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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明 B 衍生物光波长转换材料的合成及在农用转光薄膜中的应用
王兆群 1,张博华 1,高文慧 1,魏延洁 1,尹洪宗 1*,徐 坤 2*
1. 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2.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农用塑料薄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引入转光材料可以使其具有光波长转化作用，将紫外光和部分不能起
光合作用的可见光转换为作物可以利用的可见光，进而极大提高农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有
效增加农作物产量。实验选用荧光效应强的罗丹明 B，以聚乙二醇 1000 为长链，通过酯化反应对其衍生，得到具有
脂溶性长链的罗丹明 B 衍生物。并对获得的衍生物进行红外、荧光表征。对于获得的罗丹明 B 衍生物，其荧光激发
波长为 568 nm，而发射波长为 603 nm，将该衍生物以一定比例加到农用塑料薄膜中，制备出可以使日光的黄绿光转
化为作物光合作用所需的红橙光的有机光转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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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rivative of Rhodamine B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a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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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mbrane used in agriculture is important means of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dding the
light conversion agent into the membran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sunlight for crops and increas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hodamine B was selected as test material for its enhancement effect of fluorescence and
polyethylene glycol was used as long chain. The Rhodamine B was derived by esterification reaction and obtained a
fat-soluble long-chain.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fluorescence were characterized for derivative. The derivative was obtain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568 nm for excitation wavelength and 603 nm for emission wavelength. Mixing the derivative into
the plastic film at proper proportion, the authors prepared the organic light conversion membrane which allowed
green-yellow portion of sunlight to convert into red-orange light which the crop photosynthesis need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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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明 B 衍生物由于具有相对较长的发射波长、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消光系数较高、水溶性
好、价格低廉等优点，被研究者广泛关注[1-4]。近来文献[1]报道，以罗丹明为荧光探针，检测活体细
胞和水中 Hg2+，取得满意的实验结果。
近年来有关光转换的研究比较活跃，但在农业方面应用的文献报道十分罕见；而将光线转换为有利
于光合作用的波段[5-7]，对发展高科技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农用塑料转光薄膜能将日光中对植物光合
作用有害或无用的紫外光、绿光等转化为光合作用所需的红光与蓝光的化学物质，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8]。国内外研究者以 PET，PVC，PVA 等薄膜为基地，成功制备出掺荧光染料[9]、稀土有机配合物
[7]
转光剂的转光膜。但是由于分子小以及与棚膜基础树脂的相容性不好而造成膜内转光剂的溢出，
影响转光效果[10]。发展具有脂溶性的长链大分子转光剂，并且将其应用到农用膜中，对于阳光不足
的春冬季大棚蔬菜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发展高科技农业有着重要意义。
本工作选用荧光效应强的罗丹明 B，以聚乙二醇（1000）通过酯化反应对其衍生。制作出与棚
膜基础树脂具有良好相容性的罗丹明 B 长链衍生物，并通过红外、紫外以及荧光对衍生物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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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荧光性能良好的衍生物采用掺杂的方式制备薄膜，并对薄膜的荧光性能进行了探讨。

1
1.1

实验部分
材料来源

罗丹明 B(RHB)：AR，聚乙二醇（1000）
（PEG）：AR，氯化亚砜：AR，Aladdin；三乙胺：AR，
天津市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1,2-二氯乙烷：AR，天津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聚氯乙烯（PVC）
：
AR，Sigma；氯仿：AR，天津市百世化工有限公司；四氢呋喃：AR，天津欧博凯化工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AR，天津市百世化工有限公司；实验中所用水均为重蒸水：自制。
1.2

材料制备

制备 RHB 酰氯：称取 3.0 gRHB 溶于 40 mL 无水 1,2-二氯乙烷中，室温下缓慢滴加 3 mL 氯化
亚砜，搅拌，反应 8 h，减压蒸出溶剂。
制备聚乙二醇-罗丹明 B：聚乙二醇、三乙胺除水后，干燥冷却至室温。称取 1.26 g 聚乙二醇加
至三口瓶中，加 40 mL 二氯甲烷溶解，冰水浴的条件下加入 0.87 mL 无水三乙胺，通氮气保护。将
RHB 酰氯溶于二氯甲烷中稀释后缓慢滴入三口瓶内。室温下反应 24 h，过滤，旋干。产物在冰乙醚
中沉淀 3 次，真空干燥。
制备转光膜：称取 0.2000 g 的 PVC 粉，0.1000 g 的 DOP，在研钵中与一定量的聚乙二醇-罗丹
明 B 研磨混合均匀，用 10 mL THF 将其溶解。最后将混合液倾入直径为 10 cm 的培养皿中，放在通
风橱中成膜[11]。
1.3

材料检测

将干燥后的罗丹明 B、聚乙二醇、聚乙二醇-罗丹明 B 分别与溴化钾混合压片后，用红外光谱
仪检测其红外吸收。
以二次水为参比，1 cm 比色皿，在 200~550 nm 分别测定 RHB、聚乙二醇-罗丹明 B 的紫外吸收。
以狭缝为 10，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分别测定 RHB、聚乙二醇-罗丹明 B 以及薄膜的荧光。

2
2.1

结果与分析
红外光谱与结果分析

图 1 罗丹明衍生物(a)、罗丹明 B(b)、聚乙二醇(c)的红外光谱图
Fig.1 Infrared spectra of RHB-PEG (a), RHB (b) and PEG (c)

在图 1 中，由样品的红外光谱图可知，光谱 a 与 b，c 相比较有着显著的差别。通过比较罗丹明
B、聚乙二醇与合成目标产物的红外光谱可见反应物的一些特征峰在反应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罗丹
明 B 的 C=O 伸缩振动峰在 1693 cm-1 附近，反应后 C=O 伸缩振动峰红移至 1720 cm-1 附近。罗丹明
B 羧酸 OH 伸缩振动峰位于 3438 cm-1 附近，在反应生成聚乙二醇-罗丹明 B 后基本消失，表明有苯
环上羧基转化为酯基，并且表明罗丹明 B 与聚乙二醇按照 1:2 反应。两个罗丹明 B 通过酯化反应分
别连接在聚乙二醇的两端。由光谱 a、b、c 对比可知，在 2676 cm-1 附近产生一个强峰和一个中峰，
为 N-H 的伸缩振动峰，表明有 R3N 转化生成 R3H+。由此，我们认为已经成功的合成了聚乙二醇-罗
丹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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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谱与结果分析

图 2 罗丹明 B(a)及其衍生物(b)的紫外可见光谱图
Fig.2 Ultraviolet spectra of RHB (a) and RHB-PEG (b) in aqueous phase

由图 2 可知，罗丹明 B 和聚乙二醇-罗丹明 B 在 500~600 nm 波长区有较好的吸收。衍生后聚乙
二醇-罗丹明 B 发生红移，并且吸收强度增强。这可能是由于衍生后产生 R3H+，使体系中 N-C6H6 共
轭作用增强，使能级间的能量差减小，从而跃迁所需能量也就相应减少，因此使吸收波长产生红移。
或者是衍生后，罗丹明 B 羧基转化为酯基，并且通过酯基与聚乙二醇连接，连接后的共轭作用增强，
从而使吸收波长产生红移。再或者，衍生的罗丹明 B 变为大分子，从而容易聚集，形成了所谓的多
聚体，多聚体能级间的能量差比单体小，从而引发吸收波长红移。
2.3

荧光光谱与结果分析

图 3 罗丹明 B 的荧光激发和发射光谱图
图 4 罗丹明 B 衍生物的荧光激发和发射光谱图
Fig.3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RHB in aqueous phase Fig.4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PEG-RHB in aqueous phase

由图 3 可知，罗丹明 B 的光谱激发峰为 554 nm，发射峰为 576 nm。由图 4 可知聚乙二醇-罗丹
明 B 光谱激发峰为 568 nm，发射峰为 603 nm。衍生后，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均产生红移。
这可能是因为烷基罗丹明 B 酯的荧光特性主要由顶环的共轭体系结构所决定，引入的烷基醚结构对
罗丹明 B 顶环的共轭体系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烷基和醚的引入增加了它的振动和转动自由度，因
而削弱了荧光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振动结构的分辨率，故其最大吸收和发射波长发生红移[11]。也可
能是因为衍生后，罗丹明 B–聚乙二醇由于长链使罗丹明 B 出现聚集状态，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二聚体
或多聚体。因为二聚体或者多聚体的第一电子激发单线态的能量要比单体的第一电子激发单线态低，
进而激发所需的第一电子能量也相对低，因此激发波长产生红移；同理，其发射波长也产生了红移。
2.4

薄膜的制备和荧光

图 5 光转换模的荧光激发和发射光谱图
Fig.5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wavelength conversion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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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得，转光膜光谱激发峰位于 568 nm 左右处即黄绿光区，发射峰位于 606 nm 处即红橙
光区，且具有较强的荧光强度。说明该薄膜可以很好的将植物反射的黄绿光转化为促进光合作用的
红橙光。相比溶液中的聚乙二醇-罗丹明 B 的发射峰 603 nm 稍微红移。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固液状
态下的分子间距、分子间作用力、发光分子数、以及质量分数等因素的不同产生的。

3

讨 论

目前研究报道的蒽酮类有机荧光颜料分散性好，能充分利用大量的绿黄光，但其产品价格昂贵，
影响了其作为农用转光膜的应用。稀土转光剂可以有效的将紫外光转化为可见光，但是由于稀土离
子具有丰富的 d 或 f 空轨道，配位数较高(6~12)，因为当金属含量高时容易形成离子簇，往往会出现
荧光淬灭现象。因而要制得高荧光强度的稀土高分子功能材料比较困难。本文选用的罗丹明 B 具有
环境污染小，原料易得的优点[13-15]。罗丹明 B 衍生物的合成步骤相对简单，转光效果较强，适合工
业加工生产，可有效的促进农作物增产。

4

结 论

采用具有较好荧光发射性能的染料化合物罗丹明 B，利用聚乙二醇通过酯化反应将罗丹明 B 衍
生为具有良好脂溶性性能的长链大分子转光剂，可有效防止转光膜中转光剂的溢出。研究发现，将
聚乙二醇-罗丹明 B 制作成膜后，可以有效的将植物反射的黄绿光转化为促进光合作用的红橙光。与
溶液中聚乙二醇-罗丹明 B 发射光谱相比，其波长由 603 nm 变化到 606 nm，，这主要是由固液状态
下的分子间距、分子间作用力、发光分子数、以及质量分数等因素的不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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