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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变性淀粉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变

性淀粉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变性淀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变性淀粉行业的现状、中国

变性淀粉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变性淀粉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变性淀粉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变性淀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变性淀粉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变性淀粉是利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酶法或者多种方法混合使用来改变天然淀粉性质后

得到的一类淀粉，我国对变性淀粉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国内已开发上市了多

达2000余种的变性淀粉产品，包括氧化淀粉、酸变性淀粉、阳离子淀粉、环糊精、双醛淀粉

等，根据处理方法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

     变性淀粉的品种、规格已达2000多种.变性淀粉按处理方式可分为物理变性淀粉、化学变性

淀粉、酶法变性淀粉和复合变性淀粉四大类。物理变性淀粉包括:预糊化淀粉、超高频辐射处

理淀粉、金属离子变性淀粉、烟熏淀粉等;化学变性淀粉包括氧化淀粉、酯化淀粉、醚化淀粉

、交联淀粉、接枝淀粉等;酶法变性淀粉包括直链淀粉、糊精、抗消化淀粉等;复合变性淀粉，

采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处理方法得到的变性淀粉，包括氧化交联淀粉和交联酯化淀粉等，其

中，化学方法生产的变性淀粉种类最多，用途最广。

 按变性方式                           1、             物理变性             预糊化（&alpha;-化）淀粉、&gamma;射线

、超高频辐射处理淀粉、机械研磨处理淀粉、湿热处理淀粉、预糊化淀粉、油脂变性淀粉、

烟熏变性淀粉、挤压变性淀粉、金属离子变性淀粉、超高压辐射变性淀粉等。                              

2、             化学变性             用各种化学试剂处理得到的变性淀粉。其中有两大类：一类是使淀

粉分子量下降，如酸解淀粉、氧化淀粉、焙烤糊精等；另一类是使淀粉分子量增加，如交联

淀粉、酯化淀粉、醚化淀粉、接枝淀粉等。                               3、             酶法变性             （生物改

性）：各种酶处理淀粉。如&alpha;、&beta;、&gamma;-环状糊精、麦芽糊精、直链淀粉等。    

                          4、             复合变性             采用两种以上处理方法得到的变性淀粉。如氧化交联淀

粉、交联酯化淀粉等。采用复合变性得到的变性淀粉具有两种变性淀粉的各自优点。                

     另外，变性淀粉还可按生产工艺路线进行分类，有干法（如磷酸酯淀粉、酸解淀粉、阳离

子淀粉、羧甲基淀粉等）、湿法、有机溶剂法（如羧基淀粉制备一般采用乙醇作溶剂）、挤

压法和滚筒干燥法（如天然淀粉或变性淀粉为原料生产预糊化淀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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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2019年中国变性淀粉行业现状分析

 第一节 变性淀粉行业概况

 一、变性淀粉行业发展分析

 变性淀粉作为工业的重要原辅料之一，可被广泛应用于造纸、食品、纺织、建筑、医药等行

业。生产企业应当积极开发新产品，扩大变性淀粉的应用领域。                           1、             食品

用变性淀粉要从功能性、多样性、方便性出发。             粮食加工要开发新品种，重点开发玉

米系列产品，发展薯类淀粉、变性淀粉及衍生物产品；发展方便食品、营养保健食品以及乳

化增稠品质改良剂等。因此食品用变性淀粉可以开发功能性变性淀粉、方便食品用变性淀粉

及国内供应紧张的烯基琥珀酸酯淀粉等。变性淀粉作为食品添加剂要考虑到我国高血压、高

血脂病人有增多的趋势，发展脂肪代用品、发展既有能量和营养价值，又不影响血糖的糖代



谓代用品，以满足糖尿病人发病率逐年上升的需要。目前以淀粉为原料的脂肪替代物几乎可

应用于所有需要添加油脂的食品中；开发的抗消化淀粉持水性低、颗粒细小、风味清爽、微

晶结构小于普通膳食纤维，也可作为功能性成分用于多种食品。                               2、             百分

之百替代化学浆料PVA的变性淀粉的开发速度也需要加快。             纺织浆纱用的变性淀粉，目

前主要是酸解淀粉、氧化淀粉、尿素淀粉、磷酸酯淀粉等，还有少量的醋酸酯淀粉和复合变

性淀粉。这些品种，都难以百分之百替代化学浆料PVA，尤其是在高枝纱产品的上浆上

。PVA由于其不可降解性，人们逐渐在纺织浆料中少用甚至不用，国外已有类似的产品面市

，相信在国内变性淀粉行业人士的努力下，是完全可以开发出该产品的。                               3、   

         发展造纸工业中的新型表面涂布剂及施胶：利是适应国家造纸工业产品结构的需要。        

    变性淀粉是重要的造纸化学品，我国造纸用变性淀粉用量：为全国变性淀粉总量的1/3，但

是品种单一化，层次低档化。目前国家造纸工业的产品结构要向高档新闻纸、书刊印刷纸、

信息用纸、办公用纸等中高档生活用纸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发展新型表面涂布剂及施胶剂来

适应造纸工业的需要。                               4、             淀粉基吸水剂用途广泛。             吸水剂可被应

用在农林园艺、医药卫生、纺织、造纸、石油钻井、建筑、废水处理、食品加工中。目前有

些行业靠大量进口价格昂贵的吸水剂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且大多进口产品为高分子合成产

品。在石油面临枯竭、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类产品市场面临危机，而用可再生

的天然淀粉资源通过化学处理，使其与丙烯酸或丙烯腈发生接枝共聚反应，在淀粉分上接上

亲水性的大分子来制备生物可降解的吸水剂，替代由石油精炼再合成的吸水剂，是该产品的

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业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变性淀粉应用领域的不断开拓

，新产品的不断开发，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对变性淀粉的需求量也将不断增加；加之天然石

油量的逐渐减少，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变性淀粉又是很多石油化工产品的替代品，为变性淀

粉带来了发展空间，因此，变性淀粉的趋势预测将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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