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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的制备与表征
邢新月 1 蒋绮雯 1，2 李奇明 3 韩

颖 1，*

（1. 大连工业大学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辽宁大连，116034；2. 南京林业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3. 玖龙纸业 （东莞） 有限公司，广东东莞，523147）
摘

要：以废纸为原料，采用传统硫酸法制备纤维素纳米晶 （CNCs），并优化其工艺条件；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X

射线衍射仪 （XRD）、热重分析仪 （TGA）、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及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研究了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 （SCNCs）
的结构与性质。在最佳工艺条件 （硫酸浓度 60 wt%、水解温度 50℃、水解时间 90 min） 下，SCNCs 的得率为 41. 2%，呈典型的纤维素
Ⅰ型结构，结晶度为 77. 6%；与原料相比，几乎不存在杂峰；SCNCs 为棒状结构，长约 142. 87 nm，直径约 9. 67 nm。探讨了回收硫酸

溶液再次用于制备 CNCs；结果表明，首次回收硫酸制备的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 （SCNCsH） 得率为 39. 9%，结晶度为 78. 6%。
关键词：纤维素纳米晶 （CNCs）；废纸；酸水解
O636. 1+1
中图分类号：TS7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01

纤维素纳米晶 （CNCs） 可通过物理、化学、生

为有效利用废纸中的纤维资源，本研究以办公室

物等方法从天然纤维素中制备获得，其直径约为 1~

废纸为原料，通过设计单因素实验优化了硫酸法制备

素和纳米材料的特点与性质，表现出较强的刚性，常

换红外光谱仪 （FT-IR）、X 射线衍射仪 （XRD）、热

100 nm，长度约为 10~500 nm

，同时具备天然纤维

［1］

温下难以熔融。与纤维素相同，CNCs 也是由众多 β-D

废纸基 CNCs （SCNCs） 的工艺条件，通过傅里叶变

重分析仪 （TGA）、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和扫描

吡喃葡萄糖基结构单元通过 β-1，
4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

电子显微镜 （SEM） 研究其性质与结构。同时研究了

有更高的结晶度，这是因为在制备过程中，可及度较

用于制备 CNCs 的可能性。这对废纸纤维的高值化利

线性高分子化合物

。与纤维素相比，CNCs 一般具

［2］

大的无定形区会被优先水解，当聚合度达到平均极限
聚合度时，水解发生在纤维素微晶表面，大结晶分裂
成均一而稳定的小晶体 ［3］。此外，CNCs 还具有优异
的机械性能 ［4］、独特的光学性能 （液晶性）［5］、特殊
的流变行为 ［6］、较好的生物相容性 ［7］，以及较高的反
应活性 ［8］ 等特点，使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目前，
CNCs 在各个领域倍受关注。

造纸行业对纤维素的需求量随着纸产品需求量的日

益增加而急剧上升，同时，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加，

水解液 （硫酸） 的回收工艺，探讨回收硫酸溶液再次

用具有现实意义及经济效应。
1 实

验

1. 1 原料与试剂
办公室废纸经粉碎后，收集过40~60目的样品，平

衡水分备用。根据 GB/T 7978—1978、GB/T 2677.6—

1994、 GB/T 2677.3—1993、 GB/T 2677.8—1994 以 及
GB/T 10337—1989 对原料进行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废纸成分分析

废纸回收量也有所增加 ［9］。废纸中含有大量纤维素，在
使用过程中，其内部纤维结构形态并没有受到严重损
坏，是一种较优良的纤维资源。目前，废纸 （二次纤
维） 主要用于生产价格低廉且品质较差的卫生用纸或低
档包装纸、箱纸板，造成了废纸纤维资源的浪费

［10］

。

灰分

苯醇抽出物

纤维素

聚戊糖

木质素

10.22

3.96

67.18

8.87

5.56

硫酸 （H2SO4），98 wt%，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分析纯；活性炭粉，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项目：低渗透油田可降解生物酶胶囊破胶剂开发与应用 （J2020038）。
作者简介：邢新月，男，1997 年生；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纤维综合利用。
*通信联系人：韩

%

颖，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制浆造纸清洁生产技术与植物资源综合利用；E-mail： hanying@dlp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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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工业级；KBr，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分析纯。
1. 2

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SCNCs）的制备

取 3 g 绝干办公室废纸，按照 1∶20 （质量比） 的

固液比加入硫酸，在一定温度下反应一段时间。反应

完成后，离心，收集上层清液 （即水解液）。下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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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 分析

1. 8

样品的热稳定性可通过美国 TA 公司 Q50 热重分

析仪测定。测试条件为：升温速率为 10℃/min，温度
范围为 25℃~700℃，样品质量为 5~10 mg。

1. 9 SCNCs 粒径和 Zeta 电位测定

将 0.05 wt%的 SCNCs 悬浮液超声分散 30 min，随

体中加入一定量去离子水，多次离心后透析数天至

后通过纳米激光粒度仪 （Zetasizer Nano ZS 90，马尔

SCNCs 悬浮液） 经 0.45 μm 的水系滤头后得到去除杂

2

1. 3

2. 1

pH 值为 7。超声 30 min 后，再次离心，上层清液 （即
质的 SCNCs 悬浮液，回旋蒸发至浓度为 1 wt%。
水解液的回收

在收集到的水解液中加入活性炭 （活性炭与水解

液的质量比为 1∶100），磁力搅拌 15 min 后，离心将

两者分离。上层清液中添加硫酸或去离子水，使水解

液中 H 浓度保持初始浓度，随后再次用于 SCNCs 的制
+

备，回收硫酸制备的 SCNCs 记作 SCNCsH。同时，活

文） 测定其粒径与 Zeta 电位。
结果与讨论

硫酸浓度对制备 SCNCs 的影响

硫酸水解制备 SCNCs 时，若硫酸浓度太高，纤维

素会发生碳化，若浓度太低，则反应不完全，无法使

纤维素转变成 CNCs。通过硫酸浓度对 SCNCs 得率的

影响探讨制备 SCNCs 的较优硫酸浓度，结果如图 1
所示。

性炭吸附的还原糖，可通过加水解析回收。
1. 4

XRD 表征

纤维素的结晶度 （crystalline） 是指纤维素构成的
结晶区占纤维素整体的分数，它反映纤维素聚集时的
结晶程度 ［3］。在计算纤维素结晶度之前，需要先判断

其晶型结构，XRD 是最常用的方法。由于 CNCs 一般
呈天然纤维素Ⅰ型，其结晶度计算公式如下。
I 002 - I am
结晶度 =
I am

（1）

式中，I002—纤维素 002 晶面衍射强度，即结晶区

的衍射强度；Iam—纤维素在 2θ=18.0°处的衍射强度，
即无定形区的衍射强度。
1. 5

FT-IR 表征

采用 KBr 压片法，将干燥好的固体样品与 KBr 按

图 1 硫酸浓度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

选取 56 wt%、58 wt%、60 wt%和 62 wt%浓度的硫

酸水解制备 SCNCs，分别记作 1#、2#、3#和 4#。该反应

照质量比 1∶100~1∶150 的比例研磨成粉末并压片，

的水解温度与时间分别为 50℃与 90 min。由图 1 可知，

司） 进行扫描，扫描范围为 400~4000 cm ，分辨率为

一定浓度 （≤60 wt%） 的硫酸溶液，其电离出的 H+离

采用 FT-IR （LR-649-12-C，上海山岳科学仪器有限公
−1

4 cm−1。
1. 6

SEM 表征

测试样品在观察前进行喷金处理，采用日本电子

公司的 JEM-7800F 场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样品的

表面微观形貌。
1. 7

TEM 表征

将 0.001 wt% 的 SCNCs 悬 浮 液 超 声 分 散 30 min，

滴管取少量样品滴在铜网上，磷钨酸染色后，采用日

本电子公司的 JEM-2100 透射电子显微镜，在不同的
放大倍数下观察样品的微观组织形貌。

随着硫酸浓度的增加，SCNCs 的得率先升高后下降。
子首先进攻纤维素中可及度较高的无定形区，破坏连
接葡萄糖单元结构的糖苷键，使其发生断裂，因此纤
维素迅速水解，SCNCs 得率提高。当硫酸浓度较高

（>60 wt%） 时，硫酸在水中完全电离，且硫酸具有吸
水性及脱水性，能使 SCNCs 发生碳化，因此 SCNCs 得
率迅速下降。除此之外，水解过程中产生的葡萄糖也

会在硫酸的作用下发生碳化而使 SCNCs 的得率下降。

当硫酸浓度为 62 wt%时，制备得到的 SCNCs 发生

部分碳化，因此不对其进行 XRD 测试，其他 3 个浓度
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SCNCs 的 XRD 谱图如图 2 所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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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NCs 的 XRD 谱图

图 3 水解温度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

图 2 可 知 ， 3 种 硫 酸 浓 度 制 备 得 到 的 SCNCs 在 2θ =

16.4°、22.6°和 34.4°处均有明显的衍射峰，这与纤维
素Ⅰ型的典型衍射峰一致 ［11］。在硫酸的水解作用下，

纤维素发生多相水解，但水解仅发生在纤维素和硫酸
溶液之间，因此纤维素依然保持纤维状结构，晶型结
构并没有被破坏。同时，随着硫酸浓度的增加，反应
更为迅速、剧烈，纤维素中更多无定形区以及结晶度
不稳定的部分水解为还原糖，结晶区占比增加，无定
形 区 占 比 逐 渐 减 小 。 因 此 ， 硫 酸 浓 度 为 56 wt% ~

60 wt% 时 ， SCNCs 的 结 晶 度 随 硫 酸 浓 度 的 增 加 而
提高。
2. 2 水解温度对制备 SCNCs 的影响

图4

SCNCs 的 XRD 谱图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当硫酸浓度为 60 wt%时，
SCNCs 的得率较硫酸浓度为 58 wt%时仅下降了 0.8%，
但其结晶度明显上升，上升了 5%。当 CNCs 作为增强

知，随着水解温度的升高，SCNCs 的结晶度呈先上升

因此，本研究选择 60 wt%的硫酸浓度作为较优条件，
在水解时间为 90 min 时，继续探讨水解温度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所示。
选取 45℃、50℃、55℃和 60℃的水解温度制备
SCNCs，分别记作 5#、6#、7#和 8#。如图 3 所示，随着

晶度下降。

材料时，较高的结晶度可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 ［12］，

水解温度的升高，SCNCs 的得率呈先缓慢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水解温度为 50℃时，SCNCs 得率达到最大
值，为 42.7%。水解反应初始阶段，随着水解温度的
升高，反应变得更为激烈，纤维素的无定形区被迅速
破坏，随之水解发生在微晶表面，纤维素分子链不断
减小，平均粒径也随之减小，SCNCs 得率提高。但水
解温度过高也会加速硫酸对纤维素葡萄糖单元的脱
水，使 SCNCs 及水解产生的葡萄糖发生碳化，因此当
水解温度继续提高，SCNCs 得率随之下降。
当水解温度为 60℃时，制备得到的 SCNCs 发生部
分碳化，因此不进行 XRD 测试，其他 3 个温度条件下
制备得到的 SCNCs 的 XRD 谱图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

后下降的趋势。虽然提高水解温度有利于去除无定形
区 （SCNCs 结晶度升高），但也会加速结晶区不稳定
部分或部分结晶区表面区域向无定形区转化，故而结
2. 3 水解时间对制备 SCNCs 的影响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选择 50℃作为制备 SCNCs 的

较优水解温度，在硫酸浓度为 60 wt%时，探究水解时
间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5 所示。

选 取 60、 90、 120 和 150 min 的 水 解 时 间 制 备

SCNCs，分别记作 9#、10#、11# 和 12#。由图 5 可知，

随着水解时间的增加，SCNCs 的得率呈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水解时间为 90 min 时得率达到最大值，为

47.0%。当水解进行 150 min 时，少量 SCNCs 发生碳化

现象。

当水解时间为 150 min 时，制备得到的 SCNCs 发

生部分碳化，因此不对此样进行 XRD 测试，其他 3 个
水解时间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SCNCs 的 XRD 谱图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SCNCs 呈典型的纤维素Ⅰ型，且

SCNCs 结晶度随着水解时间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随着水解的进行，纤维素的无定形区首先被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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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维素吸附至表面，形成排列无规则的无定形区。
此外，当水解发生在纤维素微晶表面时，微晶体的纵
向分裂可能会使部分不稳定的结晶区向无定形区转
化 ［13］，因此，SCNCs 结晶度下降。
2. 4 SCNCs 的结构与性质

根据上述实验得出硫酸水解制备 SCNCs 的最佳工

艺条件为：硫酸浓度 60 wt%，反应温度 50℃，水解时

间 90 min。在最佳工艺条件下，以废纸和棉花为原料

制备得到 SCNCs 和 CCNCs，将两者进行对比，结果如

图5

水解时间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

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本课题最佳工艺条件制备得

到的 SCNCs 得率略高于其他研究的结果 ［14-15］，但仍低
于 CCNCs，这是因为废纸原料中木质素含量较高，在
SCNCs 的制备过程中，木质素并未被有效去除。
表2

SCNCs 与 CCNCs 实验结果对比

样品

得率/%

结晶度/%

SCNCs

41.2

77.6

CCNCs

57.5

89.2

2. 4. 1 FT-IR 分析

SCNCs、CCNCs 及原料的 FT-IR 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从图 7（a）可以看出，3342 cm−1 处的吸收峰为
图6

SCNCs 中—OH 的伸缩振动峰，与原料在 3411 cm−1 处

SCNCs 的 XRD 谱图

坏，因此 SCNCs 的结晶度提高。当水解时间继续增

加，纤维素分子链不断变小，纤维素结晶区表面与硫

酸发生酯化反应，SCNCs 的 C6 位上有少量磺酸基生
成，进一步提高其表面的吸附能力，可将分子链较小

图7

的峰相比，SCNCs 此峰向右偏移。在酸水解过程中，
H+进攻连接纤维素单元结构之间的糖苷键，使其发生
断裂，从而使纤维素分子间氢键发生断裂，因此发生

蓝移现象。1642 cm−1 处的吸收峰为纤维素的吸水特征

峰；897 cm−1 处的吸收峰则为 C1—O—C4 的伸缩振动

红外分析（a）原料、SCNCs 和 CCNCs 的 FT-IR 谱图；
（b~c）SCNCs 制备过程中
各类型氢键相对强度的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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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 是 β -D 吡 喃 葡 萄 糖 的 特 征 吸 收 峰 。 2901 和
1430 cm−1 处的峰分别对应—CH2 的伸缩振动峰与—

CH2 的弯曲振动峰，前者为纤维素的结晶参比峰，后
者则是纤维素的结晶峰；1163 cm 处的吸收峰为纤维
−1

结合数量少，可及度和反应活性较大，因此 H+首先攻
击无定形区的糖苷键。此时，纤维素迅速水解，随着

无定形区的不断水解，硫酸逐渐渗入纤维素结晶区旁
边的空隙，使水解发生在微晶表面，发生纵向分裂，

素 I 型中 C1—O—C4 的对称伸缩振动峰；710 cm−1 处的

大结晶分裂成小结晶体。无定形区以及结晶区中不稳

收峰。因此，可大致推断所制备的 SCNCs 属于 Iβ 型。

大，结晶度也随之增大。根据谢乐公式计算纤维素各

吸收峰为 Iβ 型纤维素中—CH2 “摇摆模式”的特征吸

定的纤维素在硫酸的作用下水解成糖，结晶区占比增

此外，随着水解的不断进行，硫酸与位于结晶区表面

面的晶粒大小，结果如表 4 所示。

此 1204 cm−1 处的吸收峰即为磺酸基的伸缩振动峰。

因油墨、填料等存在而衍射出的杂峰，而 SCNCs 则不

为明显，这可能与 SCNCs 制备过程中，填料、施胶剂

中的油墨、填料等杂质被有效去除，使得制备得到的

的纤维素分子发生酯化反应，在 C6 位引入磺酸基，因
与原料相比，SCNCs 在 1200~1500 cm−1 处的峰更

等杂质被有效去除有关。SCNCs 与 CCNCs 的 FT-IR 谱
图基本一致，因此，两者的化学结构也基本一致。

此外，在 2θ>25°时，原料的 XRD 图中出现多个

存在这些衍射峰，说明在 SCNCs 的制备过程中，原料

SCNCs 具有较高的纯度。

对纤维素 3000 cm−1~3800 cm−1 处氢键缔合峰的吸

收强度进行拟合，可研究 SCNCs 制备过程中各类型氢

键相对强度的变化，结果如表 3 所示，拟合过程如图
7（b）~图 7（d）所示。结果表明，SCNCs 中游离羟基的

相对强度明显减小，从 18.13% 下降至 1.51%，而分子
间氢键的相对强度增加，这与纤维素原料中无定形区

的降解有关。因纤维素原料结晶区的可及度较低，分
子内氢键相对强度基本保持不变。
表3
样品

氢键类型
游离羟基

SCNCs

原料

表示方法
Ⅰ —OH

分子内氢键

Ⅴ 椅式结构

分子间氢键

Ⅱ OH…其他 O

游离羟基

图 8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XRD 谱图

各类型氢键拟合结果

Ⅲ OH…OH
Ⅳ OH…π
Ⅰ —OH

分子内氢键

Ⅴ 椅式结构

分子间氢键

Ⅱ OH…其他 O

Ⅲ OH…OH
Ⅳ OH…π

波数/cm
3603

−1

相对强度/%
1.51

3166

10.67

3268

0.37

3314
3488
3573
3101

46.33
41.10
18.13
4.18

3350

52.61

3478

7.82

3203

17.26

1.51
57.00
41.47
18.13

表 4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晶粒大小
样品

晶粒大小/nm
001 面

002 面

004 面

SCNCs

0.0416

0.0730

0.0770

原料

0.0481

0.0855

0.0126

CCNCs

0.0799

0.1043

0.0866

56.79

2. 4. 3 SEM 和 TEM 分析

25.08

对比如图 9 所示。由图 9（a）~图 9（c）可知，原料的纤

2. 4. 2 XRD 分析

SCNCs、CCNCs 及原料的 XRD 谱图如图 8 所示。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SEM 和 TEM 表面形貌

维结构完整，呈现粗细不均的条状结构，表面存在着

少量细小纤维，分丝帚化及破损现象不明显。而
SCNCs 以及 CCNCs 则呈棒状结构。在干燥过程中，随

由 图 8 可 知 ， CCNCs、 SCNCs 在 2θ =16.4° 、 22.5° 和

着水分的流失，CNCs 之间的氢键结合使其发生不可

002 及 004 面，呈典型的纤维素Ⅰ型。

算 CNCs 的直径与长度，因此必须结合 TEM 做综合分

34.4° 处 有 明 显 的 衍 射 峰 ， 分 别 对 应 纤 维 素 的 001、

逆团聚 ［16］，纤维之间相互交织、叠加，无法准确计

与原料相比，SCNCs 在 002 面的衍射峰形状更为

析。由图 9（e）和图 9（f）可知，SCNCs 和 CCNCs 均呈针

下，发生多相水解。纤维素中，结晶区分子链取向良

维分散更加均匀，几乎没有重叠现象，利于计算

尖锐，结晶度也有所提高。纤维素在硫酸的水解作用
好，分子间结合力较大，化学试剂难以进入，而无定
形区分子链排列无序，分子间距离较大，分子间氢键

状结构，这与 SEM 表面形貌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纤

CNCs 的直径与长度。

采用软件 Nano Measurer 对 SCNCs TEM 图像中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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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根样品进行取样分析，获得其直径与长度的分布，
结果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可知，SCNCs 的平均长度为
142.87 nm，平均直径为9.67 nm，长径比约为14.77。

研究表明 ［17］，随着水解的进行，纤维素长度与

直径不断减小，当水解进行到一定程度时，CNCs 的
直径不再发生变化，长度逐渐减小，从而呈现针状结

构，甚至出现球状结构。本课题制备的 SCNCs 呈典型
的针状结构而非球状结构，这说明低分子链段的纤维
素较少，水解效果较好，工艺条件合适。

第 2期

在一定温度下这些物质会优先脱水分解 ［18］。此外，
SCNCs 表面还存在一些难以除去的 H+，当样品被加热

时，H+将起到催化作用，加速 SCNCs 分解 ［19］。综上，

SCNCs 的热稳定性较原料明显下降。

表 5 各样品的降解温度及 700℃时的炭残留量

样品

初始降解
温度/℃

原料
CCNCs
SCNCs

236
144
167

最大热降解损失速率 700℃ 处的炭
对应温度/℃

残留量/%

334，
632

16.13

207，
255，
339

26.73

184，
262，
345

26.00

随着温度的上升，纤维素结构中部分 C—O 键以

及 C—C 键也开始发生断裂，同时伴随着低分子质量

挥发性产物的产生，导致纤维素迅速降解，质量损失

较大。而残留在 SCNCs 表面的硫酸，在升温过程中，
浓度不断增大，作为脱水剂，促使了纤维素的碳化，
增加了炭残留量。

CCNCs 呈现出与 SCNCs 类似的热降解规律，但

SCNCs 的热稳定性略好于 CCNCs，这与 SCNCs 含有更
图 9 （a~c）原料、SCNCs 和 CCNCs 的 SEM 图；

2. 4. 4

（d~f）原料、SCNCs 和 CCNCs 的 TEM 图

解损失速率最大点，这是由存在于原料中的填料等杂
质降解引起的。

TGA 分析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TGA 曲线如图 11 所示，

各样品的降解温度及 700℃时的炭残留量如表 5 所示。
由图 11 和表 5 可知，原料的初始降解温度为 236℃；而

经过硫酸水解后，SCNCs 热稳定性大幅度下降，与原

料相比，其初始降解温度 （167℃） 下降了约 30%。理

论上，纤维素在较低温度 （小于 200℃） 下的降解与其
结晶度大小有关，一般而言，结晶度越小的样品受热

降解速率越大。虽然 SCNCs 结晶度高，但在 SCNCs 的
+

制备过程中，H 可使连接纤维素葡萄糖结构单元的

β-1,4 糖苷键断裂，从而导致其分子链减小；此外磺酸

基的引入，导致 SCNCs 表面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力，
可将大量低分子质量的分子链聚集在 SCNCs 的表面，

图 10

多的木质素有关，木质素的存在可提高 CNCs 的热稳
定性 ［20］。而原料在温度大于 600℃时，出现一个热降
2. 5 水解液的回收利用
半纤维素及部分纤维素在硫酸水解过程中转化成

糖，本课题采用 ICS-5000 型离子色谱仪测定水解液中
还原糖的种类及含量，测定结果如表 6 所示。
还原糖含量计算如式（2）所示：

对应含糖量= （测量糖峰面积/标准糖峰面积） ×
标准糖 × 稀释倍数 × 总液体积
还原糖量含量=总对应含糖量/绝干原料量 ×100%

（2）

由表 6 可知，水解液中的糖以阿拉伯糖、半乳糖

以及葡萄糖为主，其中，阿拉伯糖与半乳糖来自原料
中半纤维素的水解，葡糖糖则来自于纤维素无定形区

以及结晶区不稳定部分的水解。以上述 3 种还原糖计

SCNCs 的直径与长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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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CNCs 的最佳制备工艺条件为：硫酸浓度 60 wt%、

水解温度 50℃、水解时间 90 min。在此条件下制备得

到的 SCNCs 得率为 41.2%。

X 射 线 衍 射 （XRD） 结 果 表 明 ， 制 备 得 到 的

SCNCs 为 典 型 的 纤 维 素 Ⅰ 型 ， 结 晶 度 较 高 ， 达

77.6%。与原料相比，SCNCs 几乎不存在杂峰，因此

废纸不经脱墨处理直接制备 SCNCs 的工艺是可行的。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及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结 果 表 明 ， SCNCs 呈 典 型 的 针 状 结 构 ， 长 度 约 为

142.87 nm，直径约为 9.67 nm，具有较高的长径比，

图 11
表6

出峰时间/min
峰面积/nc∙min
出峰时间/min

回收前

峰面积/nc∙min
总含糖量/%
出峰时间/min

回收后

峰面积/nc∙min
总含糖量/%

糖去除率/%

果 表 明 （回 收 硫 酸 制 备 的 SCNCs 记 作 SCNCsH），

回收前后水解液中的还原糖及含量
峰名

标准糖

回收水解液 （硫酸） 用于制备 SCNC 的研究结

TGA 曲线

序号

样品

约为 14.77。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1

2

3

阿拉伯糖

半乳糖

葡萄糖

5.93

7.18

8.37

16.92

14.63

17.61

0.29

0.67

47.90

7.15

8.50

5.88

6.10
0.84
90.5

7.12

1.68

35.37
0.16

8.22

43.28

SCNCsH 的得率为 39.9%，结晶度为 78.6%，与 SCNCs

相比，得率略降低，结晶度差别不明显。同时激光
纳 米 粒 度 和 Zeta 电 位 的 测 定 结 果 表 明 ： SCNCsH 和

SCNCs 的平均粒径和 Zeta 电位相差不大。

综上，硫酸水解制备 SCNCs 可进行硫酸水解液

的回收，以解决废液污染问题。在水解液中加入活

性炭，可吸附水解液中大量的还原糖，可通过加
水、解析，回收这些还原糖，从而创造良好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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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ulose Nanocrystals from Waste Paper
XING Xinyue1 JIANG Qiwen1，2 LI Qiming3 HAN Ying1，*
（1.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Pulp and Papermaking Engineering，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Province，
116034；2. 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and Food Engineering，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Province，210037；
3. Nine Dragons Paper（Dongguan）Co.，Ltd.，Dongguan，Guangdong Province，523147）
（*E-mail：hanying@dlpu. edu. cn）

Abstract： In this paper，cellulose nanocrystals（CNCs）were prepared by traditional sulfuric acid hydrolysis of waste paper. The CNCs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by FT-IR spectroscopy（FT-IR），X-ray diffraction（XRD），thermal gravimetric analyzer（TGA），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EM），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preparing SCNCs from waste

paper were sulfur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60 wt%，hydrolysis temperature of 50℃，and hydrolysis time of 90 min. Under this condition，the
yield of SCNCs was 41. 2%.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CNC products were typical cellulose I，and the corresponding crystallinity was

77. 6%. There were almost no heterozygous peaks compared with raw material. The SCNCs products had a rod like structure，with a length of

about 142. 87 nm and a diameter of about 9. 67 nm. At the same time，the possibility of recycling the acid solution for preparing SCNCs was

also discussed. It showed that the yield of SCNCs prepared by the recycled acid solution was 39. 9%，and the corresponding crystallinity was
78. 6%，which was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SCNC prepared by using original sulfuric acid.
Keywords：cellulose nanocrystals；waste paper；acid hydro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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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预处理方法对纤维素结晶结构的影响
崔

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北京，100013）
摘

要：分别采用丙三醇、NaOH、乙二胺 （EDA）、H3PO4 以及离子液体 ［BMIM］Cl 对不同来源的纤维素进行预处理，通过 X 射线衍

射 （XRD）、固体核磁共振 （CP/MAS 13C NMR） 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研究了这几种预处理方法对纤维素结晶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16. 5 wt%的 NaOH 及 60 wt%的 H3PO4 预处理可将天然纤维素结构从 I 型转化为 II 型，EDA 预处理可将天然纤维素结构转化为
III 型，85 wt%的 H3PO4 以及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可将纤维素转化为无定形结构。［BMIM］Cl 预处理比 85 wt%的 H3PO4 预处理更有
利于无定形纤维素的产生。结构转化过程中，纤维素的羟甲基构象相应地发生变化。结晶度方面，低质量分数 NaOH 预处理有利于获
得低结晶度的纤维素，EDA 预处理对纤维素结晶度的影响与原料结构关系较小，而 NaOH 与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对纤维素结晶
度的影响与原料有关，纤维素原料结晶度高，预处理后纤维素的结晶度也相应较高。
关键词：纤维素；结晶结构；结晶度
中图分类号：TS7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09

木质纤维来源丰富，资源储量大，其中的纤维素

素样品进行不同条件的预处理。同时，选用不同来源

可用于生产单糖、液态燃料、纸张以及其他多种化学

的纤维素进行相同条件的预处理，研究不同预处理方

品

法对纤维素晶型结构以及结晶度的影响。

。以木质纤维中的纤维素为原料生产化学品符

［1-2］

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但是，由于纤维素被包裹
在复杂的细胞壁结构中，通常需要采用一些预处理手
段才能使纤维素从木质纤维中暴露出来，再进一步与
其他试剂作用，生产需要的化学品。但多种预处理方
法在提高纤维素可及性的同时，也会对纤维素的结构
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纤维素的反应性能。
纤维素属于同质多晶高分子物质。天然纤维素一

般高度结晶，具有 I 型纤维素结构

。但天然纤维素

［3-4］

的结晶结构会在部分化学或物理预处理过程中发生转
变，表现出不同的晶体形态。目前，已发现和被定义

的纤维素形态主要包括 I 型、II 型、III 型结晶以及无

定形形态

。目前，预处理研究的主要原料为木质

［5-8］

1

实

验

1. 1 实验原料及试剂

α - 纤 维 素 （货 品 号 C8002-1KG）、 微 晶 纤 维 素

（MCC， Avicel® PH-101， 货 品 号 11365-1KG） 和 氯
化-1-丁基-3-甲基咪唑 （［BMIM］Cl，> 98%，货品号

38899-1KG-F） 购于 Sigma-Aldrich 试剂公司。医用脱

脂棉花购于焦作市君涌商贸有限公司。NaOH、丙三

醇、H3PO4 和乙二胺 （EDA），均为分析纯，购于北京
化工厂。其中，医用脱脂棉花使用前于 80°C 条件下
干燥 48 h，其他试剂在使用前均未进行任何纯化或
处理。

纤维，其中木质素与半纤维素结构的干扰使得不同文

1. 2 实验方法

献中关于木质纤维预处理后纤维素结构的改变存在争

1. 2. 1 有机溶剂预处理

议

。因此，为排除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的影响，本

［9-11］

研究选择提纯后的纤维素作为原料建立研究体系，并
根据已有文献报道选择了一系列可能对纤维素晶体形
态产生影响的预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有机溶剂、
NaOH、乙二胺和纤维素溶剂预处理方法，对纯纤维

称取 0.5 g α-纤维素原料加入定制的耐压安普管

中，并加入 1.5 mL 丙三醇，之后对瓶中气体进行 N2 置

换，置换时间 40 min。气体置换后，迅速对安普管进

行封管。之后在 270°C 条件下反应 1 h，自然冷却至室

温后，过滤反应混合物，固体产物用去离子水多次冲

收稿日期：2020‐04‐10
作者简介：崔

婷，女，1988 年生；博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生物质利用及石化分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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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种预处理方法对纤维素结晶结构的影响

洗以去除丙三醇。洗净的纤维素样品冷冻干燥后，放
入密封袋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1. 2. 2

NaOH 预处理

NaOH 预 处 理 时 采 用 了 两 种 不 同 质 量 分 数

（16.5 wt%和 30 wt%） 的 NaOH 溶液，具体操作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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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 种不同处理工艺。室温下，采用 60 wt%的 H3PO4
溶液预处理 3 h；室温下，采用 85 wt%的 H3PO4 溶液预

处理，反应时间分别为 1、3、24 h；50°C 条件下，采
用 85 wt%的 H3PO4 溶液预处理，反应时间 5 h。具体操

作步骤为：称取 1 g α-纤维素样品并加入到圆底烧瓶

下。称取 2 g α-纤维素原料加入到三口圆底烧瓶中，

中，加入 100 mL 一定浓度的 H3PO4 溶液。将圆底烧瓶

瓶中加入 250 mL 一定浓度的 NaOH 溶液，室温条件下

束后，将反应混合物逐滴加入盛有 500 mL 去离子水

并用去离子水多次冲洗，直至滤液 pH 值为 7。洗净后

多次冲洗，直至滤液 pH 值为 7。将冲洗后的纤维素冷

N2 吹扫 40 min。气体置换后，通过恒压滴液漏斗向烧

不断搅拌，反应 2 h。反应结束后，过滤反应混合物，

置于设定温度条件的水浴中，反应一定时间。反应结

的烧杯中沉淀。沉淀后，过滤混合物，并用去离子水

的纤维素样品冷冻干燥后，放入密封袋置于干燥器中

冻干燥，之后放入密封袋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备用。

1. 3

1. 2. 3

EDA 预处理

EDA 预 处 理 时 考 察 了 2 个 反 应 温 度 （0℃ 和

分析方法

X 射线衍射 （XRD） 分析：利用德国 Bruker D8

型 X 射线多晶衍射仪对纤维素样品进行结晶结构分

30°C），具体操作步骤如下。称取 0.2 g α-纤维素原料

析 。 仪 器 条 件 如 下 ： Cu-Kα 单 色 光 源 靶 ， 管 电 压

烧瓶分别置于 0°C 和 30°C 水浴条件下低速搅拌反应

长 0.02°，扫描速度 1°/min，扫描角度范围 2θ = 5°~

加入微量螺纹圆底烧瓶中，加入 5 mL EDA。将两组

45 kV，管电流 40 mA。采用连续扫描方法，扫描步

7 h。反应结束后，在通风橱内过滤反应混合物。过

55°。

次，以去除纤维素样品表面的部分 EDA，冲洗后的纤

式（1） 计算：

滤时，每组样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利用乙醇冲洗 3

维素样品在 50°C 条件下干燥后，放入密封袋置于干

燥器中备用；另一部分用乙醇多次冲洗，去除 EDA，

根据文献 ［12-13］，纤维素的结晶度 （CrI） 通过
CrI = ( I 020 - I am ) /I 020 × 100%

（1）

式中，I020 表示纤维素样品 XRD 衍射图的主峰强

再用去离子水多次冲洗，直至滤液 pH 值为 7，将冲洗

度，Iam 为无定形纤维素 XRD 衍射峰的强度。

备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的 Nicolet 6700 型傅里叶变换

后的纤维素冷冻干燥，之后放入密封袋置于干燥器中
1. 2. 4

纤维素溶剂预处理

红外光谱仪对纤维素样品的结构进行表征。样品制备

纤维素溶剂预处理 α-纤维素时，考察了两种纤维

素溶剂 （离子液体 ［BMIM］Cl 与 H3PO4） 预处理方法。
（1） 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分析：采用美国

在 90°C 条件

方法为 KBr 混合稀释压片法。光谱分辨率 0.4 cm-1，
扫描波长范围 600~4500 cm-1。

固体核磁共振 （CP/MAS 13C NMR） 分析：采用德

下熔化 ［BMIM］Cl 试剂。称取 5 g α-纤维素原料加入

国 Bruker Avance III 400 MHz 固体核磁共振仪对纤维

散，分 3 次加入 200 mL ［BMIM］Cl 并采用玻璃棒迅

MAS BB 探头，FID 分辨率为 13 Hz，采样时间 0.04 s，

圆底烧瓶中，加入 1 mL 去离子水对 α-纤维素进行分
速搅拌溶液，纤维素粉末最终完全溶解在 ［BMIM］Cl

中。将圆底烧瓶置于 90°C 水浴中，反应 3 h。反应结

束后，将圆底烧瓶内的反应混合物转移至盛有沸水的

烧杯中，机械搅拌 1 h 后，过滤混合物，收集固体混

素样品的 CP/MAS 13C NMR 谱进行测定。采用 4 mm 的

采 样 点 数 3072 个 ， 采 样 次 数 1200 次 ， 谱 宽 为
40760 Hz，延迟时间为 5 s。
2 结果与讨论

合 物 并 加 入 到 盛 有 500 mL 沸 水 的 搅 拌 机 中 粉 碎

2. 1 有机溶剂预处理纤维素及其晶型表征

直至滤液在紫外分光光度计 （760 CRT，上海棱光技

1 h。反应结束后，对获得的纤维素样品进行称量并

10 min，再次过滤混合物。粉碎过滤过程反复多次，
术有限公司） 波长 λ= 200 nm 条件下的吸光度小于

0.2，将冲洗后的纤维素冷冻干燥后，放入密封袋置
于干燥器中备用。

（2） H3PO4 预处理

H3PO4 预处理 α-纤维素时采用

270°C 条件下，采用丙三醇预处理 α-纤维素样品

计算得出，经高温丙三醇预处理后，纤维素样品的质

量损失为 3%，这部分损失的纤维素可能降解为其他
可溶性化合物。对获得的剩余固体纤维素进行 XRD

表征，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丙三醇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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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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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醇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后 ， 纤 维 素 样 品 的 特 征 衍 射 峰 位 置 分 别 位 于 2θ =

图3

11

NaOH 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15.3°、16.0°、22.5°和 34.4°，对应纤维素的 （11̄0）、

2. 2 NaOH 预处理纤维素及其晶型表征

I 型纤维素的 （11̄ 0）、（110）、（020） 和 （004） 晶面

维素进行预处理，通过 XRD 考察 NaOH 溶液质量分数

（110）、（020） 和 （004） 晶面。根据文献 ［14-15］，

分别采用 16.5 wt%与 30 wt%的 NaOH 溶液对 α-纤

一般分别位于 2θ = 15°、16°、23°以及 34.5°附近，对

对纤维素结晶结构及结晶度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明，经丙三醇预处理后的纤维素晶体结构仍为 I 型结

由 图 3 可 知 ， NaOH 预 处 理 后 ， 纤 维 素 样 品 的

应谱图中的 4 个特征衍射峰。因此，XRD 表征结果表
构。α-纤维素的结晶度为 61%，丙三醇预处理后的纤
维素结晶度为 63%，结晶度稍有提高，这可能是由于
部分无定形纤维素分解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确认丙三醇预处理后纤维素样品的结

构，对其进行了 FT-IR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根据

文献 ［3，16-17］，750 cm-1 处的峰为 Iα 型纤维素的特

征羟基振动吸收峰，710 cm-1 处的峰为 Iβ 型纤维素的

特征羟基振动吸收峰，基于比耳-朗勃特定律，可以
通过这两个特征吸收峰的吸光度来计算 I 型纤维素中
Iα 与 Iβ 型结构的相对含量。计算结果得出，原料 α-纤

维素中 Iβ 型结构含量为 20%，丙三醇预处理后纤维素
中 Iβ 型结构含量提高至 67%。这表明丙三醇预处理

后，部分纤维素样品的结晶结构由 Iα 型转化为 Iβ 型结

构，整体上样品为两种晶型混合的 I 型纤维素样品，
但以 Iβ 型结构为主。

所示。

XRD 特征衍射峰分别移至 2θ = 13°、20°和 22°处，对

应于纤维素的 （110）、（11̄0） 和 （020） 晶面。根据

文 献 ［14-15］， II 型 纤 维 素 的 （110）、（11̄0） 和

（020） 晶 面 的 XRD 特 征 衍 射 峰 一 般 位 于 2θ = 13° 、
20°和 22°附近处。因此，XRD 结果表明，两种质量分
数的 NaOH 预处理后的纤维素均已转化为 II 型纤维

素。根据文献 ［14］，室温条件下，天然纤维素在

12 wt%~18 wt%的 NaOH 溶液中会形成 Na-纤维素 I 型

结构，而在高于 30 wt%的 NaOH 溶液中会形成 Na-纤
维素 II 型结构。经计算，16.5 wt%和 30 wt%的 NaOH

溶液预处理得到的纤维素样品的结晶度分别为 46% 和
53%，表明不同质量分数 NaOH 预处理所得纤维素的
结晶度有一定差异。在本实验条件下，低质量分数的

NaOH 预处理有利于降低纤维素的结晶度。
2. 3 EDA 预处理纤维素及其晶型表征

采用 EDA 分别在 30°C 与 0°C 条件下对 α-纤维素

样品进行预处理，XRD 表征结果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 知 ， 经 EDA 预 处 理 且 只 洗 涤 去 除 纤 维 素 表 面 的

EDA 后所得纤维素的特征衍射峰分别位于 2θ=8°与 21°

处 ， 分 别 对 应 纤 维 素 的 （010） 晶 面 和 （100）、

（11̄0）、（110） 3 个 晶 面 的 重 叠 衍 射 峰 。 根 据 文 献

［18］，纤维素与 EDA 所形成的络合物在 XRD 谱图中

一般会出现两个主要特征衍射峰，分别位于 2θ = 8°与
21°附近。因此，在 30°C 与 0°C 且未完全去除 EDA 的

条件下，所得纤维素样品均与 EDA 形成了 EDA-纤维
素复合结构。

图2

丙三醇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FT-IR 谱图

采用乙醇溶液洗涤纤维素并完全去除 EDA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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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纤维素仍部分溶解于 H3PO4 溶液中，此时纤维

素结晶度为 33%，较反应 1 h 时的结晶度几乎没有
改变；继续延长反应时间至 24 h，纤维素仍不能完

全溶解，结晶度为 33%；继续升高反应温度至 50°C

且反应 6 h 后，纤维素仍不能完全溶解，结晶度为

33%，较常温处理时的结晶度没有变化。这表明，

α-纤维素在 85 wt%的 H3PO4 溶液中反应 1 h 时，可与

H3PO4 分子完全相互作用，形成无定形纤维素，继
续延长反应时间或提高反应温度，纤维素结晶度几

图4

EDA 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样品的 XRD 谱图主峰位于 2θ = 21°处，而 EDA-纤维

素络合结构中 2θ = 8°处的特征衍射峰不再出现。III 型

乎不变。此外，在 50°C 条件下，85 wt% H3PO4 预处

理后，纤维素有 2% 的质量损失，表明部分纤维素
在 H3PO4 溶液中发生了降解反应 ［22］。

纤维素样品的 XRD 谱图的主峰位置一般位于 2θ = 21°
附近处。因此，EDA 预处理且去除 EDA 后，纤维素

样品的结构已转化为 III 型纤维素结构。经计算，在
30°C 与 0°C 处理条件下，形成的 III 型纤维素样品的结

晶结构无显著差异，结晶度均为 55%。

2. 4

纤维素溶剂预处理纤维素及晶型表征

分别采用 H3PO4 和离子液体 ［BMIM］Cl 两种纤维

素溶剂对 α-纤维素样品进行了处理，考察这两种纤维
素溶剂预处理对纤维素结构及结晶度的影响，结果分
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由图 5 可知，室温条件下，采用 60 wt%的 H3PO4

图5

H3PO4 溶液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图6

[BMIM]Cl 预处理后纤维素的 XRD 谱图

溶液对 α-纤维素处理 3 h 后，部分纤维素溶解在 H3PO4
溶液中。预处理所得纤维素的主要衍射峰分别位于

2θ = 20° 与 22° 处 ， 对 应 II 型 纤 维 素 的 （11̄0） 和

（020） 晶面，表明该预处理条件下，纤维素转化为 II

型纤维素。纤维素溶剂预处理可将天然纤维素溶解，

沉淀再生后的纤维素的结晶度会大幅降低，并形成无

定 形 纤 维 素 结 构 。 根 据 文 献 ［19-21］， 40 wt% ~

70 wt%的 H3PO4 溶液预处理可将纤维素结构转化为 II
型结构，本研究结果与报道一致。

室温条件下，采用 85 wt%的 H3PO4 溶液对纤维

素 处 理 1 h 后 ， 部 分 纤 维 素 样 品 溶 解 于 H3PO4 溶 液

中，之后用大量水洗涤，纤维素析出干燥后对样品

由图 6 可知，90°C 条件下，采用 ［BMIM］Cl 试剂

进 行 XRD 表 征。 结 果 显 示 ， 预 处 理 后 的 纤 维 素的

处理 α-纤维素 3 h 后，纤维素样品的 （11̄0）、（110）

维素减弱，主峰位置转移至 2θ = 20°处，但在 2θ =

置转移至 2θ = 20°，但在 2θ = 22°位置上有部分重叠肩

（11̄ 0）、（110） 和 （020） 晶面衍射峰强度较原 α-纤

和 （020） 晶面衍射峰强度明显减弱，衍射峰主峰位

22°处有部分重叠肩峰。这表明该条件下，大部分

峰。这表明该条件下，大部分 α-纤维素转化为无定形

II 型结晶纤维素；经计算，此时纤维素的结晶度为

算，纤维素的结晶度为 29%。

α-纤维素转化为无定形纤维素，但仍含有一小部分
35%。在 85 wt% 的 H3PO4 条件下，延长反应时间至

纤维素，但仍含有很小一部分 II 型结晶纤维素；经计
对比 H3PO4 和离子液体 ［BMIM］Cl 两种纤维素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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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预处理效果，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可使纤维
素更多地转化为无定形结构。
2. 5

纤维素结晶结构的 CP/MAS 13C NMR 表征

为了进一步确认和分析不同预处理方法对纤维素

分子结构的影响，对 5 种选定的结晶纤维素样品进

13

63、63~65、65~67 处 ［25-26］。从图 7 可以看出，I 型纤维

素 C6 吸收峰的化学位移有 3 组，分别在 δ = 60~63、

63~65 和 66~67 处，其中 δ = 66~67 处的峰面积最大，
δ = 63~65 处的峰面积次之。这表明 3 种羟甲基构象在 I
型纤维素中都存在，但主要为 tg 构象，gg 构象比例较

行了 CP/MAS 13C NMR 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其中，

低。II型纤维素的C6吸收峰化学位移主要为δ = 63~65，

预处理、16.5 wt%的 NaOH 预处理、室温下 EDA 预处

化为 gt 构象。III 型纤维素样品的 C6 吸收峰化学位移主

I 型、II 型、III 型及无定形纤维素分别选用了丙三醇

理 （完全去除 EDA） 及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

所得的纤维素样品。

表明在转化过程中，II型纤维素的羟甲基构象已基本转
要为 δ = 63~65，但在 δ = 66 处还有 1 个小峰，表明其羟

甲基构象为 gt 构象，同时含有少量 tg 构象。［BMIM］Cl

预处理后形成的无定形纤维素中，C6 吸收峰化学位移
也有 3 组，但以 δ = 63~65 为主，因此其羟甲基构象主

要为gt构象，同时含有部分tg和gg构象。
2. 6

不同来源纤维素预处理与晶型结构表征
不同来源的纤维素样品间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为

了避免纤维素来源对预处理后纤维素结构改变的研究

产生影响，对棉花和 MCC 也进行相应的预处理，获

得了 3 种系列的不同纤维素样品。棉花为天然的纤维
素样品，长径比和结晶度较高。MCC 由棉花制备而
得，其结晶度与棉花相近，但经过精制，其颗粒度约

图7

α-纤维素预处理前后的 CP/MAS 13C NMR 谱图

根据文献 ［23-24］，δ = 108~102 处的吸收峰归属

于纤维素中的 C1 吸收峰，δ = 93~81 处的吸收峰归属

于 C4 吸收峰，δ = 60~70 处的吸收峰归属于与伯羟基

相连的 C6 吸收峰，δ = 81~70 处的吸收峰归属于纤维

素 葡 萄 糖 残 基 的 C2、 C3 和 C5 吸 收 峰 。 经 NaOH、
EDA 和 ［BMIM］Cl 预处理后，纤维素 C4 吸收峰的化
学位移均向高场移动。其中，δ = 89 处的吸收峰与结

晶纤维素的结构有关，δ = 84 处的吸收峰与无定形纤

维素的结构有关。经 ［BMIM］Cl 预处理后，纤维素
C4 吸收峰化学位移量最高。这再次证实，预处理后

为 50 μm。 预 处 理 过 程 中 ， NaOH 预 处 理 采 用
16.5 wt%的 NaOH 溶液进行，EDA 预处理在 30°C 条件

下进行，纤维素溶剂预处理采用了离子液体［BMIM］Cl 进

行。为了分析预处理后棉花与 MCC 结晶结构的变化，
对预处理后的棉花与 MCC 的结晶结构进行了 XRD 表

征，结果如表 1 所示。XRD 表征结果表明，棉花与

MCC 经 NaOH 预处理后均转化为 II 型纤维素结构，经
EDA 预处理后均转化为 III 型纤维素结构。经离子液

体 ［BMIM］Cl 预处理后，大部分棉花和 MCC 都转化
为无定形结构，但还存在少部分 II 型结晶纤维素。

此外，结晶度方面，棉花与 MCC 结晶度相近，

但高于 α-纤维素。MCC、棉花和 α-纤维素经 NaOH 预

得到的 II 型、III 型及无定形纤维素样品的结晶度下

处理后，得到的纤维素样品的结晶度分别为 51%、

含量最多。在两种 I 型纤维素的 C4 吸收峰中，两种样

理的敏感度不同。MCC、棉花、α-纤维素经离子液体

降，其中，［BMIM］Cl 预处理后纤维素的无定形结构

56% 和 46%。这表明不同来源的纤维素对 NaOH 预处

品均在 δ = 89 处出峰，但 α-纤维素更靠近低场位，而

［BMIM］Cl 预处理后，得到的纤维素样品结晶度分别

度上反映了两种纤维素样品中 Iα 与 Iβ 型纤维素的相对

晶度差异不大，但与 α-纤维素处理后得到的纤维素样

丙三醇预处理后的纤维素更靠近高场位，这在一定程
含量，α-纤维素原料中含更多的 Iα 型纤维素，而丙三

醇处理后的纤维素样品含更多的 Iβ 型纤维素。

纤维素的CP/MAS C NMR 谱图中，C6吸收峰的化
13

学位移与纤维素中羟甲基的构象相关。纤维素羟甲基

构象包括 gg、gt 和 tg 3 种，吸收峰分别分布在 δ = 60~

为 34%、37% 和 29%，其中 MCC、棉花纤维素样品结

品结晶度差异较大，这表明不同来源的纤维素对

［BMIM］Cl 预处理的敏感度也不同，而且可能与原料
的结晶度相关。纤维素原料的结晶度高，预处理后获

得的纤维素样品的结晶度也相应较高。EDA 预处理
后，3 种来源所得纤维素样品的结晶度差异很小，表

14

表1

原料来源

纤维素主要晶型 结晶度/%

α-纤维素
MCC

无

棉花
16 wt%的NaOH溶液预处理，
室温

I 型纤维素

α-纤维素
MCC

棉花

II 型纤维素

α-纤维素
EDA 预处理，
30°C

MCC

棉花

III 型纤维素

α-纤维素
[BMIM]Cl 预处理，
90°C

MCC

无定形纤维素

棉花

61
79
80
46

不同，纤维素原料结晶度高，预处理后纤维素样品的

纤维素、纳米纤维素的改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

本研究结论对于预处理后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以及

55

意义。

29

致

56
34
37

谢

本文的主要工作均在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
学院李十中教授的课题组完成。此外，李十中教授对
本文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指导，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
此，对李十中教授表示崇高的感谢！

论

H3PO4 以及离子液体 ［BMIM］Cl 对不同来源 （包括 α-

纤维素、棉花以及 Avicel 微晶纤维素） 的纤维素样品
进行预处理，通过 X 射线衍射 （XRD）、固体核磁共

振 （CP/MAS 13C NMR） 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研究了这几种预处理方法对纤维素结晶结构的
影响。

室温下，质量分数>16. 5 wt%的 NaOH 溶液可将

I 型天然纤维素转化为 II 型纤维素。低质量分数的

NaOH 预处理条件有利于获得低结晶度的纤维素样品。

EDA 可将 I 型天然纤维素转化为 III 型纤维素。

0°C 与 30°C 条件下，EDA 预处理对纤维素结晶度的影

响一致。
3. 3

结晶度的影响与原料关系较小，但 NaOH 与离子液体

［BMIM］Cl 预处理后不同来源的纤维素的结晶度改变

55

56

分 别 采 用 丙 三 醇 、 NaOH、 乙 二 胺 （EDA）、

3. 2

对于不同来源的纤维素，EDA 预处理对纤维素

结晶度也相应较高。

系较小。

3. 1

3. 5

51

明 EDA 预处理对纤维素结晶度的改变与原料来源关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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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含有部分 tg 和 gg 构象。

预处理后纤维素样品的结晶结构

预处理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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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wt%的 H3PO4 可将 I 型天然纤维素转化为 II 型

纤维素。室温以上条件下，85 wt%的 H3PO4 预处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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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Various Pretreatment Methods on Cellulose Crystalline Structure
CUI Ting
（Sinopec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Beijing，100013）
（E-mail：cuit63034. bjhy@sinopec. com）

Abstract：In this paper，cellulose samples including Avicel，α-cellulose，and cotton fibers were subjected to the pretreatments of glycerol，
sodium hydroxide，ethylenediamine，phosphoric acid and ionic liquid，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pretreatments on cellulose

crystalline structure wer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XRD，CP/MAS 13C NMR and FT-IR analysis results，the 16. 5 wt% NaOH and the
60 wt% H3PO4 pretreatment could convert natural cellulose from I to II allomorph，while the EDA pretreatment could convert natural cellulose

to III allomorph. Additionly，the 85 wt% H3PO4 and the［BMIM］Cl pretreatments could convert natural cellulose to amorphous cellulose.

However，the［BMIM］Cl pretreatment was beneficial to produce amorphous cellulose compared to the 85 wt% H3PO4 pretreatment. During

all the conversion process，the hydroxymethyl conformation of cellulose samples changed accordingly. Beside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 of EDA pretreatment on cellulose crystallinity and its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However，the effects of NaOH and

［BMIM］Cl pretreatments on the crystallinity of cellulose were related to the resouce of the cellulose. The higher the crystallinity of the raw
materials was，the higher crystallinity of the cellulose after pretreatment.
Keywords：cellulose；crystalline structure；crystal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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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针叶木化学浆在碱尿素水溶液体系中
溶解行为的研究
孔维炜

李慜恒

寇金宝

马泽玉

石

岩*

（天津商业大学包装工程系，天津，300134）
摘

要：以用于生产黏胶纤维的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 （BSK） 和硫酸盐法针叶木溶解浆为原料，通过测定纸浆纤维-纤维素-溶剂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 溶解体系的透光率及溶解生成的纤维素溶液的黏度、观察纸浆纤维冷冻过程的微观形态、分析溶解前后纸浆
纤维长度和宽度的变化、检测未溶部分的 X 射线衍射谱图，研究对比了这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体系中溶解行为的差异。
结果表明，相同浆浓下，聚合度高的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溶解后体系的透明度比聚合度低的针叶木溶
解浆体系的高，前者溶解生成的纤维素溶液的黏度大于后者溶解生成的纤维素溶液的黏度，即纤维素含量高、聚合度低的溶解浆反而
较难溶解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针叶木硫酸盐浆溶解后纤维变短且变粗，而针叶木溶解浆因大部分短小纤维被溶解导致溶
解后纤维的平均长度变长，且宽度变化较小。针叶木硫酸盐浆保留了完整的纹孔结构，溶剂渗透性较好，其溶解效果优于在制浆过程
中细胞壁经受严重破坏的针叶木溶解浆的溶解效果。
关键词：针叶木浆；溶解浆；纸浆纤维；纤维素；溶解行为；碱尿素体系
TB332
中图分类号：TS749+. 1；

文献标识码：A

溶解浆又被称为化纤浆，是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
原料。近年来，由于棉花种植面积减少等因素的影响，
棉绒浆增量很少，因此木浆溶解浆成为支撑黏胶纤维产
［1］

能增长的主要原料 。生产木浆溶解浆的方法有酸性亚
硫酸盐法 （简称亚硫酸盐法） 和预水解硫酸盐法 （简称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16

棉短绒浆来生产黏胶纤维 ［5-7］。

2002 年 ， 武 汉 大 学 张 俐 娜 教 授 团 队 发 现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在−12℃能溶解平均分子质量低

于 1.2×105 的纤维素 （即聚合度 （DP） 低于 740），最

高溶解度为 5%，在室温下贮存 11 天可形成凝胶 ［8］。

硫酸盐法） 两种。针叶木溶解浆通常采用亚硫酸盐法生

这种非衍生化纤维素溶剂体系因价廉环保、低温溶解

产，目前全球范围内亚硫酸盐法溶解浆的产量接近1/2。

快速的特点引起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发现 ［9-12］，不

亚硫酸盐法生产溶解浆工艺由于存在废液处理和原料限
制等问题，正逐渐减少采用，如今新增的溶解浆基本上
都是采用硫酸盐法生产。除了针叶木，一些半纤维素含
量高的阔叶木及树脂含量高的纤维原料也可采用硫酸盐
法来生产硫酸盐溶解浆。与亚硫酸盐法生产的溶解浆相
比，硫酸盐法生产的溶解浆具有较高的 α-纤维素含量、
［2］

同于溶解纯纤维素，7% NaOH/12% 尿素水溶液对溶

解浆纤维素纤维的溶解能力与其聚合度无关，即聚合
度高的溶解浆未必就难溶于 7% NaOH/12% 尿素水溶
液中。在不同来源的溶解浆中，纤维刚硬且聚合度较

低的竹溶解浆纤维素纤维非常难溶于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聚合度相近、相同来源的溶解浆溶解情

较低的反应性能和纸浆得率 。近些年，我国一直在增

况也有明显差别。因此，为了解能部分替代溶解浆的

加硫酸盐法木材溶解浆和竹溶解浆的产量，但由于原料

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和针叶木溶解浆在上述体系中的

短缺，我国黏胶纤维行业仍需要进口大量溶解浆来弥补

溶解性 （即反应性能）［13-15］，本课题比较了漂白针叶

浆粕原料的缺口 ［3-4］。为了缓解原料短缺的问题和降低
黏胶短纤维的生产成本，最近一些国内企业采用国外进
口的漂白针叶木浆 （Pearl 428） 来替代其他溶解浆或
®

木硫酸盐浆和针叶木溶解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
溶液体系中的溶解行为，以期为针叶木化学浆的衍生
化反应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收稿日期：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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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水溶液溶解体系转移倒入 10 mL 离心管中进行离

验

心分离。TDL-60C 低速台式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

浆样的准备及特征分析
分别将用于生产黏胶纤维的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

（美国惠好公司） 和硫酸盐法针叶木溶解浆板 （湖南

器 厂） 的 设 定 参 数 为 ： 转 速 3000 r/min、 加 速 度

50 m/s2、时间 10 min、离心力 1318 N。用移液枪移取

离心管中的上层清液 2 mL 放入干净且干燥的 20 mL 小

骏泰纸浆有限责任公司） 撕成约 1 cm×1 cm 大小的浆

塑料瓶中，再用移液管移取 20 mL 7% NaOH/12% 尿

静置两周左右待用。两种针叶木浆纤维原料的特征如

中的乌氏黏度计中，恒温 5 min 后用秒表测定稀释的

片，然后分别放入广口瓶中，使其在恒温恒湿环境中

表 1 所示。

纤维素溶液经过乌氏黏度计上下刻度线的时间，每个

表1

两种针叶木浆纤维原料的特征

参数

1190

纤维素含量/%

93.55

结晶度/%

质
量

89

97.07

78.9

82.6

7.36

6.27

≥91

度 ηr。 特 性 黏 度 ［η］ 按 照 公 式 ［η］ = ［2（ηr-1-

］ 1/2/c 来计算。
lnηr）

1. 5 两种纸浆纤维溶解行为的冷冻显微镜观察
每个纸浆试样在纸浆碱尿素溶剂混合物中的质量

分数是 2%，将准备好的浆样搅拌均匀、充分润胀后

≥88.5

动电电位/mV

−16.7

−17.3

观察纸浆纤维动态冷冻过程形态的变化，温度观察范

34.6

33.0

20℃，调节目镜 （×10） 和物镜 （×20），Linkam 自带

质均长度 Lw/mm

质均宽度 Ww/μm

细小纤维含量/%
扭结指数/mm-1
粗度/μg·m-1
葡萄糖含量/%

中

木糖含量/%

性

甘露糖含量/%

糖

阿拉伯糖含量/%
半乳糖含量/%

1. 2

800

试样平行测定 3 次，计算平均经过时间，得到相对黏

R18 /%

水分/%

维

针叶木硫酸盐浆 针叶木溶解浆

平均 DP

α-纤维素含量/%

纤

素水溶液进行稀释。将稀释的纤维素溶液倒入恒温槽

2.041
37.7

≥88

1.873
37.2

用冷冻显微镜 （Olympus BX51，Linkam BCS196 冷台）

围 是 − 25℃ ～20℃ ， 梯 道 速 率 10℃/min， 极 限 温 度
测量软件会自动拍摄试样在不同温度下形态变化的

0.675

0.696

88.31±0.15

96.35±0.30

1. 6 两种纸浆溶解前后纤维长宽度频率分析

7.73±0.25

3.45±0.39

砂 玻 璃 珠 的 玻 璃 瓶 中 ， 加 水 后 剧 烈 摇 晃 10 min 左

225.4

4.55±0.24
0.27±0.23
—

184.9

1.23±0.34
—
—

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的低温

溶解

图像。
分别取相当于 0.2 g （绝干） 的两种浆放入带磨

右，然后把玻璃瓶中的浆水悬浮液全部转移到测试

用的 400 mL 烧杯里并在纤维质量分析仪 （L & W Fi‐
ber Tester-912， 瑞 典 Lorentzen & Wettre 公 司） 上 进
行溶解前纸浆的纤维质量分析。分别取 1.2 中相当

首先按照质量分数配制 7% NaOH/12% 尿素水溶

于绝干浆质量 0.2 g 的纸浆溶解液 10 mL，用稀盐酸

素水溶液中，充分搅拌润胀后在−12.6℃冷冻 3 h，再

玻璃珠的玻璃瓶中，剧烈摇晃 10 min 左右，然后把

液，接着按照不同浆浓将风干的两种浆加入上述碱尿

在室温解冻搅拌条件下获得纸浆纤维-纤维素-溶剂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 溶解体系。
1. 3

纸浆纤维-纤维素-溶剂溶解体系透光率的测定

先将蒸馏水装于玻璃液槽内，作为标准溶液置于

WGT-S 透光率/雾度测定仪 （上海申光制造） 样品台

上测量标准溶液的透光率。再将解冻后的纸浆纤维纤维素-7% NaOH/12% 尿素水溶液溶解体系摇匀后倒
入干净的玻璃液槽内，置于样品台上测量试样的透光
率，试样的透光率与标准溶液透光率的比值即为该溶
解体系的透光率，重复测试取平均值。
1. 4

透明纤维素溶液的分离及黏度测定

将解冻搅拌好的纸浆纤维-纤维素-7% NaOH/12%

调至中性后借助 50 mL 水将溶解液全部倒入带磨砂

玻璃瓶中的溶解液全部转移到测试用的 400 mL 烧杯
里并在纤维质量分析仪上进行溶解后纸浆的纤维质
量分析。

1. 7 两种纸浆未溶部分的 XRD 分析

将两种纸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的未

溶部分制成约 1 cm×1 cm 大小表面平整、形状规则的

样品，然后将其放入盛有无水氯化钙的真空烘箱中，

在 50℃干燥 6 h 后，使用 D/MAX-2500 X-Ray 衍射仪

（日本理光） 对其进行 XRD 分析。铜靶 （Cu Kα tar‐

get，λ=1.54056 Å） 为辐射源，加速电压和发射电流

分别为 40 kV 和 200 mA，衍射角 （2θ） 范围为 4°～
40°，扫描速度 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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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溶解效果

图 1 为不同浆浓的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

维素-7% NaOH/12% 尿素水溶液溶解体系的透光率都
随浆浓的增大而降低。这说明浆浓大，碱尿素水溶液

未能使纤维得到充分润胀，纤维素不能充分被溶解，
溶液呈黏稠絮状，所以透明度不高。并且相同浆浓

水溶液中的溶解效果。由图 1 可知，不同浆浓的两种

下，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纤维素-7% NaOH/12% 尿素

表明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对聚合度超过 740 的

率，这也与 2.1 中观察到的现象吻合。

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都没有完全溶解，

纸浆纤维素纤维的溶解能力有限。并且相同浆浓下，
聚合度高的漂白针叶木硫酸盐浆溶解后体系的透明度
比聚合度低的针叶木溶解浆溶解后体系的高，表明聚
合度高的纸浆纤维素纤维未必就较难溶解，这与
Nicolas Le Moigne 等

［16］

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与纸浆

纤维所处的化学环境 （结晶度、纤维质量、纤维细胞

水溶液溶解体系的透光率都高于针叶木溶解浆的透光
2. 3 不同浆浓的两种浆纤维素溶液的黏度

不同聚合度的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

液中溶解生成的纤维素溶液的特性黏度 ［η］ 如图 3
所示。

由 图 3 可 知 ， 随 着 浆 浓 的 增 大 ， 两 种 浆 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溶解生成的纤维素溶液的特

形态、半纤维素组分、纤维素纤维的分子质量分布

性黏度都随浆浓的增大而逐渐降低。说明浆浓高，纤

等） 有关。

维的润胀不好，因而导致小分子纤维素溶解，从而黏

由表 1 两种针叶木浆纤维原料的特征可知，实验

度低。浆浓相同时，聚合度高的针叶木硫酸盐浆生成

用两种浆的聚合度、α-纤维素含量和中性糖含量有明

的纤维素溶液的特性黏度大于聚合度低的针叶木溶解

显的差别，且两种浆都是漂白针叶木浆，几乎不含木

浆纤维素溶液的特性黏度，溶液中含有的纤维素分子

行为似乎仅受纤维素含量的影响。与常规针叶木硫酸

体系中溶解效果较好。

素，所以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的溶解

盐浆相比，预水解硫酸盐法针叶木溶解浆的甘露糖和
木糖含量较低。甘露糖多来源于针叶木的半纤维素，
且硫酸盐浆中抗碱的聚葡萄糖甘露糖会部分吸附在纤
维素上。半纤维素是一种反应活性很高的低聚合度组
分，会比纤维素优先反应，从而影响纤维素溶解过
程。可是实验结果正好相反，这表明浆中纤维素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的溶解并没有受到一定含
量半纤维素的影响，可能还受其他因素控制，这也与
Shi 等
2. 2

［17］

的结论一致。

多，即针叶木硫酸盐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
2. 4 不同浆浓的两种浆纤维溶解行为的冷冻显微镜
观察

图 4 为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溶解 2% 浆浓的

浆纤维在不同温度时的纤维形态图。从图 4（a）中可以
看出，两种浆纤维素纤维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
液中发生明显形态变化对应的温度不一样。在显微镜
观察视野内，在−10℃时，部分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
素纤维出现明显的球形溶胀，在−15℃时，纤维颜色
较浅，溶胀效果更加明显，其他的纤维也呈现明显的

不同浆浓的纸浆纤维-纤维素-溶剂溶解体系的
透光率

不同浆浓的两种针叶木浆在 7% NaOH/12% 尿素

水溶液中低温溶解后生成的纸浆纤维-纤维素-溶剂溶
解体系的透光率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两种浆在

图1

注

球形溶胀，可见纤维的溶胀先后发生，表明溶剂对浆

纤维的可及度大小影响其溶解效果。从图 4（b）中可观
察到针叶木溶解浆纤维素纤维在−10℃和−15℃时无明

显球形溶胀，纤维交错缠绕在一起。此外，15℃时，
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表面有许多类似纹孔的结构。纹

a—针叶木硫酸盐浆；b—针叶木溶解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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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过程中细胞壁经受严重破坏，脱木素方式的差异
导致其纹孔结构特征不太明显，聚合度高的针叶木硫
酸盐浆因保留了完整纹孔结构，具有较好的溶剂渗透
性，故其溶解效果较好。
2. 5 两种浆溶解前后纤维长宽度频率分析

以 2% 浆浓为例，用 L & W 纤维分析仪测得的两

种浆纤维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低温溶解前

后纤维形态长宽度频率，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图 5（a）
可以看出，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溶解前后纤维数均长

图2

度主要集中在 2.0 和 0.4 mm，溶解前后纤维的数均宽

度主要集中在 32 和 44 μm。对比图 5（b）发现，针叶木

不同浆浓的浆纤维-纤维素-7%

溶解浆纤维溶解前后纤维数均长度主要集中在 0.4 和

NaOH/12% 尿素水溶液溶解体系的透光率

1.8 mm，溶解前后纤维的数均宽度主要集中在 32 和
30 μm。综上可知，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溶解后纤维
变短且变粗；而针叶木溶解浆纤维素溶解后纤维的长

度变长，即大部分短小纤维被溶解，且宽度变化较
小。这说明溶剂对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形态有明显的
改变，因而其溶解效果好，这也与前面得出的结论
一致。
2. 6
图3

不同浆浓的两种浆在 7% NaOH/12%

孔是次生壁加厚过程中未加厚的部分，它几乎是所有
针叶木管胞的典型特征之一。一般情况下，S2 层 （次
生壁中层） 和 S3 层 （次生壁内层） 中的纤维素含量较

高 （约 55%），S2 层和 S3 层中的半纤维素含量分别约

为 35% 和 40%。可以断定聚合度低的针叶木溶解浆在

图4

图 6 为两种针叶木浆未溶部分的 XRD 谱图。从图

6 可以看出，两种浆在 7%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未

尿素水溶液中溶解后溶液的特性黏度

注

纸浆纤维未溶部分的 XRD 分析

溶部分都在 2θ=34.5°处有一个不明显的纤维素 I 的

（040） 结晶面的峰，说明未溶部分仍存在纤维素 I 的
结构。针叶木硫酸盐浆未溶部分在 2θ=19.9°处峰向

21.6°移动并变宽，针叶木溶解浆未溶部分的衍射峰呈

“M”重叠峰形状，衍射角 2θ=12.0°、19.9°和 21.6°处
的峰分别归属于 （11̄0）、（110） 和 （020） 纤维素 II

放大倍数：
目镜×10，物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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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两种浆溶解前后纤维长宽度频率分布图

。根据 XRD 谱图，采用分峰法测定针

剂分子可更好地渗入到针叶木硫酸盐浆纤维素晶型内

木溶解浆未溶部分纤维素的结晶度为 60.8%，与浆料

解。对比 2.1 的讨论可见，高结晶度影响了纸浆在 7%

的结晶面

［18-19］

叶木硫酸盐浆未溶部分纤维素结晶度为 52.9%，针叶

初始结晶度相比分别降低了 26.0% 和 21.8%。表明溶

部，破坏了纤维素的晶型，促进了天然纤维素 I 的溶
NaOH/12% 尿素水溶液中的溶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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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比较了用于生产黏胶纤维的漂白针叶木硫

酸盐浆和针叶木溶解浆在碱尿素 （7% NaOH/12%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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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solution Behavior of Cellulose Fibers from Different Softwood Chemical Pulps in
NaOH/Urea Aqueous Solution
KONG Weiwei LI Minheng KOU Jinbao MA Zeyu

SHI Yan*

（Department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300134）
（*E-mail：shyan@tjcu. edu. cn）

Abstract：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 and softwood dissolving pulp were selected to study in this work，and the difference in dissolution be‐

havior of these two pulps in 7% NaOH/12% urea aqueous solu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determining transmittance of pulp fiber-cellulose-sol‐

vent dissolving system，viscosity of dissolved cellulose solution，observing on the dissolution behavior of pulp fiber by freezing microscope，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fiber length and width before and after dissolution and testing the X-ray diffraction of undisssolved fraction.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under the same pulp concentration，the transparency of mixture from dissolution of 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 with high‐
er polymerization degree in 7% NaOH/12% urea aqueous solu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leached softwood dissolving pulp with lower po‐
lymerization degree in 7% NaOH/12% urea aqueous solution. Moreover，the viscosity of the cellulose solution of the form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namely，dissolving pulp with lower polymerization degree and higher cellulose content was more difficult to dissolve in

7% NaOH/12% urea aqueous solution. The fibers of softwood kraft pulp became shorter and thicker after being dissolved，while the fibers of

softwood dissolving pulp became longer in length and almost no change in width after being dissolved because of dissolution of most short fi‐
bers. The dissolving efficiency of softwood kraft pulp with intact fiber pit structur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softwood dissolving pulp with cell

wall damaged in pulping process because of its better solvent permeability. Contrast to the dissolution of pure cellulose in NaOH/urea aqueous

solution，the crystallinity and quality of pulp fiber，the morphology of fiber cells，hemicellulose components and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

tion of cellulose in pulp fiber all could affect its dissolution behavior in NaOH/ urea aqueous solution.

Keywords：softwood pulp；dissolving pulp；pulp fibers；cellulose；dissolution behavior；alkali ure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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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应活性的纤维素基微/纳米颗粒功能化
超疏水表面的制备与表征
张

松 1，2 李

薇 1，2，* 杨

喻 1，2 梁添皓 1，2 李慧灵 1，2 张惠敏 1，2 李泽荣 1，2 王双飞 1，2

（1.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2. 广西清洁化制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广西南宁，530004）
摘

要：以微晶纤维素为原料，通过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了 10-十一烯酸-硬脂酸纤维素酯 （CSU） 衍生物，并采用纳米沉淀法制备了

CSU 微/纳米颗粒，将其喷涂在 CSU 溶液浸渍的硅片表面后，制备出一种具有反应活性的超疏水表面。采用核磁共振波谱仪 （NMR）、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Zeta 电位粒度仪 （DLS）、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及巯基-烯点击化学反应体系对 CSU 微/纳米颗粒
及其构建的超疏水表面进行表征。重点探究了该表面的超疏水机理、热稳定性和反应活性。结果表明，所制备的 CSU 微/纳米颗粒平
均直径约为 （149±3） nm，多分散性指数 （PDI） 为 0. 132；所构建的超疏水表面的表面接触角为 （153±1）°
，滚动角为 7°
；该表面
的超疏水性在温度高于 40℃时不稳定，且可通过巯基-烯点击化学反应进行再功能化。
关键词：微晶纤维素；长链酰氯；微/纳米颗粒；超疏水；反应活性
中图分类号：TS7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23

近年来，超疏水表面在自清洁 ［1-3］、防结冰 ［4-5］ 和
防腐蚀

［6-7］

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

广泛关注。通常情况下，将水滴静态接触角大于 150°

且滚动角小于 10°的表面定义为超疏水表面

。超疏

［8］

水表面需具备较低的表面能和微/纳米尺寸的表面粗
糙结构

。目前，超疏水表面的构建主要通过以下两

［9］

个途径：（1） 在低表面能物质的表面构建微/纳米尺
寸的粗糙结构；（2） 利用低表面能的物质对具有微/
纳米尺寸粗糙结构的表面进行修饰

。为降低表面

［8］

能，研究者们通常采用氟类或硅氧烷类化合物对粗糙
表面进行处理 ［10-11］。但使用这些化合物修饰后的超疏
水表面不具有反应活性，难以将其再功能化以扩大其
应用范围，如制备超疏水/ （超） 亲水微阵列芯片用
于生物医疗检测等 ［12］。因此，研发一种具有反应活

制得不同的纤维素衍生物 ［15-16］。在众多的纤维素衍生
物中，纤维素长链酯是一类绿色环保的疏水性化合
物 ［17］。将其应用于超疏水表面的构建，将有助于绿
色功能表面的发展。
本实验以微晶纤维素为原料，通过亲核取代反应

先后将 10-十一烯酰基和硬脂酰基接入纤维素骨架，

然后采用纳米沉淀法制备出 10-十一烯酸-硬脂酸纤维

素酯 （CSU） 微/纳米颗粒，将其喷涂在 CSU 溶液浸渍
的硅片表面后，制备出超疏水表面。探究了 CSU 微/

纳米颗粒功能化的超疏水表面的超疏水机理、热稳定
性及反应活性。
1 实

验

1. 1 原 料

性的低表面能物质构建超疏水表面具有重要意义。
纤维素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具有价
廉、来源广、可再生和可降解等优点

通过对羟基的化学改性可赋予纤维素不同的性能，并

。它是 D-葡

［13］

微晶纤维素 （MCC），平均粒径 50 μm，西格玛

奥德里奇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10-十一烯酰氯、

萄糖单元通过 β-1,4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大分子多糖，

硬脂酰氯、氯化锂、N,N-二甲基乙酰胺 （DMAc）、硫

其骨架上存在大量的羟基，具有较强的吸水性

代苹果酸、巯基乙胺、安息香二甲醚、乙醚、三氯甲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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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甲苯、正辛醇、二恶烷、环己烷、己烷、甲醇、
二甲基甲酰胺、丙酮、二甲基亚砜、吡啶和四氢呋喃
均为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无水乙
醇，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二氯甲烷，分
析纯，天津市北辰方正试剂厂；单晶硅片，北京中镜
科仪技术有限公司。
1. 2

CSU 的制备

取 1.5 g MCC （0.11 mol/L ），加入装有 4.5 g 氯化

锂和 60 mL DMAc 溶液的圆底烧瓶中，加热至 140℃保
持 0.5 h，冷却至室温后静置过夜。再将 11.18 mL 的吡

图1

啶 （1.71 mol/L） 和 9.9 mL 的 10- 十 一 烯 酰 氯

（0.57 mol/L） 加入上述圆底烧瓶中，加热至 60℃，反

CSU 微/纳米颗粒（a）和 CSU 微/纳米颗粒

功能化超疏水表面（b）的制备示意图

应 3 h。随后将其倒入 300 mL 的乙醇溶液中沉淀，通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的超疏水表面进行观察，测试

乙醇中沉淀纯化，重复操作 3 次，真空干燥后得 10-

100，德国布鲁克公司） 测试该表面润湿情况，测试水

过离心分离得初产品，再将其溶解在四氢呋喃中，在

十一烯酸纤维素酯 （CUE）（4.5 g，得率为 98%）。

取 4 g CUE 加入到装有 30 mL 吡啶的圆底烧瓶中，

加热至 100℃后加入 8.5 mL 硬脂酰氯，搅拌 1 h （氮气

氛围）。随后将其倒入 200 mL 的乙醇溶液中沉淀，通

过离心分离得初产品，再将其溶解在二氯甲烷中，在

乙醇中沉淀纯化，重复操作 3 次，真空干燥后得 CSU

（6.05 g，得率为 97%）。
1. 3

CSU 微/纳米颗粒的制备

采用纳米沉淀法，将 15 mL CSU 二氯甲烷溶液

（20 mg/mL） 滴入 75 mL 乙醇中，剧烈搅拌，即得 CSU
微/纳米颗粒悬浮液 （见图 1（a）
）。
1. 4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制备

通过浸渍法将 CSU 二氯甲烷溶液 （5 mg/mL） 涂

覆到硅片表面对其进行预处理，待其干燥后，用喷枪

将 CSU 微/纳米颗粒悬浮液均匀地喷涂到预处理的硅
片表面。喷枪压力为 400 kPa，喷枪与硅片的垂直距

前对样品进行喷金处理；采用接触角测量仪 （DSA

滴为 4 μL。该表面的反应活性测试如下：将制备得到
的超疏水表面分别浸入硫代苹果酸乙醇溶液和巯基乙

胺乙醇溶液中，紫外光照射 10 min （320~400 nm，强
度约 100 mW/cm2） 后，乙醇清洗后室温干燥。

2

结果与讨论

2. 1 CSU 的化学结构分析

利 用 NMR 对 CSU 的 化 学 结 构 进 行 表 征 ，

其 H NMR 谱 图 如 图 2 所 示 。 由 图 2 可 知 ， 化 学 位
1

移 δ 位 于 约 5.7 和 4.9、 3.2~5.0 （4.9 除 外）、 1.0~2.7

和 0.7 处 的 信 号 分 别 属 于 10- 十 一 烯 基 末 端 烯 烃 质

子 ［18］、纤维素主链质子、10-十一烯酰基与硬脂酰
基饱和脂肪链中的质子和硬脂酰基的末端质子 ［19］。

根 据 相 应 峰 的 积 分 面 积 计 算 得 CSU 的 取 代 度
约为 3 ［18］。

离约 30 cm，喷涂后室温干燥，得到 CSU 微/纳米颗粒
功能化的超疏水表面 （见图 1（b）
）。

1. 5

分析检测

采 用 核 磁 共 振 波 谱 仪 （NMR， AVANCE III

HD500，德国布鲁克公司） 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TENSOR II，德国布鲁克公司） 联合表征 CSU
的化学结构；采用二氯甲烷、四氢呋喃、乙醚、三氯

甲烷、甲苯、正辛醇、吡啶、二恶烷、环己烷、己烷、
乙醇、甲醇、二甲基甲酰胺、丙酮和二甲基亚砜测定

CSU 的溶解性；采用 Zeta 电位粒度仪 （Nano-ZS90X，
英国马尔文公司） 测定 CSU 微/纳米颗粒的尺寸；采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F16502，荷兰飞纳公司） 对

图2

CSU 的 1H NMR 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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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 MCC 和 CSU 的 FT-IR 谱图。由图 3 可知，

与 MCC 相比，CSU 在 3334 cm 处的吸收峰消失，说
−1

明纤维素骨架上的羟基全部被取代，这与通

过 H NMR 谱图计算的取代度结果相一致。相对于
1

MCC，CSU 在 3077 和 1747 cm−1 处出现新的吸收峰，

它 们 分 别 对 应 CH2=CH2 和 C=O 基 团 ； 而 2920、
2852、1641、1465、722、1156 和 897 cm 处吸收峰
−1

的增强分别归因于所接枝的脂肪族长链上亚甲基的非
对称及对称伸缩振动

、CH2=CH2 基团的伸缩振

［18］

动、脂肪族长链上的 C—H 基团的弯曲振动及面内摇
摆振动、脂肪族长链上 C—C 基团的伸缩振动和烯烃

表1
溶剂

MCC 和 CSU 在各种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

二氯甲烷 四氢呋喃

乙醚

三氯甲烷

甲苯

MCC

−

−

−

−

−

溶剂

正辛醇

吡啶

二恶烷

环己烷

己烷

MCC

−

−

−

−

−

溶剂

乙醇

甲醇

二甲基甲酰胺

丙酮

二甲基亚砜

MCC

−

−

−

−

−

CSU

CSU

CSU

注

+

+

−

+

+

−

+

+

−

+

+

−

+表示可溶；
−表示不可溶。溶剂浓度 5 mg/mL，
室温。

+

+

−

C—H 基团的变形振动 ［20］。这些结果均表明，10-十一

烯酰基和硬脂酰基都成功地接枝到了纤维素骨架上。

图4

CSU 微/纳米颗粒的粒径分布图

润湿性，首先探讨 CSU 溶液功能化的硅片表面润湿

2. 2

图3

MCC 和 CSU 的 FT-IR 谱图

CSU 的溶解性分析

MCC 和 CSU 在不同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如表 1 所

示。由表 1 可知，MCC 不溶于所有所选溶剂，这是因

性，结果如图 5（a）所示。由图 5（a）可知，CSU 溶液功

能化的硅片表面接触角为 （103±2）°。这表明，含有

长链硬脂酰基和 10-十一烯酰基的 CSU 溶液功能化的
硅片具有较低的表面能。随后，研究喷涂 CSU 微/纳
米颗粒对 CSU 溶液功能化硅片表面润湿性的影响，结

为其分子内及分子间存在大量氢键。而 CSU 在二氯甲

果如图 5（b）所示。结果表明，该功能化表面的表面

啶、二恶烷、环己烷、己烷这类溶剂中均可溶，表明

水性。

效地提高了 MCC 的溶解性。但 CSU 在乙醇、甲醇、

面的超疏水机理，采用 SEM 对其表面形貌进行观察。

溶。因此，本课题最终采用二氯甲烷为溶剂，乙醇为

和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 SEM 图。从

烷、四氢呋喃、乙醚、三氯甲烷、甲苯、正辛醇、吡
10-十一烯酰基和硬脂酰基长链接入纤维素骨架中有

二甲基甲酰胺、丙酮、二甲基亚砜等极性溶剂中不可
沉淀剂制备 CSU 微/纳米颗粒。

2. 3 CSU 微/纳米颗粒的粒径分析

图 4 为 CSU 微/纳米颗粒的粒径分布图。从图 4 中

可以看出，实验所制备的 CSU 微/纳米颗粒的平均直径

约为 （149±3） nm，多分散性指数 （PDI） 为 0.132，
这表明所制备的CSU微/纳米颗粒粒径分布较均匀。

2. 4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润湿性和
表面形貌分析

为了探究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

接触角为 （153 ± 1）°，滚动角为 7°，具有明显的超疏
为进一步探究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

图 5（c）和图 5（d）分别为 CSU 溶液功能化的硅片表面

图 5（c）中可以看出，CSU 溶液功能化的硅片表面形成
一层膜，但存在较为均匀的纹路，这可能是由硅片表
面的亲水性导致疏水性 CSU 溶液在浸涂过程中分散不

均所致 ［19］。然而，对于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的超
疏水表面 （见图 5（d）），其表面分布均匀，部分 CSU

微/纳米颗粒聚集，形成微米尺寸的凸起。因此可知，
CSU 微/纳米颗粒形成的微/纳米尺度表面粗糙结构以

及其低表面能，导致了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的表
面具有超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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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U 溶液功能化的硅片表面（a, c）和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b, d）
的表面接触角照片（测试 15 s 后）和 SEM 图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热稳定性
分析

图 6（a） 为不同热处理温度对 CSU 微/纳米颗粒功

能化超疏水表面的亲疏水性影响。由图 6（a） 可知，
该功能化表面经 25℃加热 8 min 后，表面接触角仍为

（153±1）°，表明该功能化表面的超疏水性能在 25℃下
可稳定保留。经 40℃加热 1 min 后，该功能化表面的

表面接触角由 （152±1）°缓慢下降至 （126±1）°，延长

是 由 CSU 化 合 物 的 低 熔 点 所 致 ［21］。 笔 者 近 期 的 研

究 ［22］ 发现，当 CSU 的取代度为 0.62 时，所制备的超

疏水表面在温度高达 160℃时仍保留其超疏水性。因

此，降低 CSU 的取代度，有望提高超疏水表面的热稳

定性，从而扩大该材料的应用范围。

2. 6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反应活性
分析

C=C 基 团 可 以 发 生 光 诱 导 的 巯 基 - 烯 点 击 反

加热时间 （8 min），表面接触角逐渐降至 （122±1）°。

应

能化表面的表面接触角迅速减小至 （107±2）°，表面

和巯基乙胺与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进

温度大于 40℃时，所制备的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

效果，对反应后的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

当加热温度大于 50℃时，随着加热时间的延长，该功

润湿性由超疏水性转变为疏水性。以上结果表明，当

超疏水表面的超疏水性不稳定。同时，利用 SEM 对

60℃加热前后的功能化表面进行观察 （见图 6（b））。

由图 6（b） 可知，超疏水表面的微/纳米尺度粗糙结构

在加热 2 min 后消失，表面变得平整，这种现象可能

。为检测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

［22］

反应活性，在紫外光照条件下，分别利用硫代苹果酸

行反应，反应流程如图 7 所示。为进一步确定该反应
面进行表面接触角测试。由图 7 可知，经反应后，硫
代苹果酸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表面

接触角变为 （82 ± 2）°，而巯基乙胺 CSU 微/纳米颗粒

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表面接触角变为 （106 ± 2）°，这

图 6 （a）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表面接触角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b）CSU 微/纳米
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经 60℃加热 2 min 后的表面接触角照片（测试 15 s 后）和 S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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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与

硫代苹果酸和巯基乙胺的反应示意图和表面
接触角照片（测试 15 s 后）

说明硫代苹果酸中的亲水性羧基和巯基乙胺中的胺基

已成功通过光反应接入到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

疏水表面上，这一现象也说明，实验制备的 CSU 微/
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具有反应活性。
3

结

氯为原料，通过亲核取代反应成功合成了一种新型纤

维 素 衍 生 物 ——10- 十 一 烯 酸 - 硬 脂 酸 纤 维 素 酯

（CSU），将纳米沉淀法制备的 CSU 微/纳米颗粒喷涂到
CSU 溶液预涂覆的硅片表面，制备出一种具有反应活

性的超疏水表面；并采用核磁共振波谱仪 （NMR）、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Zeta 电位粒度仪
（DLS）、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及巯基-烯点击化学
反应体系对 CSU 微/纳米颗粒及其构建的超疏水表面

进行表征，主要结论如下。

CSU 的 1H NMR 和 FT-IR 谱图显示，10-十一烯酰

基和硬脂酰基成功接入了纤维素骨架中；CSU 微/纳米

颗粒粒径分析结果显示，其平均直径约为（149±3）nm，
多分散性指数（PDI）为 0. 132。
3. 2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的表面接触

角为（153±1）°，其超疏水性是由 CSU 微/纳米颗粒形成
的微/纳米尺度表面粗糙结构以及其低表面能所致。
3. 3

CSU 微/纳米颗粒功能化超疏水表面在温度高于

40℃时不稳定，
有望通过降低 CSU 的取代度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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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as raw material，cellulose stearoyl ester/10-undecyl ester（CSU）compound was synthesized by nu‐

cleophilic substitution，and the derived CSU micro/nanoparticles were prepared by nanoprecipitation. By spray-coating of the resulting micro/
nano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silicon wafer which was impregnated with CSU solution，a reactiv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was obtained.

Th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meter（NMR），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FT-IR），Zeta potential analyzer（DL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and thiol-ene click chemical reaction system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CSU and the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coated with CSU. The superhydrophobic mechanism，thermal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of this surface were mainly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CSU micro/nanoparticles was about（149±3）nm，the polydispersity index（PDI）was 0. 132；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generated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was（153±1）°，and the sliding angle was 7°；its superhydrophobicity was unstable when tem‐

perature was above 40℃，and it could be further functionalized by the photoclick thiol-en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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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对再生纤维素膜结构与
分离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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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 为溶剂溶解竹纤维素，通过浸没沉淀 （Loeb-Sourirajan，L-S） 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

膜，探究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结构特点及分离性能。结果表明，随着含水量的减少，再生纤维素膜内部的指状孔收缩，平均孔
径减小，膜结构趋于均匀致密，从而提高再生纤维素膜的透光率、力学性能和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性能；含水量为 50% 时，再生纤维
素膜的透光率为 92. 8%，拉伸强度为 1. 46 MPa，膜通量为 19. 4 L/（m2·h），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率为 96. 2%。
关键词：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结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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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在水处理技术中至关重要，已被广泛应用
在废水中有机物、微生物及金属离子等的分离处理，
从而达到净水的效果

。目前，合成高分子膜如聚砜

［1］

类 ［2］、聚醚类 ［3］ 已实现产业化，但其不可再生、材
料成本较高且对环境污染较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

莱赛尔纤维 ［17］，在 85℃以上，NMMO·H2O 能破坏纤
维素分子间的氢键，而 NMMO 中的 N-O 偶极可与纤维

素的羟基形成络合物，导致纤维素溶解 ［18］。其溶解

过程安全无毒，生产过程无污染且 NMMO 可回收并重
复使用 ［19］，生产成本低。

始寻求天然、环保、经济的膜替代合成高分子膜。纤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的 制 备 受 溶 解 过 程 ［20］、 再 生 过

维素是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来源于植物，具有廉价、

程 ［21］ 及后续干燥处理 ［22］ 等工艺条件的影响。调节工

生物相容性好、绿色环保等优点 ［4-6］，被广泛地应用

艺条件可改变膜的结构特点及其分离性能。目前，针

于膜分离

对再生纤维素膜的后续干燥处理研究较少，干燥过程

、食品包装

［7-8］

［9］

及生物医疗

［10］

等行业。

近年来，广大研究者开始关注纤维素作为原料制备再

中湿纤维素膜中水分的蒸发可能导致其结构发生较大

生纤维素膜。

变化，从而直接影响所得膜的分离性能。鉴此，本研

再生纤维素膜通常采用浸没沉淀 （Loeb-Sourira‐

jan，L-S） 相转化法

［11］

来制备，包含纤维素溶解-再

生-干燥等过程。由于纤维素大分子中氢键作用而形

究以 NMMO 为溶剂溶解竹纤维素以制备铸膜液，通过

L-S 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膜，之后将其置于恒温
恒湿条件下自然干燥，对不同含水量下膜的形貌结构

成的空间网络结构，即超分子结构，使得纤维素难以

进行表征，测试其孔径及其分布，并分析其光学、力

熔融，也很难溶于普通溶剂中

学及分离性能。

。常见的纤维素溶

［12］

解体系有胺氧化物体系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
［13］

离 子 液 体 ［14］ 、 LiCl/N, N- 二 甲 基 乙 酰 胺 （LiCl/

DMAc）［15］、碱金属溶液体系 ［16］。其中，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 已被广泛应用于溶解纤维素生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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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过程图

省邵武中竹纸业有限公司）；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粉末，固含量≥97%，天津市海纳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牛血清蛋白 （粉末，生化试剂，阿拉
丁股份有限公司）；没食子酸正丙酯 （化学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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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
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F-101S，郑州长城科工

贸有限公司）； 涂布机 （GBC-A4，韩国 GIST 公司）；

1. 3. 3 再生纤维素膜的润胀处理
在室温下，将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重新浸

泡于去离子水中，24 h 后取出，测定膜分离性能。
1. 4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测定

膜分离性能评价仪如图 2 所示，膜面积为

50.265 cm2。在室温条件下，先将再生纤维素膜预压

15 min 以获得稳定的膜通量，再进行膜通量及截留率
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计 （ZQS12-2008453，美国安捷伦科技

公 司）； 冻 干 机 （TD-1B-50， 北 京 博 医 康 实 验 仪 器
厂）；比表面积分析仪 （3H-2000BET-A 型，北京贝士

德）；万能试验机 （Istron 1185 型，英国 Istron 公司）；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型，日本电子株
式会社）。
1. 3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及不同含水量处理

1. 3. 1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

再生纤维素膜的制备工艺如图 1 所示。将粉碎好

的竹浆粕溶于质量分数为 82.7% 的 NMMO 溶液中，并
加入 2 wt‰~3 wt‰ （相对于竹浆粕绝干质量） 的没食

子酸正丙酯，在 110℃下溶解 2 h。调节温度至 90℃，

关闭搅拌器，于真空 （-0.1 MPa） 下脱泡 2~5 h，得

4 wt%的纤维素铸膜液。将脱泡后的纤维素铸膜液倒
在玻璃板上，通过涂布机将其刮制成膜，再迅速浸入

25℃的去离子水凝固浴中，得到再生纤维素膜。用去

离子水对再生纤维素膜进行清洗，每 12 h 换水 1 次，

直至彻底洗净。
1. 3. 2

再生纤维素膜的含水量处理

在 25℃、50% 相对湿度 （恒温恒湿） 下，通过调

控干燥时长以去除再生纤维素膜中的水分，每隔一定
时间测定膜的质量并记为 Mx （x 表示含水量不同的再

生纤维素膜），直至再生纤维素膜的质量恒定不变。

将再生纤维素膜放入 105℃的烘箱中干燥 24 h，其质
量记为 M0。再生纤维膜的含水量 （H） 计算公式如

式（1）所示。
H (%) =

Mx - M0
×100%
Mx

（1）

1-进料槽；
2-输送泵；
3-压力表；
4-隔膜池；
5-滤水；
6-阀门

图 2 膜分离性能评价仪

（1） 预压：在过滤器中装入再生纤维素膜，开启

装置，每隔 5 min，压力增加 0.1 MPa，直到跨膜压力

差为 0.15 MPa，预压 15 min，以获得稳定的水量。

（2） 膜通量测定：将压力维持在 0.15 MPa，记录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膜的液体体积，测量膜通量 J。

膜通量 J （L/（m2∙h）） 采用式（2） 计算：
V
J=
（2）
A∙t
式中，V 为通过膜的滤液体积 （L），A 为膜面积

（m2），t 为时间 （h）。

（3） 截留率测定：配制好1000 mg/L的牛血清蛋白溶

液，于室温下保存，并在24 h内使用。在室温、0.15 MPa

条件下，利用再生纤维素膜对牛血清蛋白溶液进行过滤，
并计算出膜对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截留率，采用式（3）计算。
Cp
R (%) = 1 × 100%
（3）
Cb
式中，R 为膜对待分离溶质的截留率 （%），C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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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液中溶质浓度 （mg/L），Cb 为原料液中溶质浓度

纤维素膜表层迅速液-液分相；而膜表层以下组分仍

的吸光度计算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浓度。

NMMO 也随之向外扩散，经一定时间物质交换后才进

（mg/L）。其中，通过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280 nm 处
1. 5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析与表征

行液-液分相 ［26］，可见纤维素/NMMO 溶液的分相属于

将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在液氮中冷冻淬
断

处于互溶均相状态，随着去离子水继续渗入到内部，

，然后用冻干机冷冻干燥 24 h。再生纤维素膜

［23-25］

瞬时分相类型。
随着干燥过程中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的减少，膜

表面和截面经真空喷金后采用场发射扫描电镜进行拍

孔收缩，指状孔逐渐消失，内部结构趋于均匀致密。

照和形貌观察。采用比表面积分析仪分析冷冻干燥后

这是因为再生纤维素膜中存在两种状态的水：结合水

再生纤维素膜的比表面积及孔径。采用紫外分光光度

和游离水。结合水与纤维素分子形成牢固的氢键，而

计检测再生纤维素膜 （4 cm × 4 cm） 的透光性能，用

游离水与纤维素分子没有接触。在恒温恒湿自然干燥

力学性能 （拉伸速度 1 mm/min，载荷 100 N）。

素膜中，水-水和水-纤维素的氢键足够牢固，足以拉

万能试验机测定再生纤维素膜 （150 mm × 10 mm） 的
2

结果与分析

过程中游离水逐渐消失，而结合水仍保留在再生纤维
动指状大孔区域中的纤维素越来越近，直到纤维素链
之间形成新的氢键，膜中的指状孔消失，膜的厚度也

2. 1

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分析
图 3 为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图。
由图 3（a） 可见，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膜表面较为
光滑。由图 3（b） 可见，含水量为 95% 时，再生纤维
素膜具有较薄皮层和指状大空腔、海绵孔的非对称结
构。当纤维素铸膜液浸入去离子水凝固浴瞬间，再生

图3

逐渐减小 ［27-28］。
2. 2 再生纤维素膜的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
对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进行比表面积及孔

径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a）为不同含水量再生
纤维素膜的 N2 等温吸附-脱附曲线。由图 4（a）的曲线

趋势可知，再生纤维素膜具有典型介孔材料的吸附曲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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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特征 ［29］。相对压力较低时，曲线变化较小；在相
对压力较高时，曲线变化急剧。如图 4（b）所示，随着
含水量由 95% 减少到 75%，再生纤维素膜比表面积由
2.93 m2/g 增大到 15.35 m2/g，相对压力为 1.0 时，吸附
体积也由 28.03 cm3/g 增至 79.64 cm3/g。进一步干燥至
含水量为 50% 时，再生纤维素膜变得均匀致密，孔径
逐渐减小，吸附能力逐渐减弱，其比表面积仅为
0.2507 m2/g，吸附体积也仅为 48.06 cm3/g。图 4（c）和
图 4（d）是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孔径分布图。由
图 4（c）和图 4（d）可知，含水量为 95% 时，膜内大孔
（≥70 nm） 占比为 59.3%，其平均孔径为 69.22 nm。随
着含水量的减少，大孔占比逐渐降低，而小孔占比逐
渐升高，平均孔径随之逐渐减小。当含水量接近 50%
时 ，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的 小 孔 （≤25 nm） 占 比 增 至
57.6%，平均孔径降为 20.21 nm。这是因为在恒温恒
湿自然干燥过程中，再生纤维素膜与结合水之间的强
氢键拉近了大孔区域中的纤维素分子 ［30］，因而大孔
逐渐收缩，小孔数量增加。
2. 3 再生纤维素膜的光学性能分析
不同含水量下再生纤维素膜的照片及对应的透
光 率 如 图 5 所 示 。 由 图 5 可 见 ， 含 水 量 为 95% 时 ，
在太阳光下照射，再生纤维素膜下方衬底的图案模
糊，文字内容不清晰，膜的透光率最低，550 nm 处
的透光率仅为 82.8%，这是由于膜内部含有较多的
指状孔，光线在内部发生散射，使得膜呈不透明。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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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恒温恒湿自然干燥时间的延长，再生纤维素膜
的含水量减少，再生纤维素膜下方衬底的图案与文
字内容逐渐清晰，膜的透光率也随之提高。当膜含
水量为 50% 时，能明显分辨出膜下方衬底的图案与
文 字 ， 透 光 率 达 到 最 大 ， 550 nm 处 的 透 光 率 达 到
92.8%。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内 部 的 结 构 会 影 响 光 散 射 ，
减少膜内部的孔隙率能有效减少光散射，从而提高
膜的透光率 ［31］。含水量逐渐减少的过程中，膜内部
的指状孔逐渐收缩，最终形成均匀致密的网络结
构，所以大部分光线能够直接透过再生纤维素膜。
这与对其他纤维素膜的研究结果一致 ［32］。
2. 4 再生纤维素膜的力学性能分析
含水量对再生纤维素膜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 6 所
示。由图 6 可知，当含水量为 95% 时，再生纤维素膜
抗拉性能差，拉伸强度仅为 0.09 MPa，断裂伸长率较
大，柔性较好。含水量减少，再生纤维素膜的拉伸强
度与杨氏弹性模量增大，断裂伸长率降低。当再生纤
维 素 膜 的 含 水 量 为 50% 时 ， 膜 的 拉 伸 强 度 增 至
1.46 MPa，杨氏弹性模量为 95% 含水量膜的 9.5 倍。
随着含水量的减少，再生纤维素膜内部结构趋于均匀
致密，纤维素大分子链间距离减小，易于形成更多的
氢键连接，表现为力学性能增大 ［33］。
2. 5 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评价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分离性能如图 7 所
示。图 7（a）和图 7（b）分别为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

不同含水量的再生纤维素膜孔径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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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光学性能

图6

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素膜的力学性能

膜润胀前后的膜通量及对牛血清蛋白溶液的截留效
果，图 7（c）为滤液经显色反应结果对比图，颜色越
深，表明溶液中的牛血清蛋白浓度越高，则截留率越
低，反之则表明截留率越高。随着含水量由 95% 减少

33

为 50%，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通 量 逐 渐 减 小 ， 从
81.6 L/（m2·h） 降至 19.4 L/（m2·h），而对牛血清蛋白
的截留率逐渐增大，从 22.9% 增至 96.2%。这是因为
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减少的过程中，膜孔逐渐收缩，

34

图7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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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含水量再生纤维膜润胀前后的分离性能对比

导致膜通量降低，而对牛血清蛋白的截留效果增大，
这与孔径分析结果一致。24 h 的润胀处理对不同含水
量的再生纤维素膜的膜通量与牛血清蛋白截留率的影
响有所差异。与未润胀处理的再生纤维素膜相比，含
水量为 75%~95% 时，再生纤维素膜润胀 24 h 后的膜
通量和截留率无明显变化，而含水量为 75% 和 50%
的 再 生 纤 维 素 膜 润 胀 24 h 后 其 膜 通 量 分 别 提 高 了
36.0% 与 31.6%，牛血清蛋白截留率分别降低了 9.0%
与 10.6%。这是因为含水量较高时，再生纤维素膜的
吸湿量已经达到饱和，而含水量减少时，润胀过程破
坏了再生纤维素大分子间部分的氢键结合，因而膜通
量增大，相应截留率降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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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浸没沉淀 （L-S） 相转化法制备再生纤维素膜，
将膜在恒温恒湿条件下自然干燥，探究了不同含水量
对于再生纤维素膜的形貌结构、光学、力学及分离性
能的影响。随着再生纤维素膜含水量由 95% 减小为
50% 时，膜孔收缩，指状孔逐渐消失，平均孔径由
69.22 nm 下降为 20.21 nm，内部结构趋于均匀致密。
相 应 膜 的 透 光 率 由 82.8% 增 至 92.8%， 拉 伸 强 度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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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ater Content on the Structure and Separation Performance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
WANG Dong YUAN Hongmei CHENG Yutong ZHANG Hui
CHEN Lihui HUANG Liulian* LIN Shan*
（College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Province，350108）
（* E-mail：hll65212@163. com；ls99036@163. com）

Abstract：Bamboo cellulose was dissolved by N-methylmorpholine-N-oxide（NMMO）and 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RCM）was pre‐
pared by immersion precipitation inversion method（Loeb-Sourirajan（L-S）phase inversion method）.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RCM

with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nger-like pores in the RCM shrank，the average pore size de‐

creased and the membrane structure tended to be uniform and dense along with the decreasing of the water content. Thus，the transmittanc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rejection rate of bovine serum protein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transmittance of the RCM was 92. 8%，
tensile strength was 1. 46 MPa，membrane flux was 19. 4 L/（m2·h）and rejection rate of bovine serum protein was 96. 2% when its water con‐

tent was 50%.

Keywords：water content；regenerated cellulose membrane；structur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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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钠表面施胶改善纸张防水性能的
机理探讨
彭鹏杰 1 周小凡 2 欧阳开桐 1 李

颢1

（1. 萍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江西萍乡，337000；
2.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37）
摘

要 ： 分别利用硅酸钠、硅酸钠与淀粉复配进行纸张表面施胶，表面施胶体系中有机硅油用量控制为 3% （相对于硅酸钠绝干质

量）；探讨了施胶量和施胶体系对纸张孔隙率、纸张平均孔径、表面平滑度、Cobb30 值和表面接触角的影响；依据毛细管现象公式，
探讨及分析了表面施胶纸张的防水机理；利用扫描电镜 （SEM） 观察分析了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形貌。结果表明，硅酸钠-淀粉复配
体系中，淀粉最佳用量为 33%；随着表面施胶体系施胶量的增加，表面施胶纸张的孔隙率和平均孔径均下降；经硅酸钠和硅酸钠-淀
粉复配表面施胶后，纸张的表面接触角较原纸大幅提高且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对纸张抗水性的改善效果优于硅酸钠。此外，研究还
发现，纸张平均孔径的降低、表面接触角的增加及胶层在纸张表面的覆盖是硅酸盐及其复配体系表面施胶纸张产生抗水性的主要
原因。
关键词：表面施胶；孔隙率；孔径；接触角
中图分类号：TS753. 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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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装工业的迅速发展，包装纸产品的产量、
品种和应用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因此，对包装纸的

由式（1）可知，纸张的孔径及其表面接触角与其
防水性能有直接关系。

物理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其防水性能的要

硅酸钠来源丰富，成本低廉。有研究表明 ［2］，采

求。利用表面施胶的方法改善纸张强度和防水性能是

用硅酸钠作为表面施胶剂，瓦楞原纸的环压强度可提

包装纸生产中常用的方法，此方法可将施胶液几乎无

高 80%，耐破度增幅最高可达 51%。硅酸钠具有较高

损失地留着于纸张上，提高了施胶液的利用率，非常

的固含量和较低的黏度，应用于实际生产中非常方

有利于纸机白水封闭循环和环保生产

。利用表面施

便；且与淀粉复配后使用，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能。因

胶提高纸张防水性能的机理研究一般从以下两方面考

此，本课题选用该体系进行表面施胶，探讨分析表面

虑：①表面施胶剂和纤维的活性羟基交联产生疏水基

施胶纸张防水性能改善的机理；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

团，这些疏水基团向外排列形成疏水膜 （层）；②由

镜 （SEM） 观察分析该体系表面施胶后纸张的表面结

于纤维间隙被粘接层填充，纸张表面形成致密膜，降

构特性。

［1］

低了纸张的空气透过率和水透过率，从而达到良好的
防水性能。
毛 细 管 现 象 公 式 （Lucas-Washburn 方 程） 如
式（1）所示。

H2 = Rγcosθ/（2η）

（1）

式中，H 为液体在毛细管内的高度，R 为毛细管

半径，γ 为液体表面张力，η 为液体黏度，θ 为表面接

1

实

验

1. 1 实验原料及药品

瓦楞原纸，定量 120 g/m2，无锡荣成纸业有限公

司；有机硅油 （非离子高含氢硅油乳液），固含量

50%，南京华拓化工有限公司；乙醇 （纯度 95%）、
硅酸钠 （模数 3.25），化学纯，广州市番禺力强化工

厂；玉米氧化淀粉，上海洗霸科技有限公司。

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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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仪器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器，DHG-9070A 型，上海精

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表面吸收重量测定仪，

P95930 Z000，奥地利 PTI；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南京林业大学电镜中心；氮气瓶，南京五十五研究

所；精密压力表 （量程 0~1.6 MPa），上海自动化仪表
有限公司；接触角测量仪，上海中晨数字技术设备有

限公司；SS-3 型钟罩式超滤器，上海兴华电子仪器
厂；NDJ-79 型旋转黏度计，上海昌吉地质仪器有限
公司；游标卡尺；强力恒速搅拌机。
1. 3

实验方法

1. 3. 1 黏度测定

配制固含量为 56% 的硅酸钠溶液；配制 10% 的

淀 粉 溶 液 ， 90℃ 下 糊 化 0.5 h。 分 别 取 33%、 50%、
67% （相对于硅酸钠绝干质量，下同） 的淀粉与硅酸
钠进行复配，各复配体系中有机硅油用量为 3%，使
用强力恒速搅拌机搅拌均匀。利用旋转黏度计测定硅

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在 70℃时的黏度，并与淀粉黏度

进行比较。

1. 3. 2 纸张孔隙率测定
采用质量法测定纸张孔隙率

图 1 流速法测定纸张平均孔径示意图

孔 隙 率 ，% ； A 为 纸 张 有 效 面 积 ， cm2； P 为 压 力 ，

Pa； t 为时间，s。

1. 3. 4 纸张表面平滑度和 Cobb30 值的测定

纸张表面平滑度按照 ISO5627 进行测定；Cobb30

值按照 ISO 535 进行测定。
1. 3. 5 表面接触角测定

利用接触角测量仪测定纸张表面接触角，所用液
体为蒸馏水。首先，调节仪器照相焦距，然后用微量

。取一定面积的纸

［3］

张试样，用游标卡尺测得其厚度。将试样在 105°下烘
干至绝干，测得绝干质量 m1。之后，将试样放入纯度

为 95% 的乙醇中浸泡处理，12 h 后取出试样，两面附
以滤纸并在一定压力下作用 10 s 后，迅速称量得质量

m2，然后根据公式（2） 计算纸张孔隙率。
/ V·ρ）×100%
Pr= （m2−m1）（

（2）

式中，Pr 为纸张孔隙率，%；m1 为纸张绝干质

量，g；m2 为吸收乙醇后纸张的质量，g；V 为纸张体
积，cm3；ρ 为乙醇密度，0.79 g/cm3。

1. 3. 3 纸张平均孔径测定

进样器将液滴滴在纸张表面，液滴体积适中，在液滴

接触纸张表面的瞬间、接触 10、20 和 30 s 时拍摄图

像，然后测量其表面接触角。
1. 3. 6 SEM 分析

分别使用硅酸钠、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对纸张

进行表面施胶，制备不同施胶量试样，利用 SEM 观察
其表面微观形貌。
2 结果与讨论
2. 1 黏度分析
利用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进行表面施

纸张平均孔径测定 ［4］ 是基于毛细管模型，利用

胶时，固定有机硅油用量为 3%。硅酸钠、硅酸钠-淀

致，且为与纸面垂直的圆形通孔，采用流速法测定

2 中可看出，硅酸钠黏度远低于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

流速法进行测定 （见 图 1）。 假 设 纸 张 微孔大小一

粉复配体系和淀粉的黏度测定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其平均孔径。将一定体积的渗透液体 （乙醇） 置于

和淀粉的黏度；硅酸钠与淀粉复配会使体系黏度提

超滤瓶中，超滤瓶连接配有精密压力表的氮气瓶，

高，且复配体系黏度随淀粉用量的增加而提高，但硅

在恒定压力 P 下，测量一定时间 t 内渗透纸张的液体

酸钠-淀粉复配体系黏度低于淀粉溶液黏度。33% 淀

（乙 醇） 体 积 J， 利 用 公 式（3） 计 算 出 纸 张 的 平 均
孔径。

R =8×10 Jμd/PrAPt
2

4

（3）

式中，R 为纸张孔半径，μm；J 为渗透液体 （乙

醇） 体 积 ， mL； μ 为 渗 透 液 体 （乙 醇） 的 黏 度

（1.074 mPa·s，20℃）；d 为纸张厚度，mm；Pr 为纸张

粉与硅酸钠复配，其固含量高，为 41%，而黏度低，

仅为 190 mPa·s，成膜性好；因此实验选定用量 33%
的淀粉与硅酸钠进行复配。

2. 2 纸张孔隙率、平均孔径和表面平滑度分析
采用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进行纸张表
面施胶，探讨施胶量对纸张孔隙率、平均孔径和表面

38

第 35 卷

硅酸钠表面施胶改善纸张防水性能的机理探讨

黏度/mPa·s

400
350

370

300

280

300

表 2 表面施胶纸张的 Cobb30 值和表面接触角
类型

250
200

原纸

190

硅酸钠+3% 硅油

45

50
0

0

图2
表1

33

50
淀粉用量/%

67

硅酸钠+33%

淀粉的黏度

淀粉+3% 硅油

原纸

硅酸钠+3% 硅油

表面施胶后纸张的孔隙率、
平均孔径和

/g·m−2

孔隙率/%

3

40.3

粉+3% 硅油

表面平滑度

/μm

/s

41.1

15.10

0.5

6

38.3

8.96

0.9

16
硅酸钠+33% 淀

平均孔径

0

11
3
6

11
16

0

36.2
31.2
38.3
32.9
24.8
23.2

12.78
6.42
2.66
6.95
5.03
3.48
2.41

6

11
3
6

11
16

表面平滑度
类型

/g·m

−2

16

100

硅酸钠、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和

施胶量

施胶量

3

150
100

0.6
1.9
2.6
0.9
1.3
2.4
2.9

平滑度的影响，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经硅

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后，纸张孔隙
率和平均孔径均低于原纸。随着施胶量的增加，纸张
的孔隙率、平均孔径均降低，表面平滑度提高。相同
施胶量时，硅酸钠施胶后纸张孔隙率和平均孔径高于
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平滑度则低于硅酸钠-淀
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可在纸张表面形成一层连续的
薄膜，随着施胶量的增加，胶体粒子相互堆积填充在
纸张孔隙中，降低了纸张孔隙率和平均孔径，相应提
高了表面平滑度。
2. 3 表面施胶纸张的 Cobb30 值和表面接触角分析
采用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进行纸张表
面施胶，探讨施胶量对纸张 Cobb30 值和表面接触角的
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经硅酸钠和硅
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后，纸张 Cobb30 值均低于
原纸。且随着施胶量的增加，Cobb30 值逐渐降低。相
同施胶量时，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的 Cobb30 值是复配
体系表面施胶纸张的 2 倍。
蒸 馏 水 液 滴 与 原 纸 表 面 接 触 瞬 间 （接 触 时 间
0 s），原纸表面接触角仅为 83°，而施胶量为 3 g/m2 的
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纸张，此时
的表面接触角分别为 100°和 108°，远高于原纸。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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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b30
/g·m

−2

131.2
126.8

表面接触角/(°)
0s

10 s

20 s

30 s

100

43.5

0

0

101

90.5

79

67.5

108

98.5

86.5

70

102

101

83

0

98.7

99.5

47.5

102.5

26.3

104.5

101.5

22.7

101.5

100.5

67.1
60.9
23.2

103

53

94.5

0
0

85

0
0

74.5

96.5

91.5

99

98.5

99

接触时间延长至 10 s，原纸的表面接触角迅速降至 0。
表面施胶体系中有机硅油对纸张表面张力有显著影
响 ［5］，可提高纸张表面的疏水性能。在液滴与纸张接
触瞬间，硅酸钠及其复配体系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接
触角随施胶量的增加无明显变化。但延长接触时间
（10~30 s），随着施胶量的增加，两种表面施胶纸张
的表面接触角均提高；且相同施胶量和接触时间条件
下，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接触
角大于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
低施胶量时 （3 g/m2），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的瞬
时表面接触角为 100°，其表面为疏水性，但 Cobb30 值
略低于原纸；随着施胶量的增加，表面接触角变化较
小，但 Cobb30 值迅速下降，远低于原纸。这是因为低
施胶量条件下，表面施胶纸张的孔隙率和孔径略低于
原纸，水分可在自重力下渗透表面施胶纸张并润湿纸
张内部未疏水化的纤维。液滴与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
表面接触 10 s 内，液滴形态变化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随接触时间的延长，液滴在纸张表面扩展开，
渗入纸张内部。而随着施胶量增加，胶层逐渐填充纤
维间隙，最终纸张孔径锐减至 2.66 μm （施胶量为
16 g/m2），水分子很难渗透胶层，也很难润湿纸张表
面，故纸张防水性能提高。
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进行表面施胶，由于复配
体系的成膜性更好；因此，相同施胶量条件下，复配
体系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接触角均大于硅酸钠表面施
胶纸张。且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硅酸钠-淀粉复配
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接触角仍可保持较大值。这是因
为，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在施胶量较低时也可在纸
张表面形成一层连续的薄膜覆盖或部分覆盖纸张的孔
隙，减小其孔径，使得水分子很难经纸张孔隙透过胶
层并润湿内部纤维。
2. 4 表面施胶纸张表面微观形貌分析
利用硅酸钠进行纸张表面施胶，选定低施胶量
（6 g/m2） 和高施胶量 （16 g/m2） 进行 SEM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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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9

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表面接触角变化趋势（施胶量 3 g/m2）

图 6 甲基在纸张纤维表面定向排列示意图[5]

图4

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的 SEM 图

张被夹于两层坚硬的固体薄膜中间 （见图 5），因此硅

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在低施胶量时即可达到较好的施
胶成膜效果。
2. 5 硅酸钠表面施胶的防水机理
瓦楞原纸表面粗糙度因子大，同时，瓦楞原纸的
纸张孔径、孔隙率都很大，液滴能够迅速渗透、润湿
纸张，从而使液滴在纸张表面展开铺平。有机硅油的

基本结构单元是 Si—O 键，是有机硅油的极性部分，

与硅原子另外两键相连的有机基团，是其非极性部

分。硅酸钠与有机硅油共同作用用于纸张表面施胶，
在高温干燥工段，硅氧主链发生极化，其极性部分向
纤维的极性基团靠拢。硅氧主链上的氧原子可与纤维
上的某些原子形成氢键，羟基硅油上的羟基则可与纤
图5

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表面施胶纸张的
SEM 图（施胶量 6 g/m2）

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使用硅酸钠进行纸张表
面施胶，低施胶量时，硅酸钠无法在纸张表面形成连
续的薄膜，而是粘附于纤维表面上，包裹纤维，其施
胶效果类似于浆内施胶；而高施胶量时，硅酸钠填充
在纸张孔隙中，在纸张表面形成了一层均匀的薄膜。
淀粉可以改善硅酸钠的成膜性能，低施胶量
（6 g/m2） 时，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即可在纸张表面
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覆盖全部或部分纸张孔隙，纸

维中的某些基团发生缩合反应形成共价键，从而将有
机硅化合物固定在纤维表面。极性基团发生定位的同
时，迫使非极性部分中的甲基定向旋转，连续、整齐

地排列在纤维的最外层 （见图 6）。这些疏水性的甲基

使纤维疏水化，从而改变了纸张的表面性能，产生了
抗水效果 ［5］。
3 结

论

本课题分别利用硅酸钠、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
进行纸张表面施胶，控制施胶体系内的硅油用量为

40

3%，探讨了施胶剂用量和施胶体系对纸张孔隙率、
平均孔径、表面平滑度、Cobb30 值和表面接触角的影

响；探讨了硅酸钠表面施胶纸张的防水机理；利用扫
貌，主要结论如下。

随着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施胶量的增

加，表面施胶纸张的孔隙率和平均孔径均下降，表面
平滑度提高。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中，淀粉的最佳
用量为 33%。
3. 2

硅酸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表面施胶纸张的表

面接触角均大于原纸。相同接触时间内，随着硅酸
钠和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施胶量的增加，纸张

Cobb30 值迅速下降，表面接触角逐渐提高。硅酸钠淀粉复配体系对纸张抗水性的改善效果优于硅酸钠
表面施胶。
3. 3

硅酸钠表面施胶后纸张防水性能改善的机理为：

①不溶于水的胶层填充在纤维间隙或在纸张表面形成

一层致密的膜（硫水基团在纤维表面的定向排列），使
得水分子无法穿过胶层润湿纤维，减少了纸张对水分

的极性吸附作用；②施胶薄膜覆盖或部分覆盖纸张表

面，减小了纸张的平均孔径和孔隙率，使纸张纤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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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水性，提高了其表面接触角，减少了纸张对水分
的毛细吸附作用，从而使得水分子很难润湿、渗透过
纸张。

描电镜 （SEM） 观察分析了表面施胶纸张的表面形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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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Waterproof Property of Paper by Surface Sizing of Sodium Si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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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dium silicate，sodium silicate and starch mixture were respectively used for paper surface sizing in this study. The paper porosi‐

ty，aperture，surface smoothness，Cobb30，and contact angle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aper’
s porous structure and surface wettability af‐
ter surface sizing，and according to the capillary phenomenon formula，the paper waterproof mechanism wa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e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of paper surface after surface sizing were also analyzed by S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dosage of

starch in sodium silicate-starch compound was 33%. With the increment of surface sizing，the porosity and average aperture of surface-sized

paper decreased，and the contact angles of surface-sized papers were greater compared with the base paper，and the sodium silicate-starch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sodium silicate in improving water resistance of paper. In addition，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reduction of average
aperture，increase of the surface contact angle，and the glue film produced by surface sizing in/on the paper are main reasons for water
resistance of paper sized with sodium silicate and sodium silicate-starch compound.
Keywords：surface sizing；porosity；aperture；contac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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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湿强剂 PAE 残留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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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生活用纸中湿强剂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PAE） 的残留状况及对人类健康的风险隐患；结合欧盟法规规定和风险评

估模型，计算了生活用纸中残留 PAE 经皮肤摄入的风险指数，并进行了 PAE 残留风险评估。结果表明，PAE 中的有机氯代物在纸巾纸
等生活用纸中残留的概率较大，长期接触这些有害物质将对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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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是一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接触的纸产

在使用者身体部位。然而，PAE 存在有机氯污染的风

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生活用纸产

险，其在纸巾纸、擦拭纸等纸产品中的残留将给使用

量和消费量持续高速增长。据统计，2017 年度，我国

者带来安全隐患。

2016 年分别增长 4.35% 和 4.22%。各类生活用纸在人

过 PAE 的化学特性及残留水平进行风险评估，以期为

生与健康密切相关。

响的全面评估及监控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生活用纸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960 万 t 和 890 万 t，较

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卫
在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各类化学助剂如

漂白剂、增白剂、分散剂、干强剂、湿强剂、柔软
剂、杀菌剂、絮凝剂、助留助滤剂、粘缸剂、脱缸剂
等。这些化学助剂会或多或少残留在最终纸产品中，
影响纸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而对纸产品使用者的健
康、生态环境和产品的再回收利用产生影响。生活用

本研究对生活用纸中 PAE 残留进行危害分析，通

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添加 PAE 对终端产品安全性能影
1

PAE 在生活用纸中应用的相关法规规定
目前，我国对生活用纸化学助剂的使用尚缺乏全

面的监管措施及规定。大部分生活用纸生产企业对如

PAE 等化学品使用的管理模式较为单一，通常都是工
厂通过试机、研发确定所用化学品以及相应添加方案

纸生产过程中所添加的化学助剂对终端产品安全性能

（添加位置及添加量等）；对化学品的质量也是简单地

影响的评估及全面监控已经引起业界的普遍关注。而

通过外观、pH 值、黏度、固含量等指标来把关，对

目前生活用纸的相关标准中对化学助剂安全卫生的评

所添加化学品的毒性考虑不全面。生活用纸生产企业

价方法相对不足，难以对生活用纸的安全进行全面有
效地评价，造成生活用纸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质
量安全隐患。
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PAE） 是一种常用的湿
强剂，被广泛应用于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厨房

纸 巾 、 擦 手 纸 等 生 产 中 。 PAE 可 产 生 化 学 交 联 反

应

，使纸张纤维亲水性的氢键键合部位产生疏水

［1-3］

表面而具有湿强度，进而使纸巾纸等在遇水情况下仍
能具备一定的强度，不会遇水即化而造成纸面断裂粘

主要通过化学品的安全说明书 （ Safety Data Sheet，
SDS） 来获取相关信息。SDS 简要说明了一种化学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并提供如何安全运输、
贮存和使用该化学品的信息。但我国实施 SDS 的时间
较短，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生活用纸企业
较难获得化学品的详细资料。

而国外相关法规早已对 PAE 有了较为严格的规

定，如 《欧盟生活用纸标签法令 2009》 对生活用纸中

PAE 有 如 下 规 定 ： PAE 中 有 机 氯 物 质 环 氧 氯 丙 烷

收稿日期：2019‐03‐17
作者简介：陈春霞，女，1981 年生；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造纸检测及标准化研究。
E-mail：jane01212000@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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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1,3-二氯-2-丙醇 （DCP） 和 3-氯-1,2-丙二醇
（MCPD） 这 3 种物质的总量不能超过 0.7% （相对于
PAE 绝干质量，下同）；含有乙二醛的湿强剂不得用
于生产生态标签的纸巾。

欧盟公共健康委员会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在
《关于薄页厨房用纸和餐巾纸的政策综述》 中，就厨

房 用 纸 和 餐 巾 纸 中 的 PAE 使 用 做 了 相 关 规 定 ，

见表 1。
化学物质
PAE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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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盟法规对纸巾纸水萃取液中的 DCP 限值更严 （见

表 1）， 所 以 纸 巾 纸 成 品 中 DCP 的 残 留 风 险 可 能 性

更高。

3 生活用纸湿强剂 PAE 的残留风险评价
纸巾纸 （如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等） 常被用
于擦拭口、脸、手等人体部位，因此皮肤接触途径是
普通人使用生活用纸时最主要的暴露途径。皮肤暴露
是指人体通过皮肤的接触和渗透吸收等途径接触环境

欧盟法规对 PAE 使用的规定

中有毒有害污染物而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过

潜在的迁移能力
含水食品

含油脂食品

低

低

限量
水萃取液中 MCPD<

12 μg/L，DCP< 2 μg/L

我国新颁布的国家标准 GB/T 36420—2018 《生活

用纸和纸制品化学品及原料安全评价管理体系》 引用

了 《欧盟生活用纸标签法令 2009》 的要求，对生活用

纸中限制添加的 PAE 进行了规定，要求 PAE 中 ECH、

程。通过皮肤接触途径的暴露模型 ［8-9］ 为：
MR·SA·ET
ADD dermal =
f·BW

（1）

式中，ADDdermal 为经皮肤摄入的化学物质暴露量，

μg/（kg·d）；MR 为化学物质的释放率，μg/cm2；SA 为

接触面积，cm2；ET 为每天的暴露时间，h/d；f 为换
算系数，24 h；BW 为暴露人的体重，kg。

通过使用生活用纸经皮肤摄入的化学物质暴露量

DCP 和 MCPD 的含量不得超过 0.7%。可见，我国相关

与参考剂量的比值来计算风险指数 HQ，以反映暴露

2

险；HQ 为 0.1~1.0 说明化学物质没有明显的暴露风

标准开始对湿强剂 PAE 的使用风险进行监控。
生活用纸中 PAE 的残留状况分析

PAE 为水溶性阳离子热固型树脂，先由二元酸

与 三 元 胺 缩 聚 生 成 聚 酰 胺 多 胺， 再 与 ECH 反 应 生

成 PAE。PAE 在反应过程中会有未反应完全的单体

风险水平。HQ 小于 0.1，可认为化学物质没有暴露风

险；HQ 大于 1，则可以认为化学物质存在潜在的暴露
风险且暴露风险持续增加 ［8］。

由于纸产品中 DCP 的残留风险可能性更高，因

此，以纸巾纸为例，对经皮肤摄入 DCP 的风险进行

残 留 ， 其 中 残 留 的 ECH 是 一 种 易 挥 发 、 不 稳 定 的

评估。

属于中等毒性物质，动物实验证明，其有潜在的致

明，常用纸巾纸中的 DCP 含量 0.7~8 mg/kg，相应水萃

无色油状液体，与氯仿和醚有相似的刺激性气味，

（1） DCP 释放率：课题组前期的抽查检测结果表

癌作用。ECH 水解或酸解产生的 DCP 和 MCPD 具有

取液中的 DCP 含量达 3~13.45 μg/L。以纸巾纸的定量

后会损害呼吸道，同时有麻醉和损害脏器的作用。

率为 4.5×10-4~2.0×10-3 μg/cm2。

中等毒性。其中，DCP 对黏膜有强烈刺激性，吸入

急 性 吸 入 或 经 皮 肤 吸 收 DCP 会 引 发 中 毒 ， 出 现 头
痛、头晕、乏力、嗜睡、恶心、呕吐和上腹疼痛等

症状；吸入或经皮肤吸收 MCPD 也会引发中毒，对
肺、肝、肾和脑都有影响

。这些有害物质残留

［4-5］

在纸产品中，当达到一定的量级时会影响使用者的
健康。

有实验数据表明 ［6-7］，造纸厂使用的 PAE （固含

量为 12.5%） 中 ECH、DCP 及 MCPD 含量范围分别约

15.0 g/m2 计，可得纸巾纸成品中有害物质 DCP 的释放
（2） 接触面积：纸巾纸通过擦拭口、脸、手等人

体部位与皮肤接触，但是计算这些部位的接触面积偏
差较大，因此综合考虑纸巾纸成品自身的使用面积，
通过纸巾纸的尺寸并结合使用率来换算接触面积比较
科学。纸巾纸常用的规格见表 2。

普通纸巾纸的面积约为 0.025 m2，通常使用一张纸

巾纸时会接触到正反两面，故接触面积以0.05 m2 来计。

以 2017 年度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 890 万 t 计算，

为 16~25、 2000~9000、 2000~3000 mg/L； 因 此 部 分

其中纸巾纸的份额约占 1/3，考虑到产品的使用渗透

7000 mg/L，即 0.7% 的情况，存在较严重的超标问题；

8.1 g；以纸巾纸的定量为 15.0 g/m2 来计，1 张三层纸

度远超过 MCPD，因此纸成品中 DCP 的残留量更高。

故接触面积为 3600 cm2。

PAE 产 品 的 ECH、 DCP、 MCPD 三 者 之 和 存 在 超 出

其中，DCP、MCPD 检出量较大，而且 DCP 的检出浓

率，人数以 10 亿人来算，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纸巾纸

巾纸质量为 1.125 g，故每人每天使用 7.2 张纸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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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纸巾纸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mm·mm

面积/m2

200×133

0.0266

140×185

0.0259

129×180

0.0232

125×175

0.0219

200×123

0.0246

200×135

0.0270

190×210
206×136
140×190

0.0252

（3） 每天的暴露时间：使用纸巾纸的接触时间很

短，以 10 s/张来计算，每人每天使用 7.2 张，共需

72 s，即每天的暴露时间为 0.02 h。

（4） 不同年龄段正常体重范围见表 3。
不同年龄段正常体重范围

年龄段

正常体重范围/kg

计算参考值

51~78

以 64 kg 计

22~40

以 31 kg 计

成年男人

46~68

成年女人
7~16 岁少年儿童
4~7 岁儿童

0~3 岁婴幼儿

12.1~37.4
2.3~22.9

树脂 （PAE） 存在较为严重的有机氯代物 （有机氯物
质环氧氯丙烷 （ECH）、1,3-二氯-2-丙醇 （DCP） 和 3-

氯-1,2-丙二醇 （MCPD）） 超标风险。结合欧盟法规

规定和风险评估模型可知，PAE 残留的有机氯代物，

的风险隐患；0~3 岁婴幼儿使用的纸巾纸经皮肤摄入

0.0234

140×180

生活用纸中普遍采用的湿强剂聚酰胺环氧氯丙烷

0.0441
0.0287

130×180

论

尤其是 DCP 在纸巾纸等生活用纸残留的概率较大，长

0.0266

155×185

4 结

0.0399
0.0280

210×210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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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7 kg 计
以 24.7 kg 计
以 12.6 kg 计

将表 3 中的数据代入式（1） 计算可得，0~3 岁婴

幼儿使用纸巾纸时经皮肤摄入的 DCP 暴露量为 （1.1~
4.8）×10-4 μg/（kg·d）。

期接触这些有害物质将给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带来潜在

DCP 的风险指数 HQ 为 0.6~2.7，风险等级较高。纸巾
纸等生活用纸生产企业应加强终端产品质量控制，尤
其是有害物质释放监测，以保障生活用纸化学品的使
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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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E residues and its potential risk of tissue paper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EU regul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mode，risk index of PAE residues through skin ingestion was calculated，risk assessment for the hazardous material of PAE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rganochlorine substitutes residues of PAE possibly exist in tissue paper，which would be harmful to the health for
long-term cont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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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O-LSSVM 用于近红外光谱预测
混合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量
熊智新 1 刘耀瑶 1 王

勇1 梁

龙 2 房桂干 2

（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37；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42）
摘

要：为优化混合制浆材中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近红外分析模型，收集了 5 种常见制浆材的 82 个原木样品，将样品粉碎预处理后在

便捷式近红外光谱仪上采集其近红外光谱信号，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多元散射校正 （MSC） 预处理，利用粒子群寻优 （PSO） 算法对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LSSVM） 算法中的参数进行优化，然后利用最优参数建立混合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的 LSSVM 定量分析模型。将
结果与偏最小二乘 （PLS） 和主成分降维后的 BP 神经网络 （PCA-BPNN） 算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PCA-BPNN 和 PSO-LSSVM 模型均
优于 PLS 模型，且 PSO-LSSVM 模型预测结果最优，预测结果的相关系数 （Rv） 最大为 0. 9857；预测标准差 （RMSEP） 为 0. 7498%，
比 PLS 模型和 PCA-BPNN 模型分别降低了 0. 2767% 和 0. 1455%；相对标准偏差 （RPD） 最大为 5. 6174，比 PLS 模型和 PCA-BPNN 模型
分别提高了 1. 5144 和 0. 9138；真实值与预测值间的绝对偏差 （AD） 范围最小，为 0. 0065%~1. 8449%。
关键词：近红外光谱；混合制浆材；Klason 木质素；粒子群寻优算法；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中图分类号：TS721；
O657. 6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林纸一体化的现状，大
型造纸企业已不局限于使用单一木材品种，而是多采
用混合木材制浆

。在制浆造纸过程中，Klason 木

［1-2］

质素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漂白剂的用量 ［3］，但由于混
合木材制浆无法保证多种制浆材的混合均匀度，使得

整个制浆造纸过程中 Klason 木质素含量不同。因此，
针对不同批次、品种各异的制浆材建立统一的分析模

型，实现快速、准确地检测混合制浆材中 Klason 木质
素含量，以便在线调整漂白剂用量等工艺参数，对保
证生产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然而传统的 Klason 木质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45

化学计量学分析模型的及时修正或维护十分不利。最

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
chines， LSSVM） 是 Suykens 等 ［10］ 在 支 持 向 量 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的 。
LSSVM 在利用结构最小化原理较好解决非线性、高维
数和局部极小的前提下，将约束条件转化为等式约

束，大大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具有建模速度快、泛化
能力强、可针对小样本进行统计学习等优点，并已广
泛应用于近红外定性定量分析 ［11-13］，但将 LSSVM 回
归建模应用于混合制浆材的近红外定量分析却鲜有报

素湿化学测量方法较为繁琐，且所使用的化学药品也

道；而高性能的光谱数据建模方法，能够提高光谱预

。近年来，随着近红外技术的

测精度，也是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能够得到推广应用

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5］

发展，结合化学计量学建模方法对木材材性进行定量
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多

。在实际生产中，制浆厂原

［6-9］

料来源相对稳定、材性范围分布窄，短期内难以收集
到大量代表性样品；木材的近红外光谱表征是多种组
分综合吸收的结果；在固体状态下检测样本时，难以
保证散射系数的一致性，也使光谱吸收与某一成分含
量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 ［9］；这些都对制浆材近红外

的关键。本研究利用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针对 5 种
制浆材原料中 Klason 木质素含量，通过粒子群寻优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 算法优化 LSSVM

模型参数建立 PSO-LSSVM 预测模型，并与传统的偏

最 小 二 乘 回 归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 和主成分降维后的 BP 神经网络 （PCA-BPNN）
算法进行对比，探讨在含有较少制浆材代表性样本的

收稿日期：2019‐02‐27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局 948 项目“农林剩余物制机械浆节能和减量技术引进”（2014-4-31）。

作者简介：熊智新，男，1973 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制浆造纸过程计算机仿真与信息智能处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研究。
E-mail：Leo_xzx@njf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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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建立最优模型的策略，以促进近红外光谱分析
技术在混合制浆材材性快速检测领域中的应用。
1

x
数 K ( x ，x ) = exp ( k

l

带宽。

算法描述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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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 0 为 RBF 函数的

1. 2 PSO 算法确定系统参数

LSSVM 原理

给定 n 个建模集样本 { x k，y k }

，其中， x k ∈ R ，

n
k=1

m

为 m 维建模样本输入； y k ∈ R，为建模样本输出。则

优化问题 min
J ( ω，ξ ) 和约束条件 s. t. y（x） 可以分别
ω，b，e
表示为：

本研究选用 RBF 函数，因此 LSSVM 中需要优化

的参数为正则化参数 C 和 RBF 核函数的带宽 σ。在
此，采用 PSO 算法确定这两个参数。

假设对群体规模为 m 的粒子群进行搜索，粒子 i

在 群 体 中 的 位 置 为 X i = ( x 1，x 2，⋯，x n )， 运 动 速 度 为

V i = ( v 1，v 2，⋯，v n )。每个粒子都有一个目标函数决定

n
1 T
ω ω + C∑ξ k2
2
i=1
s. t. y ( x) = ωT φ( x k ) + b + ξ k

min
J ( ω，ξ ) =
ω，b，e

的适应度 （fitness value）。粒子群初始化为一群位置
和速度均随机的粒子，通过迭代找到最优解，在每一

式中， φ( x k )： Rm → R ，为输入空间到高维空
mh

次的迭代中，粒子通过跟踪两个“最优值”来更新自

间的非线性映射函数；ω ∈ R ，为权系数向量；C 为

己，一个为个体最优值 （pbest），是粒子本身找到的最

α k ∈ Rm （k=1，2，…，n），定义拉格朗日函数为：

找到的最优解。粒子群更新公式如下：
V i + 1 = V i + c 1 ⋅ ω ⋅ ( p best i - x i ) + c 2 ⋅ ω ⋅ ( g best i - x i )
Xi + 1 = xi + Vi
式中，ω 是介于 ［0，1］ 间的随机数； c1 和 c2 是

mh

正则化参数；b 为阈值； ξ k ∈ R，为拟合误差。引入

L ( ω，b，ξ，α) = J ( ω，ξ ) -∑α k {ωT φ( x k ) + b + ξ i - y i}
n

k=1

又根据 KKT （Karush-Khun-Tucker） 条件得到：

优解；另一个为全局最优值 （gbest），是整个群体目前

学习因子或加速系数。通过不断更新粒子，直至满足

迭代结束条件之后，得到粒子的最优位置，即为 LSS‐

VM 模型对应的最优正则化参数 C 和带宽 σ。PSO 算法
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开始
种群初始化
适应度值计算

通过 KKT 条件可列出求解 α 和 b 的线性方程组：

个体最优值和全局最优值更新
粒子速度和位置更新

迭代结束条件满足？

式中，P 1 × n 是1×n的单位列向量；P n × 1 是n×1的单位

行向量；I为n×n的单位阵；K ( x k，x l ) = φ( x k )T φ( x l )为满足

Y

Mercer 条件的核函数，其中 k, l=1， 2， … ， n； y =

[ y ，y ，...，y ] ；α = [ α ，α ，...，α ] ，运用最小二乘
1

2

n

结束

T

T

1

2

n

法求得关于 α 和 b 的回归函数如下：
y = ∑α k K ( x k，x l ) + b
n

k=1

N

1. 3 评价指标

图1

PSO 算法流程图

模型建立过程采用校正结果的相关系数 （Rc） 和

校正标准偏差 （RMSEC） 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以便

核函数的选择是决定支持向量机性能的关键，常

建立最优的校正模型 ［14］；模型建立完成后，通常采

用的核函数有：线性核函数、多项式核函数、高斯核

用预测结果的相关系数 （Rv）、预测标准偏差 （RM⁃

函数 （RBF）、Sigmoid 核函数等。本研究选用 RBF 函

SEP）、真实值与预测值间的绝对偏差 （AD） 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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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标准偏差 （RPD） 等指标综合评价模型的性能。RM⁃
SEC、AD 和 RMSEP 越小、Rc 和 Rv 越接近 1，则所建模

制浆材
品种

型的稳定性与预测性越好；RPD 是用来评价模型精度

的指标，当 RPD 大于 3 时，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

松木
杉木

精度；当 RPD<1.75 时，则模型不可用 ［15］。但由于相

相思木

关系数 （R） 的大小与建模预测样品浓度分布范围相

桉木

关，当建模预测样品的浓度分布范围宽，即使 R 接近

于 1，模型预测效果也较差；反之，若建模预测样品

的浓度范围窄，R 可能较小，但模型预测精度却较
高 ［14］。故 R 并不能完整地反应模型预测精度，因此实

际应用中，相关系数 R 需根据实际情况，结合 RM⁃
SEP、AD 和 RPD 综合评价模型的性能。
2

实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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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实验仪器

采用无锡迅杰光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IAS-2000

杨木

5 种制浆材样品 Klason 木质素含量分布

样品数/个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
差/%

10

28.95

28.48

28.63

0.14

12

27.15

24.62

25.69

0.87

23
24
13
82

34.20
27.56
20.51
34.20

32.55
21.49
14.82
14.82

33.44
23.74
17.99
26.43

0.42
1.14
2.00
5.39

2. 4 数据处理软件

本研究采用 NIRSA 4.5 系统以及 Matlab2010a 软件

平台。NIRSA4.5 系统是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专门用
于近红外光谱数据处理的化学计量学软件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号 2007SR06801），主要用于近红外光
谱预处理、样品集的划分以及 PLS 算法和 PCA-BPNN

算法建模；Matlab2010a 平台则主要用于 PSO 算法确

系列便捷式近红外光谱仪，仪器核心部件为基于微机

定系统最优参数以及 LSSVM 算法建模的程序编制。

术 生 产 的 数 字 微 镜 器 件 （Digital Mirror Device，

3. 1 建模样品集划分与光谱预处理

为 300 刻线，DMD 扫描宽度 12.87 nm，波长范围 900~

建模型的可靠性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常用的建模集样

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 技
DMD） 光栅分光系统。仪器基本参数如下：光栅规格
1700 nm，分辨率 10 nm，InGaAs 探测器。
2. 2

木材样品数据

5 种常见制浆材 （松木、杉木、相思木、桉木和

杨木）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提

供，共计 82 个原木样品。将原木样品切削成木片并

磨碎，然后选取 40~60 目的木粉样品在近红外光谱仪

上采集光谱。采集样品光谱时，将样品放入测量杯中

3

结果与分析

用于建立模型的样品是否具有较强代表性对于所
品选取的方式有含量梯度法、Duplex 法、Kennard-

Stone （K-S） 法 ［16］ 和 SPXY 算法 ［17］。为建立较广适

用性的常用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预测模型，本

研究采用 SPXY 算法选择 62 个样品作为建模集，剩余

20 个样品作为预测集，经部分调整使两个集合中都含
有 5 种制浆材。

近红外光谱仪所采集的光谱除样品自身信息外，

以 200 g 砝码压平以使其分布均匀且需保持固定的高

还包含了其他无关信息和噪声。因此，在用化学计量

谱。每扫描完一个样品，用毛刷去除样品杯中的残留

处理方法变得十分关键 ［18］。合理的预处理方式可以

木粉，以免影响后续样品光谱的准确性。

有效地过滤近红外光谱中的噪声信息，保留有效信

度，每个样品重复装样 6 次进行测定以获得平均光

2. 3

Klason 木质素标准值测定

按照 GB/T 2677.8—1994 进行制浆材 Klason 木质

素的测定。用质量分数为 （72±0.1）%的硫酸水解制浆
材样品 （样品已经过苯醇混合液抽提），然后依次测

学方法建模时，消除光谱数据中无关信息和噪声的预

息，从而降低近红外定量模型的复杂度，提高近红外
模型的稳健性。目前，常用的近红外光谱预处理方法
主 要 有 微 分 、 平 滑 、 多 元 散 射 校 正 （Multiplication

Scatter Correction， MSC）、 和 标 准 正 态 变 量 变 换

得所有制浆材样品水解残余物 （即制浆材的 Klason 木

（Standard Normal Variate Correction，SNV） 等 ［19］。本

82 个 制 浆 材 样 品 Klason 木 质 素 的 含 量 分 布 范 围 为

1st）、平滑 （移动平均平滑 （MA） 和 Savitzky-Golay 卷

质素） 的质量，测量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14.82%~34.20%， 平 均 值 为 26.43%， 标 准 差 达 到

5.39%。由此可知，82 个样品分布范围较广，具有良

好的代表性，有利于建立更准确、更稳定的预测
模型。

研究对样品集的光谱进行一阶微分 （First Derivative，
积平滑 （SG））、MSC 以及 SNV 预处理后，再进行
PLS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原始光谱经 MSC 方法预处理后 ，

模型预测相关系数 Rv 达到 0.9811，RMSEP 最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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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预处理方法下的 PLS 建模结果
预处理方法

Rc

RMSEC/%

0.9980

0.3304

预测集
Rv

RMSEP/%

RPD

0.9585

1.1017
1.5022

3.8235

1.0882

3.8720

RS

0.9913

0.7296

0.9789

MA

0.9888

0.7781

0.9814

1st

SG

MSC
注

校正集

SNV

0.9912
0.9916
0.9916

RS 为原始光谱。

0.6919
0.6757
0.6759

0.9789
0.9811
0.9770

2.8039

1.1052

3.7878

1.0265

4.1030

1.0927

3.8547

1.0265， RPD 最 大 ， 为 4.1030。 综 合 3 个 评 价 指 标

分析可知，经 MSC 预处理后建立的 PLS 模型预测精

图 2 建模集 PRESS 随主成分数的变化

度较另外 4 种预处理方法更优。近红外漫反射光谱

（Near-Infrared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Analy‐
sis，NIRDRSA） 技术是实现粉末状固体样品无损快

速检测的常用技术，但是利用该技术需以样品散射
系数 S 的一致性作为前提，而散射系数 S 主要受样
品的粒径及其分布均匀程度等物理因素影响。样品
的粒度越大，粒径分布越不均匀，散射系数 S 的不
一致程度也越大，由此导致的误差也越大 ［20］。而
MSC 算法则能够减少各种因素导致的散射系数 S 差

异对光谱测量的影响 ［19］，提高近红外校正模型的
精度。因此，本研究选取预测性能最好的 MSC 对制

图3

PLS 模型实测值-预测值散点图

浆材样品的原始近红外光谱进行预处理。
3. 2

定量校正模型的建立

3. 2. 1

PLS 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的建立

在 PLS 建模中，随着主成分数的增多，载荷向量

对建模的重要程度逐渐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载荷向
量将变成模型的噪声，因此选择合适的主成分数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选定最大主成分数为 15，并采用留
一法交叉验证来选取预测残差平方和 （PRESS） 最小
的主成分数作为最终的主成分数。图 2 显示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建模集 PRESS 值随主成分数的变化，当

主成分数≥11 时，PRESS 值趋于稳定。因此，选取 11

图4

PCA-BPNN 模型实测值-预测值散点图

个主成分建立 PLS 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对预测集进

前 7 个成分作为 BPNN 的输入变量；然后根据经验公

如图 3 所示。

过多次试验确定最佳隐含层单元数为 8。建立一个

行预测分析。PLS 模型实测值和预测值散点分布结果
3. 2. 2

PCA-BPNN 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的建立

在 PCA-BPNN 建模方法中，采用 PCA 的得分作为

BPNN 的输入变量，这样不仅大大降低训练时间，减
小网络规模，而且可在几乎不丢失光谱信息的前提下
剔除噪声 ［21］。

建立一个 3 层的 BPNN 网络。首先对光谱进行主

成分分析，根据方差份额低于 0.25% 的标准

［22］

提取

式 ［23］ 确定隐含层单元数的范围为 6~12，在范围内经

（7，8，1） 网络结构的 PCA-BPNN 近红外光谱分析模

型，对预测集进行预测分析，模型实测值-预测值散
点分布结果如图 4 所示。

3. 2. 3 PSO-LSSVM 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的建立

LSSVM 建模过程中，RBF 核函数的带宽 σ 和正则

化参数 C 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模型的学习和泛化能力，
如果 σ 过小则会产生过学习现象；如果 σ 过大则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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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欠学习现象 ［24］。

预测能力，是衡量模型性能最重要的指标。比较 3 种

优化，PSO 算法参数设置为：c1=c2=1.5、ω=0.5、初始

系数 Rv 最大，为 0.9857；预测标准偏差 RMSEP 最小，

本研究采用 PSO 算法对 LSSVM 模型的参数进行

建模方法的预测结果，PSO-LSSVM 模型的预测相关

为 0.7498%，比 PLS 模型和 PCA-BPNN 模型分别降低

粒子数为 70、最大迭代次数为 300。通过对训练数据

的学习及 PSO 算法对 LSSVM 模型参数的优化调整，

0.2767% 和 0.1455%；真实值与预测值间的绝对偏差

最优参数为 σ=106.4、C=757.8；PSO-LSSVM 模型实

对 标 准 偏 差 RPD 最 大 ， 为 5.6174， 比 PLS 模 型 和

AD 范围在 3 个模型中最小，为 0.0065%~1.8449%；相

得到 LSSVM 模型对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进行预测的

PCA-BPNN 模型分别提高 1.5144 和 0.9138。

测值-预测值散点分布结果如图 5 所示。

通过以上各个指标综合评价可知，相对于 PLS 模

型和 PCA-BPNN 模型，PSO-LSSVM 模型的预测精度有

较为明显的提高，PSO-LSSVM 模型能够对预测集做
出精确的预测，在 3 种建模预测效果中表现最佳；其
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存在于制浆材木粉中的 Klason
木质素，其复杂的物理空间结构及化学存在状态导致

其光谱吸收的复杂性，而 NIRDRSA 分析技术中的漫

反射吸光度与被测对象含量 （如 Klason 木质素） 的线

性关系只有在散射系数保持不变、样品的粒度合适，
以及透射、规则反射光和仪器光谱特性影响可以忽略

3. 3

图5

不计等各条件均满足时才能成立 ［25］。尽管 MSC 预处

PSO-LSSVM 模型实测值-预测值散点图

理方法能够消除部分会导致散射系数不一致的影响因

不同算法建模结果分析

素，但为了直接利用木粉样品实现快速无损检测，其

对 经 过 预 处 理 后 的 光 谱 分 别 建 立 PLS、 PCA-

样品制备和测量条件很难保证严格的规范性，使得漫

BPNN 和 PSO-LSSVM 模型，各模型对制浆材 Klason 木

反射吸光度和 Klason 木质素浓度必然偏离线性关系。

质素含量的预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同时制浆造纸厂木片原料的物理化学性状相对稳定，

由表 3 可知，对相同光谱数据的制浆材 Klason 木

其中的化学组分含量分布范围也较窄，因此难以收集

质素含量进行预测，PSO-LSSVM 模型的预测效果优

到足够数量的代表性样品。PLS 方法虽然采用了非线

于 PLS 模型和 PCA-BPNN 模型。在建模样本的回归拟

性迭代偏最小二乘算法提取与 Klason 木质素相关的潜

合度和精度方面，PSO-LSSVM 模型的校正相关系数 Rc

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但本质上仍是一种线性建模方

最大，可达 0.9966，校正标准偏差 RMSEC 最小，为

法。本研究中每个木粉样品经光谱测量后，可同时获

0.4412%，效果最佳，表明 PSO-LSSVM 模型对于建模

得 700 个波长处的吸光度，建模集光谱对应为 62×700

的高维矩阵，通过 PCA 对该高维矩阵降维，可以简化

集样本具有较高的回归精度，拟合能力较强，能够通

后续 BP 人工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以及计算复杂度，

过已有的数据达到较高的训练程度，预测结果接近建

模集样本的真实值；而 PLS 模型校正相关系数 Rc 最

且是一种非线性建模方法；但人工神经网络需要大量

小，校正标准偏差 RMSEC 最大，在 3 种建模方法中表

的样本进行训练，才能较好地使网络神经元之间的连

现最差，表明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近红外分析

接权重充分表达 Klason 木质素和木粉近红外光谱之间

的训练能力要优于线性方法 （PLS）。模型对预测集样

PCA-BPNN 建立的模型精度及其稳定性将大大降低。

模型的校正过程中，非线性方法 （BPNN 和 LSSVM）

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当代表性木材样本有限时，

因此，利用 LSSVM 算法更利于发挥 SVM 在解决小样

本的回归拟合度和精度反映了模型对于预测集样本的

表 3 不同模型对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预测结果
算法

建模集
Rc

RMSEC/%

0.9809

0.7209

预测集
Rv

RMSEP/%

0.9817

0.8953

AD/%

RPD

PLS

0.9916

0.6757

0.9811

1.0265

0.4370~2.0704

4.1030

PSO-LSSVM

0.9966

0.4412

0.9857

0.7498

0.0065~1.8449

5.6174

PCA-BPNN

0.0179~2.0812

4.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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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线性及高维数据分析中的许多独特优势，再结

合 PSO 方法，又可在全局范围内自动优化 LSSVM 模
型中的参数，避免建模中的主观因素，从而获得最佳
模型。
4

结

贺文明，薛崇昀，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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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等 . 近红外光谱法快速测定木材纤维

素、戊聚糖和木质素含量的研究［J］. 中国造纸学报，2010，25

（3）：9.

［4］ Huang A M，Jiang Z H，Li G Y. Determination of lignin content in

bamboo and Chinese fir by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2006，28（s2）：111.

论

为优化混合制浆材中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近红外

预测模型，首次尝试将粒子群寻优-最小二乘支持向

量机 （PSO-LSSVM） 算法用于制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
量的测定分析，并对比了线性建模方法偏最小二乘

（PLS） 以及非线性建模方法主成分降维后的 BP 神经

网络 （PCA-BPNN） 和 PSO-LSSVM 3 种模型，主要结
论如下。

（1） 由于所测混合制浆材为木粉样品，因此装填
密度、粒径分布及其均匀性在测试过程中不易控制，
近红外漫反射时散射系数 S 一致性难以保证，导致光
谱测量误差，通过多元散射校正 （MSC） 预处理可以

部分消除此误差，有效地增强了与 Klason 木质素组分
相关的光谱信息，提高了 Klason 木质素近红外分析模
型的精度。

（2） 与 PLS 算 法 及 PCA-BPNN 算 法 相 比 ， PSO-

LSSVM 算法建模后的预测效果最好；其优点在于既可
以充分利用有限的代表性制浆材样品，基于光谱和

黄安民，江泽慧，李改云 . 毛竹、杉木木质素的近红外光谱法快
速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28（s2）：111.

［5］ Liang L，Shi Y Q，Cui H H，et al. Application of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 Transactions of China
Pulp and Paper，2015，30（4）：61.
梁

龙，施英乔，崔宏辉，等 .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制浆过程

中的应用［J］. 中国造纸学报，2015，30（4）：61.

［6］ Tsuchikawa S，Kobori H. A review of recent application of near in‐
frared spectroscopy to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Journal of

Wood Science，2015，61（3）：213.

［7］ Ishizuka S，Sakai Y，Tanaka-Oda A. Quantifying lignin and holocel‐

lulose content in coniferous decayed wood using near-infrared reflec‐
tance spectroscopy［J］.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2014，19（1）：233.

［8］ He W，Hu H. Rapid Prediction of Different Wood Species Extrac‐
tives and Lignin Content Using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J］. Jour‐

nal of Wood Chemistry & Technology，2013，33（1）：52.

［9］ Li Y，Li Y X，Li W B，et al. Model Optimization of Wood Property

and Quality Tracing Based on Wavelet Transform and NIR Spectros‐
copy［J］.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2018，38（5）：1384.

李 颖，李耀翔，李文彬，等 . 基于小波变换的木材近红外光谱模

型优化及质量追溯［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8，38（5）：1384.

Klason 木质素含量测得的数据，从该非线性高维模式

［10］ Suykens J A K，Brabanter J D，Lukas L，et al. Weighted least

型参数，简化建模过程，提高模型精度。

［11］ Xu B，Wang X，Dhaene T，et al.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multi-ob‐

空间中提取分析信息，又可利用 PSO 算法自动优化模
（3） 本研究采用近红外光谱仪器的全部波段，在

进行 PSO 算法优化寻优时，所用时间较长，不利于制
浆材 Klason 木质素含量的快速建模分析，因此未来研

究中可以考虑通过降维处理或波长选择方法来减少
LSSVM 的输入变量，以提高建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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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ased on 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Klason Lignin of Mixed Wood Using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XIONG Zhixin1，* LIU Yaoyao1 WANG Yong1 LIANG Long2 FANG Guigan2
（1.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Province，210037；
2.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ry Products，CAF，Nanjing，Jiangsu Province，210042）
（*E-mail：leo_xzx@njfu. edu. cn）

Abstract：To optimize the near-infrared analysis model of Klason lignin content of mixed wood，82 samples from 5 common pulp woods were

collected and prepared by grinding pretreatment，and their near-infrared spectrum signals were obtained via the portable spectrometer. The

division of calibration set and testing set was followed by multiplication scatter correction（MSC）. The parameters of least square support vec‐

tor machines（LSSVM）were optimized b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and the selected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LSSVM

quantitative analysis model of Klason lignin content of mixed wood. The performance of PSO-LSSVM model was compared with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model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back propagat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PCA-BPNN）
model. The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results of PCA-BPNN and PSO-LSSVM were superior to PLS，and the PSO-LSSVM model showed the

best performance. For PSO-LSSVM model，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lidation（Rv）was 0. 9857 which was the largest among the three

models.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prediction（RMSEP）of PSO-LSSVM model was 0. 7498%，which was 0. 2767% and 0. 1455% lower

than PLS model and PCA-BPNN model，respectively.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PD）was 5. 6174 which was improved 1. 5144 com‐

paring to the PLS model and 0. 9138 comparing to PCA-BPNN model. And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absolute errors（AD）were 0. 0065%~
1. 8449%，which were the least among the three models.

Keywords：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mixed pulping wood；Klason lignin；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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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机算法的造纸过程
磨后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
江

伦1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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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支持向量机 （SVM） 算法的造纸过程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该模型利用原始浆板纤维形态参

数和磨浆参数作为输入，用于在线软测量生产过程中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结果表明，采用 SVM 算法进行建模时，7 种磨后浆料纤维
形态软测量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在 2. 87%~5. 61% 之间，均优于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 （PLS） 算法的建模效果 （平均相对误差 3. 09%~
6. 60%），模型精度良好，满足生产中纤维形态实时检测对误差的要求。
关键词：磨浆；纤维形态；软测量；SVM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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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纸和纸板消费量逐渐增加，从 2009

一方面检测费用昂贵；另一方面，少量的检测数据对

年的 8569 万 t 增长到 2018 年的 10439 万 t，年均增长

于纤维抄造性能的影响无法量化，使得纤维形态这一

。随着纸和纸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和物质

重要指标无法应用到生产中。这给制浆过程实现自动

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纸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

控制和优化带来很大的不便，直接影响浆料对成纸质

越高，也增加了对高质量纸浆的需求。其中，浆料的

量的控制效果。

率达 2.22％

［1］

纤维形态对成纸质量至关重要

，如纤维长度、扭结

［2］

为解决磨后纤维形态检测成本高且其抄造性能无

，细小

法量化的问题，本研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纤维

纤维的含量通过影响纤维间的氢键结合，最终影响成

形态的在线软测量模型，实现对生产过程中磨后纤维

纸的强度

的实时在线软测量。模型以原始浆板纤维形态参数、

纤维百分比对成纸抗张强度等指标影响较大

［3］

，纤维宽度是影响打浆和成纸撕裂指数

［4-5］

。通过改变纸浆或者纤维的质量来

碎浆和磨浆工艺等参数作为输入，预测磨浆后的浆料

改善成纸的特性是造纸工业面临的科学挑战之一。由

纤维平均长度、纤维平均宽度、扭结纤维百分比、断

于浆料纤维形态受磨浆过程影响较大 （使得纤维内外

尾纤维百分比、纤维平均粗度、细小纤维含量 （按长

的重要纤维特性

［6］

部润胀、细小纤维化、纤维变短和表面化学成分变
化

），并且浆料经磨浆后直接用于纸张的抄造，因

［7］

此，磨后浆料的纤维形态是决定成纸质量的重要参数
和依据

［8］

料成本

［9-10］

。此外，长、短纤维的使用量直接关系到原
、生产过程能耗等 ［11］，对磨后浆料纤维形

态的测量和调优，也直接关系到生产成本的优化 ［12］。
目前，浆料纤维形态参数测量主要通过国外进口
纤维形态分析仪 （FQA）

［13］

和国内自主研发的基于机

器视觉 FQA 进行测量。基于仪器进行纤维形态检测，

度） 和分丝帚化率 7 种形态指标，以减少大量实验检
测成本，同时为分析浆料纤维形态与纸张质量提供关
键数据并进一步预测成纸质量。
1 方法原理
1. 1 建模技术路线
本研究利用原始浆板纤维形态、浆板配比、磨浆
功率、流量和浓度数据作为输入，建立磨后浆料纤维
形态软测量模型，实现对磨后浆料纤维形态的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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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于从原始浆板到磨浆阶段过程中还有磨浆准备

度， L m 表示混合纤维总长度/宽度，n 表示浆板种类

阶段，即浆料混合碎浆过程，因此首先需要通过原始

个数，x i 表示浆板 i 的件数， L i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总长

浆板纤维形态数据和浆板配比数据，得到混合浆料碎

度/宽度， N m 表示混合纤维总数量， N i 表示浆板 i 的

浆后纤维形态这一过程参数，然后结合磨浆工艺参数

纤维数量， l m 表示混合浆板的纤维平均长度/宽度，l i

建立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平均长度/宽度。

首先在浆料混合过程，本研究利用每件原始浆板

（2） 扭结纤维百分比是扭结纤维根数占总纤维根

纤维形态数据及浆板配比数据，基于混合机理公式推

数的比例，用来表征纤维分丝帚化的程度，断尾纤维

导出混合后浆料纤维形态。然后在碎浆过程，结合混

百分比是发生切断的纤维数占总纤维数的比例，用来

合后浆料纤维形态数据、碎浆后浆料纤维形态数据及

表征纤维被切断的程度。扭结纤维和断尾纤维百分比

碎浆时间数据，基于图表分析得出碎浆过程不改变浆

模型可通过定义由纤维数量加权平均值求得，具体如

料纤维形态，即将混合后浆料纤维形态视为混合浆料

公式（2）所示。
Dm
n
dm =
=
xD
N m ∑i = 1 i i

碎浆后纤维形态。在建模阶段，以混合浆料碎浆后纤
维形态、磨浆功率、流量、浓度作为输入，利用基于
支持向量机 （SVM） 算法建立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
量模型，输出为磨浆后的浆料纤维形态，并与偏最小

∑

n

i=1

xi di Ni

∑

n

i=1

∑

n

i=1

xi Ni =

xi Ni

（2）

其中， d m 表示混合浆料扭结/断尾纤维百分比，

二乘回归 （PLS） 算法进行比较以验证所建模型精度。

D m 表示混合浆料扭结/断尾纤维的数目，N m 表示混合

本研究所建立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其具

纤维总数量，n 表示浆板种类个数，x i 表示浆板 i 的件

体的建模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1. 2

数， D i 表示浆板 i 的扭结/断尾纤维数， N i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数量， d i 表示浆板 i 的扭结/断尾纤维百分比，

浆料混合过程机理

对于浆料混合过程机理，根据各个纤维形态的数
学定义，推导过程如下。

N i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数量。

（3） 细小纤维含量 （按长度） 为长度小于 0.2 mm

（1） 纤维平均长度等于纤维总长度除以纤维的总

的纤维总长度除以所有纤维的总长度，用来表征浆料

根数，用来表征纤维的长度。纤维平均宽度等于所有

细纤维化的程度。纤维平均粗度为单位长度的绝干纤

纤维宽度的总和除以纤维的总根数，用来表征纤维的
宽度。纤维平均长度和纤维平均宽度模型可由其定义
进行推导，具体如式（1）所示。

ì
∑N l i L
ï
l= 1 =
ï
N
N
ï
n
ï
L m =∑x i L i
ï
ï
i=1
（1）
í
n
ï
N m =∑x i N i
ï
i=1
ï
ï
L
m
n
n
n
n
ï
ïl m = N =∑i=1 x i L i ∑i=1 x i N i =∑i=1 x i l i N i ∑i=1 x i N i
m
î
其中， l 表示单一浆板纤维平均长度/宽度， N 表

示单一浆板纤维数量，L 表示单一浆板纤维总长度/宽

图1

维的质量，用来表征纤维的粗度。细小纤维含量 （按
长度） 和纤维平均粗度通过定义进行推导，具体如公
式（3）所示。
Mm
n
rm=
=∑i=1 x i M i
Lm

∑

n

i=1

xi ri Ni li

∑

n

∑

i=1

n
i=1

x i L i=∑i=1 x i r i L i

xi Ni li

n

∑

n
i=1

x i L i=

（3）

其中， r m 表示混合浆料细小纤维含量/纤维平均

粗度， M m 表示混合浆料中绝干纤维质量/长度小于

0.2 mm 的纤维总长度，L m 表示混合浆料纤维总长度，

n 表示浆板种类个数，x i 表示浆板 i 的件数，M i 表示浆

板 i 的绝干纤维质量/长度小于 0.2 mm 的纤维总长度，
L i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总长度，r i 表示浆板 i 的纤维平均

粗度/细小纤维含量。

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建模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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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丝帚化率，与打浆度呈高度相关性，用打
。

线性核函数：K (x i，x) = x i xT

［14］

ln f m = ∑i = 1 x i ln f i
n

∑

n

i=1

xi

（4）



（10）

SVM 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样本信息进行学习解

。其采用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

［15］

的泛化能力 ［16］。结合本研究在磨浆工艺上采集的
纤 维 形 态 数 据 集 有 限 ， 因 此 采 用 SVM 建 立 磨 浆 模
型。SVM 建模过程如下。

假设输入变量 X ij 和输出变量 Y i 后，为了消除各
个变量在量纲上的差异，提高分析算法的效率，需要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纤维平均长度为例，其他
6 个指标同理），如公式（5）所示。
ì
x ij - x j
ï
x *ij =
Sj
ï
í
n
ï 2 1
- 2
ïS j = ∑( x ij - x j )
n i=1
î

（5）

维平均长度、磨浆功率、流量和浓度， Y i 为第 i 个样
本对应的磨后纤维平均长度。x j 为样本在 j 维的均值，
x *ij 为第 i 个样本的 j 维标准化数值，S j 为样本在 j 维度标

准差。S j 2 为样本在 j 维度方差。

SVM 通过内积核函数变换将输入低维空间转换到

高维特征空间中，然后在高维特征空间中回归，基于
结 构 风 险 最 小 化 原 则 ， 引 入 松 弛 变 量 {ξ i}

l
i=1

和

，以及引入拉格朗日乘子 α i、 α *i、 η i、 η *i，得

i=1

到支持向量机的回归模型，如公式（6）所示
ŷ = ωT x + b = ∑( α i - α *i ) K ( x i，x) + b

。

［17］

l

i=1

2

结果与讨论

2. 1 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集了浙江某造纸厂实际生产数据作为建

模的数据基础。使用法国 Techpap 公司制造的 Morfi 纤
维质量分析仪对纤维形态进行测量。本研究所展示的
数据均为脱敏处理后的数据。
（1） 浆板纤维形态数据采集：对该企业使用率最

高的 16 种浆板，进行小块取样。经疏解机疏解制成

（2） 碎浆阶段的纤维形态数据采集：上述的 16

种浆板组成了 11 种不同浆板配比的浆料，对它们进

行编号。数据采集对象为该企业某台碎浆机，在特定

数，j=1，2，…，4，为样本维度，含混合后浆料纤

i

其中，γ、r、p 为各核函数参数。

浆样后，测量浆样的纤维形态。

其中， X ij 为输入变量，i=1，2， … ，n，为样本

l

（9）

sigmoid 核函数：K (x i，x) = tanh (γx i x + r)，γ > 0

基于 SVM 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

可以在最小化模型训练误差的同时较好地保留算法

*

2

 )，γ > 0

T

帚化率。

{ξ }

p

径向基核函数：K (x i，x) = exp ( -γ x i - x

种类个数， x i 表示浆板 i 的件数， f i 表示浆板 i 的分丝

决非线性问题

（7）

多项式核函数：K (x i，x) = (γx i xT + r) ，γ > 0 （8）

其中， f m 表示混合浆料分丝帚化率，n 表示浆板

1. 3

第 2期

式 （10）所示 ［18］。

浆 度 表 示 纤 维 分 丝 帚 化 程 度 ， 其 公 式 如 公 式（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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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中， ω 为权重系数， b 为偏置项， α i、 α 为拉
*
i

格朗日乘子，取值为 [ 0，C ]，C 为惩罚系数， K ( x i，x)
为核函数。

核函数可将低维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将非线性
问题 转 换 为 线 性 问 题 。 核 函 数 有 线 性 核 函 数
（Linear）、 多 项 式 核 函 数 （Poly）、 径 向 基 核 函 数
（RBF） 和 sigmoid 核函数，其公式分别如公式（7）～公

时间间隔下使用塑料杯去碎浆池中取样。共采集 12

组数据，其中配比 1、配比 2 和损纸各 4 组。

（3） 磨浆阶段的纤维形态数据采集：每次调整磨

浆机过程参数，记录此时的设定功率 （kW）、设定流

量 （m3/h）、设定浓度 （%）。待其稳定后，从磨浆后
取样口接浆，总共采集了 11 种配比下的磨浆前纤维

形态数据和 77 组磨浆后纤维形态数据。由于其中一

种配比没有检测磨前的浆料纤维形态，所以有效建模
数据为 69 组。

2. 2 碎浆数据分析
为避免配比的特殊性对纤维形态的影响，本研究

选用了 3 种配比 （配比 1、配比 2 和损纸），分析碎浆

对纤维形态的影响。分别采集了配比 1 在碎浆时间 8、

9、10、11 min 下的 7 种浆料纤维形态指标，配比 2 在

碎浆时间 8.5、9.5、10.5、16 min 下的 7 种浆料纤维形

态指标，损纸在 50、55、60、65 min 碎浆时间下的 7
种浆料纤维形态指标。其纤维形态的变化直方图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不同配比在不同碎浆时间下进行碎

浆，7 种浆料形态数据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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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模，SVM 的参数主要包括核函数、惩罚系数 C 及
距离度量 ϵ。核函数功能主要是将低维不可分的数据
映射到高维以后，就变成线性可分，从而解决线性不
可分问题。惩罚系数 C 类似一个正则化因子，其值越
大，对误分类的惩罚越大，模型越复杂，越容易发生
过拟合。对于距离度量 ϵ，其决定样本点到超平面的
距离损失，ϵ 值越小，损失函数则越大，模型越复杂。
本研究首先通过网格搜索法 ［18-19］ 确定参数大致范围，
然后利用误差迭代曲线进行分析，确定最优参数值。
(a) 配比 1 纤维形态直方图

以磨后浆料纤维平均长度软测量模型为例，对于核函

数，在上述常用的核函数 （Linear、Poly、RBF 和 sig‐

moid） 中选取，针对惩罚系数 C 及距离度量 ϵ，结合
本研究数据量较少，不能使模型太复杂，因此在

｛0.0001，0.01，1｝ 三个梯度上对 69 组数据通过 6 折
交叉验证进行查找，初步确定最优参数组合为 Linear

核函数，C 为 0.01，ϵ 为 0.01。然后固定 Linear 核函
数，ϵ=0.01，以 0.001 为初始值，增量为 0.001 对 C 进

行寻优，将数据集分 57 组训练集和 12 组测试集，迭
代寻优曲线如图 3 所示。随着 C 的增加，训练集和测

试集的平均绝对误差都下降，然后测试误差反而增
加，此时模型出现过拟合，因此确定最优惩罚系数

(b) 配比 2 纤维形态直方图

C，接着固定 Linear 核函数和 C，以 0.1 为初始值，增

量为−0.001 对 ϵ 进行寻优，迭代寻优过程如图 4 所示。

确定最优 ϵ，同理按上述方式，依次确定剩下 6 个磨
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参数。

(c) 损纸纤维形态直方图
图2

2. 3

图 3 惩罚系数 C 迭代寻优过程

不同碎浆时间下的纤维形态直方图

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建模与结果分析

研究共收集了 77 组磨浆样本，其中 8 组没有检测

磨浆前的浆料纤维形态，故有效建模数据 69 组。磨

后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的输入变量为混合后浆料纤维

形态数据、磨浆功率、流量和浓度，输出变量为相应
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数据。

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采用 SVM 算法进

图 4 距离度量 ϵ 迭代寻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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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纤维平均长度

(b) 分丝帚化率

(d) 细小纤维含量（按长度）

(c) 扭结纤维百分比

(e) 纤维平均宽度

(f) 断尾纤维百分比

(g) 纤维平均粗度
图 5 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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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研究还采用 PLS 算法建立磨后浆料纤维

形态软测量模型对比模型。PLS 是一种多元线性的回

归模型，并且集成了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能降
低输入变量间的共线性，在概括自变量系统中信息的
同时又能最好地解释因变量，对数据量少的问题处理

57

软测量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基于 SVM 算法

的 7 种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效果均优于 PLS。

其中，基于 SVM 算法建立的 7 种浆料纤维形态平均相

对误差在 2.87%~5.61% 之间。结果表明，所建磨后浆
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精度高，符合纸张实时质检误

能力强。基于本研究建模数据量不大，模型参数的过

差要求，可以为进一步预测成纸质量提供关键过程数

大过小都会影响模型的准确度，且磨浆参数之间有一

据，同时为优化磨浆工艺、降低电耗提供理论指导。

定相关性，因此 PLS 保留两个主成分。

本研究多次对 69 组纤维形态数据随机选取 57 组

作 为 训 练 数 据 ， 另 外 12 组 为 测 试 数 据 ， 经 PLS 和
SVM 两种算法建立 7 种纤维形态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

软测量模型后，以测试数据集进行多次验证，结果如

图 5 和表 1 所示。图 5 为其中一次的拟合结果，表 1 为

7 种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 10 次测试结果的平
均值。

表1

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模型在两种算法
下的误差分析

评价值
纤维平均长度
分丝帚化率
扭结纤维百分比
细小纤维含量（按长度）
纤维平均粗度
纤维平均宽度
断尾纤维百分比

［J］. China Paper Newsletters，2019（5）：6.

中国造纸协会 . 中国造纸工业 2018 年度报告［J］. 造纸信息，

2019（5）：6.

［2］ Li Yuan-hua，Liu Huan-bin，Tao Jin-song，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paper tensile strength model［J］. China Pulp & Paper，2014，33

（1）：78.

李远华，刘焕彬，陶劲松，等 . 纸张抗张强度模型的研究进展

［J］. 中国造纸，2014，33（1）：78.

on Fiber Morphology［J］. Transactions of China Pulp and Paper，

PLS

SVM

2017，32（4）：14.

6.60

5.61

造纸学报，2017，32（4）：14.

3.09
4.27
4.01
4.17
3.48
5.47

2.87
3.26
3.37
3.29
2.99
4.81

模型中，与 PLS 算法相比，SVM 算法中所有指标的测
量精度均有所改善。其中，纤维平均长度模型的平均

相对误差 （MRE） 下降 7.67%，分丝帚化率模型 MRE

下 降 17.65%， 扭 结 纤 维 百 分 比 模 型 MRE 下 降
30.98%， 细 小 纤 维 含 量 （按 长 度） 模 型 MRE 下 降

18.99%，纤维平均粗度模型 MRE 下降 26.75%，纤维

平均宽度模型 MRE 下降 16.39%，断尾纤维百分比模
型 MRE 下降 13.72%。

本研究采用 SVM 建立的 7 种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

测量模型，预测精度均在 5.61% 以内，精度良好，可

以用于指导实际生产。
结

［1］ China Paper Association. China Paper Industry Annual Report 2018

［3］ Yang Yang，Li Qing-hua. Study on Papermaking Performance Based

平均相对误差/%

由表 1 可知，在建立的磨后浆料纤维形态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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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a soft measurement model of post-refining fiber morphology in a papermaking proces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
chine algorithm（SVM）was proposed. The model used the parameters of original pulp sheet and refining as input for online soft measurement

of post-refining fiber morph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SVM was used for modeling，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the seven kinds of

soft measurement models of post-refining fiber morphology was between 2. 87% and 5. 61%，which was better than the modeling based on

PLS algorithm（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was between 3. 09% and 6. 60%），and the model precision was good，which met the error require‐
ments of real-time fiber morphology measurement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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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能谱在卷烟纸钾和钠元素含量
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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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快速分析卷烟纸中钾 （K） 和钠 （Na） 元素含量对于卷烟纸生产的工艺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本课题探讨了一种采用 X 射线

能谱 （EDS） 法快速无损检测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实际总含量的方法。利用 EDS 和传统的原子吸收光谱 （AAS） 法分别对卷烟纸表面
K 和 Na 元素含量 （c） 和实际总含量 （C） 进行了定量检测，探寻 EDS 法和 AAS 法定量检测结果间的关联。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获
得的数据之间具有如下关系：C K = 27.28c K + 0.4805 和 C Na = 1.7926c Na + 0.5763，其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 958 和 0. 959。鉴于 EDS 具有

快速、无损检测的优点，该方法通过快速的 EDS 表面分析可以实现对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总含量的检测，可有效提高测定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助剂添加量的实验效率。
关键词：X 射线能谱；钾；钠；卷烟纸
中图分类号：TS761. 2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59

卷烟纸主要由植物纤维、无机填料以及助燃剂构
成，是烟支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它不仅具有包裹
烟丝所能承受的力学强度，同时还要有合适的透气
性、不透明度和阴燃速率等 ［2-3］。其中，含钾 （K） 和
钠 （Na） 元素的助剂虽然在卷烟纸中的含量很少，但
是对卷烟产品的品吸效果可产生很大影响。如：K 和
Na 金属离子吸附在纤维上，可以催化纤维热解；柠

檬酸钾和柠檬酸钠等有机盐能提高卷烟纸的透气度，
加快卷烟烟气的稀释与扩散，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的

焦油和 CO 含量

。因此，快速分析卷烟纸中 K 和 Na

［4-5］

元素含量对于卷烟纸生产的工艺控制和优质卷烟纸的
开发，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测定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含量的主要方

法是原子吸收光谱 （AAS） 法

。由于 AAS 法只能用

［6］

于检测液体，因此对于卷烟纸样品需先经过灰化处

理，并使其中的 K 离子和 Na 离子完全溶解于 HCl 溶液

中才能进行检测。为了避免样品中其他离子的干扰，
还需要加入合适的掩蔽剂 （如铯离子） 至上述 HCl 溶
液中，以减小对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该方法的主

要缺点是样品预处理的操作繁琐耗时，而且不能对 K

和 Na 元素同时进行分析 ［7］。离子色谱 （IC） 法是一
种根据物质在离子交换柱上具有不同的迁移率而将物

质分离并进行自动检测的分析方法 ［8］。与 AAS 法相
比，IC 法不存在检测试液中添加掩蔽剂的需求，并能

对 K 和 Na 元素同时进行分析 ［9］。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 （ICP-MS） 法是一种使待测溶液雾化再被氩原子
高能等离子体解离并用质谱仪检测的方法 ［10］，可以
同时对样品溶液中的多种金属离子进行检测，因此与

AAS 法相比，ICP-MS 法能够大大缩短样品检测的时
间 ［11］。然而，不论是 IC 法还是 ICP-MS 法，它们都是

建立在溶液检测基础上的方法。因此对固体样品，这

些方法仍然需要进行类似 AAS 法中繁琐、耗时的预处
理步骤。

X 射线能谱 （EDS） 法因具有可对材料表面的微

区元素成分进行快速分析的特点，已成为材料领域中

一种表征金属材料表面元素种类、含量和分布的手
段 ［12］，具有探测效率高、分析样品速度快、灵敏度
高和操作简单等诸多优势，所以在材料分析中应用十
分广泛，如：金属镀层的成分分析，以及材料表面的

微区和断口分析 ［13-14］。因此，采用 EDS 法检测卷烟纸

收稿日期：2018‐12‐18
基金项目：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专项—— 《功能性烟用材料集成创新集市构建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6CL01）。
作者简介：余振华，男，1973 年生；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烟用材料方面的研究。
E-mail：yuzh@ynzy-tobacco. com

60

X 射线能谱在卷烟纸钾和钠元素含量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第 35 卷

第 2期

构成中各类助剂携带的金属元素具有理论上的可行

性。目前，利用 EDS 法定量分析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
素含量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本课题对利用 EDS 定量分析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

素的总含量进行了可行性研究。采用 EDS 法和传统的

AAS 法分别对国内外 17 种卷烟纸中表面 K 和 Na 元素
含量和实际总含量进行了测定，并以此为依据，寻找

EDS 法和 AAS 法定量检测结果间的关联，从而确立通
过快速 EDS 表面分析实现对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总
含量检测的方法，旨在为卷烟纸品质的质量评价提供

一种高效、简便的分析手段。
1

实

1. 1

验
实验原料和仪器

17 种 卷 烟 纸 由 云 南 中 烟 提 供 ； X 射 线 能 谱 仪

（ZEISS EVO18）；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仪 （Agilent DUO
AA）；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S-3700N）。
1. 2

实验方法

1. 2. 1

EDS 法测定卷烟纸样品表面的元素含量

取 2 mm×2 mm 面积的风干卷烟纸，不进行镀金

处理，在 SEM 中观察卷烟纸表面的纤维和填料的分布
情况，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 EDS 数据的采集。
1. 2. 2

AAS 法测定卷烟纸样品中元素的总含量

图1

EDS 的工作流程示意图

核和各层电子间的结合能是固定的，即临界激发能也
是固定的 ［15］。因此推导出特征 X 射线的能量 E 与样品
的原子序数 Z 存在某种函数关系 ［16］，如式（1）所示。
E = A × (Z - A)

2

式中，A、C 为与 X 射线谱线有关的常数。通过

式（1）可以看出，只要检测出某个特征 X 射线的能量，
即可计算和检测出对应的原子序数和元素。
2. 2 卷烟纸样品的 SEM 及 EDS 图

图 2 为卷烟纸表面的 SEM 图，其中，方框内为

EDS 检测的卷烟纸区域。图 3 为卷烟纸表面的 EDS 分

析结果，由图 3 可看出，EDS 能够检测出卷烟纸表面

的 K 和 Na 金属元素。

将卷烟纸样品灰化，并把灰溶于盐酸中，在加入
铯离子等抑制剂后，将溶液吸入空气-乙炔火焰中，

分别收集 K 和 Na 元素空心阴极灯所发射对应谱线的

吸收值。最后由标准曲线计算出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

素的实际总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 1

EDS 分析固体材料表面元素的基本原理

EDS 主要由半导体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和主放大

器、脉冲处理器、计算机系统等部分构成 （如图 1 所
示）。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不同元素所激发的特征 X 射

线能量的不同来对元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电子经

图 2 卷烟纸表面的 SEM 图

加速电压加速，高速轰击样品表面，导致内层的电子
脱离该原子。由于在内层产生空位，此时的原子处于
极其不稳定的高能激发态，在极短时间内，很多外层
电子向内层空位跃迁，并释放出多余的能量 （量子化

的），即发生特征辐射，这种能量转化为特征 X 射线

或俄歇电子。特征 X 射线的能量等于电子参与跃迁所
在相关层间的临界激发能之差，而临界激发能是电子
从各自所在层激发出来所需要的最小能量，由于原子

（1）

图 3 卷烟纸表面的 ED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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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DS 测定的 17 种卷烟纸样品表面 K 和 Na 元素含量

卷烟纸表面 K 和 Na 元素的 EDS 测定结果

采用 EDS 对 17 种卷烟纸样品表面 K 和 Na 元素含

量进行检测，结果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17 种卷

性 （其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58 和 0.959）。它们的关

系方程可分别写作式（2）和式（3）。
C K = 27.28c K + 0.4805

烟纸表面 K 和 Na 元素的相对含量有差异，表明这些
元素的相对含量与卷烟纸中它们的总含量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系，因此可以建立一种基于 EDS 分析、对卷烟

纸中 K 和 Na 元素总含量进行快速测定的方法。

（2）

C Na = 1.7926c Na + 0.5763

（3）

式中，CK、CNa、cK 和 cNa 分别是应用 AAS 法和 EDS

卷烟纸中助燃剂的添加量有区别。很显然，表面金属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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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的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实际总含量和表面
含量。

另外，为了研究 EDS 法检测卷烟纸表面 K 和 Na

基于 EDS 定量测定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总含量

元素含量的精确度，本课题对 4 种卷烟纸样品进行 3

由上述可知，EDS 能够快速分析卷烟纸表面金属

准偏差 （RSD） 小于 4.95％，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

方法的建立和评价

元素的相对含量，AAS 法可以准确地检测卷烟纸中金
属元素的实际总含量。利用传统的 AAS 法对卷烟纸样
品中 K 和 Na 元素的总含量进行了测定。图 5 是基于

EDS 定量分析的卷烟纸表面 K 和 Na 元素含量和基于

次重复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其检测结果的相对标
精确度。因此，基于公式（2）和公式（3），即可利用

EDS 法快速测定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的实际总含量，
以代替繁琐、耗时的 AAS 法。
表1

AAS 定量分析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总含量的结果所

做的关系图。

EDS 法检测 K、
Na 元素含量及其测定的
重复性

元素

样品

种类

编号

量之间的关系

由图 5 中的结果可知，对卷烟纸样品中 K 和 Na 元

素而言，这两种方法所获得数据存在很好的线性相关

RSD/%

0.25

0.25

0.12

0.12

4.95

3

0.41

0.40

0.43

0.41

3.70

2
3
4

两种方法测定 K 和 Na 元素含

值/%

0.11

1

图5

含量均
3

0.12

4
Na

2

1
2

K

含量/%
1

0.25
0.33
0.16
0.13
0.29
0.21

0.26
0.32
0.17
0.13
0.29
0.22

0.33
0.17
0.13
0.28
0.22

0.33
0.17
0.13
0.29
0.22

2.28
1.77
3.46
0.00
2.01
2.66

2. 5 基于 EDS 定量测定卷烟纸中 Ca 和 Mg 元素方法
的可行性

由于 EDS 也能定量测定样品中的 Ca 和 Mg 元素，

本课题也对 EDS 检测的 Ca 和 Mg 数据与 AAS 法得到的

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 （见图 6）。由图 6 可知，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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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龙

堃 . 纸质文献无损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J］. 中国造纸，

2019，38（3）：78.

［3］ ZOU J，LIN T. Research on Effect of Biolatex Surface Sizing on Pa‐
per Properties［J］. Paper and Biomaterials，2018，3（2）：24.

［4］ Yamamoto T ，Umemura S ，Kaneko H. Effect of Exogenous Potassium
on the Reduction in Tar ，Nicotine and Carbon Monoxide Deliveries

in the Mainstream Smoke of Cigarettes［J］. Beiträge Zur Tabak‐
forschung International/Contributions to Tobacco Research ，2015 ，14

（6）：379.

图6

两种方法测定 Mg 和 Ca 元素
含量之间的关系

法得到的 Ca 元素数据之间相关性较差，对 Mg 元素而

［5］ Gao H，Wang T Z. Effect of Metal Salts on Thermal Cracking of Cel‐

lulose Biomass［J］.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20）：282.
高

虹，王通洲 . 金属盐对纤维素类生物质热裂解制炭的影响研

究［J］. 现代农业科技，2008（20）：282.

言，由于检测得到的数据太少而不具有代表性。因

［6］ YC/T 274-2008. Determination of Potassium，Sodium，Calcium，Mag‐

元素含量的方法。

［7］ HU Q F，ZHANG Y H，WANG S，et al. Determination of Potassium，

此，EDS 法不能成为一种快速检测卷烟纸中 Mg 和 Ca
与金属 K 和 Na 元素相比，Ca 和 Mg 元素是以颗粒

的形式存在于卷烟纸中 （其中 CaCO3 的添加量可高达

nesium in Cigarette Paper-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Sodium，Calcium，Magnesium，Copper，Iron，Zinc，Lead in the Cut

Tobacco，Smoke，Cigarette Paper，Unsmoked Filter Tips，Smoked Fil‐

ter Tips by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J］. Journal

40%），因此，K 和 Na 元素吸附于纤维上的分布形式

of Yuxi Teachers College，2007，23（3）：48.

取的表面很小，因此对于分布不匀的固体颗粒的检

2007，23（3）：48.

相对优于 Mg 和 Ca 元素的分布。再加上 EDS 检测所选
测，就存在着代表性差的缺点。这很可能是 EDS 法和

AAS 法 对 Ca 和 Mg 元 素 检 测 结 果 相 关 性 差 的 根 本
原因。
3

结

胡秋芬，张艳宏，王

森，等 . 微波消化-原子吸收法测定卷烟中

的钾、钠、钙、镁、铜、铁、锌、铅的研究［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8］ GUAN C L，WANG S Z，MENG S M，et al. The Progress of Ion Chro‐

matography［J］. Chinese Journal of Spectroscopy Laboratory，2004，

21（2）：355.

关翠林，王尚芝，孟双明，等 . 离子色谱法进展［J］. 光谱实验室，

2004，21（2）：355.

论

采用 X 射线能谱 （EDS） 法快速无损检测卷烟纸

表面 K 和 Na 元素含量 （c），并建立与原子吸收光谱

（AAS） 法检测卷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实际总含量 （C）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采用 AAS 法和 EDS 法所获得

的 K 和 Na 元 素 含 量 数 据 之 间 具 有 如 下 关 系： C K =
27.28c K + 0.4805 和 C Na = 1.7926c Na + 0.5763， 两 者 的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58 和 0.959。鉴于 EDS 具有快
2

速、无损检测的优点，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对测定卷

烟纸中 K 和 Na 元素助剂添加量的实验效率，并成为

卷烟纸生产质量控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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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an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EDS）method for rapid and non-destructive determination of K and Na elements

in cigarette paper was repor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contents（c）of K and Na on the surface

of cigarette paper measured by EDS and the actual contents（C）of K and Na in cigarette paper measured by conventional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AAS），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were established C K = 27.28c K + 0.4805 and C Na = 1.7926c Na + 0.5763，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 958 and 0. 959，respectively. Since the EDS method could conduct non-destructive testing on the solid sample
without any pretreatment，it could be an efficient way for rapid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K and Na in cigarett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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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E-GC/MS 在造纸废水苯系污染物
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董云渊 1 陈晓彬 1

金

晨 2 郑启富 1

（1. 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浙江衢州，324000；2. 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浙江金华，321015）
摘

要：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合成了磁性多壁碳纳米管材料 （Fe3O4@MWSNTs），对该材料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红外光

谱、元素分析等表征，并将其作为磁性固相萃取 （MSPE） 的吸附剂，建立了磁性固相萃取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MSPE-GC/MS） 检
测造纸废水中苯系污染物的分析方法。结果显示，Fe3O4 纳米颗粒较好地附着在多壁碳纳米管的表面，材料 C 含量为 37. 45%，Fe3O4 纳
米颗粒的尺寸在 50~200 nm 左右，亲水性适中。将该材料用于造纸废水气质联用分析检测的前处理中，能够排除基质干扰并吸附痕量
苯系污染物，此外，与普通液液萃取相比具有简单、快速、易于操作、有机溶剂用量少等优点。气质检测结果显示，建立的方法对痕
量苯系污染物有很好的检出效果。
关键词：磁性固相萃取；气质联用；造纸废水；苯系污染物；多壁碳纳米管
中图分类号：X7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64

造纸工业所产生的废水已成为环境污染防治的重
点和难点，污染物主要来源于蒸煮工序和漂白工序，
其组成取决于纤维原料的种类和生产工艺等。随着国
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造纸废水污染物的分析也越来
越受到行业的关注 ［1-3］。气相色谱串联质谱 （GC/MS）
方法可以对成分复杂的造纸废水进行有机污染物的检
测，但是废水样品不能直接进入气质联用分析，需要
采用预处理方法将其中的有机污染物与水分离后才能
进入仪器检测，传统的预处理方法是液液萃取 ［4］。液
液萃取处理后，待测样品溶液成分复杂，通常存在大
量的烷烃，而苯系有机污染物在造纸废水中含量通常
较低，但是毒性又相对较大，检测时容易被样品中复
杂的基质覆盖 ［5］。在地表水和饮用水的相关标准中均
对各类苯系污染物的含量有严格的限量标准。磁性固
相萃取 ［6-9］ 是一种新型的固相萃取技术，它利用磁性
或磁性修饰的吸附剂将目标分析物吸附，提取出待测
物。该技术具有易分离、易操作、成本低、时间短、
稳定性好等优点，克服了传统的液液萃取操作繁琐耗
时长，有机溶剂用量大等缺陷，在生物、化学、药
物、环境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壁碳纳米
管 ［10-12］ 具有中空多孔多层结构，比表面积大，良好

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尤其是能与苯系污染物之
间形成良好的 π-π 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化合物之间形
成良好的范德华相互作用，在固相萃取领域受到极大
的关注。本课题应用负载了四氧化三铁 （Fe3O4） 的
多壁碳纳米管作为吸附剂，萃取造纸废水中的有机污
染物，将 Fe3O4 的磁性和多壁碳纳米管的良好吸附能
力结合起来，达到了萃取分离造纸废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尤其是苯系污染物的目的 ［13］。将萃取分离后的待
测溶液采用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检测，得到了造纸
废水中多个苯系污染物的质谱定性结果。
1 实

验

1. 1 仪器与试剂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SE，日本
岛津）；扫描电子显维镜 （Phenom LE， 荷兰飞纳）；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德国布鲁克）；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S 50，美国赛默飞世尔）；元素
分析仪 （vario EL cube，德国艾利蒙塔）；接触角及表
面张力测定仪 （DSA 30，德国克吕士）；氮气吹扫仪
（LB-K200， 中 国 奥 特 赛 恩 斯 仪 器）； 超 纯 水 装 置
（UPHW-1-901，中国优普超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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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LQ18B060003）；衢州市科学技术局项目 （2018K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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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性固相萃取过程

二氯甲烷（CH2Cl）
2 、甲醇纯度大于99.9%（美国TE‐
DIA 天地公司）；十二水合硫酸铁铵 ［NH4Fe（SO4）·
2
12H2O］、 六 水 合 硫 酸 亚 铁 铵 ［（NH4）2Fe（SO4）·
2
6H2O］、氨水和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 （中国西陇科学
公司）；多壁碳纳米管 （中国阿拉丁公司）。
1. 2 磁性多壁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
磁性多壁碳纳米管的合成方法采用化学共沉淀
［14-16］
：在 500 mL 三口烧瓶中加入 0.5 g 多壁碳纳米
法
管 （MWSNTs） 材料，再加入 200 mL 去离子水，50℃
下恒温超声 1 h 使多壁碳纳米管充分分散。接着在氮
气的保护下，加入 2.5 g NH4Fe（SO4）·
2 12H2O 和 1.7 g
（NH4）2Fe（SO4）·
2 6H2O 超声 10 min。逐滴加入 10 mL 氨
水溶液使体系的 pH 值保持在 11~12 的碱性环境，50℃
恒温搅拌 1 h，反应结束后生成黑色的悬浮液。在三
口烧瓶外壁放置钕铁硼磁铁将合成的磁性复合材料从
悬浮液中分离出来，用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 3
次后放入 50℃真空干燥箱干燥后得到粉末状磁性多壁
碳纳米管复合材料 （Fe3O4@MWSNTs）。
1. 3 磁性多壁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表征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测试材料的表面形
貌；采用 X 射线衍射仪 （XRD） 测试材料的物相组
成，铜靶，λ=1.5418 Å；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 测试样品的红外吸收情况，溴化钾压片法。
采用元素分析仪测试样品的 CHONS 元素含量，CHNS
模 式 和 O 模 式 分 开 检 测 ， CHNS 模 式 燃 烧 管 温 度
1150℃，还原管温度 850℃，磺胺作为标准品，运行
13 次空白样品；O 模式燃烧管温度 1150℃，苯甲酸为
标准品，运行 13 次空白样品；采用接触角及表面张
力测定仪测定材料的表观水接触角大小。
1. 4 液液萃取过程
液液萃取采用 CH2Cl2 作为萃取剂萃取废水样品中
的目标分析物。量取 10 mL 经过滤除去固体颗粒的废
水样品加入到玻璃容器中，加入 2 mL CH2Cl2 溶液混

合超声振荡 10 min 左右，静置分层后取 CH2Cl2 层液
体，氮吹至 1 mL 以下，定容到 1 mL，经 0.22 μm 针式
过滤器过滤后，取 1 μL 于 GC/MS 进样分析。
1. 5 磁性固相萃取过程
磁性固相萃取采用 Fe3O4@MWSNTs 作为吸附剂吸
附目标分析物，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称取 40 mg 经
甲醇和水 （各 3 mL） 活化的磁性多壁碳纳米管材料，
加入到 10 mL 经过滤除去固体颗粒的废水样中，超声
分散萃取 10 min 后在外壁放置磁铁分离去除磁性多壁
碳纳米管材料，加入 4 mL 甲醇对磁性材料超声洗脱
2 min 后 把 甲 醇 洗 脱 液 氮 吹 至 1 mL 以 下 ， 定 容 到
1 mL， 经 0.22 μm 针 式 过 滤 器 过 滤 后 ， 取 1 μL 于
GC/MS 进样分析。
1. 6 色谱质谱条件
（1） 气 相 条 件 ： 进 样 口 温 度 280℃ ； 柱 箱 温 度
50℃；进样量 1 μL （不分流进样）；载气氦气；流量
1 mL/min； 色 谱 柱 Rtx-5MS（30.0 m × 0.25 mm ×
0.25 μm）；程序升温：50℃保持 2 min，以 30℃/min 升
至 280℃，保持 2 min。
（2） 质谱条件：离子源温度 250℃；色谱传质杆
温度 250℃；电子轰击源 （EI） 电离能量 70 eV；载气
（氦气） 流速 1 mL/min；溶剂延迟时间 3 min；检测方
式为全扫描模式 （Scan）。
2 结果与讨论
2. 1 磁性吸附材料的表征
2. 1. 1 SEM 的表征结果
图 2 为 MWSNTs 和 Fe3O4@MWSNTs 的 SEM 图。对
比图 2（a）和图 2（b）可以看出，经过处理的 MWSNTs
表面附着了较多的纳米级颗粒，Fe3O4 纳米颗粒的尺
寸在 50~200 nm 左右。
2. 1. 2 XRD 的表征结果
图 3 为 MWSNTs 和 Fe3O4@MWSNTs 的 XRD 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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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WSNTs

图2

第 2期

(b) Fe3O4@MWSNTs

MWSNTs 和 Fe3O4@MWSNTs 的 SEM 图

其中图 3（a）中 2θ=25.6°处的衍射峰是石墨碳的特征衍
射峰，Fe3O4@MWSNTs 的 XRD 图在 2θ=25.6°处有一较
小的衍射峰，2θ=30.2°、35.5°、43.3°、53.7°、57.2°
和 62.8°位置的衍射峰 （2θ=35.5°处的峰最强） 分别对
应 Fe3O4 纳米颗粒的 6 个晶面，说明负载了 Fe3O4 纳米
颗粒的 MWSNTs 仍是石墨结构。
2. 1. 3 FT-IR 的表征结果
图 4 为 MWSNTs 和 Fe3O4@MWSNTs 的 FT-IR 谱图。
由图 4 可知，3440 cm−1 处的吸收峰为—OH 的伸缩振
动峰 ［17-18］，2930 cm−1 和 2850 cm−1 处的吸收峰为 C—H
的对称和不对称伸缩振动峰 ［9］，Fe3O4@MWSNTs 的
FT-IR 谱图中 582 cm−1 处的吸收峰明显强于 MWSNTs，
为 Fe—O 伸缩振动峰 ［19］，表明复合材料中存在 Fe3O4
纳米颗粒，综上结果说明 Fe3O4 纳米颗粒较好地结合
在多壁碳纳米管上。
2. 1. 4 元素分析仪的表征结果
MWSNTs 和 Fe3O4@MWSNTs 材料的元素分析结果
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MWSNTs 负载了
Fe3O4 纳米颗粒后 C 元素含量明显降低，O 元素含量明
显升高。Fe3O4@MWSNTs 材料的 C 含量为 37.45%。
2. 1. 5 接触角的表征结果
通过测量发现 Fe3O4@MWSNTs 纳米材料的表观水

(a) MWSNTs
图3

图4
表1

MWSNTs (a)和 Fe3O4@MWSNTs (b)的
FT-IR 谱图

MWSNTs和Fe3O4@MWSNTs材料的元素含量 %
C

材料
MWSNTs

95.61

Fe3O4@MWSNTs

37.45

H

2.25
2.16

O

1.17

20.89

N

0.46
0.41

S

0.11
0.21

接触角 （材料压片处理） 为 114°，表明其具有轻微的
疏水性能 ［20］，也解释了该材料与废水样品分离速度
较快的实验现象；FT-IR 谱图分析显示，材料中有羟
基存在，有利于材料在废水样中充分分散，充分说明
该材料对水的亲疏性适中，非常适用于磁性固相萃取
过程。
2. 2 液液萃取与磁性固相萃取气质分析结果
图 5 为 2 种造纸废水样品分别经液液萃取 （LLE）
和磁性固相萃取 （MSPE） 前处理后的气质联用检测结
果。从图 5 中可以看出，LLE 作为气质联用的前处理方
法得到的数据多而杂乱，谱峰交错堆积，谱图背景较
高，导致质谱检索困难；而 MSPE 结果谱峰相对较少，
背景低且谱峰清晰无堆叠。结合质谱分析数据表 2 可
知 ［3］，LLE 可以检索的结果为烷烃类物质，而 MSPE 的
结果包含苯系物质、酯类、有机酸类和少量烷烃类物
质，其中多数苯系化合物为环境控制污染物。

(b) Fe3O4@MWSNTs

MWSNTs 和 Fe3O4@MWSNTs 的 XRD 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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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废水样 1
表2

5.76

间甲苯胺

3

6.54

邻甲基苯甲醛

4
5

6.31

3,4-二甲基苯胺

6.60

2,5-二甲基苯甲醛

7.82

十八烷

9.46

棕榈酸甲酯

7.38

6
7
8
9

10

十四烷

7.92

2 4-二叔丁基酚

9.57

棕榈酸

9.77

十六醛

11

10.07

2-十六烷酮

13

10.27

硬脂酸

12

3

化合物名称

1
2

10.15

结

图5

(b) 废水样 2
废水样的气质联用检测结果

磁性固相萃取方法质谱检索结果

(a) 废水样 1

峰号 时间/min

硬脂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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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废水样 2

峰号 时间/min

化合物名称

1

3.20

甲酸

3

6.02

三甲苯

6.46

萘

7.45

十二醛

9.46

棕榈酸甲酯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5.76

间甲苯胺

6.31

二甲基苯胺

6.60

二甲基苯甲醛

7.92

2，
4-二叔丁基酚

9.57

棕榈酸

9.67

二苯砜

10.27

硬脂酸

10.15

材料的选择和改性，磁性固相萃取在造纸废水的检测
和处理方面将会有更广泛的应用。

硬脂酸甲酯

语

本课题成功合成了磁性多壁碳纳米管材料，并对
材料进行多手段表征，结果显示 Fe3O4 纳米颗粒较好地
附着在了多壁碳纳米管的表面，材料 C 含量为
37.45 %，Fe3O4 纳米颗粒的尺寸在 50~200 nm 左右，该
材料亲水性适中。建立了基于磁性多壁碳纳米管吸附
材料的磁性固相萃取结合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造纸
废水中苯系污染物的 MSPE-GC/MS 分析方法。该方法
的建立对于造纸废水中痕量的苯系污染物起到了很好
的检测监控作用，同时可以排除复杂的基质干扰，为
造纸废水中的污染物定量分析检测奠定了基础。
磁性固相萃取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样品前处理方法
对比液液萃取具有有机溶剂用量少、消耗时间短、操
作简便、吸附剂可重复利用、绿色环保等多种优点，
今后工作中还可以针对废水中几种含量较高的特征污
染物进行定量方法研究。可以预见，通过对磁性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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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Benzenes Pollutants in Papermaking Wastewater by MSPE-GC/MS
DONG Yunyuan1，* CHEN Xiaobin1 JIN Chen2 ZHENG Qifu1
（1.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Quzhou University，Quzhou，Zhejiang Province，324000；
2. Jinhu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Jinhua，Zhejiang Province，321015）
（*E-mail：dyy20191201@163. com）

Abstract：A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agnetic nanoparticles（Fe3O4@MWSNTs）were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and exploited as sor‐
bent for extraction of benzenes pollutants. The novel nanocomposi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X-ray dif‐
fraction（XRD），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elemental analysis（EA）methods. A analysis method of combining mag‐

netic solid-phase extraction procedure with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MSPE-GC/MS）was developed for determination of ben‐
zenes pollutants in paper making wastewater.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Fe3O4 nanoparticles were well attached to MWCNTs，when the

content of C was 37. 45%，the size of Fe3O4 was between 50~200 nm，and the hydrophilic was moderate. Compared to liquid-liquid extrac‐

tion，the established method had the advantages including simple ，rapid ，easy to operate and less organic solvent consumed for the trace
analysis of the benzenes pollutants with little matrix interference and better adsorption capacity.
Keywords：MSPE；GC/MS；paper making wastewater；benzenes pollutants；MWS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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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表面性能与硬拷贝水印提取
质量相关性研究
葛乃馨

王

琪* 韩雪莹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37）
摘

要 ： 测量 7 种纸张的表面性能 （白度、粗糙度及平滑度、光泽度及不透明度）；通过静电数码印刷机，将嵌入离散余弦变换

（DCT） 水印的载体图像在 7 种纸张上完成印刷输出；利用扫描仪获取不同分辨率下的提取水印图，并确定最适用扫描参数；选用归一
化相关系数 （NC 值） 作为水印提取质量的表征参数，并结合 Pearson 相关性统计分析理论，分析纸张表面性能对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
的影响。结果表明，纸张白度、粗糙度及平滑度与 NC 值的相关性均大于 0. 8，光泽度与 NC 值的相关性略大于 0. 6，不透明度与 NC 值
的相关性小于 0. 4，说明前 3 个影响因素对水印提取质量的影响显著，光泽度的影响中等偏大，不透明度的影响较小；该研究为水印
硬拷贝输出前的选纸工作提供了指导依据，能有效提高水印提取质量，进一步拓展水印在包装防伪中的应用。
关键词：纸张表面性能；DCT 水印；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TS7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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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水印作为版权保护和信息认证的有效手段，

述研究均以提升水印自身抗攻击性和优化设备性能为

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将数字水印应用到印刷防伪

主要目的，而没有提及纸张性能对水印提取质量的影

中，需通过打印-扫描图像获取水印信息，进而实现

响。谢勇等 ［8］ 通过喷墨打印、激光打印、胶版印刷、

印刷品防伪鉴定、版权保护等应用功能 ［1］。但有水印

数码印刷等多种印刷方式对全息水印进行硬拷贝输出

嵌入的数字图像在硬拷贝输出过程中，设备精度、纸

发现，纸张的表面性能对水印提取质量也有影响，但

张性能、油墨属性等因素都会对水印的提取质量产生

研究者并没有展开研究。纸张印刷是油墨在纸张表面

影响，进而干扰到水印防伪的效果

。在扫描仪、

［2-5］

铺展与浅吸附的过程，而白度、平滑度、不透明度、

数码印刷机及对应油墨相对固定的前提条件下，纸张

粗糙度、光泽度、透气度、水分等纸张性能可反映纸

的表面性能便成为影响水印提取的主要可变因素。研

张的印刷适性 ［9-12］，因此这些性能也是硬拷贝水印提

究纸张表面性能与水印提取质量的相关性，对水印在

取质量的影响因素。蔡静等 ［13］ 研究多种因素对单一

印刷包装类产品上的良好应用有实际意义。
近些年，变换域水印因较好的不可见性及优越的
抗攻击性能，成为硬拷贝输出水印算法中的重要组
成 。 Tang 等

［6］

通过调整载体图像离散余弦变换

（DCT） 系数的极性以强化水印抗打印-扫描攻击性

变量影响时，提出可利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多个影
响因素实施分析的方法，从而确定关键影响因子。

本研究采用 DCT 水印算法实现隐藏信息的嵌入

与提取，选用 7 种常用印刷纸张作为承印材料，采

用静电数码印刷机输出，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

提出基于人眼视觉

研究纸张表面性能对水印提取质量的影响，考察纸

系统与空间结构模板相结合的水印算法，在增强水印

张表面性能与打印扫描后水印质量的相关性，以期

鲁棒性的同时还实现了图像的保真印刷，并对水印提

为数字水印硬拷贝输出的纸张选择提供有效参考

取质量趋于稳定的适用扫描分辨率进行了验证。但上

依据。

能，实现水印的嵌入。Wang 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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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原理

1. 1
换

∑( X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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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CT 水印算法

DCT 运用在信息隐藏时，通常采用二维 DCT 变
。设 I（x，y） 为 M×N 大小图像，其二维 DCT 正

［14］

变换 F（u，v） 见式（1）：

éM - 1 N - 1
2
c(u) c( v) ê∑∑f ( x，y )
MN
ëx = 0 y = 0
(2x + 1)uπ
(2y + 1) vπ ù
cos
（1）
cos
ú
2N
2M
û
其中，u = 0，1，…，N - 1；v = 0，1，…，M - 1 。

F (u，v) =

二维 DCT 逆变换 （
f x，y） 见式（2）：
2

éM - 1 N - 1
c(u) c( v) ê∑∑F (u，v)
MN
ëx = 0 y = 0
(2x + 1)uπ
(2y + 1) vπ ù
cos
（2）
cos
ú
2M
2N
û
DCT 水印的核心思想是对图像实施二维 DCT 变

f (x，y ) =

换，利用图像变换后的不同频域系数的相对大小实

现水印嵌入 ［15-16］。本研究嵌入过程中，首先将二值

i=1

i

- X ) (Y i - Y )

∑( X i - X )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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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Y i - Y ) 2
n

（3）

i=1

- 其中，X，Y 为变量，X，Y 为均值，i 的取值范围

为 1~n。r 的正负表示变量间相关性的性质，是正相关

还是负相关，r 的绝对值表征变量间相关性的强弱。

通常， 0 ≤ | r | ≤ 0.2，变量间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0.2 < | r | ≤ 0.4， 变 量 间 为 低 相 关 性 ； 0.4 < | r | ≤ 0.6，

变量间相关性为中等；0.6 < | r | ≤ 0.8，变量间为强相
关性；0.8 < | r | ≤ 1，变量间相关性为最高 ［16］。

为降低样本数量少以及取样随机性等问题带来的

影响，需要判断变量间的显著性。当显著性≤0.05 时，
说明两个变量间相关性显著；当显著性>0.05 时，说
明两个变量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1. 3 水印提取质量评价方法
采用归一化相关系数 （NC 值） 来评价不同纸张
的水印提取质量 ［8］，如式（4） 所示。

∑I’(m，n) I (m，n)

水印图像转换成一维行向量，并作为水印嵌入序列。

NC =

行二维 DCT 变换。水印嵌入位置的具体选取由子块

式 中 ， I（m， n） 为 提 取 的 待 评 价 水 印 图 像 ；

之后对载体图像进行 8×8 分块，得到的所有子块进

m，n

∑I
m，n

2

(m，n)

（4）

中方差最大的前 N 块决定，根据密钥 K 有规则地改

I’（m，n） 为原数字水印图像。NC 值越大，说明提

入。最后，所有子图经过 DCT 逆变换生成含水印图

2 实

所示。

2. 1 实验设备与材料

变前 N 块子图 DCT 变换后得到的系数，完成水印嵌

像。水印的提取是嵌入的逆过程，其流程图如图 1

1. 2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原理

不同事物间的相互关联是多样化的，但大致可

以分为 2 类关系：确定性的函数关系和非唯一性的
相关关系

。函数关系中的变量可由某单一变量

［17-18］

确定其变化，相关关系中变量是由多个变量值决
定。因此，对于水印提取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可选用
统计相关分析法来度量不同纸张表面性能与水印质
量的统计关系强弱。以统计指标的形式衡量不同变
量间的相关性，可以准确描述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选 取 Pearson 简 单 相 关 系 数 r 作 为 统 计 指 标 ，

见式（3）。

图1

取的水印图像与原始水印图像越接近，最大值为 1。
验

设备：Konica Minolta C6000 数字静电印刷机，日

本柯尼卡美能达控股株式会社；PROFILE/Plus PPS 表
面粗糙度测试仪，美国 Techidyne；Novo Gloss TM 光

泽度测定仪；ZB-BK10A 全自动平滑度测定仪，杭州
纸邦自动化有限公司；Color Touch PC 白度颜色测定

仪 ， 美 国 Techidyne； Microtek FileScan 4800F2 扫 描

仪，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7 种常用印刷纸张，柯美原装墨水。
2. 2 实验步骤
2. 2. 1 测量纸张表面性能参数

将 7 种纸张置于恒温恒湿室存放 24 h，然后测量

DCT 水印嵌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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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纸张的定量、白度、粗糙度、光泽度、不透明度、平
滑度，多点采样测量后取平均值作为有效数据。其
中，不透明度根据纸张反射率计算得到，见式（5）。
R0
不透明度 =
× 100%
（5）
R∞
式中， R 0 表示单张被测纸样背衬黑体时的反射

率，R ∞ 表示重叠多层纸样至不透明时的反射率。
2. 2. 2 水印的嵌入及印刷输出

基于 Matlab R2016a 软件平台，实现 DCT 域水印

的嵌入；相同设备环境条件下 （Konica Minolta C6000
数码印刷机加载相同颜色配置文件），分别对 7 种纸

张在分辨率为 1200 dpi 条件下进行印刷，对应的 2 幅
载体图像及水印图像如图 2 所示。

纸张编号
1#

纸张表面性能参数

定量

白度

/g·m-2

/%

粗糙度

87.3

5.83

光泽度 平滑度
/s

度/%

6.76

11

91.1

7.46

18

70

94.8

7.51

6.58

3#

120

103

4.14

9.56

5#

70

2

#

4

#

6#
7#

70
80

200
100

86.8
93.9
103

92.4

5.03
5.76
1.34
5.57

不透明

/%

7.10
78.3
6.11

8

89.2

23

98.1

13
48
14

95.3
84.0
99.5
93.8

3. 2 最适用 NC 值的确定
扫描分辨率的不同势必会对水印的提取产生影
响，而根据定量分析法，应确保水印提取质量的唯一
性，因此研究纸张表面性能对水印提取质量的影响时

2. 2. 3 扫描

使用 Microtek FileScan 扫描仪，扫描分辨率设置

为 75、150、300、600、800、1200 dpi，得到 JPEG 格

式的对应扫描图。

2. 2. 4 水印的提取

在 Photoshop CS6 环境下，对扫描得到的图像进

行裁切并矫正水印图像打印扫描过程中的几何失真，
得到与原始载体图像大小一致的含水印扫描图。再次

需固定扫描的分辨率，即确定最佳扫描分辨率从而得
到最适用 NC 值。同一纸张在不同扫描分辨率下的水

印提取 NC 值如图 3 所示。

观察图 3 中的数据走向可知，无论是 Lena 图还是

Peppers 图，随着扫描分辨率的增大，水印提取 NC 值
出现较显著提高，后逐渐趋于平缓。其中，扫描分辨

率 从 75 dpi 增 至 600 dpi 的 阶 段 ， NC 值 上 升 明 显 ；

基于 Matlab R2016a 软件平台，实现水印的提取，并

800 dpi 时的水印提取 NC 值相比于 600 dpi 时的虽也有

2. 2. 5 SPSS 相关性分析

时，水印提取 NC 值不再有提高趋势，说明当扫描分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统计分析软件，评价纸张

此，可将 600 dpi 作为不同纸张硬拷贝水印图像提取

计算原始水印图与扫描稿水印的 NC 值。

为减轻数据分析的计算量，采用 SPSS （Statistical

所上升，但提升的幅度较小；800 dpi 增至 1200 dpi

辨率≥600 dpi 时，水印提取质量已经相对稳定。因

表面性能与水印图像提取质量的内在影响与联系。

时的最佳扫描分辨率。

3

值如表 2 所示，相对应的水印提取效果图如图 4 和图 5

扫描分辨率为 600 dpi 时，各纸样水印提取的 NC

3. 1

结果与讨论
纸张表面性能

7 种打印纸依序记为 1 ，2 ，3 ，…，7 ，其表面
#

#

#

#

性能参数如表 1 所示。

(a) Lena

图2

所示。

表 2 表明各纸样水印提取的 NC 值都大于 0.85。观

察图 4 和图 5 可知，分辨率为 600 dpi 时，扫描提取得

(b) Peppers
载体图像及水印图像

(c) 水印

72

2#.

1#

3#

4#

5#

得到 NC 值与纸张粗糙度、白度、不透明度、定量、
光泽度间的相关性数值，如图 6 所示。相关性数据皆

NC值

0.89
0.83

取绝对值，其中，粗糙度为负数，其余性能均为

0.77

正数。

由图 6 可知，NC 值与纸张粗糙度、平滑度、白度

0.71
0.65

75

300

150

800

600

的相关性数值分别为 0.931、0.924、0.838，均大于

1200

0.8，且三者显著性数值均小于 0.05，说明水印提取质

扫描分辨率/dpi

(a) Lena 图水印提取 NC 值
2#

1#

3#

4#

量与纸张这些表面性能间具有强相关性；NC 值与纸

5#

张光泽度的相关性数值略大于 0.6，说明水印提取质

7#

6#

量与纸张光泽度具有中等偏上相关性；NC 值与纸张

0.95

不透明度的相关性数值约为 0.3，且显著性远大于

0.89
N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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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Pearson 系数、显著性检验设置为双边检验，

7#

6#

0.95

0.05，表现为弱相关性。

0.83

粗糙度是反映纸张表面凹凸程度的重要指标，决

0.77

定了油墨在纸面上的转移效果。粗糙度高的纸张表面

0.71
0.65

75

300
150
600
扫描分辨率/dpi

800

孔隙较大，凹凸不平整，油墨易发生渗透，进而导致

1200

印品颜色不鲜明，彩度低，影响图像复制质量，降低

(b) Peppers 图水印提取 NC 值

表2
水印图
Lena 图

图3

载体图像扫描再现时的清晰度。因此，纸张粗糙度与
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关联度最大，与 NC 值呈负相关。

不同分辨率水印提取的 NC 值

平滑度是评价纸张表面平整程度的另一个关键指

扫描分辨率为 600 dpi 的水印提取 NC 值

1#

2#

3#

4#

5#

6#

标。纸张表面平整光滑、凹凸少，油墨在纸面上的转

7#

移效果优越，能较好地再现网点形态，准确表征载体

0.8598 0.9163 0.9181 0.9023 0.9127 0.9277 0.9192

图像阶调层次，从而使嵌入图像中的水印信息较好地

Peppers 图 0.8668 0.9246 0.9265 0.9103 0.9210 0.9313 0.9276

保存，有利于水印的扫描提取，因此纸张平滑度对硬

到的水印信息清晰可辨，说明主观评价质量一致。由

拷贝水印提取质量有较大影响，平滑度与 NC 值呈正

此可以推断出，600 dpi 的扫描分辨率可以满足硬拷贝

相关。

水印的提取需求，其对应于 7 种纸张的 NC 值可有效

较高白度的纸张能准确真实地再现图像色彩，有

用于水印提取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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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图像阶调层次和清晰度的提升，使印刷品色泽鲜

纸张表面性能与水印提取质量相关性分析

艳、反差鲜明，最大程度地降低纸张白度对图像再现

为验证上述 7 种纸张的表面性能与水印提取质量

质量的影响。纸张白度对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同样具

SPSS 中采用双变量相关性进行分析，其中相关系数

高光泽度的纸张有利于油墨的均匀附着，使印刷

参数 NC 值的相关性，利用表 1 和表 2 实验数据，在

1#

2#

1#

2#

图4

图5

有较大影响，白度与 NC 值呈正相关。

3#

4#

5#

6#

7#

3#

4#

5#

6#

7#

扫描分辨率为 600 dpi 时 Lena 图水印提取效果

扫描分辨率为 600 dpi 时 Peppers 图水印提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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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1.0

显著性

marking for hardcopy document authentication［J］.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2019，78（10）：13189.

0.6

［5］ Han T M，Wei W，Li X. A High robust digital image watermarking

0.4

algorithm resistive to print-scan process［J］. Computer Applications

0.2
0

白度

图6

粗糙度

光泽度

平滑度 不透明度

NC 值与纸张表面性能间的相关性

品墨色鲜艳饱满，视觉效果更突出，可以适当提高印
刷品质量，但纸张的光泽度与平滑度有关，一般平滑
度越高的纸张其光泽度也较高，因此与纸张的白度、
平滑度、粗糙度相比，其对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的影
响中等偏上。

在数码印刷输出时，本研究选取的 7 种印刷纸张

定量均大于 70 g/m2，其不透明度能有效防止油墨透
印，从而都能实现较高的印刷质量。纸张的不透明度

与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无直接相关性。
结

and Software，2012，29（9）：281.

韩天明，魏

维，李

雪 . 一种强鲁棒性的抗打印扫描数字图像

水印算法［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2，29（9）：281.

［6］ Tang Y L，Huang Y T. Print-and-Scan Resilient Watermarking for

Authenticating Paper-Based Certificates［C］// 2010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Computing，Signal Processing and Applica‐

tions. Harbin，
China，2010.

［7］ Wang C Y，Kong X W，Li C. Process color watermarking：the use
of visual masking and dot gain correction［J］. Multimedia Tools &

Applications，2016，76（15）：1.

［8］ Xie Y，Wang K L，Liu L，et al. Influence of output types on extrac‐

tion quality of holographic watermark［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38（15）：161.
谢

勇，王凯丽，刘

林，等 . 输出方式对印刷品全息水印提取

质量的影响［J］. 包装工程，2017，38（15）：161.

论

［9］ Xu Y，Zang Y H，Ren J H. The Printability of Double Coated Recy‐

本研究就纸张表面性能对硬拷贝输出离散余弦变
换 （DCT） 水印提取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静电
印刷机输出含水印载体图像，运用 Pearson 相关性统
计分析法，探究纸张表面性能与硬拷贝水印提取质量

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归一化相关系数 （NC
值） 与纸张的平滑度、白度、粗糙度具有强相关性，
与光泽度相关性为中等偏大，与不透明度几乎不相
关。因此，在选择数字水印作为印刷防伪手段时，可
将与水印质量相关性强的纸张表面性能作为主要选择
依据，以提高水印防伪的质量。该研究成果为数字水
印硬拷贝输出中纸张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
据，可有效较减少纸张消耗，提高实际防伪应用效
率，加强水印在包装印刷产品应用上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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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relation between Paper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Hard Copy
Watermark Extraction Quality
GE Naixin WANG Qi* HAN Xu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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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asuring the basic surface properties of 7 kinds of paper，then the carrier image embedded with the DCT watermark was printed

on the 7 kinds of papers through the electrostatic digital printing machine. The extracted watermark images with different resolutions was ob‐

tained by using a scanner ，and the most suitable scanning parameters was determined. The normaliz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NC value）was

selected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 of watermark extraction quality. Combined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ory，the

effect of paper surface parameters on the extraction quality of hard copy watermark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s be‐

tween paper whiteness，roughness，smoothness and NC value were greater than 0. 8，the gloss correlation value was slightly greater than 0. 6，
and the opacity value was less than 0. 4. So the first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ha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quality of watermark extraction，
the influence of gloss was medium strong，and the influence of opacity was small. This study provided a guiding basis for paper selection be‐
fore watermark hard copy output，which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watermark extraction and further expanded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mark in packaging anti-counterfeiting.

Keywords：paper surface performance；DCT watermark；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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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数直齿及弧形齿磨盘对纤维切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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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等参数的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效果，运用纤维平均长度、不同长度组分分布、纤维原始切断率及相邻

切断率来分析两磨盘对纤维的切断过程。研究发现，弧形齿及直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机理不同，弧形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均一稳定，
能够有效保留纤维的长度；而直齿磨盘对纤维切断作用较强，可实现对纤维的快速切断。因此，相比于直齿磨盘，弧形齿磨盘更适用
于废纸浆、阔叶木浆及草浆等的磨浆。
关键词：造纸；盘磨机；直齿；弧形齿；纤维切断
中图分类号：TS733+. 3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1/j. issn. 1000‐6842. 2020. 02. 75

盘磨机是制浆造纸工业用于改善纤维及浆料性能
的重要设备。磨浆过程中，浆料从进料口喂入由定盘
及动盘组成的沟槽型旋转磨区内，其受到磨齿的剪切
及压缩、纤维与纤维间的摩擦等复杂的机械作用，使
得纤维形态及浆料性能发生改变，如纤维内部细纤维
化、外部细纤维化、细小纤维产生、纤维切断、纤维
卷曲及校直等 ［1-5］。
图 1 纤维切断示意图

纤维切断是磨浆过程中，由于磨齿与纤维之间的剪
切、纤维与纤维之间的摩擦造成纤维发生横向断裂的现

象，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从早期的文献中发现，低浓磨
浆时，纤维的切断直接源于磨齿与纤维接触过程中，
“刀”

与“刀”交错所形成的“剪刀”的剪切作用 ［6］，这里的
“刀”即为磨齿。但在磨浆过程中，纯剪切作用几乎不
存在，磨齿对纤维施加的作用以应变的形式在多根纤维
间传递，几乎不存在磨齿对单根纤维的直接剪切作用［7］。
由于磨浆是磨齿对纤维重复施加应力的作用，可理解为
疲劳破坏是磨浆过程中纤维形态改变的原因 ［8-9］。Olsen
等 ［10］ 认为，纤维切断不是疲劳破坏，在高强度磨浆过
程中，对浆料施加更多的能量会使得纤维切断的比例增
加，纤维切断的发生并不需要临界的冲击次数。因此，
磨浆过程中，可认为纤维切断是磨齿交错剪切与冲击疲
劳破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实际磨浆过程中，影响纤维切断的参数主要有磨

图 2 低浓磨浆过程纤维切断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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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间隙、磨盘转速及齿型参数等。在恒定磨盘间隙及
磨盘转速情况下，磨盘齿型结构对纤维形态的影响较
大。弧形齿及直齿磨盘是常见的两种磨盘，在实际磨
浆过程中应用相对广泛，等参数的直齿及弧形齿磨盘
的磨浆特性需要进一步探究。Kenichi 等

［11］

发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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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浸泡 4 h 后利用疏解设备进行疏解，并将其浓度

调至 3%。实验采用 MD3000 单盘磨浆机，如图 3（a）
所示，对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盘 （见图 3（b）） 在恒定
转速下 （1460 r/min） 进行磨浆实验。这两种磨盘具
有相同的磨齿倾角及相关齿型参数，且直接由南通华

直齿磨盘磨齿倾角为 10°，则动盘磨齿与定盘磨齿的

严铸造有限公司通过数控机床加工成型。

错角的变化，会造成磨区内纤维流动不稳定或浆层阻断，

处理次数及处理时间，并通过几段磨浆使浆料达到质

交错角一般在 15°~40°变化，平均角度为 30°。磨齿交

使得磨区不同位置所磨浆料质量不均匀；从理论上讲，
弧形齿磨盘由于磨齿带有一定的弧度，可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磨齿交错角变化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数螺旋线磨
齿，可使磨浆过程磨齿交错角恒定，理论上磨浆质量更
加均一，但其数学分析及实验研究均需进一步开展。
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弧形齿的研究持不同的观点，

Andritz 公司提出的 MDF 螺旋线磨片及 LemaxX 系列磨
片均采用螺旋线弧形齿设计，保证了磨齿交错的稳定

性，保证了浆料质量的稳定

。蒋思蒙等

［12］

［13-15］

均对

实际生产中多用分段磨浆来反映磨浆机对浆料的
量要求。实验通过 MD3000 单盘磨浆机在恒定转速下
对浆料进行循环磨浆，用循环时间代替实际生产中的

段数。经合理设计，对磨盘间隙为 0.1 mm 时的浆料

进行间隔取样发现，约每 2 min 浆料循环 1 次，即相

当于生产中的 1 段磨浆。随着磨浆时间的进行，共取
10 个 （相当于 10 段磨浆） 样本浆料，运用纤维质量

分析仪 （Valmet，Espoo，芬兰） 分析纤维平均长度，
探究不同磨浆时间下两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情况。
1. 2 直齿及弧形齿磨盘表征参数

弧形齿磨盘有一定研究，认为弧形齿对纤维的切断作

在磨浆过程中，磨浆强度是影响磨浆效果的重要

用较弱，但其实际磨浆效果还有待于实验检验。Dong

参数，其表现形式有比能量消耗 （SRE）、比边缘负

等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弧形齿磨区浆料流速分布

［16］

较均匀，有利于浆料质量的提升。Georges 等

［17］

认为

荷 （SEL）、比表面负荷 （SSL） 及 C 因子理论中的冲
击强度等。磨浆强度较高表示对纤维的冲击频率较

螺旋齿型磨片可使磨浆质量均一稳定、磨浆效率较

小，但冲击强度较大，有利于纤维的切断；而磨浆强

高，这一观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商榷。

度较低表示对纤维的冲击频率较大而冲击强度较小，

本研究对等参数的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盘进行了
磨浆实验，综合分析两者对纤维的切断性能，探究了

有利于纤维的分丝、帚化。刘欢等 ［18］ 认为，磨浆过

程中机械强度可分为基于 SEL 的磨浆强度、基于磨齿

弧形齿及直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机理，对促进磨盘的

交错的磨浆强度等。磨齿表征参数综合表征磨齿对浆

设计及选型具有积极意义。

料的冲击能力，可分为基于剪切边缘长度 （CEL） 的

1
1. 1

实

表征参数及基于磨齿交错的表征参数。

验

在相同磨浆条件下，磨齿表征参数越大，磨浆强
度越小，越有利于减少对纤维的切断，增强纤维的分

设备及流程
本实验选用漂白硫酸盐桉木浆板作为实验浆料，

图3

丝帚化效果。本实验基于 SEL 理论分析等参数的弧形

MD3000 单盘磨浆机（a）及实验用磨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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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及直齿磨盘的磨浆强度。TAPPI 标准 TIP 0508-05

1. 4. 1 原始切断率

达式为：

维平均长度相对于原料纤维的切断程度，可表示为：
l0 - lj
K1 =
× 100%
（3）
l0

（1994）

［19］

对直齿磨盘的 CEL 计算进行了规定，其表

CEL =

∫

Ro
RI

n r (r )n s (r )
dr
cosα

（1）

式 中 ， RI、 R o 表 示 盘 磨 机 磨 盘 的 内 径 及 外 径 ，

n（r）
、n（r）
表示动盘及定盘半径为 r 时的磨齿数量，
r
s
α 为磨齿倾角。

类比于直齿磨盘 CEL 的计算思路，弧形齿磨盘的

磨齿表征参数 CEL 可表示为 ［20］：
i
γ i πR i
CEL ≈ ∑n ri ⋅ n si ⋅
180
1

原始切断率表示随着磨浆进行，所采集的样本纤

式中，K1 表示纤维原始切断率，l0 表示原料纤维

平均长度，lj 表示取样纤维平均长度。
1. 4. 2 相邻切断率

相邻切断率表示随着磨浆进行，所采集的样本纤
维平均长度相对于前一次取样纤维的切断程度，可表
示为：

（2）

K2 =

式中，γi 表示区域 i 磨齿中心线的中心角；Ri 表示

区域 i 内弧形磨齿中心弧线的半径；nri 及 nsi 表示区域 i

lj - 1 - lj
× 100%
lj - 1

（4）

式中，K2 表示纤维相邻切断率，lj-1 表示前一次取

内动盘及定盘的磨齿数量。

样纤维平均长度，lj 表示本次取样纤维平均长度。

1. 3

2

实验磨片的设计
磨盘对浆料的磨浆作用与磨浆强度有直接关系。

结果与讨论

当 SEL 为 3~5 J/m 时，磨盘适用于长纤维浆料磨浆，

2. 1 两种磨盘的 SEL 比较

0.5~2 J/m 时，磨盘适用于短纤维浆料磨浆，对纤维有

齿型参数与控制参数结合，虽有局限之处，但应用仍

对纤维有较强的切断作用，为高强度磨浆；当 SEL 为

较好的分丝帚化作用，为低强度磨浆 ［21］。阔叶木浆

纤维的平均长度为 0.6~2 mm，宽度为 0.01~0.04 mm，

SEL 是衡量磨浆过程强度的典型指标，其将磨浆

十分广泛。通过测量不同磨浆时间的功率，分析两种

磨盘 SEL 的变化，结果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运

常用 SEL 为 0.6~0.8 J/m，为典型的低强度磨浆 ［22］。有

用两种磨盘进行磨浆时，SEL 均随着磨浆时间的延长

2~3 mm 并在较低的磨浆强度下进行磨浆。基于此，

磨盘，说明运用直齿磨盘进行磨浆时的功率波动较

研究表明，对于阔叶木浆，磨齿设计时齿宽一般为

根据文献 ［20］ 及 ［23］ 提出的等距弧形齿设计方
法，直齿磨盘磨齿倾角与弧形齿采用相同的倾角定义
方法，设计了具有相同齿型参数的弧形齿及直齿磨
盘。其中，等距弧形齿中心磨齿中心弧线的半径为

79.84 mm，起始点所在圆半径为 44.02 mm，起始点与

呈下降趋势，且直齿磨盘 SEL 减小的幅度高于弧形齿

大，对纤维施加的冲击强度变化较大；相同磨浆条件

下，直齿磨盘的磨浆强度较弧形齿磨盘高 20% 左右，

说明直齿磨盘对纤维的冲击作用较大，导致纤维的切

断较为严重。通过 SEL 预测纤维的切断情况与前人研

究结果 ［13-15］基本一致。

圆心连线与单组磨齿中心线夹角为 20°；直齿磨盘中

心磨齿中心线起始点所在圆半径为 54.09 mm，起始点

与圆心连线与单组磨齿中心线夹角为 20°，其他详细

齿型参数如表 1 所示。经计算，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
盘的 CEL 分别为 276.55 m/r 和 327.58 m/r。
表1

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盘齿型参数

齿宽

槽宽

齿高

齿倾

/mm

/mm

/mm

角/(°)

2

1. 4

3

4

22

内径

外径

磨片中心

/mm

/mm

角/(°)

82.5

203

40

齿数
/个

117

纤维分析及数据处理
运用纤维质量分析仪对采样纤维进行分析，分析

样本纤维平均长度的变化。为了便于分析 2 个磨盘对

纤维的切断效果，定义了原始切断率及相邻切断率。

图4

2 种磨盘 SEL 随磨浆时间的变化

2. 2 纤维平均长度的变化

纤维长度是磨浆过程中衡量纤维质量的重要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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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会影响纤维与纤维间的结合力，进而影响纸张

可反映不同长度组分纤维的变化趋势及两种不同齿型

强度，尤其对纸张撕裂度影响较大。因此，对于废纸

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情况。

浆、阔叶木浆等纤维长度较短的原材料应尽可能地减
少对纤维的切断，并积极发展纤维的其他性能以保证
所成纸张具有足够的强度。
直齿及弧形齿磨盘磨浆过程中对阔叶木浆中纤维

本研究所用阔叶木浆的纤维平均长度为

0.93 mm， 磨 浆 后 纤 维 各 长 度 组 分 的 变 化 如 图 6 所

示。由图 6 可知，磨浆初期，浆料主要由 f3 （0.6~

1.2 mm） 纤 维 组 分 组 成 ， 而 f4 （1.2~2.0 mm） 及 f1

的切断情况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随着磨浆时间

（0~0.2 mm） 纤维组分占比较少；随着磨浆的进行，

经过直齿磨盘所处理的浆料纤维平均长度较短，而经

当磨浆时间小于 4 min 时，直齿磨盘磨后浆纤维 f3 及

的增加，纤维平均长度逐渐下降。磨浆时间相同时，
弧形齿磨盘处理的纤维平均长度较直齿磨盘处理的纤

纤维组分 f3 及 f4 减少，f1 及 f2 （0.2~0.6 mm） 增加。
f4 迅速减少，而 f1 及 f2 增加较快；当磨浆时间大于

维长 20%~30%，表明直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作用较

4 min 时，f1 及 f2 增加较为平缓且其增加主要来源于

保持一致。因此，相同磨浆条件下，弧形齿磨盘能够

与直齿磨盘略有不同，纤维组分 f3 及 f4 基本呈线性

强，这与 SEL 的理论预测结果及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

有效保留纤维的长度，减少对纤维的切断。
2. 3

纤维各长度组分变化
磨浆是对纤维性能进行处理的过程，随着磨浆的

进行，浆料纤维的长度分布会发生变化，其分布情况

f3 的减少。而弧形齿磨盘磨后浆纤维组分的变化则

减少，而 f1 及 f2 呈线性增加，且 f1 及 f2 的增加基本

来源于 f3 及 f4 的减少。由此可见，直齿磨盘可实现
对长纤维的快速切断，而弧形齿磨盘对纤维切断作
用均一且柔和。
2. 4 纤维切断率
为了便于分析直齿及弧形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效
果，本研究提出了纤维原始切断率 （K1） 及相邻切断

率 （K2），并从这 2 个参数表征磨盘对纤维的切断作用。
纤维原始切断率反映整个磨浆周期内磨齿对纤维

的切断作用强弱。2 种磨盘磨后浆纤维原始切断率随

磨浆时间的变化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知，随着磨浆

时间的增加，纤维平均长度不断减小，故其相对于原
料纤维的长度差逐渐增大，但可以发现，直齿磨盘对

于阔叶木浆纤维的原始切断率大于弧形齿磨盘，且直
图5

2 种磨盘取样浆料纤维平均长度
随磨浆时间的变化

（a）直齿磨盘
注

齿磨盘对于纤维的原始切断率随着磨浆时间逐渐增加
至恒定值，说明此时纤维过于细小，由于齿型布置的

（b）弧形齿磨盘

组分 f1~f4 的纤维长度分别为 0~0.2 mm、0.2~0.6 mm、0.6~1.2 mm、1.2~2.0 mm；
宽度均≥10 μm。

图6

2 种磨盘磨后浆纤维长度分布随磨浆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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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研究了等参数的等距直齿及弧形齿磨盘对纤维的
切断效果，运用纤维平均长度、不同长度组分分布、
纤维原始切断率及相邻切断率来分析两磨盘对纤维的
切断过程，所得结论如下。
3. 1

类比直齿磨盘剪切边缘长度（CEL）的计算，提出

了弧形齿磨盘 CEL 的计算方法。相同齿型参数及磨浆

条件下，弧形齿磨盘的磨浆强度，即比边缘负荷
图7

2 种磨盘磨后浆纤维原始

切断率随磨浆时间的变化

原因，其对纤维不再进行切断；而弧形齿磨盘对于纤
维的原始切断率随着磨浆时间的增加线性增大，在长
时间内均可保证对纤维的均一切断。
纤维相邻切断率反映整个磨浆周期内不同磨浆
时间磨盘对浆料纤维的动态切断过程。2 种磨盘磨后

浆纤维相邻切断率随磨浆时间的变化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知，弧形齿及直齿磨盘对纤维相邻切断率

的影响截然不同，对于直齿磨盘，随着纤维长度的
变短，纤维的相邻切断率逐渐减小直至不再变化，
其对纤维的切断作用逐渐减弱；而弧形齿磨盘对纤
维的切断较为缓慢，且相邻切断率基本维持恒定，
对纤维进行均匀的切断，保证磨浆过程纤维长度的
均一。
通过分析纤维的原始切断率及相邻切断率可知，
直齿和弧形齿磨盘对纤维的切断机理不同，直齿磨盘
对纤维进行快速切断，随着磨浆时间的增加，切断作
用逐渐减弱；而弧形齿磨盘对纤维进行均一稳定切
断，切断速率基本不变，但随着磨浆时间的继续延
长，其切断作用由于纤维的变短可能减弱。

（SEL）低于直齿磨盘，对纤维的冲击作用小于直齿磨
盘，理论上有利于纤维长度的保留。
3. 2

相同磨浆条件下，等参数的直齿磨盘对纤维的

切断作用强于弧形齿磨盘。直齿磨盘磨后浆纤维平均
长度较短，而弧形齿磨盘磨后浆的纤维平均长度较直

齿磨盘纤维长 20%~30%。

3. 3 相同磨浆条件下，等距直齿和弧形齿磨盘对纤维
的切断机理不同。直齿磨盘对纤维进行快速切断，随着
磨浆时间的增加，切断作用逐渐减弱；而弧形齿磨盘对
纤维的切断速率较低且相对稳定，但随着磨浆时间的持
续增加，其切断作用可能由于纤维长度的变短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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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cutting performances of isometric curved bar plate and straight bar plate were studied. The average length of fi‐

bers，the distribution of length components，the original cutting rate and the adjacent cutting rate of fiber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utting

process of two refining plat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utting mechanisms of the curved bar and the straight bar plates were different. The
curved bar plate had uniform fiber cutting，and the fiber length could be effectively reserved；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aight bar plate had a
strong fiber cutting effect，and the fiber could be cut off fast，therefore the curved bar plate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fining of waste paper
pulp，hardwood and straw pu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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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水解制备葡萄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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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的重要一环，现今纤维素水解糖化的效率并不高，原因主要集中于催化剂催化效果不佳和葡萄糖分离

摘

困难两方面。本文详细综述了目前有关纤维素水解制备葡萄糖的多种途径以及相关研究进展，对未来纤维素水解糖化方法的改进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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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石油能源和通过石油制
得的各类化学品，但有限的石油资源已随着社会和工
业的快速发展而锐减，现存的石油资源已无法支持现

纤维素由葡萄糖单元通过 β-1，4 糖苷键连接而成，

水解糖化过程主要是使糖苷键上的氧原子变得活泼，
进而使 C―O 键断裂，达到获取葡萄糖的目的。然而，

代社会和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且，石油的大量

由于纤维素存在结晶度大、有效表面积小等特性，对

使用已造成温室效应、酸雨等诸多环境问题，给自然

其进行水解糖化的技术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环境和人类的生存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1］。在能源

主要集中在催化剂的选择性、速度和效率和葡萄糖的

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可代替石油的可再生资源

分离等方面 ［7］。目前，国内外常使用酸水解、生物酶

显得尤为重要。
生物质能是一种清洁能源，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
作用，燃烧后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是自然界中储量最丰富的可再生含碳资源 ［2-3］。
生物质能可经化学法、生物法等多种途径制备得到液
体燃料和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因此，生物质资源的开
发将有助于缓解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科研工作者
关注的热点。生物质资源的主要组分包括纤维素、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纤维素的占比达 40%~60%。

据相关统计，全球范围内，纤维素的产量可达到

1100 亿 t/a，而有几百万吨的含纤维素的废弃物被直

接掩埋或焚烧，并未得到合理利用 ［4］。作为地球上储
量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将纤维素进行高效利用以制
备燃料及化学品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水解、超/亚临界水解、金属离子促水解以及其他物
理方法等技术对纤维素进行糖化处理 ［8-10］。本文将从
上述各方法的作用机理及优缺点着手，论述纤维素水
解制备葡萄糖的研究进展。
1 酸水解
利用酸对纤维素进行水解的方法早在 1923 年就被

提出 ［11］。目前，用于纤维素水解的酸主要可划分为

有机酸、无机酸和固体酸。表 1 对这 3 类酸进行了

整理。

图 2 为纤维素的酸水解机理图，主要分为 3 个过

程：（1） 酸溶液电离出 H+ ，随即 H+ 攻击糖苷键上的

氧原子，氧原子迅速质子化；（2） C―O 键发生断裂，

。纤维素高值化利用过程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

糖苷键上的正电荷转移到葡萄糖单元的 C 原子上，形

化，该利用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纤维素的水解

反应后得到游离的残基葡萄糖，并形成水合氢离子

义

［5］

生物质预处理、纤维素的水解糖化和葡萄糖的催化转
糖化

。

［6］

成碳正离子 （C+）；（3） 水分子随即攻击碳正离子，

（H3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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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图1
催化剂举例
H2SO4、HCl、H3PO4、HF

草酸、丙酸、马来酸、甲酸、醋酸

有机酸
金属氧化物
酸性聚合物
固体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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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催化剂的分类

类型
无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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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O3、SiO2-AlO2、HNbMoO6、

Zn-Ca-Fe 氧化物

全氟磺酸树脂、磷钨酸、Fe3O4-SBA-SO3H

1. 1 无机酸
1. 1. 1 浓酸水解

纤维素的浓酸水解过程主要分为 2 个步骤：先在

较低的温度下用浓酸对纤维素进行预处理，使纤维素
完全溶解，转化成低聚糖；第二步将溶液稀释并加
热，在较高温度下进一步催化水解低聚糖，得到葡萄

天然黏土

膨润土、蒙脱土、高岭土、水滑石

糖。浓酸可以使纤维素类物质发生溶胀作用，破坏纤

沸石

天然沸石、X 型沸石、H-沸石

维素的结晶结构，得到的葡萄糖极少发生进一步水

负载型催化剂
树脂
盐类

阳离子交换树脂（聚苯乙烯磺酸型树脂）

解，副产物少，回收率高 （可达 90% 以上）；但浓酸

NiSO4、Zr(SO4)2

意排放易造成环境污染，以上种种缺点限制了浓酸水

Ru/CMKs-3

300°C～400°C 处理的活性炭

活性炭

的使用会严重腐蚀设备，废液的回收再利用困难，随
解纤维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14］。
1. 1. 2 稀酸水解

稀酸水解是科研工作者对浓酸水解纤维素技术的
一种改进，已成为一种常用的水解方法。稀酸水解通

常是指利用浓度低于 10% 的酸溶液在高温下将纤维素
水解成葡萄糖。该水解过程符合一般酸水解机理，体

系中的氢离子将 β-1，4 糖苷键的氧原子质子化，使其

变得不稳定后与水反应，从而导致糖苷键的断裂，实
现纤维素的降解，直到分解成葡萄糖 ［15］。稀酸水解
法工艺简单、周期短、成本低、污染小，但是经稀酸
水解得到的葡萄糖会进一步降解，生成其他副产物，
影响产率，很多学者还在进一步地探索和改进稀酸水
解技术。杨丽芳 ［16］ 以滤纸为原料，在间歇式水解反

应器中利用超低浓度硫酸 （浓度<0.2 wt%） 对其进行

催化水解，在响应面实验基础上，对实验条件进行了
图2

纤维素酸水解机理图[13]

优化，分析了实验中各因素对纤维素水解糖化过程的
影响，考察了反应压力和搅拌速度对实验结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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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确定了最佳反应条件：反应温度 205℃、液比

酸、磺化羰基固体酸等。Qiu 等 ［23］ 以三氯蔗糖和甲苯

力 3 MPa、转速 500 r/min。胡耀波

质固体酸催化剂，该催化剂催化活性稳定，和纤维素

1∶15.72、硫酸浓度 0.15 wt%、反应时间 33 min、压
［17］

以玉米芯为原

料，先对其水解过程中的单一组分进行了研究，再利

磺酸为原料，一步合成了含―Cl 和―SO3H 基团的碳

经球磨混合后，在 200℃下，葡萄糖产率在 1 h 内可达

用响应面优化法在微波辅助下，得到稀硫酸水解玉米

52.8%，而在 0.02 wt%的 H2SO4 和 HCl 混合溶液中，葡

波功率 356.27 W、液比 1∶9.7、硫酸质量分数 3.55%，

以硅胶和氯磺酸为原料制备得到硅磺酸固体催化剂，

为 28.9%，与理论最优值相差不超过 5%；其中，玉

催化剂用量和加水量进行 Box-Behnken 实验设计，利

1. 2

2.2 h、催化剂用量 0.5 g、加水量 12 mL 的条件下，得

芯生产还原糖的最佳工艺：微波反应时间 12 min、微

理论最优还原糖产率为 29.2%，实验验证的水解产率
米芯的水解单糖主要为木糖和葡萄糖。
有机酸
有机酸是指一些具有酸性的有机化合物，最常见的
有机酸是羧酸，其酸性源于羧基 （―COOH）。有机酸
的水解机理与无机酸的水解机理相同，主要是通过氢质

子对糖苷键产生破坏作用，从而达到降解制备葡萄糖的
目的。与无机酸相比，有机酸不仅兼备无机酸水解的优
点，对设备的腐蚀性不强，还便于循环再利用，且很多
植物中就存在一些有机酸，如草酸、没食子酸、柠檬酸
等，来源丰富 ［18］，但有机酸的酸性温和，对纤维素的
水解效率远不如无机酸。李倩倩

［19］

研究了微晶纤维素

（MCC） 在草酸-盐酸体系中的水解情况发现，纤维素的
水解反应速度和葡萄糖的降解速度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萄糖的产率可分别达到 71.9% 和 88.0%。张欢欢等 ［24］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选取反应温度、反应时间、

用 Design-expert 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在 138℃、反应

到的葡萄糖转化率为 51.2%。赵玮 ［25］ 以 Fe（SO
2
4）
3为

前驱体、γ-Al2O3 小球为载体制备得到了 SO42-/Fe2O3/γAl2O3 负载型固体酸催化剂，并利用该催化剂对玉米

皮纤维进行了水解，经高效液相色谱 （HPLC） 测定，
水解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可达 28.2%。
2

生物酶水解
纤维素酶是一种复合酶，由内切型葡聚糖酶、外

切型葡聚糖酶和 β-葡萄糖苷酶组成 ［26］。现在人们普

遍接受的酶解机理是 Wood 于 1972 年提出的内切和外

切葡聚糖酶协同作用模型，酶解过程的原理图如图 3

加快，在草酸 25 g/L、盐酸 1 g/L、温度 90℃、反应时间

所示 ［27］，即：酶上的一部分羧基对纤维素进行催化，

利用丙烯酸对小麦秸秆进行催化水解，测定了不同温度

用，一方面与 β-1，4 糖苷键上的氧原子形成氢键，使

9 h的条件下，葡萄糖质量浓度可达1.657 g/L。田龙等［20］

下反应产物中葡萄糖的质量浓度，分别得到了纤维素水
解和葡萄糖降解的动力学数据，并得到了最优反应条

另一部分羧基对纤维素进行定位，这两种羧基协同作

β-1，4 糖苷键变形，另一方面，羧基上的氧负离子攻
击显正电性的碳原子，使 β-1，4 糖苷键发生断裂，最

件：80℃下、反应时间 176 min，制得的葡萄糖质量浓

后生成葡萄糖等小分子物质 ［28］。与化学法相比，利

80℃～100℃条件下，对剑麻浆料纤维直接进行糖化，以

产生后续发酵抑制物等优点，但目前纤维素酶的酶解

度为8.89 g/L。Lacerda 等 ［21］ 利用4.6 g/mol 的草酸溶液在

Saeman 动力学模型为参考；实验发现，在 100℃下，利

用纤维素酶进行糖化具有条件温和、绿色环保，且不
效率低，成本过高，不利于工业化生产。陈亚云

用草酸溶液反应16 h 后，葡萄糖质量浓度可达8 g/L，纤

等 ［29］ 以香蕉皮为纤维素酶解原材料，采用温和碱法

1. 3

剂的条件下对酶用量、温度、pH 值这 3 种影响因素进

维素的水解率达 50.4%，葡萄糖的回收率达 22.3%。
固体酸

固体酸催化剂因易于分离、可循环利用、对设备
腐蚀小、环境友好等特点，在纤维素水解糖化的研究
中日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关注

。固体酸催化反应

［22］

与其他酸的反应机理相似：首先，在高温状态下固体
酸表面发生质子化并形成氢离子，氢离子再攻击纤维
素中的糖苷键，使纤维素发生第一步水解，生成纤维

二糖；然后，固体酸上的活性基团使 β-1，4 糖苷键发

生断裂，水解成葡萄糖。固体酸的种类较多，常用的

有 H-型沸石、阳离子交换树脂、金属氧化物、杂多

对香蕉皮进行预处理，在 1.67 mg/mL 的 Na+ 作为激活

行探究发现，酶解最佳的工艺条件为：温度 45℃、酶

用量 2.25%、pH 值 4.8，该条件下的葡萄糖产率可达
21.3%。张家顺等 ［30］ 在纤维素的酶解过程中，加入了

表面活性剂，从宏观上探究了表面活性剂、纤维素酶

与底物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齐慧等 ［31］ 利用 NaOH

协同 60Co-γ 射线辐照处理稻草，研究该条件对稻草纤

维素酶解转化率的影响。优化后的处理条件为

400 kGy 辐照剂量的稻草结合 2% NaOH 溶液，在液比

为 1∶ 15， 温 度 50℃ 的 条 件 下 处 理 4 h， 并 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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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糖化过程中最具潜力的方法，然而，这几种方法也
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酸解过程中的各项参数需要
严格控制，生成的葡萄糖易进一步降解；酶解的效率
较低，成本高，难于实现大规模生产；超/亚临界水
解产物复杂。因此，科研工作者们一直致力于开发一
种既高效又环保的纤维素糖化方法，各种用于辅助催
化纤维素水解的方法也应运而生。
4. 1 金属离子促催化水解
金属离子促催化纤维素水解机理与纤维素酶水解

机理有些类似：金属离子的空轨道易于结合 β-1，4 糖

苷键氧原子上的孤对电子，引起碳氧键的活化；溶液
中的水分子或氢氧根离子中的氧原子进攻邻近带正电
图3

性的碳原子，从而使 β-1，4 糖苷键断裂，纤维素水解

纤维素酶解机理图

10 FPU/g 加入纤维素酶溶液，然后于 50℃、130 r/min
条件下气浴恒温振荡并酶解 24 h 后，纤维素的转化率

可达（78.5±1.2）%。
3

超/亚临界水解
超/亚临界水解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新

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水是一种极性溶剂，
当反应体系的温度和压力超过临界点时，水的氧化
性质和对物质的溶解性能会发生极大的改变。超/亚
临界水能打破纤维素的结晶结构，使纤维素的溶解
度大大增加，直至完全溶解，且水中电离的 H+ 能进
一步将纤维素催化水解，从而获得低聚糖、葡萄糖

等 ［32］。超/亚临界水解法克服了传统水解技术耗时
长、效率低、成本高的缺点，但该法容易使纤维素

成糖类物质。汪楠 ［36］ 以竹粉为原材料，考察了 Na+ 、
K+ 、Mg2+ 、Cu2+ 、Ca2+ 、Fe3+ 6 种金属离子对纤维素水
解反应的助催化效果；实验结果表明，Cu2+ （0.02%～

0.32%） 的存在能有效地破坏纤维素的结晶结构，随
着金属离子浓度的增大，还原糖产率和水解速率均呈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金属离子的存在能有效
脱除木质素，从而提高糖的得率。周雅文等 ［37］ 以经

3% NaOH 溶液浸泡及超声处理后的麦草秸秆为底物，
探究加入 Fe3+ 后麦草秸秆的酶解工艺条件及 Fe3+ 对体

系酶动力学、酶活和酶构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固

定底物为 12.5 g/L 时，最佳酶解工艺条件为：酶解时

间 50 h、温度 50℃、酶用量 3.0 g/L、Fe3+用量 0.3 g/L，
该优化条件下，纤维素的转化率为 51.4%，比不加
Fe3+的对照组提高了 27.2%。同时，Fe3+的加入大大提
高了酶解反应的最大反应速率和酶活，对预处理后麦

水解成各种复杂的化合物，如生成的葡萄糖易降解

草有较好的酶解促进作用。贺行等 ［38］ 以阔叶木浆为

主要集中在高效水解和抑制纤维素水解复杂化两方

1∶15 的条件下，探究 Fe3+、Co2+、Al3+、Cu2+这 4 种金

为 5-羟甲基糠醛。目前，临界水解催化技术的目标

原 料 ， 37% 的 浓 盐 酸 为 催 化 剂 ， 在 80℃ 、 液 比 为

面 ［33］。牟晓红等 ［34］ 采用超临界水一步法对花生壳

属离子对纤维素酸水解的影响；结果表明，Fe3+ 的促

22 MPa 的条件下处理 15 s，可发酵糖回收率最大，

K+、Mg2+浓度变化对 MCC 水解过程的影响；实验结果

进 行 预 处 理 ， 在 液 比 1∶ 20、 温 度 374℃ 、 压 力

进效果最好。Li 等 ［39］ 利用 MCC 为原材料，探究了

为 33.8%。Abaide 等 ［35］ 利用稻草作为水解原料，在

表明，K+、Mg2+在纤维素水解过程中呈现截然不同的

压力 （25 MPa） 和反应时间 （15 min） 不变的情况

效果，当金属离子浓度上升时，K+ 促进了 MCC 的水

（稻草∶水为 1∶7.5 和 1∶15） 进行了探究；实验结

（FT-IR） 测试结果表明，K+能增强纤维素分子内及分

下，就反应温度 （180℃、220℃、260℃） 以及液比

果表明，在液比为 1∶7.5、温度为 220℃时，水解液
中葡萄糖的质量分数最高可达 1.5%。
4

辅助催化水解法
目前，酸和酶以及超/亚临界水解被认为是纤维

解 ， 而 Mg2+ 抑 制 了 该 过 程 ； 傅 里 叶 变 换 红 外 谱 图

子间的氢键，而 Mg2+减少了这些氢键。

4. 2 物理方法促水解

物理方法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催化的手段用于促进
纤维素水解。最常见的物理方法有两种：微波促反应
和超声波促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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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微波促反应

4. 3 离子液体促水解

波。微波在纤维素的催化水解过程中，主要是对纤维

作为一种新型绿色溶剂，其因良好的溶解性和稳定性

素进行预处理。选择性加热是微波的一大特性 ［40］。

而备受瞩目。离子液体的种类繁多，可根据需要，将

李学琴等 ［41］ 以生物质基磁性固体酸为催化剂，并采

不同种阳离子 （有机） 与阴离子组分进行组合 ［48］。

微波是一种频率在 300 MHz~300 GHz 频段的电磁

离子液体是一种在 100℃以下呈液态的熔融盐，

用微波相结合的辅助手法进行 MCC 的水解反应；结

在纤维素水解糖化过程中，离子液体能够与纤维素上

果表明，经微波辅助后，MCC 几乎完全水解，且各因

的―OH 形成分子间氢键，从而破坏纤维素链之间的

素影响的主次顺序为：微波功率>催化剂用量>水解时

氢键，降低纤维素的结晶度，增大与原料的接触面

间>水解温度。朱银萍等 ［42］ 借助微波水热法在温度

积，从而达到溶解纤维素的目的 ［49］。但离子液体的

160℃～200℃、反应时间10～60 min、液比1∶20～1∶5
条件下处理玉米芯，以提高其总糖回收率。结果表

制约了其发展。目前，许多科研工作者正致力于提升

明，温度与时间是影响微波水热处理的主要因素，在

离子液体的使用性能。屈浩楠等 ［50］ 以废弃生物质

黏度较大，成本较高，且产物的分离存在一定难度，

180℃ 、 30 min、 液 比 1∶ 8 条 件 下 ， 总 糖 回 收 率 为

（玉米秸秆、花生壳、核桃壳） 为原料，经碳化磺化

形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高压釜水热反应，微波水

具有离子液体功能的生物质炭磺酸催化剂；与未进行

75.7%，72 h 的酶解率为 82.4%；固体残渣微观结构

后得到生物质炭磺酸，再进行离子液体的负载，得到

热可显著改变纤维素的结晶度、破坏物料表面结构并

离子液体负载处理的生物质炭磺酸比较发现，该催化

增大比表面积，有助于提高残渣的酶解率。Sasaki
等 ［43］ 等采用蒸汽爆破和微波辅助处理，寻找水解棉
花废料 （废旧毛巾） 的有效利用途径；在蒸汽压力

剂的还原糖产率在相同条件下提升了 15% 左右，且循

环使用 4 次后，仍有良好的催化活性。王帅等 ［51］ 为
改善纤维素的溶解性，将具有强亲水性的聚醚基团引

5.5 MPa （271℃）、蒸汽爆破蒸煮 5 min 时，直接水解

入离子液体中，合成出多种聚醚功能化双核咪唑类离

利用微波在 200℃下加热 7 min 后，葡萄糖的产率最高

实验发现，纤维素经酸性聚醚功能化离子液体催化

棉花废料的最大糖产率为 18.8%，而在此基础上，再

可达 78%。

4. 2. 2 超声波促反应

超声波是一种频率高于 20 kHz 的声波，其高频率

可以引起传播介质的剧烈振动。超声波处理是一种物

理催化溶解纤维素的方法，即利用物理声波的传递，
将能量由溶液中介质的振动传至纤维素分子上，并转
化为纤维素分子的剧烈振动 ［44］。Yu 等 ［45］ 探究了超声
波与离子液体结合后对甘蔗渣和麦草酸水解的影响；
结果表明，该法能显著促进纤维素的水解，且葡萄糖

的最大产率分别为 40.3% 和 53.2%。田蕾等 ［46］ 以米渣

为原料，采用超声波辅助酶法对米渣纤维进行酶解，

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设计方法，对超声工艺参
数 （时间、温度和液比） 进行优化；结果表明，在温

度 45℃、液比 1∶10 条件下，超声波处理 30 min 后进
行酶解，米渣纤维的水解率为 19.3%，与未预处理的

样品相比，水解率提高了 24.3%，表明超声波预处理
能促进米渣纤维的酶解。Hu 等

［47］

采用 Plackett-Bur‐

man 设计和响应面法确定了超声波-纤维素酶协同作用
用于提取菠萝渣多糖的最佳工艺条件：水解温度

50℃、液比 1∶45、pH 值 6.0、水解时间 100 min、超
声波功率 160 W 和纤维素酶添加量 2.0%。

子液体，并将其应用于纤维素的预处理和糖化过程；
后，葡萄糖的得率可达 55.8%。
5

结语及展望
目前，用于纤维素水解制备葡萄糖的技术主要存

在以下缺陷：催化水解速度慢，消耗的时间长；催化
剂成本高，催化效率不高；所得葡萄糖易进一步降
解，产率低；葡萄糖的分离、回收困难；易造成环境
污染等，种种原因导致纤维素水解糖化的产率不高。
现今许多科研工作者将上述方法进行了优化组合
（如：超声波辅助酶解、微波辅助酸解），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关于所得葡萄糖分离回收以及食用安全
性鲜少报道。所以，纤维素糖化工艺的发展可就如何
提升纤维素水解效率、葡萄糖的分离回收和食用安全
性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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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Preparation of Glucose by Hydrolysis of Cellu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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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 value utilization of cellulose，the yield of cellulose saccharification is not very high，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poor catalytic effect of catalyst and the difficult separation of glucose. In this paper，various approaches and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of
cellulose hydrolysis for glucose preparation are reviewed in detail，which can be th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accharification method

of cellulo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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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强效果，但其也存在不可再生性及潜在的环境污染等

们对纸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也进一步提升。森林资

不足，天然高分子增强剂虽然环保可再生且成本低，

源的短缺促使我国造纸原料中非木材纤维和二次纤维

但其增强效果有限，一元体系难以在纸张强度需求和

的比例不断提升。中国造纸协会数据显示，2017 年我

环保要求之间实现良好平衡；采用一元体系时，增强

。众所周

剂在纤维表面的吸附量有限，因此往往难以达到更高

知，纸张的强度主要受纤维自身强度和纤维之间结合

的强度目标。为了改善或解决以上问题，造纸工作者

强度的影响，非木材纤维和二次纤维的大量使用会对

们提出了二元增强体系的设想，并进行了大量研究。

纸张强度产生不良影响，通常需要添加纸张增强剂以

二元增强体系是指在浆料中添加两种纸张增强

国造纸原料中，废纸浆的比例已达 63%

改善纸张强度

［1］

剂，利用增强剂的协同作用提高纸张强度，与一元增

。

［2］

常见的纸张增强剂根据性质可以分为合成高分子

强体系相比，二元增强体系具有以下优点：（1） 对复

聚合物和天然高分子聚合物两大类。前者主要有聚丙

杂的浆料化学环境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2） 能够进

烯酰胺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CPAM）、阴离子聚丙烯

一步提高增强剂在纤维表面的吸附量进而大幅提升增

酰胺、两性聚丙烯酰胺）、聚酰胺多胺环氧氯丙烷

强效果；（3） 实现特定目标强度时，二元体系增强剂

（PAE）

、脲醛树脂 （UF）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3-4］

（MF）

［6］

（PEI）

［5］

、聚丙烯酰胺乙二醛

［8］

［7］

、聚乙烯亚胺

等 ； 后 者 主 要 有 淀 粉 类 （阳 离 子 淀 粉

（CS） 、羧甲基淀粉
［9］

、两性淀粉 ）、纤维素类

［10］

（羧甲基纤维素

［11］

、氧化纤维素

［12］

、纳米纤维素

［13］

）、

［14］

消耗量更少，有利于降低成本；（4） 通过调节添加量
和阴、阳离子助剂的用量比可以实现多样化的强度
需求。
二元增强体系一般由一种阳离子增强剂和一种阴
离子增强剂组合而成，通常以阳离子增强剂为主，以

、聚

阴离子增强剂为辅。关于二元增强体系的研究主要集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纸张品质需求的提升以及环

系。3 种二元体系各有特点，CPAM 二元体系对提高

半纤维素类 （聚木糖类
半乳甘露糖类

、聚葡萄甘露糖类

［15］

）、壳聚糖

［17］

、植物胶

［18］

［19］

［16］

等。

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传统一元增强体系 （使用单一增
强剂） 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由于造纸原料中二次
纤维比例的上升以及无机填料含量的提高，浆料化学

中在以 CPAM、PAE 和 CS 为阳离子增强剂的二元体
纸张的干强度效果好，PAE 二元体系则主要用于提高
纸张的湿强度，而 CS 二元体系的环保优势更明显。

本文对常见纸张二元增强体系的研究现状和作用

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对一元增强体系的应用造成了不

机理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为相关人员了解纸张二

同程度的干扰；合成高分子增强剂虽然具有良好的增

元增强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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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M 二元增强体系
CPAM 是水溶性线型高分子聚合物，通常由丙烯

酰胺单体 （AM） 和阳离子单体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
甲 基 氯 化 铵 （DMC） 或 二 甲 基 二 烯 丙 基 氯 化 铵
（DMDAAC） 在引发剂的作用下经自由基聚合反应制
得；根据其分子质量大小，在造纸中可分别用作干强
剂、助留助滤剂、絮凝剂和分散剂。用作干强剂时，
由于其具有多种活泼基团和阳离子性，因此可与纤维
吸附，并与纤维之间形成氢键从而提高纸张强度 ［20］。

第 2期

者 ［23］ 研究表明，其对蔗渣浆也有明显的增强效果。
该研究以漂白蔗渣浆为原料，制备了两种不同类型的

微纤化纤维素 （MFC），分别研究了单独添加 MFC 和
CPAM/MFC 二元体系对蔗渣浆纸张强度的影响。结果

表明，单独添加 MFC 使纸张强度得到了预期的提高，
但 CPAM/MFC 二元体系对纸张强度的提高更加明显，
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纸张脱水速率。
2

PAE 二元增强体系
PAE 是由三元胺 （通常为二乙烯三胺） 和二元酸

然而实验表明，单独使用 CPAM 时，CPAM 在纤维表

（如己二酸） 缩聚而成的聚酰胺分子与环氧氯丙烷反

面的留着率有限，在一定范围内 CPAM 在纤维表面的

留着率会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当添加量达到一

质的特性，其在水溶液中能够发生电离使分子链带上

定值后，纤维表面的负电荷会被完全中和，此时若继

正电荷，能够吸附到带负电荷的纸浆纤维上并在纤维

应制得的一种水溶性树脂 （见图 1）。PAE 具备聚电解

续提高添加量，多余的 CPAM 将不再被纤维吸附，因

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抗水聚合物网络层 （膜），从而

现，当 CPAM 在纤维表面完全饱和时，加入适量的羧

纸张干燥过程中经过熟化后才能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步提高 CPAM 在纤维表面的吸附量。研究还表明，

有正电荷，能溶于水，且分子质量较大，因此也能够

此也无法进一步提高纸张的强度。何静等 ［21］ 研究发

提高纸张湿强度 ［4］。需要注意的是，PAE 树脂需要在

甲基纤维素 （CMC） 组成 CPAM/CMC 二元体系可进一

即熟化后纸张湿强度才能达到最大值。由于 PAE 带

CPAM/CMC 二元增强体系对漂白硫酸盐木浆的增强效

提高细小纤维和填料的留着率。与 UF 和 MF 相比，

物理性能都有一定程度提高，CPAM 与 CMC 的添加量

成为目前造纸工业最常用的湿强剂。

果明显，随着 CPAM/CMC 添加量的增加，纸张的各项

PAE 的 pH 值适用范围更广，无游离甲醛危害，因而

比例为 1∶0.6 （质量比） 时，纸张的增强效果最好；

浆料的 pH 值约为 7.0 时，CPAM/CMC 二元体系的增强

效果最好。

除了 CMC，海藻酸钠 （SA）、纳米晶体纤维素

（NCC）、 烷 基 化 改 性 NCC （NCC-KH570） 也 可 与

CPAM 组成二元增强体系；杜越 ［22］ 对比研究了上述 4
种二元体系对桉木硫酸盐浆一次纤维和二次纤维的增

强效果，并探究了二元体系的增强机理。研究结论显
示，对于不同类型的纤维，4 种二元体系的增强效果

有所不同，对一次纤维纸张增强效果最好的是 CPAM/

NCC-KH570 二元体系，其次是 CPAM/NCC 二元体系，

而对二次纤维纸张增强效果最好的则是 CPAM/CMC 二
元体系。相同添加条件下，二元体系对二次纤维纸张

的增强效果更加显著。通过观察添加了 4 种二元体系

图1

PAE 的合成路线图

作为阳离子型合成高分子增强剂，虽然 PAE 能够

直接与纤维表面产生吸附作用，但也面临与 CPAM 一

样的问题，即单独使用时，其在纤维表面的吸附量有

限，限制了其对纸张湿强度的进一步“贡献”。研究

者最早采用 CMC 来增加 PAE 在纤维表面的吸附量。

的纸张表面 SEM 图，以及对浆料 Zeta 电位变化和 X 射

Gärdlund 等 ［24］ 发现，将 PAE 和 CMC 混合可以形成聚

理：带有相反电荷的阴阳离子助剂生成弱阳离子络合

加入纸浆后可显著提高纸张强度，与仅添加 PAE 的纸

线光电子能谱图的研究，揭示了二元体系的增强机

物并在纸张表面交替沉积，形成了凝聚层，以膜的形
式包覆于纤维表面，使得纤维结合更紧密，从而提高
了纸张强度。

CPAM 二元体系不仅对木浆增强作用明显，有学

电解质复合物 （PEC），将总体上带有负电荷的 PEC

张相比，添加 PEC 复合物对纸张的增强效果更加明

显。该研究还发现，二元体系增强效果与阴/阳离子

聚电解质的混合比例有关，当 CMC 的阴离子电荷被
中 和 到 60% 时 ， 二 元 体 系 的 增 强 效 果 最 佳 。 贺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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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 ［25］ 研究了 PAE 与自制玉米芯 CMC 二元体系对未漂

在协同作用过程中主要依靠静电吸附作用和膜包覆，

PAE+0.6% CMC 的纸张强度明显优于只添加 1.2% PAE

维的共交联，从而增加纤维对细小组分的吸附及纤维

白杨木硫酸盐浆的增强效果；结果表明，添加 0.6%

的纸张，PAE 与 CMC 添加量 （相对于绝干浆质量）
比为 1∶1 时，增强效果最好。

纤维素纳米微纤丝 （CNF）、NCC 与 CMC 同属纤

维素的衍生物，与 CMC 有相似的性质，因此也可以
与 PAE 组成二元体系。杨艳等

［26］

研究了 PAE/NCC 二

元体系的增强效果，并对二元体系的添加方式做了深

增加纤维对 PAE 的吸附，促进 PAE 的自交联及与纤
间的结合面积，进而提高废纸浆成纸的性能。
3

CS 二元增强体系
CS 是在天然淀粉骨架上引入叔胺基或季铵基后

制备的具备阳离子特性的一种淀粉衍生物，可分为叔

胺烷基淀粉醚和季铵烷基淀粉醚，最早由美国在 20

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先添加 PAE 后添加 NCC 的

世纪 60 年代研发成功 ［33］。CS 上的叔胺基或季铵基在

后添加的方式；实验还对比探究了二元体系对针、阔

产生吸附，淀粉骨架上的羟基可与纤维的游离羟基之

添加方式对纸张的增强效果好于 PAE 与 NCC 先混合

溶液中显示正电性，可与带负电的纤维通过静电作用

叶木混合纸浆和阔叶木纸浆的增强效果，发现 PAE 用

间形成氢键从而提高纸张强度。目前，造纸行业应用

添加方式时，二元体系对阔叶木浆的增强效果要优于

CS 作为目前国内应用最广泛的天然高分子增强

量为 1.0%、NCC 用量为 0.6%，采用先 PAE 后 NCC 的

针、阔叶木混合浆。王爱姣等

［27］

将 PAE 与 CNF 组成

二元增强体系，考察了其对针、阔叶木混合浆 （针叶

木 浆/阔 叶 木 浆 配 比 为 30∶ 70） 抄 造 的 低 定 量

（30 g/m ） 纸张的增强效果；结果表明，PAE/CNF 二
2

最广泛的商品 CS 是季铵烷基淀粉醚。

剂，在环保和成本方面比 CPAM 和 PAE 有更多优势，
但其单独使用时的增强效果与合成增强剂相比还略逊

一筹，研究发现 CS 与其他阴离子助剂组成二元体系
可一定程度上提高增强效果。宋晓磊等 ［34］ 探究了 CS/

元体系对纸张的增湿强效果明显，PAE 用量为 0.5%

SA 二元增强体系对混合阔叶木硫酸盐浆 （60% 桉木

纸张湿抗张强度是空白纸样的 6.2 倍，是单独添加

加 CS 对纸张物理强度影响不大，CS/SA 二元增强体系

相比 CMC 等纤维素衍生物，海藻酸钠 （SA） 的

二元增强体系对纸张耐折度的提高最为明显，而对撕

研究了 PAE 与不同黏度 SA

系对纸张的增强效果最好，明显优于酸性抄纸和碱性

（相对于绝干浆质量，下同）、CNF 用量为 0.3% 时，
PAE 纸张 （PAE 用量 0.5%） 的 1.76 倍。

价格更低廉，因此 PAE/SA 二元体系在降低成本上的
优势更明显。杜越等

［28-29］

和 40% 相思木浆） 所抄纸张的增强效果，发现单独添

对纸张物理强度的提高明显优于单独使用 CS；CS/SA

裂度提高不大；浆料 pH 值约为 7.0 时，CS/SA 二元体

组成的二元体系对纸张抗张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抄纸，达到相同增强效果时，CS/SA 二元增强体系较

且此黏度的 SA 与 PAE 协同作用的最佳配比为 PAE∶

除 SA 外，还有学者研究了 NCC 和 CNF 与 CS 组成

与 PAE 协同作用效果最佳的 SA 黏度约为 350 mPa·s，

单独使用 CS 时的添加量小。

SA=3∶ 2 （质 量 比）， 此 时 纸 张 的 湿 抗 张 指 数 达 到

二元增强体系的作用效果，发现两种二元体系对纸张

造纸张相比，纸张湿抗张指数分别提高了 43.3 倍和

CS/NCC 二元增强体系对不同浆种所抄纸张的增强效

二元体系纸张的微观结构进行观察发现，PAE/SA 二

撕裂度和耐破度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二元体系的增强

43.3 N·m/g，与空白纸张和单独加入 0.75% PAE 所抄

2.5 倍；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对加入 PAE/SA

的增强效果均优于单独使用 CS。刘梦雪等 ［35］ 研究了

果，发现单独添加 NCC 或者 CS 对纸张的抗张强度、

元体系在纸张纤维表面形成了明显的抗水膜。宋晓

效果更明显，且二元体系对阔叶木浆纸张的增强效果

磊

优于针、阔叶木混合浆纸张。此外研究还发现，二元

［30］

将 PAE/SA、PAE/NCC、PAE/MCC 和 PAE/CMC 4

种二元体系的增强效果进行了对比发现，对于针叶木

浆，PAE/SA 二元体系的增湿强效果明显优于其他 3 种
二元体系。

PAE/SA 二元体系对废纸浆的增强作用同样明显。

类延豪等

［31-32］

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发现 PAE/SA 二元

体系对废纸浆的增强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 PAE。通

过机理探究发现，PAE 与 SA 两者之间不发生反应，

体系的添加顺序对纸张增强效果也有一定影响，先

CS 后 NCC 的添加方式对纸张的增强效果比 CS 与 NCC
混合后添加效果好。郭幸等 ［36］ 的研究表明，CS/NCC
二元增强体系对细小纤维和填料的留着效果优于单独

添加 CPAM 或 CS。王爱姣等 ［27］ 探究了 CS/CNF 二元增

强体系对低定量 （30 g/m2） 纸张的增强效果，发现
CS/CNF 二元体系对纸张的增干强效果较为明显，CS

92

用量为 2.0% （相对于绝干浆质量，下同）、CNF 用量

为 0.3% 时，纸张干抗张强度是空白纸张的 1.65 倍，
是单独添加 CS 纸张 （CS 用量 2.0%） 的 1.26 倍。Tajik
等

［37］

对 CS/CNF 二元体系在甘蔗渣浆中的增强作用进

行了研究，发现 CS/CNF 二元体系不仅能够提高纸张

的机械强度，也能改善细小纤维的留着率和提高纸张

脱水速率，这可能是由 CNF 和 CS 之间的复杂相互作

用所致；此外研究还发现，CNF 的添加量越高，纸张
亮度越高。
4

第 35 卷

纸张二元增强体系的研究进展

第 2期

5 二元增强体系作用机理
关于二元增强体系相比对应的一元体系能够达到
更加显著增强效果的原因，早期学者们表明，这主要
是因为二元体系中阴、阳离子复杂的相互作用可以使
增强剂更多地吸附在纤维表面，因此能够增加纤维之
间的氢键数量，从而提高纸张的机械强度 ［42-43］。Hub‐

be 等 ［44］ 用示意图 （见图 2） 描绘了这种机理：首先
添加阳离子增强剂，随着阳离子增强剂在纤维表面的

其他二元增强体系

不断吸附，纤维表面的负电荷逐渐被完全中和，增强
剂也从最初的平面构象变为三维立体结构，多余的阳

除了前文所述相对常见的二元增强体系外，还有

离子增强剂将不再被纤维吸附；此时若加入阴离子增

一些学者研究了烷基三甲基溴化铵、瓜尔胶、淀粉接

强剂，阴离子增强剂将会吸附到阳离子增强剂表面形

枝丙烯酰胺、壳聚糖、大豆分离物等参与组成的二元

成聚电解质复合层，相比一元体系，更多的增强剂保

增强体系，研究结果均表明二元增强体系的增强效果

留到纤维表面，且保持三维延伸结构，这将促进成纸

优于相应的一元体系。

过程中纤维间结合面积和结合强度的增加，从而提高

陈琳

［38］

研究了不同链长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与

CMC 二元增强体系对蔗渣化学浆所抄纸张的增强作

成纸强度。

用；结果表明，CMC 与适量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协同使
用，纸张的物理性能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十六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 （CTAB） 与 CMC 的协同增强效果最

好，纸张的各项物理性能均随着 CMC/CTAB 二元体系
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CMC 添加量为 0.5%、CTAB 添

加量为 0.1%、浆料 pH 值为 7 时，所抄造纸张的物理
性能最好。

龙玉峰等 ［39］ 研究了非离子型瓜尔胶 （NGG） 与
淀粉接枝聚丙烯酰胺共聚物 （St-PAM） 二元体系对
新闻纸回收浆成纸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NGG/StPAM 二元体系可以明显改善纸浆的滤水性能，且对
纸张抗张指数、碳酸钙留着率和紧度的提高作用明

显，但添加 NGG/St-PAM 二元体系后，纸张撕裂指数
下降。

袁明昆等

［40］

讨探了自制阳离子大豆分离蛋白

（CSPI） 与 CMC 组成的二元体系对旧报纸脱墨浆所抄
纸张的增强效果；结果表明，CMC/CSPI 二元增强体

系的增强效果比单独使用 CMC 或 CSPI 效果都好，对
浆料滤水性能和细小组分留着率的改善效果优于单独

图 2 二元体系作用机理示意图[44]

也有学者 ［45］ 表示，二元体系同时以阴、阳离子
层层自组装和聚电解质复合物两种机理发挥作用，阴
离子增强剂不仅会吸附到已经附着于纤维表面的阳离
子增强剂上，也会与未吸附到纤维表面的阳离子增强

剂形成聚电解质复合物沉积到纤维表面 （见图 3 右），
且阴、阳离子增强剂电荷比为 1∶1 时，增强剂在纤

维表面的吸附量最大。

最近，有研究者 ［22，31-32］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
二元增强体系是以膜包覆的机理在纤维表面形成了

使用 CMC。Arboleda 等 ［41］ 研究了大豆粉分别与 CS 和

“纤维-络合物-纤维”结构的凝聚层，增加了细小纤

壳聚糖所组成的二元体系对纸张强度的影响；结果表

维的吸附，进而增加了纤维之间的结合。还有学者指

明，大豆粉/CS 二元体系可使原生浆纸张的抗张强度

出 ［25］，二元增强剂可能是进入到纤维的孔隙中，改

和抗压强度分别提高 23% 和 10%，大豆粉/壳聚糖二
元体系可使回收浆纸张的抗张强度和抗压强度分别提
高 52% 和 56%。

善了纤维角质化程度，降低了纤维孔隙不可逆关闭的
程度，这种对纤维本身性质的影响也帮助改善了成纸
的物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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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表面扫描电镜图（左图为对照纸张，
右图为二元体系处理纸张）[45]

语

当前，随着人们对纸张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造纸
行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日益严峻，传统的单一增强剂模
式已逐渐无法满足生产要求，二元增强体系为纸张增
强剂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关于二元增强体系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大量研究表明二元增强体系
的增强效果明显优于使用相应的单一增强剂，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增强剂的用量；用较少的增强剂实现
既定的强度目标，既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又有助于环
境保护。下一阶段，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继续推
进，纸张二元增强体系将拥有更加广阔的研究和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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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Binary Paper Strengthe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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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technical statu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binary paper strengthening system are summarized，the binary system
with cationic polyacrylamide（CPAM），polyamide polyamine epichlorohydrin（PAE）or cationic starch（CS）as cationic reinforcing agents

are emphatically discussed，and the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of the binary system is 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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