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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

PBS母粒
功能性，可堆肥性，可持续性-帮助重新演绎生物塑料

看

看作为欧洲绿色协议主要支柱之一的新循
环经济行动计划，一次性的包装设计是最
重要的，它需要紧急的改进。而可堆肥的
生物塑料可能提供了答案，因为它们有助于从垃
圾填埋场转移有机废物，而不是将高价值的材料
排除在循环外。使用可持续来源的生物基原始材
料可能在这一努力中发挥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当谈到食品接触批准所需的包装时。
鉴于生物垃圾收集的截止日期已经定在2023
年，苏卡诺(瑞士Schindellegi)已经在与整个产业
链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寻找避免塑料污染土
壤的方法。在Sukano # weareparttofsolutions，
我们很自豪从一开始就踏上了可持续生物塑料的
征程。在最初提供功能性和彩色的PLA基色母粒之
后，该公司最近增加了其投资组合，也包括生物
基PBS色母粒。基于PBS的母粒增加了革命性的生
物基PBS树脂及其混合物，由于其双重生物特性。
这使得他们的终端应用适合食品包装，并为消费
者提供家庭和工业可堆肥的生命结束选择-同时保
留(甚至升级)品牌的所有环境友好证书。
确保食品包装可持续性的最好方法是允许它与单
独收集的生物垃圾一起堆肥。从分离收集的生物
垃圾中获得的堆肥是非常有价值的土壤改良剂和
养分供应商，它通过密封有机循环在循环经济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允许包装与生物废弃物一起堆
肥可以在该过程中省去几个耗时和消耗资源的步
骤。
PBS被视为其他传统塑料的理想生物降解替代
品，因为它无论是在堆肥设施中还是在家里都可
以在30°C的条件下自然分解成水、二氧化碳。
核心终端市场应用
代替纸杯中的聚乙烯涂料是PBS树脂或共混物的
主要目标之一。薄油基涂层对纸张的生物降解过程
产生负面影响，使纸张几乎不可能生物降解，特别
是当杯子的两面都涂有涂层时。Sukano的母粒已
被设计为使食品接触高达100°C的应用成为现实。

这种高耐热温度的性能意味着它适用于热饮、盒
子、新鲜煮熟的食品和食品容器的器具。
由于典型的软包装是基于许多层的复合设计,在
每一层都有一个自己的预定义的角色,SUKANO
PBS®添加剂,可用于生物基PBS改性，创建一个混
合树脂,与其他生物塑料相比有优越的可降解的密
封性能,气体屏障数据提供高于低密度聚乙烯,并保
留了包装产品的香味。
SUKANO PBS®为基础的母粒也特别配制，不影
响透明度，达到了阻隔效果，让产品保留其自然
的外观，吸引消费者。
使用生物基PBS母粒及其混合物优于传统塑
料的其他应用方向是在注塑成型，如咖啡胶
囊。Sukano的PBS基色母粒旨在使制造商为软包
装市场生产创造性和功能性产品，保护食品不被
浪费，可堆肥，透明和使用更少的塑料-并能够
在现有的工业生产线上处理。Sukano的目标是创
建母粒，帮助他们的客户生产包装，保留自然资
源，同时既不妨碍设计，也不损害质量包装或其
内容物。MT
www.sukano.com

有机回收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塑料包
装不能机械回收。这是因为可堆肥塑料能够产
生更多的单独收集的有机垃圾，同时也有助于
减少堆肥中的传统塑料污染，从而减少对土壤
和水道的污染。就生物降解行为而言，可堆肥
包装等同于纤维素(如可堆肥性标准EN13432所
述)，可堆肥塑料在堆肥过程中表现得像纤维
素。苏卡诺支持欧盟委员会的立场，即“一切
照旧”不再是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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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A呈上升趋势
Avantium最近宣布，其子公司Avantium可再生聚合

计划于2021年底完成工业化阶段后，用于生产呋喃二甲酸的

物计划将其新旗舰工厂设在荷兰Chemie Park Delfzijl。

特尼工厂将成为当地的另一个生物经济基础设施，并与集团的

这个5000吨的工厂将生产以植物为基础的呋喃二甲酸

其他工厂产生互补效应。

(FDCA)—作为PEF(聚乙烯呋喃酸盐)的基本原材料。

FDCA是PEF的重要组成部分，PEF是一种100%植物基，100%

Avantium Renewable Polymers还与一个地区财团就

可回收的塑料，与今天广泛使用的石油基包装材料相比，具有

FDCA旗舰工厂的融资和相关成本达成了一份意向书，金

优越的性能性能。PEF优异的阻隔性能和计算出的成本价格表

额为3000万欧元。

明，在规模化生产时，PEF可以在价格和性能上与传统化石基产

新工厂将位于Avantium的植物基单乙二醇(MEG)示范
工厂附近，是其中试规模生物精炼厂，该工厂是用非食
品级的葡萄糖和木质素生产植物基的单乙二醇(MEG)。

品竞争。由于它的植物来源和可回收性，它大大有助于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MT
www.futerro.com

此次融资是在2019年11月由Avantium牵头的一个财团
从PEFerence Horizon 2020获得2500万欧元的资助之后
进行的，该资助旨在支持建立基于植物基的FDCA的创新
价值链。
FDCA旗舰工厂对Avantium的总资金需求约为1.5

新的生物塑料MAGAZINE应用程
序和电子报亭ePaper-Kiosk

亿 欧 元 。 Av a n t i u m 计 划 在 2 0 2 0 年 底 前 到 位 这 笔 资
金。Avantium可再生聚合物公司总经理Marcel Lubben
评论道:“2500万欧元的资助有助于确保旗舰工厂的整体
融资以及FDCA和PEF的市场引入。这是为FDCA旗舰工
厂提供资金需求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正全面步入计划
在2023年启动旗舰工厂的轨道。”

在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阅读生物塑料MAGAZINE。
不仅在电脑上，而且在您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您现在
可以很容易地阅读生物塑料杂志。 由于印刷和邮寄需要一段时
间，您甚至可以更快地阅读它。

ePaper-Kiosk

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芬兰赫尔辛基)也将投资900
万欧元，为生产FDCA建立一个中试装置，用于生产
PEF，作为透明包装的阻隔层。试验工厂将设在比利时
斯道拉恩索的兰格布吕格工厂，该工厂将专注于开发一
种具有成本竞争力的FDCA生产工艺。它的目的是验证化
学过程，并提供样品材料，以进一步了解市场需求和产
品需求。该试点设施将首先使用工业上可用的果糖来生
产高价值的化学品和应用测试材料。未来的目的是在从
木材和其他非食物生物质中提取的糖作为原材料。
最后，Novamont (Novara, Italy)宣布了一项1000万欧
元的投资计划，作为其在特尼(Terni)生产工厂扩张和多
样化的一部分，用于建设一个专门用于从糖中提取FDCA
的示范工厂。
Novamont将把它作为合成聚酯，可生物降解，可堆
肥生物材料的原材料。这将使第五代MATERBI一系列具
有氧气和二氧化碳阻隔性能的食品包装产品的生产成为
可能。
这一投资是在经济部下属的意大利外来投资和经济发
展机构Invitalia的支持下进行的，该机构为该项目提供
580万欧元的补贴(500万欧元为补贴贷款，其余为无担
保贷款)。

https://epaper.bioplasticsmagazine.com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我 们 的 新 A n d ro i d 和 i O S 应 用 程 序
让您轻松阅读移动设备上的生物塑料
MAGAZINE。
这两个应用程序都可以免费下载。
快试试！ 进入Google Play Store
或AppleApp-Store，输入搜索术
语“bioplasticsmagazine”。
www.bioplasticsmagazine.com/en/magazin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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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range peel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彰显央企社会责任，2020年华润化学材料
携手NOVAMONT在中国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开始布局，成为NOVAMONT PBAT中国地区代理。
产品介绍：
1.
Mater-Bi® EF07D0（生产商：Novamont）是一种热塑性可生物降解的吹膜材料。主要成分
PBAT/淀粉/PLA，产品由NOVAMONT在意大利生产。用于零售部门的购物袋生产。该产品具有膜泡
稳定、损耗低、不含甘油、不起雾、高撕裂强度、高抗刺穿强度。
2.
NOVAMONT在生物可降解农膜方面应用已经有20年经验，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地区使用多
年，包括葡萄（保护期24个月）、菠萝(保护期18个月)、玉米、蔬菜等，针对高原地带强紫外线环境
和亚热带潮湿气候也有适合的牌号。

r1_01.2020

EcoComunicazione.it

欢迎移步“17区165号展台”进一步了解

基础知识

海洋塑料垃圾
生物降解塑料能拯救浮游生物吗？

污
染。

染和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众多环境问题中的两
个。它们大多是分开考虑的，污染特别是海洋污
染，是一种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到并产生情感的污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是我们看不到的污染对我
们的潜在影响最大。估计大气中超过总数一半的氧气是由
海洋浮游植物所生产 [1]，海洋垃圾和气候变化可能是相互
关联的,通过连接证明,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对浮游植物产生重
大影响。
各种大小的塑料，从纳米到宏观，以及所有不同类型的
聚合物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中找到。它们存在于所有
的栖息地，从近岸海岸带，到深海海沟，从极点到极点。
据估计，2010年有480万至127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到
2025年，这一水平预计将增加一个数量级。最新的研究估
计这些水平甚至会更高。
海洋塑料垃圾
塑料垃圾占海洋垃圾[3]总量的84%，约80%来自陆地活
动，其余20%来自海洋活动。从陆地上，通过河流和小溪
进入海洋的塑料制品中，食品包装占了绝大多数。微塑料
是从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和道路的雨水径流中引入的，其形
式是由于合成衣服(洗涤期间)和道路轮胎等物品的磨损而产
生的分解产品。
塑料的坚固和轻便特性使其成为海上活动的理想材料，
通常用于渔具(浮标、线、网)，以及存储和运输(盒子、包
装、绝缘)。因此，航运、野生渔业和水产养殖通过意外或
故意沉积大量塑料。通过一般性磨损碎裂，对微塑料和纳
米塑料的海洋废弃物作出了重大排放。例如，拖网绳用于
保护拖网免受磨损，在网和坚硬的衬底之间提供缓冲。
大小不一的塑料对环境构成了一系列威胁，它们可能以
不同的营养级别进入生态系统。摄食的影响范围从造成身
体内部损伤到造成错误的饱腹感，导致随后对动物健康的
影响。与塑料有关的固有或降解产生的化学物质，包括微
塑料，也可能对不同营养级别的生物链构成重大风险，既
包括塑料的直接消耗，也包括通过食物链的生物积累和生
物放大。
尽管在世界各地人类食用的海洋物种的内脏和组织(包括
从商业市场提取的样本)中都发现了微塑料，但目前尚不清
楚它们是否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除了潜在的毒理学影响
外，塑料垃圾还为生物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基质，这
种生物膜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其作用是将入侵物种和病
原体在海洋中转移，其转移距离比以前可能的[4]更远。
大自然的弹性使塑料如此多才多艺，如此成功，但也使
它难以或不可能被大自然同化。因此，塑料不仅影响今天
的海洋，而且还会影响未来几十年。
虽然“垃圾”一词意味着故意丢弃在环境中的物品，但重要
的是要承认，海洋塑料垃圾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通过意外损
失和一般磨损而无意地进入环境。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塑料
不应该被扔进海洋，但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
们越来越多地讨论生物可降解和可堆肥塑料在陆地和海洋
应用中取代传统塑料，以减少未来的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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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塑料是解决方案吗?
尽管一种材料被描述为“可生物降解”，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在所有接受环境中都能降解。一些只能在工业堆肥条件
下生物降解，另一些在工业堆肥和土壤中生物降解，但不
能在水生环境[5]。有一系列不同的标准测试可测量在不
同条件下的生物降解，包括ISO 18830和ISO 19679标准，
主要测定非漂浮塑料材料在海水/沉积物界面的好氧生物
降解。在常用的可堆肥和生物降解聚合物中，聚琥珀酸丁
酯(PBS)、聚乳酸(PLA)、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酯(PBAT)
和聚琥珀酸丁酯-共己二酸丁酯(PBSA)不满足海洋环境中
生物降解性的要求。一些材料——某些等级的醋酸纤维
素和聚羟基丁酸酯(PHB)家族的共聚体——显示出了海洋
生物降解性。
目前，对于陆地上的活动，我们关注的材料是家庭或工
业可堆肥的，可能是土壤可生物降解的。如果80%的海洋
塑料垃圾来自陆地，大多数可堆肥塑料不能在海洋中生物
降解，那么生物可降解塑料垃圾仍然是垃圾——可能导
致了与传统塑料[6]相同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决定，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只使用海洋生物可
降解材料。这里有两个主要问题:
1、 适合用途的材料——物品的功能和使用寿命;
2、这些生物可降解塑料分解时的影响。
首先，海洋生物可降解材料不能提供其主要用途所必需
的所有功能(如包装或海洋网、拖曳绳等)。
更复杂的问题是，当这些海洋生物可降解材料分解时，
会发生什么?它们仍然经历着从宏观到微观再到纳米塑料
的转变，它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生物降解。相当多
的研究关注了纳米塑料对海洋物种的影响。水生系统中报
告的最高浓度为ng/L(纳克/升)浓度;所有已发表的研究都
应谨慎解释，因为他们使用的纳米塑料[7]的浓度通常远
高于0.5 mg/L。考虑到这一点，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尽管PHB微塑料是海洋生物可降解的，但通过非生物降解
PHB微塑料产生的二次PHB纳米塑料对被测生物[8]有害。
这表明，海洋可降解塑料在短期内仍不意味着环境安全。
更积极的一点是，这些纳米塑料仍然容易受到生物(酶)降
解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们不会长期积累。
纳米和微塑料的影响不仅限于动物，研究也越来越多地确
认了对主要生产者的影响，包括植物、藻类和光合细菌。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它们对处于食物链最底层的浮游
植物的影响，这些浮游植物有能力利用太阳的能量，吸收
二氧化碳，同时为地球提供50%的氧气。
生物可降解并不是完全的解决方案
海洋生物可降解意味着材料将在某一时刻发生生物降
解——这取决于微生物和温度。虽然海洋生物可降解塑
料可能在短期内对海洋产生影响，但它们在未来几十年可
能不会继续产生这种影响。另一方面，其他可降解聚合物
将对海洋生物产生更长期的影响。
生物可降解塑料并不能完全解决海洋垃圾问题。这种规

新闻

Futerro
模的挑战需要分层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通过重新思
考塑料及其使用方式来阻止塑料进入水生系统——
从将循环设计原则应用到我们的材料和产品，到优
化其(化学)结构以达到预期目的，最终淘汰海洋垃
圾。

启动了中国第一
个完全集成的聚乳酸工厂

www.scion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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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特罗是比利时银河集团(Belgian GALACTIC group)
的子公司，已开始与现有的合作伙伴丰原生化(BBCA
Biochemical)合作，运营中国首个聚乳酸综合生产工
厂。
该工厂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年产能为3万吨，包括年产
能为8万吨的乳酸产能，该乳酸产能还为银河集团旗下一
家生产乳酸食品配料的公司供应亚洲市场。
这3家工厂是由一个比利时-中国混合团队在创纪录的
24个月时间内建成的。
新的乳酸和聚乳酸工厂包含新的专利技术，能生产高
质量的产品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富特罗和丰原已经计

7. Koelmans, A. A., Besseling E, and Won J. Shim. (2015)
Nanoplastic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Critical review.
Marine anthropogenic litter. Springer, Cham, 325-340.

划将乳酸产量提高到18万吨/年(这将使其成为世界上最

8. González-Pleiter M., Tamayo-Belda M., Pulido-Reyes G,
Amariei G, Leganés F., Rosal R. and Fernández-Piñas F.
(2019) Secondary nanoplastics released from a biodegradable
microplastic severely impact freshwater environments.
Environ. Sci.: Nano, 6, 1382.

吨/年(这将是亚洲产能领先的单位)。

大的乳酸生产单位之一)，计划将聚乳酸产量提高到10万
“这第一个工厂是Futerro前进的重要一步。今天，我
们看到聚乳酸开始在塑料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
是因为它的天然来源，还因为它的固有特性，”Frédéric
van Gansberghe的首席执行官Futerro说：“我们相信，
经过30年的发展，聚乳酸将在未来几年迎来强劲的发展
势头。”
Futerro提供了通过发酵单体、聚乳酸和LOOPLA生产
乳酸的许可证，这是一种将聚乳酸转化为乳酸的循环过
程。聚乳酸具有低碳足迹，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生产对全
球变暖的影响. MT

图1:被冲到海滩上的天然碎片中编织的合成绳

www.futerro.com

图2:生物可降解塑料盆随时间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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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 | 软包装 | 手袋

PHBV 吹膜成型工艺
柠檬酸盐能使PHBV吹膜挤出而不影响降解性

物高聚物很难以纯料形式加工，但使用传统添加剂往往
破坏环境。利用基于柠檬酸的生物基和生物可降解增塑
剂，可以生产含接近70%PHBV的吹膜料。
聚羟基烷酸酯 (PHA)由于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良好的降
解性而特别引人关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聚羟基丁酸-共
羟基戊酸酯(PHBV)。PHBV具有低粘度、低熔体强度、高结
晶性和固态脆性。由于PHBV在土壤中可在几个月内完全生
物降解，它是一种适合用于地膜和许多其他应用的起始材
料。然而，由于有限的性能，直到现在才考虑用PHBV制作
吹膜料。
生物塑料的新添加剂
许多聚合物不能以其纯粹的形式进行加工，但必须首先
通过适当的添加剂体系复合成可用的塑料(见图1)。然而，
如果处理的是可生物降解塑料，这就与大量商业上可获得
的加工助剂的使用相矛盾，这些助剂本身不能生物降解。
因此，IKT(斯图加特，德国)正在寻找新的添加剂，可以用
于改善生物基和生物可降解聚合物，而不会失去这些优
势。
过去，以工业规模生产的柠檬酸为基础的柠檬酸盐
已被证明是各种塑料的良好增塑剂。Jungbunzlauer
(Ladenburg, Germany)的柠檬酸盐是属于生物基的，并根

据EN13432认证为可堆肥的。因此，它们可能为生物聚合
物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本课题的目的是研究柠檬
酸盐是否可以对生物聚合物PHBV进行改性，通过吹膜挤压
的方式将其加工成生物可降解的薄膜。由于PHBV的粘度和
熔体强度很低，所以尽管PLA对PHBV的生物降解性降低，
我们还是决定在化合物中加入少量PLA，以增加项目成功的
机会。
挤压和表征
该化合物是在德国斯图加特的Coperion的ZSK
26双螺
杆挤出机中生产的。选用中国天安生物材料公司的PHBV
ENMAT Y1000P和美国NatureWorks公司的PLA 4043D。以
PHBV/PLA比为75:25的化合物为参比。对于改性，使用了
来自Jungbunzlauer的citrool BII。这是一种生物基的柠檬酸
乙酰三丁酯，根据en13432是完全可生物降解的。吹膜挤出
是在德国Collins, Maithenbeth的实验室挤出生产线上进行
的。所有成分数据均以质量分数为准。
在185°C的温度下，用Discovery HR2混合型平板流变仪
(TA Instruments, UK)研究了化合物的流变性能。用示差扫
描量热法(DSC 204, Netzsch, Selb, Germany)对其结晶行为
进行了分析。为了确定薄膜的力学性能，在德国乌尔姆茨
威克通用试验机上进行了拉伸试验。

Figure 2: Stress-strain diagram of the blown films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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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新闻

By:
Silvia Kliem, Research Associate
Christian Bonten, Professor
Institut für Kunststofftechnik
Univ. Stuttgart, Germany

农膜性价比
复配结果表明，所选的两种基聚合物是相容的，
无需使用进一步的添加剂就可以生产出均相化合
物。与未添加的两种聚合物相比，柠檬酸盐的添加
降低了化合物的粘度。用示差扫描量热法考察了增
塑剂的加入对结晶行为的影响。在175°C(120°C)左
右有明显的峰，显示PHBV组分的熔融(结晶)，而
在150°C左右，升温曲线显示PLA的熔融为一个非
常弱的峰。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改性化合物的
熔化温度降低了5 K左右。由此产生的加工温度的
降低不仅节省了加热成本，而且减少了加工过程中
对材料的热损伤。
在吹膜的情况下，改性成功的最重要的证据变
得很清楚。没有增塑剂，PHBV-PLA共混物不能吹
膜，因为 在薄膜中会产生分离层。含5%柠檬酸盐
的化合物至少允许暂时连续挤压和薄膜管的膨胀，
薄膜厚度只能达到约50µm。只有柠檬酸10%的化
合物才能稳定连续加工，平均膜厚在25µm以下。
由于PHBV的高结晶度，薄膜呈半透明。与纯PLA
薄膜不同的是，纯PLA薄膜常常因发出响亮的噼啪
声而受到批评，而在触感方面，纯PLA薄膜与市面
上销售的PE塑料薄膜很相似。图2中薄膜的拉伸试
验表明，改性化合物的伸长率明显改变为弹性行
为，最大伸长率略高于5%。
结论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对生物降解膜有很大的需
求。除了合适的聚合物，还必须注意使用环境友好
的添加剂。在这个项目中，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含
量接近70%的生物可降解PHBV吹膜产品。
通过使用生物基的可生物降解的柠檬酸酯作为增
塑剂和少量的聚乳酸作为共混伙伴，可以假设本文
所述的薄膜在我们的环境中完全代谢，不会在土壤
中以微塑料的形式残留。除了优化配方和工业转化
外，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这种降解性是很有意义的。
确认

东丽推出新型环
保尼龙
东丽工业有限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的，更可持续
发展的尼龙，代表了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向
前迈出了一大步。
尼龙是该公司的生物基聚合物材料和产品的综合
Ecodear品牌的最新产品。东丽的新Ecodear尼龙是
60%的生物基，基于从蓖麻中提取的癸二酸。这种
纤维最初有10denier、20 denier和50 denier三种规
格，可以像传统尼龙一样纺纱。
东丽在建立综合品牌的过程中，通过在纤维、树脂
和薄膜等广泛领域使用ecodear品牌，扩大其生物质
基聚合物材料和产品的业务，以推进其为环境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的雄心。
生态尼龙的开发证明了东丽垂直一体化结构的优越
性。作为一家化学品制造商和纺织公司，东丽可以
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从聚合物的制造到成品纱线
的生产。
Ecodear尼龙可用于生产生物基版本的尼龙，有悠
久经验，证明了东丽品牌的技术实力，如Dermizax
和Entrant。
东丽的发展和推出新的生物纺织技术如Ecodear尼
龙、和其持续进步与回收材料允许公司减少石油用
于织物的生产供应链,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这两个
至关重要的目标详细的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东丽公司计划在2020年秋季推出这种纺织品，目
标市场是活跃的户外运动、滑雪和运动休闲市场。
MT
www.toray.com

Castor oil
plant

Biobased
sebacic acid

该项目由Jungbunzlauer Ladenburg GmbH支
持。感谢项目合作伙伴的良好合作。
这篇文章的更详细版本已经发表在《kunstoffe》
杂志上，2020年9月号.
www.ikt.uni-stuttga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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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用可持续材料
制成的鞋子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的数据，时装业排放的温室气体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0%，比国际航班和航运还要多的总
和。世界各地的许多鞋类生产商都在努力工作，通过在生产
鞋子时使用更多的生物基材料，使其产品更具可持续性。这
些创新从更换外底部分的材料到更可持续的整个鞋子材料的
替代概念。然而，尽管可持续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质量仍
然是该行业最重要的标准，以下提到的公司都没有牺牲他们
鞋的性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可持续。对高质量产品
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才是推动创新的动力。

为了在保持超高性能的同时减少碳足迹，水野用生物基
Pebax Rnew聚合物系列设计了Wave Rider 24。这种材料具
有独特的强度、柔韧性和弹性的混合性能。它最终被塑造成
创新的水野浪板，提供了优异性能的抗摩擦力、柔韧性和弹
性。

汤姆斯
其中一家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鞋类品牌TOMS(总部位于
加州洛杉矶)。他们最近通过使用来自Braskem (Saõ Paulo,
Brazil)的“我是绿色”(I’m green™)生物基EVA (earthwise™)扩
展了他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基于对地球友
好的材料和工艺的集合。

Pebax Rnew可提供20至94%的生物基碳(ASTM 6866)。生
命周期分析(LCA)的结果显示，可能减少多达29%的化石能源
使用和32%的等效二氧化碳排放。
根据Arkema公司的说法，Pebax Rnew polymers是展示生
物基材料的一种材料，可以提供与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相当
甚至更高的性能。
锐步
锐步(Reebok)最近推出的首款植物基跑鞋“Forever Floatride
Grow”中包含了不同的可再生材料。以植物为基础的蓖麻豆
中底提供了与Floatride Energy一样的高性能、轻便、高回弹
力，海藻为基础的EVA泡沫(BLOOM, Meridian, Mississippi,
USA)袜子衬垫增加了舒适的缓冲。鞋面是由透气、轻便的桉
树纺织品，天然橡胶外底具有轻便和耐用性。可持续跑者获
得了美国农业部(USDA) 59%的基于生物成分的证书。

在鞋类中，鞋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EVA，这种物质可以产生
类似橡胶的质地并保证耐用性。由于传统的EVA源自化石燃
料，它会增加碳排放。相比之下，布拉斯科公司的“我是绿色
的”EVA是由从甘蔗中提取的生物燃料制成的。这是第一个对
地球友好的替代传统的EVA，也提供同样的舒适和寿命。
汤姆的新earthwise特点之一是扎染植物染料胶囊，除了外
底用biobased EVA,也使用弹力™的莱赛尔纤维(再生纤维素纤
维)，衬里使用植物颜料染色（通过一种不含化学物的过程,和
26%的Ortholite鞋垫 (以回收塑料和蓖麻油为基础的原料)）
美津浓
从外底材料到中底材料。日本运动服装公司水野(Mizuno，
位于千代田县)是跑鞋和服装技术的领先者，该公司推出了新
版标志性的波浪骑士(Wave Rider)运动鞋系列。Mizuno Wave
Rider 24配备了新的Mizuno Enerzy技术(创新的高反弹中底
材料)以及Mizuno Wave Plate技术，由Pebax®Rnew®聚合
物，Arkema (Colombes，法国)的生物基聚醚酰胺，源自蓖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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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步品牌总裁马特·奥图尔说:“我们的棉花+玉米收集是用植
物做鞋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一款屡获殊荣的跑
鞋，“Forever Floatride Energy”，并重新发明了它，使用天然
材料来创造我们认为是市场上最可持续性能的跑鞋。
到2024年，锐步的可持续发展使命是让鞋子“由生长的东
西制成”，而不是用石油制成的塑料，而且不使用不可再生和
生物降解的原始聚酯材料。锐步高级开发总监迈克•安德鲁斯
(Mike Andrews)在thebeet.com上表示。

GET THE
APP NOW

在运行中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另一个鞋，是基于蓖麻油，
概念鞋旋风由瑞士公司运行(Zürich)。同样基于蓖麻油，
旋风跑鞋是由两种类型的高质量，高性能聚酰胺设计。
鞋面由PA11设计而成，PA11是一种从蓖麻中提取的生物
基聚酰胺。底部单位是由上述聚醚酰胺块Pebax工程。

download free of
charge*

这款鞋面相当独特，因为用PA11制作针织面料是一个
具有挑战性和复杂的过程，而纯用这种聚酰胺制作纺织
品鞋面是以前从未做过的，至少没有达到过这样的规
模。On制造出了一种超轻、高抗逆性的纱线，是鞋类的
最佳选择。所有这些使得每只鞋的重量只有200克，这

Via the new App you
read
bioplastics MAGAZINE
sooner on your mobile
device

对雄心勃勃的跑步者来说很有趣，同时也节省了资源。
旋风跑鞋不仅是大多数生物为基础，它是100%可回收和
异常高性能。
在这里，气旋变得真正独特。许多公司宣传他们的产
品是如何可回收利用的，但事实往往是，即使产品在理
论上是可回收的，但在实践中却不能回收。
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超出了产品生产商的控
制，所以决定拿出中间商，计划自己回收鞋子。实际
上，这是旋风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不是你自己
的鞋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是鞋子的订购。在它
们的寿命结束时——根据资料显示，活跃跑步者的寿命
是6到9个月——鞋子会被退回，订阅者会收到一双新
鞋。然后将回收的鞋子加工成新产品，并承诺100%回收
材料。该项目计划明年启动。AT/MT
www.toms.com | www.braskem.com | www.arkema.com
www.mizuno.com | www.pebaxpowered.com | www.reebok.com
www.bloomtreadwell.com

Not only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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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martphone you
can easily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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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由:
迈克尔词Carus
nova-Institut GmbH是一家,
Hurth(科隆)、德国

可再生碳策略

可再生碳是可持续发展和面向未来的化工和塑料工业的关键

我

们星球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二氧化碳
排放，主要是化石燃料、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二
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以及
土地退化和栖息地丧失等因素。这些正在成为全球野生动物
的最大威胁。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成为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气候变化已经迫使生物多样性
通过改变栖息地、改变生命周期或发展新的物理特征[1]来适
应。

在荷兰2050年的化学工业路线图中，作者使用了“循环和生
物基础”一词，但不包括碳利用，这是[6]中提到的另一个领域。
欧盟委员会在其塑料战略中包括三种非化石碳源[7]:“使用更
多的回收塑料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也可以开发替代原料，包括生物基原料和气态排放物(如二
氧化碳或甲烷)，以避免使用化石资源。”

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可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

可再生碳的来源只有三种

与此同时，2019年的排放量升至创纪录的550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而2018年为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然而，为了在
2030年前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这些排放必须减少到
每年最多24亿吨二氧化碳。目标很明确:停止化石碳的使用!

- 从所有类型的生物质和生物圈中获得的可再生碳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为了达到从2010年到2050年升温少于
2摄氏度的目标，煤炭储量、一半的天然气储量和80%以上的
现有煤炭储量应该保持闲置。[3]

详细的策略

只有全面淘汰化石碳，才能帮助防止二氧化碳浓度的进一
步增加。因为所有从地下提取的化石碳迟早都会被释放到大
气中，从而增加二氧化碳的浓度。
“可再生能源”能源部门的脱碳
有一个明确的或多或少一致的能源政策，旨在实现基于太
阳能、风能、水力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100%可再生能源系
统。
除了生物能源、生物基和二氧化碳的燃料，还有能源和燃
料部门的绿色电力和绿色氢，所有这些都属于“脱碳”的范畴。
“可再生碳” 为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和塑料工业
材料行业，特别是化工和塑料行业，没有相应的政策或战
略。对于以碳为基础的有机化学来说，脱碳这个术语完全是
无稽之谈，它是基于知识的缺乏。我们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脱碳这个名词！
这个词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有偏颇，因为它回避了正确
的碳来源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要提供的。我们需要一个面向
未来的可再生碳战略。
而可再生碳的来源只有三种。
可再生碳是关键
定义:我们提出“可再生碳”一词是指所有避免或替代任何来
自地球的化石碳的碳源。
可再生碳可以来自大气、生物圈或技术圈——但绝不能来
自地球。可再生碳在大气、生物圈和技术圈之间循环。
类似的概念和策略
“在碳再利用经济中，化石碳留在地面，而地面上的碳在循环
而不积累到大气中…我们相信，碳再利用经济可以在减缓气候变
化和创建基于可持续碳的新业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
2016年，芬兰咨询公司Poyry已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用了“再碳
14

化”一词，但仅限于生物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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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碳来自回收现有塑料和其他有机化学产品，来自科技圈

- 技术圈和大气直接利用二氧化碳产生的可再生碳
相当于能源部门脱碳的是化工和塑料行业向可再生碳的过渡。

- 这三种碳源对于向可再生碳的完全过渡是必不可少的。
- 这三种方法都应该被业界采用，并得到政界的支持。
- 不打兄弟之战!只有一个赢家:停用化石碳。
- 分享赢!
- 为了替代所有额外的化石碳，我们需要这三种最聪明的组合。
- 我们需要一个未来的材料政策——一个关于可再生碳的政策。
哪些可再生碳选项将发挥作用，应该由技术和市场力量决
定——而不是由政治决定。这取决于区域因素和具体应用。
化学工业和气候变化
化学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约占2018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
排放的7%。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15%，到2050年将
上升到25%。为什么?未来几十年，化工行业的全球复合年增
长率预计为7%，远高于能源行业(1- 2%)的预测。此外，能源
行业正在进行脱碳进程。换句话说，化学工业在未来很可能
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之一。
使用可再生碳是关键。化工和塑料行业只有永远告别原
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原料，只使用可再生碳作为有机化
学的原材料，才能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行业。
在能源领域，相当于脱碳的是化工和塑料行业向可再生碳
的过渡。
原油价格平价为每桶200美元
2019年由德国化学协会和FutureCamp发布的《2050化学
路线图——迈向德国温室气体中性化学工业》[9]为德国化学
工业开发了三种可能的场景。根据“温室气体中性路径2050”
的设想:“从203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以电力为基础的工艺将
使德国化工行业的电力需求增加到每年685太瓦时(太瓦时)，
这比德国2018年的总发电量还要多. ..
在2020年至2050年期间，企业将需要再投资约680亿欧
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将从2040年开始。仅路线图中提到的基
本化学过程的转化就需要额外投资450亿欧元左右。”

意见

低碳化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

Co2

水电

可再生
能源

回收

可再生碳
氢气

工业-家庭-移动性

可再生碳基燃料

化学品-塑料-其他材料

STOP

STOP

基于这项研究的数据，我们计算出了完全转向二氧化碳的油
价将是成本中性的。其结果是每桶200美元，是目前原油价格的
三倍多。
来自化学工业的非能源需求
我们的计算表明，生产20瓦时的太阳能电力，只需要撒哈拉
地区0.9%的光电(PV)。撒哈拉沙漠的光伏产量一般在250吉瓦
时/平方公里/年[10]左右。这意味着需要8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
便能产生20pwh的光伏发电。与撒哈拉沙漠920万平方公里的总
面积相比，这仅仅是撒哈拉地区的0.9%(世界上的沙漠总面积为
3000万平方公里)。在将其应用于碳捕获和利用(CCU)过程时，
该领域产生的能源可以覆盖化学和塑料行业的全球非能耗碳需
求，就像2018年那样。
生物基塑料在危机中!
- 上述问题在于没有从政治层面上认识到生物基和生物可降解
聚合物的好处、潜力和必要性。
- 成本高企导致增长缓慢。
- 障碍多于政策支持。
- 与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形成鲜明对比，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
受到配额的大力支持(欧洲可再生能源指令，REDI和II)。
- 联合国的GNO说:“生物质的使用给土地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了
不可接受的压力。”虽然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说法比
50份科学报告更有破坏力。
- “粮食作物不能成为工业生产的原料”是不合理呼吁！甚至纸
也比生物塑料使用更多的淀粉。欧洲的甜菜糖也生产过剩，占
用食品资源的形象是营销的障碍。
- 回收塑料通常是首选。
- 绿色交易:几乎没有提到生物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管理问
题，而不是未来的选择。
- 但同时:市场对更环保材料的需求。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略，包括与其他可持续材料的利益和盟
友。分享赢。2020年战略必须是:可再生碳是可持续发展和面向
未来的化工和塑料工业的关键。
未来的塑料
所需的总生物量 (图1)将达约1%的全球目前在各领域的生物量
应用(130 - 140亿吨,其中60%是由于动物饲料生产的牛奶和肉)。
利用撒哈拉沙漠的面积通过光伏和二氧化碳的使用就足以覆盖70%
的民用电力需求。
唯一的无限资源

来源:nova研究所

与金属和矿物相比，可再生碳是唯一实际上真正的无
限资源——无论是作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它可以通过
可再生能源或生物质能加以利用。这些原料足以供应下
一个千年。这就是为什么塑料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而
塑料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塑料必须尽快成
为可持续的，并恢复良好的形象。
支持快速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政治措施
- 对用于化学品和塑料的化石碳征税
-征收原材料税比征收排放税容易得多。
-我们不允许使用更多的化石碳——这正是税收有效
和重要的原因。
-该税只需要在几个点(提取和进口)征收。
-自动捕获所有使用化石碳的部门和应用程序-没有任何例
外或特殊规则。
-回收、生物质和二氧化碳自动免税。
- 停止化石领域的任何资助计划。
- 碳排放交易系统(ETS)中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需要更高成
本。
- 开发表明可再生碳份额的证书和标签。
- 建立可再生碳“进入”化学品和塑料的最低配额比例，
以及以二氧化碳为基础的煤油最低配额比例。
- 关于化工和塑料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再生碳百分
比的报告(排名)
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95%的温室气体含有碳。停
止使用化石碳。从原油、天然气和煤炭完全转向可再生
碳:基于生物的二氧化碳直接利用和回收。
诺瓦研究所的专家们全面支持企业走向可再生碳的道
路。他们正在寻找在生态、经济、战略和形象方面利用
生物质、二氧化碳和循环利用的最聪明的方法。
www.nova-institute.com | https://renewable-carbon.eu
www.nova-instit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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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塑料行业迎来风口还是风险？
生物可降解塑料概念在中国“禁限塑”政策不断加码下
蔚然成风，一个千万吨量级的市场正在被打造。面对海
内外庞大的市场需求，众多传统塑料制造企业布局生物
可降解塑料项目，转型投身降解材料的研发、生产及市
场化应用，尤其是争相进入生物可降解材料PBAT这条赛
道。此番群雄逐鹿之景，是“喜”是“险”?生物可降解塑料产
业会随之崛起吗?行业前景如何?是否存在市场泡沫风险?
业内上下游如何协调驱动产业良性发展?这一系列问题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减量、循环、回收、替代一批”的总原则指导下，白
色污染治理工作在中国多省市有序推行，使用“生物可降
解塑料”替代“不可降解塑料”用于塑料袋等一次性制品乃
大势所趋。据业内粗略统计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
中国在快递包装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塑料购物袋和农
用地膜四个领域对生物可降解塑料的需求空间分别达到
约100万吨、70万吨、50万吨和30万吨，合计形成约250
万吨的市场空间，2030年的需求总量可达到428万吨，其
中全生物降解塑料PBAT的使用比例可达到60%-70%，是
目前市场最为认可的适用于生产膜类产品的生物可降解
塑料材料，在中国迎来了产能快速扩张的大好时机。
在这场与白色污染“塑”战“塑”决的抗争中，怀揣使命感
的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军代表，
当然不可缺席。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作为主要
生产PBAT的金晖兆隆，于2021年伊始，就在原有2万吨
PBAT产能的基础上率先启动扩建2×6万吨PBAT生产线。
那么，应势而为的金晖兆隆如何看待和把握此次风口机
遇？是否有对市场泡沫风险的担忧？又如何面临挑战？
我们以“中国生物可降解塑料行业领跑者——金晖兆隆”为
行业缩影，对话金晖兆隆董事长李雅娟，一起来探究行
业未来发展动向。

从2012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研发与合
成，对PBAT的聚合以及PBAT、PLA、PBS、淀粉等生物降解
材料的改性技术和生产方面，已有颇为成熟的经验。金晖兆
隆怀揣使命感和初心，对2×6万吨PBAT项目建设和市场信心
坚定，同时也通过“技术支持下游改性和制品，市场反促原料
研发和改进”的产业链运作模式，携手海内外合作伙伴，为打
造全社会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贡献力量。
当前，PBAT成为生物可降解行业新宠，相关企业纷纷上马
PBAT项目，但在这场“绿色革命”下的产能快速加码背后，会
不会形成泡沫，并再次带来价格战呢？李雅娟认为，中国“限
禁塑令”政策的出台，确实带动了生物可降解行业的快速发
展，很多大型企业争相进行PBAT的建设。然而，业内预计今
年市场需求仅为50-60万吨，而2021年在中国拟上马的PBAT
项目或将达到500-600万吨的产能，按此数据来看市场泡沫
恐在所难免。鉴于当前情况，呼吁企业要结合市场供需情况

图为生物可降解聚酯、发泡颗粒及改性材料

务实扩产，避免一拥而上把风口变成泡沫，导致价格战后企
业难以盈利，恶性循环把行业拖垮，不利于打赢这场战役。
同时，政府对相关政策可以分步骤、分区域、分品类逐步落
地，给予企业更好的发展环境和督导意见。当然，市场虽有
风险存在，但政府企业也都在紧跟市场，研究务实落地投产
规模。长远来看，相信整体行业势必会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
改变、环保意识的增强、政策执行力度的加强以及企业上下
游的协同合作有序落地而向利好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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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金晖兆隆生态工业园区全貌

面临市场挑战，金晖兆隆认识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赋能企
业高质量发展，立于领军地位。李雅娟表示，针对生物可降
解塑料的产品研发，金晖兆隆历经八年的潜心耕耘，已拥有
数十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公司接下来将秉承创新理
念，不断优化工艺技术，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于此次产能扩建，李雅娟介绍，生物可降解塑料包
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政策落地和人们认知的深
入，一个千亿资金量级的市场蓝海正在形成。金晖兆隆

目前，金晖兆隆创立了 ECOWORLD® (爱柯沃得®) 和
ECOWILL® (爱柯维尔®)两个品牌，其中 ECOWORLD®
(爱柯沃得®) 已获得中国国家工信部第一批“绿色产品”称号，
金晖兆隆也被列入中国国家工信部认定的“绿色工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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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目前，金晖兆隆已与华润万家、沃尔玛、阿里巴巴、正大集
团、饿了么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其产品市场占有率颇高，
在快消、餐饮、物流、农业、纺织业等多个领域广泛适用，
同时其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销售和代理分支机构。近年来，金晖兆隆的匠心工艺获
得全球客户信赖，其产品每年供应增量达30%以上。李雅娟
表示，愿聚各方之力，在更大范围、更深领域、更高水平上
开展合作，共同促进生物可降解塑料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注：可降解塑料，是指在自然界如土壤、沙土、淡
水环境、海水环境、特定条件如堆肥化条件或厌氧消
化条件中，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作用引起降解，并
最终完全降解变成二氧化碳（CO2）或/和甲烷（CH4
）、水（H2O）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
生物质（如微生物死体等）的塑料。由此引出的结论
是，可降解等于生物可降解。
（该定义引用自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院长翁云宣教授接受人民网采访的内容）。

图为金晖兆隆与各大终端客户的合作成果

当前，生物可降解塑料堪称行业新秀，虽风口已至，但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仍需要多方齐心聚
力，避免盲目扩大产能带来的“梦幻泡沫”。为此建议，政府要
做好引导与监管，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众要积极参
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只有
这样循序渐进地有序开展，我们才能更好应对“白色污染”带
来的挑战，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
园。

李雅娟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晖兆隆企业链接：
www.jinhuizhaolong.com
了解更多详情请扫企业二维码：

图为金晖兆隆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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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Materials

New
Edition
2020

120 pages full
colour, paperback
ISBN 978-39814981-4-1:
Bioplastics
3rd updated
edition 2020
ISBN 978-39814981-3-4:
Biokunststoffe
3. überarbeitete
Auflage 2020

‘Basics‘ book
on bioplastics

New
Edition
2020

This book, created and published by Polymedia Publisher, maker of bioplastics MAGAZIN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German (now available in the third, revised edition). Chinese and Polish editions are coming soon.
The book is intended to offer a rapid and uncomplicated introduction into the subject of bioplastics. It is aimed at
all interested readers,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ig deeply into the subject, such
as students or those just joining this industry, and lay readers. It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plastics and bioplastics,
explains which renewable resources can be used to produce bioplastics, what types of bioplastic exist, and which
ones are already on the market. Further aspects, such as market development, the agricultural land required, and
waste disposal, are also examined.
An extensive index allows the reader to find specific aspects quickly and is complemented by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list and a guide to sources of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line.
The author Dr. Michael Thielen is editor in chief and publisher bioplastics MAGAZINE. He is a qualified machinery
design engineer with a degree in plastics technology from the RWTH University in Aachen. He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on the subject of blow-moulding technology and bioplastics, and disseminated his knowledge of plastics in
numerous presentations, seminars, guest lectures, and teaching assignments.

n

Order now for € 18,69

(+ VAT where applicable, plus shipping
and handling, ask for details) order at
www.bioplasticsmagazine.de/books,
by phone +49 2161 6884463 or by e-mail
books@bioplasticsmagazine.com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m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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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BIOPLASTICS FOR A BETTER LIFE

WE OFFER
A COMPLETE
RANGE
OF SOLUTIONS.
SMART
SOLUTIONS
General Applications
• Ultra-light single-use bags
(e.g. fruit & vegetable bags)
• Single-use bags
(e.g. bio-waste bags,
bin-liners)
BIOTEC®,
BIOPLAST®,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EVERYDAY PRODUCTS.
EVERYDAY

• Multi-use bags
(e.g. carrier bags)
• Technical films
(e.g. mailing bags,
automatic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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