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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剪切增稠效应的生物质复合凝胶

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可实现剪切增稠行为

的生物质凝胶，该凝胶以壳聚糖基温敏凝胶为基

体，其中植入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并在凝胶中

填充一定的淀粉大分子。该凝胶具有显著的冲击

抵抗性，且由生物质可降解组分构成，可应用于

生物医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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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剪切增稠效应的生物质复合凝胶的制备方法，其过程为：

（1）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壳聚糖干粉和明胶粉末溶于醋酸水溶液，室温搅拌至壳聚糖和明胶完全溶

解形成壳聚糖/明胶溶液，配置一定量的甲苯/Span80/Tween-60混合溶液以800-1200rpm速

度持续搅匀，边搅拌边缓慢滴加壳聚糖/明胶溶液，在室温下60分钟内搅拌形成稳定的乳化

体系后，再加入一定量的甲醛继续搅拌固定反应60分钟，反应完全后，分别用石油醚、乙醇、

蒸馏水洗涤产物，离心分离，即得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

在以上反应中，醋酸水溶液中醋酸的质量分数为2%；壳聚糖/明胶溶液中壳聚糖的质量

分数为2%-4%，明胶粉末的质量分数为1%-2%；甲苯/Span80/Tween-60混合溶液的体积为壳

聚糖/明胶溶液的4-6倍，其中Span80和Tween-60的体积分数分别介于5%-9%和1.5%-3.5%之

间；加入甲醛的体积介于壳聚糖/明胶溶液的6%-14%之间；

（2）微球复合凝胶的制备

配置含有一定浓度氯化壳聚糖、β-甘油磷酸钠和羟乙基纤维素的水溶液预聚液，在其

中加入一定体积的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搅拌均匀后超声振荡30分钟，后加温至30oC后继

续搅拌30分钟，过程中采用注射器注入一定浓度淀粉水溶液，后继续加温至40oC静置2小时

后成胶；

预聚液中氯化壳聚糖的浓度介于14-20g/L之间，β-甘油磷酸钠的浓度介于20-35g/L，

羟乙基纤维素的浓度介于5-8g/L之间；加入的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体积介于预聚液体

积的16%-25%之间，淀粉水溶液的加入体积介于预聚液体积的12%-18%之间，其中淀粉的质

量浓度为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剪切增稠效应的生物质复合凝胶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粒径介于40-160μm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剪切增稠效应的生物质复合凝胶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淀粉为可溶性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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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剪切增稠效应的生物质复合凝胶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智能水凝胶的制备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由生物质构成的，可产生剪切

增稠特性的智能水凝胶。

背景技术

[0002] 高分子凝胶是指三维网络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与溶剂组成的体系，其中的高分子

以范德华力，化学键力，物理缠绕力，氢键力等连接。由于它是一种三维网络立体结构，因此

它不能被溶剂溶解，同时分散在溶剂中并能保持一定的形状。溶剂虽然不能将三维网状结

构的高分子溶解，但高分子化合物中亲溶剂的基团部分却可以被溶剂作用而使高分子溶

胀，这也是形成高分子凝胶的原因。

[0003] 剪切增稠是指当材料所受到的剪切应力（应变）增大时候发生的粘度增大，材料由

软变硬的“固化”行为。剪切剪切变稠现象最早发现于粒子悬浮体系中，如泥浆，淀粉分散液

等，体系中包括分散介质如粘性液体及分散物如微-纳米颗粒，现在固体复合材料和凝胶材

料中均已发现剪切增稠现象。近20年来，剪切增稠现象已被广泛关注，已有多种分散粒子及

其分散介质搭配组成了具有剪切增稠现象的悬浮液，典型的粒子包括无机粒子如SiO2、

CaCO3、Fe2O3、玻璃纤维等，有机粒子如淀粉、合成粒子包括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微球、

聚苯乙烯（PS）微球、聚苯乙烯接枝丙烯酸（PS-g-AA）微球，聚二甲基丙酰胺-丙烯酸（P

（DMAA-AA))微球等，分散介质包括水、聚乙二醇、甘油、不同链长脂肪烃等。当悬浮体系中微

粒达到一定体积分数时，随即发生剪切增稠现象。

[0004] 目前的剪切增稠凝胶一般由无机物和聚合物构成，虽然其拥有了较好的剪切增稠

特性和稳定性，但也由于其组成物本身的特性，导致其无法降解，从而限制了此类材料在生

物医药领域的应用。而生物质材料本身质地偏软，对于制备具有良好剪切增稠特性材料时

存在困难，如可制备具有剪切增稠的生物质凝胶，无疑将极大的开拓此材料在生物医药领

域上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可剪切增稠水凝胶的制备方法，尤其是提供一种由

生物质材料构成的可实现剪切增稠特性的水凝胶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1）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制备：

[0008] 称取一定量壳聚糖干粉和明胶粉末溶于醋酸水溶液，室温搅拌至壳聚糖和明胶完

全溶解形成壳聚糖/明胶溶液，配置一定量的甲苯/Span80/Tween-60混合溶液以800-1200 

rpm速度持续搅匀，边搅拌边缓慢滴加壳聚糖/明胶溶液，在室温下  60分钟内搅拌形成稳定

的乳化体系后，再加入一定量的甲醛继续搅拌固定反应  60  分钟，反应完全后，分别用石油

醚、乙醇、蒸馏水洗涤产物，离心分离，即得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

[0009] 在以上反应中，醋酸水溶液中醋酸的质量分数为2%；壳聚糖/明胶溶液中壳聚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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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为2%-4%，明胶粉末的质量分数为1%-2%；甲苯/Span80/Tween-60混合溶液的体积

为壳聚糖-明胶溶液的4-6倍，其中Span80和Tween-60的体积分数分别介于5%-9%和1.5%-

3.5%之间；加入甲醛的体积介于壳聚糖-明胶溶液的6%-14%之间。

[0010] （2）微球复合凝胶的制备：

[0011] 配置含有一定浓度氯化壳聚糖、β-甘油磷酸钠和羟乙基纤维素的水溶液预聚液，

在其中加入一定体积的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搅拌均匀后超声振荡30分钟，后加温至30oC

后继续搅拌30分钟，过程中采用注射器注入一定浓度淀粉水溶液，后继续加温至40oC静置2

小时后成胶；

[0012] 预聚液中氯化壳聚糖的浓度介于14-20g/L之间，β-甘油磷酸钠的浓度介于20-

35g/L，羟乙基纤维素的浓度介于5-8g/L之间；加入的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体积介于预

聚液体积的16%-25%之间，淀粉水溶液的加入体积介于预聚液体积的12%-18%之间，其中淀

粉的质量浓度为5%。

[0013] 进一步，所述Span80和Tween-60分别失水山梨糖醇脂肪酸酯和聚山梨酸酯60，在

体系中作为复合乳化剂。

[0014] 进一步，所述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粒径介于40-160um之间。

[0015] 进一步，所述淀粉为可溶性淀粉。

[0016] 进一步，所述氯化壳聚糖、β-甘油磷酸钠在30oC开始逐渐粘稠产生相互作用，但并

未凝胶化，温度超过37oC时可发生凝胶化反应。

[0017] 进一步，所述羟乙基纤维素的羟乙基取代度介于2-3之间，羟乙基纤维素在其中主

要起到强化凝胶基本力学性能的作用。

[0018] 本发明的技术特点是通过以下机理实现的：制备具有一定粘弹性的壳聚糖-明胶

微球，通过明胶的引入提高微球的硬度和弹性，同时保有壳聚糖的结构和特性，选择与微球

同源的氯化壳聚糖作为主要基体，该基体体系可在升温达到37oC后相互作用形成凝胶进而

与微球复合，在凝胶形成中体系的氯化壳聚糖和羟乙基纤维素由于相似的分子结构也将和

壳聚糖-明胶微球发生一定相互作用，从而让一部分微球与凝胶基体发生连接，一部分微球

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种相互作用在受到剪切后形成网络结构并通过摩擦实现增稠的效

果，注入淀粉水溶液有利于凝胶内部溶液粘度的提高，由于溶液中的水进一步被微球吸收

导致凝胶内溶液粘度进一步提高，从而有利于剪切增稠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1中制备的水凝胶在20oC时剪切速率与粘度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形式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再作进一步详细

阐述，但不应理解为下述各实施例是对本发明上述主题所涉及范围的限制，凡基于本发明

上述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明范围。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23] （1）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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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称取一定量12.4g壳聚糖干粉和4.6g明胶粉末溶于400g浓度为2%的醋酸水溶液

中，室温搅拌至壳聚糖和明胶完全溶解形成壳聚糖/明胶溶液，配置2L的甲苯/Span80/

Tween-60混合溶液以1000  rpm速度持续搅匀，其中Span80的体积为146ml，Tween-60的体积

为56ml边搅拌边缓慢滴加壳聚糖/明胶溶液，在室温下  60分钟内搅拌形成稳定的乳化体系

后，再加入45ml甲醛继续搅拌固定反应  60  分钟，反应完全后，分别用石油醚、乙醇、蒸馏水

洗涤产物，离心分离，即得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

[0025] （2）微球复合凝胶的制备：

[0026] 配置含有一定浓度氯化壳聚糖、β-甘油磷酸钠和羟乙基纤维素的水溶液预聚液，

其中氯化壳聚糖的浓度为16.3g/L，β-甘油磷酸钠的浓度为28.4g/L，羟乙基纤维素的浓度

为6.7g/L，在其中加入体积为预聚液21%的壳聚糖-明胶复合微球，搅拌均匀后超声振荡30

分钟，后加温至30oC后继续搅拌30分钟，过程中采用注射器注入预聚液体积14%，浓度为5%

的淀粉水溶液，后继续加温至40oC静置2小时后成胶，该凝胶的剪切增稠特性见图1。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627499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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