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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Ｒａｍａｎ及其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对不同阴离子的３种丁基咪唑离子液体及其负载膜
的结构进行测定分析表征．结果表明：３种离子液体其［Ｃ４ｍｉｍ］十阳离子结构非常相近，受不同阴离
子的影响较小．在室温常压下阳离子［Ｃ４ｍｉｍ］＋同时存在偏移和扭转两种同分异构体．相比于亲水

性支撑离子液体膜，疏水性ＰⅧＦ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普通Ｒａｍａｎ难以测定，采用以银溶胶作为
表面增强活性基底的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与亲水性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普通Ｒａｍａｎ，以及纯离子液体
的普通Ｒａｍａｎ高度一致，充分显示出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对支撑离子液体膜结构表征的适用性
及优越性，为今后在离子液体膜方面的Ｒａｍａｎ研究开启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咪唑离子液体；可支撑离子液体膜；银溶胶；同分异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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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等：Ｒａｍａｎ光谱对离子液体及其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表征

离子液体（ＩＬ），又称“室温熔盐”，是在室温及相

１０７

Ｒａｍａｎ光谱应用研究．

邻温度下完全由离子组成的有机液体，具有熔点低、

除了拉曼光谱测定，量子化学中从头计算法和

不易挥发、液态温度范围宽及电导率高等优良特性，

半经验法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预测分子结构和振动光

其物化性质可以通过改变阴、阳离子的结构来实现．

谱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利用有效的数学近似以

离子液体的性质稳定，可循环使用，一般不会导致设

及电脑程序，如计算软件有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Ｇａｍｅｓｓ．ＵＳ，

备腐蚀，其应用领域广阔，可以用作复杂有机反应均

Ｑ—Ｃｈｅｍ，ＭＯＬＰＲ等，根据最低能量原则来计算分

相催化剂的溶剂、气液相分离的介质，以及太阳能电

子的结构ｌ ９｜．Ｔａｌａｔｙ等根据从头计算法采用Ｇａｕｓ—

池的电解质等，尤其在ｃｏｅ捕获和转化方面展现出

ｓｉａｎ

巨大的潜力１１｜．近年来，可支撑离子液体膜（ＳＩＬＭ）

丁基的咪唑盐［Ｑ。ｍｉｍ］的结构，并比较了计算值

受到了重视，即将多孔支撑体浸在溶解有载体的膜

与红外光谱（ＩＲ）、拉曼光谱的实验值【１…．Ｂｅｒｇ等利

溶剂中，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膜溶剂充满微孔眩Ｊ．

用同样的方法将［Ｃ４ｍｉｍ］＋的结构计算出来，并结合

将离子液体引入多孑Ｌ膜制备离子液体支撑液膜可降

试验比较了［ｃ４ｍｉｍ］［Ｃ１］、［ｃ４ｍｉｍ儿Ｂｒ］、［Ｃ４ｍｉｍ］

低离子液体的用量，提高支撑液膜的稳定性，在酸性

［ＰＦ６］、［Ｃ４ｍｉｍ］［ＢＦ４］等离子液体的结构区别Ｈ Ｊ．

气体分离等方面呈现了良好的应用…２．但是，目前

Ｍｅｎｇ等利用从头计算法和半经验法（ＡＭｌ和

针对离子液体及其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结构研究较

ＰＭ３）给出了［Ｃ４ｍｉｍ］［ＰＦ６］的４种结构１１１ Ｊ．

９８在Ｂ３ＬＹＰ／６—３１１＋Ｇ水平下计算了乙基到

少，因此本研究探索通过Ｒａｍａｎ光谱法对离子液体

本文作者通过拉曼光谱对不同阴离子的３种咪

及其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结构进行分析，以利于后

唑［Ｃ４ｍｉｍ］［ＰＦ６］、［Ｇｍｉｍ儿ＢＦ４］、［Ｃ４ｍｉｍ］［Ｔｆ２Ｎ］

续ｃｏｅ吸收机理的研究．

离子液体结构进行测定分析，并通过与相关文献计

１９２８年印度物理学家拉曼（Ｒａｍａｎ）发现了拉

算值的比较，分析Ｒａｍａｎ峰值所代表的分子结构．

曼散射ｂ Ｊ现象，即由于入射光与样品分子之间存在

并首次对这３种离子液体吸附到支撑膜后形成支撑

着概率很小的非弹性碰撞，发生能量交换，使光子的

液膜，进行表面增强拉曼表征，以进一步探索表面增

方向和频率均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散射光频率与入

强拉曼光谱对支撑离子液体膜的适用性，以及离子

射光频率不同且方向改变【４｜．但由于常规拉曼灵敏

液体在液膜中结构的变化．

度较低，分子结构信息不能尽可能多的表征出来．
１９７４年，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等首次发现增强Ｒａｍａｎ，将试
样吸附在金、银、铜等金属的粗糙表面或胶粒上，从

１

Ｒａｍａｎ光谱测定试验方法

１．１试剂与仪器

而达到具有表面选择性增强效应的效果引５．目前，

实验中不同阴离子的３种咪唑类离子液体分别

已有学者采用Ｒａｍａｎ光谱法来测定纯离子液体结

为１一丁基一３一甲基咪唑六氟磷酸盐［Ｇｍｉｍ］［ＰＦ６］，

构的状况，如Ｂｅｒｇ通过Ｒａｍａｎ光谱法比较多种离

１一丁基一３一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Ｃ４ｍｉｍ］［ＢＦ４］，ｌ一丁
基３一甲基咪唑双三氟甲磺酰亚胺盐［Ｃ４ｍｉｍ］

子液体的结构Ｈｊ，Ｖｉａｎｎｅｙ等采用Ａｇ溶胶表面增强
Ｒａｍａｎ法对离子液体ＢｍｉｎＰＦ６进行表征怕Ｊ．但是，
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用Ｒａｍａｎ光谱法测定的研究还

［Ｔｆ２Ｎ］，均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
产．阳离子［Ｃ４ｍｉｍ］＋的结构示意如图ｌ所示．

未见报道．虽然也有学者采用红外光谱、质谱研究离
子液体结构，但是红外光谱是通过振动跃迁过程中
偶极矩的净变化来测定的，无法测出对称振动旧ｏ；
质谱是将被测物质离子化，按离子的质荷比分离，测

～～囝Ｎ＼。

＼：√卜汐ＮＩ＼∑Ｚ，１＼６

量各种离子谱峰的强度而实现分析目的，常用于测
定原子及分子质量，无法测出离子液体微观结构的
具体改变旧Ｊ．拉曼光谱的主要优点是能够提供所谓

图１【Ｃ４ｍｉｍ］＋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４ｍｉｍ］＋

“分子指纹”的振动峰的信息，从而对离子液体结构
的细微变化分析．同时，拉曼光谱可以测量许多不同

钠ＮａＯＨ、盐酸羟胺ＮＨ２０Ｈ：ＨＣｌ、硝酸银ＡｇＮＢ，

状态的体系的振动光谱，尤其是反映离子液体中存

均为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支撑膜分别

在的局部结构变化ｒ７１．因此，采用Ｒａｍａｎ光谱法可

采用疏水性和亲水性聚偏氟乙烯ＰＶＤＦ膜，膜孔径

以更好地了解将离子液体负载在多孔膜后，离子液
体微观结构的变化，方便后续离子液体及其膜的

０．２２肚ｍ，为北京升河诚信膜科技发展中心生产．

银溶胶制备所需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氢氧化

实验过程采用的仪器设备有：电子分析天平

１１窒茎望奎兰兰堡

１Ｑ８

竺竺堂

（ＢＳｌ２４Ｓ，北京陆希科技有限公司），激光Ｒａｍａｎ光

谱仪（Ｐｒｏ，丌一ＥｚＲ锄ａｎ—Ａ，美国恩威公司），磁力搅
拌器（ＨＩ一３，上海沪粤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真空干
燥箱（ＤＺＦ．６０２０，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真
空泵（２ＸＺ一２型旋片真空泵，天津市津腾实验设备有
限公司）．

１．２离子液体膜及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银溶胶制备

（ａ）亲水性ＰＶＤＦ膜

离子液体膜的制备：首先将ＰＶＤＦ膜片放人真
空干燥箱中１ ｈ，干燥温度５０℃，０．０９ ＭＰａ负压抽

图３

真空，以去除膜孔中的气体和水分．然后将膜片放入

Ｆｉｇ．３

（ｂ）亲水性可支撑离ｆ－液体膜

亲水性ＰＶＤＦ膜和亲水性可支撑离子液体膜
ｔｔ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ＰＶＩ）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ＰＶＩ）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培养皿中，用移液枪将定量离子液体均匀滴在膜片
表面，直到确定离子液体已完全浸润膜片，然后将浸
过离子液体的膜片继续放人真空干燥箱内４８ ｈ，保
持温度５０℃，抽真空０．０９ ＳＰａ．最后，取出膜片用
无絮面巾纸轻轻地擦除膜表面未浸入膜中的多余的
离子液体，可支撑离子液体膜即制备完成【１２］．
银溶胶的配制：将４．５ ｍＬ浓度为０．１ ｔｏｏｌ几的
ＮａＯＨ和５ ｍＬ浓度为０．０６ ｍｏｌ／Ｌ的ＮＨｚＯＨ：ＨＣｌ

充分混合配制成混合溶液，然后将９０ ｍＬ浓度１．１１
×１０－３ ｔｏｏｌ／Ｌ

ＡｇＮ０３倒入洁净的烧杯中，烧杯用锡

箔纸覆盖避光，用磁力搅拌器搅拌．在搅拌过程中，
用移液枪将混合液以液滴的方式滴入烧杯中，反应
４０－－５０

图４纯离子液体［Ｃ４ｒａｉｎ］［ＰＦ６］的
Ｒａｍａｎ光谱实验值与文献［４］值的比较

ｍｉｎ后即可使用．

Ｆｉｇ．４［Ｃ４ｒａｉｎ］［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纯离子液体采用Ｒａｍａｎ光谱直接测定．疏水性
可支撑离子液体膜制成后成透明状，如图２所示，采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用普通Ｒａｍａｎ光谱测出峰不明显，因而采用银溶胶
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测定．而亲水性可支撑离子液
体膜制成后依旧呈白色，如图３所示，用普通Ｒａｍａｎ
即可表征．

ｐｅａｋ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４］

Ｒａｍ￡ｍ光谱测定结果与讨论

２．１不同阴离子的纯离子液体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纯离子液体［Ｇｍｉｍ］［Ｘ］（Ｘ＝ＰＦ６，Ｔｆ２Ｎ，
ＢＦ４）在室温下测定的Ｒａｍａｎ光谱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离子液体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测定结果可以
看出，不同阴离子的［ｃ４ｍｉｍ］的Ｒａｒｎａｎ光谱非常相
近，这可能是由于４００

１ ６００

ｃｍ＿１更多表现为阳离

子［ｃ４ｍｉｍ］＋的光谱图，而对于离子液体阴离子对阳
离子的影响较小，因此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不相同的
（ａＩＩ：ｎ¨’｝Ｐ、Ｉ）ｔ骥

ｆｂⅢ删、¨¨Ｊ之撑＾１』’液体糖

图２疏水性ＰＶＤＦ膜和疏水性可支撑离子液体膜
Ｆｉｇ．２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ＰＶＤ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ＰＶＤ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峰值代表的是阴离子的振动，如［ＰＦ６］一的对称拉伸
振动为７４３ ｃｍ～，对称弯曲为４７０ ｃｍ－１；［ＢＦ４］一的

对称拉伸振动为７６７ ｃｍ～，弯曲振动为５２３
ｃｒｎ一１［１３１；［Ｔｆ２Ｎ］的振动在４０７

ｃｍ一１【４｜．

Ｏｚａｗａ等【１４ Ｊ根据密度泛函理论（ＤＦＴ）采用

图４为本实验对纯离子液体［Ｑｍｉｎ］［ＰＦ６］的鼢一
ｍａｎ光谱测定值与文献［４］的比较，可以看出，实验数
据与文献值具有极好的吻合度，最大偏移在４

ｃＥｎ＿１以

内，因此表明本实验Ｒａｍａｎ光谱测定的准确性．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９８（在Ｂ３ＬＹＰ／６—３１＋Ｇ水平）进行计算，

结果表明：［Ｃ４ｍｉｍ］＋有偏移构型和扭转构型两种结
构．两种构型的不同是由阳离子［Ｇｍｉｍ］＋中位于丁

基的凹一Ｃ８出现扭转造成的，与偏移构型相比，扭

王

第４期

锦等：Ｒａｍａｎ光谱对离子液体及其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表征
１

０２７咖～、ｌ

３９３

１０９

ｅｍ。１与扭转构型计算特征峰值更

接近；３种咪唑盐均测出的实验峰值８１３
ｅｍ－。、９５１ ｅｍ～、１ ０６１

ｅｍ－。、８２９

ｅｍ一与偏移构型的计算峰值

更接近；其余峰值也均在两种同分异构体特征谱峰附
近．故推测在常压室温条件下，３种不同阴离子的
［ｃ４ｍｉｍ］离子液体同时存在偏移构型和扭转构型两
种同分异构体．同时据相关研究，Ｈ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１５ｊ等认为
波长为５００。８００ ｅｍ一代表的是［ｃ４ｍｉｍ］＋环内振动，
并通过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９８计算［ｃ４ｍｉｍ］＋偏移构型和扭转构

型的主要计算特征波长分别为６２６ ｅｍ～、７３５ｃｍ。１和
５９６

图５不同阴离子的纯离子液体［Ｃ４ｍｉｍ］［Ｘ】
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Ｆｉｇ．５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ａｍｉｍ］［Ｘ］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ｉｏｎｓ

ｅｍ～、６９６ｃｍ～，造成扭转构型特征峰值变小的主

要原因是因ＣＨ２摇摆振动作用到环上，使环的振动变
小¨２｜．从图５中可看出，［ｃ４ｍｉｍ］［ＰＦ６］含有６０３
ｃｍ～、６２６

有６０３

ｅｍ～、７０２ｃｍ一的特征峰，［ｃ４ｍｉｍ］［ＢＦ４］含

ｃｍ～、６２６

ｃｍ～、７０１ｃｍ一的特征峰，［ｃ４ｍｉｍ］

转构型中丁基的Ｃ７一Ｃ８键存在１０６．１６。偏转，两种

［Ｔｆ２Ｎ］含有６００

［Ｃ。ｍｉｍ］构型的振动频率代表含义如表ｌ所示．

分另０对应偏移构型和扭转构型中的５９６

从表１可看出，３种不同阴离子咪唑盐，实验测

ｅｍ～、６９６

ｃｍ～、６２６

ｅｍ～、７００ｃｍ。１的特征峰，
ｅｍ～、６２６

ｃｍ～，因此进一步表明在室温常压条件下，

定值和文献值非常吻合．其中，３种咪唑盐均测出的

３种离子液体并不只有一种构型，而是偏移与扭转两

实验峰值６０３

种构型均存在．

ｅｍ～、６６０ ｃｍ～、９１０ ｅｍ～、９７９ ｅｍ～、

表ｌ
Ｔａｂ．１

阳离子［ＣＩｍｉｒａ］＋偏移构型和扭转构型的Ｒａｍａｌｌ计算结果与实验测定值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ａｍａ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ａｎｔｉ ａｎｄ ｇａｕｃｈｅ－ａｎｔｉ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Ｃ４ ｍｉｍ］＋ｃａｔｉｏｎ

！！塞茎望奎兰兰塑

！！Ｑ

２．２亲水和疏水性支撑离子液体膜Ｒａｍａｎ光谱
［Ｃ４ｍｉｍ］［ＰＦ６］、［Ｃ４ｍｉｍ］［ＢＦ４］、［Ｃ４ｍｉｍ］

篁！！堂

亲水和疏水性ＰＶＤＦ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如图７
所示．

［Ｔｆ２Ｎ］３种离子液体及亲水性支撑离子膜的普通
Ｒａｍａｎ光谱与疏水性支撑离子膜的增强Ｒａｍａｎ光
谱比较如图６所示．
ｈＩⅧｉ

１１¨ＰＩｉｌ

图７

ＰＶＤＦ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图

Ｒａｍａｎ

Ｆｉｇ．７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ｏｍｐｃ撕ｓ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ＰⅧ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图６中与纯离子液体相比，３种支撑离子液体
ａ）离子液体［Ｃ。ｍｉｒａ］［ＰＲ］及其液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Ｃ４ｍｉｍｌ［ＢＥ】

的疏水膜和亲水膜所新出现的５２３
ｃｍ～、５２０

ｃｍ～、５２１

ｃｍｌ峰非常明显，它是支撑膜测定时硅

垫片振动的结果．图７表明，单独测定疏水性ＰＶＤＦ
膜的明显特征峰为８１３

ｃｍ～、８４１ ｃｍ＿。、８８３ ｃｍ＿ｌ

以及亲水性ＰＶＤＦ膜的明显特征峰为１６３９
１４５０ ｃｍ～、１１３２

ｃｍ～、

ｃｍ‘１和９３６ ｃｍ。１等，一方面这些

峰与离子液体的诸多特征峰相重合，另一方面可能
是ＰＶＤＦ膜完全被离子液体所浸润，ＰＶＤＦ支撑离
子液体液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图中对ＰＶＤＦ膜的特征
峰表现并不明显．图６中相比于离子液体和疏水性
支撑液体膜，亲水性支撑离子液体膜中均出现了亲
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ｍ。１

水性膜的特征峰１

图６表明：３种离子液体疏水性支撑膜的增强

（ｂ）离子液体［巳ｍｉｍ＿［ＢＲ］及其液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Ｃ４ｒｎｉ州［ｔｆＮｊ

６３９ ｃｍ－。．

Ｒａｍａｎ光谱，与离子液体的普通Ｒａｍａｎ谱图非常接
近，表明银溶胶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对支撑离子液
体膜表征的有效性．相比于离子液体的普通Ｒａｍａｎ
光谱，疏水性可支撑离子液体膜的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
谱图中出现了少量新峰，新峰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
银溶胶的表面增强作用，使原来振动较弱的离子液
体特征峰能够被进一步测出来．如：［Ｃ４ｍｉｍ］［ＰＦ６］
增加的特征峰为１

２７５ ｃｍ～、１ ５０６

［ＢＦ４］增加的特征峰为１

５０５

ｃｍ～，［Ｃ４ｍｉｍ］
ｃｍ－。，［Ｃ４ｍｉｍ］

［Ｔｆ２Ｎ］增加的明显峰值特征峰为４７０
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ｍ’１

（ｃ）离子液体［（’。ｍｉｍｌ［ＴＦ二Ｎ］及其液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图６离子液体及其液膜的Ｒａｍａｎ光谱比较
Ｆｉｇ．６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ｃｏｍｐａｒＬ－；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ＳＩＩ。Ｍ ｗｉｔｈ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ｒｒｅｓｔｘ）ｎｄｉｎｇｌｙ

ｃｍ～、１ ６１６

ｃｍ－。、１ ２７６

ｃｍ～．根据量子化学计算结果，４７１

ｔｉｎ－１是指Ｎ一凹面外弯瞳和Ｎ一凹一Ｃ８一Ｃ９弯
曲；１

５０６

ｃｍ－１是指Ｃ６Ｈ３像伞一样的拉伸振动，

１２７５

ｃｍ－１是指环ＣＨ面内对称弯曲和碳链ＣＨ２的

拉伸振动，１

６１６

ｃｍｏ是Ｃ４一Ｃ５环的拉伸以及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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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５一Ｈ面内对称弯曲振动

Ｖ Ｏ，Ａｌｖｅｓ Ｍ Ｂ，Ｃａｒｖａｌｈｔ Ｍ Ｓ，ｅｔ ａ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

［６］Ｓａｎｔｏｓ

ｈａｎｃｅｄ Ｒａｍ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

３结论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ＢＭＩＰＦ６）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Ｊ］．Ｊ

１）３种不同阴离子的丁基咪唑离子液体其
［Ｇｍｉｍ］十阳离子结构非常相近，受不同阴离子
［ＰＦ６］、［ＢＦ４］和［ＴＦｚＮ］的影响较小，与文献值一致．
２）在室温常压下阳离子［Ｃ４ｍｉｍ］＋同时存在偏
移和扭转两种同分异构体．
ＳＩＬＭｓ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及亲水性ＳＩＬＭｓ普通Ｒａ—

ｌｉｑｕｉｄ

Ｂ，２００６，１１０（４１）：

２０３７９—２０３８５．

［７］张力群，李浩然．利用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研究离子液
体结构与相互作用的进展［Ｊ］．物理化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６
（１１）：２８７７—２８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ＬＩ Ｈａｏｒ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以艇溶胶作为表面增强活性基底的疏水性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ｉｏｎｉｃ

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ｂｙ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Ｃｈｉｍ

Ｓｉｎ，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２８７７—２８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与纯ＩＬｓ普通Ｒａｍａｎ图高度一致，充分显示表

［８］吴芹，董斌琦，韩明汉，等．新型Ｂｒｑ）ｎｓｔｅｄ酸性离子液

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光谱对支撑离子液体膜结构表征的

体的合成与表征［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７，２７（１０）：

适用性及优越性，有助于今后在离子液体膜方面的

２０２７—２０３１．

Ｒａｒｎａｎ研究．

３）实验室正在采用表面增强Ｒａｍａｎ分析离子
液体膜对温室气体的吸收，深入理解离子液体作为
绿色溶剂的吸收机理，有助于后续离子液体的扩大
应用与规模化．

ＷＵ Ｑｉｎ，１Ｘ）ＮＧ

Ｂｉｎｑｉ，ＨＡＮ Ｍｉｎｇｈａｎ，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Ｂｒｄ／ｍｓｔｅｄ ａｃｉｄｉｃ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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