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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淀粉和植物纤维作为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的主要原料，二者的预处理和兼容性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在多年

研究生物质材料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可用于生物质材料研发方向的淀粉和植物纤维改性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淀粉和植物纤维
预处理之间的联系，总结了几种具有发展前景的复合改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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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改性

在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下，绿色材料成为研究发展的趋

在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中，淀粉主要起粘结剂的作用，也

势，其中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因其材料来源广泛、成本低、环

是重要的基体，约占混配干料质量的 20% 。由于淀粉结构单

境友好等优势成为研究的热点。该材料以淀粉、植物纤维为主

元上存在大量的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 见图 1，图 2） ，因此，淀

要原料，并添加助剂发泡而成。具有工艺简单、全生命周期无

粉一般存在有 15 % ～ 45 % 的结晶，由于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与

污染、防震隔震性能好等优点，不仅可以制作防震内衬，也可替

分解温度非常接近

代 EPS 制作填充颗粒物体，是 EPS 发泡塑料的理想替代品。

湿料的流变性能，提高淀粉与植物纤维间的嵌合能力，在保证

淀粉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分布非常广泛，其低廉的成本促
使淀粉工业蓬勃发展。然而，大多数的天然淀粉存在许多性质

［1］

，所以淀粉本身不具有可塑性。为增强

材料整体力学性能的同时降低材料的成型难度，对淀粉的改性
处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上的不足，例如不溶于冷水、淀粉糊易老化、低温下发生凝沉、
成膜性差等，使其在食品、包装、造纸、纺织和医药等领域的应
用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对淀粉进行变性处理来改变其分子结
构，优化其使用性能，适应现代化工业新材料、新工艺要求。
植物纤维可降解复合材料的开发利用，既可充分利用生物
资源，又能减少不可降解石油基高分子材料的用量。但是，由
于植物纤维细胞壁特殊成分结构使其与其他材料的相容性比
较差，复合材料常因植物纤维的分散不佳导致其力学性能难以
满足市场要求。因此，对植物纤维进行表面预处理，提高纤维

图1

支链淀粉分子结构

图2

直链淀粉分子结构

复合材料的物理强度，同时改善二者的界面相容性，成为制备
性能优良复合材料的关键。
以下讨论了各种淀粉改性方法对于淀粉以及最终产品性
能的提高，指出特定改性方法增强淀粉对植物纤维的黏附性
能，要得到满足综合使用要求的淀粉，须进行复合改性； 在淀粉
改性的基础上，综述了各种植物纤维改性的研究现状，得出偶
联改性提升纤维与淀粉的界面粘结性、蒸汽爆破改性具有发展
前景的结论。
淀粉的化学改性

1． 1
1． 1． 1
［收稿日期］ 2013 10 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275278，51175312） ； 山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 2010ZＲ2010EM007） ； 山东大学交叉

氧化改性

氧化改性可以得到成膜性能好、透明度高的淀粉膜，通过
增加淀粉羧基含量，使得氧化淀粉比原来的淀粉的粘合性大大
［2］

，将氧化淀粉应用于生物质材料的原料制备中，会起到

学科培育项目（ 2012JC004） ； 济南市科技计划项目

提高

（ 201114222） 资助

改善浆料流动性、提高制品防腐防霉性的作用。

［通信作者］ 李方义，主要研究生物质全降解工业缓冲包装材料

制备氧化淀粉的反应机理是淀粉分子 D -葡萄糖残基在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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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作用下，葡萄糖单元上的伯羟基和仲羟基被氧化成醛基或
［3］

羧基。常用氧化剂主要有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等，徐洋
［4］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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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

使用次氯酸钠作氧化剂在碱性条件下分别氧化小麦淀粉

［12］

低，成本较高

。如 Heinze T［13］ 制备了取代度为 1． 05 的阳离

子淀粉，反应效率仅为 52% 。
交联变性

1． 1． 4

和马铃薯淀粉，氧化淀粉的粘度性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

交联处理方法可获得高凝胶强度的改性淀粉，但单一交联

为易糊化，糊粘度大大降低，凝沉倾向减弱。常温下过氧化氢

变性只能提高高凝胶强度，复合变性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方

并不影响淀粉分子，但在一定温度和催化剂存在下，淀粉分子

［14］
向。Pawinee D 采用 STMP 和 STPP 一步法制备了交联磷酸

能被过氧化氢氧化。以硫酸铜为催化剂、过氧化氢为氧化剂，

化复合变性大米淀粉，用于冷冻食品的添加剂。为了研究交联

在 45℃ 的温 度 条 件 下 制 备 氧 化 淀 粉，氧 化 淀 粉 中 羧 基 含 量

乙酰化复合改性对淀粉性能的提升，唐洪波等

［5］

（ 0． 50% ） 相对最高

。

［15］

对葛根淀粉

经过交联乙酰化后，其冻融稳定性、热粘度稳定性、抗酸性、抗

次氯酸钠氧化淀粉存在氧化度低、黏度低、黏结性能相对

［16］

碱性增强。李倩等

采用一步和二步合成法、以三偏磷酸钠

较差的缺点，但其糊化温度低、流动性好、成膜性能好、反应容

为交联剂制备交联酯化改性甘薯淀粉，发现一步法改性的交联

易控制，因而工业上使用最普遍。过氧化氢氧化淀粉不仅增加

酯化甘薯淀粉具有更好的峰值粘度和稳定性，二步法改性的交

了淀粉的流动性、抗凝冻性和防腐防霉能力，而且过氧化氢最

联酯化甘薯淀粉具有更好的抗凝沉性。

终分解为水，对环境无污染，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氧化剂。
1． 1． 2

酯化变性

交联复合改性后的淀粉同时具有 2 种以上改性淀粉的优
点，因此其许多性能优于原淀粉。交联淀粉提高了糊化温度和

醋酸酯淀粉是淀粉分子中的羟基与乙酰化剂进行取代反

粘度，抗剪切力比原淀粉糊稳定程度有很大提高，交联淀粉的

应而制备的，通过乙酰化作用改善淀粉与溶剂的亲和力，使其

抗酸、碱稳定性也大大优于原淀粉。

具有糊化温度较低、持水性好、凝沉性弱、储存稳定的特性，可

1． 1． 5

用于生物质材料的研究，以改善生物质制品易老化的缺点。
在以乙酸酐为酯化剂改性马铃薯淀粉的研究中，通过正交
试验确定马铃薯酯化的最佳工艺条件： 温度 25℃ ，pH = 9，添加
6% 乙酸酐，反应 1h［6］ 。为了得到以醋酸乙烯酯为酯化剂制备
醋酸酯化淀粉的最佳工艺组合，张杰等采用马丁法提取小麦 A
淀粉，以乙酸乙烯酯为酯化剂制备酯化淀粉，酯化剂用量提高
到 25%

［7］

。在国外对酯化淀粉的研究中，Sirirat 等［8］ 以美人蕉

淀粉与乙酸酐于室温下，溶液的 pH 值在 8． 0 ～ 8． 5 之间进行
酯化反应制备低取代度的酯化淀粉，实验发现： 提高酸酐的浓
度可以提高酯化度。
在酯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淀粉分子量的剧烈下降，从而降
低了淀粉的内聚能，不适合用于制备热塑性塑料，此外，酯化效
率低、酯化剂成本高也促使其他酯化工艺的创新，拓展酯化淀
粉的应用领域。
1． 1． 3

接枝共聚

淀粉接枝共聚物是一类新型功能性材料，具有天然高分子
材料和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双重性能。通过研究淀粉单体配比
及引发剂和交联剂浓度对 St -AM -IA 高吸水树脂的吸水能力
的影响后发现，淀粉 -丙烯酰胺 -衣康酸的接枝共聚物的吸水能
［17］

力大大提高

。为了生成淀粉 -丙烯酰胺 -丙烯酸三元接枝共
［18］

聚物，尚小琴等

以丙烯酰胺和丙烯酸为接枝单体，采用反相

乳液聚合技术对木薯淀粉进行接枝共聚改性，红外光谱和电镜
扫描表征证明： 接枝共聚反应发生在淀粉颗粒表面。Lu shaojie 等［19］ 在反相乳液中合成了 St -g -PAM 共聚物，通过光谱分
析证实了接枝物的存在。然后经过水解反应制备了相应的阴
离子型衍生物，并研究了其耐温性、耐盐性及抗剪切力性质，实
验结果表明： 接枝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和
耐盐性。
［20］

前面着重介绍的反相乳液聚合方法

醚化变性

醚化淀粉是淀粉分子中的羟基与反应活性物质反应生成
的淀粉取代基醚，包括羟烷基淀粉、羧甲基淀粉、阳离子淀粉
等。由于淀粉的醚化作用提高了粘度稳定性，且在强碱性条件
［9］

下醚键不易发生水解

，有助于生物质包装材料制备工艺中

不足，为淀粉接枝共聚反应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此法仍存
在体系不稳定、易聚结、产物相对分子质量受反应速度影响等
问题。
淀粉的物理改性

1． 2
1． 2． 1

纤维碱处理改性的进行。

克服了水溶液法的

物理增塑

研究了淀粉羧甲基变性、季铵阳离子化变性

淀粉的物理增塑是指淀粉微细化，通过借助热、机械力、物

以及羧甲基 -季铵阳离子化双重变性对羊毛纤维黏附性能的影

理场等物理手段破坏淀粉结构或添加偶联剂、增塑剂、结构破

响，实验结果表明： 上述 3 种醚化变性方式都能改善淀粉对羊

坏剂等改性剂，同时改性剂本身与淀粉的羟基发生络合反应，

毛纤维的黏附性能。同样，在季铵醚化改性对磷酸酯淀粉浆料

破坏淀粉结晶区，使其刚性结构消失，塑性增强，以提高淀粉的

性能的影响的研究中，通过性能对比试验发现： 随着季铵阳离

疏水性并增强淀粉和合成塑料的相容性，从而实现了淀粉塑化

子取代度的增加，这种变性淀粉浆液的黏度明显提高，对棉纤

改性

［10］

林秀培等

［11］

维的黏附性能增大，浆膜的断裂伸长率增大

。

目前，工业用醚化型阳离子淀粉的取代度（ DS） 一般低于
0． 2。高取代度的阳离子淀粉性能好，但较难制备，反应效率较

［21］

。

机械活化能显著提高玉米淀粉乙酰化反应的取代度，反应
时间缩短，反应温度降低，对催化剂和醋酸酐用量依赖性降低。
机械活化作用能破坏玉米淀粉的结晶结构，结晶度降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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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晶态转变成非晶态，反应试剂的扩散阻力下降。而且，通

界面偶合法等。

过红外光谱分析表明： 淀粉在活化过程中并没有新的基团产

2． 1

［22，
23］

生

。Sun 等［24］ 以淀粉和 PLA 为原料，以聚乙二醇、聚丙烯

2． 1． 1

醇等为增塑剂，共混制成了高强度塑料，其性能与 PLA 接近，
但成本明显降低。

［31］

淀粉的热塑性原理是在热力场、外力场和增塑剂的作用
下，淀粉分子间和分子内氢键被增塑剂与淀粉之间较强的氢键
作用所取代，淀粉分子活动能力得到提高，使玻璃化转变温度
降低。
Mato Thunwall 等［25］ 在淀粉、甘油和水的质量比为 20： 6： 9
的条件下制备热塑性淀粉片材。研究表明： 高直链淀粉制备的
热塑性淀粉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常规淀粉，制品的拉伸强度
和断裂应力分别比常规淀粉高出 40． 0 和 5． 1MPa。Angellier
［26］

等

热处理改性

热处理改性是研究较早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制造无胶纤
维板和木材处理等领域。Garlata 等

热塑性增塑

1． 2． 2

植物纤维的物理法改性

用玉米淀粉为原料，以水解天然淀粉得到的淀粉超小晶

体为增强剂，甘油作增塑剂研究热塑性淀粉，结果表明： 由于粒
子和粒子、粒子和基体之间形成的氢键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
［27］

从而使体系得到增强。姚东明

采用尿素、甘油为塑化剂制

备热塑性淀粉材料，考察了尿素与甘油不同比例对热塑性淀粉
塑化效果的影响，得出热塑性淀粉最佳塑化质量比为淀粉： 尿
［28］

素： 甘油为 100： 20： 20。左迎峰等

采用甘油、甲酰胺和尿素

按不同比例混合，作为复合增塑剂对玉米淀粉进行塑化处理。
结果表明： 复合增塑剂采用甘油 / 甲酰胺 / 尿素三者混合时，对
淀粉的塑化效果最好。
比较成熟的热塑性淀粉塑化工艺方案，当塑化剂含量为 12%
［29］

时，
塑化效果最好

在 180 ℃ 下热处理 60 min 和 200 ℃ 处理后，纤维的拉伸强度
［32］

均降低。杨庆斌等

。热塑性增塑的方法操作简单，增塑剂的

比例容易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对玉米纤维进行热处理研究，发现在温

度不超过 130 ℃ 时，温度对玉米纤维的力学性能影响不大，但
在高温处理时力学性能显著变差，温度和时间对力学性能均有
影响，热处理时间超过 20 min，力学性能显著变差。
不难看出，热处理法工艺简单，可有效除去植物纤维中的
水分，但是热处理会导致纤维拉伸强度降低，加工性能下降，不
利于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提高。
2． 1． 2

静放电改性

静放电是一种不改变纤维整体性质的重要表面刻蚀方法，
［33］

如电晕放电、低温等离子体处理、辐射处理等

。

电晕放电可以大量激活纤维素表面的醛基，使纤维表面的
［34］

氧化活性提高，进而改善纤维的表面能。Ma 等

研究了不同

温度下对棉纤维进行电晕处理对纤维本身拉伸强度的影响后
50 ℃ 时电晕处理纤维的拉伸强度最高，与淀粉之间的黏
发现，
［35］

结性能最好。Li 等

采用电子束辐照法制备了聚己内酯 / 剑

麻（ PCL / SF） 复合材料，发现在电子束辐照下，PCL 和 SF 分子
链均会发生断裂和重排，形成的交联网状结构提高了其力学性
［36］

本课题组在多年研究生物质材料的基础上，已总结出一套

使用洋麻纤维为原料，

能。程抗等

采用放电等离子体对活性炭纤维表面进行改

性，实验结果表明： 放电改性过程可以有效地向活性炭纤维表
面引入有利于脱硫脱氮的含氧、含氮官能团； 当电压为 8 kV，
放电 5 min 时，放电改性活性炭纤维的效果最佳。
静放电改性处理时间短，操作简单，但由于设备昂贵、费用

2

植物纤维改性

较高而难以得到工业化应用。

在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中，纤维是质量比最大的原料，约

2． 1． 3

蒸汽爆破改性

占 30% 左右． 由于纤维素超分子结构是晶区与非晶区二相共

蒸汽爆破处理技术主要是利用高温高压水蒸气处理纤维

存的状态（ 见图 3） ，这直接影响到纤维素的化学反应性能以及

原料，并通过瞬间泄压过程，实现原料组分分离和结构变化，纤

化学改性的均一性。而且植物纤维表面呈亲水性，与疏水性聚

维的细胞结构被破坏，半纤维素通过自水解作用转变成单糖和

合物基体相容性差，导致植物纤维分散不佳，将直接影响材料

寡糖，使木质素发生部分降解

［30］

［37］

C Garcia -Jaldon 等

的使用性能。因此，采用合适的方法对纤维进行表面处理，改
善二者的界面相容性，使其均匀分散是制备性能优良复合材料
［30］

的关键

。

通过对大麻纤维进行蒸汽爆破处

理，发现大麻纤维成分中的木质素、果胶和半纤维素在汽爆过
程中分解为可溶的小分子，并迅速溶解于溶液中，而纤维素则

。

［38］

保留下来。Tokoro 等

对 竹 纤 维 进 行 蒸 汽 爆 破 处 理，并 与

PLA 制备复合材料。结果表明： 经爆破处理的复合材料有部分
撕裂现象，其弯曲强度、界面剪切强度和冲击强度分别比未经
处理 的 复 合 材 料 增 加 了 43． 4% ，193% 和 83． 3% 。曹 素 娇
［39］

图3

纤维素分子链结构

植物纤维表面预处理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法和化学法。物
理法主要包括热处理、静放电处理、蒸汽爆破处理等； 化学法主
要包括表面接枝法、活性剂改性法、碱处理法、酯化改性法以及

等

研究了连续式蒸汽爆破对 PP / 棉杆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

能的影响，研究表明： 该预处理使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得以改善，
当纤维含水量为 40% 、爆破次数为两次时，获得的复合材料综
［40］

合力学性能最佳。瞿金平等

采用蒸汽爆破的方法处理棉皮

纤维，实验结果表明： 该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得到了改善，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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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 1． 8 MPa，棉皮纤维质量分数为 35% 时，所获得的拉伸强

接枝反应较难控制，过多的副反应会使纤维本身的强度下降，

度和弯曲强度为最佳。

很难达到提高复合材料综合性能的目的。

蒸汽爆破处理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表面改性技术，具有处

纤维或聚合物与偶联剂形成共价键或络合键可以改变界

理时间短、化学药品用量少、无污染、低能耗等优点，是有发展

面的黏合性。偶联剂处理能改善极性差别很大的植物纤维与

前途的预处理技术。

［49］

聚合物之间的相容性。Shima 等

植物纤维的化学法改性

2． 2

碱液可以削弱纤维素分子间的氢键作用，增大纤维素分子
间的距离，增大纤维素内表面，使得各种试剂更容易渗入纤维
结构内部。
Mishra 等［41］ 在室温下用浓度为 5% 的碱液对剑麻纤维处
理 1 h，发现剑麻纤维表面明显变得粗糙，断裂伸长率没有明显
的变化，但拉伸强度明显降低，并把这一现象归结于碱液的脱
［42］

胶作用。Salvatore 等

研究了剑麻纤维混炼前后的变化，发

现经过碱处理的剑麻纤维在混炼过后长度减小，但由于碱处理
会加快剑麻纤维在混炼过程中的原纤化，使纤维直径减小而导
［43］

致长径比增大。Pickering 等

采用 5% 的 NaOH 溶液浸泡松

木纤维 2h，水洗并调 pH = 7 后，进行硅烷处理。研究发现： 经
碱预处理和硅烷偶联剂 KH550 处理的纤维的拉伸强度提高了
5% ，表明碱处理可使硅烷偶联剂对纤维反应能力的提高。王
［44］

裕银等

将秸秆纤维在不同浓度碱溶液中浸泡不同的时间，

结果发现： 在浓度为 7% 的 NaOH 溶液中浸泡 10h，植物纤维石
膏基复合材料试样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与未经处理的复合
材料试样相比，分别提高了 13． 3% 和 32． 8% ，力学性能最佳。
碱处理是发现最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迄今为止唯一
能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改性工艺，现在纤维素改性方法大多数都
是在碱润胀的基础上进行。
2． 2． 2

研究了硅烷偶联剂预处理

麻纤维对复合材料界面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复合材料断

碱处理改性

2． 2． 1

界面偶联法改性

2． 2． 3

面，发现经硅烷偶联剂预处理后的麻纤维制得的复合材料麻纤
维和塑料界面粘结性能明显优于未经预处理的麻纤维制得的
［50］

复合材料。Lee 等

以赖氨酸基异氰酸酯作为偶联剂对 PLA，

PBSP 竹纤维生物复合材料的改进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
用赖氨酸基异氰酸酯处理竹纤维后，PLAPBF 和 PBSPBF 复合
材料的拉伸性能、耐水性能和界面结合性能都得到了改善。王
［51］

昭晖等

采用硅烷偶联剂对 PVA 水溶性纤维进行表面改性，

研究结果表明： PVA 纤维经改性后，纸张的各项强度均有大幅
提高，同时明显改善了其粘缸粘布行为和分散性，当 KH -560
添加量为 16． 6% 时，改性纤维含量为 20% 的纸张具有较佳的
强度。
界面偶联法改性纤维技术是近年发展比较快的一种方法，
处理后的纤维复合材料的各项强度均有大幅提高，耐水性和界
面结合性也得到改善，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植物纤维的改性
方法。

3

结

论

单一的改性方法均存在效果有限、成本较高、废液回收难
并存在污染等缺陷，难以满足淀粉 / 植物纤维基制品对性能的
要求，淀粉 / 植物纤维改性的发展趋势是使用复合改性的方法，
采用多元改性剂，得到符合产品要求的改性淀粉和改性纤维。

表面接枝法改性

综合淀粉改性的研究现状，在机械活化的同时进行“交联

表面接枝处理是提高植物纤维与基体材料界面性能的另

乙酰化 -醚化复合改性”，增强淀粉的冻融稳定性、热粘度稳定

一种重要方法，是通过在植物纤维上引入特定基团，以改善纤

性、抗酸性和抗碱性，提升淀粉浆液对植物纤维的黏附性能，全

维表面的极性，提高基体材料对纤维表面的浸润能力，改善聚

面优化淀粉 / 植物纤维基制品的力学性能和使用稳定性。此

合物基体与植物纤维之间的界面相容性。

外，研究“淀粉氧化 -接枝共聚复合改性”，氧化预处理可提高

Lund 等［45］ 研究了硫酸盐木素分别与对羟基苯乙酸和愈

淀粉与单体接枝共聚的反应活性，提升浆料的流变性能，利于

创木酚磺酸酯的接枝反应。研究表明： 酚类分子的接枝量与其

模压成型，接枝共聚可以使淀粉 / 植物纤维基制品具有天然高

取代基有关，只有带供电子基团的苯酚衍生物才能与木素接

分子材料和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双重性能。

［46］

枝。Facklert 等

使用 4 -羟基 -3 甲氧基 -苄脲处理云杉木材

淀粉复合改性法可以得到稳定的改性淀粉，淀粉浆液对植

微粒，使木屑产生反应活性表面，促使在粘合阶段与树脂交联，

物纤维的黏附性能也得到提升。为了进一步提高淀粉 / 植物纤

2
使高密度刨花板的内部结合强度提高 0． 12 N / m ，提高幅度达

维基制品的综合力学性能，在后续工艺中可进行植物纤维的复

21% 。Adriana 等［47］ 采用马来酸酐和硬脂酸分别对云杉木表

合改性，促使淀粉和植物纤维更好的相互结合以及制品抗拉和

面进行接枝处理，并与 PLA 制备复合材料。结果表明： 经表面

抗压强度的提高。

处理的复合材料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和储能模量，比未处理的
［48］

复合材料分别提高了 20% 和 40% 。张碧桃等

采用化学接

“碱处理 -界面偶联法复合改性”，碱处理削弱纤维分子间
氢键作用，使偶联剂更容易渗入纤维结构内部，促进偶联改性，

枝马来酸酐对碳纤维进行表面处理，结果表明： 接枝法能使碳

提升纤维与淀粉的界面黏结性，制品的抗拉和抗压强度均能得

纤维表面接枝上更多的含氧官能团，提高了碳纤维与树脂间的

到提高； “连续式蒸汽爆破改性”，试验证明： 连续爆破 2 次时，

黏结性能。

获得的复合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最佳，蒸汽爆破技术已成为植

虽然接枝处理能改善淀粉和植物纤维间的界面相容性，但

物纤维基生物降解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具有广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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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u Shaojie，Liu Ｒuixian，Sun Ximing． Study on the synthesis and

前景。

app lication of inverse emulsion of amphoteric polyacrylamide as a

目前，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的研究尚不成熟，关键在淀粉
和植物纤维的预处理改性没有针对该材料的特定工艺方案。

retention aid in papermaking［J］． J App l Polym Sci，2002，8（ 4） ：

因此，上述复合改性方法对于今后淀粉 / 植物纤维基材料研究

343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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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Status of Starch and Plant Fiber Modification
LIU Peng，LI Fang -yi，GUAN Kai -kai，LI Gang，LI Jian -feng，JIA Xiu -jie
（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Key Laboratory of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Mechanical
Manufactu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
［Abstract］ Starch and plant fiber as the main materials of starch / vegetable fiber -based materials，the pretreatment and compatibility
studies have been difficult and hot． In this paper，on the basis of biomass materials study for many years，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tarch and plant fiber that can be used for biomass materials study，pointed out the link between starch and plant fiber pretreatment，and
summed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promising composite modified methods．
［Key words］ Starch modification； Plant fiber modification； Starch / plant fiber -based material； Compound mod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