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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开发利用石化资源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合成高分子材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开发和利用绿色环保的天然高分子材料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进

展，简单介绍了纤维素、淀粉、壳聚糖、植物单宁的结构，详细阐述了改性方法和性能，并对其在制革工业中的

应用进行了探讨，最后展望了天然高分子材料在制革工业未来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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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然高分子材料是指天然存在于动植物和微生

物体内的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有机化合物，主要包括
纤维素、淀粉、壳聚糖、蛋白质、橡胶、漆酚等［１］。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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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与社会发展历史始终与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和利
用密不可分，早在石器时代便有植物单宁鞣制皮革、
淀粉发酵等技术，工业的高速发展更是带动了高分子
材料的改性与应用，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高分子
材料便进入了功能化、特种化、高性能化、大规模工业
化阶段［２］。 天然高分子材料是具有高度有序结构的
超分子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加工性能、综合
力学性能、适应环境的多功能需求性等方面的局限。
为了拓展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应用范围，提高其使用性
能，充分利用天然高分子材料的活性官能团进行改
性，一直是人们的研究热点。 制革工业作为世界范围
内的传统行业，在《中国智造 ２０２０》中，明确提出其发
展方向为绿色制革、功能制革，若能充分发挥天然高
分子材料的优势，通过改性应用于制革工业，则有望
扩大制革工业的材料来源。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纤维素、淀粉、壳聚糖、植物单
宁等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化学改性与其在制革工业中
的应用，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出发，阐述了目前
常见的改性方式与应用，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１　 天然高分子材料及其在制革工业中的应用

１ １　 纤维素

纤维素是定向排列的脱水－Ｄ－葡萄糖通过 β－１，
４－糖苷键连接构成的天然高分子，相邻单元呈 １８０°
交错，末端为不对称的原性半缩醛和非还原性羟基结
构［３］。 纤维素的分子结构中的羟基决定着纤维素的
亲水性、降解性、结晶性、反应活性等。 纤维素的羟基
具有相当的活性，可与绝大多数的有机酸、无机酸发
生酯化反应，生成一取代、二取代、三取代酯。 羟基的
酯化是常见的纤维素改性方法，其中纤维素硝酸酯化
物，又称为硝化纤维（俗称硝化棉，ｎｉｔ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不
仅是在民用方面应用最广的改性纤维素材料，在军工
材料制备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Ｔａｎｇ 等［４］ 进一步使
用壳聚糖改性硝化纤维，使产物复合膜孔径减小，活
性官能团含量提高，膜与膜之间的结合能力增强。
Ｌｉｕ 等人［５］发现氧化石墨烯与碳纳米管可有效提高硝
化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与阻燃性能。

溶剂型硝化纤维早期广泛用于家具、仪器仪表的
涂装，也包括用于皮革的顶层光亮涂饰。 但是，由于
ＶＯＣｓ 含量高，且所用的有机溶剂对人体极其不利。
因此，制革行业率先推崇使用水分散性硝化纤维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ＷＮＣ）。 也是由于硝
化纤维的结构特点，要使其在水存在的系统中得到有

效的分散或者乳化，形成优良的、存放时间长的乳液
具有较大的难度，故提高 ＷＮＣ 的水分散性至今仍然
是皮革化工材料行业努力追求的目标。

苏秀霞等人［６］以二羟甲基丁酸为亲水扩链剂，与
六亚甲基异氰酸酯共聚（见图 １），提升了硝化纤维的
亲水性，与常规使用的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不同，六
亚甲基异氰酸酯为链状脂肪族异氰酸酯，反应活性
高，可有效提高涂层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力学性能。 此
外，利用羟基与异氰酸酯的交联反应，还可将丙烯酸
树脂接枝到 ＷＮＣ 上，与共混改性不同，共混改性分子
链之间主要形成氢键，而接枝改性改变了分子内部结
构，引入耐水基团，丙烯酸所携带的官能团活性较
ＷＮＣ 高，形成更致密的膜结构，可有效阻止水分子对
涂层的渗透，涂层防水性能大幅提升［７］。 此外，还可
在化学键作用下对 ＷＮＣ 进行交联改性，交联改性可
使线状分子交联形成网状结构大分子。 董伟等人［８］

发现，适量的甘油可以与体系中未反应完全的
Ｎ Ｏ 发生反应生成—ＮＨＣＯＯ—，有助于在 ＷＮＣ

分子间形成三维交联网络，可降低膜的吸湿溶胀性；
适量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可插入 ＷＮＣ 分子链中，减
少 ＷＮＣ 分子链间（尤其是硝化纤维主链的多极性
基）的相互作用力，提高聚合物分子链的柔性，物理机
械性能上升。 蒋吉磊等人［９］研究表明，氮丙啶也可与
ＷＮＣ 的改性产物所含的活性官能团反应，有助于提
升 ＷＮＣ 链段的相互贯穿缠结程度，提高体系交联度，
减少水分子、溶剂分子对 ＷＮＣ 链段的侵蚀，涂层的耐
水性、耐溶剂性提升。

由于不同批次、不同产地的纤维素及硝化纤维的
羟值波动较大，使得合成硝化纤维及改性硝化纤维的
反应、配方波动性较大，另一方面，对 ＷＮＣ 的有关研
究也较少。 目前 ９０％以上的 ＷＮＣ 产品主要应用于皮
革涂饰，如何提高 ＷＮＣ 乳液的耐水性、亲水亲油性、
耐黄变性以及涂层的物理机械性能等仍需深入研究。

１ ２　 淀粉

淀粉的分子结构与纤维素类似，均为脱水葡萄糖
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区别在于纤维素为 β－Ｄ－糖苷
键，淀粉为 α－Ｄ－糖苷键，化学结构的不同使其基本
性能上存在差异［１０］。 根据分子结构的不同可将淀粉
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仅由 α－１４－Ｄ－糖苷键构
成的为直链淀粉，通过 α－１６－Ｄ－糖苷键与主链相连
的则是支链淀粉［１１］。 氧化淀粉是淀粉与次氯酸盐、
过氧化氢、高锰酸钾等氧化剂作用后所得产物，直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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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亲水改性硝化棉乳液合成路线［６］

淀粉比支链淀粉更难氧化，氧化淀粉是目前制革工业
中常见的淀粉衍生物。 以过氧化氢为例，过氧化氢氧
化淀粉是典型的自由基反应，即过氧化氢在催化剂的
作用下生成·ＯＨ，链增长过程如图 ２ 所示，链终止过
程则是·ＯＨ 与·ＯＨ、·Ｈ 反应生成 Ｈ２Ｏ２、Ｈ２Ｏ［１２］。

这个反应的阻力主要是淀粉分子链间的氢键对
游离羟基的束缚，因此通常通过调整 ｐＨ 值和过氧化
氢含量以调整淀粉的氧化程度。 Ｏｚｋａｎ 等人［１３］ 通过
调整过氧化氢的用量制备了不同分子质量的氧化淀
粉，氧化淀粉的亲水性随着过氧化氢用量的增大而增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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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链增长反应：（ａ） ·ＯＨ 和淀粉；（ｂ） ·ＯＨ 和

Ｈ２Ｏ２；（ｃ） ·Ｈ 和 Ｈ２Ｏ２

大。 氧化淀粉中存在醛基和羧基，因此，具有一定的
鞣性，研究表明氧化淀粉鞣革收缩温度较浸酸裸皮可
提升 ８ ５～１７ ５ ℃。 成革收缩温度和物理机械性能随
着氧化淀粉分子质量增大而增大，但填充性能随着分
子量的增大而降低［１３］。 虽然氧化淀粉具有一定鞣
性，但是氧化淀粉鞣性与填充性能较传统鞣剂、复鞣
剂相比仍存在许多不足，其成革收缩温度仅为 ６３ ℃
（与生皮本身的 Ｔｓ 比较，其鞣性太弱）。 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张婧等人［１４］ 通过自由基聚合将丙烯酸等乙
烯基单体引入氧化淀粉中，通过淀粉和乙烯基单体上
的—ＯＨ、—ＣＯＯＨ、—ＮＨ２ 等与 Ａｌ３＋ 形成稳定的环状
鳌合物，增大铝鞣剂分子尺寸的同时，提高与皮胶原
纤维的结合位点，同时能有效提高铝鞣革的耐水性，
成革不易脱鞣，收缩温度可提升至 ９４ ℃。 Ｙｕ 等人［１５］

研究表明，氧化淀粉也是 Ｚｒ４＋的良好配体，氧化淀粉
丰富的羰基和羟基等含氧官能团与 Ｚｒ４＋的配位作用
较 ＳＯ４

２－更强，有利于氧化淀粉与锆形成稳定的配合
鞣剂，防止锆在皮革表面沉积，在鞣制初期可降低
Ｚｒ４＋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能力，从而提高 Ｚｒ４＋的渗透
性和均匀性。 氧化淀粉平衡 Ｚｒ４＋ 在皮胶原纤维的渗
透和结合的性质，有利于提升皮革的物理机械性能和
感官性能，收缩温度可达 ８７ ℃。 除了鞣制与复鞣外，
淀粉还可接枝丙烯酸应用于皮革涂饰中，以改善皮革
的透气性能；在水处理方面，淀粉与沸石、Ｆｅ２Ｏ３ 复合

可实现高效去除 Ｃｒ（Ⅲ）、Ｃｒ（Ⅵ） ［１６－１８］。
目前，全球约 ２ ／ ３ 淀粉及淀粉的衍生物应用于食

品、医疗方面，１ ／ ３ 应用于造纸、纺织、石油领域，淀粉
的应用范围极广，用处极多。 但在制革工业的研究应
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淀粉为天然高分子材料，具有优
异的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研究淀粉及其衍生物对制
革工业向绿色皮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３　 壳聚糖

甲壳素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单元通过 β－１，４－糖苷

键相连的线型高分子，壳聚糖则是甲壳素 Ｎ－脱乙酰
基产物。 甲壳素、壳聚糖、纤维素三者化学结构类似，
其 Ｃ２ 位上分别为乙酰氨基、氨基、羟基，其中含有氨

基的壳聚糖是天然多糖中唯一的碱性多糖［１９］。 甲壳
素不溶于常见的有机溶剂和无机溶剂，因此目前应用
于制革工业的多为壳聚糖及其衍生物。 壳聚糖的溶
解度与脱乙酰度有关，脱乙酰度小于 ５０％的壳聚糖无
法溶解于稀酸中，溶解度随脱乙酰度的增大而增
大［２０］。 目前，壳聚糖主要以杀菌剂助剂、防霉剂助

剂、增香助剂等应用于制革工业中。 陈偲勇等人［２１］

将有机硅链段搭载在羧基化壳聚糖上，实现高效防霉
杀菌的同时，还可提高成革的抗菌性能，成革对大肠
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接触杀菌率可达 ９９ ２％和
９８ ７％以上。 张力［２２］使用天然油脂、甘油、植物栲胶
等复配乳化制备皮革芳香护理剂。 天然油脂、壳聚
糖、植物栲胶等天然高分子材料无毒无害，气味芬芳；
壳聚糖优异的成膜性和抑菌性还能避免清洗过程中
对皮革造成损伤与细菌滋生。 Ｖｅｌｍｕｒｕｇａｎ 等人［２３］ 通
过乳液聚合将薰衣草精油、橙油精油包裹在丙烯酸接
枝壳聚糖中，薰衣草精油和橙油精油的非极性官能团
与功能化壳聚糖相互作用力极强，表面能降低，表面
能的降低有利于提升复合材料的耐水洗性能，研究结
果表明，溶剂洗涤和水洗 ３ 次后仍有明显香味。 关于
壳聚糖应用于鞣制中的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壳聚
糖链长较长，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能力较差，鞣性较
差，Ｌｖ 等人［２４］在壳聚糖上接枝丙烯酸，与皮胶原纤维
的相互作用增强，成革增厚率和物理机械性能有明显
增强。 Ｙａｏ 等人［２５］在壳聚糖上接枝角蛋白也得到类
似结论，增大壳聚糖基复合材料的活性位点，有助于
壳聚糖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全面提升成革物理机械
性能。 此外，壳聚糖还可接枝醛酸、酸酐、酮酸等富含
羧基的活性分子，羧基化壳聚糖可增加制革金属鞣剂
的结合位点，是一种优异的高吸收鞣制助剂［２６］。 壳
聚糖优异的成膜性和抑菌性在制革涂饰剂中展现了
广阔的应用前景，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等人［２７］发现，在皮革表面
涂覆 １％的壳聚糖可获得大于 ９０％的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性能，Ｌｕｏ 等人［２８］在壳聚糖上接
枝聚乙二醇，可进一步提升壳聚糖的抗菌性能，Ｌｉｕ 等
人［２９］在此基础上搭载纳米银，赋予涂层更为持久的
抗菌性能。 微生物残骸会降低涂层的抗菌性能，聚乙
二醇与壳聚糖复合涂层可通过简单的水洗即可恢复
９０％以上的抑菌率［２８－２９］。 壳聚糖与聚乙二醇特殊的
空间结构除了可搭载纳米银外，还可搭载多种无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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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机材料从而赋予壳聚糖基复合材料新的性能。
课题组在壳聚糖－聚乙二醇复合材料上搭载负离子材
料（见图 ３），壳聚糖－聚乙二醇可显著提升负离子材
料的分散性与稳定性，丰富的含氧官能团还能提升 ５
－１０％的负离子释放量［３０－３１］。 交联可进一步提升复
合材的综合性能，研究结果表明，丙三醇可提升复合
涂层的亲水性能，成革透水汽性能得到一定提升；氧
化石墨烯可提升复合涂层的物理机械性能［３２－３３］。
此外，

图 ３　 （ａ） 壳聚糖，（ｂ） 聚乙二醇和（ｃ） 壳聚糖 ／ 聚乙二醇

改性负离子复合材料结构［３０］

利用壳聚糖优异的吸附性能也可用于制革废水的处
理，壳聚糖与石墨烯、Ｆｅ３Ｏ４、戊二醛等复合均可实现

对重金属、染料等的高效吸附［３４－３５］。
目前，壳聚糖已实现了在制革工业中的产业化应

用，但多是以抗菌助剂、防霉助剂的形式，基于壳聚糖
的鞣剂、助鞣剂、涂饰剂和吸附剂研究较少，仍需加强
对壳聚糖和胶原相互作用力的研究，发挥壳聚糖优异

的抗菌性、成膜性、吸附性等性能，推动制革工业朝绿
色化、功能化方向发展。

１ ４　 植物单宁

植物单宁也叫植物多酚、栲胶，在自然界中主要
存在于植物的皮、根、叶、果中，植物单宁在自然界中
的含量极高，仅次于纤维素。 植物单宁按化学结构可
分为水解单宁、缩合单宁和新型单宁，水解单宁主要
是聚棓酸酯类多酚，缩合单宁是聚黄烷醇类多酚或原
花色素，新型单宁则兼具缩合单宁和水解单宁的结构
和性质［３６］。 尽管不同种单宁在分子结构和化学性质
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它们的结构单元都是由多环芳核
和活性官能团组成，具有较多的酚羟基。 酚羟基的活
性赋予植物单宁易于改性的优势。 Ｑｉｎ 等人［３７］发现，
植物单宁的刚性多酚结构具有自组装的高稳定性，与
壳聚糖复合时能显著改善复合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
和亲水性。 Ｓｉｏｎｋｏｗｓｋａ 等人［３８］ 使用紫外降解壳聚糖
－植物单宁复合材料，提高了复合材料中羧基和羟基
的含量，水溶性得以大幅提升。 随着多酚化学的发
展，植物单宁与胶原蛋白等高分子材料的相互作用也
逐渐清晰，植物单宁与胶原蛋白的结合机理可用手－
手套模型解释，植物单宁通过胶原蛋白上的疏水基团
进入疏水袋中并向胶原蛋白靠近，而后酚羟基与酰胺
基、羟基、氨基、羧基等多位点结合，从而产生鞣制作
用［３９］。 为了提高植物单宁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能
力，课题组设计了三聚氯氰改性坚木栲胶的合成路
线，以 Ｎａ２ＣＯ３ 为缚酸剂，在丙酮中将三聚氯氰接枝到

坚木栲胶上（见图 ４） ［４０］。 三聚氯氰上活泼的 Ｃｌ 原子
可与皮胶原纤维上的活性官能团产生共价键结合，活
性 Ｎ 也可发生氢键结合，结合强度较坚木栲胶有明显
提升，表现为成革增厚率和物理机械性能提升［４０］。
此外，课题组还使用硅烷偶联剂和多烯多胺改性缩合
单宁，硅烷偶联剂和多烯多胺赋予植物单宁丰富的硅
羟基、乙烯基、氨基等活性官能团，增强了植物单宁的
水溶性及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能力，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４１］。 除了对栲胶进行改性外，还可对皮胶原纤
维进行改性（鞣制）从而提升相互作用，课题组使用
Ｆ－９０ 对皮胶原纤维进行改性，Ｆ－９０ 是一种含有三嗪
基、氨基、磺酸基的化合物，Ｆ－９０ 改性后，皮胶原纤维
活性官能团含量提升，与磺化植物单宁结合更加牢
固，研究结果表明，改性皮胶原纤维与磺化缩合单宁
的结合能力强于磺化水解单宁，这是因为磺化缩合单
宁具有支链结构的多聚体，体型结构的大分子与皮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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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纤维的结合位点更多［４２］。 游涛等人［４３］ 采用双氧
水、甲酸处理皮胶原纤维，甲酸的水合作用可使皮胶
原纤维产生溶胀，而后双氧水进入皮胶原纤维间水解
酰胺基、二硫键等官能团，活性官能团含量提高，磺化
植物单宁与皮胶原纤维的结合能力增强。 Ａｓｌａｎ［４４］则
使用壳聚糖预处理，壳聚糖的羟基和氨基有助于提升
皮胶原纤维与单宁的结合能力，壳聚糖与植物单宁优
异的吸附性能还可降低废水中 ＳＳ、ＣＯＤ、盐度等。

图 ４　 坚木栲胶与三聚氯氰的亲核取代反应［４０］

植物单宁鞣制皮革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着工业
的发展，植物单宁及其衍生物得到了广泛研究并应用
于制革、医药、涂料、水处理等领域中，但目前制革工
业中植物单宁主要以磺化改性为主，三嗪基等亲水改
性鲜见报道，随着绿色生产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植
物鞣、改性植物鞣或者新的有机材料－植鞣结合鞣将
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推动植鞣革向高品质化、功
能化发展。

２　 总结与展望

利用可再生资源合成环境友好化学品，已经成为
目前国内外科技前沿的热门研究方向。 纤维素、淀
粉、壳聚糖、植物单宁等天然高分子材料作为绿色可
再生型、环境友好型材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利用
天然高分子材料及其衍生物进行深入的探究、改性，
制备性能更为丰富的天然高分子基功能材料，逐步拓
展用途，减少对合成石化高分子材料的依赖性，在能
源短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
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皮革行业曾因含铬废弃物污染土壤、水源受到广
泛关注，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有助于推进制革工业
向绿色制革方向前进。 目前，纤维素、淀粉、壳聚糖、
植物单宁已经实现了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除水分散性
硝化纤维用于涂饰外，多以助剂的形式应用于制革鞣
制、涂饰工段中。 因此，未来有必要、有价值加强研究
天然高分子材料与皮胶原纤维的作用机理，分析天然
高分子材料在胶原中的分散稳定性、相互作用力及对
成革结构、性能的影响，发挥天然高分子材料极强的
相容性、降解性、吸附性等性能，扩大其应用范围，加
大以天然高分子材料为基础的绿色皮革、功能皮革研

发，从而推动制革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
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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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ａｒｃｈ ［Ｊ］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１８０－１９２．

［１２］ Ｗａｎｇ Ｓ， Ｚｈａｎｇ Ｂ， Ｃｈｅｎ Ｔ， ｅｔ 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ｂｉｔｒｏ ｆｅｃａｌ ｆ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 － ａｍｙｌｏｓｅ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ａ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 ６７（４９）： １３ ７２８－
１３ ７３６．

［１３］ Ｏｚｋａｎ Ｃ Ｋ， Ｏｚｇｕｎａｙ Ｈ， Ａｋａｔ Ｈ．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ｎ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ｓ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ｅｇ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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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２Ｏ２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９， １２２： ６１０－６１８．

［１４］ 张婧， 李运涛， 苏秀霞．淀粉改性丙烯酰胺与铝配合物鞣剂

的合成［Ｊ］ ．中国皮革， ２０１６， ４３（８）： ２５－３１．
［１５］ Ｙｕ Ｙ， Ｗａｎｇ Ｙ， Ｄｉｎｇ Ｗ，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ｓｔａｒｃｈ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ｌｉｇａｎｄ ｆｏｒ 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 Ｊ］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
ｍ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１７４： ８２３－８２９．

［１６］ 段徐宾， 闫文飞， 李幸， 等．淀粉的改性及其在皮革中的应

用研究进展［Ｊ］ ．中国皮革， ２０１７， ４６（１）： ２７－３２．
［１７］ Ｍａ Ｋ， Ｚｈａｏ Ｌ， Ｊｉ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

（Ⅲ） ｏｎｔｏ ｓｔａｒｃｈ － ｇｒａｆｔ － ｐｏｌｙ （ ａｃｒ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 ／ ｏｒｇａｎｏ －
ｍｏｄｉｆｅｄ ｚｅｏｌｉｔｅ ４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ａ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０１８， ３９（４）： １ ２２３－
１ ２３３．

［１８］ Ｓｉｎｇｈ Ｐ Ｎ， Ｔｉｗａｒｙ Ｄ， Ｓｉｎｈａ Ｉ．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ｒ（Ⅵ） ｂｙ
ｓｔａｒ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ｒｏｎ ｏｘｉｄｅ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２（４）．

［１９］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Ｄ Ｓ，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Ｖ， Ｊｏｓｈｉ Ｐ Ｇ， ｅｔ ａｌ． ＰＥＧ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ｋ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 ｂｉｏ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ａｓ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ｆｏｒ
ｓｕｇ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８， ９： ３６３－３７７．

［２０］ Ｙ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Ｙ， Ｒｕｉ Ｎ，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ｍｉｃｒ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ｍｕｎｏ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６， ９３： ７８３－７８８．

［２１］ 陈偲勇， 许明辉．一种抗菌皮革、制备方法及应用： ＣＮ．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２４４８．１［Ｐ］． ２０１９－０４－０４．

［２２］ 张力．一种皮衣用防皱抑菌芳香护理剂：ＣＮ．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７３１２ ８［Ｐ］．
２０１８－０３－１４

［２３］ Ｖｅｌｍｕｒｕｇａｎ Ｐ， Ｇａｎｅｓｈａｎ Ｖ， Ｎｉｓｈｔｅｒ Ｎ Ｆ， ｅｔ ａｌ．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ｎａ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ｏｍａ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Ｊ］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０１７， ９： １２４－１３２．

［２４］ Ｌｖ Ｓ， Ｙａｎ Ｘ， Ｇａｏ 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ｏｎｔｏ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ＲＰ ／ Ｈ２Ｏ２ ／ ＡＣＡＣ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１， ８０－８１： ３９６－３９９．

［２５］ Ｙａｏ Ｑ， Ｗａｎｇ Ｌ， Ｌｉ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ｉｌｌｅｒ ｂｙ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ｋｅｒａｔｉｎ ［Ｊ］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ｃｅ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９， ９９６： ４８－５５．

［２６］ 姚庆达， 梁永贤， 温会涛， 等．壳聚糖基复合材料及其在制

革工业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Ｊ］ ．皮革与化工， ２０１９， ３６（６）：
１６－２９．

［２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Ｉ Ｐ， Ａｍａｒａｌ Ｊ Ｓ， Ｐｉｎｔｏ Ｖ， 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
ｔｏｓ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 Ｊ］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９８： １ ２２９－１ ２３５．

［２８］ Ｌｕｏ Ｑ， Ｇａｏ Ｈ， Ｐｅｎｇ Ｌ， ｅｔ 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ａ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１３３（２２）： １－７．
［２９］ Ｌｉｕ Ｇ， Ｌｉ Ｋ， Ｌｕｏ Ｑ， ｅｔ ａｌ．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４９０： ６４２－６５１．

［３０］ 陈军， 姚庆达， 梁永贤， 等．壳聚糖 ／ 聚乙二醇改性负离子皮

革涂饰剂的制备与应用［ Ｊ］ ．皮革与化工， ２０２０， ３７（３）：
１－７．

［３１］ 姚庆达， 梁永贤， 王小卓， 等．功能皮革负离子发生量测试

方法研究［Ｊ］ ．中国皮革， ２０２０， ４９（５）： ２２－２８．
［３２］ 姚庆达， 梁永贤， 王小卓， 等．交联对壳聚糖 ／ 聚乙二醇 ／ 负

离子皮革涂饰剂性能的影响［ Ｊ］ ．中国皮革，２０２１，５０（２）：
１９－２７．

［３３］ 姚庆达，梁永贤，袁琳琳，等．功能化聚乙二醇及其在制革涂

饰中的 应 用 研 究 进 展 ［ Ｊ］ ． 化 学 研 究， ２０２０， ３１ （ ４）：
３６５－３７６．

［３４］ Ｓｕｂｅｄｉ Ｎ， Ｌäｈｄｅ Ａ， Ｄａｎｓｏ Ｅ Ａ， 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Ｃｈｉ＠ Ｆｅ３Ｏ４）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Ｃｈｉ＠ Ｆｅ３Ｏ４＠ ＧＯ）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ｒ（ＶＩ）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９， １３７： ９４８－９５９．

［３５］ Ｋａｓｈｉｆ Ｇ， Ｓａｉｍａ Ｓ， Ｍｕｔｔａｑｉａ Ｗ，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ｉｏｎｉｃ ｄ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ｌｙ⁃
ｍ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１５２： ５２０－５３１．

［３６］ 贾喜庆，姚庆达，杨义清，等．植物鞣剂的结构、改性及其在

制革中的应用［Ｊ］ ．西部皮革， ２０１８， ４０（２１）： ３５－４２．
［３７］ Ｑｉｎ Ｌ， Ｌｉｕ Ｊ， Ｌｉ Ｇ， ｅｔ 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ａｎ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ｙ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ｒ⁃
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６： ６９５－７０２．

［３８］ Ｓｉｏｎｋｏｗｓｋａ Ａ， Ｋａｃｚｍａｒｅｋ Ｂ， Ｇｎａｔｏｗｓｋａ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Ｖ－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ｔｏｓａ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１４８： ３３３－３３９．

［３９］ 狄莹， 石碧．含植物单宁的功能高分子材料［Ｊ］ ．高分子材料

科学与工程， １９９８， １４（２）： ２０－２３．
［４０］ 姚庆达， 贾喜庆， 温会涛， 等．三聚氯氰改性坚木栲胶的制

备与复鞣性能［Ｊ］ ．皮革与化工， ２０１９， ３６（１）： １－７．
［４１］ 孙辉永， 姚庆达， 贾喜庆， 等．一种多乙烯多胺交联结构含

硅缩合类栲胶的制备方法：ＣＮ．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９９８４．５［ Ｐ］．２０１８－
１０－１６．

［４２］ 贾喜庆， 温会涛， 牛泽， 等．Ｆ－９０ 与植物鞣剂结合鞣制工艺

技术研究［Ｊ］ ．皮革与化工， ２０１８， ３５（６）： １－１０．
［４３］ 游涛， 刘杨， 马莉焘， 等．双氧水 ／ 甲酸预处理兔毛皮的橡椀

栲胶染色研究［Ｊ］ ．皮革科学与工程， ２０１８， ２８（６）： １６－２０．
［４４］ Ａｓｌａｎ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ｅ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ｔａｎ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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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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