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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基水凝胶·

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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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木质素的来源、分类、结构和性质，其次概括了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制

备方法，然后综述了具有吸附性木质素基水凝胶和具有刺激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研究进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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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source，class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lignin and the main methods of preparing the lignin-

based hydrogel. The methods preparing the adsorplive lignin-based hydrogel and the responsive lignin-based hydrogel were described in de⁃
tail.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lignin-based hydrogels were proposed，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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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凝胶是一种通过交联作用形成的可以发生溶胀

木质素具有抗氧化、抗微生物、生物降解性、生

作用的三维多孔网络结构的高聚物。水凝胶具有柔

物相容性等优点。因此，木质素基水凝胶是木质素高

[1]

性、生物相容性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 、生
[2]

[3]

[4]

值化研究利用的一个新方向。目前，吸附性水凝胶和

物医药 、传感器 、水净化 等领域。传统的水凝胶

刺激响应性水凝胶是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研究热点，可

材料主要是亲水性的合成高分子，化学稳定性好，但

用 于 废 水 处 理 、 药 物 缓 释[21]、 吸 附 材 料[6]、 日 用 产

难以生物降解，易造成环境污染，限制了水凝胶的应

品[22]等领域。本文重点总结了木质素基水凝胶的主要

用。目前，水凝胶材料的研究热点是无毒、来源广泛

制备方法和应用，为木质素高值化利用提供参考。

[5]

和生物相容性好的可再生天然聚合物，如纤维素 、
木质素[6]、壳聚糖[7]等。

木质素是木质纤维的 3 大组分之一，是自然界含
[8]

量最丰富的天然可再生芳香族聚合物 ，在含量上仅

次于纤维素。每年全球生产 5000 万 t 的工业木质素，
其中大部分工业木质素被直接焚烧提供热能或电能，
利用率不足 10% 。木质素具有复杂的组成及多级结
[9]

构，严重限制了木质素的广泛应用。截至目前，木质

素已应用于制备酚醛树脂[10]、聚氨酯[11]、脲醛树脂[12]、
环 氧 树 脂[13]、 离 子 交 换 树 脂[14] 等 树 脂 材 料 以 及 吸 附
剂[15]、表面活性剂[16]，还有木质素碳纤维[17-18]、木质素
纳米材料[19-20]、水凝胶[21]等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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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质素

1. 1

来源及分类
根据植物纤维原料的不同，木质素可以分为针叶

木木质素、阔叶木木质素和禾本科木质素；根据制浆
工艺的不同，木质素又可以分为硫酸盐木质素、木质
收稿日期：2019⁃06⁃20（修改稿）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2015M570419）；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2018JJA130224）；广西清洁化制浆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基金
（ZR201805-7）。
*通信作者：闵斗勇，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木质纤维原料全组分
高值化利用基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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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磺酸盐、有机溶剂木质素等。不同来源木质素的化
[23]

学组成、结构和性质都存在明显差异 。
1. 2

木质素的结构和性质
木质素是由苯丙烷单元通过碳碳键和醚键连接而
[24]

成的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天然大分子 ，基本组成单
元包括愈创木基丙烷结构 （G 型）、紫丁香基丙烷结

素-木质素基水凝胶。结果表明，增加木质素的含量
能够提升多酚的释放量，但该水凝胶多酚的释放率最

高仅为 29%，需进一步优化制备工艺提升多酚等药物
的释放能力。

Li 等人[28]以木质素磺酸钠为原料，利用二亚乙基

三胺 （DETA）、甲醇溶液制备木质素胺 （LA），再与

构 （S 型） 和对羟苯基丙烷结构单元 （H 型）。针叶木

聚乙烯醇 （PVA） 交联制备 LA/PVA 水凝胶预溶液，

结构，禾本科木质素则包括 G 型、S 型和 H 型结构。

含银纳米颗粒的 LA/PVA 水凝胶。结果表明，木质素

木质素主要是 G 型结构，阔叶木木质素是 G 型和 S 型
木质素含有多种活性基团，包括酚羟基、醇羟基、甲
氧基、醛基、羰基等。因此，可以通过氧化还原、磺
化、烷基化、羟甲基化等反应对木质素进行改性，并
[25]

应用于水凝胶的制备 。此外，木质素还具有生物相
容性、可生物降解性的特点，引入水凝胶后可改善其
生物相容性。由于木质素具有吸附性，因此木质素基
水凝胶可以作为吸附材料用于废水处理。
2

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制备方法

2. 1

化学交联法

最后将 AgNO3 溶液加入 LA/PVA 水凝胶预溶液中得到
和银纳米颗粒都对大肠杆菌有抗菌性能。在冷冻的
条件下，该溶液变成水凝胶，但在 95℃条件下放置

30 min，水凝胶又转变成自由流动的溶液，因此该法
制备的水凝胶具有热可逆性。但是制备工艺复杂、反
应条件苛刻，且抗菌实验要求高。

Meng 等人[29] 通过溶液共聚制备了超高溶胀率的

木质素高分子聚合物水凝胶。将丙烯酸、N，N-亚甲

基丙烯酰胺和不同质量的红液混合均匀，在引发剂过
硫酸铵条件下制备木质素基高分子聚合物水凝胶。由
于红液中大量羟基、羧基、硫酸盐基团和羧酸盐基团

化学交联法是由交联剂和木质素进行化学反应制
备的水凝胶。反应过程中交联剂和木质素形成了稳定
的共价键，化学交联法形成过程不可逆，产物具有结

的协同作用，该水凝胶具有超高的溶胀率，达到

220~280 g/g，其保水效果也很好，保水率达到 80%，
在农业节水和土壤保水方面具有应用潜力。该水凝胶

构稳定的优点。化学交联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制备方法

制备方法简单、原料成本低和可再生，但是机械强度

分为直接交联聚合法和接枝交联聚合法。

较低，在溶胀后易碎。

2. 1. 1

直接交联聚合法

木质素或改性木质素与水溶性高聚物直接交联聚
合可制备木质素基水凝胶，水溶性高聚物主要包括聚
氨酯、聚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聚乙二醇等。直接交

Musilová 等人[30] 利用甘氨酸通过曼尼希反应对硫

酸盐木质素进行化学改性，再与透明质酸混合，在交

联剂 N-(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存在
的条件下制备出木质素-透明质酸水凝胶。该水凝胶

联聚合法制备的水凝胶可通过调控木质素的含量获得

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溶胀性和黏弹性，且木质素

良好的溶胀度、热稳定性和力学性能，并广泛应用于

的添加不会使透明质酸水凝胶产生细胞毒性，因此木

[26]

农业、医学等领域。Peng 等人 通过溶液共混的方式

质素-透明质酸水凝胶为组织工程和生物医药提供了

制备木质素基聚氨酯水凝胶。先将聚乙二醇、二羟甲

应用的可能性。

基丙酸和 2，4-甲苯二异氰酸酯溶液混合反应制备出
含有异氰酸酯基团的聚氨酯离聚物 （IPUI），再与不

2. 1. 2

接枝交联聚合法

接枝交联聚合法是在引发剂作用下，将单体 （大

同质量的乙酸木质素 （AAL） 交联形成 AAL/IPUI 悬

多数是烯类单体） 接枝至木质素上，再与交联剂进行

此法制备的水凝胶具有良好的溶胀度和热稳定性，但

应性设计制备环境敏感型的刺激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

浮液，该悬浮液经水热处理形成 AAL/IPUI 水凝胶。
由于 2，4-甲苯二异氰酸酯毒性大，因此该水凝胶生
物相容性差。

Ciolacu 等人 通过冷冻的方式制备了纤维素-木
[27]

质素基水凝胶 （CL）。先将纤维素溶解于 NaOH 水溶

液中，再加入不同质量的木质素和环氧氯丙烷进行反
应制备了具有高吸水性的 CL 水凝胶。最后将干燥的

CL 水凝胶浸入多酚溶液中，形成了负载多酚的纤维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反应制备具有功能性的木质素基水凝胶。根据单体响
胶。Jin 等人[31] 在木质素磺酸盐中引入甲基丙烯酸基
团，合成的甲基丙烯酸木质素磺酸盐 （MLS） 用作交

联剂，与 N-异丙基丙烯酰胺、衣康酸反应制备了 pH
和温度双重响应性水凝胶。该水凝胶在 35℃左右可发

生温度响应，接近于生理温度。该水凝胶在 pH 值为

3. 0～9. 1 时可发生 pH 响应，因此在生物医药领域具
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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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等人[32]将聚乙二醇、光引发剂 Irgacure2959 接

好。通过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 3T3） 进行划痕

PEG-2959。L-PEG-2959 具有优异的光吸收性能和高

伤口愈合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壳聚糖-碱木质

枝聚合到木质素上，形成水溶性的木质素大分子 L引发效率特性。在紫外光照射下，L-PEG-2959 与甲

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改性明胶 （Gel-GMA） 进行光聚
合，形成化学交联的杂化水凝胶。与光引发剂聚合

Gel-GMA 制备的水凝胶相比，含有木质素的杂化水凝
胶具有溶胀度可控、机械强度大和生物安全性强的优

愈合实验，结果表明，壳聚糖-碱木质素基水凝胶在
素基水凝胶对废水中 Fe3+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该水

凝胶的制备方法简单、原料可再生和成本低，且具有
组织工程、伤口愈合和废水处理等多方面的应用
潜力。
2. 3

点，在生物安全光聚合物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互穿网络结构法
互穿网络结构法是指将木质素以互穿或半互穿的

Yao 等人 以过硫酸钾为引发剂，将丙烯酰胺接枝至

形式引入水凝胶结构中，木质素与其他物质相互独

制备具有选择吸附性的木质素基磺酸钠水凝胶。丙烯

较强。Jesus 等人[36]以过氧二硫酸氨为引发剂，N，N-

酸接枝改性增加了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羧基含量，提高

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丙烯酰胺为单体，与

了配位活性位点的数量和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增

淀粉、木质素和泥炭交联制备了含木质素的淀粉/丙

强了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清除效果。

烯酰胺水凝胶和含泥炭的淀粉/丙烯酰胺水凝胶，并

2. 2

研究两种水凝胶对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吸附作用。淀

[33]

木质素上，与交联剂 N，N-亚甲基-双丙烯酸胺反应

物理交联法
物理交联法指木质素与交联剂通过物理作用形成

立，具有此类结构的水凝胶网络密度较大，力学性能

粉/丙烯酰胺水凝胶是一个均匀多孔的互穿网络结构，

的水凝胶。物理作用主要是指氢键、静电作用、范德

木质素、泥炭互穿于丙烯酰胺基质中。由于木质素具

华力等，因此物理交联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形成过程具

有更好的分散性，均匀地分布在水凝胶结构中，因此

有可逆性。与化学交联法相比，物理交联法具有形成

含木质素的水凝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大于含泥炭

速度较快、环境影响小等优点，但该方法所制水凝胶

的水凝胶。而泥炭具有异质性，导致含泥炭水凝胶的

稳定性较差，在特定的条件 （如强酸或强碱） 下，结

网络结构更刚性，降低了其吸附能力。

Xue 等人[37] 以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

构易被破坏。

Li 等人[34]利用木质素磺酸盐和氧化石墨烯经过水

过硫酸铵为引发剂，通过交联共聚网络制备了以乙

GH）。木质素磺酸盐带有负电荷，能均匀地分散在氧

研究结果表明，该水凝胶具有高吸水性、高伸缩模量

热处理制备了木质素磺酸盐/氧化石墨烯水凝胶 （LS化石墨烯中，LS-GH 悬浮液经过水热处理后形成 π-π
键，制备出 LS-GH 水凝胶。与氧化石墨烯水凝胶相

比，由于 LS-GH 水凝胶的比表面积更大、微孔更多、
孔径更大，含氧官能团更多，所以吸附能力更强。因

此，LS-GH 作为性能优异的吸附剂，在水体净化应用

醇-有机溶剂木质素为反应填料的丙烯酰胺水凝胶。
和优异的断裂伸长率，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保水材
料，并且水凝胶的制备原料是乙醇-有机溶剂木质素，
相对于工业木质素更加环保。
3

方面极具潜力。

Ravishankar 等人[35]采用溶液共混的方式制备了壳

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分类
木质素的引入不仅提高了水凝胶的力学性能，而

且丰富了水凝胶的特殊功能。根据木质素基水凝胶的

聚糖-碱木质素基水凝胶。由于木质素中的苯氧化物

功能，可分为吸附性木质素基水凝胶、刺激响应性木

基团和壳聚糖主链上铵基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使壳

质素基水凝胶等。

聚糖和碱木质素逐渐自主凝固形成水凝胶，且碱木质

3. 1

素含量较低时，水凝胶不能自发形成。通过 MTT[3-

吸附性木质素水凝胶
木质素分子结构中的羟基、羰基和甲氧基等活性

(4，5-二甲基噻唑-2)-2，5-二苯基四氮唑溴盐]法研究

基团，不仅能与有机溶剂中的羟基形成氢键或与脂肪

壳聚糖-碱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细胞毒性，探究水凝胶

基形成弱相互作用 （范德华力），而且能与重金属离

在组织工程支架上的适用性。研究结果发现，壳聚

子发生螯合 （配位），因此木质素基水凝胶对有机溶

糖-碱木质素基水凝胶的细胞毒性为（99±3）%，且高

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HR-SEM） 和荧光显微镜结
果显示水凝胶为细胞附着和增殖提供了一个有利界
面，进一步说明其应用于支架的无毒性和黏附性很
·64 ·

剂和重金属离子等污染物具有良好的吸附 （清除）
作用。

Yu 等人[38] 利用丙烯酸与木质素磺酸盐进行接枝

聚合，与交联剂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反应制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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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吸水性的木质素磺酸盐-g-丙烯酸(ls-g-AA)水凝

除单一响应性外，多重响应性是目前木质素基水

胶。研究表明，木质素磺酸盐与丙烯酸接枝共聚引入

凝胶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但多重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

了大量的羧酸基团，ls-g-AA 水凝胶对有机染料有很

胶还处于起步阶段，亟需进一步研究。Liu 等人[42] 采

强的吸附作用，pH 值、吸附时间和有机染料的初始
浓度都影响水凝胶的吸附作用。因此，可通过增加活
性基团的数量来提高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吸附性能。

Sun 等人 采用溶液共混的方式制备了具有超级
[39]

吸附作用的木质素/蒙脱石水凝胶。可通过两种方式
来提高木质素水凝胶的吸附作用，一是丙烯酸与木质

素进行接枝聚合，在木质素大分子上引入大量的羧酸

用化学沉淀法制备磁性粒子 Fe3O4，以 H2O2 为引发剂，
以 CaCO3 为发泡剂，木质素与丙烯酰胺、CaCl2 溶液

进行自由基聚合制备了具有 pH 和磁性双重响应性的
多孔木质素基水凝胶。结果表明，发泡剂的添加增大
了水凝胶的孔径大小，增大了水凝胶的溶胀度。添加
超顺磁性的 Fe3O4 使水凝胶也具有超顺磁性，但由于

磁性颗粒的团聚，水凝胶的饱和磁性比磁性颗粒的饱

基团，增加了水凝胶吸附的活性位点；二是接枝后木

和磁性低。酰胺基具有 pH 响应性，而木质素分子上

应形成三维网络结构，增大了水凝胶的比表面积。木

性能。

质素与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纳米级的蒙脱石反
质素/蒙脱土水凝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作用主要通
过离子交换进行，属于可逆过程。该水凝胶可以循
环使用，在废水重金属离子去除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的羟基和羧基，进一步增加了该水凝胶的 pH 响应
4

结语与展望
近几十年来，生物质资源由于可再生、生态友好

潜力。

性、可生物降解性等优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前期的

3. 2

基础研究扩展到现在的应用领域，包括组织工程、生

刺激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胶
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做出刺激响应的木质素基水凝

物医学、农业等。以可再生的木质素为原料制备水凝

胶称为刺激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胶，又称为智能型木

胶是木质素高值化利用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虽然木质

质素基水凝胶。根据外界环境变化的不同，又分为温

素基水凝胶具有可再生、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和广阔地

敏性、pH 响应性、光敏性、磁敏性等，因此水凝胶

应用前景，但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①进一

的应用方向也不尽相同。

步解构木质素的组分及结构。木质素不均一性和结构

由于 pH 响应性木质素基水凝胶的溶胀度随着 pH

值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其多应用于药物控释、生
[40]

物医学等领域。袁志林等人 制备了一种负载牛血清

蛋白的 pH 响应性蔗渣木质素/聚甲基丙烯酸水凝胶。

复杂性，导致其水凝胶的结构和性质存在缺陷，限制
了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应用范围。②进一步提高木质素
基水凝胶的力学性能。目前，木质素基水凝胶具有一
定的力学强度，但与实际应用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

木质素的羟基与聚甲基丙烯酸的羧基反应，增加了水

距，限制了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广泛应用。③进一步扩

凝胶结构密度，降低了水凝胶的溶胀度；同时水凝胶

大木质素基水凝胶的应用。目前，木质素基水凝胶主

的羧基含量减少，使得水凝胶的 pH 响应范围向碱性

区域移动，pH 响应范围为 6～8，接近人体肠部的 pH
值，并模拟该水凝胶在人体肠部对牛血清蛋白控释情
况。结果表明，该水凝胶对牛血清蛋白的释放率达

92%，因此其在药物控释特别是蛋白类药物方面具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

Zhu 等人[41] 采用化学改性、自组装和纳米复合法

制备了 pH 响应性多功能壳聚糖/木质素基纳米水凝

胶。首先利用聚乙二醇-胺对硫酸盐木质素进行化学
改性，再加入反式白藜芦醇 （RSV） 制备出负载反式
RSV 的木质素-聚乙二醇-胺纳米粒子 （LRNPs），最后

与 壳 聚 糖 （CS） 交 联 制 备 出 负 载 反 式 RSV 的 CS/
LRNPs 水凝胶。可通过 CS/LRNPs 水凝胶的 pH 响应特

性控制反式 RSV 的释放，因此该水凝胶在生物医学
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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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药物控释等，通过

赋予新性能拓展其应用领域，如 3D 打印等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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