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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涂料流变性，基底材料特性对涂层结构和材料阻隔性能的影响；并对纳米纤维素、聚乙烯醇

从事纳米纤维素阻隔材
料的研究。

要：本文综述了可降解阻隔涂层在纸基食品包装材料中的应用，系统地介绍了涂层的阻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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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degradable barrier coatings in paper-based food packaging was reviewed. Firstly，the barrier mechanism and
rh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oatings we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n，the effects of substrat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n coating structure

and material barrier ability were analyzed. Finally，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modification methods of five common degradable

polymer coating materials（nanocellulose，PVA，PHB，PLA，starch）were contrasted and summarized，and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was pros⁃
pected.

Key words：barrier；coating；degradable material；paper-based packaging materials

日前，随着“限塑令”的实施和人们环保意识的

目前，提高纸基包装阻隔性能的方法主要有：①

不断提高，食品包装行业开始大量使用纸和纸板等纸

浸涂油、蜡、树脂、乳胶等[3]；②表面沉积致密的氧

基材料来代替合成聚合物[1]。然而，与常规聚合物包

化物膜[4]；③将塑料与纸张复合，制备纸塑复合材

装材料一样，纸基包装也需具备高强度、高阻隔的功

料[5]；④表面涂布合成物或天然聚合物[6]。前 3 种方法

能。针对食品包装而言，大气中的水蒸气和氧气是能

应用广泛并且效果显著，但使用的材料大多不可降

够穿透包装材料、使食品变质的关键。为了避免氧气

解，还会使纸产品的回收再制浆变得困难而且不环

和水分传递对食品质量的影响，提高食品的保质期

保。表面涂布法工艺简单、易于生产，尤其是使用可

限，良好的气体阻隔性能和抗拒液体渗透性能对于食

降解聚合物作为涂层材料更是目前的主要发展方向。

品包装材料至关重要，这也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性

可降解材料是一类能通过外部作用 （光、热、微生

能。由于纤维素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方面纤维素亲水
性强，另一方面纤维交织形成多孔性的网络结构，导
致纸张和纸板材料通常具有很强的吸液性和透气性，
这大大限制了纸基材料在食品直接包装领域的
使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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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机械作用） 引起聚合物内部解链，从大分子聚合
物分解为小分子聚合物，最后的降解产物对人、生
物、环境无毒副作用的材料[7]，可分为生物来源和人
工合成两大类。本文系统地介绍了涂层的阻隔机理和

吸附

涂料流变性；基底材料特性对涂层结构和材料阻隔性

图1

能的影响，并就纳米纤维素、聚羟基丁酸酯 （PHB）、
淀粉、聚乳酸 （PLA）、聚乙烯醇 （PVA） 5 种常见的
可降解材料，以及它们的改性方法、优缺点、阻隔性
能研究现状及应用前景进行了对比和总结。其中纳米

纤 维 素 、 PHB、 淀 粉 属 于 生 物 来 源 可 降 解 材 料 ，
PLA、PVA 属于人工合成可降解材料。
1

阻隔涂层
涂层是由某种材料涂覆在基底上，并能与基底

表面形成良好附着力的连续的、封闭的薄膜 [8]。涂层
的厚度一般要比基底薄很多，在零点几纳米到几微
[9]

米之间不等 。通过在纸基材料上应用涂层技术，可
以赋予材料特殊的阻隔功能，能够阻止气体 （氧气、
水蒸气）、液体 （水、油脂） 及其他低分子质量物质
溶解于基底材料并在其中发生扩散。这一过程发生

Fig. 1

溶解

相关 [10]。
1. 1

气体阻隔机理

气体分子在涂层中的渗透主要包括 4 个过程，如

图 1 所示。首先气体分子在涂层外表面吸附；随即溶

解进入涂层内部；然后气体分子在涂层内部发生扩
散；最后在涂层的另一面解吸。根据溶解-扩散机理，
气体渗透系数是气体溶解度与气体扩散系数的乘积：

The permeation process of gas molecules in the coating [13]

是基于物理的原理，通过在纸张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
薄膜，避免油和水与纸张孔隙的直接接触，通过膜层
的完整性来达到防渗透性能；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化学
功能基团降低纸张的表面能，防止油和水的润湿从而
阻止油和水的渗透。
1. 3

各类常用食品包装材料的阻隔要求
各类常用食品包装材料对水蒸气、氧气的阻隔要

求见表 1。
表1
Table 1

各类常用食品包装材料的阻隔要求
Barrier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types of
food packaging

产品

水蒸气透

氧气透过量

过量/g·

/cm3·(m2·24 h·

(m ·24 h)
2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
复合膜、袋（≤0.25 mm）

≤10

≤12

固体、半固体食品包装
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
（≤0.30 mm）

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

≤15

数）。这些参数与涂层材料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受

防潮食品用玻璃纸

≤60

食品包装用淋膜纸和纸

≤50

板（50~120 g/m2）

能密度和较低的自由体积分数。水蒸气和氧气的渗透

包装用双向拉伸聚丙烯

机理几乎相同，但由于二者的极性不同也会存在一些

珠光膜（20~50 μm）

差异。亲水性材料对水蒸气比较敏感，其扩散系数与

包装用聚乙烯低发泡

水蒸气浓度有很大关系，并不是一个常数；并且水蒸

防水阻隔薄膜

气在极性材料中的溶解度要高于非极性材料，导致水
蒸气在极性材料中的渗透更快[12]。
1. 2

阻水阻油机理
包装材料必须具备较高的抗拒液体渗透的能力，

包装用 BOPET 镀铝膜
（5~75 μm）

包装用多层
共挤阻隔膜

而纤维自身的亲水性和毛细管作用使得纸张材料吸水

EVOH
PVDC
PA

性较强，纤维间的多孔结构也加剧了油和油脂的渗

液体包装用聚乙烯吹塑

透。利用涂层技术使纸张获得阻油阻水性能，一方面

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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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Pa)
≤0.8

P=S×D （P—渗透系数；S—溶解度系数；D—扩散系

涂层中的透过率低，材料本身就必须具备较高的内聚

−1

≤0.5

纸基复合材料

内聚能密度和自由体积分数的影响[11]。而要想气体在

解吸

气体分子在涂层中的渗透过程[13]

的速率、程度与涂层的物理化学结构，扩散分子本
身的特性以及扩散分子与涂层的相互作用密切

扩散

GB/T

30768—2014
GB/T

18706—2008
GB/T
GB/T

36392—2018
BB/T

0002—2008
BB/T

2.0~3.5

0011—1997

≤3.5

≤15

≤5

≤20
≤20

≤6

≤150

≤8

≤2500

China Pulp & Paper

GB/T

28118—2011

24695—2009

≤15

≤4

标准

−1

BB/T

0030—2004
BB/T

0041—2007
QB/T

123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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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气性对涂布纸获得优异的阻隔性能也有很大影响。

涂层结构
涂层之所以能够赋予纸基材料良好的阻隔性能，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善纸基表面缺陷 （如孔隙） 并在
其上形成一层连续的、平整的、封闭的薄膜来实
[3]

Kumar 等 人[17] 在 不 同 的 纸 基 基 底 上 涂 布 高 黏 性

MFC 悬浮液，结果发现：①基底的表面粗糙度和孔
隙率对涂层的覆盖范围和均匀性有显著影响。对于高

基体粗糙度和高表面孔隙率，较低的涂布量不能填充

现 。当涂层平整、致密、封闭，气体和液体分子是

表面上的所有空隙，从而导致不连续的涂膜。因此，

很难渗透通过。反之，当涂层存在裂纹、针孔、缺

想要完全覆盖基底表面形成均匀的涂层，就需要一个

[14]

陷，气体和液体分子的渗透性就会大大增加 。由此
可见，涂层的性质、结构以及表面状态对材料阻隔性

更为光滑的基底表面。②基材的亲水性有助于 MFC

湿膜的均匀扩散，减弱因弹性效应产生的涂层收缩，

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影响涂层结构的因素

提高与基材的附着力。③基材的高吸水性确保了涂膜

还包括涂料的流变性能和基底材料的特性。

在表面上保持完整，一方面避免了因涂层材料絮聚导

2. 1

致的缺陷，另一方面防止了干燥只发生在涂层顶部而

涂料流变性对涂层结构和阻隔性的影响
涂料在材料表面涂布成膜后的阻隔性能与其结构

密切相关，而涂层的结构又取决于涂料的流变特性。
涂料的流变性能直接影响着涂料的黏度、流平性及其
在纸张表面的成膜情况，从而影响涂层的微观粗糙度
和涂层间的附着力，进一步影响着涂布纸的阻隔
性能。

出现的针孔。这些结果清楚地强调了纸基基底的
作用。

Tyagi 等人[18]发现，表面光滑的未漂长纤 A 纸与粗

糙的 B、C 纸相比，使用纤维素纳米晶体 （CNC） 共

混涂层的阻隔效果更好。光滑的纸张表面使得涂层分
布得更均匀，相比之下，同样的涂层只是填充了粗糙

[15]

吴新磊等人 研究了壳聚糖分别复合蒙脱土和瓷
土这两种纳米复合涂料的流变性能和其对涂层阻隔性
的影响。结果发现，壳聚糖复合蒙脱土后具有“剪切
变稀”现象；而壳聚糖复合瓷土后却具有“剪切增

纸张的凹陷处。而在相同涂布量下，透气度大的 C 纸

上涂覆任何涂层都没有观察到明显阻隔的变化，在 C
纸上涂覆相同量的涂层也不足以达到 A 纸的阻隔效

果。刘玉莎[2] 发现底纸的特性影响着壳聚糖涂层的成

稠”现象。在相同的制备条件下，后者的黏度高于前

膜性及均匀性。壳聚糖溶液在淋膜原纸表面的成膜性

者，前者的流变性优于后者。流变性决定了涂层的平

和均匀性不如白牛皮纸好，而这两者的成膜性和均匀

滑程度和均匀分布性，流变性越好，涂层的抗渗透能

性又均不如包装原纸好。这主要是与各底纸的表面平

力越强。两种涂料分别涂布于白卡纸表面后发现，前

滑度及透气度紧密相关。

者涂层的平整度要高于后者，并且前者对提高纸张水
蒸气和氧气阻隔能力优于后者，其表面更难被水润

3

湿，显示出较好的抗水渗透性。

Kumar 等 人 研 究 了 由 微 纤 化 纤 维 素 （MFC）、
[16]

常见的可降解阻隔材料
传统方法制备具有阻隔性的纸基材料是在表面涂

覆聚乙烯 （PE）、聚丙烯 （PP）、乙烯-乙烯醇共聚物

PVA、SiO2 三种成分组成的复合涂层代替砂纸乳胶涂

（EVOH）、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聚偏二氯

行为。结果发现，纯 PVA 的黏度最低，MFC 的加入

可有利地与纸张刚度相结合，但也会使纸基材料失去

层的阻隔效果，同时探讨了不同配方涂料的不同流变
使涂料黏度增加，并产生了剪切变稀现象，赋予了涂

料良好的流变性能，更有利于涂布。而 SiO2 的加入使

黏度得到进一步下降，但不影响剪切变稀性和涂布性

能。虽然纯 PVA 涂料可以形成完全封闭的涂层结构，
但 会 降 低 后 续 涂 层 的 层 间 附 着 力 。 添 加 了 MFC 和

SiO2 之后，原本封闭的 PVA 涂层结构变得略微开放，
降低了阻隔性能，但却增加了与后续涂层的附着力。
2. 2

基底对涂层结构和阻隔性的影响
通过涂布的方法使纸张获得阻隔性能，就必须使

涂布液在纸基表面较好的成膜。因此，底纸的孔隙
率、平滑度、吸水等性能十分重要，同时底纸自身的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12 期

乙烯 （PVDC） 等热塑性聚合物，它们良好的阻隔性
其降解性和可循环性。为满足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
要，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可降解聚合物材料的
使用。
3. 1

纳米纤维素
纳米纤维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天然高分子材

料，其尺寸和性能随种类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目前
常用于阻隔材料使用的纳米纤维素包括微纤化纤维素

（MFC，microfibrillated cellulose）、纳米纤化纤维素NFC

（nanofibrillated cellulose）、 纤 维 素 纳 米 晶 体 （CNC，
cellulose nanocrystals），其中 NFC 和 MFC 也可称为纤
维素纳米纤丝 （CNF，cellulose nanofibril）。CNC 是一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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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常微小的晶体纳米颗粒，通过酸性或氧化水解等

化学过程获得，一般直径为 3~50 nm，长度为 100~
250 nm，结晶度大于 90%，较高的结晶区可有效阻碍
气体分子的渗透。相比于 CNC，MFC/NFC 则是通过

机械剪切作用制备的，既包含结晶区又包含无定形

区 。 MFC/NFC 的 长 径 比 较 高 ， 一 般 直 径 3~100 nm，
长度>1 μm，在湿状态下往往更有弹性，在交联结构

中具有形成高密度、低孔隙率和高空气渗透阻力的
潜质

[19-20]

。

间的黏附性。结果表明，在膨润土含量为 5% 时，随

着涂层质量的增加，水蒸气透过率显著降低。温度

25℃、相对湿度 50% 时，未涂布纸的水蒸气透过量约
为 28.5 g/(m2·24 h)，当涂层厚度为 29 μm 时，水蒸气

透过量降低至 4 g/(m2·24 h)，约降低 86%，同时氧气

透过率 （OTR，Oxygen Transmission Rate） 值下降了

约 50%。这主要得益于膨润土片状结构提供的曲折扩
散路径阻碍了气体的渗透。此外，硅酸盐本身的化学

特性也有助于提高复合涂层在高相对湿度条件下的阻

纳米纤维素优异的水分散性使其能单独或复合作

隔性能[29]。

为水性涂层而使用[21]。由于基材表面孔隙各异，涂覆

纳米纤维素材料在阻隔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到基底表面的纳米纤维素可能沉积在表面也可能渗透

力，为了顺利推进其在包装材料上的使用，还需要实

[22]

进入孔隙当中，但均会增强材料的阻隔性能 。Au⁃
lin 等人 将 MFC 涂布在牛皮纸和防油纸上 （原纸透
[23]

气性分别为 69000 和 660 nm/(Pa·s)），当使用同一线

现其产业化生产和改性方法的创新。
3. 2

PVA

PVA 是一种可降解的合成高分子聚合物，具备

棍单层涂布后，两纸透气性分别下降为 4.8 nm/(Pa·s)

理想的成膜性和黏结性，其分子内和分子间存在大量

表面孔隙比防油纸更多、更开放，但通过增加涂布

具有优异阻隔性能[30]。在温度 23℃，相对湿度 0%RH

和 0.2 nm/(Pa·s)，耐油性能也随之增加。虽然牛皮纸

量，均形成了一层致密连续的 MFC 膜。纳米纤维素

涂层的阻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干膜中的结晶度
和形成的网络结构，因为气体分子很难穿透晶体部分
或致密的网络结构[24]。一般来说，纳米纤维素的阻油
性能与阻氧气等非极性气体的性能密切相关，因为无
论是氧气还是油脂都不能与纳米纤维素的氢键结构发
生相互作用。一些研究也表明，具有良好阻油能力的
涂层也同样具备良好的阻氧能力[25-26]。
然而鉴于纳米纤维素本身的亲水特性，其与水和
水蒸气阻隔性能并不理想，一般是通过适当的疏水改
[27]

性得到改善。郑闪闪等人 将苯基三甲氧基硅烷改性
的纳米纤维素涂覆于普通 A4 纸表面，测得样品表面
的水接触角相比于空白纸提高了 17.2°，具有较强的

疏水性。同时其空气透过率比空白样降低了 1233 倍，
水 蒸 气 透 过 率 （WVTR，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降低了 50%。类似的纳米纤维素疏水改性方法
包括化学共价键结合改性、物理吸附改性和共混交联

改性等。另一种提高纳米纤维素阻隔性的方法是与其
他 材 料 进 行 共 混 。 Tyagi 等 人[18] 利 用 CNC、 蒙 脱 土

（MMT）、两亲性黏合剂大豆蛋白和烷基烯酮二聚体
（AKD） 制备了复合涂层，经测定发现，相较于原纸
而言，涂布后的纸张水蒸气透过率降低了 27%，空气

渗透率减少了 88%。此外纳米纤维素与无机片状材料
复合也可以有效改善其水蒸气阻隔性能。Mirmehdi 等

人 将 CNF/纳米膨润土悬浮液喷涂于牛皮印刷书写
[28]

纸上，并采用电晕放电处理，提高纸张与复合材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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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极性羟基，使 PVA 分子链堆积规整，结晶度高，
时 ， PVA 薄 膜 （25 μm） 透 氧 性 <0.2 mL/(24 h·m2)，
其阻氧性甚至优于 EVOH （0.4~5.0 mL/(24 h·m2)） 和

PVDC （7.7~26.5 mL/(24 h·m2)） [31]。然而 PVA 在水中

易于溶解、溶胀和吸湿，通常具有较高的水蒸气渗透
性(WVP，Water Vapor Permeability)。此外，在环境相

对湿度较大时，通过膨胀吸收水分，其氧气的渗透性

也会大幅增加[32]。以厚度为 6 μm 的 PVA 薄膜为例，
当相对湿度从 0%RH 升到 55%RH 时，其透氧率(OP，
Oxygen Permeability)增加了 5 倍以上[33]。

为了提高 PVA 的耐湿性能，特别是增强其在高

相对湿度下的气体阻隔性，可采用将 PVA 与无机材

料复合和化学交联的方法。赵文迪[34]用自制的二次柱

撑有机化改性蒙脱土配制了 PVA/纳米分散的蒙脱土

片层 （OMMT） 复合涂料，同时加入交联剂四硼酸钠
对 PVA 进行耐水改性，再将其涂布于纸张表面。当
涂布量为 15 g/m2、温度 38℃和相对湿度 90% 时，纸

张的水蒸气透过量为 4.562 g/(m2·24 h)，具备优良的
水蒸气阻隔性能。杜艳芬等人[35]用 PVA、高岭土对原

纸进行两道涂布，当预涂 PVA 的涂布量为 0.98 g/m2、
面涂 PVA/高岭土 （PVA 与高岭土的质量比为 50∶50）
的涂布量为 3.23 g/m2 时，涂布纸的水蒸气透过率下降
98.6%。这些研究表明，无机片状的材料不仅可以通
过制造曲折的扩散路径来降低气体的渗透率，还可以

对水溶性的 PVA 基质进行疏水改性，从而获得良好
的水蒸气阻隔性。除了蒙脱土、高岭土以外，研究涉
及到的无机材料还包括蛭石[36]、石墨烯[37]、α-磷酸氢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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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38] 等。然而根据 Spiridon 等人[39] 的研究，纳米无机

薄膜，由于 ZnO 的均匀分散以及与基体的强界面附着

生一些负面影响。此外，PVA 与一些疏水物质共混

ZnO 质量分数为 5.0% 时，PHB 的吸水率、水蒸气透

填料的添加可能会对 PVA 复合材料的生物降解性产
也可以降低其水蒸气透过性。Shen 等人 以 PVA 和
[40]

AKD 分散体为涂层材料，制备了具有良好阻隔性能
的疏水纸。经测定，PVA/AKD 分散体黏度处于中等

力，生物聚合物的刚度、强度和韧性同时增强。当

过率和透氧率分别下降了 66%、38% 和 53%，气体阻
隔性能得到改善。

虽然目前对 PHB 在包装工业中的应用有比较广

水平，适合于在原纸表面的应用。在 PVA/AKD 三层

泛的研究，但 PHB 成本较高，其作为纸张涂料的相

急剧下降到 2 g/(m2·24 h)，PVA 薄膜对表面孔隙的封

3. 4

涂布的情况下，原纸的水蒸气透过率从 543 g/(m ·24 h)
2

闭作用和 AKD 的疏水作用是提高阻隔水蒸气能力的
两个因素。

PVA 阻隔性能优异，价格相对便宜，加工过程

绿色环保，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但 PVA 仍属于亲水性物质，其高吸湿率限制
了其阻隔能力的提高。且目前分离出的 PVA 降解微
[41]

生物种类仍然较少，降解效率相对较低 。因此提高
PVA 的耐水性及生物降解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 3

PHB

PHB 是由甘蔗等可再生资源通过细菌发酵合成

的，可被多种微生物完全降解成无害的分子，是一种
可生物降解的热塑性聚酯

[42-43]

。作为目前石油基聚合

物的可能替代品，PHB 在小型一次性产品和包装材
料中已经得到了应用[44]。PHB 具有高度的晶体性、疏
[37]

水性和内在的阻隔性 ，它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悬浮
液，适合于纸张的表面处理[45]，这些特性使 PHB 成为

纸张涂料的合适选择。Cyras 等人[46] 以氯仿为溶剂，
采用溶剂铸造法将 PHB 涂覆在纸上制备了 PHB/纤维

素纸生物复合材料，当 PHB 浓度超过 10% 时，其吸

湿率、吸水率、水蒸气渗透能力和表面粗糙度均有所
降低，且表面疏水性增加。

PHB 在食品包装方面一个重要的特性是其水蒸
[41]

气渗透性低，接近于低密度聚乙烯 。然而，PHB 的

高结晶度导致其脆性大，抗冲击性差，熔化温度接近
降解温度，从而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为了克服这些

缺点，可将 PHB 与其他聚合物复合或用纳米填料填

关研究仍然非常有限[48]。
PLA

PLA 是一种热塑性脂肪族聚酯，由乳酸合成，乳

酸来源于玉米、甜菜等可再生的植物资源，因此聚乳

酸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49-51]。PLA
与石油基聚酯 （如 PET） 外观相似，机械性能也相
似，特别是均具有高弹性模量、高刚度、热塑性塑料

性能和良好的加工性能，被认为是传统食品包装的替
代品[52]。目前 PLA 的应用已扩展到了一次性餐具、包
装袋等领域[53]。PLA 对水蒸气有较高的耐受性，其薄

膜的水蒸气渗透值比天然生物聚合物基薄膜低两个数
量级，但其对氧气的阻隔性较差[54-56]。

在改善 PLA 阻隔性能方面，可以使用的方法很

多，较为简单的是通过添加其他材料与 PLA 进行共
混。Song 等人[29]将 PLA 与疏水改性的 CNF 混合，并用

铸膜法涂覆在纸张表面。当改性 CNF 添加量为 1%、
复合涂层质量为 40 g/m2 时，涂布纸张 WVTR 值达 34

g/(m2·24 h)， 远 低 于 未 涂 布 原 纸 的 1315 g/(m2·24 h)。
Zenkiewicz 等人[57] 将 5% 的 MMT 添加到 PLA 中，共混

后 薄 膜 的 水 蒸 气 和 氧 气 透 过 量 各 自 都 下 降 了 40%。

Trifol 等人[58] 也同样发现，相比于纯 PLA，共混 CNF、
CNC 或 OMMT 后的 PLA 纳米复合材料的阻隔性均有
很大程度改善，且水蒸气透过率大幅度降低。由此可

见，向 PLA 基质中加入有机或无机的纳米粒子是改
善 PLA 阻隔性的有效办法。

虽 然 PLA 通 常 被 认 为 是 一 种 生 物 可 降 解 材 料 ，

但在实际模拟海洋和土壤条件下，PLA 是难降解的，
而且只有在高温下才可堆肥处理，因此其可降解性还

充，以制备出机械性能更好、成本更低的材料。Seo⁃

有待进一步考量[59]。而且 PLA 不溶于水，且在熔化温

备了 PHB 与纤维素纸板的双层复合材料。涂覆 PHB

处理有可能使表面产生细小裂缝，从而影响其阻隔

ane 等人[47] 采用不同的 PHB 基层配方，通过模压法制

度以上熔体具有不稳定性。对 PLA 进行加热或拉伸

薄膜后的纸板水蒸气阻隔性得到增强。涂层配方中增

性，因此 PLA 也不适合作为需要加热的食品包装材

复合材料层间的黏附作用和材料拉伸性能，同时

3. 5

塑剂三丁酸甘油酯 （TB） 和 CNC 的加入有利于提高
CNC 的加入也可进一步降低材料的水蒸气渗透性。
最终样品的水汽阻隔性能可与 PE 双面涂层纸板相媲
美。Ana 等人 采用溶液铸造法制备了 ZnO/PHB 复合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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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60]。这些因素都限制了 PLA 的大规模应用。
淀粉

淀粉在自然界中储量丰富，是一种降解性好的可
再生资源，常应用于造纸工业作为纸张涂料或施胶剂
使用。天然淀粉具有较好的黏结性和成膜性，但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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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半晶体性质，淀粉膜的力学性能较差，并且自身对水
Table 2

[61]

比较敏感 。当淀粉颗粒分散体作为涂布液涂布于纸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common degradable
barrier materials

张表面时，由于涂层裂纹的形成，它只能起到提高纸
材料

张表面光滑度、物理强度、耐油性和光学性能的作
[62]

常见可降解阻隔材料性能对比

纳米纤维素

PVA

PHB

PLA

淀粉

高

高

一般

一般

较差

用，并没有改善其阻隔性能 。淀粉用于阻隔涂布

氧气阻隔性

时，需对其进行改性处理以提高其热塑性能。

水蒸气阻隔性

较差

一般

较高

较高

差

常用于淀粉增塑的有甘油 和山梨醇 ，它们可

耐油性

较好

好

好

好

一般

通过与淀粉发生反应，限制分子链的运动，使淀粉膜

耐水性

差

较差

好

好

差

的结构更加紧密，从而减小气体分子的扩散速率，并

降解速率

超快

适中

快

适中

超快

降低对水和油的吸收值。一些疏水改性淀粉，如醋酸

商业化程度

较低

高

中

高

较高

[63]

[64]

[65]

酯淀粉的应用 也可以显著降低涂布牛皮纸的吸水性
和水蒸气渗透性，提高材料阻隔能力。除了增塑和疏
水改性外，将淀粉与其他成膜性好的物质进行复配，
也能进一步增加淀粉的机械性能和阻隔性能。例如，
PVA 和淀粉都具有优异的成膜能力，可显著提高纸
张耐湿性。与未涂布原纸相比，涂布量仅为 4.0 g/m

2

的 PVA/淀 粉 涂 层 能 够 完 全 覆 盖 纸 的 多 孔 结 构 ， 使

PVA/淀粉涂布纸的吸湿性更小[66]。淀粉与其他天然高

使用；PHB 和 PLA 在一次性包装材料的工业生产中
已有应用，主要是通过挤压涂层的形式进行加工，二

者的水蒸气阻隔性能突出，可与石油基塑料相媲美，
但氧气阻隔性能稍差，高结晶度使得 PHB 脆性大，
而 PLA 则韧性较差，一些纳米级填料的加入可有效
改善这一问题；相比其他材料，淀粉的阻隔性能差得

多，力学性能也不足，但淀粉作为一种天然生物聚合

分子化合物如纤维素、木质素、壳聚糖等也具有较好

物，来源广、成本低、可再生又可完全降解，具备较

的相容性，通过共混也可对淀粉进行改性[67]。近年

好的成膜性和耐油性，经过塑化改性，性能可得到大

来，也有研究尝试在淀粉中添加纳米黏土来提高材料

幅提升，因此在食品包装领域有一定应用潜力。

的气体阻隔能力。Park 等人[68]将制备的热塑性淀粉通
过热熔插层的方法插入改性蒙脱土，由此制备的淀
粉/纳米黏土复合材料的水蒸气透过率比纯淀粉材料
小很多。

4

结

语

纳米纤维素、聚乙烯醇 （PVA）、聚羟基丁酸酯
（PHB）、聚乳酸 （PLA）、淀粉等材料基于可再生资

虽然与其他天然高分子聚合物相比，淀粉成本

源，具有许多优势，如降解性、阻隔性、良好的成膜

低，来源广，使用方便，用于阻隔涂布的研究也不

性、无毒性和生物相容性。在纸基表面涂布这些可降

少。但淀粉属于亲水性物质，水蒸气阻隔效果并不很

解聚合物涂层可基本满足食品包装阻油、阻氧的性能

理想。与此同时，淀粉力学性能差、容易滋生细菌也

要求。但因纸张本身的性质，即使使用改性后的涂料

是阻碍其作为食品包装阻隔涂层应用的重要原因。

进行表面涂布，其水蒸气阻隔性也较差。

3. 6

常见可降解阻隔材料性能对比与总结

将纳米纤维素、PVA、PHB、PLA、淀粉这 5 种

可降解材料的阻隔等性能进行对比，如表 2 所示。

总体上，这 5 种可降解材料各有优势，也都存在

不足，单一材料难以满足所有性能指标，实际使用时

会通过化学、物理改性或与其他材料共混来达到最佳
效果，并应用于特定领域。
具体来讲，纳米纤维素具有较好的氧气阻隔性
能，与纸基材料的界面相容性好，完全可降解，但极
易受到环境湿度的影响，鉴于其生产成本高、储存和
运输困难等问题，目前商业化程度较低；PVA 可作
为水性涂料使用，涂布加工十分方便，成膜性能优
异，氧气阻隔性和耐油性极佳，但受其高亲水性的限
制，一般需要通过化学交联或与无机纳米材料复合后
·86 ·

目前涂布型纸基包装主要还是用于含水量较低的
食品包装领域，研发出具有高水汽阻隔性能的可降解
涂料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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