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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的抗油性能处理方法
宋兆萍
( 齐鲁工业大学 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济南 ２５０３５３)

摘

要:以植物纤维素纤维为主要原料制备的纸张具有可再生、可降解、环境友好等特点ꎬ广泛应用于包装领

域ꎮ 然而由于纤维素本身的性质及纸张的结构特性ꎬ却难以满足一些高阻隔性能的要求ꎬ比如抗油性能ꎬ即防止油
脂渗透吸收功能ꎮ 主要介绍几种赋予纸张抗油性能的方法ꎬ包括含氟聚合物、海藻酸钠、玉米朊蛋白、壳聚糖、淀粉
等的应用ꎬ着重介绍天然聚合物在抗油纸生产中的应用以及在造纸行业的使用潜能ꎮ
关键词:纸张ꎻ抗油ꎻ氟聚合物ꎻ海藻酸钠ꎻ玉米朊蛋白ꎻ壳聚糖
中图分类号:ＴＳ７６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ＮＧ Ｚｈａｏ￣ｐｉｎｇ
(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Ｐｕｌｐ ＆ Ｐａｐ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Ｑｉ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３５３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ｌｅꎬ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ꎬ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ꎬ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ꎬ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ｓｅ.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ꎬｚｅｉｎꎬ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ｃｈ.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ｓｅｐｒｏ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ｐｅｒꎻ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ｆｌｕｏｒｏｐｏｌｙｍｅｒꎻｓｏｄｉｕｍ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ꎻｚｅｉｎꎻ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快餐包装以及宠物食物贮存包装材料时ꎬ必须具备

面涂覆含氟化合物 [２－３] 、蜡及聚合物ꎬ或在纸张表面
层积处理 [４] ꎬ如在纸面形成高分子膜以及膜、箔贴
合等ꎮ 本文主要介绍几种赋予纸张抗油性能的方

抵抗油脂穿透纸张的能力 [１] ꎬ此类纸基包装材料抗
油性能是非常重要的ꎮ

法ꎬ着重介绍天然聚合物在抗油纸生产中的应用及
使用潜能ꎮ

１

抗油纸简介

２

抗油纸是一种能够防止或者延缓油脂穿透纸张

２.１

由可降解的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张作为包装材
料ꎬ尤其涉及到食品包装ꎬ例如烘烤糕点包装、油炸

的纸产品ꎮ 常用的抗油纸生产方法主要有:纸浆高
度打浆抄造而成ꎻ通过在纸张中添加或者在纸张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提高纸张抗油性能的方法
含氟化合物的应用
含氟化合物具有非常优异的防水、防油性ꎬ在织

物、皮革、室内装饰品、家庭日用品以及纸张表面处
理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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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Ｐｅｒｎｇ 等人 [６] 详细地研究并总结出了通过浆内

几种天然聚合物有:玉米朊蛋白、乳清蛋白、壳聚糖、

化ꎬ例如纸张浆料配料、纸浆精磨、填料和涂料粘合

人将淀粉及壳聚糖用于制备抗油纸 [１３－１４] ꎬＰａｒｋ 等报

添加含氟化合物来生产抗油纸及其影响因素的优
剂等对抗油纸性能优化的作用ꎮ 结果表明:纸浆精
磨程度越高ꎬ得到的纸张结构越紧密ꎬ也越适合生产
抗油纸ꎮ 纸张浆料配比结果表明:根据强度要求ꎬ当
北方软木材浆与桉木浆混合比例在 ２５ ∶ ７５ 和 ７５ ∶

海藻酸钠、淀粉及纳米纤维素等ꎮ 例如:Ｋｊｅｌｌｅｒｅｎ 等
道了大豆分离蛋白在抗油纸中的应用 [１５] ꎬＡｕｌｉｎ 等
研究了微晶纤维素膜的超级防油能力 [１６] ꎮ

２.２.１

玉米朊蛋白

玉米朊蛋白ꎬ也称为醇溶谷蛋白ꎬ是一种广泛存

２５ 之间时ꎬ得到的纸张抗油性能最好ꎮ 填料的应用

在于植物中的食物蛋白ꎬ在 ８０％ ~ ９２％ 乙醇或 ７０％

膨润土和沉淀碳酸钙ꎮ 然而ꎬ填料的用量最好不要

品、医药和化工行业中多作为成膜材料ꎮ 玉米朊蛋

结果表明:使用绢云母粉的纸张抗油结果优于使用

超过 ６.１％ꎮ 涂料粘合剂可以采用可溶性淀粉和聚
乙烯醇ꎻ粘合剂的用量保持在 ０.４％ ~ １.６％ꎬ对生产
抗油纸来说是比较适合的ꎮ

除了在浆内添加含氟化合物之外ꎬ在纸张或者
纸板表面涂覆含氟化合物也得到普遍应用

[７－９]

ꎮ 在

纸张表面涂覆含氟化合物ꎬ其极低的表面能能够使
得纸张纤维具备抵抗油脂在其表面扩展及内部渗透

~ ８０％ 丙酮中易溶ꎬ 在水或无水乙醇中不溶ꎬ 在 食

白形成紧 密 光 滑 的 膜ꎬ 能 够 抵 抗 油 脂 及 氧 气 的 渗
透 [１７] ꎮ Ｔｒｅｚｚａ 等的研究显示:将玉米朊蛋白涂布于
纸张表面ꎬ根据其涂布量、塑化剂加入量、曝光时间
等的不同ꎬ能够得到抗油性能可与食品店用来包装
三明治的聚乙烯覆膜纸相媲美的抗油纸 [１８] ꎮ 另有
Ｐａｒｒｉｓ 等 [１９] 的研究表明:用玉米朊蛋白与石蜡的混
合物涂布牛皮纸ꎬ可获得优异的憎水抗油性能ꎮ 在

的性能ꎮ 很多已经商业化的抗油纸产品中使用的是

该研究中发现:在双层涂布中ꎬ石蜡涂层发挥了憎水

一种新型的含氟化合物ꎬ具有全氟烃基短链ꎮ 测试

的性能ꎬ而玉米朊蛋白涂层则赋予纸张抗油性ꎬ而且

证明:比起没经过处理的纸张ꎬ经这种物质处理( 在

抗油性能与玉米朊蛋白的加入量及应用途径密切

纸张表面涂覆) 后的 纸 张 表 面 具 有 足 够 低 的 表 面

相关ꎮ

能ꎬ从而憎水抗油

[１０]

ꎻ另外ꎬ处理后纸张表面粗糙度

也对其阻隔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ꎮ 除此之外ꎬ纸张
表面或者再生纤维素制品表面也可以通过覆盖碳氟
膜来进 行 阻 隔 性 能 的 改 善ꎮ 例 如ꎬ 利 用 五 氟 乙 烷
( ＣＦ３ ＣＨＦ２ ) 和八氟环丁烷( Ｃ ４ Ｆ８ ) 通过等离子体作
用沉积碳氟膜前驱物

[２]

ꎮ 油酸检验抗油实验结果

显示:用碳氟化合物等离子体处理的纸张与未处理

纸张 相 比ꎬ 显 示 出 优 异 的 抗 油 性 能ꎮ 另 外ꎬ Ｌｙ 等
人

[１１]

将 Ａｖｉｃｅｌｌ 纤维素表面和 Ｗｈａｔｍａｎ 滤纸作为对

比样ꎬ分别用烷氧基硅烷 ＴＦＰＳ 和 ＰＦＯＳ 将其进行表
面改性ꎬ结果显示:改性过的样品在制备抗油包装材
料上具有很大的潜质ꎮ
然而ꎬ含氟化合物由于具有一定毒性和不可降
解性ꎬ近年来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问题

上引起极大争议 [１２] ꎮ 因此ꎬ用可降解的天然产物来
替代含氟化合物ꎬ发展具有可降解性、对环境友好并
能赋予纸张抗油性能的食品包装材料是十分必要

２.２.２

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包含乳清分离蛋白( ＷＰＩ) 和乳清蛋白

浓缩物( ＷＰＣ) ꎮ 分离式乳清蛋白( ｗｈｅ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 是

在乳清蛋白基础上再度高温离子过滤提纯加工而成
的ꎮ 乳清蛋白浓缩物是由普通乳清经物理分离技
术ꎬ如沉淀、超滤或电透析等方法处理后获得的蛋白
质含量较高的浓缩物ꎮ 这两种乳清蛋白都有希望取
代市场上的纸张或纸板涂布层ꎬ如具备抗油性能或
氧气阻隔作用的聚乙烯醇和含氟化合物ꎬ而且还能
够提供复合要求的涂层颜色及光泽 [２０] ꎮ 通过将乳

清蛋白膜 [２１] 及乳清蛋白涂层应用在纸张及纸板上ꎬ
Ｃｈａｎ 等人研究发现:经过处理的纸样具有非常好的
抗油性能 [２２－２３] ꎮ Ｌｉｎ 等 [２４] 的研究比较了含有 ８０％

蛋白质的乳清蛋白浓缩物与乳清分离蛋白的抗油脂
性能ꎬ结果发现这两种物质的抗油脂性能相当ꎮ

２.２.３

壳聚糖

壳聚糖是由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几丁质经过脱乙

的ꎬ也是造 纸 业 及 包 装 业 的 一 个 很 有 意 义 的 发 展

酰作用得到的ꎮ 制备壳聚糖的主要原料来源于水产

方向ꎮ

加工厂废弃的虾壳和蟹壳ꎬ其主要成分有碳酸钙、蛋

２.２

可降解天然化合物的应用
近年来ꎬ已有不少可降解材料用于抗油纸生产ꎮ

白质和甲壳素( ２０％ 左右) ꎮ 壳聚糖是以甲壳质为
原料ꎬ经提炼而成ꎬ不溶于水ꎬ能溶于稀酸ꎮ 壳聚糖

一般是将天然聚合物直接涂布或者将天然聚合物成

是甲壳质的一级衍生物ꎮ 其化学结构为带阳离子的

膜后压膜于纸张或者其他包装材料表面ꎬ使得处理

高分子碱性多糖聚合物ꎬ并具有独特的理化性能和

后材料具备抗油、抗水或抗氧气透过性能ꎮ 典型的

生物活化功能ꎮ 由虾蟹壳制备壳聚糖的过程实际上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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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脱钙、去蛋白质、脱色和脱乙酸的过程ꎮ 这种天

淀粉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长链化合物ꎬ是

然高分子因其优良性能被各行各业广泛关注ꎬ在诸

植物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碳水化合物ꎬ其来源丰富、

多领域的应用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价格低廉、可再生、易降解ꎮ 淀粉及改性淀粉在造纸

在酸性条件下ꎬ壳聚糖分子的氨基带正电荷ꎬ能

等多种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ꎬ其中造纸行业主要

够与带负电荷的动植物油脂分子结合在一起ꎮ 所

用于纸张增强、造纸湿部添加、白水处理及表面涂

以ꎬ作为可再生的天然聚合物ꎬ壳聚糖被广泛用于提

布ꎮ 有研究显示:将淀粉、硬脂酸在一定的工艺下涂

高纸张等的抗油脂能力 [２５－２７] ꎮ
Ｋｊｅｌｌｇｒｅｎ 等人

[１３]

布用于食品包装的纸板表面ꎬ能够赋予纸板很好的

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壳聚糖涂

布量为 ２.４ ~ ５.２ ｇ / ｍ ２ 时ꎬ得到的抗油纸张具备非常

抗油性能 [３７] ꎮ

Ｐａｒｋ 等 [１５] 利用大豆蛋白分离物( ＩＳＰ ) 涂布于

好的抗油性能ꎬ且涂布材料的空气透过率对抗油性

纸张表面ꎬ制备了具有抗油性能的纸张ꎮ 其研究结

能会有影响ꎮ

果显示:大豆蛋白分离物涂布纸张在测试的最初两

Ｈａｍ￣Ｐｉｃｈａｖａｎｔ 等人

[２８]

开展了采用壳聚糖等原

小时内具备非常高效的抗油脂渗透能力ꎬ油脂渗透

料进行双分子层膜涂布纸张的抗油脂性能的研究ꎮ

污染部分面积小于商用的经聚乙烯覆膜的三明治包

该实验同时研究了动物油脂与壳聚糖之间的相互作
用的本质ꎮ 实验结果表明:壳聚糖溶液 ｐＨ 为 ５.５ ~ ６

时ꎬ适于制备壳聚糖膜ꎮ 另外研究发现:当将壳聚糖
溶液涂覆于纸张表面且壳聚糖溶液未成固性膜时ꎬ
壳聚糖溶液涂层就能够与动物油脂分子结合ꎬ从而
获得降低油脂穿透率的能力ꎮ 与之类似的研究( 将
壳聚糖与蜂蜡复合涂布于纸张获得抗油性能) 也有
报道 [２９] ꎮ

２.２.４

装纸ꎻ当大豆蛋白分离物涂布量大于 ２.０ ｋｇ / 令时ꎬ
其抗油效果能够与商品级的经聚乙烯覆膜的三明治
包装纸相当或稍低于后者ꎮ Ｒｈｉｍ 等 [３８] 利用角叉菜
胶( 卡拉胶) 涂布纸张测试其抗油性能ꎬ也得到类似
的结果ꎮ
另外ꎬ对于天然聚合物及其衍生物ꎬ如纳米纤化

纤维素( ＮＦＣ) ꎬＯ′Ｓｔｅｒｂｅｒｇ 等 [３９] 的研究标明:改性和

未改性的纳米纤维素膜具有致密的结构并展现出良

海藻酸钠

海藻酸钠是一种多糖类天然高分子材料ꎬ是由

１ꎬ４ 聚 β￣Ｄ￣苷露糖醛酸和 α￣Ｌ￣古罗糖醛酸组成的水
溶性的线性多糖碳水化合物ꎬ是海藻酸衍生物中的
一种ꎬ从褐藻类的海带或者马尾藻中提取得到

[３０]

ꎮ

目前ꎬ海藻酸钠 ３０％ 用于食品工业ꎬ其余用于制药

好的氧气和油脂阻隔性能ꎮ 在相对湿度低于 ６５％

的环境中ꎬ纯 ＮＦＣ 膜及改性纳米纤维素膜的氧气透
过率低于 ０.６ ｃｍ ３ μｍｍ －２ ｄ －１ ｋＰａ －１ ꎬ且没有

油脂透过ꎮ 对木材基木聚糖烷羟基化得到的衍生物
应用于食品包装纸张的表面涂布ꎬ以及木聚糖、甘露
聚糖基膜 [４０] 的研究结果显示:天然的木聚糖、甘露

业和牙科医疗ꎮ 目前人们对海藻酸钠的研究兴趣主

糖等多糖化合物都在纸张抗油性能上具有非常大的

要是它的独特的胶体性能ꎬ主要包括成膜性、生物相

应用潜质ꎮ 印度东北科技大学的研究者甚至还用香

容性能以及生物粘结性能

[３１]

ꎮ 海藻酸钠膜已被作

为可食用性膜涂覆在水果和蔬菜表面 [３２] ꎬ亦可应用
于肉类食品

[３３－３４]

以及其他新鲜食物或冷冻食物的

储存上ꎬ能够保持食品的色泽、香味及口感ꎬ以延长
其上架周期ꎮ 除具备优良的成膜性能外ꎬ海藻酸钠
还具 有 对 溶 剂、 油、 油 脂 的 阻 隔 能 力

[２０]

ꎮ Ｅｎｆｌｏ

等 [３５] 报道了海藻酸钠在食品包装材料方面的应用

蕉制备出了抗油纸 [４１] ꎬ这项研究使得将农业废物应
用于造纸行业、降低造纸行业对木质纸浆的需求成
为可能ꎮ

３

结

语

有关抗油纸、抗油包装材料的生产及研发的报

( 即在纸张或纸板表面压膜) ꎮ 海藻酸钠用于纸张

道良多ꎬ然而ꎬ包括所述几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匀性ꎮ 另外ꎬ海藻酸钠与纳米纤维素通过 Ｃａ 交联

而且在造纸后续工序( 如网部脱水及干燥部等) 中

表面处理ꎬ主要是施胶和涂布ꎬ以增加纸张表面的均
２＋

反应制备生物复合膜材料的结果显示

[３６]

:实验所得

生物复合膜具有非常好的油脂阻隔能力ꎬ且水蒸气

性ꎮ 首先ꎬ纸浆经过高度黏状打浆ꎬ不仅能耗过高ꎬ
会产生问题并引发纸病 [４２] ꎮ 其次ꎬ合成高分子聚合
物以及高分子膜、箔膜压膜纸张的降解及循环利用

透过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ꎮ 因此ꎬ在纸基食品包装

存在问题ꎻ而含氟化合物由于其毒性及不可降解的

材料应用领域ꎬ海藻酸钠是一种安全且发展潜力巨

性质ꎬ近年来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上引起极大的

大的材料ꎮ

２.２.５

其他材料

争议 [１２] ꎮ 目前ꎬ天然聚合物抗油纸的应用受价格、
来源、性能等的限制ꎬ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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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型的具有可降解性、对环境友好并能赋予纸
张抗油性能的食品包装材料是十分必要的ꎬ是造纸
业及包装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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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ｌｍｓꎬ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 Ｄ] . Ｄａｖｉｓꎬ Ｃａｌｏ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１９９９.

ＣＨＡＮ ＭＡ.Ｏｉｌ－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Ｍ] .Ｃａｌｏ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２０００.

ＣＨＡＮ ＭＡꎬＫＲＯＣＨＴＡ Ｊ Ｍ.Ｇ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ｙ －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ｃｏ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 Ｊ ] . Ｔａｐｐｉ Ｊｏｕｒａｌꎬ

２００１ꎬ８４(１０) :５７.

ＬＩＮ Ｓꎬ ＫＲＯＣＨＴＡ Ｊ Ｍ.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ａｓ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３ꎬ６８(１) :２２９－２３３.

ＫＩＴＴＵＲ ＦꎬＫＵＭＡＲ ＫꎬＴＨＡＲＡＮＡＴＨＡＮ 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ｆｉｌｍｓ [ Ｊ ] .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９８ꎬ２０６ (１) :４４－４７.

ＪＵＭＡＡ Ｍꎬ ＭÜＬＬＥＲ Ｂ.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ｌｉｐｉｄ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ｌａ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８４.

ＳＨＵ Ｘꎬ ＺＨＵ Ｋꎬ ＳＯＮＧ Ｗ. Ｎｏｖｅｌ ｐＨ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ｉｔｒ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ｋ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ｆｉｌｍ ｆｏｒ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ꎬ２００１ꎬ２１２(１) :１９－２８.

ＨＡＭ－ＰＩＣＨＡＶＡＮＴ Ｆ.Ｆａ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ｂａｓ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ꎬ

２００５ꎬ６１(３) :２５９－２６５.

ＺＨＡＮＧ ＷꎬＸＩＡＯ ＨꎬＱＩＡＮ 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ｕ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ｂｉｌａｙｅｒ － 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ｅｓｗａｘ[ Ｊ]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１ (１) :４０１－ ４０６.

ＲＥＺＥＮＤＥ Ｒ.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ｉｏ￣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９ꎬ１１３
(６) :３８６６－３８７１.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ｌｏｅ ｖｅｒａ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ꎬ１６(７) :４４９－４６４.

ＲＡＹＢＡＵＤＩ － ＭＡＳＳＩＬＩＡ Ｒ. Ｅｄｉｂｌｅ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ｈｅｌｆ－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ｃｕｔ ｍｅｌｏｎ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

[３３]

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ｏ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００ꎬ７７(３) :２６９－２７３.

ｌｕｌｏｓｅ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 Ｊ]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ꎬ２０１０ꎬ１７ (３) :５５９－５７４.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ꎬ１９９９ꎬ１８３ ( ２) :１７５

ＫＪＥＬＬＧＲＥＮ ＨꎬＥＮＧＳＴＲＯＭ 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ｃｈ － ｃｏａｔｅｄ ｇｒｅａｓｅｐｒｏｏｆ ｐａｐｅｒ [ Ｊ] . Ｎｏｒｄｉｃ

２１

１２１(３) :３１３－３２７.

ＭＡＲＣＯＳ Ｂ. Ｈｉｇｈ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ｄｅ￣

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ｓｔｅｒｉａ ｍｏｎｏｃｙｔｏｇｅｎ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ｏｋｅｄ ｈａｍ [ Ｊ] .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２５( １) :１７７

[３４]

－１８２.

ＫＥＳＨＲＩ Ｒꎬ ＳＡＮＹＡＬ 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２２

齐

鲁

工

业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ｔ ｐａｔ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ｄ (４
±１℃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Ｊ]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ｏｏｄｓꎬ２００９ꎬ２０ ( ３) :２７５

[ ３５]

[３６]
[３７]

－２９２.

ＥＮＦＬＯ Ｈ.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ａｓ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 ] . ２５ｔｈ
Ｂｅｒｌｉｎꎬ２０１１.

ＩＡＰＲＩ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ꎬ

ＳＩＲＶＩÖ Ｊ.Ｂｉ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ｆｉｌｍｓ: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ａｃｋ￣

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２０１４ꎬ１５１:３４３－３５１.

ＢＵＴＫＩＮＡＲＥＥ ＳꎬＪＩＮＫＡＲＮ ＴꎬＹＯＫＳＡＮ 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

ａｂｌ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ｆｏｏ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ꎬ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８: ２１９

[３８]

－２２２.

ＲＨＩＭ Ｊ.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ｒａｇｅｅｎａｎ －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ｉｌｍｓ [ Ｊ ] . 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３０:３７９－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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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ＴＥＲＢＥＲＧＭ.Ａ ｆａ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ＦＣ ｆｉｌｍｓ ａ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ＡＣ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５(１１) :４６４０－４６４７.

ＭＩＫＫＯＮＥＮ ＫꎬＴＥＮＫＡＮＥＮ 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ｄ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Ｘｙ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ａｎｓ
[ 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８ ( ２ ) : ９０

[４１]

[４２]

－１０２.

ＧＯＳＷＡＭＩ ＴꎬＫＡＬＩＴＡＤꎬＲＡＯ Ｐ.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ｐｒｏｏｆ
ｐａｐｅｒ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１５:４５７－４６１.

ＫＪＥＬＬＧＲＥＮ ＨꎬＥＮＧＳＴＲＯＭ Ｇ.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ｓｅｐｒｏｏｆ
ｐａｐｅｒ [ Ｊ] .Ｔａｐｐ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０５ꎬ４(８) :７－１１.

( 责任编辑:张云瑞ꎻ校对:刘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