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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基木质纤维复合膜的制备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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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纤维素是木质纤维的主要组分之一，但其潜在应用价值远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以毛竹季铵盐半纤维
素为原料与羧甲基纤维素通过流延法制备复合膜材料。FT-IR、XRD 结果表明，复合膜制备中无新键形成，QH 与 CMC
主要通过氢键和静电吸引结合；由 SEM 及 AFM 可知，复合膜表面光滑、结构致密，说明这两种高分子通过这种物
理方式结合紧密；复合膜抗拉强度随着 CMC 的比例增加而增加，且最大值可达 65.2 MPa。通过 UV-vis 测试，复合
膜透光率均高于 80%。由于复合膜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透光率，制备过程工艺简单，并且两种生物质大分子具有生
物相容性，因此，复合膜可用于食品包装领域，并为生物质木质纤维的利用开拓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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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lended films from quaternized hemicelluloses
and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GUAN Ying, RAO Jun, GAO Hui, LIU Shengquan
(School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Hemicellulose-based material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due to the various advantages of
hemicellulos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hot research in biomass-based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d
a facile and green route to fabricate film from bio-based polymers (QH, quaternized hemicelluloses, and 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The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films were studied by AFM, FT-IR, SEM, TGA,
and XRD. The FT-IR and XR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hysical crosslinking (hydrogen bonding and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rather than chemical reac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gelation process of QH and CMC. From the pictures
of SEM and AFM, the composite film with smooth surface and dense structure was observed. The mechanical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composite film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MC content,
and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ngth reached to 65.2 MPa. In addition, the UV-v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btained
composite film has a higher light transmittance. A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osite film can be used in food
packaging due to its good tensile strength, light transmittance,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Key words: quaternized hemicellulose;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composite films; packaging
目前，包装材料大多源于石油基产品，不仅不
可再生，难以降解，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有机高分
子原料的来源由于石油资源的严重消耗而受到威
胁。因此，开发利用价格低廉、资源丰富的天然有
机高分子可再生资源尤为重要[1-3]。近年来，人们将
更多地关注一些可持续、可生物降解材料。半纤维
素是由自然界生物大量合成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其

资源丰富、易成膜、易于改性、可降解，是一种具
有潜力的膜材料[4-6]。以季铵盐半纤维素和蒙脱土为
基础的复合膜，由于增加了粘土纳米片层结构而具
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7]；纳米纤维素晶须作为增强材
料加入到阿糖基木聚糖薄膜中，可以有效地增加膜
的刚度和强度[8]。除此之外，通过微波辅助合成基于
半纤维素、葡萄糖纳米银复合膜具有很好的抗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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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因此，基于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薄膜在许多领
域有潜在的应用。本研究以竹材半纤维素为原料，
将半纤维素进行季铵化改性，与羧甲基纤维素交联
制备复合膜材料。通过对复合膜形貌、结构及性能
的表征，讨论复合膜结构及其理化特性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毛竹半纤维素制备方法如下：将 40～60 目的 3
年生毛竹粉末，经苯醇抽提后，78℃下与亚氯酸钠
（1:1.2）反应 2 h 脱木素。将反应后的溶液过滤、
洗涤、干燥，得到的综纤维素用 5% NaOH 溶液在
60℃下溶解 4 h，反应完毕后，调节滤液的 pH 值至
5.5～6.0。最后，将滤液经旋蒸、浓缩、透析、再浓
缩、冷冻干燥得到毛竹半纤维素。通过糖分析得出：
半纤维素中糖组分为 83.6%木糖，6.8%葡萄糖醛酸，
5.1%阿拉伯糖，4.2%葡萄糖，0.4%半乳糖（相对摩
尔百分比）。通过凝胶渗透色谱（GPC）获得分子量，
结果表明天然半纤维素的平均分子质量为 13 420
g·mol-1，分散度为 4.1，聚合度为 88。2,3-环氧丙基
三甲基氯化铵（ETA）购于上海笛柏化学品有限公
司。羧甲基纤维素取代度为 0.78，购于天津市精细
化工研究所，其粘度为 800～1 200 Pa·s。无水乙醇、
氢氧化钠、醋酸，均为化学纯。
1.2 方法
1.2.1 季铵化半纤维素的制备 季铵盐半纤维素主
要是通过醚化反应进行[10]。将半纤维素在去离子水
中 60℃下溶解 30 min，降温后加入 NaOH 溶液碱化
（NaOH 和 ETA 的摩尔比为 0.75），再升温，逐滴
加入季铵化试剂 ETA（约 20 min 滴完），反应中保
持连续搅拌。反应结束后，降温，调节溶液 pH 至
5.5～6.0，用乙醇沉淀、过滤、用乙醇洗涤除去未反
应的季铵化试剂，将样品自然风干 12 h 后，在 45
℃下干燥 24 h，得到季铵化半纤维素（QH）。
1.2.2 复合膜的制备 将 QH 溶解于去离子水中，
搅拌 24 h 后将溶液离心（3 000 r·min-1），然后得到
质量百分浓度 2 % QH 溶液并保存于 4℃冰箱中。将
羧甲基纤维素溶解在 60℃的蒸馏水中得到质量百
分浓度 2 %的溶液。QH 与 CMC 溶液按体积比（1:1、
1:2、2:1）在室温下搅拌 24 h，得到的混合溶液均
匀平铺在玻璃板上，流延法分别得到复合膜标记为
Film1、Film2 和 Film3。
1.2.3 复合膜的表征 在 Bruker OPTIK GmbH
Tensor II (Bruker, Germany) FT-IR 光谱仪上测定
QH、CMC 原料及其复合膜的红外光谱，粉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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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KBr 压片，而复合膜则采用在 ATR 模式进行
数据采集，波长范围均在 500～4 000 cm-1 之间。使
用日本岛津公司的 XRD-6000 仪器测定膜的结晶结
构，辐射源 λ 为 0.154 nm，管压/管流 40 kV/40 mA。
将样品以速度 2°·min-1 从 5°至 45°（2θ）扫描。将
复合膜固定在扫描电镜样品台上，其表面经过喷金
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4800 (Hitachi, Japan)
进行观察，扫描电压为 5 kV。可得到放大 200～5 000
倍的图像。复合膜切成 15 mm×15 mm 的矩形。将
复合膜贴到比色皿表面，用紫色/可见分光光度（PG
Instruments TU-1900）计扫描，测定膜的透光率
（T%）。复合膜的拉伸应力-应变测试在万能力学实
验机 AG-X plus，Shimadzu（Kyoto, Japan）上进行
的。最大载荷为 1 000 N。需测试的样品尺寸为 5
mm×25 mm，间距为 20 mm，其结果根据薄膜和薄
片拉伸性能的测定（GB/T1040.3-2006）[11]进行计算。
每张膜测试 4 次，取平均值做最后结果。复合膜的
动态热力学性能采用耐 DMA Model 242 E/1/G 进行
分析。首先将厚为 25～40 μm 的复合膜裁成长 20
mm，宽 5 mm 样条。其动态参数为–50～180℃（2
℃·min-1，振幅 20 μm，静应变为 0.67%，频率为 1
HZ，应力为 1 N ）。

2

结果与分析

2.1 复合膜的结构分析
原料及复合膜的 FT-IR 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由图 1 可知，季铵盐半纤维素的特征峰主要分布在
3 357、2 923、1 615、1 474、1 046、982 和 896 cm-1
处，在 1 615 cm-1 处的吸收峰归属于半纤维素上的
-COO[12]。CMC 的特征峰主要分布在 1 596、1 416、
1 324 和 1 057 cm-1。由图 2 可知，经过这 2 种物质
复合得到的复合膜红外光谱图中，每个吸收峰都来
自于 QH 与 CMC 的特征峰产生，并没有新的键形
成，这说明在季铵盐半纤维素与羧甲基纤维素复合

图 1 QH 和 CMC 的红外光谱图
Figure 1 FT-IR spectra of QH and 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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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合膜的红外光谱图
Figure 2 FT-IR spectra of films

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化学反应，而是通过静
电吸引、氢键作用以及范德华力等物理方式制备出
复合膜。与 QH 和 CMC 两种原料相比，复合膜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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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OH 峰偏移，可能是两者分子内或分子间氢键相
互作用的结果。
2 种原料及复合膜的 XRD 结果如图 3 所示。
QH 在 19.9º 处出现衍射峰，19.8º 和 33º 归属于纤维
素 I 型的衍射峰[13-14]。当 QH 和 CMC 通过静电吸引
和氢键作用等物理交联成膜后具有一定的结晶结
构，出现许多新的衍射峰。
3 种复合膜均在 2θ=19.7°，
32.5°和 42.1°出现衍射峰，只是峰的强度有所不同。
Film1 由于半纤维素含量多，非结晶结构较多，其
衍射强度最低，结晶度也最低。Film2 和 Film3 的
衍射峰明显比 Film1 的高，说明复合膜的结晶结构
主要受半纤维素含量的影响，其结果与拉伸测试结
果相一致。

图 3 QH 和 CMC 复合膜的 X 射线衍射图
Figure 3 XRD of QH and CMC films

Figure 4

图 4 复合膜的 SEM 图（A 为膜表面；B 为剖面图）
SEM pictures of Film2 (A：surface of Film2; B: cross-section of Film2)

2.2 复合膜的微观形貌
图 4 为复合膜 Film2 的 SEM 微观形貌图，从横
截面（图 4A）可以看出，膜的表面平整性较好，表
面光滑。表面的一些皱褶可能是由于水分蒸发形成
分子内或分子间强烈的氢键结合收缩形成。由复合
膜的剖面图（图 4B）可见复合膜结构致密，主要是
由于 QH 和 CMC 通过正和负电荷相互吸引，同时
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作用形成紧密结合的复合膜结
构。

2.3 复合膜的透光率
QH/CMC 复合膜的透光率如图 5 所示。不同配
比的复合膜在 200～800 nm 的范围内透光率是不同
的。本实验中复合膜的透光率在可见光范围内基本
相 同 接 近 80% ， 而 在 紫 外 光 范 围 内 透 光 率
Film2>Film1>Film3。同时良好的透光率也表明了复
合膜在混合的过程中分散的比较均匀，该结果和
SEM 测试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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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复合膜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图
Figure 6 Tensil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films

图 5 QH/CMC 复合膜的透光率
Figure 5 UV−vis transmittance spectra of of films

图 7 复合膜的储能模量曲线（A）和 tanδ 图（B、C 和 D）
Figure 7 The storage modulus (A) and tanδ curves (B, C and D) of films

2.4 复合膜的力学性能
复合膜的拉伸应力-应变图如图 6 所示。从力学
性能结果来看，在适当范围内，随着 CMC 容量比
例的增加，复合膜抗拉强度也在增加。其中 Film2
（QH/CMC=1:2）的拉伸强度最高为 65.2 MPa，且
断裂伸长率最大为 4.9%。说明其混合体系中两组分
的相互作用最强。
2.5 复合膜的动态热力学分析
由图 7A 中的曲线可以看出，复合膜的储存模
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在 46℃左右达到最
小值，而在 98℃附近增加到最大，然后降低，这种
现象可能与复合膜中水分的蒸发有关。水分在混合
体系中的起到增塑剂的作用，当混合体系中水分大
量损失后，复合膜的储能模量提高，这归结于体系

中两组分的相互作用增强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储
能模量再次下降，这可能与基体的软化有关。由图
7B、C、D 复合膜的 tanδ 曲线中可以明显观察到，
所有曲线在较窄温度范围（36～60℃）内有 2 个松
弛峰，表明复合膜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受水分含量的
影响。对比这 3 种复合膜，玻璃化转变温度的顺序
为：Film2> Film1> Film3，损耗因子值的顺序为：
Film1> Film3> Film2。这些结果表明，Film2 中的 2
组分具有优异的分散性和较高的交联程度。此结果
与 SEM、UV-vis 结果相一致。

3

结论

本研究以季铵盐半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为原
料通过流延法制备复合膜，根据原料的不同配比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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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复合膜的性质。通过分析可知，复合膜具有较高
的透光率、力学性能及储能模量。因此，季铵盐半
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复合膜材料在包装领域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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