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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
备方法及其应用，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使
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与乙二胺反应，
制
备得到0 .5代树枝状分子；(2)向步骤(1)中获得
的0 .5代树枝状分子中加入乙二胺反应，
制备得
到1 .0代树枝状分子；
(3)使步骤(2)中获得的1 .0
代树枝状分子与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反
应，
制备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本发明将该两
亲型树枝状分子沥青乳化领域，
可显著降低乳化
沥青的粘度，
增加乳化沥青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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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使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与乙二胺反应，
制备得到0 .5代树枝状分子；
(2)向步骤(1)中获得的0 .5代树枝状分子中加入乙二胺反应，
制备得到1 .0代树枝状分
子；
(3)使步骤(2)中获得的1 .0代树枝状分子与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反应，
制备得
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式A中，
R1 、
R2 、
R3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立地选自H、
C1‑20烷基、
C6‑20芳基；
R4选自未取代或任选被一个或多个Rb取代的C1‑20烷基、
C6‑20芳基、
‑O‑C1‑20烷基、
‑C1‑20烷
基磺酸盐；
Rb选自‑O‑C1‑20烷基；

式B中，
R5 、
R6 、
R7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立地选自H、
C1‑20烷基、
C6‑20芳基；
R8选自未取代或任选被一个或多个Ra取代的C1‑20烷基、
C6‑20芳基、
‑O‑C1‑20烷基、
‑C1‑20烷
基磺酸盐、
‑C1‑20烷基‑C6‑20芳基；
Ra选自‑O‑C1‑20烷基或‑O‑C1‑20亚烷基‑O‑C1‑20烷基。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式A中，
R1 、
R2、
R3 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
立地选自H、
C1‑6烷基、
C6‑14芳基，
R4选自H、
C1‑6烷基、
C6‑14芳基、
‑C1‑6烷基磺酸盐、
或被一个或
多个Rb取代的C1‑6烷基。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为
丙烯酸甲酯。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式B中，
R5、
R6 、
R7 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
C1‑6烷基、
C6‑14芳基；
立地选自H、
R8选自H、
C1‑6烷基、
C6‑14芳基、
‑C1‑6烷基磺酸盐、
‑C1‑6烷基‑C6‑14芳基或被一个或多个Ra取
代的C1‑6烷基，
其中，
Ra选自‑O‑C1‑6烷基或‑O‑C1‑6亚烷基‑O‑C1‑6烷基。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溶剂为甲醇、
乙醇、丙醇和丙酮中
的一种或几种，
溶剂占总反应原料的质量比为30％‑70％。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
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
合物与乙二胺的质量比为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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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
0 .5代树枝状分子与乙二
胺的摩尔比为1:4 .2～4 .8。
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式B所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
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4 .2～4 .8。
9 .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10 .权利要求9所述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应用于沥青乳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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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聚合物材料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及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公路建设得到大规模发展，
在国家基
础建设中占据较大的比重。
我国公路网的不断发展和扩大，
使得公路养护规模也日益庞大。
我国“重维修、轻预防”的传统公路养护理念导致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得不到重视，
在高温
多雨的气候条件和日益增长的车辆荷载的作用下，
路面容易出现车辙、
裂缝、
坑槽等早期病
害，
这不仅影响了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而且减少了路面的使用寿命。因此，
增强对沥青路
面的病害问题的重视，
提高沥青路面的质量及使用寿命，
及时对路面进行养护显得尤为重
要。
[0003] 沥青是由化学成分复杂的多种高分子组成的混合物，
具有独特的流变性能。因其
良好的粘结性、抗老化性和防水能力，
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用于防水和密封材料、道路修补
路
等。而乳化沥青与热沥青相比 ，
展现出显著的优越性。乳化沥青可以增加路面的均匀性，
基结构更紧实的粘结性，
快速修复老化路面，
大量节约能源，
用乳化沥青筑养路比采用热沥
青能够节约能源50％以上，
扩宽了施工空间，
节约了施工时间，
大幅降低施工成本。
[0004] 但现有技术中乳化沥青的粘度较大，
使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较困难；
因而亟需对
乳化沥青的原料及其制备方法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所述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制备得到0 .5代树枝状分子；
(1)使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与乙二胺反应，
[0007]
(2)向步骤(1)中获得的0 .5代树枝状分子中加入乙二胺反应，
制备得到1 .0代树枝
状分子；
[0008]
(3)使步骤(2)中获得的1 .0代树枝状分子与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反应，
制
备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09]

[0010]

式A中，
R1 、
R2 、
R3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立地选自H、
C1‑20烷基、
C6‑20芳基；
[0011] R 选自未取代或任选被一个或多个R 取代的C
C6‑20芳基、‑O‑C1‑20烷基、‑
4
b
1‑20 烷基、
C1‑20烷基磺酸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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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选自‑O‑C1‑20烷基；

[0013]

[0014]

式B中，
R5 、
R6 、
R7相同或者不同，
彼此独立地选自H、
C1‑20烷基、
C6‑20芳基；
[0015] R 选自未取代或任选被一个或多个R 取代的C
C6‑20芳基、‑O‑C1‑20烷基、‑
8
a
1‑20 烷基、
C1‑20烷基磺酸盐、
‑C1‑20烷基‑C6‑20芳基；
[0016] R 选自‑O‑C
a
1‑20烷基或‑O‑C1‑20亚烷基‑O‑C1‑20烷基。
[0017] 根据本发明，
式A中，
R 1 、R 2 、R 3 相同或者不同 ，
彼此独立地选自H、C1‑6 烷基、C 6‑14 芳
基，
R4选自H、
C1‑6烷基、
C6‑14芳基、
‑C1‑6烷基磺酸盐、
或被一个或多个Rb取代的C1‑6烷基。更优
选地，
R1 、
R2 、
R3均为H，
R4为甲基。
[0018] 根据本发明，
所述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优选为丙烯酸甲酯。
[0019] 根据本发明，
式B中，
R 5 、R 6 、R 7 相同或者不同 ，
彼此独立地选自H、C1‑6 烷基、C 6‑14 芳
基；
[0020] R 选自H、
C1‑6烷基、
C6‑14芳基、
‑C1‑6烷基磺酸盐、
‑C1‑6烷基‑C6‑14芳基或被一个或多
8
个Ra取代的C1‑6烷基，
其中，
Ra选自‑O‑C1‑6烷基或‑O‑C1‑6亚烷基‑O‑C1‑6烷基。
[0021] 根据本发明，
步骤(3)中，
所述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选自甲基丙烯酸苄酯、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2‑苯基丙烯酸、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
磺酸丙酯钾盐中的至少一种。
[0022] 根据本发明，
步骤(1)中，
所述溶剂为甲醇、
乙醇、丙醇和丙酮中的一种或几种，
溶
剂占总反应原料的质量比为30％‑70％。
[0023] 本发明中，
所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中含有树枝状结构、
亲水结构和疏水结构。
[0024] 根据本发明，
步骤(1)中，
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与乙二胺的质量比为4～8:
1。
[0025] 根据本发明，
步骤(1)中，
还包括后处理步骤，
例如，
将产物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和
未反应的式A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
[0026] 根据本发明，
步骤(2)中，
0 .5代树枝状分子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1:4 .2～4 .8。
[0027] 根据本发明，
步骤(2)中，
还包括后处理步骤，
例如，
将产物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和
未反应的乙二胺。
[0028] 根据本发明，
步骤(3)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的摩尔
比为1:4 .2～4 .8。
[0029] 根据本发明，
步骤(3)中，
先将1 .0代树枝状分子溶于溶剂中，
再滴加到式B所示的
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中。
[0030] 根据本发明，
步骤(3)中，
还包括后处理步骤，
例如，
将产物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和
未反应的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
[0031] 根据本发明，
所述制备方法属于发散法合成反应，
反应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
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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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温度为15～60℃反应，
优选为30℃。
[003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地实施方式，
所述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3]
(S1)0 .5代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乙二胺(EDA)逐滴
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丙烯酸甲酯(MA)中，
30℃、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
去甲醇和未反应的MA，
得到0 .5代树枝状分子。
[0034]
(S2)1 .0代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将步骤(S1)中0 .5代树枝状分子溶于甲醇中，
氮气
保护下，
逐滴滴加到过量的EDA中，
30℃、磁力搅拌下反应96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
未反应的EDA，
即得到1 .0代树枝状分子；
[0035] 其中，
步骤(S1)和步骤(S2)的反应过程如下：

[0036]

[0037]

(S3)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步骤(2)中1 .0代
树枝状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式B所示的丙烯酸酯类化合物中，
30℃、
磁力搅拌下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其通过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
[0039] 本发明还提供的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应用，
应用于沥青乳化领域，
可显著降
低乳化沥青的粘度，
增加乳化沥青的稳定性。
[0040] 有益效果
[0041] 本发明成功制备了一种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将该两亲型树枝状分子沥青乳化领
域，
可显著降低乳化沥青的粘度，
增加乳化沥青的稳定性。
[0042] 术语定义与说明
[0043] “C
应理解为表示具有1～20个碳原子的直链或支链饱和一价烃基。例如，
1‑20烷基”
“C1‑10烷基”表示具有1、
2、
3、
4、
5、
6、
7、
8、
9或10个碳原子的直链和支链烷基，
“C1‑6烷基”表示
具有1、
2、
3、
4、
5或6个碳原子的直链和支链烷基。所述烷基是例如甲基、
乙基、
丙基、
丁基、
戊
基、
己基、异丙基、异丁基、仲丁基、
叔丁基、异戊基、2‑甲基丁基、
1‑甲基丁基、
1‑乙基丙基、
1 ,2‑二甲基丙基、
新戊基、
1 ,1‑二甲基丙基、
4‑甲基戊基、3‑甲基戊基、2‑甲基戊基、
1‑甲基
戊基、2‑乙基丁基、
1‑乙基丁基、3 ,3‑二甲基丁基、2 ,2‑二甲基丁基、
1 ,1‑二甲基丁基、2 ,3‑
二甲基丁基、
1 ,3‑二甲基丁基或1 ,2‑二甲基丁基等或它们的异构体。
[0044] 术语“C
应理解为优选表示具有6～20个碳原子的一价芳香性或部分芳香
6‑20芳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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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单环、双环或三环烃环，
优选“C6‑14芳基”。术语“C6‑14芳基”应理解为优选表示具有6、
7、
8、9、10、11、12、13或14个碳原子的一价芳香性或部分芳香性的单环、双环或三环烃环
特别是具有6个碳原子的环(“C6芳基”)，
例如苯基；
或联苯基，
或者是具有9个
(“C6‑14芳基”)，
碳原子的环(“C9芳基”)，
例如茚满基或茚基，
或者是具有10个碳原子的环(“C10芳基”)，
例如
四氢化萘基、
二氢萘基或萘基，
或者是具有13个碳原子的环(“C13芳基”) ，
例如芴基，
或者是
具有14个碳原子的环(“C14芳基”)，
例如蒽基。
当所述C6‑20芳基被取代时，
其可以为单取代或
者多取代。
并且，
对其取代位点没有限制，
例如可以为邻位、
对位或间位取代。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文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应当理解，
下列实施例仅为示例性地说明和解释本发明，
而不应被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凡基于本发明上述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涵盖在本发明旨在保护的范围内。
[0046] 除非另有说明，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原料和试剂均为市售商品，
或者可以通过已
知方法制备。
[0047] 实施例1‑8中，
0 .5代树枝状分子和1 .0代树枝状分子均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0048]
(S1)0 .5代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30g乙二胺(EDA)逐
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180 .79g丙烯酸甲酯(MA)中，
30℃、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
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MA，
得到0 .5代树枝状分子。
[0049]
(S2)1 .0代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将步骤(S1)中202 .23g 0 .5代树枝状分子溶于甲醇
中，
氮气保护下，
逐滴滴加到过量的144 .24g的EDA中，
30℃、
磁力搅拌下反应96小时后，
减压
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EDA，
即得到1 .0代树枝状分子；
[0050] 其中，
步骤(S1)和步骤(S2)的反应过程如下：

[0051]

[0052]

实施例1
[0053]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0054]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
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甲基丙烯酸苄酯中，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甲基丙烯酸
苄酯的摩尔比为1:4 .4，
30℃、
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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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酸类化合物，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55] 实施例2
[0056]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0057]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
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中，
其中，
1 .0代树枝状
分子与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的摩尔比为1:4 .4，
30℃、
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
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58] 实施例3
[0059]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0060]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
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中，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甲基
丙烯酸‑9‑蒽甲酯的摩尔比为1:4 .4，
30℃、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0061] 实施例4
[0062]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0063]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
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9‑蒽甲
酯混合物中(其中，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的摩尔比为
7:3) ，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摩尔之和的摩尔比为1:4 .4，
30℃、
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
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64] 实施例5
[0065]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甲基丙烯酸苄
酯、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混合物中(其中，
甲基
丙烯酸苄酯、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的摩尔比为
2:4:4) ，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甲基丙烯酸苄酯、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
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的摩尔之和的摩尔比为1:4 .4，
30℃、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66] 实施例6
[0067] 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甲基丙烯酸苄
酯、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
盐混合物中(甲基丙烯酸苄酯、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的摩尔比为1 .5:4:0 .5:4)，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甲基丙烯
酸苄酯、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
酯钾盐的摩尔之和的摩尔比为1:4 .4，
30℃、
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
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得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68]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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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制备方法：
两亲型树枝状分子的合成：
氮气保护下，
将溶解于甲醇中的258 .35g 1 .0代树枝状分子逐滴滴加到过量的纯化后的甲基丙烯酸苄
2‑苯基丙烯酸、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
酯、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3‑磺酸丙酯钾盐的混合物中(其中，
甲基丙烯酸苄酯、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2‑苯基丙烯酸、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的摩尔比为1 .5:3:1:
0 .5:4) ，
其中，
1 .0代树枝状分子与甲基丙烯酸苄酯、
2‑(2‑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2‑
苯基丙烯酸、
甲基丙烯酸‑9‑蒽甲酯、
甲基丙烯酸3‑磺酸丙酯钾盐的摩尔之和的摩尔比为1:
4 .4，
30℃、磁力搅拌下反应24小时后，
减压蒸馏，
除去甲醇和未反应的丙烯酸类化合物，
得
到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0070] 实施例8
[0071] 对于实施例1‑7制备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
使用其一定浓度的溶液对沥青在一定
条件进行乳化，
并测定沥青乳液的粘度及稳定时间。
具体测试过程如下：
[0072] 使用pH＝13的氢氧化钠溶液配制质量浓度为2％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溶液。
再将
75℃的180g质量浓度为2％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溶液加入胶体磨中，
在胶体磨运转的条件
下，
将130℃充分加热的220g可流动沥青(例如煤焦沥青或石油沥青)加入胶体磨，
乳化40
秒，
将乳化沥青倒入500mL烧杯中，
充分冷却后，
使用Brookfield粘度计在常温下测定乳化
沥青的粘度，
然后封住烧杯口放置观察乳化沥青的稳定时间，
稳定时间以乳化沥青析水或
者产生沉淀为截止日期。
[0073] 实验结果见表1所示。
[0074] 表1实施例1‑7制得的两亲型树枝状分子制备的乳化沥青的粘度及稳定时间
[0069]

[0075]

[0076]
[0077]

以上，
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示例性的说明。但是，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拘囿
于上述实施方式。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本领域技术人员所作出的任何修改、
等同
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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