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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的制备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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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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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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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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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TGA 分析

样品的热稳定性可通过美国 TA 公司 Q50 热重分

1. 2 废纸基纤维素纳米晶（SCNCs）的制备

析仪测定。测试条件为：升温速率为 10℃/min，温度

固液比加入硫酸，在一定温度下反应一段时间。反应

1. 9 SCNCs 粒径和 Zeta 电位测定

取 3 g 绝干办公室废纸，按照 1∶20 （质量比） 的

完成后，离心，收集上层清液 （即水解液）。下层固

范围为 25℃~700℃，样品质量为 5~1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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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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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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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测定其粒径与 Zeta 电位。
结果与讨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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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的质量比为 1∶100），磁力搅拌 15 min 后，离心将

素会发生碳化，若浓度太低，则反应不完全，无法使

液中 H 浓度保持初始浓度，随后再次用于 SCNCs 的制

影响探讨制备 SCNCs 的较优硫酸浓度，结果如图 1

两者分离。上层清液中添加硫酸或去离子水，使水解
+

备，回收硫酸制备的 SCNCs 记作 SCNCsH。同时，活

纤维素转变成 CNCs。通过硫酸浓度对 SCNCs 得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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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质量比 1∶100~1∶150 的比例研磨成粉末并压片，
采用 FT-IR （LR-649-12-C，上海山岳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 进行扫描，扫描范围为 400~4000 cm ，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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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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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解温度与时间分别为 50℃与 90 min。由图 1 可知，
随着硫酸浓度的增加，SCNCs 的得率先升高后下降。
一定浓度 （≤60 wt%） 的硫酸溶液，其电离出的 H+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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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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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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当硫酸浓度为 60 wt%时，

图 4 SCNCs 的 XRD 谱图

知，随着水解温度的升高，SCNCs 的结晶度呈先上升

SCNCs 的得率较硫酸浓度为 58 wt%时仅下降了 0.8%，

后下降的趋势。虽然提高水解温度有利于去除无定形

材料时，较高的结晶度可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 ［12］，

部分或部分结晶区表面区域向无定形区转化，故而结

但其结晶度明显上升，上升了 5%。当 CNCs 作为增强

区 （SCNCs 结晶度升高），但也会加速结晶区不稳定

因此，本研究选择 60 wt%的硫酸浓度作为较优条件，

晶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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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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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 45℃、50℃、55℃和 60℃的水解温度制备

较优水解温度，在硫酸浓度为 60 wt%时，探究水解时

水解温度的升高，SCNCs 的得率呈先缓慢上升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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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NCs，分别记作 5 、6 、7 和 8 。如图 3 所示，随着
#

#

#

#

间对 SCNCs 得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5 所示。

的趋势，水解温度为 50℃时，SCNCs 得率达到最大

SCNCs，分别记作 9#、10#、11# 和 12#。由图 5 可知，

升高，反应变得更为激烈，纤维素的无定形区被迅速

的趋势，水解时间为 90 min 时得率达到最大值，为

值，为 42.7%。水解反应初始阶段，随着水解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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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水解时间的增加，SCNCs 的得率呈先上升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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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使 SCNCs 及水解产生的葡萄糖发生碳化，因此当

生部分碳化，因此不对此样进行 XRD 测试，其他 3 个

当水解温度为 60℃时，制备得到的 SCNCs 发生部

所示。由图 6 可知，SCNCs 呈典型的纤维素Ⅰ型，且

水解温度继续提高，SCNCs 得率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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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解时间条件下制备得到的 SCNCs 的 XRD 谱图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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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

57.5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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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NCs 中—OH 的伸缩振动峰，与原料在 3411 cm−1 处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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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数量少，可及度和反应活性较大，因此 H+首先攻

CH2 的弯曲振动峰，前者为纤维素的结晶参比峰，后

无定形区的不断水解，硫酸逐渐渗入纤维素结晶区旁

1430 cm−1 处的峰分别对应—CH2 的伸缩振动峰与—
者则是纤维素的结晶峰；1163 cm 处的吸收峰为纤维
−1

素 I 型中 C1—O—C4 的对称伸缩振动峰；710 cm−1 处的

吸收峰为 Iβ 型纤维素中—CH2 “摇摆模式”的特征吸

收峰。因此，可大致推断所制备的 SCNCs 属于 Iβ 型。

击无定形区的糖苷键。此时，纤维素迅速水解，随着

边的空隙，使水解发生在微晶表面，发生纵向分裂，
大结晶分裂成小结晶体。无定形区以及结晶区中不稳
定的纤维素在硫酸的作用下水解成糖，结晶区占比增
大，结晶度也随之增大。根据谢乐公式计算纤维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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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型氢键拟合结果
样品

氢键类型
游离羟基

SCNCs

分子内氢键

Ⅴ 椅式结构

分子间氢键

Ⅱ OH…其他 O

游离羟基
原料

表示方法
Ⅰ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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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XRD 谱图

17.26

1.51
57.00
41.47
18.13
56.79
25.08

2. 4. 2 XRD 分析

SCNCs、CCNCs 及原料的 XRD 谱图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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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处 有 明 显 的 衍 射 峰 ， 分 别 对 应 纤 维 素 的 001、
002 及 004 面，呈典型的纤维素Ⅰ型。

与原料相比，SCNCs 在 002 面的衍射峰形状更为

尖锐，结晶度也有所提高。纤维素在硫酸的水解作用
下，发生多相水解。纤维素中，结晶区分子链取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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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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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3

0.0799

0.1043

0.0866

SEM 和 TEM 分析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SEM 和 TEM 表面形貌

对比如图 9 所示。由图 9（a）~图 9（c）可知，原料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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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水分的流失，CNCs 之间的氢键结合使其发生不可
逆团聚 ［16］，纤维之间相互交织、叠加，无法准确计
算 CNCs 的直径与长度，因此必须结合 TEM 做综合分

析。由图 9（e）和图 9（f）可知，SCNCs 和 CCNCs 均呈针
状结构，这与 SEM 表面形貌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纤

维分散更加均匀，几乎没有重叠现象，利于计算
CNCs 的直径与长度。

采用软件 Nano Measurer 对 SCNCs TEM 图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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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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温度下这些物质会优先脱水分解 ［18］。此外，

142.87 nm，平均直径为9.67 nm，长径比约为14.77。

时，H+将起到催化作用，加速 SCNCs 分解 ［19］。综上，

结果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可知，SCNCs 的平均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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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NCs 表面还存在一些难以除去的 H+，当样品被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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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木质素有关，木质素的存在可提高 CNCs 的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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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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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 ［20］。而原料在温度大于 600℃时，出现一个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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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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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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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 14.77。

图 11 原料、SCNCs 及 CCNCs 的

回收水解液 （硫酸） 用于制备 SCNC 的研究结

TGA 曲线

表6
样品
标准糖

序号
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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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阿拉伯糖

半乳糖

葡萄糖

5.93

7.18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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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

14.63

17.61

0.29

0.67

47.90

的回收，以解决废液污染问题。在水解液中加入活

7.15

8.50

水、解析，回收这些还原糖，从而创造良好的经济

5.88

6.10
0.84
90.5

7.12

1.68

35.37
0.16

8.22

43.28

综上，硫酸水解制备 SCNCs 可进行硫酸水解液

性炭，可吸附水解液中大量的还原糖，可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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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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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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