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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丙基- -环糊精与脂肪酸酯缔合

行为的研究及应用

王东新 仝建波 胡永钢 张生万 *

(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本文运用电导法测定了38%(V/V)乙醇溶液中羟丙基- -环糊精(HP- -CD)对脂肪酸酯水解速率常数的影

响 揭示了它们间的缔合行为 并建立了定量确定缔合常数(A)的方法 推导并验证了定量表达酯水解速率常数(k)

与 HP- -CD 浓度(M)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k=K /(1+AM) 得出了HP- -CD对脂肪酸酯水解反应起禁阻作用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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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bination Behavior Between HP- -CD and Fatty Acid Ester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xpression

WANG Dong-xin TONG Jian-bo HU Yong-guang ZHANG Sheng-wa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We have studied how did 2-Hydroxypropyl -Cyclodextrin (HP- -CD) affect the hydrolysis rate constants(k)

of fatty acid esters in 38%(V/V) Ethanol solution. The combination behavior between HP- -CD and fatty acid esters has been

discovered. And the way to determine the combination costant(A) between them quantificationally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addition, the quantificational mathematic expression between hydrolysis rate constants(k) of est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HP-

-CD (M): k=k /(1+AM) were deduced and valida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HP- -CD could inhibit the hydrolysis reaction

of fatty acid 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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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产品低度化 是酿酒业界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

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在白酒低度化的过程中 随着存

放时间的增加 产品中酯类物质 即主要香味成分浓

度的急剧下降 严重影响了低度白酒的质量 制约了

白酒低度化的发展 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

何能使低度白酒 特别是新工艺低度白酒质量稳定 已

成为酿酒业界亟待解决的一大技术难题

本工作根据各种香型白酒中独特的色 香 味

风格[ 1 ] 及白酒微量成分的研究结果[2 6] 在酯类化合

物的水解速率常数与其结构常数 体系介电常数关系研

究的基础上 筛选了抑制酯水解的添加剂羟丙基- -环

糊精(HP- -CD) 揭示了HP- -CD 与酯类化合物的缔

合行为 得出了HP- -CD 对脂肪酸酯水解反应起禁阻

作用的结论 将HP- -CD 应用在清香型低度白酒中取

得了满意的结果 此研究为HP- -CD 在食品 饮料

化状品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DDSJ-308A型电导率仪    上海雷磁厂 501型超级

恒温槽    上海实验仪器厂 双管电导池 GC-16A型气

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 FID 检测器 1 l 进样器

无水乙醇 乙酸乙酯 丙酸乙酯 丁酸乙酯 戊

酸乙酯 己酸乙酯 乳酸乙酯 乙酸丙酯 乙酸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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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 乙酸戊酯 N a O H H P - - C D 均为分析纯 所

用水为二次蒸馏水

1.2 GC 条件

色谱柱为DNP(20%)+吐温80(7%)混合不锈钢柱(3m

3mm) 柱温100 汽化室 检测器温度均为150

载气为高纯氮气 柱前压为0.6kg/cm2 进样量0.7 l

内标法定量

1.3 电导率值G o 的测定

分别移取40ml 38%(V/V)乙醇溶液配制的含不同浓度

HP- -CD的 0.01mol/L NaOH溶液 依次置于双管电导

池中 放入2 5 超级恒温槽中恒温后 分别测其电导

率值 记为相应条件下的 G o

1.4 电导率值Gt 的测定

将双管电导池固定于超级恒温槽中 分别将20ml

0.02mol/L NaOH 溶液和含有一定浓度 HP- -CD 的

0.02mol/L酯溶液移入双管电导池的不同管中 恒温至25

后 用洗耳球通过管上口 将酯溶液压入盛碱溶液的

管中使之混合 当压入一半时 开始记录反应时间

反复压几次 使溶液混合均匀 并立即开始测量其电

导值 每隔5mi n 读一次数据 记为G t 2h 后 停止

测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酯水解速率常数k 的求算

酯类化合物的皂化反应是一个二级反应 其速率常

数的测定原理及速率方程的推导见文献[ 7 ] 速率方程

为

Gt =[1/(kCo)] [(Go-Gt)/t]+G                                      (1)

按 1.3 1.4节方法测定酯在HP- -CD的不同浓度

下的Go Gt 值 代入式(1) 用 Gt 对(Go-Gt)/t 作图 由

回归直线的斜率即可求出反应速率常数 k 见表 1

表1    HP- -CD浓度不同时酯的水解速率常数

Table 1      The hydrolysis rate constants of esters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P- -CD( k mol/L min)

       
化合物

HP- -CD(mg/L)

0.000 0.395 0.9875 1.975 3.95

CH 3C O 2C 2H 5 3.6574 3.4374 3.1727 3.1292 2.7757

CH 3C H 2CO 2C 2H 5 2.1818 2.1555 1.7992 1.7553 1.645

CH 3(CH 2)2CO 2C 2H 5 1.2506 1.2195 1.0139 0.9294 0.8119

CH 3(CH 2)3CO 2C 2H 5 1.2396 1.2247 1.1579 1.0986 0.8899

CH 3(CH 2)4CO 2C 2H 5 0.9765 0.9551 0.9255 0.9099 0.8766

CH 3CO 2(CH 2)2CH 3 2.6142 2.5838 2.2772 2.2032 2.1558

CH 3CO 2(CH 2)3CH 3 2.1208 2.0988 2.0331 1.7117 1.5118

CH 3CO 2(CH 2)4CH 3 1.9269 1.9229 1.8689 1.7905 1.5188

CH 3CH(OH)CO 2C 2H 5 67.5346 62.6297 59.25 57.1551 48.5975

由表1可以看出 随着HP- -CD 浓度的增大 各

种酯的水解速率常数均减小 说明HP- -CD 对酯的水

解有一定的禁阻作用

2.2 酯水解速率常数k 与HP- -CD浓度之间定量关系

的推导

定量关系式的推导以Perdue假设[8]为基础 即酯与

HP- -CD 缔合后不再水解 并且酯与HP- -CD 的结

合与解离是一个快速平衡的过程

酯(水相)                                酯(HP- -CD相)

其平衡常数(即缔合系数A)为酯在HP- -CD相中的

浓度与自由溶解的浓度之比

设X 为自由溶解的酯的摩尔数 Y 为与HP- -CD

缔合的酯的摩尔数 V 为溶液的体积 M 为HP- -CD

的浓度 C=(X+Y)/V 为酯的总浓度(mol/L) k 为酯在

不含HP- -CD 的溶液中的水解速率常数 k 为酯在含

HP- -CD 的溶液中的水解速率常数 酯和HP- -CD

的缔合系数 A=(Y/VM)/(X/V)=Y/(XM) 对符合水解反

应为二级动力学方程的酯类化合物 在含HP- -CD 的

醇-水溶液中其水解方程为 dC/dt=-kCC碱 或d(X/V)/dt=

k C碱 X/V 由于C=(X+Y)/V 且与HP- -CD 缔合

后的部分Y不参与水解 则有 dC/dt=d[(X+Y)/V]/dt=d

(X/V)/dt 由此得出kC=k X/V 将 A=Y/(XM)代入C=

(X+Y)/V中 得到C=(X+XAM)/V=X(1+AM)/V则酯水解

速率常数k与HP- -CD浓度(M)间的定量关系式为 k=k

/(1+AM)

2.3 定量关系的验证

由于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溶液的温度不变 故定

量关系式中k 可认为是常数 以1/k对 HP- -CD浓度

(M )做回归分析 其结果见表 2

由表2可以看出 1/k与 M 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即

1/k=a+bM 也可变为k=a /(1+b M) 与前面推导的

定量关系相符 从而验证了定量关系的正确性 式子

右边的分子 a 即为 k M 前的系数 b 即为 A 由

表2 可知 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得k 计值与实测值k 测吻合

的较好

2.4 禁阻作用的判断

由式k=k /(1+AM)可见 在38%(V/V)乙醇溶液中

酯水解反应速率的增加或降低 取决于酯反应速率常数

k k 以及酯与HP- - C D 的缔合系数A 一般以

无HP- -CD 时酯的水解速率常数k 为标准 与有HP-

-CD 溶液中的酯的水解速率常数k 相比较 若k/k

1 起催化作用 k / k 1 则起禁阻作用 在本实

验中 由于k 小于k 即k/k 1 起禁阻作用 这

是由于HP- -CD 与酯形成包结物 抑止了酯的水解

2.5 提高和稳定低度白酒质量方法的建立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在不影响白酒色 香 味

格的前提下 将一定量HP- -CD 加入38 度清香型白酒

中 每隔一定时间用气相色谱仪测定对照样与处理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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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k 测 k 计 k 测 - k 计           回归方程 标准偏差

CH 3C O 2C 2H 5 3.6574 3.5298 0.1276 k=3.5298/(1+0.0706M) S=0.00925

r=0.96988   A=0.0706

回归点 n= 5

CH 3C H 2CO 2C 2H 5 2.1818 2.1017 0.0801 k=2.1017/(1+0.0786M) S=0.03421

r=0.896   A=0.0786

回归点 n= 5

CH 3(CH 2)2CO 2C 2H 5 1.2506 1.2185 0.0321 k=1.2185/(1+0.1335M) S=0.05038

r=0.97043   A=0.1335

回归点 n= 5

CH 3(CH 2)3CO 2C 2H 5 1.2396 1.2723 0.0327 k=1.2723/(1+0.1015M) S=0.026

r=0.98476   A=0.1015

回归点 n= 5

CH 3(CH 2)4CO 2C 2H 5 0.9765 0.9639 0.0126 k=0.9639/(1+0.0265M) S=0.01305

r=0.96859   A=0.0265

回归点 n= 5

CH 3CO 2(CH 2)2CH 3 2.6142 2.5329 0.0813 k=2.5329/(1+0.05218M) S=0.02249

r=0.8621   A=0.05218

回归点 n= 5

CH 3CO 2(CH 2)3CH 3 2.1208 2.1673 0.0465 k=2.1673/(1+0.111M) S=0.01827

r=0.98177   A=0.0111

回归点 n= 5

CH 3CO 2(CH 2)4CH 3 1.9269 1.9778 0.0509 k=1.9778/(1+0.0704M) S=0.01555

r=0.9741   A=0.0704

回归点 n= 5

CH 3CH(OH)CO 2C 2H 5 67.5346 65.57377 1.96083 k=65.57377/(1+0.087213M) S=4.6476E-4

r=0.9821   A=0.087213

回归点 n= 5

表2   各种酯的水解速率常数与HP- -CD浓度间定量关系的验证及回归方程

Table 2     The val idation and regressive equation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ester's hydrolysis rate constants and concentration of  HP- -CD

的乙酸乙酯 乳酸乙酯的含量 其结果见表 3

从表3可以看出 HP- -CD 对 38 度清香型白酒中

主要香味成分乙酸乙酯 乳酸乙酯均有较好的稳定作

用 同时对其进行感官品评 发现处理样明显优于对

照样 将HP- -CD 应用于提高和稳定低度清香型白酒

质量的生产实践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3 结  论

3.1 HP- -CD 对脂肪酸酯的水解有一定的禁阻作用

且HP- - C D 的浓度越大 这种禁阻作用也越大

3.2 脂肪酸酯的水解速率常数(k)与 HP- -CD浓度(M)

贮存时间                      乙酸乙酯                        乳酸乙酯

(月) 对照样 处理样 对照样 处理样

1.5 93.82 95.57 94.43 100.12

4.5 82.54 85.86 80.10 88.46

8.5 71.28 75.02 70.81 80.63

12 65.80 73.57 64.39 74.72

表3  HP- -CD对38度清香型白酒中乙酸乙酯 乳酸乙酯的稳定作用

Table 3    The stabilization effect of HP- -CD on ethyl acetate

and lactic acetate of 38 Qing-xiang liquor

注 含量单位为mg/100ml

间的定量关系式为 k=k /(1+AM) 这一结论为改善

酯的稳定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3.3 HP- -CD 对低度白酒中主要香味成分乙酸乙酯

乳酸乙酯等均有较好的稳定作用 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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