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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合成 

巫民建 蔡汉兴 李 红 

(江西省化学工业研究所 330029) 

摘 要：以丙烯酰胺和多聚甲醛为起始原料，浓盐酸为催化剂，在四氯乙烷中，于 76— 

78~C下反应 2—3小时，合成 N，N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产率可达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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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N，N 一亚 甲 基 双 丙 烯 酰 胺 (MBA，N，N 一 

methylenebisacryamide)具有将线性高分子转变为体型高 

分子的能力，它与烯丙基葡聚糖聚合交联剂制成的亲 

水层析介质是一种具有良好化学与物理稳定性的半刚 

性大网孔型疑胶，广泛应用于纯化分离蛋 白质，多糖 ， 

核酸和等生物大分子。它在水利和建筑中用作化学堵 

水灌浆材料，用于涂料黏合剂可以改善涂膜特性，与丙 

烯酰胺共聚，可制成油田油井及煤 田煤井的堵水剂，此 

外，它在造纸，印刷，化妆品，水处理，电子，医疗等领域 

均有重要应 用。 

N，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合成方法有如下四 

种 ： 

A 丙烯腈法：丙烯腈与甲醛在硫酸催化下进行水 

鹪反应合成亚 甲基双丙烯酰胺硫酸盐，经氨水中和析 

出N，N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结晶，再经水洗，干燥得到 

产品N，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其反应式如下： 

2CH2=CHCN+HCHO+H20+H2S04一 (CH2= 

CHCONH2)2CH2H2SO4 

(CH2= CHCONH2)2CH2H2SO4+ 2NH3 (CH2= 

CHCONH2)2CH2+(NH4)2S04 

B 丙烯酰胺与甲醛法：由丙烯酰胺与甲醛在强酸 

催化作用下，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反应，待反应完毕后用 

氨水中和，析出结晶，冷却 ，洗涤，脱水干燥，再经精制 

得到产品N，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反应如下 ： 

H 

CH2：CHCONH+HCHO CH2=CHCONHCHOH 

CI'I2=CHCONHCH2OH+ CH2=CHCONH一 (CH2= 

CHCONH)2CH2+H20 

c 丙烯酰胺与多聚甲醛法：丙烯酰胺与多聚甲醛 

在酸催化作用下，在有机溶剂中反应，反应完毕，降温， 

过滤，干燥得粗品 N，N 一亚 甲基双丙烯酰胺，再经 

6o％乙醇精制得到产品 N，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其 

反应式如下 ： 

H 

H2C=CHCONH2+ (CH20) CH2=CHCON— 

HCH2OH 

CH2 = CHCONHCH2OH + CH2 = CHCONH2 一  

(CH2CHCONH)2CH2+H20 

D N一羟甲基双丙烯酰胺法：由 N一羟甲基双丙 

烯酰胺与双丙烯酰胺在酸性条件下，反应生成 N，N 一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反应式如下： 

CH2=CHCONHCH2OH+CH2=CHCONH2一 (CH2 

= CHCONH2)2CH2+H20 

从上述四条合成路线中可以看到：第一条合成路 

线是国内外最早用于工业化的生产方法，该方法因工 

艺复杂，生产周期长，设备投资大且使用大量的硫酸， 

对设备易造成腐 蚀，又因产 品纯度不高，含量仅 为 

9o％，相对成本高，加上主要原料丙烯腈易燃，易爆，剧 

毒，故不宜采用此工艺；第二条合成路线革除了上法易 

燃，易爆的原料，产品纯度也有所提高，但不超高95％， 

难于满足市场需求；第三条合成路线 ，该法工艺简单， 

操作方便 ，生产周 期短，设备投 资小，收率高，大于 

80％，纯度高，大于 98％，易于处理，溶剂可 以回收利 

用，相对成本较底 ，是一条极具开发价值 的工艺路线； 

第四条合成路线，因原料成本高，相对利润小不宜采 

用。综上所述，我们采用第三条合成路线，并进行了技 

术改进 ，使之便于进行工业化生产。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冷凝器，温度计，搅拌器，熔点仪，滴液漏斗， 

四口瓶，蒸馏装置等。 

试剂：丙烯酰胺，多聚甲醛，四氯 乙烷，乙醇，浓盐 

酸，丙酮均为市售化学纯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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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应方程式 

H2C=CHCONH2+ (CH20) CH2：CHCON— 

HEo2OH 

CH2： CHCONHC~OH + CH2： CHCONH2一  

(CH2CHCONH)2CH2+H20 

2．3 合成方法 

在装有搅拌器，回流冷凝器，温度计 ，滴液漏斗的 

500ml四日瓶中加入丙烯酰胺 0．2mol，多聚甲醛 0．1mol 

和80ml四氯乙烷，在搅拌条件下，慢慢滴加0．5ml浓盐 

酸，升温到70—80度，反应一段时间后，有白色固体从 

反应体系中析出，反应毕，降温，过滤，干燥得粗品 N，N 

一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再经 60％乙醇精制得到产品 N， 

N 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改变影响反应的各项条件，如 

酸的用量，反应温度，溶剂用 量，反应时间等，取得最优 

惠工艺条件的数据。 

3 结果与讨论 

3．1 浓盐 酸用量 的影响 

表 1 浓盐酸用量 的影响 

由此可见，浓盐酸用量 0．5m]为最佳 ，浓盐酸用量 

增加，收率不再增加，故适宜的浓盐度用量为 0．5ml。 

3．2 反应温度的影响 

表 2 反应温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反应温度对收率影响不大，只要在 75— 

80℃反应 即可 。 

3．3 四氯 乙烷用量 的影响 

表 3 四氯乙烷用量的影响 

四氯 乙烷用量(mJ) 60 80 100 120 

收率(％) 65 82 80 75 

由此可见，四氯乙烷用量 80ml为最佳，四氯乙烷用 

量增加 ，收率 不再增加，故适 宜的 四氯 乙烷用 量为 

80nlJ。 

3．4 反应时间的影响 

表 4 反应时间的影响 

反应时间(小时 ) 1 

收率(％) 63 

2 3 4 

82 83 78 

由此可见，反应温度对收率影响不大，只要在 2 3 

小时反应即可 。 

4 结论 

0．2tool丙烯酰胺和0．1mol多聚甲醛，0．5ml浓盐酸 

和 80ml四氯乙烷在 78—80度反应 2—3小时，可得到 

纯度98．0％的产品，收率可达 80—82％，该法具有工艺 

简单 ，操作方便，经济合理，无环境污染 ，与传统生产工 

艺相比，易于工艺化生产 ，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 

工艺 ，值得大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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