３３ ５３±１６ ７１
４５０ ０３±１５ ２３
４４５ ９９±１６ ４９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１０５ ４２±５ ０２
１０３ ２８±９ １２
１０４ ６３±６ ５９
１０３ ０２±７ ６４

１１１ ３１±１１ ６７
１０１ ６４±１４ ２７
１１３ １６±１２ ３６
１１３ ３１±１３ ２１

７９ ３４±５ ０２
９０ ２２±６ １２
９３ ９９±７ ５４
９３ ９９±９ ３２

７８ ３３±１４ １３
８７ ７７±２０ １２
８９ ０５±１５ ４９
８６ ３４±４６ ８５

３７４ ４±１７ １７
３８２ ９１±１８ １３
４００ ８３±１７ ５９
３９０ ０４±１６ ４７

表 ７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各组大鼠食物利用率的影响

Ｔａｂ.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ｆｏｏ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ｋｇ－１)
第 １ 周利用率 /

％
第 ２ 周利用率 /

％
第 ３ 周利用率 /

％
第 ４ 周利用率 /

％
总利用率 /

％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６０ ２４±３ ３５
５８ ７８±３ １８
６１ ２８±４ ２４
６１ ５１±４ ６９

５１ ９４±３ ３５
５２ ００±４ ６７
４１ ３６±４ ２１
３８ ９４±５ ３２

３７ ４６±６ ３５
３５ ９０±３ ２４
３８ ９８±３ ２４
４６ ８９±３ ２４

３０ ９２±５ ４１
２９ ０８±４ ２６
２７ ９９±５ １４
３１ ４５±４ ８６

５０ ９９±４ ３５
５２ ６２±５ １８
５０ ５１±４ ９３
５１ ００±４ ７３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５１ １８±５ １４
５０ ３５±３ ８１
４４ ８４±３ ６２
４３ ９０±４ ３２

３８ ０４±６ １３
４１ ４２±３ ２４
３２ ９１±４ ７３
３６ １９±３ ９８

３３ ６９±３ ２４
３１ ７６±４ １６
３０ ９１±３ ２４
３９ ０１±３ ２４

２４ ９７±５ ２１
２４ ８７±５ １３
３４ ８１±４ ６８
３０ ３３±４ ３１

３５ ４１±４ ２１
３４ ３４±４ １６
３２ ２４±５ ２１
３２ ４３±４ ６７

２ ３ ３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血液学

的影响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喂养 ２８ ｄ 后ꎬ测定

血液中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白细胞的含量ꎬ结果如

表 ８ 所示ꎮ 各剂量组中雄性大鼠的红细胞数为

(７ ３８~ ７ ６１) × １０１２ 个 / Ｌꎬ血红蛋白为 １３５ ４６ ~
１３８ ８７ ｇ / Ｌꎬ白细胞数为(６ ４５~７ ２３)×１０９ 个 / Ｌꎬ
空白对照组的红细胞数为 ７ ５３×１０１２ 个 / Ｌꎬ血红

蛋白为 １３２ １２ ｇ / Ｌꎬ白细胞数为 ６ ８２×１０９ 个 / Ｌꎮ
各剂量组中雌性大鼠的红细胞数为(７ ２４~７ ６９)×
　 　 　 　 　 　表 ８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血液学的影响

Ｔａｂ.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ａｔｓ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
ｋｇ－１)

红细胞 /
(×１０１２

个 / Ｌ)

血红蛋白 /
(ｇＬ－１)

白细胞 /
(×１０９

个 / Ｌ)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７ ５３±０ ４３
７ ３８±０ ５９
７ ６１±０ ６２
７ ４６±０ ５７

１３２ １２±１２ ３１
１３５ ４６±１３ ６４
１３８ ８７±１１ ２４
１３７ ５２±１２ ４５

６ ８２±０ ２１
７ ２３±０ ４６
６ ４５±０ ４２
７ ０３±０ ３８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７ ８２±０ ４９
７ ６９±０ ６３
７ ２４±０ ３７
７ ３６±０ ４７

１２９ ６５±１３ ９１
１３０ ４１±１２ ４３
１３１ ５２±１３ ２３
１３３ ４６±１２ ７４

７ １２±０ ３４
６ ９４±０ ４１
７ ２１±０ ４３
７ ０３±０ ５２

１０１２个 / Ｌꎬ血红蛋白为 １３０ ４１ ~ １３３ ４６ ｇ / Ｌꎬ白细

胞数为(６ ９４~７ ２１)×１０９ 个 / Ｌꎬ空白对照组的红

细胞数为 ７ ８２ × １０１２ 个 / Ｌꎬ血红蛋白为 １２９ ６５
ｇ / Ｌꎬ白细胞数为 ７ １２×１０９ 个 / Ｌꎮ 结果表明不同

性别大鼠的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均在正

常范围ꎬ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ꎬ且不会产生剂量依赖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葡
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在 １ ０ ~ ４ ０ ｇ / ｋｇ 剂量范

围内对试验大鼠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未见明

显影响ꎮ
２ ３ ４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血清生

化指标的影响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喂养 ２８ ｄ 后ꎬ对大

鼠的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如表 ９ 所示ꎮ 各剂量组

中雄性和雌性大鼠的 ＡＬＴ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３８ ４９
Ｕ / Ｌ 和 ３２ ７４ Ｕ / ＬꎬＡＳＴ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２０３ ５４
Ｕ / Ｌ 和 １９２ ９５ Ｕ / Ｌꎬ而空白对照组中雄性和雌性

大鼠的 ＡＬＴ 含量分别为 ３７ ２６ Ｕ / Ｌ 和 ３３ ０４
Ｕ / ＬꎬＡＳＴ 含量分别为 ２０１ ２９ Ｕ / Ｌ 和 １８４ ３５
Ｕ / Ｌꎮ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各剂量组无显著性差

异(Ｐ>０ ０５)ꎬ表明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

鼠血液酶无影响ꎮ 各剂量组中雄性和雌性大鼠的

ＢＵＮ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５ ３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６ ３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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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 最 大 含 量 分 别 为 ４６ ２２ μｍｏｌ / Ｌ 和 ５１ ０１
μｍｏｌ / ＬꎬＧｌｕ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３ ２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３ １
ｍｍｏｌ / ＬꎬＴＣＨ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１ ４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２ ０６ ｍｍｏｌ / ＬꎬＴＧ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１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 ３４ ｍｍｏｌ / Ｌꎬ而空白对照组中雄性和雌性大鼠的

ＢＵＮ 含量分别为 ５ ０４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６ ４３ ｍｍｏｌ / Ｌꎬ
Ｃｒ 含量分别为 ４６ ９１ μｍｏｌ / Ｌ 和 ４９ １９ μｍｏｌ / Ｌꎬ
Ｇｌｕ 含量分别为 ３ １６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３ ０９ ｍｍｏｌ / Ｌꎬ
ＴＣＨ 含量分别为 １ ３４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 ８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ＴＧ 含量分别为 ０ ８６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 ２４ ｍｍｏｌ / Ｌꎮ 各

剂量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 Ｐ >
０ ０５)ꎬ表明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的生

化指标无显著影响ꎮ 各剂量组中雄性和雌性大鼠

的 ＡＬＢ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３２ ８３ ｇ / Ｌ 和 ３４ ８４ ｇ / Ｌꎬ
ＴＰ 最大含量分别为 ６５ ３６ ｇ / Ｌ 和 ７１ ４６ ｇ / Ｌꎬ而
空白对照组中雄性和雌性大鼠的 ＡＬＢ 含量分别

为 ３１ ８２ ｇ / Ｌ 和 ３４ ９２ ｇ / ＬꎬＴＰ 含量分别为 ６５ １２
ｇ / Ｌ 和 ７１ ５４ ｇ / Ｌꎮ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各剂量组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ꎬ表明葡萄籽￣菊花￣三
七复合物对大鼠血液蛋白含量无明显影响ꎮ

表 ９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ｒａｔｓ

性别 雄性 雌性

组别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剂量 / (ｇｋｇ－１) ０ １ ２ ４ ０ １ ２ ４

ＡＬＴ / (ＵＬ－１) ３７ ２６±５ １２ ３８ ４９±６ ３２ ３７ ７５±７ ２１ ３３ ９８±８ ２６ ３３ ０４±６ ２２ ３１ ０７±４ ６８ ３２ ７４±６ ５７ ３０ ９９±７ ３１

ＡＳＴ / (ＵＬ－１) ２０１ ２９±１７ ３６ ２０１ ０３±１８ ２５ １９８ ６４±１９ ５４ ２０３ ５４±１６ ３２ １８４ ３５±１７ ４１ １８８ ９２±１８ ６４ １９２ ９５±１５ ４９ １８９ ５７±１６ ４３

ＢＵＮ/ (ｍｍｏｌＬ－１) ５ ０４±０ ７１ ５ １９±０ ８２ ５ ０３±０ ６２ ５ ３±０ ７６ ６ ４３±０ ６５ ６ ３５±０ ４０ ６ ０６±０ ６５ ６ ２３±０ ５３

Ｃｒ / (μｍｏｌＬ－１) ４６ ９１±７ ６１ ４３ ８６±９ ６４ ４６ ２２±８ ３４ ４２ ９２±７ ４９ ４９ １９±６ ３４ ５０ １９±６ ９４ ４９ ０６±９ １３ ５１ ０１±８ ２１

Ｇｌｕ / (ｍｍｏｌＬ－１) ３ １６±０ ２３ ３ ２１±０ １６ ３ １１±０ １２ ３ ０３±０ ２３ ３ ０９±０ ２４ ３ ０４±０ ３５ ３ ０３±０ ２４ ３ １±０ ２１

ＡＬＢ / (ｇＬ－１) ３１ ８２±４ １６ ３１ ７±５ ６４ ３１ ４９±４ ５８ ３２ ８３±５ ３１ ３４ ９２±５ ４９ ３４ ７９±６ ３１ ３４ ４±５ ４３ ３４ ８４±５ １６

ＴＰ / (ｇＬ－１) ６５ １２±１２ ３５ ６４ ４９±１１ ３４ ６５ ３６±１３ ４１ ６４ ４３±１２ ４９ ７１ ５４±１２ ３４ ７１ ３２±１１ ５４ ７１ ３９±１２ ９１ ７１ ４６±１１ ７２

ＴＣＨ/ (ｍｍｏｌＬ－１) １ ３４±０ １１ １ ３５±０ １４ １ ３７±０ ２２ １ ４１±０ １３ １ ８５±０ １５ ２ ０６±０ １０ ２ ０２±０ １２ １ ９９±０ １４

ＴＧ/ (ｍｍｏｌＬ－１) ０ ８６±０ １４ １ １±０ １２ １ ０２±０ ２３ ０ ９７±０ ０９ １ ２４±０ １２ １ ２２±０ １３ １ ２７±０ ２２ １ ３４±０ ２１

２ ３ ５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脏器系

数的影响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喂养 ２８ ｄ 处死动物

后ꎬ检测实验大鼠体内脏器的的含量ꎬ并计算脏体

比ꎬ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ꎮ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

各剂量组中雄性大鼠肝脏的脏体比为 ３ ０６％ ~
３ １６％ꎬ肾脏的脏体比为 ０ ８７％ ~ ０ ９％ꎬ脾脏的

脏体 比 为 ０ ２４％ ~ ０ ２７％ꎬ 睾 丸 的 脏 体 比 为

０ ９３％~０ ９６％ꎮ 而空白对照组肝脏的脏体比为

３ ０８％ꎬ肾脏的脏体比为 ０ ８６％ꎬ脾脏的脏体比为

０ ２５％ꎬ睾丸的脏体比为 ０ ９４％ꎮ 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各剂量组雄性大

鼠脏体比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ꎮ 各剂量组

雌性大鼠的肝脏、肾脏和脾脏的脏体比分别为

３ ２８％ ~ ３ ３５％、 ０ ８％ ~ ０ ８２％ 和 ０ ２４％ ~
０ ２６％ꎬ而空白对照组分别为 ３ ３７％、０ ８２％和

０ ２４％ꎮ 各剂量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 ０５)ꎮ 由此可知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

合物在 １~４ ｇ / ｋｇ 剂量下对大鼠脏器系数无影响ꎬ
且不会产生剂量依赖关系ꎮ

表 １０ 　 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对大鼠组织病理学和脏器系数的影响

Ｔａｂ.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ｐａｎａｘ 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ｔｓ

性别 组别
剂量 /

(ｇｋｇ－１)
空腹体重 / ｇ

脏体比 / ％

肝脏 肾脏 脾脏 睾丸

雄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２３４ ３２±８ ７
２５３ ７４±１２ ８
２４５ ４６±１１ １
２６４ ２３±１３ ４

３ ０８±０ １２
３ ０６±０ ２１
３ １６±０ １３
３ １４±０ １７

０ ８６±０ ０３
０ ８７±０ ０５
０ ８９±０ ０６
０ ９±０ ０２

０ ２５±０ ０２
０ ２７±０ ０４
０ ２４±０ ０３
０ ２６±０ ０５

０ ９４±０ ０７
０ ９３±０ ０９
０ ９５±０ ０８
０ ９６±０ ０６

雌性

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１
２
４

２１３ １８±１１ ３
２２０ ２３±１０ ６
２１８ ６４±１１ ４
２２０ １３±１０ ８

３ ３７±０ １６
３ ３５±０ １９
３ ３３±０ ２３
３ ２８±０ ２０

０ ８２±０ ０３
０ ８１±０ ０２
０ ８±０ ０４
０ ８２±０ ０６

０ ２４±０ ０７
０ ２６±０ ０４
０ ２６±０ ０５
０ ２４±０ 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６ 　 病理组织学解剖检查

２８ ｄ 喂养试验结束后ꎬ对大鼠进行解剖并观

察ꎮ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大鼠心、肝、脾、肺、胃和

肾等主要内脏结构以及生殖系统的位置正常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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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形态、大小、色泽、质地均正常ꎬ且未见血点或

其他异常病变ꎮ 由此表明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

合物在 １ ０ ~ ４ ０ ｇ / ｋｇ 剂量范围内对大鼠未观察

到有毒害性损伤ꎮ

３　 结论

本研究葡萄籽提取物采用醇提方式得到ꎬ原
花青素含量为 ９５％ꎬ菊花提取物、三七提取物均

采用水提方式得到ꎮ 将三者复配得到的葡萄籽￣
菊花￣三七复合物进行毒理安全性检测ꎮ 结果表

明ꎬ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小鼠急性经口

ＭＴＤ>１５ ｇ / ｋｇꎬ属实际无毒级ꎻ三项遗传毒性试验

中结果均为阴性ꎬ未见致突变作用ꎻ且大鼠 ２８ ｄ
经口毒性试验中雌、雄大鼠各剂量组的体重、进食

量、食物利用率、血液生化、脏器重量和脏器系数、
病理组织学等各项指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ꎮ 以上结果均证实ꎬ葡萄籽、菊花和三七

复配后安全性良好ꎬ未出现任何安全方面的拮抗

作用ꎮ 由此可知ꎬ该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是

安全无毒的ꎬ为葡萄籽￣菊花￣三七复合物的开发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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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掺杂镍铁氮碳材料的制备及其锌空气电池应用研究

马莽１ꎬ李宗阁２ꎬ张国新∗２

(１.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８ꎻ２.山东科技大学 储能技术学院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

摘要:以氯化亚铁、２￣(三苯基膦)溴化镍(ＴＭＰ)为金属源ꎬ以甲酰胺中的氮原子、２￣(三苯基膦)溴化镍中的磷原子为杂原

子掺杂源ꎬ采用水热及后续高温焙烧的方法ꎬ合成了磷掺杂镍铁氮碳材料(Ｐ￣ＮｉＦｅ￣ＮＣ)ꎬ构建了相比无磷掺杂的镍铁氮碳

(ＮｉＦｅ￣ＮＣ)更高活性的多孔磷掺杂镍铁氮碳材料ꎮ 所制备的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表现出较高的氧气还原反应(ＯＲＲ)活性ꎬ
如在碱性介质中 ＯＲＲ 半波电位高达 ０ ８６８ Ｖꎮ 此外ꎬ该材料组装的锌空气电池具有出色的比功率密度和优秀的循环稳

定性ꎮ
关键词:过渡金属ꎻ碳材料ꎻ氧气还原反应ꎻ锌空气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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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莽(１９９４￣)ꎬ男ꎬ山东济宁人ꎬ硕士ꎬ工程师ꎬ研
究方向为镍铁基双金属催化剂在锌￣空气电池的应用ꎮ
通讯作者:张国新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ｎ＿ｓｄｕｓｔ＠ １６３.ｃｏｍꎮ
引用本文:马莽ꎬ李宗阁ꎬ张国新.磷掺杂镍铁氮碳材料的制

备及其锌空气电池应用研究[ Ｊ]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
１０３６￣１０４３ꎮ

　 　 在对化石燃料使用日益增长的今天ꎬ能源需

求和环境问题迫使现代社会对经济、可持续和生

态友好的能源技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ꎬ如燃料电

池[１ꎬ２]、金属￣空气电池等[３￣８]ꎮ 其中氧气还原反应

(ＯＲＲ)和氧气析出反应(ＯＥＲ)是金属￣空气电池

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关键反应ꎮ 两个关键反

应涉及多步质子耦合及电子转移过程ꎬ该过程动

力学迟缓ꎬ严重制约了清洁能源利用和技术的发

展ꎮ 鉴于已发表的关于 Ｎ４￣环状化合物[５] 和原子

级分散的金属掺杂氮碳材料(Ｍ￣Ｎ￣Ｃ)的理论和实

验文献[９￣１１]ꎬＭ￣Ｎ￣Ｃ 材料优秀的催化活性主要得

益于在多氮配位环境下ꎬ通过 Ｍ￣Ｎ￣Ｃ 键连接实现

局域电子密度共享[１２￣１４]ꎮ 研究表明ꎬＭ￣Ｎ￣Ｃ 各部

分基团协同作用ꎬ可高效促进 ＯＲＲ / ＯＥＲ 中质子

耦合的多步电子转移过程ꎮ 其中 Ｎｉ￣Ｆｅ 氢氧化物

被认为是在碱性条件下最为优异的 ＯＥＲ 催化剂ꎮ
研究发现ꎬＮｉ 与 Ｆｅ 之间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

ＯＥＲ 反应中 ＯＨ－的吸附及 Ｏ２ 脱附ꎬ促进反应的

进行ꎬ降低 ＯＥＲ 反应整体的过电位ꎮ 利用 Ｎ 原子

对于过渡金属的螯合作用避免过渡金属高温下的

金属流动性ꎬ将 Ｎｉ￣Ｆｅ 双金属实现活性位点原子

级分散ꎬ 既展现出 Ｆｅ￣Ｎ４ 优异的氧还原反应

(ＯＲＲ)催化活性ꎬ又有利于 Ｎｉ￣Ｆｅ 之间的协同作

用促进氧析出反应(ＯＥＲ)的进行ꎮ 这对于合成

利于锌￣空气电池阴极反应的双功能催化剂是有

益的ꎮ
近年来ꎬ磷掺杂金属氮碳材料作为 ＯＲＲ 催化

剂表现出了很大的潜力ꎬ可显著提高 ＯＲＲ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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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１５￣１７]ꎮ 这是因为磷原子与碳原子在电负性和

原子半径的较大差异ꎬ掺杂磷元素会导致碳骨架

结构和电子性质的较大变化ꎬ进而提供相比纯碳

更多的催化活性位点和缺陷[１８]ꎮ 此外ꎬ与单掺杂

金属氮碳材料相比ꎬ双掺杂碳基材料由于掺杂杂

原子之间的协同作用ꎬ有望表现出更好的 ＯＲＲ 性

能ꎮ 在诸多杂原子中ꎬＰ 原子外层有 ５ 个电子使

得 Ｐ 具有更为丰富电子流动性ꎬ且动力学也证明

了相对于 Ｓ 来说ꎬＰ 具有更为优异的 ＯＲＲ 催化活

性ꎬＣ—Ｐ 键的存在能够加速碳材料的石墨化ꎬ提
高稳定性的同时暴露材料更多缺陷ꎬ这些材料特

性有助于电化学反应的发生ꎬ使得磷元素的掺杂

成为一种优化材料催化活性的手段ꎮ 例如ꎬＴａｎｇ
等[１９]报道了一种单锅自组装结合热解法制备了

纳米复合电催化剂的方法ꎬ该催化剂由原子分散

的 Ｆｅ￣Ｎｘ 位点和均匀注入的 ＦｅＰ 纳米颗粒组成ꎬ
负载在 ＮꎬＰ 共掺杂的多孔碳纳米片上ꎮ 材料具

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分层多孔结构ꎬ独特的 ＦｅＰ、
Ｆｅ￣Ｎｘ 和 ＮꎬＰ 共掺杂提供了丰富的活性位点和良

好的协同效应ꎬＺＡＢｓ 的放电功率密度达到 ２６０
ｍＷ / ｃｍ２ꎬ比容量达到 ８０３ ７ ｍＡｈ / ｇꎬ循环稳定性

超过 １３０ ｈꎬ优于贵金属 Ｐｔ / Ｃꎮ
因此ꎬ为进一步优化双金属 ＮｉＦｅ 氮碳材料的

ＯＲＲ 性能ꎬ本文以氯化亚铁为铁盐、含有 Ｐ 配位

的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ＴＭＰ)为镍盐ꎬ通过甲酰

胺水热及后续热解的方法ꎬ合成磷掺杂的镍铁氮

碳材料催化剂(Ｐ￣ＮｉＦｅ￣ＮＣ)ꎬ构建了具有高活性

中心的磷掺杂二元金属氮碳材料ꎮ 相比于无 Ｐ
掺杂的 ＮｉＦｅ￣ＮＣꎬＰ￣ＮｉＦｅ￣ＮＣ 具有较高的 ＯＲＲ 活

性ꎬ在碱性介质中半波电位为 ０ ８６８ Ｖꎬ在锌空气

电池中具有良好的充放电性能和长周期稳定性ꎮ
该工作为磷原子掺杂的二元金属氮碳 ＯＲＲ 催化

剂的理性设计合成提供了一定依据ꎬ进一步促进

了实际应用中电催化材料的发展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ＡＵＷ２２０Ｄ 型电子分析天平(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有限公司)ꎻＪＪ￣１ 型磁力电动搅拌器(金坛市富华

仪器有限公司)ꎻＤＨＧ￣９２４５Ａ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ꎻＴＧＬ￣１０Ｂ 型离心

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ꎻＫＱ３２００Ｅ 型超声波清

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ꎻＤＺＦ￣６０２０ 型真

空干燥箱(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ꎻ５Ｋ２￣２￣２０ 型

管式电阻炉(中国龙口市科学仪器厂)ꎻＣＨＩ７６０Ｄ
型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仪器厂)ꎻＣＴ２００１Å 型

蓝点测试仪(武汉胜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ꎻＥｌｉｘ
Ａｄａｖａｎｔａｇｅ 型去离子水机(美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 公司)ꎻ
Ｗａｖｅｄｒｉｖｅｒ１０ 型旋转圆盘电极 (美国 ＰＩＮＥ 公

司)ꎻ３１１１０００８０７ 型单道移液枪(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公司)ꎮ

甲酰胺(ＦＡ)、ＣＨ３ＮＯ、乙醇(Ｃ２Ｈ５ＯＨ)(西陇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ꎻ氯化亚铁(ＦｅＣｌ２)、二氧化钌

(ＲｕＯ２)、气相二氧化硅( ＳｉＯ２)、铂碳催化剂(Ｐｔ￣
Ｃꎬ２０ ｗｔ％)(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ꎻ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ＴＭＰꎬＣ３６Ｈ３０Ｂｒ２ＮｉＰ２)、氢氟

酸(ＨＦ)(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ꎻＮａｆｉｏｎ 溶

液(５ ｗｔ％)(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ꎻ所用试剂

均为分析纯ꎮ
１ ２ 　 氮磷双掺杂镍铁基多孔碳材料( Ｐ￣ＮｉＦｅ￣
ＮＣ)的合成

图 １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２￣(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ｉｎｅ)
ｎｉｃｋｅｌ ｂｒｏｍｉｄｅ

利用简单的水热和热解的方法ꎬ在 １８０ ℃下

利用甲酰胺的脱水缩合反应以及 Ｎ 原子对过渡

金属的螯合稳定作用ꎬ采用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

作为磷源ꎬ在水热条件下进行材料合成及液相磷

化ꎮ 之后通过 ９００ ℃高温焙烧完成材料碳化ꎮ 量

取 ４０ ０ ｍＬ 甲酰胺溶液ꎬ并向其中加入金属盐和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ꎬ所加金属盐如下表 １ 所示ꎬ
室温下搅拌 ０ ５ ｈꎮ 之后放入超声机中超声加热

至溶液变为胶状液体ꎮ 将配置好的混合液体加入

到 ５０ ０ ｍＬ 反应釜中ꎬ在 １８０ ℃下反应 １２ ｈꎮ 将

反应后的产物拿出后ꎬ在 ８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机下离

心 １０ ｍｉｎꎬ并用乙醇、蒸馏水各洗涤 ３ 次ꎬ将离心

后的产物放入真空干燥箱 ８０ ℃ꎬ烘干 ６ ｈꎬ得到黑

色粉末ꎮ 焙烧过程:将制备好的前驱体放入管式

炉中进行焙烧ꎮ 在氮气气氛下ꎬ以 ５ ℃ / ｍｉｎ 的升

温速率升到 ９００ ℃ꎬ并恒温 １ ｈꎮ 待管式炉冷却至

室温时取出焙烧后的样品ꎬ得到所合成的 Ｐ￣ＮｉＦｅ￣
ＮＣꎮ 用 ５％ ＨＦ 酸持续搅拌 １２ ｈ 除去材料中的

ＳｉＯ２ꎬ将反应后的产物拿出后ꎬ在 ８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

心机下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并用乙醇、蒸馏水各洗涤 ３
次ꎬ将离心后的产物放入真空干燥箱 ８０ ℃ꎬ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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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ｈ 得到的催化剂命名为 Ｐ￣ＮｉＦｅ￣ＮＣꎮ
表 １ 　 制备 Ｐ￣ＮｉＦｅ￣ＮＣ 所需的添加量注

Ｔａｂ.１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ＮｉＦｅ￣ＮＣ

样品
２￣(三苯基膦)

溴化镍 / ｇ
氯化亚铁 /

ｇ
气相二氧
化硅 / ｇ

Ｐ￣Ｎｉ￣ＮＣ ０ ２９７ ２ — １

Ｐ￣ＮｉＦｅ￣ＮＣ ０ １４８ ６ ０ ０２５ ３ １

Ｆｅ￣ＮＣ — ０ ０５０ ７ １

ＮｉＦｅ￣ＮＣ ０ ０２５ ９ ０ ０２５ ３ １

　 　 注:“—”表示不添加ꎮ

１ ３ 　 电化学性能测试

使用三电极测试系统进行电化学测量ꎬ三电

极系统中对电极为铂丝电极ꎬ参比电极为饱和甘

汞电极(ＳＣＥ)ꎬ工作电极为滴涂有不同催化剂样

品的玻碳电极(ＧＣＥ)ꎮ 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碱性

电解液中ꎬ使用电化学工作站在室温下进行测试ꎮ
根据典型的制备方法制备滴涂催化剂的溶液

( Ｉｎｋ):将 ５ ０ ｍｇ 催化剂、１ ０ ｍｇ 导电炭黑和

１０ ０ μＬ Ｎａｆｉｏｎ 溶液(５ ｗｔ％)添加到 ０ ５０ ｍＬ 乙

醇中ꎬ然后超声处理 ０ ５ ｈꎬ以形成均相的催化

剂溶液ꎮ
滴涂在玻碳电极(ＧＣＥ)上的催化剂薄膜ꎬ是

将 ５ ０ μＬ 催化剂溶液均匀滴涂在抛光的玻碳旋

转圆盘电极(ＲＤＥꎬ面积约为 ０ １９６ ｃｍ２)上ꎬ可形

成 ０ ２５ ｍｇ / ｃｍ２ 的催化剂负载ꎮ 为了进行准确

的比较ꎬ通过相同的方法在相同的质量负载下

制备了 ＯＲＲ 的参比电催化剂 Ｐｔ / Ｃꎮ 在测量之

前ꎬ将 Ｏ２ 通入到电解液中 ３０ ｍｉｎ 以上以达到 Ｏ２

饱和ꎮ
电化学测试:ＣＶ 的扫描速率为 １００ ｍＶ / ｓꎮ

ＯＲＲ 极化曲线是通过使用线性扫描伏安法在

４００、６２５、９００、１ ２２５、１ ６００ 和 ２ ０２５ ｒ / ｍｉｎ 的速度

下以 ５ ０ ｍＶ / ｓ 的扫描速率在 ＲＤＥ 测量得到的ꎮ
电化学测试的所有电势均以可逆氢电极(ＲＨＥ)
为参考ꎮ 转移电子数(ｎ)由 Ｋｏｕｔｅｃｈｙ￣Ｌｅｖｉｃｈ(Ｋ￣
Ｌ)公式计算得出:

１ / Ｊ ＝ １ / ＪＬ ＋ １ / ＪＫ ＝ １ / Ｂω１ / ２ ＋ １ / ＪＬ (１)

Ｂ ＝ ０ ６２ｎＦ(Ｄ０) ２ / ３ν －１ / ６Ｃ０ (２)

　 　 其中:Ｊ 是测得的电流密度ꎬｍＡ / ｃｍ２ꎻＪＫ 和 ＪＬ 是动力学电流

密度和极限电流密度ꎬｍＡ / ｃｍ２ꎻω 是旋转圆盘电极所提供的转

速ꎬｒ / ｓꎻν 是电解质的运动粘度(对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溶液为 ０ ０１
ｃｍ２ / ｓ)ꎻＦ 是法拉第常数ꎬＦ＝ ９６ ４８５ Ｃ / ｍｏｌꎻＤ０ 是 Ｏ２ 的扩散系数

(对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溶液为 １ ９３×１０－５ ｃｍ２ / ｓ)ꎻＣ０ 是 Ｏ２ 的浓

度(对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溶液为 １ ２×１０－３ ｍｏｌ / Ｌ)ꎮ

使用 Ｔａｆｅｌ 公式以 ＬＳＶ 轮廓数据计算 Ｔａｆｅｌ

斜率:
η ＝ ａ ＋ ｂ × ｌｏｇ ｜ ｊ ｜ (３)

　 　 其中:η 是过电势ꎬＶꎻｊ 是旋转圆盘电极电流密度ꎬＡ / ｃｍ２ꎻｂ
是 Ｔａｆｅｌ 斜率ꎬｍＶ / ｄｅｃꎻ催化剂的电化学稳定性通过长时间的计时

电流法测量ꎬ 在电化学工作站中测量电压 ＯＲＲ 为 － ０ ６ Ｖ
(０ ４０９ ８ Ｖ ｖｓ ＲＨＥ)ꎬ转速为 １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ꎮ

电化学表面积(ＥＣＳＡ)通过使用循环伏安法

以不同扫描速率(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
和 １００ ｍＶ / ｓ)在固定的电压区间收集 ０ ~ ０ ０５ Ｖ
(ｖｓ ＳＣＥ)的 ＣＶ 曲线ꎮ 具有较高双层电容(Ｃｄｌ)
的电催化剂具有较大的 ＥＣＳＡꎮ 使用 ＣＶ 测量得

到的一系列扫描速率曲线ꎬ通过绘制电容电流与

扫描速率的关系曲线并绘制线性拟合来确定 Ｃｄｌꎮ
１ ４ 　 锌￣空气电池(ＺＡＢ)性能测试

１ ４ １ 　 锌￣空气电池催化剂层的制备

亲水性催化剂层按照以下方法制备:将疏水

碳纸与模具空气电极一侧的通气孔对齐ꎬ标注

１ ｃｍ×１ ｃｍ 作为催化剂的反应面积ꎻ将 １００ μＬ 上

述制备的滴涂催化剂的溶液 Ｉｎｋ 均匀滴涂在空气

电极的反应面积之中ꎮ 混合的 Ｐｔ / Ｃ＋ＲｕＯ２ 催化

剂以质量比 １ ∶ １ 进行涂布 ( Ｐｔ / Ｃ ＋ ＲｕＯ２ 共计

５ ｍｇ)ꎬ催化剂负载量为 １ ０ ｍｇꎬ几何负载面积为

１ ｃｍ２ꎮ 将剪切好的防水透气层附在疏水碳纸的

另一面ꎮ
１ ４ ２ 　 锌￣空气电池的组装与测试

锌板(尺寸为 ８５×３４×０ ５ ｍｍ３)用作锌￣空气

电池阳极ꎮ 阴极由疏水性气体扩散层(Ｇａｓ￣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ꎬ ＧＤＬ) 和亲水性催化剂层组成ꎮ 将

０ ２ ｍｏｌ / Ｌ Ｚｎ(ＯＡＣ) ２ 和 ６ ０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作为锌￣
空气电池的电解质ꎮ 在大气条件下室温测试材料

的 ＺＡＢ 性能ꎮ 在 ＣＴ２００１Ａ 多通道电池测试系统

上测试了静态放电和充电电压特性ꎮ 以 ２０ ｍｉｎ
作为一个充放电循环ꎬ分别测试恒定电流为

２０ ｍＡ / ｃｍ２ 时电池的放电电压和充电电压ꎮ 通过

１０ ｍＡ / ｃｍ２ 的恒定电流放电来测量电池比电容ꎬ
通过称量测量之前和测量之后 Ｚｎ 板的质量来计

算电池的比容量ꎮ 电池功率密度由放电电压和放

电电流的乘积确定ꎬ表达式为 Ｐ＝Ｖ×Ｉ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的表征

为证明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形貌及各元素的分散

情况ꎬ进行了 ＴＥＭ 表征以及元素能谱扫描ꎬ如图

２ｃ 所示ꎮ ＨＲ￣ＴＥＭ 表征中未发现明显的金属聚

集状态ꎮ Ｃ、 Ｏ、 Ｎ、 Ｆｅ、 Ｎｉ、 Ｐ 的高分散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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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 ℃高温焙烧后材料仍保持 Ｎｉ 和 Ｆｅ 的高分散

状态ꎮ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均显示出不规则形状的形

貌ꎬ在 ＴＥＭ 图中可以观察到致密的小孔ꎬ这是由

于去除了大量氮碳碎片而造成的ꎮ 如图 ２ｄ 所示ꎬ
在 ＸＲＤ 谱图中ꎬ只发现了明显的碳(１００)晶面ꎬ
这是由于甲酰胺水热反应脱水缩合、焙烧后所形

成的碳材料所暴露的晶面ꎮ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ꎬ
相比较于加入 ＴＭＰ 的催化材料而言ꎬ未加入 ＴＭＰ
的碳晶格衍射峰显得平缓ꎬ这说明未加入 ＴＭＰ 所

形成的催化剂的碳晶格在 Ｆｅ 原子的催化作用下

多以无定型的碳晶面存在ꎬ由于 ＴＭＰ 本身一个分

子中包含 ６ 个苯环ꎬ这使得 ＴＭＰ 所形成的催化材

料中暴露更明显的石墨化碳(００２)晶面ꎮ 另一方

面ꎬ在 ＸＲＤ 衍射图中可以看出ꎬ气相纳米级 ＳｉＯ２

具有良好的分散作用ꎮ 并且在衍射峰角度为 ４２°
左右时材料暴露出碳(１１０)晶面ꎬ这是由于高温

焙烧使得碳材料石墨化ꎬ暴露出一定的石墨碳晶

面ꎬ随着 ＨＦ 酸的刻蚀效果ꎬ使得碳材料本身以无

定型的碳形式存在ꎮ

ａ.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ＴＥＭ 图ꎻｂ.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ＨＲ￣ＴＥＭ 图ꎻ
ｃ.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ＨＡＡＤＦ￣ＳＴＥＭ 图及元素能谱扫描图ꎻ

ｄ.样品的 ＸＲＤ 图ꎬ１.ＮｉＦｅ￣ＮＣꎬ２.Ｐ￣ＮｉＦｅ￣ＮＣ

图 ２　 Ｐ￣ＮｉＦｅ￣ＮＣ 样品的表征图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ＮｉＦｅ￣ＮＣ ｓａｍｐｌｅ

为了更好的了解材料的表面元素含量及化学

状态变化ꎬ对 Ｐ￣ＮｉＦｅ￣ＮＣ 进行了 ＸＰＳ 表征ꎮ 各元

素含量如表 ２ 及 ＸＰＳ 全谱图 ３ａ 所示ꎮ 由图可以

明显看出ꎬ相对于 ＮｉＦｅ￣ＮＣꎬ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碳含量

大幅度提高ꎬ这是由于 ＴＭＰ 本身带有苯环和磷的

掺杂所致ꎮ 苯环的存在以及 Ｐ 元素的掺杂使得

材料在高温焙烧时大量的碳材料变为石墨化的碳

材料而被保留ꎬ提高了材料整体的导电性ꎮ 且由

于 ＴＭＰ 自身已存在配位形式ꎬ因此金属 Ｎｉ 在与

甲酰胺耦合时空余轨道不足ꎬ与 Ｎ 元素配位结合

少ꎬ导致材料整体的 Ｎ 元素含量大幅度下降ꎮ 但

是催化活性位点 Ｎｉ￣Ｆｅ 的含量并未发生明显的变

化ꎬ这说明使用氧化物界面来稳定过渡金属这一

方法是可行的ꎮ
如图 ３ｂ 所示ꎬ利用 Ｃ１ｓ 图谱对 ＸＰＳ 进行标

定ꎮ 由 Ｃ１ｓ 图谱可以发现ꎬ相对于 ＮｉＦｅ￣ＮＣ 而言ꎬ
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Ｃ—Ｃ 键含量明显变高ꎬＣ—Ｎ 键含

量降低ꎮ 碳基材料中大量的 Ｎ 修饰可以作为有

效的栅栏和稳定剂来稳定过渡金属组分ꎮ ＸＰＳ 对

Ｎ１ｓ 光谱的精细扫描显示出原子 Ｐ 的掺杂对氮物

种的构型有重大影响ꎮ 随着 Ｐ 原子的加入ꎬ吡啶￣
Ｎ 与吡咯￣Ｎ 的比例发生变化ꎬ石墨 Ｎ 和吡咯 Ｎ 物

种的百分比增加ꎬ而吡啶 Ｎ 物种的百分比降低ꎬ
见图 ３ｃꎮ 吡啶 Ｎ 是六元环内的ꎬ不参与平面内成

键ꎬ有一对孤对电子剩余ꎬ孤电子对不参与共轭ꎮ
环上电子云密度小于苯环ꎬ是缺电子芳香杂环ꎬ往
往是石墨烯排布时ꎬ由于 Ｃ 缺陷后发生 Ｎ 的取代

产生ꎮ 吡咯 Ｎ 是 ｓｐ２ 杂化ꎬ但孤对电子参与共轭

体系ꎬ属于富电子芳香杂环化合物[１７]ꎮ 这主要是

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方面由于 ＴＭＰ 分子本

身中含有的 ６ 个苯环ꎬ苯环的稳定性使得其不利

于与其他的配体进行配位ꎬ且在高温焙烧下不易

分解ꎬ这使得吡啶氮的含量降低ꎻ另一方面ꎬＰ 的

掺杂提高了 Ｃ 原子的稳定性ꎬ使得材料中部分 Ｃ
在高温焙烧下被保留ꎬ使得 Ｎ 原子大多以五元环

的吡咯氮的配位形式存在ꎮ 对 ＸＰＳ 测定的 Ｐ２ｐ
谱图进行了细致的分峰ꎬ材料中大量的 Ｐ 原子与

Ｃ 原子进行配位ꎬ并有一部分的 Ｐ 原子与 Ｏ 原子

结合ꎮ
如图 ３ｆ 所示ꎬ随着 Ｐ 原子的加入ꎬＰ 原子大

多以 Ｐ—Ｏ 键和 Ｐ—Ｃ 键的形式存在ꎬ但 Ｐ 原子的

电负性对金属活性位点产生一定影响ꎮ 对 Ｐ￣
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Ｎｉ２ｐ 和 Ｆｅ２ｐ 光谱进行了 ＸＰＳ 精细扫

描ꎬ并在图 ３ｄ、３ｅ 进行了比较ꎮ 以 ８５６ ７ ｅＶ 和

８５４ ７ ｅＶ 为中心将 Ｎｉ２ｐ 光谱分为 Ｎｉ２＋和 Ｎｉ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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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２ｐ３ / ２分支ꎬ以 ７０９ ９ ｅＶ 和 ７１３ ４ ｅＶ 为中心将

Ｆｅ２ｐ 光谱分为 Ｆｅ２＋ 和 Ｆｅ３＋ 的 Ｆｅ２ｐ３ / ２分支ꎮ 可以

明显的看出ꎬ相对于 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而言ꎬＰ￣ＮｉＦｅ￣
ＮＣ 中的 Ｆｅ 原子大多以 ３＋的形式存在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当 Ｎｉ 原子与 Ｆｅ 原子共存时ꎬＮｉ 向低结

合能方向偏移ꎬＦｅ 向高结合能方向偏移ꎮ 这种明

显的趋势可以解释为具有局域 Ｐ 掺杂的 Ｎｉ 和 Ｆｅ
原子之间的协同作用ꎮ

表 ２ 　 ＸＰＳ 测试 ＮｉＦｅ￣ＮＣ 与 Ｐ￣ＮｉＦｅ￣ＮＣ
表面元素含量对比

Ｔａｂ.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Ｆｅ￣ＮＣ ａｎｄ
Ｐ￣ＮｉＦｅ￣ＮＣ

样品 Ｃ / ａｔ％ Ｏ / ａｔ％ Ｎ / ａｔ％ Ｎｉ / ａｔ％ Ｆｅ / ａｔ％ Ｐ / ａｔ％

ＮｉＦｅ￣ＮＣ ８１ ９４ ６ ８９ ９ ７６ ０ ９５ ０ ４６ —

Ｐ￣ＮｉＦｅ￣ＮＣ ８８ ４７ ３ ２７ ６ ６９ ０ ９ ０ ４９ ０ １８
ａ.ＸＰＳ 全谱图ꎻｂ.Ｃ１ｓ 谱图ꎻｃ.Ｎ１ｓ 谱图ꎻｄ.Ｎｉ２ｐ 谱图ꎻ

ｅ.Ｆｅ２ｐ 谱图ꎻｆ.Ｐ２ｐ 谱图

图 ３　 Ｐ￣ＮｉＦｅ￣ＮＣ 和 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ＸＰＳ 结果

Ｆｉｇ.３　 Ｘ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ＮｉＦｅ￣ＮＣ ａｎｄ ＮｉＦｅ￣ＮＣ

２ ２ 　 Ｐ￣ＮｉＦｅ￣ＮＣ 性能测试

２ ２ １ 　 Ｐ￣ＮｉＦｅ￣ＮＣ 电化学性能测试

在进行所有电催化测量之前ꎬ由于材料本身

存在大量吡咯氮ꎬ以及 ２￣(三苯基膦)溴化镍存在

苯环结构的原因ꎬ猜测材料本身具有更大的电化

学比表面积(ＥＣＳＡ)ꎬ对 Ｐ￣ＮｉＦｅ￣ＮＣ 与 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ＥＣＳＡ 进行比较ꎮ 图 ４ａ 显示了扫描速率与电流

密度的关系图ꎮ 其中 Ｐ￣ＮｉＦｅ￣ＮＣ 具有更大的 ＥＣ￣
ＳＡꎬ为 ２３ ２ ｍＦ / ｃｍ２ꎬ表明 Ｐ￣ＮｉＦｅ￣ＮＣ 暴露出较大

的电化学活性比表面积ꎮ 使用辰华电化学工作站

评估 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ＯＲＲ 电化学性能ꎮ 所有样品

的 ＯＲＲ 极化曲线都是在 Ｏ２ 饱和的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中以 １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收集的ꎮ 如图 ４ｂ
所示ꎬＮＣ 材料未展现出优异的 ＯＲＲ 催化活性ꎮ
因此在 ＯＲＲ 反应中ꎬＦｅ￣Ｎｉ￣Ｎｘ 配位结构是促进

ＯＲＲ 反应的主要活性位点ꎻ且从图中看出ꎬ Ｐ￣
ＮｉＦｅ￣ＮＣ 的催化活性优于 ＮｉＦｅ￣ＮＣꎬ展现出磷原子

掺杂的优势ꎮ
ＯＲＲ 反应中一个主要的参数是对过程中转

移电子数的计算ꎬ避免材料发生 ２ｅ－反应ꎬ保证催

化过程以 ４ｅ－ 反应为主是验证 ＯＲＲ 催化剂好坏

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因此计算了由 ＮＣ、Ｐｔ / Ｃ、ＮｉＦｅ￣
ＮＣ、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促进的 ＯＲＲ 过程的转移电子

数(ｎ)ꎮ 如图 ４ｄ 所示ꎬＮＣ 催化材料转移电子数

为 ２ ３５ꎬ随着过渡金属的加入ꎬ倾向于发生 ４ｅ－反

应ꎮ 且 Ｐ￣ＮｉＦｅ￣ＮＣ 样品中的转移电子数(ｎ)接近

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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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４ꎬ因此 Ｐ 的掺杂更利于 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 ＯＲＲ 反

应的发生ꎮ 影响 ＯＲＲ 反应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是催化活性位点的均一性ꎮ 起始电位的高低决定

了材料中催化活性位点的优劣ꎬ而随着电压变化ꎬ
材料电流密度变化的趋势则反映了材料催化活性

位点的均一程度ꎮ 这一参数由 ＯＲＲ 测试曲线的

Ｔａｆｅｌ 斜率来体现ꎬ如图 ４ｃ 所示ꎮ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

表现出更低的 Ｔａｆｅｌ 斜率ꎬ因此 Ｐ 的掺杂更利于

ＯＲＲ 反应的进行ꎮ 在活性位点的均一程度上优

于作为基准的贵金属催化剂ꎬ促进了高效的 ＯＲＲ
反应活性ꎮ

１.Ｐ￣ＮｉＦｅ￣ＮＣꎻ２.ＮｉＦｅ￣ＮＣꎻ３.ＮＣꎻ４.Ｐｔ / Ｃ
ａ.电化学比表面积图ꎬ测试电位为 ０ ２０ Ｖꎻｂ.ＯＲＲ 极化曲线ꎻ

ｃ.Ｔａｆｅｌ 斜率曲线ꎻｄ.Ｋ￣Ｌ ｐｌｏｔｓ 转移电子数曲线ꎻ
ｅ.抗甲醇测试曲线ꎻｆ.稳定性测试曲线

图 ４　 Ｐ￣ＮｉＦｅ￣ＮＣ 电化学性能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ＮｉＦｅ￣ＮＣ

测试电池性能之前ꎬ对催化剂的稳定性和抗

甲醇性进行了进一步测试ꎮ 由于 Ｐｔ / Ｃ 对于甲醇

的敏感性ꎬ导致在甲醇燃料电池中ꎬＰｔ / Ｃ 催化剂

易于中毒失活ꎮ 因此ꎬ首先对 Ｐ￣ＮｉＦｅ￣ＮＣ 和 Ｐｔ / Ｃ
电催化剂同时进行了抗甲醇测试(图 ４ｅ)ꎮ 结果

表明ꎬ甲醇对 Ｐ￣ＮｉＦｅ￣ＮＣ 电催化剂的电流影响波

动非常小ꎬ而 Ｐｔ / Ｃ 电催化剂的活性损失却超过

４８％ꎮ 通过在电压为 ０ ４ Ｖ 下对 ＯＲＲ 使用计时

安培法ꎬ来评估催化剂的稳定性(图 ４ｆ)ꎮ 长期工

作(１０ ０００ ｓ)后ꎬＰ￣ＮｉＦｅ￣ＮＣ 的 ＯＲＲ 的活性损失

约为 １ ９％ꎮ 相反ꎬＰｔ / Ｃ 却表现出 ２２ ７％的 ＯＲＲ
活性损失ꎬ证实了 Ｐ￣ＮｉＦｅ￣ＮＣ 催化剂可长期催化

的反应活性ꎮ
２ ２ ２ 　 Ｐ￣ＮｉＦｅ￣ＮＣ 锌空气电池性能测试

使用 Ｐ￣ＮｉＦｅ￣ＮＣ 作为阴极催化剂构建了可

充电锌空气电池ꎬ以评估催化剂的双功能催化

活性ꎮ 锌板作为锌￣空气电池阳极ꎬＰｔ / Ｃ 和 ＲｕＯ２

(ｗｔ％(Ｐｔ / Ｃ) ∶ｗｔ％(ＲｕＯ２)＝ １ ∶１)的混合物用作

参比阴极材料ꎮ 首先对电池开路电压和电池的

比容量进行了比较ꎬ结果显示 Ｐ￣ＮｉＦｅ￣ＮＣ 放置

３００ ｍｉｎ 后 可 提 供 高 达 １ ４８ Ｖ 的 开 路 电 压

(ＯＣＶ)ꎮ
对电池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倍率性能进

行测试ꎬ见图 ５ｄꎮ 从图中可以发现ꎬ在不同的电

流密度下ꎬ无论充电还是放电平台ꎬＰ￣ＮｉＦｅ￣ＮＣ 阴

极催化剂均展现出优异的放电催化性能ꎬ均优于

Ｐｔ / Ｃ￣ＲｕＯ２ 作为空气电极催化剂的电池性能ꎮ 以

１ ｈ 为时间间隔ꎬ从 １ ~ ２０ ｍＡ / ｃｍ２ 的不同电流密

度上比较了充电 /放电的倍率性能ꎮ 对于电池的

充电性能ꎬ在低电流密度下(１ ~ ５ ｍＡ / ｃｍ２)ꎬＰ￣
ＮｉＦｅ￣ＮＣ 展现出同 Ｐｔ / Ｃ￣ＲｕＯ２ 相近的电池性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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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高电流密度充电下ꎬ展现出优于 Ｐｔ / Ｃ￣
ＲｕＯ２ 的性能ꎮ 从 １ ０ ｍＡ / ｃｍ２ 的 ０ ７４ Ｖ 的充电￣
放电平台差至从 ２０ ｍＡ / ｃｍ２ 的 １ Ｖ 的充电￣放电

平台差ꎬ随着电流密度的增长ꎬ平台差值并未发生

明显的跳跃式增加ꎬ并且长达 ７ ｈ 的循环电流密

度变化ꎬ电池变换电流密度对应的充放电电压没

有发生明显的变化ꎬ催化材料具有优异的催化稳

定性ꎬ催化剂驱使的锌￣空气电池具有极佳的倍率

性能ꎮ
如图 ５ｃ 所示ꎬ使用电化学工作站对电池功率

密度进行测试ꎮ Ｐ￣ＮｉＦｅ￣ＮＣ 驱动的锌￣空气电池

在 ｊ＝ ２６２ ３ ｍＡ / ｃｍ２ 时表现出 １５７ ８ ｍＷ / ｃｍ２ 的

最大功率密度ꎬ而 Ｐｔ / Ｃ￣ＲｕＯ２ 在 ｊ＝ １７４ ７ ｍＡ / ｃｍ２

时显示出 １１１ ３ ｍＷ / ｃｍ２ 的最大功率密度ꎮ 利用

蓝电系统测试了 Ｐ￣ＮｉＦｅ￣ＮＣ 催化剂在电流密度为

２０ ０ ｍＡ / ｃｍ２ 时锌￣空气电池的充放电循环稳定

性ꎬ如 图 ５ｅ 所 示ꎮ 充 放 电 整 体 循 环 周 期 为

２０ ｍｉｎꎬ循环 ４００ 个循环ꎮ 放电 /充电电压可以在

　 　 　 　 　 　

　

１.Ｐ￣ＮｉＦｅ￣ＮＣꎻ２.Ｐｔ / Ｃ
ａ.开路电压测量ꎻｂ.锌￣空气电池示意图ꎻｃ.充电 / 放电

极化曲线和功率密度ꎻｄ.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倍率

性能测试ꎻｅ.电流密度为 ２０ ｍＡ / ｃｍ２ 时的长期循环性能

图 ５　 Ｐ￣ＮｉＦｅ￣ＮＣ 锌空气电池性能结果图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ＮｉＦｅ￣Ｎ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ｚｉｎｃ￣ａｉ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

１３０ ｈ 的长期循环中保持稳定ꎮ 并且同之前的

Ｐｔ / Ｃ￣ＲｕＯ２ 进行对比ꎬ虽然放电性能相差不大ꎬ但
是随着 Ｐ 原子的掺杂展现出优异的放电活性ꎮ

３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种磷掺杂 Ｎｉ / Ｆｅ 氮碳材料(Ｐ￣
ＮｉＦｅ￣ＮＣ)的合成方法ꎬ通过与类似条件下合成的

无磷掺杂的镍铁氮碳材料 ( ＮｉＦｅ￣ＮＣ) 对比ꎬ Ｐ￣
ＮｉＦｅ￣ＮＣ 表现出更为优异的双功能 ＯＲＲ 催化性

能ꎮ 通过使用 ＸＲＤ、ＨＡＤＤＦ￣ＳＴＥＭ 和 ＸＰＳ 的组

合表征分析ꎬ确定了 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中的金属组

分的分散程度及配位状态ꎮ Ｐ￣ＮｉＦｅ￣ＮＣ 与 ＮｉＦｅ￣
ＮＣ 材料的 ＸＰＳ Ｎｉ２ｐ 和 Ｆｅ２ｐ 光谱分析表明:Ｐ
原子的掺杂使得催化剂中金属的氧化状态具有

更强的协同作用ꎮ 电化学测量表明:Ｐ￣ＮｉＦｅ￣ＮＣ
材料在碱性介质中具有优异的氧气还原电催化

性能ꎬ在 Ｏ２ 饱和的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ＯＨ 溶液中测

试ꎬ该催化材料具有 ０ ８６８ Ｖ 的优秀的 ＯＲＲ 半

波电势 ( ＯＲＲ Ｅ１ / ２ )ꎮ 此外ꎬ Ｐ￣ＮｉＦｅ￣ＮＣ 组装的

锌￣空气电池具有更大的功率密度ꎬ达 １５７ ８
ｍＷ / ｃｍ２ꎬ并具有稳定的倍率性能和优秀的循环

稳定性ꎬ其在 ２０ ０ ｍＡ / ｃｍ２ 的高电流密度可保

持 ４００ 个循环不发生明显的衰减ꎮ 本文将为多

元金属氮碳材料的设计合成及电催化性能提升

提供有效的研究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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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中有机磷酸酯的污染状况及健康风险研究进展

王涛ꎬ张虹∗ꎬ王耀强ꎬ李旖曦ꎬ张勇ꎬ韩永和∗

(福建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福建省污染控制与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随着溴代阻燃剂的被禁用或限制使用ꎬ有机磷酸酯(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ꎬＯＰＥｓ)已成为其主要替代品被广泛应

用于各类商业及工业产品ꎮ 由于 ＯＰＥｓ 具有毒性且容易释放到环境中ꎬ引起了诸多关注ꎮ 目前已在多种环境基质中发

现了 ＯＰＥｓ 的存在ꎬ其中土壤被认为是 ＯＰＥｓ 的主要赋存介质ꎬ而农田土壤与人类的食物链关系密切ꎬ其污染问题值得重

视ꎮ 从农田土壤的角度出发ꎬ分析了 ＯＰＥｓ 的主要来源、分布情况和植物的吸收、转运、代谢以及对人体暴露的影响ꎮ 结

果显示ꎬ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对人体健康构成的绝对风险不高ꎬ但 ＯＰＥｓ 在土壤环境中持续积累会对人体产生潜在威胁ꎬ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环境行为及其健康风险ꎮ
关键词:有机磷酸酯ꎻ农田土壤ꎻ污染分布ꎻ人体暴露ꎻ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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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磷酸酯(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ꎬＯＰＥｓ)
是一类以磷酸为中心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ꎬ根
据取代基的不同可分为烷基类 ＯＰＥｓ、卤代类

ＯＰＥｓ 和芳烃类 ＯＰＥｓ[１ꎬ２](见表 １)ꎮ 因其良好的

阻燃特性ꎬＯＰＥｓ 已被广泛用作各种工业产品和商

业用品的添加剂ꎬ如电子设备、建筑装饰材料、聚
氨酯泡沫塑料、纺织品、玩具用品等[２￣４]ꎮ 随着斯

德哥尔摩公约对溴代阻燃剂的逐步禁用或限制使

用[５]ꎬＯＰＥｓ 的使用量急剧增加ꎮ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我国 ＯＰＥｓ 消费量以每年 １５％ 的速度快速增

长[６]ꎮ 同时ꎬ由于 ＯＰＥｓ 通常以物理形态被混入

材料ꎬ该特性导致 ＯＰＥｓ 易在产品的生产、使用和

回收的过程中通过挥发、磨损等方式流入环

境[３ꎬ７ꎬ８]ꎮ 我国 ＯＰＥｓ 的年排放量从 ２０１４ 年的约

６７０ 吨 /年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０００ 吨 /年[９]ꎮ 目

前ꎬ在不同的环境基质中均发现了 ＯＰＥｓꎬ包括水

体[１０ꎬ１１]、大气[１ꎬ１２]、灰尘[１３ꎬ１４] 以及土壤[１５ꎬ１６] 等ꎮ
环境当中广泛分布的 ＯＰＥｓ 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体

通过呼吸、饮食等多种方式摄入[１７ꎬ１８]ꎮ 研究发

现ꎬ在采集的多种人体样本中均含有浓度不等的

ＯＰＥｓꎬ包括血液[１９ꎬ２０]、头发[２１ꎬ２２]、尿液[２３ꎬ２４]、胎

盘[２５]等ꎬ这将会对人体产生潜在的健康威胁ꎮ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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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ꎬ关于 ＯＰＥｓ 对生物体内产生的不良反应已广

为报道ꎬ包括内分泌紊乱[２６]、神经毒性[２７]、肝毒

性[２８]、心脏毒性[２９]、生殖和发育毒性[３０ꎬ３１]等ꎮ
表 １ 　 典型 ＯＰＥｓ 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ｓ

类型 ＯＰＥｓ 名称缩写

烷基类 ＯＰＥｓ

磷酸三乙酯
磷酸三丙酯
磷酸三丁酯
磷酸三甲酯

磷酸三异丁酯
磷酸三(丁氧基乙基)酯

磷酸三辛酯
磷酸三戊酯
磷酸三己酯

ＴＥＰ
ＴＰｒＰ
ＴｎＢＰ
ＴＭＰ
ＴｉＢＰ

ＴＢＥＰ(ＴＢＯＥＰ)
ＴＥＨＰ
ＴＰＴＰ
ＴＨＰ

卤代类 ＯＰＥｓ

磷酸三(１ꎬ３￣二氯异丙基)酯
磷酸三(２￣氯乙基)酯
磷酸三(２￣氯丙基)酯

磷酸三(１￣氯￣２￣丙基)酯
磷酸三(２ꎬ３￣二溴丙基)酯

ＴＤＣＰ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ＴＣＩＰＰ

ＴＤＢｒＰ(ＴＤＢＰＰ)

芳烃类 ＯＰＥｓ

磷酸三甲苯酯
磷酸甲苯二苯酯

２￣乙基己基二苯基磷酸酯
磷酸三苯酯

ＴＣｒＰ(ＴＭＰＰ / ＴＣＰ)
ＣＤＰＰ
ＥＨＤＰＰ
ＴＰｈＰ

　 　 土壤主要由矿物成分和有机质组成ꎬ是主要

的陆地环境库ꎬ同时也是有机污染物(如 ＯＰＥｓ)
的重要“汇”之一[１５]ꎮ 由于土壤对 ＯＰＥｓ 的转运

能力较弱ꎬ其持续积累容易形成土壤环境污

染[３２]ꎮ 此外ꎬＯＰＥｓ 在农田土壤中的长期、持续赋

存会产生农作物富集效应ꎬ进而通过食物链传递

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风险ꎮ 然而ꎬ关于 ＯＰＥｓ 在

农田土壤中的污染水平和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数

据比较有限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文献综述ꎬ重点分析

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主要来源、分布情况和植物

对 ＯＰＥｓ 的吸收、转运、代谢及其健康风险ꎬ有望

为农田土壤 ＯＰＥｓ 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主要来源

１ １ 　 远程大气输送

ＯＰＥｓ 可以通过远程大气输送作用进入土壤

环境ꎮ Ｓｕｈｒｉｎｇ 等[３３]通过监测加拿大和北极采集

的空气样本发现了 ＯＰＥｓ 具有远程大气输送的潜

力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４]也认为正是由于 ＯＰＥｓ 可以进行

远程大气输送ꎬ使得中国南海永兴岛 ＯＰＥｓ 检测

结果呈现季节性变化ꎮ 同时ꎬ有研究在中国京津

冀核心地区的农田土壤样本中检测出了 ＯＰＥｓꎬ总
浓度在 ０ ５４３ ~ ５４ ９ μｇ / ｋｇ 之间ꎬ其主要成分

ＴＣＩＰＰ 与当地城市大气中的 ＯＰＥｓ 成分分布规律

一致[３５ꎬ３６]ꎮ 这表明城市活动产生的 ＯＰＥｓ 可以通

过远程大气输送而后转移到农田土壤中[３６]ꎮ 此

外ꎬ受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ꎬ这些 ＯＰＥｓ 在大气传

输能力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ꎻ例如ꎬ与 ＴＰｈＰ、
ＴＢＥＰ 等相比ꎬ 蒸气压更高的 ＴｎＢＰ、 ＥＨＤＰＰ、
ＴＣＥＰ 等物质更有可能进行远距离传输[３７]ꎮ
１ ２ 　 大气沉降

大气中存在的 ＯＰＥｓ 可以通过干沉降和湿沉

降的方式进入土壤ꎮ 首先ꎬ干沉降是将污染物从

大气转移到地面的重要途径[３８]ꎮ 包括 ＯＰＥｓ 在

内的多种半挥发性有机物通过与大气颗粒物结合

可实现干沉降ꎮ 据估算ꎬ中国南海地区 ＯＰＥｓ 的

干沉降通量达到(６０ ５ ± ７２ ６)吨 /年[３４]ꎮ 另外ꎬ
大气中的 ＯＰＥｓ 也可通过降雨、降雪等方式实现

湿沉降ꎬ这是南极半岛及德国某大学附近的雨雪

样品中检测出 ＯＰＥｓ 的主要原因[３９ꎬ４０]ꎮ 有研究分

析了中国南方城市某稻田中 ＯＰＥｓ 的输入通量ꎬ
其中大气沉降 (包含干沉降和湿沉降) 均值为

(８００±５５０) ｎｇ / ｍ２ / ｄꎬ平均贡献率达 ３８ ２％[８]ꎬ说
明大气沉降是造成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赋存的重要

因素ꎮ
１ ３ 　 空气￣土壤交换

土壤被认为是大气中 ＯＰＥｓ 主要的环境归

宿[４１]ꎮ 土壤有机质会直接吸收气相 ＯＰＥｓ[３６]ꎬ而
土壤赋存态 ＯＰＥｓ 也可通过挥发返回大气中[４２]ꎮ
计算逸度分数( ｆｆ)是研究 ＯＰＥｓ 的空气￣土壤交换

量的常用方法[４３]ꎬ公式如下:
ｆｓ ＝ ＣｓＲＴ / ０ ４１ΦＯＭＫＯＡ (１)

ｆａ ＝ ＣａＲＴ (２)
ｆｆ ＝ ｆｓ / ( ｆｓ ＋ ｆａ) (３)

　 　 其中:ｆｓ 是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逸度ꎻｆａ 是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逸度ꎻ

Ｃｓ 是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ꎬｍｏｌ / ｍ３ꎻＣａ 是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ꎬ

ｍｏｌ / ｍ３ꎻＲ 是气体常数ꎬ８ ３１４ Ｊ / (ｍｏｌＫ)ꎻＴ 是绝对温度ꎬＫꎻΦＯＭ

是土壤中有机质的分数ꎻＫＯＡ是辛醇￣空气分配系数ꎻｆｆ 表示 ＯＰＥｓ
在空气￣土壤间交换的净方向ꎮ

当 ｆｆ 为 ０ ５ 时ꎬ表明 ＯＰＥｓ 在空气￣土壤间保

持平衡状态ꎻ当 ｆｆ<０ ３ꎬ表示 ＯＰＥｓ 由空气进入土

壤中净沉降ꎻ当 ｆｆ >０ ７ 则表示 ＯＰＥｓ 由土壤向空

气中净挥发ꎬ而 ｆｆ 在 ０ ３ ~ ０ ７ 之间ꎬ表示与平衡

状态相比并未发现明显变化[４２]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８] 通

过计算南宁水稻田 ＯＰＥｓ 的 ｆｓ、ｆａ 和 ｆｆꎬ发现该处

大部分 ＯＰＥｓ 的净流向为空气→土壤ꎬ空气￣土壤

交换输入通量均值为(４００±３３０) ｎｇ / ｍ２ / ｄꎬ平均

贡献率达到 １９％ꎬ该结论印证了当地大气沉降对

农田土壤的 ＯＰＥｓ 污染造成了显著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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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污水灌溉

水体中 ＯＰＥｓ 浓度较高ꎬ含 ＯＰＥｓ 污水的灌溉

易对农田土壤造成不利影响ꎮ 即使经过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 ＯＰＥｓ 仍然存在ꎬ比如在中国珠江三角

洲地区的污水处理厂采集的出水样本中检测到了

大量的 ＯＰＥｓꎬ总浓度达 ６５ ８~２ ８４２ ｎｇ / Ｌ[４４]ꎮ 此

外ꎬ含 ＯＰＥｓ 污水的排放也会污染周边土壤ꎬ因此

在污水厂附近的污泥中往往可检出较高浓度的

ＯＰＥｓ[４５ꎬ４６]ꎮ 若农田灌溉水为污染废水ꎬ废水中疏

水性较高的 ＯＰＥｓ 向农田土壤转移的概率更高ꎮ
目前已有报道显示灌溉水对稻田土壤造成的

ＯＰＥｓ 污染问题ꎬ其灌溉水中 ＯＰＥｓ 平均浓度达

(１１０±９０)ｎｇ / Ｌ[８]ꎮ 因此ꎬ含 ＯＰＥｓ 的污染水体灌

溉也是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来源之一ꎮ
１ ５ 　 地膜应用

地膜常被用于农业生产活动ꎬ有助于土壤的

保温和湿度控制[４７]ꎮ 作为农业大国ꎬ我国在 ２０１８
年的地膜使用总量已达 １ ４３６ 亿吨[４８]ꎮ 塑料是

地膜主要成分[４９]ꎬ而有机亚磷酸酯抗氧剂是塑料

中使用较多的辅助抗氧剂ꎬ在土壤环境中可被氧

化为 ＯＰＥｓ[５０ꎬ５１]ꎮ 研究表明ꎬ在覆膜和未覆膜土

壤均可检出 ＯＰＥｓꎬ但覆膜土壤中 ＯＰＥｓ 浓度更

高ꎬ中位数达 ７ ５９×１０３ ｎｇ / ｇꎬ且残留地膜中还含

有有机亚磷酸酯抗氧剂[５１]ꎮ 此外ꎬＴｎＢＰ、ＴＢＥＰ、
ＴＥＨＰ 等 ＯＰＥｓ 也是塑料中的常见增塑剂[１６ꎬ５２] ꎮ
因此地膜覆盖也是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重要

来源ꎮ

２　 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分布情况

农田土壤是 ＯＰＥｓ 的重要归宿之一ꎮ 土壤中

的有机质对于有机化合物具有吸附作用ꎬ当 ＯＰＥｓ
进入土壤环境后ꎬ其在土壤介质中的吸附行为是

影响 ＯＰＥｓ 迁移的主要因素[５３]ꎮ 土壤有机质的

吸附效果会受到有机物的分子结构以及温度的影

响ꎮ 例如ꎬ相比于 ＴＣＥＰ、ＴＤＣＰＰ、ＴＣＰＰ 等吸附能

力较弱的氯代 ＯＰＥｓꎬ ＴＢＯＥＰ、 ＴｎＢＰ 等烷基类

ＯＰＥｓ 往往易于吸附在土壤有机质中[５４]ꎮ 此外ꎬ
温度升高也会降低土壤对 ＯＰＥｓ 的吸附ꎬ使得

ＯＰＥｓ 更有可能在土壤环境中发生迁移[５４]ꎮ 同

时ꎬ由于土壤环境的复杂性ꎬＯＰＥｓ 因其分子结构

的差异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物理化学转化以及生物

降解ꎮ 例如ꎬ具有不同类型侧链的 ＯＰＥｓ 会发生

不同速率的水解反应ꎬ总体表现为:芳烃类 ＯＰＥｓ
>氯代类 ＯＰＥｓ>烷基类 ＯＰＥｓ[５５ꎬ５６]ꎮ 在光辐射条

件下ꎬ表层土壤中的 ＯＰＥｓ 会与ＯＨ 发生光解反

应ꎬ反应速率与水解时的规律相似[５５ꎬ５６]ꎮ 同时ꎬ
土壤环境中富含大量微生物ꎬ也对 ＯＰＥｓ 存在一

定的降解作用[２ꎬ５５ꎬ５７ꎬ５８]ꎮ
目前已在不同地区农田土壤中检测到 ＯＰＥｓ

的存在(见表 ２)ꎬ从研究结果来看ꎬ不同地区农田

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组成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在中国三

峡库区农田土壤中检出的 ＯＰＥ 种类最多ꎬ高达 １２
种ꎬ其中 ＴＣｒＰ、ＥＨＤＰＰ 浓度相对较高ꎬ中位数分

别达 １７０ 和 ３５ ４ ｎｇ / ｇ[５９]ꎻ而在济南、浙江等部分

地 区 的 农 田 土 壤 中 却 未 检 测 出 这 两 种

ＯＰＥｓ[３７ꎬ６０]ꎮ 在同样检出 １２ 种 ＯＰＥｓ 的北京地区

某农田土壤中也未发现高浓度 ＴＣｒＰ 和 ＥＨＤ￣
ＰＰ [６１]ꎮ 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ꎬ宁波地区某农田

土壤中检出的 ＯＰＥｓ 种类较少ꎬ共检测出 ７ 种

ＯＰＥｓꎬ其中浓度相对较高的是 ＴＢＯＥＰ [６２]ꎮ 与中

国地区相比ꎬ越南 Ｂｕｉ Ｄａｕ 地区农田土壤中检出

的 ＯＰＥｓ 种类较少ꎬ仅检测出两种 ＯＰＥｓꎬ浓度均

值为 １２ ３ ｎｇ / ｇꎬ污染程度相对较低[６３]ꎮ 从总浓

度来看ꎬＯＰＥｓ 在各地区农田土壤中的浓度分布有

一定差异ꎮ 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浓度最高已超过

７００ ｎｇ / ｇꎬ例如宁波地区某农田土壤 ＯＰＥｓ 总浓度

达 ２１８ ~ ７８９ ｎｇ / ｇ[６２]ꎻ而南宁地区某农田土壤

ＯＰＥｓ 检出的浓度较低ꎬ仅 ０ ０４ ~ ５ ４８ ｎｇ / ｇ[８]ꎮ
　 　 　 　 　 　表 ２ 　 不同地区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注(中位数)

Ｔａｂ.２　 ＯＰＥ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ｎｇ / ｇ)

地区
中国

广州[１５]
越南

Ｂｕｉ Ｄａｕ[６３]
中国

京津冀[３６]
中国三峡

库区[５９]

采样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ＥＰ
ＴＰｒＰ
ＴｎＢＰ
ＴＭＰ

４
—
１４
２

—
—
—
—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１
—

０ ０８
０ ４１９
２ ４４
０ ０３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ＢＯＥＰ
ＴＥＨＰ
ＴＨＰ
ＴｉＢＰ

６８
３
—
—

—
—
—
—

０ ６５６
０ １３９
—

０ １２９

０ １
４ ４２
—
—

卤代类
ＯＰＥｓ

ＴＤＣＰＰ
ＴＣＩＰ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３
０ ２
３
—

—
—
—
—

０ ０４４
１ １９６
—
—

０ ０５
—

１ １２
５ １９

芳烃类
ＯＰＥｓ

ＴＣｒＰ
ＥＨＤＰＰ
ＣＤＰＰ
ＴＰＰＯ
ＴＰｈＰ

１３
３
—
—
１

２ ３ａ

—
—
—
１０ａ

０ １３４
０ ０３８
—
—

０ １９３

１７０
３５ ４
—
—
０ １

∑ＯＰＥｓ １１０ １２ ３ａ ３ ９１４ ２４７

６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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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中国

南宁[８]
中国

宁波[６２]
中国

浙江[６０]
中国

天津[４]

采样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ＥＰ
ＴＰｒＰ
ＴｎＢＰ
ＴＭＰ

—
—

０ １ａ

—

—
—

６ ３７ａ

—

０ ５６９
０ １２５
０ ４５１
—

０ ４２
—

３ ０５
—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ＢＯＥＰ
ＴＥＨＰ
ＴＨＰ
ＴｉＢＰ

０ １ａ

０ ３１ａ

０ ０３ａ

０ ０６ａ

２９５ａ

１６ ６ａ

—
—

—
３ ５５
—
—

２８ １
１ ６１
—

２ ０５

卤代类
ＯＰＥｓ

ＴＤＣＰＰ
ＴＣＩＰ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０ ０６ａ

１ ０４ａ

０ １３ａ

—

６３ ３ａ

３０ ４ａ

１６ ２ａ

—

０ ０４６ ８
—

０ ３６
—

１ ０５
８ ５８
１ ７２
—

芳烃类
ＯＰＥｓ

ＴＣｒＰ
ＥＨＤＰＰ
ＣＤＰＰ
ＴＰＰＯ
ＴＰｈＰ

０ １１ａ

—
—
—

０ １３ａ

—
—
—
—

１４ ０ａ

—
—
—

０ ５９２
９ ９４

２ １２
１ ２３
—
—

２ ９３

∑ＯＰＥｓ ２ １ａ ４４２ａ １９ ５６ ３

地区
中国黑龙江、
广西、河南、

湖北[３]

中国

大连[６５]
中国

济南[３７]
中国

北京[６１]

采样年份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ＥＰ
ＴＰｒＰ
ＴｎＢＰ
ＴＭＰ

１ ０６
０ ７８４
０ ２４９
３ ０９

—
—

１７ ５
—

０ ０４
—

０ ７８３
—

１
—

０ １１
—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ＢＯＥＰ
ＴＥＨＰ
ＴＨＰ
ＴｉＢＰ

０ ３６７
１４３
—
—

１７ ９
—
—
—

０ ８６９
０ ２１２
—

０ １８

３ ９３
０ ０９
—

０ ０５

卤代类
ＯＰＥｓ

ＴＤＣＰＰ
ＴＣＩＰ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２ ６８
—

１７ ９
３ ５９

—
５ ４３
３ ６９
—

０ １２７
—

０ ２８１
—

１ １７
—

０ １１
６ ０３

芳烃类
ＯＰＥｓ

ＴＣｒＰ
ＥＨＤＰＰ
ＣＤＰＰ
ＴＰＰＯ
ＴＰｈＰ

１９ ９
—
—
—

３ １４

１ ５
１ ４５
—

２ ０５
１ ３２

—
０ ２０７
—
—

０ ２８５

０ ５６
０ ０７
０ ０８
—

０ １９

∑ＯＰＥｓ ２２９ ５６ ５ ６ ２２ ３９ ７

　 　 注:ａ 表示平均值ꎻ“—”表示该数据文献中未出现ꎮ

这些差异现象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不同地区的工

业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ꎮ
此外ꎬ不同类型的 ＯＰＥｓ 在不同地区农田土

壤中检出的情况不同ꎮ 例如ꎬＣｕｉ 等[１５] 在中国广

州某农田土壤中检测出 １１ 种 ＯＰＥｓꎬ其中作为烷

基类 ＯＰＥｓ 的 ＴＢＯＥＰ 最为丰富ꎬ中位数浓度可达

６８ ｎｇ / ｇ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当地大气样本中

ＴＢＯＥＰ 浓度也较高[６４]ꎬ可能与其被用于生产橡

胶、塑料、胶水、油漆等产品有关[６]ꎮ 由此推测ꎬ

农田土壤中大量赋存的 ＴＢＯＥＰ 可能是城市活动

产生的污染物经大气输送、沉降过程中空气￣土壤

交换所导致的结果ꎮ 除广州外ꎬ天津[４]、宁波[６２]、
大连[６５] 等地的农田土壤中也被检测出高浓度

ＴＢＯＥＰꎬ说明 ＴＢＯＥＰ 的使用非常广泛ꎮ 另一方

面ꎬ氯代 ＯＰＥｓ 在农田土壤中检出的频率也很高ꎬ
包括 ＴＣＥＰ、ＴＣＩＰＰ、ＴＤＣＰＰ、ＴＣＰＰ 等ꎮ 它们常被

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ꎬ且具有一定的抗生物

降解性[３]ꎮ 其中ꎬＴＣＥＰ 具有显著致癌性ꎬ目前已

被逐步取代[１６ꎬ６６]ꎮ 在黑龙江、广西、河南、湖北等

地的农田土壤中却发现了大量 ＴＣＥＰꎬ中位数浓

度达 １７ ９ ｎｇ / ｇ[３]ꎮ 类似地ꎬ宁波某农田土壤氯代

ＯＰＥｓ 的 污 染 情 况 也 较 重ꎬ 其 ＴＣＩＰＰ、 ＴＣＥＰ、
ＴＤＣＰＰ 等浓度范围为 ２７ ０２~４０８ ３ ｎｇ / ｇꎬ远高于

浙江其他地区农田土壤的污染水平[６０ꎬ６２]ꎮ 此外ꎬ
芳烃类的 ＯＰＥｓ 也在诸多受调查农田土壤中被检

出ꎮ 从已有数据来看(表 ２)ꎬ目前所有地区的农

田土壤均检出了 ＴＰｈＰꎬ并且其浓度水平较高ꎮ
ＴＰｈＰ 被广泛用于液压油、聚氯乙烯塑料等产品当

中ꎬ是电子工业园区及其附近土壤中的常见 ＯＰＥｓ
污染物种类[６ꎬ３２ꎬ６７]ꎮ 研究认为ꎬＴＰｈＰ 的广泛检出

可能与含 ＴＰｈＰ 电子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及其应用

有关ꎬ同时 ＴＰｈＰ 在土壤中的保留时间较长也是

关键原因[３２]ꎮ 例如ꎬＴＰｈＰ 在水 /沉积物中模拟测

试的半衰期为 ３~１２ ｄꎬ在池塘水土中的半衰期为

５０~６０ ｄ[６８]ꎮ 综上可见ꎬ农田土壤 ＯＰＥｓ 的污染

现状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密切相关ꎮ

３　 植物对 ＯＰＥｓ 的吸收、转运和代谢

植物根围是 ＯＰＥｓ 吸收的主要部位ꎬ而 ＯＰＥｓ
疏水性的差异会影响其在植物不同部位的累积效

应[６９]ꎮ 此外ꎬ由于 ＯＰＥｓ 在植物体内的向上运输

主要依赖蒸腾作用ꎬ那些疏水性较高的物质如

ＴＰｈＰ 更易被植物根部吸收[１６]ꎻ相反ꎬ亲水性

ＯＰＥｓ 则 往 往 向 枝 条、 叶 片、 果 实 等 方 向 转

移[６９ꎬ７０]ꎮ 研究表明ꎬ植物根部对于 ＯＰＥｓ 的积累

能力主要受蛋白质与脂肪含量影响ꎮ Ｌｉｕ 等[７０]比

较了胡萝卜、生菜、小麦、绿豆 ４ 种植物根部对

ＯＰＥｓ 的吸收ꎬ发现小麦根部吸收最快ꎬ但积累最

少ꎮ 根部吸收快的原因在于小麦根部蛋白质含量

最高ꎬ具有高疏水性的 ＯＰＥｓ 更容易与小麦中的

非特异性脂质转移蛋白结合ꎬ进而导致高吸收

率[６９]ꎻ而小麦根部脂肪含量最低ꎬ故而导致 ＯＰＥｓ
积累最少[７０]ꎮ 至于植物地上组织对 ＯＰＥｓ 的积

７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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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主要受根部转移的影响ꎬ不排除叶片对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吸收ꎬ但效果不明显[６９]ꎮ
ＯＰＥｓ 在植物体内的转化由水解、脱烷基化、

氧化二氯化、羟基化、甲氧基化以及谷胱甘肽和葡

萄糖苷酸结合等若干步骤组成[６９]ꎮ 研究发现ꎬ３
种氯代 ＯＰＥｓ(ＴＣＥＰ、ＴＣＰＰ、ＴＤＣＰＰ)会影响小麦

根部 ３ 种主要代谢途径ꎬ包括丙氨酸、天冬氨酸和

谷氨酸代谢、乙醛酸和二羧酸代谢以及三羧酸循

环途径[７１]ꎮ 通过对白羽扇豆和小麦进行水培实

验还发现ꎬ酸性磷酸酶是水解 ＯＰＥｓ 的关键酶ꎬ比
如ꎬＴＤＣＰＰ 的代谢产物包括硫酸盐结合产物、还
原脱氯代谢产物等ꎬ甚至可能会转化成具有更强

毒性的羟基代谢物[７２]ꎮ
此外ꎬ目前已在各种植物性食品中检测到

ＯＰＥｓ 的存在ꎬ包括谷物、蔬菜、水果等[６５ꎬ７３ꎬ７４]ꎮ 同

时ꎬ有研究发现ꎬ相比于鱼类、肉类等动物性食品ꎬ
谷类、蔬菜等植物性食品表现出更强的 ＯＰＥｓ 及

其代谢物的积累能力[７４]ꎮ 尽管诸多研究已聚焦

ＯＰＥｓ 在植物中的富集和代谢机制ꎬ但有关植物性

食品中 ＯＰＥｓ 的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还比较少ꎬ如
何有效降低植物对 ＯＰＥｓ 的富集并评估其对人体

健康造成的潜在风险仍值得进一步关注ꎮ

４　 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对人体暴露的影响

研究表明ꎬ不同类型的 ＯＰＥｓ 在生物体内会

引起不同的急性毒性、慢性毒性以及生殖发育毒

性等ꎮ 表 ３ 归纳了典型 ＯＰＥｓ 的相关毒性数据ꎮ
可见ꎬ当前 ＯＰＥｓ 的生物毒性数据不够完善ꎮ 由

于采用的模式生物不同ꎬ导致相关物质的毒性不

具备可比性ꎬ但对于同种模式生物ꎬＯＰＥｓ 的毒性

数据也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例如ꎬ烷基类 ＯＰＥｓ 对

斑马鱼的急性半致死浓度可相差 ３ 个数量级ꎻ当
ＴＤＣＰＰ 的浓度达到 １ １ ｍｇ / Ｌ 时ꎬ可使鱼群中死

亡数过半ꎬ而 ＴＰｈＰ 的 ＬＣ５０值则在 ０ ３６~２９０ ｍｇ / Ｌ
表 ３ 　 不同类型 ＯＰＥｓ 毒理学数据信息注

Ｔａｂ.３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ｓ

类型 物质 急性毒性 慢性毒性[７７] 生殖毒性 发育毒性
ＲｆＤ(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７６]

烷基类
ＯＰＥｓ

ＴＥＰ ＬＣ５０ ＝ １２５０ ｍｇ / Ｌ(斑马鱼) [７５] 　
ＥＣ５０ ＝ ７２９ ｍｇ / Ｌ
(大型蚤) [７７]

ＥＣ１０ ＝ ８０ ３ ｍｇ / Ｌ
(近具棘栅藻) [７５] １２５ ０００

ＴＢＯＥＰ ＬＣ５０ ＝ ３ ３４ ｍｇ / Ｌ(斑马鱼) [７５] １０ μｇ / Ｌ(大型蚤) 　
０ ８ ｍｇ / Ｌ

(斑马鱼) [７５] １５ ０００

ＴＰｒＰ ＬＣ５０ ＝ ２５２ ｍｇ / Ｌ(斑马鱼) [７５] 　 　 　 ７０ ０００[７８]

ＴｎＢＰ ＬＣ５０ ＝ ７ ８２ ｍｇ / Ｌ(斑马鱼) [７５] 　 　
０ ２~１ ６ ｍｇ / Ｌ
(斑马鱼) [７５] ２４ ０００

ＴＥＨＰ ＥＣ５０ ＝ ０ ７４ ｍｇ / Ｌ(大型蚤) [７５] 　 　
ＥＣ５０ ＝ ２０ ｍｇ / Ｌ

(梨形四膜虫) [７７] ３５ ０００

卤代类
ＯＰＥｓ

ＴＣＥＰ
ＬＤ５０ ＝ ０ ５~１ ４１ ｇ / ｋｇ(鼠) [５２] ꎻ
ＬＣ５０ ＝ ６ ３~２５０ ｍｇ / Ｌ(鱼) [６]

ＮＯＥＣ＝ １３ ｍｇ / Ｌ
(大型蚤)

ＮＯＥＣ＝ ０ ０１ ｍｇ / Ｌ
(大型蚤) [７７] 　 ２２ ０００

ＴＣＩＰＰ ＬＣ５０ ＝ ５００~４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ｂｗ(鼠) [６] 　 　 　 ８０ ０００

ＴＤＣＰＰ

ＬＤ５０>２ ０００ ｍｇ / ｋｇ(鼠皮肤) [５２] ꎻ
ＬＣ５０ ＝ ２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鼠口服) [５２] ꎻ

ＬＣ５０ ＝ １ １ ｍｇ / Ｌ(鱼) [６] ꎻ
ＥＣ５０ ＝ ３ ８ ｍｇ / Ｌ(鱼) [６] ꎻ
ＥＣ５０ ＝ ４ ６ ｍｇ / Ｌ(水蚤) [６]

２００ μｇ / Ｌ(卤虫)ꎻ
ＮＯＥＣ＝ ６ ｍｇ / Ｌ
(近头状尖胞藻)

ＮＯＥＣ＝ ０ ５ ｍｇ / Ｌ
(大型蚤) [７５]

３００~６ ５００ ｎｇ / Ｌ
(水蚤) [７５] ꎻ

０ ０５~５０ μｍｏｌ / Ｌ
(斑马鱼) [７５]

１５ ０００

ＴＣＰＰ
ＬＣ５０ ＝ １３ ５ ｍｇ / Ｌ(斑马鱼) [７５] ꎻ
ＬＤ５０ ＝ ５００~４ ２００ ｍｇ / Ｌ(鼠) [５２]

ＮＯＥＣ＝ ６ ｍｇ / Ｌ
(近头状尖胞藻)

ＮＯＥＣ＝ ３２ ｍｇ / Ｌ
(大型蚤) [７７]

５１ ６００ ｎｇ / ｇ
(鸡胚) [７５] ８０ ０００

芳烃类
ＯＰＥｓ

ＴＣｒＰ ＥＣ５０ ＝ ０ ３１ ｍｇ / Ｌ(大型蚤) [７５] 　
ＮＯＥＣ＝ ０ １ ｍｇ / Ｌ
(大型蚤) [７７]

１５ ４ μｍｏｌ / Ｌ
(斑马鱼) [７５] １３ ０００

ＴＰｈＰ
ＬＣ５０ ＝ ０ ３６~２９０ ｍｇ / Ｌ(鱼) [６] ꎻ
ＬＣ５０ ＝ １ ０~１ ２ ｍｇ / Ｌ(水蚤) [６] ꎻ

ＬＣ５０ ＝ ３ ５００~１０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鼠) [６]

ＮＯＥＣ＝０ １~０ １８ ｍｇ / Ｌ
(大型蚤)ꎻＮＯＥＣ＝１ ｍｇ / Ｌ

(小球藻)

０ ０４~１ ｍｇ / Ｌ
(斑马鱼) [５２]

２ μｍｏｌ / Ｌ
(斑马鱼) [７５] ７０ ０００

　 　 注:ＥＣ１０:能引起 １０％最大效应的浓度ꎻＥＣ５０:能引起 ５０％最大效应的浓度ꎻＬＤ５０:半数致死量ꎻＬＣ５０:致死中浓度ꎻＮＯＥＣ:无观察效应

浓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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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ꎻＴｎＢＰ 在 ０ ２ ｍｇ / Ｌ 的浓度下可影响斑马鱼

的生长发育ꎬ 而 ＴＣｒＰ 的影响浓度则为 １５ ４
μｍｏｌ / Ｌꎻ卤代类 ＯＰＥｓ(ＴＣＥＰ 和 ＴＣＰＰ)对大型蚤

的生殖毒性的无观察效应浓度差距高达 １ ０００ 倍

以上ꎮ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有选取不同的模式生

物ꎬ暴露方式和暴露时间不同等ꎮ 因此ꎬ为了深入

了解 ＯＰＥｓ 的生态毒性及健康效应ꎬ迫切需要建

立标准的毒性测试方法ꎬ保证毒性数据的可比性ꎮ
考虑到农田土壤中普遍存在的 ＯＰＥｓꎬ人类可

通过土壤摄入、皮肤接触吸收和饮食摄入接触这

些化学物质ꎬ可能对健康产生有害影响ꎮ 因此ꎬ有
必要评价农田土壤中 ＯＰＥｓ 对人体暴露的风险ꎮ
普通人群每天通过土壤摄入(Ｓｏｉｌ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ꎬＳＩＥ)、皮肤吸收灰尘(Ｄｅ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ＳｏｉｌꎬＤＡＶＳ) 和日常饮食摄入 ( Ｄａｉｌ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
ｔａｋｅｓꎬＤＤＩ) 的 ＯＰＥｓ 暴露量可分别用如下公

式[６２ꎬ６５]计算:
ＳＩＥ ＝ Ｃｓ × ＤＩ / ＢＷ (４)

ＤＡＶＳ ＝ Ｃｓ × ＤＡＳ × ＥＳＡ × ＡＦ / ＢＷ (５)
ＤＤＩ ＝ (Ｃｆ × ＩＲＦ × ＥＦ × ＥＤ) / (ＢＷ × ＡＴ) (６)

　 　 其中:Ｃｓ 表示土壤中 ＯＰＥｓ 浓度ꎬｎｇ / ｇꎻＤＩ 表示土壤摄入率ꎬ

ｍｇ / ｄꎻＢＷ 表示人体体重ꎬｋｇꎻＤＡＳ 是尘土附着在皮肤上的速率ꎬ

ｍｇ / ｃｍ２ꎻ ＥＳＡ 是 暴 露 的 皮 肤 面 积ꎬ ｃｍ２ / ｄꎻ ＡＦ 是 吸 收 系 数ꎬ

０ １７％[６２] ꎻＣｆ 表示食物中 ＯＰＥｓ 浓度ꎬｎｇ / ｇꎻ ＩＲＦ 是每日摄入率

ｇ / ｄꎻＥＦ 是暴露频率(假设 ３６５ 天 / 年)ꎻＥＤ 是暴露持续时间ꎬ年ꎻ

ＡＴ 是平均时间ꎬ天ꎬ３６５×ＥＤ[６５] ꎮ

为评估潜在的健康风险ꎬ通常采用计算危险

商(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ꎬＨＱ)的方法[６０]ꎬ即将估算的

人体每日通过某种途径对 ＯＰＥｓ 的摄入量(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ꎬＥＤＩ)与参考剂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ｓｅꎬＲｆＤ)进行比较ꎮ 若 ＨＱ>１ 则表示当前 ＯＰＥｓ
暴露量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ꎬ公式如下:

ＨＱ ＝ ＥＤＩ / ＲｆＤ (７)

　 　 通过土壤摄入和皮肤吸收灰尘两个途径来

看ꎬＯＰＥｓ 对于人体暴露的影响并不突出ꎮ 例如ꎬ
宁波地区某农田土壤中通过这两种途径的暴露量

最高的是 ＴＢＯＥＰꎬ分别达 ０ １４１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 和

０ ８０２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６２]ꎮ ＴＢＯＥＰ 的 ＲｆＤ 为 １５ ０００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 ( 见 表 ３ )ꎬ 通 过 计 算 ＨＱ 得 出

ＴＢＯＥＰ 的估计暴露量比 ＲｆＤ 低 ５ 个数量级ꎬ表明

对当地居民带来的风险较低ꎮ 类似地ꎬ南宁地区

某水稻田中检测出浓度最高的 ＯＰＥｓ 是 ＴＣＩＰＰꎬ
其通过土壤摄入和皮肤吸收灰尘这两种途径的暴

露量分别达 ５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 和 ０ ０２４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８]ꎬ将 估 计 的 ＴＣＩＰＰ 暴 露 量 与 其 ＲｆＤ 值

８０ ０００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见表 ３)进行比较ꎬ发现 ＨＱ
依旧要比风险值低 ４ ~ ５ 个数量级ꎮ 此外ꎬＴＰｈＰ
是浙江地区农田土壤中最丰富的 ＯＰＥｓ 之一ꎬ通
过这两种途径的暴露量分别达 ０ ００２ ８４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 和 ０ ０２４ １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６０]ꎮ ＴＰｈＰ 的

ＲｆＤ 为 ７０ ０００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表 ３)ꎬ经过 ＨＱ 评估

ＴＰｈＰ 给居民带来的风险比安全阈值低 ６ ~ ７ 个数

量级ꎬ表明该影响可忽略不计ꎮ 相比而言ꎬ通过日

常饮食暴露的风险显得更高ꎮ 例如ꎬ通过摄食大

米ꎬ我国成年人的对于 ＴＢＯＥＰ、ＴＣＩＰＰ、ＴＰｈＰ 的暴

露量分别达 ２０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１３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 和

２ ２ ｎｇ / ｋｇ ｂｗ / ｄａｙꎬ但依旧比 ＲｆＤ 值低至少 ３ 个数

量级[８]ꎮ 尽管当前农田土壤污染水平所带来的

人体健康风险较小ꎬ但 ＯＰＥｓ 的长期、持续使用会

增加人体暴露几率和累积浓度ꎬ当暴露量突破安

全阈值将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ꎮ 因此ꎬＯＰＥｓ 的

使用需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及其健康风险阈值加以

管理和控制ꎮ 另外ꎬ当下部分 ＯＰＥｓ 的 ＲｆＤ 数据

依然有限存在不足ꎬ故较难从整体上评估 ＯＰＥｓ
对于人体暴露的安全范围ꎮ 后续工作需进一步拓

宽研究内容ꎬ完善相关数据ꎬ建立一个全面的、可
供参考的评估标准ꎮ

５　 结论与展望

ＯＰＥｓ 的广泛使用是导致其环境积累效应的

关键因素ꎬ而农田土壤是 ＯＰＥｓ 赋存的主要介质

之一ꎮ 鉴于农田土壤与人类食品开发及人类健康

的密切关系ꎬＯＰＥｓ 的潜在污染及其风险阻控是值

得关注的内容ꎮ 目前ꎬＯＰＥｓ 在不同农作物中的分

布特征、转化机制、代谢产物等相关研究尚不充

分ꎬ而有关其人体暴露的相关风险评价数据也不

够系统和全面ꎮ 因此ꎬ后续研究有必要持续推进

与 ＯＰＥｓ 污染和生物效应相关的微观机制ꎬ最终

为 ＯＰＥｓ 污染和人体健康风险防控提供参考ꎮ

参考文献:
[１]ＺＨＡＮＧ Ｇ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Ｙ ＹꎬＭＩ Ｗ Ｙ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２ꎬ
２９２(Ａ):１１８ ２５５.

[２]高小中ꎬ许宜平ꎬ王子健ꎬ等.有机磷酸酯阻燃剂的环

境暴露与迁移转化研究进展 [ Ｊ]. 生态毒理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２):５６￣６８.

[３]ＺＨＡＮＧ ＱꎬＷＡＮＧ Ｙ ＸꎬＪＩＡＮＧ Ｘ Ｘꎬ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ｃｃｕｒ￣

９４０１



化　 学　 试　 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ｐｅ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
２０２１ꎬ２７６:１１６ ７２９.

[４]ＷＡＮＧ ＹꎬＳＵＮ Ｈ ＷꎬＺＨＵ Ｈ Ｋꎬ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 ｏｐｆ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ｄ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ａ ｍｕｌｔｉ￣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
ｃ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８ꎬ６２５:
１ ０５６￣１ ０６４.

[５]ＪＩＡＮ Ｙ ＪꎬＤＥＮＧ Ｊ ＬꎬＺＨＯＵ Ｈ Ｂꎬｅｔ 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ｆｉｂｅｒ ａｓ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
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
Ａꎬ２０１９ꎬ１ ５８８:１７￣２４.

[６]ＷＥＩ Ｇ ＬꎬＬＩ Ｄ ＱꎬＺＨＵＯ Ｍ Ｎꎬ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ｔｏｘ￣
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５ꎬ１９６:
２９￣４６.

[７]ＷＡＮＧ Ｒ ＭꎬＴＡＮＧ Ｊ ＨꎬＸＩＥ Ｚ Ｙ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
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４０ ｒｉｖｅｒｓ ｄ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ꎬ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９８: １７２￣
１７８.　 　 　

[８]ＺＨＡＮＧ Ｚ ＧꎬＬＩＮ Ｇ ＬꎬＬＩＮ Ｔ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ꎬ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ｐ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ｉｃａｌ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０ꎬ２６７:１１５
６７５.

[９]ＨＥ ＪꎬＷＡＮＧ Ｚ ＸꎬＺＨＡＯ Ｌ Ｙꎬｅｔ ａｌ.Ｇｒｉｄｄ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１ꎬ２９０:
１１８ ０７１.

[１０]ＬＩＡＮ Ｍ ＳꎬＬＩＮ Ｃ ＹꎬＸＩＮ Ｍ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
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２ꎬ２９７:１１８ ７９２.

[１１]ＸＩＡＯ Ｋ ＹꎬＬＵ Ｚ ＢꎬＹＡＮＧ Ｃ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Ｊ ]. Ｍａｒ. Ｐｏｌｌｕｔ. Ｂｕｌｌ.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７０:
１１２ ６９１.

[１２]ＬＩ ＪꎬＸＩＥ Ｚ ＹꎬＭＩ Ｗ Ｙ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ｉｒꎬｓｎｏｗꎬ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
ｔｉｃ[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１(１２): ６ ８８７￣
６ ８９６.

[１３]ＣＨＥＮ Ｙ ＱꎬＺＨＡＮＧ ＱꎬＬＵＯ Ｔ Ｗꎬ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ｄｕｓｔ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 ｖ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２０１９ꎬ２３１:４１￣５０.

[１４]ＬＩ Ｗ ＨꎬＳＨＩ Ｙ ＬꎬＧＡＯ Ｌ Ｈ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ｏａｄ
ｄｕｓ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８ꎬ２４１:
５６６￣５７５.

[１５]ＣＵＩ Ｋ ＹꎬＷＥＮ Ｊ ＸꎬＺＥＮＧ Ｆ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２０１７ꎬ１７５:５１４￣５２０.

[１６]ＷＡＮ Ｗ ＮꎬＺＨＡＮＧ Ｓ ＺꎬＨＵＡＮＧ Ｈ Ｌ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６ꎬ２１４:３４９￣３５３.

[１７]侯敏敏ꎬ史亚利ꎬ蔡亚岐.液液提取￣固相萃取￣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人体血液中 １６ 种有机磷酸酯

[Ｊ].色谱ꎬ２０２１ꎬ３９(１):６９￣７６.
[１８]ＹＡＮＧ ＹꎬＣＨＥＮ ＰꎬＭＡ Ｓ Ｔꎬｅｔ ａ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Ｊ].Ｃｒｉｔ.Ｒｅ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５２(９):１￣３３.

[１９]ＷＡＮＧ Ｘ ＬꎬＬＩＵ ＱꎬＺＨＯＮＧ Ｗ Ｊꎬ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ｒ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ｆ￣
ｆｉ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Ｉｎｔ.ꎬ２０２０ꎬ１３４:
１０５ ３２１.

[２０]ＷＡＮＧ Ｘ ＬꎬＳＨＡＮ Ｇ ＱꎬＺＨＵ Ｌ Ｙꎬ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ｘｉ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ｌ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１８６:１０９ ４９３.

[２１]ＨＥ Ｍ ＪꎬＬＵ Ｊ ＦꎬＭＡ Ｊ Ｙ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ｉｒ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ｅｔ ｄｕｓｔ[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８ꎬ２３７:１４３￣１５３.

[２２]ＬＩＵ Ｌ ＹꎬＨＥ ＫꎬＨＩＴＥＳ Ｒ Ａꎬｅｔ ａｌ. Ｈａｉｒ ａｎｄ ｎａｉｌｓ ａｓ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ｂｒｏｍｉｎａ￣
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５０(６):３ ０６５￣３ ０７３.

[２３]ＨＥ ＣꎬＴＯＭＳ Ｌ ＬꎬＴＨＡＩ Ｐꎬｅｔ 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Ｉ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３０.　 　

[２４]ＷＡＮＧ Ｙ ＪꎬＹＡＮＧ ＭꎬＷＡＮＧ Ｆ Ｓꎬ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０５０１



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王涛等:农田土壤中有机磷酸酯的污染状况及健康风险研究进展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ｕｒ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Ｉ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２１ꎬ１８:９ ２１２.

[２５]ＤＩＮＧ Ｊ ＪꎬＸＵ Ｚ ＭꎬＨＵＡＮ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５５４ / ５５５:
２１１￣２１７.

[２６]ＫＩＭ ＳꎬＪＵＮＧ ＪꎬＬＥＥ Ｉꎬｅｔ ａｌ.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ｒｉ￣
ｐｈｅｎ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ꎬａｎ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ꎬ
ｉｎ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 ｄａｎｉｏ ｒｅｒｉｏ) ｅｍｂｒｙｏｓ / ｌａｒｖａｅꎬａｎｄ ｉｎ ｇｈ３
ａｎｄ ｆｒｔｌ￣５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Ｊ].Ａｑｕａｔ.Ｔｏｘｉｃ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６０:１８８￣
１９６.

[２７]ＹＵＡＮ Ｌ ＬꎬＬＩ Ｊ ＳꎬＺＨＡ Ｊ Ｍꎬｅｔ 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
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ꎬ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ｏｒ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ｄｃｐ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ｒｅ ｍｉｎｎｏｗ ａｄｕｌｔｓ ( ｇｏｂｉｏｃｙｐｒｉｓ ｒａｒｕｓ)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８(Ｂ):６７０￣６７７.

[２８]ＤＵ Ｚ ＫꎬＺＨＡＮＧ ＹꎬＷＡＮＧ 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Ｔｐｈｐ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ｓ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ｌｉｖｅｒ[Ｊ].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６ꎬ６:２１ ８２７.

[２９]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 Ａꎬ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ＳꎬＺＨＡＮＧ Ｓ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ｓ￣
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Ｊ].Ｔｏｘｉｃｏｌ.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１６３(１):３０７￣３１８.

[３０]ＹＡＮ Ｚ ＦꎬＪＩＮ Ｘ ＷꎬＬＩＵ Ｄ Ｑ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６６:
１２８ ９８９.

[３１]ＭＡ Ｚ ＹꎬＴＡＮＧ ＳꎬＳＵ Ｇ Ｙ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ｓ (２￣ｂｕ￣
ｔｏｘｙｅｔｈ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ｂｏｅｐ) ｏ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ａｘ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 ｄａｎｉｏ ｒｅ￣
ｒｉｏ)[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４４:１ ９２０￣１ ９２７.

[３２]ＧＥ ＸꎬＭＡ Ｓ ＴꎬＺＨＡＮＧ Ｘ Ｌꎬｅｔ ａｌ.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ｒ￣
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ꎬ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ｓ[ Ｊ].Ｅｎｖｉ￣
ｒｏｎ.Ｉｎｔ.ꎬ２０２０ꎬ１３９:１０５ ７４１.

[３３]ＳＵＨＲＩＮＧ Ｒꎬ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 Ｌꎬ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ＥＲ Ｍꎬ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ｉｒ: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ꎬ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
５０(１４):７ ４０９￣７ ４１５.

[３４]ＺＨＡＮＧ Ｌ ＬꎬＸＵ Ｗ ＨꎬＭＩ Ｗ Ｙꎬｅｔ 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
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ꎬ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２２ꎬ８０６(Ｐｔ ２):１５０ ６７３.
[３５]ＺＨＡＮＧ Ｗ ＷꎬＷＡＮＧ ＰꎬＬＩ Ｙ Ｍꎬ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４４:１８２￣１８９.

[３６]ＪＩ ＹꎬＷＡＮＧ ＹꎬＹＡＯ Ｙ Ｍ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４７:８３２￣８３８.

[３７]ＳＵＮ Ｙ ＬꎬＺＨＵ Ｈ Ｋ.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ａｎ ｃｉｔｙꎬ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Ｐｏｌｌｕｔ.
Ｒｅｓ.Ｉｎｔ.ꎬ２０２１ꎬ２８(３):３ ３４４￣３ ３５３.

[３８]ＭＯＨＡＮ Ｍ 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ｄ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３(１):３８７￣
４０２.

[３９]ＣＡＳＡＳ Ｇꎬ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ＲＥＬＡ ＡꎬＶＩＬＡ￣ＣＯＳＴＡ Ｍꎬｅｔ
ａｌ.Ｒａｉｎ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５５(１９):１２ ９６１￣１２ ９７２.

[４０]ＭＩＨＡＪＬＯＶＩ 'Ｃ Ｉꎬ ＦＲＩＥＳ 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ｏｆｒ) ｏｎｔｏ
ｓｏｉｌｓ[Ｊ].Ａｔｍｏｓ.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２ꎬ５６:１７７￣１８３.

[４１]ＨＥ Ｊ ＨꎬＬＩ Ｊ ＦꎬＭＡ Ｌ Ｙꎬｅｔ ａｌ.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
ｚ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９ꎬ６９７:
１３３ ９９７.

[４２]ＹＡＤＡＶ Ｉ ＣꎬＤＥＶＩ Ｎ ＬꎬＬＩ Ｊ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
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ｓｏｉ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ꎬ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ｉｒ￣ｓｏｉ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２０１８ꎬ１９０:１１４￣１２３.

[４３]ＲＵＺ̌ＩＣＫＯＶÁ ＰꎬＫＬÁＮＯＶÁ ＪꎬＣＵＰＲ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ｒ￣ｓｏｉ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ｂｉｐｈｅｎ￣
ｙｌ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４２:
１７９￣１８５.

[４４]ＸＵ ＬꎬＨＵ Ｑ ＰꎬＬＩＵ Ｊ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ｅｓｔｅｒ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０:５５９￣
５６６.

[４５]ＧＡＯ Ｌ ＨꎬＳＨＩ Ｙ ＬꎬＬＩ Ｗ Ｈꎬ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ｒｉ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ｌｕ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０１



化　 学　 试　 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５４４:１４３￣１４９.
[４６]ＦＵ Ｌ ＦꎬＤＵ Ｂ ＢꎬＷＡＮＧ Ｆ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ｌｕ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２３):１３ ６１４￣１３ ６２３.

[４７]ＺＨＡＮＧ ＤꎬＮＧ Ｅ ＬꎬＨＵ Ｗ Ｌꎬｅｔ ａｌ.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Ｊ]. Ｇｌｏｂ.
Ｃｈａｎｇ.Ｂｉ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２６(６):３ ３５６￣３ ３６７.

[４８]ＷＡＮＧ Ｐ ＹꎬＳＯＮＧ Ｔ ＪꎬＢＵ Ｊ Ｓꎬ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ｐｌａｓｔｉｓｐｈｅｒｅ ｄｒｉｖｅ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Ｊ]. 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２２ꎬ８２４:１５３ ８８４.

[４９]ＭＡＴＨＩＥＵ ＮＧＯＵＡＪＩＯ Ｓ Ｋ.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
ａｂｌｅ ｍｕｌ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Ａｇｒ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Ｄｅｖ.ꎬ２０１２ꎬ３２(２):５０１￣５２９.

[５０]ＢＬＵＭ ＡꎬＢＥＨＬ ＭꎬＢＩＲＮＢＡＵＭ Ｌ Ｓ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ａ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ｅ ｓｕｂ￣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ｙ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ｅｔｈｅｒｓ? [Ｊ].Ｅｎｖｉ￣
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９ꎬ６(１１):６３８￣６４９.

[５１]ＧＯＮＧ Ｘ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Ｗ ＪꎬＺＨＡＮＧ Ｓ Ｙꎬ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ｃｈ ｆｉｌｍ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５５(１１):７ ３９８￣７ ４０６.

[５２]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ＥＮ ＩꎬＢＯＥＲ Ｊ 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
ａｎｔ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２０１２ꎬ８８(１０):
１ １１９￣１ １５３.

[５３]ＺＨＥＮＧ Ｃ ＬꎬＦＥＮＧ Ｓ ＳꎬＷＡＮＧ Ｑ Ｒꎬ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ｍｅ￣ｇｃ / ｍ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ｅａｔ ｓｏｉｌ [ Ｊ]. Ｗａｔｅｒ Ａｉｒ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２７(７):２２７￣２３６.

[５４]何明靖ꎬ杨志豪ꎬ魏世强.５ 种典型有机磷酸酯在水￣
土壤界面吸附特征及影响因素[Ｊ].环境科学ꎬ２０１９ꎬ
４０(１０):４ ６０４￣４ ６１０.

[５５]刘佳.有机磷酸酯阻燃剂污染现状及降解过程研究

进展[Ｊ].应用化工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１２):２ ７０５￣２ ７１０ꎬ２ ７１４.
[５６]ＣＲＩＳＴＡＬＥ ＪꎬＤＡＮＴＡＳ Ｒ ＦꎬＤＥ ＬＵＣＡ Ａꎬｅｔ ａｌ.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ｄｏｍ ｉｎ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ｔ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Ｊ].Ｊ.
Ｈａｚａｒｄ.Ｍａｔ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３(Ｐｔ Ａ):２４２￣２４９.

[５７]ＷＡＮＧ Ｊ ＨꎬＫＨＯＫＨＡＲ ＩꎬＲＥＮ Ｃ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６ｓ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Ｊ]. Ｊ. Ｈａｚａｒｄ.Ｍａ￣
ｔｅｒ.ꎬ２０１９ꎬ３８０:１２０ ８８１.

[５８]ＨＯＵ ＲꎬＷＡＮＧ ＹꎬＺＨＯＵ Ｓ Ｆꎬｅｔ ａｌ.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ｅｓｔｅｒｓ ( ｏｐｅｓ)
ｂ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ｌｕｄｇ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ꎬ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２１ꎬ７６０:１４３ ３８５.

[５９]ＨＥ Ｍ ＪꎬＹＡＮＧ ＴꎬＹＡＮＧ Ｚ Ｈꎬｅｔ 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ꎬ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
ｇｉｏｎꎬＣｈｉｎａ [ Ｊ]. Ａｒｃ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Ｃｏｎｔａ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４(３):５０２￣５１３.

[６０]ＬＩ ＸꎬＭＡ ＪꎬＦＡＮＧ Ｄ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
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Ｃｈ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ｓꎬ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ｉｓｋｓ[ Ｊ].Ａｒｃ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Ｃｏｎｔａｍ.Ｔｏｘｉｃ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７８(２):２０６￣２１５.

[６１]桑永珠ꎬ厉文辉ꎬ刘杰民ꎬ等.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温

室大棚土壤中 １３ 种有机磷酸酯[Ｊ].分析测试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３９(１２):１ ５３８￣１ ５４３.

[６２]ＴＡＮＧ Ｊ ＦꎬＳＵＮ ＪꎬＫＥ Ｚ Ｙꎬ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１ꎬ２９１:１１８ ２００.

[６３]ＭＡＴＳＵＫＡＭＩ ＨꎬＴＵＥ Ｎ ＭꎬＳＵＺＵＫＩ Ｇꎬｅｔ ａｌ.Ｆｌａｍｅ ｒｅ￣
ｔａｒｄａ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ｓ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ｂｄｅｓ
[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５１４:４９２￣４９９.

[６４]ＬＵＯ ＰꎬＢＡＯ Ｌ ＪꎬＧＵＯ Ｙ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ｏ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 Ｊ].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１:５０４￣５１１.

[６５]ＷＡＮＧ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Ｚ ＨꎬＢＡＯ Ｍ Ｊꎬ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ａｌｉａｎꎬ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Ｐｏｌｌｕｔ.ꎬ２０２１ꎬ２８４:１１７ ５３２.

[６６]ＬＵＯ ＱꎬＧＵ Ｌ ＹꎬＳＨＡＮ Ｙꎬｅｔ ａｌ.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ꎬＣｈｉｎａ[Ｊ].Ｐｏｌ.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ｔｕｄ.ꎬ２０２０ꎬ２９(４):
２ ７３１￣２ ７４２.

[６７]ＴＡＮ Ｘ ＸꎬＬＵＯ Ｘ ＪꎬＺＨＥＮＧ Ｘ Ｂꎬ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５４４:７７￣８４.

[６８]ＰＡＫＡＬＩＮ ＳꎬＣＯＬＥ Ｔꎬ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 Ｊꎬｅｔ 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ａｂｒｏｍｏ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ｅｔｈｅｒ
(ｄｅｃａｂｄ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ａｂｄｅ[Ｒ]. Ｂｒｕｓｓｅｌꎬ

２５０１



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王涛等:农田土壤中有机磷酸酯的污染状况及健康风险研究进展

Ｂｅｌｇ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２００７:４４￣４６.
[６９]ＺＨＡＮＧ ＱꎬＭＥＩ Ｗ ＰꎬＪＩＡＮＧ Ｌ Ｆꎬ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 Ｌｅｔｔ.ꎬ２０２１ꎬ３(３):
１７８￣１８８.

[７０]ＬＩＵ ＱꎬＷＡＮＧ Ｘ ＬꎬＹＡＮＧ Ｒ Ｙꎬｅｔ ａｌ.Ｕｐｔａｋ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ꎬ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３(９):
４ ９４０￣４ ９４７.

[７１]ＬＩＵ ＱꎬＬＩＵ Ｍ ＬꎬＷＵ Ｓ Ｈꎬ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Ｊ].Ｊ.
Ａｇｒｉｃ.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２０２０ꎬ６８(２４):６ ５２０￣６ ５２９.

[７２]ＬＩＵ ＱꎬＷＡＮＧ Ｘ ＬꎬＺＨＯＵ Ｊꎬｅｔ 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Ｊ].Ｅｎ￣
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５５(１４):９ ８９５￣９ ９０４.

[７３]ＰＯＭＡ ＧꎬＧＬＹＮＮ ＡꎬＭＡＬＡＲＶＡＮＮＡＮ Ｇꎬｅｔ 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 ｐｆｒｓ ) ｕｓｉｎｇ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ｆｏｏ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ｋｅ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Ｊ].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００:１￣７.

[７４]ＨＥ ＣꎬＷＡＮＧ Ｘ ＹꎬＴＡＮＧ Ｓ Ｙꎬｅｔ 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ꎬ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２(２１):１２ ７６５￣１２ ７７３.

[７５]ＷＡＮＧ ＸꎬＺＨＵ Ｑ ＱꎬＹＡＮ Ｘ Ｔꎬｅｔ ａ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
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Ｓｃｉ.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２０２０ꎬ７３１:１３９ ０７１.

[７６]ＤＩＮＧ Ｊ ＪꎬＤＥＮＧ Ｔ ＱꎬＸＵ Ｍ Ｍꎬｅｔ 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ｏｒ￣
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３３: ９８６￣
９９１.

[７７]ＶＥＲＢＲＵＧＧＥＮ Ｅ Ｍ ＪꎬＲＩＬＡ Ｊ ＰꎬＴＲＡＳＳ Ｔ Ｐꎬｅｔ ａｌ.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ꎬｗｉｔｈ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Ｒ].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ꎬ２００５:７１￣１１８.

[７８]ＨＥ Ｍ ＪꎬＹＡＮＧ ＴꎬＹＡＮＧ Ｚ Ｈꎬ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ｄ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ｕ￣
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Ｊ].Ａｒ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Ｃｏｎｔａｍ.Ｔｏｘｉｃｏｌ.ꎬ２０１７ꎬ
７３(３):３４９￣３６１.

３５０１



化　 学　 试　 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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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啉类衍生物的合成与 ＨＩＶ￣１蛋白酶抑制活性的研究

杨帆１ꎬ周慧宇２ꎬ王玉成２ꎬ朱梅∗２

(１.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ꎬ上海　 ２０１８０５ꎻ
２.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为探索有效的抗 ＨＩＶ￣１ 活性化合物ꎬ通过开环反应、磺酰基取代反应、还原反应、氧化反应、脱 Ｂｏｃ 保护基反应、甲
氨基取代反应、酰胺缩合反应等步骤设计合成 ７ 个吗啉类目标化合物ꎬ并经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和 ＨＲ￣ＭＳ 进行结构确证ꎮ
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方法进行体外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评价ꎬ该类化合物显示出一定的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ꎮ
其中化合物(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４￣羟基￣Ｎ￣异丁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３￣甲酰胺的 ＩＣ５０为

３０ ２３ ｎｍｏｌ / Ｌꎬ同时分子对接结果揭示了该化合物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可能的结合模式ꎬ为该类化合物的进一步优化改造提

供了依据ꎮ
关键词:吗啉类衍生物ꎻ合成ꎻＨＩＶ￣１ 蛋白酶ꎻ抑制活性ꎻ分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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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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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２０２１０４７)ꎮ
作者简介:杨帆(１９９１￣)ꎬ女ꎬ江苏南通人ꎬ学士ꎬ初级医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抗病毒药物研究与优化ꎮ
通讯作者:朱梅ꎬＥ￣ｍａｉｌ:ｍｚｈｕ８７＠ １６３.ｃｏｍꎮ
引用本文:杨帆ꎬ周慧宇ꎬ王玉成ꎬ等.吗啉类衍生物的合成

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的研究 [ Ｊ] . 化学试剂ꎬ２０２２ꎬ
４４(７):１０５４￣１０６２ꎮ

　 　 艾 滋 病ꎬ 又 称 获 得 性 免 疫 缺 陷 综 合 征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ＡＩＤＳ)ꎬ是
人类因感染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ＨＩＶ)而导致免疫缺陷ꎬ并引发一系

列机会性感染及肿瘤的综合征ꎮ 根据联合国艾滋

病联合规划署(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ＨＩＶ / ＡＩＤＳꎬＵＮＡＩＤＳ)统计ꎬ自 １９８１ 年首次报告发

现艾滋病病例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ＡＩＤＳ 已造成全球

７ ９３０ 万人感染ꎬ累计死亡人数 ３ ６３０ 万ꎮ 作为全

球十大致命性疾病之一[１]ꎬ艾滋病对人类的生命

健康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ꎮ 因此ꎬ研发

新型的抗 ＨＩＶ 药物是治疗艾滋病的根本途径ꎮ
根据血清学反应、基因序列差异和地理分布

特征ꎬ人免疫缺陷病毒可分为 ＨＩＶ￣１ 和 ＨＩＶ￣２ 两

种亚型[２]ꎬ其中 ＨＩＶ￣１ 是引起艾滋病全球流行的

病原体ꎬ在感染人数上占 ９５％的绝对优势[３ꎬ４]ꎬ因
此是抗 ＨＩＶ 药物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ꎮ ＨＩＶ￣１ 蛋

白酶是病毒复制周期中一种重要的酶ꎬ同时也是

研发抗 ＨＩＶ￣１ 药物的重要靶点之一ꎮ 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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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ＳＱＶ)的上市

意味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
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ＨＡＡＲＴ)的开端[５]ꎮ 包

含蛋白酶抑制剂的治疗方案对 ＨＩＶ￣１ 的复制具有

更持续有效的抑制作用ꎬ延缓了病程的进展ꎬ显著

降低了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６ꎬ７]ꎮ 到目前为

止ꎬ已有 ９ 种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应用于临床ꎬ包
括第一代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 ( Ｓａｑｕｉｎａｖｉｒꎬ
ＳＱＶ)、利托那韦 (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ꎬＲＴＶ) [８]、茚地那韦

( Ｉｎｄｉｎａｖｉｒꎬ ＩＤＶ ) [９]、 奈 非 那 韦 ( Ｎｅｌｆｉｎａｖｉｒꎬ
ＮＦＶ) [１０]和安普那韦(ＡｍｐｒｅｎａｖｉｒꎬＡＰＶ) [１１]ꎻ第二

代蛋白酶抑制剂洛匹那韦( 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ꎬＬＰＶ) [１２]、
阿 扎 那 韦 ( Ａｔａｚａｎａｖｉｒꎬ ＡＴＶ ) [１３]、 替 拉 那 韦

(Ｔｉｐｒａｎａｖｉｒꎬ ＴＰＶ ) [１４] 和 达 芦 那 韦 ( Ｄａｒｕｎａｖｉｒꎬ
ＤＲＶ) [１５]ꎮ 其中ꎬ２００６ 年上市的达芦那韦具有显

著的抗 ＨＩＶ￣１ 活性及较高的耐药屏障ꎬ对野生型

和耐药型 ＨＩＶ￣１ 感染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ꎬ是

图 １　 已上市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

Ｆｉｇ.１　 Ｍａｒｋｅｔｅｄ ＨＩＶ￣１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目前唯一作为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一线用药的蛋白酶抑

制剂ꎮ
尽管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的出现为艾滋患者

带来了极大的希望ꎬ然而随着药物的广泛应用ꎬ多
药耐药病毒株的出现为临床用药选择带来了严峻

的挑战ꎮ 虽然达芦那韦(ＤＲＶ)对 ＨＩＶ￣１ 耐药株

具有较高的耐药屏障ꎬ然而在用药过程中也出现

了 ＤＲＶ 耐药株[１６]ꎮ 耐药性的出现已成为艾滋病

防治的最大障碍之一ꎬ此外在 ＡＩＤＳ 治疗过程中

还常常伴随着严重的毒副作用[１７]ꎮ 面对当前的

严峻形势ꎬ研发新型的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迫在

眉睫ꎮ 本研究在课题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ꎬ以达

芦那韦为先导化合物[１８ꎬ１９]ꎬ设计了一类新的吗啉

类衍生物[２０￣２２]ꎬ经开环反应、磺酰基取代反应、高
压氢化反应、氧化反应、脱 Ｂｏｃ 反应、中压氢化还

原反应、甲氨基取代反应及酰胺缩合反应等步骤

合成 ７ 个目标化合物ꎮ 并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方法进行体外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评价[２３]ꎬ研
究结果显示该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 ＨＩＶ￣１ 蛋白酶

抑制活性ꎬ其中(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４￣
羟基￣Ｎ￣异丁基苯基) 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
基)吗啉￣３￣甲酰胺的 ＩＣ５０达到 ３０ ２３ ｎｍｏｌ / Ｌꎬ因此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Ｆ￣２Ｄ 型暗箱式紫外分析仪(巩义市予华仪器

有限责任公司)ꎻ１２００ ＬＣ / １１００ ＭＳＤ 型液相质谱

联用仪(安捷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ꎻｉｃｒＯＴＯＦ￣
Ｑ 型高分辨质谱仪(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ꎻＡｖａｎｃｅ Ⅲ ４００、５００ Ｍ 型核磁共振仪(四甲基

硅烷(ＴＭＳ)为内标ꎬ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ꎮ
２００~３００ 目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ꎻ所用试

剂均为分析纯ꎮ
１ ２ 　 实验方法

化合物(１Ｓꎬ２Ｒ)￣１￣苄基￣２￣羟基￣３￣(异丁胺)
氨基甲酸叔丁酯(２)、(１Ｓꎬ２Ｒ)￣１￣苄基￣２￣羟基￣３￣
(Ｎ￣异丁胺￣４￣甲氧基苯基磺酰胺)氨基甲酸叔丁

酯(３ａ) ~ (１Ｓꎬ２Ｒ)￣１￣苄基￣２￣羟基￣３￣(Ｎ￣异丁胺￣４￣
甲磺酰基苯基磺酰胺)氨基甲酸叔丁酯(３ｇ)、Ｎ￣
[(２Ｒꎬ３Ｓ)￣２￣羟基￣３￣氨基￣４￣苯基丁烷]￣Ｎ￣异丁

基￣４￣甲氧基苯磺酰胺(４ａ) ~Ｎ￣[(２Ｒꎬ３Ｓ)￣２￣羟基￣
３￣氨基￣４￣苯基丁烷]￣Ｎ￣异丁基￣４￣甲胺基苯磺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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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４ｉ)的合成参照文献[２４]ꎮ

图 ２　 目标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 ２ １ 　 化合物 ５ａ ~ ５ｉ 的合成 (以化合物 ５ａ
为例)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甲氧基苯基) 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
基)氨基甲酰) 吗啉￣４￣羧酸酯 (５ａ):将 ０ ０４６ ｇ
(０ ２０ ｍｍｏｌ) (Ｒ)￣３ꎬ４￣吗啉二羧酸￣４￣叔丁酯和

０ ０９０ ｇ(０ ２２ ｍｍｏｌ)化合物 ４ａ 溶于 ３ ｍＬ 无水

ＮꎬＮ￣二甲基甲酰胺中ꎮ 置于冰浴中搅拌ꎬ在氩气

保护下缓慢加入 ０ ０２９ ｇ(０ １５ ｍｍｏｌ)１￣乙基￣(３￣
二甲基氨基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ＥＤＣＩ)、０ ０１５ ｇ
(０ １１ ｍｍｏｌ) １￣羟基苯并三唑(ＨＯＢｔ)和 ２ ４ ｍｇ

(０ ０２０ ｍｍｏｌ) ４￣二甲氨基吡啶(ＤＭＡＰ)ꎮ 加毕ꎬ
在冰浴中继续搅拌反应 １０ ｍｉｎꎬ然后转移至室温

反应 ３ ｈꎮ 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 ３ 次ꎬ有
机相依次用水、饱和氯化钠溶液洗涤ꎬ无水硫酸钠

干燥ꎬ浓缩ꎬ利用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ꎬ洗脱

剂为Ｖ(石油醚) ∶Ｖ(乙酸乙酯)＝ ４ ∶１ꎬ得到白色粉

末固体ꎬ产率 ９２％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４００ ＭＨｚ)ꎬ
δ:７ ９６( ｓꎬ１Ｈ)ꎻ７ ７９ ~ ７ ７５(ｍꎬ２Ｈ)ꎻ７ ２６~ ７ ２２
(ｍꎬ４Ｈ)ꎻ７ １８ ~ ７ １３ (ｍꎬ１Ｈ)ꎻ７ ０６ ~ ７ ０３ (ｍꎬ
２Ｈ)ꎻ４ ２０ ( ｓꎬ １Ｈ)ꎻ ４ ０１ ( ｄꎬ １Ｈꎬ Ｊ ＝ ４ ４ Ｈｚ)ꎻ
３ ９３~３ ８２(ｍꎬ５Ｈ)ꎻ３ ６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８ Ｈｚ)ꎻ
３ ４６(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０ꎬ４ ０ Ｈｚ)ꎻ３ ４１ ~ ３ ３０(ｍꎬ
２Ｈ)ꎻ３ １８(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８ Ｈｚ)ꎻ３ ０２(ｄｄꎬ２ＨꎬＪ ＝
１５ ０ꎬ９ ０ Ｈｚ)ꎻ２ ９０(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６ꎬ７ ２ Ｈｚ)ꎻ
２ ００(ｄｐꎬ１Ｈꎬ Ｊ ＝ １３ ６ꎬ６ ８ Ｈｚ)ꎻ１ ３９ ( ｓꎬ９Ｈ)ꎻ
０ ８９(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６ Ｈｚ)ꎬ ０ ８５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６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４ ７ꎬ
１６４ ４ꎬ１３９ ８ꎬ１３２ ２ꎬ１３０ ６ꎬ１３０ ４ꎬ１２９ ３ꎬ１２７ ２ꎬ
１１５ ４ꎬ５８ ９ꎬ５６ ２ꎬ５５ ５ꎬ５４ １ꎬ３６ ９ꎬ３１ ６ꎬ２８ ６ꎬ
２０ ６ꎬ２０ ５ꎮ ＥＳＩ￣ＭＳꎬｍ / ｚ:６１９ ５[Ｍ＋Ｈ] ＋ꎮ

化合物 ５ｃ~５ｉ 的合成方法同上ꎮ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羟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
氨基甲酰)吗啉￣４￣羧酸酯(５ｃ):白色粉末固体ꎬ产
率 ８５％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４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９５( ｓꎬ
１Ｈ)ꎻ７ ６６ ~ ７ ６２(ｍꎬ２Ｈ)ꎻ７ ２３ ~ ７ １８(ｍꎬ４Ｈ)ꎻ
７ １５ ~ ７ １１(ｍꎬ１Ｈ)ꎻ６ ８８ ~ ６ ８５(ｍꎬ２Ｈ)ꎻ４ １５
(ｓꎬ１Ｈ)ꎻ４ ０６ ~ ３ ９８ (ｍꎬ１Ｈ)ꎻ３ ８２ ( ｄꎬ１Ｈꎬ Ｊ ＝
１０ ０ Ｈｚ)ꎻ３ ６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６ ０ Ｈｚ)ꎻ３ ５７ ~ ３ ５２
(ｍꎬ１Ｈ)ꎻ３ ４４ (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０ꎬ４ ０ Ｈｚ)ꎻ３ ３７
(ｄｄꎬ１ＨꎬＪ＝ １４ ８ꎬ２ ８ Ｈｚ)ꎻ３ ３３ ~ ３ ３０(ｍꎬ１Ｈ)ꎻ
３ １８~３ １４(ｍꎬ１Ｈ)ꎻ３ ０３ ~ ２ ９７(ｍꎬ１Ｈ)ꎻ２ ９４ ~
２ ９０(ｍꎬ１Ｈ)ꎻ２ ８８(ｄꎬ１ＨꎬＪ ＝ ７ ６ Ｈｚ)ꎻ２ ８５(ｄꎬ
２ＨꎬＪ＝ ７ ２ Ｈｚ)ꎻ２ ７２ ~ ２ ６５(ｍꎬ１Ｈ)ꎻ２ ０２ ~ １ ９２
(ｍꎬ１Ｈ)ꎻ１ ３７(ｓꎬ９Ｈ)ꎻ０ ８６(ｄꎬ３ＨꎬＪ＝ ６ ６ Ｈｚ)ꎻ
０ ８３(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６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５ １ꎬ １６３ ２ꎬ １４０ １ꎬ １３１ ０ꎬ １３０ ９ꎬ
１３０ ６ꎬ １２９ ６ꎬ １２７ ５ꎬ １１６ ９ꎬ ８２ １ꎬ ７４ ３ꎬ ７３ ８ꎬ
６８ ８ꎬ ６７ ５ꎬ ５９ ４ꎬ ５５ ９ꎬ ５４ ５ꎬ ３７ ２ꎬ ３１ ９ꎬ ２８ ８ꎬ
２８ ３ꎬ２０ ８ꎬ２０ ７ꎮ ＥＳＩ￣ＭＳꎬｍ / ｚ:６０５ ４[Ｍ＋Ｈ] ＋ꎮ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硝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
氨基甲酰)吗啉￣４￣羧酸酯(５ｄ):白色粉末固体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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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９０％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４００ ＭＨｚ)ꎬδ:８ ３４(ｄꎬ
２ＨꎬＪ ＝ ８ ８ Ｈｚ)ꎻ８ ０７ ~ ８ ０４ (ｍꎬ２Ｈ)ꎻ７ ９４ ( ｓꎬ
２Ｈ)ꎻ７ ２３ ~ ７ １７(ｍꎬ４Ｈ)ꎻ７ １５ ~ ７ １０(ｍꎬ１Ｈ)ꎻ
４ １８( ｓꎬ１Ｈ)ꎻ４ ０３ ~ ３ ９１ ( ｍꎬ１Ｈ)ꎻ３ ８３~ ３ ６５
(ｍꎬ３Ｈ)ꎻ３ ５６ ~ ３ ５２(ｍꎬ１Ｈ)ꎻ３ ４５( ｄｄꎬ２ＨꎬＪ ＝
１２ ０ꎬ４ ０ Ｈｚ)ꎻ３ ３６ ~ ３ ３０(ｍꎬ１Ｈ)ꎻ３ ２０ ~ ３ ０７
(ｍꎬ４Ｈ)ꎻ３ ０６ ~ ２ ９７ (ｍꎬ１Ｈ)ꎻ２ ８１ ~ ２ ５９ (ｍꎬ
１Ｈ)ꎻ２ ０６~ １ ９６(ｍꎬ１Ｈ)ꎻ１ ３８(ｓꎬ９Ｈ)ꎻ０ ８７(ｄꎬ
３ＨꎬＪ ＝ ６ ６ Ｈｚ )ꎻ ０ ８２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６ Ｈｚ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４ ８ꎬ １５１ ３ꎬ
１４７ ０ꎬ１３９ ８ꎬ１３０ ３ꎬ１２９ ９ꎬ１２９ ４ꎬ１２７ ３ꎬ１２５ ３ꎬ
８１ ７ꎬ ７３ ４ꎬ ６８ ７ꎬ ６７ ２ꎬ ５８ ０ꎬ ５５ ７ꎬ ５３ ３ꎬ ３６ ９ꎬ
３１ ７ꎬ ２８ ６ꎬ ２７ ７ꎬ ２０ ４ꎮ ＥＳＩ￣ＭＳꎬ ｍ / ｚ: ６３４ ５
[Ｍ＋Ｈ] ＋ꎮ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甲磺酰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
基)氨基甲酰)吗啉￣４￣羧酸酯(５ｇ):白色粉末固

体ꎬ产率 ８３％ꎮ １Ｈ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５００ ＭＨｚ)ꎬ δ:
８ １７( ｄꎬ ２Ｈ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ꎻ ８ １４ ( ｄꎬ ２Ｈꎬ Ｊ＝ ８ ５
Ｈｚ)ꎻ８ ０１( ｓꎬ２Ｈ)ꎻ７ ３０ ~ ７ ２５(ｍꎬ４Ｈ)ꎻ７ ２０( ｔꎬ
１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 ４ ２５ ( ｓꎬ １Ｈ)ꎻ ４ １１ ( ｓꎬ １Ｈ)ꎻ
３ ９９~３ ９１ (ｍꎬ２Ｈ)ꎻ３ ７４ ( ｓꎬ １Ｈ)ꎻ３ ５６ ~ ３ ５１
(ｍꎬ２Ｈ)ꎻ３ ４２ ~ ３ ３５ (ｍꎬ２Ｈ)ꎻ３ ２１ ~ ３ １５ (ｍꎬ
７Ｈ)ꎻ３ ０６ ( ｄꎬ１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２ ８３ ~ ２ ７５ (ｍꎬ
１Ｈ)ꎻ２ １１~ ２ ０５(ｍꎬ１Ｈ)ꎻ１ ４５(ｓꎬ９Ｈ)ꎻ０ ９４(ｄꎬ
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 )ꎻ ０ ８９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３ ５ꎬ １４４ ９ꎬ
１４４ ２ꎬ１３８ ５ꎬ１２９ ０ꎬ１２８ ２ꎬ１２８ １ꎬ１２６ ０ꎬ８０ ４ꎬ
７２ １ꎬ ７１ ７ꎬ ６７ ４ꎬ ６５ ９ꎬ ５６ ８ꎬ ５４ ５ꎬ ５２ ２ꎬ ４２ ８ꎬ
３５ ７ꎬ ３０ ４ꎬ ２７ ３ꎬ １９ １ꎮ ＥＳＩ￣ＭＳꎬ ｍ / ｚ: ６６７ ５
[Ｍ＋Ｈ] ＋ꎮ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氨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
氨基甲酰)吗啉￣４￣羧酸酯(５ｈ):白色粉末固体ꎬ产
率 ８５％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４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４９(ｄꎬ
２ＨꎬＪ＝ ８ ８ Ｈｚ)ꎻ７ ２５ ~ ７ ２２(ｍꎬ４Ｈ)ꎻ７ １８ ~ ７ １３
(ｍꎬ １Ｈ)ꎻ ６ ７０ ~ ６ ６７ ( ｍꎬ ２Ｈ)ꎻ ４ ２０ ( ｓꎬ １Ｈ)ꎻ
４ ０９~４ ０２(ｍꎬ１Ｈ)ꎻ３ ８８ ~ ３ ８２(ｍꎬ１Ｈ)ꎻ３ ７０ ~
３ ５６(ｍꎬ２Ｈ)ꎻ３ ４６ (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０ꎬ４ ０ Ｈｚ)ꎻ
３ ３９ ~ ３ ３７ (ｍꎬ１Ｈ)ꎻ３ ３５ ( ｄꎬ１ＨꎬＪ ＝ ４ ０ Ｈｚ)ꎻ
３ ３３~ ３ ２７(ｍꎬ１Ｈ)ꎻ３ １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２ ０ Ｈｚ)ꎻ
２ ９９(ｄｄꎬ２ＨꎬＪ ＝ ６ ４ꎬ３ ６ Ｈｚ)ꎻ２ ９５ ~ ２ ９０ (ｍꎬ
１Ｈ)ꎻ２ ８８ ~ ２ ８６(ｍꎬ１Ｈ)ꎻ２ ８２ ~ ２ ７６(ｍꎬ１Ｈ)ꎻ

２ ０３~１ ９３(ｍꎬ１Ｈ)ꎻ１ ３９( ｓꎬ９Ｈ)ꎻ０ ８９( ｄꎬ３Ｈꎬ
Ｊ＝ ６ ６ Ｈｚ)ꎻ０ ８６ (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６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４ ８ꎬ １５４ ２ꎬ １３９ ９ꎬ
１３０ ５ꎬ１３０ ４ꎬ１２９ ３ꎬ１２７ ３ꎬ１２６ １ꎬ１１４ ５ꎬ８１ ９ꎬ
７４ １ꎬ ７３ ６ꎬ ６８ ５ꎬ ６７ ３ꎬ ５９ ３ꎬ ５５ ６ꎬ ５４ ３ꎬ ３７ ０ꎬ
３１ ７ꎬ２８ ６ꎬ２８ １ꎬ２０ ７ꎬ２０ ６ꎮ ＥＳＩ￣ＭＳꎬｍ / ｚ:６０４ ５
[Ｍ＋Ｈ] ＋ꎮ

叔丁基￣(Ｒ) ￣３￣(((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
丁基￣４￣甲氨基苯基) 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
基)氨基甲酰)吗啉￣４￣羧酸酯(５ｉ):白色粉末固

体ꎬ产率 ９２％ꎮ １Ｈ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４００ ＭＨｚ)ꎬ δ:
７ ９４( ｓꎬ２Ｈ)ꎻ７ ５４ ~ ７ ５１ (ｍꎬ２Ｈ)ꎻ７ ２３ ~ ７ １８
(ｍꎬ４Ｈ)ꎻ７ １６ ~ ７ １０ (ｍꎬ１Ｈ)ꎻ６ ６１ ~ ６ ５７ (ｍꎬ
２Ｈ)ꎻ４ １７( ｓꎬ１Ｈ)ꎻ４ ０７ ~ ３ ９８(ｍꎬ１Ｈ)ꎻ３ ８６ ~
３ ８３(ｍꎬ１Ｈ)ꎻ３ ７２~３ ５３(ｍꎬ２Ｈ)ꎻ３ ４４(ｄｄꎬ１Ｈꎬ
Ｊ＝ １２ ０ꎬ４ １ Ｈｚ)ꎻ３ ３５(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９ ２ꎬ６ ０ Ｈｚ)ꎻ
３ ２９~ ３ ２６(ｍꎬ１Ｈ)ꎻ３ １５(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４ ４ Ｈｚ)ꎻ
２ ９７(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３ ６ Ｈｚ)ꎻ２ ８７(ｄｔꎬ２ＨꎬＪ ＝
１３ ６ꎬ６ ０ Ｈｚ)ꎻ２ ８０ ~ ２ ７７(ｍꎬ２Ｈ)ꎻ２ ７５ ~ ２ ６８
(ｍꎬ１Ｈ)ꎻ２ ０１~１ ９１(ｍꎬ１Ｈ)ꎻ１ ３７( ｓꎬ９Ｈ)ꎻ０ ８７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６ Ｈｚ)ꎻ０ ８４ (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６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６３ ５ꎬ １５３ ６ꎬ
１３８ ５ꎬ１２９ １ꎬ１２８ ０ꎬ１２５ ９ꎬ１２３ ９ꎬ１１０ ７ꎬ８０ ４ꎬ
７２ ８ꎬ ７２ ３ꎬ ６７ ２ꎬ ６５ ９ꎬ ５８ ０ꎬ ５４ ２ꎬ ５３ ０ꎬ ３５ ６ꎬ
３０ ３ꎬ２８ ６ꎬ２７ ３ꎬ２６ ８ꎬ１９ ４ꎬ１９ ２ꎮ ＥＳＩ￣ＭＳꎬｍ / ｚ:
６１８ ５[Ｍ＋Ｈ] ＋ꎮ
１ ２ ２ 　 目标化合物 Ｔ１~Ｔ７ 的合成(以化合物 Ｔ１
为例)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甲氧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
３￣甲酰胺(Ｔ１):将 ０ ０６２ ｇ(０ １０ ｍｍｏｌ)化合物 ５ａ
加入到 １０ ｍＬ 茄形瓶中ꎬ加入 １ ｍＬ 二氯甲烷和

１ ｍＬ 三氟乙酸ꎬ室温搅拌反应 ２ ｈꎮ 反应结束后

缓慢加入饱和碳酸氢钠溶液调节 ｐＨ 至中性ꎬ分
离有机相ꎬ减压浓缩ꎬ利用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纯

化ꎬ洗脱剂为 Ｖ(石油醚) ∶Ｖ(乙酸乙酯)＝ ４ ∶１ꎬ得
到白色粉末固体ꎬ产率 ９０％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
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８１(ｄꎬ２ＨꎬＪ＝ ８ ５ Ｈｚ)ꎻ７ ３０~７ ２５
(ｍꎬ４Ｈ)ꎻ７ ２１( ｔꎬ１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７ １０( ｄꎬ２Ｈꎬ
Ｊ＝ ８ ５ Ｈｚ)ꎻ４ １７ ~ ４ １３(ｍꎬ１Ｈ)ꎻ３ ９０( ｓꎬ３Ｈ)ꎻ
３ ８８~ ３ ８２(ｍꎬ１Ｈ)ꎻ３ ６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
３ ５１(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４８ ~ ３ ４１(ｍꎬ
２Ｈ)ꎻ３ ３０(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８ ５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２３ ~ ３ １４

７５０１



化　 学　 试　 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ｍꎬ２Ｈ)ꎻ３ ０８ (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８ ０ Ｈｚ)ꎻ３ ０１
(ｄｄꎬ １Ｈꎬ Ｊ ＝ １５ ０ꎬ ８ ５ Ｈｚ)ꎻ ２ ９１ ( ｄｄꎬ １Ｈꎬ Ｊ ＝
１３ ５ꎬ７ ０ Ｈｚ)ꎻ２ ８６ ~ ２ ７７(ｍꎬ２Ｈ)ꎻ２ ７１ ~ ２ ６６
(ｍꎬ１Ｈ)ꎻ２ ０７ ~ ２ ００ (ｍꎬ１Ｈ)ꎻ０ ９５ (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 ０ ８９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０ ９ꎬ １６３ ２ꎬ １３８ ５ꎬ
１３０ ８ꎬ１２９ ３ꎬ１２９ １ꎬ１２７ ９ꎬ１２６ ０ꎬ１１４ ０ꎬ７２ ５ꎬ
６８ ８ꎬ６６ ９ꎬ５７ ７ꎬ５７ ５ꎬ５４ ９ꎬ５３ ５ꎬ５２ ６ꎬ４３ ５ꎬ３４ ９ꎬ
２６ ７ꎬ１９ ２ꎬ１９ １ꎮ ＨＲ￣ＭＳ (ＥＳＩ)ꎬＣ２６ Ｈ３７ Ｎ３Ｏ６ＳＮａꎬ
实测值 (计算值)ꎬｍ / ｚ:５４２ ２２９ ９ ( ５４２ ２３０ １)
[Ｍ＋Ｎａ] ＋ꎮ

除目标化合物 Ｔ４ 外ꎬ其他化合物 Ｔ２ ~ Ｔ７ 的

合成方法同化合物 Ｔ１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羟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３￣
甲酰胺(Ｔ２):白色粉末固体ꎬ产率 ７５％ꎮ 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７０(ｄꎬ２ＨꎬＪ ＝ ８ ５ Ｈｚ)ꎻ
７ ３０~ ７ ２５ (ｍꎬ４Ｈ)ꎻ７ ２１ ( ｔꎬ１Ｈꎬ Ｊ ＝ ７ ０ Ｈｚ)ꎻ
６ ９４( ｄꎬ２ＨꎬＪ ＝ ８ ５ Ｈｚ)ꎻ４ １７ ~ ４ １３ (ｍꎬ１Ｈ)ꎻ
３ ８４(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６ ５ Ｈｚ)ꎻ３ ６８(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３ ５１(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４６~
３ ４０(ｍꎬ２Ｈ)ꎻ３ ３１ ( ｄｄꎬ１Ｈꎬ Ｊ ＝ ９ ０ꎬ３ ０ Ｈｚ)ꎻ
３ ２２(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４ ０ꎬ３ ５ Ｈｚ)ꎻ３ １７ ~ ３ １３(ｍꎬ
１Ｈ)ꎻ３ ０６(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８ ０ Ｈｚ)ꎻ２ ９９( ｄｄꎬ
１ＨꎬＪ＝ １５ ０ꎬ８ ５ Ｈｚ)ꎻ２ ８９(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７ ０
Ｈｚ)ꎻ２ ８５~２ ７８(ｍꎬ２Ｈ)ꎻ２ ６７(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
１１ ５ Ｈｚ)ꎻ２ ０７ ~ １ ９９(ｍꎬ１Ｈ)ꎻ０ ９５(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 ０ ９０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２ １ꎬ １６３ ０ꎬ １３９ ８ꎬ
１３０ ８ꎬ １３０ ５ꎬ １３０ ４ꎬ １２９ ２ꎬ ２７ ３ꎬ １１６ ６ꎬ ７３ ９ꎬ
７０ １ꎬ ６８ １ꎬ ５９ ０ꎬ ５８ ９ꎬ ５４ ９ꎬ ５４ ０ꎬ ４４ ８ꎬ ３６ ３ꎬ
２８ １ꎬ２０ ５ꎬ２０ ４ꎮ ＨＲ￣ＭＳ(ＥＳＩ)ꎬＣ２５Ｈ３５Ｎ３Ｏ６ＳＮａꎬ
实测值 (计算值)ꎬｍ / ｚ:５２８ ２１５ １ ( ５２８ ２１４ ４)
[Ｍ＋Ｎａ] ＋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硝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３￣
甲酰胺(Ｔ３):白色粉末固体ꎬ产率 ８０％ꎮ 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８ ４２(ｄꎬ２ＨꎬＪ ＝ ８ ５ Ｈｚ)ꎻ
８ １１(ｄꎬ２ＨꎬＪ＝ ８ ５ Ｈｚ)ꎻ７ ２８(ｔꎬ２ＨꎬＪ＝ ７ ５ Ｈｚ)ꎻ
７ ２４ ~ ７ １９(ｍꎬ３Ｈ)ꎻ４ １１ ~ ４ ０７(ｍꎬ１Ｈ)ꎻ３ ８０
(ｔꎬ１ＨꎬＪ ＝ ６ ０ Ｈｚ)ꎻ３ ６７ (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
３ ５４~ ３ ４７(ｍꎬ２Ｈ)ꎻ３ ４２(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５ ０ꎬ６ ０
Ｈｚ)ꎻ３ ３０(ｄｄꎬ１ＨꎬＪ＝ ８ ５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２４(ｄｄꎬ１Ｈꎬ

Ｊ＝ １３ ５ꎬ８ ５ Ｈｚ)ꎻ３ ２１ ~ ３ １５(ｍꎬ３Ｈ)ꎻ３ ０４(ｄｄꎬ
１ＨꎬＪ ＝ １４ ５ꎬ ５ ５ Ｈｚ)ꎻ ２ ９０ ~ ２ ７８ ( ｍꎬ ２Ｈ)ꎻ
２ ６９~２ ６４(ｍꎬ１Ｈ)ꎻ２ １０ ~ ２ ０３ (ｍꎬ１Ｈ)ꎻ０ ９６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ꎻ０ ９０ (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２ ４ꎬ １５１ ５ꎬ
１４７ ０ꎬ１３９ ８ꎬ１３０ ４ꎬ１２９ ９ꎬ１２９ ４ꎬ１２７ ４ꎬ１２５ ４ꎬ
７３ ３ꎬ ７０ ２ꎬ ６８ ３ꎬ ５９ ０ꎬ ５８ ０ꎬ ５５ １ꎬ ５３ ２ꎬ ４４ ９ꎬ
３６ ４ꎬ２７ ８ꎬ２０ ４ꎮ ＨＲ￣ＭＳ(ＥＳＩ)ꎬＣ２５Ｈ３４Ｎ４Ｏ７ＳＮａꎬ
实测值 (计算值)ꎬｍ / ｚ:５５７ ２０６ ０ ( ５５７ ２０６ ０)
[Ｍ＋Ｎａ] ＋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氨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３￣
甲酰胺(Ｔ５):白色粉末固体ꎬ产率 ８２％ꎮ 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５４(ｄꎬ２ＨꎬＪ ＝ ８ ６ Ｈｚ)ꎻ
７ ３０~ ７ ２５ (ｍꎬ４Ｈ)ꎻ７ ２０ ( ｔꎬ１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ꎻ
６ ７４( ｄꎬ２ＨꎬＪ ＝ ８ ５ Ｈｚ)ꎻ４ １９ ~ ４ １５ (ｍꎬ１Ｈ)ꎻ
３ ８８~ ３ ８５(ｍꎬ１Ｈ)ꎻ３ ６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
３ ５２(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４３ ~ ３ ３９(ｍꎬ
２Ｈ)ꎻ３ ３０ ( ｄｄꎬ１Ｈꎬ Ｊ ＝ ９ ０ꎬ３ ５ Ｈｚ)ꎻ３ ２２ ( ｄｄꎬ
１ＨꎬＪ ＝ １４ ０ꎬ ３ ５ Ｈｚ)ꎻ ３ １９ ~ ３ １４ ( ｍꎬ １Ｈ)ꎻ
３ ０４~２ ９５(ｍꎬ２Ｈ)ꎻ２ ８８ ~ ２ ７６(ｍꎬ３Ｈ)ꎻ２ ７０ ~
２ ６５(ｍꎬ１Ｈ)ꎻ２ ０５ ~ １ ９８(ｍꎬ１Ｈ)ꎻ０ ９５(ｄꎬ３Ｈꎬ
Ｊ＝ ６ ５ Ｈｚ)ꎻ０ ９０ (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０ ８ꎬ １５２ ９ꎬ １３８ ５ꎬ
１２９ １ꎬ １２７ ９ꎬ １２６ ０ꎬ １２４ ７ꎬ １１３ ２ꎬ ７２ ６ꎬ ６８ ８ꎬ
６６ ８ꎬ ５７ ８ꎬ ５７ ７ꎬ ５３ ５ꎬ ５２ ８ꎬ ４３ ５ꎬ ３５ ０ꎬ ２６ ８ꎬ
１９ ３ꎬ１９ ２ꎮ ＨＲ￣ＭＳ(ＥＳＩ)ꎬＣ２５Ｈ３６Ｎ４Ｏ５ＳＮａꎬ实测

值 ( 计 算 值 )ꎬ ｍ / ｚ: ５２７ ２３０ ３ ( ５２７ ２３０ ４ )
[Ｍ＋Ｎａ] ＋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甲氨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
３￣甲酰 胺 ( Ｔ６ ): 白 色 粉 末 固 体ꎬ 产 率 ８６％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５９(ｄꎬ２ＨꎬＪ＝ ８ ５
Ｈｚ)ꎻ ７ ２９ ~ ７ ２５ ( ｍꎬ４Ｈ)ꎻ７ ２０ ( ｔꎬ １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ꎻ６ ６６ ( ｄꎬ２Ｈ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ꎻ４ １８ ~ ４ １４ (ｍꎬ
１Ｈ)ꎻ３ ８７ ~ ３ ８４(ｍꎬ１Ｈ)ꎻ３ ６７( 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３ ５１(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１ ０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４５ ~ ３ ４０
(ｍꎬ２Ｈ)ꎻ３ ３０ ( ｄｄꎬ１Ｈꎬ Ｊ ＝ ９ ０ꎬ３ ０ Ｈｚ)ꎻ ３ ２１
(ｄｄꎬ１ＨꎬＪ＝ １４ ０ꎬ３ ５ Ｈｚ)ꎻ３ １８ ~ ３ １２(ｍꎬ１Ｈ)ꎻ
３ ０２(ｄｄꎬ１ＨꎬＪ＝ １３ ５ꎬ８ ０ Ｈｚ)ꎻ２ ９６(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５ ０ꎬ８ ５ Ｈｚ)ꎻ２ ８８ ~ ２ ７９ ( ｍꎬ６Ｈ)ꎻ２ ６８ ( ｄｄꎬ
１ＨꎬＪ＝ １３ ５ꎬ１１ ５ Ｈｚ)ꎻ２ ０６~ １ ９８(ｍꎬ１Ｈ)ꎻ０ ９５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ꎻ０ ９０ (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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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２ ２ꎬ １５５ ０ꎬ
１４０ ０ꎬ １３０ ５ꎬ １２９ ３ꎬ １２７ ４ꎬ １２５ ２ꎬ １１２ １ꎬ ７４ ０ꎬ
７０ ２ꎬ６８ ３ꎬ５９ ３ꎬ５９ ２ꎬ５４ ９ꎬ５４ ３ꎬ４５ ０ꎬ３６ ４ꎬ２９ ９ꎬ
２８ ３ꎬ２０ ７ꎬ２０ ６ꎮ ＨＲ￣ＭＳ (ＥＳＩ)ꎬＣ２６ Ｈ３８ Ｎ４Ｏ５ＳＮａꎬ
实测值 (计算值)ꎬｍ / ｚ:５４１ ２４６ ５ ( ５４１ ２４６ １)
[Ｍ＋Ｎａ] ＋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甲磺酰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

啉￣３￣甲酰胺 ( Ｔ７):白色粉末固体ꎬ产率 ８８％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８ １８(ｄꎬ２ＨꎬＪ＝ ８ ５
Ｈｚ)ꎻ８ １３ ( ｄꎬ２Ｈ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ꎻ７ ３０ ~ ７ ２７ (ｍꎬ
２Ｈ)ꎻ７ ２５ ~ ７ ２０(ｍꎬ３Ｈ)ꎻ４ １２ ~ ４ ０８(ｍꎬ１Ｈ)ꎻ
３ ８２( ｔꎬ １Ｈꎬ Ｊ ＝ ６ ０ Ｈｚ)ꎻ ３ ６７ ( ｄꎬ １Ｈꎬ Ｊ ＝ １１ ５
Ｈｚ)ꎻ３ ５３ ~ ３ ４７(ｍꎬ２Ｈ)ꎻ３ ４４ ~ ３ ３９(ｍꎬ１Ｈ)ꎻ
３ ２９(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８ ５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２６ ~ ３ １９ (ｍꎬ
５Ｈ)ꎻ３ １６( ｄｄꎬ２ＨꎬＪ ＝ １７ ０ꎬ６ ５ Ｈｚ)ꎻ３ ０２( ｄｄꎬ
１ＨꎬＪ＝ １４ ５ꎬ５ ５ Ｈｚ)ꎻ２ ８６(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０ Ｈｚ)ꎻ
２ ８１(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９ ５ꎬ３ ０ Ｈｚ)ꎻ２ ６９ ~ ２ ６４ (ｍꎬ
１Ｈ)ꎻ２ １１ ~ ２ ０３ (ｍꎬ１Ｈ)ꎻ０ ９６ ( ｄꎬ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ꎻ０ ９０(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ꎮ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
１０１ ＭＨｚ)ꎬδ:１７２ ３ꎬ１４６ １ꎬ１４５ ６ꎬ１３９ ８ꎬ１３０ ４ꎬ
１２９ ６ꎬ １２９ ５ꎬ １２９ ３ꎬ １２７ ４ꎬ ７３ ４ꎬ ７０ ２ꎬ ６８ ２ꎬ
５９ ０ꎬ ５８ １ꎬ ５５ １ꎬ ５３ ４ꎬ ４４ ８ꎬ ４４ ０ꎬ ３６ ４ꎬ ２７ ８ꎬ
２０ ４ꎮ ＨＲ￣ＭＳ(ＥＳＩ)ꎬＣ２６Ｈ３７Ｎ３Ｏ７Ｓ２Ｎａꎬ实测值(计
算值)ꎬｍ / ｚ:５９０ １９７ ９(５９０ １９７ １)[Ｍ＋Ｎａ] ＋ꎮ

(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Ｎ￣异丁基￣４￣
羟胺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２￣基)吗啉￣
３￣甲酰胺( Ｔ４):将 ０ ０６４ ｇ (０ １２ ｍｍｏｌ) 化合物

Ｔ３、０ ０６０ ｇ(１ ２０ ｍｍｏｌ)水合肼和催化量的钌碳

溶于 ２ ｍＬ 四氢呋喃中ꎬ室温反应 ２ ｈꎮ 减压蒸除

反应溶剂ꎬ残余物用二氯甲烷溶解ꎬ水洗涤 ３ 次ꎬ
有机相用无水硫酸钠干燥ꎮ 粗品采用硅胶柱色谱

进行分离纯化ꎬ洗脱剂为 Ｖ (二氯甲烷) ∶ Ｖ(甲
醇)＝ １２ ∶ １ꎬ 得 到 白 色 粉 末 固 体ꎬ 产 率 ９４％ꎮ
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ꎬ５００ ＭＨｚ)ꎬδ:７ ６８(ｄꎬ２ＨꎬＪ＝ ８ ５
Ｈｚ)ꎻ ７ ３１ ~ ７ ２４ ( ｍꎬ４Ｈ)ꎻ７ ２１ ( ｔꎬ １Ｈꎬ Ｊ ＝ ７ ０
Ｈｚ)ꎻ７ ０４ ( ｄꎬ２Ｈ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ꎻ４ １６ ~ ４ １２ (ｍꎬ
１Ｈ)ꎻ３ ８５ ( ｄｄꎬ１Ｈꎬ Ｊ ＝ １１ ０ꎬ６ ５ Ｈｚ)ꎻ３ ６７ ( ｄꎬ
１ＨꎬＪ＝ １１ ５ Ｈｚ)ꎻ３ ５０(ｄｄꎬ１ＨꎬＪ＝ １１ ０ꎬ３ ０ Ｈｚ)ꎻ
３ ４６ ~ ３ ３９ (ｍꎬ２Ｈ)ꎻ３ ２９ ( ｄｄꎬ１Ｈꎬ Ｊ ＝ ９ ０ꎬ３ ０
Ｈｚ)ꎻ３ ２２(ｄｄꎬＪ ＝ １４ ０ꎬ３ ５ Ｈｚ)ꎻ３ １８ ~ ３ １４(ｍꎬ
１Ｈ)ꎻ３ ０５( 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８ ０ Ｈｚ)ꎻ２ ９８( ｄｄꎬ
１ＨꎬＪ＝ １５ ０ꎬ８ ５ Ｈｚ)ꎻ２ ８９(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７ ０

Ｈｚ)ꎻ２ ８５~２ ８０(ｍꎬ２Ｈ)ꎻ２ ６７(ｄｄꎬ１ＨꎬＪ ＝ １３ ５ꎬ
１１ ５ Ｈｚ)ꎻ２ ０７ ~ １ ９９(ｍꎬ１Ｈ)ꎻ０ ９５( ｄꎬ３ＨꎬＪ ＝
６ ５ Ｈｚ)ꎻ ０ ９０ ( ｄꎬ ３Ｈꎬ Ｊ ＝ ６ ５ Ｈｚ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３ＯＤꎬ １５１ ＭＨｚ )ꎬ δ: １７２ ３ꎬ １５７ ２ꎬ １４０ ０ꎬ
１３０ ５ꎬ１３０ ０ꎬ１２９ ９ꎬ１２９ ４ꎬ１２７ ４ꎬ１１３ ３ꎬ７４ １ꎬ
７０ ３ꎬ ６８ ３ꎬ ５９ ２ꎬ ５５ ０ꎬ ５４ ２ꎬ ４５ ０ꎬ ３６ ４ꎬ ２８ ２ꎬ
２０ ７ꎬ２０ ６ꎮ ＨＲ￣ＭＳ(ＥＳＩ)ꎬＣ２５Ｈ３６Ｎ４Ｏ６ＳＮａꎬ实测

值 ( 计 算 值 )ꎬ ｍ / ｚ: ５４３ ２２６ ６ ( ５４３ ２２５ ３ )
[Ｍ＋Ｎａ] ＋ꎮ
１ ３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的测定

以 ( Ａｒｇ￣Ｇｌｕ ( ＥＤＡＮＳ )￣Ｓｅｒ￣Ｇｌｎ￣Ａｓｎ￣Ｔｙｒ￣Ｐｒｏ￣
Ｉｌｅ￣Ｖａｌ￣Ｇｌｎ￣Ｌｙｓ( ＤＡＢＣＹＬ)￣Ａｒｇ) ( ＡｎａＳｐｅｃ) 为底

物ꎬ底物切点两侧分别标记 Ｅｄａｎｓ 和 Ｄａｂｃｙｌ 发色

团[２５]ꎮ ＨＩＶ￣１ 蛋白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并纯化ꎬ
蛋白酶使用 ＰＤ￣１０ 柱脱盐ꎮ 缓冲溶液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醋酸 钠、 １ ｍｏｌ / Ｌ 氯 化 钠、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ＥＤＴＡ、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ＤＴＴ、２％ ＤＭＳＯ 和 １ ｍｇ / ｍＬ 牛血清白

蛋白配制ꎮ 用 ９６ 孔板对样品进行 ＨＩＶ￣１ 蛋白酶

抑制活性的测定ꎬ活性测定在 ｐＨ ４ ７ 的缓冲溶液

中进行ꎬ每孔加入 ５ μｍｏｌ / Ｌ 底物和 １８５ μＬ 缓冲

液ꎬ加入 ５ μＬ 样品溶液ꎬ测定空白吸收ꎬ加入 １０
μＬ ＨＩＶ￣１ 蛋白酶ꎬ孵育 ５ ｍｉｎ 后测定 ４９０ ｎｍ 波长

的吸光度ꎬ 以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剂达芦那韦

(ＤＲＶ)为阳性对照ꎬ计算出各个浓度下样品的抑

制率ꎬ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软件计算得到 ＩＣ５０值ꎮ
１ ４ 　 分子对接

以化合物 Ｔ２ 为代表ꎬ利用 Ｓｃｈｒöｄｉｎｇｅｒ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２０￣３(Ｍａｅｓｔｒｏ １２ ４)软件进行分子模拟对接ꎮ
ＨＩＶ￣１ 蛋白酶晶体结构(ＰＤＢ￣ＩＤ:４ｍｃ９)来源于蛋

白质数据库[２６ꎬ２７]ꎮ 用薛定谔软件对蛋白酶进行

预处理ꎬ对蛋白进行加氢、加电荷、删除水分子ꎬ修
正缺失错位残基ꎮ 利用 ＬｉｇＰｒｅｐ 优化配体小分子

构象ꎬ以分子力场 ＯＰＬＳ４ 进行能量最小化ꎮ 在软

件搜索到的位点中ꎬ根据原配体对接位置定位对

接位点ꎮ 应用 Ｇｌｉｄｅ 将化合物以扩展采样方式对

接到 ＨＩＶ￣１ 蛋白酶的活性腔中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芳香硝基化合物选择性还原合成芳香羟胺

化合物

芳香硝基化合物在还原过程中生成中间体芳

香羟胺ꎬ羟胺很容易迅速被还原为氨基ꎬ因此芳香

硝基化合物在还原合成芳香羟胺化合物的过程中

需要严格控制条件ꎬ提高反应选择性ꎮ

９５０１



化　 学　 试　 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图 ３　 芳香硝基化合物的还原

Ｆｉｇ.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ｎｉｔｒ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文中芳香硝基化合物 Ｔ３ 的还原以金属钌作

为催化剂ꎬ水合肼为还原剂合成芳香羟胺化合物

Ｔ４ꎮ 此外ꎬ水合肼作为含氮类化合物在反应过程

中通过控制反应速率改善选择性ꎮ 同时ꎬ含氧溶

剂反应产率优于无氧非极性或低极性溶剂ꎮ 在该

反应中选择四氢呋喃作为溶剂ꎬ反应产率达到

９４％ꎮ 因此以金属钌作为催化剂ꎬ水合肼为还原

剂ꎬ四氢呋喃为溶剂ꎬ提高了芳香硝基化合物还原

合成芳香羟胺化合物的反应选择性和产率ꎮ
２ ２ 　 抑制活性的测定

目标化合物对 ＨＩＶ￣１ 蛋白酶的抑制活性测试

结果见表 １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吗啉类衍生物 Ｔ１ ~
Ｔ７ 对蛋白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制活性ꎬ其中化

合物 Ｔ２ 的 ＩＣ５０为 ３０ ２３ ｎｍｏｌ / Ｌꎮ 总体而言ꎬＲ 取

代基为供电子基团的化合物的活性优于 Ｒ 为吸

电子基团的化合物ꎬ即 ＯＣＨ３、ＯＨ、ＮＨＯＨ、ＮＨ２、
ＮＨＣＨ３、ＳＯ２ＣＨ３ > ＮＯ２ꎮ 如化合物 Ｔ３ 的 ＩＣ５０ 为

１ ９１ μｍｏｌ / Ｌꎬ可能的原因是当 Ｒ 为强吸电子基

团硝基时ꎬ不仅通过吸电子诱导效应降低了硝基

氧的电子云密度ꎻ而且通过共轭效应降低了苯磺

酰基氧原子的电子云密度ꎬ从而降低了其与蛋白

酶活性腔的氨基酸残基形成氢键的能力[２８ꎬ２９]ꎮ
表 １ 　 目标化合物对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

Ｔａｂ.１　 ＨＩＶ￣１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化合物 Ｒ ＩＣ５０ / (ｎｍｏｌＬ－１)

Ｔ１ ＯＣＨ３ １０６ ３０±６ ３３

Ｔ２ ＯＨ ３０ ２３±４ １６

Ｔ３ ＮＯ２ １ ９０６ ００±１ ２７０ ００

Ｔ４ ＮＨＯＨ １４２ ６０±１７ ２２

Ｔ５ ＮＨ２ ３１６ ５０±４４ ３０

Ｔ６ ＮＨＣＨ３ ７８２ ８０±２５５ １０

Ｔ７ ＳＯ２ＣＨ３ １ １４９ ００±１ ４０１ ００

ＤＲＶ — １ １２±０ ５９

　 　 此外ꎬ当 Ｒ 为给电子取代基团时ꎬ化合物活

性次序为 ＯＨ > ＯＣＨ３ > ＮＨＯＨ > ＮＨ２ > ＮＨＣＨ３ >
ＳＯ２ＣＨ３ꎮ 其中 Ｒ 为羟基的化合物活性最强ꎬ可能

的原因是羟基氧及活泼氢均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活性

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形成直接的氢键作用力ꎬ从而

使化合物 Ｔ２ 的活性显著增强ꎮ 此外化合物 Ｔ１ 甲

氧基的氧原子也可能与蛋白酶活性位点形成氢键

相互作用力ꎮ 而化合物 Ｔ４ 中的氮原子及化合物

Ｔ５ 中的氨基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活性腔的氨基酸残

基形成弱的氢键(Ｎ—ＨＮ)或通过水分子介导

形成间接的氢键作用(ＮＨｉｎｈＯＨ２ＯＯＣ)ꎮ 因

此 Ｒ 为含有氧原子取代基的化合物活性强于 Ｒ
为含有氮原子取代基的化合物ꎬ如化合物 Ｔ２、Ｔ１、
Ｔ４、Ｔ５ 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３０ ２３、１０６ ３０、１４２ ６０ 和

３１６ ５０ ｎｍｏｌ / Ｌꎮ 然而由于化合物 Ｔ６ 和 Ｔ７ 中的

ＮＨＣＨ３ 和 ＳＯ２ＣＨ３ 取代基体积较大ꎬ可能无法完

全嵌入蛋白酶的活性腔ꎬ从而导致化合物无法与

蛋白酶紧密结合ꎬ因此化合物 Ｔ６、Ｔ７ 的酶抑制活

性较低ꎬ分别为 ７８２ ８０ ｎｍｏｌ / Ｌ 和 １ １５ μｍｏｌ / Ｌꎮ
２ ３ 　 分子对接结果

化合物 Ｔ２ 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的分子对接模拟

如图 ４ 所示ꎬ化合物 Ｔ２ 能够较完整地嵌入到

ＨＩＶ￣１ 蛋白酶的活性腔中ꎬ并与蛋白酶活性位点

的氨基酸残基形成直接或间接(水分子介导)的

氢键作用力ꎮ 其中ꎬ吗啉氮上的活泼氢与蛋白酶

活性腔中的氨基酸残基 Ｇｌｙ４８′形成直接的氢键作

用ꎻ甲酰胺上的氧与氨基酸残基 Ｉｌｅ５０ 通过水分子

介导形成间接氢键作用力ꎻ化合物 Ｔ２ 骨架羟亚乙

基中的羟基氢原子、磺酰基的一个氧原子分别与

蛋白酶活性位点中的氨基酸残基 Ａｓｐ２５、Ｉｌｅ５０′形
成直接或间接的氢键作用力ꎻ此外ꎬ苯环上酚羟基

的氧和活泼氢都与氨基酸残基 Ａｓｐ３０ 形成了直接

的氢键作用力ꎮ 这些广泛的氢键作用促使化合物

Ｔ２ 表现出显著的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ꎬ并为该

类化合物的进一步优化与改造指明了方向ꎮ

图 ４　 化合物 Ｔ２ 与 ＨＩＶ￣１ 蛋白酶结合 ２Ｄ 图

Ｆｉｇ.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２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２ ａｎｄ
ＨＩＶ￣１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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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本研究设计、合成了 ７ 个包含有不同取代基

的吗啉类衍生物ꎬ并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方法

进行体外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评价ꎬ结果显示

该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 ＨＩＶ￣１ 蛋白酶抑制活性ꎬ
且取代基为给电子基团的化合物活性明显优于取

代基为吸电子基团的化合物ꎬ其中当取代基为羟

基时活性最显著ꎬ如(Ｒ) ￣Ｎ￣((２Ｓꎬ３Ｒ) ￣３￣羟基￣４￣
((Ｎ￣异丁基￣４￣羟基苯基)磺酰胺基)￣１￣苯基丁烷￣
２￣基)吗啉￣３￣甲酰胺的 ＩＣ５０为 ３０ ２３ ｎｍｏｌ / Ｌꎮ 此

外ꎬ分子对接结果揭示了该化合物与蛋白酶的可

能的结合方式ꎬ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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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ꎬ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生物反恐、临床检验等领域对快速、高灵敏和高选择性检测样品

的传感器件的需求不断增加ꎮ 电化学传感器可实现快速、灵敏、简便、低成本和在线检测ꎬ而纳米材料的电化学信号检测

放大作用为提高电化学传感器性能提供了极大动力ꎮ 二硫化钼(ＭｏＳ２)因其独特的带隙和结构以及优异的性能而被广

泛应用于多个领域ꎬ是目前研究人员讨论热度最高的纳米材料之一ꎮ 首先详细总结了二硫化钼的“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大类制备方法ꎬ接着重点总结了二硫化钼及其复合材料在生物分子、药物分子以及环境污染物的电化学传感器

构建方面的应用研究ꎬ最后对基于二硫化钼及复合材料在电化学传感方面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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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更精细、粒度更均一的 ＭｏＳ２ 新型制备工艺后ꎬ
ＭｏＳ２ 更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与科学家的研究

课题[１]ꎮ ＭｏＳ２ 起初最为广泛地应用到固体润滑

产品中ꎬ以保证机械的正常运转、延长使用寿命并

节约能源ꎮ 我国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将润滑、磨
损等课题列入国家科研计划[２] ꎬ到目前为止在

润滑技术和润滑材料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ꎬＭｏＳ２ 及其复合材料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３] ꎮ
ＭｏＳ２ 的结构为 Ｍｏ 原子层以六方晶系排列

并夹在 Ｓ 原子层之间ꎬ其中 Ｍｏ—Ｓ 键之间存在强

的共价键作用ꎬ而 Ｓ 层之间存在范德华作用ꎮ
ＭｏＳ２ 存在 ３ 种不同的晶体结构:１ 个三角形相

(１Ｔ)ꎬ１ 个六角形相(２Ｈ)和 １ 个菱形相(３Ｒ)ꎮ
数字代表单元晶胞的层数ꎬ而字母则代表晶体的

对称性ꎬ金属配位和堆叠序列如图 １ 所示ꎮ ２Ｈ 相

和 ３Ｒ 相是半导体稳定相ꎬ适用于电子器件ꎻ而 １Ｔ
相为金属半稳定相ꎬ具有较高的催化性能[４]ꎮ 本

文主要讨论 ２Ｈ 相 ＭｏＳ２ꎮ 此外ꎬＭｏＳ２ 还表现出不

同的纳米形态ꎬ例如零维的量子点、一维的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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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二维的纳米片和三维的纳米球[５]ꎮ ＭｏＳ２ 纳米

结构的尺寸大小、形貌、晶相等受前驱体、合成材

料和合成方法的不同而决定ꎮ 每个维度都有其独

特的属性ꎬ为各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潜力ꎮ

图 １　 ＭｏＳ２ １Ｔ、２Ｈ 和 ３Ｒ 相的金属配位和堆叠序列[４]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１Ｔꎬ２Ｈ ａｎｄ ３Ｒ ｏｆ ＭｏＳ２

[４]

零维 ＭｏＳ２ 量子点是尺寸大小在 ２ ~ ８ ｎｍ 之

间的纳米结构ꎬ具有更多的活性位点、更大的比表

面积、更强的量子限域和边缘效应ꎬ因此具有独特

的光学和电学性质ꎮ 一维 ＭｏＳ２ 纳米管具有与碳

纳米管相似的应变能行为ꎮ ＭｏＳ２ 纳米管的电子

特性可以通过改变纳米管的直径和手性来调节ꎮ
二维材料中最常见的是纳米片ꎬＭｏＳ２ 纳米片是一

种类似于石墨烯的片状材料ꎬ该晶体结构是由六

边形 ＭｏＳ２ 的分层晶体组成ꎮ 其中 Ｍｏ 和 Ｓ 原子

位于交替的角上ꎮ 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边缘位置和

窄的带隙ꎬＭｏＳ２ 纳米片被认为是一种优异的半导

体材料ꎮ 三维 ＭｏＳ２ 纳米球具有增强的电导率、
丰富的活性位点、快的离子传输效率和抑制其堆

积等优点ꎮ
ＭｏＳ２ 存在点缺陷、放大的边缘效应和增强的

比表面积等特点ꎬ为 ＭｏＳ２ 的表面改性和化学功

能化提供了可能ꎮ 选择合适的电催化剂对电化学

传感器性能的提高非常重要ꎬ因此将 ＭｏＳ２ 纳米

结构与碳材料、贵金属和导电聚合物结合起来是

一种可行性的方案ꎮ
电化学传感器是通过传感电极与被测目标物

发生反应ꎬ将被测目标物的化学信号(浓度)转换

为电信号ꎬ从而达到分析、检测的目的ꎮ 它可实现

快速、灵敏、简便、低成本和在线检测ꎬ在临床病理

诊断、医药分析和环境监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ꎮ 从影响电化学传感器灵敏度的角度考虑ꎬ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电化学工作电极的性能ꎮ

工作电极是电化学传感器的核心部件之一ꎬ它的

表面性能直接决定了电化学传感器的灵敏度、选
择性以及可靠性等传感性能ꎮ １９７５ 年化学修饰

电极的问世开创了从化学形态上可控设计电极表

面的研究领域ꎬ为电化学传感器的发展和性能优

化提供了极大的动力ꎮ 通过化学修饰对电极表面

结构和性能进行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构筑和改

性ꎬ从而赋予电极更优良或特定的功能ꎬ使其有选

择地按照所期望的反应进行并提供更快的电子转

移速度ꎮ
本文详细综述了 ＭｏＳ２ 的多种制备方法及

其复合材料用于电化学工作电极修饰在生物分

子、药物分子和环境污染物分析中的重要研究

进展ꎮ

１　 二硫化钼的制备

ＭｏＳ２ 的制备方法主要分为两类:“自上而下”
法和“自下而上”法ꎮ “自上而下”法是指在基片

上刻蚀晶体平面ꎬ常见的手段有机械剥离法、液相

剥离法以及离子插层法ꎮ “自下而上”法是指晶

体堆叠在基片上ꎬ常用的方法有水热 /溶剂热合成

法以及化学气相沉积法ꎮ
１ １ 　 “自上而下”法
１ １ １ 　 机械剥离法

机械剥离ꎬ也被称为微机械解理ꎬ是一种利用

层间的弱结合力ꎬ直接剥离块体材料来生产高质

量的单层和少层 ＭｏＳ２ 的技术[６]ꎮ 具体做法是以

块体 ＭｏＳ２ 晶体的二维薄膜为原料ꎬ使用低表面

张力的胶带以类似于经典的由石墨剥离制备石墨

烯的方法打破弱层间键ꎮ 然后再对所提取的薄膜

进行额外的剥离ꎬ以获得少层到单层的 ＭｏＳ２ꎮ 胶

带可以附着在玻璃片基底上ꎬ实现平面剥离和缓

慢剥离[７]ꎮ Ｗｕ 等[８]在金基底上利用机械剥离法

制得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ꎬ经原子力显微镜观察得知所

得纳米片为单层ꎬ并具有良好的晶体均匀性ꎬ尺寸

在毫米级ꎮ 但是剥离过程对实验人员的手法要求

很高ꎬ而且每次只能制得几毫米的产物ꎮ 因此该

方法虽然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单层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ꎬ
但产率低、重现性差、不能大规模生产ꎬ只适合实

验室应用ꎮ
１ １ ２ 　 液相剥离法

ＭｏＳ２ 和溶剂的相互作用会极大地影响剥离

效率和分散稳定性ꎬ因此液相剥离的关键是选择

合适的溶剂ꎬ使其表面张力接近 ＭｏＳ２ 的表面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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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根据表面张力的接近程度将溶剂分为良溶

剂(例如:Ｎ￣甲基吡咯烷酮、ＮꎬＮ￣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亚砜、ＮꎬＮ￣二甲基丙烯酰胺等)和不良溶

剂(例如:水、乙醇和异丙醇等)ꎮ 但良溶剂通常

沸点高、有毒性ꎬ因此在剥离后难以除去ꎬ得到

的 ＭｏＳ２ 产物会含有大量杂质ꎻ而不良溶剂又对

ＭｏＳ２ 的溶解和分散效果较差ꎬ因此剥离效率

较低ꎮ
最近很多研究人员开始利用无机盐、有机配

体、聚合物表面活性剂、离子液体、纳米管等多种

化学试剂来辅助 ＭｏＳ２ 的超声剥离ꎬ这样可以大

大提高剥离效率ꎬ并且得到的 ＭｏＳ２ 纳米片稳定

性好ꎬ长时间内也不会发生聚集ꎮ
例如ꎬＬｉｕ 等[９]以异丙醇作为剥离介质ꎬ亚铁

氰化钾、酒石酸钾钠、酒石酸钠等作为辅助盐来提

高剥离效率ꎬ其中亚铁氰化钾的加入能使剥离效

率提高 ７３ 倍ꎮ Ｗａｎｇ 等[１０] 先将羧基化壳聚糖吸

附到 ＭｏＳ２ 表面而后再溶于水中ꎬ增加 ＭｏＳ２ 的亲

水性以提高剥离效率ꎬ水辅助剥离法可在短时间

内制备出很薄的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ꎬ而且不会破坏半

导体纳米片的性能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１] 在多酚的辅助

下ꎬ于水溶液中对 ＭｏＳ２ 进行超声剥离ꎬ２ ｈ 得到

了高浓度分散的单层纳米片ꎬ并通过透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到 ＭｏＳ２ 的横向尺寸为 ３８ ｎｍ 左右ꎬ高度

为 ０ ８８ ｎｍ 左右ꎬ与单层纳米片的理论高度(０ ６５
ｎｍ)非常接近ꎬ很好地证明了制备的产物为单层

或者少层ꎮ Ｏｈ 等[１２] 用全氟磺酸(Ｎａｆｉｏｎ)作为辅

助剂ꎬ不仅有助于剥离ꎬ还能防止纳米片再聚集ꎮ
除此而外ꎬ通过液氮辅助剥离[１３]、表面声波辅助

剥离[１４]、溶剂热法预处理进行剥离[１５] 等手段ꎬ最
终也都能高效、快速地得到稳定的深棕绿色的单

层或少层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ꎮ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表明ꎬ选择合适的剥离介

质和辅助手段能成功制备出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ꎬ该方

法从 ２００８ 年被提出后ꎬ因其良好的剥离效率受到

科研人员的持续关注与探索ꎮ
１ １ ３ 　 离子插层法

传统的离子插层是以正丁基锂作为插层剂ꎬ
需要在较高温度下进行较长时间ꎬ而且对锂离子

的插入缺乏可控性[１６]ꎮ ２０１１ 年ꎬＺｅｎｇ 等[１７] 首次

报道了电化学锂离子插层法来剥离 ＭｏＳ２ 等层状

材料ꎬ产率高达 ９２％ꎮ 这种方法相对简单ꎬ并能

在温和条件下较高程度地控制离子插层ꎮ
最近ꎬＹａｎｇ 等[１８] 以锂箔为阳极、均匀包覆

ＭｏＳ２ 块体的铜箔为阴极ꎬ含有 １ ０ ｍｏｌ / Ｌ 六氟磷

酸锂的碳酸乙酯和碳酸二甲酯混合溶液(Ｖ(碳酸

乙酯) ∶Ｖ(碳酸二甲酯)＝ １ ∶１)为电解液ꎬ施加电

压时ꎬ锂离子被插入到 ＭｏＳ２ 层间ꎬ导致层间距增

大ꎬ层间范德华作用减弱ꎬ有助于 ＭｏＳ２ 的剥离ꎮ
同时ꎬ锂离子插入到层间后ꎬ会从阴极得电子还原

为锂原子ꎬ锂原子进一步与水反应释放氢气ꎬ氢气

的存在也会扩大层间距ꎬ削弱范德华作用ꎬ从而更

有利于剥离ꎮ 然后再将嵌锂的 ＭｏＳ２ 进行后续除

杂ꎬ就能得到单层或少层的 ＭｏＳ２ꎮ
除了用锂离子作为插层剂外ꎬ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 还

利用四正丁基铵盐(ＴＢＡ＋)作为插层剂对 ＭｏＳ２ 块

体进行剥离ꎮ 以 ＭｏＳ２ 块体为阴极ꎬ铂电极为阳

极ꎬＴＢＡＨＳＯ４溶于碳酸丙烯酯为电解液(如图 ２ａ
所示)ꎬ当施加＋５ Ｖ 的电压ꎬ较小的 ＳＯ２－

４ 先插入

到 ＭｏＳ２ 层间ꎬ随后 ＴＢＡ＋ 插入ꎬ再切换电压至

－５ Ｖꎬ所释放的二氧化硫气体使得 ＭｏＳ２ 块体进

一步膨胀和分解(图 ２ｂ 和 ２ｄ)ꎮ 最后对膨胀后的

ＭｏＳ２ 进行除杂ꎬ即可得到分散性良好 ＭｏＳ２ 纳米

片(图 ２ｃ)ꎮ 由图 ２ｅ~２ｇ 扫描电镜图可以看出ꎬ剥
离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 ＭｏＳ２ 纳米片的质量ꎮ

ａ.电化学剥离电解池示意图ꎻｂ.块体 ＭｏＳ２ 晶体(左)和膨胀的

ＭｏＳ２ 晶体经剥离后的照片(右)ꎻｃ.分散在碳酸丙烯酯中的

ＭｏＳ２ 薄片ꎻｄ.电化学剥离机理示意图ꎻｅ~ ｇ.在有机 ＴＢＡＨＳＯ４

电解液中施加－５ Ｖ 电压ꎬ时间分别为 ０、１、１０ ｍｉｎ 后ꎬＭｏＳ２ 晶

　 　 　 体边缘的 ＳＥＭ 图[１９]

图 ２　 ＭｏＳ２ 薄片的电化学剥离

Ｆｉｇ.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Ｓ２ ｆｌａｋｅｓ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ꎬ随着研究人员对传

统离子插层技术的不断改进ꎬ电流被认为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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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离子进入 ＭｏＳ２ 晶体夹层的良好驱动力ꎮ 这

是因为该过程能在较温和的条件下ꎬ可控地插入

目标离子ꎬ从而实现对 ＭｏＳ２ 的剥离ꎮ
１ ２ 　 “自下而上”法
１ ２ １ 　 水热 /溶剂热合成法

水热 /溶剂热合成技术就是在密闭体系(如
高压反应釜)内ꎬ以水或有机物为溶剂ꎬ在一定温

度和溶液自生压力下ꎬ前驱体之间进行反应的一

种合成方法ꎮ 该方法通常只需要低成本的设备

(反应釜和烘箱)ꎬ操作简单ꎬ一锅反应后经过分

离、洗涤、干燥等操作就可以得到目标产物ꎬ是一

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合成方法ꎮ
Ｓｈｅｎｇ 等[２０]以 ＭｏＯ３ 为钼源、硫脲为硫源、水

为溶剂ꎬ在反应釜中采用一锅法制备 ＭｏＳ２ꎮ 该工

作通过改变反应条件ꎬ可以调控得到不同晶相的

ＭｏＳ２ꎬ如在 １８０ ℃温度下加热 １６ ｈ 可得到金属态

的 １Ｔ 相ꎬ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反应时长延长到 ２４ ｈ
时会得到半导体态的 ２Ｈ 相ꎮ 表 １ 详细总结了近

几年其他研究人员通过改变前驱体、溶剂、温度等

实验条件来调控制备不同晶相的 ＭｏＳ２ꎮ
表 １ 　 不同前驱体在不同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不同晶相 ＭｏＳ２

Ｔａｂ.１　 ＭｏＳ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前驱体 溶剂
反应
条件

产物
参考
文献

(ＮＨ４) ２ＭｏＳ４

ＮꎬＮ￣
二甲基
甲酰胺

２００ ℃
１２ ｈ

少层的 ＭｏＳ２

纳米片
[２１]

(ＮＨ４) ４ＭｏＯ４４Ｈ２Ｏꎬ
ＣＳ(ＮＨ２) ２

水
１８０ ℃
２４ ｈ

１Ｔ￣２Ｈ 混合
ＭｏＳ２(７００ ℃时ꎬ
退火 ２ ｈ 可转
化为 ２Ｈ 相)

[２２]

Ｈ３２Ｍｏ７Ｎ６Ｏ２８ꎬ
Ｎａ３ＶＯ４ꎬ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水
２２０ ℃
２４ ｈ

Ｖ￣ＭｏＳ２ [２３]

(ＮＨ４) ６Ｍｏ７Ｏ２４
４Ｈ２Ｏꎬ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水

２２０ ℃
１８ ｈ

调整 Ｓ / Ｍｏ 比
之后ꎬ得到不
同厚度和层
数的 ＭｏＳ２

[２４]

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ꎬ
ＣＳ(ＮＨ２) ２

水ꎬ
丙酸

１８０ ℃
８ ｈ

１Ｔ ＭｏＳ２ [２５]

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ꎬ
ＣＳ(ＮＨ２) ２

水
２２０ ℃
２４ ｈ

２Ｈ ＭｏＳ２ [２５]

(ＮＨ４) ６Ｍｏ７Ｏ２４４Ｈ２Ｏꎬ
Ｃ２Ｈ５ＯＣ(Ｓ)ＳＮａ 水

２００ ℃
８ ｈ

１Ｔ￣２Ｈ 混合
ＭｏＳ２

[２６]

１ ２ ２ 　 化学气相沉积法

化学气相沉积法是一种“自下而上”平衡状

态下的加工方法ꎬ可通过控制反应条件(温度、压
强、气流速度、前驱体的数量和基底的类型)来合

成目标产物ꎬ同时可以实现分层加工ꎮ 通常情况

下ꎬ研究者将钼源(ＭｏＯ３)和硫源(硫粉)分别置

于不同的加热区ꎬ硫粉蒸发后随着载气(氩气)的
流动ꎬ与 ＭｏＯ３ 接触发生反应ꎬ目标 ＭｏＳ２ 就会在

ＧａＮ 基底上生成[２７]ꎮ 另外ꎬ当基底被替换为石墨

烯、ＳｉＯ２ 或蓝宝石时ꎬ相同的反应条件下分别能

得到不同形态的 ＭｏＳ２ꎮ Ｓｉｔｅｋ 等[２８] 发现 ＳｉＯ２ 和

蓝宝石上生长的 ＭｏＳ２ 倾向于形成圆形畴ꎬ而在

石墨烯上主要呈三角形ꎮ 这是因为在生长过程

中ꎬ石墨烯基底可以很好地承受应变和掺杂引起

的变化ꎬ因此所得 ＭｏＳ２ 晶粒的形貌异常稳定ꎮ
为了控制产物 ＭｏＳ２ 的层数ꎬ２０１５ 年 Ｋａｎｇ

等[２９]首次提出了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法ꎮ 最

近 Ｈｏｎｇ 等[３０]采用 Ｍｏ(ＣＯ) ６ 和(Ｃ２Ｈ５) ２Ｓ 作为钼

源和硫源ꎬ通过改变载气的流量来控制前驱体的

迁移量ꎬ从而以每 １０ ｍｉｎ 生长一层的速度得到了

１~５ 层的 ＭｏＳ２ 纳米片ꎮ 此外ꎬ熔融盐辅助化学

气相沉积法可以生成单原子掺杂的 ＭｏＳ２ꎬ如铌

Ｎｂ[３１]、锰 Ｍｎ[３２] 和过渡金属 Ｆｅ、 Ｃｏ 等金属原

子[３３]的掺杂ꎮ 熔融盐的加入不仅可以帮助降低

金属氧化物的熔点和反应温度ꎬ而且可以节省大

量时间与成本ꎬ从而实现高效掺杂ꎮ 这种掺杂策

略可有效地改变 ＭｏＳ２ 的电子结构和声子性质ꎬ
为将其应用于自旋电子学、催化化学和光电器件

提供了新思路ꎮ
另外ꎬ为了更好地控制反应进程ꎬＹａｎｇ 等[３４]

用金属钼取代传统的 ＭｏＯ３ 作为前驱体ꎬ首先通

入氧气反应生成 ＭｏＯ３ꎬ升华后的 ＭｏＯ３ 再与 Ｈ２Ｓ
反应生成 ＭｏＳ２ꎮ 该反应过程中ꎬ通过控制氧气的

流量来启动和终止 ＭｏＯ３ 的供应ꎬ从而达到控制

反应进程的目的ꎮ 这种成本效益高的氧化膜升华

化学气相沉积法为可控和可扩展的高质量 ＭｏＳ２

层生长开辟了新的途径ꎮ

２　 二硫化钼及其复合材料在电化学传感器中的

应用

２ １ 　 生物分子的检测

玉米赤霉烯酮(ＺＥＡ)是一种非甾体类雌激素

型真菌毒素ꎬ由镰刀菌属真菌产生ꎬ能造成动物急

慢性中毒甚至死亡ꎮ 基于此ꎬＪｉａｎｇ 等[３５] 运用二

硫化钼￣硫堇(ＭｏＳ２￣Ｔｈｉ)复合材料构建了一种高

灵敏检测 ＺＥＡ 的电化学传感平台ꎮ 他们首先将

６６０１



第 ４４ 卷第 ７ 期 孙誉铢等:二硫化钼的制备及其电化学传感应用研究进展

ＭｏＳ２￣Ｔｈｉ 复合材料修饰到玻碳电极(ＧＣＥ)上ꎬ再
通过原位合成过程将铂纳米颗粒偶联到抗体上ꎬ
经修饰后的抗体会通过 Ｐｔ￣ＮＨ２ 键与电极上的 Ｔｈｉ
的氨基基团紧密结合ꎬ从而修饰在电极表面ꎮ 当

ＺＥＡ 与抗体结合时ꎬＴｈｉ 的电化学峰电流就会降

低ꎬ以此作为检测信号来快速、灵敏地检测人体体

液中的玉米赤霉烯酮ꎬ线性范围为 ０ ０１ ~ ５０
ｎｇ / ｍＬꎬ检出限低至 ０ ００５ ｎｇ / ｍＬꎮ 该工作中ꎬ铂
纳米颗粒的修饰有效地解决了载体材料固定和电

极稳定性问题ꎬ同时提高了其电催化活性ꎻ而

ＭｏＳ２ 则作为稳定铂纳米粒子、负载有机分子来形

成功能纳米复合材料的基板ꎮ
ＭｏＳ２ 纳米片由于具有可调谐的带隙和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而在生物传感应用方面展现出巨大

的潜力ꎬ然而由于其小的表面能和低的本征导电

性ꎬ可能会导致纳米片的重新堆叠问题ꎮ 研究表

明ꎬ将 ＭｏＳ２ 与碳基纳米材料(如石墨烯、碳纳米

管、碳量子点等)复合ꎬ可以提高电子导电性ꎬ并
防止 ＭｏＳ２ 纳米片的堆叠[３６]ꎮ

Ｖｉｓｈｎｕ 等[３７]采用水热法直接将 ＭｏＳ２ 生长在

铅笔石墨( ＰＧＥ) 的底部ꎬ四周包覆一层不导电

膜ꎬ顶部作为电接触点ꎮ 通过 Ｘ 射线衍射技术和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表征得知 ＭｏＳ２￣ＰＧＥ 的半

导体 ２Ｈ 相比例较低ꎬ金属 １Ｔ 相比例较高ꎬ表明

ＭｏＳ２￣ＰＧＥ 具有电化学应用的可行性ꎮ 同时在循

环伏安图中ꎬＭｏＳ２￣ＰＧＥ 在 ０ ５８、０ ９０ Ｖ 处分别表

现出两个分离良好、定义明确的不可逆峰ꎬ可用于

鸟嘌呤(Ｇ)和腺嘌呤(Ａ)的电化学氧化ꎮ 在生理

ｐＨ 条件下ꎬ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如图 ３ 所示)
研究了 ＭｏＳ２￣ＰＧＥ 对 Ｇ 和 Ａ 的电化学性能ꎬ发现

可以实现 Ｇ 和 Ａ 的同步、不分离检测ꎬ对 Ｇ 和 Ａ
的线性范围和检出限分别为 １５ ~ １２０ μｍｏｌ / Ｌ、
０ ７６ μｍｏｌ / Ｌ 和 １５~１２０ μｍｏｌ / Ｌ、２ ３８ μｍｏｌ / Ｌꎮ

另外ꎬ单原子掺杂不仅可以引入局域的能隙

态来调节电子性质ꎬ还可以改善分子的吸附ꎮ 同

时ꎬ不同原子的掺杂还可以实现选择性识别目标

物ꎬ如锰的掺入可以通过 Ｍｎ(Ⅱ)和 Ｍｎ(Ⅲ)之间

的氧化还原循环来作为氧化多巴胺的有效催化位

点[３８]ꎮ Ｌｅｉ 等[３９] 在热解石墨片 ( ＰＧＳｓ) 上沉积

ＭｏＳ２ꎬ并用热掺杂法引入锰原子ꎬ以 Ｍｎ￣ＭｏＳ２ /
ＰＧＳｓ 为工作电极构建了电化学多巴胺传感器ꎮ
该传感器在磷酸盐缓冲溶液、１０％血清和人工汗

液中 对 多 巴 胺 的 检 出 限 分 别 为 ５０ ｐｍｏｌ / Ｌ、
５ ｎｍｏｌ / Ｌ 和 ５０ ｎｍｏｌ / Ｌꎮ 此外ꎬ作者还进行了密

　 　 　 　 　 　

ａ.ＭｏＳ２ ￣ＰＧＥ 同时检测 Ｇ 的典型 ＤＰＶ 反应(插图中为电流与

分析物浓度的关系图)ꎻｂ.ＭｏＳ２ ￣ＰＧＥ 检测 Ａ 的典型 ＤＰＶ 反应

(插图中为电流与分析物浓度的关系图)ꎻｃ.ＭｏＳ２ ￣ＰＧＥ 检测小

　 　 　 牛胸腺 ＤＮＡ 样品中 Ｇ 和 Ａ 的 ＤＰＶ 响应[３７]

图 ３　 ＭｏＳ２ ￣ＰＧＥ 对 Ｇ 和 Ａ 的电化学性能图

Ｆｉｇ.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２ ￣ＰＧＥ

ｆｏｒ Ｇ ａｎｄ ａ

度泛函理论计算和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ꎬ表
明两种类型的锰缺陷存在ꎬ它们是钼原子顶部的

锰和取代钼原子的锰ꎮ 在多巴胺浓度较低时ꎬ取
代钼原子的锰的物理吸附占主导地位ꎮ 在较高浓

度下ꎬ多巴胺会吸附在钼原子顶部的锰上ꎮ 因此ꎬ
金属掺杂的层状材料ꎬ为构建超灵敏、可调谐生物

传感器提供了新思路ꎮ
２ ２ 　 药物分子的检测

除了上述生物分子的分析检测外ꎬＭｏＳ２ 及其

复合物在药物分子检测领域也有很广泛的应用ꎮ
庆大霉素(ＧＥＮ)是一种广谱抗生素ꎬ过量使

用会引起肾毒性和耳毒性ꎮ Ｙａｄａｖ 等[４０]将多壁碳

纳米管(ＭＷＣＮＴｓ)和 ＭｏＳ２ 复合ꎬ将所得ＭｏＳ２＠
ＭＷＣＮＴｓ 修饰在氧化铟锡(ＩＴＯ)电极上组装抗庆

大霉素单克隆抗体ꎬ制备了高灵敏度的电化学免

疫传感器ꎮ 由于所构建的免疫传感器表面形成的

异质结构可以加速电子转移ꎬ因此该传感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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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好的性能ꎮ 在最优实验条件下ꎬ线性检测范

围为 １×１０－６ ~４０ ｍｇ / ｍＬꎬ检出限为 ０ ０３９ ｍｇ / ｍＬꎮ
同时该传感器选择性高、重现性好ꎬ对实际样品的

检测也得到了期待的回收率ꎮ
氯霉素(ＣＡＰ)也是另外一种有效的广谱抗

生素ꎬ对各种病原体ꎬ特别是沙门氏菌、霍乱弧菌

和大肠杆菌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ꎮ 但 ＣＡＰ 的使

用不当会导致大量残留在水环境中积累ꎮ 因此ꎬ
受污染的水生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产品对人类健

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ꎮ 杜晓宇等[４１] 以修饰了氮

掺杂 ＭｏＳ２ 负载的钯纳米粒子的 ＧＣＥ 为工作电

极ꎬ构建了电化学氯霉素传感器ꎬ线性检测范围为

５~ ２ 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ꎬ检测限低至 １ ９７ μｍｏｌ / Ｌꎮ 氮

掺杂和钯纳米粒子的加入ꎬ会使电荷传导电阻大

幅下降ꎬ电子转移率增加ꎬ电活性面积增大ꎬ因此

杂原子掺杂会大大提高 ＭｏＳ２ 在电化学传感器中

的应用价值ꎮ
２ ３ 　 环境污染物的检测

环境污染物都直接或间接有害于人类生存或

造成自然生态环境衰退ꎬ因此对各类环境污染物

的检测、转化或去除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二
维层状材料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检

测ꎮ 例如ꎬＡｓｗａｔｈｉ 等[４２] 将 ＮꎬＮ￣二甲基甲酰胺分

散的 ＭｏＳ２ 悬浊液修饰到 ＧＣＥ 上ꎬ以此为工作电

极构建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海水中的汞离子ꎬ实验

结果表明ＭｏＳ２ / ＧＣＥ 检测时的峰电流值是裸 ＧＣＥ
的 ３０ 倍(如图 ４ 所示)ꎮ 研究其机理发现ꎬＨｇ２＋为

强氧化剂、Ｓ２－为强还原剂ꎬ在以 ＭｏＳ２ 为电极的检

测实验中ꎬ氧化步骤之前不需要富集过程ꎬＨｇ２＋在

ＭｏＳ２ 上可以自发地还原为 Ｈｇ０ꎮ 由于 Ｈｇ２＋和 Ｓ２－

图 ４　 Ｈｇ２＋在 ＭｏＳ２ 修饰的 ＧＣＥ 上的直接电化学

反应和循环伏安法中相应的电流响应增强示意图[４２]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ｇ２＋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Ｇ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ＣＶ[４２]

之间的强亲和力以及 ＭｏＳ２ 的半导体性质的协同

作用ꎬＭｏＳ２ 对 Ｈｇ２＋的检测选择性远远优于已报道

的石墨烯[４３]ꎬ检出限更是低了 ４ 个数量级ꎬ因此

基于 ＭｏＳ２ 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对 Ｈｇ２＋检测的灵

敏度和选择性都非常突出ꎮ
亚硝酸盐作为重要的食品防腐剂ꎬ它的过度

使用会随着生物链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造成极

大的危害ꎬ因此对亚硝酸盐的高灵敏和高选择性

检测十分重要ꎮ 由于单原子掺杂的 ＭｏＳ２ 和其他

纳米材料复合后ꎬ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更好的电

导率以及各组分协同效应ꎬ对亚硝酸盐离子表现

出更好的电氧化活性ꎮ Ｈａｎ 等[４４] 和 Ｇｈａｎｅｉ￣Ｍｏｔ￣
ｌａｇｈ 等[４５] 分别用金 /二硫化钼 /石墨烯和银 /铝硅

纳米管 /二硫化钼来检测亚硝酸盐ꎬ都实现了理想

的检测效果ꎬ并为其他传感器的构建提供了一种

新途径ꎮ

３　 结论与展望

ＭｏＳ２ 因具有独特的带隙和结构以及优异的

性能ꎬ是目前研究人员关注热度高的纳米材料ꎮ
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 ＭｏＳ２ “自上而下” (机械剥

离法、液相剥离法和离子插层法)和“自下而上”
(水热 /溶剂热合成法和化学气相沉积法)两大类

合成方法ꎬ分别分析了不同合成技术的优势与不

足ꎮ 其次ꎬ侧重总结了 ＭｏＳ２ 及其复合材料用于

电化学传感器的优势ꎬ以及传感器在生物分子、药
物分子和环境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研究ꎮ

尽管 ＭｏＳ２ 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ꎬ但是

研究人员对 ＭｏＳ２ 材料的探索仍在进行ꎮ 虽然它

具有良好的化学、光子和电子特性ꎬ但其制备方法

以及与其他材料的相容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期

待未来可以在 ＭｏＳ２ 与其他纳米材料复合时ꎬ将
二者的缺点进行制衡ꎬ更好地结合他们的优点ꎬ以
克服现有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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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合金在水处理应用中的研究进展

梁雄ꎬ张振轩∗ꎬ马将∗

(深圳大学 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非晶合金又称金属玻璃ꎬ是属于能量状态丰富的非平衡态亚稳材料ꎮ 开发非晶合金新的功能性应用是当前材料科

学及工程领域的研究前沿及热点ꎮ 由于非晶合金的高导电性、抗腐蚀性以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近年来已经被成功作为

一种环境友好的催化剂应用于水处理领域中染料废水的降解ꎮ 一方面ꎬ非晶合金如铁基非晶合金因本身具有较低的氧

化还原电位使其可以直接作为电子供体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还原降解ꎻ另一方面ꎬ非晶合金结合高级氧化技术(如
类芬顿反应)可以对有机污染物实现更加彻底的降解及矿化ꎬ将其变成二氧化碳和水ꎮ 重点介绍了非晶合金在水处理应

用中的研究背景、制备方法、催化降解性能和机制等内容ꎬ旨在为非晶合金在深度净水处理技术的催化应用提出新的发

展方向ꎬ并为未来大规模工业应用提供有价值的科学参考ꎮ
关键词:非晶合金ꎻ金属玻璃ꎻ水处理ꎻ高级氧化技术ꎻ催化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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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晶态合金又称金属玻璃ꎬ是一种原子在三

维空间中丧失了长程有序ꎬ而保持了短程有序的

新型金属材料[１ꎬ２]ꎬ因其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及

机械性质在科学和工业界受到广泛关注[３]ꎮ 目

前ꎬ非晶合金的实际应用主要集中于制备软磁材

料如变压器ꎬ以及一些具有高强度弹力的结构部

件[４]ꎮ 开发非晶合金新的功能性应用已成为当

前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前沿及热点ꎮ 近年

来大量关于非晶合金催化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的

工作见诸报道ꎬ其高效的催化降解效果、良好的耐

腐蚀性能和出色的可重复利用性受到了研究人员

的重点关注ꎬ是未来实现工业化规模水处理的理

想材料ꎮ 本文通过对非晶合金的制备方法与性

质、其在水处理应用中的效果与机制等进行综述ꎬ

旨在为进一步寻找更高效经济的非晶合金水处理

催化剂、阐明催化降解机制、争取尽早实现大规模

工业应用提供有价值的科学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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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非晶合金的制备方法与性质

非晶合金主要通过金属熔体在快速冷却条件

下制备得到ꎬ以阻止其原子在冷却过程中规则排

列成型ꎬ从而避免晶化(见图 １) [５]ꎮ 对于二元非

晶合金制备ꎬ通常需要 １０５ ~ １０６ Ｋ / ｓ 的冷却速率

来实现完全非晶态ꎮ 世界上首个 非 晶 合 金

Ａｕ７５Ｓｉ２５带材便是在这样的冷却速率下于 １９６０ 年

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Ｄｕｗｅｚ 教授制备得到[６]ꎮ
这种极快的冷却速率大大限制了非晶合金在三维

空间的成型尺寸( <１００ μｍ)ꎬ也进一步制约了它

的功能性应用ꎮ

图 １　 金属熔体快速冷却制备非晶合金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ｌｌｏｙｓ ｂｙ ｍｅｔａｌ
ｍｅｌｔ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多年来ꎬ科研人员不断引入新的制备技术ꎬ积
极寻求非晶合金的玻璃形成能力(Ｇｌａｓ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ＧＦＡ)的突破ꎬ这也一直是非晶合金领域

的核心研究问题之一ꎮ 第一个 Ｐｄ￣Ｃｕ￣Ｓｉ 块体非

晶合金由哈佛大学的 Ｃｈｅｎ 等[７]通过将 Ｐｄ、Ｃｕ、Ｓｉ
的金属混合熔炼并用水淬法在较低的冷却速率

(１０２ Ｋ / ｓ)下制备得到ꎬ尺寸首次突破 １ ｍｍꎮ 随

后ꎬ包括 Ｍｇ 基、Ｌａ 基、Ｚｒ 基、Ｔｉ 基、Ｆｅ 基、Ｃｏ 基、
Ｎｉ 基等在内不同基底的块体非晶合金也通过金

属熔体快速冷却的方法陆续被制备出来[８]ꎮ 到

２０ 世纪末ꎬ日本东北大学的 Ｉｎｏｕｅ 等[９] 改变了之

前重点关注制备工艺条件的思路ꎬ通过多组分合

金混合的策略提升熔体粘度从而提升非晶合金的

形成能力ꎬ通过铜模吸铸法制备的棒状 Ｐｄ４０Ｃｕ３０

Ｎｉ１０Ｐ ２０块体非晶合金直径可达 ７２ ｍｍ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深圳大学 Ｌｉ 等[１０] 设计了一种简便、灵活的热连

接工艺ꎬ以带有特殊设计的互锁结构的非晶合金

板材为原料ꎬ通过对组装的板材进行热压塑性成

形ꎬ制备出了直径大于 １００ ｍｍ 的巨型非晶合金ꎮ
通过该方法制造出来巨型 Ｌａ６２Ａｌ１４Ｃｕ２４非晶合金

性能几乎与铸态样品相同ꎮ 利用互锁装配结构与

热塑成形工艺相结合ꎬ提高了过冷态金属流体的

结构成形填充性能ꎬ可以制造出复杂、精细的非晶

合金三维结构件ꎮ 自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问世至

今ꎬ非晶合金的制备技术从最初的熔融甩带法制

备带材(１９６０ｓ)、球磨法制备粉末(１９８０ｓ)ꎬ到铜

模吸铸法制备块体(１９９０ｓ)ꎬ再到近十年运用制

造的理念突破非晶合金的本征形成能力通过 ３Ｄ
打印法制备复杂几何结构(２０１０ｓ)和界面设计制

备巨型非晶合金(２０２０ｓ)不断地发展完善(见图

２) [５]ꎮ 所制备非晶合金的尺寸实现了从毫米、厘
米ꎬ再到分米的突破ꎮ

非晶合金独特的无序原子排列结构以及处于

热力学亚稳态的特点赋予了其相比于对应晶态合

金更加优异的性能ꎬ比如高强度、高弹力、优异的

软 /硬磁性、良好的耐磨性和抗腐蚀性[１１]ꎮ 基于

这些特点ꎬ非晶合金的出现为催化反应及催化剂

的选择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ꎮ 由于晶态金属材料

如 Ｆｅ、Ｃｏ、Ｎｉ、Ｐｔ、Ｐｄ 等本身就是重要的催化剂ꎬ如
催化领域经典的类芬顿反应就是以零价铁或过渡

图 ２　 非晶合金的制备技术发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ｌｌｏ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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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如 Ｃｏ、Ｎｉ 等替代 Ｆｅ(Ⅱ)对 Ｈ２Ｏ２ 催化产生自

由基等活性物质降解有机污染物ꎮ 此外ꎬ电解水

析氢或析氧等催化反应往往需要用到 Ｐｔ 和 Ｐｄ 等

贵金属材料ꎮ 这些晶态金属材料对应基底的非晶

合金如 Ｆｅ 基、Ｃｏ 基、Ｎｉ 基、Ｐｔ 基和 Ｐｄ 基非晶合

金等具有潜在更高的催化反应活性ꎮ 一方面ꎬ非
晶合金处于亚稳态表面原子活性很高ꎬ更容易参

与氧化还原反应ꎬ表现出高反应活性ꎻ另一方面ꎬ
通过成分调控、表面微纳结构调控(表面纳米工

程)、能量状态调控(超声振动)可以进一步提升

反应活性[１２￣１４]ꎮ 人们将非晶合金引入到上述重

要的催化反应中ꎬ在还原 /氧化催化(有机污染物

降解)以及电催化(电解水析氢、析氧)领域的尝

试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ꎬ比对应的晶态金属材料

表现出更加出色的催化性能ꎮ
适用于催化反应的非晶合金主要以条带或粉

末为主ꎬ这与其比表面积以及在催化反应中可以

提供的活性位点有关ꎬ因此块体非晶合金往往较

少用于催化反应ꎮ 熔融甩带法是目前比较成熟的

生产非晶合金条带的方法(见图 ３) [４]ꎬ所制备的

条带厚度一般在 １０ ~ ７０ μｍꎬ成本低廉且易于回

收ꎬ非常适合催化反应使用ꎮ 尤其对于大规模工

业生成制备的非晶合金条带ꎬ其“废料”可以成为

很好的二次利用催化剂原材料ꎮ

图 ３　 熔融甩带法制备非晶合金条带[４]

Ｆｉｇ.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ｌｌｏｙ ｒｉｂｂｏｎ ｂｙ
ｍｅｌｔ￣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４]

图 ４　 球磨法和气体雾化法制备非晶合金粉末[４ꎬ１５]

Ｆｉｇ.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ｌｌｏｙ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ｙ
ｂａｌｌ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ｓ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４ꎬ１５]

球磨和气体雾化法是制备非晶合金粉末的主

要方法(见图 ４) [１５]ꎮ 非晶合金粉末相比于条带

拥有更高的比表面积ꎬ可以提供更多的催化反应

活性位点ꎮ
３Ｄ 打印法是近年来新发展的制备复杂几何

和宏观多孔非晶合金的方法ꎬ多孔结构的制备也

成为催化性能提升的一种新思路[１６]ꎮ 利用非晶

合金良好的热塑性ꎬ引入纳米表面工程将带有纳

米级孔的阳极氧化铝模板(ＡＡＯ)与非晶合金圆

片叠置于模具中ꎬ通过热力耦合制造技术在原有

非晶合金的材料表面制备出微纳结构如纳米

线[１２](图 ５)ꎬ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催化性能ꎮ 未来

从制备方法入手ꎬ寻求更加高效经济的非晶合金

的催化剂将会是相关学科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ꎮ

ａ.表面负载 Ｐｔ 的 Ｐｄ 基非晶合金纳米线制备示意图ꎻ
ｂ.Ｐｄ 基非晶纳米线的 ＳＥＭ 图ꎻ

ｃ.表面负载 Ｐｔ 的 Ｐｄ 基非晶纳米线 ＳＥＭ 图

图 ５　 Ｐｄ￣Ｎｉ￣Ｃｕ￣Ｐ 非晶合金纳米线的制备[１２]

Ｆｉｇ.５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ｄ￣Ｎｉ￣Ｃｕ￣Ｐ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ａｌｌｏｙ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１２]

２　 非晶合金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水环境化学污染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

题ꎬ污染物在水体中的环境行为、迁移转化、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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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生态毒理效应是科学界广泛关注的焦

点[１７]ꎮ 我国本身是染料生产的大国ꎬ在染料工业

飞速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有机染料废水ꎮ 由于

非晶合金具有高导电性、良好的耐腐蚀性以及生

物相容性ꎬ近年来作为一种环境友好的催化剂已

经被成功应用于水处理领域中染料废水的降解ꎮ
一方面ꎬ非晶合金因本身具有较低的氧化还原电

位使其可以直接作为电子供体对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进行还原降解ꎻ另一方面ꎬ基于非晶合金的高级

氧化技术(如类芬顿、过硫酸盐高级氧化技术)可
以产生自由基等活性物质对有机污染物实现更加

彻底的降解及矿化ꎬ将其变成二氧化碳和水ꎮ
２ １ 　 有机染料废水的处理效果

染料废水通常根据其不同的分子类型呈现出

不同的颜色ꎬ脱色是染料废水处理的一个重要环

节ꎬ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可以快速有效地表

征染料分子的脱色情况ꎮ 根据朗伯￣比尔定律ꎬ在
单位时间内吸光度 Ａ 的变化可以作为染料分子

母体化合物催化降解的一个重要表征手段ꎬ用于

评价非晶合金的催化降解能力(见图 ６) [１８]ꎮ

箭头由上到下表示时间逐渐加长

图 ６　 有机染料分子的降解过程及

对应吸收光谱变化[１８]

Ｆｉｇ.６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ｄｙ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１８]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 通过制备 Ｆｅ￣Ｍｏ￣Ｓｉ￣Ｂ 非晶合金

条带实现了酸性橙Ⅱ的快速还原降解ꎮ Ｗａｎｇ
等[１５ꎬ２０]分别通过制备 Ｆｅ 基和 ＭｇＺｎ 基的非晶合

金粉末实现了直接蓝 ６ 的高效还原降解ꎬ其中

Ｆｅ７３Ｎｂ３Ｓｉ７Ｂ１７和 Ｍｇ７３Ｚｎ２１ ５Ｃａ５ ５粉末对直接蓝 ６ 的

降解速率比相应铁粉分别快 ２００ 倍和 １ ０００ 倍以

上ꎮ 清华大学 Ｔａｎｇ 等[２１] 运用商业铁基非晶 Ｆｅ￣
Ｓｉ￣Ｂ 条带研究了其对酸性橙Ⅱ和直接蓝 ６ 的还原

降解ꎬ结果表明 Ｆｅ￣Ｓｉ￣Ｂ 条带降解酸性橙Ⅱ和直

接蓝 ６ 的速率比 ３００ 目铁粉分别快 １３００ 倍和 ６０
倍ꎻ运用铁基非晶条带 Ｆｅ８４Ｂ１６实现了其对直接蓝

６ 的快速还原降解ꎬ其中 Ｆｅ８４Ｂ１６的反应激活能为

２５ ４３ ｋＪ / ｍｏｌꎬ低于同样条件下 ３００ 目铁粉的

３１ ９８ ｋＪ / ｍｏｌꎬ远低于普通热化学反应的激活能ꎬ
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ꎬ并且 Ｆｅ８４Ｂ１６对染料分子的

降解速率是其对应晶态金属和 ３００ 目铁粉的 １ ８
和 ８９ 倍ꎬ表明非晶合金可以提供更多的活性位

点ꎬ提高催化反应速率[２２]ꎮ 此外ꎬＡｌ 基和 Ｃｏ 基

非晶合金也被证明可以用来降解染料废水ꎬ并且

在 ｐＨ 适用范围及降解效率方面表现出一定优

势[２３ꎬ２４]ꎮ Ｙａｎｇ 等[１６ꎬ２５] 运用 ３Ｄ 打印技术制备了

具有多孔块体结构的 Ｚｒ 基和 Ｆｅ 基非晶合金ꎬ成
功实现了染料废水的高效催化降解ꎬ其中将 Ｆｅ 基

非晶合金与 Ｃｕ 按照一定比例调控ꎬ可以实现对

罗丹明 Ｂ 的降解速率比商业铁粉高 ６２０ 倍以上ꎮ
尽管上述 Ｆｅ 基、ＭｇＺｎ 基、Ａｌ 基、Ｃｏ 基和 Ｚｒ 基非

晶合金都对染料废水的催化降解表现出优异性

能ꎬ但 Ｆｅ 基非晶合金更因其独特的高效催化性能

和低廉的价格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ꎮ
非晶合金除了还原降解之外ꎬ还可以结合高

级氧化技术对有机污染物实现更加高效彻底的降

解ꎮ Ｗａｎｇ 等[２６]通过制备 Ｆｅ８０Ｐ １３Ｃ７ 条带ꎬ结合类

芬顿反应实现了甲基蓝的快速降解ꎬ相比于 Ｆｅ￣
Ｓｉ￣Ｂ 非晶条带ꎬＦｅ￣Ｐ￣Ｃ 条带表现出更低的激活能

和更高的降解效率ꎬ原因在于在催化反应进行中

产生的 ３Ｄ 纳米多孔结构以及条带自身形成的原

电池效应增强了催化反应中的质子转移和电子迁

移ꎬ从而提高了降解效率ꎮ Ｊｉａ 等[２７] 制备了 Ｆｅ８３

Ｓｉ２Ｂ１１Ｐ ３Ｃ１ 非晶条带ꎬ并研究了其对工业染料(罗
丹明、甲基蓝、甲基橙及混合液)废水的催化降解

特性ꎮ 通过微合金化调节非晶合金的原子排位情

况ꎬ实现了电子结构的有效调控ꎬ通过表面电子

离域促使其在催化降解过程中得到更高效的电

子转移速率ꎬ从而提高废水处理效率ꎮ 此外ꎬＦｅ
基非晶合金在催化降解过程中会发生原位自重

构ꎬ自发生成多层梯度结构ꎬ提高了催化降解中

的稳定性ꎮ
２ ２ 　 有机染料废水的矿化

虽然通过染料废水在催化降解过程中吸光度

的变化可以直观得到非晶合金的降解性能ꎬ但染

料分子母体化合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矿

化ꎬ有机化合物分子通过一系列反应进而生成潜

在毒性更高的无表观颜色的中间体化合物ꎮ 所以

研究降解过程中有机物转化成无害无机物(ＣＯ２

和 Ｈ２Ｏ)的效率也是十分必要ꎮ 矿化速率是表征

催化效率的一个重要参数ꎬ它可以根据总有机碳

(ＴＯＣ)含量的测定来进行衡量ꎮ 较高的矿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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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染料中复杂的有机物可以迅速分解为 ＣＯ２

和 Ｈ２Ｏ 等无机物ꎻ矿化率则表明染料有机大分子

最终转化为 ＣＯ２ 和 Ｈ２Ｏ 的程度ꎮ Ｊｉａ 等[２８] 研究

显示ꎬ对于铁基非晶合金条带 Ｆｅ７８ Ｓｉ９Ｂ１３ꎬ尽管其

在特定条件下 ２０ ｍｉｎ 可以对含有 ２０ ｍｇ / Ｌ 的甲

基蓝污水进行几乎 １００％的脱色ꎬ但对应 ＴＯＣ 去

除率(矿化率)只有 ５０％ꎮ Ｊｉａ 等[２７]的另一工作也

得到了类似的结论ꎬ即当甲基蓝、甲基橙和罗丹明

Ｂ 及其混合废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达到完全脱色

时ꎬ其 ＴＯＣ 去除率仅在 ５０％ ~ ６５％之间ꎮ 表明单

一通过有机染料脱色这一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非

晶合金对有机污染物催化降解去除的效果ꎮ 矿化

率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价非晶合金降解有机染料废

水的催化性能ꎮ
２ ３ 　 非晶合金在水处理中金属元素的浸出及循

环使用次数

用于有机染料废水催化降解的非晶合金本身

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多元金属组成ꎬ在催化降

解过程中的金属是否会浸出导致二次环境污染ꎬ
以及非晶合金催化材料的使用寿命是其进一步大

规模工业应用的重要考虑因素ꎮ 首先ꎬ有机染料

废水催化降解过程中控制金属浸出率是十分重要

的ꎮ 非晶合金具有非均相结构ꎬ其与均相催化剂

相比可以有效地还原溶液中的金属离子ꎬ降低有

机废水处理过程中金属浸出的影响ꎮ 例如 Ｌｉａｎｇ
等[２９]的研究结果证实 Ｆｅ７３ ５Ｓｉ１３ ５Ｂ９Ｃｕ１Ｎｂ３ 非晶

合金 条 带 ( ５００ ｍｇ / Ｌ ) 降 解 孔 雀 石 绿 染 料

(２０ ｍｇ / Ｌ)时ꎬＦｅ 和 Ｓｉ 元素的浸出仅为 ２３、０ ５８
ｍｇ / Ｌ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ꎮ 参考文献[２８]的研究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ꎬ在投加铁基非晶条带(５００
ｍｇ / Ｌ)的条件下ꎬ整个降解过程 Ｆｅ 元素的浸出低

于 ２５ ｍｇ / Ｌꎮ
此外ꎬ在实际染料废水处理应用中ꎬ非晶合金

的稳定性和可重复使用性也十分重要ꎮ 人们对非

晶合金催化降解有机染料废水的循环使用次数进

行了探究ꎮ 东南大学的 Ｗａｎｇ 等[２６] 研究了 Ｆｅ￣Ｓｉ￣
Ｂ 和 Ｆｅ￣Ｐ￣Ｃ 两种铁基非晶合金条带类芬顿反应

催化降解甲基蓝的循环性能ꎬ结果表明两种条带

可以在保持降解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分别循环使

用 １２ 次和 ２２ 次ꎬ并且降解速率呈现越来越快的

趋势ꎮ 这与非晶合金催化反应进行过程中其表面

形貌及物化性质的改变有关ꎮ 随着反应进行ꎬ非
晶合金条带表面被氧化腐蚀形成多孔的微纳结

构ꎬ增强了质子迁移和电子转移速率ꎬ剥落的氧化

层又使得更多新的反应活性位点暴露出来ꎮ 同

时ꎬ多元合金组分的存在形成的“原电池”效应也

进一步提高了催化性能ꎮ 这种非晶合金条带表面

被氧化腐蚀成多孔或者花瓣形状的微纳结构在清

华大学 Ｃｈｅｎ 等[３０] 和深圳大学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１] 的工

作中也可以见到ꎬ是提升非晶合金催化性能的一

种潜在手段ꎮ 多数的研究工作表明在循环使用多

次后ꎬ非晶合金仍能保持较高的催化性能ꎬ拥有良

好的规模化催化应用前景ꎮ
２ ４ 　 非晶合金在水处理中的新应用

尽管非晶合金在催化降解染料废水方面取得

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成果ꎬ但相比于纷繁复杂且

数量庞大的水环境化学污染问题ꎬ非晶合金的催

化降解应用其实还远未完全开发ꎮ 从原理上讲ꎬ
无论是还原降解还是高级氧化降解ꎬ非晶合金催

化降解体系对有机污染物具有广谱降解能力ꎮ 山

东大学 Ｗａｎｇ 等[３２] 研究了铁基非晶合金条带活

化 Ｈ２Ｏ２ 对苯酚的降解ꎬ结果显示在优化的条件

下 Ｆｅ７８Ｓｉ９Ｂ１３ 非晶合金条带可以在 １０ ｍｉｎ 内对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苯酚实现 ９９％以上的去除ꎬ并且在

循环使用 ８ 次后依然保持优异的性能ꎮ 深圳大学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１]选取一种饮用水消毒副产物 ３ꎬ５￣二
氯水杨酸ꎬ研究了铁基非晶合金条带 Ｆｅ７８Ｓｉ９Ｂ１３在

中性条件下活化 Ｈ２Ｏ２ 对消毒副产物的降解性

能ꎬ结果表明非晶合金可以高效降解有机氯代消

毒副产物ꎬ并且降解效率要显著优于对应晶态材

料和零价铁ꎮ 经过降解后ꎬ运用中国仓鼠卵巢细

胞对降解前后的水样综合进行了评价ꎬ饮用水样

品细胞毒性相比于未降解前降低了约 ８８ １％ꎬ表
明非晶合金不仅可以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ꎬ还可

以同时降低水样的综合生物毒性ꎮ 未来可以将非

晶合金的催化应用拓展至更多的水环境污染物降

解中ꎬ尤其是高风险含有芳香环的难降解有机污

染物ꎬ如药品和个人护理品、抗生素等ꎮ

３　 非晶合金催化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机制

非晶合金主要通过还原和高级氧化两种途径

对有机污染物进行降解ꎮ 对于还原降解机制ꎬ非
晶合金本身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零价金属ꎬ如铁

基非晶合金是一种特殊的零价铁ꎮ 非晶合金作为

电子供体可以直接还原降解有机污染物ꎮ Ｔａｎｇ
等[２１]工作证实ꎬＦｅ￣Ｓｉ￣Ｂ 非晶合金表面的零价元

素 Ｆｅ０、Ｓｉ０、Ｂ０ 作为电子供体可以有效还原降解

酸性橙Ⅱ和直接蓝 ６ 分子ꎮ 式(１)和式(２)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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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铁基非晶合金在酸性和碱性环境中的还原

反应式ꎮ
Ｆｅ０ ＋ ２Ｈ２Ｏ → Ｆｅ２＋ ＋ Ｈ２ ＋ ２ＯＨ － (１)

２Ｆｅ０ ＋ ２Ｈ２Ｏ ＋ Ｏ２ → ２Ｆｅ２＋ ＋ ４ＯＨ － (２)

　 　 对于还原降解ꎬ往往需要大量催化剂的投加ꎬ
加之不能将有机污染物彻底矿化进一步限制了它

的应用前景ꎮ 高级氧化技术(ＡＯＰｓ)成为人们更

加青睐的一种非晶合金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选

择ꎬ主要包括类芬顿高级氧化技术和过硫酸盐高

级氧化技术ꎬ通过非晶合金分别活化过氧化氢

(Ｈ２Ｏ２)和过硫酸盐(过一硫酸盐 ＰＭＳ、过二硫酸

盐 ＰＤＳ)来实现ꎮ 在酸性条件下ꎬ非晶合金活化

Ｈ２Ｏ２ 可以产生羟基自由基(ＯＨ)ꎻ对应的非晶合

金活化 ＰＤＳ 或 ＰＭＳ 可以同时产生硫酸根自由基

(ＳＯ－
４)和ＯＨ(见图 ７) [３３]ꎮ 这两种自由基具有

非常强的氧化能力ꎬ可以与有机污染物发生快速

的链式反应将其转换为无毒的 ＣＯ２ 和 Ｈ２Ｏꎮ 铁

基非晶合金活化 Ｈ２Ｏ２ 反应原理为式(３) ~ (６)ꎬ
活化 ＰＤＳ 和 ＰＭＳ 的反应原理分别为式(７)、(８)
和式(９) ~ (１２):

Ｆｅ０ ＋ Ｈ２Ｏ２ → Ｆｅ２＋ ＋ ２ＯＨ － (３)

Ｆｅ０ ＋ ｈｖ → Ｆｅ２＋ ＋ ２ｅ － (４)
Ｆｅ２＋ ＋ Ｈ２Ｏ２ → Ｆｅ３＋ ＋ ＯＨ － ＋ＯＨ (５)
ＯＨ ＋ 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 ＣＯ２ ＋ Ｈ２Ｏ (６)

Ｆｅ０ ＋ ２Ｓ２Ｏ２－
８ → Ｆｅ２＋ ＋ ２ＳＯ２－

４ ＋ ２ＳＯ －
４ (７)

Ｆｅ２＋ ＋ Ｓ２Ｏ２－
８ → Ｆｅ３＋ ＋ ＳＯ２－

４ ＋ＳＯ －
４ (８)

Ｆｅ０ ＋ ２ＨＳＯ －
５ → Ｆｅ２＋ ＋ ２ＳＯ －

４ ＋ ２ＯＨ － (９)

Ｆｅ２＋ ＋ ＨＳＯ －
５ → Ｆｅ３＋ ＋ＳＯ －

４ ＋ ＯＨ － (１０)

ＳＯ －
４ ＋ Ｈ２Ｏ  ＯＨ ＋ Ｈ ＋ ＋ ＳＯ２－

４ (１１)

ＯＨ / ＳＯ －
４ ＋ 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 ＣＯ２ ＋ Ｈ２Ｏ (１２)

图 ７　 酸性条件下 Ｆｅ￣Ｓｉ￣Ｂ 非晶合金条带活化过氧

化氢及过硫酸盐产生自由基的机理[３３]

Ｆｉｇ.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ｂｙ
Ｆｅ￣Ｓｉ￣Ｂ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ｒｉｂｂ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３３]

在非晶合金高级氧化技术中ꎬ除了自由基氧化

降解机制ꎬ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对于类芬顿反应在酸

性条件下主要生成ＯＨꎬ而在中性或近中性条件下

主要生成高价铁如 Ｆｅ(Ⅳ)或 Ｆｅ(Ⅴ) [３４￣３６]ꎮ 深圳

大学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１]在中性条件下通过 Ｆｅ￣Ｓｉ￣Ｂ 非晶

合金条带活化 Ｈ２Ｏ２ꎬ借助电子顺磁共振波谱及液

相色谱质谱验证了产生的活性物质是高价铁 Ｆｅ
(Ⅳ)而非传统认为的自由基(见图 ８)ꎮ 相比于

自由基氧化会快速无选择性地降解废水中多种共

存物质ꎬ利用效率低ꎬ这是一种相对温和但选择性

更好的全新非晶合金催化降解机制ꎬ为复杂废水

中有机污染物的选择性高效降解提供了新思路ꎮ

图 ８　 中性条件下 Ｆｅ￣Ｓｉ￣Ｂ 非晶合金条带活化

过氧化氢产生高价铁 Ｆｅ(Ⅳ)的机理[３１]

Ｆｉｇ.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Ｆｅ(Ⅳ)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ｂｙ Ｆｅ￣Ｓｉ￣Ｂ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ｒｉｂｂ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３１]

４　 结论与展望

非晶合金这种具有独特原子排列结构和亚稳

态性质的新型金属材料ꎬ其高效的催化效率、少量

的金属浸出和出色的循环使用性能使其成为水处

理领域十分具有前景的催化剂ꎮ 通过非晶合金高

级氧化技术可以对废水中有机染料实现快速脱色

及矿化降解ꎬ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至复杂水环境

中新兴高风险有机污染物如饮用水消毒副产物、
药品和个人护理品和抗生素等的催化降解ꎮ 准确

鉴定降解过程中的关键活性物质ꎬ深入研究有机

污染物的中间转化过程ꎬ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非

晶合金的催化反应机制ꎮ 目前发展成熟的熔融甩

带法可以为大规模非晶合金催化剂的制备及研究

提供材料保障ꎮ 未来可继续通过成分优化、纳米

表面工程以及能量状态调控等手段探寻更加高效

经济的非晶合金催化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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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２０２２ 年«化学试剂»期刊征订单

«化学试剂»于 １９７９ 年创刊ꎬ是主要报道化学试剂及相关领域的科技期刊ꎬ国内外公开发行ꎮ
«化学试剂»是中文核心期刊ꎬ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ꎮ 是«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

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收录期刊、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秀期刊ꎻ是美国化学文摘 (ＣＡ)主
要摘录的千种期刊ꎮ

«化学试剂»快速报道和介绍化学试剂、精细化学品、专用化学品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理论知识、科研成果、技术经

验、新产品的合成、分离、提纯以及各种测试技术等ꎬ及时反映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ꎮ 热情欢迎各界人士订阅本刊ꎮ

刊　 　 　 号:ＣＮ １１—２１３５ / ＴＱꎬＩＳＳＮ ０２５８—３２８３　 　 　 　 邮发代号:２￣４４４
国内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Ｍ５９ｌ
定　 　 　 价:４０ 元 /期　 　 ４８０ 元 /年

欢迎读者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订阅ꎬ并请将订刊回执回传至编辑部ꎬ如需样刊也请与编辑部联系ꎮ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 ８ 号院 ６ 号楼 １０７ 室　 　 邮编:１０００５０
电话:(０１０)５８３２１１５３ꎬ(０１０)５８３２１７９３　 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ｈｘｓｊ.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ｇｅｎｔ.ｃｏｍ.ｃｎ

订 刊 回 执

单　 　 位 　 收 刊 人 　

邮寄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订刊时间 ２０２ 年 期~２０２ 年 期 订阅份数 　

电子邮件 　 寄款金额 　

银行汇款方式如下ꎬ见款后寄发票

银行汇款:
户　 名:北京国化精试咨询有限公司

帐　 号:１１１７１４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０５０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朱雀门支行



广 告 目 次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封面(彩色)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封二(彩色)

天津阿尔塔科技有限公司 ＱＣ１(彩色)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ＱＣ２(彩色)

广州国际分析测试及实验室设备展 ＱＣ３(彩色)

２０２２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ＱＣ４(彩色)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ＱＣ５(彩色)

江苏强盛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ＱＣ６(彩色)

上海馨晟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ＱＣ７(彩色)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ＱＣ８(彩色)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ＱＣ９(彩色)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ＱＣ１０(彩色)

北化试剂 封三(彩色)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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