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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

物纤维生产工艺。对酸性亚铵法黄腐酸稀黑液蒸

发浓缩产生的脱盐蒸馏水实施控盐脱氮处理得

到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并分别回用，控盐低

氮蒸馏水回用到置换洗涤、萃取蒸煮工段以及洗

料、后处理工段；硫酸铵分别回用到黄腐酸萃取

蒸煮工段和黄腐酸浓黑液的深度酸析纯化。其突

出特点和优势是把脱盐脱氮蒸馏水和硫酸铵氮

变废为宝当作资源循环利用，一是有效利用优质

脱盐脱氮蒸馏水资源，二是有效控制黄腐酸中钠

离子含量，三是降低了水循环系统的盐的富集，

三是减少了硫酸铵作为危险废物排放造成的污

染和处理的成本，四是硫酸铵回用提高了黄腐酸

的萃取效率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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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脱盐高氮蒸馏水进行控盐脱氮，得到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

将控盐低氮蒸馏水回用于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的蒸煮萃取工段、黄腐酸和纤维分离

的置换洗涤工段以及洗料和纤维生产后处理工段；

将硫酸铵用于黄腐酸的萃取蒸煮工段和黄腐酸浓黑液的酸析纯化；

其中，所述脱盐高氮蒸馏水是把酸性亚铵法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中置换洗

涤工段得到的黄腐酸稀黑液经蒸发浓缩后得到的；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是指从蒸煮开始到蒸煮结束的整个蒸煮的酸碱环境控制在

pH值2～7；

控盐脱氮  处理，采用  NaOH  、  KOH  一种或两种作为吹脱剂调节蒸馏水  pH11.2  ；使用 

NaOH  作吹脱  剂调节蒸馏水的  pH  值时，蒸馏水中  NaOH 的浓度控制在  0  ～  0.32%  ，不

足部分用  KOH  补充；

置换洗涤工段的工艺流程为，在棉秆原料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的生产工艺

中，在顺序经过“萃取蒸煮—喷放—挤桨—纤维疏解—四段逆向置换洗涤”流程中，控盐低

氮蒸馏水分别从“喷放”和“四段逆向洗涤的最后一段入口”加入，顺序经过四、三、二、一段

逆向洗涤后，从“挤桨”和“逆向洗涤的第一段出口”取出，得到黄腐酸稀黑液，实现黄腐酸和

高强瓦楞纸纸浆的置换洗涤分离；然后黄腐酸稀黑液送去蒸发，制浆进入疏解、筛选、除渣、

浓缩后处理工段；

控盐低氮  蒸馏水的处理步骤还包括：

（  1 ）将控盐低氮蒸馏水经过常规缺氧  /  好氧  A/O  处理后的蒸馏水  COD  小于 

200mg/L  ，氨氮含量小于  30mg/L  ，  pH7  ～  9  ；

（  2 ）经  A  /O  处理过的蒸馏水在制浆的疏解、筛选、除渣、浓缩的后处理工段循环使

用，当  COD  富集到  3000  ～  6000mg  /L 时，将按照每黄腐酸折干吨  8  ～  10 吨的水量送

到置换洗涤工段，完成黄腐酸和纤维的分离洗涤后，得到的黄腐酸黑液送去蒸发浓缩；

所述蒸煮萃取单元和黄腐酸与纤维置换分离洗涤单元以及  A  /O  处理单元和洗料、纤

维生产后处理单元、黄腐酸黑液蒸发浓缩脱盐、控盐脱氮以及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回

用处于同一个生产系中，封闭循环运行  。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

（1）经过对黄腐酸稀黑液蒸发浓缩，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得到脱盐高氮蒸馏水8～10

吨，氨氮含量500～1300mg/L，pH8～9，COD900～1200mg/L，水温60℃；得到黄腐酸浓黑液2

吨，pH5～6.5；

（2）控盐脱氮处理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得到控盐低氮蒸馏水量为8～10吨，氨氮含量

100mg/L以下，pH11.2，COD900～1200mg/L，温度5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硫

酸铵液体的质量浓度为10～28%，pH2～7，每吨蒸馏水脱氮得到硫酸铵10kg。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盐脱氮蒸馏水全部直接用于黄腐酸与纤维分离的置换洗涤，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使用蒸馏

水量8～10吨，与2吨蒸煮废液混合，通过置换洗涤得到黄腐酸稀黑液10～12吨，COD100000

～180000mg/L，pH2～7，送去进行蒸发浓缩，往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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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黄

腐酸稀黑液的pH5～6，水温60℃。

6.如权利  要求  3  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硫酸铵液体的质量浓度为  24  ～  28%  ，  pH  2  ～  3  。

7.如权利  要求  1  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  COD 富集到  3000mg  /L  。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将脱氮

得到的硫酸铵和亚硫酸铵蒸煮液混合后用于酸性亚铵法黄腐酸的萃取蒸煮，控制全过程蒸

煮液pH  2～7。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将硫酸

铵废液加入蒸发浓缩得到的黄腐酸浓黑液中进行强化酸析，控制pH2～7，搅拌20min，静置

3h以上，分离沉淀物得到提纯的黄腐酸浓黑液。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pH为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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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非木纤维原料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产业领域，特别是一种秸秆原

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公开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必然

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经成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

术。

[0003] 按照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科发计字[2006]370号《中国高新技术产

品目录(2006)》，“黄腐酸‘界定条件描述’：黄腐酸是一种植物生长活性剂，是分子量较小的

一类腐植酸。用作生长促进剂，肥料增效剂，农药增效减毒剂，土壤改良剂”。黄腐酸是腐植

酸中的精化成份，号称腐植酸中皇冠上的明珠，应用于肥料中可以通过固氮解磷解钾实现

节肥增效，提高作物及水果蔬菜等的抗旱、抗病能力，改善品质，提高产量；可用作改良土壤

剂特别适用于盐碱地的改良；用作饲料添加剂可以提高牲畜的料肉比、改善肉质、增加产

量、提高抗病能力；取代碱木素和磺化木素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水泥减水剂和石油开采等工

业领域。黄腐酸主要有矿源黄腐酸和植物源黄腐酸，与矿源黄腐酸比较，以秸秆或各种非木

植物纤维为原料生产黄腐酸可以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替代木材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砍

伐。对可再生的非木纤维资源特别是秸秆资源回收综合利用产业化，变废为宝，减少焚烧带

来的污染，减轻秸秆处理增加的负担，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大规模地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黄

腐酸和生物纤维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工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节能环保，实现

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0004] 以秸秆为原料采用酸性亚铵法生产黄腐酸和高强度高附加值植物纤维进行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既可以得到高附加值的黄腐酸，又可以得到高附加值生物纤维并大量的用

于生产高强度瓦楞纸芯纸和面纸、生产无胶无甲醛纤维板、生产模塑餐盒等。

[0005] 在酸性亚铵法生产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的工业化生产中存着脱氮蒸馏水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副产品硫酸铵的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黄腐酸用于肥料时对钠离子含量有

严格的要求，必须在黄腐酸生产过程中从源头上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是在封闭循环生

产系统中盐分富集是普遍存在而且必须要有效解决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生产

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并且要求各个解决方案能够有机整合、协同从而

实现技术系统的协调集成。

[0006] 现有秸秆原料生产黄腐酸和生物纤维工艺过程中，黄腐酸稀黑液蒸发浓缩产生的

脱盐高氮蒸馏水去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与生物原料混合后生产有机肥，二是

用于发电厂脱硫，三是脱氮后与其它废水混合后进行深度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用等

等。这些去向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局限，例如：用于生产有机肥涉及工业化生产投

入和市场拓展问题，用于脱硫也会受高氮蒸馏水含氮浓度和运输条件限制问题。与其它废

水混合后进行深度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用涉及的是盐的富集问题。发明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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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关于硫酸铵危废的处理。对高氮蒸馏水脱氮形成的硫酸铵由于产量低、含氮量低，

不适合直接面向市场销售，进一步商品化加工浓缩又会增加投资和运营成本而达不到规模

经济，随意排放会造成环境危害。

[0008] 另一方面，现有酸性亚铵法制备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生产工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

萃取蒸煮环节，尚未对黄腐酸浓黑液脱氮后形成的脱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的去向提出明

确系统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把

黄腐酸稀黑液浓缩产生的脱盐高氮蒸馏水实施控盐脱氮处理后得到的控盐低氮蒸馏水和

硫酸铵分别回用到黄腐酸和植物纤维生产中，控盐低氮蒸馏水回用到黄腐酸与纤维分离的

置换洗涤工段和萃取蒸煮工段以及洗料和制浆后处理工段，脱氮处理产生的硫酸铵分别回

用到黄腐酸萃取蒸煮工段和黄腐酸浓黑液的深度酸析纯化。其突出特点和优势是把脱盐脱

氮蒸馏水和硫酸铵氮变废为宝当作资源循环利用，一是有效利用优质脱盐脱氮蒸馏水资

源，二是可以有效控制黄腐酸中钠离子含量，三是降低了水循环系统的盐的富集，四是减少

了硫酸铵作为危险废物排放造成的污染和处理的成本，五是硫酸铵回用提高了黄腐酸的萃

取效率和纯度，六是完善了酸性亚铵法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的配套生产技术构建循环生

产技术体系。

[0010] 为了解决目前秸秆原料生产黄腐酸和植物纤维过程中经过脱盐脱氮产生的脱盐

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难以有效利用、对环境危害大、处理成本高以及有效控制黄腐酸钠离

子含量，提高黄腐酸纯度，实现循环生产并减少水循环系统的盐富集问题，本申请在深入分

析硫酸铵和脱盐低氮蒸馏水特点及其应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

生物纤维生产工艺不同工段的特点，经过大量实践摸索和分析，发现：在酸性亚铵法制备黄

腐酸和生物纤维的萃取蒸煮环节和高浓黄腐酸黑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由蒸馏水脱氮产生的

硫酸铵，可以有效提高黄腐酸的固含量；同时，由于控盐低氮蒸馏水含盐量低并且可控，将

其直接用于黄腐酸和纤维分离置换洗浆、黄腐酸萃取蒸煮等生产环节，可以有效减少循环

水的盐的富集；可以将控盐脱氮后的蒸馏水通过缺氧/好氧(A/O)处理直接用于原料洗涤和

制浆的后处理工段；可以有效控制黄腐酸中钠离子的含量。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脱氮处理采用NaOH、KOH一种或两种作为吹脱剂。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NaOH作吹脱剂剂调节蒸馏水的pH11.2，控制蒸馏水中NaOH

的浓度0～0.32％，不足部分用KOH补充，以有效控制黄腐酸成品中钠离子的含量。通过控制

NaOH用量，有效控制黄腐酸干剂中钠离子含量在0～1.85％。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硫酸铵液体的质量浓度为10～28％，pH2～3，每吨蒸馏水得

到硫酸铵10kg。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将脱氮得到的硫酸铵和亚硫酸铵蒸煮液混合后用于黄腐酸的萃

取蒸煮，控制蒸煮过程中蒸煮液pH2～7。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控盐脱氮蒸馏水全部用于黄腐酸与纤维分离的置换洗涤，

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使用蒸馏水量8～10吨，与2吨制浆黑液混合，置换洗涤得到黄腐酸稀

黑液10～12吨，COD100000～180000mg/L，送去进行蒸发浓缩，往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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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黄腐酸稀黑液的蒸发浓缩过程同时也是脱盐的过程，脱盐后的蒸馏水不直接回用

于生产系统而是与其它污水混合后处理排放或回用是一种浪费。同时，盐的富集是封闭循

环水处理系统中常见的问题，并且不易解决。而将控盐脱氮后的蒸馏水直接用于置换洗涤、

萃取蒸煮等生产环节或进一步生化处理后用于洗料、萃取蒸煮和制浆后处理则可以有效地

减少循环水的盐的富集。

[0017] 置换洗涤工段的工艺流程为，以棉秆原料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的生产

工艺为例说明：在顺序经过“萃取蒸煮—喷放—挤桨—纤维疏解—四段逆向洗涤”流程中，

控盐脱氮蒸馏水分别从“喷放”和“四段逆向洗涤的最后一段入口”加入，顺序经过四、三、

二、一段逆向洗涤后从“挤桨”和“逆向洗涤的第一段出口”取出，得到黄腐酸稀黑液，实现黄

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纸浆纤维的置换洗涤分离。然后黄腐酸稀黑液送去蒸发，制浆生产进入

疏解、除渣、筛选、浓缩后处理工段。

[0018] 在一些实例中，所述将控盐脱氮蒸馏水回用于洗料和制浆的疏解、除渣、筛选、浓

缩等后处理工序，是指将控盐脱氮蒸馏水经过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后回用于洗料和制

浆的疏解、除渣、筛选、浓缩等后处理工序。经过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后的蒸馏水COD小

于200mg/L,氨氮含量小于30mg/L，pH7～9。

[0019] 对控盐脱氮蒸馏水进行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因为成分单一，所以比一般污

水的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节省投资，运行成本低。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脱盐高氮蒸馏水，每吨折干黄腐酸得高氮蒸馏水8～10吨，

含氮量500～1300mg/L，pH8～9，优选pH5～7，COD900～1200mg/，水温60℃；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控盐低氮蒸馏水，经控盐脱氮处理后，每吨折干黄腐酸的低

氮蒸馏水8～10吨，含氮量小于100mg/L，pH11.2，COD900～1200mg/，水温50℃。

[0022] 高氮蒸馏水直接回用时，由于氨氮含量较高、气味刺激性强，严重影响生产卫生环

境和大气环境，经过控盐脱氮后再回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循环生产。

[002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将硫酸铵废液加入蒸发浓缩得到的黄腐酸浓黑液中进行

强化酸析，具体为控制pH2～7，优选pH2～5.5，搅拌20min，静置3h以上，分离沉淀物得到提

纯的黄腐酸浓黑液。

[0024] 本发明的设计思想特色体现在，所述萃取蒸煮单元和黄腐酸与纤维置换分离洗涤

单元以及A/O处理单元和洗料以及疏解、除渣、筛选、浓缩等后处理单元、黄腐酸黑液蒸发浓

缩脱盐、脱氮以及脱盐脱氮蒸馏水和硫酸铵回用处于同一个生产系中，封闭循环运行。

[0025] 本申请设计思路的介绍：

[0026] 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

[0027] 优选地，将脱盐高氮蒸馏水进行控盐脱氮，得到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

[0028] 优选地，将控盐低氮蒸馏水回用于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的萃取蒸煮工段、黄腐

酸和纤维分离的置换洗涤工段以及洗料和后处理工段；

[0029] 优选地，将硫酸铵用于黄腐酸的萃取蒸煮工段和黄腐酸浓黑液的酸析纯化；

[0030] 其中，所述脱盐高氮蒸馏水是把酸性亚铵法黄腐酸生产置换洗涤工段得到的黄腐

酸稀黑液经蒸发浓缩后得到的。

[0031] 优选地，经过对黄腐酸稀黑液蒸发浓缩，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得到脱盐高氮蒸馏

水8～10吨，氨氮含量500～1300mg/L，pH7～9，COD900～1200mg/L，水温60℃；得到黄腐酸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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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液2吨，pH5～6.5。

[0032] 优选地，控盐脱氮处理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得到控盐脱氮蒸馏水量为8～10吨，氨

氮含量100mg/L以下，pH11，COD900～1200mg/L，温度50℃；

[0033] 优选地，控盐脱氮处理，采用NaOH、KOH一种或两种作为吹脱剂调节蒸馏水pH11.2。

使用NaOH作吹脱剂调节蒸馏水的pH值时，蒸馏水中NaOH的浓度控制在0～0.32％，不足部分

用KOH补充。通过控制蒸馏水NaOH用量以控制黄腐酸中钠离子含量。

[0034] 优选地，所述硫酸铵液体的质量浓度为10～28％，优选24～28％，pH2～7，优选2～

3，每吨蒸馏水脱氮得到硫酸铵10kg。

[0035] 优选地，所述控盐脱氮蒸馏水全部直接用于黄腐酸与纤维分离的置换洗涤，每吨

黄腐酸折干产品使用控盐脱氮蒸馏水量8～10吨，与2吨蒸煮废液混合，通过置换洗涤得到

黄腐酸稀黑液10～12吨，COD100000～180000mg/L，pH2～7，优选pH5～6，水温60℃，送去进

行蒸发浓缩，往复循环。

[0036] 优选地，置换洗涤工段的工艺流程为，以棉秆原料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高强瓦楞

纸的生产工艺为例说明：在顺序经过“萃取蒸煮—喷放—挤桨—纤维疏解—四段逆向置换

洗涤”流程中，低盐脱氮蒸馏水分别从“喷放”和“四段逆向洗涤的最后一段入口”加入，顺序

经过四、三、二、一段逆向洗涤，从“挤桨”和“逆向洗涤的第一段出口”取出，得到黄腐酸稀黑

液，实现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纸浆的置换洗涤分离。然后黄腐酸稀黑液送去蒸发，制浆生产

进入疏解、除渣、筛选、浓缩后处理工段。

[0037] 优选地，将控盐脱氮蒸馏水经过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后回用于洗料和制浆的

筛选、除渣、浓缩等后处理工序。经过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后的蒸馏水COD小于200mg/

L,氨氮含量小于30mg/L，pH7～9。

[0038] 优选地，进一步的，经A/O处理过的蒸馏水在制浆的疏解、除渣、筛选、浓缩等后处

理工段循环使用，当COD富集到3000～6000mg/L时，优选3000mg/L，将按照每黄腐酸折干吨8

～10吨的水量送到置换洗涤工段，完成黄腐酸和纤维的分离洗涤后，得到的黄腐酸黑液送

去蒸发浓缩。

[0039] 优选地，将脱氮得到的硫酸铵和亚硫酸铵蒸煮液混合后用于酸性亚铵法黄腐酸的

萃取蒸煮，控制全过程蒸煮液pH  2～7。

[0040] 优选地，将硫酸铵废液加入蒸发浓缩得到的黄腐酸浓黑液中进行强化酸析，控制

pH2～7，优选pH2～5.5，搅拌20min，静置3h以上，分离沉淀物得到提纯的黄腐酸浓黑液。

[0041] 优选地，所述蒸煮萃取单元和黄腐酸与纤维置换分离洗涤单元以及A/O处理单元

和洗料、后处理单元、黄腐酸黑液蒸发浓缩脱盐、脱氮以及控盐脱氮蒸馏水和硫酸铵回用处

于同一个生产系中，封闭循环运行。

[0042] 酸性亚铵法生产黄腐酸和植物纤维生产系统盐分的流向分析：

[0043] 盐分来源：一方面是秸秆原料带来的泥沙中含的Ca、Mg、Na、Fe等形成的盐分，这部

分盐分通过两个渠道带走，一个渠道是大部分通过黄腐酸黑液蒸发浓缩后残留在黄腐酸浓

黑液中，或通过进一步喷粉干燥留在黄腐酸粉剂中，经检测其含量在黄腐酸产品成分的含

量允许范围内，不构成盐分富集；另一个渠道是在纤维和黄腐酸稀黑液分离后，小部分残留

在生物纤维浆种，通过制浆后处理被中段水带走，中段水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少量盐分

随污泥带走，既不构成对生产系统的盐分富集的影响，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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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盐分来源的第二个方面，是脱盐蒸馏水进行脱氮吹脱时对蒸馏水碱化处理加入

NaOH时形成的Na离子形成的盐。理论上黄腐酸稀黑液经蒸发脱盐达到无盐状态，而人为的

添加NaOH形成的盐的含量是可控的，当黄腐酸用作生物活性剂添加到肥料或农药中时需要

控制Na离子的含量。根据黄腐酸产品Na离子含量小于1.85％的要求，在吹脱处理高氮蒸馏

水进行碱化脱氮时，NaOH折纯用量小于0.32％，吨黄腐酸折干产品对应的蒸馏水脱氮NaOH

用量小于3.2％，结果吨黄腐酸干品Na离子含量小于1.84％。当调节pH11.2时，NaOH不足以

满足要求时，用KOH补充。当黄腐酸产品对Na含量有更高的要求时，可以完全用KOH替代

NaOH。

[0045] 总之，通过稀黑液的蒸发浓缩得到的蒸馏水回用可以有效降低盐的富集。

[0046] 本发明与现有相近的方案比较具有明显的不同和优势：

[0047] 专利“秸秆制浆造纸过程中的循环利用方法(专利号CN101768887A)”中涉及的是

高氮蒸馏水即污清冷凝水两个去向，一是用于和生物秸秆混合后发酵生产有机肥，一是电

厂脱硫；

[0048] 专利“亚铵法制浆过程中废冷凝水的循环应用(专利号CN101759450A)”涉及的是

利用高氮蒸馏水和农作物秸秆等有机物混和发酵生产有机肥；

[0049] 专利“一种非木纤维原料制备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浆的生产工艺(专利号

ZL201811037609.0)”其具体实施方式包括：a.以非木纤维为原料，采用酸性亚铵法生产工

艺在酸性条件下通过蒸煮完成黄腐酸的萃取并限制黑腐酸和棕腐酸的溶出，并生产纸浆；

b.对黄腐酸溶液提取并通过蒸发浓缩得到浓黄腐酸溶液、烘干制取高含量黄腐酸固体；c.

将步骤a得到的纸浆抄造制成瓦楞纸或相关用途；

[0050]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是指从蒸煮开始到蒸煮结束的整个蒸煮的酸碱环境控

制在pH值2～7。

[0051]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蒸煮条件为：液比1：4～6，蒸煮温度140℃～160℃，优

选160℃，保温时间40～60min，亚硫酸铵加入量折纯为原料绝干重量的9～13％，酸加入量

0-5％，蒽醌0.5％，采取连续蒸煮或间歇式蒸煮。

[0052]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酸，包括有机酸和无机酸。有机酸包括：甲酸、乙酸、丙

酸酸等，无机酸包括：硫酸、盐酸、磷酸、硝酸等。

[0053]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包括：提取酸性亚铵法的蒸煮的黑液、高浓磨浆、再次

提取黑液、洗浆、低浓磨浆、筛选、脱水成浆。

[0054] 与单纯的化学法制浆相比，本发明采用酸性亚铵法(pH值2～7)和高、低浓磨浆组

合的方式可以有效提高纸浆的强度和利用率，同时促进黄腐酸的萃取和提纯。

[0055]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高浓磨浆的浓度15～20％，磨缝宽依次为0 .5mm、

0.25mm。

[0056]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筛选，即经过高浓磨浆后，经筛选将残余的长纤维进行

二次磨浆，筛缝宽度0.3～0.35mm。

[0057]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将黑液收集、过滤制成液态或固态黄腐酸肥料。

[0058] 相对于一般碱法制浆产生的黑液，本发明制浆产生的废液成暗棕红色，比一般制

浆黑液的颜色要浅。

[0059]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收集的制浆黑液进入后续工序，包括浓缩、配肥、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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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序。

[0060] 所述酸性亚铵法生产工艺，所述制备黄腐酸过程中在后续工序中根据需要加入

KOH等可溶性碱性肥料成分，灵活调整浆料、黑液和洗浆水的pH值到5～8。

[0061] 总之，上述专利“一种非木纤维原料制备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浆的生产工艺(专利

号ZL201811037609.0)”没有涉及到黄腐酸黑液蒸发浓缩后高氮蒸馏水的控盐脱氮处理及

其处理后低氮蒸馏水和副产品硫酸铵的处理和去向问题；同时，上述专利中酸性萃取涉及

的加酸问题——所述的酸为有机酸和无机酸，优选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丙酸或苯甲酸中

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优选的无机酸为盐酸、硫酸、硝酸或磷酸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没涉及加

入硫酸铵。

[0062] CN101450955A(申请号200810093866.6)“一种由禾草类秸秆制备黄腐酸的方法”

涉及“(三)由黑液制备黄腐酸溶液：在稀黑液中或将稀黑液蒸发浓缩除去一部分水分得到

的浓黑液中加入酸调节pH5以下。所述的酸为有机酸和无机酸，优选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

丙酸或苯甲酸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优选的无机酸为盐酸、硫酸、硝酸或磷酸的一种或两种

以上，所述的调节pH为2～4”，没涉及硫酸铵。

[006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64] 通过本发明的实施，取得明显的进步，突出表现为：把脱盐蒸馏水和硫酸铵当作资

源利用，变废为宝，具体为：

[0065] 一是减少了优质脱盐脱氮蒸馏水的浪费；

[0066] 二是通过控盐脱氮有效控制黄腐酸中钠离子含量；

[0067] 三是改善洗浆水的水质从而降低了水循环系统的盐的富集；

[0068] 四是减少了硫酸铵作为危险废物排放和处理的成本；

[0069] 五是硫酸铵用于亚硫酸铵萃取黄腐酸的酸性蒸煮萃取有助于提高黄腐酸的萃取

效率；

[0070] 六是提高了黄腐酸的纯度；

[0071] 七是节省能源和药剂。控盐脱氮蒸馏水温度在50℃左右，用于萃取蒸煮节省热能。

硫酸铵回用减少了酸的用量；

[0072] 八是完善了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艺技术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酸性

亚铵法生产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的循环经济生产运行的技术体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73]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申请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

常理解的相同含义。

[0074]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75]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为了解决目前秸秆原料生产黄腐酸和植物纤维过程中经

过脱盐脱氮产生的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难以有效利用、对环境危害大、处理成本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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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效控制黄腐酸钠离子含量的问题，实现循环生产并减少水循环系统的盐富集以及有效

控制黄腐酸中钠离子含量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秸秆原料制备黄腐酸和生物纤维生产工

艺。

[0076]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77] 实施例一：经过从原料到黄腐酸黑液和生物纤维的生产过程得到脱盐脱氮蒸馏水

和硫酸铵：

[0078] 第一步，通过酸性亚铵法黄腐酸萃取蒸煮工艺得到黄腐酸稀黑液：

[0079] 以下实施例中，“经过酸性亚铵法黄腐酸萃取蒸煮和制浆产生的黄腐酸稀黑液”的

制备方法如下：

[0080] (1)以棉花秸秆为例，以棉花秸秆为原料生产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浆和模塑餐盒

浆为例。取自新疆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市的全棉秆原料，将全棉秸秆粉碎、除尘、萃取蒸煮、

高浓疏解磨浆疏解、置换洗涤分离提取黑液，后续工序分两路进行。一路为黄腐酸稀黑液收

集后蒸发浓缩、后处理、烘干、成品，一路为水力碎浆、低浓磨浆疏解、除渣、筛选、浓缩、成

浆。

[0081] (2)蒸煮工艺条件为：以蒸球为例，室温下加温至120℃，放汽20min，继续加热至温

度160℃保温时间60min，亚硫酸铵加入量折纯为原料绝干重量的13％，蒽醌0.5％，硝酸

1％，液比1:5，以脱盐脱氮蒸馏水与硫酸铵和亚硫酸铵配置蒸煮液，蒸煮开始pH5.5，蒸煮结

束pH4。

[0082] (3)置换洗涤实现黄腐酸和纤维的分离。在顺序经过“萃取蒸煮—喷放—挤桨—纤

维疏解—四段逆向置换洗涤”流程中，控盐脱氮蒸馏水分别从“喷放”和“四段逆向洗涤的最

后一段入口”加入，顺序经过四、三、二、一段逆向洗涤，从“挤桨”和“逆向洗涤的第一段出

口”取出，得到黄腐酸稀黑液12吨，COD180000mg/L，PH5～6，实现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纸浆

的置换洗涤分离。最终，每吨折干黄腐酸得到黄腐酸稀黑液12吨和1吨绝干纤维浆。

[0083] 上述四段逆向洗涤是指，在按照一～二～三～四顺序四段洗涤系统中，将控盐脱

氮蒸馏水从第四段洗涤入口处加入，从第四段洗涤出口引出洗涤黑液进入第三段洗涤入

口，从第三段洗涤出口引出洗涤黑液进入第二段洗涤入口，从第二段洗涤出口引出洗涤黑

液后得到黄腐酸稀黑液，收集送去蒸发浓缩。从第四段到第一段逆向洗涤过程中黑液黄腐

酸含量逐渐提高，第四按段即最后一段洗涤出口处黄腐酸含量最低，第一段洗涤出口处黄

腐酸含量最高。逆向洗涤方式有水平带式真空洗桨、真空洗桨机洗桨、压辊式洗浆机洗桨

等。根据洗涤方式不同和纤维产品不同，一般采取四段或五段逆向洗涤。通过洗涤黄腐酸黑

液提取率在90～95％，完成置换洗涤实现纤维和黄腐酸的分离。

[0084] 第二步，经过多效蒸发得到黄腐酸浓黑液和脱盐高氮蒸馏水。

[0085] 对黄腐酸稀黑液通过多效蒸发站蒸发，得到脱盐高氮蒸馏水和黄腐酸浓黑液。每

吨折干黄腐酸得到的12吨稀黑液经过蒸发得到黄腐酸浓黑液2吨和脱盐蒸馏水10吨。脱盐

蒸馏水氨氮500～1300mg/L，COD1200mg/L，pH8～9，水温60℃。脱盐蒸馏水收入调节罐进行

控盐脱氮处理，高浓黄腐酸黑液进入干燥工序处理。

[0086] 第三步，采用常规的吹脱技术对脱盐高氮的蒸馏水进行控盐吹脱脱氮处理，得到

控盐低氮蒸馏水和硫酸铵。在调节罐中加入NaOH和KOH一种或两种组合，调节蒸馏水

pH11.2，控制蒸馏水中NaOH含量0～0.32％，不足部分用KOH调节，使离子态铵转化为分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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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然后在吹脱塔中通入空气将铵吹脱出。吹脱后得到控盐脱氮蒸馏水10吨，氨氮小于

100mg/L，COD1200mg/L，pH11.2，水温50℃。

[0087] 吹脱出的氨气进入氨气吸收塔，氨气采用质量浓度30％的稀硫酸吸收生成硫酸铵

溶液副产品。每吹脱一吨蒸馏水得到20～28％的硫酸铵10公斤。

[0088] 吹脱塔内的吹脱气体经吸收后，形成洁净气体，再次进入吹脱塔内，对氨氮废水进

行吹脱，依次循环，系统不对外排出气体。

[0089] 实施例二，将通过实施例一得到的控盐低氮蒸馏水，用于黄腐酸与生物纤维分离

的纤维置换洗涤工段，其工艺流程为，以棉秆原料酸性亚铵法黄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的生产

工艺为例说明：在顺序经过“萃取蒸煮—喷放—挤桨—纤维疏解—四段逆向洗涤”流程中，

控盐脱氮蒸馏水分别从“喷放”和“四段逆向洗涤的最后一段入口”加入，顺序经过四、三、

二、一段逆向洗涤，从“挤桨”和“逆向洗涤的第一段出口”取出，得到黄腐酸稀黑液，实现黄

腐酸和高强瓦楞纸纸浆的置换洗涤分离。然后黄腐酸稀黑液送去蒸发，制浆进入疏解、除

渣、筛选、浓缩等后处理工段。

[0090] 每吨黄腐酸折干产品使用蒸馏水量8～10吨，与2吨蒸煮废液混合，通过置换洗涤

得到黄腐酸稀黑液10～12吨，COD100000～180000mg/L，优选pH5～6，水温60℃，送去进行蒸

发浓缩，往复循环。

[0091] 实施例三，将通过实施例一得到的硫酸铵液体与亚硫酸铵混合后用于黄腐酸萃取

蒸煮。硫酸铵液体加入量为蒸煮料液总量的1％，硫酸铵液体的浓度24％，pH3，配成蒸煮药

液开始pH6.5，蒸煮完成pH5，测得黄腐酸固含量(黄腐酸纯度)44.5％，未加硫酸铵蒸煮开始

pH7，蒸煮结束pH5.5，测得黄腐酸固含量(黄腐酸纯度)42.7％。

[0092] 本实施例中，蒸煮的其他条件同实施例1步骤(2)。

[0093] 实施例四，将硫酸铵液体与亚硫酸铵混合后加到黄腐酸浓黑液中。硫酸铵液体加

入量每吨折干黄腐酸添加100公斤，硫酸铵液体的浓度24％，pH3，加入到2吨黄腐酸浓黑液

中，搅拌后静置3小时以上，测得黄腐酸浓黑液原液黄腐酸固含量(黄腐酸纯度)42.54％，加

入硫酸铵以后黄腐酸固含量(黄腐酸纯度)45.01％。

[0094] 实施例五，将控盐脱氮蒸馏水经过常规缺氧/好氧(A/O)处理。得到蒸馏水COD小于

200mg/L,氨氮含量小于30mg/L，pH7～9。

[0095] 将蒸馏水实施A/O处理后直接用于制浆的后处理工段，包括低浓疏解、除渣、筛选、

浓缩等循环使用，根据纤维成品要求的不同，COD富集到3000～6000mg/L时处理回用。

[0096]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

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上述虽然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所

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

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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