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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豆素材料由于具有荧光和光二聚作用，以及荧光量子产率高、Ｓｔｏｋｅｓ 位移大、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

可调以及光稳定性好等优点，被应用于许多领域，如荧光材料、激光染料、光折射材料、非线性光学材料、采光材

料以及液晶取向层材料等．香豆素类作为一种光敏性基团已被引入到液晶分子中，使液晶分子不仅具有自组装

性质，同时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质．该文综述了近年来含有香豆素光敏基团的液晶化合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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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豆素是一种 π－共轭杂环化合物，广泛存在

于自然植物中，１８２０ 年 Ｖｏｇｅｌ 从圭亚那的零陵香豆

中获得了第一个天然香豆素，图 １ 为其结构式．香
豆素类荧光团为苯并吡喃酮结构，具有荧光量子产

率高，Ｓｔｏｋｅｓ 位移大，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可调及

光稳定性好等优点，应用于许多领域，如荧光材料

和激光染料［１］、非线性光学材料、光抗蚀剂［２］、药
物合成的中间体和发光材料等［３］ ．

香豆素单元作为一类重要的光响应单元，可通

过大于 ３００ ｎｍ 的紫外光照射，香豆素环上的双键

发生 ２＋２ 环加成形成环丁烷型二聚体，再用小于

２５４ ｎｍ 波长光照射后，可实现光裂解从而恢复为

起始香豆素单体．不仅如此，香豆素光二聚和光裂

解能很大程度地改变紫外吸收和荧光发射的强度．
形成二聚体后紫外吸收和荧光发射的强度明显减

弱，而光裂解后荧光强度能恢复到初始的状态，因
此简单的光二聚化和光裂解反应可实现荧光开

关［４］ ．香豆素单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构建光响应功

能材料，例如：药物缓释材料、光电传感器和功能凝

胶等［５］ ．二聚体香豆素衍生物在光控数据存储［６－７］

能量转移［８］和治疗性质［９］等领域有广泛地应用．
香豆素衍生物的合成方法主要有①Ｐｅｒｋｉｎ

法［１０］：以水杨醛类化合物为原料，以乙酸钠或乙酸

钾为催化剂进行反应（图 ２）；②Ｐｅｃｈｍａｎｎ 法［１１－１２］：
羟基丁二酸或酮酯在浓硫酸条件下和酚类化合物

反应（图 ３）；③Ｗｉｔｔｉｇ 法［１３］：醛、酮直接合成烯烃

（图 ４）等．众所周知，液晶材料强烈地依赖于它们

的分子结构［１４］，香豆素基团使液晶分子具有不对

称性，并且增加了液晶分子极性，因而有更好的光

控取向特性，其光敏双键的内环位置阻止了香豆素

衍生物的光致异构反应．但是，目前对于有液晶性

能的香豆素类化合物研究还不多，但现有的研究已

经表明通过对香豆素骨架的修饰［１５］，使其具有液

晶性能，控制和提高共轭分子的有序性，将赋予这

类化合物更为优越的性能．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含香

豆素类液晶化合物的研究进展，包括它们的结构特

点、液晶性能及应用等．

１　 香豆素类小分子液晶

２ ０１３年ＫｉｔｔａｐｐａＭａｈａｄｅｖａｎ小组［１６］ 在香豆素

图 １　 香豆素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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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Ｐｅｒｋｉｎ 法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ｒｋｉｎ［１０］

图 ３　 Ｐｅｃｈｍａｎｎ 法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ｃｈｍａｎｎ［１１］

图 ４　 Ｗｉｔｔｉｇ 法的合成路线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Ｗｉｔｔｉｇ［１３］

３ 位和 ７ 位上分别引入对烷氧基苯酯和烷基，设计

合成了一系列含有香豆素基团的羧酸盐化合物

１～４（图 ５），其中只有香豆素环 ７ 位上带的取代基

为三氟甲基的化合物 ２ａ～ ｇ 能形成 ＳｍＡ 液晶相．氟
原子的高电负性和小体积会造成高极性和较小的

空间位阻效应［１７］是化合物 ２ 呈现液晶性的重要原

因．带其他芳香取代基如化合物 ３ 及 ４ 就因为取代

基较弱的极性而阻碍了液晶相的形成．化合物 ２ａ ～
ｇ 形成的液晶的相变温度取决于分子上烷氧基苯

基链的长度（Ｃ４ ～ Ｃ１９），随着香豆素核 ３ 位上苯酯

对位的烷基链长度的增加，化合物的熔点大幅度降

低，但清亮点只是轻微地降低，所以液晶相温度范

围大幅增宽．
２０１４ 年 Ｈｉｒｏａｋｉ Ｏｋａｍｏｔｏ 小组［１８］ 等合成了一

系列以香豆素骨架作为末端基团的化合物 ５ －ｎ
（图 ６），这类化合物是在香豆素的 ６ 位上引入含萘

的介晶单元．研究发现，与作者之前报道的在香豆

素 ６ 位上引入苯的化合物 ６－ｎ 和引入联苯的化合

物 ７－ｎ 对比，化合物 ５－ｎ 形成单相的向列相，并且

向列相到各向同性液体的转变温度表现出与末端

烷基链所含碳数间的奇偶效应，化合物 ６－ｎ 和 ７－ｎ
则显示向列相但是没有奇偶效应，并且它们的 Ｎ－Ｉ

图 ５　 化合物 １，２，３，４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２，３，４［１６］

相转变温度分别平均稳定在 ８０ ℃和 ２４０ ℃ ［１９］，末
端香豆素的偶极距是这类化合物向列相形成的原

因．Ｎ－Ｉ 相转变温度随着化合物 １～４ 物质的量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而其 ＳｍＡ－Ｎ 相转变温度则随着物

质的量浓度的增加大幅降低，在物质的量浓度为

１０％温度为 ５０ ℃时，不发生相转变．电子供体－受
体相互作用是 ＳｍＡ 液晶相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

可以表明化合物 ５－ｎ 分子中的末端香豆素基团在

液晶核中是极性基团．通过半经验分子轨道计算得

知化合物 ５－８，６－８ 和 ７－８ 的化合物的偶极矩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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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化合物 ５－ｎ，６－ｎ，７－ｎ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５－ｎ，６－ｎ，７－ｎ［１８］

似的，有趣的是虽然由于分子核不同导致分子的长

度不同，但是这 ３ 种化合物分子的宽度几乎是相同

的，其长宽比如下；３－８（５．０７） ＞１－８（４．７９） ＞２－８
（４．３６） ．根据化合物 ５－ｎ 的奇偶交替效应对 Ｎ－Ｉｓｏ
相转变温度的影响可以表明，分子核的结构对 Ｎ－
Ｉｓｏ 相转变温度也是有影响的．

２０１４ 年 Ｄｉｅｔｍａｒ Ｊａｎｉｅｔｚ 小组［２０］ 采用 Ｐｅｒｋｉｎ 成

环法从 ２，４－二羟基苯乙酮和对溴苯乙酸出发，经
过水解、醚化和 Ｓｕｚｕｋｉ 反应，合成了基于香豆素的

棒状发光液晶化合物（８，９，１０） （图 ７），通过调节

刚硬核上苯环的数目，可以进一步延长棒状分子的

长度和扩大 π 共轭部分．作者系统地研究了香豆素

环 ７ 位上烷基链的长度及 ４ 位上基团的位阻，以及

３ 位上连接的介晶单元侧位基团的位阻及末端烷

氧基链的长度（Ｒ４）对液晶相及化合物的光致发光

性能的影响．在该类化合物中，末端带甲氧基的香

豆素类化合物 ８ａ～ ｈ 形成的是向列相液晶．随着分

子末端烷氧基链长度的增加，化合物 ９ｂ 只呈现单

一的向列相 （Ｎ）， ９ａ 和 ９ｄ 表现为低温层列相

（ＳｍＣ），高温向列相（Ｎ）；化合物 ９ｃ 只形成了 ＳｍＣ
相，化合物 ９ｂ 只呈现向列相的原因是两末端的烷

基链都不是太长（Ｃ４，Ｃ８）但在 ４ 位上还带有侧链

甲基，侧位甲基体积过于庞大从而而阻碍了层状结

构的形成．而 ９ｃ 的两末端烷基链较长（Ｃ１０，Ｃ８），侧
位无甲基，因此分子能很好地堆积，形成层列相

（ＳｍＣ） ．化合物 ９ａ 两端的烷基链不太长（Ｃ４，Ｃ８），
虽然没有侧位甲基的阻碍，但棒状特征不强，所以

只能在低温时排列成更有序的层列相，而高温形成

有序性较低的向列相（Ｎ） ．
化合物１０系列中增加了刚硬核上的苯环数

化合物 ｎ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８ａ ０ ＯＣ４Ｈ９ Ｈ Ｈ ＣＨ３

８ｂ ０ ＯＣ４Ｈ９ ＣＨ３ Ｈ ＣＨ３

８ｃ ０ ＯＣ４Ｈ９ Ｈ ＣＨ３ ＣＨ３

８ｄ ０ ＯＣ４Ｈ９ 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３

８ｅ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Ｈ Ｈ ＣＨ３

８ｆ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ＣＨ３ Ｈ ＣＨ３

８ｇ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Ｈ ＣＨ３ ＣＨ３

８ｈ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３

化合物 ｎ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９ａ ０ ＯＣ４Ｈ９ Ｈ Ｈ Ｃ８Ｈ１７

９ｂ ０ ＯＣ４Ｈ９ ＣＨ３ Ｈ Ｃ８Ｈ１７

９ｃ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Ｈ Ｈ Ｃ８Ｈ１７

９ｄ ０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ＣＨ３ Ｈ Ｃ８Ｈ１７

１０ａ １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Ｈ Ｈ Ｃ８Ｈ１７

１０ｂ １ ＯＣ１０Ｈ２１ ＣＨ３ Ｈ Ｃ８Ｈ１７

１０ｃ １ ＯＣ４Ｈ９ ＣＨ３ Ｈ Ｃ８Ｈ１７

图 ７　 化合物 ８，９，１０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８，９，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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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从而使刚硬核得到进一步延长，因此这一系列

的化合物能进行很好的堆积，呈现出低温向列相

（Ｎ）和高温层列相（ＳｍＣ），而且具有很高的清亮

点．合成的香豆素液晶在可见光范围内都能发光，
发光的最大发射峰可通过改变侧位取代基来调节，
该工作证明香豆素杂环是一个很好的合成子，可用

于构建既有液晶性能又有发光性能的功能材料．
２００３ 年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Ｔｉａｎ 小组［２１］合成了一系列含

香豆素基团，末端为乙烯基的前体化合物 １１ 和相

对应的含香豆素基团的环四硅氧烷化合物 １２（图
８） ．对末端为乙烯基的前体化合物的研究发现，香
豆素环 ３ 位上无基团的化合物 １１ａ 和香豆素环 ３
位上连有较短末端基团的化合物 １１ｂ 和 １１ｃ 没有

液晶性质．随着香豆素环 ３ 位上连有的链的增长，
化合物 １１ｄ 呈现单向 ＳｍＡ 相，长链的化合物 １１ｅ，
１１ｆ 和 １１ｉ 是呈现双向的 ＳｍＡ 相．而带有更长链的

化合物 １１ｇ 和 １１ ｈ 又表现出单向 ＳｍＡ 液晶相．而
含香豆素基团的环四硅氧烷化合物，除了 １２ａ 是晶

体之外，其他化合物（１２ｂ～ ｉ）都具有液晶性．这表明

环四硅氧烷的引入能拓宽液晶相，有利于化合物形

成液晶．采用波长大于 ３００ ｎｍ 的光激发环四硅氧烷

香豆素化合物，所得到的光二聚体（图 ９）清亮点为

２００ ℃，光二聚体的形成提高了液晶相的热稳定性．
２０１６ 年 Ａｔｔｉｌｉｏ Ｇｏｌｅｍｍｅ 小组［２２］报道了一种新

型多功能盘状液晶树状大分子 （化合物 １３，图

１０），在卟啉核周围有发光香豆素单元．卟啉金属化

对光物理性质有很强的影响，因此该小组也制备了

Ｚｎ（Ⅱ）和 Ｃｕ（Ⅱ）衍生物．所研究的卟啉核树枝状

大分子均为盘状向列型液晶相（Ｎｄ），并且在高达

２００ ℃的温度下保持稳定．此外，还证明了香豆素分

子的激发导致了向发光卟啉核的能量转移．尽管这

些化合物呈现盘状向列型相，但在金属卟啉衍生物

中测得的电荷迁移率值是迄今为止报道的盘状液

晶中最高的．用 ＰＯＭ 观察该盘状向列型液晶相发

现化合物具有较均匀的取向，并且缺陷密度和散

射损耗都很低．此外，这些化合物具有较高的粘度

图 ８　 化合物 １１ａ～ １１ｉ 和 １２ａ～ １２ｉ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ａ—１１ｉ ａｎｄ １２ａ—１２ｉ［２１］

图 ９　 光二聚化的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ｄｉ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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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化合物 １３ 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３［２２］

和良好的加工性能，这使得它们与热塑性聚合物性

能非常相似．该类化合物的研究结果为光电子应用

有机材料的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２０１７ 年 Ａｌｏｉｒ Ａ．Ｍｅｒｌｏａ 小组［２３］ 设计合成了 ３

个在香豆素 ６ 位通过炔键连接苯、对辛氧基苯或 ５
－癸氧基萘的香豆素化合物 １４ ～ １６（图 １１） ．通过

ＰＯＭ 和 ＤＳＣ 确定化合物 １４ 不具有液晶性质，而化

合物 １５ 在降温过程中形成不稳定的液晶相－单向

Ｎ 相．化合物 １６ 能形成双向液晶，高温表现出 Ｎ 相

而低温表现出 ＳｍＡ 相．分子的长度和宽度的比例

对液晶相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化合物 １５

和 １６ 中引入柔性烷氧基链增加了分子的长度和宽

度，因而导致液晶性能的出现．通过对比 ３ 个化合

物的相行为发现增加分子长度和宽度可以实现了

从非液晶化合物 １４ 到不稳定液晶化合物 １５ 再到

稳定液晶化合物 １６ 的转变．相较于化合物 １５，化合

物 １６ 的液晶稳定性有所提高，这是由于萘单元的

引入，增加了分子间的吸引力引起的．

２　 香豆素在侧链的聚合物液晶及其他

２００８ 年 Ｊｏｎｇ－Ｃｈａｎ Ｌｅｅ 小组［２４］从聚对氯甲基

苯乙烯（ＰＣＭＳ）出发，将香豆素通过苄氯连接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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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化合物 １４，１５，１６ 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１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４，１５，１６［２３］

苯乙烯的侧链上，合成了一系列含香豆素基团的聚

苯乙烯衍生物 １７－＃（ ＃代表香豆素基团的摩尔分

数）（图 １２），并对其液晶取向性能和光电性能进行

了研究．通过对其光谱性质研究发现，随着香豆素

基团摩尔分数的增加，聚合物的薄膜透射率略有降

低．对化合物 １７－＃形成的聚合物薄膜热稳定性的

研究发现，其在 １５０ ℃以下可以保持薄膜的光学透

明性和很好的液晶取向性，并且随着香豆素基团摩

尔分数的增加，化合物的液晶取向性越加倾斜．研
究发现，由化合物 １７－＃制成的液晶薄膜具有良好

的光电性质，并且其光电性能至少可以维持 ２ 年时

间，化合物 １７－＃液晶薄膜的 Ｖｔｈ，Ｖｏｎ值和响应时间

分别为 １．０２ Ｖ，１．６２ Ｖ 和 ３６ ｍｓ，接近于 ＰＩ 薄膜的

０．９１ Ｖ，１．５２ Ｖ 和 ３５ ｍｓ，因为有较大预倾角的液晶

取向薄膜在液晶显示中有较快的响应时间［２５］，并
且具有强的液晶固定能量取向层的液晶池有较慢

的响应时间［２６］，这 ２ 个因素导致了化合物 １７－＃薄
膜具有和 ＰＩ 薄膜相似的光电性能．

２０１１ 年 Ｙｕ－ｌｅｉ Ｚｈａｏ 小组［２７］合成了化合物 １８

图 １２　 化合物 １７－＃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７－＃［２４］

和化合物 １９，并通过单体 １８ 和 １９ 的聚合得到共

聚物，单体及共聚物都能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组装

成向列相液晶．共聚物的紫外光谱在 ３１１ ｎｍ 处有

香豆素基团特征吸收，据此作者预测该共聚物薄膜

可用线性极化紫外光源照射实现光诱导排布．
２００９ 年 Ｈｅｌｍｕｔ Ｒｉｔｔｅｒ 小组［２８］设计合成了一种

新含香豆素基团的离子可聚合的液晶化合物２０，

图 １３　 化合物 １８ 和 １９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８ ａｎｄ 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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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图 １４） ．经过 ＰＯＭ 和 ＤＳＣ 测试证明 ２０ 和 ２１ 都

具有液晶性质．发生自由基聚合后，２０ 的聚合物没

有液晶性但是 ２１ 的聚合物有液晶性，这说明咪唑

乙烯的结构对液晶性的产生有决定性的作用．
２００４ 年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Ｔｉａｎ 小组［２９］报道了侧链含香

豆素的液晶聚合物的光物理及光化学性质 （图

１５），该类聚合物具有形成 ＳｍＡ 相的液晶性质，液
晶性质受香豆素苯酯侧链液晶基元连接方向的影

响，香豆素的 ７－位连接了供电子的醚键基团后，有
利于分子间的 Ｈ 聚集，并且有利于液晶相的稳定

（聚合物 ２４，２５） ．光照后，香豆素单元上的双键发

生 ２＋２ 环加成，形成不溶的聚合物二聚体，二聚体

的形成能大大提高液晶相的热稳定性．

光取向是液晶及液晶显示器领域研究的重要

课题，液晶在聚合物基底上的均一取向对制备液晶

器件中稳定的液晶非常重要．香豆素侧链聚合物在

紫外光照下，通过 ２＋２ 环加成是一种获得光取向

性质的有效手段．Ｍａｒｙ Ｏ’Ｎｅｉｌｌ 和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Ｋｅｌｌｙ
小组于 ２００９ 年提出了光取向的一种新配方［３０］，他
们研究了一种新颖的香豆素光敏添加剂，通过偏振

紫外线的照射使光反应性的香豆素分子与具有光

反应性的带香豆素的单层膜 ２６ 表面相连得到单层

膜 ２７，达到使表面取向和表面特性发生变化，形成

各向异性表面的目的（图 １６） ．这一方法具有广泛

的应用，比如用于图案化自组装和分子识别，液晶

性半导体及塑料电子产品如ＯＬＥＤｓ，ＯＦＥＴｓ和光

图 １４　 化合物 ２０ 和 ２１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０ ａｎｄ ２１［２８］

图 １５　 聚合物 ２２～ ２５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２２—２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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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光敏添加剂取向配方原理说明

Ｆｉｇ．１６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３０］

伏器件的均一及垂直取向，生物传感器，智能表面，
全息照相等．

２００１ 年 Ｎｏｂｕｈｉｒｏ Ｋａｗａｔｓｕｋｉ 小组［３１］ 报道了一

种新型含香豆素介晶侧基的光交联甲基丙烯酸酯

聚合物液晶（２８，图 １７），并将其用作低相对分子质

量向列相液晶的光对准层．聚合物 ２８ 的融化温度

为 ６１ ℃，并且在 １４５～２２２ ℃的温度区间内呈现液

晶相．在不同的曝光条件下，线性偏振光照射在化

合物 ２８ 的薄膜上．由于角度选择性光交联，化合物

在室温光照射下产生了较小的负光学各向异性．与
之相反，当接近化合物的清亮点时，由于侧面基团

的热增强光诱导重新定向，诱导的各向异性是正

的．在聚合物 ２８ 的液晶温度范围内进行光照射，观
察到介晶基团的聚集．光反应膜上的液晶取向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辐照条件．结果表明，液晶的

排列受液晶、光交联侧基和其余介晶侧基相互作用

的调控，聚集的介晶基团抑制了液晶的排列．

３　 结　 语

因此香豆素液晶是一个新兴研究的领域，目前

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未深入开展，本文对近年来报道

的香豆素小分子液晶及香豆素聚合物液晶做了综

述性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香豆素基团有较

大的偶极矩和光敏性质，使得含香豆素基团类液晶

小分子及聚合物都有很广的液晶范围以及良好的

液晶稳定性，而且光电性质突出并具有较强的荧

光，香豆素液晶的光二聚体对液晶的取向排列意义

重大，已经成为一类新型的功能材料．香豆素液晶

化合物在荧光材料和激光染料，非线性光学材料，
光抗蚀剂，药物合成中间体和发光材料等方面都有

巨大的潜在应用．鉴于此，设计合成更多的香豆素

液晶化合物对研发这类物质新的功能性质极其重

要，这些都值得化学家们不断的去探索和研究．

图 １７　 聚合物 ２８ 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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