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 PU製程工業化研究 

 

研究生:劉瑞旺 

指導教授: 劉佳霖 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 

五元環碳酸酯可以合成聚氨酯、聚碳酸酯、丙烯酸樹脂和膠粘劑聚酯等產品，為

許多高分子材料的中端產物或聚合物單體，衍生相關化學品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傳統製程利用光氣、異氰酸酯合成五元環碳酸酯，對於環境影響較大。本研

究採用對於環境友善的方式進行合成，以環氧乙烷官能基團與二氧化碳進行環加

成反應形成五元環碳酸酯。然而，環氧乙烷官能基團與二氧化碳的反應性不高，

且反應過程需要冗長的反應時間、極端的反應條件以及特殊的觸媒。本研究藉由

改變反應槽中氣、液兩相反應物的流動性質，以此設計出以簡單鹽類觸媒在常壓

狀態下具備高轉化率，且有利於工業化生產的工業製程。此外，以原料的體積、

二氧化碳的體積流率，以及攪拌機轉數，計算反應槽中氣、液兩相反應物的氣泡

尺寸和質傳係數。在製程放大的過程中，藉由相同的氣泡尺寸和質傳係數，推論

放大後的製程操作參數，例如：反應物體積、二氧化碳進料量，以及反應槽的攪

拌轉數，達到製程工業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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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五元環碳酸酯(Bis-(cyclic carbonate)，

BCC)，為許多高分子材料的中端產物

或單體，可以進一步合成功能性聚氨

酯樹脂、聚氨酯彈性體(Poly-

Urethane，PU）、聚氨酯塗料、丙烯

酸樹脂和膠粘劑聚酯等產品如圖 1所

示，相關衍生化學品廣泛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而生產五元環碳酸酯，往往

需要使用對環境有高度污染且具有急

毒性的光氣(Phosgene)，光氣製程中

若是不慎外洩將會引起週遭，對健康

與環境上的立即性危害，導致製程本

身便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圖 1、聚碳酸酯衍生化學品 1 

文中以一種對環境友善的方式進

行合成，以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

(Diglycidyl ether of bis phenol A，

DGEBA，C21H24O4)中的環氧乙烷官

能基團與二氧化碳進行環加成反應



(Cycloaddition)，形成五元環碳酸酯
2~3，而綠色型五元環碳酸酯合成技

術，相關技術自 20世紀的七十年代

問世至，累積大量的文獻與紀錄，苦

於製程特殊無法進行工業化生產，因

此改良既有合成技術，設計出適合一

套量化生產製程，這將是建立五元環

碳酸酯的綠色化學工業鏈的一門重要

課題。 

 

二、文獻回顧 

本文以溴化鋰為催化劑，將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環氧樹脂(DGEBA )中

的環氧乙烷官能基團與二氧化碳進行

嵌入(CO2 Incorporation)反應，形成環

加成反應，進一步合成環狀碳酸酯，

如圖 2所示。

 
圖 2以溴化鋰催化劑合成環狀碳 

 

而環狀碳酸酯反應途徑為，環氧

乙烷官能基團先與親核基進行取代，

環氧乙烷官能基開環，環氧乙烷官能

基與二氧化碳鍵結，親核基脫離，形成

環狀碳酸酯如圖 3所示。 

 

圖 3環狀碳酸酯的反應途徑圖 

 

Dyno Chem運算程式的氣液混合

模型(Gas-liquid mixing)，是一款由反

應槽底設有氣體進氣系統與氣體分佈

系統的反應槽模型，再搭配機械攪拌

器後，形成的氣體、液體混和的程序

設計模組如圖 4所示，用於計算氣體

分散度(Degree of gas dispersion)、總

傳質係數(Overall 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kLa)、氣體滯留時間(Gas 

hold-up)、氣泡尺寸(Bubble size)和進

氣功率(Gassed power draw)等流體數

值如圖 5所示。 

實驗中以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環

氧樹中的環氧乙烷官能基團與二氧化

碳進行環加成反應，而進行環加成反

應合成環狀碳酸酯時，二氧化碳先以

氣體形式通入反應槽中，二氧化碳在

環氧樹脂、乳酸乙酯所形成的混合原

料溶液的溶解度很低，而進入反應槽

中的二氧化碳會以氣泡的形式存在於

混合原料溶液中，二氧化碳進入混合

原料溶液，經由攪拌葉片打散後，以



小氣泡形態存在混合原料溶液中，與

環氧乙烷官能基團進行反應，而二氧

化碳氣泡的尺寸關係反應物的比表面

積，影響著環狀碳酸酯的轉化率，本

研究以氣泡尺寸(Bubble size)和質傳係

數(kLa)作為測量二氧化碳質量傳送的

為指標，藉此作為製程放大的操作參

數設定依據。 

 

圖 4 Dyno Chem運算程式的 Gas-

liquid mixing模型反應槽模型設計 

 

 

圖 4 Dyno Chem運算程式的 Gas-

liquid mixing模型反應槽模型運算 

 

四、實驗方法 

先以 Dyno Chem反應物流動模擬

參數計算質傳系數、和氣泡尺寸等數

值，再將計算後參數帶入反應中，進行

實驗參數設定，完成後開始進行五元

環狀碳酸酯製備實驗，反應完成後進

行五元環狀碳酸酯的產率計算以及官

能基鑑定，以上述方法反覆進行實驗，

已達成五元環狀碳酸酯製參數最佳化，

如圖 5所示。 

1. 依Dyno Chem反應物流動模擬參數，

將環氧樹酯、催化劑、溶劑，置入反

應槽中，形成一混合原料。 

2. 將先前混合原料加熱至反應溫度，並

維持一段時間，均勻反應槽中原料之

溫度。 

3. 將二氧化碳氣體導入前述之混合原

料，並在 130℃持續迴流加熱 6小時

形成五圓環碳酸酯。 

4. 將生成物放置於離心管，使用清洗液

(EA)將未反應去除，將混合液過濾，

留下五圓環碳酸酯進行稱重，計算產

率及轉化率。 

5. 使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

(FTIR)、核磁共震儀(NMR)進行官能

基分析。 

 

圖 5實驗流程圖 

五、結果與討論 

將完成純化的五元環狀碳酸酯，

使用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

IR)進行紅外線光譜分析，驗證生成物

官能基，裝上全反射裝置(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ATR)，設定量測波

長 515 ~ 4400 (cm-1)，進行五元環狀

碳酸酯製備反應前，雙酚 A二縮水甘

油醚有一明顯訊號表示的為環氧乙烷

官能基團，IR光譜中會於 910(cm-1)

產生環氧鍵吸收訊號峰，進行五元環

狀碳酸酯製備反應時，CO2氣體持續

與環氧乙烷官能基團發生反應，反應

後生成五元環狀碳酸酯，將五元環狀

碳酸酯放入 FT-IR中，逕行光譜分

析，會發現環氧乙烷官能基團的環氧

鍵吸收訊號峰將已消失，取而代之出

現的是五元環狀碳酸特有的羰基吸收

峰，再 IR光譜中會於 1800(cm-1)出現

羰基鍵的吸收峰訊號如圖 6所示。 

 

圖 6五元環狀碳酸酯與雙酚 A二縮水

甘油醚 FT-IR光譜 

 

將完成純化的五元環狀碳酸酯，

使用傅立葉核磁共振轉換光譜(Fourier 

Transform -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FT-NMR)1H-NMR光譜

分析，驗證生成物官能基，進行環加

成反應前，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 1H-

NMR光譜如圖 7所示，雙酚 A二縮

水甘油醚的環氧基中靠近內側之次甲

基上的氫(圖 7中，E位置)原來約為

3.3 ppm，反應時 CO2氣體持續與環

氧乙烷官能基團，進行環加成反應合

成環狀碳酸酯時，反應完成後形成五

元環狀碳酸酯 1H-NMR光譜如圖 8所

示，上述環氧基內側之次甲基變為五

元環中次甲基上的氫(圖 8中 E位置)

將會行化學位移由 3.0 ppm改移動到

5.0 ppm。 

另外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的環氧

基中亞甲基上的氫核吸收，在圖 7

中，F位置，原先約在 2.8 ppm左右

有兩組訊號，經加成反應後會消失不

見，而在五元環狀碳酸酯上，取而代

之的是一組在 4.5 ppm附近的氫核吸

收，是因為來自於五元環狀碳酸酯圖

8中 F的位置。故在分別經由 1H-

NMR光譜驗證下，可以直接推論證

明產物五元環狀碳酸酯已成功地被合

成出來。 

 

圖 7雙酚 A二縮水甘油醚 1H-NMR

光譜分析圖 

 

 

圖 8五元環狀碳酸酯 1H-NMR光譜分

析圖 

  



五元環狀碳酸酯的製備反應，主

要是由環氧樹酯與二氧化碳進行環加

成反應生成的產物，在合成反應中五

元環狀碳酸酯分解和副反應的產生，

論文中以萃取的方式計算五元環狀碳

酸酯的產率，但無法得知環氧樹酯的

轉化率，而環氧滴定可以計算溶液中

的環氧基的環氧當量，透過比較反應

前後的環氧基的濃度，計算出環氧樹

酯的轉化率，如表 1中，在環氧滴定

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滴定生成物，時

氫氧化鈉標準溶液的使用量，超過空

白滴定時氫氧化鈉標準溶液的使用

量，由可知五元環狀碳酸酯的製備反

應中，環氧樹酯的 100%轉化。 

 

表 1五元環狀碳酸酯滴定實驗表 

 

 

反應體積極現為 1L和 6L之反應

槽，藉由機械攪拌機轉數(rpm)和實驗

中混合原料的體積(L)以及 CO2進料的

體積流率(L/min)三個可以實驗變因，

在兩組實驗參數差異極大的壯態下，

氣泡尺寸、質傳係數(kLa)分布圖，其分

布的數質點大多重疊，如圖 5所示，在

相異的兩顆反應槽，都可以藉由調整

機械攪拌機轉數(rpm)和實驗中混合原

料的體積(L)以及 CO2進料的體積流率

(L/min)，達成相同的氣泡尺寸、質傳係

數(kLa)之數值。 

 

根據上圖 5，可以得知相異的反應

器可以藉由調整反應條件，可以達到

相同的氣泡尺寸、質傳係數(kLa)，相異

的兩個反應器，藉由調整反應條件，在

相似氣泡尺寸、質傳係數(kLa)的狀態

下，進行五元環狀碳酸酯製備反應，反

應完成後進行產率計算，可以到相近

的產率，表 2所示。 

 
圖 5小型、大型反應槽的分布點重疊 

 

表 2小型、大型反應槽的反應參數對

照表 

 

 

在 Gas-liquid mixing模組，將氣

泡尺寸、質傳係數(kLa)計算完成後，

將機械攪拌機轉數(rpm)和實驗中混合

原料的體積(L)以及 CO2進料的體積流

率(L/min)的實驗參，帶入五元環狀碳

酸酯製備實驗中，進行實驗，並將反

應完成後五元環狀碳酸酯生成物進行

產率分析，並將產率標示於該點上，

根據下圖可以發現對反應有利條件

時，發現如高的質傳係數、小的氣泡

實驗 A B C 

BCC產率(%) 81% 50% 44% 

生成物取樣(g) 0.5827 0.5252 0.5537 

空白滴定(mL) 29.5 29.5 29.5 

KHP 標定 0.097 0.097 0.097 

生成物滴定(mL) 30.3 30.2 30.7 

環氧當量 無 無 無 

 

反應槽 氣體流量 

(L/min) 

反應體積 

(L) 

攪拌轉速 

(rpm) 

質傳係數 

(s-1) 

氣泡尺寸 

(mm) 

產率 

(%) 

小型 

反應槽 

1 0.8 1500 0.02252 1.55610 65% 

大型 

反應槽 

3 4 500 0.02264 1.50541 66% 

 



尺寸對反應有利之反應條件，其構成

反應點會集中在一個區塊如圖 6所

示。 

 

圖 6氣泡尺寸、質傳係數(kLa)與產率

分布圖 

 

六、結論 

五元環狀碳酸酯製備實驗中，在

小型反應器的實驗結果，藉由製程放

大的過程，可以透過調整機械攪拌機

轉數(rpm)、反應中混合原料的體積(L)

和 CO2進料的體積流率(L/min)，達成

相似的氣泡尺寸和質傳係數。經由實

驗結果驗證，發現相異的兩個反應器，

在相似的氣泡尺寸和質傳係數的狀態

下，相異的兩個反應器，進行五元環狀

碳酸酯製備反應，可以到相近的產率。

五元環狀碳酸合成的過程中，機械攪

拌機轉數(rpm)和反應中混合原料的體

積(L)以及CO2進料的體積流率(L/min)

等三個可控制的變數，使反應過程具

備較好氣泡尺寸、質傳速率，可在常壓

反應條件達成五元環碳酸酯的製備。

在尋找對反應有利條件時，發現如高

的質傳係數、小的氣泡尺寸對反應有

利之反應條件，如高的質傳係數、小的

氣泡尺寸對反應有利之反應條件，構

成反應點會集中在個區塊，尋找有效

的反應區間， 而這些具備反應轉化率

區的發現，將會是五元環狀碳酸酯製

備實驗中，最具商業價值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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