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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ZnO 复合膜·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制备
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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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醋酸锌、乙醇和乙二醇甲醚比例为 1 g∶200 μL∶10 mL 配制 ZnO 前驱体溶液，然后将

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

其旋涂在湿纤维素膜表面，进一步通过退火处理获得性能优异的纤维素/ZnO 复合膜，并以纤维素/

研究方向：纤维素功能

ZnO 复合膜为衬底制备透明导电膜。研究表明，提高退火温度，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呈现先
降低后趋于平稳的趋势。当旋涂转速为 2000 r/min，退火温度为 23℃时，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

基底的制备。

高达 89. 6%，升高退火温度至 160℃，复合膜的透光率降低至 86. 3%。退火温度和旋涂转速会影响纤
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稳定性能，升高退火温度和旋涂转速会提高复合膜的热稳定性能。在 80℃和

2000 r/min 的处理条件下，可以制备形貌比较均匀的纤维素/ZnO 复合膜；与纤维素膜相比，以纤维
素/ZnO 复合膜为衬底制备的透明导电膜，其电阻降低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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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epare a transparent conductive film based on a cellulose/ZnO composite film，the ZnO precursor solution was pre⁃

pared from zinc acetate，ethanol and eth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based on the ratio of 1 g∶200 μL∶10 mL respectively，and then it's com⁃
pounded with the cellulose film. Desirable cellulose/ZnO composite film was harvested by spin-coating and annealing treat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rease of annealing temperature could slightly de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cellulose/ZnO composite film then following by

a plateau. The cellulose/ZnO composite film presented a superior transparency of 89. 6% at 23℃ of annealing temperature and 2000 r/min of

spinning speed，and its transparency decreased of 86. 3% due to the 160℃ of annealing temperature. In addition，both spin-coating and an⁃
nealing treatments made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cellulose/ZnO composite film，where the thermal stability was promoted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annealing temperature and spinning speed. A desirable cellulose/ZnO film with uniform morphologies was pre⁃
par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80℃ of annealing temperature and 2000 r/min of spinning speed .
Key words：cellulose film；ZnO；transparency；morphology；thermal stability

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为丰富的天然资源之一，属于
环境友好型材料。纤维素分子表面存在大量的羟基，
[1-3]

因此具有较好的亲水性能 ；此外分子间存在极强的
[4-6]

氢键作用使其物理、化学性能较为稳定 。纤维素的
功能化产品主要包括纤维素膜[7-8] 、纤维素纤维[9]以及
纳米纤维素[10]。它们在制浆造纸、印刷包装、吸附过
滤、化工医药以及高性能衬底等领域中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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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氧化锌 （ZnO） 是一种绿色材料，价格低廉，具
有原料易得和可降解性。同时，ZnO 又是一种 n 型宽
禁带半导体材料，常温下禁带宽度为 3. 37 eV，其结
收稿日期：2019⁃06⁃30（修改稿）
*通信作者：李建国，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高性能纤维素的制备及
其功能化应用。

·1 ·

研究论文

晶结构主要为纤锌矿结构。Dem’yanets 等人[11]以水热

法在高压反应釜中制备了 ZnO，但此方法制备周期
[12]

长，同时在制备过程中能耗也较大。AO 等人 利用

化学机械法 （CMP） 制备纳米 ZnO，通过此方法得到

的 ZnO 纳 米 颗 粒 具 有 较 高 的 均 匀 性 。 Duan 等 人 、
[13]

Tanasa 等人 、Li 等人 以沉淀法制备纳米 ZnO，此
[14]

[15]

方法获得的 ZnO 颗粒容易团聚，分散性较差。Tari 等

人 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 ZnO，该制备方法效率高且
[16]

成本低。

[17]

吴鹏等人 以纳米纤维素为模板通过水热合成法

制备了针状 ZnO，初步探索了 ZnO 的形成机理和光催
[18]

化性能。付冉冉等人 以离子液体为溶剂、通过干湿
法制备了纤维素/ZnO 复合膜，并讨论了不同 ZnO 含
[19]

量对复合体系的影响。Mun 等人 通过共混方法制备
了纤维素/ZnO 复合膜，并尝试用该复合膜检测人体
的血糖含量。但以上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制备方法

反应结束后，关闭搅拌器，最后静置脱泡 1 h。采用
涂 布 机 （GBC-A4， 瑞 安 市 浩 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20 cm/min 的速度将纤维素溶液刮涂成膜，并将纤维

素膜浸入去离子水中直至完全清洗掉纤维素膜中的
NMMO 溶液，最后把纤维素膜放入冰箱备用。
1. 2. 2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制备

采用醋酸锌∶乙醇∶乙二醇甲醚比例为

1 g∶200 μL∶10 mL 配制 ZnO 前驱体溶液。利用台式

匀胶机 （KW-4A，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将前

驱 体 溶 液 以 不 同 的 转 速 （800、1000、1500、2000、

2500 r/min）旋涂在湿态纤维素膜表面，旋涂时间 40 s，
然后置于鼓风干燥箱中进行退火处理，退火温度分别
为 23、 50、 80、 120、 160℃ ， 制 成 纤 维 素/ZnO 复
合膜。
1. 2. 3

纤维素/ZnO 透明导电膜的制备

利用射频磁控溅射仪 （TRP-450，中国科学院沈

是纤维素与 ZnO 直接混合，存在无法实现纤维素与

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真空度 2. 5×10-4 Pa、溅

于复合膜的外表面，这直接降低了纤维素/ZnO 复合

下，在纤维素/ZnO 复合膜表面磁控溅射铝掺杂氧化

ZnO 之间有效结合的缺点。此外，ZnO 不能完全暴露
膜的性价比。

本课题采用溶胶-凝胶手段，在湿态纤维素膜表

面旋涂 ZnO 前驱体溶液，然后基于退火方式制备纤维

素/ZnO 复合膜，可以实现 ZnO 与纤维素膜之间的有

效结合，同时保证 ZnO 在纤维素膜表面的有效暴露。
本实验主要研究了不同退火温度及旋涂转速对纤维
素/ZnO 复合膜透光率、表面形态、热稳定性以及导
电性能的影响。
1

实

1. 1

验
实验原料

竹溶解浆板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 粉末，固含量≥97%，
天津市海纳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乙二醇甲醚 （无
水级 99. 8%，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乙醇 （含量

射压强 3 Pa、溅射功率 100 W、溅射时间 1 h 的条件
锌 （AZO） 半导体材料，制备出纤维素/ZnO 透明导
电膜。
1. 3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表征
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日本

电子株式会社） 对纤维素/ZnO 复合膜进行形貌观察，
喷 金 45 s， 加 速 电 压 为 20 kV。 采 用 热 重 分 析 仪

（STA449，德国 Netzsch） 在流量为 20 mL/min 的 N2 气

氛下，以 10℃/min 的升温速率对样品进行常压热解，
升 温 区 间 为 30~600℃ 。 采 用 光 学 透 过 率 测 试 仪

（LS108H，彩谱科技） 检测纤维素膜的透光性能，纤

维 素 膜 的 尺 寸 为 4 cm×4 cm。 采 用 四 探 针 测 试 仪

（ST2258A， 苏 州 晶 格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检 测 纤 维 素/
ZnO 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能。
2

结果与讨论

≥99. 7%，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没食子酸正

2. 1

锌 （含量≥99. 0%，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标之一，也是评价纤维素/ZnO 复合膜质量的重要标

1. 2. 1

合膜的照片。图 1（a）纤维素膜在 23℃的退火温度下

丙酯 （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醋酸
1. 2

实验方法

纤维素膜的制备

称取 4. 6 g 去离子水和 30 g NMMO 粉末倒入三口

烧瓶中，将其置于 80℃的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中加热搅拌 30 min。随后再称取 1. 5 g 竹溶解浆以及
质量分数为 0. 25% 的没食子酸正丙酯，缓慢加入到

NMMO 溶液中，继续加热搅拌 1 h 使竹溶解浆溶解。
·2 ·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性能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是其性能的重要指

准。图 1 为不同退火温度下纤维素膜和纤维素/ZnO 复

非常透明，具有较高的透光率。在相同退火条件下，
图 1（b）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略低于纤维素膜，
表明 ZnO 的存在会影响复合膜的光学性能。此外，所

有纤维素/ZnO 复合膜都可以清晰显露下方衬底的图
案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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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旋涂转速为 2000 r/min。

图1

不同退火温度下纤维素膜和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照片

纤维素膜和纤维素/ZnO 复合膜在 550 nm 波长下

的透光率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看出，纤维素膜的透
光率具有较好的温度耐性，即退火温度基本不影响纤
维素膜的透光率，透光率保持在 98% 左右。但是不

同的退火温度对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复合膜的透光率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
呈现先降低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规律。当旋涂转速
2000 r/min、退火温度 23℃时，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

透光率高达 89. 6%，继续升高退火温度至 160℃，纤

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率降低至 86. 3%。常温条件

图2

的纤维素/ZnO 复合膜具有良好的透光性能。随着退

第一阶段 （0~100℃） 为自由水的挥发，其质量损失

化，内部结构中的原子或分子进行晶体重整，一些分

段，质量损失约 68. 1%；第三阶段 （350~600℃） 为

下，ZnO 溶液为无色透明状态，因此 23℃条件下制备

550 nm 波长下纤维素膜和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透光性能

火温度的逐渐升高 （从 50℃到 160℃），ZnO 逐渐凝胶

约 10. 6%；第二阶段 （100~350℃） 为主要热失重阶

子团的结合键被打破，使得内部孤立的原子增多进而

最后碳化阶段，其质量损失约 21. 3%。醋酸锌的第一

[20]

导致复合膜的透光率略微降低 。
2. 2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稳定性
纤维素膜、醋酸锌、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失

重曲线如图 3 所示。由图 3（a）可知，纤维素膜热失重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热失重阶段为 0~100℃的升温区间，此阶段醋酸锌失

去 2 个水分子，250~350℃的升温区间为醋酸锌的第

二热失重阶段，在此阶段醋酸锌分子发生降解反应。
纤维素/ZnO 复合膜中，纤维素占主要部分，因此纤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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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G 曲线

（b）左图部分放大图

注 （a）纤维素/ZnO 复合膜，
23℃-1000 r/min；（b）纤维素/ZnO 复合膜，
23℃-3000 r/min；（c）纤维素/ZnO 复合膜，
80℃-1000 r/min；（d）纤维素/ZnO 复
合膜，
80℃-3000 r/min；（e）纤维素/ZnO 复合膜，
160℃-1000 r/min；（f）纤维素/ZnO 复合膜，
160℃-3000 r/min；（g）醋酸锌；（h）纤维素膜

图3

纤维素膜、醋酸锌、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稳定性能分析

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失重情况主要受到纤维素的影

min、(e) 160℃-1000 r/min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降解

可知，在主要热失重阶段，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降

素/ZnO 复合膜，这主要是受旋涂转速和退火温度的

响，与纤维素膜呈现类似的热失重特征。由图 3（b）
解温度略微低于纤维素膜的降解温度，这可能是因为

温度高于(a) 23℃-1000 r/min、(c) 80℃-1000 r/min 纤维

影响。旋涂转速越高，ZnO 的附着量越低，对分子间

ZnO 分子扰乱了纤维素分子间氢键的结构，导致在

氢键的扰乱程度越低，复合膜的分子结构更加稳定；

结构更容易降解 。同时，从图 3 中还可以清晰观

固，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热稳定性能越好。

200～340℃的加热区间内，纤维素/ZnO 结构比纤维素

退火温度越高，纤维素和 ZnO 分子间的结合更加牢

察，(d) 80℃-3000 r/min、(f) 160℃-3000 r/min 纤维素/

2. 3

160℃-1000 r/min 纤维素/ZnO 复合膜；(b) 23℃-3000 r/

膜形貌结构的影响。图 4 为在旋涂转速 2000 r/min 条

[21]

ZnO 复 合 膜 的 降 解 温 度 高 于 (b) 23℃ -3000 r/min、 (e)

图4
·4 ·

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形貌结构
本课题进一步探讨退火处理对纤维素/ZnO 复合

不同退火温度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 SEM 图（2000 r/min）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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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不同退火温度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 SEM 图。

3. 1

复合膜的形貌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在低温条件下

但退火温度过高会破坏其形貌结构，导致其应用价值

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纤维素/ZnO

（23℃），前驱体溶液很难形成形态结构良好的 ZnO，

升高退火温度有助于 ZnO 更好地附着于纤维素

膜表面，使纤维素/ZnO 复合膜稳定且呈现致密化，
的降低。

只是厚厚地附着在纤维素膜表面，且形成的 ZnO 层具

3. 2

火温度到 80℃，ZnO 前驱体溶液和纤维素膜同时快速

23℃ 升 高 到 160℃ 时 ， 纤 维 素/ZnO 复 合 膜 透 光 率 从

退火温度的提升会轻微降低纤维素/ZnO 复合膜

有较大的褶皱结构，如图 4（a）和 4（d）所示；提高退

的 透 光 性 能 ， 当 旋 涂 转 速 2000 r/min， 退 火 温 度 从

脱水，ZnO 层逐渐变薄，褶皱程度降低，可以形成形

89. 6% 降低到 86. 3%，但退火温度的升高能够提高复

貌比较均匀的纤维素/ZnO 复合膜；进一步提高退火

合膜的热稳定性能。

在退火温度 80℃、旋涂转速 2000 r/min 条件下

温度到 160℃，纤维素层和 ZnO 层的脱水速率可能不

3. 3

表面，严重破坏纤维素/ZnO 复合膜的形貌结构，如

ZnO 复合膜，并且该条件下制备的纤维素/ZnO 透明导

一致，导致 ZnO 层破裂，且不能均匀铺展在纤维素膜

可以制备表面形态结构完整、热稳定性良好的纤维素/

图 4（c）和 4（f）所示。

电膜与纤维素透明导电膜相比，电阻降低约 65%。

2. 4

纤维素/ZnO 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能

通过溶胶-凝胶以及同步退火方式，可以制备形
态结构良好的纤维素/ZnO 复合膜。本课题以该复合
膜为衬底，通过磁控溅射方式在纤维素/ZnO 复合膜
表面生长铝掺杂氧化锌 （AZO） 半导体材料，制备透

明导电膜。对纤维素层和 ZnO 前驱体同时进行脱水处

理，可以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结合。排列紧密的 ZnO
层可以为 AZO 提供高效的电子传输通道，因此能够

显著提升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能。图 5 为纤维素/ZnO
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能。从图 5 可以看出，在退火温
度 80℃、旋涂转速 2000 r/min 时，纤维素/ZnO 透明导

电膜的导电性能远远高于纤维素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
能，前者的电阻比后者电阻降低约 65%。

导电膜

图5

3

透明导电膜的导电性能

结 论
本课题采用溶胶-凝胶手段，在湿态纤维素膜表

面旋涂 ZnO 前驱体溶液，然后基于退火方式制备纤维

素/ZnO 复合膜，并讨论了退火温度以及旋涂转速对
纤维素/ZnO 复合膜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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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在上海隆重举行

2019 年 10 月 10—12 日，由中国造纸协会、中国造纸学会和

开幕式由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波主持，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造纸杂志社承办

行业领导、知名造纸企业以及中外参展商代表等领导、嘉宾出席

的 2019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

了开幕式。

重举行。

开幕式结束后，领导及嘉宾亲临展览会现场参观，感受展览

在 10 月 10 日的展览会开幕式上，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曹振

会盛况并与参展企业代表进行了亲切交流，对本届展览会给予

事长曹春昱，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名誉会长、山东太阳纸业股份

本届展会上，芬兰仍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参展，维美德、福伊

雷，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洪信，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

了好评。
特 、安 德 里 茨 、BTG、Santasalo、Kandas、Rollianz Lihua、

长胡楠教授，芬兰林纸工程师协会董事总经理 Antti Lindqvist， LECHLER、Bekaert 、Maintech、Spooner 、DEUBLIN、V.I.T、台湾
共同为展览会剪彩。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春昱代表主办方致

永光、长园工业、Cellwood、X-rite、ZENITH、Sam Bo、浙江华章、
广东诚铭化工、福建轻机、郑州运达、四川高达、河南中亚、淄博

欢迎辞，他指出：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经

泰鼎、郑州磊展、乐山成发、欧佩德昌华、山东信和、威海金贝壳、

而造纸工业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前

徐州三环、山东丰信、丹东鸭绿江磨片、杭州顺隆、浙江杭化、迪

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实现了产需基本平衡，彻底告别了纸张长期

蔼姆、济宁华隆、上海费奥多、浙江峥嵘、固安安腾、丹东新兴、河

依靠进口的时代；成为世界造纸第一生产大国，并进入世界造纸

北亚圣、嘉兴欧博特、山东瑞中、苏州嘉诺、浙江双元、绵阳同成、

先进国家行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目

洛阳太学、山东硅元、西安迈拓、滕州德源、无锡维科、东莞华星、

前，中国造纸工业正朝着建设造纸强国的目标坚定前行。但在

郑州非尔特、瑞安金邦、丹东盛兴、丹东博威、大连明珠、沁阳一

造纸工业快速发展、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

机、新乡圣达、山东北方、中山斯瑞德等近 200 家造纸及相关行业

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长沙长泰、汶瑞机械、山东晨钟、河南大指、上海轻良、成都环龙、

困难。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

极具影响力的国内外公司参加了展览，
涉及制浆造纸机械设备、
零

行业发展的要求，需要准确把握我国造纸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部件、辅助器材、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各类商品纸浆、纸及纸

形势、新机遇，在技术创新、绿色发展、智能制造等方面进一步加

板；
废纸及废纸利用技术、
设备等；
造纸化学品；
环保及综合利用新

大力度，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技术及设备；
特种纸原料及设备；
包装材料及生产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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