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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构筑一种绿色环保、成膜性良好的自清洁功能型皮革涂饰材料，以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为基材，
采用 Ｐｌｕｒｏｎｉｃ Ｆ１２７ 高分子胶束为模板，利用溶剂挥发法制得 Ｚｅｉｎ 微胶囊；同时，利用溶胶凝胶法制备得到二氧

化钛（ＴｉＯ２）并将其与 Ｚｅｉｎ 微胶囊进行结合，通过调节 ＴｉＯ２ 前驱体钛酸丁酯（ＴＢＯＴ）的用量，获得结构稳定的

玉米醇溶蛋白基二氧化钛（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微胶囊乳液，并将其应用于皮革涂饰。 结果表明：当 ＴＢＯＴ 添加量为 ４０
μＬ 时，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粒径约为 ７ μｍ，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将其应用于皮革涂饰后，可使涂饰革样在紫外

光照条件下对酱油、罗丹明 Ｂ 和菜籽油均起到光催化降解作用；同时，涂饰后革样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

别提高了 ５ ６％和 １７ ０％；透气性和透水汽性的相对提高率分别为 １１ ６３％和 １２ ５６％。 因此，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囊乳液的引入不仅能够赋予皮革一定的自清洁性能，还可提升皮革的机械性能和改善皮革的卫生性能，从而

增加皮革的实用性与附加值，有望拓展皮革及其制品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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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皮革制品逐渐被

应用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１］。 然而，皮革制品在日常

使用过程中会沾上污渍，这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穿着使

用舒适感，还会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有利条件，对人

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２－３］。 在皮革加工过

程中，皮革涂饰材料不仅能够增加皮革制品的美观

度，还能提高皮革制品的档次［４］。 因此，若能制备出

具有自清洁功能的皮革涂饰材料并将其应用于皮革

涂饰，使涂饰后的皮革可在光照条件下降解污物而达

到清洁的效果，这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
还能够提升皮革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自清洁涂层材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超

疏水自清洁涂层，另一类是超亲水自清洁涂层。 其

中，超亲水自清洁涂层是指水滴能够在涂层材料表面

完全铺展开，使接触角趋近于 ０°［５］。 从 １９９７ 年东京

大学的 ＷＡＮＧ 等人［６］在 Ｎａｔｕｒｅ 上首次报道了有关二

氧化钛（ＴｉＯ２）超亲水表面的研究以来，ＴｉＯ２ 因其具

有无毒无害和化学稳定性好等优点而成为研究热

点［７－８］。 然而，ＴｉＯ２ 的性能受限于约 ３ ２ ｅＶ 的宽能带

间隙、电子空穴快速复合以及较差的电荷输运性能，
因此许多研究者将 ＴｉＯ２ 与多种材料复合，以提升其

相关性能［９］。
课题组前期以酪素为基材，采用双原位法制备得

到性能稳定的酪素基纳米 ＴｉＯ２ 杂化乳液，应用结果

表明该乳液可赋予皮革优异的自清洁性能［１０］。 近年

来，部分研究者也将 ＴｉＯ２ 和其他物质组装成核－壳结

构复合材料，使核壳两种材料展现出协同作用，从而

提高 ＴｉＯ２ 的应用性能［１１－１３］。 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是
玉米籽粒中的主要储存蛋白，来源广泛且可再生，其
分子中存在大量的疏水性氨基酸，结构随微环境的变

化而改变，其自组装形成的微胶囊具有独特的溶解

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中空的单壳层结构［１４－１６］。
因此，若能将 Ｚｅｉｎ 与 ＴｉＯ２ 进行结合，制备得到复合微

胶囊，则有望展现出两种材料的共同特性。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采用天然产物玉米醇溶蛋

白和二氧化钛前驱体钛酸丁酯（ＴＢＯＴ）为原料，结合

溶剂挥发法和溶胶凝胶法，制备得到具备有机－无机

双壳层结构的玉米醇溶蛋白基二氧化钛 （ 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微胶囊（制备路线如图 １ 所示）；同时，将制得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应用于皮革涂饰，以赋予皮革自清

洁性能，此外提升皮革的机械性能和卫生性能，从而

增加皮革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图 １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制备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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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材料和仪器

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食品级，高邮市日星药用

辅料有限公司；
钛酸丁酯（ＴＢＯＴ）和四氢呋喃（ＴＨＦ），分析纯，天

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化学纯，天津市河东区红岩试剂厂；
普兰尼克 Ｆ１２７，化学纯，Ｓｉｇｍａ 公司；
罗丹明 Ｂ，分析纯，Ａｌａｄｄｉｎ 公司。
透射电子显微镜 ＦＥＩ Ｔｅｃｎａｉ Ｇ２Ｆ２０ Ｓ － ＴＷＩＮ

（ＴＥＭ），美国 ＦＥＩ 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仪 ＴＥＳＣＡＮ（ＳＥＭ＋

ＥＤＳ），捷克 ＴＥＳＣＡＮ 公司；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ＢｒｕｋｅｒＶ７０（ＦＴ－ＩＲ）、Ｘ－

射线衍射仪 Ｄ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ＸＲＤ），德国布鲁克公司；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 ＫＨ － ８７００ （ ＳＤＦＭ），日本

ＨＩＲＯＸ 株式会社；
光学显微镜 ＤＭ２５００Ｍ（ＯＭ），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纳米粒度及电位分析仪 （ ＤＬＳ），英国马尔文

公司；
磁力搅拌器，上海浦东物理光学仪器厂；
测厚仪，陕西科技大学阳光电子研究所；
冲样机 ＣＰ－２５，浙江余姚轻工机械厂；
拉力试验机，苏州拓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透湿试验仪，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１ ２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制备

称取 ０ ２ ｇ Ｚｅｉｎ 加入到 １９ ８ ｍＬ 的乙醇溶液（体
积分数 ８５％）中，在室温下磁力搅拌 ２ ０ ｈ（转速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后得到溶液 Ａ。 同时，分别将 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７０ μＬ ＴＢＯＴ，１ ８００ μＬ ＴＨＦ 和 ０ １５０ ｇ Ｆ１２７ 进行

密封混合，于室温下磁力搅拌 ２ ｈ（转速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后得到溶液 Ｂ。 再将溶液 Ｂ 滴加到溶液 Ａ 中得到混

合液，在室温下磁力搅拌（转速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１２ ｈ 得

到玉米醇溶蛋白基 ＴｉＯ２（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微胶囊乳液。
最后将制得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进行喷雾干燥

（入口温度 １２０ ℃，出口温度 ８０ ℃）制得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粉末。

１ ３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表征

（１）ＤＬＳ

取适量的微胶囊乳液稀释 １００ 倍，然后利用

Ｎａｎｏ－ＺＳ 动态激光光散射对稀释后胶囊的粒径进

行测试。
（２）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
将需要测试的样品粉末与溴化钾粉末同时研磨

制备溴化钾压片，然后将其置入 Ｂｒｕｋ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２２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中，在 ５００～ ４ ５００ ｃｍ－１范围

内进行光谱扫描测试。
（３）Ｘ 射线衍射（ＸＲＤ）
将测试样品干燥和研磨后，采用 Ｘ－射线衍射仪

对其进行测试，扫描速度为 ６ （°） ／ ｍｉｎ，扫描角度 １０°
～７０°。

（４）光学显微镜（ＯＭ）
先取适量的微胶囊乳液滴定于载玻片上，盖上

盖玻片，再将其放置于 ＤＭ２５００Ｍ 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在由单层液滴组成的位置，调节放大倍数进行

拍照。
（５）透射电镜（ＴＥＭ）
取适量的微胶囊乳液稀释 １００ 倍，用移液枪移取

少量测试液于铜网上，待测试液干燥后至 Ｈ－６００ 透

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６）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ＳＥＭ＋ＥＤＳ）
利用导电胶带将适量微胶囊微末粘附在载物台

上，然后进行喷金处理，最后将其置于美国 ＦＥＩ 公司

Ｑ４５＋ＥＤＡＸ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加速电压为

２０ ０ ｋＶ。
（７）超景深显微镜（ＳＤＦＭ）
采用 ＫＨ － ８７００ 型超景深三维显微镜 （日本

ＨＩＲＯＸ 株式会社）对样品进行二维表观形貌及三维

立体结构观察。 将样品放置于超景深三维显微镜下，
在不同放大倍率下观察样品形貌，设定基线后通过扫

描叠加处理得到三维立体形貌图。

１ ４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应用

１ ４ １　 皮革应用工艺

（１）取样

将绵羊服装革沿背脊线裁开，分别平行和垂直背

脊线对称取样作为对照。
（２）涂饰

涂饰工艺配方如表 １ 所示，配方中的化工材料均

为福益皮尔卡乐公司提供［１７］。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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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涂饰配方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涂饰材料 底涂 中涂 顶涂

１２６－ＵＲＣ ８０ — —
２４８－ＦＬＣ ５０ — —
０８６－ＦＬＣ ３０ — —
２５１－ＦＬ ６０ — —
９２５－ＰＧ ２０ — —

水 ２５０ ４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３－ＦＬ — ６０ —
７２５－ＰＧ — ５０ —
１１９－ＵＲ — ５０ —
５２４Ｗ－ＤＳ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２７－ＦＭ — — ５
１５９－ＡＣ — １２０ —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 — ５５ ５
０６９－ＰＴ — １０ —
３６１－ＬＷ — — １００

注：底涂：喷两次，熨平（１００ ℃、３０ ｋｇ）；中涂：喷两次，熨平（１００
℃、３０ ｋｇ）；顶涂：喷 １ 次，熨平（１１０ ℃、３０ ｋｇ）。
Ｎｏｔ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ｒａｙ ｔｗｉｃｅ， ｉｒｏｎ ｆｌａｔ （ １００ ℃， ３０ ｋ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ｒａｙ ｔｗｉｃｅ， ｉｒｏｎ ｆｌａｔ （１００ ℃， ３０ ｋｇ）； ｔｏｐ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ｒａｙ ｏｎｃｅ， ｉｒｏｎ ｆｌａｔ （１１０ ℃， ３０ ｋｇ） ．

１ ４ ２　 皮革自清洁性能

分别裁取 ３ 块规格为 ２ ｃｍ×２ ｃｍ 的不含微胶囊

的涂饰革样和含微胶囊的涂饰革样，再向裁好的革样

上分别滴一滴酱油、罗丹明 Ｂ 和菜籽油，观察酱油、罗
丹明 Ｂ 和菜籽油在紫外光下照射 ０、１、３、５、１２、２４ ｈ 的

颜色变化并拍照记录。

１ ４ ３　 皮革机械性能

分别按照纵向和横向裁取待测革样，规格为哑铃

形，全长 ８０ ｍｍ，有效长度 ３０ ｍｍ，中间宽度 ５ ｍｍ。 将

待测革样于温度为（２０±２）℃和相对湿度为（６５±２）％
的条件下进行空气调节 ２４ ｈ。 采用 ＴＨ－８２０３ＳＤ 型拉

力试验机测定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拉伸速度 １００
ｍｍ ／ ｍｉｎ，回程速度 １００ ｍｍ ／ ｍｉｎ）。

（１）抗张强度

抗张强度是指革样在受到轴向拉伸时，在拉伸断

点处单位面积横截面上所承受的负荷数，以 Ｎ ／ ｍｍ２

表示（即 ＭＰａ），计算公式如下：

Ｐ ＝ Ｆ
Ｓ

（１）

式中：Ｐ—试样的抗张强度，Ｎ ／ ｍｍ２ 或 ＭＰａ；
Ｆ—试样断裂时断裂截面上所受的最大拉

力，Ｎ；
Ｓ—试样断裂面的面积，ｍｍ２。

（２）断裂伸长率

断裂伸长率是指革样从开始受到拉伸到被拉断

时所伸长的长度与原长度的比值，以百分率表示

（％），计算公式如下：

Ｅ（％） ＝
Ｌ１ － Ｌ０

Ｌ０

× １００％ （２）

式中：Ｅ—断裂伸长率，％；
Ｌ１—试样断裂时受力部分的长度，ｍｍ；
Ｌ０—试样原始长度，ｍｍ。

１ ４ ４　 皮革卫生性能

（１）透气性

皮革的透气性是指在一定压力下，单位面积革

样透过空气的能力，单位为 ｍＬ ／ （ ｃｍ２·ｈ）。 测试

时分别将空白革样和涂饰后的革样固定于皮革透

气性测定仪中，依次测定 １００ ｍＬ 空气透过革样的

时间 ｔ０（ ｓ）和 ｔ（ ｓ） ，每组样品平行测定两次以上，
要求两次平行试验相差不得大于 １ ｓ。 透气性（Ｋ）
计算公式如下：

Ｋ ＝ １００ × ３ ６００ ／ １０（ ｔ － ｔ０） ＝ ３６ ０００ ／ （ ｔ － ｔ０）
（３）

式中：Ｋ—革样透气度，ｍＬ ／ （ｃｍ２·ｈ）；
ｔ—规定面积革样透过 １００ ｍＬ 空气所需时间，ｓ；
ｔ０—空白试验所需时间，ｓ；
１０—透过空气的革样面积，ｃｍ２。

（２）透水汽性

皮革的透水汽性是指由湿度较大的空气经过革

样迁移到湿度较小的空气的能力，单位为 ｍｇ ／ （ １０
ｃｍ２·２４ ｈ）。 涂饰革样的透水汽性采用透湿杯法进

行测定（革样标准面积为 １０ ｃｍ２），方法如下：首先，量
取 ３０ ｍＬ 蒸馏水置于透湿杯内，依次放上橡皮垫圈、
试样，然后将铝质螺旋盖拧紧，不得漏气，记录整体质

量为 ｍ１；然后，将革样及测定装置放入硅胶干燥器

中，于室温下静置 ２４ ｈ 后记录整体质量为 ｍ２。 透水

汽性（Ｐ）计算公式如下：
Ｐ ＝ ｍ１ － ｍ２ （４）

式中：Ｐ—革样透水汽性，ｍｇ ／ （１０ ｃｍ２·２４ ｈ）；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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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测试前整体质量，ｍｇ；
ｍ２—测试后整体质量，ｍ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表征

２ １ １　 ＤＬＳ 表征

本试验首先通过溶剂挥发法制得 Ｚｅｉｎ 微胶囊乳

液，再结合溶剂挥发法和溶胶凝胶法制得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并对得到的微胶囊乳液进行粒径分析。
ＤＬＳ 结果如图 ２（ａ）所示，Ｚｅｉｎ 微胶囊的粒径约为 ８０
ｎｍ，当 ＴＢＯＴ 添加量为 ３０ μＬ 时，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的粒径约为 １３０ ｎｍ，同时，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粒径

大小以及尺寸分布也随着 ＴＢＯＴ 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同时，从制得的乳液外观照片（如图 ２（ｂ－ｆ））可知，当
ＴＢＯＴ 用量为 ３０ μＬ 时，制得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

液呈现较好的透明度；随着 ＴＢＯＴ 用量的增加，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体系的透明度及稳定性不断降低。 因

此，选择 ＴＢＯＴ 为 ４０ μＬ 进行进一步研究。

图 ２　 （ａ）不同 ＴＢＯＴ 用量对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粒径的影响；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的照片：ＴＢＯＴ 用量分别为（ｂ）３０ μＬ、

（ｃ）４０ μＬ、（ｄ）５０ μＬ、（ｅ）６０ μＬ、（ ｆ）７０ μＬ
Ｆｉｇ ２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ＢＯ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

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ＴＢＯ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ｗｅｒｅ （ｂ） ３０ μＬ， （ｃ） ４０ μＬ， （ｄ） ５０ μＬ，
（ｅ） ６０ μＬ， （ｆ） ７０ μ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 １ ２　 ＦＴ－ＩＲ 表征

为了验证 ＴｉＯ２ 是否成功与 Ｚｅｉｎ 结合，对 ＴＢＯＴ
引入前后得到的微胶囊进行了 ＦＴ－ＩＲ 测试，结果见图

３。 从图中可以看出，Ｚｅｉｎ 微胶囊与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囊具有相似的 ＦＴ－ＩＲ 谱图，两个谱图中均出现了 Ｚｅｉｎ
的特征峰，包括 １ ７００ ｃｍ－１（酰胺 Ｉ、Ｃ Ｏ 拉伸和 Ｃ—
Ｎ 拉伸）、１ ５４０ ｃｍ－１（酰胺Ⅱ、Ｎ—Ｈ 弯曲）和 １ １６６
ｃｍ－１（仲醇伸展和振动） ［１８］；同时，Ｚｅｉｎ 微胶囊中的特

征吸收峰与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中的特征吸收峰存在

部分差异，例如后者在 ９４７ ｃｍ－１和 ８４２ ｃｍ－１处分别出

现了 Ｏ—Ｔｉ—Ｏ 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和弯曲振动吸收

峰，证明微胶囊中 ＴｉＯ２ 的存在［１９－２０］。 除此之外，从图

中也可看出随着 ＴＢＯＴ 的加入，Ｚｅｉｎ 的羟基特征峰从

２ ９５９ ｃｍ－１转移到 ２ ９２１ ｃｍ－１，说明 Ｚｅｉｎ 和 ＴｉＯ２ 之间

形成了氢键［２１－２２］。

图 ３　 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 ＦＴ－ＩＲ 谱图

Ｆｉｇ ３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
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２ １ ３　 ＸＲＤ 表征

为进一步分析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晶型，对其

进行了 ＸＲＤ 表征，并与 Ｚｅｉｎ 微胶囊进行对比。 如

图 ４ 所示，Ｚｅｉｎ 微胶囊的衍射谱线中除了 ２０°这一

处宽衍射峰外，几乎没有其他衍射峰存在，这证实

了 Ｚｅｉｎ 微胶囊是一种非晶材料 ［２３－２４］ 。 通过溶剂挥

发法和溶胶凝胶法制备得到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的衍射谱线中出现了 １９°和 ２３°的锐衍射峰，这是

由于高分子胶束材料 Ｆ１２７ 干燥后结晶形成的，与
Ｌｉ 等人 ［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

尖锐的衍射峰出现，表明制得的 ＴｉＯ２ 为非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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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２６］ 。 由此可知，本研究中制备得到的 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 微胶囊复合材料为非晶结构。

图 ４　 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 ＸＲＤ 谱图

Ｆｉｇ ４ ＸＲ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２ １ ４　 ＯＭ 表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引入不同量 ＴＢＯＴ 对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影响，对乳液进行了光学显微镜测试。 由图

５（ａ）可知，Ｚｅｉｎ 微胶囊的粒径大小一致，呈现均匀的

分布。 图 ５（ｂ－ｃ）表明，随着 ＴＢＯＴ 用量的增加，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平均粒径也不断增大，但不同粒子之

间的尺寸差异也不断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开始 ＴＢＯＴ
加入量不足，生成的 ＴｉＯ２ 中间体只能够和部分 Ｚｅｉｎ
微胶囊结合。 由图 ５（ｄ－ｆ）可知，随着 ＴＢＯＴ 用量的进

一步增加，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乳液体系逐渐从相对均匀态向

聚集态进行转变，这与 ＤＬＳ 结果一致，可能是随着

ＴＢＯＴ 加入量的饱和，部分 ＴｉＯ２ 将会在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

胶囊之间起到桥连作用，从而降低体系稳定性。

２ １ ５　 ＴＥＭ 表征

为了进一步观察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微观形貌

及结构，利用 ＴＥＭ 对其进行表征。 如图 ６ 所示，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粒径分别约为 ５ μｍ 和

７ μｍ，这与 ＤＬＳ 所观察到的结果一致；同时，两者均

含有空腔结构，前者壳层界线明显且厚度约为 ０ ５
μｍ，后者壳层界线模糊且厚度约为 １ ７ μｍ，这可能

是因为 ＴｉＯ２ 的沉积导致微胶囊壳层厚度增加，同时

ＴＢＯＴ 水解中间体往内部渗透导致壳层界线模糊［２７］。
因此，ＴＥＭ 结果证明了复合微胶囊由 Ｚｅｉｎ 与 ＴｉＯ２ 共

同构成，且 ＴｉＯ２ 作为微胶囊壳层分布于外侧。

（ａ）Ｚｅｉｎ 微胶囊；不同 ＴＢＯＴ 含量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ｂ）３０ μＬ、（ｃ）４０ μＬ、（ｄ）５０ μＬ、（ｅ）６０ μＬ、（ ｆ）７０ μＬ
图 ５　 光学显微镜图

（ａ）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

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ＢＯＴ ｄｏｓａｇｅｓ： （ ｂ） ３０ μＬ， （ ｃ） ４０
μＬ， （ｄ） ５０ μＬ， （ｅ ） ６０ μＬ， （ ｆ） ７０ μＬ

Ｆｉｇ ５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图 ６　 ＴＥＭ 图：（ａ）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ｂ）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Ｆｉｇ ６ 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ａ）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ｂ）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２ １ ６　 ＳＥＭ＋ＥＤＳ 表征

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微观

形貌及组成成分，对 Ｚｅｉｎ 微胶囊粉末与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粉末进行了 ＳＥＭ＋ＥＤＳ 表征。 由图 ７（ａ）和 ７
（ｂ）可知，Ｚｅｉｎ 微胶囊呈表面光滑的不规则球形或塌

陷结构，平均尺寸为 ５～７ μｍ；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表面

具有一定的粗糙结构，这可能是水解产生的 ＴｉＯ２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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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于 Ｚｅｉｎ 表面造成的，同时，该微胶囊呈尺寸不均一

的球形结构，平均尺寸为 ６～ ９ μｍ，这可能是 Ｆ１２７ 胶

束为 Ｚｅｉｎ 提供了模板使其定向自组装。 同时，为了

进一步探究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组成成分，对其进行

了能谱分析。 如图 ７（ｃ）所示，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中 Ｃ
元素含量最高（约 ６４％），其次分别为 Ｏ 元素、Ｎ 元

素、Ｔｉ 元素（含量分别约为 １４％、１０％和 ８％），Ｐ 元素

和 Ｓ 元素含量最少，因此也证明该微胶囊是由 Ｚｅｉｎ 与

ＴｉＯ２ 共同构建得到的［２７］。

图 ７　 ＳＥＭ 图：（ａ）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ｂ）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ｃ）元素强度及比例图（对应的 ＳＥＭ 图为（ｂ）中插图）

Ｆｉｇ ７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ａ）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ｂ）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

２ １ ７　 ＳＤＦＭ 表征

将制备的两种微胶囊乳液滴加在硅片上，待其中

的水分完全挥发后，对其进行超景深显微镜观察。 图

８（ａ）和 ８（ｂ）分别为 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囊在 ２ ５００ 倍下观察到的 ３Ｄ 超景深立体图，内嵌图

分别为同等倍率下的 ２Ｄ 超景深平面图。 如图所示，
Ｚｅｉｎ 微胶囊形貌较为平整，图中整体呈蓝绿色状态，
微胶囊粒径较小，平均粒径为 ０ ９ μｍ；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形貌平整度均下降，起伏程度明显加强，图中

出现黄绿色及红色状态，微胶囊粒径相对较大，平均

粒径约为 １ ８ μｍ。 同时，通过对比 ２Ｄ 图可以知道，
Ｚｅｉｎ 微胶囊显示得更加平整，而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显

得更加粗糙。 结果表明，微胶囊的尺寸随着 ＴｉＯ２ 的

加入得到一定的增大，这与 ＳＥＭ 和 ＴＥＭ 的表征结果

一致。

２ ２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应用

２ ２ １　 皮革自清洁性能

在紫外光照条件下，对两种涂饰革样进行了自清

洁性能测试。 由图 ９（ａ－ｂ）可知，随着光照时间的增

图 ８　 ３Ｄ 超景深显微镜图：（ ａ）Ｚｅｉｎ 微胶囊和（ｂ）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嵌入其中的分别是其对

应的 ２Ｄ 图

Ｆｉｇ ８ Ｓｕｐｅｒ－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３Ｄ）
ｏｆ （ ａ） Ｚ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ａｎｄ （ ｂ） 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２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加，与不含微胶囊涂饰的革样相比，含微胶囊涂饰革

样上酱油色泽的变化更加明显，逐渐从暗黑色变成深

红色，同时后者从一个整体变成了许多小块，轮廓变

得更加模糊。 通过对比可以知道，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的添加促进了涂饰后皮革对酱油的降解作用，这可能

是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中的 ＴｉＯ２ 在紫外光的照射下，
电子和空穴进行了分离，产生了光催化降解作用。 此

外，还进一步研究了含微胶囊涂饰的革样对罗丹明 Ｂ
和菜籽油的降解效果。 如图 ９（ｃ－ｄ），在经过 ２４ ｈ 的

紫外光照下，含微胶囊涂饰的革样对这两种物质均起

到了一定的降解作用，两种物质的色泽与轮廓均有较

大的改善，但罗丹明 Ｂ 显示出了更好的降解效果，可
能与其结构组成有关。

２ ２ ２　 皮革机械性能

由图 １０ 可知，与未涂饰革样相比，不含微胶囊的

涂饰革样在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两方面都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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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ａ）涂饰革样（不含微胶囊）在不同紫外光照时间下对

酱油的催化效果与涂饰革样（含微胶囊）在不同紫外

光照时间下对（ｂ）酱油、（ｃ）罗丹明 Ｂ 和（ｄ）菜籽油的

催化效果

Ｆｉｇ ９ （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ｏｎ ｓｏｙ ｓａｕ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ｏｎ （ｂ） ｓｏｙ ｓａｕｃｅ ａｎｄ （ ｃ） Ｒｈｏｄａ⁃
ｍｉｎｅ Ｂ ａｎｄ （ ｄ）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高，分别综合提高了 ２ １％和 ６ ８％；同时，含微胶囊的

涂饰革样在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两方面都有进一

步的提高，其中平行取样样品分别提高到 ７９ ３６ ＭＰａ
和 ７２ ３３％，垂直取样样品分别提高到 ８３ ６１ ＭＰａ 和

４９ ６２％，综合提高了 ５ ６％和 １７ ０％。 结果表明，含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涂饰材料可提升皮革的机械性

能，其提升能力约为未加微胶囊的涂饰材料的 ３ 倍。
这可能是随着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加入，复合涂饰材

料中有机相与无机相之间形成良好的界面作用，使得

组分间的相容性较好，充分地发挥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囊的增强增韧效果，从而提升了皮革的机械性能，增
加了皮革的实用性［１７］。

２ ２ ３　 皮革卫生性能

除上述性能之外，皮革的卫生性能也是衡量皮革综

合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通过测试革样的透气性及

透水汽性来表征皮革的卫生性能［２８］。 图 １１ 为加入 Ｚｅｉｎ
＠ ＴｉＯ２ 微胶囊前后革样的卫生性能测试结果，从图中可

以看出，当革样经过不含微胶囊的涂饰材料涂饰以后，
革样的透气性与透水汽性分别降低了 １９ ０％和 ２０ １％；
加入微胶囊以后，涂饰革样的透气性和透水汽性分别增

加到 ３３ ６ ｍＬ ／ （ｃｍ２·ｈ）和 ２０３ ４ ｍｇ ／ （ｃｍ２·ｈ），相对提

高率为 １１ ６３％和 １２ ５６％。 结果表明，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图 １０　 不同革样的机械性能（革样 １ 和 ２ 是未涂饰革

样，革样 ３ 和 ４ 是不含微胶囊的涂饰革样，革样

４ 和 ５ 是含微胶囊的涂饰革样，其中：革样 １、３
和 ５ 平行于背脊线裁取，革样 ２、４ 和 ６ 垂直于

背脊线裁取）
Ｆｉｇ １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 ａｎｄ ２ ｗｅｒｅ ｕｎ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 ａｎｄ ４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４ ａｎｄ ５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 ３ ａｎｄ ５ ｗｅｒｅ ｃｕ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ｅ
ｌｉ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４ ａｎｄ ６ ｗｅｒｅ ｃｕｔ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ｅ ｌｉｎｅ）

囊提高了涂饰革样的卫生性能，这可能是因为将微胶囊

应用于皮革涂饰时，可增大皮革表面涂层的孔隙率，从
而提高皮革的透气性及透水汽性［２９－３０］。

图 １１　 不同革样的卫生性能测试结果

Ｆｉｇ １１ Ｈｙｇｉｅｎ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２ ４　 应用机理

基于上述表征结果及应用性能分析，进一步探讨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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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材料的应用过程与作用机理。
如图 １２（ａ－ｃ）所示，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具有以 Ｚｅｉｎ 为

内壳层和以 ＴｉＯ２ 为外壳层的有机－无机双壳层结构，
通过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与成膜剂等物质复配得到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材料，并将其应用于皮革涂

饰，通过干燥处理进一步促进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

材料与皮革之间、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材料内部各

种成分之间的交联与结合。 内壳层 Ｚｅｉｎ 含有空腔结

构，能够提高皮革的卫生性能；外壳层 ＴｉＯ２ 具有光催

化能力，可赋予涂层自清洁性能；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

囊整体嵌入到涂层中，使复合涂饰材料中有机相与无

机相之间形成良好的界面作用，充分地发挥了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的增强增韧效果，提升了皮革的机械性

能。 经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材料涂饰后的革样在

太阳光或紫外光的照射下，由于光的能量大于或等于

其能隙（Ｅｇ），价带上的电子会吸收光子而被激发，从
价带跃迁到导带，留下空穴在价带，从而形成电子

（ｅ－）－空穴（ｈ＋）对，即光生载流子。 其中，产生的 ｅ－

可直接还原有机物或与电子接受体反应；而产生的 ｈ＋

能够氧化有机物或将水和 ＯＨ－离子氧化成为 ＯＨ·自

由基，从而进一步降解有机物。 因此，如图 １２（ｄ－ｆ）
所示，在光照条件下，革面上污物的接触角逐渐减小，
最后几乎完全铺展开，随着光照时间的增加，革面上

的污物被不断催化降解，体积不断减小，颜色不断变

浅，轮廓逐渐变模糊，最终在风力、重力或雨水冲刷的

条件下被除去。

图 １２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涂饰材料的应用及自清洁示意图

Ｆｉｇ 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３　 结 论

本研究结合溶剂挥发法和溶胶凝胶法成功合成

了具有有机－无机双壳层结构的 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

乳液，当 ＴＢＯＴ 添加量为 ４０ μＬ 时，得到的微胶囊乳

液稳定性最好，平均粒径约为 ７ μｍ。 将得到的微胶

囊乳液与皮革涂饰材料共混后用于皮革涂饰，结果表

明：在自清洁性方面，随着紫外光照时间的增加，涂饰

后革样可明显观察到自清洁效果，同时对酱油、罗丹

明 Ｂ 和菜籽油均起到了降解作用；在机械性能方面，
与未涂饰革样相比，经过含微胶囊涂饰材料涂饰后革

样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综合提高了 ５ ６％和

１７ ０％，是不含微胶囊涂饰革样的 ３ 倍；在卫生性能

方面，与不含微胶囊涂饰革样相比，含微胶囊涂饰革

样的透气性和透水汽性分别增加到 ３３ ６ ｍＬ ／ （ｃｍ２·
ｈ）和 ２０３ ４ ｍｇ ／ （ ｃｍ２·ｈ），相对提高率为 １１ ６３％和

１２ ５６％。 因此，Ｚｅｉｎ＠ ＴｉＯ２ 微胶囊乳液的引入可以

赋予皮革一定的自清洁性能，在使皮革增强增韧的同

时，还能够改善皮革的卫生性能，从而增加皮革制品

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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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企绩效考核的难点问题，以业绩改革作为切入

点，探究了提高中小鞋企绩效考核力度与精度的

创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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