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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成了新型的给受体化合物ＰＬＹ一￥２０．用溶液旋转涂膜的方法，分别将ＰＬＹ一￥２０作为电子给体和
电子受体制备了本体异质结光伏器件，器件结构为ＩＴＯ／ＰＥＤＯＴ：ＰＳＳ／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ＬｉＦ／Ａ１．在ＡＭ １．５Ｇ模拟太
阳光１００ ｍＷ／ｃｍ２的照射光强下，以ＰＬＹ．Ｓ２０为电子给体时，能量转化效率为０．０３５％；当以ＰＬＹ一￥２０为电子

受体时，相应的能量转化效率达到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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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引起了人类的极大重视，而利用光生
伏打效应的太阳能电池是开发利用太阳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无机光伏电池相比，有机光伏电池具有加
工过程相对简单，可低温操作，器件制作成本较低以及可实现大面积制造、可使用柔性衬底、环境友好、轻
便易携等优点，近年来基于有机光伏电池的研究迅速激增ｎ＿３］．目前的研究热点依然是如何来提高有机太
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寻找新型光伏材料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在新型有机材料中，给受体有机分子由
于具有独特的优点而引起各国科学家广泛的关注，其优点一是给受体有机小分子与聚合物相比更易纯化，
溶解度好，可制成薄膜；二是给受体化合物由于可发生分子内电荷转移，吸收波谱可延伸到长波长区，因而
可以更好的匹配太阳光谱；三是通过给受体结构能有效地调节分子的能级，进而得到低带隙的材料．目前，
给受体有机小分子材料在光伏器件中的应用仍然比较少“叫］．本文以萘为起始原料，合成了新型的有机给
受体小分子材料并对其在光伏器件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１

实验部分

１．１试剂与仪器
原料均为市售分析纯，未经特殊说明可直接使用．本文中所涉及的部分反应需要在无水、无氧的条件
下进行，因此所有涉及到对水和氧敏感的物质的实验操作都遵照标准的ｓｃｈｌｅｎｋ技术规范进行．溶剂使用
前均需无水处理，然后在高纯氩气保护下进行脱氧操作．
采用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

４００

ＭＨｚ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测定核磁（ＮＭＲ）；采用Ｖａｒｉａｎ ７．０Ｔ ＦＴＩＣＲ—ＭＳ测定

高分辨质谱（ＨＲＭＳ，ＥＳＩ—ＦＴＩＣＲ）；采用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ＬＣＱ
（ＥＳＩ—ＭＳ）；紫外一可见光谱采用ＪＡＳＣＯ
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ｕｒｅ

Ｖ一５７０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测定质谱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测定；电化学测定采用ＬＫ９８Ｂ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光伏测量装置为（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Ｉ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Ｋｅｉｔｈｌｅｙ ２４００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ａ—

Ｕｎｉｔ）；膜厚仪为Ａｍｂｉｏｓ，ＸＰ一２ＴＭ．光伏器件的的电流一电压（Ｊ—ｙ）曲线使用Ｋｅｉｔｈｌｅｙ ＳＭＵ

ｎｉｔ源表测得．
１．２化合物的合成
目标化合物ＰＬＹ一￥２０的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化合物１和２按文献方法合成［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７７４０４７）
作者简介：刘永胜（１９７８一），男，山西怀仁人，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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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１

目标化台物的合成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Ｙ—Ｓ２０

化合物３的合成：１００ ｍＬ双Ｅｌ瓶中加入化合物２（１．１２

１．２．１

ｇ，３．７１ ｍｍ０１），２０

ｍＬ乙酰氯，冰浴下分

批加入三氯化铝（６４３ ｍｇ，４．８２ ｍｍ０１），约１０ ｍｉｎ加完，冰浴下继续搅拌２０ ｒａｉｎ．停止反应，倒人３００ ｍＬ
水中，静置，有固体析出，用碳酸钠中和，二氯甲烷（８０ ｍＬ×４）萃取．有机相依次用水（１００ ｍＬ）、饱和食盐
水（１００ ｍＬ）和水（１００ ｍＬ）洗，无水硫酸钠干燥．减压除去溶剂，以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的混合液（体积比１０
：１）为洗脱剂，过柱分离，得０．７６ ｇ沙棕色固体，产率为６０％．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ＣＨＣｌ。）：８．６５（ｄ，Ｊ
＝８．９ Ｈｚ，１Ｈ），８．００（ｓ，１Ｈ），７．５８（ｄ，Ｊ一８．９ Ｈｚ，１Ｈ），２．７０（ｓ，３Ｈ），１．５３（ｓ，９Ｈ）．，１．５０（ｓ，

９Ｈ）．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ＣＨＣｌ３）：艿１９９．４０，１４７．０１，１４０．１５，１３９．１２，１３７．９０，１３７．３１，１３０．６６，
１３０．４４，１２８．２８，１２７．８８，１２１．０８，３５．６３，３５．６０，２９．３４，２８．３９，２８．３１，２８．２３，２８．１４，２７．７３．ＥＳＩ—ＭＳ

（，，ｌ屈），３４５．５（Ｍ＋Ｈ＋）．
ＰＬＹ—Ｓ２０的合成：５０ ｍＬ双口瓶中加入ＮａＨ（５０％，１１６

１．２．２

护下加入０．０２ ｍＬ无水乙醇，搅拌下滴入３（０．３２

ｇ，０．９３

ｍｇ，２．４２ ｒｅｔ００１），１０

ｍＬ乙醚，氩气保

ｒｅｔ００１）的１０ ｍＬ乙醚溶液，然后再滴入甲酸乙

酯（１３８ ｍｇ，１．８６ ｒｅｔ００１），加热回流２ ｈ，降到室温，缓慢滴加１ ｍＬ水，搅拌５ ｒａｉｎ，停止反应，将反应液倒
入１０．０ ｍＬ水中，乙醚（５０ ｍＬ×３）萃取．有机相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减压除去溶剂，所得产物４直接用于下
步反应．
５０

ｍＬ单口瓶中加入化合物４，１２ ｍＬ四氯化碳，氩气保护，冰浴下滴入１２ ｍＬ浓硫酸（８０％），１０ ｒａｉｎ

滴完，继续反应２ ｈ，倒入碎冰中，静置过夜，抽滤，得０．２８ ｇ深紫红色固体，产率为８５％．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ＣＨＣｌ３）：８．８３（ｓ，１Ｈ），７．９３（ｓ，１Ｈ），７．８７（ｄ，Ｊ＝９．５ Ｈｚ，１Ｈ），６．９４（ｄ，，一９．５ Ｈｚ，１Ｈ），
１．６４（ｓ，９Ｈ），１．６１（ｓ，９Ｈ）．”Ｃ 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ＣＨＣＩ，）：艿１８３．２３，１５０．１８，１４５．９７，１４１．５７，
１３９．６９，１３８．７６，１３６．５３，１３０．５５，１２９．６８，１２８．２６，１２５．９７，１２５．１５，１２２．３４，３６．２８，３５．７９，３１．９１，

２９．６９，２８．５５，２８．４０，２２．６９，１４．２０，１４．１４．ＨＲＭＳ（ＥＳＩ—ＦＴＩＣＲ，Ｃ２１ Ｈ２２０Ｓ２［Ｍ］＋）：计算值
３５５．１１８

５，实验值３５５．１１８

２．

１．３光伏器件制作
分别以ＰＬＹ一￥２０为电子给体和电子受体制作了光伏器件，其中活性层分别为ＰＬＹ一￥２０（１０ ｍｇ·
ｍＬ＿１）／ＰＣＢＭ（８ ｍｇ·ｍＬ－１）和Ｐ３ＨＴ（１０ ｍｇ·ｍＬ～）／ＰＬＹ一￥２０（８ ｍｇ·ｍＬ．１）．两个光伏器件的制作

方法类似，以下仅描述Ｐ３ＨＴ／ＰＬＹ一￥２０为活性层的器件制作方法．将ＩＴ０玻璃切片，清洗．清洗过程为分
别使用清洁剂、丙酮、异丙醇清洗，重复３次．ＰＥＤｏＴ／ＰＳＳ（Ｂａｒｔｒｏｎ Ｐ）在ＩＴＯ玻璃上旋转涂膜（４
ｒａｉｎ，厚度约４０ ｎｍ）．将活性层旋转涂膜在ＰＥＤＯＴ／ＰＳＳ上（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ｒ／

ｒ／ｒａｉｎ，９ ｓ），厚度约为１２０ ｎｍ．活性层

为Ｐ３ＨＴ与ＰＬＹ一￥２０在邻二氯苯中的混合液，其中Ｐ３ＨＴ浓度为１０ ｍｇ·ｍＬ～，ＰＬＹ一￥２０浓度为８

ｍｇ

·ｍＬ～．之后于大约５×１０－４ Ｐａ下先后热蒸镀约１ ｎｍ的ＬｉＦ和６０ ｎｍ铝作为电极．活性层的有效面积
约为４ 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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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化合物的合成
化合物２直接以酰基化试剂乙酰氯为溶剂，三氯化铝为催化剂，经傅氏酰基化反应‘９３得到相应的酰基
化产物３．化合物３以乙醚为溶剂，在氢化钠（ＮａＨ）及少量乙醇存在下，与甲酸乙酯反应得到化合物４．化
合物４在ＴＬＣ上显示为１个点，柱色谱分离过程中会分解，故无需纯化直接用于下一步反应．化合物４在
四氯化碳和硫酸（８０％）的混合溶剂中回流进行关环反应［９］，得到目标产物ＰＬＹ一￥２０．
２．２紫外光谱
ＰＬＹ一￥２０在二氯甲烷溶液中的归一化吸收光谱见图２．该化合物最大吸收峰的摩尔消光系数为２．５
×１０４ ｍｏｌ＇１Ｌ－１ｃｍ～．２７７、２９３

ｎｍ处的吸收峰对应于共轭体系中７【电子的７ｒ一兀。跃迁．由于硫是很好的电

子给体，羰基可作为拉电子的受体，它们通过兀共轭体系形成一个整体，在分子内形成了给体一受体结构，
这样就可以发生电荷由一个部分跃迁到另一个部分而产生电荷转移吸收光谱．低能区５０９、５３２ ｎｍ处的
吸收峰对应于分子内电荷转移吸收光谱ｎ ０’１１］．从图２可以看出吸收光谱已经延伸到约５７５ ｎｍ处．
通过旋涂给受体化合物的三氯甲烷溶液在玻璃基底上可得到相应化合物的薄膜．ＰＬＹ一￥２０的归一化
薄膜吸收光谱如图２所示．与溶液相的吸收光谱相比，吸收光谱发生明显的红移和宽化，高能区的电荷转
移光谱峰出现在５１５、５４４ ｎｍ，分别红移了６、９ ｎｍ．光学带隙在溶液中为２．１９ ｅＶ，形成薄膜后的光学带隙
降到了２．０８ ｅＶ，说明在固态下ＰＩ。Ｙ一￥２０可形成更加有序的结构．
１

Ｏ

Ｏ

Ｏ

苗４∞趸召目Ｐ＿譬Ｈ
Ｏ

Ｏ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ｍ
图２
Ｆｉｇ．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ｖ（ｖｓ．ＳＣＥ）

ＰＬＹ一￥２０的溶液和薄膜吸收光谱

图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ＵＶ—ｖｉ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ＰＬＹ一￥２０ ｉｎ ＣＨ±Ｃ１２
ａｎｄ ｉｎ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ｍ

ＰＬＹ一￥２０在二氯甲烷溶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Ｙ—Ｓ２０ ｉｎ

ＣＨ２Ｃ１２

２．３’电化学性质
采用ＬＫ９８Ｂ ＩＩ电化学工作站进行循环伏安性质的测试，电解池为三电极体系（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
铂丝电极为辅助电极，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以二茂铁做内标，干燥过的二氯甲烷为溶剂，０．１ ｍｏｌ／Ｌ的
四丁基六氟磷酸胺为支持电解质，扫描速度为１００ ｍＶ

ｓ一１．

图３是ＰＬＹ一￥２０的循环伏安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ＰＬＹ一￥２０显示了不可逆的氧化过程，阳极峰电
位（Ｅ，）为１．１９ Ｖ；同时显示了一个可逆的还原过程，其氧化还原电位为一１．２７ Ｖ．用起始氧化电位和起
始还原电位对最高占有轨道（ＨＯＭＯ）和最低空轨道（ＬＵＭＯ）的能级进行了计算‘１２＿１引，以饱和甘汞电极
（ＳＣＥ）作为参比电极，计算方法如下：
ＥＨＯＭＯ

一（Ｅ蓝。＋４．４）（ｅＶ）

ＥＬｕＭｏ＝一（Ｅ。ｒｅ—ｄ。＋４．４）（ｅＶ）

计算得到的ＰＬＹ一￥２０的ＨＯＭＯ能级为－５．３９ ｅＶ，ＬＵＭＯ能级为一３．２０ ｅＶ，电化学带隙Ｅ：Ｖ为２．１９
ｅ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个化合物的光学带隙和电化学带隙基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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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光伏性质

０．２

ｌ二！二！生！皇ｚ垡上！Ｌ§ａ，ｊ

由于在４００～６００ ｎｍ处

ｂ

／

ｏ．０

有较好的吸收，且有较低的能
带隙，因而可用于光伏器件．

一ｏ．

根据ＰＬＹ—Ｓ２０的能级结构，
分别将其作为电子给体和电

一ｏ．

ｌ
Ｉ

子受体进行了光伏研究．首
先，以ＰＬＹ—Ｓ２０作为电子给

＾Ｈ．—口ｕ．葺ｖ＼ｈ名∞—ｏ呵＿譬ｐ§ｕ

，／

体，ＰＣＢＭ作为电子受体，使
用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作为活

一Ｏ．０５

／．

０．００

ｏ．０５

０．１０

件结构为ＩＴＯ／ＰＥＤ（）Ｔ：ＰＳＳ

（１２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５

ｖ＾

性层制作了有机光伏电池，器
（４０ ｎｍ）／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

一

图４基于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的光伏器件结构（ａ）和电流密度一电压曲线（ｂ）
Ｆｉｇ．４

ｎｍ）／ＬｉＦ（１ ｎｍ）／ＡＩ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ａｎｄ Ｊ－Ｖ ｃｕｒｖｅｓ（ｂ）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

（６０ ｒｉｍ），如图４（ａ）所示．

图４（ｂ）是以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为活性层的光伏器件的Ｊ—ｙ曲线．从，一ｙ曲线可以看到，在正偏压下
基于ＰＬＹ—Ｓ２０／ＰＣＢＭ的器件获得了比较高的电流密度，这说明了光伏电池具有明显的二极管效应．在
ＡＭ １．５Ｇ模拟太阳光１００ ｒ｛１Ｗ／ｃｍ２的照射光强下，该器件获得了０．０３５％的光电转化效率，开路电压为
０．１８

Ｖ，短路电流为０．７４ ｍＡ／ｃｍ２，填充因子为０．２７．
由于ＰＬＹ—Ｓ２０的ＨＯ—

－ｍ－Ｐ３ＨＴ，ＰＬＹ－Ｓ２Ｑ卜—了

ＭＯ能级为一５．３９ ｅＶ，ＬＵ—

／

ｂ

■
■

ＭＯ能级为一３．２０ ｅＶ，通过

／
■
■
■

寻找合适的给体，还可以将

ｇ

ＰＬＹ—Ｓ２０作为电子受体进行

■

ｏ．

●

葺

光伏研究．因此，为了进一步

ｈ

研究给受体化合物ＰＬＹ—Ｓ２０

ｇ—Ｏ．

１

的性质，以聚三己基噻吩

盘

ｌ
ｊ

岂

Ｐ３ＨＴ为电子给体，以ＰＬＹ—
Ｓ２０为电子受体，邻二氯苯为

ｊ．．．？－－－。１

溶剂，进行了光伏性质测试．

－．－－－．－－－－．－－－－－－－－－＿·－－／
●

．

～Ｎ

器件结构为ＩＴ０／ＰＥＤＯＴ：
ＰＳＳ（４０ ｎｍ）／Ｐ３ＨＴ：ＰＬＹ—
Ｓ２０（１１０ ｎｍ）／ＬｉＦ（１ ｎｍ）／Ｆｉｇ·５

图５基于Ｐ３ＨＴ／ＰＬＹ一￥２０的光伏器件结构（ａ）和电流密度一电压曲线（ｂ）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ａｎｄ＿，一Ｖ ｃｕｒｖｅｓ（ｂ）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６０ ｎｍ）（图５（ａ）），Ｊ—Ｖ曲Ｐ３ＨＴ／ＰＬＹ一￥２０

线如图５（ｂ）所示．测试表明以ＰＬＹ—Ｓ２０作为受体的光伏电池同样具有二极管效应．在ＡＭ １．５Ｇ模拟太
阳光１００ ｍＷ／ｃｍ２的照射光强下，该器件获得了０．０６４％的光电转化效率，开路电压为０．６４ Ｖ，短路电流
为０．３２ ｍＡ／ｃｍ２，填充因子为０．３１．
与聚合物相比，其能量转化效率还比较低，这可能是与小分子上的大的叔丁基影响了分子间的有序堆
积有关．由于该小分子独特的给受体结构使得其在光伏器件中既可以作为电子给体又可以作为电子受体，
文献中尚无类似报道．

３结

论

合成了新型的有机小分子给受体化合物ＰＬＹ一￥２０，分别将ＰＬＹ一￥２０作为电子给体和电子受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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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性质测试．测试结果发现，ＰＬＹ一￥２０无论作为电子给体，还是作为电子受体，制作的器件都有光伏性
质，做为受体时得到相对较高的能量转化效率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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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孙明亮.范素芹.阳仁强.曹镛.SUN Ming-Liang.FAN Su-Qin.YANG Ren-Qiang.CAO Yong 给体-受体-给

体窄带隙染料掺杂聚芴发光二极管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010,31(10)
合成了一系列给体-受体-给体型窄带隙荧光分子,并将其作为掺杂剂与主体(Host)宽带隙聚芴共混制备发光二极管. 荧光分子为4,7-二呋喃-苯并噻
二唑(O-S)、4,7-二噻吩-苯并噻二唑(S-S)、4,7-二(N-甲基吡咯)-苯并噻二唑(N-S)、4,7-二硒吩-苯并噻二唑(Se-S)和4,7-二(N-甲基吡咯)-苯并硒二唑
(N-Se). 溶液中荧光分子的紫外-可见吸收峰位于447～472 nm,荧光发射峰位于563～637 nm. 该系列荧光分子掺杂聚芴(PFO)发光器件的电致发光峰位于
580～633 nm. 当器件结构为ITO/PEDOT/PVK/PFO+N-Se/Ba/Al时,最大外量子效率为1.28%,电流效率1.31 cd/A.

2.期刊论文 李顺来.许慧君 短程有机电子给体-受体体系的合成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8(3)
设计合成了一类以蒽为电子给体,带不同吸电子取代基的苯为电子受体的新型短程有机电子给体-受体体系.光谱实验研究发现,该短程给体-受体体系
内存在非常强的荧光淬灭现象.实验结果分析表明强荧光淬灭的本质在于体系分子内快速的电子转移,同时表明缩短电子给体-受体之间的距离将加快电子
转移过程.

3.期刊论文 高银浩.闫雷兵.GAO Yin-hao.YAN Lei-bing 基于给体/受体有机太阳电池性能的研究 -物理实验
2010,30(9)
以酞菁铜(CuPc)、对苝四甲酸二酐(PTCDA)和富勒烯(C60)作为光敏材料分别制备了3个有机太阳电池器件:器件1为ITO/PEDOT(3,4-乙撑二氧噻吩)
/CuPc/Al;器件2为ITO/PEDOT/CuPc/PTCDA/Al;器件3为ITO/PEDOT/CuPc/C60/Al.研究发现器件2、3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比1的提高了很多,主要是因为
2、3是给体/受体异质结构,它不仅增大了器件的吸收光谱并提供了一个激子解离的有效位置.器件2和3相比,3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比2的提高了1倍多
,这主要是因为C60的激子扩散长度比PTCDA的要长,激子解离的几率比激子复合的几率大得多,因此3的性能比2的有了很大的提高.

4.期刊论文 严会娟.王栋.温国永.张德清.万立骏.YAN Hui-Juan.WANG Dong.WEN Guo-Yong.ZHANG De-Qing.WAN
Li-Jun 利用给体-π-受体分子模板在Au(111)电极表面构筑富勒烯带状结构 -物理化学学报2010,26(7)
富勒烯与功能分子之间的电荷作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功能性器件的构筑中.这些功能器件的性能与电极表面的薄膜排布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研究
电极表面的富勒烯和功能分子的组装结构对这些器件的构筑和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镜技术,在HClO4溶液中系统研究了
C60分子与有机电子给体-π-受体分子C16H33O-I3CNQ[Z-β-(5-hexadecyloxy-1,3,3-trimethy1-2-indolium)-α-cyano-4-styryl dicyanomethanide]在
Au(111)电极表面的二维组装结构.研究发现:C16H33O-I3CNQ分子在Au(111)电极表面组装形成具有短程有序性的条陇状结构;而C60分子在C16H33OI3CNQ模板之上组装形成了带状结构,C60分子带状结构的形成方向受到了C16H33O-I3CNQ分子中电子给体-π-受体部分排列结构的影响.C60分子与
C16H33O-I3CNQ分子之间的π-π堆积作用和电荷转移作用对这种带状结构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结果为利用富勒烯和功能分子之间的作用构筑功能器
件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备方法.

5.学位论文 杨纯道 4-(反-4'-正烷基环己烷)苯甲酸与4-烷基吡啶的氢键复合物的制备与液晶行为研究 2003
近些年来,随着超分子化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氢键液晶,它的液晶行为是通过质子给体和质子受体利用氢键自组装而成的氢键复合物所表现出
来的.这种新型氢键液晶出现以后,人们立刻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它,并展开了对它的广泛研究.我们本着探究其实用性的思想,对Kato等人曾设计的由4-正烷
基苯甲酸(mBA)和4-正辛基吡啶(8Py)形成的最简单且能在室温附近显示液晶行为的氢键液晶进行了修饰,用4-(反-4′-正烷基环己烷)苯甲酸(mCHBA)作为
给体,4-正烷基吡啶(nPy)作为受体,组装成氢键液晶.在实验过程中,我们用较为简易的方法制得了给体和受体各5个,并将它们分别两两组合共制得新型氢
键液晶25个,这些结构至今尚无人报道.我们选择其中较为稳定的mCHBA/8Py系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初步确定了它们的相变范围及降温过程中可能的相变
类型.

6.期刊论文 汪瑜华.戚国荣.杨士林 分别含有质子给体和质子受体的丙烯酸酯共聚物在溶液中的特殊相互作用研究
-高分子学报2002(5)
用粘度法和光散射法研究了分别具有质子给体(Proton donor)和质子受体(Proton acceptor)官能团的丙烯酸酯共聚物在溶液中的相互作用.从粘度
增长因子和聚合物在溶液中理想增比粘度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相互作用参数ka,研究了质子给体聚合物和质子受体聚合物在甲苯中的特殊相互作
用,讨论了丙烯酸酯含量和酯烷基长度对组分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组分间的特殊相互作用随着丙烯酸长碳链酯含量和酯烷基长度的增加而增强
.光散射的结果表明ka能够用于表征共混体系中的特殊相互作用.

7.学位论文 许晓赫 分子内远程三重态能量传递研究 1998
激光态能量传递在化学和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以电子交换机制发生的三重态能量传递一般是通过空间(through space)进行的,这种机制要求
给体与受体之间距离不能超过二者范德华半径之和,并且随着给体与受体之间距离的增加,三重态能量传递的效率和速度会呈指数降低.然而最近也有文献
报道:用硬链段连接的双发色团分子内,远距离的给-受体之间仍能有效地进行三重态能量传递,这种传递是通过键(through bond)进行的.在该论文研究
工作中,设计合成了二类给体-受体体系,研究它们的分子内远程的三重态的能量传递.1.以冠醚为中介的分子内远程三重态能量传递研究;π-共轭聚合物
的分子内能量传递研究.

8.学位论文 汪瑜华 含有功能基团的丙烯酸酯共聚物在溶液中的特殊相互作用和减阻研究 2002
该论文通过合成有氢键型、配位络合型等相互作用的分子间复合型聚合物.研究作用给体基团和受体基团在大分子链中的组成、功能基的强弱和大分
子骨架链的组成对给体聚合物和受体聚合物在溶液中复合的影响,复合分子的结构,并试验了一系列复合型聚合物在油相减阻中的应用效果.具体的工作如
下:1.具有不同分子量和组成的共聚物的合成.研究了官能团含量和丙烯酸正辛酯比例对聚合物分子量的影响.2.以比浓粘度增长因子R表征聚合物间的相
互作用,研究了聚合物溶液浓度、共聚物组成和溶剂性质对聚合物间相互作用的影响.3.组分间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复合体系的Δ[η]<,m>/[η]<,m,cal>降
低.在甲苯中.由于丙烯酸正辛酯单元酯烷基的空间屏蔽和羧基的自缔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等化学复合比随PDP中丙烯酸酯单元含量的降低而逐步升高,和
PAP的组成关系不大.但在对氢键有影响的溶剂中,等化学复合比和PDP的组成无关,近似于0.5.4.通过复合体分子聚集程度的定义和比浓粘度增长因子~理
想增比粘度之间的关系分别提出了相互作用参数K<,a>′和K<,a>以研究不同复合体系在溶液中的相互作用能力.依据K<,a>′和K<,a>值,随着丙烯酸长碳
链酯的含量以及酯烷基长度的增加,组分间的特殊相互作用能力增强.5.通过复合前后表观分子量的变化研究了质子给体聚合物/质子受体聚合物的比例、
官能团含量、共聚物组成和溶剂性质对聚合物间相互作用的影响.6.通过复合前后大分子的线团密度和Flory常数变化的研究表明,组分间相互作用的增强
使线团密度增加,分子线团收缩.7.减阻测试结果表明,由于通过分子间的复合作用提高了聚合物的表观分子量和旋转半径,而减阻性能与聚合物的旋转半
径及分子量成正比,复合体系的减阻性能优于其组分聚合物.

9.期刊论文 杨文胜.姜月顺.庄家骐.李铁津.田玫 给体和受体取代的苯乙烯衍生物的π-π相互作用 -高等学校化
学学报2002,23(4)
具有电子给体(D)和电子受体的给-受体(D-π-A)分子, 由于在光诱导下可以产生分子内电荷转移(ICT)激发态, 可作为非线性光学和光电转换等材料
[1,2]. D-π-A分子由于共轭体系一端是推电子取代基, 另一端是吸电子取代基, 所以其HOMO能级较高, LUMO能级较低[3,4], 在基态容易发生HOMOLUMO非定域化作用(π-π相互作用).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取代基对π-π相互作用的影响, 我们设计合成了以不同长度烷基链的氨基[(CH3)2N,
(C12H25)2N, (C18H37)2N]作为给体、弱的受体吡啶基和强的受体吡啶盐基取代的6种苯乙烯衍生物, 利用稳态电子光谱研究了这些给-受体分子的聚集行
为. 结果发现, D-π-A分子除了ICT激发态的特殊电荷分离功能外, 在基态有很强的聚集作用.

10.学位论文 董卫波 胞嘧啶与小分子弱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 2007
本文主要是运用从头算(Ab initio)方法的MP2方法和密度泛函(DFT)方法的B3LYP方法，选用6-311++G(d，p)和I~anz2dz基组对胞嘧啶分子、呋喃分
子和BX<,3>(X=F，Cl，Br,Ⅰ)之间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对分子间弱相互作用的机理进行系统的分析讨论。

通过计算，胞嘧啶与BX<,3>(X=F，Cl，Br，Ⅰ)可以形成稳定的相互作用体系，得到势能面上对应的最小值的稳定构型。结果显示，胞嘧啶和
BX<,3>之间的作用形式都为σ-p式。均为胞嘧啶上的N、O或者氨基N原子提供孤对电子到B的空p轨道，同时，电荷从胞嘧啶分子转移到BX<,3>分子。在此
体系中，胞嘧啶和BF<,3>的作用体系是最稳定的，其顺序为胞嘧啶-BF<,3>>胞嘧啶-BCl<,3>>胞嘧啶-BBr<,3>>胞嘧啶-BI<,3>。
胞嘧啶同呋喃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也是由于电子的转移而产生的。通过AIM理论分析，氢键在我们所研究的体系的稳定性中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通过NBO价键理论分析，双氢键体系B为最稳定的，电荷主要是由作为给体轨道的呋喃分子上氧原子的孤对电子，转移到作为受体轨道的胞嘧啶分
子的C<,16>-H<,21>上。
同样道理，我们还研究了呋喃/噻吩与BX<,3>(X=H,F,Cl)相互作用体系，由于电荷的转移而形成稳定的复合物体系。通过结合能的比较和NBO理论分
析呋喃-BX<,3>(X=H、F)的稳定性大于噻吩-BX<,3>(X=H、F)的稳定性。
总体上看，给体-受体之间的电荷转移相互作用对于维持相互作用体系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NBO理论分析结果也说明在相互作用体系中，电子
给体轨道与电子受体轨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电荷转移相互作用)对于维持相互作用体系的稳定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电荷转移相互作用不能完全
决定相互作用体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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