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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填充保鲜膜的研制及其应用

周晓媛，邓  靖，刘奇龙，薛  琼，唐文评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与印刷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本实验以 LDPE/LLDPE(80:20，W/W)为基材，选择膨润土为无机填充剂，针对改善薄膜的透气性和透

湿性，制备不同添加量的膨润土 PE 保鲜膜。结果表明：随着膨润土(经偶联剂处理和未处理)添加量的增加，薄

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降低，由于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提高了与树脂的混合相容性，其拉伸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高于未处理的；未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其透氧率和透湿量在未填充的空白膜的基础上有较大

的改善；而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其透氧率和透湿量却没有明显的改善。通过对秀珍菇保鲜实验，证明

未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的保鲜效果优于未包装的对照组。其中，以填充树脂总量 10.0% 的未经偶联剂处理

的膨润土填充膜包装的秀珍菇的保鲜效果最好，其包装的秀珍菇的呼吸高峰出现最晚且呼吸峰值最低(332.9ml/kg·
h)，第 7d 的失重率为 3.8%，好菌率为 50.3%，在 15℃左右下可保鲜 6d，比未包装的对照组延长了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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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entonite Filled Fresh-keeping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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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LDPE/LLDPE (80:20,W/W) material and bentonite were respectively used as substrate and inorganic

filler to improve the gas and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of PE fil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 the amounts of bentonite increasing,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elongation rate at break of the films reduce gradually. The mechanical of the films with bentonite (undealed

with coupling agen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ose films with dealed bentonite. As the amounts of bentonite (undealed with coupling

agents) increasing, the gas permeation rate and vapor permeation of the films increase gradually. By testing the respiration rate,

weight loss rate, sensory quality and good Pleurotus geesteranus rate,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film being added 10.0% bentonite

undealed with coupling agents is the best for preservation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The respiration peak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appears the latest , the peak value is the lowest at 332.9 ml/kg·h, the weight loss rate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amounts

to 3.8%, and good mushroom rate amounts to 50.3% within 7 days. The Pleurotus geesteranus under about 15 ℃ could be kept

for 6 days, 4 days longer than fresh-keeping period of control sample.

Key words：fresh-keeping film；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bentonite；Pleurotus geesteranus
中图分类号：TS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30(2008)12-0717-05

收稿日期：2007-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基金项目(2007NK3131)
作者简介：周晓媛(1969-)，女，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食品科学与食品包装科技的研究。E-mail：jwctwp@sina.com

在采用 MAP 技术包装果蔬时，包装材料的透气性

能必须与果蔬的呼吸特性相适应。而市场上现有的包装

材料的透气和透湿性能很少能满足果蔬的特殊要求。因

此，发展比现有薄膜透气性能更适合果蔬呼吸特性的新

型塑料薄膜是很必要的，目前正在研究的微孔薄膜以其

优良的透气性能、低廉的加工成本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在果蔬气调保鲜包装领域有极好的发展前景。

膨润土是一种以天然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黏土，属于

一种含水铝硅酸盐土状矿物，内有少量碱和碱土金属[1]，

是典型的层状硅酸盐矿物之一，但是与其他层状硅酸盐

矿物不同之处是层与层之间空隙特别大，这样就可在层

与层中含有不定数量的水分子及交换性阳离子。膨润土

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能吸收相当于本身体积 8 倍的水，

体积膨胀 10～30 倍。由于蒙脱石为 TOT 型层状结构，

其表面积大，约为 759m 2/kg，可吸收气体、水及某些

色素，用膨润土作为填充剂可以吸收果蔬呼吸作用产生

的大量水分及乙烯气体，可以延缓果蔬的腐败，达到

果蔬保鲜的目的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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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以 LDPE/LLDPE(80:20，W/W)为基材，以

膨润土为无机填充剂，针对改善薄膜的透气性和透湿

性，研制保鲜膜。并用此膜进行呼吸作用较强的秀珍

菇保鲜实验，评定其保鲜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低密度聚乙烯(LDPE)、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

广东茂名化学用品有限公司；二甲苯(分析纯)    湖南汇

虹试剂有限公司；膨润土 ( ＞ 2 0 0 目 ) 、硅烷偶联剂

( K H 5 5 0，工业级)，市售。

1.2 设备和仪器

SXLL-3 型数显加热磁力搅拌器    巩义市黄峪于华仪

器厂；GZX-9070MBE 型数显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迅实

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精密顶空分析仪    广州标际包

装设备有限公司；CH-1-S 型台式千分测厚仪    上海六菱

仪器厂；XLW(L)-PC 型智能电子拉力机    济南兰光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WGT-S 型透光率 / 雾度测定仪    上海精

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BTY-B1 型透气仪、TSY － T1 型

透湿性测定仪    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多功能自

动塑料薄膜连续封口机    兄弟包装机械公司。

1.3 薄膜的制备

1.3.1 膨润土的偶联剂处理

首先，称取一定量的膨润土，再称取膨润土重量

的 1% 的硅烷偶联剂。将硅烷偶联剂配成质量分数为 1%
的水溶液，在搅拌机下搅拌 5～10mim 后，将称取的膨

润土缓慢加入到硅烷偶联剂的水溶液中，继续搅拌 30～
60mim，使之充分混合，然后将溶液置于 100℃的烘箱

中，使之干燥。

1.3.2 工艺流程

1.4 薄膜基本性能的测定及标准

厚度则定标准GB6673；力学性能测定标准GB13022
— 91；薄膜透光率和雾度标准 GB2410；透气性能测定

标准 GB1038 — 87；透湿性能测定 GB1037 — 88。
1.5 秀珍菇保鲜实验

将自制的PE保鲜膜在试样刀下裁切成面积为200mm
× 120mm 的相同规格的薄膜，在多功能自动塑料薄膜连

续封口机上将薄膜制成两端封口的保鲜袋。

实验用的秀珍菇来自市场上刚采收的新鲜秀珍菇。

买回来的秀珍菇，立即在 2℃下预冷 12～24h；将预冷

后的秀珍菇进行分拣，挑选菇体完整、颜色洁白、菇

盖未开伞、子实体大小基本一致、无病虫害和机械损

伤的秀珍菇进行实验。

将相同个数和大小的秀珍菇放入到保鲜袋中，在封

口机上封口后，在电子天平上称量原始重量。再将包

装好的秀珍菇放在常温(15℃左右)自然条件下进行实验，

每隔一定时间测定秀珍菇的呼吸强度、失重率、感官

评价和好菌率。

1.5.1 秀珍菇呼吸强度的测定

薄膜包装中果蔬的呼吸强度通过密闭法[3]测定。

1.5.2 秀珍菇失重率的测定

设贮藏前秀珍菇质量为 m0，贮藏 i 天后秀珍菇质量

为 m i，失重率计算公式为：

                          m0－mi

失重率(%)= —————× 100
                               m0

1.5.3 秀珍菇感官评分的测定

级别 评分 色泽 开伞 表面是否发黏 异味 质地

1 8～10 色泽洁白 无 否 无 丰满有弹性

2 6～8 色泽洁白 轻微开伞 稍发黏 轻微异味 稍软、稍失弹性

3 4～6 稍褐变 明显开伞 稍发黏 明显异味 变软

4 ＜ 4 褐变严重 严重开伞 黏度大 严重异味 严重软烂

表 1   秀珍菇贮藏效果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1   sensory evaluation standard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秀珍菇感官评分标准[4]见表 1。由 10 个人按表 1 的

测试项目和标准对所测定的秀珍菇打分，取平均值，即

为秀珍菇的感官评分。

1.5.4 秀珍菇好菌率的测定

好菌率的测定是根据实验对象贮藏末期的外观品质

不同和可食性进行测定的。具体按如下公式计算：

                        
末期好菌数

好菌率(%)= ——————× 100
                             总菌数

膨润土→过筛→ 

偶联剂处理

                               (或未处理)
                               基本树脂

                                二甲苯

→ 混合→加热溶解→

流延→烘干冷却→成膜→基本性能测试

膨润土过 200 目标准筛，溶解加热温度为 120℃，

烘箱温度为 1 2 0℃，常温冷却。

1.3.3 膨润土填充膜的制备

本实验使用的膨润土分为经偶联剂处理和未经偶联剂

处理过的，按树脂总量的 0.0%(空白膜)、2.0%、4.0%、

6.0%、8.0%、10.0%、12.0%、14.0% 填充，按工艺

流程分别制备保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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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透氧率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oxygen tranmission rate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0 2 4 6 8 10 12 14

经偶联剂处理
未经偶联剂处理

透
氧
率

(c
m

3 /
m

2 ·
d·

0.
1M

Pa
)

膨润土添加量(%)

图1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拉伸强度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tensil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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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断裂伸长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elongation rate at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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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膨润土对薄膜基本性能的影响

2.1.1 膨润土对薄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

经测厚仪测定，经偶联剂处理和未处理的膨润土填

充膜的平均厚度为 0.03mm。不同添加量的膨润土对薄膜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如图 1、2。

图 3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透光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transpa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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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雾度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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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填料不具有透明性，填充到树脂中呈分散相，降

低了薄膜的透光率，提高了薄膜的雾度。

2.1.3 膨润土对薄膜透气性能的影响

所制薄膜的平均厚度为 0.03mm，不同处理的膨润

土添加量对 PE 保鲜膜的透氧率的影响见图 5。

从图 1、2 可以看出，无论是未经偶联剂处理还是

经过处理的膨润土，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薄膜的拉伸

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都有较大的下降。在填充塑料中填料

为分散相，实际上是被分割在基体树脂构成的连续相

中。在外力作用下基体树脂从填料颗粒表面被拉开，因

承受外力的总面积减小，所以填充塑料的拉伸强度较未

填充体系有所下降。膨润土等无机矿物填料本身是刚性

的，没有在外力作用下变形的可能，所以较未填充体

系其断裂伸长率出现明显下降。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经

过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薄膜无论是拉伸强度还是断

裂伸长率的值都要比未处理的高。

2.1.2 膨润土对薄膜透光率和雾度的影响

PE 保鲜膜的透光率和雾度随膨润土添加量的变化见

图 3、4。由图 3、4 可知，膨润土填充膜的透光率随

着膨润土(经偶联剂处理和未处理)添加量的增加呈下降趋

势；雾度随着添加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

由图 5 可知，随着未处理的膨润土添加量的增加，

薄膜的氧气透过率逐渐增大；对于经过偶联剂处理的膨

润土填充膜，其透氧率先下降，再随添加量的增加而

缓慢上升。这是因为膨润土是复合硅酸盐，具有微孔，

填充到薄膜中增加了薄膜的微孔数目，有利于气体分子

透过薄膜，提高薄膜的透气性能。并且随着未处理的

膨润土的添加量的增加，产生的微孔数目也增加，薄

膜的透氧率也就随之增大；另外，由于膨润土是极性

的，PE 树脂是非极性的，当未处理的膨润土分散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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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膨润土添加量对薄膜透湿量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addition of bentonite on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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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极小的有机高分子树脂中时，因极性的差别，造成

二者相溶性不好，使得两相之间存在明显的缺陷，而

这一缺陷却可以使得气体分子透过 PE 薄膜，从而改善

薄膜的气体透过性。经过偶联剂处理后的膨润土由于与

基体树脂之间的黏结相对较牢固，有机高分子将膨润土

本身具有的微孔堵塞了，反而使得气体分子不易透过，

降低了薄膜的透气性能。随着处理的膨润土的添加量的

增加，填充膜中膨润土本身具有的微孔数目随之增加，

使得薄膜的透氧率有所增大。膨润土添加量为 1 0 . 0 %
时，未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的透氧率为 6 1 3 1 . 6 c m 3 /
m2·d·0.1MPa，处理的透氧率为 1608.9cm3/m2·d·
0 . 1 M P a，可见未处理的透氧率远远高于处理过的。

2.1.4 膨润土对薄膜透湿性能的影响

所制薄膜的平均厚度为 0.03mm ，不同处理的膨润

土添加量对薄膜透湿量的影响见图 6。

好菌率，来评定其保鲜效果。

2.2.1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呼吸强度的影响

图7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呼吸强度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bentonite filled film on respiration rate of
Pleurotus geesteramus

360

350

340

330

320

310

300
1 2 3 4 5 6 7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未包装

呼
吸

强
度

C
O

2(
m

l/
kg

·
h)

保鲜天数(d)

由图 7 可知，未使用薄膜包装的秀珍菇的呼吸峰值

高于薄膜包装的秀珍菇，且其呼吸峰值出现在第 3d，呼

吸峰值为 358.7ml/kg·h；采用膨润土填充膜包装的秀

珍菇，添加量为 0.0%(空白膜)、2.0%、4.0%、12.0%
和 14.0% 时，秀珍菇的呼吸高峰出现在第 3d，呼吸峰

值低于未包装的对照组；添加量为 6.0%、8.0% 和 10.0%
时，秀珍菇的呼吸高峰出现在第 5 d，其中，添加量为

10.0% 的薄膜包装的秀珍菇的呼吸峰值为 332.9ml/kg·h，
是所有薄膜包装中呼吸峰值最低的。表明添加量为

10.0% 的薄膜能延缓秀珍菇呼吸高峰的出现，抑制秀珍

菇的呼吸强度。

2.2.2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失重率的影响

图8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失重率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bentonite filled film on weight loos rate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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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看出，随着膨润土(未经偶联剂处理)添加量

的增加，薄膜的透湿量增大；而对于经偶联剂处理的膨

润土，薄膜的透湿量先下降再上升，且其上升的幅度

小于未处理的。这可能是因为经过偶联剂处理后的膨润

土由于与基体树脂之间的黏结相对较牢固，树脂分子堵

塞了膨润土本身具有的微孔，使薄膜对水蒸气的透过率

降低，而填充未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的保鲜膜，由

于未处理的膨润土与 PE 树脂极性的差异，造成二者相

溶性不好，使得两相之间存在缺陷，利于水蒸气分子

透过，并且膨润土具有吸湿性，提高了水蒸气分子的

扩散速度，因此，增大了未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的透

湿量。未处理的膨润土填充量为 10.0% 时，薄膜透湿量

为 21.8g/m2·24h，大于填充量为 10.0% 的处理过的膨

润土的保鲜膜(14.7g/m2·24h)。
2.2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保鲜效果的影响

未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的透气和透湿性均

比空白膜有较大的提高，其机械性能也满足保鲜膜的要

求，故选择未经过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作为 PE 薄膜的

填充料，制备 PE/ 膨润土微孔薄膜，然后对秀珍菇进行

包装，测试秀珍菇的呼吸强度、失重率、感官指标和

由图 8 可见，未采用薄膜包装的秀珍菇的失重率变

化非常明显，第 5d 就超过了 10.0%。而采用未经偶联

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包装的秀珍菇失重率较低，第 7d
失重率仍低于 7.0%，但不同添加量的薄膜包装的秀珍菇

的失重率变化不明显，其中失重率最低的是添加量为

10.0% 的薄膜，其包装的秀珍菇第 7d 失重率为 3.8%。

2.2.3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感官评分的影响

由图 9 可见保鲜膜包装的秀珍菇感官评分比未采用

包装的秀珍菇要高；膨润土填充薄膜包装的秀珍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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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感官评分的影响

Fig.9     Effects of bentonite filled film on sensory evaluation of
Pleurotus geester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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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效果的研究表明：未经偶联剂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的

透氧率和透湿量在空白膜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改善，采用

未处理的膨润土填充膜包装的秀珍菇呼吸强度和失重率

较低，感官评分和好菌率较高，对秀珍菇保鲜效果明

显优于未包装的对照组，特别是膨润土填充量为 10.0%
的薄膜对秀珍菇的保鲜效果最好。

国外对微孔保鲜膜的研究已很成熟，能针对不同种

类的果蔬采后呼吸特点将保鲜参数设计成数据库；能在

膜上制出不同类型的透气性孔。目前国内微孔保鲜膜还

没有形成产业化生产，只有少数几个公司在生产少量的

几个品种，微孔保鲜膜的应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地推广。

究其原因是保鲜膜的研究开发与果蔬气调保鲜研究尚未

能很好的结合。研究工作者对农产品气调保鲜膜的研究

只注重在使用方法方面，极少关注膜本身的开发研究。

即使研制出的少量保鲜膜也未能与果蔬保鲜实际生产相

结合。因此，如何填补此项空白，进一步研究微孔膜

保鲜技术，研制出不同品种的果蔬微孔保鲜膜系列产

品，在国内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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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评分均高于空白膜，且添加量为 10.0% 的保鲜膜的

感官评分最高。

由表 2 可知，包装末期，膨润土填充膜的好菌率

随添加量的增加其变化较明显，添加量在 0.0%～10.0%
之间，秀珍菇的好菌率随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但添

加量超过 1 0 . 0 % 时，秀珍菇的好菌率降低。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对膨润土填充膜基本性能和其对秀珍菇气调保

膨润土添加量(%)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好菌率(%) 23.3 26.7 30.9 37.5 45.4 50.3 43.7 38.4

表2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好菌率的影响

Tabie 2      Effects of bentonite filled film on good Pleurotus
geesteranus rate

2.2.4 膨润土填充膜对秀珍菇好菌率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