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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玉米秸秆的外皮作为原料利用硫酸盐法来制备浆粕。通过单因素试验确定了用硫酸盐法蒸煮时 NaOH
用量、蒸煮时间和蒸煮温度3个工艺参数,利用L9(33)正交试验确定了硫酸盐法制备浆粕的最佳工艺条件,碱煮温度为

100℃,蒸煮时间60min,NaOH用量23%。对制备出的成品浆粕进行了性能测试,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浆粕,它的

甲种纤维的含量为92.1%,白度为101.37,灰分为1.68%,达到了湿法纺丝制备纤维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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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秸秆大国之一,拥有十分丰厚的农作物

秸秆资源,但很多秸秆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被
随意焚烧的现象会时常发生,对空气也造成了污染,与
这些年来十分重视的环保意识相悖[1]。由于黏胶纤维

工业发展速度迅猛,木浆粕和棉浆粕的供给已经远不

能满足黏胶纤维发展用料的需要。玉米秸秆浆粕的出

现,给木浆粕和棉浆粕产量减轻了压力,使我国浆粕短

缺局面得到了一定改善,也丰富了纤维素纤维和化学

纤维的种类。

1 浆粕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化纤浆粕主要从棉花、木材、甘蔗、芒草、芦
苇等天然纤维中制取,化纤浆粕的用处很多,主要用于

生产黏胶短丝、黏胶长丝、玻璃纸、过滤纸等。
我国的浆粕生产设备比较落后,生产过程粗糙,生

产能力较低,生产环节过多,并且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

染,环保压力很大。国外的浆粕生产技术由传统的设

备、工艺过渡为向连续式生产(连续蒸煮、连续漂白、连
续打浆等),以及连续氧碱法蒸漂等新工艺,生产技术

开始向高得浆率、高白度、高强度、低污染、低消耗、低
尘埃的方向发展[2]。

2 传统浆粕制备方法

浆粕的制备方法主要有化学法、机械法和半化学

法等。

2.1 化学法

化学法是指运用化学试剂把植物纤维原料中的木

质素、半纤维素、油脂和树脂等物质都破坏掉,而使纤

维原材料里尽量多留下纤维素和少量的半纤维素的方

法。一般工业生产中主要是使用硫酸盐法和亚硫酸盐

法这2种化学制浆法。

2.2 机械法

机械法主要通过机械作用,把纤维原料变成浆粕。
这种制浆方法的优点是生产成本非常低,不需要使用

化学试剂,并且制浆率很高;缺点是生产过程中内部纤

维受到较多的摩擦撕裂,制备出的浆粕物理强度比其

他的低一点,浆粕不易漂白,容易变黄和变脆。

2.3 半化学法制浆

把化学制浆法和机械制浆法结合起来的一种制浆

方法称为半化学法制浆。一般把原材料经过化学药品

处理之后,再经过机械作用来制取浆粕。这种制浆方

法不仅节约原料,而且得浆率较高。

3 玉米秸秆皮纤维浆粕制备

3.1 试验材料

玉米秸秆外皮(本校纺织实验室提供)、氢氧化钠

(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九水合硫化钠(西陇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次氯酸钠溶液(天津市富宇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过氧化氢溶液(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

司)、蒸馏水(纺织实验室)等。

3.2 试验设备

恒温水浴锅、电热套、通风式快速八篮恒温烘箱、
电子天平、多规格的烧杯、剪刀、镊子、过滤袋、温度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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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艺流程

3.3.1 原材料处理

把玉米秸秆的外皮剪成长度大约为5cm,见图1
(a)。

   (a)原材料的处理      (b)原材料的预水解

(c)原材料的碱煮        (d)原材料的漂白

图1 玉米秸秆皮纤维浆粕制备工艺流程

3.3.2 原材料的预水解

准确称取原材料10g,放入规格500ml的烧杯

中。往烧杯中加入蒸馏水,固液比为1∶20,把烧杯放

到电热套上加热。前20min温度调到100℃,之后温

度调到80℃保持100min,见图1(b)。

3.3.3 碱煮过程

按试验方案的要求配制一定浓度的 NaOH 溶液

和浓度为5%的Na2S溶液,固液比为1∶20,然后倒入

已经水解完的原材料中。之后把烧杯放入水浴锅内加

热,按照试验方案规定的时间和温度蒸煮,见图1(c)。

3.3.4 洗涤

把碱煮之后的原材料倒入过滤袋中,再用蒸馏水

冲洗原材料。冲洗的过程中,尽量多挤压过滤袋,反复

冲洗几次。

3.3.5 收集原材料

把冲洗完的原材料从过滤袋中全部拿出来,放入

烧杯中收集起来。

3.3.6 原材料的漂白

(1)把配制好的浓度为4%的次氯酸钠溶液倒入装

有原材料的烧杯中,用玻璃棒搅拌几分钟后,放置45
min。再把原材料倒入已经冲洗干净的过滤袋中,反复

冲洗几次后,放入干净的烧杯中。
(2)把装有经过初次漂白原材料的烧杯放入恒温

水浴锅内,温度保持在70℃左右。往烧杯里加入配制

好的NaOH溶液,浓度为5%,蒸煮60min。最后把原

材料倒入已经冲洗干净的过滤袋中,反复冲洗几次后,
放入干净的烧杯中。

(3)把配制好的浓度为5%的 H2O2溶液倒入烧杯

中,用玻璃棒搅拌几分钟后,放置60min。再把原材料

倒入已经冲洗干净的过滤袋中,反复冲洗几次后,放入

干净的烧杯中,见图1(d)。

3.3.7 烘干

把漂白之后的原材料放入烘箱里烘干。烘箱温度

调为100℃,当温度上升到100℃之后,再把原材料放

进去烘干0.5h。

3.4 单因素试验

3.4.1 碱煮温度

浓度为20%的NaOH溶液150ml、浓度为5%的

Na2S溶液50ml、蒸煮时间为90min,蒸煮温度分别为

60、80、100、120℃,见图2,然后对各组进行测试。

得
浆

率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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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煮温度/℃
8060 100 120

图2 碱煮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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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0 150 210

图3 碱煮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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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可以知道,随着碱煮温度的升高,得浆率也

在缓慢上升,当蒸煮温度达到80℃时,得浆率开始快

速增加;当蒸煮温度为100℃时,得浆率达到最大值;
当蒸煮温度超过100℃之后,得浆率开始下降。因此,
可以确定蒸煮温度的三水平为:90、100、110℃。

3.4.2 蒸煮时间

浓度为20%的NaOH溶液150ml、浓度为5%的

Na2S溶液50ml、蒸煮温度为100℃,蒸煮时间分别为

30、90、150、210min,见图3,然后对各组进行测试。
由图3可以知道,随着碱煮时间的增长,得浆率迅

速上升,当蒸煮时间为90min时,得浆率达到最大值,
当蒸煮时间超过90min时,得浆率开始缓慢下降;到

150min时,得浆率开始迅速下降。因此,可以确定蒸

煮时间的三水平为60、90、120min。

3.4.3 用碱量

浓度为5%的 Na2S溶液50ml、蒸煮时间为1.5
h、蒸 煮 温 度 为100 ℃,用 碱 量 分 别 为10%、15%、

20%、25%,见图4,然后对各组进行测试。
由图4可以知道,随着 NaOH 用量的增多,得浆

率开始上升,当 NaOH 用量为20%时,得浆率达到最

大值;当用碱量超过20%后,得浆率开始下降。因此,
可以确定用碱量的三水平为:1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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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
率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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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碱量的变化

3.4.4 碱煮工艺参数的正交试验

在进行碱煮试验制备浆粕时,碱煮的温度、时间和

碱煮时氢氧化钠的用量是影响成品浆粕的主要因素。
因此,设计了3因素3水平的正交实验,通过试验来对

这3个重要因素进行优化,选出最佳的工艺参数(见表

1)。
通过试验,测得得浆率,由表2可以知道,第7组

试验组的得浆率最高,为39.9%;第8组试验组的得浆

率最低,为30.2%。由极差来分析R 值可以看出,这3
个因素对成浆质量的影响大小依次为用碱量>碱煮温

度>碱煮时间。比较各组K 值的大小,得出各因素最

佳工艺参数:碱煮温度为K2,碱煮时间为K1,用碱量

为 K3,即碱煮温度为100℃,蒸煮时间为60min,

NaOH用量为23%。
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设计

序 号 温 度/℃ 时 间/min 用碱量/%

1 90 60 17
2 100 90 20
3 110 120 23

表2 正交试验结果

次 数 温 度/℃ 时 间/min 用碱量/% 得浆率/%

1 90 60 20 33.2
2 90 90 23 34.6
3 90 120 17 34.4
4 100 60 23 36.8
5 100 90 17 38.3
6 100 120 20 37.3
7 110 60 17 39.9
8 110 90 20 30.2
9 110 120 23 35.9
K1 102.2 109.9 100.7 /

K2 112.4 103.1 107.3 /

K3 106 107.6 112.6 /

R 10.2 6.8 11.9 /

4 玉米秸秆皮纤维浆粕成品性能测试

4.1 甲纤含量的测量

在工业生产中,纤维素一般分为α-纤维素、β-纤维

素、γ-纤维素这3种。β-纤维素与γ-纤维素被统称为半

纤维素。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的含量对浆粕成品的好坏

有一些影响,所以需要检测玉米秸秆皮纤维浆粕中甲

种纤维的含量[3]。

4.1.1 测试方法

(1)称取0.5g试样,放入烧杯中,往烧杯里倒入

15ml已经配制好的浓度为17.5%的NaOH溶液,放
置1~2min,再使用玻璃棒进行搅拌。往烧杯中倒入

15ml浓度为17.5%的NaOH溶液,使用玻璃棒搅拌

后放置40min;之后往烧杯里加入30ml蒸馏水,再倒

入放在真空吸滤瓶上的砂芯漏斗中,使用真空泵抽干。
(2)把25ml浓度为9.5%的NaOH倒入漏斗中,

倒入的过程中关掉真空泵,倒完之后用玻璃棒搅拌一

下;把剩下的浓度为9.5%的NaOH溶液倒入漏斗中,
边抽边用玻璃棒搅拌,最后用蒸馏水冲洗,直到纤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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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pH值不大于7时结束洗涤(可以用酚酞检测)。
(3)把过滤后的砂芯漏斗放入恒温烘箱内烘干,再

放到电子天平上称重。

4.1.2 甲种纤维含量的计算

甲纤含量(%)=
G2-G1

G0
×100

式中:G0——— 试样重量(g);

G1——— 恒重的砂芯漏斗重量(g);

G2 ———过滤后恒重的砂芯漏斗和试样重量(g)。
在碱煮温度为100℃,碱煮时间为60min和用碱

量为23%的最佳工艺参数下,浆粕里的甲种纤维的含

量为92.1%。

4.2 灰分的测定

灰分是锻烧后的残留物也可以是烘干后的剩余

物。灰分是植物纤维原料中的钾、钙等无机盐类,浆粕

中的无机含量会对纤维的可纺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所
以,需要检测所得浆粕的灰分含量。

4.2.1 测试方法

(1)在电子天平上称取1.8g的试样,放入磁坩埚

里,把坩埚盖半盖在上面,然后放在电磁炉上加热,使
试样慢慢炭化。

(2)等试样无黑色的烟产生时,把磁坩埚转移到马

弗炉中,加热温度调为650℃,保温时间为2h,见图5。
(3)到规定时间后,用坩埚钳将试样拿出坩埚,放

在旁边冷却10min,再去称重。

(a)炭化          (b)灰化

图5 浆粕的炭化与灰化

4.2.2 灰分的计算及分析

灰分含量(%)=
G2-G1

G0
×100

式中:G0——— 试样的重量(g);
G1——— 恒重的空坩埚重量(g);
G2———冷却之后的磁坩埚和试样的重量(g)。
在碱煮温度100℃、碱煮时间60min和用碱量为

23%的最佳工艺参数下,浆粕的灰分为1.68%。

4.3 白度的测量

白度(whiteness)是表示物质表面白色的程度,表
示方法一般以白色含有量的百分率表示。用成品浆粕

所纺出的纤维,它的漂白性好坏与成品浆粕的白度有

很大的关系。所以,需要检测所得浆粕的白度。
将机器打开预热,把1#,2#滤光插件均插入二

档,R457和 UV的灯会亮起,之后把黑筒放到试样座

上,进行调零;把黑筒取下放上工作板,按下白标准再

输入工作板的标准值;取下工作板,放上浆粕试样,按
下测量键。

在碱煮温度为100℃、碱煮时间为60min和用碱

量为23%的最佳工艺参数下,浆粕的白度为101.37。

5 结论

以玉米秸秆的外皮作为原料,通过对硫酸盐法制

备浆粕的工艺过程进行一定的改进和优化,最终得出

了一个最优的工艺过程。通过检测成品浆粕的甲种纤

维的含量、白度、灰分这3个性能指标来评价浆粕质量

的好坏,得到结论:
(1)通过单因素试验对玉米秸秆皮进行蒸煮,随着

碱煮温度的升高,得浆率也在缓慢上升。当蒸煮温度

为100℃时,得浆率达到最大值;随着碱煮时间的增

长,得浆率迅速上升;当蒸煮时间为90min时,得浆率

达到最大值;随着 NaOH 用量的增多,得浆率开始上

升;当NaOH用量为20%时,得浆率达到最大值。
(2)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硫酸盐法制备浆粕在蒸

煮这一部分的最佳工艺条件,即蒸煮时间60min、蒸煮

温度100℃、NaOH的用量为23%。
(3)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制备的浆粕,它的甲种纤维

的含量为92.1%,白度为101.37,灰分为1.68%。
在黏胶纤维的行业中,生产黏胶长丝、短丝、多用

膜和多功能纤维(远红外纤维、纳米纤维、中空纤维)等
都可以用玉米秸秆的外皮浆粕来生产,还可用于生产

绿色纤维。随着国家倡导“高效、节能和环保”的工业

发展模式,制备再生纤维素纤维所用的浆粕生产过程

也正向着降耗节能、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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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ofModernTextileComposites
DAIYan-yan,ZHANGGuo-li*

(InstituteofTextileComposites,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TianjinPolytechnicUniversity,Tianjin300380,China)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aerospaceandtextilemachinery,textilecompositematerialshavedevelopedgradually.It

hadtheadvantagesofhighstrengthandhighmodulus,materialandstructuredesignability,lightweightandsoon.Themoderntex-

tilecompositeswerereviewed.Fivekindsofreinforcementsintextilecompositeswereintroduced.Thecharacteristicsofweaving
structure,weavestructure,knittedstructure,stitchedstructureandnonwovensweredescribed.Thecompositematerialforming

processesofcompressionmolding,windingprocess,resintransfermoldingprocess,autoclaveprocessingand3Dprintingtechnology
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textilecompositesinaerospace,transportation,construction,militaryindustry,civillifeand

someproblemsofmoderntextilecompositeswereanalyzed.

Keywords:textilecomposites;fabricstructure;formingprocess;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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