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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化机浆·

玉米秸秆化机浆的制备及其
配抄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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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课题以玉米秸秆为原料，以 KOH 预浸渍和磨浆制备玉米秸秆化学机械浆 （化机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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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预浸渍废液的理化性质，研究了不同打浆转数下，玉米秸秆化机浆与慈竹半化学浆配抄比例对

事制浆造纸清洁制浆及

手抄片物理性能的影响、二者配抄时的协同效应及制备瓦楞原纸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玉米秸秆化

污染控制研究。

机浆预浸渍废液可制备有机肥和复混肥料；与慈竹半化学浆相比，玉米秸秆化机浆具有较高的松厚
度，较低的抗张指数、耐破指数和环压指数。在玉米秸秆化机浆中配抄一定比例的慈竹半化学浆有
助于提高手抄片强度指标，但对松厚度有负面影响。当混合浆中玉米秸秆化机浆配抄比例为 50% 时，
纤维间的结合强度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混合浆手抄片抗张指数的实际值略高于其抗张指数的加权贡
献值。在玉米秸秆化机浆 （游离度<380 mL） 中配抄 20% 慈竹半化学浆，所得手抄片各项指标均能达
到瓦楞芯 （原） 纸规定的合格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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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n stalk was pretreated with potassium hydroxide and refined to prepare chemi mechanical pulp.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
ties of the preimpregnation effluent，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handsheets made by varying the ratio of 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and

Sinocalamus affinis semi-chemical pulp，their synergistic effect and feasibility of preparing corrugated base paper at different beating revolu⁃
tion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impregnation effluent of 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could be used as organic and

compound fertilizers. Compared with Sinocalamus affinis semi-chemical pulp，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had higher bulk，lower ten⁃
sile index，burst index，and ring crush index. Adding the Sinocalamus affinis semi-chemical pulp into the 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could improve the strength index of the handsheet，and reduce the handsheet bulk. When the proportion of 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in the mixed pulp was less than 50%，the synergistic effect affects the bonding strength between fibers，and the tested tensile index of

the mixed pulp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calculated value. When the proportion of Sinocalamus affinis semi-chemical pulp was 20% in the
mixed pulp with the freeness of corn stalk chemi-mechanical pulp was less than 380 mL，the technical index of this as-prepared handsheet
could reach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the qualified corrugated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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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原料供应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造纸工业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根据 《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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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的数据，我国造纸纤维原料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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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上[1]，且受废纸进口政策的影响，2018 年我国

废纸进口量为 1703 万 t，较 2017 年的 2572 万 t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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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19 年废纸进口量为 1036 万 t，较 2018 年下降

次为 0.5、0.3、0.1 mm。

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因此，选择合适的造纸纤维原料

32288 型筛浆机 （筛缝 0.3 mm，WEVERK 公司，瑞

39%，到 2020 年底，不再进口废纸原料，造纸原料
替代部分木材和废纸迫在眉睫。

玉米秸秆是农作物的副产品，据 2020 年国家统

计年鉴数据，我国 2019 年玉米产量为 2.6 亿 t，按照

筛选：磨后浆料在 80℃消潜 30 min，然后采用

典） 对浆料进行筛选，制备得到玉米秸秆化机浆。
1. 2. 2

预浸渍废液分析

采 用 F-20 型 pH 计 （北 京 屹 源 电 子 仪 器 科 技 公

粮秆比 1∶1.2 计算[2]，2019 年我国秸秆产量可达 3.1

司） 测定预浸渍废液的 pH 值；采用 FP6410 型火焰光

纤维略长，长宽比大于 45，是一种良好的造纸纤维

中元素 K 的含量；采用 DR500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亿 t。玉米秸秆产量大、分布广，其纤维长度较稻草

材料[3]。国内已有研究人员对玉米秸秆制浆进行研

度计 （上海仪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检测预浸渍废液

究，陈洪雷等人[4] 将玉米秸皮经生物预处理，再使用

计 （哈希公司，美国） 检测预浸渍废液中元素 P 的含

化机浆），并将其与改性秸穰配抄制备瓦楞原纸进行

司，德国） 检测预浸渍废液中元素 C、N、H、S 的含

了研究；牛司鹏等人[5] 研究了膨化预处理后玉米秸秆

液中有机质的含量。

NaOH 预浸渍后磨浆制备生物化学机械浆 （以下简称

硫酸盐化学浆的制浆工艺。但目前对玉米秸秆化机浆
的制备及其与其他纸浆配抄时的性能研究较少；且化
机浆制备过程中常用钠碱作为化学药品，考虑到钠碱
法化机浆废液处理成本较高，而钾碱与钠碱化学性质
相近，钾又是植物生长必需的大量元素，因此，采用
钾碱制浆的废液可用于制备各种类型的化肥[6]，从而
增加化机浆废液的处理和利用途径。本课题采用

KOH 对玉米秸秆进行预浸渍，以制备玉米秸秆化学

机械浆 （以下简称化机浆），分析了预浸渍废液的性
质及处理方法，同时探讨了其与慈竹半化学浆配抄时
的协同效应，旨在发掘我国非木材纤维原料制浆造纸
的潜能，缓解我国造纸纤维原料短缺压力，实现生物
质资源的合理利用。
1

实

1. 1

验

量；采用 Vario EL cube 型元素分析仪 （Elementar 公

量；参照农业部标准 NY/T 1976—2010 测定预浸渍废
1. 2. 3

使用 PFI 磨浆机对玉米秸秆化机浆和慈竹半化学

浆进行打浆，打浆转数分别为 1000 r、2000 r、3000 r、
4000 r，得到不同游离度的浆料。

参照 ISO 5269/2—2004，将玉米秸秆化机浆和慈

竹半化学浆按一定比例配抄，抄造手抄片，定量为

（120±5） g/m2。

参 照 国 家 标 准 测 定 手 抄 片 的 抗 张 强 度 （GB/T

12914—2018）、 厚 度 （GB/T 451.3—2002）、 环 压 强
度 （GB/T 2679.8—2016）、 耐 破 度 （GB/T 454—
2002）。

对采用不同配抄比例的混合浆，计算其抗张指数

的加权贡献值并与实际值进行对比，计算方法如式
（1）所示。

T = T A x + T B (1 − x)

材料
玉米秸秆取自辽宁省，晾干后贮存于密封塑料袋

打浆、抄片及手抄片物理性能分析

（1）

式中，T 为混合浆手抄片抗张指数的加权贡献

中，平衡水分备用；慈竹半化学浆取自某造纸企业；

值，N·m/g；TA 为纯玉米秸秆化机浆手抄片的抗张指

1. 2

数，N·m/g；x 和 1−x 分别为玉米秸秆化机浆和慈竹半

KOH 为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实验方法

1. 2. 1

玉米秸秆制浆工艺

预 浸 渍 ： 采 用 VU/E-20 型 多 功 能 电 热 蒸 煮 锅

（Regmed 公司，巴西） 对玉米秸秆进行 KOH 预浸渍，
浸渍条件为：用碱量 5.6% （以 KOH 计），液比 1∶5，
浸渍温度 130℃，保温时间 30 min。

挤压疏解：采用自制挤碾机对浸渍后的玉米秸秆

进行挤压疏解，收集预浸渍废液进行综合利用。

磨 浆 ： 采 用 BR30-300HB 常 压 盘 磨 机 （KRK 公

司，日本） 对挤压疏解后的玉米秸秆进行三段磨浆，
磨浆工艺条件为：浆浓 15%~20%，各段磨浆间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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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N·m/g； TB 为 纯 慈 竹 半 化 学 浆 手 抄 片 的 抗 张 指
化学浆在手抄片中的占比。
2
2. 1

结果与讨论
玉米秸秆化学成分分析
将玉米秸秆皮、穰分离，可得秸皮和秸穰。一般

而言，秸皮部分含有丰富的纤维素，是较佳的制浆原
料，秸穰部分半纤维素和粗蛋白含量较高[7]，预浸渍
或蒸煮过程中会消耗一定量化学药品。对玉米秸秆全
秆和秸皮部位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并与麦草的化学成
分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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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玉米全秆的灰分、聚戊糖、综纤维

同形式的肥料，液态肥可在施肥季于企业附近地区直

素含量高于其秸皮部位，玉米全秆的总木质素和苯-

接销售，固态肥可长时间保存并销往各地。此举为制

[8]

醇抽出物含量低于其秸皮部位，这与闫贵龙等人 的

浆造纸行业和农业生产资源循环共享的体现，对两个

研究结果一致。玉米全秆综纤维素含量略低于麦草，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均有促进作用。

但其灰分含量低，约为麦草灰分含量的 1/2，总木质

2. 3

素含量约为麦草的 80%。综上，本课题选择玉米全秆

作为制备化机浆的原料，可省去皮、穰分离的步骤，
简化制备工艺流程，降低能耗，同时也可为预浸渍废

图 1 为打浆转数对玉米秸秆化机浆 （编号 A，下

同） 和慈竹半化学浆 （编号 B，下同） 游离度的影

响。由图 1 可知，二者初始游离度相近，且在打浆初

期 （打浆转数<1000 r），二者的游离度均随着打浆转

液用作肥料及其他高值化利用提供更为丰富的有机营

数的增大而迅速降低；打浆转数>1000 r，下降趋势

[9]

养物质 。
2. 2

打浆和配抄方式对手抄片物理性能的影响

玉米秸秆预浸渍废液分析

有所减缓，相比于慈竹半化学浆，玉米秸秆化机浆游

玉米秸秆预浸渍废液经浓缩后，对其进行理化性

离度降低趋势的减缓程度更明显。当打浆转数为

浸渍废液接近中性。经浓缩后的固形物中含有大量有

315 mL 和 260 mL，低于玉米秸秆化机浆的 326 mL 和

质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玉米秸秆预

3000 r 和 4000 r 时，慈竹半化学浆的游离度分别为

机质和 K 元素、少量的 N 元素和 P 元素等，有机质含

318 mL。同时，实验过程中也测定了二者的打浆能

量为 69.9%，由 N、P、K 元素含量计算得到固形物中

耗，慈竹半化学浆的游离度从 550 mL 降低至 260 mL

总养分含量为 15.9%，符合有机肥料标准 NY 525—

的能耗为 1267 kWh/t，低于相同打浆转数下玉米秸秆

2012 中对肥料 pH 值、总养分和有机质含量等指标的

化机浆的能耗 （1357 kWh/t）。

规定。玉米秸秆预浸渍得率为 70.75%，根据物料平

采用相同打浆转数得到的浆料 （A 和 B），按照

衡，预浸渍废液中固含量占原料的 29.25%，可计算

不同比例配抄制备手抄片，并检测相关的物理性能，

得出吨浆固形物发生量为 413 kg。

结果分别如图 2~图 5 所示。

图 2 为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玉米秸秆预浸渍废液固形物也可通过补充一定量

的磷酸盐、铵盐等营养物质，以制得符合国家标准的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 15063—2009）。本课题中，
预浸渍废液固形物总养分含量为 15.9%，中浓度的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规定总养分含量不小于 30.0%，计

趋势；其中，当打浆转数从 0 增加到 1000 r，100%A
数，其抗张指数增幅变缓；其他 4 组手抄片抗张指数
变化趋势为：当打浆转数<2000 r 时，抗张指数提高

酸铵，换算可知，生产 1 t 玉米秸秆化机浆可制得
0.54 t （绝干质量） 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无机复混肥

较快，之后增速变缓并趋于稳定。相同打浆转数条件

下，手抄片抗张指数随着 B 的配抄比例增加而提高。

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可将钾碱预浸渍废液制成不

Table 1

加，各手抄片的抗张指数均呈现先升高后趋于稳定的
手抄片的抗张指数提高较快，后续继续增加打浆转

算得每吨玉米秸秆预浸渍废液固形物应补加 308 kg 磷

表1

抗张指数的影响。由图 2 可知，随着打浆转数的增

玉米秸秆化学成分分析

木质素

名称

灰分

苯-醇抽出物

聚戊糖

综纤维素

全秆

4.41

9.30

21.78

66.75

4.75

8.28

4.37

24.04

68.42

2.64

3.74

秸皮
麦草[8]

9.85

19.38

表2
Table 2

Klason

酸溶

61.55

3.93

固含量

有机质含量

6.6

6.60

69.90

总计

11.88

16.63

18.12

20.76

15.21

19.14

玉米秸秆预浸渍废液的理化性能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for preimpregnation effluent of corn stalk
含量/%

pH 值

·10 ·

%

Chemic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orn stalk

K

11.52

C

36.98

H

4.99

N

1.38

P

0.14

S

0.12

China Pulp & Paper

固形物发生量/kg·t−1 浆
413

Vol. 40，No. 8，2021

研究论文
600

80

100%A
80%A+20%B
20%A+80%B

A
B

60

抗张指数/N·m·g−1

游离度/mL

500

400

300

200
0

1000

2000

3000

40

20

0

4000

1000

Fig. 1

图2

打浆转数对玉米秸秆化机浆和慈竹半化学浆

mi-mechanical pulp and Sinocalamus affinis semi-chemical pulp

Fig. 2

加权贡献值可知，当 B 的配抄比例为 20% 时，手抄片

例为 50% 和 80% 时，随着打浆转数的增加，手抄片

抗张指数的实际值逐渐接近并大于其抗张指数的加权

松厚度/cm3·g−1

其加权贡献值 （25.9 N·m/g） 低 5.7%；当 B 的配抄比

Effect of A-B ratio on tensile index of handsheets at
different beating revolutions

1.5

1.0

其抗张指数的加权贡献值 （37.3 N·m/g） 高 4%；说

图3

明在慈竹半化学浆中加入玉米秸秆化机浆，混合纸浆
[10]

的纤维间结合强度存在一定协同效应 。

图 3 为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松厚度的影响。由图 3 可知，随着打浆转数的增加，

100%B
50%A+50%B

2.0

贡献值。当 B 的配抄比例为 50%、打浆转数为 3000 r
时，所得手抄片抗张指数的实际值 （38.9 N·m/g） 较

100%A
80%A+20%B
20%A+80%B

2.5

的抗张指数实际值小于其抗张指数的加权贡献值，抗
时，此时手抄片抗张指数的实际值 （24.4 N·m/g） 比

4000

抗张指数的影响

3.0

通过比较各手抄片抗张指数的实际值与其抗张指数的

张指数加权贡献值的最小值出现在打浆转数为 1000 r

3000

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游离度的影响

Effect of beating revolution on the CSFs of corn stalk che⁃

2000
打浆转数/r

打浆转数/r

图1

100%B
50%A+50%B

Fig. 3

0

1000

2000
打浆转数/r

3000

4000

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松厚度的影响

Effect of A-B ratio on handsheets bulk at different
beating revolutions

各手抄片的松厚度逐渐降低；其中 100%A 手抄片的

游离出大量羟基，在抄纸过程中促进纤维间的氢键结

手抄片的松厚度介于二者之间，相同打浆转数下，随

纤维间的桥连接，进而改善纤维结合和成纸强度[11]。

于 100%A 手抄片，配抄了 B 的手抄片 （20%、50% 和

同打浆转数下，100%B 手抄片的耐破指数为 100%A

松厚度最高，100%B 手抄片的松厚度最低，其他 3 种

合，干燥过程中有助于缩短纤维间的距离，同时形成

着 B 配抄比例的提高，手抄片松厚度逐渐降低，相比

100%B 手抄片的耐破指数远高于 100%A 手抄片，相

80%） 松厚度分别降低 2.0%、8.0% 和 14.1%。

图 4 为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耐破指数的影响。由图 4 可知，随着打浆转数的增

加，各手抄片的耐破指数均呈现先逐渐提高后趋于平
稳的趋势。耐破度主要与纤维间的结合强度和纤维自
身强度有关；打浆对纤维有一定的切断作用，但可使
纤维细纤维化以增加纤维间的结合面积；也可以增加
细小纤维含量，其比表面积较长纤维大很多，且能够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8 期

手抄片的 3.6~5.4 倍；随着 B 配抄比例的增加，各手
抄片的耐破指数逐渐提高。

图 5 为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环压指数的影响。环压指数与手抄片的厚度和纤维间

结合强度有关。由图 5 可知，随着打浆转数的增加，
100%A 手抄片和 80%A+20%B 手抄片的环压指数均呈
缓慢提高的趋势，结合图 3 可知，这两种手抄片的松
厚度随打浆转数增加而逐渐降低；但其纤维间结合力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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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100%B 手抄片、50%A+50%B 手抄片和 20%A+
[12]

80%B 手抄片的环压指数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
势。相同打浆转数条件下，100%B 手抄片的环压指
数较 100%A 手抄片的提高约 50%，主要原因是 B 的
纤维间结合强度较大。

玉米秸秆化机浆与慈竹半化学浆混合抄造瓦楞
芯 （原） 纸

根据 2.3 的实验结果可知，100%A 手抄片的裂断

长不能满足瓦楞原纸国家标准对该指标的要求，结合

纤维原料资源的稀缺性，同时考虑降低生产成本等问
题，结合现有企业已有的 B 生产线，考虑在 A 中加入
表3

编号
A0
A1
A2
A3
A4
C0
C1
C2
C3
C4

GB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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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压指数的影响

Effect of A-B ratio on ring crush index of handsheets at
different beating revolutions

B 以改善其强度性能，使用 80%A+20%B 混合抄造瓦

楞原纸。采用不同游离度的 A 与游离度 315 mL 的 B

混合 （80%A+20%B） 抄造手抄片，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相同游离度下，C 系列手抄片

（80%A+20%B） 的紧度、环压指数及裂断长分别较
100%A 系 列 手 抄 片 提 高 1.4%~4.3%、 6%~20% 和

20%~30%，可见，添加一定比例 B 对手抄片裂断长

提高最为明显。此外，添加 20%B 的条件下，随着 A
游离度的降低，手抄片的紧度和裂断长逐渐提高，环

压指数整体变化不大。在游离度 318~560 mL 的范围

内，100%A 各手抄片的紧度和环压指数均能达到瓦楞

不同游离度的 A 与游离度 315 mL 的 B 混合抄造手抄片的物理性能

Physical properties of handsheets made by A with different freeness and B with CSF 315 mL
A 游离度/mL
560
380
350
326

B 配抄比例%

0

318
560
380
350
326

紧度/g·cm−3

环压指数/N·m·g−1

裂断长/km

0.425

7.4

1.81

0.449

7.8

2.16

0.435
0.456
0.459
0.438

20

318

GB 为 GB/T 13023—2008 中瓦楞芯（原）纸合格品的技术指标。
*

10

0

耐破指数的影响

Table 3

100%B
50%A+50%B

打浆转数/r

的提高抵消了手抄片厚度降低对其环压强度的损

2. 4

15

4000

不同打浆转数下 A 和 B 配抄比例对手抄片

Fig. 4

100%A
80%A+20%B
20%A+80%B

0.454
0.456
0.464
0.470
0.45

7.3
7.7
8.2
8.2
8.7
8.9
8.7
8.7
3.5

China Pulp & Paper

2.10
2.21
2.29
2.36
2.51
2.68
2.72
2.77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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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 （原） 纸规定的合格品的技术指标 （GB/T 13023—

2008），但裂断长未能达标。对于配抄 20%B 的各手

抄片，除 C0 未达标外，其他游离度下抄造的手抄片
均达标。在游离度较低时，可考虑进一步降低 B 的配
抄比例，以降低成本。
3

结

磨浆以制备玉米秸秆化学机械浆 （化机浆），探讨了
预浸渍废液的理化性质，研究了不同打浆转数下，玉

米秸秆化机浆与慈竹半化学浆配抄比例对手抄片物理
性能的影响、二者配抄时的协同效应及制备瓦楞原纸
的可行性。

KOH 预浸渍玉米秸秆化机浆废液固形物的各项

指标符合有机肥料标准的规定；通过补充一定量的磷

酸盐、铵盐等营养物质，可将玉米秸秆化机浆废液制
备成符合国家标准的复混肥料。
3. 2

与慈竹半化学浆相比，玉米秸秆化机浆具有较

高的松厚度，较低的抗张指数、耐破指数和环压指
数，玉米秸秆化机浆中配抄一定比例的慈竹半化学浆
有助于提高手抄片强度指标，但对松厚度有负面影

响。当玉米秸秆化机浆在混合浆中的配抄比例为 50%

时，两种纸浆的纤维间结合强度存在一定协同效应，
混合浆手抄片的抗张指数实际值略高于其抗张指数的
加权贡献值。
3. 3

玉米秸秆化机浆的游离度低于 380 mL 时，配抄

20% 慈竹半化学浆 （游离度 315 mL），所得手抄片各

项指标均能达到瓦楞芯 （原） 纸规定的合格品的技术

指标 （GB/T 13023—2008）；随着玉米秸秆化机浆游

离度降低，混合浆手抄片的紧度和裂断长进一步提
高。因此在游离度较低时，可考虑减少慈竹半化学浆
的添加量，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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