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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淀粉基泡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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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玉米淀粉为原料，预处理后的针叶木纤维为增强体，制备了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

当淀粉添加量 4. 5%，针叶木纤维添加量 1. 5% 时，材料的压缩强度最大，达 4. 66 MPa，孔隙率为

88%，密度为 0. 13 g/cm3。通过吸附表征发现，该材料主要以吸附水为主。通过酯化反应对玉米淀粉

进行疏水改性，并以预处理后的针叶木纤维为增强体，制备了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
料。当盐酸用量相同，硬脂酸用量为 6 g 时，材料拉伸强度最大，达 0. 25 MPa；硬脂酸用量为 4 g 时，
材料抗压强度最大，达 4. 76 MPa。疏水改性后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疏水性能相对于未改性前均有所提
高，同时也提高了其吸附的油水比，使材料具有一定的亲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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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fiber reinforced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were prepared with corn starch as raw material and pretreated softwood

fibers as reinforc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pore structure of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were greatly im⁃
proved after adding a small amount of softwood fibers. When the starch content was 4. 5% and the softwood fibers content was 1. 5%，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material reached the maximum of 4. 66 MPa. At this time，the porosity of the material was 88% and the density

was 0. 13 g/cm3. The adsorp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mainly absorbed water. Then，the corn starch was hy⁃
drophobic modified by esterification，and the fiber reinforced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with hydrophobic modification were prepared with

softwood fibers as reinforcement. When the dosage of hydrochloric acid was same，the dosage of stearic acid was 6 g，the tensile strength
reached the maximum of 0. 25 MPa. When the dosage of stearic acid was 4 g，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reached the maximum of 4. 76 MPa.

Thus，compared to the materials before modification，both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hydrophobicity of hydrophobic modified materials
were improved. The oil-water ratio of adsorption was also improved，so that the materials had a certain lipophilicity.
Key words：corn starch；hydrophobic modification；foam material；coniferous wood fiber；adsorption

环境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之一，
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一直提倡可持续发展战
[1-2]

略 。其中清洁水处理在环境保护问题中显得尤为重
要，如何清洁水中的油污染问题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热
点之一[3-4]。目前对于油污染通常通过围油栏、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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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分散剂、凝油剂、吸附材料或者焚烧进行处
[5-7]

换反应得到了疏水改性淀粉，这种制备方法得到的疏

理 ，但是传统吸附材料对泄漏在水体中的油类物质

水改性淀粉对于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也有一定的吸附

进行处理时，吸附的油污不仅难以打捞，而且后期的

能力。将淀粉基泡沫材料作为吸油材料的研究主要有

回收成本很大。不仅如此，目前使用的吸附材料大多
为采用石油及其衍生物制备的泡沫材料。众所周知，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全球对于原油的需求日益
[8]

增长，从而导致原油价格的普遍上升 ，因此从环保
及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备出一种廉价、环保可降解的
新型吸附材料很必要。

Liu等人[23]利用在含有低表面能化合物 （Actyflon-G 502）
和 Fe3O4 磁性纳米粒子的溶液中，通过一步超声辅助

浸渍法制备了一种超疏水磁性海绵。该海绵可选择性
地从油水混合物中吸收油脂，其吸油能力高达自身质
量的 25～87 倍，且可回收利用。Su 等人[24] 采用一种

简便的方法制备了磁性超亲水/疏油海绵。水滴能以

淀粉是自然界中最为丰富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具
有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等优点，与植物纤维均被认为
是对环境没有污染的天然可再生原料

[9-11]

。但是，纯

0°的水接触角穿透此海绵，这是由于水分子引起的表
面亲水性和疏油性基团的重排，以及由其多孔结构引
起的三维毛细效应，从而达到油水分离的作用。

淀粉基泡沫材料具有较低的力学性能，且在潮湿条件

本研究以玉米淀粉为原料，通过酯化反应对其进

下机械强度会大幅下降。针对这些缺点可以通过加入

行疏水改性，并以预处理后的针叶木浆为增强体，制

植物纤维来解决。研究表明，添加一定量的植物纤维

备了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并对材

可以有效提高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力学性能

[11-12]

。这是

料吸附性能和疏水性能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水接触

因为添加的纤维化学性质与淀粉相似，且具有大长径

角、吸附性能、材料的泡孔结构、力学性能等进行表

比，当它和淀粉材料复合使用时，会和淀粉颗粒搭建

征，探究并优化化学改性方法，制备出了一种兼具疏

形成“三维网络”结构。相比于纯淀粉基泡沫材料，

水、亲油性能的可降解淀粉基泡沫材料。

这种结构具有良好的外力支撑作用，从而提高了淀粉
基泡沫的机械强度[13-15]。
目前国内外对于淀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改
性。例如氧化、水解、接枝共聚等方法进行改性，从
而提高淀粉基材料的力学性能以及对于溶液的吸附性
能等。国外大多是对 SNC （淀粉纳米晶体） 的疏水改
[16]

性，Angellier 等人 采用烯基琥珀酸酐和异氰酸苯酯
分别与 SNC 表面的羟基发生酯化与氨酯化反应，从
而引入非极性基团以改变其疏水性能。Thielemans 等
[17]

人 分别使用硬脂酸酰氯和聚乙二醇单甲醚 （PEG⁃
ME） 对 SNC 进行改性，使其与水接触角由 40°分别提

高到 105°和 70°。Xu 等人 通过乙酰化反应制备出可

1

实

1. 1

验
实验原料

玉米淀粉 （食用级），西安下店玉米开发实业有

限公司；针叶木浆板 （GB/T 13506—2008），山东中
茂圣源纸浆有限公司；甲基橙 （质量分数 98%），上

海吉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花生油 （食用级），陕西
省咸阳市兴平食品工业园；偶氮二甲酰胺、乙醇、盐
酸、丙三醇，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硬脂酸，天津
市天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其他均为分析纯。
1. 2

[18]

实验仪器

PFI 磨浆机 （IMT-PFI01），日本 KRK 有限公司；

均一分散于 N,N-二甲基甲酰胺、丙酮、甲苯和四氯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S4800），日本理学公司；视

烷基琥珀酸酐、辛烯基琥珀酸酐和乙酸酐对 SNC 进

士 公 司 ； 伺 服 材 料 多 功 能 高 低 温 控 制 试 验 机 （AI-

化碳中的疏水 SNC。Ren 等人[19] 以水为溶剂使用十二
行酯化疏水改性，发现改性后的 SNC 可均一分散于
非极性溶剂如氯仿、二氯甲烷和甲苯中。Namazi 等
[20]

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 （DSA 100），KRUSS 德国克吕
7000-NGD），高特威尔 （东莞） 有限公司；偏光显微

镜 （IX73），奥林巴斯 （中国） 有限公司；傅里叶变

人 以水为溶剂在温和的条件下分别使用辛酰氯、壬

换红外光谱仪 （FT-IR，VERTEX70），德国布鲁克公

酰氯和癸酰氯对淀粉晶进行改性，得到了可以在氯仿

司；搅拌器 （DF-101S），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

中均匀分散的疏水 SNC。国内对淀粉的疏水改性主要
[21]

有曹亚飞 使用普通玉米淀粉通过酶解，辛烯基琥珀

酸酐 （OSA） 酯化，以及氯离子的交联从而制备复合
改性的玉米淀粉，这种玉米淀粉具有一定的疏水性，
[22]

并且提高了其吸油性能。杨亚提等人 用氧化淀粉与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MAB） 的阳离子进行交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12 期

限公司；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 （DVM5000），德国
莱卡有限公司；全自动压汞仪 （AutoPore Ⅳ），美国
Micromerities 有限公司。
1. 3

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制备

1. 3. 1

针叶木纤维的制备

将 一 定 量 的 针 叶 木 浆 板 撕 碎 成 1 cm×1 cm 的 方
·51 ·

研究论文

块，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24 h。浸泡完成后将其在标准

表1

解离机中进行疏解 （3000 转）。将疏解并浓缩后的纸
浆加入量杯中，加入去离子水至浆浓为 10%，然后在
PFI 磨中进行磨浆 （6000 转），得到针叶木纤维，置
于密封袋中保存备用。
1. 3. 2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制备

将一定量玉米淀粉置于 130℃的烘箱中干燥 90 min，

取干燥后的淀粉置于烧杯中，并加入偶氮二甲酰胺
（AC）、甘油 （丙三醇）、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将其在
95℃下以 600 r/min 转速搅拌 10 min 得到糊化淀粉。

取一定量针叶木纤维置于烧杯中，并加入去离子

水分散至浆浓为 6%，将分散好的针叶木纤维加入糊
化 淀 粉 中 并 加 水 至 200 g， 将 其 混 合 物 在 95℃ 下 以

1000 r/min 转速搅拌 10 min 后，倒入培养皿中 25℃下

编号样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不同材料药品配比

Table1

Ratio of experimental drugs

m 淀粉/g

m 纤维/g

6.75

2.25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mAC/g

m 甘油/g

1.125

1.125

2.25

1.125

2.25

1.1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m 硬酯酸/g V 盐酸/mL
2

0.1

6

0.1

4
2
4
6
2
4
6

0.1
0.2
0.2
0.2
0.3
0.3
0.3

冷却成形。

1. 4. 2

质量分数 20% 的乙醇溶液中浸泡 72 h （每 24 h 更换一

1∶100 混合后进行充分研磨，压片法制样，在 400～

泡沫材料置于 25℃下恒温干燥 72 h，得到不同淀粉与

1. 4. 3

将成形后的胶状材料在-15℃下冷冻 8 h，然后在

次乙醇溶液，浓度不变），将在乙醇溶液中置换后的
纤维添加量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1. 3. 3

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制备

将 6.75 g 玉米淀粉置于 130℃的烘箱中干燥 90 min，

取干燥后的淀粉置于烧杯中，并加入偶氮二甲酰胺
（AC）、甘油 （丙三醇）、去离子水混和均匀，将其在

95℃下以 300 r/min 转速搅拌 10 min 得到糊化淀粉。在

红外光谱 （FT-IR） 表征

将干燥的材料粉碎后与光谱纯溴化钾按照质量比

4000 cm-1 的范围内对材料进行测试。
密度、孔隙率的测定

根据 GB/T 6343—2009 对材料密度进行检测。将

材料切成尺寸为 1 cm×1 cm×1 cm，干燥后称其质量，
计算密度。使用全自动压汞仪在低压条件进行测试孔
隙率。
1. 4. 4

力学性能的测定

根 据 GB 9641—1988 对 材 料 的 抗 压 强 度 进 行 检

糊化淀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硬脂酸与浓度为 6 mol/L 的

测，设定压缩形变 65% 时的应力压强为材料的抗压

糊化淀粉。

1. 4. 5

水分散至浆浓为 6%，将分散好的针叶木纤维加入改

的针头外径为 0.3 mm，内径约为 0.1 mm。测量时先

以 1000 r/min 转速搅拌 10 min 后，倒入培养皿中 25℃

放置在水平测量台上的材料表面接触，再升高针头，

盐酸，在 600 r/min、95℃下搅拌 5 min 中后制得改性
取 2.25 g 针叶木纤维置于烧杯中，并加入去离子

性糊化淀粉中并加水至 150 g，将其混合物在 95℃下

强度。

水接触角

接触角由 DSA 100 接触角测量仪测量，测量使用

使水在针尖处形成稳定液滴，然后让针头下降使水与

下冷却成形。

使水与针头脱离，液滴的体积约为 10～15 μL。对于

质量分数 20% 的乙醇溶液中浸泡 72 h （浸泡过程中等

测量点的平均值作为材料表面的水接触角。

将成形后的胶状材料在-15℃下冷冻 8 h，然后在

每一个材料，测量 3 个不同位置水的接触角，取 3 个

时间段更换 2 次乙醇，质量分数分别为 40%、60%），

1. 4. 6

燥 72 h，得到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

泡沫材料，然后每个样切取 9 个尺寸为 1 cm×1 cm×1 cm

1. 4

浸入水、花生油、油水混合物中 10 min。将其取出后

将在乙醇溶液中置换后的泡沫材料置于 25℃下恒温干
料。制备药品配比见表 1。
材料性能表征

1. 4. 1

形态表征

利用照相机拍摄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外观。使用扫
描电子显微镜 （SEM）、超景深显微镜、偏光显微镜
对材料形貌进行分析。
·52 ·

吸附性能的测定

制备不同淀粉与纤维添加量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

的立方体，称量质量记录数据，每 3 个样一组，分别

分别称量质量，将其置于培养皿中 105℃干燥后再分

别称量质量。疏水改性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
吸附性能测试同上。
按式(1)计算其吸附倍率。干燥后的相关倍率采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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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应的算法，对同一种液体吸附的数据取其 3 个样
的平均值。
m1
n=
m0

（1）

式中，n 为吸附的倍率，g/g；m1 为吸附后材料质
量，g；m0 为吸附前材料质量，g。
根据式(2)计算其油水比。
nO
n O/W =
n O-W - n O

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图 1(f)为酯化

程度较低的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从图 1(e)、图 1(f)可以看出，冷冻置换的过程中材料
酯化程度适中的情况下，冷冻置换的过程中材料表面

（2）

水混合物的吸附倍率；nO 为材料吸附油水混合物干燥
后的吸附倍率。

光滑，与未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
外观形态相同。

图 2 为不同纤维添加量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

材料的 SEM 图。从图 2 可以看出，不添加纤维时，制

备的材料分层现象明显，孔隙胞体分布不均匀。如图

2(b)～图 2(d)所示，在淀粉添加量为 4.5% 时，随着纤

结果与讨论

2. 1

乙醇溶液中置换的图片，图 1(e)为酯化程度较高的疏

出现裂纹的情况，但是控制该泡沫材料酯化程度，在

式中，nO/W 为材料吸附油水比；nO-W 为材料吸附油

2

1.5% 时，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在

维添加量的增加，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结构为

表观形态与形貌的分析

图 1(a) 是 在 淀 粉 添 加 量 4.5%， 纤 维 添 加 量 为

1.5% 时，纤维增强型淀粉泡沫材料在乙醇溶液中置
换的图片。从图 1(a)可以看出，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

沫材料整体形态完整，未在酒精溶液中分散。图 1
(b)、图 1(c)分别是乙醇置换后及恒温干燥后的纤维增

连续的胞壁和空腔，孔隙分布均匀，说明纤维起增强
作用的同时影响细胞的均匀性。当纤维添加量较高
时，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中的纤维作为支撑淀
粉的基本骨架，淀粉的糊化和黏结作用增强了与纤维
的结合力。

图 3 为纯淀粉基泡沫材料和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

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从图 1(b)可以看出，纤维增强

沫材料的超景深图像。由图 3(a)可知，纯淀粉基泡沫

图 1(c)中可以看出，干燥后的纤维增强型泡沫材料表

(b)可观察到纯淀粉基泡沫材料内部泡孔不均匀，且

型淀粉基泡沫材料表面完整，有细微的泡孔结构。从

面未开裂分层，整体形态与干燥前基本相同，表明干
燥过程并不影响材料的外观形态。

图 1(d) 是 在 淀 粉 添 加 量 4.5%， 纤 维 添 加 量 为

(a) 乙醇溶液中置换

出现了淀粉之间的黏结作用，孔径大小不一。相比图

3(a)、图 3(b)，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材料内部

孔隙多而均匀且泡孔多为圆形。从图 3(d)可以看到，

(b) 乙醇溶液置换后

(d) 乙醇溶液中置换的疏水改性材料

Fig. 1

材料内部出现了分层现象，内部结构不紧密，从图 3

图1

(e) 乙醇溶液置换后高酯化疏水改性材料

(c) 恒温干燥后

(f) 乙醇溶液置换后低酯化疏水改性材料

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图片

Photos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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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纯淀粉

(b) 纤维添加量0.5%

(c) 纤维添加量1.0%

(e) 纤维添加量2.0%

图2
Fig. 2

(a) 4.5%纯淀粉（纵截面）

(b) 4.5%纯淀粉（横截面）

(c) 4.5%淀粉+1.5%纤维
（横截面）

(d) 4.5%淀粉+1.5%纤维
（纵截面）

(d) 纤维添加量1.5%

(f) 纤维添加量2.5%

图3

不同纤维添加量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

Fig. 3

泡沫材料的 SEM 图

SEM images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fiber contents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内部几乎无分层现象，泡
孔分散也较为均匀。分析可知是由于纤维为淀粉在材
料中提供了结构支架，与淀粉内部搭建形成了三维网
状结构，从而使得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内部孔

2. 2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超景深图像
Super depth of field image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s

FT-TR 分析

图 5 为不同纤维添加量制备的纤维增强型淀粉

基泡沫材料 FT-IR 图。如图 5(a)所示，加入纤维后，
材料的微观结构发生了改变。淀粉与纤维分子间形
成 O—H 伸缩振动，3460 cm-1 处的羟基伸缩振动峰

向低波数移动，说明了淀粉分子与纤维之间形成了

隙分布均匀。

图 4 为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分子间氢键，从而破坏了淀粉分子间的作用力，淀

基泡沫材料中纤维与糊化后淀粉所编织的三维网状结

型淀粉基泡沫材料中—OH 基团吸收峰值处于最低频

的光学显微图。从图 4(a)可以看出，纤维增强型淀粉

粉添加量 4.5%，且当纤维添加量 1.5% 时，纤维增强

构。图 4(b)、图 4(c)为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

率。此时，纤维在材料中的增强效果最佳，两者之

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在其构架结构的纤维上比未改

—H 基团的 C—O 伸缩振动峰，从纯淀粉基泡沫材料

泡沫材料光学显微图。从 4(c)可以看出，改性后纤维

间形成了大量的分子间作用力。1150 cm-1 处为 C—O

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见图 4(a)） 更加

的 1164 cm-1 下降到 1150 cm-1 附近处，说明纤维与淀

密集。

(a) 4.5%淀粉+1.5%纤维(×50)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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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粉之间形成了分子间氢键。当纤维添加量分别为

(b) 4.5%淀粉+1.5%纤维
疏水改性(×50)

(c) 4.5%淀粉+1.5%纤维
疏水改性 (×100)

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光学显微图

Optical micrographs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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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纯淀粉
1620

f
3435

a
b
c
d
e
f

高酯化 1728

1008

2852

3433

纯淀粉
4.5% 淀粉+0.5% 纤维
4.5% 淀粉+1.0% 纤维
4.5% 淀粉+1.5% 纤维
4.5% 淀粉+2.0% 纤维
4.5% 淀粉+2.5% 纤维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波数/cm−1
(a) 疏水改性前

Fig. 5

低酯化

折射率

折射率

b
c
d
e

图5

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波数/cm−1

500

(b) 疏水改性后

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 FT-IR 图

FT-IR diagram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0.5%、1.0% 时，该处的波峰峰值较低，说明形成了

47.2

118.7°

大量的分子间氢键，而随着纤维添加量的增加，该

处出峰逐渐明显，说明纤维增加时，形成的分子间
氢键 （淀粉与纤维、淀粉与水等） 越多，分子间结

合力越好。从图 5(b)可以看出，3433 cm-1 处的吸收峰

(a) 纯淀粉

是游离羟基的吸收峰，相比纯淀粉基泡沫材料，改

(b) 低酯化

144.6°

性后未进行迁移。2852 cm-1 处的吸收峰是改性后产
生的，此处的峰是 CH2 对称振动的吸收峰，纯淀粉

基泡沫材料只在 2925 cm-1 处附近有 CH2 的反对称振
动的吸收峰。1728 cm-1 处的吸收峰是酯羰基 C=O 伸

缩振动的吸收峰，通常在 （1725±5） cm-1 处伸缩振

动的酯羰基的吸收峰是共轭体系酯；纯淀粉基泡沫
材料在 1008 cm-1 处出现了 C—O—C 吸收峰，改性后

明显向左偏移，表明改性后的材料接枝上了硬脂酸
使 C—O—C 的基团增多。
2. 3

图6

拍照，通过对纯淀粉基和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

基泡沫材料水接触角进行测量，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以看出，酯化程度越高，水接触角越大，此时疏水

改性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达到超疏水，说明酯化
改性是可以提高它的疏水性能。
酯化程度对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
材料密度和孔隙率的影响

图 7 为不同淀粉与纤维添加量制备的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密度图。从图 7 可以看出，淀粉添加
量为 4.5% 时，材料的密度普遍在 0.10~0.15 g/cm 的范
3

围内，相比其他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要小；当

淀粉添加量相同时，材料的密度随着纤维添加量的增
加，呈现出先下降再升高的趋势。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12 期

原淀粉及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
水接触角

Fig. 6

水接触角分析

运用视频光学接触角测量仪对水接触角进行测量

2. 4

(c) 高酯化

Water contact angle of starch and hydrophobically modi⁃
fied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s

图 8 为淀粉添加量 4.5%，不同纤维添加量下制备

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孔隙率图。从图 8 可以

看出，当纤维添加量增加时，孔隙率呈现先增长后下

降的趋势，当纤维添加量为 1.5% 时，材料的孔隙率
达到 88%。

图 9 为 在 淀 粉 添 加 量 4.5% 时 ， 纤 维 添 加 量 为

1.5% 时，不同盐酸与硬脂酸添加量制备的疏水改性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密度图。从图 9 可以看

出，酯化改性会使材料密度增加，增加其材料的交联
程度与密集程度。
2. 5

酯化程度对疏水改性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
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图 10(a)为淀粉添加量为 4.5%，不同纤维添加量

制备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应力-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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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0.40

密度/g·cm−3

从图 10(a)中可以看出，与纯淀粉基泡沫材料相比，

3.0% 淀粉
4.5% 淀粉
6.0% 淀粉
7.5% 淀粉

0.50

添加了纤维的材料应力-应变曲线急剧增强。相同应

变下，纯淀粉基泡沫材料应力很小，说明材料质地较

0.35

脆，且力学性能差。随着纤维添加量的增加，相同应

0.30

变下，材料的应力呈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当纤

维添加量达到 1.5% 时，材料的压缩强度最大，此时

0.25
0.20

的 应 力 达 到 4.66 MPa，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纤 维 添 加 量

0.15
0.10

0.5

图7

Fig. 7

1.0

1.5
2.0
纤维添加量/%

2.5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密度图

Density chart of fiber-reinforced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以迅速恢复形变。图 10(b)～图 10(d)为不同酯化程度

的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力学性能。
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酯化改性后，疏水改性的纤维
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力学性能普遍增强。硬脂酸用

量相同时，在盐酸用量为 0.1 mL 时，拉伸强度最大

88

达到 0.56 MPa；在盐酸用量为 0.2 mL 时，抗压强度最

86

大达到 4.51 MPa。盐酸用量相同时，在硬脂酸用量为

84

孔隙率/%

化成形提供了骨架，从而形成三维网络交联结构，提

高了其力学性能，使其具有较好的弹性，经挤压后可

90

6 g 时，拉伸强度最大达到 0.25 MPa，在硬脂酸用量

82

为 4 g 时，抗压强度最大达到 4.76 MPa。

80

2. 6

78
76

4.5% Starch

74
0.5

图8

Fig. 8

1.5% 时，针叶木纤维在淀粉中分散均匀，为淀粉糊

1.0

1.5
2.0
纤维添加量/%

2.5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孔隙率图

porosity diagram of fiber-reinforced starch-based
foam materials

利用硬脂酸与淀粉中的羟基发生酯化反应，硬脂
酸淀粉酯由于疏水性长链有机碳链的引入，从而降低
疏水改性材料的表面能，提高疏水能力。具体反应过
程见图 11 所示。

淀粉与硬脂酸反应生成硬脂酸淀粉酯方程

见式（3）。
CH2OH

0.28
0.26
0.24
密度/g·cm−3

0.22
0.20

O

0.1 mL 盐酸
0.2 mL 盐酸
0.3 mL 盐酸
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

OH

2. 7

0.16

0.10

O

+ H2O

(3)

OH
O
O n
O C
(CH2)16

O n

0

2

4

6

不同用量盐酸是酯化程度不同的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下同。

Fig. 9

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吸附性能

图 12 为在淀粉添加量 4.5% 时，纤维添加量 1.5%

时，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吸附油
硬脂酸添加量/g

水比。从图 12 可以看出，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
料的吸水能力大于吸油能力，其室温下干燥的材料还

是有少部分结合水，当材料吸油后通过干燥有少部分
油通过重力的沉降作用从材料中析出，通过在油水混

疏水改性前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密度图

合物中的浸入，可以看出材料在油水混合液中主要吸

Density profile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水，其次吸油，且吸油与吸水倍率均比吸水或油一种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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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OH

0.18

0.12

图9

OH

+ CH2(CH2)16COOH

H+

CH3

0.14

注

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反应机理

液体少。通过相关计算，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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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力-应变图

(b) 拉伸强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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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L 盐酸
0.2 mL 盐酸
0.3 mL 盐酸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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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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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添加量/g

硬脂酸添加量/g

(c) 抗压强度

(d) 最大应力

6

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和不同酯化程度的疏水改性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and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fiber reinforced
starch based foam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esterification degree
OH
H

O

O

O

O

HO

少量的
接枝提
高亲油
性能

硬脂酸接枝原理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rafting of stearic acid

的吸附油水比为 0.5970，从图 12 还可以看出，疏水

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在油水混合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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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H

Fig. 11

O

O

淀粉在糊化过程中，通过硬
脂酸与淀粉上的醇羟基发生
酯化反应，控制其酯化度使
制备的材料具有疏水性能及
提高油的亲和性。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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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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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盐酸催化，
发生酯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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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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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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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MPa

40

0.4

0.2

a
0

0.1 mL 盐酸
0.2 mL 盐酸
0.3 mL 盐酸
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

0.5

H

3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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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拉伸强度/MPa

4

应力/MPa

0.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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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提高，同时可以看出，改性后的材料，对水
的吸附作用减少，提高了其疏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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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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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Inspired

Durable，

Superhydrophobic Magnetic Particles for Oil/Water Separation［J］.

制备了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
在添加少量针叶木纤维后，纤维增强型淀粉基

泡沫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孔隙结构得到极大改善。当淀

粉添加量 4.5%，针叶木纤维添加量 1.5% 时，材料的

压缩强度最大，达到 4.66 MPa，此时测得材料的孔隙

率为 88%，密度为 0.13 g/cm3，吸附测试发现该淀粉
基泡沫材料主要以吸水为主。

在淀粉添加量 4.5%，针叶木纤维添加量 1.5%

时，对淀粉进行酯化改性制得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
淀粉基泡沫材料。当硬脂酸用量相同，在盐酸用量为
0.1 mL时，材料拉伸强度最大达到 0.56 MPa，在盐酸
用量为 0.2 mL 时，抗压强度最大达到 4.51 MPa。当盐

酸用量相同，在硬脂酸用量为 6 g 时，拉伸强度最大
达到 0.25 MPa，在硬脂酸用量为 4 g 时，抗压强度最

大达到 4.76 MPa。可以看出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

粉基泡沫材料的力学性能相对于未改性前成倍提高。
除此之外，疏水改性的纤维增强型淀粉基泡沫材料的
疏水性得到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其油水吸附的油水
比，使材料具有一定的亲油性。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2015，463：266-271.

［4］ LIU S， XU Q， LATTHE S 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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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阳讲堂”开课啦
“启阳讲堂”是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中国造纸杂

瓶颈

志社近期全力打造的精品课堂，将以专题形式进行

课程间隙特设企业产品、设备、技术宣传展示环

“线上+线下”授课，定期邀请国内及国际相关院校

节，集中展示高得率制浆领域关键设备、关键技术，

的教授、学者，相关部委的领导、相关机构专家，以

如果您有意向宣传企业设备、技术或产品，有兴趣担

及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人士，围绕造纸工业发展的前沿

任“启阳讲师”，或对哪些主题感兴趣，请尽快联系

热点与先进技术进行分享与交流。同时面向广大在校

我们。

师生，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及对造纸及相关领域感

企业宣传、
企业宣传
、课程定制

兴趣的社会人士开放。

龚

不管您是来自纸厂，还是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
通过这个讲堂你都将学习到：

箱：cpg@vip.163.com

主题推荐/“
主题推荐
“启阳讲师
启阳讲师”
”推荐

2. 最新的研究热点解析

杨

3. 专业的生产实践经验分享

4. 节能降耗的先进装备、绿色化学品

5. 解决自身困惑，了解未来趋势，突破现在工作

欢迎投稿

刘振华：010-64778158
邮

1. 权威的系列专题技术解读

凌：010-64778166

艳：010-64778163

杨苗秀：010-64778156
黄

举：010-64778172

邮

箱：cpp2108@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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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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