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密级

单位代码一 旦旦2UDC 

湖南9森典式等

博士学位论文

三嗦类除草剂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在痕量

分析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Study on Preparation of Triazine Herbicides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and Application in the 

I￥ace Analysis and Detection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副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陈军

柏连阳教授

张裕平教授

农药学

农药残留分析检测

期
主
期

日
会
日

文
员
予

论
委
授

交
辩
位

提
答
学

论文答辩日期 J.()/~. b. ~ 
论文评阅人在1~\I战.冷刷刷饿 .

王吗?钟畔

二0一三年六月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

果 。 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

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湖南农业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

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

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研究生签名:情号 时间 占11 年 6 月 /今 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先金了解湖南农业大学有关保留 、 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P: 学校有权保

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

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同意湖南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

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协议}

研究生签名 : r，~争 时间 识IJ 年 4 月{ ~日

导阳 为与过? hi À_， t> 年 4 月 ( } 日



摘要

将分子印迹技术与常规萃取技术，色谱分离、分析技术及传感器等相结合，用

于复杂样晶体系中痕量目标物的富集分离分析，可克服生物及环境样晶体系复杂、

预处理繁琐等不利因素，为试样采集、分离纯化和分析提供极大方便。本论文是在

前人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分子印迹固相 (微)萃取材料，磁性复合微球、印迹敏感

膜电化学传感器、色谱柱印迹填料和分子印迹搅拌吸附棒等的制备方式和应用等进

行了系统的改进和评价研究，并将其用于实际环境样品中三嚓类除草剂的痕量/微量

样品前处理富集与分离以及农残快速检测领域。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采用远红外热引发和紫外光引发方式制备分子印迹聚合物。 通过对制备聚

合物的吸附性能、选择性，印迹效率、孔隙率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引发方式

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利用平衡吸附理论分析聚合物内部形貌对其结合能、结合位

点类型及选择性的影响。将聚合物研磨、过筛、洗脱模板后装填固相萃取小柱与商

品化C18 固相萃取柱比较分离实际环境样品。结果表明 2 种引发方式制备的分子印迹

固相萃取柱均可用于富集水样中秀去津待测物，其回收率可达到 90.1~←101.9%。与

市售 C18柱相比，净化更彻底，且减少了杂质峰对分析的影响，提高灵敏度。

(2) 以1.2阳聚苯乙烯微球为种球、劳去津为模板分子、甲基丙烯酸为功能单

体、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酣为交联剂，采用二步种子溶胀法制备球形规整且具多孔

结构的大比表面单分散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通过对比制备的聚合物微球形貌考察

了制备过程中溶胀比、搅拌速度、水油比、交联剂用量、乳化分散剂用量等对分子

印迹聚合物微球粒径、表观形貌及孔径分布的影响。将聚合物微球作为色谱填料装

填于不锈钢管柱 (6.4 mrn I.D.xl0 cm) 制备成液相色谱柱应用于土样中三嗦类除草

剂的含量分析测定。结果表明，三嚓类除草剂在 0.1-10 mg!L范围内呈线性关系良好。

加样回收率为 92.10/0-102.0%, RSD<5%(n=6)。本方法的定量限为 4.13 1lg!L，能够满

足实际样品中三嗦类除草剂限量测定的要求。

(3) 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Fe)O. 亚微米磁性粒子，应用溶胶-凝胶技术和表面

键合修饰得到核壳结构的 Fe30.@ Si02@ -y-MAPs 复合微球，再以悬浮聚合法合成粒

径为 1.2 阳n 的单分散赛去津分子印迹磁性微球。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吸收光

谱、磁学性质测量和能量弥散 X 射线分析了印迹磁性微球的表观形貌和结构特征。

利用吸附等温线及 Scatchard 图分析表明秀去津分子印迹磁性微球存在两类不同的结



合位点. 建立了劳去津分子印迹磁性'傲球富集.高效液相色i持分析测定芝I嚓类除草剂

劳去津、特丁津、劳iκ净的分离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士填样品的分离检测，检

出限为在 2.6 J.lg/L- 5.2 J.lg/L，回收率为 80.7协116.6%、相对标准偏差为 2.门V叫.92%。

实现了简便快速富集分离三嗦类除草剂。

(4 ) 报道…种对三嗦类除草剂有识别特性分子印迹膜的制备方法，即通过循环

伏安技术在金电极表面以 3-硫唾吩丙二酸为功能单体，制备特丁津的分子印迹聚 3-

硫嗖吩丙二酸敏感膜电化学传感器。考察了支持电解质、聚合圆数、扪描电位范围、

酸度等对传感器的响应情况及对三嗦类结构类似化合物的选择性。建立实际样品的

测定方法以及样品的重现性。实验表明，该分子印迹脱对三嗨类除草剂具有良好的

选择性和较高的灵敏度。浓度在 0.02 mmol/L-0. 12 mmol/L 范阳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线性相关系数 R=0.991 67)，检出限可达 0.0025 mmol/L。将此传感错用于实际西红

柿和土样中=嚓类除草剂的测定，回收率在 88.5~←92.0%之间。同时传感器的制备

过程简便，重现性和稳定性令人满意，也满足传感器的快速响应要求和灵敏度。

(5) 在石英毛细管内采用微波聚合的方式制备得到了劳去津分子印迹毛细管整

体柱，将其作为网相|微又在i仅头，结合液--液难取和中空纤维膜难取技术，与高效液相

色谐联川，优化 f影响萃l仅效率的参数:萃取和解析溶剂、盐浓度、 pH 值、落取军u

解析时间戊搅拌速度等。建立γ2 种萃取结合模式直接在环境水样中萃取;云嚓类除

草剂并偶联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析方法，对四种:一;嗦类除草剂(莞去津、特丁津、

劳灭净、均. .嚓)被测物的加标回收率在 68.3号也-11 3.2%之间。具备简单、快速、灵

敏度高等优点，适合于实际环境水样的痕由;分析。

(6) 以新型超顺材料敏铁栅 (Nd2FeI4B ) 为某质， 采用溶胶·凝胶技术在磁性粒

子去丽iill行 S i02包棍， ~lf?:r:J t表ifliill行分子印迹， 一步热聚舍物法审IJ备了 . .科『整体

式分子印迹搅拌l肢附萃取棒。将其应用于环境样品黄瓜和土填中三嗦类除草剂的l驳

附革取，通过优化东驭条件，建立了分子印迹搅拌吸附棒--液液萃取和l直接萃取实际

样品中三嗤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在对水样和黄瓜样品的相对回收率达到

73.6<!-←95.5%，成功实现了搅拌棒用于极性溶剂和非极性溶剂巾的萃取分析。

关键词: 三嗦类除草剂: 分子印迹聚合物:痕量分析检测:回柑(微)萃取:色i曾

柱填料:磁性微球:电化学传感器:搅拌吸附棒

11 



Abstract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MIPs) are a new kind of macromolecular materials 

wl由 molecular recogn.ition capability. Because MIP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predetennination, specificity and practicab诅ity， they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antibody mimic, solid~phase extraction, biosensors, 

catalyzing reac世on and other relevant fields. The combination of conventional extraction 

technology,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and sensor technology wi也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ique, have been applied for the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国ωanalytes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al samples. ηùs could sol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由e ∞mplexity

of environment samples and cumbersome proωss of the pretreatment and provide great 

convenience for the collection, enrichment and analysis. In this work we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and carried out som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focusing on the solid 

phase (micro) extraction material, magnetic composite microspheres and electrocb钢;lÌcal

sensor by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ique, chromatographic column packing and stir b缸

sorptive extraction combined with the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ique. Furt.hermore, these 

developed materials were applied for the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trace and trace 

S缸nple processing using 创azine herbicides as representative pesticide residues. The 

following studies 缸'e done in 也is paper. 

1. A往azine imprinted polymers were comparatively synthesized using identical 

polymer forrnulation by far-in企缸ed (FIR) thennal and ultraviolet (UV) light-induced 

polymerization, respectively.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町， equilibrium binding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at room temperature wi曲也.e prep缸ed 阳Ps. The results 

showed 也at MIPuv resulted in three-fold reduction in polymerization time and higher 

specific binding to atrazine compared wi曲曲eir MIPFlR counterp缸15. Scatchard plot's of 

bo由 MIPs indicated 由副也e affinities of the binding sites in MIPs 缸e heterogeneous and 

ωn be approximated by two dissociation-constants correspondingω 由e high- and 

low-affinity binding sites, respectively. Moreover, severa1 ∞mmon pesticides including 

atrazine, cyrom但时， metamitron, simazine, ame町n， terbutryn were tested to determine 

由.eir specificity, and 姐姐1缸 imprinting factor and different selectivity index were obtained 

for both resulted MIPs. Phys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olymers revealed 由at 也e

different polymerization methods led ωthe slight differences in both polymer structures 

and perfonnance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Fourier transform in企缸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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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ption (FTIR), and mercuηanalyzer (MA). Finally, both MIPs were used as selective 

sorbents for 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 of atrazine from lake water, followed by the 

determination using high perforrn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Compared with the 

commercial Cl8 SPE sorbent (86.4%-91.5%), higher recoveries of atrazine in spiked lake 

water were obtained in the range of 93.1 %-93.8% and 94.3%-94.5%, for both MIPs, 

respectively. 

2. Atrazine molecuhu甘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MIPMs) were fabricated 

by two step seed swelling polymerization method. using atrazine as a template molecule、

methacrylic acid (MAA) as a functional monome民 ethylene glycol dimethacrylate (EDMA) 

部 a crosslinking agent and toluene/dodecanol 出 a porogenic agent,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n the shape, the particle size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MIPMs were 

detailedly studied such as swelling ratio, stirring rate, water-oil ratio , and dispersant 

dosage, et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swelling ratio was 40, the stirring rate was 

200 rpm, the water-oil ratio was 3: 1 (v/v), the functional monomer MAA was 6 mmol, the 

EDMA dosage was 30 mmol and the PVA dosage was 0.6 g, a series of MIPMs with even 

particle size of 3-5μm and good dispersivity could be obtained. We adopted an 

equilibrium binding experiment to study the binding capacity of the polymer with 

template molecule, and found through Scatchard model analysis that, for the imprinted 

polymers, the dissociation constant and apparent maximum binding capacity of low 

affinity binding site were KII=8.21 x 10-3 mol/L and Qm，xl=334.23μmollg， respectively, 

and those of high affinity binding site were 'KI2=4.36 x 10-4 molfL and Qmax2=38.07μmol倍，

respectively. We packed the polymers into empty chromatographic steel tube columns (2.1 

mm I.D.x 10 cm) to prepar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columns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specificity with similar structure compound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atrazine content in 

water sarnples.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limited atrazine in water samp)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of 

atrazine was maintained within 0.01-10 mglL (r = 0.9992), the sample recovery was in a 

range of 92.1 %-102.0%, with a RSD lower than 5% (n=6) and a detection limit of 

4.13μg/L. 

3. Magnetic iron oxide submicron particles were prepared by chemical co-precipitation, 

and then magnetic Fe304@Si02@y-MAPs composite microspheres were achieved by 

sol-gel technology. The mag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beads were prepared utilizing 

atrazine as the template molecule by suspension polymerizati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raction perforrnance of the atrazine mag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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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ds were investigated.ηle imprinted bead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fourier 位ans岛rm m企ared spectroscopy, vibrating sample 

magnetometer(VSM) and 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sωpy (EDX).ηle results 

showed 由at the imprinted beads were in spherical shape wi由 diameter 1.2 阳n and the 

surfa.ce Was porous and rough. We adopted an equilibrium binding experiment to S'阳dy the 

binding capacity of the MMIPs wi也 template molecule, and found 由rough Scatchard 

model analysis 也at， for the MMIPs，也e dissociation constant and app缸ent m缸.unum

binding capacity oflow affinity binding site were ~1=6.306xlO-4 mol/L and Qmaxl=22.12 

阳。比， respectively, and those of higb affmity binding site were ~2 =2.887 x 10-3 moVL 

and Qmax2=65. 94 阳101倍， respectively. The atrazine m鸣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beads 

were coupled 明白 HPLC for the analysis of 也ree triazines (atrazine、缸ne往yn 、

terbuthy lazine) . 白le proposed method presented good linearity and the detection limits 

wω2.6μg/L-5.2 ~gIL.刀山 method w，部 used to the simultaneous quantification of由ree

triazines in soil samples.ηle recoveries were 齿。m 80.7% to 116.6% 岛r the spiked soil 

respectively, with the RSD of 2.11 0/0-6.92%。

4. A novel senso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erbuthylazineσ"BA) based on 

3-thiophenemalonic acid (3-TMA) 凶 functional monomer wωfabricated by molecularly 

imprinted technology.ηle polymeric film was obtained on the gold electrode surface by 

electrocopolyrnerization of 3-TMA in 由.e presence of the template molecu1e of TBA, 

也rough the use of cyclic voltamme町 (CV). Several important parameters controlling 也e

performance of the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rner modified sensor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such as 也e monomer conωntration，也e electropolymerization cycles and pH.ηle 

obtained MIP sensor is highly specific towards newly added TBA and the recognition can 

b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由e diff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DPV) to verify 也e

changes in oxidation currents of ferricyanide. In the optimal condition，也e response of the 

imprinted sensor to TBA was linearly proportionalωi也 concentration over 也e range 

2.5xl0-7 moνL to 1.2x 1 0-4 mol/L，明白 high selectivity, good stabi1ity and reproducibility 

(RSD， 2.05%).ηle metho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deterrnination of TBA in 

real samples，明白 a recovery ranging from 71.2% to 84.9% and a detection lin由 of

2.0xl0'S moVL (SIN=3). 

5. A novel method to fast prep缸e molecu1arly imprinted polymer monoli由ic fibers is 

developed with the help of microwave irradiation and used to overcome the well known 

water-compatibility problem of MIP by 1iquid-liquid-so1id micr，ωxtraction (LLS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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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ed hollow fiber- liquid-solid microextraction (HFLSME) system. The resulted 

atrazine MIP fiber was obtained after silica being etched away with a controlled length of 

1 cm, and subsequently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ve extraction including extraction time, desorption time, extraction and 

desorption solvents were investigated for LLSME and HFLSME procedures in detail. The 

selectivity was also evaluated using the atrazine template molecule and its 

structurally-related compounds including 2-amino-4-methoxy-6-methyl-l , 3, 5-triazine, 

terbuthylazine, ametryn and metribuzin pesticides. The extraction ratio for target 

pesticides wωincreased to more than 10 times in atrazine-imprinted polymeric monolithic 

fiber compared to non-imprinted polymeric monolithic fiber. The resulted fibers were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detect atrazine and its analogues pesticides in lake water coupled to 

HPLC and resulted in recoveries in the range of 68 .3% to 113.2%, respectively. lt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technique could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disturbance 

from water when the MIP monolithic fiber was exposed directly to non-polar solvent 

above the aqueous solution. 

6.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commercial Stir-bar sorptive extraction, a novel 

stir bar for sorption extaction based on monolithic material was prepared. The new matrix 

high magnetic and super paramagnetic material Nd2Fel4B magnetic powder as a muddler 

magnetic supply , then magnetic powder by TEOS cladding y-MAPs by surface grafting 

were achieved by sol-gel technology. The molecularly imprinted stir bar sorptive 

extraction were prepared utilizing atrazine as the template molecule, MAA as the 

functional monomer, EDMA as the crosslinker, chloroform as the porogen, by in-situ 

stepwise polymerization. It was then used to extract compound triazine herbicides in the 

environmental soil and cucumber sample . A method was established by optimizing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adsorption curve, stir rate, extraction time, desorption 

mode and desorption solvent. The method ha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1-0.3μglmL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9993. The 

recovery was from 73.6% to 95.5%. The SBSE was successfully used to extract triazine 

herbicides. 

Key word: Triazine Herbicides;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 Trace Analysis and 

Detection; Solid phase (micro) exraction; Chromatographic packings; 

Magnetic composite microspheres; Electrochemical sensor; Stir-bar so叩live

extra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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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分子印迹技术，也被称为"分子模板"或"分子烙印"技术 Cmolecul缸 lmpnn出g

technique, MIT) ， 属于超分子化学学科范畴，涉及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

和材料科学等基础科学的交叉学科技术(1)。是指利用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的相互作用

力，制备形成在空间构型和结合作用位点上与模板分子完全匹配的聚合物，洗脱模

板分子后，聚合物能够可逆性结合复杂基质样品中的目标分子，实现对印迹分子的

特异性识别。因此 MIT 也被学者称为是人工"锁"和"分子钥匙"的关系，并成为化学

和生命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受到世界瞩目并迅速发展阳。迄今， MIT在分离纯化、

环境监测与分析、药物监测与分析、化学催化、手性拆分和分析传感器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应用[3-6)。

1 分子印迹技术的历史发展、印迹制备原理和方法及应用领域

川分子印迹技术的历史发展

阳T源于免疫学，早在 1940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Pauling(7)对 Breinl ， Haurowitz 

和 Mudd 相继提出的抗体侵入可诱导生物体产生抗体的理论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

以抗原为模板合成抗体的理论，为 MIT 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激发了

人们以抗原或靶标待测物为模板合成抗体模拟物的设想。1949 年，Dickey(8)提出了"专

一性吸附"的概念，视为是"分子印迹"的开端，但未引起充分的重视。 1972 年 ， Wulff 

研究小组(9)首次制备共价印迹聚合物实例，标志着阳T 的形成， 并被广大学者所接

受认识。 1993 年，Mosbach 等人[10)开发了非共价型印迹聚合物，其合成研究在(Nature ))

上发表报道后，推动 MIT 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随后在 1997 年，瑞典 Lund 大学成立了国际性的分子印迹学会 (Society for 

Molecular Imprinting，SMI)，其宗旨是"致力于分子印迹科学与技术的全面发展"

C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in aUaspects of molecu1ar imprin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0 1998 年，欧洲共同体启动研究项目资助欧洲从事印迹聚合物(Molecu1町ly

imprinted polymers, MIPs)研究和开发的 8 个研究小组[Ill. 目前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

的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所、 防化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 天津大学、

湖南大学、上海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其 MIT 研究和应用主要集中在[121 : M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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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子印迹技术分类

根据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结合形成主客体配合物时作用位点性质的不同，阳T

可分为三类:共价法、非共价法和共价与非共价印迹的杂化体系法。

共价法，又称预组装法(pre-organized approach)，此法由 Wu1ff的研究小组[9]创立。

其制备过程为: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在适宜印迹体系中先通过共价键结合形成主客

体配合物，再在保持配合物共价联结不变的条件下进行聚合反应形成聚合物。反应

完成后通过化学条件打开共价键使得模板分子脱离。当经上述处理得到的印迹聚合

物和印迹模板分子相遇时，则又可形成相同的共价联结。 此法主要依赖于功能单体

与模板分子之间可逆的共价键作用来制备聚合物及用于后续的分子识别过程。由于

形成的主客体配合物十分稳定，且相互间存在当量关系，因此制备合成过程清晰、

明确，并能在较宽的聚合条件下进行聚合(如高温、强酸和强碱或高极性溶剂条件〉。

其中可逆性共价键结合作用应用较多有砌酸醋、亚胶、席夫碱、缩酸(酣〉、酶和葱

合键作用等 [16) 。

非共价法，又称自组装法(self-assemblyapproach)，由 Mosbachd 小组[10]首次合成。

即通过非共价键结合方式让适当比例的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结合形成复合物，再通

过交联剂发生交联聚合后得到聚合物，最后利用温和的化学和物理方法除去印迹聚

合物中的模板分子。该方法依靠非共价作用形成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的复合物及用

于后续聚合物的分子识别过程。这些非共价键包括氢键、离子键、疏水作用，静电

引力、电荷转移作用和范德华力等，其中最常用到的是氢键作用。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提出了将共价法与非共价法相结合的共价与非共价

印迹的杂化体系法(又称半共价法或牺牲空间法， sacrificail spacer me由od)。 该方法实

际上是把非共价印迹法能快速键合客体分子的长处与共价印迹法的优点.-轮廓清晰

结合起来形成的方法.即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之间先以共价键结合形成单体--模板分

子配合物，交联聚合在洗脱模板后功能基保留在聚合物孔穴中。而当模板分子重新

进入孔穴时，模板分子与保留的功能基团通过分子自组装的方式， 即非共价键形式

结合。这种方法同时解决了共价法 MIPs 识别平衡速率慢和非共价 MIPs 中识别位点

少的缺陷。但因牺牲了孔穴中的部分结构空间，其制备的聚合物选择性能和富集性

能均有所下降。如 Caro 等人[17]采用非共价法和半共价法分别合成阳Ps，从水样中

分离分析 4-硝基酷，发现非共价法制备的印迹聚合物选择性比牺牲空间法的要高。

且半共价法仍然需要用共价法的繁琐过程制备 MIP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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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3 种不同制备方法得到的 MIPs 刘模板分子结合专一性是有区别的(181 。 共价

键法制备的 MIPs 结合位点限制性最强， …般有较强的空间结构方向性，它片对专

功能丢在剧有特异结合作用:但其形成的复合物可逆性差，识别平衡速率较慢，在快

速分离分析过程中 (如色谱〉应用较少。而利用非共价法制备的 MIPs 氢键和疏水作

用的结合能力较弱，可与大部分的小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故制备的聚合物专一选

择性较差。但是由于非共价型其是通过弱的相互作用力在溶液中自发地形成主客体

配合物，可以简单地通过引入模板分子到反应混合体系中"就地"获得，结合容易、

可逆性好、并可在温和的条件下将模板从 MIPs 中除去，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吸附平衡

时间快， 且其识别过程更接近于天然的分子识别系统[19)。因此， 目前大多数 MIPs

都是通过非共价法制得。本文也主要讨论非共价法分子印迹的制备和1}_Îy' ~IJ 。

1.4 分子印迹技术中印迹体系的选择

制备 MIPs 时其印迹体系组成至少箭些模板分子、功能l(!体、交联剂放适当的浴

剂等。由于其识别和l吸附机理都是通过 MIPs 孔穴内定向排列的空间构型和残余功能

慕团与模板分子问及其结构类似物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制备 MIPs 的过程中 ， 刘印迹

体系的选择有儿个要求1201. ①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的结合基团间要有相对强的分 f

间键合作用便于在聚合过程中形成主客体配合物，丹:在聚合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且

被牢固地固定住，同时结合幕团按特异的空间l仅向位置定向排列。②聚合反应约束

后形成的 MIPs 要尽可能地完全除去印迹分子 ， 以免降低 MIPs 的吸附效率和发生{;Il

迹分子的泄露而影响分析结果。 ③得到的 MIPs 黯体应具有…定的刚性和机械强度及

热稳定性，而空间构型具有- -定的柔性: 以确保l吸附平衡能够较快进行. FI 在. -...定

和应 t坦jJEJL有很好'- (t'-J " 11'逆性，也~川j -T快地位讷分离丰n催化A保证多次重复利JlJ 。

常见印迹体系组成见农 1-1 。

l ιl 印迹分子

印迹分子一 -般是待研究的日标化介物lFJJL约构类似的化合物及衍生物。但如

果目标化合物价格昂资或毒性太大， 可以选用类似物及衍生物替代(21)。用共价法制

备聚合物的印迹分子仅限于含极性井有与功能单体发生反应的基团物质:非共价法

对模板分子的限制较小，常规分子巾如果含- .个或-个以上活性某团的化合物拚本

就能制备出高效的 M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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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功能单体

用于 MIPs 合成制备的功能单体目前比较有限。多选择以能形成自组装聚合物的

功能单体，如甲基丙烯酸甲酶(Methyl methacrylate, MMA)、甲基丙烯酸(Me由acrylic

acid, MAA)、丙烯酸(Acrylic acid, AA)、 4-乙烯基毗睫(4-Vinyl pyridine，4.VP)、 2-乙烯

基毗咙 (2-Vinylpyridine, 2-VP) 、 2- 丙烯戳肢 -2- 甲基 -1- 丙炕磺酸

(2-Methyl-2-[(l-oxo-2-propenyl)amino ]-I-Propanesu1fonic acid, AMPS) 、苯二肢

(Para-Phenylenediamine, PA) 、 2- 三氟甲基丙烯酸(2-Trifluoromethylacrylic acid, 

TFMAA)、甲基丙烯酸瓷乙酶( Hydroxyethyl methacrylate, HEMA)等功能单体，或几

种功能单体按比例混合参与聚合物的合成。如以 MAA 为功能单体制备氯三嗦除草

剂印迹分子聚合物 [221: 以 4-VP 为功能单体制备除草剂 2，4-D 印迹分子聚合物 [23. 24] 

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巧|睐乙酸印迹分子聚合物[25]; 以 πMAA 为功能单体的甲磺隆印

迹分子聚合物问。 也有采用共价单体制备农药类 MIPs，如以乙烯基安息香酸酶为功

能单体，合成以有机磷农药分子印迹聚合物[271: 以 1，今双三乙氧基硅基苯 CBTEB)

为功能单体合成制备DDT杀虫剂分子印迹聚合物。也有些以天然化合物为功能单体，

如以 ß-环式糊精为功能单体制备有机磷农药对硫磷的 MPs[281. 在这其中由于 MAA

作为功能单体时，即能与印迹分子形成氢键，又可以形成离子键，且结合速度快等

优点而应用最为常见。

1.4.3 交联剂

交联剂主要作用是原位固定功能单体和印迹分子所形成的复合物结合点，生成

具有特定空间取向的网络多孔结构 MIPs，当除去印迹分子后 MIPs 仍保留特异结合

位点的功能基团和围绕他们的化学环境;同时还要保证聚合物有较高的交联度 〈一

般为 70~←90% ) (29)。 由于要兼顾交联剂和功能单体在溶液中的溶解性以及制备的聚

合物具有一定的刚性和空穴柔性，可应用的交联剂并不多。 目前常用的交联剂有乙

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醋(Ethylene glycol dimethacrylate , EDMA)、 N，N'-亚甲基二丙烯散

胶 CN，N'-me由Iylenebisacrylan世de ， MBA)、二乙烯基苯(Divinybenzene， DVB) ，三甲

基丙烯酸三控甲基丙酶 (Trihydroxymethylpropyl 创me也.ylacrylate， T岛。TMA)、季戊

囚醇三丙烯酸酶 σentaery削tol triacηlate， PETRA)和季戊四醇四丙烯酸醋

(pentaerythritol te怕都可late ， PETEA)等交联剂。其中以 EDMA 最为常用 。

1.4.4溶剂和致孔剂

对于非共价印迹法， MIPs 的再结合选择性和亲合性直接受到溶剂对功能单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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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影响，为促进客体分子的键合程度及增强印迹效率，溶剂的

选择异常严格。因此溶剂的某本要求是首先能溶解聚合反应中的功能单体、 fp迹分

子或其形成的复合物及其他各种所需试剂，同时为印迹聚合物提供多孔结构，在此

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溶剂极性。其次能分散在聚合反应中所释放的热能，利于反应

顺利进行，减少副反应的发生.0 目前，常见使用溶剂见表 1 - 1 。其中氯仿和甲苯应用

最为广泛，因为这两种溶剂既能满足溶解对数单体和模板分子，也不会压制氢键的

生成。然而，商品化的氯仿通帘加乙醇作为稳定剂，而乙醇会阻止功能单体和印迹

分子之间形成氢键，故商品化的氯仿在使用前必须重新蒸馈以除去乙醉[301 。

有时为了增加聚合物孔径的数量和大小，提高印迹分子在 MIPs 中的传质速率以

达到快速吸附千衡，往往需要在印迹体系中会加入少量的致于L剂，如异辛炕、环己

炕、乙腊、正十二醇等。 Turiel E.等报道在旁去津除草剂分子印迹聚合物合成中以甲

苯和乙，腊为致孔剂可有效提问 MIPs 的孔|凉凉[3 11 。

1.4.5 引发剂

在分子印迹聚合物制备巾大多采用的是 自由某聚舍反应 ( 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 ， 聚合速率和聚合物分I:景是其需要研究的两项重要指标， 而链引发

是控制这两项指标的关键，凶此别于不同的体系需要选用不同的引发剂1321。选择时

需从聚合方法、聚合反应温度、刘聚合物的性能要求，安全性等多方面来考虑。目

前'jit用的引发剂大多是偶氮类和过氧化类化合物，少数使用. .苯甲酣和荧光索、|隅

红等染料类的光敏引发剂。其中偶氮类常见使用的有偶氮二异丁腊

(2,2'-Azobis(2-methylpropionitrile) , AIBN) 和偶氮异皮)恼

。，2'-Azobis-(2，4-dimethylvaleronitrile)， ABVN)。有机过氧类常见有-过氧化了 ;当在甲毗

( Benzoyl peroxide , BPO )。元机ij| 发弃'1 ';ì~' tIl (~J有过氧化苯甲酸叔Tn日 ( Tert-Butyl 

Perbenzoa , TBPB ) ，过硫酸仰等。

表 1 - 1 非共价键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常见配方组成

Table 1-1 The formula composition of non covalent bond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同娟酸、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酣、 1-乙基来乙炜、 4-乙烯基苯甲酸、 1-乙烯

常用功能
JÅ苯币酸、}-乙烯必咪哇、 4-乙烯必IIttl陀、 2-乙烯盐n比晓、 丙烯毗服、 2， 6- ， '.丙烯

tp，体
自先版基H比吭、 二二氟吁I其丙烯i酸

常用 一」币基丙烯酸乙二醇醋、 N， N'-亚叩基观丙烯M胶、 二极甲JJi丙炕气;丙烯酸陆、 N， N '

交联剂 寸， 4-苯基双同烯瞰版、季戊川醉与i丙烯酸酣、 3， 5-丙烯酿版基苯甲酸

溶剂 非7}<.相体系 二氯甲炕、氯伪、甲苯、全氟代碳化物

(分散剂) 水相体系 乙j情、内制、甲部/水、 V4氧吠喃、水

引发;剂 偶氮λ异 j腊、或偶氯-异}先腊、过氧化苯甲酸、过氧化苯甲酸叔 l酣、过硫限tljl

级孔剂 正十二醉、JT.辛炕、环己炕、环己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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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Ps 的聚合方式和制备方法

MIPs 的聚合方式依据引发制备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33):热引发聚合、光引发聚

合、微波引发聚合、辐射引发聚合、等离子体引发聚合及直接电化学聚合。其原理

是将模板分子、功能单体、交联剂、致孔剂和引发剂的混合印迹体系在除氧后利用

光或热或辐射及电作用下通过自由基聚合，而对于热敏感的模板分子大多在低温下

使用光引发聚合。其中光引发聚合和电化学聚合制备的聚合物多为膜状，较易控制

其厚度，识别位点分布均匀而备受学者们的重视。

近些年来， MIPs 的制备方法随着新型技术及多功能化材料的引入得到了快速发

展，主要有本体聚合法、原位聚合法、分散聚合法、沉淀聚合法、悬浮聚合法、表

面分子印迹和抗原印迹技术等I341. 其各自的制备工艺及优缺点见表 1-2。

表 1-2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方法

Table 1-2 Preparation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方法名称 制备方法 优点 缺点

利用热引发或光引发直接 该方法成熟，普适性强; 研磨与筛分费时费力，易

本体聚合
聚合印迹体系得块状聚合 实验条件要求不高:所制 破坏印迹位点:聚合物粒
物，再研磨、 筛分，除去 备的 MIP对模板分子有 径不均匀:内部模板分子
模板分子，干燥即得。 较高的识别性能。 不易洗脱。
直接将模板分子、功能单 操作过程简单:具有较高

原位聚合
体、交联剂及引发剂和溶 的渗透性:柱子寿命长， 聚合反应程度不易控制:
剂装在色谱柱或管内合成 可避免MIP 从毛细管内 模板分子较难洗脱等。
聚合物。 壁上脱落。
通过乳化作用，在搅拌作

用下将印迹体系以油珠形 可通过调节乳化剂用量、 乳化分散和惰性分散体系

分散聚合 式分散在水中:加入引发 油水比、搅拌速度等控制 的选择难度较大 印迹和
剂交联、聚合，直接制备 微球粒径.产物较适合应 萃取效率低
粒径较均一的球形分子印 用于非极性环境中.
迹介质.
将印迹体系溶于适当的溶 对溶剂的要求较高，其粘
剂中， 该溶剂可与以上单 不需加入任何稳定剂:操 性一定要小，才有利于聚

沉淀聚合 体互溶，但聚合反应生成 作简单:且制得的聚合物 合物微球粒径的均一:对

的聚合物徽球因不易溶解 徽球粒径范围分布较窄. 于较大粒径的聚合物微球
而沉淀出来. 较难制备.

首先采用无皂乳液法或乳

液聚合法等制备出粒径较

溶胀悬浮 小的种球，后加入制孔剂、 可有效制备单分散的大粒 制备过程较复杂且制备用
聚合 功能单体、模板及引发剂 径聚合物微球。 期较长.

将种球进行溶胀，溶胀过
后再聚合.

表面印迹
将印迹体系与微球溶于一 有利于模板分子的快速结 聚A口物结合量较少:稳定
定的潜剂中，在微球表面 合与洗脱制备方法简单 性较差;可重复利用次数
进行涂败、键合或修饰. • •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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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IPs 中印迹分子的洗脱和后处理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应用原理是通过获得具有与印迹分子在空间构型上 l'j模板分

子相匹配井有多重作用点的"孔穴"， 并可逆结合复杂基质样品中的目标分子，从而

实现 MIPs 对印迹分子的良好亲和性和特异性识别。因此 MIPs 制备完成后必须将印

迹分子从聚合物中去除。通常去除原理是利用温和的物理和/或化学方法削弱或破坏

MIPs 中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之间形成的作用力。常见的如利用强极性溶剂 Soxhlet

萃取处理l35l ， 微波辅助萃取、超l临界萃取和超声振荡处理等技术(36-38 1。而对于模饭

分子确实难于完全去除时可采用虚拟替代模板或易于洗脱的结构类似物合成MIPs。

洗脱模板后的印迹分子聚合物大多需要进二步的后处理， 一般是在适宜条件下

对 MIPs 进行真空干燥、筛分分级和成型力1 1工匀;而处现。保证 MIPs J飞备良好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稳定性、高吸附容;最和使用寿命、特定的形状尺寸，以获得较广泛的实

际应用。经过洗脱印迹分子和1m处现的 MIPs 会阳下与锁版分子?在fflJ构也州[l~配的

维立体孔穴，合适的粒役和11~状。

1.7 MIPs 表征与评价

MIPs 在不同的川的领域人多采用有不川的农征与评价方法。在色i普法巾多采用

结合常数、离解常数、富集系数、分离附二f、分离度、保阴tt-t fñJ 、萃:取效率等来评

价 MIPs 别模板分子和结构类似物的选择性和!来介性1391。物理表~l法主要通过傅立nl

红外(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 FTI町、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扫描探~-j-~做

镜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e. SPM )、热分析( Thermal Analyzer . T G or DTA )、

元素分析(Material Elemental Analysis. MEA)、机!在分析仪( Partic1e Size Analyzer, 

PSA ) 紫外分析 (Ultraviolet Analysis , UV ) 和 X 射线衍射仪(X-Ray Diffractomer, 

XRD)等对 MIPs 的化学组成成分、比农1(lifH、手L本、 fL径A止其分-1Ii、孔l惊形貌、透

过性能和l力学性能等表征和1词Z价。而;在化学传感器的应用巾 ， 多用电信号( J包容、

电流、电导、电1F.等)和光衍号(虫u荧光〉等来评价(40J。在催化应用领域则以催化

效率、反应速率、底物结合量等参数来描述 MIPs 的催化活性141 )。另外还有 Langmuir

方和、 Bi-Langmuir 方貌、 Freundlich 方和戊 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等平衡等源I吸

附模型拟合表征等(13. 1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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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分子印迹技术的应用

MIT 具备良好的构效预定性、特异识别性及实用性，可以根据不同目的而制备

不同的 MIPs满足各种需要。旦与天然生物分子识别系统相比，具有制备简便，适应

各种反应条件、稳定性高和使用寿命长的优点。随着超分子化学的迅猛发展， MIT 

在色谱分离、固相萃取和固相微萃取、 仿生传感、膜分离以及酶模拟催化等领域都

已显不出广阔的应用前景[43-SO) (见表 1-2)。

表 1-3 分子印迹技术的应用

Table 1-3 The application of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ology 

应用领域名称 具体应用方面 优点 缺点

将合成的聚合物作为不锈钢
柱子寿命较长:选择性

色谱分离
色谱柱或毛细管柱的固定

高;可耐高压和极性溶
装柱较麻烦:柱效

相，从而对样品进行分离分
剂。

不够高。
析。

将合成的聚合物作为困相萃
容量不够大: 富集

固相萃取及回 制备简单，选择性高:在极 倍数不高:大多体
相微萃取

取柱或微萃取头的固定相， 性溶剂和水中均可用z 简 系研究的是标准溶
从而对样品进行纯化富集。 化了样品前处理· 液

将合成的聚合物制成膜或者
克服了生物传感榕的不

仿生传感
可装柱多孔珠， 以此作为传

稳定性:提高了其灵敏
大多仍处于实验室

感器的识别原件，固定于传
度。

阶段.

感棍和待测物之间.
利用分步法、同步法或复合 制备简单:分离快:针对 制膜方法、膜材料

膜分离 法将印迹聚合物与膜结合起 性强;无污染。 等发有。待进一步开
来.

酶模拟催化
将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方 提高了酶的选择性、热稳 印迹酶的选择性与
法应用到酶的制备上。 定和耐有机溶剂性. 催高化. 活性有待提

1.9 分子印迹技术存在的问题

MIT 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应用到许多相关领域。精细、复杂

和多功能材料的引入更是激起了学者对阳T 的兴趣例。但这一技术毕竟处于发展之

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 由于目前有效的表征手段有限，相关学者研究大多集中在 MIPs 的合成和应

用研究方面，而对分子印迹的识别机理及印迹分子和功能单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

定量和系统的研究:

(2) 需要将局限在非极性溶剂中进行的分子印迹制备和识别过程从现有机相中

转向水基体系。这要求合成和寻找一些适用于在水相中合成制备如ßPs和识别的功能

单体和交联剂，提高MIPs 的选择性能和吸附容量，使其接近与天然分子识别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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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水平 ， 有利于应用到实际环境中:

(3) 目前多数 MIPs 的制备方式较为繁琐，合成制备戊其印迹效率受到很多l到素

的影响，需要进行大量的摸索试验确定其配方组成和最佳的制备条件， 工作最巨大。

这要求对 MIPs 的设计合成从分子水半提供有效理论指导，简化制备条件优化过程，

提高单分散性和制备效率:

(4) 需要开发新型印迹技术或结合新的技术和材料以实现微量元素和重金属类

离子， 气态小分子， 生物大分子甚至是生物活体细胞的印迹要求。

2 分子印迹技术在三嚓类除草剂痕量分析检测中的应用

与二嗦类除草剂(triazine herbicides)作为防除农田杂草的高效除草剂在世界范罔内

广泛使用 ， 因其结构是由3个碳和3个氮对称排列的六元环结构为ÐJ体，故X被称作

均三氮苯类除草剂。它通过光合系统 II ( PS n )以01蛋向为作用肥标，抑制植物的

光合作用而发挥作用。是在20'111:纪50年代推l i i的传统除草剂，找凶从上1世纪80年代

初开始使用 ， 近年来U成为农UJ主要除草剂品种之一'。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主要均三

嗦类除草剂品种中英文名称和1化学约构式 hl农 1-4 0 由于二嗦类化合物的结构类似于

苯坏，性质稳定 ， 能够 L\JUJ存在 j二环境和作物巾. .1垂成环境和食品的污染，具有"致

时、致痛、致突变"特性。世界各主要农业大国对粮食中=嚓类除草剂残阳制定 '[严

格的限量标准。现今国内外刘三嗦类除草剂残阔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柑色谱法(Gas

Chromatography，GC)、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scopy, 

GC-MS)、高效浓析!色，ii斗法(High Pef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和液相{旦，

i件 ;!:联质谱法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LC-MS)。而其常规样lilt

前处现方法主要有: 向 i9J索氏提取(Auto Soxtec, ASE)、加速溶剂萃取技术(Accelerated

Solvent Extraction, ASE)、微波萃取法(Microwave Extraction, MAE)、超l恰i界流体提取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 SFE)、凝j眩渗透色谱(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GPC)、罔相萃取(Solid-Phase Extraction, SPE)、国相微萃取(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SPME)、 i展质固相分散萃取技术(Matrix Solid-Ehase Oispersion, MSPDE)和向~J液…液

分配净化 C Liquid-Liquid Partition, LLP) 等[51 J。这些技术目前都存在目标物选择性低，

对溶剂有特殊要求，对方法有较强的依赖性，需要特定的昂贵仪器和专业技术人员

等缺点。且其中使用的吸附萃取材料也存在一些严重不足，如目前使用最多的吸附

剂C键仑硅胶 CC1g 、 Cg )、石墨化碳熙、 CGCB )、硅酸续 C Florisil) 、 氧化铝(Alu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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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苯乙烯一二乙烯j占苯 (PSD ) 等， Jt均为 IÞ选择性萃取吸附剂， .jJ;作用机理大

多为 l琉水性作用和l离 f交换 ， 这些特点决定["在取的选择性很差，校对t满足复杂基

体'1 '微盐物质的萃l仅要求。同时由于三峡炎除了it剂在自然环境样川平11/1<体巾的残留

浓度极低、基体复杂， IIJ 1r'ïHJ'~分析结果必须 i飞接依赖于高效和日~ff性的样品前处

理技术。制备J*奇特效选择性和亲和性的三峡类化合物MIPs，用作网相(微〉萃取

剂、色谱填料、股分离及作为敏感材料的传感器等可在富集分离纯化、芮效快速分

析检测、环境监控等多个厅面具有回收率岗、里现性好和快速简便匀:无可比拟的优

势，同时易于与多种现代化分析检测仪器l段川 152 . 53 1。因此MIT在这 -方面的应用前

J;k给了人们以极大的布望。目前分子印迹技术在三嗦类除草剂痕id分析检测中的应

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J面 :

表 L-4 主要均三嗦类除草剂中英文名称和化学结构式

丁、ble 1-4 Names in Chincse and English and chemical structural formula of the main S-triazine 
herbicides 

' 1 ' 必-义二名 '(v'l. f 匕.，，;::聋，'1，μ.J ...飞 。 l ' 饨义;何刷工 f占二.'严't，'I ~J.J-， 飞

,:j )~'/'"I龟 \γ←N，Y内工"''''!川-~咱..- 1." , ;ω JZ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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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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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l.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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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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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n咀 画.n"\Clon

C' 

"h ht(JNL
，N4.世N人-'<

，，-，.， h\l \)'I../lu匾， 时间 m、(.，付 1..，. __ 人 Ju
、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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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λN又NAN 问一々CN,';11 (,'l. I1' 、stA口人 1守t. l;、t1飞
电 I，- '~nt也" ,")'n CYIH'tnz'inc 

2.1 固相萃取

1995年，门本Malrui Jun等人是最早报边将MIPs用作同相萃取剂实现将分子印迹

与同相萃取结合(Molecularly imprinted solid phase extraction, Ml-SPE)应用于三嗦类

除草剂富集分离 l5455| ， fbt备ftl到MIPs){'J棋板分 F荡去津具有较fJZ选择性和富集能

力。随后 ， Immer F 等人1191利用MI-SPE萃l仅水样矛11 1二壤中氯三l嗦农纠， !门|收率为80 % ，

敬低检测限为0.05--0.2 flg儿。 F lorent B.匀人156 1利用特丁津为模板分 fffj~备的Ml-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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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水样和底泥样品中的6种微量氯代三嗦类农药进行选择性富集，除扑灭津外(1'11

收率53% )，其余与王嗦类化合物(特丁津、莞去津、去乙基莞去津、去异丙基芳去津、

西玛津、扑灭津)回收率都高于80 %0 Biamason B.等人(57)利用MI-SPE对植物样品中

=嚓类农药进行回相萃取富集，伺收率为74 %- 77 %0 Timea P. (58)和Chapuis F.等人

(S9 J以特丁通为模板分子制备MI-SPE ， 发现其对水样品中14种三嗦类化合物及其降解

产物呈现的选择性与二二嗦类分子体积戊电荷分布有关，日.不同溶剂洗脱对于制备的

MI-SPE所表现出选择性也不一样，并考察了溶剂中*含盘页、j于回收率的影响。

2001年 ， 西班牙Koeber R.等人(601制备了=嗦类MIPs作为固定相萃取材料用于在

线混合净化系统之中，试验了特丁津，劳去津，两玛津，劳火净等多种主嗦类农药

放其农药降解产物 ， 实现了样品的纯化门 i9J化)1:缩知1I样品净化时间( . ~ ì:欠纯化和l

分析过程只需不到 15 min时间) ，所指IJ备的MIPs经300多次重复富集和吸附循环使用

之后依然性能完好。

2.2 膜分离

Ellwanger A.等人(3SI利用光引发法接枝在聚偏氟乙烯(PVDF)微孔滤膜农田JíX.J)J

印j牵制备了，较早净 MIP 复合膜，该印迹l民对政Y在净只有很高的特异选择性 fl.具有较

高水通姐CC4.59L'm-2.h- 1 -kPa- I)0 Sergeveva T.A.等人(611 以特丁通为模板分子， 2-丙烯歌

版-2-币非- 1 -丙炕磺酸为单体，采用原位聚介法在亲水性聚偏氟乙烯腆表面接枝刊jlJ备

印迹分离膜。通过在制膜液中添加低聚服装甲限醋丙烯酸醋共聚物，提高了膜的通

透性能。 Ij.jJlrtì在课题却l通过光引发接枝jU~技术~1Jij备γ扑火通印迹 PVDF 组合分离

服l62l，该j民表现tii 良好的亲手11性. 1.1.传质|性l力小。

2.3 传感器

Piletsky S.A.等人(63)是较早研究农药印迹传感栋的小组，他们以劳去津为模板研

制的电·时，型分 [EjJ迹传感器H有较强的抗' 1'-扰能力. Ulí~ J.当时间较短 (<30min )，对

势去津的检山|坡为 5 nmollL 0 1999 年， Sergeyeva T.A.等人(64)以在聚合印迹体系中加

入寡聚尿炕丙烯酸酶以增加聚合物的机械稳定性. 1M备了稳定性良好的印迹膜传感

器，其刘三嗦类除草剂最低检测浓度为 5 nmol /Lo 2001 年， Luo C. L.等人16S) 以劳

去津 MIP 为敏感材料识别元件制做了石英微量夭平传感器，对劳去津最低检测限为

2 μmol/L。同年， Tanya P. D.等人(66]直接在金也极表面利用接枝聚合技术合成印迹膜

敏感材料， Jt4 1也抗法和I电容法检测样品中的二l喋类除草剂敌草净，结果表明传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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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抗结构类似物干扰能力。 2∞2 年， Pogorelova S. P.等人[叫在石英晶体电极

表面和场效应晶体管内用丙烯戳肢--甲基丙烯酸聚合带有劳去津或类似物的印迹膜

来制作传感器，检测限可达阳ol/L级。 Sh叶iR等人(68)利用原位紫外光引发聚合方

式，直接在金电极表面制备分子印迹膜，对劳去津检测限亦在阳ol/L级。马永飞等

[69}通过循环伏安电沉积技术在金电极表面制备了 2-疏基苯并咪瞠劳去津聚合印迹膜

电流型传感器，检出限可达 3 nmol/L 。

2.4固相微萃取

固相微萃取(Solid phase nñcroextraction, SPME)是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

-体的无溶剂样品前处理技术(70、 71)。结合 MIT 与 SP~伍的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

(Molecu1arly imprinted-Solid phase nñcroextraction , MI-SPME) 技术同时具备阳P

的高选择性和 SPME 的高灵敏、快速性和适应性强等优点，非常适合于对生物和环

境等复杂基质中目标物的高效、高选择性分离富集。

中山大学李攻科课题组在 MI-SPME 方面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组[72、

73)以三嗦类农药扑草净为模板分子，使用多次涂布热聚合方法在光纤维上制备了涂

层为 25 阳的分子印迹·探针固相微萃取。与 HPLC 在线联用，分析玉米、高宦和土

壤中痕量的 5 种三嗦类除草剂。其检出限均低于欧盟的最大限量要求。

由于涂层型SPME的萃取容量十分有限， Turiel E.等问为了增加萃取相的体积，

采用石英毛细管为模具制备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整体棒，而眨jozan D.等{75-7η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以自制的玻璃毛细管替代石英毛细管作为模子，即以不同内径规格的右英

或玻璃毛细管作为模具，通入含各种模板分子的聚合印迹体系。聚合反应结束后用

机械破坏或N~HF2腐蚀的方法去除整体棒表面的部分石英或玻璃，也可通过控制聚

合时间避免如但P聚合物与毛细管紧密连接，而直接将聚合纤维从毛细管中拉出，既得

分子印迹整体固相微萃取柱。这种整体基质MI-SPME纤维具有几个特点:①具有良

好的弹性，不易折断，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②MIP纤维呈多孔结构，对模板物质

的萃取率与纤维体积成正比:③具有较好的选择性:④由于MIP纤维内部也存在一定

量的特异性空穴，加热和超声有助于加快目标物在纤维内部的传质速率，因此，升

高萃取温度能明显提高其萃取率。

另外李攻科课题组{78-80] 利用微波辅助程序升温法加热悬浮体系制备了分子印迹

磁性微球，该合成制备方法具有聚合时间短(lh)，反应效率高，得到包埋有囚氧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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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磁性颗粒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粒径均匀，且微球粒径可控在 100 nm 以下。并成

功应用于复杂生物基质样品中痕量=嗦类除草剂的选择性分离和富集。

3 课题的提出及本论文研究内容和意义

根据目前国内外 MIT 的研究现状以及当前该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在前人

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分子印迹固相萃取填料，磁性复合微球、色谱柱填料、印迹

敏感膜电化学传感器、分子印迹固柑微萃取和搅拌l吸附搅拌棒等方面及其应用问题

作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以期能解决快速简便制备 MIP 的途径及结合其他萃取技术

扩展 MIP 在各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开展了以下儿点工作:

( 1 )采用远红外热引发和紫外光引发聚合方式制备本体聚合模式的 MIPs，通

过刘制备聚合物的吸附性能，选择性能，印迹效率、孔隙率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不同引发方式刘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影响:利用吸附于衡模型研究聚合物内部

形貌对底物的识别机即戊各种类型结合点在1肢附与识别rþ的作剧。

(2) 开展两~þ种子溶胀悬浮聚合法在水性体系中制备多孔性分子印迹聚合物微

球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 MIPMs)的研究，研究影响种球溶)胀

效果的怯|索，考察制备工艺刘 MIPMs 形态、粉.径及其分布、孔径及其分布的影响。

实现采用悬浮聚合法两步溶胀1M备得到具有粒径均匀分布的微米级球形分子印迹聚

介物。利用 MIPMs (~J ~及附动力学， 探讨 MIPMs 的识别机理及不同类型结合点在吸

附与识别中的作用。将制备的 MIPMs 填于不锈钢管柱审IJ备成液相色谱柱，通过对结

构炎似物的分离|坷:r从热力学角度描机其地择性。为进步开拓 MIPMs 的应用研究

提供础论和实验基础。

(3) 将分子印迹聚合物商选择吸附性 与磁性聚合物微球良好的超j暇磁性机l纣i

合， 1M备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mag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 

MMIPs)，HJ外加磁场作川实现从复杂样，'，，'， ' 1.'快地简便分离， .ì1t. .步指iJ提分子cpj洼的的

)目领域。研究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Fe304 磁性亚微米级粒子，应用碱催化正硅酸

V4乙酷 (TEOS) 水解、缩介，在 Fe304 磁性核表面均匀地包覆 Si02' 通过 3-(三 吁l氧

基硅炕基)丙基甲基丙烯酸酣 (y-MAPs) 与表面的-O-Si-O-进行键合修饰得到了核先

结构的 Fe304@ Si02@ y-MAPs 复合微球。再以劳去津为模板分子， EDMA 为交联剂，

MAA 为功能单体， AIBN 为引发剂， 在水相中通过悬浮聚合法合成属于破表面修饰

的粒径为 1.2μm 的单分散磁性分子印迹微球。通过环境扫描电镜 (SME )、 {tti1P-.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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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谱仪 (FITR)、磁通量测定仪 (vibrating sample magnetometer, VSM)、能量弥

散 X射线能谱仪 (X-ray spectroscopy, XPS) 等方法对分子印迹磁性微球进行性能表

征和评价，探讨聚合条件对控制磁性微球形貌和吸附性能的影响:利用吸附动力学

探讨包覆修饰形式的磁核粒子稳定性和吸附速度。

(4) 采用电聚合方式，以3-唾吩丙二酸为功能单体在金电极表面"就地"制备特

丁津分子印迹敏感膜，构建三嚓类除草剂的电化学传感器。优化考察支持电解质、

聚合圈数、扫描电位范围、酸度等对传感器的响应情况及对结构类似化合物的选择

性。 探索方便快捷，响应迅速，重现性和稳定性好的传感器制备方式.

(5) 利用微波聚合方式快速制备努去津分子印迹毛细管整体柱，将其作为固相

微萃取柱， 结合液…液萃取和中空纤维膜萃取技术，与高效液相色谱联用，考察影响

萃取效率的参数，如萃取和解析溶剂、盐浓度和 pH值、萃取和解析时间、搅拌速度

等，建立 2 种快速直接在环境水样中萃取三嗦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 扩展分子印迹

固相微萃取的应用范围，简化分子印迹一固相微萃取流程。

(6) 以新型超顺材料敏铁栅 (Nd2Fe，J3)为基质，采用溶胶·凝胶技术(sol-gel)

在磁性粒子表面进行 Si02包覆，再在其表面进行分子印迹接枝，一步热聚合物法制

备一种整体式搅拌萃取棒(SBSE)。考察溶液 pH 值、搅拌速率、萃取时间、解吸溶剂

及解吸模式等实验条件对萃取效率的影响。结合液液萃取技术，实现分子印迹磁性

搅拌棒快速简便的用于极性溶剂和非极性溶剂中的萃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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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远红外热引发和紫外光引发制备分子

印迹聚合物固相萃取剂的性能差异性比较分析

固相萃取( 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 ) 是利用吸附剂的官能基因与目标化合物

间的相互作用力(疏水性、亲水性、离子交换等)， 将目标化合物或者样品中的基质

物保留在萃取柱上，从而达到纯化目的(1)。其应用领域涵括了药物纯化、精细化学品

制备、食品分析、环境监测、临床监测、司法鉴定、蛋白质分离等在内的诸多领域(2.81 。

且在近些年来颁布的许多国标检测方法巾，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SPE 作为样品前处理

于段例。前规固相萃取中 ， 作为l吸附材料的 C 键合硅胶(C18 、 C8 )、石塾化炭黑(GCB)、

硅酸镇铠、聚苯乙烯或二乙烯基苯 ( PSD ) 等均为非选择性萃取吸附剂， JL"似附"

和"洗脱"均受目标化合物、吸附剂和溶剂环境三种因素的影响， 使得操作者刘于其

方法有较强的依赖性i101: 目， SPE 机只能_， ，次性使用，重现性茬，较难汹足复杂基体

中微量物质的萃驭要求， 这也刘 SPE 产Jill1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1。而分子印迹技

术具有的构效预定性和特异识别性为印迹聚合物作为团相萃驭l肢附材料获仰越来越

多的关注。

现今对于分子印迹固相萃取(MI-SPE) I白|相帮i仅填料的制备方式大部采用本体聚

合~lilJ备，该方法制备简单、条件易于控制{II)。制备过程中的聚合反应主要以热引发

方式聚合( 12 . 1月，聚合反应温股市超过:50 0C，川.反应时间一般乎F. 15 h全24 h之间。但

此法对热不稳足的化介物不适用。.f1. 1打于通过热分解AIBN获取自由某使得反1、王效率

低' F，体系内的二11二共价)JII1成物小能以优势进行聚合。相应得到的MIPGp迹效率较低。

为了增大印迹的效率， 反应体系最好选择在低温下实现聚合反应( 141。国为在低温条

件Î':，体系内帧扳和l功能耶和非((.J 1JII成物将会在聚什溶液中大:筒子1，:存 ， 能有效illli I7IJ 

迹织穴的反应井保持进行优势聚合。常见以低榻光引发应用最为普遍，其'11 又以紫

外光(紫外波长通常为365 nm)和远红外光波的能量适中而应用最多I15le 紫外光引发聚

介是指利用紫外光(UV)为能源，激发引发剂形成自由基， 从而引发聚合反应。 lj传

统的热引发聚合技术相比，它具有引发聚合速度快、污染小、高效、性能优异和费

用低等优点[l6l，是一种快速发展的"绿色"新技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

光引发聚合反应取代传统热引发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Imma F.等人1171使用紫外光通

过本体聚合法制备芳去津分子印迹，在光化学反应器中 T350 nm处4 0Cl时反应1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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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ber R.等人(18)使用低压柔灯辐照聚合溶液24 h制备了特丁津MIPs作为环境分析的

固相萃取材料。但利用远红外辐射加热引发印迹聚合反应的报道较少见。

本研究采用远红外热引发和紫外光引发聚合的方式合成了劳去津分子 MIPs，通

过对聚合物的吸附性能、选择性，印迹效率、孔隙率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聚

合方式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并将聚合物研磨、过筛、洗涤后装填固相萃取小柱与

商品化 C18 固相萃取柱比较分离实际环境样品。结果表明 2 种引发聚合方式制备的

MI-SPE 均可有效富集水样中的待测物赛去津，其回收率可达到 90.1协101.9%。与

商品化 C18柱相比，净化更彻底，减少了杂质峰对分析的影响，提高了灵敏度。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剂与仪器

试剂z 劳去津(97.5%)、特丁津 (96.7%)、灭蝇肢(98.2%)、 三聚氨肢 (99.5%)、

劳灭净(87.4%)、苯代嚓草酣(95.7%)均购于国家标准物质中心:α·甲基丙烯酸(MAA，

99.5%, New Jersey. USA); 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酶 (EDMA， 98%. New Jersey. USA); 

2 , 2'-偶氮二异丁腊(AIBN，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Irgacure 1800 (Ciba 

Specia1ty Chemica1s Corp, USA); 氯仿(分析纯〉、乙腊(色谱纯)、甲醇 (色谱纯〉、

冰乙酸(分析纯)、氨水(分析纯)均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

均为二次蒸锢水。

仪器: Agilent 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CAgile时， USA)，固相萃取装置 (Supel∞，

USA); MTN-2800W氮吹浓缩装置〈天津奥特赛恩斯有限公司); DIR630远红外加

热炉 (Yamato ， Japan); sh-yz-b 型紫外光化学反应仪〈上海岩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UV-21 0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TENSOR 27 

红外光谱仪(Bruker， Germany); Quanta 2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 Hil1sboro. Oregon. 

USA); PoreMaster33 压柔仪(Quantachrome Instruments, Flori缸， USA); HH-4 数显

恒温水浴锅(河南智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KQ 5200DE 型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 XK 96-B 快速混匀器〈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 试剂纯化预处理

(1) MAA和EDMA纯化:为不影响聚合反应的进程需在使用前将阻聚剂对苯二盼

或氢醺除去。采用减压蒸馆方式纯化预处理，分别在 70.C和 110 .C时收集 MAA 和

EDMA馆出物，密封保存于冰箱中。

(2)引发剂纯化:为保证引发剂 AIBN 的纯度，实验采用重结晶方式进行纯化预

处理，即在温水浴中将 AIBN 加于甲醉中饱和溶解，抽滤后滤液再在冰水浴中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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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MIPs 对模板分子的眼附性能

称取 20.0 mgMIPs和 NIPs 置于 10 mL安培瓶中，加入 2 mL浓度系列的劳去津

氯仿溶液，于恒温振荡器中室温下振荡 24 h后离心。量取适量上清液，通过液相色

谱法测定吸附平衡前后努去津的浓度差计算单位质量聚合物对秀去津结合量 Q。

Q = (Co--C)VIW (公式 2-1)

式中:Q 为聚合物的吸附量 (μmol/g); co为平衡试验中被吸附化合物原始浓度

(μmoνL); C 为达到吸附平衡后上层清液中被吸附化合物的浓度 (μmol!L); V 为

吸附溶液的体积 (mL); W 为聚合物的质量 (g)。

1.3.3 MIPs对结构类似底物的选择性吸附

选用与劳去津结构相似的 5 种化合物:劳灭津、特丁津、西玛津、 灭蝇胶、苯

嚎草酣为底物。称取 20.0 mg MIPs 和 NIPs，置于安培瓶中，加入 2 mL同一浓度的

各结构类似物氯仿溶液，放入恒温振荡器中室温振荡 24h后离心。量取适量上清液，

通过液相色谱法测定吸附平衡前后各物质游离浓度差计算单位质量的聚合物对结构

类似物结合量。

1.3.4 MIPs 扫描电镜、 孔隙率和红外分析表征

利用扫描电镜对聚合物表面结构和粒径进行分析。

根据红外光谱图中吸收峰的位置和强度获得与分子结构有关的信息。研究聚合

物是否存在与印迹分子相互匹配的官能团。

将红外引发和紫外光引发的努去津MIPs及NIPs在 PoreMaster-33 型压柔仪上进

行样品内部孔隙结构参数的测定。

1.3.5 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条件优化

称取粒径为洗脱模板后的2种引发方式聚合的MIPs和NIPs各60mg，以及20mg

助滤剂(硅藻土)，装填于 3 mL带有滤板的 SPE 空柱中，制成努去津分子印迹固相

萃取柱。 固相萃取过程前用氯仿平衡柱子，水和甲醇活化柱子，每次平衡、活化、

上样、清洗、洗脱柱子的溶剂体积均为 5mL，考察不同淋洗液、洗脱液对回收率的

影响。确定最佳的固相萃取条件。同时考察 pH，流速(气动泵控制)，上样量、盐

浓度对固相萃取的影响。接收上样、清洗和洗脱流出液，氮气吹近干，用甲醇定容

至 1 mL上液相色谱分析检测。非印迹聚合物的固相萃取柱制备与萃取条件同上。

液相色谱条件: Hyper sila C18 色谱柱( 250 mm x 4. 6 mm, 1 5 阳吟，流动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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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腊/水(νvv) 60:40 ， 流量为 1 .0 mLlmin，柱温为室温，检测被长为 220 nm，进样ft

为 20μL。

1 .3 .6 实际环境水样处理

表层河水样品采自学校东湖水面下约 0.5 m 处。在 1.0 L 水样中加入劳去津作

为替代物，以 0.45 μm 滤膜除去悬浮物， 然后以过分子印迹固柑萃取小柱。依据优

化的固相萃取条件上样、淋洗、洗脱后在 40 .C 下用氮气吹干， 用甲醇定容为 1 .0 mL. 

待上机分析。

商品化 CI8 (迪马科技有限公司〉固相萃取柱条件:依次采用 3mL 甲醇和 3mL

水活化， 将 1 50 mL 7](样加入到 SPE 柱，流速控制在 1 mLlmin : 利用 3 mL 5%甲醇

水溶液淋洗，洗脱使用 3 mL 甲醉，收集洗脱液后氮l次全近干， 用甲醇定容:宅 1 mL 

上 HPLC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印迹聚合物的最佳配方组成

2. 1 . 1 功能单体与模板的最佳比例选择

功能Jtl体与模板分子的相互作用力戊其作用位点数量对印迹聚合物选择性识别

模饭分子及|司系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为保证所得印迹聚合物能得到预期的非共

价功能团军日适配的孔穴， 参考已有报道的文献ll942l ， 实验选用最常用的MAA作为功

能单体，考察"[功能单体 与模板的最佳比例。保持势去津浓度0.02 mmoJ/L不变，配

置字号去津与MAA摩尔比例为 1:3-1 : 8的氯仿溶液，搅拌预聚合6h启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iG~:j~披 L(t' j捎纣iJ晨， ~I刽2-2a o liiJIt-l 采川紫外光i拼法比较了根板分子劳去~* 'jMAA

功能单体相互结合能力大小， 见图2-元。

11 1 阳2-2a'IIJW.弗兰;在性的特征l吸收岭在220 nm处， 功能l)'!体MAA(~J最大吸收盼头J

2 10 nm ， 势去冲与MAA混合后的扫描 IllJ线λmax=207 nm， 最大吸收峰与混合前相比

发生了红移，表明劳去津和JMAA经过预聚合自组装后形成新物质的吸收光谱。从浓

度比例来看，在'劳去体与MAA比例为 1 :3时和 1 :4时吸光度变化较大，在1 :5- 1 :8时吸

光度几乎没有变化。 对比因2-2b，其中的烦论吸光度闹线是指将0.02 mmol/L二劳去津

和0.08 mmol/L MAA的 (浓度比为 1 :4 ) I民光值叠加l处理后的结果， ElIJ假设是劳去津

没有与功能单体MAA发生作用时的叠加紫外谱图 。 图2-2b中酬，论吸光度曲线的吸光

24 



1支i1i大下实际预聚合h组装后的吸光度的， 点l归2非11溶液混合10的1\&光皮值不是两者

的简t'(t叠加，而是两汗 (1组装作用之后 。 依扮;溶液锁板分子 13功能机体预聚合臼组

装后的吸光值和理论l现光们的最大吸收崎伯扣发的越大 ， 说n)J功能叭体与模极分 f

的非1lEï.作用越强[23] 。 从，f)LJ~J二来讲， MAA与掉去冲形成的配仆物是通过MAA中的两

个竣棋与劳去津巾的知(l点(异丙胶-NH-棋闭)及三嗦环的氮原子相fï_作用形成的[24J 。

问然增加MAA的降尔浓度有利于劳去津与其之间的分子自组装，但大盐过iiJ:未参与

主I l装的MAA可能引起门身分子间的缔合作用，在空间位阻上阳l硝分 f rì组装的进行，

反而会降低选择性纣合位点数数量 [25]。因此 ， 实验选择摩尔比为先去~l'l!:MAA=l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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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劳去津与不同比例 MAA 混合溶液预组装后的紫外吸收光谱图

Figure 2-2 UV absorption spectra of atrazine and MAA at different mole ratios. 

2. 1 .2 致孔剂和溶剂的选择

在MIP制备过..f'Ë'I I ， 敛孔剂的作用是使聚合物具有疏松孔状结构，便于待测分手

lLI:入印迹识别位点，同时致-fL剂也起着浴剂浴f(Jl(.和分散棋扳、功能 ''1'1.体、交联剂等

作川j 。 由于才I:J~价作JU强烈地依赖于部浓的极性，战一般选择介电常数低的非质子

性溶剂如乙肺、丙刷、争〔仿、甲苯等(26J 。 考虑到敢-fL剂和溶剂即 ~lli要溶解多数单体

和模板，又也不会11，- 1I1IJ纸键的产生。 试验'1 1分别考察了以甲苯和氯仿作为致孔剂和

淤剂的配方。 通过提什物对收板分子劳Ld It(!引以附实验和洗j悦难丛j支农砚，以氯仿

{攸济剂时，对股板的l以附jJ:要内于以叩兰~做浴剂的MIPs ， 而MIPs似极分子洗脱时也

相对容易。 故本实验采JTH反仿作为致孔剂和1浴剂。

2. 1 .3 交联剂的选择

交联剂主要作川足为了 |叫定功能 e'JÍ14QII悦板分子形成的阳什物饱含171 ，使之牢

Ir'jl地处于期望的纣构之 11 1 ， 聚合完成后 IIJf.如|?打印迹的高聚物在常川浴剂巾不易溶

解，行利于其实际应川(27] 。 此外，通过山川不|司和l'类的交联剂汪(j~~何网客体健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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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以及围绕他们的化学环境问。 分子印迹反应在有机溶剂中进行时，站别的

交联剂主要是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酶 (EDMA) 和二乙烯基苯 (DVB ) 。为实现有·

效的印迹效果， 交联剂的反应能力和功能单体应相类似。通过选择适当的交联剂，

可成功实现无规的共聚反应，从而使功能单体所衍生的功能残基能均匀地分布于聚

合物的网络之中。 因功能单体选择的是MAA，依据匹配性该实验采用EDMA作为交

联剂。

聚合反应体系中交联剂与功能单体二者之间的摩尔比例别形成的聚合物刚性性

能和空间结合位点的柔性性能影响较大，也决定着分子识别的半衡速度。当二者比

例过小时，形成的空间结合位点彼此间距离会较近，以至于其结合位点不能独立工

作，影响聚合物的选择性和吸附性能. .Fl. fF.极端的情况下，相邻的结合位点功能会

相互阻抑。但是在大比例摩尔比时， 模板和!功能单体问存在的非共价键相互作用位

点极有可能会受到破坏， 其印迹效率大IWfF降 ; fi 得到的MIPs强度很大，难以粉碎，

聚合物孔径较小。同时也会发生模饭包坦t\过招标， 滥成洗脱困难。本实验考察了EDMA:

MAA摩尔比为 1:4 ， 1 :5. 1 :6 ， 1 :7 ， 1 :8时1M备的聚合物印迹效率，发现;二者靡尔比为

1:51H印迹效率最高， I斗.聚介物子L径分布较为均匀。故本实验采用MAA: EDMA摩尔

比为 1 :50

2.2 分子印迹聚合物红外分析、扫描电镜和孔隙率表征

2.2. 1 分子印迹聚合物红外分析表征

功能!yt体 'P幕词烯酸、模板和分子印迹聚合物MIPs(~J红外光谱图如l割2-3 ， Itl l刽

-"J hl2利t引发聚介方式tlJ1j备的MIPs红外l吸收岭在l到非常接近， .~差异性不大。这是山

J '. :JlWIJ备 l忖所采川配方. :Jt . .样的，作为聚介物付织的功能单体与交联剂类型、含:fIi:

相|司。因此， 2种聚合物具有相同的化学组成>>.结构，相应的红外吸收光谱相似度极

i归。 Jt 1-1 ，主1:外i普 |刽"， (r~-OHl生-NH2米自 J)J fJ~斗'1.你MAA; -CH3 、 -C=O及-c=c-米自 j二

功能单体MAA丰[)交联剂EDMA. 这些单体戊交联剂分子结构中的特征功能基凶均能

在红外l吸收光锵 '1" 找到相1f.\Y.f'f.外 l吸收峰。其叶1势去津分子中三1嚷环的红外特征l吸收

峰在1600 cm- I左右 ， N-H在3300 cm- I处:而生产聚合物后2958 cm-I形成较宽的峰为

-OH的伸缩振动峰， 1732 cm- I为c=o的伸缩振动峰， 1635 cm-I为C=N双键的伸缩振动

峰。交联聚合后 ， 1635 cm-I附近的C=Nx，X键峰很小，说明交联剂和功能单体在制备

条件下大部分迸行了交联聚合，只有很少部分残留，劳去津作为模板分子已嵌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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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聚什物 q 1 0 . 11 夕Fi二 H~印迹聚介物qIN-II I大|形成 r II-N-门氛m~r移节低波 l幻 1 50

cm-l ，红移了 150 cm- I ，表明了荡去津与功能单体之间形成了强的结键作用 ， 交联聚

fT何到rl'~MIPs确实布在可以同ElJ j恋分 [);k结构类似物斗11 fï.作Jl] (1'']化学~J占 1:11 (29] 。

M1PUV 

MIPF1民

~OOO JSOO 3侃" 2500 2000 1500 1000 

响8v.num~rs(cm- 1) 

图 2-3 不同引发方式 MIPs 的红外光谱图比较

Figurc 2-3 Comparativc FTIR spcctra of prcparcd matcrials by FIR- and UV- polymcrization 

mcthods. 

2.2.2 分子印迹聚合物扫描电镜表征评价

图 2-4 不同引发方式 MIPs 和 NIPs 的扫描电镜图

Figurc 2-4 SEM of M IPs and NIPs prcparcd by by F IR- and UV- polymcrization mcthods 

r1:1扪拙Ij 18，镜-1I- :J1 (见图 2-的， 利用分子印迹技术得到的高度交联聚舍物是一种

多孔结构的蜂窝状物质，宅 íl~~什物的农1m)t)JIl千衍，而印迹深什物立体效;民主巨明

段 。 这可能是由于快板分 f 与功能 Ir~体形成配合物在高架物内部占有了原始空间，

叫洗脱后处理后，原始空间成为小子L I而残阳在内发物内;而空白印迹聚合物山于没

有配合物的形成， 产物 1-分I~呗|币致帘。 这也足 MIPs 的印迹效果比 NIPs 印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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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戊!J! 多的.fL火1301 这山 IJIl!锐照片上所，(ì到的绒 衣 2-1 夕IJ :1 1 了奴仆物物理灰 I{U

特性，从总的手L体积，点面积和总孔隙率之间比较-&明， 添加的印迹分 f形成的 MIPs

mJJIl [聚介物的?丰功物月1忡N 0 11 1 fJU交人的友rflîÆ~~ ， .fL体积1'11总{L隙瓜，也只)4实

F来的吸附实驰提供较好的识别性能.

点 2- 1 不同引发方式 MIPs 和 NI Ps 的压隶仪物理特性

Table 2-1 Physical propcrti臼 ofthe MIPs and NIPs dctcrmincd by mcrcury ana lyzcr 

聚合物 总.fL休职 (cm3/g) .&面积 (m2/g) 总.fL阴tJ主 (%)

MIPF1R 0.44 198.92 64.58 

NIPFIR 0.39 145.74 52.93 

M1Puv 0.52 213.92 83.64 

N1Puv 0.48 179.25 77.1 3 

2 .3 分子印迹聚合物对模极分子的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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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6 不同引发方式分子印迹聚合物对劳去津的吸附等温线

Figurc 2-6 Comparison of cquilibrium absorption obtaincd in separatcd cxpcriments for both 
FIR and UV polymcriLation polymcrs. 

采用 1.3.2的等Hhl平衡吸附实验测定2非11 JJ ;r飞it'J备的劳去rl!MIPs不llNIPs对不同浓

j立先láll ( 0. 1 mmol/L 1.6 mmo l/L ) 1!&~H1皮的乙:介fliQ ， 绘ibdt?汹l以附 Illl线，研究分

千印迹聚合物X'J攸扳分 f的结合特性

11 11剖2-6所知， 主i测试浓皮不断增火时， MIP11R刘榄扳分 f先去Ht的结什量从5.74

μmol/g坪，1大到36.43μmol/g ， MTPuv从5.94 μmol/g用大到52.50 μmol/g o 而qh聚合物

(1=约含112上变化小火，分别任 1 5. 1 6μmol/g乎1120.2 1 μmol/g水平趋 j二饱和1，其l吸附等温

线形状炎似 j二'Langmuir攸jltll3lL 同 IH 也 Ilf 7ì"全IJ MIPs;H-f相 IriJ浓瓜拷ldlq;[仿挥手液的

J点物l吸附量可jU大 fNI Ps，这充分证明 {EM I Ps 'l I形成了与劳去冲牛11匹配的特异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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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2-7 不同引发方Z式飞f估巾制b归例IJ 1斜昏阳MI川l

Figurc 2-7 Sc;泊'川Ich川:l nl plo川}川t o\'cr 0. 1卜- 1 .6mnHυ}什l川/川L C()川』川ICC II川tn川川'川t io川n r们川R飞':1汕t川川n只c for FII仪l.- (A) ;汕11川Il(叫d l 

lJ飞v人-p】o lymcrisa t ion ma tcria Is ( 13). 

Y，) 也/J.fJ也~~入MI 究和1 ~'I' 1ft M I Ps ('!J 't.'，介WS:tI . 川J ScalchanJ g~ )~'JI12 . 叫刘咛站川*~f1

,11, !'~ J./l( l',': ll1: ( J 处JII' ';}- Hi Scatchnrd lJ f'l' J飞 1)11 I、:

Q/C (Qm川-Q)/K，. (公式 2-2 ) 

」飞 '1 ' : Q )，)J，民介物(I{J 1版附:1 1.( ~lIl1 0 1/且) ; C‘为|叭 Ilf.] ìl支 '1' 川机、分( (I{J 、 l' i归ri农 N.(mmo I/L ) ;

Ko Y'j 纣l f守忡，1.lAOfJ 、 lì 甜Jf~l( I'/~~ 泊'数(111 01/ 1小 Q川川 YJ#llt 介(心 },1,1, 11占人 kJ.，见fJI 介 ; ll (LImol/且) ω

以Q/C ' )(,] QflJ j、1) Scatchard 111 1 线~，等12-7 ， 11 1 1吁 11J j,1I :H'I' ,; 1 :从 h )\:1•1) 备的LlJ j企 41: 介物

(1 ，飞1 'I 'IV j!II~ ',' ，， ?~t， λ采 (11 (1 ，'~I 州 ~;I，; (J 1均个 11)] !II~ (I!J "'~I~分分 ~)I] (J l~ /J. (气'~Iλ 系，说 11)]

J，~~介切 '1' (I{J iH ~)I) (ì/ .'.1.1, J l (f小 "，] íl{J f1 川n顶， lUjJA iiilOMIti fr 仙，l.t-L1·j 拷 L i P (t(J 't.'1 介 Jf -1、

J乙甘 fft n(J 0 l!1I (I ~ i~!IJ í江 (I(J 先L:~- II ~'(xJQ ;~.II，I( o. 1 1.6 111111(1/1 ) 1)'1 , l川iH日介物 l 叹{( (1 ，1吗

?二小 111] 的'1，'， {~仙人1. 这;二!人1 ).) (1 HJ1] (作 11 :只价刊'1 Ì\ 11 J>sll'). J)j fj~ ", f小乎II[[Jj企分 f之fllJ IIJ 

以jffij士也忡引介形式川~}戊小I"J炎刑的~介物， 1日介 '1 I戊 III j在W~介物J，丁 úUJì?十~~板， !J也

形成 j'jlfi 个 III] tl J贞的竹川 {业以‘ J!且di以 fr忧'~I h f川I<J ~::I 中乎I I1IQWI' IIJ 分 ~ll] 二kf~) J点 "y，

4刷扣|川1)力) r么纣约l占1; 介 {仙心 入，1，1川，1

J川1此4 人 k l.均砚丛咒l归问川夕纠η引tJ山lI 介 !川川川I口'-1叫|飞• 1儿L敬J扎忡圳l扣川l〈; !见A!ι~.t丘<2-2 0 1达~j沾」ι1 }ψJ" ì说j兑t l川圳~川v川j 队νM川tI们1门l门川p、>s'ν叫4ρt叫l '仆l 业 f行r (仇I (1的F内阳(甘j川IJJ内M均t 炎f古纣纣1J山1ll f介? LX J J J 

占|lJUJ;!l L自介物 I ) 十们反分(- IJG ~Gn<J~ ，~'片n ;j'， 千1 1 刊 JIJ ri，介 i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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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不同引发方式MIPs和N1Ps的结合常数

Table 2-2 Tbe adso叩tioo pa rameter of MIPs aod NIPs 

聚合物
线性方程 ~txl0"" Qmaxl Kd2 xlO"" Qmax2 

高亲和位点 低亲和位点 (mol/L) 〈阳nollg) (mol/L) 〈阳nol/g)

MIPFlR Q/C=66.39- 1 .86Q Q/C=35.23-0.3 1 Q 5.38 35.70 32.30 113.93 

N1PFIR Q/C=117.13- 10.89Q Q/C=34.95-1.69Q 0.92 10.76 5.93 20.70 

MIPuv Q/C=67 .23-1.3 7Q Q/C=40.26-0 .13Q 7.33 49.25 76.50 307.78 

N1Puv Q/C=83 .02-4.41 Q Q/C=54.04-2.04Q 2.27 18.96 4.90 26.49 

2.4 分子印迹聚合物对不同底物的选择性

印迹因子(irnp血19ting factor，IF)和选择性指数 (selectivity index，SI) 常用来评价

MIPs 的吸附选择性能。其中印迹因子其定义为问:

IF=~IP/ONIP (公式 2-3)

式中， QMIP为 MIPs 对劳去津的饱和吸附量，仙IP为 NIPs 的饱和吸附量J.1ll10Vg。

选择性指数 (SI)公式如下(36] : 

SI= _gMIP (analyte )/Q N1P (analyte) 

Q MlP (templae)/ QNIP (template) (公式 2-4)

实验中选择了 5 种与劳去津结构类似物(其化学结构见图 2-8) 来考察印迹聚合

物的选择性。其评价数据见表 2-3。由表可知， 2种方式制备的聚合物对各分析物的印

迹因子和选择性指数顺序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即表现为劳去津〉灭蝇胶〉特丁净〉西玛

津〉赛灭净〉苯嗦革翻.这是由于灭蝇胶、特丁津、西玛津、劳灭净与劳去津官能团结

构比较相似，因而相似度越高表现出的选择选择性指数差异性越小。苯嚓草酣虽也含

类似官能团，但其结构与劳去津相差较大，与聚合物中的孔穴不匹配，故其吸附率最

低。这与通常的 MIPs 识别机理一致，即阳P之所以能选择性地识别模板分子及其结

构类似物，是因为其具有大小、形状和官能团位置与模板分子相匹配的孔穴。

α'líNγNHCI电叫

NγN 

NHCH(CHJh 

1. .衍.1Dt

hN~N时 {-ì-<.'-}-饵'
T " ,{ Nø 

1. C)'I'ID.幽e 1lftt阳"怖011

。丁NγNHGH， H)αÌ'ÍNγ阳吼叫 崎岱"Nγ阳叫叫

"、f" "γN NγN 
NHGH. 闸ICH(CH))) 肉HC.Jt，

... .协ulat 5._崎γ· 6. .r~D 

图 2-8 舅去漳及其 5种结构类似物的化学结构式

Figure 2-8 Molecular structure of six analyt四 for tbe sp优ificity study. 

31 



表 2-3 不同引发方式 MIPs和 NIPs 对结构类似物最大吸附量，印迹因子和选择性指数

Table 2-3 Maximum binding number (Qmu), imprinting factors (IF) a nd standardized selectivity 

index (51) for MIPF隙 ， MIPuv , NIPFlR and NIPlIv 

化合物
QMIP(μmollg) QNIP(μmol/g) IF SI 

FIR uv F1R uv FIR UV FIR uv 
莞去津 27. 12 36. 12 12.96 17.47 2.09 2.07 1.00 1.00 

灭蝇敝 20.71 28.57 12.43 17.64 1.67 1.62 0.74 0.79 

国王L~津 18.55 25.52 11 .59 15.66 1.60 1.63 0.7 1 0.79 

劳灭冲 15.13 23.87 11.07 16.13 1.37 1.48 0.61 0.72 

特丁津 14.01 22.61 11.3 1 16.87 1.24 1.34 0.55 0.65 

苯嚓啡嗣 12.02 14.29 10.85 11.25 1. 11 1.27 0.49 0.62 

聚合物州 20mg !成物浓度: I.OmmoVL 体积2mL 吸附时间 24 h :在澜 (25 'C) 

2.5 分子印迹聚合物作为固相萃取剂时的条件优化

2.5.1 上样溶剂的选择

实验选取了'jit见溶剂: …每( 11 1;皖、氯伪、内阁、乙!陆、 I~J醉和l水等作为上样浴

剂。上样体积 5 mL . 浓度 10 mg/L。约果表明使用丙酬、 甲醉、乙!情为溶剂时会造

成模板分子劳去津不同机应的穿漏， 这是由于溶剂极性较强时会干扰或削弱 MIPs 中

结合位，1.与 14芳:占洋之间的纸键作川。丽在:氯甲炕、 氯f}j 、 水中对劳去W((.J I驭附容

量较强且差异性不大，这是因为非极性溶剂可有效的保护 MIPs 亲手11结合作用力氧

键 ， 'I(rj用水做溶剂时，结合位点周围的疏水作用化学环境占了主导作用，加上 SPE

柱的塔板柱效应，提高了保留程度。这为实际水样中劳去津的富集提供了方便， UI1 

在水样萃取可直接上样。

2.5.2 淋洗溶剂的选择

在刷刷p在取 I tl .为消除杂质的干扰须~择合适的淋1Jt溶剂以除去干扰化合物，

而对于 MI-SPE 柱， 由于 MIPs 的特异性吸附，杂质…般相对较少。试验考察用不同

体积分数比例的 '1'醉/水的浓作为淋洗剂X~棋扳分 'f在柏: " I保阳的影响。结果农 IVJ:

加大淋洗液的体积和增大甲醉比例会使样品净化更彻底，但当甲醇比例达到 20%

时 . 5 mL 淋洗液就会将模板分子势去津带itl而影响目标化合物的自I ~女卑 ， 试验选择

10% 甲醉的水溶液 8mL 为淋洗溶剂。

2.5.3洗脱溶剂的选择

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将目标化合物洗脱下来，实验考察了 50%甲醇/水溶液和不同

体积比例的氢化甲醇溶液(3%. 5%. 8%. 10% . 12%)作为洗脱溶剂时对样品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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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ji~响 。 结果表明 : 50%可l醉水溶液洗脱效果较差，用量 15mL 先1;$ r~[ñl收率才能达

到 85%以上。 而采JTJ3%氨化币醉溶 5mL 时先 lâlt回收率可达到 92.34%。 随着氨7J<

Lt例的烟加，问l民半山依次附加 ， 考虑到样川后纵:处理和液机!分析检测时对基线的

彤响。 故选用 5mL 、 5%的氮化甲醇作为洗脱液。

经过优化，最终选丹m 5 mL 甲醇和 5 mL 水活化柱子，浓度 1 0 mg/L 劳去津 5mL

作浴剂上样，用 20%甲醉的水溶液 8 mL 淋洗，最后用 5 mL、 5%氨化甲醉作洗脱液。

2.5 .4 流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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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流速和 pH 对回收率的影响

Figurc 2-9 Effects of recovcrics on pH and flow ratc. 

战!育、 1 mL/min , 2 mL/min, 3 mL/min , 4 mL/min , 5 mL/min 设定的流速上 10 mg/L 

的水样 5 mL，淋记忆、洗脱而氮气吹近 F盯-iE容为 1 mL ill液轩Iß~{(l挂行分析测定。

纣* c 见上阁 ) !J .lJ斗岛也将流速的增加，作，'u'1 [nl收率会快速的降低，只) r~证实验速

改&币的回收率，确定挝佳流速为 1 mL/mino 

2.5.5 7.1<样 pH 和盐物质的影晌

一般河水 pH 1'1: 6--- 9 之间:海7]<样""'1 p11 .(E 7.8.......， 8.3 之间 。 不考虑共他干扰因

炭，以 1.0 L 过 0.45 μm J悦的河水为桔底，分别调整 pH 为1.0 ， 3.0, 5.0, 7.0 , 9.0 

和I 1 1.0，然后加入 11标拷 ld住标准溶液，使其位终质量浓度为 1 0μg!L.混匀后参照

" 1 .3.2" 的方法址行处理。 结果发现， pH 为 7.0 时 R标芳去津的|口|收率将遍较高，重

r~f!:较好。

以 1 .0 L 1二离子水只JJ￡底，配制含有$4化制分别为 o mM, 1.5 mM , 3 111M , 6 mM, 

1 2mM 和 24mM 的不!IIJ盐浓度，同上处JII~，考察盐物质的彤响。 在ii贝发现，水样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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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铀的浓度在 0-24mM 范围内对目标劳去津的同收率无显著影响。因此，本实验

确定水样过柱前用盐酸或者氢氧化纳调节 pH 全 7.0 即可，对盐度不进行调节。

2.5.6 MI-SPE 柱结合能力

将装填好的分子印迹柱依次用 5 mL 氯仿， 5 mL 甲醉. 5 mL 水各保持 5 min λ卡

衡活化后，上浓度为 1 mg/L. 5 mg/L. 10 mgIL. 20 mglL, 40 mglL , 80 mgIL的水

样 5 mL. 速度为 1 mLlmin 过 MI-SPE 柱，并分段接受淋滤液，每 10mL 为 一接受组

分。每一段淋滤液经过旋转蒸发仪浓缩后定容为 2mL 上液相色谱分析检测。结果显

示在上样浓度为 80 mg/L 时均能检测到淋滤液存在旁去律，此时说明柱子已经饱和。

其中远红外热聚合材料 MI-SPE 柱淋滤液中有 2.4 mglL 浓度穿透固相萃取柱，而紫

外光聚合 MI-SPE 柱淋滤液中;何 1.72 mglL 浓度穿透固相萃取柱，根据上柱前芳去津

浓度和淋滤液中劳去津的浓度之差求得 2手中材料MI-SPE .tl:的最大吸收最分别为热聚

合 : Qmax=0.076 mmol饵， 光引起介: Qmax=0.064 mmol/g 。

2.6 实际样品分析测定

技!黑试验优化好的li1n丰H~l仪条件，选择 t mg/L , 10 mg/L, 20 mg/L 汽个浓度测

试 2 种寻|发方式的聚合物对水样中劳去样的1"11&卒，并与'rl\ Ir~化的 Cl8 枚做对比。

表 2-4 劳去津水样的精密度和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T"able 2-4 The results of RSD and recovery experiments in lake water samples (n=6) 

聚合物 标准添加量 (mglL) 精测值 (mg/L) 回收率(%) RSD (%) 

0.97 97.1 5.12 

MIPFIR 
10 9.08 90.8 3.27 
20 19.21 90.1 2.76 

0.95 95.3 4.52 
10 9.44 94.4 3.47 
20 20.37 101.9 5.92 

MIP\JV 

0.86 86.4 3.78 

C l8 
10 8.95 89.5 2.5 1 
20 18.96 94.8 2.17 

其国收率结果J，\!.表 2-4. 色i曾因见 2-10。从I~I收率表中可以看到. 2 种方式制备

的 MI-SPE 柱对于目标分子的回收率在 90.1 o/c俨10 1.9%.而 CI8 柱的回收率在

86.4号也-94.8%之间。这是因为 MI-SPE 柱是以 MIPs 上留有记忆空穴及残留功能搭作

为亲和性结合位点，对目标分子产生特异性的吸附，而洗脱时利用浴剂极性可以较

容易的破坏其结合作用力.8标分子较易被彻底的洗脱下来。而 C18往是某于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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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到11败附，刘门标物的l版阳4 IJ洗脱溶剂的极性行久， JI.~'J 化介物的.ì&rf'~1 小姐。 对

比色讲|刽也 IIJ以看出， 3 利1力-式的 SPE 对样JIll的净化占I~较充分。 InJII才别比操作Ut'I1

MIPs 抖 1 J C' 8村扪l忆， 1J /(ì r洗j悦试剂和l浓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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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不同引发方式聚合物装填的 M I-SPE 和 CI8柱对水样中荡去津的萃取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ure 2- 10 Comparative 11 PLC chromalograms of the spikcd 1akc watcr of atrazinc with a final 
concenlralion 1 mg/L on M I-SPE and C1s-SPE columns. 

3 结论

采用远主l 外辐射热';1 发布l紫外号|友聚合}j:x:\.:*'J ~昏典刑本体聚什仪式的分子印迹

提什物，拍;东小 1 1'"IJ ';/ I 农力式对综介物&'j't构与性能自~^系， il)l 究聚什物刘快扳j成物l吸

附过科热力学， )下从热)J学角度探讨iE介物内部J~貌对底物的识另IJ机Sq'&各种炎 JtJ

结合 .....~ {I : I肢~H 与识别中的刊川j 。 及现分 fCP边:聚合物的l吸附与聚什物内部结构有很

大夫系， 11ii;421主受;刷拧:I，IJ (I{J , Ep iil: r {I :低温 F实r.w，聚合反应有利 j二捉 11.5印迹效牛

不IJ 'M.~二书 。 |叫 II.tÍi洲的仕iJE [ {-f)彭晌l以 ~H .!..j 识别 tÌ~)J (r'.l两个主要因东" I ，与棋扳分

f可. 补的功fìV，t比牛 fllJ{Li( ，' ， {T!E屯些的作用，在两类结介点巾， ，~‘hJC不11 )J结合点

比低亲和力结合点共打坐强的吸附与识别能力，这J'.)分 f印迹识别机1型的研究提供

:m:耍的{.'.息 。 该研究为iEf干物~M斜拉!饥 f贝多的加I Lì企仰不1 1行效f'[1 论必实验」阳iUI ，

别于t&i号深介物制备丁.艺千TïfC耍的参考价仇，同时山川实现分子印迹聚什物的商业

化也打一店的推t9J竹J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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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步种子溶胀法制备分子印迹聚合

微球色谱填料及其应用

将 MIT 的适用印迹分子范围广，高选择性，性质稳定和可重复使用等优点与色

谱的超高分离率相结合，为快速、高效、简便分离分析复杂样品提供了很好的解决

方案。因此以 MIPs 为色谱固定相应用在 HPLC， CEC, TLC 等色谱分离分析中是

MIT 研究和应用最受关注的领域Illo 其中在 HPLC 中应用通常采用 2 种方式:①直

接将 MIPs 处理后装填于铜管色谱柱中:②采用原位聚介法亘接在钢管柱和毛细管中

制备成整体式色谱柱[2]。但'品'规 MIPs 的~b~备多川本体聚合方式，装在t前必须将 MIPs

研磨、筛分和分级等处理得到直径适宜的颗粒j口厅时使用 。 这样的后续处理工作繁

琐、费时， 且产率低(一般低于 30%)、同时Øf脐不11磨细过程会导致 MIPs 部分结合位

点遭到破坏，降低其识别和选择性， 造成归大浪费，得到的聚合物形状也不规则，

导致性效较低，也使得丹:产和使用成本附加I (J-S (。相比之下，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 MIPMsfllJ直接fjjIJ得可按微米级粒径 ， 性

能优良、使用较方便等特点， 因此 MIPMs 的 HJIJ 备和应用研究成为 MIT 的研究热点

之十。目前制备 MIPMs 方法主要有(6). 沉淀~介法、乳液聚什法、 悬浮聚合法、多

步溶胀聚合法和球形硅胶表面印迹法。

瑞典的 Moshach17叫最早采用分散聚合法制备γ粒径在 1-25μm 的 MIPMs ， 该

方法处利用乳化和l搅拌作川将印迹体系分1放在水巾进行交联聚合，且可通过调节乳

化剂的用量控制微球粒径。 但其狄仰的 MIPMs 粒.径分布仍然较宽，须纤繁琐的分级

处理后才能使用，且惰性分散剂氟碳化合物昂贵且不易得到。 Ye L.等[ 10 . 11)采用沉淀

聚合法制备平均粒役分到IJJv 0.3μm 矛11 0.2μm 的做球， l : 2ij戊:小;低、产率 i前 门对印~

分子的选择性很好，但由于t~俐的 MIPMs 粒径小(小于 1μm)，吸附后难于分离，也

不能在液相色谱中使用。 川*的 Hosoya K.研究小组(12. 13J以不同类型的模板分子，利

用两步或多步溶胀的种子聚合方法在亲水体系中制得一系列粒径约为 8 阳的

MIPMs，并将其用于分离。这种方法制备的印迹聚合物具有产率较高、粒度分布窄、

颗粒呈球形、对模饭分子具有较好的选择性等优点，特别适用于作液相色谱柱的固

定桐1.但也存在多步的浴胀过程繁琐、?如1]备用lUJ 氏的缺点。国内天津大学成国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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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采用类似方法，以 TRIM 为交联剂， MMA 为功能单体，以甲基橙分子为模板

制备了 MIPMs，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41 0 MωahiroY等[IS~首先将近些年出现的球形硅

胶表面模板聚合法用于制备如但PMs，其合成过程采用的是二次乳化相转移法，即先

将含有功能单体、交联剂、溶剂、乳化剂的油相与含有印迹分子(或离子)的水相混合，

经超声处理形成 W/O 乳液，再将该乳液分散在外部水相中形成 W/O/W 复合乳液，

然后加入引发剂引发聚合，即可得到粒径在 10.-.，100μm聚合物微球。其最大特点是

结合位点位于聚合物表面，但是硅胶表面的氢氧基会影响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间的

作用力，获得的 MIPMs 识别能力较弱。

针对制备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缺陷问题，本文利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得微米级聚

苯乙烯微球为种球，以秀去津为模板分子， MAA 为功能单体， EDMA 为交联剂，甲

苯作为溶胀剂，经过两步溶胀聚合在水性体系中制备得到粒度均匀的 MIPMs。通过

红外光谱、扫描电镜、压隶仪对其结构特征进行表征测定，探索 MIPMs 结构与性能

的关系。利用 MIPMs 的吸附模型，探讨 MIPMs 的识别机理及各种类型结合点在吸

附与识别中的作用。并将 MIPMs装填于钢管色谱柱中考察对模板结构类似物的选择

性分离。实验研究结果为两步种子溶胀法聚合制备单分散MIPMs提供提供重要的信

息参数和理论参考价值，也对实现商业化产品应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剂及仪器

试剂:劳去津(97.5%)、特丁津 (96.7%)、灭蝇胶(98.2%)、 三聚佩肢 (99.5%)、

秀灭净 (87.4%)、均购于国家标准物质中心:α-甲基丙烯酸 CMAA， 99.5%)，乙二

醇二甲基丙烯酸酣(EDMA， 98%)，聚乙烯醇CPVA，分析纯 98.7%)匀购于New Jersey , 

USA 上海分公司; 2, 2'-偶氮二异丁腊(AIBN，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甲苯〈分析纯)、十二醇(分析纯〉、乙腊(色谱纯〉、四氢映喃 (ηfF.分析纯)，

甲醇〈色谱纯〉、冰乙酸〈分析纯)，丙酣〈分析纯〉均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十二炕基磺酸纳 (SDS. 分析纯)，邻苯二甲酸二丁酶 CDBP，分析纯)，

过硫酸御 (KSP，分析纯)，苯乙烯 (PS，化学纯)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实验用水均为二次蒸馆水。功能单体、交联剂和引发剂的纯化见第二章 2.1.2。

仪辑: Agilent 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CAgilent ， USA); UV-2100 双光束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Quanta 2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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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sbor. Oregon. USA): PoreMaster 33 压柔仪 (Quantachrome Instruments, Florida, 

USA); TDL 80-2B 飞鸽牌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TENS0R27 红外光谱仪

( Bruker, Germany): MTN-2800W 氮吹浓缩装置(天津奥特赛恩斯有限公司 ) ; 

DZF-6020 型真空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Easy SepTM-1020LC 液相色情

仪高压输液泵一通微(上海)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旋片式真空泵 (2XZ-2 型，北京中

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 RW20 悬臂式机械搅拌器(德国 IKA ) ; XK 96-B 快速混匀器

(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WCL-D 调温饱力搅拌器(河南爱博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KQ5200DE 型数按超声波清洗楼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HH-4 数显恒温

水浴锅 (河南智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Y-HPLC-UHP 色谱装柱机〈北京海德利森

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 .2.1 种球的制备

参考文献1M备方法116 . 1 71: 将 20mL 苯乙烯 ( PS ) 手[J - .定最的氯化纳加入 200 mL 

水浴液+ 250 mL 的问仁!瓶巾， !在温下超严分散 30 min. 通氮气排溶解氧， 后加l入

200 mg 过硫酸和11。氯气保护. r'. 'J二 75 .C↑H副水浴聚合反应 20 h o 反应后，将获仰

的颗粒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后，离心得阴体，烘干备用。

1 .2.2 两步溶胀法制备赛去津分子印迹聚合微球

第步溶胀: 称驭 。.06 g SDS 和 0.6 g PVA 溶解在 60 mL (F-J去离子水中后在电磁

搅拌忆力u入 0.24 g 聚苯乙烯种球， 一 -定蠢的 DBP. 0.02 g AIBN 和 5mL 1和苯于 100

mL 的小U锥}影片tL '1 1 ，搅拌 (300 叩m) 配成乳液。室泪t下进行第- -步消j胀 ， 光学!从

微镜卡.观察:Ai前11 前面i: 11 J见IH约束第. '~J悦浴胀 。

第.气步浴胀: 称i仅 1 mmol 芳去炜、 6 mmolα-甲基丙烯酸、 4mL 甲苯和 3 mL 十

二醉于 100 mL 的小Ll锥形瓶中进行超声阪聚合 30 min. 在电磁搅拌(300 甲m ) .", 

JJU入 30 mmol EDMA 充分混匀后将此乳浓加入到第'…步溶胀液'1.' ，室温下进行第 :

步溶胀，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不到汹滴时结束第二步溶胀。

聚合反应:溶胀液转移到æ闭的=口瓶中，通氮气除溶解氧， 恒温 75 .C ，整个

聚合反应过程中采用机械搅拌和冷凝回流， 聚合反应 12 h。

非印迹空白聚合物微球 (NIPMs) 的制备方法与上述相同 ， 只是在制品过程中

未加入模板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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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两步溶胀法制备分子印迹微球流程图

Figure 3-1 Schematíc fabrication representatíon of the MIPM by two-step seed swelling and 

polymcrizatíon procedu rcs. 

1 .2.3 模板洗脱处理

斗句，反应所求}的提合乳浓分散型Ij 900 mL ;J< 1 11 ， 在电磁搅拌下煮沸 15 min 11皮乳，

冷却至室温，离心得聚合物微球，再用 600 mL 水冲洗。 离心后的聚合物微球用甲苯

1;泡过傲。 除主巾主iE浴液)0，将聚合物11皮球烘 r ，战后在东氏担~l驭榕q l用巾~J.I附酸

(v/v=9: 1 )提取 12 h 以除去模饭分[，再用 rp n']7jt旅 6 h ， 聚含物在 70 .C下n宅干

燥笆'阻豆，放入干;除器备川j 。

1 .2.4 分子印迹聚合物阪附性的测定

称取 20 mg 芳去津 MJPMs 和 NIPMs ， 分别置于 20 mL 安培瓶中，加入 0.1~1.6

mrnoVL (I~ 先L冲标准溶液 2 mL ， 将JLm子但站AZi荡器七室温振荡 24 h。以 2 mL 吁i

苯溶液作为~向对!畏。 振荡完成后将混什溶液移入离心转巾，于 3500 rprn 离心机上

尚心 1 5 min , 1仅上的液， .1跑过液斗II~附以tl~.1>>iI败附平衡前后妨去i住的浓度差计算

MTPMs 和 NTPMs X才芳去津的最大结'iT:ill: Q ， 其计算方法见公式 2-1 。

1.2.5 液相色谱检测条件

川J ODS-C'8色的柱 ( 1 50 mrnx4.6 m l11 , 1 4 J..l 111 ) ， 流动机 !为乙!的/水 ( VN=60/40 ) ，

柱温为主温，流j在为 0.8 mL/min ， 进样生过为 20 μL. 检测波长为 220 nm， 进行芳去

冲液斗11分析检测。

1 .2.6 奏去津分子印迹填充柱的制备

i仅~Þtl 备的劳丘冲分 f fll迹聚合物"fn空 l叮聚舍物分别放入 20 mL 玻璃瓶中，用丙

闸悬浮 3 议，除k极小颗粒。 将悬浮好的聚介物其空下:除吁:伺m后，分别称取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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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与空白聚合物各 0.25 g. 加入适量四氢映喃溶液，在可调高速分散器上混匀，

将匀浆液注入到匀浆池 (4.6 mm 1.0.x 5 cm) 中。将匀浆池与不锈钢管柱 (6.4 mm 

I.D.xlOcm ) (未加筛板的一端)连接到高压装柱机上，保持<38-45 ) MPa 压力 20 min 

后，取下小锈钢柱，将另一端筛板装上，以甲醇作为流动相用液相色谱仪高压输液

泵反复冲洗填充柱直至基线平稳。将制备好的劳去津分子印迹填充柱用于 HPLC ill: 

行=嗦类除草剂化合物测定。

1.2.7 样晶预处理方法

表层河水样品采自学校东湖水面下约 0.5m 处。在 1.0 L 7.K样中加入标准品莞去

津作为替代物，以 0.45 J.llll滤膜除去悬浮物后备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影晌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粒径和分布的因素

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粒役和分布阿乳化剂的类型. 7.K视h 比 ， 搅拌速度，溶胀比

和l分散剂的1日挝等各种网索行关(181。本实验通过调整乳化剂的类型和1比例、分散剂

的J:~景以及调节搅拌速度， X'J~bIJ备粒 f的jf~貌和l粒径进行了比较研究。

2. 1.1 乳化剂和分散剂的影响

为使印迹反应体系更均匀和充分地溶胀到手中球'1'.须进行乳化形成稳定的乳液，

而乳液液淌的大小没均匀性直接关系到种球的溶胀速度戊溶胀微球的均匀性(191。因

此乳化剂或分散剂的选择，别反应能否顺利进行、聚介物的产率和)~貌都有着重要

影响。

制备时地用 SOS 为乳化剂. PVA 为分散剂。通过 PVA 分散使乳液在- .定时间内

保持稳定，避免乳液反应时，液淌在机械搅拌下形成小问大小颗粒微球的"新聚合

场"，减少卸l小粒子的化成，他在Jm衍/，:物有"!l!J:f-的单分散性和l粒役稳定性。 l剖 3-2

为小问 PVA 和 SOS 用最比例所得， MIPMs 的形貌扫描电镜照片。由照片可以看出，

MIPMs 之间的名li纬现象可以通过适当地调节乳化剂和分散剂的用量来改善。这是山

于在搅拌作用力下，种子溶胀胶体放印迹体系形成的悬浮态稳定性都较差，很容易

因搅拌碰捕使其粘结在一起。 调整 SOS 比例或加大分散剂 PVA 的用量，使其溶胀液

淌之间以及聚合所得的悬浮物之间存在着较大的 Zeata 电位斥力，可减少反应体系巾

备粒子之间的接触碰摘，使得粘结现象得到相应改善(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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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乳化剂和分散剂对种球溶胀的影响

Figurc 3-2 Thc swclling cffcct of polystyrcnc microsphcrcs in diffcrcnt cmulsificr :lnd dispcrscr 
solvents. (a) SOS 1% and PVA O.5%;(b) SOS 0.12% and PVA 1.2%; (c) SOS 0.5% and PVA 1%; (d) 
SDS 1% and PYA 1%. 

通过反复实验发现，选用 60 mL w ( SDS) =0.12%和 w ( PVA) =1.2%的混合水

溶液为乳化剂和l分阪剂时，乳液液滴血径较小，尺寸范囚越窄， 1 1.稳定性不11浴胀效

果较好(见|到 3-2门 。

2 .1 .2 搅拌速度对 MIPMs 形貌的影晌

1容胀盯的做到2较软平 i容胶状态， (1:搅rI'下容材 MV1市而在llfE一起，别产物粒径和

粒子J~貌具有较大的影响12 1)。剧 3-3 所示分别为小I，=û搅持速度下tM备彻到的 MlPMs

I[!镜|冬"点 3- 1 }YT冯主为不 IIÌJ 搅~'I'连j立 ""jYT衍统介物的粒径形态。 rLl友和 SEM 国吁以

君出 ， 增加搅拌速度， MIPMs 产物千均粒栓分布变窄， 1=1.粒径也i咸小。这是因为搅

.t'I' j在肢的用火会将消JJ民液滴H碎亚细，山减少了部JJ投液滴粘约机会，从而得到史IJ

分布的粒径 ; 但是搅拌速度过大时，会用加搅拌转子与溶胀聚合液滴碰撞使得聚合

物受似的机会，如i转述达到 240 rpm II~'，搅抖'的破坏作用开始使 MJPMs 粒-f tH砚，破

损牲 ， 此Ir-t1.I1然产物颗粒柏伦较小. frt破碎的也较多。实验边作 200 rpm 的搅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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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 3-3 '"二|叶搅押地l且 I~的 MIPM !. 粒枪.fIlJ~~G

Figurc 3-3 丁hc avcragc !.il.c and nlorpholog) of M 1 PMs at d iffcrcnt stirrin只 ~pcc"s，

(a) 1 20rpm、(b) 160rpm.(c)200rpm ,(d)240rpm. 

4安 3- 1 不同搅抨速度:jilJ 饵，(('1 M I Pl\1s 的形态

1、ahlc 3-1 Thc :l\'cragc s i:/c 川1(J form吨 ()f 1\'1 1 PM吨 :1 1 t1 iffcrcnl stirring spcctl :-. 

;世41 mJ':t ( rpm ) l，f~ {~1却 )I~念 '1' j与丰，; í:' ( ~II11 ) 

120 收介物 (11μ 6-12 

160 i?2 介1却出:1;1丰‘:，. Ft (~， j'([λ 人 、-<)

200 Wt{'ì物制11心~I.l! IJ!IJ. 人小介jι 2-5 

240 !J~ (ì物 ~!Ij!轨 j .1 小. I~~M‘ 1-3 

2. 1 3j由水比的影响

农 {~)1.. I\\/ H F',I'I' ~rl\~ ìi付~ 111/)( i'1{ J l七作IJ x.J ) <..J句/' 1~J (I{J 川二，态平1 1 料 f~>什 (11 llJ, l' J 旷，. '1 竹

人的;;在 Iqí~ ~~;，也1) )运肉体系~1" 1)( 1均十11 (I{J 1 1: 191J 、 .ì&1'fM 门 ~III ;)(体41!比 11J ~IJ 片 JJi lfJl l'lljd:iR 

fT切的怀Jlj!tl íml2!1 -1、 !II) 1)( ~I" IJJ-j川 1 1:作，glll) íh- fl J j ‘ IJ(I{J ìVll P Ms J 1 lU11 l! HI 1，丛 IJ~ 1-4 t< 1~J . 

队 {I/K+111 1: 作')(1下阳1<

j卜， I尸)S {←刊忡4中|忖1吵j二求:~r:'1内i均J句才:丛~i有ωJl川)1\ f什1 I川川IJυ)，; , 以1ft: )1'.( ~、;， 1'(J{J )1二」飞行 (1 ~在~(支 '1' 0 、 "1 ;K斗IILI:作1) '1立小11.) , 

消除机 f fHjj农瓜州对较 1'，':" (1 1觉4'1' 11 川) I、 M '&.'1 , (r~~1ìÌ'忖 j妇科I1交料( r"J n<J f/l n!.如此!斤，

H~~(J机 1刊也11，1 妆'也l2'I( lA!. 1划 3-句、 b) n )JII 人水扪比例会|吁低iff)l支机( '1" f.ì. 1k.凡 ， 也|吁

iω:\ì (之 rIIJ(I{J /llV Jììí 儿中，从 1(111]( 1":) M I PMs ''1'' ~rll~'问 fll J.~ 'K'<tl 0 叫'1 J)( ~11t休积 1 t..ib纠 5: I 

11.) , W~ 介4却料行 i119、 '1 1 (1 3 μ111 ), (" jb士I) !j立 ~((I甘 ''('，分 li免失2 月((JÆ!冬1 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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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不同水油比所得 MIPMs 的粒径分布和形貌

F'igure 3-4 T he average sizc and mo rphology of MIPMs with different ratios of wate r to oil. a, b 

and c were prepared with the ra tios of water to oil of 3: 1, 4: 1 a nd 5: t , respectively. 

2. 1.4 聚苯乙烯微球的溶胀剂选择

聚苯乙烯微球布印迹体系吼体中话:fj怅放*较差，必须选择一种溶胀性能好、 11.

在水浴液巾易于被乳化的小分子质jit非极性浴剂作为溶胀剂。实验发现 PS 种球在甲

末和专151在二 '1 1酸二丁附中均有较好的溶胀效架，这是由于这 2 者物质结构中的苯环

可与聚苯乙烯种球巾的苯环产生 π·π 共辄效应， 在搅拌和分散剂的共同作用下可使手中

球浴JjK并浴解形成线性聚苯乙烯分f链，而这非常有利于功能单体、棋版和交联剂

此引发剂 IÌ 111 Jl fÎí]平'1'球队l 部扩散，从而有利 j工聚介反应的发生1241。考虑到邻苯二巾

酸二丁附和 rp苯在水 rl '溶解性及乳化分散性能， 实验选用在水中溶解度小且不易乳

化的巾_.1t做浴JJK剂 。

2.1.5 致孔剂对微球表面孔大小和分布的影响

i没{L剂的j在作别分 f GIl边:聚合物微粒的衣 IÍÛ)~貌、纣i科J&识别性OBJ44J似大的

彤响。 rll 于聚什反应是在加热问流下引发，低沸点的溶剂易挥发， 不利于聚合反应。

本实验边拌巾末和1 1- 二醉作为混合致孔剂，在该溶胀聚合反应中 ， 甲苯同时作为和l'

1求的济胀剂， I可以在聚合反应完成后较容易通过洗脱的方法除去。 口.可1苯是热力学

-1'良浴剂， I可以产生大孔，而十二醇趁热力学良溶剂，可产生小孔和l微孔，以这两

种混什溶剂为1主{L开!J nJ以ihtl备农，ftí Jt j刑的做j求， :ij!f兔了所fHtl 备的微球衣而有川孔的

缺陷。 因 3-5 为不同比例吓l苯和十二百字作为致孔子凹的 r~镜图片 。 实验最终选用甲苯与

1--:醉比例为 3:2 的-二元致-fL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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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3-5 不|叶 rr)在勺 卡二ft'l比例为班孔齐lJ所有} MIPl\l<; (~J农丽IJ~貌

Figll re 3-5 The moqJhology of M 1 PMs preparetl with diffcrcnt ratio~ 01' lolllcnc 10 tlod ecanol.泊， b 

and c wcrc prcparcd with thc ratios of tolucne to dodccanol of 3:0,3: I and 3:2. 

2 .1.6 功能单体与模板的比例

十处十反 l j jjjfiE171 {刺I(j )于 ~I\ l~ ，{'J MIJ>Ms 'I.'J )1~ 1'1 UOjIJ'~1 Íì~H (1 ， 1" 捉 (I(j lj~ Iq，~ (， )J句;J.， H

(-1í1JJ长'1 ' ， 111 r以 ;J( )'J 分 It~lin~1 1. M八八(， ;J仆1I.fllúHUllqlXlíll (1 )立的分l妃 ， 卫J

V{ ,',':, (1 H L~'I I币12Li位 '1 ' J)j fìË 'f' 休 (I(J j)lf肉 i'f<}'L t-. I 八八!'I(ji'在 IQ .ì.!!l ij:;会 lt '，:j~' J列的小H、 LR f Tiltj 

求'挺大，以他!干史根分(- , ) J)J íì~ 1'(1 i小j凶ji年lt也LSU月i 'l ~ (1 川 j边 1 J 允分的l' I ýll ;~~ Jf~J戊i)

介物 ， 从 ' (11也UJJl- tfifT'|约 '1 ' 分 (' L 11 j仿-JLY〈 Lt 川平11川忖1'1 iH )jIJíì~ )J 0 (11 、"1 M八八JIY1 JJII士IJ )L

句号人HJ ， jiidWJM八八 ~':" (1 PS f'l' J;j( k 1(11 ill1 J ( I 身驴介， tjtjtiR fT物的 11 ~ 'J 忖 '~I ìJ t ~)IJ 

也人人J\月 }JII'叫。 J.J ,) )kJ)j fì~ 1'1叫小， )悦版的1，U儿化 lt俐， illlJ (奋斗斗汁fl l (歧附 flfiti女 ~{]'(.J

M I PMs ，斗、实价 t让川十~'， ~Û ' ) J)J íìl~ ''1'' H\. (I(J 1';1 ~J~ I t分 ))I])，} 1:4, 1 :6 , 1 :8 木;11'1 机 M IPMs，

jJ_且jj_甘圳股阳、l' í~J 实拍ft111::LLj见 : 、" 1 十史以 l J Jjjfit ffl{小 (I(JN" jJ~ L七 (1'1 为 1 :4 IH ， 也IJ f~J (I(J 

MIPMs I"J NIPMs ，{'JH叹， iH ~，IJ X ~ ，'''I~I 小人:、ll i人士IJ 1:6 II 'J . 11) l:A ì.bj、IJ!， ~ ~((I(J川川-U!ijll

tt , ') NIPMs (l(j [;llj企|人1 (Lt).J 2.72 ; 1(11 、11丛j才J 8: 1 If.] . MIPMs I'I(j 11 川忖U t JjlJ '~I lli 人

人J问 }JII ， ,) NIPMs (I<J F! Jj企|人1 ( ) {I(II 11平{民j叶 2.20

2. 1.7 交联剂用ftl的影晌

MH反川戈11义斤IJ川:1: I ) ~叹 11<月 ~J' 比比例分)，IJ ),} : 20: I , JO: I ,40: 1 (I 'J ~IIIJ (奇的 tvl l PMs 

1111't'， I l!i此 |宅1 ( 1等11-6 ) ， ' J 以 ι:1 \, (1 )~)才归 n~l， ltltW'JJ'J 20 : 1 (1可 J-6a)干1140 : 1 (1等1 1-6c) 

llJ ， fljj可j(1(J MIPMs .fL!'(业 !11 怡'卦. I I.{U~" 也小 ， iUU人I )-J /~IIX. iflJ ') J)J ím 1'(1 í牛 : 只 I"(J

叶尔 lt 1'(仪 {kíC r, Jl棋f\i J训I(J ill f't' .叶尔 ltd人必内 il 小占I~公.i1i )J比J)J fj~ ,'(, i小平11 戈HX.

ifiJ {r (1 f.尤协~~ {;- )豆 1忆 l(lJ i'~ 扫 (I(j J l W~)运j何个白色允分';'L，)J戈 : 叮比作IJ -{;- j& 1I.J , 儿l地I'I(J

Jl ~~J运 J巾才 ím}J比 J)J I'I<J :/GJ&' , ;1句 J)J íi~ ''1'' i小J?i f1r'l. n<JJ)Jím~旦人U~J生JJ也分 {IJ J ~f~ {刊勿的|叶

伯之'1 ，1261 对比|剖(3-6b)发j见 ， 尖以进IJ川 1 ， [. f ) t史以叶尔比比例 30: 1. UIl尖 JIX汗IJ' )JJ;Í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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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体户苦尔比为 5: 1 得到了非Ij)(>j较多的手L穴。 实验选用交联剂: 功能 1'('-体;悦板jtFjj〈比

为 : 30:6: 10 

图 3-6 不同用盘交联剂制备的 MIPMs 扫描电镜图

Figurc 3-6 T he morphology of MIPMs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ra tios of crosslinker to template. a, 
b a nd c wcre prcparcd with the ratios of c rosslinker to template of20: 1,30: 1 and 40: 1. 

2. 1.8 聚合反应温度的影响

拟皮是聚仆反应遮窄的主要彤响|火|索，在反应|时微乳液粘度随着聚合温度的升

高而增大。 一般聚合反应温度越高，引发jf1J分解反应越快， 聚合速率也会加快。 但

是聚仆反应温度太""~时，会产生在~n交效应，链段巫~l受阻， 链1' 1 山 Mli:豆制{包埋 ，

致使 1'(1.体和链段出现冻结现象，过早终止聚合，形成所谓的"死端聚合"效应，降

低模板和功能啦休阳合物的稳定性， 川.材引起J1;它 IJIJ反应 ， 使聚合反应不易f?tblJ以

致影响聚合物质击和反应过程的正常进行r27) 。 为保证正常聚合减速部分与自动加速

部分 lL补，达到匀地聚合，~实验温度选用 60-80 .C选行研究。 实验发现，土l聚合

温度为 75 .C时，聚合反应效果最佳 ， 乳液性能最稳定。

2.2 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的形态、结构表征及性能测定

2.2.1 扫描电镜分析

阁 3-7a 为制备好的聚苯乙烯利'子微球的 111镜图片，由图可轩出，制备的手中子微

球粒径均匀，分散效;↓Hf，平均粒径约为 1.2 μm。 国 3-7b 为战!黑劳去津:MAA : EDMA

( )于 ~J\ 比 ) = 1 :6:30，济胀剂为甲末， ~ljIJ{L剂为巾 ;;在和卡二醉， 分散水相为含乳化剂

和l分散剂 SDS=0.12%和 PVA= J.2%的 60 mL 1~ß合水浴液，搅拌速度为 200 叩n1 ， 聚合

温度为 75 .C th~备的劳 lál叶某扳聚合物rl!锐照片 。 可知芳 ~~ I!印迹聚合物微球的粒径

分布均匀， 平均粒径约 3-5μm。 微球成层状结构， 表面疏松井存在很多孔隙，内部

为 11 实心约构 〈见时 3-7b ;fll 3-7c ) 。 说明所什成的 MlPMs J* -定孔径分布的多孔纺
构，有利于印迹分子的吸附和分离。 可直接用作色谱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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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3-7 搜苯乙烯种球和1优化条件下市IJ备的 M I P~I 平11 N I PM 的扫描 1[1说阳

Figure 3-7 SEM imagcs 0 1' Ihc prcparcd PS sccd parliclcs, N H>M 川d MIPI\I using Ihc oplimizcd 
condilions.SY l1l hols a, b, and c sland for PS sccd parliclc, i\II PMs anll NIPM". 

2.2.2 红外光谱分析

、tll'-'1，

~OC协 i叫捕 』ωo 1‘ω 2刷地 I 'OG 1 1)(协

、、.' C'nu",bfn(C'm ' >> 

图 3-8 印迹聚合物、 种球及JtJyL体幻 外>'ti曾问

Figu ,'c .3-8 FTI R spcct 1":1 0 1' I hc 1II01l()IllCI飞 飞ccd pa川 ic lc， NIPM l> alld MIPì\h. 

地H~.J JS~ 斗。、乙 Uí; +IIIJ;~ 、 111 j企ikfr物和小flLRfr切(1<) fl 外 jtill 分 ?斤 t 'Ij r~入 ( ((J'I~ 

J)) íì~ ,'(, f1\ ，f1l 悦悦的 Jl W~竹川J& t\ IIPMs 分 (f川:.) ! L: f 1 外 J't ì;~ hl附 3-8 lr ，， 'w~~L 乙

'J.{Íì {III tν| 外 ì'é ì,uí 11 1 (I J 1 O() <':11l 1 10()()<.:m 1 川 \JW (I (j ll.址 II'{ ~Il )乙 !U、币 ~1' (I() ('-川 flj 1钳i .lh~ IJ) t 

{t= 3000 cm-1 2800 CI11-
1 ~f.J lli的收11'x: d咔扯 i失约的 '1' C- II 的~，J 林和l小对称iljl纣HJr，< IJJ t 

147() <': 111 1 平11 11HO <.:m 1 n()19~11'x ~1于!乙('-川 n甘 :"j 1111 JlJ.uJJ . 1250 <.:m 1 1000 <':111 1 (I())乙 ( '-c 

竹仪热心J t {I 1600 CI11- 1 )(丛J小竹织的~ 1, (11 1股 11'l( d印 {d'l 外克ì~~ 1ψl' t MIPMs ,f1l N IPMs 

: I\ J 见 (I() "υ，:j't 1 728 <.:111.1 ~I干 J.J U)M八分 {I I I C 0 (I()fql钳i VIυJJ衅 t 1640 <':111 1 为<.: C !tl l竹占

比矶的 ， 3570 cm-I /1 .{， 处 11 \ J见收班的1贝tI让衅， j止 0-门 ftl叶'(i111'< ，JJ由于 t .1丰β年由于(，<)川 \J见，

ì)~ 1 ~ J M P 1 M s 1 11 :t (f 11 J 以 I"J L=" j企分 f竹川的印出。 1(11 夕~ L n' M I Pt\ l s 千11 NI PMs (I()f 1 外

|划 i il~ H.! 1 主 lli t (1 1 (1 比川 (11' J,L H I岭1'. (J 比ì'l );另IJ . l!jJ 3550 crn -1 3200 cm - I 千11 J 1 00 C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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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微球孔隙率分析

国 3-9 和1 -& 3-2 只J1L~各 (~J先去冲印地~~介物的.fL径分，(11 ,ffl -& I!J 1物lln特性的训。 山

闯 I可171il ，制备的提什物粒 f衣而呈多孔性在lj构，肉JJ采ru rp )tt ,fll 1 -二肝作二元致

孔剂，使得劳~H MIPMs 乎n NIPMs 聚合物仰既共有小于 10 nm 的小孔，又有大切

的 1 00-500 nm 的'1 1孔，门以 1 55 nm 孔径为分布巾心. 同时从驳仆物微球的哀而物

理特性求 3-2 米石， MIPMs 孔径分布所占比例比 NIPMs 要大些， 说明加入印迹分f

侦印迹综合物 rl' (l~{L作用多，此时 MIPMs H行较大的比表面， I大liTtT对拟扳分子只有

占t好的识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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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9 M I PMs 和 NI PMs 聚合物的压京仪孔径分布阁

Figurc 3-9 Typica l porc-sizc distributions of MIPMs and NIPMs dctcrmined by 
mcrcury-intrusion porosimetry. 

我 3-2 MIPMs 和 NIPMs 的压7R仪表征物理特性值

Tablc 3-2 Physical propcrtics of the MIPMs and NIPMs charactcrizcd by mcrcury-in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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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的吸附性能

为考察劳去Ht5t f印迹聚合物微球的约什付性，室温 F用平衡吸附实验测定 f

rlljft绽什4却不n !:i-;~ í 1 统介物对不|叫浓j立先~~ Iqlj\1鼠的fJifT等讯线， WI剖 3- I Oa 。 纺织点

IVJ，在 0.1 - 1.6 mmo1/L 浓度范围内，因l-rn成物浓度的增加， 单位股证的 MIPMs 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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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i f干tit 也.JtY1)JI I ， jl1 NIPMs 却能很快达到、lï.御，在以改为 1 .6 mlnol/L lI,j 吼位j贝 id: MI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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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 1 0 M I PMs 和 N I J>Ms 聚合物的结介等刷线 ( ;l )及 Sc泊 tch anl 分析阁 (b)

Figurc 3-10 (:1) Binding isothcrm 01' thc alnlz.inc lV1 I P I飞心 and N I PMs; (b) Sω tchanJ ploCs to 
cstimatr thc hinding natu rc 01' thc at raz.inc in 'hc partic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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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IPMs 填充柱液相色谱分析

2.5. 1 不同配比流动相对印迹填充柱的影响

/-J { ~Jdtl ~ ~ f I'1{nJn~，]放以，与然(乙)J，'， f川 ;J(戍'I'M 平II;J(小 1 ， iJl r. i夕IJi战 ~~ìJJJ1忖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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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甲醇极性大于乙脯，更便于打断底物与分子Ep迹孔穴形成的作用键。

'倒『 '跑
"Iri血e AlrLtinf' 

~OO 4刷

到冉 盟串

3 12" 2 
2佣

100 『回

,i, ... J.I. 

2 ~ 6 , 10 12 I~ 16 18 20 
clllrl.l. 

1 J J S 6189 

图 3- 1l 不同流动相条件下 MIPMs 填充柱对葬去津标准品的色谱图。 (a) 甲醇z 水=75:25 ， ( b ) 

乙脂:水=60:400

Figure 3- 11 Chromatogram of the standard atrazine using the prepared MIPMs columns at 

different mobile phase: (a) MeOH/H20 (75:25 旷v)， (b) AC N/H20 (60:40 旷v).

2 . 5 .2 流速对背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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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流动相流速对于 MIPMs 填充柱的背压影响

Figure 3- 12 Flow rate 0 1' mobile phase innuence o n the pumping pressure with the prepared 

MIPMs columns. 

实验考察了小同流速对印迹微球填充柱背压的影响，见图 3- 1 2 。 由图可见， 当

流速达到 1.2 mL/min ， 压力仅为 94 b町， 填充柱坝料完好， 无任何冲毁迹象;当流速

降回 0.8 mL/min 时，压力也随之降到 64 b缸， 表明此分子印迹填充柱具有非常好的

迪透性，可以在市流速下使用。 这是由于种子溶胀法制备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微球粒

径均匀，填充为色情柱后迎透性较好， 背压低。 但当流速过大时，目标物质保阳时

间会缩短，分离效果受影响， 别于多个分析口标物会无法达到基线分离。综合以上

原因，实验选择 1 mL/min 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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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空白柱与印迹柱对比色i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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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3- 1 3 M II哨l s 和 NIPMs 填充包i曾相:分离纣构类似物的揪机i但i~' !刽

Figurc 3-13 Chromalogram for Ihc Ii、 c 、Irllclllra lly-rc lalcd ana lylcs 11 吨in只 i\lll~i\'l s anll NI Pl\ls as 
thc sta ti() lIary pha)>cs、 rc、 J1cc t iv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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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cal samrlc conccnlralion arc 811g/1l11 . ll10hilc ph<1sc: ("1 "01111 ,0 (75:25 v句);llo\V ralc: 1 1111 Illin, 

dctcclion \、 avclcngth :220 11m. room IC l11pClalu J"c: injccliol1 飞 。IU ll1c:20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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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检测方法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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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r=0.99920

2.6 水样回收率、精密度和检出限

取经过 0.45 阳滤膜处理后的表层河水样品，在1.0L水样中加入标准品赛去津

作为添加物，配成 10.0 ~g/L、 40.0 阅尼、 80.0 附几的水样，用于 HPLC检测，平行

测定 7 次，计算回收率和精密度，结果见表 3-3，表明赛去津分子印迹填充色谱柱对

劳去津的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结果都比较理想，劳去津的检出限 (SIN=3)为 4.1 3

μg!L，能够满足实际水样中农残分析的要求。

表3-3 水样的精密度和加标回收率实验结果

Table 3-3 The recoveries of atrazine in three spiked sampl臼 (0=η

添加值 〈陆几) 检出值(1lg!L) 回收率 (n=6，%) RSD(%) 

10.0 9.21 92.10 4.29 

40.0 39.45 98.63 2.37 

80.0 81 .97 102.46 0.92 

3 结论

利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得1.2 阳聚苯乙烯微球为种球，以劳去津为模板分子，

MAA 为功能单体， EDMA 为交联剂， SDS 和 PVA 为乳化剂和分散剂，甲苯为溶胀

剂及甲苯与十二醇作为二元致孔剂，经过两步溶胀聚合得到粒径为 3-5 阳， 球形规

整，比表面孔大，分散性良好的 MIPMs。 通过对聚合工艺和聚合物溶液〈乳化剂、

分散剂、水油比、功能单体和交联剂等)的优化实现在水性分散体系中采用悬浮聚

合法制备具有粒径均匀的微米级赛去津 MIPMs，通过考察发现反应系体系的油水比

和乳化剂及分散剂的种类均对聚合物的产率和形貌有较大的影响。且 MIPMs 的粒径

可通过搅拌速度、种子微球的溶胀比及油水比进行控制，其孔径亦可通过交联剂或

溶剂用量进行调整。探讨了功能基团的结合类型、结合位点对 MIPMs识别性能的影

响，揭示了水性体系情况下 MIPMs 与模板分子之间的选择结合机理，为水相中制备

MIPs 时功能单体的选择、印迹和识别环境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同时将制

备的 MIPMs 装填于钢管色谱柱中用于三嗦类除草剂的分离，发现其作为色谱填料时

既能保持高柱效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色谱分离时的柱压较适合用作制备色谱填料，为

类似生物小分子的色谱填料制备开发分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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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壳式磁性分子印迹复合微球的

制备及应用

以高分子为载体，通过吸附和包埋氧化铁、四氧化三铁或其他磁性离子，形成具

有特殊磁导向性、超顺磁性，戊表面可连接生化活性功能延阳等特性的磁性复合微球

(magnetic composite microspheres. MCMs) 功能高分子材料，可以在磁场作用下实现

快速分离，自.容易被磁力控制、定位、定向移动和测定。使其在免疫分析(1)、临床诊

断(2)、靶向药物(3)、酶和细胞固定化(4)和环境检测[~[等领域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发展。

将具有优异磁学性能的磁性粒子与分子印迹的特异性识别相结合制备磁性分子

印迹聚合物 Cmag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MMIPs) ，组合γ

分子印迹聚合物高选择吸附性与磁性聚舍物微球良好的超顺磁性两大优点，可以在

外力n磁场作用下实现从复杂样品小快地简111•分离.将进一步拓展分子印迹与磁性微

球的战111. .M未米分子印迹聚合物发版的lT(攻方向。目前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的~M备

l:些;如4炎方式. ，怯浮聚合法l7. al，乳液聚介法l9lOl，基于硅农面修饰的磁性分子印

迹合成法(1 1 . 121和l氧化钥模板法ll31 。 :民制~(J{J磁性聚舍物微球有，气种不问类型:①聚

介物为核，磁性材料为先:②犬心式在N~J 1111 内以、外J.ir~为聚介物，中间应为磁性

材料: ③磁性材料为核，聚合物为壳的约构[141 0 1998年. MIT 创始人Mosbach K.课

UM组III SI以(S)-心何安纠物为棋饭分子，在全氟化碳(PFPSA)溶液11:1使m悬浮架介法合

成'r 、iλ均J![役为 IO μm，具备磁性晌内的分{!?Il迹聚合物微球，芮次实现了分子印迹

技术和1磁性铁氧化介物两者结合。 Chen L. X. 说UJÆ组 l(l6. 111役，达浮驳介方Hli11故I 大iIt

研究 ， 采用反柑悬浮聚合法和种子反相悬浮聚合法. ~M备了'1"'.血清白蛋白和溶菌酶

为悦饭分 {((.J印迹磁性软油!凝J~核子已微球o Cheng G. X. 课题组lll l!.201 :宋川(f:;J<溶液 ' 1'

超}it振荡分散Fe)04粒子和l分子量可调节、端某ïlf修饰的聚ζJ . 醉 ( PEG ) ~M~斜到

PEG-Fe)04粒子悬浮液，解决了微纳米颗粒有效嫁接和倘联巾的问题。 Li G. K.课题组l

(21 . 22)利用微波辅助程序升温法加热悬浮体系，常IJ备得到包埋有Fe)04颗粒的粒径均匀

拷去讳MMIPs. 该合成制备具有反应效率高，聚合时间短(是常规悬浮聚合方法的

1 /1 0)，粒径可校等优点。

~:r.贝研究采川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Fe)04 磁卡1-:业微米级粒子，应用碱催化 T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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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缩合，在 Fe)04磁性核表面均匀地包覆 Si02' 通过'Y.MAPs 与表面的-O-Si-O

进行分子自组装修饰得到了核壳结构的 Fe304@ Si02@ y-MAPs 复合微球。再以劳去

津为模板分子， EDMA 为交联剂， MAA 为功能单体， AIBN 为引发剂，通过悬浮聚

合法合成了基于硅表面修饰的粒径为1.2 阳的单分散磁性分子印迹微球。通过扫面

电镜 (SEM)、磁通量测定仪 (VSM)、傅里叶红外 (FITR)、 X射线能谱仪 (XPS)

等方法对分子印迹磁性微球进行了性能检测和表征，结果表明磁性微球球形均一，

分散性良好，表面比较光滑，带有丰富的官能基团，且具有很好的顺磁性。将其应

用于土壤实际样品中莞去津、赛灭净、特丁津的富集分离，回收率为 80.7~伽116.6% ，

实现了简便快速富集分离三嗦类除草剂。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剂与仪器

试剂:正硅酸四乙醋 (TEOS，分析纯)， 3-(三甲氧基硅炕基)丙基甲基丙烯酸酶

(y-MAPs，分析纯)，己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酶 (EDMA， 98%) ， α·甲基丙烯酸 (MAA，

99.5%)，聚乙烯醇 (PVA， 98.7%) 均购自New Jersey , USA。莞去津(97.5%)、特丁

津 (96.7%)、劳灭净 (87.4%)均购于国家标准物质中心; 2, 2'-偶氮二异丁腊(AIBN ，

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甲苯〈分析纯〉、乙腊(色谱纯〉、无水乙醇、

甲醇(色谱纯〉、冰乙酸(分析纯〉、丙嗣 (分析纯)，氨水均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六水合氯化铁[Fe3C14'6H20]和四水合氯化亚铁[Fe3Ck4H20]购于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均经离子交换并二次蒸馆纯化。功能单体、交联

剂和引发剂的纯化见第二章2.1.20

仪器: Agilent 1100型HPLC (Agilent , USA); Quanta 200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Hillsboro, Oregon, USA) , OXFORDINCA 250能谱系统 (FEI， USA); TENS0R27红

外光谱仪 CBruker， Gennany ); JDM-13振动样品磁强计(吉林大学); M1N-2800W氮

吹浓缩装置(天津奥特赛恩斯有限公司); UV-21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瑞利

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可调高速分散器(FS-2，江苏省金坛市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KQ 5200DE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朋4数显恒温水浴锅

(河南智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磁性分离架(郑州英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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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 .2. 1 磁性复合微球制备

磁性复合微球制备参考相关文献123·28l，进行了反应体系配方没制备过程的优化

和创新。 制备过程如下: 将 8.65 mmol ( 1.72 g) FeCh.4H20 与 17.463 mmol (4.72 g) 

FeCI3.6H20 溶于 80mL 二次水中，并置于 250mL 二i颈瓶。在 N2 保护下加温主 80 0C.

然后存: 450 叩m 的搅拌下往溶液中缓慢淌加氨水 10 mL.恒温搅拌反应 30 mino 静置，

利用磁性分离架将生成的 Fe304 黑色产物分离，并用二次水和甲醇反复交替洗涤以除

去未反物。将生成的 Fe304 自然晾干后置于 70 0C 真空干燥箱干燥备用。 取轻轻研磨

后的 Fe304 300 mg 溶于 50mL 丙酣和 4mL 二次水的混合溶液中，胃于 250 mL 圆底

烧瓶中后混匀 15 mino 在常温条件 . 500 叩m 搅拌速度下逐淌力1I入 5mL 氨水和 2mL

TEOS. 搅拌反应 12 h。 用磁性分离架分离收集 Fe304@Si02 产物， 并用二次水和甲

醇冲洗六次，待晾干后 70 0C 真空干燥。然j口i仪 13.96 mmol <3.334 mL ) y-MAPs 、浴

于甲苯溶液中制成 8% (v/川 的溶液， 在制1=形瓶'1'将 2.0g Fe304@Si02微球溶于上述

rp苯溶液， 宣泪下振荡反的 2 h j进行 y-MAPs J j O-Si-O 分子向组装的修饰。 JH磁卡1:

分离架分离出灰包产物. Ip 苯洗涤 5 次 . 70 oc 真 721.·燥彻到修饰过的

Fe304@Si02@y-MAPs 产物。

1.2.2 分子印迹磁性复合微球的制备

将 1mmol(0.2223g)势去津 ， 4mmol (0.341mL) MAA 溶解在 4mL 甲苯q:I. 走E声

15min 后充氮气密封静宜 30 分钟进行分子 归结l装。再将 1.085gPVA 溶于 900C 20mL 

二次水后加入 80 mL 无水乙醉， 转移至 250 mL .~二;颈瓶中，加入 1.0 g 磁性复合微球

分散于上连溶液巾， 并依次加l入 19.98 mmol(3.772 mL)EDMA. 2.00 mmol(0.3280 g) 

AIBN 及分子自组装后的溶液，将其汹匀 ， 在 70 0C 条件下搅拌(800 rpm)l~流反应 15

h。产物用磁性分离架分离盯1 .页-q干燥得到分子印迹磁性微球。市'J备过程见闻 4-1 。

空白分子印迹聚合物(MNIPs)合成IriJ.I'.W骤，凡是不加入模板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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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劳去津磁性分子印迹聚合微球的制备流程

Figure 4-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c preparation of atrazine M M I PS beads 

MMfPs 榄极洗J1兄 : 将~GIJ迹和 |拉印迹产物放入东氏提取精'1'日] I í'醉/"t~酸 (νvv=9: 1 ) 

和币醉/水 (v/v=9: 1 )在 85 .C将同流 6 h ， 除去分子印迹磁性微球'1-1 的模板分子和未

反应的悦体必低聚物， 提取后的产物千;除后密封保存备用。

1.2.3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表观性能表征

将修改t&性后的磁性微球和l印迹及非印迹磁性微球聚合物烘千至恒重。与浪化

仰说什l压hl.. J百利Jl] F下IR .ill行分析，比较小Ird 'Ff íì~阳吸收怖和产物的结构变化;月1

SEM 3<.hl测微球的形貌和表面结构 ; 通过 EDX测定印迹磁性微球的表面元素组成和化

'11:形态; Jl] VSM .(1: 25 .C空气气纵F， l E-6-5emu 范围内对修饰仪性后的 FC304 粒 f

及其印迹磁性微球进行磁性探测 ， 测试样品 20 mg。

1.2.4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阪附性能研究

只l考察1M俗的分 f印迹磁性微球刘底物的结什特性，宅、hl下m平衡l吸附泣.\测定

MMIPs 平[l MNIPs 对不同浓度劳丘冲标液的l以附等副线。 llD~制 0.5 1-4.22μmollL 系

列浓度的劳l.~Ht叩.4t溶液，取 20 mg 磁性微球聚合物添加到 2 mL 标准溶液rp混合，

并将其放置于恒温良荡器上在室温条件下振荡 24 h。 其后用磁性分离架分离取上层

泊液，过 0.45 阳1 微{L1J川口，利川 1:3放液打|巳iff法测定l吸~H千街前后辫液巾荡去i I! 

的浓皮，计算聚合物对模根底物的I吸附盐 Q129J，其计算方法为见公式 2- 1 。

1 .2.5 土壤样品预处理

|丁士在样品采í1学校杨树林约 0.3 m J也下处。 l二除沙石lJ，(杂质1百;吃于烘抨f 80.C下

:除豆但豆，筛分保阳 80- 100 11 的上样。驭土样 30 g , ~均分成 3 份，制成含浓度分

别为 10 μglg 、 20μglg、 40μg/g í的特 f1二It、劳去i It、芳:反冲混合样， 七样。川人 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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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内安乙内罚， 但)~U*l仅 20 l1lin , 肉心 (3000 rpm ) J以 I'.m液， 币'U 次 ， fTj!killli位

JI~ ~~\.I吹乍lli 1 (~lnU主 70 .C )，忧液川J 5 mL IEG饥1f￥削'正和

码:1& 35 mg 分 1': llJ jft (1磁卡|悦j求， JJII入 3 1111 ! :j~处JII'u(n Ii Gt~ìí的位 ， íi' ~'~J IV:z !!H 

斗o min.J1 J 低价l 分出织分肉贼陈.rl 做I球4求(.七"川j 少 i川1川: 二j次欠A水(~讯十村忡1-、j洗先i敝放j球求 3川i欠幻JI丁'斗轩将4句j 做}球求札'川l

l川叩!尸i呐肉附宁.乙内峻安 ( \. \' 9仍5%:5%) ~浴市削i液伙 "1 ， í山Jμa均劲1阳阳H阿'(1败败 2卫Om刊川1甘i n ， ~肖波川JOA5 μm 11 AJ:U出23ji

j毡 ， 比吹仪l吹气\i丘 1 , )JII 入~IiLâJ斗11浴f~~)t容币 2 mL. 1 .汹.fl l ~ Lj"í 仪分忻

已 i11 条 ('1 : ODS-C Il!巳 Îjl忖 1 ( 1 50111 111叫.6 111m , Si 4μ111 ) , ~hi.LJ J们 1 1，) 乙 11M;J( (1'/\' 

50:50 ) ， 十 i 讯11 为习rjM ， idLid: 0.8111 lJmin，价ìþ!IJv.支 l之 220 11m , ill H :,: 20 ~lL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表观性能表征

2. 1 . 1 分子印迹礁'性微球的扫描电锐表征

阳 ~-2 ~I，tl 备的 Fc10 I(a)、 l:c30.， {/ Si02(川、 )-'c\O ， ({ Si02 11 y-MAPs(c).i\ l ì\1 11'(d)启1 MNI P(c)lI 
捕rl!，镜阁

Fi~lI rc 4-2 1\1 icro只raphs from a ~c川lII ill g clcclron microscopc of FcJO,(a), FCJ()4((( Si02(h), 
FcJOi á SiOz(fi y-M A Ps(叶，1\'1i\ 1I P(d) and MNIP(c), 

|刽 4-2 足先 L~I'I融'问分{ LìJj企娓 {ì r，~~J;~ Jl";~ ( I 分 r l川企织í'i- r.;!O:~ (I{ J ~ 11 1'r'1'l~ i ~'t J!仅

。()



片，扫描 Fl!.锐的放大倍率为 24000 倍 。 由图可儿 Fe304， Fe304@Si02, 

Fe304@Si02@y-MAPs, MMIPs 和I MNIPs 的粒径较规整，共球J~f均粒径分别是 0.5

μ叽 0.8μm， 1.0μm， 1.2 μm 和 1.2 μm，表明通过化学沉淀法制备的 Fe304 经过溶胶

i疑胶和表面键台后， 形成了多核壳式结构，每步的修饰都能形成均匀包装 。对比 4-2d ，

4-2e 即 MMIPs 和 MNIPs 可以看出分子印迹磁性微球是一种表观结构致密， 形貌光

滑、具有很好的均匀性和分散性的刚性小球。 做球球形度较好，粒径分布比较集中

在 1.2 阳10

2 . 1 .2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红外光谱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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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不同修饰的 Fe30..@Si02 (时， Fe30~@Si02@'Y-MAPs (时， MNIPs(c) ， 未洗脱模板 MM IPs

(d) 和洗脱棋板后的 MM IPs 红外图

Figu re 4-3 FτIR spectra of Fe304@Si0 2 (a), FC30~@Si02@y-MAPs (时， MNIPs(吟， MM IPs (d) 

beforc and (e) after extraction of atr'azine 

囱 4-3 为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红外表征图讲。 国 4-3a 巾 1 093 cm- 1 是 O-Si-O 的伸

缩振动峰， 3570 cmo l 左右处i11现较宽的吸收峰是 Fe304 与 Si02 表面的分子问形成的

-OH 仰缩振动峰， 1386 cmol 为正硅酸四乙阳的 C-H 峰，据此说明 Si02 包覆在 Fe304

的过程~发生。 图 4-4b 在 1706 cm- ! 处出现了 C-Q 的特征l吸收峰，说明制备的

Fe304@Si02微球粒子成功键台上了 y-MAPs 的功能性基因。 国谱 4-3b ， 4-3c 和 4-3d

1732 cm-I 为聚合物形成的 C=o 伸缩振动峰， 295 1 cm-I 为 C-H 伸缩振动峰， 3430 cm- I 

处形成较宽的峰为分子问-OH 的伸缩振动i峰 。 其中图 4-3c 巾 2374 cm- I 处的峰是未洗

脱MM[Ps劳去津分子仲胶基产生的峰。阁 4-3d 中经过洗j悦之后的 MMIPs在 2374 cm- I 

没有红外峰山现， 表明聚合物巾棋板分子洗脱过程较为彻底。 此外，由于 MNIPs 在

61 



介)J戈 '1'除{+~~饭分 f才dJ11入外， !Ç他 1 J M MIPs J，k才叫川|叫，战讥JI此川的)'tìil~d仔价'1"，1 ， J 

MMIPs JU{I吸收峙的价 -FIeffeft;主(f.J t 1 移，这也说I~J r坑他的形成平11千r fl 纠夕|、 ift

|等1 <<-I~J分 r- [1J.ì1t奴仆物的印边 Ji挝、沟 11 J '-价时挝、 . J)J íì~ ，'('休 1 J悦板分 f之|‘IIJ j咀H~.l

i也flli 仆， γ-MAPs 't边介 (1到:111 山 iitiiEj4年L旧物价J，L ' J 内MJ.Lrh介 j'ljM1利做成1.。

2 .1 .3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能量弥散 X 射线谱表征

' @ 

, t 

a 

1
1
1 ~ 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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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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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4 6 8 10 12 14 16 18 ;{, 0 1 • 6 8 10 12 14 16 18 :l{ 

.ev 

|萄 ~-~ ~I，IJ俗的磁性微球 M I P ( :1 ) 和 N I P ( h)的 {iE吸引;f世 X 射线能it~1刽

Figll l'c 4-~ ED X SpCCl r1l1ll or.hc MN 川、(:1 ) 川Id 1\11\1 11、( 1))

,e', 

|可 4-4 为M1刊 f~':，如求|'lfj{iSiILIAtiit x 纠.j r ~ fi~ i '，'~ 1呼1 1111划 4-4a fll 4-411 IIJ 切， MMl l's 

fll MNI Ps 十ì' ,',,',' l' 占|i fr c，川， 0. 1记儿朵 句 1 1，， '1' Fc 儿东 111 Fc,O, Ij!1以 . Si 儿朵儿 门 ~()S

i'的i乞i划投8~也Ji)i蚁. C It.:朵. d咔 1 '皮-j乙 '1' 1 二o川 、 y-M八Ps 、 M八八 ß.， I ' DM八 参 I J J运的JJL

fJ t (I<J , 0 dJ干 1 : '>f: )(: 111 Si02 '，'c.JL~ {II t<. 1(11 "iî J.l~ J'- I..J 户 '1飞 • ì5t IIJJ 圳市1) 鸟飞机衍 fr

Fc10 .,1I Si02 a y-I'\l1八 Ps U介丰且 ('I:'Jí) if~)G A~N 炎 IIIJlH IIII)~II' J (1川\， MNIPs 'J MM IPs 

斗11 L 忆 Fc )~东的 I J Si 儿朵衅{:， J立j匀|、 11，年， I!IJ I< I~j r，';XJ求求 1(11 JYí :~ ÍI{) Si 儿朵 1 J Fc 儿朵 f~

!l川11对较少 ， 这 i 业 j止 111 r MMIPs (I<J 阳似分(- ~JUi)UI归口 ， (1 t';~J ;g n<J k 1(11 JI乡 JJ戈( Úhì.怡

的{UI叶. I(IÏ MNIPs ~).见fJi扣~J夜宵，从 1 (11 j巳 JJ义 "1句的机 1).' 妆人ω

2. 1.4 磁性微球磁宁性能分析

!等|斗-5 沟 l'c ，O ， I晶tl 料(-约(ltHli{dJ ，)~ ~i() 、干111~ {ì改 ~I Ji III j川口;但介物 t.l.介r.';~o;~

怦1'"'' (I<J 帧♀刊泊洲;;阶川川i甘川川}川忡l'川1门叫' I r伐飞~ I问附$划1 0 从 VSM 1 划毕I'J j，如、，11 :

乎刷和|川| 快仙刷IjM毗~，也巳j远」丘i r-二 认芋二. kJ见 1 1\ l'让 M I'I{J JllljU~1'rl ， l!IJ (1 外{磁场 f1 川 J I、 H ()忱们 的{嗷1I1;~ J句利 , 

但 r机(- (I<J.i伞，JJ 不II Wt U、 o I"J 11才 1III11llJ ill : Fc 10 , (1 Si02 ÆII FC IO内) SiO/ a y-MAPs l'的峨

山 1"1线形;I}\ n~ ~川以j句 1，) H.!. ~IU n<JJ~ r~j 11I1?1, 11 目的 tl l 月多 Lt 山(l~小 . 11.. t包和IMH七 111\ J也分

~J。为 15.6 1 4 Cl11u/包 干|川 4. 1 02 cmu/go 'J A、~ fI~(I<J FCl04 磁卡|料('1包fll (w!化强!轧(68.

742 cmu/吕)十I lI t: I\ J见 1'1吁低， lU~;tl人1 J川人|只<) 1< 1(11 侬议包也 { 尤峨山以(I<J Si02 fll y-M 

八Ps )门， H~~~1 I-'c，O I t< lfI I Mþ， .rI: J戊分的所 ;11 分敬11:1' fl( 导j在l'也早11 MH t 'J1M U. I'I< J lli帕之降低，

IIiJIf.] Si02 JYÎ H千J I'(.J )副啦.rl 也会导Jïú.介削球M1'rl 变化130 J o 1(1) Ml\tIJPs fll MNIPs (I{J t(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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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磁化强Ht.分别为 7.737 emu/g 和 5.543 cmu侣，这 1: 'B_[ J(: [11 ']"- S i02 和 I y-M八Ps 的包

装并印迹聚合后在磁性粒子表后形成多壳层结构， 使得核层中心的 Fe304 受外界磁场

影响降低，同时磁性粒 f之间的问&EW1火 ， Jt .fIl /I作川的磁卡1:)) lli~~小 ， 12-1而饱和l

磁化强度和剩余磁化强度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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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修饰后的F'CJO.j@SiÛ2，Fc3Û..@Si02@y-MAPs 及 MIPs 和 NIPs 的磁滞回线图

F'igllre 4-5 Magnetization clI rve of F'eJ04@Si02(吟，Fc]O..@Si02@Y-MAPs(b) ， MMIPs(c) ilnd 
MNIPs bcads(d) 

2 .2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阪附性能研究及 Scatchard 分析

室温平衡l以附实验儿国 4-6a o IIJ I啕 nJ如|随;{(j成物浓度增))11 ，分 fEII迹综合物唯

位质证的纣介荒山附加， Fl. MMI Ps 对劳l;y性的结介fit远大于!在位质在 MNIPs 对劳

丘站的结合盐。 如浓度在 4.22 Ilffio 1/L 时 ， MMIPs 的结合量是 MNIPs 的 l.9 倍。这

农rVJ MMTPs 1[ 1 阳下 f对恢扳分 f打印度亲和力的印迹吧穴结合位点， 同时山说明模

饭平III'(-!.体ruJ 以非头价作用连接形成非共价键印边右式，可以在温和条件下将模板从

聚合物rl q徐牛， 1 1.在:休分 f(1甘银~什 I;..j轩放占IS千H&!快的地应l31 1 .

利用用 Scatchard 模型分析等温吸附盐，评价 MMIPs 对模板分子劳去津的结合

屿'性， Scatchard Jj扫式见公式 2-2。

以 Q/C 刘 Q 作阁得 Scatchard 阁(见阁 4-6b) 。 由罔 4-6b 可见 Q/C 与 Q 间存在非

线性关系，说明 MM1Ps 对芳 lá~{{{E不同的结仆位点，在图两端行两个明显的部分

只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这J刊J{E吸附 ïf.取浓度范用内 ， 印迹磁性微球主要再在两类

不 IIIJ 的结fiT位点。 分别对其ill行线性拟介，山拟合线性方程的斜率和战距可求得自

亲和力的纣介位点 KII=6.306x I 0-4 mol/L. Qma\I=22. 1 2 μmol/g ; 低亲和力结合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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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2 2.887x 10.3 
l11o l/ L , Qm川 65.94 ~1 1l101/g o 1(1j对 比 NMIPs 1_，( J见! ~ fi，介问 点H (J 1 个 ，

这 1 1]"能 ){I II r对Mltt Fe)O ， 微.bj(来川 t次{1Jl jI处JI]I)二 ， ~ljlJ ~ (I<j MN I Ps 驳介物*~M1J枣

亢个'Hjll'， N.lll( I败 IlH II.J ~ t J乙 队t1 N I Ps kJ,:(i{J M八八 fll E I)M八 J t ~;怪物，.<.J 比例/' ' 1 1' 1I '1.') 

异性的l吸 ~H ， 这也从侧 Iftl CIl l lF r j且.ìi乙协;也在乎11 1注介技术处51!， J口公人人|吁低 Fc~O I

恢体外J }t礼物的 11 忖 汁1"1 (I<J IJ&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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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M I Ps 对不同底物选择性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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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 r嗦们闸(MET)为j点物， Jt结构式儿阁 2-8。 采用水 1';'(11 1 1.5 的方也、11l行试验。 根州

结合前后浓度变化计算单位质量聚合物对个问底物分子的l驭附结合且'。

|划 4-7 为 MMIPs 和1 MNI Ps 对不同底物吸附约什址，山 l划 nJ知，各分析物(I:来fT

物上的王在取吸附量与其结构和模板分子芳去i幸的相似性有关，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

;反蜗胶、特 r冲、两冯冲刷1芳:反净与劳去冲结构较刷|似， 1大|此印迹囚 f不是很J&1F;

而苯嗦草酣虽也含类似宵能团，但其结构与劳去津相差较大，与聚合物中的孔穴才

匹配， l'武其1民附率地低。 这与边'汩的 MIPs 以别机理- -敛， UIl MIPs 能选择性地识别

模饭分子及其结构类似物， 是因其具有分子大小、形状和?气'能闭位置与模板分子相

匹配的孔穴[32) 。

2.4磁性分子印迹微球萃取条件的优化

根据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萃取用jEA萃取和|洗脱溶剂对 MMIPs 萃取效率的影

响，先后刘二在l仅条件ill行 f优化。 并将优化条件丘摆应JlJf历纸:研究。

2.4. 1 磁性分子印迹微球在萃取时的用壶选择

依据室温平衡l以附实验数据和 Scatchard 国分析口J知 ， MMlPs X~.底物劳去冲的高

亲和力在li合位点&火点~结合ii1 QIll3-: ， =22.12 川101侣，低亲和力的约介位点i民大表现

结合盘 Qmax2=65.94 J..UTIol侣。 因此为保证 MMIPs 在吸附萃取时在处于良好的浓度线

例，也rf)1 内，找们边界使Jll 35 mg 分 rrnl公磁卡1:微球的JfJ iJl_来做尽职 。

2.4.2 吸附溶剂和解析溶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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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吸附溶剂对劳去津磁性 MIP 微球吸附性能的影响(浓度为 1 μmol/L)

Figure 4-8 El'fcct or cx traclion solvcnt on MMIPs cffìciency of Iμ1110νL ATR. 

选择实验室常规使用的正己皖、丙响、币醉和i水作为l吸附浴剂，用 lμmol/L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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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吨~J、 HI:r(i:液毛然不 li iJ 1以附浴剂对拷Li iziiZHXld fFj;15lM4.J 实!jqfl11 月:创 11等1 4-8 )~i 小，C<，

hl11. 的I!歧阳、j沁j 持 Lil' MMIPs 微J;}< (r. J .ili;忏 .rl ~":'.l{l( I!放附越([利，I~Ji特剂的 11 悦tu.应烛 ，

111 J 十}Ætl j衍占IJ'I'f'~ (J 小 (I~)叮以A勺，只'1 1 附气?悦'~I 附加Jj.JII歧 I~(J i特刺1I.j' , 浴巾j为 1 1" ~ií~ .. 

忡j世 JZJJ!'ll及阿j以tl 头， J~ ([~~~N旦旦破坏持本刊， ,) MMIPs 做球们1) )I~ 'JI.(: n{J礼地利川，

队I1M I Ps ~忏椒'rl 较低的 II .~炕为非 llx)科剂 。|人|此 ，!li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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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般只) ((Jl(吸附剂，{J)j衍挎 Lil' M IPs 脱tl't~~J求 (1 小 I flJ阳 l吸;在汽IJ'I'n~)(MJI驳他)J ， '~~价

r，I， *ÚI川可 4-9 J~r币， kl~J (1 +)JII入必j川 l入州 l ， iJ 比如'J 乙阶↑，'， ì)t 卡， 11' t'i'Î frV(I叹休东刘丹L

飞， 1

L一 IL啊 II)~ \'ff部)， " })II 入乙向往{jEJJi ltifVIH技处;丰 ，i l' I'I{J {fiI( 'I}~蚀 11lHjlltlIf--1j 乙 11，1， (Ol( IO~ 川、系

门 Ps Mì‘ rl í;';!O扪'"J Jr~)J划1<) 年〔|人1 )，;乙内在能够巾'坠浴HHI<) pKa fl'l , Íì~ì)Il~~;~h归~UJ斗、拚 L~ l' 1 J 

!人I jl七~吃 Lb.: .N乙陆的 'JI 入 jy bl 包 iìl~ J，L忧，\' '1 ;i~III:'J ， 'r, (J' tF1J J 攸以1却I'I(J ì似1 \ 1111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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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 -1-9 解I段挥手剂对 MIP 磁性微球和l仅n白色的影响〈浓度为 1 I I I1lo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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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 7.6-10.2 μgfL。 这友。]挎去津 MMIPs 革取-IIPLC 联用方认对 f 二峪关除草剂多

残阳分析具有较向_9{1放度。

表 4-2 方法的工作曲线、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Table 4-2 Lincar cqu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cffïcients and lincar rangc <S/N=3) 

化合物 线性也11>1 相关系数 (R) 线性也国 Üll11o l/L) 枪山~(μgIL)

夕号 ~r在 y=3.21 x IOsC-4.04x 104 0.9989 0. 1-50 7.6 

菇'反净 y=2.45x I OSC+5.20x 104 0.9964 0.5-50 8.8 

特丁i12 y=3.28x 1 OSC+2. 16x 104 0.997 1 0.5-50 10.2 

2.6 实际土壤样品测定

以 MNIPs 为对照，采用 MM1Ps 萃取-HPLC 联用检测加标土壤实际样品， 验ìiF

MMIPs 对实际复杂í'1;去样品的吸附性能， 已谐阁见图 4-10。谱图 4-10a 为空白土壤

提取液的 HPLC 分析色消阁 ， 表明土壤样品巾基质比较复杂且不含准备添加的三嗦

炎除草剂。在)JIl标后对土壤样品直接萃取过泌后上样， 如谱图 4-10b 所示， 因基质的

~;在 l响 目标物峰LI '， J}M豆叠 IfIT无法分离。对比|刽 4- 1 0c 和 4-lOd. 表明纤过 MMIPs 萃取

后 ， 能够消除背j;UtCI质 |二扰， 且能很好的萃驭1以附三I嗦类除草剂 ， I盯 MNJPs 对添加|

t~在样品中的芳JJi 性和 I ~守丁i lf 也有一定的革取口袋作用 ， 这主要怂 ILI 于聚合材料的

|拉特异性吸附造成。 MNIPs 萃取-旧LC 分忻州 f测定加标土壤样川巾的 3 种二嚷类

除市州结果如友 4-3 所水， 贝劳去津、劳*-月'哺I~夺了津的回收率为 80.7%-116.6%之

间、 RSD 为 2 . 门%-6.92%， 能满足土样11 1农残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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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磁性分子印迹微球在添加 3 种三嗦类除草剂的土壤样品萃取包谱图

Figll" c 4-10 Chromatograms of thrce triaz incs spikcd solll tions of soil samples a nd determina tiOIl 

of triazines in s piked sample solutions with MM 1 J>s and M NI J>s beads. 
(a) Ihe blank soil samplc、 (b) direcl exlract form spikcd soil sample, (c) MNIPs exlraCI form spiked soil 

sample, (d) MMIPs extract form spiked soil sample. injection volume of 2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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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土壤样品中不同添加浓度的回收率和精密度

Table 4-3 The results of RSD a nd recovery experiments of MMIPs extracts form soil samples 

spiked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precision tests. 

样品 添加量 (μglg) 回收半(%) RSD (n=6, %) 

10 92.6 5.46 

7秀去津 20 102.3 3.72 

40 116.6 2.1 1 

10 80.7 6 .35 

劳灭净 20 84.9 4.44 

40 93.6 2.78 

10 87.3 6.92 

特T津 20 96.8 4.73 

40 112.6 2.95 

3 结论

采用化学沉淀制备了班微米级磁核，年IJ川浴!佼·凝胶技术手H融核农商i进行包裹修

饰，通过悬浮聚合方式11ilJ 备f粒径;在 1 .2 lilllJ'(!.分散的核先式劳LW分子印迹磁性微球。

结合了磁性技术和!分子正p迹技术的领域优势，对MMIPs在;二l嚓类除草剂样品分离和密

集的应用作了初步探讨和'pJ行性研究。为研究新?但多功能性MIPs提供更开阔的研究思

路，同时实现为目标物生物分子的快速分离富集提供新材料。通过表征发现制备的磁

卡1:颗粒可完全被溶胶·凝JlS(:的Si02.&键含的y-MAPsr~r包埋，不易闲磁粉的泄漏滥成非特

异性吸附， .tl识另IJ位点在.聚合物微球表面1 ，其结介速率和分离效率较高，稳定性好等

特点，在微全分析中拥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利用 iklJ备的MMIPs，建立了MMIPs萃取

HPLC联用测定复杂基质土壤中3种三嗨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回收率为

80.7号也-116.6% ， RSD为 2.1 1%-6.92%。简化f操作过利， 省去繁琐的样品分离预处J.fl!.

过脏，实现'{复杂样川I ~1痕HI: 二|嚓类除11~:剂多组l分残阳的问IH分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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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特丁津聚 3-硫R塞盼丙二酸分子印迹

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基于分子印迹聚合物的高亲和性和高选择性、稳定性好、抗逆环境能力强、使

用范围广和寿命长等优势。使得 MIP 作为敏感材料用于构建新一代传感器成为焦点

[I} 。 制备印迹效应的微型识别元件与仪器简单，灵敏度高，条件可控、检测快速的传

感器相结合，在环境监测、食品和药物分析、工业安全控制、临床诊断和生物芯片

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2-4]。而近年来基于MIP作为生物传感器的识别原件对环

境污染物的检测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其研究也不断升温问。其中基于 MIT 开发的生

物传感器检测三嗦类除草剂已有国内外研究学者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探索，详见第

-章绪论中 2.3 分子印迹传感器在三嚓类除草剂痕量分析检测中的应用内容。

目前通过传统印迹方法如光接枝、聚合物旋涂，溶胶·凝胶和涂覆制得印迹膜电

极均存在着膜厚难控制，响应时间长，灵敏度低，模板分子难洗脱，膜稳定性和重

现性差等问题，这都给MIT在电化学传感器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诸多困难I61. 寻找新

型的印迹方法和印迹材料以满足传感器对识别元件敏感材料的要求成为研究的热

点。电聚合法是以转换器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通过控制多种条件(功能单体、循环

次数、聚合电位等〉对印迹膜的厚度进行调节，旦可利用循环伏安法(Cyclic

Voltammograms , CV)在任何形状和体积的转换器上形成MIP 膜， 制备的分子印迹膜

可以达到纳米级别， 易于重复，极大地提高了传感器的灵敏度。因此电聚合法也成

为了制备分子印迹膜最有潜力的方法之一[7、 8] 。

本章研究主要围绕 MIP 电化学传感器展开研究工作。拟采用循环伏安法，以 3-

硫唾盼丙二酸为功能单体，特丁津为模板分子，直接在金电极表面进行电聚合制备特

丁津分子印迹敏感膜电化学传感器。并对其聚合条件进行了优化，考察了所制备的传

感器表观结构， pH 影响极其对结构类似物的选择性、测试重现性等。测试表明所制备

的分子印迹膜传感器展示了良好的印迹效果和优良的响应性能。研究结果为此类方法

用于其他分子印迹膜的制备和三嚓类除草剂的实时快速检测提供了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与试剂

试齐U: 特丁津 (96.7%)、劳去津(97.5%)、灭蝇肢(98.2%)、三聚佩胶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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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火沛 (87.4% )均WJ rl到家标，w物质'1' 心; 3- ß'1EID;(1吩|人L . ~峻 (TMA ， 98% ， 分析纯，

Y l. ，jj: 、1'， )t~1川l纠们限公 I r] ) ; ML怡 (98.0% ， ' 1'1 1\1 ~*J~化学试如JJ ); LiCI ( 97.0%，分

析纯 ， 11;1 t)~ i)S 'Ji化学试占IJ{(II[~公 liJ): NaCI(99.5% ， 分析rl~)、比;j< (25%-28%) 、 tt

n安 (35%-38% )均 111 ~的 ISII dJ 化节试剂J .但斗机 ; K21IPO" (99.0% . 分十斤!I~) 、 KII2PO"

( 99.5%，分析乡e) 、 I^J t'i]nJ (分析 ~Ie ) 、'1 '何'Î (分析纠〉、乙 II1'J (巳 ifffth) 、;L/)<乙酌 ，

K3 I Fc(CN)61ßJ~1~J 1' 1 反冲J!j ，H密欧化学试占'Júljl~公 liJ ; NaO门(99% ，分析纯， 1 '.肉之

始化 J .Ú ，I[~ 公 1 îJ) 。 实收川/j(均只} . ì.欠二点tWI水 。

仪器 : C门 1 -760C I l!化学 L竹吐，Ii , .~ Il!械系统 : 以11'1作为别 l l1 i址，八且/八gC I I l!.拟

(SCE)为参比 I U，椒 ， 以{J7. 1 U， thZ.!.!.X分 fr[Jj坐JI贝修1'íli (I{J ~ 111十足为 r {1: l u，悦( [ -.协lJri. i~ f义栋公

川]) 0 PI IS-3C tl'j ';中i 数!Iì~股!也 ~[ (1*];;(科协分Hî仪器 {î [~l~公 IIJ ) ; KQ5200DE )~'~敬忖，W

j if被if刊~t那 <L止 I[I ，W)L 波~，IJ jjt归 L {J 111~公 IIJ): SE2-F I L'.J'分州火 、[， (北 J;~ .民主?不IJ JUî 1义

以系统行限公 11 J ) 。

1.2 试验方法

1.2. 1 电极的预处理

将合I l!. HH)( ?,l {I 料作为 0.05 μl1l (I{ J 飞't化创浆1日I Jf~J但1.1 J 阶1J也jtI次分1，'1' ， 然 J， ~ 收入

V,o.oIl2()2:V .I, 1I2SO, 1 :3 的 ~rf~快 I I ' 'Ì二i包 20 min ， 分 ))IJJ 1 J (欠水和lλ;/)(乙附作，lflJ:' ~)U条

5 min 以|徐 L I u' i放 k l(II ' !歧 Ilf.J (1甘饥化'tï \ÆII J~它 fl~ )Ji. , 然、 j口 (1 0.50 11101/L 门卢O.d特il支 ' 1 ' J' 

-0.50 V - -1 1.50 V (I<J I U，仙也 11，'内 ill1r CV 1 I1N" I'L们 ik1~} ttt比 fh~圳、伏灰 IIJíIJ)训冬1'9 1 "

气 l卜
， F 川Jo斗/

(> c户 时)EK11 也坠入H 俨XE

C 川， Ha n i人m L

OJ 」儿::

43号:3L iE 
QO 叶江ι

E 。
‘,...,) 

，，1('("11'时......k..ld…-1'"1"".

C...d.C'I1..、I IP b画..... ......01' 

剧 5- 1 分f印迹!民l{I.聚合原理图和传感~it检测示怠阁

Figllrc , Schcmatic rcprcscnlalilon of poly (J-TIVIA) copolymcriz川 ion HftCI' thc cSlablishmcnl of 
II-bonds bctwccn T I3A and J-TM八 in ~I I)rcpolymcriza tion complcx . lIId sCl1sor dclcc tioll 
princi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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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的制备

将电极浸入含有 2 mmol/L 3-硫唾吩丙二酸、 0.5 mmol/L特丁津和 5 mmol/L LiCl 

的丙嗣·水(v 晴:v俨1:1)溶液中浸泡30min进行分子预组装，然后采用三电极体系〈以

裸金电极为工作电极，铀丝为对电极，饱和 AglAgCl 电极(SCE)为参比电极〉在-0.50

V- +1.50 V 的电位范围下进行循环伏安扫描，扫描圈数为 20 圃，扫描速度为 50 mv/s。

对照空白印迹膜电极用不含特丁津的聚合液同上方法制备。

分子印迹电聚合传感器聚合过程和检测原理见图 5-1 。

1.2.3 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的洗脱处理

将制备的印迹和非印迹聚合膜电极在丙嗣溶液中超声 3 min，除去未反应完全的

3硫唾吩丙二酸分子，再在 15% 肢化甲醇 (v..#v "，.)溶液中浸泡以洗脱印迹膜中

结合的模板分子，直至洗脱后的即迹聚合膜电极放在也[Fe(α'06]溶液中用循环伏安

法扫描得到稳定的伏安响应图为止。

1.2.4特T津的检测

将洗脱模板后的印迹聚合膜电极浸入 20 mL添加有不同浓度的特丁津

K3[Fe(CN)6] 溶液中，磁力搅拌放置 7min使检测物与印迹聚合膜电极空穴充分结合。

用差分脉冲伏安法 (Differential Pu1se Voltamme町， DPV) 记录 K3[Fe(CN)6]的还原峰

电流值与特丁津溶液浓度间的关系，绘制标准曲线，间接测定特丁津的含量。

每次检测使用后，将印迹膜金电极浸入丙酣溶液中超声振荡 3min后再利用 15%

胶化甲醇 (v 氟#v 甲. ) 溶液中浸泡 10 min 以洗脱被印迹膜吸附的特丁津。 使用时用

二次水冲即可进行下一次扫描，这样可以保持修饰电极良好的稳定性和重现性。 电

极不用时，用二次水冲洗干净，置于丙翻溶液中保存。

1.2.5 样晶的预处理

取西红柿样品 200g用组织捣碎机均质处理，称取 5g均质样品，添加 5mL标准特

丁津溶液，用 0.1 mol/L NaOH 溶液将样品的pH值调为 10-11 之间。加入 15mL乙酸乙

醋，振荡提取 2 rnin, 4∞0 甲m下离心 5 min，收集乙酸乙酣层，再用重复提取一次，

合并乙酸乙酶提取液.30.C氮吹至近干，用二次水定容至 5 mL。将定容的溶液过ProElut

PLS 60 mgl3 mL (迪马公司〉固相萃取小柱净化，净化液保存在冰箱中待测。

水样取湖水，经过滤纸和 0.45 阳滤膜过滤后直接添加标准特丁津溶液，然后用

ProElut PLS 60 mg/3 mL SPE 柱净化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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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聚合条件的优化

2. 1.1 不同支持电解质对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的影晌

生:1 .~ iI~f(}l()Ji (1 rJl j在J1(.! Il~ 比γik介形成clN 1:1' J l{ J 小在忽视(I{J 11 ) I J ‘~Íl -1'，)悦的驳

介反向发'1. . Iuf~~ )员 '1' 1~III't'J 产竹为掺杂交IJill 入1l~' I' )1 成为j贱的组成 fHI分.M 、l' W!f ~在

介悦 iUU;j flfj 竹 川J， ~.J J川A戊iLυ， 1川II瞅!协民l贝lυl反二j内、均句1Vi川L以1戍川 j附所y沂if机衍!可j川)川瞅|悦贝川f的H内jf纠幻tJ1川~J 1υJ'~刊札I.J顷l况丑 占仰Ilfιi忱 人;拔i虑趴巳趴l町月币胁响qí.J 1句í.JI俨l川l

以i边l皿丑i过:立11注~抖作飞i滔ει白'1丫I1ω川'U们υ:!'阳的i't<内j文J忖」午: 1也l!. ß解y阱~)版贞米t改3攻{ 户川t'{. J旧股吕股阳!汀(1阳的H内〈甘:J'~忱Y

分 j刀川川j川川IJ 以 0.5 1门111利ln101川/1 J (1的l白甘 LiCI , 、 NaCαl 、 K211 ]>0 I-K I12]>O" ?)~ì' l'悄地j.) ~1.\ IUf(V(顷， 他11

俗不 I"J的 CIl址发介j民 IU悦，考?但luÆ放洗JI兑万~ (1 K，rFc(CN)6]i~年浓 ' 1'~h;~~1干 I l!. ~Al.(I{ J ;;~ 111句

如|等15-2 所心，以 LiCI 、 NaCI ， K21IP0 1-KI12]>O., ?)1i1 1'ì'i肖波为立 I，~ 1 L!. fII!( h只11HrLJl j企JI央

的发介， iR介 j王山盯合l l!.ftHJ~!必似的 l UtdLlllM内的分 )~IJ Jl: : - 12.85 x 1 0'(' 八、 -2.964x 10.6 八 、

-7 .4 10 x 10'(> 八 . 11] ~ ~1.\ 1 L!. (O{U~i为 LiCIII.I ， ì在亿!L!.~ ~~~ ~.J K" 1-1.:( CN )(, II't(J IIlí仆UAI且，)').J.. l烛，

这 "fím){1人|为文1.\ 1 L!. ((v( J员 (1 1 L!.悦1.参， J J1~Ut{J-}参朵， 1(0 (1 浴池 11 1]叫， Li 肉 ((I{J ;J(化 、1 '.

(1) ){M 人的 1m j土训.Jl兄{川J< ,fll Jl~! (1川冬ATIA f jl t , J|5j戊(人:，: (1甘宁 ';，\ . Iλl !l t以 1 iCI ').) 

Jι-} ,\ Il!. ((I'( )贝 .lC lU idLlllhl 扣，V. (1'111 ~人 . ~ ll!, 'tJ& {ì fJ~ 感拟的快地，'，':， .fl..1t~ IIlí.J J也 ，'，{，(小'实!阶

/(t, ) 11 1 iC ‘ 1 ').) ~ n 1 L!. fOI(J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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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5-2 不|司'I:!.解质聚合印迹踉 I k'.t反抗脱而在 KJI Fc(CN)ιl中的差分j咏川伏京剧。 a.以 LiCI 为支持

'l!fOl(质， I】.以组~I'j抨液为 11.1解l页 ， C.以 NaCI 只~ ~立在\r1!解j员.

Figll rc 5-2 DPV 只raph 0 1' hc diffcrcnl s lI ppo rlin只 clcclro l) Ic prcp:u'cd 民11 1> c lcclrotlc~ in 0.01 
mol/L K3 11'c(CN)(,1 Sollll iOlls.(a) LiCl, (h) 1( 211 PO~-K 11 2PO~ hll ffcr sollll ion,(c) N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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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聚合液功能单体与模极分子配比对分子印迹聚合膜的影晌

聚合溶液中棋板分子与功能单体的浓度比对聚合j民电活性戍边择性和形貌都产

生巨大的彤n向[ 111。保持 LiCl 和特丁律的浓度分别为 5mmol/L 和 O.5mmol/L 不变， 通

过改变聚合液叶 I 3-硫l庭l吩丙二酸的摩尔浓度，在金电极表面制各摩尔比为 2: 1 、 3: 1 、

4:1 、 5 : 1 的不同印迹聚舍膜。将洗脱模饭之后印迹聚合j民电极在 K3[Fe(CN)6J采用差分

j脉冲伏安法测定见图 5-3，实验结果表明当功能单体与模版分子的配比为 2:1 、 3 : 1 、 4: 1 、

5: 1 时， [11句应电流分别为 : -5.08 I x l0.6 A、 -7.437x l 0.6 A、斗 .787x 10.5 A、-1.063 x l O.5 A、。

up 3-硫l庭盼丙二酸与特丁津的配比为 4: 1 时，印迹j民电极的响应值最大、表明功能单

体与棋饭物聚合后形成空穴较多。而在低浓度比时， 主要发生的功能单体自聚， 模板

参与反应的盘较少: 当高浓度比时，过多的功能单体也会发生自聚，阻碍了模板分子

的参与。 战实验逃ffl 3-硫l庭吩丙二酸与特丁津的浓度比为 4: 1 。

。

-5 

2 · ' 0 
'.电

. IS 

.20 

.0.1 0.0 0.1 0.2 0.3 OA 。.5 0.6 
E/V 

图 5-3 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不同配比聚合印迹膜电极洗脱后在 K31Fe(CN)6 1中的的差分脉冲伏安

图， 功能单体与棋板分子分别 (a ) 4: 1, ( b ) 5: 1, (c) 3:1 , ( d ) 2: 1 。

Figure 5-3 DPV graph of the different molar ratio of mo nomers to template prepared MI P 

clectrodes in 0.01 mol/L K31 Fe(CN)61 solu tions conta ining O.OSmM LiC I. Symbol a, b, c and d 

tand for a molar ratio (TBA/3-TMA) of 4: 1, 5: 1, 3 : 1 and 2:1 , respectively. 

2.1 .3 聚合扫描圈数和聚合电位对分子印迹聚合膜的影晌

3-硫|肆l助丙二酸在金也极表面的电化学聚合是一个完全不可逆过程。其通过自身

的 α 键在金山极表面形成肉分子聚合)惧，日.同时在聚什过程中也与特丁津分子中的

氨基〈异丙版-NH 基日01) .&.二 l嚓环的氮原子键含在一起; 反应合完成后 ， 除去模板

分子特丁冲，在聚 3-TMA膜表而即可得到对特丁详有选择性和识另IJ能力的印迹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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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Il j企J1~;!jIJ (许Uf'li ' 1'4 HNd~tl 放、 4 HNIILUI、 11i. 1I，I 占I~ 公λ系 Hlí~州 I l!_~Aì. (I<J 人小， 1 '1 战后I~:IJ

士IH~ 什版的形成l'Jtl立、 rll .ìft究生宋、 11向的111 fllJ 手11对门+，j\物的阶ìWtl 112 1 ， 1对此实验'1' 川 l 小

IIIJ Il!_ {心 JlJI114川 1\1 ;JJI] 把 W~ 介JI贝 q.IJ~ )j价~ý!IJ~ 、j l tiloh飞机比 I~J ， 3-M[ IrJ;(I~hλ~ .陋的刊化dJ干

(1 1.26 V, 1人!此i&4于发介 I l!_仙也 11才为 -0.50 v--卡 1.50 V 11], f但也11，11材 。

只~ {毛五~~tt 介们怕!在I :ßO'H民介JJ~ (1<) Il!_ ~fÍL IIlí~ I,i, (JIL ~j~ 111句，才\.';j:价 ìWlíζjpi民 {H 1 1NII也|

放为 1 51UI 、 20 阳、 25 1叫川 对 rL!. 1，玩的 ji吕 "lflJ 。 纣以 <<ryJ. ~民~+ HUdr.t.1数少 !二 1 51也|川 ，

(1去1"(11 1 L!. ~必对川 J ~ 11 (i{ J "lílJ )也 1 1], ~fÍì.忱小 ω !Jt 介4 11""11(;.1 改为 20 1(;;111、1 . 111川、V 1 L!. ~fÍt.ib j、11M 人的

垠介们1NII创放火 j二 25 1创r; ， 1呐!但 l L!. ì血 riS年 ， 这杜 111 r~1民介|也|数ii~公攸)1贝NHU~ )JII ，

\fiilllílJ J句 1 L!.~fÍì.降低 。 ióeì在本实验来川ik介4 Hr'ld在1 1&;.) 20 1削 。 |宅15-4a 为 ~ {{ 5.0 Il1mol/ L 

LiC I 、 2.0 mmol/L 3-{i;tt 1吨 I~} 1材 -盼 、 0.5 mlTlO l/L 川 JH的内问"1/水浴池11 1 (1 ~I在介 I l!. f心 1l'J:

11 ，1 为 -0.50 V -+ 1.50 V，们1WI 20 1也1 (I<J f"~ J斗、仪友41W， 1甘 们 |划 5-4b ).) 小ihjjil股以分( ( 11 

分 f印j企农仆)1贝) (I<J ~f~介 rJI~J(、(火友 |划 。 村 I t IJJ~ l'fll可以行 11 \ . (1 1 L!. ~ft {~川 ~íìIH ， 1 11 

1 1]，悦 &' 1(11 )U,'j , 1人11仰的 I l!. 'lfÍì.Ml -{i 1 HN, (欠创 1'1<J J IIY1 )JII 边站Ir iJ，~小 ， 1(11 111 HA l.IJ削 rd Hr'r'I(欠烛

的朋川沙沛l州大陆引 MJ个伏'亿次被Jf(1)JII ， .3 - ('Jlì, IrJ;(I份 l'、J ~安 (1 1 L!.悦 1 'l!_ Wt 仆的小mi .ìl1:

f l · fP lUHA K|{liiU J;1 的 11 叶 I l!. J，~t 介 II~! 1(11 以m人 ， 1 L!.以 {J 攸 1(11 Ht以小， 1l!.1JÍì. "，中，;凡 l、阳，

叶 jJ.{ (}J~ J 1二伏'也: III;'J J句也j才j 川J ~ !JI] , 中111、.i.( ft<J 111;仆\， 'L!. ~lÍtJl业才(J也小 ， 1'1 个 I l!. {，'，小'处 ~ 1(11 气汀， 1 L:1l 

j企ER 介JI贝 111 J '1处以分 f小参 l J LRfr ， ix 1Xjι3-{仇Ir)，(lIj} IÂJ 内安 (t<J l' 1 .!Ä W~ {ì ，所以 (1 l~ 

l也|J|Jill jl I!lUiB达到、l' 而1 1(11 MIP JI~W~ú' l ' 0.28 v 处川 \ JW. (I{J汁 'f~i~; j企 jlk衅，找们HlltJi lt 

J{: 1人|为十史以分 j可，IJ J i l' H {f í立的'L!.~，r，n苓 I J 1'1I~~(I<J~1在 fr反j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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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 5-" 分 f印址j队的侃胁伏:去怯提合剧 ( a ) Cj J地:脱聚合阁， ( b ) 宅 ( 1印址服聚合国.

Figllrc 5-" Cyclic \'o lt allllll ogralll吨 of thc irnprintcd and non-imprintcd copolylllcr fil l1ls: (川) 2 
I1IIll 01汀 ， 3-TM八 \\ c rc di~l>o lvcd ill 5 111 1. C.l II ~() 1 1/1I20 (v :v =1:1), ( b) 0.5 Il1ll1ol/L TB八 alld 2 
11111101/L J-TM八 \\ crc dis~ol"cd in 5 mL CJ II~O IlIJ 1 20 (v :v =1:1) . Potcnt川 1 C) CI i 11 g frolll -0.5 t () 
+ 1.5 V :11 a SClln rlltc(V/s) =0. 1 for 20 cyclcs with 5 mmollL of LiCl ;IS slIpporting clcctroly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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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4 制备分子印迹膜电极的活性

通过对制备的分 fEp迹Jf5t传感器在 0.0 I l110llL K3[Fe(CN)6]浴液'1 1进行差分脉冲

伏去法测定，结果见|到 5-5，从图可知: 裸金山极11向应信号较大 C5-5a) ; 作印迹膜山

f 3-1啤吩丙二酸l'Ji体会发I.Þ. 白身聚合使得 rl_l.极求而形成致密的 l11分 fJ隙 ， 电极电化

学反应奇效面积较小，友现在有微弱的响应检测信号(5-5d) ; )m入悦饭分子的分子印

迹版在洗脱前后 C 5-约占)，由于印迹膜农面仔(F.对特丁津有选择性和识到l能力的二

维印迹孔穴结构，这些印迹"孔穴-，形成了传历和电子传递的通道， 体积小的铁离子

能够 !可由通过这些通迫于IJ达 fQ.极表面而发I.E I[1，化学反应 ， 即具有了一定的有效电化

学反应面积。表现出响应边度快、 l响应信廿强、恢复时间短等特点， 这正是生物传

感揣所市求的。

10 

。
d 

-10 

-20 

3·30 

~O 

.50 

-60 

-70 

-0.2 .0.) 0.0 O.J 0.2 0.3 0.4 0.5 0.6 0.7 
E/V 

阎 王-5 -' 种金电极的2it分脉冲伏安法图 (a ) 裸电极， ( b ) 洗脱模板后的 MIP 电极， (c) 洗脱

棋扳前的 MIP 电极， ( d ) NIP 电极

Figu re 5-5 DPV graph of fou r kinds of gold electrodes. a) bare gold electrode, b) M I P-modi fied gold 

clectrode after removal of thc imprinted molecules of TBA, c) MIP modified gold clectrode before the 

rcmoval of the imprinted l110lccules ofTBA, d) NIP modifìed gold electrode. Instrumental parameters: 

init E (Y)=-O. I, final (E) 0.6, 3mplitude (Y)=0.05, Pulsc Width (s)=0.2. Pulse Period (5)=0.5. 

2.2 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电镜表征

采用扫描Fg-f显微镜研究特丁津分 fEII迹)映在 II_i.极表面的沉积形貌，如图 8 所

/J号 。 由图可知 ， Ml P 1[1，极洗脱后表面破后 r -)二均匀而致乎有多孔的网状结构膜，并

行IljJ !I~ (I~针孔缺|俐， <<IYJ 3 - 1娃吩丙二股iEf斗 )1. t.J被修饰至 rl!.极点 l白 ， 同时印迹空穴

U形成， R.Jt多孔网状在!i构J-J分子印迹Jl贝~供了有利的反应Wr町 ， 便于特丁津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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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k 1 (11 (1< J [11 1ft价川人之 fllJ ((. J 1"':1 放、 快.ìillill 介 ， 从 I(U J.;实J!N.t.l， J } 11 的快地、 ll.t.ljL忏ill 阶

ìÞ!~ 1M供 f f川

阁 5-6 MIP 布1 NIP 提合股 Il!.极点而结构11捕lum:&ûL
Figllrc 5-6 SEM images of(a) molec lI la rly imprintcd gold clcctrodc slI rfacc (magnific:ttion 60叶，
(b) MIP clcct rodc ( llIagnilìcat ion 6000吟， (c) NIP clcclrodc (magnilîca lion "'O()Ox). 

2.3 不同 pH 值对分子印迹聚合膜传感器的影响

p川 ".J 1/~ !:必 ;梢的 IIlíl) )句 IH fl lJ 、们 1llltl 'μ 比去生丰i 、价川\ II!~ 叮 ;iElljtlt文人 | l l|1 '实 I}命 11 1 JIJ 

0.0 1 mmol/L 门 ('1 浴池和1 0.0 1 mmollL 的 NaOl l 的汹 ij;j i1·· 系列ì{-<. J曳').)

0.0 1 O.08mmol/ 1. '11, J H (I~) K I 11记((‘N)c. IMH但 . (~Ulì市~{支 pJ 1 (，1，为 1.0 、 5.0 、 7.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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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5-7 不同 pl' {WH柑 rrrtid!~立的电流的影响

Figllrc 5-7 Thc cffcc l ()f d iffcrcnt PlI、 a luc υ" 。飞 idat ion pc川< ClI l'rcn1. 

2.4结构类似物对分子印迹聚合膜传感器的影晌

分 ([IJj企JI央内 (1<) tí1j 介 f"i)山

7X 



似物也nr.ìit入约介份 I'!'~:)1 1 J聚介版内币体 lJ~JN-11创发生i1 川1.山报，;少 jl; 纣1介位点 ，

才|赳 -定的电流响应。 识别过程中模扳分 fJill过亲油性质非近印迹 II.!.极，只有那些

IJ 纣i fT优点阴阳山幻的分「才能ill入空')(. , .ìJll.cl 1 J分 f Efl k!tJj只 b(: / I :钊创作JlJ达到稳

定响应f1 41 。

为[ :考察特 r~ l'分 frp迹聚合j良传磁带苦的选持性，在支忡rl.!.f(ý?J吸 11' 川|入 [4利' 与

特丁iF结构类似的物顶(结构式见阁5-8 )，记求印迹聚合膜传感器对约构类似物系列

浓l立的轩物质问~}民的响!任。 其浓度与电流l响应值的关系见国5-9所/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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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5-8 用于特异性研究的结构类似物分子结构式

Figurc 5-8 Molccular structurc of livc a nal) tcs for the spccilici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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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印迹膜电化学传感辑对结构类似物的响应电流值

Figurc 5-9 Rcsponsc Cllrrcnt of OPV with thc MIP modified sensor for struct llral analogue 
differcn t compounds. Each valuc rcprcscnts thc avcragc of thrcc indepcndcnt O1casurC01cnts. 

MIP 传J必糕的.Qt忏刊 IIJ池i:t:ì2t抒卡1:系放与浆，定义地.ff.'rl:系数为参J!U物与儿'已·

物质线性关系的来:1书之 L忆 。 选择特丁冲作为参照物，则主tX'J 芳 ld性、灭虫ItU眩 、 芳灭

冲刷l 二泉i;瓦版的地抒tl 系数分别为 0.82 ， 0.77 , 0.84 和 0.9 1 0 山这川个物戚的选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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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 RSD=0.09573，检出限为 0.0025 mmol几(S州=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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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J 1 印迹化学传感器对系列浓度特T津的差分脉冲伏安法图.

a.0.00025 mmol/L, b.0.005 mmol儿， c.O.OI mmol/L. d. 0.02 mmolfL. e. 0.04 mmolfL, f. 0.06 mmol/L. 

g. 0.08 mmol几， h. 0.10 rnmol/L. i. 0.12 mmol/Lo 

Figure 5-11 DPV graph of TßA at a concentration range of 2.50xlO.4mmol/L-O. 12 mmol/L (a-i) 

on the surface of the M IP-modified electrode. Inset fìgllre is a calibration ClIrvc. Il1strumental 

pararneters: init E (V)=-O. 1, fìnal (E)=O丘 amplitudc (V)=0.05, Pulse Width (s)=0.2, Pulse Period 

(s)- 0.5. 

2.7 样品测定及回收率

fIT取 20 mL K3[Fc(CN)61浴液，向Jt添)JII L.!.处:F~虫子的加入特 fi It的内.红柿样品和

水样，采用 K3[Fc(CN)6]为掠针， 差分j脉冲伏:在iLilt行测定，通过特: rH~分子印迹传

感部校正曲线计红1111l&卒，结果见表 5- 1 。

表 5- 1 特丁津在西红柿和水样中的添加回收率及标准偏差

tr品 回收牟(%) RSD(%) 

76.5 4.2 
4 3.29 82.3 7.2 

6 4.84 80.7 6.7 
['4 ~I +rb 

2 1.70 84.9 6.5 
4 3.35 83.8 10.1 

6 4.27 7 1.2 9.4 
1-.样

实验表明，该分 f印迹 Il!化学传感器的对 [-，W物样品和水样打较好的问收率7 1.2

%-84.9 % , RSD 为 4.2-3 1 0. 1 之间，可以较好的满足实际样品中特丁洁的检测话耍。

2.8 分子印迹聚合膜电极的重现性及使用寿命

分子印迹传感;fit作为识别原件，优于仙统方法的特点是可以 i~:Ü利用并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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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整体柱的制备

及与液--液萃取或膜萃取结合富集分离水环境

样品中的痕量三曝类除草剂

固相微萃取技术(Solid-phase microex回ction， SPME)是 1989 年由加拿大Waterloo

大学 Pawliszyn 教授的研究组首次提出，随后 1990 年，该课题组利用 Han世ltan 7000 

注射器改装成第一个 SPME萃取进样装置[1、 2]。由于其方法简便、快速、灵敏，很快

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极大关注。 SPME 技术集采样、萃取和富能同步进行，与气相色谱

和液相色谱联用时可使进样也-步到位，大幅减少了样品流失。另外该方法也是一

种无溶剂或少溶剂的样品前处理技术:因萃取量少，不会对样品体系的原始平衡造

成影响，即可以忽略基质的消耗，利于实时原位分析:同时其装置易与气相色谱(GC)、

高效液相色谱(HPLC)、毛细管电泳(CE)等多种仪器联用[3. 4)。美国 Supelco 公司看好

其应用前景，于 1993 年推出了商品化的 SPME 装置， 1994 年其产品获得美国匹茨堡

分析仪器会议大奖，此举在分析化学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自 SP~伍装置商品化以

来，该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在环境保护、医药、天然产物、食品、临床、工业卫

生、生物、毒理和法医学等领域中获得了广泛应用[5-9)。此外， SP~在E 技术在某些国

家的标准分析方法中也获得了应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己采用 SPME 技术建立了

水中挥发性、半挥发性化合物的标准分析方法[IO} 。 将分子印迹技术应用于固相微萃

取中，利用 MIT 高选择性、制备简单、化学稳定性好、能反复使用等优点结合 SPME

技术，提高了 SPME 的萃取选择性，扩展 SPME 技术在高沸点、非挥发性物质分析

方面的应用范围例。

目前已报道的分子印迹 SPME 在三嗦类除草剂痕量分析检测中的应用详见第一

章 2.4内容。现有技术方法在实际样品萃取时，大多采用离线的方式萃取，由于 MIPs

的制备和识别大多局限在非极性有机溶剂中，在水溶液或极性溶液中进行萃取和识

别难度较大。所以离线萃取时， 都是采用两相〈非极性有机溶剂相一极性溶剂相〉

的液·液萃取后，再利用 MIP 萃取柱萃取，仍然存在过程过于繁琐，且回收率低等缺

点[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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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中，选用劳去津为模板， MAA 为功能单体， EDMA 为交联剂，甲苯和正

十二醇为致孔剂，在毛细管内采用微波聚合的方式制备得到了芳去津分子印迹毛细

管整体柱，将其作为固柑微萃取头，结合液--液京取和膜萃取技术，与高效液相色谱

联用，优化了影响萃取效率的参数，如萃取和解析溶剂、盐浓度和 pH 值、萃取和解

析时间、搅拌速度等，建立了 2 种直接在环境水样中萃取三嗦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

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对四种二嗦类除草剂被测物的加标回收率均高 80%。实验结

果表明:本论文建立的分子印迹聚合物整体柱微萃取和 HPLC 联用的检测方法具备简

单、快速、灵敏度高等优点，适合于实际环境水样中的常规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试剂:莽去津(97.5%)、特T沛 (96.7%)、先火沟 ( 87.4%)、 2-氯联-4 甲氧幕-6-

甲基-1.3.5-均与士J嚓 (98.6%) ， I嚓草耐 (97.4%)均购于回家标准物质中心:α·甲基丙

烯酸 (MAA， 99.5% )，乙:醉甲娃丙烯酸附 (EDMA ， 98%) 均购于 New Jersey , 

USA _ ~:向分公 i:iJ; 2 , 2'-fl阳纸纣~TJ情(AIBN，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纠II化工研究所);

甲苯(分析纯)、十二附i. (分析纯)、乙j捎 (CAN，色i曾纯)、四氢映喃 (THF，分析

纯)， Ifl醉 < MeOH，包谐纯)、乙酸(分析纯)，同~1 (分析纯)均购于Á津市科密

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叫:才 . .炕基磺酸纳 < SDS，分析纠). l '二醉(分析纯)购于|遇

到j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熔融石英毛细管 (530 μm I.D.. 690μmO.D.; 320μm l.缸，

570μmO.O.，河北永年光导纤维厂);聚丙烯小空纤维腆 (420 μm 1.0 ., 500 μnO.D.. 

!民孔径 0.1-0.2 μm，杭州凯泊膜分离技术有限公:1 iJ ):实验H}水均为二次蒸饰水。功

能单体、交联剂和 ')1发剂的纯化 !AL111 7 : :甲~ 2. 1.2 。

仪#性:大连依利特 PI20 1 液机|色，谱仪，紫外价测?m<大连依利特分析仪椿有限

公叫);微波炉(频率 2450 MHz. l)J率 700 W. J' _州荣的公司): Quanta 200 扫描 I U，

-I _!IÍ~微镜 ( FEI. Hillsboro , Oregon. USA); PHS-3C 精密数显限度计 (南京科环分

析仪音带有限公'rij ); DZF -6020 ~W真烹干燥衍 ( _ L海-tfl科技有限公司); TWCL-B ~.w 

调温磁力搅拌器(河南爱博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KQ 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椿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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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 .2.1 劳去津分子印迹团相萃取整体柱的制备

{I气?I}~备整体柱之前?际关j 毛细管内表面ill行预处J_~。共主要行以 F儿个过1世 : (1) 

m 1 molfL NaOl1 溶液冲洗毛细竹 30 min; (2)用二次水冲洗 30 min; (3)用 0.1 mol/L 

[[CL 浴液冲洗 30 min，除 )i:纳离于和其他杂1页; (4)再议JlJ二次水冲洗全 pH=7; (5) 

氮气吹干后各用。

将礁板分手拷去津 0.50 mmol ( 0.1111 g) ， 功能单体MAA 3.0 mmol(0.127 mL) , 

致孔剂巾苯 5.380 11111101(2.0 mL) ， 十二i'f!~ 14.278 mI1101(0.8 mL)于一小瓶rll超声 10

mm，然后}JII入交联剂 EDMA 12. 13 mmol(0.280 rnL)超声 15 min ， 混匀后加入引发剂

AIBN 0.030 g 越)li 10 l11in。分别截取|均径为 530μm 和 320 μm 己处理过的毛细ü; 30 

cm ， 注满聚合溶液， 用胶塞堵住两端，将毛细管置于功率 100W 的微波炉中反应 450

5, -vt衍分 f ISIl j庄虫主体柱。然后将整体柱截成 6 CI11 长的短柱体， 并将柱体外层舌IJ )i: 

1.2 cm 长的聚散亚J1安涂层，然后放在3M 的 N1-LtHF2腐蚀液中腐蚀 12 h 去掉外面的

1' i!Æ竹; [!fl刮到巳细l'ì;分 fEIJ j在 SPMEo

宅门印迹聚合物整体柱的制备除了溶液中不加模板分子劳去津外，其他的制备

Ji式均 17印边聚什物相同。

分子印迹间相微京取头模扳分子的洗脱: 将腐蚀过的分子印迹同相微草取整体

壮插入到 5 mL 11 1醉I~I~酸(v/v=90: 10) 1l~什浴池浴浓巾，放入 0，8 cm I义的转 f.ìlHr

搅拌洗脱模板(转速为 450 叩111 ) ，每隔 1 h 换一次洗脱液，如此洗脱 5h ， 直至洗脱液

检测不到仪饭分 fλJ止。 H体制备u利业11 1冬1 6- J JYr IJ斗 。

Filling州tb Plugging tbeωpillarγ 
伞 ，__ polYDlerization witb rubber 

Poh'吁llcrizalion}' 1II";II.u.U UU mixture 
D1u:ture 

Microwa、e irradialioD 

一[边1→

i一也←i ← i ← i
í

;; 几

-+ -+ 

RCDlO时ng prOlcctive 
I layerwilb a川

，
.。

"" -1 1 
，、

m 
警墨'

帆'
U啪

"
区
。

"" t .. hv nur-B 
，
、

nu 

图 6- 1 劳去津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整体柱的制备

Figurc 6- 1 Schcmatic represcntativc of prcparatiotl of atr'azinc imprinted polymer monolithic 
fibcr for SPM 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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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奏去津分子印迹固捆萃取整体柱与液液萃取联用萃取过程

i仅 2 mL 刊，」存取溶液ff ，'d， )JII入到总体和!只.J 2.5 mL 的友J，'\ Jfli '1' (J!i ;~I~ 1句 11: O.8cm. 

,',:, 2.5 CI11 : I {íl~内忏 0.5 CI1l, ,',':, 3.5 CI1l) .收入民 5 111111 , "1 忏 2 111111 (I~H觉川， (' ，然

1，丁 I't (1 水相i在i1:支".剖~ }JII 入.ÿ.: JI;U有市'J '1'.-1~ 200μI . 1而入 LJr1'讥 J、股版分{-(白 M I-SPME

Jf.1仅十 l 悦H~)业 800 rpm , H ,',,', .lf.l以 30 min ， 然 1， , l{X :1\ :-ÿ..l仅认J" 川 J ì欠 ~I~ ;J( ì'l'jjLN, 

i仪头 3 ì幻;jt: ， \ -<<-1(1，的物顷，川J lli '吹风 ~L热})(L!吹 I J，~放入少IJ小 tÌ'!，心~î"I' r 200 川. Ij'内'i

i乎乎地MJ~frV(仙， (rV( 扫d位，'1. ~在 1. 门PLC ;.;':'.J仪小总|电， !.A!. 6-2 ( a )ω 

1 .2 .3 葵去j辈分子印迹固丰目:萃取整体桂与中空纤维腹联用萃取过程

1句L'，1.íUI记悦版分 r-， K 1 cm ;在以快休村民入 KJ立)-J 1.2 cm (I~J ~较 1人1Mi'!' 吧r r rlì JI但

( 1)、Jf于 J.J 0.4 111111 ， 外 (1~为 0.5 mll1.fL作为 0. 18μJl1 ， '1'孔中 50%，也沁JI~! f~!几川水和l

|人J ~lI1Ji"J讥， I次|备川J )小段 ' 1' a ~句~棍打 '1 ' 干 rHlì J1~ (1< J M 1-S P M , :收i仪十 l 收入 I JI ~~ '1' 

以泡 20 min , iνr f'1ì J1~! 1:," .fL 手' I JI~~ 1)才 r ì i，~ '1 r X, fr叶1)1111 (!) j、rJ J.;':'.JI~JYi川的 " ' .~;:灯 rfi JW 8. i'lÏ 

(I{J MI-SPME 

ll:{ 5 m 1. f ,IJ J.;':'. J!x}rf }(li 忏，'，，'， )JII 入j、IJ ).川;~ ).) 1 0 m l. 的友J t~ Jlft. '1' ， 放入.n;. (1'1' 小叫 rlì JI贝

分 {-lll .i企 fF 川、;y，.1I~ I牛和 1 1 0叫门1 1ll (1川1，!l 11 Jlllqì~ H (-, ìMI 1,,; g .i'.ll J.) 500 rpm ， 平:J1~j土 PJ

'1' 平 l!.{ l村二'(l J fí ,',,'drf Wi tj I ~Ú 1觉H'I'(IJJ o ~.在JIX 'IL IH fllJ)，工11'UI\ 平1[川" . II)~ I k IfI )IV1111.j 

(1<) i科市lJ. h文入j才j 小 lti心~'I"I' I 200 pl Ij ln'ii'rf~位也m阳町， (0'( fJ Î )位t' 1~友 1 : 门1' 1 ，(， 本J['{

小总、|毛I hl 6-2 ( b ) 
a 

• t ' ' '" .. , 
飞11~.t'k'S"r •• . " 

'"01 511" b 

• 
'飞1." rJ
.Tt回pl.lt

, Ol)tr …II1n 

• 

111111阳 fib4:r nlcmb l1lnr 1\ 1)11('(111' ("'UI1I)I1 

• ()".. ...峰.. 、
Orgun町、.，hcnl ~，If-tth f' ff'COJ{.lIlo. 、hr，

~tlr liber 

剧 6-2 M I -S I) i\'1E 报I{X以Jllt示，tJ:闯: ( :1 ) i\lI-S PME 与激地~Jrx封，合 ; ( 1) ) MI-SPME 勺 III ~~纤

维)民革取结合

Figll rc 6-2 Schcl1l川ic rcpr'cscnlalioll ()f MI-SPME dc\ icc :lnd cxtraclion II1cc l川n is lll of ICIllf1lalc 
:lnalylc!l Ihrollgh liqllid- liqu id- so lid phasc illlcrfaccs (a) alld hollo\\ libcr-bascd liqllid 
III icroc飞t nlctio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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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水样的处理和色谱条件

表层河水样品采向学校东湖水面下约 0.5 m 处，以滤纸和 0.45 μm 滤)民过滤除去

&汗物所放入冰箱'1' 备用 。 均=气|峰、先去ilE、特 fìlt和l 挎:)( '(f~ &参!夜Uu'1 1跺 i.;-riM标准

溶液均用水: 乙腊 ( 40:60 ， v/v) 配制成系列浓度放冰箱中存储备用。

色地条件: ODS-C I8 巳活柱 (200 mmx4.6 mm , ., 5 μm ， ) ， 流动机i为乙)l!'iI水

( v/v=60/40 )，桂温为室温，流速为 0.8 mL/min，检测波氏为 220 nm， 进行样ITI液相

分析检测，台』队;迸样LE为 20μLo

2 结果与分析

2. l 固相微萃取整体柱的形貌表征

圄 6-3 固相微萃取整体柱照片和扫面电镜图

Figure 6-3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photogra ph of MIP monolithic bar 仙， b and c) a nd 

a hollow fibcr rncmbranc lubc (H FMT) cmbcddcd with a M IP monolilhic ba r (d a nd c). 

边过肉I1li[[接观察发现所制备的荡去H!: M]-SPME 楼体柱印迹和非印迹的外观

仰是-&ÚIÎ光刻1·:4 、住远 '9J状、川ι~1j较好的采 ItJJ性和l机械强应 (见国 6-3a )。通过土11出

rt1镜观察 n制 M1-SPME 辑体柱的表面J~貌图。 从图 6-3b 、 c、 d 、 e 可轩巾，萃取整体

柱-<< 1回电疏松、多孔的结构 11.儿千j~ I~ '，:i~' !):f的均匀性和1致密性，这种结构有利于提高

整体柱与萃取浴液的接触而积， 加速待分析物在整体柱内部的传质，用强萃取性能

不I lmJ)11萃取科iii，月二 川AjJJ}J J二先 ldlt.&Jt约构炎似物萃l仅|时迅地达到l职附、 j解吸、|λ

衡，缩短分析时间!l4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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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萃取条件优化

2.2. 1 萃取溶剂的选择

|人i 汉川J SPM1 ~ J) 油油平 ll)((1 iquid-1 iquid-sol id microl:xtractiol1‘门 .SMI:)ÆI I' I 叫:?f rli

11块平 i以(hollow fìber-liquid-snlid microcxtraction. IIFLSM巨)W(J门 ， ，1，业而‘担}f~泊J在 llX. l ' )A

(t{J J:(-.l{;{ i:将介IJ fll'l' ";'f'[ rH 竹内(I{J ~友 ~{f:. {f IJ L +11 ，)水牛11 小 rm/l M. '才Jlj命与然['实价'':jõ; ) IJ 1 ) 

水小 1，泊的乙~乙附、 i~l 仙、 IF L.炕戊叩4\.只) ;在~X}字叫IJ ， 求川持 LiP书J\ (11 i有液 ， 1觉

H .ì.å~YlJ，) 800 r l1l r . 阳忻i位为 1 [1肘，实份叼， *~II I哨 6-4 }íJí IJ 、 (, SJ>ME 1) 汹地平 11民1["

川 11-]陆本以浴剂极性的降低. MI-SPM巳 ;<，j 挎 l.âl'的 iikHXld i豆沟im ))11 (6斗a )。达友

11) J浴巾jHH'IJ.业圳， SPME "<'J 十处以分( i'1{J.il1 1'1' 1"1 1-. J fx，也{f ,fIJ. M f 1 (t{ J J;l..J I'{ i行ñ-IJ .J.) 11 1 ~~ • 

飞以水、Ij' fI'i 协悦柯:浴厅1jJ.) *1阳在商111 1-1 . 11I I二以tl" i'r千元Ij íì~ ì~& 'J~J !.'x. (~{ J~、持 L~ I\ ') MIPs 

W~介物fll J 川乡J& (I{片~(i也 (i 川J， \]'j曳先 J、 i l' 与人 J[x: ，: 1、|吁 . 1人|此 ， M I -S PM I ~ 内MJf悦'~I 忱

低的 1 1'斗~'h 牟取消占Ij (J 文献1 1->U且 M I Ps 材料 (1 (01:川 JII'J . 以 !l 介}&Il'lW~介浴厅。只!.I ~.IU

i在剂，会llx ~!J I~ ~{(t{J ;在 j以攸以II~I (1 MI-SPM I' ')'1'小~r rfi lJ~!然 l[xJIK川 11-] ，以乙阶乙

附、 1，~l1}j、 11 : G如，~ ï-J 烛'1: {J HL十11 !lN.l以 !ll 较低 (6-4b ) . c< I~Jl车内行:叶。 1) :持 l: i l' 分(-

1'11 Jl'1{ J f1 川 )J~交圳 . ，{(l I :L :1句阳 :,: j'1{J 先:)、门'从 ;J(州 '1 ' ',;,; q、林 J[X ， I"j 11、| 乙阪乙f~tÎ ÍìË ,,, 41,': M 1 1、

'1 ' l't{J ~.ll世乙:fTlUA ，从 I(U {I皮川、股以分(-先2.， ~ l' I ) M 1 Ps 的年〔饱问川 111 爪的斗;二lU 1，l'J文

内， Jλ11l{jtj乙 111 J' ljI,X.,' J IIMJ;!、 fllJ (I{J 1t-π 仙悦~1I '1 竹川jJLoll fJ与 L iI' (1 11' ~~ '1' ft{J m f(l'( 
I 'llllt 1 : 11 11' ~~ 小谷 f勺J f2年汪1手在电飞:ll边 }川f巴仙;幻J~义儿， (仇飞X川~ìl叶I 1" 队M门川l川l气 f孔纣引J山11 f介ì(价斗 ，λ'飞山.1.，.飞与.'.川I

fl刊忡11中1 1 古斗尽L人.1叭f仪〈川i攸贝 J式飞 t小|们l 占州仰IU马L川 |川叩l' 斗Xd竹f 卫为.; ~斗i户~.l阳!仅1 介削，].<

au
g
u-
-
-
3。，
筐
'

' 01.,., ..btl.1f .'10(01.，回 "..IOCt111. …'"

1\1""110. ..hcnl 

110 

，.1ω..， tM...lorm .lh.I.，刷刷，..ht‘... 
h'，.."Io.、ohull

罔 6-.t 不|叶萃IIX溶剂对萃取盐的影响

( :1 ) M I -~PME '")浓浓革取约合: ( b ) MI-SPM f: 1弓 "I :í~纤维股本J仪弘fr

Figurc 6~ Efrcct 0 1' e~tr川tioll soh'cnt on MI I'-SPM E crticicl1 cy. (a) LLSME at 160 Jlg/L 八TR; ( 1)) 

HFLSi\1 E at 80 μg/L I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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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解阪溶剂的选择

极性较强的甲醇、乙脑是常用解!吸溶剂，有时为增强解吸效呆，还会在甲醇、

乙ß，J r" )Jrl入少址乙酸。采m 叮1醉、乙肋.& (-E 叩r'W-Q戈乙JH1巾加入不同比例(5% 成 10%.

ν'/v)的乙酸为解吸溶剂，考察解析浴剂对 MT-SPME 解l吸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如阁

6-5 所辰。在不加入马克加入相同比例乙酸t，'j'况下，月1醉解吸体系刘先丘H~的解l吸效果

明显而于乙目前晖吸体系. fI.fI解 I吸溶剂中加入乙酸能提高解l吸效率。但在甲醇解吸溶

剂." )JIl入乙酸， 会导致 HPLcm国足线交差， )~I响拷 ~i住 lIPLC 分析兴敏度，凶此

选择 2 个萃取体系均选甲醉为解析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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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不同解析溶剂对萃取量的影响。

( a ) M I-SPME 与液液萃取结合; ( b ) MI-SPME 与中空纤维膜萃取结合

Figure 6-5 Effect of desorption solvents on extraction amount of atrazine with Ml-SPME. 

(a) LLSME at 1 60μg/L level; (b) HFLSME at 80 I1g/L level. A I :MeOH, A2:MeOH/EA 

=95:5,A3:MeOH/EA=90: 10, Bl :ACN, B2: ACN/EA=95:5,B3: ACN/EA=90: 10(v:v). 

2.2.3 搅拌速度的优化

搅拌速度对 Ml-SPME 萃l仪性能);在 l响如l 闯 6-6 所示。随搅J半速度的升高，

M[-SPME ，x-t拷 lá杠的萃取吼:明 !jl提肉。 {门 M I-SPME 与液液东取结合l时 ，搅拌速度

达剑 800 rpm , MJ -SPME 刘先去冲的收附能ili速达到平衡(.!A!.国 6-6a )。由于继续提

币'il觉 J非法 l支笔 1 000 rpm 时在革取济液中心位置处形成较大的涡旋，难以保证

Ml-SPME 萃取时全部设入萃取济液， :x~.萃取不利， 因此 MI-SPME 与液液联用选择

800 rpm 为战饨的悦拧边lSt_ o MI-SPME 与巾~~纤维j民J存取结合使用时，山同样随搅

烨i扫庭的升肉，对劳ld~!:(r-J;在取i注明显1M，句(见|刽 6-6b )。当搅拌速度达到 500 rpm 

l时 ， 刻'拷 J二i It (内吸肝jLJ纤根本达到 '17衡 。 r11 于继纵'提高搅拌jai度可S. 600 rpm 时在萃取

溶液'i I心位置处形成涡旋 ， 萃取棒会与搅拌子发生碰撞，对萃取小利，因此MI-SPME

与 r"吧纤维股东取结合使用时以 500 rpm 为挝佳的搅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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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民萃结合

Figurc 6-6 Effccl of Slirring Spccd on c~lraclioll :1111011111 of alr:' l.ill c 川 ith 1\1I-SPI\ IE. (a) LLSI\ IE 

at 1 60μg/L Icvclj (1)) II FLSI\I E 泊t 80,tg/L Ic飞 cl .

2.2.4萃取时间和解析时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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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6-7 革取时间和I l1Jl(t斤IH ffij对革取Et的影响

Figllrc 6-7 AdsoQllioll limc cur飞 cs and Dcsorplon timc cll rvcs of MI-SI'ME I () 八 Irat.i IlC Sla IIda rd 

sυIlll ioll .(a ) LLSME :11 1 刷'，.g/L Ic\'cl; (b) 11 FlλME 川剧 ~lg/L Icvc l. 

;反川挎LiPh(fl~市il支~然Jy!..l仪 11.1 r"J 和 I W( +)111、1 r"J 别 2 H' 平 1[时民」飞的 ;j~ lIlí~ .实!)合 'til

织如11可 6-7 J引 IJ\ O 1111''fl llj 111 6-元 I 2 中I'Nl仪仪式J~J (1. 30 min 之内 ， ~ú .M.JIXIH rllJ n{JJ\~1 

)JII ，先L ~I' 的 41.lii!1i ilii1:L11171 ， f|30111i11 之JI d夜:ili IVl ~H 、|ι 愤i 臼 1(1] 1向 llI川七 SPM1.. 川 J J 

.y..l仪拷 LiV llJ. 、1'，仰01-] fllJ约为 45 120 min l17 1111 挥 l.:H MI-SPt-. l l : 快地的吸附、l' 仰I

1 '业-Ii:|人|丛.J MI-SPME ，.{'J 股板分 f持 J、门， !l ()川忖卡1 k以!只O}川|订川j巨 j力J 1，川1川IIJ川l川叫|叫.1. M 川〉丰忖!(气|内付 i忏? 

4牧交小能附{低民分扣扪i物j过11入草驭头 1勺jl内付 肖川闭Ilk以J儿tj川;川川|川l卡忖仪/)飞斗巳山1刀t飞与Y、，1，

l川:〔tω.1k;hi分忻4物却i边i且11川山1\涂)/μ/~II川|←叫、才j (白的I(向(甘J1扩J'‘ i阳i忱~l边卓山j改支11川9川I 1(1] S P M E I J I 1 1 吧纤 rH JJ公 liL lllfJB 仆"、J. 快地的l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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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平衡主要是因为 HF-SPME 的聚丙烯中空纤维膜具有典型的疏水性能和较大的膜

支撑有机溶剂液比表面积，对模板分子旁去津能快速的富集和扩散到膜内的接受相

中，同时 MIP 萃取头也对势去津有特异性识别能力，加快了模板分子的富集能力。

萃取实质上是动态的传质过程，萃取时间太短不能使萃取反应达到平衡，但随着萃

取时间过长，也造成纤维膜机上有溶剂的溶解与挥发，对萃取造成不利影响[20]。故 2

中模式的萃取时间均选为 30 mino 

对于解析时间，由图 6-7 可知。 SPME 与液液萃取结合时解吸时间为 15 min，在

体积为 200 民的甲醇中约 98%的努去津被迅速解吸出来。但是 SP~但与中空纤维膜

萃取结合时解吸时间需要 20 min ， 在体积为 100 民的甲醇中才能使 98%的赛去津被

迅速解吸出来。这可能与中空纤维膜采用是聚丙烯材料，具有一定的疏水性，阻碍

了甲醇破坏 MIP 的非共价键速度。因此对于 SP~伍与液液萃取结合的萃取模式采用

解析时间为 15 min，而 SPME与中空纤维膜萃取结合模式采用解析时间为 20 mino 

2.2.5 盐浓度对萃取的影晌

实验考察了。-24 mM氯化纳对萃取条件的影响，发现在常规盐浓度下，基本对

SPME与液液结合模式的萃取量无影响。但对于SP~在E与中空纤维膜萃取结合模式会

随着盐浓度的增大，吸附量会降低，从121.5 ng降低到98.4鸣， 下降趋势不显著。这

是由于样品相中加入盐之后，可能会出现俩种情况:一是盐析效应降低努去津在水中

的溶解度从而有利于劳去津从样品水相中被萃取到有机相中增加了吸附量;二是氯

化铀的加入改变了纤维膜表面静态液层的物理结构同时也让给体的蒙古度增大，从而阻

碍了劳去津从给体到有机相膜的扩散而降低了萃取效率问。因此本实验确定在给体

即水样中不加盐。

2立6 样晶溶液 pH 值的影响

通过采用 3 mol/L的 HCL和 1 mol/L的 NaOH溶液来调节奏去津标准液的 pH值

(pH 1.5-9.5)，研究萃取液pH值对 MI-SPME 萃取量的影响，萃取结果见图 6-8。当

pH 值从1.5 增加到 5.5 时， 2 种萃取模式的萃取量都随溶液的 pH值增加而增加:在

pH 5.5-9.5 之间时吸附量会有显著的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秀去津是通过异丙胶基

及三嚓环的氮原子与功能单体形成的配合物，模板洗脱后，在印迹聚合物上主要通

过残留功能单体的竣基基团与模板分子通过氢键相互链接，而在 pH5.5 左右时， MIP 

孔穴中的竣基是会以自由状态存在，此时劳去津也大多以分子状态的存在，有利于

劳去津分子和分子印迹聚合物孔穴上的官能团匹配，即更有利于从水相中转移到有

机相中。而在碱性时印迹聚合物上的竣基会电离，强酸性溶液中，努去津分子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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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0 MIP 和 NIP 整体萃取柱对结构类似的选择性萃取

Figure 6- 10 Selectivity of MIP/NIP fiber for ATR, its analogues (TRI, T ER a nd AME) and 

non-ana logue (MET) in LLSME at 160吨IL level (a) and HFLSME at 80μglL leve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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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这表明劳去津分子印迹网相'傲萃取整体柱与归方程。

of 

线性伍国(μgIL)

2.5-80 

相关系数(R2)线性力程

0.17 0.9992 Y 0.95 18X-l.5278 

0.08 2.5-80 0.9999 Y- 0.9883X-0.987 

0. 12 2.5-80 0.9997 Y =0.8995 X -0 .6804 

化合物

均 4陈

先~jll

挎灭沛

特 rw 0. 15 

95 

2.5-80 0.9996 Y 0.8403X-0.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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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际样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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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4种三嚓类化合物色谱峰高分别是标准浓度峰高的 (18.06/1.90) 9.5, (1 8.4711.56) 

11.8 , (16.07/0.34) 47.3 , (1 1.1210.42) 26.5倍。

添加 10μgIL、 40μ，gIL、 80问IL 混合样品的 2 种萃取模式回收率结果如表 2 所示，

MI-SPME结合液液萃取模式中努去津回收率为 84.50/<俨94.2%， RSD 为 5.2~←7.3%;

特丁津为 81.3~妒93.7% ， RSD 为 4.8~兮-6.6%; 劳灭净为 80.9~妒90.9%. RSD 为

5.7~←7.4% ; 均三嗦为 73.6~←87.3%. RSD 为 7.1-8.8。而在 MI-SPr..伍结合中空纤维

膜萃取模式中特丁津回收率为 89.1协95.5% ， RSD 为 4.8γ俨6.1%;特丁津为

86.5~←94.0%. RSD 为 3.7~妒5.7%; 莽灭净为 85.5号也-93.6%、 RSD 为 5.00/0-6.5%;

均三嚓为 75.6o/c俨92.5%. RSD 为 5.9-7.4。结果表明建立的 2种萃取模式均可应用在

分析实际水样中三嚓类除草剂农药，该方法与现有方法相比更具有特异选择性好，

灵敏度高的优势。同时对比 2 种萃取模式，可以看出 MI-SPME 结合中空纤维膜萃取

模式回收率略低于 MI-SP~伍结合液液萃取模式，这可能是因为 MI-SPME 结合中空

纤维膜萃取模式中萃取整体柱内径为 320阳，小于 MIP♂ME 结合液液萃取模式的

整体柱内径 530阳，同时也存在有机接受相较少，在萃取分配平衡时造成萃取目标

物整体的萃取量低于结合液液萃取模式的。

表6-3 加标水样在2种不同萃取模式下的相对回收率 (n=6)

Table 6-3 Relative recoveri臼 of four analyt臼 from ditTerent spiked lake water at various 

concentra筒。ns (n=6). 

SPME 与液液萃取结合模式 SPME 与中空纤维膜萃取结合模式

化合物 10 陆几 40盹几 80μ.gIL 10盹IL 40吨ι 80~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 (%) ~ (%) ~ (%) ~ (%) ~ (%) ~ (%) 

赛去津 82.0 9.2 87.3 6.6 92.6 3.7 77.9 9.53 86.7 5.28 113.2 7.36 

特丁津 76.0 8.4 74.3 3.6 90.9 9.5 76.4 8.67 90.6 7.34 102.3 8.25 

秀灭净 74.0 7.1 68.3 12.4 87.3 10.7 72.8 11 .65 81.4 8.42 87.7 7.13 

均三嗦 78.0 10.3 77.3 6.4 9 1.9 8.7 74.5 12.04 85.9 6.43 97.8 9.15 

3 结论

采用微波聚合制备了毛细管整体固相微萃取柱，将 MI-SPME 萃取整体柱与液液

萃取和中空纤维膜萃取相结合，实现了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直接用于富集分离环境

水样中的三嚓类除草剂，使得传统的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技术萃取极性环境样品时

需要对样品进行多步的有机相液液萃取后才能实现良好的富集分离简化到可以直接

在水样中萃取富集分离。极大的拓宽了 MI-SPME 的在快速分析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范

围，并为该技术与相关萃取技术结合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优化的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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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的 2 种直接在环境水样中萃取三嗦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刘四种三l嚎类除

草剂被测物的加标回收率均高于 80%. 日样品前处理迅速，检测方法具备简单、快

速、 灵敏度高等优点， 适合于实际环境水样中的痕量富集分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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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整体式分子印迹磁性搅拌吸附棒的

制备及其应用

搅拌l吸附棒萃取技术(stir bar so叩tive extraction. SBSE)是 1999年由荷兰 Baltussen

E川提出并由 Gerstel GmbH 公词于 2000 年推出了商品化装置。装置内部为内封铁心

的玻璃或石英管， 在其外部涂溃上一层聚二甲摹硅氧炕(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涂层(壁厚 0.3-1mm )用作萃取相，其体积一般为 55-250 μL . 与纤维 SPME 和 In-tube

SPME 的相比(萃取柑与样品相的比值〉要高 100-400 倍，凶此具有较高的富集效

率，检出限小于 1 nglL. 同时由于其萃取时搅拌吸附棒可自身完成搅拌而l吸附、富

集海液中的低浓度被萃取物，可避免常JH搅拌子的竞争l吸附，突ili 了这…·技术在痕

盘目标物分析检测中的优势(21。们是 H前商品化产品及其采用类似技术的 SBSE 也存

在定的缺点(31: ①为似ìiE绝对落取最而?前提较悍的萃取同定相j隙，使得Jtl院的制作

不妨?实现:②研制开发的 SPME 涂层大都是采用溶胶凝胶法和热闹法将萃取涂层固

定到支撑体上，因此J~:(E他川过程'I'í附有机、溶剂性能不好， 易出现涂层j悦?在或损坏

的现象，使得实验结果奋误差或重复性差。

目前 SBSE 技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集小 j二新涂层材料和新涂层制备方法的3F发。

2004 年，大连化物所关业风课题组(4.7J芮次用 Sol-gel 法技术在玻璃棒 k键合交联

PDMS . 涂层厚度达 36 μm。将其应Jl] .}-难取分析蔬菜中有机磷农药和海水1，，1有机氯

农药，检11 \ IS~分别是 0.15 ng怡和10.05-2.53 ng/L: 近年来X采用耐热T;f'11W~料--聚隧

{枫削 ( PPESK )，通过浸入沉淀法涂植在内纠础，已的破桦农HIi ， ~刷得针对'1 1得极性和l

极性化合物的东l仅分析，对手与参中有机氯农药的检出限为 3-17 pg侣， RSD<17% , 

回收率达 82%-128%0 2005 年 Lambert J. P.等181选用炕基\醉陡(ADS)的限进材料

(RAM) 为 SBSE 萃l权涂以分饿生物样品'1 1的蛋白质，克服了在直接萃取血浆等生

物样lm时，涂层受蛋白质的污染堵截，增加了 SBSE 的使用寿命。 Huy. 19 1采用 PDMS

和 β环糊精复合涂层制备 SBSE. 用于萃取水中雌性激素和双盼 A。为了克服玻璃管

容易破碎的缺点， Wang L.等I IOJ用铁管代替玻璃管，将 PDMS 直接键含在铁管上。 Yang

C.等川则将 PDMS 键合在直径为 0.5 mm 的玻璃微球上，相同条件下萃取水样中

PAHs. 与 PDMS 萃取搅拌棒相比，缩短了来取时间。 2007 年，厦门大学 Huang X .J.(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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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整体柱材料与搅拌吸附棒萃取技术结合，制备了基于整体柱材料的搅拌吸附

萃取棒，并结合 HPLC 分析了尿液中 8 种多环芳经。随后该课题组在此方面的研究

与应用领域做了很多研究工作[13-闷，与商品化 8B8E 相比，整体柱材料搅拌吸附萃

取捧可直接对非极性和弱极性有机化合物、甚至是无机离子[1η进行有效萃取。

本论文采用新基质高磁性超顺材料敏铁栅磁粉 (NdzFeI4B) 作为搅拌棒的磁力

供给，利用 Sol-gel 法对磁粉进行 TEOS 包覆， γ-MAPs 表面键合，再通过一步聚合

反应，以劳去津为模板， MAA 为功能单体， EDMA 为交联剂，制备了一种新型分子

印迹整体式搅拌吸附萃取棒。通过优化萃取和洗脱溶剂，搅拌速度，吸附解析模式

等实验条件，成功建立了 2 种搅拌吸附棒富集萃取实际环境样品溶液中三嚓类除草

剂的分析方法:液液·搅拌棒萃取和直接在非极性溶剂中搅拌棒萃取。 2种方法对于 4

种三嗦类混合物在 0.01-0.3 μ，g/mL的浓度范围呈现良好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大于

0.9993 ， 加标回收率在 73.6%-95.5%之间。制备的整体式磁性分子印迹搅拌棒具有耐

有机溶剂、热稳定性高、萃取容量大、萃取和解吸的速度快等特点。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与试剂

试剂:秀去津(97.5%)、特丁津 (96.7%)、劳灭净 (87.4%)、 2-氨基4甲氧基-6-

甲基-1 .3.5-均三嚓 (98.6%)，嚓草圈。7.4%) 均购于国家标准物质中心:α·甲基丙

烯酸 (MAA， 99.5%)，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酶 (EDMA， 98%) 均购于New Jersey , 

U8A上海分公司; 2 , 2'-偶氮二异丁腊(AIBN，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氯仿(分析纯)、丙酶(分析纯〉、乙腊 (CAN，色谱纯〉、甲醇 (MeOH，色谱纯〉、

乙酸(分析纯)，乙酸乙酣 (EA，分析纯〉均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乙基纤维素(分析纯)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铀铁砌(烧结敏铁砌磁体，

主相NdzFel4B的Nd: Fe.ïE分比值为 1:7。密度 三7.5，过剩磁感应强度Remanence

induction: 典型值12.5 KGs，最大磁能积maximum Energy product: 51 MGOe，粒径

三30μm，北京中科三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实验用水均为二次蒸馆水。

仪器: P1201 高效液相色谱仪(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CJ8色谱柱(150

mm叫.6 mm, ID 5.0 阳n，Waters); M1N-2800W 氮吹浓缩装置 〈天津奥特赛恩斯有眼

公司) ; UV-210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TEN80R27 红外光谱仪 (Bruker， Germany); Quanta2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

101 



HilIsboro , Oregon, USA); KQ 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 HH-4 数显恒温水浴锅(河南智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WCL-D 磁力搅拌器

(河南爱博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K96-B 快速混匀器(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磁性分子印迹搅拌棒制备

磁粉的预处理:将购买的磁粉在丙嗣溶液中处理[ 30 min ， 再在 80 0C 的碱性溶液

中浸泡 20 min 以除去磁粉表面的有机物，取出真空干燥备用。 磁粉的 SiOz 包覆: 取

20 g 预处理的干燥磁粉溶于 50 mL 丙颐和 4 mL 二次纯水，在帘温机械搅拌 (500

叩m) 条件下逐淌加入 5 mL 氨水和 5 mL TEOS 后搅拌反应 4 h。用磁性分离架分离

磁粉，并用二次纯水冲洗六次，在真空干燥箱中 120 0C 干燥得到包覆有 Si02 的磁粉。

磁粉的 y-MAPS 修饰: 取 20 mmol y-MAPS i在二j 二 甲苯中制成 10% ( VN) 的溶液，

在锥形瓶中将 20 g 磁粉浸泡于上述甲苯溶液，?阳，温下振荡反应 2 h m:行 y-MAPS 键

介修饰。 J目磁性分离捉分离磁粉，用甲苯洗涤 3 次。并在真空干燥箱'1-' 120 oC 条件:

' 1"干燥~~J到修tfji过的jb:lilt e

印迹搅拌吸附捧制备:将 1 mmol (0.2223 g)芳 L沛. 4mmol (0.341 mL) MAA 溶T

5 mL 氯仿'1-'浴，超声 15 min Iri ìll'氯气密封静宜 30 分钟进行分子臼组装。然后加入

30 mmol (5.67 mL ) EDMA , 0.1 g 乙拙纤t{lf索 (Ethyl cellulose ethoce , EC 约为总

体积的 1%)，超声直到乙基纤维素完全溶解，加入 AIBN 0.03 g。取内直径 。.4cm.

氏度 8cm 的玻璃管，将上地印迹溶液取 480μL，修饰的干燥磁粉取 2.48g 分 6 次先

浴液再磁粉在超声的条件'1"装填于破璃竹l lI。:民填好后超声 10 min. 使J{(!!l!实。然

后 )时橡皮塞密封后，放在 80 (lC 水浴锅t 113较介 32 h. 得到分 "(-f[J迹整体搅拌l股附悴

( MI-SBSE)。敲碎外面的玻璃管， 切割成长度 Icm磁性搅拌转子。

?if l1对!烈的 :11:分子 (p迹整体搅拌 I股附悻 (NI-SBSE) 合成向上j在J_Þ蝶.H:M不hu

入模板分子。{例备流程囱 7-1 。

磁性搅拌吸附棒的模板洗脱处理:依靠磁性桦白身的磁力搅拌作用在叩醉/醋酸

(v/v=9: 1 )洗脱 12 h ， 每 3 h 换一次溶液。然后在纯甲醇溶液中洗脱 6 h， 每 2 h 换

- '(欠溶液，直至洗j悦液上液相无杂质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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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 整体式分子印迹磁性搅拌吸附棒的制备流程和原理图

Figure 7-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preparation procedures of stir bars for sorptive extraction 

based on molecularly imprin ted polylllcr monolithic materia l. 

1 .2.2 印迹搅拌阪附棒的仪器表征

将-术修饰不11修饰的磁粉刷l洗脱lìír后的 M I -SBSE 不11 NI-SBSE 搅作吸附桦布烘ml l l

烘下 ， 然后用红外已i常仪分析，比较不同育能闭I吸收峰和产物的结构变化。 扪描电

锐求祉所制俗的磁性分子搅排怜的形貌和表面结构。

1 .2 .3 分析方法的优化研究

根据不同条件对劳去往往印迹搅抨棒至在取放牛二的影响，优化萃取和洗脱溶剂、 搅

Hl桌j支、萃取和ijtH此时 n lJ&盐浓I宫和 pl l 。 优化后的萃l驭条件为 : 1:城样 l曰:信取溶剂

为正己炕， 样晶体积 10 mL ， 搅拌速度为 450 rpm，萃取时间为 30 min ， 解吸溶剂为

200μL If l醉·乙股( v/v=95%:5%) 'll~什液， lil， ! i 解|以 45 min 。 对 r，h'I4却样 JIltt iE瓜 ， 采

用液.液.罔才干l搅拌棒萃取模式， 萃取溶液为氛仿， 萃取时上层为 10mL 黄瓜汁液， 下

j二为 2 mL 氛仿，其他条什 InJ J二战lf.取条1'1 。

1 .2.4样品预处理方法

土壤样llll采 l二|学校 0#楼对田地下约 0.2 111 处。 去除沙石放杂质后置于 80 'C烘箱

二I二烘~↑1 i豆 ， 筛分1~Wt 80-100 门 -l:样。 取士杆. 0.5 g ， 分别制成含浓改为 0.04 μg/ g、

0.02 μg/ g、 0.0 1 阅Ig 均二!蝶、特丁~~J:、 劳去津、芳*-沟视合样的土样， 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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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10mL 乙酸马酶，超声萃取 20 min. 离心 ( 3000 巾m) ， 重复二次，合并滤液，

并用氮吹仪吹干(温度 70.C ，罔少许残夜)，残夜用 10 mL 正己炕溶解定容后采用

优化的萃取条件萃取解析分析。

黄瓜样品取 250 g 用组织捣碎机捣碎成汁液过滤纸和 0.45μm 滤膜，加入 50g 氯

化纳均质 2min 后离心 (6000 甲m， 10 min) 取消夜添加均三嗦、 特丁津、势去津、

劳灭净混合样制成浓度为 0.2μglmL 、 0.1μglmL、 0.05μglmL 的混合样品，然后采用

优化好的液.液·固相搅拌棒萃取模式萃取解析分析。

空白样品制备网上，只是不添加均与二嗦、特丁津、劳去津、劳灭净物质。

萃取过程包括: ( 1 ) 搅拌棒活化，将制备已洗j民模板的搅拌棒使用前在真空干

燥箱中 120 0C 活化 2 h ; ( 2 ) 萃取，依据优化好的萃取模式条件， 进行萃取 : (3)淋

洗干燥，萃取后取出搅拌棒用 10 mL 7.K轻轻漂洗搅拌棒表面i 2 次，去除搅拌棒表丽

的吸附杂质: ( 4 ) 洗脱，将搅拌棒放入 3 mL 离心管 111 '1二 200μL 甲醉.ζ，酸

( v/v=95%:5%) 混合液洗脱，最后将洗脱液氮l吹用液杠|流动相稀释定容后f-ï接进样。

f每次搅拌棒使用完后放入氯仿溶液巾保存。

巳讷条件: ODS-CI8 色讷柱 ( 150 mmx 4.6 mm , ~ 4μm)，流动相为乙1ft古/水

( v/v=60/40 ) ， 柱温为室温，流地为 0.8 mLlmin ， 检测波长为 220 nm , 1进行样品液柑

分析检测，每次进样量为 20 μL。

2 结果与分析

2.1 分子印迹搅拌阪附棒表征

2. 1 . 1 分子印迹搅拌阪附棒的红外表征

由图百J知， 3346 cm- I平U918 cm-I分别为控基-OH和lSi-OH伸缩振动吸收带; 2938 

cm- I 和12882 cm-I;.lt磁粉在y-MAPs和lTEOSil爹 t11i r.丁的-C矶和l-CH2仰缩、 变形振动1肢带:

1096 cm-I 手口798 cm- I是典型的Si02包裹磁粉的Si-O和Si-O-Si的吸收带:而1729 cm-J 

附近的微棋( C=O)的伸缩振动l吸收峰和1189 cm-J和1 1170cm- 1附近的C-O-c frll缩振动

峰是功能单体和交联剂的两个特省El吸收峙， 说19JMMAJ'P.体和JEDMA}.生模板分子都与

敏铁栅混合物发生了聚合反应， 生成了目标聚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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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敏铁栅修饰后及制备的 M I-SßSE 和 NI-SßSE 红外光谱图

Figurc 7-2 FTIR spcctra for Nd2Fcl.jß , modificd Nd2FcI4ß , MI-SBSE a nd NI-Sß SE. 

2.1.2 分子印迹搅拌阪附棒的扫描电镜表征

图7-3 制备的整体式搅拌吸附棒照片及敏铁栅修饰和搅拌吸附棒表面扫描电镜图
Figurc 7-3 Scanning clcctron micrographs and photograph of cross-scctions of modificd Nd2Fel .j ß 
and magnctic-stir ring bar.(a) SEM of NchFcI4ß ,(b) and (c) SEM of l110dificd Nd2FcI4B,(d) 
photograph of magnetic-stirring bar, (c)-(i) SEM of cross-sections of magnetic-stir ring b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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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仅J觉H材、立:物% 1划 7-3d {I磁粉体为-t 1(11 f小 J\ 'j ， ~觉H I个 k 1(11 启川句r lJ) 1(11 &. 1 (11 丰|l131 ，

II)J !,J. IIJ ~丛 (I(巳2已ιAρ、 I均句〈仨匀己斗J (的向{包且丛，t'槌t哇2υ)L.坛t二: 川 éU槌2坦切iυj九以tμL~ J川j均句 叭I圳见i且均5句J全匀j 、 j致女:密丰电轩:i (!的l严内〈句j斥P纣IJ川i

j如才叶lν川r内1 1搅觉J门‘1丁l' 十村忡斗牛、 j从4止μL)川员阳f内阳的I{向〈甘j 内 i闭;1咄悄~l们i川m 卡 ()犬〈 !川1Al 飞I~卡 敝 :米Kr.纠歧 U归! j汕l皿且孔 , Jl H 1)1 j且-fL(t!J ril 的I!IJ 仪 ÎIL { 快

地的 fI~服这卒，也使搅4'1' f~" ' .j n ，1，，'，之 rllJ(I{J1 ~创u(r川:~{m }J川， (r tlJ J -f]~ ,',:; 1/~ J贝jÆ中手1I1叹

附和 il; 从 1(1/小会忖业U K (l<J~;'.l仪 "'J r"J , (1 flJ J 实F小的川 JIIIII。

2 . 2 萃取条件优化

2.2.1 萃取和解析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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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fUIIW 阳."I\I._ ‘ Moro'ðfawnf"咱，，，..川刷刷血Lf'f ，1屿' "'1''' 11ft'.耐川" …tt, 

..、trllN lon ‘。htnl

阁 7-" )在取消nÛ.ì<.t搅1t l败附朴革l仪刑的影响

Figllrc 7-" Errccl 0 1' c飞 Iraclioll so l飞 C川 Isυn (.'λ I I':l c liO Il :I 1l10 1l 11 I or alnl1i ll(.' 叭 ilh sli l' I川r、1'01'

orpli\'c cxlraclion at 0.8 ~lg/m L Icvcl. 

'41tllIi l、低仙;i布什'J fI<jfJí 1" 1 吃到仆'?i1·l丛年..1IUrf 介IJ : ;Jc 、 乙 JJ ，1，、 乙内安乙内ii 、 ，1l 、 '1' 

~~、 ;I~l fj'j 、lJ4~，~l f t/~ÆII d: 己如L 持 L i 11 (t<J ~创立J.; 0.8 问/m l. ， 年 l仪j乎乎i位J.; 101111., 1觉

11' Jili l'~ 只.J úOO rfl l1l. 1败 l~f，J 手11 (0'1' 十) 1 川 fllj 日J J.J 60 111 i 11 , (QlnJ 1 地 J.J 1[ ' 时·乙股( (月%: 1 mlcl) 

浴液 11 11等I 7斗 IIf!址，以水、乙J1，'IÆII 乙龄乙内h )-J k(< 1(X i将剂， MI-SßSE 的~:j仪放但竹

片，总JI~放中低 J 27.3%1: 以 X.. 乎1I 1 1' 4~ 平1['{".J N. JI~ .牛 (1 J~i t l( 1',':" fl 1 U~低 J 67.70 0: 1(11 

以1J4 1，，~l 比以、'，Il f!J和 1 d~ L.炕'J.J平 l以附加llH ， 与:..11)(牛 íì~ IVl 1，儿~l ，\"'， < .ì.6: J止|人|为~J ftIt牟

取恪先IJ Jt 11 以1"1 怡圳小参 1 )年[他 n三J&. (以 Ì ， I 1' l'[lj企 ~i'~乎| |fJtfrf心}~'，'..川拷 J、 n' (r.J (1 放以

日'J 0 (11水、乙JUJ 不11 乙内在乙附 |人IH ({悦'rl ， 11 J (lfz J小城ifj圳悦饭分 f 拷 J、 iy l J fJI 介{句，'.'人

的年liít 11: ) I J (1 '11 0 1 (IJ 禾川 J X.. ÆII 11' ~~ ).., J.jJ..l[;.( frlJ 川 ，平、. .1以放中小))( ~JI( 仙、 P4 ;Al化以平11 1I ~ L. 

似:l ll {jtjiL i ! l ! - iR 介IH;反川j 的 JL;AUjj fT YJj在千L剂和l i有剂 ， (1 J~I民介 j口. Jl 形成的H ú\Jl. 

削J)Jím的 (1 1 .ìit可~ ，;'(-fL怡和|版刊 J{、 Jj~ .iíiJ&fl<J， 111]11-] l1!. {I IIJ ímJ{ 持 Liv fl jLi有放 11 1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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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34E取分配系敛(20) 。 本实验结果点Ilj]，来}n~At仿、问~A(化跟不n .lE tJ炕作λJ ):f.驭剂

时对劳去津的萃取率较高，分别达到 7.47、 7 .31 和 7.48 陆。考虑到四氯化碳(密度:

1.594 glmL.却i度: 0.965 mPa.s) 不n氯仿(密度 : 1.498 glmL，委11应.: 0.563 mP a.s ) 

的密度和翻度关系， 需度和毒自度越大，会影响物质的传质速度lZll，故存: LL-SBSE萃

取c:1'~拇拭仿作为萃取剂，在上战丘接A在取 II'J边拇正己烧为A存取剂。

东职后的解析过程其实质是己吸附73集于 SBSE 上的待测物在搅拌棒与解析溶

剂fnJ 1'r~ T耳议分配过担。实验考察了常月Jñ畔析浴疗。 ~f醉、乙月13及在 rp醉或乙Jj，J11' 加入

不同比例(5%或 1 0%，v/v)的乙酸为解吸浴剂，解析液体积J...) 200 μL ， 实验结果如图

7-5 所示。表明在不加入或加入相同比例乙酸恼况下，乙Jt占解析体系别劳去津的解析

效果那m1't低于巾醉解l吸体系。 这是由于甲醉相对于乙脂极性更强， 更易消弱或破坏

模饭分子与结合位点形成的氢键作用力 ， 因而会使劳去津再分配于解析液变得快速

和彻底o rrf) :(1':解析浴剂巾力n入乙酸fiS提布解l职效率，是肉为乙酸能够改变济液的 pKa

值，能减弱或破坏拷去津与 MI-SBSE 问形成的氢键，更有利于模板物的溶出问， 同

时考虑到JJ~)页111包阱11拟.1"4占线的;加|句， I人!此地抒巾怦11-乙酸( v/v=95%:5%) 体系作为

最佳f~r吸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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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解析溶剂对搅拌I~附棒萃取量的影响

Figure 7-5 Effect of desorption solvents on extraction amount of atrazine with stir bars fo,. 

sorptive extraction at 0.8μg/mL level. AI : MeOH ,A2: MeOH/ EA =95:5(v:吟， A3: MeOH/EA 

=90: 10(v:v), ß 1: ACN , 82: ACN/EA=95:5(v:v),ß3: ACN/EA=90: 10(v:v). 

2.2.2 搅拌速度对萃取量的影晌

搅f'l' nJ侦浴液'1 '的待测物分布史均一，同时却l tJ.( SBSE 川.液界丽的史新速度，

提高东取效率和缩短吸附平衡时间，肉此搅拌速度是影响萃取效率和萃取速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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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1 li: 圳人|朵 1211。实验拧 ~hlJI吸~H时间 60 min ， 挎本-i|?对<J且为 0.8 ~lg/I1l L II，J，与五二 r 0- 900 

rpm 的战~lHj崖， SßSE 1'11在在 IE Gií~ 11 1 Jf:l仪仪式和 1 (1 ~I'i')阳1: 1 11 (I~J浓浓纣I fT搅~'I'协;在

1(又十~~.l飞， ，平 l仪l口1'liP吸附川J 200μL 11' t'I'Î -乙股( 飞飞 950/0 :5')'0) fO'(忻体系扭j li ~11ì 11)) fOI( 

tJr 60 min 』?到fJCAJ l败附玲J{又放中 (I{J 飞在响， 在';*'ml可 7-6

自

。 ~OO 600 
~tlr ra lrl旷pll1

800 1000 

阳 7-6 搅排.ì:ßJ!t对搅拧l段附材、~l仪甩的~响

Figurc 7-6 Thc cffccl of Spccd ralc 011 C飞 Iraclio ll :1 111011111 () f alra/illc 叭 ilh 吨lir hars for 吨。rpli飞 C

f飞Irtlclill ll "1 0,8 Ilg/IIlL Ic飞 cl.

吭 'jiJ 乡III~~ k IlJJ , .<.J J SBSI: 1'1 攸 }ì~ (1 11 : G1:'I;: 11 1 c~~:m.l央 J\.. ~削'1'，这山 (1 0-500 rpm 

ill.II,III.J , 1;L llxt泊中 1 ) 1'lÄ~H地j业 1 1 1 ?~t'1 扣 | 义 : 1 (川、 1' I'II( .ìiliμ、纠 500 rpm 之 j口 ， 如;以捉 lfJIJ觉

1'1' .ìili)电 j l 4人 l以放中 J1l 水ibj、IJγ~J ‘ 此j见银川 111 J 非 11)(放中!业受~IJIJ J ' 分 Hí~却 (1 . "ld 斗11

11 1 (I{J 1'111 1 ~J' 1\~Jili凡人之， ) WJ .ìI<: r)i (I<J CI J j企孔火ill1 J I)L ~~L~ 1'1<阶山介.it中 . W~fìll ，J VU，':， 搅~'I' it 

!比 . ~ )J11 .ili M )盯I<J (J( JJi..ìili中手|iJI liti虫儿， 111 向I'I{J 平 11)(烛中也会JJlifJI; (11 1t~物， J 11 J .ì1.)、

ν; ， ,/(ill f J IJ L 内l~ (I(J 匀， fTjLil中址'主印j企~l火以j飞)，' I";~ ~"IJ (I<J ' |人111 七、l'lmfMJiltI的地 ， ! 1)1Jí. 

问|仙人，1.1， fL í'(川 11，1 (t{J 1'/( J轧 X 变化小人，战斗;~.l[~放争;也

liIfAfT地地.ÿ..l(什贝J\II-J . .y..l(;{:，:尤凶 .{d觉~t l't凡 (I(J 1f(1 ))111(1) 小 11~dlt ，'，'，'j(I<J， (1 700 rpm J;'~ 

n~íìJ问 i~II'lh文勾2 ， 111 J '继位JJUUJ觉仆地几个 1000 rpm IH (1 ~~. l[;{ rif哝 11 1心价川处形成较

人的iJAiljjc ， ~{i 以(~~ ìlH觉HI股卧H十~:JI(IH 个 {W ~ 1.入士IJ M: l[~ (JHU在波 11 1 ， ,{.j ~~.l(_{ -1、 flJ

,'d{ 1" 战斗J[)( 十QAiL忏1'11'1' ~J立为 500 rpm. ~(~ W{ ;，;~.l仅 ýlll 介攸Jt:.j(川 J 700 '1)Ill . 

II IJ II .J iA价j土 J?然( ，1/(1态l驭 ~H ,') {I 优化~( n<J~觉H jiliJ'~ ( 1'11 主Jf.ll~悦J\1觉1'1' ，iill J电 500

、
a
·

、.. nv H业~(史根 l以 f.'1 介十尖儿J觉H .ìili J良 700 rpm) 1、 ".J 1 川 1"11:农 HUI{J 先本刊浴拙l以Il(i .*1以↑l

训 I I以怀J J.(..l(1( II'J fllJ 30 min 。 约以 JIll/jL ， le |J支Jf.l(~~公J~1觉1'1' +个I!执 ~(.J 弗 L'H 的 1 ， 1 ( 7.38μ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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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是lW'念l吸附<3.4 1 阅〉的 2. 16 俏 • i位i位)jl\ l仪结合攸式I~附fiTIlllW念(I~ ( 5.24μg/2. 1 7 

μg) 2.42 俏 。 进一步说。J~l作能显著挝州溶液的传质地卒，诫小旦旦消除门标吸附物

的浓l且将H业比 ， 从而缩j.u).在取时间 .

2.2.3 阪附和解析时间的优化

(1:'仨UIA F，保持悦fH在j立不变(úi主」手，取仪式搅~:I~~J.立500 rpm , 浓浓革取结合仪

式搅-t'to .ìåI J支700 rpm). 先 ldlt的浓度为0.8μg/mL，萃取浴议为 10 mL , ;;:':1仅后用200μL

甲醇-乙般 ( v/v=95%:5%) 济剂体系赵)li辅助解析。斗7综2种萃取模式的吸附和解析

)t.t间对XJAE取效率的彤111句， 纣果如用7-7所示。可以行Ill. TI接布正己炕rl1萃取模式

30 minfl才能达到萃取γ衡， 而结合汹汹革取模式的需要在40 min才能达到萃取平衡。

这主要ltll l f搅作吸附你在萃取过程巾其实质就是门标搭取物在同·液界面的一个l;JJ

态分配，由于萃取目标物在洛剂和搅拌棒之间存在一个分配于衡系数， 肉此在结合

浓浓革i仪仪式巾， Jt乎很TiH fJl]布要!tJ-J I( J.':ï， [2S I。

考察解析时间，由图可以看出，在超卢辅助解析的忻况下， 样品在40 minll才洗脱

率均fjt达到 96.8%. 战洗)悦lI.t fn] j在抒为40 m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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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萃取和解析时间对搅拌吸附棒萃取E的影响

Figurc 7-7 Effcct of cxtraction timc and dcsorptiol1 timc 0 11 thc cxtraction amoul1t with stir bars 
for sO l'ptivc cxtraction at 0.8 ~lg/rn L Icvcl. 

2.2.4盐浓度和溶液 pll 值对搅拌棒结合液液萃取模式的影晌

实验考察 [0-24 mM~At化纳X~ ;在取条件的影响 ， ，&现在常规盐浓l立 F刘搅拌持

约仆浓浓~]仅模式fHJAEik!lij彭nl;~ .H微。这 IIJ能是 11 I r样品斗fI中加入此之j口 ， 可能会

出现盐忻效应降低劳去i'l! {t.:水巾的浴f(ý( JSl.从而有利于共J二字It从样品水川"'1被萃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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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机斗1 jr 1 1用 )JI I 了吸附址; (1 1 知〔化俐的 )JII入也会[..~变搅J'I' 1以附件 (I<J -&:J./物JI11 生li构 l'iJ 11、l'

也 U' fíi'{本的都应用大，从而jllfL {i!1 r芳 l:H从纶体到千ffJL牛1 1 Jj~~ (l'-J +t I改 l自j附低l'根1[川宫

中1 26 1 > 1大|此本实轮明l其二(t=给体 L!1l tl\瓜丰1 ，11 ，1111' 不 )J川拙 。

地l:L反川J 3 mol/L ((.J 川CL ,fll I mol/L 的 NaOl1 济液米 i叫 iI 拷 ljplll爪忏 l川的 pll

ú'l ( pI I 1. 5-9.5)，研究排版液 pll 们对搅1'1' 1以附件;';:':1仪 illfHjj;在 |lIU ， IiElbdJI JA!足，快16。

、')1 pl l ú'î从 1.5 附加州 5.5 11,1' J.fl仪 iiIM括:刊出 (I"J pl l H[J\~1 )1111(IJ J';斗力11 : (1 pI I 5.5 -9.5 之I'IIJ II,J 

l刷刷 !lt会 {j!ld ，民f (r.J 1< I怖 。 地){I大1 J~ 片 l.áIU且u纣|人íJl衣机lX J除外 (I{均1〔以尸 J J)J他们

体形成的配介物， 十只t反洗)悦j刀， "(I: CI J j企iR介物 | ; 1 : 12边Ji州Wf J); íì~ 1'(' í牛的 rtl J，~ ),41-4 1 

lj帧饭分 f通过饭饱牛I I/dJii卖 ， I(U (1: pl l 5.5 k~ 1 1叶， [1I.ìfr示不|的ii 介，tltJL火 ' I ' I'I{J ~在 J，仁

;二会以1' 1 1 1 1状态{f{i- ， 此 11、J'~ 占rlt 山太多以分 f状态的扩r(l. ， ( 1不IJ J ' 1号 Lil飞分{- ,fll 

分(- [11 .ìfr Mt {'î物iLj\: 1 '.I'r-J 门 íì~ IJ'I I)~ ~1ê ， L!1l ~ ú ,fIJ r从悦'~I tl'! 川1+，川 ' I' H .f多 j才J {f ~~L+1I 

' I' Q 1 (Ij {H~，~nll，t Cllj赴综什物 1'. (r-J 1去 J，L会 I [J. ,'t-J ，也(f1Q料j有i伙 '1' , 夕SL iV 分 {-'I' 二|恪J斗、

公j员 r化 . Jtl均j .f'1 1↑111·讥占I~ 11 r ím ìlílJ ~J~J 先 占i 1\. 分 f乎11 ci J .ìfr奴仆物之1'''HF-J机创刊 . J 1 J 1271 0 ,'I-1l: 

(1 ' 1觉1'1' ~+r，l ， {干汹波 J在1[>(仪式 rj , ，找们~忏 pll (1', 5.5 刊为M: f 1 if.1以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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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7-8- 标}jJ:革i仅液rj ' p ll 仙对搅}t-I民附仲革l仅M(~J );在I~;~

Figurc 7-X Effccts 0 1' pll of thc sal11 (1lc matrix on thc cxlr山ction a[J1 Ollnt with sti r I)ars for 
sorptivc cxlr;lctioll at 0.8 ~lg/m L Icvcl. 

2.3 搅拌棒对萃取底物的选择性能

|剖 7-9 ){ M I-SBS I丁 I J NI-SBSE {J: ~'I IIIÎJ#.J以{(，，(. I \歧条 1' 1 卡， Á~ :. 11朵炎士11I的炎 1以化

介物({忆介物flli 村JJ\ !丛|苓1 6-9) n{Jif:J[Xi剧干忱。 从丰收:d. IIJ jill : (( iI: L，炕1'1.战斗:l[X攸

J\' II MI-SBSE x'J J仇ll构炎(以物j匀 .: 1峰、挎 lâl'. 、忖 J -~ 1\ 、 菇*- Yfl (1川江j，l字分 ))IJ )止

NI-S I3SE f~J 4.56 、 5.74 、 5.83 、 5.69 的， 1(lI x,J r 11 '均工|比炎l唤。 ~I"JH (f 0. 90 的 。 (1 :搅

} { l l 



J↑吸附体勺液液纣i介仪式11 1 J 这4炎气l嗦炎除可C剂MI-SBSE 的日集中分别){Nl-SBSE 

的 4.98 、 5 .4 1 、 5.74 、 5.52 倍，对嗦革耐 1.05 倍。 表明 MI-SBSE 萃取棒对二五嗦类除

华剂的选择731巨性明显优于 NI-SBSE ， UX~ f 1卡均可除类化什物不只千Ti在碎性和自·

集性。这是由于 MI-SBSE 中形成的二三维空间取向和残帘的功能基可以选择性与模板

分 f先丘冲及其结构类似物柑匹配，从而提白了 Ml-SBSE 的特异性lf.取边择性。 Ifu

NI-SBSE 搅拌l吸附棒由于没有高亲和位点，依赖的是其非特异性l吸附，故吸附萃取

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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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7-9 MIP 和 NIP 磁性搅拌吸附榨对结构类似的选择性难取

Figure 7-9 Selectivity extraction amount of MIPINIP with stir bars for sorptive extraction for 
ATR, its analogues (TRI, TER and AME) and non-analogue (MET) at 80 μg/mL level. 

2.4吸附曲线、 分析方法线性范围、检出限和精密度

民I 7- 1 0 分别考察 f搅tlï现附梓在 2 和1'~IlXf英J'\íp对模板分子'劳去津 ( 0.01 -2.0

μg/mL)和 4 中11三峡炎除 tt11剂结构类似物~~合标样 (0.01 -0.80μg/mL) 的卒取f畔，析效

能。 l可以:rt 11 \对比的 2 利13it取棋式1'TI接在干了机相正己炕rl'革取效率要向于搅拌l吸

附棒结合液液萃取模式，这主要娃由于 SBSE 结合液液萃取模式中存在模扳分子劳

lâlt的 -个液液分配平衡。对于1h!合标扩(:可以;nu.l布 2 和1 1萃取模式小组分问占1111.(1:

吸附觅争现象，搅拌棒在未达到饱和11吸附盘时， :X，j'模板分-f劳去津和均三l臻的吸附

效能较I坷，而达到'ë也不nr吸附iù:之后，随，.(j:浓度的继续加大，均""::' 1嚎吸附效能有所下

降，其他 3 类三l碟化合物效率又略有提高。 这是因为均三I嗦分子盘小，极性远大于

其他 3 炎二l睬化介物，在低浓皮II.J.(t印迹空;'( 11' 分配系数较犬， 1币l吸附平衡扯j左到饱

和时会被闲为空穴的匹配性被其他 3 类化合物所乎乎代从洞穴上再次解析下来。同时

l l l 



也能-r;， 川 l川 ftidfT样，了t~妾革~仪式在浓应为 0.3阅/mL 11、hJ约达到干彻， 1M I j汹汹

平iixflii介仪式 {Ij剧变为 0.5 μg/mL 才能达到岛生人-1圾 |咐忧}.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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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7- 10 M I P 和 N IP ~党作l肢附桦萃取~'11血和职务i二冲标液 ( :l ) Eâf.. l仅 4 种结构类似物泪台解

液时浓度与革取的关系， ( b ) 搅排l吸附持在íE己炕榕液巾革l仅 ， ( c ) 搅排l吸附件结合浓浓郁职。

Figurc 7- 10 ExtractiOIl :l lllount cu rvcs o f Alrazinc with M IP/NIP stir bars for sorpl ivc cxlractiOIl 

:st irrcr b川. to Atrazinc ()f (1.0 1-0.8 l'只/川 L (泊). E;\t rac(io ll 川mouu l c urvcs wilh MIP/NII) stir bars 

fo r sorptivc cxtraclion 10 Amclryn , Tcrbuthylazinc ， 八tnlZin c ， a nd Idazinc lI1 ixcd solulion in 

lolucnc 0 1' 0.02 5-0.8μg/mL.(b) Slir t);lrs fo r sorp tivc cxtraction in N-hcxanc cx lracl ion d ircc lly, (c) 

Slir h<ll's 1'0.' sorpLivc cx lraCli ()n wit h liquid- liquitl c:dracliQn. 

以+，)、 ìil:均年浓浓山沟村4λI~ ~/J、 x ， J l- X.]J议的 l以~H l ， t. 川，;r，从 λ|忡j、 y ， 斗?然 SßSI ~/ I 门当LC IfX 

川打~1、， f会 ~IJIJ 4 tlll '. 11杂炎|徐 0 元IJ (1' 2 f'l'攸J飞~. n{Jr16'~1 地 I IJIIIII线，术l|;线作 1'11们力w。

实验r"I*~ -k 7- 10 II I.(.(IIJ j、1 1 ， SßS巳 l ' L ~支 (I I I. G炕 1 l' J，(:.lf只 II.J 线nHi. 11，1 )止 0.0 1 -0.3

μ且1m!. ， 阶:I ~III~ 0.5 1 -0.72 比儿， R2 > O. <)6: SI3SE rii iI被i皮革 l!)( H:J~IH 约机也川ll J二

0.0 1 -0 .4 μg/mL ， 价 / 1\ Ill~ 0.73-0.97μg/L ， R2> O.~fi o (.<IVJ M I -SBSE/IIJ刊 .(' 11天川); i)、

对 r .~ I味炎|徐 叩 AIJ 毛钱阳分析Jl Ú~交 "":j 1~ fjÝ. J豆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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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芳去津 MIP 搅拌吸附棒萃取-HPLC 联用测定主嗦类除草剂方法的线性范围、检出限

Table 7-1 Linear rang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R), detection limits (LOD, N/S=3) of MI-SBSE 

- HPLC metbod for th e detcrmination of ATR and it 

化合物

均气喘
SBSE 

LL-SBSE 

SBSE 
先去冲

LL-SBSE 

SBSE 
'茹灭冲

LL-SBSE 

SBSE 
忖 r冲

LL-SBSE 

2.5 实际样品测定

t拍

线性力程

y=8.6344x+O.0367 

y=6.I 382x+O.095 I 

y=8.7595x+O.0409 

y=6.3294χ+0.0892 

y=8.1739x+O.0576 

y=6.0528x+O.0762 

y=7.788x+0.0684 

y=5.9668x+O.0734 

3 

ana logues. 

相关系数 线性范111 扮山限 (N/S=3 ) 

~ Cllg/mL) (μgl!:2 

0.9903 0.01- 0.3 0.72 

0.9595 0.0 1- 0.4 0.97 

0.9897 0.01- 0.3 0.5 1 

0.9600 0.01- 0.4 0.73 

0.9728 0.01-0.3 0.52 

0.9581 0.01- 0 .4 0.76 

0.9626 0.0 1- 0.3 0.52 

0.96 17 0.01- 0 .4 0.76 

2 

3 
110 600~ b 

l创
F创

创
~OO 

三 ω >
量 300

捕 2M 
"IP 

Sl .. d.nt $olul;." 
20 

』例

8bak D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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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MIP 和 NI P 搅拌吸附棒萃取黄瓜(川和士样 (b) 添加物的色谱图

Figure 7- 11 Chromatograms of atriazines mixed s tandard solution(O.2μg/mL， 0.05μg/mL) and 

triazines spiked solutions of cllcumber(O.05 μg/m L) (a) and soil(O.04μg/g) (b) samples and 

determination of triazines in spiked sample solutions with 民tllPIN I P stir bars for sorptive 

extraction. Peak identification: 1. TRJ , 2. ATR, 3. AM E, .t T ER. injection volum e of 20μL 

以 NIP 搅J半仲J-Jj..才 j町，采用 MIP 搅件件)f.取-HPLC 联用检测))111/]\混合标样的j-.

坡不11植物黄瓜实际样川 ， 验ìíF. MIP 搅t、H1~j..\.t实际样品的吸附性fiE，包讷见图。谱图

友n)J上壤样品和黄瓜样{Jl提取液直接 t HPLC 分析没有添加物的布在。 在添加混合

物后样品 NIP 搅作抖微叫:萃取-HPLC 分析ql 也能检测出及少址的_:I嗦炎除草剂，这

是由于 NIP 搅作忡对实际样品中基体的十|二特异性I吸附造成。 对比图i抖 ， 芳去津 MIP

搅拌栋萃取-HPLC I(关川厅法能够消除却体 f~)t ， 1工在添加浓度为 0.04盹/g 土样样品

巾， MIP 搅拌体招收ib引J 4 种二I嗦炎化fT物均 兰|嚓、荡去f~，开灭冲、特丁津色i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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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高分别是标准浓度峰高的(335.92/16.94) 19.8 , (387.11/18.00)2 1.5. (322.75/14.92) 

2 1.6. (234.01/10.76) 21.8 倍。在添加浓度为 0.05μglmL 黄瓜样品中，均二;日秦、 劳去

津、 :芳:κ净、特丁津萃取富集后的色谱峰高分别是标准浓度峰高的(24.74/4.4 1 ) 5.6. 

(49.81/9.62) 5.2. (55.95/7.86) 7.1. (34.55/5.96) 5.8 倍 。

用于测定加标土壤样品和黄瓜样品中的 4 种三I嚷类化合物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黄瓜样品中芳去津回收率为 84.5~也~94.2% 、 RSD 为 5.却也~7.3%: 特丁津为

81.30/(俨93.7%、 RSD 为 4.8~←6.6%: 劳米净为 80.9号也-90.9%、 RSD 为 5.7%-7.4%:

均 二二嗦为 73.60/(俨87.3%， RSD 为 7. 1-8.8 。而在土壤样品中特丁津回收率为

89. 1 ~←95.5%、 RSD 为 4.8%-6.1%: 特丁津为 86.5号也-94.0%、 RSD 为 3.7%-5.7%:

莞灭净为 85.50/(俨93.6% 、 RSD 为 5.0%-6.5%: 均;之嗦为 75.6%-92.5%. RSD 为 5.9-7.4.

效果令人满意。对比 2 种萃取模式，发现黄瓜样-ftl11的液.浓.搅拌棒革取@1t&2和略低于

土壤的直接搅拌棒微萃取模式，这是 III .T黄瓜柯:品的液·液·搅拌棒幕取模式中，添加

物在黄瓜汁液水柑及四氯化碳前h相巾存在东取分配于街上时素，滥成1在取的日标物有

未能完全的进入到油相'I ， 'IM j"' : * m:k. 

表 7-2 加标土样和黄瓜的相对回收率( n=()) 

Table 7-2 Relative recoveries of four analytes from different spiked cucumber and soil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n=6). 

黄瓜样品 十.嚷样品

化舍物 0.2μ.glmL 0.1μglmL 0.05μglmL 0.2μglmL 0. 1μglmL 0.05μg/mL 

阴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问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 (%) (%) % (%) (%) (%) (%) (%) (%) ~ (%) 

:挎尘·在I! 94.2 5.2 86.3 6.8 84.5 7.3 95.5 4.8 91.2 6. 1 89.1 5.9 

牛rn~吃 93.7 4.8 84.2 5.4 8 1.3 6.6 94.0 3.7 91.1 4.4 86.5 5.7 

烤灭J争 90.9 5.7 8 1.9 6.9 80.9 7.4 93.6 5.0 90.5 6.5 85.5 5.2 

均二I嚓 87.3 7.1 74.5 7.5 73.6 8.8 92.5 6.3 88.9 5.9 75.6 7.4 

2.6 搅拌阪附棒的重复利用性与稳定性

将搅拌棒按优化好的条件对浓度为 0.2μglmL 的芳去津戊其结构类似物混合物

溶液反复披柑同程序i进行l吸附--解I股实验，解析液上 HPLC 进行检测，计算其待测目

标物萃取:量的相对误差，以巧然 SBSE 阳Jfft复利用性和l稳定性。发现 SBSE 1呼天使HJ

3 次，重复使用 21 次，其相对误差均小于 8.23%，说明制备的印迹搅拌吸附棒具有

良好的重现性和稳定性，使用寿命也较长。

同时将搅拌棒放宣布:非极性溶液正己炕、 三氯甲炕、四氢l决l喃手LI极性溶剂甲醉、

水、 ζ，酸及 0.0 1 M 硫酸和 0.01 M 氢氧化纳溶液中连续搅拌 (600 rpm ) 浸泡 12 h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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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做萃取吸附·解析实验考察其在不同极性溶剂和酸碱溶液中的稳定性，其测定结

果误差均小于 6.2%。表现出较强的耐溶剂性和机械稳定性，能克服涂层型和组合式

搅拌棒的涂布和凝胶薄膜在溶剂中易溶胀脱落和机械搅拌稳定性差的缺点。

3 结论

本研究采用新基质高磁性超顺材料敏铁栅磁粉作为搅拌棒的磁力供给，利用溶

胶·凝胶法对磁粉进行四乙氧基硅烧包覆， 1-甲基丙烯酸氧丙基三甲氧基硅表面键合。

再通过逐步聚合反应，以劳去津为模板， MAA 为功能单体， EDMA 为交联剂，制备

了一种新型分子印迹整体式吸附萃取搅拌棒。将整体柱材料与吸附萃取搅拌棒技术

结合，克服现有的搅拌吸附棒不是均一体，不耐有机溶剂腐蚀，且易脱落，内部的

铁芯用量太少不能提供足够的磁力，用量太多会增加搅拌棒的重量不利于使用的不

足[划。制备的整体式磁性分子印迹搅拌棒具有耐有机溶剂、热稳定性高、萃取容量

大、萃取和解吸的速度快等特点。将制备的整体式吸附萃取搅拌棒用于土壤和黄瓜

样品的吸附萃取，建立了 2 种搅拌棒吸附溶液中三嚓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即液液·

固相搅拌棒微萃取和直接固相固相搅拌棒微萃取 。 2 种方法加标回收率在

73.6~机95.5%之间，达到了满意的萃取分析效果，成功实现了吸附萃取搅拌捧用于极

性环境和土壤固体物的吸附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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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H前， 国内外学者对分子印迹技术的研究方兴未艾。本项研究在综合了国内外

前人在分子印迹技术研究和发展的某础上，结合最新聚合制备方式及其他萃取技术，

以了;嗦类除草剂为模板和分析测试对象，开展了分子印迹固相萃取剂、分子印迹固

柑微萃取整体柱、分子印迹磁性微球、分子印迹色谱填料、分子印迹膜电化学传感

苦苦和分子印迹磁性搅拌吸附棒的制备和应用研究。

1 结论

(1)远红外热引发和紫外光引发制备 MIPs 固相萃取剂的性能差异性比较分析

采用远红外辐射热引发和紫外引发聚合方式í!iIJ备典型本体聚什模式的分子印迹

聚合物，通过对聚合物的l吸附性能、选择性，印迹效率、孔|你率等指标进行比较分

析， 探索不同引发方式对聚介物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同时从热力学角度探讨聚合物

内部n~貌对j成物的以另lJfJ L l!1U生各种类型结合点在|肢附 lti 识别中的作用 。 正|j iit了在低

汩l " f实现聚合反内有利于提的j印迹效率和市朱率。 |司 Ir-j :Ff圳的佐证了在.的-类全li介点

巾 ， lj模极分子互补的功能基比空间孔火的)~"J 蚀的山有史贯耍的作用 ， ，'.1.高亲和

力约合点比低亲和力结合点具有更强的l吸附 Lj识别能力 ， 这为分子印迹识别机烈的

研究提供了?在要参考信息。同时该研究为聚合物制备提供了吏多的加rr途径和有效

J]H论和实验慕础， 别于改善聚合物tU~备，T艺有íT!"耍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刘实现分I

(;11迹聚合物的商业化有- -定的椎动作用。

(2 ) 两步熔胀法制备分子印迹聚合微球色谱填料及其应用

利用无皂乳液聚合法制得微米级聚苯乙烯微球为利'球，通过两步溶胀聚合得到

粒径为 3-5 μm 均匀、分1投书1: 良好的球j~分I [:Il j迹聚介物微球。通过刘聚合工艺手11 ~~ 

合物溶液(乳化剂、分散剂、水油比、功能-'l'"体和交联剂等)的优化实现采用统典

悬浮聚合法在水性分散体系中制备得到具有 . "定粒径分有i宽度的微米级荡去冲

MIPMs，通过考察发现反应系体系的汕水比和乳化剂;&分散剂的种类均刘聚合物的

产率和形貌有较大的影响。1=1" MIPMs 的粒径可通过种子微球的溶胀比进行按制，其

孔径可通过调节交联剂或溶剂用量进行调整。 探讨了功能某团的结合类型、结合位

点对 MIPMs 识别性能的影响;研究了 MIPMs 对模板分子结合的动力学和热力学行

118 



为，揭示了水性体系情况下 MIPMs 与模板分子之间的选择结合机理，为水相中制备

MIPs 时功能单体的选择、印迹和识别环境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同时将制

备的 MIPMs 装填于钢管色谱柱中用于三嗦类除草剂的分离，发现其作为色谱填料时

既能保持高柱效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色谱分离时的柱压，较适合用作制备色谱填料，为

类似生物小分子的色谱填料制备开发分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核壳式磁性分子印迹微球的制备及应用

结合磁性技术和分子印迹技术的领域优势，采用化学沉淀制备了亚微米级磁核，

利用溶胶·凝胶技术在磁核表面进行包裹修饰，通过悬浮聚合方式制备了粒径在1.2

m单分散的多亮式努去津分子印迹磁性微球。并对M如fIPs在三嗦类除草剂样品分离

和富集的应用作了初步探讨和可行性研究。 为研究新型多功能性MIPs提供更开阔的

研究思路，同时实现为目标物生物分子的快速分离富集提供新材料。 通过表征发现

制备的磁性颗粒可完全被溶胶·凝胶的Si02及键合的γ-MAPs所包埋，不易因磁粉的泄

漏造成非特异性吸附，且识别位点在聚合物微球表面，其结合速率和分离效率较高，

稳定性好等特点，在微全分析中拥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利用制备的MMIPs，建立了

MMIPs萃取HPLC联用测定复杂基质土壤中3种三嗦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回

收率为80.7号←116.6% ， RSD为 2.1 1 0/0-6.92%。简化了操作过程，省去繁琐的样品分

离预处理过程，可以在外加磁场作用下实现从复杂样品中快速简单分离，实现了复

杂样品中痕量三嗦类除草剂多组分残留的同时快速分离分析，进一步拓展了分子印

迹技术的应用。

(4) 特丁津聚 3硫唾吩丙二酸分子印迹敏感膜传感器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利用循环伏安法，以3-硫唾盼丙二酸为功能单体，以特丁津为模板分子， 采用

循环伏安法"就地"在金电极表面一步电聚合成功的制备了特丁津分子印迹敏感膜电

化学传感器。 考察了支持电解质、聚合圈数、扫描电位范围、酸度等对传感器的响

应情况及对三嚓类结构类似化合物的选择性。实验表明 ， 该分子印迹膜对三嗦类除

草剂具有良好的选择性、优良的响应性能(少于10 min)、和较高的灵敏度。 将此传

感器用于实际西红柿和土样中三嗦类除草剂的测定，回收率在88.5%-92.0%之间。

采用此方法制备过程简便迅速， 印迹膜厚度可控性较强，形成的分子印迹敏感膜可

用一般的洗脱剂(15% 胶化甲醇V氯-øJV甲.)较为温和的完全洗脱掉模板分子，且具

有良好的印迹效果和重现性及准确性和低检测限(0.0025 mmoVL )。满足了传感器的

快速响应要求和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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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整体柱的制备及与液--液萃取或膜萃取结合富集分离

水环境样品中的痕量三嗦类除草剂

采用微波聚合制备了毛细管整体固柑微萃取柱，将 MI-SPME 萃取整体柱与液液

萃取和中空纤维膜萃取相结合，实现了分子印迹困相微萃取直接用于富集分离环境

水样中的三嗦类除草剂， 极大的拓宽了 MI-SPME 的在快速分析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范

围，并为该技术与相关萃取技术结合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通过优化条件，结

合 HPLC 建立了 2 种直接在环境水样中萃取三嚓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对四种三嗦

类除草剂被测物的加标回收率均高 80%。实验结果表明:本论文建立的分子印迹聚合

物整体柱微萃取和 HPLC 联用的检测方法具备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等优点，适合

于实际环境水样中的痕量富集分离分析。

(6) 整体式分子印迹磁性搅拌吸附棒的制备及其应用

采用新基质高磁性超JI阪材料做铁栅{磁粉作为搅拌棒的磁力供给，利nJ部!院·凝j技法

刘磁粉进行四乙氧某硅炕包楼， y_1 fl某丙烯瞅牢li人j棋? ~I~氧基础;表而接枝，再通过逐步

骤合反的，以:持J二详为模扳， α，币基训烯酸为JJJfmi在体，己二醉甲基丙烯酸附为交

联剂， 1~lj备.I 种新型分子印迹整体式吸附Jf.lfx搅拌棒。克服砚，有的搅拌吸附栋小是

均. .体，不附有相L溶剂腐蚀，且易脱落等不利-j ··使用的不足。将~M备的躯体式l吸附萃

l驭搅拌棒用于士壤和黄瓜样品的吸附萃取，通过优化萃取条件，建立了 2 手中 MI-SBSE

l吸附萃取样品中三嗦类除草剂的分析方法: Ull浓浓.固相搅拌棒微萃取和i直接i由l机11古!相

搅件棒微萃驭。 2 种方法加标|可l收率在 73.6%-95.5%之间，达到了满意的革以分析效

果， 成功实现了吸附萃取搅拌棒周于极性环境和 . 1-壤固体物的l吸附萃驭。

2 论文的创新点

( 1 )结合微波、 紫外和lJí豆室1:外辐射等快速i; I 发聚合物反应技术，缩短聚合物制

备|时间 。 为快地、简便11;11备分子rjlj2l聚介物捉供JI.!-II论和l实验1，~fr:Jl o

( 2) 探索了多种分子印迹制备新方法，为 MIT 提供了新的合成制备忠路。如l以

微米级聚苯乙烯做球为利I球 ， 实现了在水性体系中通过两步溶胀聚合法制备劳去津

多孔分散球形MIP 工艺。采用化学沉淀制备了亚微米级磁核，利用溶胶·凝!皮技术在

磁核表而进行包裹修饰，通过悬浮聚合方式制备了粒径在1.2 μm 单分散的核壳式劳

去津分子印迹磁性微球。提出在金电极表面"就地"电聚合制备印迹高聚物薄膜，利

用铁氟化例作为探针定景检测二;嗦类除草剂的电化学传感器技术。打破传统采用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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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填充组装或多相体系共聚的复杂制备方法。首次实现了分子印迹搅拌吸附棒的整

体式均一体制备方法。解决了现有的搅拌吸附棒采用涂层式和组合式由于其固定相

的涂布量较少，不耐有机溶剂腐蚀，且易脱落等缺点。

(3) 结合液液萃取和中空纤维膜萃取技术，突出分子印迹技术在痕量富集分离

和分析中的优势，扩展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的应用范围，简化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

流程。实现了分子印迹萃取头快速简便的用于极性溶剂和非极性溶剂中的萃取分析，

此方法较适合现场应急检测。

3 展望

MIT 目前大部分还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方法应用方面都

不够系统和成熟。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虽然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但仍有

存在许多的疑问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解决:

(1) MIPs 的分离机制不明确，包括识别位点数量及其分布、不同类型结合位

点的形成机理、结合底物的动力学和热力学研究等需要从目前的定性和半定量描述，

向完全定量描述发展，实现真正从分子水平上认识印迹和识别过程的机理:

(2) 功能单体、交联剂和溶剂等印迹体系的选择存在局限性，缺乏理论指导。

且 MIPs 的合成制备及其印迹效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即要保证制备的 MIPs 具有

特有的性能，又要在不断改变各种影响因素前提下进行大量试验条件的探索，其过

程过于繁琐且工作量极大。需将计算机辅助设计与阳T相结合，通过化学计量学从

分子水平上指导选择和预测合适的印迹体系，简化制备条件优化过程，提高印迹聚

合物的制备效率，为高性能 MIPs 的设计合成提供理论指导;

(3)拓展阳T 与其他萃取技术和检测技术的联用，为现场快速分离分析检测提

供便利。目前 MIT 与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膜萃取等技术结合的较多，但和微波

辅助萃取技术、基质固相分散萃取、电加速膜萃取等结合的较少。且与现代化检测

仪器的联用还较弱。如果将h但Ps 赋予光感应性、温度响应性和磁性等特性，可以将

其应用延伸到离心力场、电场、超声场、磁场、微波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缩短检

测时间，可以对多组分同时分离分析检测，甚至直接进行活体在线探测与分析，为

MIPs 商品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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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英文缩回各表及中文对照

缩略词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MIT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ique 分于印迹技术

MIPs Molecular imprinted polymers 分子印迹聚合物

NIPs Non- Molecular imprinted polymers 空白分于印迹聚合物

SP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罔相萃取

MI-SPE Molecularly imprinted solid phase extraction 分于印迹固相萃取

SPME Solid phase miroextraction 团相微萃取

MI-SPME Molecularly imprinted solid phase miroextraction 分子印迹回相微萃llX

MIPMs molecular甘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分I印迹微球

MMIPs magnetic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microspheres 分子印迹磁性微球

SBSE Stir bar sorptive extraction 扫过拌吸附棒

MAA α-Methacrylic acid α-Ifl基内始股

EDMA Ethylene dimethacrylate 乙同宇二月I~ r);j切幅U~~

AIBN 2,2'-Azobis(2-methy Ipropion itri le) 偶氯二斤T脯

TEOS Tetraethy lorthosi I icate j E旺酸V4乙附

y-MAPs 3-(Methoxysilyl)propyl mcthacrylate 
3-(: ~ l{l氧基破炕拙)t)，.j)I~

甲Jb丙烯酸附

3-TMA 3-Thiophenemalonic acid 3-恍l嚷盼内 . . .般

AA Acetic acid 乙峻

ACN Acetonitrile 乙脯

MeOH methanol 吁1醉

PVA polyvinyl alcohol 柴乙烯醉

ATR atrazme 劳去t在

CYR cyromazme 灭蝇脏

TER terbutryn 特丁词:

SIM Slmazmc 西玛津

AME ametryn 宪灭沛

MET metaπlítro 苯l嗤卫在刷

HPLC High pe旷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高效液相色情

GC Gas chromatography 气相包i辑

SM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环境扫描电镜

FTIR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 {哗旦叶吉r外光谱仪

CV Cyclic voltammetrγ 循环伏安怯

DPV DitTerential pulsc voltammetry 差分脉冲伏击法

FIR Far-infrared spectroscopy 远主r外

IF Imprinting factor 印迹国于

SI Selectivity index 选择性指数

RS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相对标准偏差

LOD Limit of dectection 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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