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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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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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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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餐包装以及宠物食物贮存包装材料时ꎬ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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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抗油纸简介

抗油纸是一种能够防止或者延缓油脂穿透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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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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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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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提高纸张抗油性能的方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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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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ｎｇ 等人[６]详细地研究并总结出了通过浆内

添加含氟化合物来生产抗油纸及其影响因素的优

化ꎬ例如纸张浆料配料、纸浆精磨、填料和涂料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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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５ 之间时ꎬ得到的纸张抗油性能最好ꎮ 填料的应用

结果表明:使用绢云母粉的纸张抗油结果优于使用

膨润土和沉淀碳酸钙ꎮ 然而ꎬ填料的用量最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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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性能ꎮ 很多已经商业化的抗油纸产品中使用的是

一种新型的含氟化合物ꎬ具有全氟烃基短链ꎮ 测试

证明:比起没经过处理的纸张ꎬ经这种物质处理(在
纸张表面涂覆)后的纸张表面具有足够低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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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Ｆ３ＣＨＦ２)和八氟环丁烷(Ｃ４Ｆ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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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ꎬ也是造纸业及包装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发展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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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将天然聚合物直接涂布或者将天然聚合物成

膜后压膜于纸张或者其他包装材料表面ꎬ使得处理

后材料具备抗油、抗水或抗氧气透过性能ꎮ 典型的

几种天然聚合物有:玉米朊蛋白、乳清蛋白、壳聚糖、
海藻酸钠、淀粉及纳米纤维素等ꎮ 例如:Ｋｊｅｌｌｅｒｅｎ 等

人将淀粉及壳聚糖用于制备抗油纸[１３－１４]ꎬＰａｒｋ 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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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植物中的食物蛋白ꎬ在 ８０％ ~ ９２％乙醇或 ７０％
~８０％丙酮中易溶ꎬ在水或无水乙醇中不溶ꎬ在食

品、医药和化工行业中多作为成膜材料ꎮ 玉米朊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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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中发现:在双层涂布中ꎬ石蜡涂层发挥了憎水

的性能ꎬ而玉米朊蛋白涂层则赋予纸张抗油性ꎬ而且

抗油性能与玉米朊蛋白的加入量及应用途径密切

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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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酰作用得到的ꎮ 制备壳聚糖的主要原料来源于水产

加工厂废弃的虾壳和蟹壳ꎬ其主要成分有碳酸钙、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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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甲壳质的一级衍生物ꎮ 其化学结构为带阳离子的

高分子碱性多糖聚合物ꎬ并具有独特的理化性能和

生物活化功能ꎮ 由虾蟹壳制备壳聚糖的过程实际上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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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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高分子因其优良性能被各行各业广泛关注ꎬ在诸

多领域的应用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在酸性条件下ꎬ壳聚糖分子的氨基带正电荷ꎬ能

够与带负电荷的动植物油脂分子结合在一起ꎮ 所

以ꎬ作为可再生的天然聚合物ꎬ壳聚糖被广泛用于提

高纸张等的抗油脂能力[２５－２７]ꎮ
Ｋｊｅｌｌｇｒｅｎ 等人[１３]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壳聚糖涂

布量为 ２.４~５.２ ｇ / ｍ２ 时ꎬ得到的抗油纸张具备非常

好的抗油性能ꎬ且涂布材料的空气透过率对抗油性

能会有影响ꎮ
Ｈａｍ￣Ｐｉｃｈａｖａｎｔ 等人[２８]开展了采用壳聚糖等原

料进行双分子层膜涂布纸张的抗油脂性能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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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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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牙科医疗ꎮ 目前人们对海藻酸钠的研究兴趣主

要是它的独特的胶体性能ꎬ主要包括成膜性、生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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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纸张或纸板表面压膜)ꎮ 海藻酸钠用于纸张

表面处理ꎬ主要是施胶和涂布ꎬ以增加纸张表面的均

匀性ꎮ 另外ꎬ海藻酸钠与纳米纤维素通过 Ｃａ２＋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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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ꎮ 因此ꎬ在纸基食品包装

材料应用领域ꎬ海藻酸钠是一种安全且发展潜力巨

大的材料ꎮ
２.２.５　 其他材料

淀粉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长链化合物ꎬ是
植物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碳水化合物ꎬ其来源丰富、
价格低廉、可再生、易降解ꎮ 淀粉及改性淀粉在造纸

等多种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ꎬ其中造纸行业主要

用于纸张增强、造纸湿部添加、白水处理及表面涂

布ꎮ 有研究显示:将淀粉、硬脂酸在一定的工艺下涂

布用于食品包装的纸板表面ꎬ能够赋予纸板很好的

抗油性能[３７]ꎮ
Ｐａｒｋ 等[１５]利用大豆蛋白分离物( ＩＳＰ)涂布于

纸张表面ꎬ制备了具有抗油性能的纸张ꎮ 其研究结

果显示:大豆蛋白分离物涂布纸张在测试的最初两

小时内具备非常高效的抗油脂渗透能力ꎬ油脂渗透

污染部分面积小于商用的经聚乙烯覆膜的三明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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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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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ｍ３μｍｍ－２ｄ－１ｋＰａ－１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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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等多糖化合物都在纸张抗油性能上具有非常大的

应用潜质ꎮ 印度东北科技大学的研究者甚至还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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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良多ꎬ然而ꎬ包括所述几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ꎮ 首先ꎬ纸浆经过高度黏状打浆ꎬ不仅能耗过高ꎬ
而且在造纸后续工序(如网部脱水及干燥部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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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ꎻ而含氟化合物由于其毒性及不可降解的

性质ꎬ近年来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上引起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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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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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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