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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物工程和化工领域，公开了一

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除杂，以除去

部分金属；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

料进行第一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

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在80％以上，粒度低于

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2％；3)将步骤2)中第一

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除杂，以进一

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4)将步骤3)中得到的

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

料进行第二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

粒度为10-50mm的比例在90％以上。该方法可以

更加彻底地去除杂质、提高原料可利用回收率，

并且保证设备平稳运行，并改善前处理的操作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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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除杂，以除去部分金属；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

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在80%以上，粒度低于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2%；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除杂，以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

属杂质；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粉碎，

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50mm的比例在90%以上；

其中，通过第一筛分和第一电磁除铁对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所述第一除杂；

该方法还包括收集所述第一除杂和第二除杂中的物料杂质，并对物料杂质中的木质纤

维素原料进行回收；对物料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回收的方法包括对所述物料杂质

进行第三筛分和/或风选；

该方法还包括通过负压除尘系统对所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分离除

尘得到的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振动筛和电磁除铁器进行所述第一除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筛分的条件包括：振动筛的筛孔孔径为

20-50mm，振动频率为20-50次/min，所述第一电磁除铁的条件包括：磁场强度为700-1600 

Oe。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粉碎的方式为刀片式粉碎和/或锤片式

粉碎。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辊式除杂和第二电磁除铁对木质纤维素原料

进行所述第二除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除杂的条件包括：辊式除杂的网孔孔径

为5-50mm，第二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700-1600  Oe。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粉碎的方式为刀片式粉碎和/或锤片式

粉碎。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三筛分的筛孔孔径为10-20mm，所述风选的

条件包括：风速为10-20m/s。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采用脉冲除尘器回收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

料。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木质纤维素原料为玉米秸秆、

麦秆、芦苇、棉杆、油菜杆、高粱杆、甘蔗渣和稻杆中一种或多种。

11.权利要求1-10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在处理玉米秸秆、麦秆、

芦苇、棉杆、油菜杆、高粱杆、甘蔗渣和稻杆中一种或多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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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工程和化工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木质纤维素可用于加工生产饲料、燃料乙醇、生物质发电、沼气、造纸及食用菌等

等多种用途。

[0003] 木质纤维素前处理方法主要为粉碎法。粉碎是固体物料在外力作用下，克服内聚

力而使之颗粒尺寸减小，表面积增加的过程。粉碎是一种使大块物料变成小块物料甚至粉

末，并产生新表面的过程。它可分为两个阶段，将大块物料碎裂成小块称为破碎，将小块物

料碎裂成细粉末状物料的加工过程称为粉磨。相应的机械分别称为破碎机械和粉磨机械。

[0004] 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粉碎是木质纤维素原料加工过程中最主要的工序之一。它是影

响后序物料质量、产量、电耗和加工成本的重要因素。粉碎机动力配备占木质纤维素原料加

工企业总功率配备的较大比重，因此合理选用先进的粉碎设备、设计最佳的工艺路线、正确

使用粉碎设备，对木质纤维素原料加工企业至关重要。木质纤维素原料的资源量非常丰富，

采购成本较为低廉，小型企业对其用量较少，因此原料成本控制方面要相对宽松一些，这也

就导致了木质纤维素原料粉碎工艺流程研发的滞后。

[0005] 目前木质纤维素原料的收集贮存是影响其广泛应用的制约因素之一。有些木质纤

维素原料的收集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杂质的掺入，影响原料的

整体质量，比如，玉米秸秆在北方广泛种植，玉米收获之后的秸秆在收集过程中会有土石

块、细粒土，甚至机械易损件金属类杂质的出现，难免会一起被作为原料收集贮存起来。这

就对后序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加工利用造成了困扰，根据原料的用途及杂质的混合比例，需

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减轻或消除杂质对后序利用的不利影响。玉米秸秆的收集过程中

杂质的比例约在20％，主要是土石块(90％以上的粒度在30mm以下)、细粒土(粒度小于

10mm)和金属。

[0006] 目前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常规粉碎流程均较为简单，直接采用粗级粉碎或多级粉碎

使原料粒度达到要求的指标，粉碎过程比较粗犷，有的甚至未设置除杂装置，设置除杂装置

的也只是对杂质简单收集后处理，杂质中含有较多的可利用成分(木质纤维素原料)，另外，

常规粉碎过程对工作环境的保护不到位，操作条件差，工人易患粉尘类职业病。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该方法可以更加彻底地去除

杂质、提高原料可利用回收率，并且保证设备平稳运行，并改善前处理的操作环境。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9] 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除杂，以除去部分金属；

[0010]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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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在80％以上，粒度低于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2％；

[0011]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除杂，以进一步除去金属和

非金属杂质；

[0012]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

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50mm的比例在90％以上。

[0013] 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收集所述第一除杂和第二除杂中的物料杂质，并对物料杂

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回收。

[0014] 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对所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分离除尘得

到的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通过两步除杂和两步破碎相结合，并调整破碎的程度，

实现对木质纤维素原料的高效破碎，提高了原料可利用回收率，降低了成品中的杂质含量，

保障了设备连续正常运转，非常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处理。

[0016] 具体地，第一粉碎之前进行第一除杂，可以将原料中的铁钉、铁屑及其他铁质杂质

提前清理去除，减少了对第一粉碎设备的损伤，降低了设备维护的成本，有效的保障了设备

的安全正常运转。在第一粉碎之后进行第二除杂，可以将粉碎后原料中剩余的石块、土块及

剩余的铁质杂质高效地筛离去除。从而，本发明可以提高物料的可利用回收率，降低粉碎后

物料中的杂质比例，设备可以长时间连续正常运转，并且可以有效改善工作环境。

[0017]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1]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些范围或

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之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或多个

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2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除杂，以除去部分金属；

[0024]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一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

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在80％以上，粒度低于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2％；

[0025]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除杂，以进一步除去金属和

非金属杂质；

[0026]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第二

粉碎，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50mm的比例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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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本发明中，木质纤维素原料可以为生产饲料、燃料乙醇、生物质发电中使用的木

质纤维素原料，具体可以为玉米秸秆、麦秆、芦苇、棉杆、油菜杆、高粱杆、甘蔗渣和稻杆等

等，优选为玉米秸秆、麦秆和芦苇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8] 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一除杂的方式可以按照本领域常规选择，可以为选自第一筛

分、辊式除杂、第一电磁除铁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通过第一筛分和第一电磁除铁对木

质纤维素原料进行所述第一除杂。具体地，所述第一筛分用于去除木质纤维素原料中的石

块、土块、金属等的杂质；所述第一电磁除铁用于去除金属杂质。

[0029] 进一步优选的情况下，通过振动筛和电磁除铁器进行所述第一除杂。所述振动筛

和所述电磁除铁器的设置可以采用本领域常规的条件进行。第一除杂具体的条件可以包

括：振动筛的筛孔孔径为20-50mm，振动频率为20-50次/min，第一电磁除铁的条件包括：磁

场强度为700-1600Oe；优选为：振动筛的筛孔孔径为25-45mm，振动频率为25-45次/min，第

一电磁除铁的条件包括：磁场强度为900-1500Oe。经过第一除杂，可以除去木质纤维素原料

中60％以上的物料杂质。

[0030] 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一粉碎用于初步粉碎木质纤维素原料，其可以采用本领域常

规的手段进行。例如所述第一粉碎的方式为选自刀片式粉碎和/或锤片式粉碎中，优选为锤

片式粉碎。所述第一粉碎的条件可以根据粉碎的需要适当的选择，使得得到的木质纤维素

原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在80％以上，粒度低于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2％即可。具

体地，所述第一粉碎的条件可以包括：粉碎时间为0.1-1.0秒。

[0031] 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二除杂的方式可以按照本领域常规选择，可以为选自第二筛

分、辊式除杂、第二电磁除铁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保证杂质的去除率，进一步去除金属杂质，

保证设备安全运转，优选的情况下，通过辊式除杂和第二电磁除铁对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

所述第二除杂。具体地，所述辊式除杂用于去除石块、土块及部分铁质杂质等，所述第二电

磁除铁用于进一步去除金属杂质。所述辊式除杂可以采用本领域常规使用的辊式除杂机进

行，所述第二电磁除铁可以采用本领域常规使用的电磁除铁器进行。优选地，所述第二除杂

的条件包括：辊式除杂的网孔孔径为5-50mm，磁场强度为700-1600Oe；优选为：辊式除杂的

网孔孔径为10-30mm，第二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900-1500Oe。

[0032] 根据本发明，所述第二粉碎用于进一步粉碎木质纤维素原料，其可以采用本领域

常规的手段进行。所述第二粉碎的方式可以为选自刀片式粉碎和/或锤片式粉碎，优选为刀

片式粉碎。所述第二粉碎的条件可以根据粉碎的需要适当的选择，使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

料的粒度为10-50mm的比例在90％以上，粒度低于5mm的粉末比例不大于10％即可。具体地，

所述第二粉碎的条件可以包括：粉碎时间为0.1-1.0秒。

[0033] 原料在粉碎过程中被切断成粒度大小不一的原料段，有的甚至被破碎成粉末，通

过第一除杂和第二除杂确保最大程度地去除杂质，但是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原料中

细小颗粒或小块段原料的损失，与杂质一起被分离出去，造成原料可利用回收率的降低。本

发明中，物料杂质是指所述第一除杂和第二除杂过程中分离出的杂质(一般来说，平均密度

大于1g/cm3)，其中，将第一除杂过程中分离出的杂质称为第一物料杂质，第二除杂过程中

分离出的杂质称为第二物料杂质。为了进一步提高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可利用回收率，该木

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还包括收集所述第一除杂和第二除杂中的物料杂质，并对物料杂质

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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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根据本发明，分离物料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可采用本领域常规使用的各种方

法，达到分离的效果即可。优选地，对物料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回收的方法包括对

所述物料杂质进行第三筛分和/或风选。具体地，所述第三筛分的筛孔孔径为10-20mm，所述

风选的条件包括：风速为10-20m/s。

[0035] 经过第三筛分和风选后，木质纤维素原料分为终杂、大段原料和小段或颗粒原料

三部分，终杂主要为石块、土块类杂质，比例在95％以上，整个过程的杂质回收率在95％以

上，终杂统一集中堆放，运出作业场区，进行无害化处理(一般为填埋)；大段原料(粒度大于

50mm且不大于100mm)收集后进行第二粉碎；小段原料(粒度为10mm-50mm)与颗粒原料(粒度

小于10mm)直接作为前处理的成品。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通过第三筛分和风选分离物料杂质中的木质

纤维素原料，其操作具体为将物料杂质经过第三筛分，得到的筛下成分再进行风选，风选分

离出的轻质原料直接作为前处理的成品，风选分离出的风选重杂作为终杂进行无害化处理

(一般为填埋)。其中，所述第一物料杂质经过第三筛分的筛上成分进入第一粉碎，所述第二

物料杂质经过第三筛分的筛上成分进入第二粉碎。

[0037] 为了进一步提高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可利用回收率，同时降低环境中的粉尘含量，

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对所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分离除尘得到的除尘

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这里的除尘杂质包括在粉碎过程中形成的较小颗粒的原料以及

粉尘等。

[0038] 根据本发明，通过负压除尘系统对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中进行除尘，并送入脉冲

除尘器。所述负压除尘系统包括风机、脉冲除尘器、分离器、吸尘口(收尘罩)和附属输送通

道及输送设备。所述负压除尘系统的工作条件包括：压力为-2000～-5000Pa。所述脉冲除尘

器的工作条件包括：过滤风速为2-5m/min，脉冲周期为3-60s，优选为10-40s，滤袋的材质为

防水防油针刺毡、涤纶针刺毡、芳纶诺梅克斯针刺毡、玻纤针刺毡、纬双重玻纤织物或莱通

针刺毡，优选为防水防油针刺毡，压缩空气压力0.5-0.7MPa。

[0039] 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可以改善工作环境，降低职业病发生概率。通过采用脉冲除尘

器除尘，并可将除尘杂质中的原料加以回收利用，这样不仅使员工的工作环境得到巨大改

善，还对粉尘中有效成分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回收，大大提高了原料的可利用回收率。

[004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的木质纤维素的前处理方法在处理玉米秸秆、麦秆、芦苇、棉

杆、油菜杆、高粱杆、甘蔗渣和稻杆中一种或多种中的应用。

[0041]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中，原料粒度的比例是通

过对不同长度取值范围内的原料重量所占比例的统计方法测得；振动筛为肇东市轻工机械

厂生产的LMSS系列水平振动输送机；电磁除铁器为肇东市锅炉辅机厂生产，型号为RCYB-5；

辊式除杂机为潍坊扬帆机械厂生产；脉冲除尘器为江苏宇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型号为YGWM型；负压除尘系统为江苏宇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重力筛选设备为酒

泉市种子机械公司生产，型号为5ZX-3.0型；锤片式粉碎机为曲阜市泰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型号为TF50-50；刀片式粉碎为曲阜市泰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800PC；风

选机为奥迪尔公司生产，型号为FX-2000。

[0042]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为玉米秸秆。

[004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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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1)如图1所示，将木质纤维素原料依次通过振动筛和电磁除铁器进行第一除杂，振

动筛的筛孔孔径为25mm，振动频率为25次/min，第一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900Oe。

[0045]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锤片式粉碎机进行第一粉碎，第一粉碎

的粉碎时间为0.1秒，转子转速为300转/min，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

比例为80.20％。

[0046]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通过辊式除杂机和电磁除铁器进行

第二除杂，第二除杂的条件包括：辊式除杂的网孔孔径为10mm，第二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

1500Oe。

[0047]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刀片式

粉碎机进行第二粉碎，第二粉碎的粉碎时间为0.1秒，转子转速为800转/min，得到的木质纤

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50mm的比例为90.45％。

[0048] 5)收集上述第一除杂中得到的第一物料杂质，用孔径为20mm的振动筛进行第三筛

分，并将筛下成分用风选机进行风选(风速为15m/s)除去风选重杂后作为前处理的成品；收

集第二除杂中得到的第二物料杂质，用孔径为20mm的振动筛进行第三筛分，并将筛下成分

用风选机进行风选(风速为15m/s)除去风选重杂后作为前处理的成品。

[0049] 6)利用负压除尘系统对上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依次通过脉冲

除尘器回收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负压除尘系统的工作条件包括：压力为-

2000Pa。脉冲除尘器的工作条件包括：过滤风速为2m/min，滤袋的材质为防水防油针刺毡，

脉冲周期为10s，压缩空气压力0.5MPa。

[0050]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6.36％，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5.5％，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为10.52mg/m3，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72h。

[0051] 实施例2

[0052] 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依次通过振动筛和电磁除铁器进行第一除杂，振动筛的筛孔

孔径为35mm，振动频率为35次/min，第一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1200Oe。

[0053]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锤片式粉碎机进行第一粉碎，第一粉碎

的粉碎时间为0.5秒，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为82.83％。

[0054]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依次通过辊式除杂机和电磁除铁器

进行第二除杂，第二除杂的条件包括：辊式除杂的网孔孔径为20mm，第二电磁除铁的磁场强

度为1200Oe。

[0055]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刀片式

粉碎机进行第二粉碎，第二粉碎的粉碎时间为0.5秒，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

50mm的比例为91.49％。

[0056] 5)同实施例1步骤5。

[0057] 6)利用负压除尘系统对上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通过脉冲除尘

器回收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负压除尘系统的工作条件包括：压力为-3500pa。脉

冲除尘器的工作条件包括：过滤风速为3.5m/min，滤袋的材质为防水防油针刺毡，脉冲周期

为25s，压缩空气压力0.6MPa。

[0058]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9.90％，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4.8％，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为6.38mg/m3，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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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实施例3

[0060] 1)将木质纤维素原料依次通过振动筛和电磁除铁器进行第一除杂，振动筛的筛孔

孔径为45mm，振动频率为45次/min，第一电磁除铁的磁场强度为1500Oe；

[0061] 2)将除去部分金属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锤片式粉碎机进行第一粉碎，第一粉碎

的粉碎时间为1.0秒，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0-150mm的比例为85％。

[0062] 3)将步骤2)中第一粉碎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依次通过辊式除杂机和电磁除铁器

进行第二除杂，第二除杂的条件包括：辊式除杂的网孔孔径为30mm，第二电磁除铁的磁场强

度为900Oe。

[0063] 4)将步骤3)中得到的进一步除去金属和非金属杂质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用刀片式

粉碎机进行第二粉碎，第二粉碎的粉碎时间为1.0秒，得到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粒度为10-

50mm的比例为94％。

[0064] 5)同实施例1步骤5。

[0065] 6)利用负压除尘系统对所述第一粉碎和第二粉碎过程进行除尘，并通过脉冲除尘

器回收除尘杂质中的木质纤维素原料。负压除尘系统的工作条件包括：压力为-5000pa。脉

冲除尘器的工作条件包括：过滤风速为5m/min，滤袋的材质为防水防油针刺毡，脉冲周期为

40s，压缩空气压力0.7MPa。

[0066]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90％，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3.6％，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为3mg/m3，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72h。

[0067] 实施例4

[0068]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步骤5)中的

操作。

[0069]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1.02％，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5.06％，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为8.96mg/m3。

[0070] 实施例5

[0071]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步骤6)中的

操作。

[0072]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0.80％，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5.65％，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为45.71mg/m3。

[0073] 对比例1

[0074]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第一除杂中

的第一电磁除铁操作。

[0075]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6.10％，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8.70％，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8h。

[0076] 对比例2

[0077]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第二除杂中

的第二电磁除铁操作。

[0078]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6.45％，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7.51％，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48h。

[0079] 对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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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第二除杂操

作。

[0081]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77.65％，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5.76％，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50h。

[0082] 对比例4

[008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前处理，不同的是，不进行第一粉碎操

作。

[0084] 由于不进行第一粉碎的木质纤维素原料粒度较大，直接进入辊式除杂机内会造成

设备堵塞，运行状况不良，无法连续正常运转。

[0085] 对比例5

[0086] 木质纤维素原料首先进行除杂处理，除去粒径超过5cm的石块以及部分铁器，去除

大杂后直接进行刀片式粉碎，原料粉碎的粒度由设备刀片数量来调控，粉碎后直接作为前

处理的成品。

[0087] 经过测定，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为81.56％，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为

5.66％，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高于50mg/m3。设备可以连续正常运转10h，设备的连续工作

能力远低于本发明。

[0088] 通过上述实施例1和对比例1、2的对比可知，只进行一次电磁除铁的情况下，粉碎

后物料中的杂质比例明显提高，并且设备的连续工作能力远低于实施例1。通过上述实施例

1和对比例3的对比可知，不进行第二除杂操作的情况下，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降

低，前处理过程造成很大的浪费。

[0089] 本发明提供的木质纤维素原料前处理方法，通过各步骤条件的控制，可以提高木

质纤维素原料的处理效率，提高木质纤维素原料可利用回收率，降低粉碎后物料中的杂质

比例，设备可以长时间连续正常运转，并且有效降低了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含量。

[009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91]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92]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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