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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浸渍预处理芦苇制浆·

碱浸渍对芦苇茎秆微观结构及其
机械浆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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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在不同用碱量和温度下，碱浸渍对芦苇茎秆的表观和内部结构有不同程度的改变；随着

方向：芦苇生物机械法

用碱量和浸渍温度的增加，芦苇茎秆微观表层和内部结构被破坏的程度增大，且破坏程度与后续的

制浆性能的研究。

要：探究了不同条件碱浸渍处理对芦苇茎秆微观结构的改变及对后续芦苇机械浆性能的影响。

成浆性能有一定的关联性。当用碱量 6% （以 NaOH 计）、温度 120℃、时间 90 min 时，芦苇茎秆的微

观结构变化较大，表面覆盖的由蜡质层和硅质化膜层组成的角化层破损严重，维管束中的填充物消
失，碱液通道打开，此时芦苇机械浆各项性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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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lkali treatments on microstructure and the subsequent mechanical pulp properties of reed stem were stud⁃
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ed stem were changed in varying degrees by alkali impregnation un⁃
der different alkali dosage and temperature. The damage degree of the micro-surfac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eed stem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lkali dosage and impregnation temperature，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echanical pulping performance of the subse⁃
quent process. When the dosage of NaOH was 6% and the temperature was 120℃ with time of 90 min，the micro-structure of reed stem

changed greatly. The keratinized layer covered of waxy layer and silicified layer covering the surface was seriously damaged，and the materi⁃
al filled in vascular bundle disappeared which created the channels for alkali liquor. At that time，the mechanical pulp of reed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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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我国环保部发布 《进口可用作原

染大等缺点。因此，以农业副产物秸秆为原料，发

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

展低用碱量、低能耗、高得率、高品质的非木材绿

后，国外废纸进口量锐减，我国造纸原料短缺的问

色制浆技术是解决我国造纸原料短缺问题的重要有

题进一步凸显。我国森林资源匮乏，世界森林资源

效途径之一。化学法浸渍处理与机械磨浆相结合的

丰富的国家也正在逐渐限制木材资源出口，因此用
国产或进口木材/木浆弥补造纸原料短缺的问题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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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我国农业秸秆资源丰富，年产量大于 10 亿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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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制浆时存在碱耗高、得率低、碱回收难和污

造纸生物技术与绿色化学方面的研究。

[1]

是我国制浆造纸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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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浆技术，符合我国制浆造纸技术和装备水平，具
Table 1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其中，化学法浸渍处理多用的

芦苇茎秆中主要化学组分含量

Content of major chemical components in

增强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的水合作用，促进纤维润胀，
[2]

有利于磨浆的纤维解离与分丝帚化，并降低能耗 。
邓拥军 [3] 研究了碱浸渍对 5 种桉木化机浆得率和磨浆
能耗的影响，发现 NaOH 用量为 4.5% 时，细叶桉制

浆得率高达 86.7%；磨至相同打浆度，蓝桉所需磨
浆电耗最低，且蓝桉浆的抗张强度和白度最优。史

纤维素 半纤维素
47.30

处理温度、时间和浸渍液的初始浓度对浸渍处理效
[5]

率和得率都有显著的影响。李佩燚等人 比较了

NaOH、Na2S 单独浸渍与 NaOH 和 Na2S 共同浸渍处理
慈竹原料的影响；在优化条件下，NaOH 和 Na2S 共

同浸渍处理效果好于单独浸渍，处理后的慈竹木素
[6]

含量降低，综纤维素有所降解。韩绍忠 对蔗渣氧碱
制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先对蔗渣进行碱浸渍
处理再通过氧碱法制浆，能在强化脱木素的同时减
[7]

少碳水化合物的降解。李树林等人 对麦草先进行碱
浸渍处理再通过氧碱法蒸煮，得到了得率、白度和
[8]

强度都较高的麦草浆。唐艳军等人 对芦苇茎秆碱性
H2O2 机械浆的制浆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

31.50

木素

抽出物

Klason 木素 酸溶木素 1%NaOH
18.30

2.40

29.10

苯-醇
6.72

灰分
3.31

氢氧化钠、丙酮均为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
1. 2

[4]

贺等人 探讨了处理工艺对慈竹碱浸渍的影响，发现

%

reed stem

是 NaOH 浸渍；采用 NaOH 对原料进行预浸渍，能够

实验仪器

高浓磨浆机，BR30-300C，日本 KRK 公司；PFI

磨浆机，日本 KRK 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EM-30 Plus，韩国 COXEM 公司；微计算机断层扫描
仪 （显微 CT），Sky Scan2211，德国 BRUKER 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预处理

碱浸渍：取 70 g （以绝干计） 平衡水分后的芦苇

茎 秆 置 于 反 应 罐 中 ， 用 碱 量 1%~6% （以 NaOH 计 ，
相对于绝干原料），加水至固液比 1∶5，在 60~140℃
下预处理 90 min 后，将浆料清洗至浸出液颜色不再变
化为止；将处理后的芦苇茎秆于 60℃干燥箱中干燥
24 h，装入样品袋，密封保存备用。

丙酮抽提：在 75℃条件下，将平衡水分后的芦苇

过两段碱性 H2O2 处理后再磨浆，可制得较高白度和

茎秆用丙酮抽提后的定性滤纸包好，在索氏抽提器中

艺方面，碱浸渍对原料微观结构的改变及微观结构

1. 3. 2

物理性能的苇浆。然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浆工

抽提 48 h，取出后在室温下风干。
磨浆

将预处理后的芦苇茎秆进行两段磨浆，首段齿间

改变对制浆性能的影响研究较少。
芦苇属多年生禾本科草类植物，在我国分布广

距 0.5 mm，第二段齿间距 0.1 mm；将磨解好的浆料

均纤维宽度 9.7 μm，长宽比 115，是一种良好的非木

浆。调节浆浓为 10%，取 30 g （以绝干计） 浆料利用

泛，储量丰富。芦苇茎秆平均纤维长度 1.12 mm，平
[9]

材造纸原料 。本研究以芦苇茎秆为原料，通过分析

不同条件下碱浸渍处理对芦苇茎秆微观结构的改变，
探究了芦苇茎秆微观结构的改变与其机械浆性能的关

为 （42±2）°SR。

芦苇茎秆及纸浆特性分析

合适大小的切块，在 SEM 下观察其表面形貌 （加速

实验原料
芦苇 （取自山东省东营市），自然风干后去除苇

叶、鞘、苇花等，得到芦苇茎秆，切成 3 cm 左右小
段备用。芦苇茎秆的纤维素含量利用硝酸-乙醇法

同碱浸渍条件下所得纸浆的影响，将目标打浆度设定

取预处理后干燥保存的芦苇茎秆，用剪刀剪切成

材料与方法

1. 1

PFI 磨浆机磨浆，得到芦苇机械浆。为减少磨浆对不
1. 3. 3

系，以期为制备高品质芦苇机械浆提供理论参考。
1

在浆浓 3%、温度 80℃下消潜 30 min，筛浆后获得良

[10]

测定；综纤维素、Klason 木素和酸溶木素含量分别按

照国家标准 GB/T 2677.10—1995、GB/T 2677.8—1994

电压 20 kV）；另取切块进行显微 CT 分析 （电源电压

50 kV，源电流 350 μA，源聚焦模式为微聚焦，相机

型 号 MX11002， 曝 光 时 间 500 ms， 图 像 像 素 大 小
0.3 μm），观察其内部微观结构。
1. 3. 4

物理性能检测

取磨浆后的芦苇机械浆，抄造成定量 70 g/m2 的

和 GB/T 10337—1989 进行测定；半纤维素含量为综

手抄片。手抄片抗张指数、环压指数、撕裂指数及耐

所示。

2679.8—2016、GB/T 455—2002 和 GB/T 454—2002 进

纤维素含量与纤维素含量之差，测定结果如表 1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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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定。
2

可以看出，温度对芦苇茎秆表面形貌的改变有较为明
显的影响；温度越高，对膜状物的破坏作用越大。当

结果与讨论

2. 1

温度为 120℃时，膜状物大部分碎裂剥落，只有小部

不同用碱量对芦苇茎秆表面形貌的影响

分膜状物碎片附着在芦苇茎秆表面；当温度达到

由前人研究可知，芦苇茎秆的表面覆盖着一层主
要由角质和硅质组成的双层结构膜状物，其结构紧
密

[11-13]

。图 1(a)和图 1(b)分别是未经处理和经丙酮抽提

后的芦苇茎秆 SEM 图。由图 1(a)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130℃时，芦苇茎秆表面基本看不到膜状物，且部分
纤维束开始裸露和分离。
2. 3

碱浸渍对芦苇茎秆内部微观结构的影响
在碱浸渍过程中，碱液破坏芦苇茎秆表面膜状物

在未经处理的芦苇茎秆表面覆盖有一层致密的角质-

后，会通过膜状物的破损处、气孔和导管等结构进入

硅质膜状物，同时表面分布着大量被角质和硅质层覆

芦苇茎秆内部的纤维组织带、维管束组织和薄壁组

[14]

盖的气孔，形成乳突或疤状结构 。经丙酮抽提后，
芦苇茎秆表面的角质层被严重破坏，表面条状凹凸纹
理清晰可见，但气孔上覆盖的硅质化膜状物大部分未
被破坏 （图 1(b)）。

图 2 为用碱量 1%~6%，温度 100℃下，碱浸渍处

理 90 min 后 芦 苇 茎 秆 的 SEM 图 。 碱 浸 渍 过 程 中 ，
NaOH 与芦苇茎秆表面的膜状物发生反应，对其中的
角质层和硅质层都会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随着用碱
量增加，膜状物破坏程度逐渐增大

[15-16]

。由图 2 可以

看出，在用碱量为 1% 和 2% 时，芦苇茎秆表面膜状
物个别区域出现破损；当用碱量为 3% 和 4% 时，芦

苇茎秆表面膜状物多处出现破损和剥离；用碱量 5%
时，膜状物被进一步破坏，大面积破裂并脱落，被膜
状物覆盖的气孔暴露出来；用碱量 6% 时，膜状物脱

织，并对这些组织结构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从而改

变芦苇茎秆内部微观结构。图 4 为不同温度碱浸渍处

理后的芦苇茎秆显微 CT 图。从图 4(a)中可以发现，
未经处理的芦苇茎秆内的维管束中存在大量膜状填充

物。观察图 4(a)~图 4(d)可以发现，在碱浸渍作用下，
芦苇茎秆内部微观结构会发生一定变化。随着温度升

高，维管束中的填充物首先被破坏，然后是维管间的
韧皮组织和维管束鞘。从图 4(c)中可以观察到，温度

100℃、用碱量 6%、浸渍时间 90 min 的芦苇茎秆的维
管束中，大部分填充物消失，但芦苇茎秆内部组织骨

架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如图 4(d)所示，温度 130℃、用

碱量 6%、浸渍时间 90 min 条件下处理的芦苇茎秆微
观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维管束中的填充物基本消
失，维管间的韧皮组织和维管束鞘被破坏，各维管间

落处的螺旋状纤维开始显露出来。碱浸渍处理使膜状

相互连通，形成大的孔洞通道。当温度≥80℃时，维

物脱落，有利于后续磨浆中纤维的解离。

管中填充物部分消失；当温度≥100℃时，维管中填充

2. 2

物大量消失，维管通道被打开，有利于木质纤维与碱

不同温度碱浸渍对芦苇茎秆表面形貌的影响

图 3(a)为未经处理的芦苇茎秆表面 SEM 图，图 3

(b)~图 3(f)分别是用碱量 6%、浸渍时间 90 min、温度
为 60~130℃下芦苇茎秆表面的 SEM 图。从图 3(a)中可

以看出，未经处理的芦苇茎秆表面除了机械外力造成

的微小破损外，膜状物光滑完整。通过图 3(b)~图 3(f)

图1

Fig. 1
·22 ·

液进行有效接触，从而使木素和半纤维素脱除，纤维
润胀和软化，这有利于后续芦苇茎秆的机械制浆；但
当温度≥130℃时，芦苇茎秆中的木素、半纤维素和部
分纤维素被降解，微观结构被破坏程度较大，这对后
续芦苇机械浆的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芦苇茎秆 SEM 图

SEM images of reed stem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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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2. 4

图2

碱浸渍处理后的芦苇茎秆 SEM 图

SEM images of reed stem after alkali impregnation treatment

碱浸渍对芦苇机械浆物理性能的影响

表 2 为不同用碱量浸渍后芦苇机械浆的物理性

能。由表 2 可知，如果不对芦苇茎秆进行碱浸渍或其

他预处理而直接进行机械磨浆，芦苇茎秆很难成浆，
当用碱量 1% 时，打浆困难，打浆度到 28°SR 时无法
再继续上升，因此无法获得数据。结合图 2(b)可以看
出，用碱量 2% 时，碱液对膜状物的破坏较小，膜状

物致密的结构使碱液无法进入或较少进入芦苇茎秆
内部，使纤维得不到充分的润胀软化，在这种情况
下进行机械磨浆，成浆物理性能较差，且无法测得
抄片的耐破强度数据。当用碱量达到 3% 时，芦苇机

增加较为明显，撕裂指数、环压指数和耐破指数等
增加幅度相对较小。

表 3 为温度对芦苇机械浆物理性能的影响。对表

3 中数据分析可知，在用碱量 6%、浸渍时间 90 min
时，温度对芦苇机械浆各项物理性能也有明显的影
响，但变化规律有所不同，撕裂指数和环压指数随着
温度上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抗张指数和耐破指
数则随温度增加而增加。其中，在用碱量 6%、温度

120℃、浸渍时间 90 min 时，芦苇机械浆各项物理指
标综合性能最好。结合图 3 和图 4 可知，升高温度对

芦苇茎秆的微观结构改变较大，表面覆盖的由蜡质层

械浆各项物理性能大幅提升，这是因为此时芦苇茎

和硅质化膜层组成的膜状物破损严重，维管束中的填

秆表面致密的膜状物被较大程度地破坏，碱液能通

充物消失，碱液通道打开，这些微观结构的改变也促

过更大面积和更多的破损处与纤维接触，使其润胀

进了芦苇机械浆物理性能的提升。

软化，降低纤维挺度，减小了后续机械磨浆过程中
纤维的损伤。进一步增加碱浸渍过程中用碱量，各
项指标持续增大，但增加幅度不同。其中抗张指数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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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碱浸渍过程中，NaOH 对芦苇茎秆表面膜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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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Fig. 4
·24 ·

图3

不同温度碱浸渍处理后芦苇茎秆 SEM 图

SEM images of reed stem after alkali impregnation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4

不同温度碱浸渍处理后的芦苇茎秆显微 CT 图

Micro-CT images of reed stem after alkali impregnation treatment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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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用碱量对芦苇机械浆物理性能的影响

Effect of alkali charge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ed mechanical pulp

撕裂指数/mN·m2·g-1

抗张指数/N·m·g-1

环压指数/N·m·g-1

耐破指数/kPa·m2·g-1

得率/%

松厚度/cm3·g-1

—

—

—

—

—

—

2

0.68

5.19

3.24

—

83.2

3.23

4

2.28

19.1

5.64

80.5

3.04

用碱量/%
1
3

1.70

5

14.8

2.65

6

25.7

3.18

39.6

表3
Table 3
温度/℃
60

5.03

0.48

6.07

1.13

0.71

7.18

2.22
2.94

24.2

3.18

39.1

5.42

39.6

7.18

3.74

130

78.3

2.86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ed mechanical pulp
环压指数/N·m·g-1

120

2.94

温度对芦苇机械浆物理性能的影响

抗张指数/N·m·g-1

100

3.20

79.1

1.59

撕裂指数/mN·m2·g-1

80

81.4

41.9

3.26

42.4

的角质层和硅质层均会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而丙酮

耐破指数/kPa·m2·g-1

得率/%

1.38

80.2

6.93
7.64

0.89

81.6

1.59

78.3

1.88

6.77

松厚度/cm3·g-1

77.6

2.03

76.8

3.13
2.91
2.86
2.40
2.35

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8，28（S1）：202-205.

抽提主要破坏角质层。用碱量 3% 及 6% 可作为芦苇

［2］ 房桂干，施英乔，邓拥军，等 . 农业秸秆增值利用的有效途径-秸

表面膜状物破坏程度逐渐增大。温度对芦苇茎秆表面

the value-adde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traw：the cleaner produc⁃

茎秆微观结构变化的分界点，且随着用碱量的增加，
膜状物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温度 80℃及 100℃可作
为芦苇茎秆微观结构变化的分界点；温度越高，对芦

苇茎秆表面膜状物的破坏作用越大；当温度达到
130℃时，已基本看不到角质层，且部分纤维束裸露
分离出来。
3. 2

碱浸渍过程中，碱液在破坏膜状物后，会通过

破损处、气孔和导管等进入芦苇茎秆内部组织，使维
管中填充物消失，通道打开，纤维与碱液可以进行有
效接触，从而使木素和半纤维素部分脱除，纤维得到
润胀和软化，这有助于后续芦苇的机械制浆。但温度
过高会使纤维素部分降解，纤维断裂，这对后续芦苇
机械浆的部分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3. 3

在用碱量 6% （以 NaOH 计）、温度 120℃、浸渍

时间 90 min 条件下，芦苇茎秆的微观结构变化较大，
芦苇机械浆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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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报》 双双入编 2020 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21 年 3 月 10 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

量、Web 下载率 16 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统计

司中国造纸杂志社收到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文核心期

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 49 种，统计到的文献数量

刊要目总览》 编委会的通知，旗下的 《中国造纸》

共计 142 亿余篇次，涉及期刊 13764 种。参加核心期

《中国造纸学报》 两刊继续双双入编 《中文核心期刊

刊评审的学科专家 1 万多位。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

要目总览》 2020 年版 （即第 9 版） 轻工业、手工业、

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 1990

生活服务业类的核心期刊。《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

种核心期刊。

报》 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 以来已连续 9 次入编。

此次 《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报》 继续双双入
选中文核心期刊，是对两本造纸工业学术期刊学术水

核心期刊的评价仍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相结

平和学术影响力的再度肯定。在此对一直以来关心和

合的方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被摘量 （全文、

支持 《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报》 期刊发展的各位

摘要）、被摘率 （全文、摘要）、被引量、他引量 （期

领导、编委、审稿人、作者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刊、博士论文）、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5 年影

《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报》 将继续以高效传播造纸

响因子、5 年他引影响因子、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

行业先进科研成果为己任，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

值、论文被引指数、互引指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

的作用，创新办刊思路，更好地为制浆造纸及相关行

具收录、基金论文比 （国家级、省部级）、Web 下载

业科研事业服务！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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