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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慧友

“双 11”已过，“双 12”即将到来，在“买买买”

以及海量快递包裹的背后，是塑料包装废弃物的

持续增加，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随着

各地“禁塑令”“限塑令”的实施，在快递和日常生

活中推广使用可降解材料，特别是生物可降解塑

料，不失为减少环境污染的一个有效途径。

何为生物可降解塑料？推广和普及生物可

降解塑料还面临哪些挑战？科技日报记者就这

些问题对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生物可降解塑料又称生物降解塑料、生物分

解塑料，可在自然界中，或在堆肥、厌氧或水性培养

液等特定条件下，依靠细菌、霉菌和藻类等微生物

的作用，最终被完全降解成二氧化碳、甲烷、水等。

生物可降解塑料，“生物”二字是指需要用微

生物来降解，并不意味着必须用生物材料来生

产。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

杜欢政教授解释说，生物可降解塑料可以用石油

来生产，也可以用生物基材料来生产。比如聚乳

酸（PLA）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产业化最成熟、产量

最大、应用最广泛的生物可降解塑料。PLA是以

乳酸为主要原料聚合而成的聚合物，可以用淀粉

生产，也可以用石油生产。

“根据生物降解塑料的原料来源，可将其分

为生物基生物降解塑料、石化基生物降解塑料两

类。”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

会副秘书长刁晓倩说，石化基生物降解塑料是指

以化学合成的方法，将石化产品聚合制成的可生

物降解的塑料，比如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

醇酯（PBAT）、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二氧化

碳共聚物（PPC）。

生物基生物降解塑料的原料来源非常广

泛。根据来源，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天然

材料直接加工得到的塑料，天然材料来源有植物

和动物两类，植物来源包括纤维素、木质素等，动

物来源包括明胶、甲壳素、壳聚糖等；第二类为微

生物发酵和化学合成共同参与得到的聚合物；第

三类为由微生物直接合成的聚合物；第四类为以

上这些材料共混加工得到的，或这些材料和其他

化学合成的生物降解塑料共混加工得到的。

并非仅“生物”造但要靠微生物降解

在海口、三亚等地，记者发现，无论是去商

超购物还是喝奶茶、咖啡等，使用的购物袋、吸

管等都由生物可降解塑料制成。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海南已正式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使用。

不过，当消费者拿到可降解塑料制品时，可

能想不到，可降解塑料产业已经历了多次技术

革新、多次试错和纠偏。

“光降解塑料”是我国生物降解塑料行业的

发端。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塑料薄膜技术进入

可降解塑料产业经历多次技术革新

生物可降解塑料除在一次性薄膜、快递包

装等领域可替代传统塑料外，还可用于农用地

膜、纺织纤维、耐用塑料餐具、汽车工业制品、

泡沫制品、3D 打印材料等领域。

然而，前瞻产业研究院在《可降解塑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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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生物可降解塑料发展还面临多重挑

战。例如，目前市场上生物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

是传统塑料袋的 3 倍以上，如无强制性法规，难

以在市场上推广；缺少强制性标准，特别是各地

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标准参差不齐，导致政府监

管部门监管困难。

不过，生物可降解塑料发展瓶颈正在逐步

突破。短期来看，随着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逐

渐释放，价格增速会逐渐放缓。长期来看，随

着原料的多元化和技术的进步，生物可降解塑

料产品价格总体将有所下降。

此外，我国正在推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标

准制定工作。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

关部门继续在标准立项、批准发布等环节支持

《生物降解材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

《全生物降解饮用吸管》等生物降解塑料领域

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为推动塑料污染治理提

供技术支撑。

杜欢政表示，要解决塑料的污染问题，首先

是塑料使用减量，其次是加大循环利用力度，

然后才是替代。替代包括纸替代、其他材料替

代，也包括用可降解塑料替代不可降解塑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可降解塑料产业或将得

到更快速的发展。

生物可降解塑料发展瓶颈正逐步打破

我国可降解塑料产业

已经历了多次技术革新，从

光降解塑料到淀粉添加型

降解塑料再到可全降解的

生物可降解塑料。

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

国生物可降解塑料消费量

平均年增速在 20%左右，

2019 年，我国生物降解塑

料消费量约26万吨。

寻材问料

我国，应用在农业领域，提高了作物单产。但

随着越来越多的塑料薄膜累积在土壤中，带来

了“白色污染”等问题。

基于此，光降解塑料应运而生。光降解塑

料烯烃聚合物被光照射后可从大分子变为小分

子链段，但这仅仅是“崩解”而已，不能从根本

上将聚合物降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崩解产

生的小碎片依然残留在土壤中，无法回收，更

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甚至可能会经由食物链

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光降解”之路不通，于是到 20 世纪 90 年

代，可降解塑料进入淀粉添加型降解塑料阶

段，产品研发主要集中于“填充型淀粉塑料”方

向。填充型淀粉塑料主要是将淀粉作为填料填

充于聚乙烯（PE）、聚丙烯（PP）等中，通常其填

充量达 10%—30%。

“填充型淀粉塑料本质上仍含有 PE、聚苯

乙烯（PS）等聚烯烃聚合物，只能部分降解，仍

存在环境危害。”杜欢政说，如今，可降解塑料

到了全降解塑料阶段。全降解塑料包括 PLA、

PBAT、聚羟基脂肪酸酯（PHA）以及其他天然

高分子材料类生物可降解塑料等。大多数都具

有完全可生物降解、较好的机械性能和加工性

等优点。

数据显示，过去 5 年我国生物可降解塑料

消费量平均年增速在 20%左右，2019 年，国内生

物降解塑料消费量约 26 万吨。随着禁限塑政

策密集出台和逐步落地，重点替代领域为一次

性薄膜、快递包装、线上外卖等。据估算，到

2025 年，上述领域预计可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

的大幅替代，保守预估需求量约 693 万吨，而到

了 2030 年则需约 138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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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车是工程机械中极为典型的超长柔性

多关节臂架类装备。今天大家看到的这台泵车

展臂，最大长度可达 63米，是四桥底盘上可实现

的极限臂长。这主要得益于碳纤维臂架技术优

异的轻量化能力。”11月 26日，在长沙召开的“中

联重科新能源装备及碳纤维复合材料新技术发

布会”上，中联重科研究院技术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中联重科）副主任刘延斌，介绍了首次公开

亮相的我国首款国产化碳纤维臂架泵车。

“两级混合”设计成就碳
纤维复合材料“钢”性

这台国产化碳纤维臂架泵车采用了中联重

科历经 10年自主研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该材

料设计—计算—制造—测试成套技术的研发成

功，助力我国实现了碳纤维复合材料从原材料、

装备、设计计算方法到工艺制造等全链条的国

产化；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工

程机械领域以碳纤维材料制造的主承力结构件

的价格成本，助力这类新型高性能材料的商用

落地。

新装备开发，材料先行。上世纪以来，以碳

纤维复合材料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支撑了航

空航天装备飞速发展。到本世纪，随着技术的

成熟，碳纤维复合材料逐渐在交通、能源、工业

等民用领域推广应用。

不过，相较于碳纤维材料常用于的航空航

天领域，其用于工程装备制造，技术难度和复杂

性更甚。通常，卫星、火箭、飞机等在空中运行，

处于相对稳定的运动状态。但工程施工中，具

多关节结构的碳纤维细长臂架，需在空中完成

各类施工所需的操作动作，运动状态和受力情

况复杂多变。可偏偏，碳纤维是一种“抗拉（伸）

不抗压（力）”的材料。要应对臂架受力情况的

复杂多变，就需要研发出可满足工程机械装备

制造需求的“既抗拉又抗压”的碳纤维复合材

料。这，是业内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极具挑战

力的难点。

早在 2011 年，中联重科便开始研究以碳纤

维材料制造臂架。但碳纤维材料“抗拉不抗压”

的难题，也同样困扰了他们。不断地研究与实

验，中联重科碳纤维材料研发团队终于创新性

地提出了“两级混合”设计。即对臂架端部采用

高强钢结构和臂体部分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装

配式混合；对臂体部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和

高强钢板叠层式的半金属化混合，实现了碳纤

维复合材料抗拉、抗压的“双抗”性能。这样的

“操作”后，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便具备了钢材

同样的成型和加工性能。

“我们设计制造的碳纤维复材—高强钢混

合结构臂架，经过最严格的疲劳考核验证，4 米

缩尺臂架试验用过的样件超过 100件，臂架总成

考核的时间超过 15000小时，整机也经过了长达

一年的工地工业性考核。上述验证表明，混合

结构臂架的寿命达到了高强钢臂架的 2 倍。”刘

延斌说。

成套技术有望带来工程
机械行业“轻”革命

“2008 年起，我们就开始探索和形成以高强

钢结构来设计、制造臂架的轻量化技术和动力

节能技术。2014 年，我们全面启动了以新材料、

新工艺、新方法为核心的绿色化技术研究与应

用，并且把碳纤维作为继高强钢之后的下一代

新材料攻关重点。今天很欣喜的是，我们成功

了。”中联重科副总裁、总工程师付玲说。

事实上，碳纤维复合材料原创新技术除了

臂架两级混合结构设计，还实现了基于臂架两

级混合结构设计和自研的臂架制造工艺而建

立的“混合结构数据库”，并给出了计算误差小

于 10%的“碳纤维复材—金属混合臂架精准计

算方法”。

针对泵车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臂架异常

损伤，团队还提出并建立了成套修复方法。同

时，团队还在结构中嵌入磨损失效感知元件，在

碳纤维臂架的“骨头”中装上“感知神经”，助力

碳纤维臂架修复。

“通过成套技术，我们制造的碳纤维复合材

料臂架，可显著提高整机轻量化水平。以今天

亮相的国产化碳纤维泵车臂架为例，相对钢材

料臂架，轻量化可达 35%。”刘延斌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称，碳纤维材料与

工程机械装备的结合，有望为工程建筑装备

带来“轻”革命，传感元件与复合材料融合，则

有望给新材料带来“智”的飞跃。这种碳纤维

复合材料新技术，有望拓宽碳纤维材料的民

用领域，也有望助力新材料在工程机械领域

的发展。

助力泵车展臂实现 63米极限臂长

国产碳纤维复合材料不仅抗拉还抗压

记者 11月 29日从青岛大学获悉，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复合材

料与工程专业 2018级本科生齐广雨为第一作者、解培涛副教授为通讯作

者、刘春朝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在《先进化合物和杂化材料》上发表论文

称，他们以具有多孔结构的玉米秸秆为原料，通过简单的生物质转化法制

得一种超轻的纳米吸波材料（Fe3C@Fe/C），该材料在超薄厚度（1.13 毫

米）下实现了优异的吸波性能。

众所周知，各种电子设备的应用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

来了大量的电磁污染，影响人们的健康和信息安全，而应对电磁污染的有

效手段，就是发展电磁波吸收材料。但现阶段许多电磁波吸收材料存在

吸收带宽窄、制备工艺复杂等问题。

要想材料具有高性能吸波性，其必须具有多级多孔微观结构。齐广

雨在老家烧柴时，偶然发现秸秆比木材更容易燃烧，并看到未完全燃尽的

秸秆呈蓬松的木炭状，并推测玉米秸秆可能具有较好的多孔结构。

但在随后开展的实验中，无论选用玉米秸秆的任何部位作为前驱体，

无论碳化温度调整到多少，最终获得的材料吸波性能都不理想。齐广雨查

阅大量文献后找到了原因：天然植物或者其遗态材料往往仅有电响应，磁

响应较弱或难以实现，无法获得良好的电-磁匹配。他调整了实验方案，决

定以玉米秸秆的多孔结构作为模板，加入磁性金属纳米颗粒进行改性。

基于此思路，团队通过金属盐浸渍-碳热还原工艺这一生物质转化

技术，制备出 Fe3C@Fe/C 纳米复合吸波材料。“我们用秸秆制得的纳米吸

波材料，在 1.13毫米超薄厚度下即可实现优异的吸波性能，有效吸收带宽

可达 5.1吉赫兹。”解培涛解释说，此纳米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阻抗匹配

和较高的衰减特性，从而实现了优异的吸波性能，这主要得益于多孔微结

构中多级界面的介电损耗与铁纳米颗粒磁损耗的协同作用。

“团队所使用的金属盐浸渍-碳热还原工艺不仅简单、成本低，且可

大规模生产，所制备的材料吸波性能稳定；还可以提高农业废料的利用效

率，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解培涛说。

玉米秸秆制成纳米吸波材料

可有效应对电磁污染

新华社讯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研发出以水代替可燃性有机溶剂材料、

用纳米级钼系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安全性较高，

不用担心起火事故，而且可以快速充电。

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有机溶

剂，因此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寻找一种更安全的电解液材料。

来自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住友电气工业公司等机构的研究团队用水

作为电解液，并寻找可以不降低电池性能的电极材料。研究人员发现使

用纳米级钼系氧化物做电池的负极，电池性能可达到可实用的水平。

由于这种电池没有着火风险，并可快速充电，即使重复充放电 2000

次，电池容量也只减少不到 30%，因此有望用于储能电池或者短距离电动

汽车等。研究团队的目标是 3年后使这种新型电池实用化。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用纳米级钼系氧化物做负极

新型锂电池无起火风险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 11月 2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

到，该校俞书宏院士团队受天然珍珠母“砖—泥”层状结构的启发，研制出

一种新型航天器外层防护材料——聚酰亚胺—纳米云母复合膜。这种新

材料由于采用了独特的仿生设计，其力学性能和空间极端环境耐受性均

得到显著提升，有望取代现有的聚酰亚胺基复合膜材料。该成果日前发

表于《先进材料》上。

聚酰亚胺薄膜因其优异的力学性能、绝佳的热稳定性和突出的耐化

学性，成为太空探测器“防护服”的绝佳材料。然而，与其他碳氢聚合物一

样，该材料在太空环境中也极易受到原子氧攻击，导致物理和力学性能急

剧下降，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手段。此外，宇宙射线辐射和空间碎片撞

击等极端环境也对其稳定性提出严峻的考验。

受天然珍珠母的“砖—泥”层状结构启发，科研人员利用前期开发的

具有优异力学性能和紫外屏蔽功能且可大规模制备的纳米云母片作为构

筑基元，与聚酰亚胺前驱体共组装得到聚酰亚胺—纳米云母复合膜，利

用云母的优越本征特性来弥补聚酰亚胺的不足。研究人员通过改变组

分配比，借助喷涂与热固化联用法构筑了具有双层类珍珠层结构的聚

酰亚胺—纳米云母复合膜，使其顶层具有更致密的纳米云母片。这种设

计策略不仅实现了材料力学性能的有效提升，而且使其上表面对原子氧、

紫外辐射和空间碎片等具有更高的抵抗性能。

研究表明，这种新型仿生复合膜的拉伸强度、杨氏模量和表面硬度分

别为 125兆帕、2.2吉帕和 0.37吉帕，比纯聚酰亚胺膜分别高出 45%、100%

和 68%。由于独特的双层类珍珠母结构以及云母纳米片的固有性能，仿

生复合膜的性能明显优于纯聚酰亚胺薄膜、单层类珍珠母结构的聚酰亚

胺—云母复合膜和以往报道的聚酰亚胺基复合材料。此外，其抗紫外线

老化性和高温稳定性也得到明显提升。

这项研究提出的独特双层仿珍珠母结构设计策略，为设计构筑其他

高性能纳米复合材料提供了新思路。

仿生复合膜

或成航天器防护“新装”

要应对臂架受力情况的

复杂多变，就需要研发出可

满足工程机械装备制造需求

的“既抗拉又抗压”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这，是业内研究

的热点，同时也是极具挑战

力的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