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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聚烯烃类塑料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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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高分子材料生物降解的概念 、 生物降解的作用方式, 影响生物降解的因素, 并且分析了高分子聚合物

生物降解的研究现状, 从添加易生物降解的填料法和添加光氧助剂-生物降解法这两个方面总结了普通聚烯烃类塑料生

物降解研究进展, 指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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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 of biodeg radation of macromolecule polymers, the pro-

cess of biodeg radation and the factors having effect on the biodegradation are int roduced.In addition, the pre-

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biodeg radation of macromolecule polymers is analyzed, and the prog 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biodegradation of macromolecule polymers by means of adding biodeg radable polymers and

photo-oxy activators is viewed and the key point in the study i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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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世界塑料总产量已超过1.5 亿 t, 已经和

钢材 、木材 、水泥并列成为是四大支柱材料。人们对

塑料的需求日益增加, 目前塑料产品广泛应用于生活

用品 、航天材料 、农业薄膜等各方面。塑料极大的推

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同时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负

效应:“白色污染” 。目前, 对塑料废弃物的处理, 主

要采取填埋 、焚烧 、 热裂解和回收利用等方法, 但效

果均不理想:填埋处理, 由于塑料比重小 、 体积大 、

难以腐蚀;掩埋时占用场地大, 所用场地不可能在可

望时间内重复使用;焚烧处理, 不仅存在经济效益问

题, 而且焚烧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物质 (如氯化氢 、光

气等) , 灰分中残留重金属, 形成二次污染, 也造成

资源浪费;回收处理, 因为回收技术跟不上, 处理费

用往往超过其自身价值, 而且回收产品的性能和使用

价值又大大降低, 目前仅有 1%的塑料用于回收。

另一方面, 许多国家为保护环境, 制定了有关法

律或条例, 对非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做了限制 。因

此, 在继可降解塑料的开发研究以后, 研究通用塑料

的生物降解性, 将废旧塑料在微生物作用下重新进入

生物循环已成为当今的热门课题之一。目前所使用的

聚乙烯( PE) 、聚丙烯( PP) 、聚氯乙烯( PVC) 、聚苯乙烯

(PS)这四大通用塑料已经占到使用塑料的 80%, 特

别是聚乙烯 ( PE) , 是世界产量和用量最大的品种,

因此对普通聚烯烃类特别是聚乙烯的生物降解的研究

已经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这能最终解决白色污染问

题。

1　高分子材料的降解性
1.1 　生物降解的概念

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 一定

的时间内能被细菌 、 霉菌 、藻类等微生物降解的高分

子材料 。真正的生物降解高分子是在有水存在的环境

下, 能被酶或微生物水解降解, 从而高分子主链断

裂, 分子量逐渐变小, 以致最终成为单体或代谢成

CO2和 H2O。

1.2 　生物降解作用方式

聚合物的降解机理十分复杂, 一般认为生物降解

并非单一机理, 是复杂的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作用,

同时伴有其他的物理化学作用, 如水解 、 氧化等,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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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用与物理作用相互促进, 具有协同效应。生物降

解是材料被细菌 、真菌等作用消化吸收的过程, 大致

有三种作用方式[ 1] :1) 生物的物理作用:由于生物

细胞的增长而使物质发生机械性的损坏;2) 生物的

化学作用:微生物对聚合物的作用而产生新的物质;

3) 酶的直接作用:微生物侵蚀部分导致塑料分裂或

氧化崩裂 。

1.3 　影响微生物降解的因素[ 2]

相对分子量 、链结构 、聚合物的功能团和形态结

构都对生物降解有很大的影响。宽相对分子质量分布

的聚合物, 低相对分子质量的低聚物比高相当分子质

量的聚合物更易于降解;直链高分子比支链高分子 、

交联高分子易于生物降解, 具有侧链的化合物难降

解, 而柔软的链结构也容易被生物降解;含有亲水基

团如 —NH 、 —COOH 、 —CHO 、 —COOC 、 —OH 等

的亲水性高分子可保持一定的湿度, 比疏水性的高分

子易于生物降解, 而同时含有亲水性和疏水性的链段

的聚合物比只有一种链段结构的聚合物更容易被生物

降解;对于聚合物的形态而言, 非晶态聚合物比晶态

聚合物较易被生物降解。

2　高分子生物降解研究现状

对于生物降解高分子而言的普通高分子一般是指

聚乙烯( PE) 、聚丙烯( PP) 、聚氯乙烯( PVC) 、聚苯乙烯

( PS)这四大通用塑料, 这也是产生 “白色污染” 的主

要来源。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烯烃类的高聚物是不能

被微生物分解的, 这些高分子以 C —C 键为主链的,

对微生物的阻抗性很高 。早期的研究认为, 具有 C —

C 结构的合成高分子, 由于它的疏水性 、 高摩尔质量

以及缺乏能被微生物酶利用的功能团是很难生物降解

的。但是在聚乙烯是否具有生物降解性能的问题上却

具有很大的争议 。过去一直认为聚乙烯是不具有可生

物降解性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 许多研究者发现与小

分子烷烃结构相似的聚乙烯也跟小分子烷烃一样具有

类似的生物降解性能[ 3 ～ 9] 。

根据日本化学品检查协会研究员大武义人[ 10]等

人多年的研究, 对聚乙烯的生物降解性已经有了比较

明确的基本认识:1) 聚乙烯是可以生物降解的, 并

初步掌握了其生物降解的因素, 通过加入这些因素可

提高聚乙烯的生物降解性;2) 聚乙烯中加入改性淀

粉可提高其生物降解性, 同时配方中添加的自氧化剂

与土壤的金属盐反应生成过氧化物, 这些过氧化物导

致聚乙烯的链断裂而降解成易被微生物吞噬的低分子

化合物,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回到生物圈进入自然

循环;3) 发现了能降解塑料的细菌-土壤菌, 其分

泌的酶含有铜离子, 可促进聚乙烯生物降解成低分

子, 并进一步降解成 CO2 和 H2O。

对于材料的降解性的研究, 不论是哪种塑料, 都

有个共同点, 就是在材料和化学结构上引入易降解的

基团 、易断裂的化学键 、 易转移的基团或原子, 或分

子上连接或整体成分上掺合一些微生物可吞噬的成

分。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 分子才能在微生物的作用

或光照下使分子键断裂, 结构被破坏, 很快在自然条

件下降解 。因此, 在对高分子聚合物进行生物降解之

前, 必须先进行非生物的处理, 降低摩尔质量和引入

氧化功能团, 这样能大大的缩短降解的时间。最为主

要的方法是通过添加能生物降解的成分或是通过添加

助氧剂或光敏剂等产生有利于降解的功能团 。

2.1 　添加易生物降解的填料法

生物降解型聚合物, 基本原理是在聚合物中添加

能生物降解的成分(如淀粉) , 或在聚合物主链上引入

易降解基团(如酯基和部分亲水性 、易引起微生物侵袭

的基团)
[ 11]
。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 就有人在普通塑料中添加

天然高分子物质, 如在聚乙烯中加入淀粉, 以获得可

生物降解的塑料 。淀粉在被真菌 、细菌等微生物侵蚀

后, 逐渐消失, 在聚合物中形成多孔破坏结构, 使聚

合物的机械强度下降, 增大了聚合物的表面积, 使大

量的端基暴露出来, 有利于聚合物进一步自然分解。

同时, 淀粉的降解触发促氧化剂和自氧化剂的作用,

能切断高分子长链, 使高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变小,

直到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小到可以被微生物代谢的

程度, 最后生成CO2 和 H2O进入大自然循环
[ 2] 。

目前, 国外 D Bukiaris 、 J Prinos 、 I M Thako re、

D Zuchow ska 、 W Meissner 对淀粉/PE 降解生物降解

型塑料研究较多[ 12～ 14] 。淀粉/聚乙烯发展经历了颗粒

状淀粉-变性淀粉-糊化淀粉-热塑性淀粉等阶段,

添加量也有原来的 10%到目前的 90%以上。其生物

降解性主要取决于淀粉形状和添加量[ 15] 。

Yuksel等[ 16]研究证明含 12%淀粉的低密度聚乙

烯在用微生物培养过的土壤中在 1 ～ 3个月内拉伸强

度 、断裂延伸率 、粘度等物理性能都有明显的下降,

在 40天后也开始产生 CO2 。梁兴泉等
[ 17]
研究也发现

将含 30%淀粉的淀粉/聚乙烯薄膜在应用环境中经过

4 周的降解后, 薄膜中聚乙烯的摩尔质量损失

62.5%;经过 5周的暴晒降解后, 薄膜中的摩尔质量

损失达到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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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聚乙烯还可以和乙酸乙烯酯共聚, 和

二氧环烷烯共聚以及缩聚[ 18] , 这些都是生物降解型

一喜聚合物。

2.2 　添加光氧助剂-生物降解法

Scot t等人曾指出, 微生物对高分子聚合物的作

用是个二次过程, 生物的同化是与氧化产物密切相关

的。Albertson等
[ 19]
调查研究发现, 生物降解是在光

氧化过程中通过 Norrish I 和 Norrish II反应所产生的

羧酸而促发的。一般来说含双键的聚合物易于吸收紫

外线而被激发
[ 20]
。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将一些能从太

阳光中吸收引起光化学反应所需光能的官能基团或色

基引入聚烯烃链中或在聚烯烃中添加光敏剂 、 金属化

合物或其它能产生自由基的试剂等, 如不饱和的化合

物 、过渡金属离子和金属络合物, 这些添加剂作为烃

类聚合物链热和光氧化的引发剂, 都能使 PE和普通

的聚烯烃易发生氢过氧化作用, 使碳链断裂而形成低

分子的氧化产物, 最终被微生物分解成 CO2 和

H2O
[ 21] 。聚烯烃类塑料经紫外光辐射或热解氧化后,

可发生有利于其中间产物继而发生生化降解的变化。

研究表明
[ 22]

, 光解或热解后产物的摩尔质量可

降至 10 000 g/mol以下;拉伸强度明显降低, 导致薄

膜变脆 、 易碎, 因而表面积增大;红外光谱鉴定证

实, 其分子结构中出现了母体分子结构中没有的 、易

受微生物攻击的羰基功能团, 这些均有利于改善其生

物降解性能。

我国李凤珍等[ 23]曾对国内研制的可控光降解聚

乙烯薄膜在土壤中的降解性能进行了研究, 根据 CO2

释放量推知, 光解残膜摩尔质量如果低于 4 500 g/

mol时, 则不仅在肥沃的黑土中, 且在其它中等肥力

土壤中也可获得不同程度的降解 。聚合物的光降解作

用, 实际上是光和氧两种作用的综合效应。伴随着光

氧化反应常常发生断链和交链, 并形成含有羰基 、羟

基 、 羧基 、氢过氧化物和双键等功能团的小分子降解

物。虽然摩尔质量在 500 ～ 800 g/mol是微生物的敏

感数量, 但是这些小分子降解物存在对微生物敏感的

含氧基团为进一步生物降解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因此, 通过光和氧的事先老化是生物降解之前一个非

常重要的非生物过程, 低分子的氧化产物被嗜高温微

生物迅速的生物同化 。

Albertsson等[ 23]已经证明大范围的可生物降解的

氧化产物是在非生物的过氧化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将

聚乙烯薄膜经过紫外辐射 42 h 后培养于腐熟垃圾中,

测得其代谢 CO2 的释放量占母体理论含碳量的 1%,

对照处理者则仅占0.1%以下 。这些非生物降解的过

程导致了官能大分子不断的通过热或光-化学切断成

低分子量部分, 如脂肪羧酸 、乙醇 、乙醛和酮, 使之

更容易生物降解
[ 23]
。

Titendra
[ 19]
等人研究发现, 将 LDPE 在紫外灯下

照射一段时间后, 置于不含任何碳源的培养基中, 可

被黑曲霉用作碳源而降解。而且随着照射时间的增

长, 降解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还有研究证明, 部分

氧化或水解的 PS, 由于形成了羟基和羰基等亲水基

团, 它也可以被青霉菌和摩拉克菌分解断链。以上实

验结果均说明, 塑料高聚物光解或热解后, 生物降解

性能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证实了 Eggins等[ 25]提出

的 “塑料降解应是光解和生物降解联合效应的结果,

先始于光解, 后完全代谢于生物降解, 最终转化为腐

殖物质 、 H2O和 CO2” 的论断。

3　降解菌研究现状

目前, 对于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或是经过预先处理

的塑料而言, 已经发现很多菌株对其都有降解效果。

对于 PE/淀粉生物降解塑料而言, PE 的降解与降解

菌的酶活是密切相关的。

Yuka[ 22]等人曾用木质素降解菌( IZU-154 、Phane-

rochaete chrysosporium 和 Trametes versicolo r)来研究

对 PE/淀粉的降解效果。研究发现在限氮或者限碳的

培养基中添加 Mn ( II)后, 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

um具有最显著的降解效果, 这可能是由于 Phane-

rochaete chrysosporium 能产生更多的 MnP 对塑料有更

好的降解 。

Hanaa
[ 24]
等用链霉属菌和 Aspergillus flavus来研

究对 PE/淀粉降解塑料的降解, 实验发现与没有加菌

种的空白样对比, 塑料的力学性能有明显的下降 。

Jitendra K[ 19]等人用黑曲霉与经过紫外光照射后

的 LDPE 在固体培养基中培养 10 ～ 15天的时间就可

以观察到真菌的增长, 6个月后质量有 22%的下降,

这说明 LDPE 是可以被黑曲霉作为碳源利用来增长

的。

在国内的研究中, 杜予明
[ 25]
等将黑曲霉 ( As-

pergillus niger) 、绳状青霉( Penicillum funiculosun) 、绿

色木霉 ( T richoderma viride ) 和毛壳霉 ( Chaetomium

globasum)制成混合孢子悬浮液接种到 PE/淀粉膜上,

膜作为培养基中的唯一碳源, 在表面可观察到试验菌

株的增长, 这也说明部分膜组分被真菌同化成生物

量。

王星[ 26]等人将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 、绿色木

· 26　　　 · 塑　料　工　业 2005 年



霉 ( T richoderma viride sp.) 和放线菌 ( St rertomyces

sp.)制成混合孢子悬浮液后接种到光降解地膜上, 与

未加混合孢子悬浮液的相比降解率也有提高, 但是对

于普通的膜基本上无降解作用。对于普通的没有经过

任何处理的聚烯烃类塑料而言, 至今也没有发现有何

种细菌 、真菌或放线菌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对其进行有

效的降解 。能找到对普通聚烯烃起降解作用的细菌 、

真菌等, 这也是今后将要研究的重点。

4　结语

通过已有研究可以看出, 难降解的聚烯烃的生物

降解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国外许多科学工作者在生

物降解性差异的形成 、降解条件 、降解机理等方面的

大量研究探索已为聚烯烃的生物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但是国内的研究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在今后的

研究中, 应将重点放在研究具有选择降解性的微生

物, 对聚烯烃类塑料引起的白色污染进行更有效的技

术研究和生物处理, 加强环境因素对生物降解的影响

研究, 如选择合适的生长基质 、 营养氮 、碳等的加入

及其配比以及微量营养元素的加入;对于在单一处理

条件下呈现难生物降解性能的聚烯烃, 研究其在厌氧

—好氧交替处理时生物降解性;进一步完善利用物

理 、 化学手段进行预处理, 以改变难生物降解的聚烯

烃的结构, 增加其可生化性, 然后进行生物处理, 使

得普通聚烯烃类塑料生物降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程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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