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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4+
为排除囊膜的迷宫结构对释药效果的影响，使药物快速释放效果明显，以 Ce 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

要

烯酰胺为交联剂，在直通道的聚醚砜多孔囊表面接枝了聚丙烯酸开关，并探讨了引发剂的量、单体浓度和交联剂的
量对聚醚砜微胶囊的接枝聚丙烯酸量（ 接枝率） 的影响． 结果表明： 通过红外、溶蚀实验、SEM 及接枝率分析，证实
了聚丙烯酸成功地接枝在直通状的聚醚砜囊表面，在合适的条件下，接枝率高达 29．3%，为聚醚砜囊的高接枝率和
新型给药系统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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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poly（ acrylic acid） grafted polyethersulfone microcapsules
XIAO Xincai，WU Jixiang，ZHANG Ｒuilian，MA Jian，TAN Ho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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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effect of the labyrinthine structure of membranes on the delivery of drug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rapid drug release，poly（ acrylic acid） （ PAAC） was grafted on the surfaces of porous polyethersulfone （ PES）
microcapsule membranes with straight-across pores． The grafted microcapsules （ PES-g-PAAC） were prepared by using Ce4+
as an initiator and N，N' methylenebisacrylamide as crosslinking agent． The effects of the amount of the initiator，the
monomer and the crosslinking agent on grafting rat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AC was successfully
graf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PES microcapsules，as evidenced by FTIＲ，erosion experiment，SEM and grafting rate
analysis． The grafting rate of PES-g-PAAC microcapsules reached 29．3%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which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gh grafting rate PES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drug delivery system．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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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式的给药系统因其载药量大在给药系统中
［1，
2］
，
占着一定地位
但是其囊壁的迷宫结构阻碍了药
［3］

［5］
日益广泛 ． 但其仍有个别特征如亲水性、吸附天然
有机质（ 如蛋白质） 、微囊膜指型管腔与表面未连同

物的快速释放作用

，
寻找一种具有直通型结构的囊
材是研究快速给药系统考虑的问题． 聚醚砜（ PES） 是

等，
限制了其在药物释放等方面的应用． 对于指型管
WANG G J 等［6］ 采用相转化法，通过加入致
腔问题，

一个潜在的选择，其分子中同时具备苯环的刚性、醚
基的柔性、及砜基和整个结构单元形成的大共轭体

孔剂、
聚合物添加剂等制备了成型很好、具有直通孔
道结构的 PES 中空囊，
方法简单、
快速．

具有耐高温性、耐火、抗辐射、耐酸、不易氧化、耐
系，
溶蚀和抗氧化性、生物相容性好等特性，表现出优良

为增强 PES 在其他方面的性能，许多研究者进
行相关的探索，如采用化学接枝法、光辐射接枝法等

［4］
的稳定性，
机械性和成膜性 ，在膜分子材料中应用

方法在 PES 膜表面接枝聚合物． 为改善 PES 膜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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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力，LI X 等 采用化学接枝法将超支化的聚甘油
［8］
接枝到 PES 膜上； MANSOUＲPANAH Y 等 采用辐

砜微囊烘干至质量不再变化，
称取 0．1000 g 聚醚砜微
囊放入 20% 甲酸溶液中浸泡 24 h． 量取 150 mL 蒸馏

射法将壳聚糖接枝到 PES 膜上； 为了改善 PES 膜表
ＲAHIMPOUＲ A 等［9］利用紫外辐射法将
面亲水性能，

4．36 mL 浓硫酸及
再加入硝酸铈胺、
水于三颈烧瓶中，
N，
N'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BIS） ． 以硝酸铈胺和浓硫酸

［10］
丙烯酸 （ AAC） 接枝在了 PES 膜上，DAＲAEI P 等
则采用化学接枝法将 AAC 接枝在了 PES 膜上． 这些

BIS 为交联剂，搅拌溶解，置于空气中
构成引发体系，
预氧化 1 h． 当预氧化结束时，
通 5 min 氮气后分别加

方法都成功地改变了 PES 膜的性质，但还存在着一
些缺点，
如反应条件苛刻，
要求高、
接枝率不高等．

入丙烯酸及浸泡甲酸后的微囊，保持通氮环境，搅拌
－1
速度控制在 100 r·min ，于 60 ℃ 水浴中反应 24 h，

4+
本实验中以常用的 Ce 为引发剂，
采用预氧化技
术和化学接枝法，来探索聚丙烯酸接枝到 PES 囊表

直至溶液变澄清．
1．5 PES-g-PAAC 接枝率的计算

面的可行性，
研究了引发剂的量、单体浓度和交联剂
的量对接枝率的大小的影响．

将接枝好 PES-g-PAAC 置于超纯水中浸泡 48 h，
每天换水 3 次洗掉微囊上未反应的残余物和均聚物，

1 实验部分

在烘箱 40 ℃ 烘干，
称重至重量不再改变，
计算接枝率
（ G） ，
计算公式为： G = （ m2 – m1 ） / m1 × 100%，其中

1．1 材料和仪器
MW40000，
聚醚砜（ PES，
长春吉大高新材料有限

m1 、
m2 分别为微囊接枝前、
接枝后的质量（ g） ．
1．6 PES-g-PAAC 接枝囊的成分检测

N-二甲基乙酰胺（ DMAC，分析纯） ； 氯化锂
公司） ； N，
（ LiCl，
分析纯） ； 聚乙二醇 400（ PEG400，化学纯） ； 聚

为了表征聚丙烯酸是否成功接在聚醚砜囊上，
分
PESgPAAC
别取一定量的
接枝囊和未接枝的聚醚

乙 烯 吡 咯 烷 酮 （ PVP，优 级 纯 ） ； 硝 酸 铈 铵
［（ NH4 ） 2 Ce（ NO3 ） 6 ，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以溴化钾为稀释剂（ 与囊的质量比为 3001） ，
砜囊，
研磨压片，
于红外下检测．

硫酸（ 分析纯，
开封东大化工） ； 实验用水为超纯水，电
阻为 16 ΜΩ．

1．7 PES-g-PAAC 接枝囊的耐溶蚀实验

显微镜 （ XD30 型，宁波舜宇仪器 ） ； DF-10VS 型
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DW-3 型数显电动搅拌器、

验，
即将接枝好的干燥的囊和未接枝的囊同时浸泡在
DMAC 中，
浸泡不同时间，
进行拍照对比．

SHZ-D（ Ⅲ） 型循环水式真空泵（ 巩义市予华仪器） ．
1．2 聚醚砜囊的制备

1．8 聚醚砜囊的横截面形貌观察

［6］

指孔状的聚醚砜囊采用相转化法来制备 ，
即在
常温下，
取 7．38 g PES 于 50 mL 的 DMAC 中，搅拌溶
11．26 g PEG400、
0．55 g LiCl，搅拌
解，
加入 12 g PVP、
至完全溶解，
于 3 ℃ 下静置一段时间，直至溶液中气
泡消失． 利用注射器将其滴入水中进行固化，固化温
度为 30 ℃ ，
固化时间为 30 min．
1．3 聚醚砜囊的表面处理
为了更好地接枝上聚丙烯酸，采用 DMAC 将制
备好的聚醚砜囊进行表面溶蚀． 取 3 个烧杯，分别加

进一步验证 PAAC 的接枝实验，进行了溶蚀实

取一定量干燥好的表面未腐蚀处理的 PES 囊、
未接枝表面腐蚀的 PES 囊、PES-g-PAAC 接枝囊、及
经过溶 蚀 处 理 的 PES-g-PAAC 接 枝 囊 于 扫 描 电 镜
（ SEM） 下观察其横截面结构．

2 结果与分析
2．1 PES-g-PAAC 接枝囊的红外检测
将样品置于红外下检测，
得到红外吸收图谱结果
见图 1．

入适量 DMAC、
适量煤油、
适量水，将聚醚砜球首先浸
泡于 DMAC 中 40 s，
取出，
在煤油中清洗几次，
再放入
水中重新固化． 于 37 ℃ 水浴中浸泡 4 d 以上，每天换
水 2 ～ 3 次，直到浸泡聚醚砜囊的水溶液变澄清． 放入
40℃ 烘箱中烘干，
备用．
1．4

聚 醚 砜 囊 表 面 的 聚 丙 烯 酸 的 接 枝 （ PES-gPAAC）

参考文献［11］，采用成熟的预氧化技术和化学
接枝法来制备 PES-g-PAAC． 即将表面处理过的聚醚

图1

接枝囊和空白囊的红外吸收图谱

Fig．1 FTIＲ of grafted microcapsules and blank micro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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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图 1 可见： 与空白囊相比，接枝囊在 1716 cm
处呈现羧基的特征吸收峰，而空白囊在此处无吸收

后的囊截面，
其外侧不规则，囊壁中手指状结构比较
薄，
没有聚醚砜囊壁那么规则，结构较松散，因为去除

说明聚丙烯酸成功地接枝在了聚醚砜囊上．
峰，
2．2 聚醚砜-聚丙烯酸接枝囊的耐溶蚀实验

剩下的仅有聚丙烯酸骨架． 由此可知，
了聚醚砜以后，
采用腐蚀制孔工艺符合接枝实验的要求．

图 2 为未接枝的干燥腐蚀囊和接枝聚丙烯酸的
囊同时浸泡在 DMAC 的对比图． 由图 2 可见： 未接枝

2．4 引发剂的量对 PES-g-PAAC 囊接枝率的影响
引发剂［（ NH4 ） 2 Ce（ NO3 ） 6 / H2 SO4］在接枝过程

的聚醚砜囊放入 DMAC 中不到 1 min 立即溶解，
而接
枝了丙烯酸的聚醚砜囊仅由白色变成透明，保持球

中其提供自由基的作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改变引
发剂的加入量，
所制备出来的聚醚砜接枝囊的接枝率

24 h 仍保持透明球形囊． 原因是经过 24 h 的腐蚀
形，
接枝囊上的聚醚砜已经被完全溶解掉，只剩
作用后，

4+
结果见图 4． 由图 4 可知： 随着 Ce 的增加，接枝率逐
－1
步增加，至 13．33 g ·L 时，接枝率达峰，峰值约为

下接枝 上 去 的 聚 丙 烯 酸 骨 架，再 次 证 明 接 枝 实 验
成功．

29．3%； 但当 Ce4+ 浓度增加至 16．66 g·L －1 时，接枝率
4+
反而降低． 故 Ce 浓度在一定范围内能促进丙烯酸单
体接枝到微囊，但是过多的引发剂，增加了聚合链自

身相聚的机会，反而降低了接枝共聚反应． 当引发剂
－1
浓度为 13．33 g·L 时，
接枝率最佳．

a） 未接枝的干燥腐蚀囊； b） 接枝聚丙烯酸的囊
图2
Fig．2

浸泡在 DMAC 中不同囊的照片

Photoes of different microcapsules immersed in DMAC

2．3 微囊横截面的形貌观察
为更好地观察接枝囊的情况，
对各种囊的截面进
行了观察，
结果见图 3．

图4

引发剂的浓度与接枝率之间的关系

Fig．4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itiator and the grafting rate

2．5 单体的量对 PES-g-PAAC 囊接枝率的影响
单体浓度对接枝率的影响结果见图 5．

a） PES 囊； b） 腐蚀处理后的 PES 囊； c） PES-g-PAAC 接枝囊；
d） 经 DMAC 浸泡后的接枝囊 （ 标尺 10 μm）
图 3 各种 PES 囊的截面扫描电镜图
Fig．3

SEM images of the section of different PES microcapsules

图 3a 是未经过表面腐蚀的聚醚砜囊，囊的表层
完整、
致密，
囊的断面呈直通道结构； 图 3b 为聚醚砜
的囊经过表面腐蚀以后得到的囊的截面，
囊的最外层
几乎已经消失，囊断面的直通道保持完整，并未遭到
囊的最外层不规整，
破坏． 当囊接枝完成以后（ 图 3c） ，
囊的内部也有一些不规整的附着物，这都是接枝上的
聚丙烯酸． 图 3d 为接枝好的囊在 DMAC 中浸泡 24 h

图5
Fig．5

单体的浓度与接枝率的关系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onomer concentration and grafting rate

由图 5 可知： 当单体浓度较低时 （ ≤ 0．291 mol
·L ） ，接 枝 率 也 偏 低 （ ＜ 5%） ； 当 单 体 浓 度 高 于
－1

0．291 mol · L －1 后，接枝率随单体浓度的增加而增
－1
加； 当单体浓度增加到 0．485 mol·L 时，接枝率达
到峰值为 29．3%； 之后随着单体浓度的增加，接枝率

反而明显降低． 由于在反应体系中，同时发生着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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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与囊膜的接枝共聚反应和丙烯酸自身的均聚反
应，当丙烯酸浓度不断增加时，在一定范围内进攻聚
醚砜囊膜上活性中心的丙烯酸数量增加，所以在小
－1
于0．485 mol·L 时可见接枝率升高； 但是在接枝发
生的同时，溶液中丙烯酸自身均聚物含量也随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当单体浓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导致体
系粘度增加至极限时，空间阻力增加及丙烯酸攻击
聚醚砜活性中心概率下降，导致丙烯酸接枝至聚醚
砜微囊的发生率下降． 最后确定单体浓度为 0． 485
mol·L －1 时，接枝效率最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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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剂的量对 PES-g-PAAC 囊接枝率的影响
交联剂 BIS 浓度对接枝率的影响见图 6． 由图 6

可知，随着 BIS 交联剂与单体的质量比由 1% 增加
3%，聚丙烯酸接枝率也逐渐增加； 之后交联剂比例
自 3% 至 5% 间，接枝率逐渐减小，当交联剂比例在
3% 时，接枝率最高，约为 29．3%． 交联剂在接枝过程
中理论上是起促进作用的，因为聚丙烯酸本身的分
子结构就如一条长长的线，未交联时呈低强度，任何
的实验操作都会导致其从微囊上脱落； 但是交联剂
如同媒介一般，能将线性的聚丙烯酸彼此间接起来 ，
交错成网结构，提高其接枝成功率； 过量的交联剂也
因碰撞概率和空间阻力降低接枝成功率． 最后确定
交联剂的质量比为单体量的 3% 时，接枝率最大．

统的构建提供了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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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6

交联剂的量与接枝率的关系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crosslinking
agent and the grafting rate

3

结语

本文采用预氧化技术和化学接枝法，在引发剂
（ NH 4 ） 2 Ce（ NO 3 ） 6 / H 2 SO 4 、交联剂 （ BIS） 等的作用
下，成功地将丙烯酸接枝于聚醚砜微囊表面 ． 通过分
析单因素对接枝率的影响，确定了引发物最佳浓度
－1
为 13．33 g·L ，丙烯酸单体最佳浓度为 0．485 mol
·L －1 ，交联剂 BIS 的最优质量比为单体的 3%，接枝
率可以高达 29．3%． 该法操作简单，接枝成功率高，
接枝囊具备优良的耐溶蚀性，为后续的新型给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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