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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玉米秸秆全秆化学机械法制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以玉米秸秆全秆为原料的

化学机械法清洁制浆工艺，首先将切断后的玉米

秸秆进行预处理，对预处理后的玉米秸秆进行挤

碾并洗涤，洗后玉米秸秆经预浸渍后再进行三段

磨浆即可得到高得率、高强度的化学机械浆；所

述玉米秸秆的切断在切草机中进行；所述预处理

采用热水常压抽提；所述挤碾过程在双螺杆挤碾

机中进行；所述预浸渍采用氢氧化钠常压浸渍；

所述三段磨浆在高浓常压磨浆机中进行。本发明

相比传统玉米秸秆制浆工艺无需对玉米秸秆进

行皮穰叶的物理分离，适用于玉米秸秆全秆制

浆，制浆过程化学品消耗少，全程无高压环境，所

得浆料的裂断长≥4.7km、环压指数≥11.45N·

m/g。所产生的废液可直接作为其他工序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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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秸秆全秆化学机械法清洁制浆工艺，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对切断后的玉米秸秆进行热水抽提预处理，然后将玉米秸秆与热水抽提液进行分离，

分离得到的玉米秸秆进行挤碾处理并加水洗浆，洗后的玉米秸秆用氢氧化钠预浸渍，然后

将玉米秸秆进行三段磨浆，经筛分处理后，所得渣浆再经一段磨浆后与良浆混合，最后进行

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高得率、高强度的化学机械浆；

所述的预处理是指热水抽提，是使用自来水在常压环境下进行的，加入自来水量为绝

干原料质量的10倍，抽提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60分钟；分离得到的热水抽提液可循环使

用，循环8次后送往制糠醛工序或发酵制糖工序或制沼气工序；

所述的挤碾处理是在双螺杆挤碾机中进行的，并在双螺杆挤碾机的后段加水对玉米秸

秆进行洗涤；洗后水作为下一循环的热水抽提补加水循环使用；

所述的预浸渍是使用氢氧化钠在常压环境下进行的；加入氢氧化钠的量为绝干原料质

量的6％，所加入的自来水量为绝干原料质量的10倍，浸渍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40分钟；

分离得到的预浸渍液可循环使用，循环6次后送往制木素工序或制沼气工序；

所述的三段磨浆是在高浓常压磨浆机中进行的，第一段磨浆的浆浓为25％-35％，第二

段、第三段磨浆的浆浓为10％-20％；磨浆间隙分别为0.5mm，0.2mm和0.1mm；

经三段磨浆后得到的浆料稀释至1％-1.5％浓度，泵送至振动筛中筛分，纤维束筛渣由

排渣口排出后，运送至磨浆机中进行二次处理，所得浆料再与上段良浆混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玉米秸秆的切断在切草机中进

行，所得玉米秸秆尺寸为3-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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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秸秆全秆化学机械法制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学机械法制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玉米秸秆全秆化学机械法制

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纤维资源紧缺，废纸进口受限。如何利用现有资源，缓解原料短缺的巨大压力

已迫在眉睫。发展非木材制浆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困境。而我国农作物秸秆年产量巨大，玉米

秸秆占据了超三分之一的比重，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直接焚烧，造成了严重污染及浪费。

利用玉米秸秆制浆已有一些研究。

[0003] 中国专利200310124000.4公开了一种除髓玉米杆为原料无氯漂白制纸浆工艺，其

利用除髓、除叶后的玉米秸秆皮为原料，通过蒸煮，漂白得到浆料。该工艺需进行复杂且低

效的皮穰叶分离工序，且化学蒸煮得率较低。

[0004] 中国专利201510739676.7公开了一种玉米秸秆生物制浆的方法，其利用发酵液对

玉米杆进行发酵处理，而后高温蒸煮，离心分离再磨浆后得到浆料。该工艺繁杂，添加助剂

较多，成本偏高。

[0005] 中国专利200810236544.2公开了一种玉米杆机械法分丝纤维化的方法，其以切碎

后的玉米杆为原料，加入渗透剂浸渍后磨浆得到浆料。渗透剂为有机化合物复合物，后续废

液处理困难，且成本偏高。

[0006] 综上，由于玉米秸秆原料杂细胞较多，要进行复杂的皮穰叶分离工序，且成浆得率

低，物理强度差，药液消耗大，废液难处理。因此，玉米秸秆在制浆造纸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实

际应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玉米秸秆全秆化学机械法清洁制浆工艺，避免了低效

的皮穰叶的物理分离，保留了原料中绝大部分纤维组分，解决了玉米秸秆全秆制浆得率低，

药液消耗大，成浆物理性能差的问题，同时热水预抽提废液和预浸渍废液还能作为其他工

序的生产原料，有利于实现全组分高值利用。

[000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对切断后的玉米秸秆预处理，然后将玉米秸秆与热水抽提液进行分离，分离得到

的玉米秸秆进行挤碾处理并加水洗浆，洗后的玉米秸秆用氢氧化钠预浸渍，然后将玉米秸

秆进行三段高浓常压磨浆，经筛分处理后，所得渣浆再经一段常压磨浆后与良浆混合，最后

进行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最终浆料。

[0010] 以上技术方案不涉及具体的工艺参数，但是根据非木材纤维特征，特别针对玉米

秸秆全秆制浆，采用热水预抽提处理，并结合挤碾、碱液浸渍和多段高浓磨浆技术，可以得

到高得率、高强度的玉米秸秆化学机械浆。

[0011] 进一步，玉米秸秆的切断在传统切草机中进行，所得玉米秸秆尺寸为3-10cm。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0080027 B

3



[0012] 进一步，预处理是指热水抽提，是使用自来水在常压环境下进行的，加入自来水量

为绝干原料质量的10-20倍，抽提温度为80-99℃，保温时间为40-60分钟，分离得到的热水

抽提液可循环使用，循环5-10次后送至制糠醛工序或发酵制糖工序或制沼气工序。

[0013] 优选的，所述的热水抽提的自来水加入量为绝干原料质量的10倍，抽提温度为98

℃，保温时间为60分钟。热水抽提液循环次数为8次。

[0014] 本发明采用热水抽提对玉米秸秆进行预处理的原因是：

[0015] (1)玉米秸秆由秸秆皮、穰和叶构成。玉米秸秆皮的纤维长，长径比大，细小纤维含

量少，是制浆造纸的较好原料。而穰与叶的纤维较短，非纤维组分含量较大，若完全保留将

导致成浆质量差。此外，穰与叶的结构较疏松，易吸收并消耗大量化学品。

[0016] (2)当前玉米秸秆皮穰叶分离设备主要是依据机械剥离或各部位密度差的原理来

工作的。但由于玉米秸秆皮与穰中纤维丝的牵带作用及玉米秸秆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导致

穰叶的分离效果差，分离效率低，分离过程能耗大。

[0017] (3)热水抽提过程是原料中水可溶物降解溶出的过程。分子量较小的组分直接溶

解，而分子量较大的组分在水合氢离子的作用下实现降解溶出，属物理化学变化。热水抽提

能够使原料中纤维组分几乎得以完全保留，而分离出穰和叶中大部分的水溶性非纤维组

分，减少了后续预浸渍段化学药品的消耗，且这些溶出物在制糖或制沼气工序中能够被直

接利用。

[0018] (4)热水抽提过程不需添加任何化学品，对设备的腐蚀小，投资和运行成本低，可

控性强。所以，该工艺选择使用热水抽提对玉米秸秆原料进行预处理。

[0019] 进一步，挤碾处理是在双螺杆挤碾机中进行的，并在双螺杆挤碾机后段加自来水

对秸秆进行洗涤。所加入的自来水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3-8倍。洗后水可作为下

一循环的热水抽提补加水循环使用。所述的挤碾处理也可在捏合机中进行。

[0020] 优选的，所述的挤碾处理自来水的加入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倍。

[0021] 进一步，预浸渍是使用氢氧化钠溶液在常压环境下进行的，加入氢氧化钠的量为

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5％-8％，所加入的自来水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

10-20倍，浸渍温度为80-99℃，保温时间为30-60分钟，分离得到的预浸渍液可循环使用，循

环5-10次后送至制木素工序或制沼气工序。

[0022] 优选的，所述的预浸渍段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6％，所

加入的自来水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10倍，浸渍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40分钟。

浸渍液循环次数为6次。

[0023] 预浸渍段的目的是促进纤维素的润胀，实现纤维的软化，有利于磨浆的纤维分离

和细纤维化，并降低磨浆能耗。本发明使用的浸渍药品为氢氧化钠，也可使用其它碱性化学

药品，如氢氧化钾、碱性亚硫酸盐、碱性过氧化氢等。但在使用碱性亚硫酸盐作为浸渍药品

时，会为系统引入含硫化合物，增加了废液污染负荷。

[0024] 进一步，三段高浓常压磨浆是在高浓常压盘磨机中进行的，第一段磨浆的浆浓为

25％-35％，第二段、第三段磨浆的浆浓为10％-20％。盘磨间隙分别为0.05-0.5mm不等。

[0025] 优选的，所述的三段高浓常压磨浆中，第一段磨浆的浆浓为30％，第二段、第三段

磨浆的浆浓为15％。磨浆间隙分别为0.5mm，0.2mm和0.08mm。

[0026] 所述的高浓常压磨浆也可采用高浓高压磨浆或高浓高压与高浓常压相结合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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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方式。

[0027] 所述的高浓磨浆的段数可根据成浆的质量要求来选择。适当增加磨浆段数可提高

成浆质量，但会增加磨浆能耗。

[0028] 进一步，经三段高浓常压磨浆后得到的浆料稀释至1％-1.5％浓度，泵送至振动筛

筛分，纤维束筛渣由排渣口排出后，运送至磨浆机中进行二次处理，所得浆料再与上一段良

浆混合。

[0029] 进一步，所得浆料进行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高得率、高强度的化学机械浆。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1)相比传统化学机械法制浆工艺，该工艺适用于玉米秸秆全秆制浆，制浆过程化

学品消耗少，污染小，所得浆料得率高、强度好。

[0032] (2)采用热水抽提对玉米秸秆进行预处理，避免了低效的皮穰叶的物理分离，保留

了大部分穰和叶中可用的纤维素组分，同时热水抽提也大幅降低了后续预浸渍段药品的消

耗。此外，热水抽提液循环使用，经多次循环后的废液可直接作为制糠醛或制糖或制沼气的

原料，避免了非纤维组分的浪费。而在制糠醛或制糖或制沼气工序，浓缩得到的水又可作为

热水抽提段的新鲜水使用，不需额外补加清水。

[0033] (3)预浸渍液循环使用，经多次循环后的废液可直接作为制糠醛或沼气的原料，避

免了非纤维组分的浪费。而在制糠醛或沼气工序，浓缩得到的水又可作为预浸渍段的新鲜

水使用，不需额外补加清水。

[0034] (4)该工艺全程在常压下进行，无需耐压耐温设备，减少了设备投资。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1)采用玉米秸秆全秆作为原料，首先用切草机将玉米秸秆切成尺寸为3-10cm的

小段。

[0038] (2)将切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抽提罐中，加入自来水，质量为绝干玉米秸秆

质量的20倍，抽提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60分钟。

[0039] (3)将抽提后的玉米秸秆与热水分离后，加入双螺杆挤碾机中挤碾，并在挤碾机后

段加自来水对秸秆进行洗涤，加入量为挤碾后的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倍。

[0040] (4)将脱水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预浸渍器中，加入氢氧化钠，质量为挤碾后

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8％，所加入的自来水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20倍，浸渍温度

为80℃，保温时间为60分钟。

[0041] (5)预浸渍后的玉米秸秆进行三段高浓磨浆，磨浆间隙分别为0.5mm，0 .2mm和

0.1mm。

[0042] (6)经三段高浓磨浆后得到的浆料稀释至1％-1 .5％浓度，泵送至振动筛筛分，纤

维束筛渣由排渣口排出后，运送至磨浆机中进行二次处理，所得浆料再与良浆混合。

[0043] (7)所得浆料进行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最终浆料。

[0044] (8)经性能检测，上述处理步骤所得的玉米秸秆化机浆的得率为47.4％，物理性能

为：手抄片的定量为112±5g/m2，紧度≥0.5g/cm3，裂断长≥4.18km，环压指数≥10.27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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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045] 实施例2

[0046] (1)采用玉米秸秆全秆作为原料，首先用切草机将玉米秸秆切成尺寸为3-10cm的

小段。

[0047] (2)将切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抽提罐中，加入自来水，质量为绝干玉米秸秆

质量的20倍，抽提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60分钟。

[0048] (3)将抽提后的玉米秸秆与热水分离后，加入双螺杆挤碾机中挤碾，并在挤碾机后

段加自来水对秸秆进行洗涤，加入量为挤碾后的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倍。

[0049] (4)将脱水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预浸渍器中，加入氢氧化钠，质量为挤碾后

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5％，所加入的自来水量为挤碾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10倍，浸渍温

度为98℃，保温时间为40分钟。

[0050] (5)预浸渍后的玉米秸秆进行三段高浓磨浆，磨浆间隙分别为0.5mm，0 .2mm和

0.1mm。

[0051] (6)经三段高浓磨浆后得到的浆料稀释至1％-1 .5％浓度，泵送至振动筛筛分，纤

维束筛渣由排渣口排出后，运送至磨浆机中进行二次处理，所得浆料再与良浆混合。

[0052] (7)所得浆料进行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最终浆料。

[0053] (8)经性能检测，上述处理步骤所得的玉米秸秆化机浆的得率为49.6％，物理性能

为：手抄片的定量为112±5g/m2，紧度≥0.5g/cm3，裂断长≥3.65km，环压指数≥10.93N·m/

g。

[0054] 实施例3

[0055] (1)采用玉米秸秆全秆作为原料，首先用切草机将玉米秸秆切成尺寸为3-10cm的

小段。

[0056] (2)将切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抽提罐中，加入上个循环周期分离出的热水

抽提液，并补加挤碾洗涤水，循环次数为4次，混合水的质量为绝干玉米秸秆质量的10倍，抽

提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60分钟。

[0057] (3)将抽提后的玉米秸秆与热水分离后，加入双螺杆挤碾机中挤碾，并在挤碾机后

段加自来水对秸秆进行洗涤，加入量为挤碾后的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5倍。

[0058] (4)将脱水后的玉米秸秆装入蒸煮锅或预浸渍器中，加入氢氧化钠，质量为挤碾后

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6％，所加入的液体为上个循环周期分离出的预浸渍液，加入量为挤碾

后玉米秸秆绝干质量的10倍，浸渍温度为98℃，保温时间为40分钟。

[0059] (5)预浸渍后的玉米秸秆进行三段高浓磨浆，磨浆间隙分别为0.5mm，0 .2mm和

0.1mm。

[0060] (6)经三段高浓磨浆后得到的浆料稀释至1％-1 .5％浓度，泵送至振动筛筛分，纤

维束筛渣由排渣口排出后，运送至磨浆机中进行二次处理，所得浆料再与良浆混合。

[0061] (7)所得浆料进行消潜、洗涤和浓缩后得到最终浆料。

[0062] (8)经性能检测，上述处理步骤所得的玉米秸秆化机浆的得率为50.1％，物理性能

为：手抄片的定量为112±5g/m2，紧度≥0.5g/cm3，裂断长≥4.7km，环压指数≥11.45N·m/

g。

[0063] 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秸秆全秆的清洁制浆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使用热水对玉米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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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原料进行预处理，原料各组分(主要为半纤维素)上的酸性基团受到水合氢离子攻击，所

形成的羧酸又反过来作为催化剂进一步促使更多羧酸基团的脱落，分子量较小的水溶组分

可直接溶解，而分子量较大的组分则先降解再溶出。热水抽提改变了玉米秸秆原料的化学

组分及结构特性，有利于后续化学机械浆的生产。本工艺成浆得率高、强度好，制浆过程污

染小，化学品消耗少，设备投资低，还能实现全组分的高值利用。

[0064] 以上所述仅是陈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

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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