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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粘胶纤维技术领域，是一种混合

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方法；该混合纤维素浆粕通

过原料棉短绒得到的漂后棉浆与通过原料造纸

级木浆板得到的漂后木浆混合，制得混合纤维素

浆粕；本发明较现有工艺能够更好的满足粘纤短

纤用浆的指标要求，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

抄造；在漂后棉浆的制备过程所产生的蒸煮液

中，其COD下降20%至25%；在漂后木浆制备过程

中，蒸煮不产生黑液，其COD下降50%至55%；从而

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和生产成本；同时本发明混

合纤维素浆粕用于粘脱短纤维生产，融合了棉纤

维的吸湿性、亲肤性和木纤维的挺度、着色性等

特性，从而使采用本发明混合纤维素浆粕为原料

之一所获得的粘脱短纤维具有更多的差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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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通过原料棉短绒得到的漂后棉浆与通过原料造纸

级木浆板得到的漂后木浆混合，制得混合纤维素浆粕；混合纤维素浆粕的指标为：粘度

10.2mPa .s至11.8mPa .s、甲种纤维素90%至92%、灰份≤0.25%、铁含量≤35ppm、白度85%至

90%、多戊糖≤3%、吸碱值520%至600%、加入量为7ml的CS2的反应性能10秒至250秒、棉纤维

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至80%：20%至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按下述步骤得到：第一步，混合

洗料，将漂后棉浆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至7；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

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三步，

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

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

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

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

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

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

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

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2.5%至3.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

碱浓度≤0.05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

至1.5%，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十二步，漂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

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46℃，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

0.05g/L、粘度为8.28mpa.s至9.72mpa.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

磷酸钠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

40m3的蒸球中投料6300kg至6700kg称重棉短绒；或/和，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

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3.5，用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2%至18%；或/和，

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

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

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至172℃下反应120min至

21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0mpa.s  至13mpa.s；或/和，第八步中，对

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70%；或/和，第十二步中，加

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至0.5g/L、碱含量为60g/m3至100g/m3；或/和，第十三

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0.9g/L至1.2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

量的0.01%至0.02%。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

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

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

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

料至残碱含量≤15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8%至

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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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2℃，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5g/L、粘度10.5mpa .s至

12mpa .s、湿浆白度85%至87%、甲种纤维素为90%至92%；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

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其特征在于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

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

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至6300kg造纸级木浆板；或/和，第三步中，浴比1:3.4至4、用碱

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9%至28%，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

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

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

℃至170℃下反应90min至15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2mpa .s  至

16mpa.s；或/和，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至

0.2Mpa；或/和，第七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至0.40g/L、碱含量为

90g/m3至150g/m3；或/和，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至1.2g/L。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述步骤进

行：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至7；第二步，精

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

0.3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漂后棉浆按下述方

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

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

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

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

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

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

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2.5%至3.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

料，洗料至残碱浓度≤0.05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

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十二步，漂白，除砂后加入

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46℃，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

至含氯≤0.05g/L、粘度为8.28mpa.s至9.72mpa.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

加入六偏磷酸钠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漂后棉浆制备的第

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300kg至6700kg称重棉短绒；或/和，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

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3.5，用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2%至

18%；或/和，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次升温

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二次

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至172℃下反应

120min至21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0mpa.s  至13mpa.s；或/和，第

八步中，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70%；或/和，第十

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至0.5g/L、碱含量为60g/m3至100g/m3；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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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0.9g/L至1.2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

为浆料质量的0.01%至0.02%。

10.根据权利要求7或8或9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漂后木浆按

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

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

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

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15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

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

温度为40℃至52℃，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5g/L、粘度

10.5mpa.s至12mpa.s、湿浆白度85%至87%、甲种纤维素为90%至92%；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

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漂后木浆制备的

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

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至6300kg造纸级木浆板；或/和，第三步中，浴比

1:3.4至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9%至28%，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

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

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65℃、

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90min至15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

12mpa.s  至16mpa.s；或/和，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

0.15Mpa至0.2Mpa；或/和，第七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至0.40g/L、

碱含量为90g/m3至150g/m3；或/和，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至

1.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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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粘胶纤维技术领域，是一种混合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单一原料生产的粘胶纤维，性能单调，各有特色，如纤维的亲肤性、挺度、柔软度、

透气性、着色性、吸湿排湿性、抗菌抑菌功能等，为了提高织造品的综合性能，混纺成为了纺

织品的主流。随着我国粘胶纤维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多功能差异化纤维品种的需求越来

越大，部分功能逐渐由纺织领域部分前置向粘胶纤维制造领域发展，因此混合浆粕的生产

也成为了浆粕制造的一个发展方向。

[0003] 现有复合纤维素浆粕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棉短绒、木材、麻、竹材等原料先混合

后再制浆，制造步骤是：调料、洗料、洗涤、打浆疏解、混合、除杂洗涤、预酸、预氯、漂白、酸处

理、降杂洗涤、抄造。

[0004] 现有复合纤维素浆粕工艺存在：1.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棉短绒、木材、麻、竹材的

原料进行任意混合后再制浆，由于这几种原料木质素含量高低不同，甲种纤维素和半纤维

素（多戊糖）含量也大不相同，任意混合后再制浆工艺复杂，已不能很好的满足现有设备及

工艺要求；2.木材、麻、竹材木质素含量高，制浆蒸煮液中COD含量高，会产生黑液易造成环

境污染和生产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方法，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

其能有效解决现有复合纤维素浆粕工艺复杂且该现有工艺已不能很好的满足现有设备的

要求、在制浆蒸煮液中COD含量高且会产生黑液易造成环境污染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之一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混合纤维素浆粕，通过原

料棉短绒得到的漂后棉浆与通过原料造纸级木浆板得到的漂后木浆混合，制得混合纤维素

浆粕；混合纤维素浆粕的指标为：粘度10.2mPa .s至11.8mPa .s、甲种纤维素90%至92%、灰份

≤0.25%、铁含量≤35ppm、白度85%至90%、多戊糖≤3%、吸碱值520%至600%、加入量为7ml的

CS2的反应性能10秒至250秒、棉纤维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至80%：20%至80%。

[0007]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之一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上述混合纤维素浆粕按下述步骤得到：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与漂后木浆混合

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至7；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

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

理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0008] 上述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开棉，

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棉短绒

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

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液与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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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蒸煮，

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步，打

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2.5%至

3.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0.05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

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 .8%至1 .5%，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 .25MPa至

0.35MPa；第十二步，漂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46℃，漂白时

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05g/L、粘度为8.28mpa.s至9.72mpa.s；

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磷酸钠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

得到漂后棉浆。

[0009] 上述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300kg至6700kg称重棉短

绒；或/和，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

3.5，用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2%至18%；或/和，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

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

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

℃、在温度为168℃至172℃下反应120min至21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

为10mpa.s至13mpa.s；或/和，第八步中，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

黑液提取率≥70%；或/和，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至0.5g/L、

碱含量为60g/m3至100g/m3；或/和，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0.9g/L

至1.2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1%至0.02%。

[0010] 上述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备料；

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好的碱

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洗浆，挤

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15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形除

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七步，漂白，用

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52℃，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

至含氯≤0.5g/L、粘度10.5mpa.s至12mpa.s、湿浆白度85%至87%、甲种纤维素为90%至92%；

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0011] 上述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升至蒸

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至6300kg造纸

级木浆板；或/和，第三步中，浴比1:3.4至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9%至28%，采用

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

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

℃、三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90min至150min、放气

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2mpa.s至16mpa.s；或/和，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

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至0.2Mpa；或/和，第七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

料中氯含量为0.25g/L至0.40g/L、碱含量为90g/m3至150g/m3；或/和，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

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至1.2g/L。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之二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混合纤维素浆粕及其制备

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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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至7；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

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成成品浆粕，得到

混合纤维素浆粕。

[0013]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之二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上述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开棉，用高

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棉短绒中的

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

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液与棉短绒

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蒸煮，对浸

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步，打浆疏

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2.5%至3.5%；

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0.05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

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十

二步，漂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46℃，漂白时间为1.5h至3h，

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05g/L、粘度为8.28mpa .s至9.72mpa .s；第十三步，酸处

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磷酸钠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0014] 上述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300kg至6700kg称重棉短

绒；或/和，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

3.5，用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2%至18%；或/和，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

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

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

℃、在温度为168℃至172℃下反应120min至21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

为10mpa.s至13mpa.s；或/和，第八步中，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

黑液提取率≥70%；或/和，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至0.5g/L、

碱含量为60g/m3至100g/m3；或/和，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0.9g/L

至1.2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1%至0.02%。

[0015] 上述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备料；

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好的碱

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洗浆，挤

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15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形除

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七步，漂白，用

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52℃，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

至含氯≤0.5g/L、粘度10.5mpa.s至12mpa.s、湿浆白度85%至87%、甲种纤维素为90%至92%；

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0016] 上述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升至蒸

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至6300kg造纸

级木浆板；或/和，第三步中，浴比1:3.4至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9%至28%，采用

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

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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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90min至150min、放气

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2mpa.s至16mpa.s；或/和，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

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至0.2Mpa；或/和，第七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

料中氯含量为0.25g/L至0.40g/L、碱含量为90g/m3至150g/m3；或/和，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

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至1.2g/L。

[0017] 本发明较现有工艺能够更好的满足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能够适应不同类型

的浆板机抄造；在漂后棉浆的制备过程所产生的蒸煮液中，其COD下降20%至25%；在漂后木

浆制备过程中，蒸煮不产生黑液，其COD下降50%至55%；从而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和生产成

本；同时本发明混合纤维素浆粕用于粘脱短纤维生产，融合了棉纤维的吸湿性、亲肤性和木

纤维的挺度、着色性等特性，从而使采用本发明混合纤维素浆粕为原料之一所获得的粘脱

短纤维具有更多的差异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

的实施方式。本发明中所提到各种化学试剂和化学用品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现有技术中公

知公用的化学试剂和化学用品；本发明中的百分数如没有特殊说明，均为质量百分数；本发

明中的溶液若没有特殊说明，均为溶剂为水的水溶液，例如，盐酸溶液即为盐酸水溶液。

[0019] 实施例1，该混合纤维素浆粕，通过原料棉短绒得到的漂后棉浆与通过原料造纸级

木浆板得到的漂后木浆混合，制得混合纤维素浆粕；混合纤维素浆粕的指标为：粘度

10.2mPa .s至11.8mPa .s、甲种纤维素90%至92%、灰份≤0.25%、铁含量≤35ppm、白度85%至

90%、多戊糖≤3%、吸碱值520%至600%、加入量为7ml的CS2的反应性能10秒至250秒、棉纤维

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至80%：20%至80%。ppm为质量比。

[0020] 实施例2，该混合纤维素浆粕，通过原料棉短绒得到的漂后棉浆与通过原料造纸级

木浆板得到的漂后木浆混合，制得混合纤维素浆粕；混合纤维素浆粕的指标为：粘度

10.2mPa .s或11.8mPa .s、甲种纤维素90%或92%、灰份≤0.25%、铁含量≤35ppm、白度85%或

90%、多戊糖≤3%、吸碱值520%或600%、加入量为7ml的CS2的反应性能10秒或250秒、棉纤维

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或80%：20%或80%。

[0021] 实施例3，该混合纤维素浆粕按下述制备方法得到：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

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至7；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

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

网浆板机抄造整理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0022] 实施例4，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

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

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

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

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

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

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

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2.5%至3.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0.0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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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器

进浆压力为0.25MPa至0.35MPa；第十二步，漂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

为40℃至46℃，漂白时间为1.5h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05g/L、粘度为

8.28mpa.s至9.72mpa.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磷酸钠进行酸处

理40min至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第四步碱浸渍中，碱可为烧碱；浆浓度控制可通过

加水控制；洗浆机洗料时可加入自来水也可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0023] 实施例5，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

投料6300kg至6700kg称重棉短绒；或/和，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

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3.5，用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2%至18%；或/和，第七步中，采

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

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

℃、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至172℃下反应120min至210min、放气

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0mpa.s至13mpa.s；或/和，第八步中，对蒸煮后的浆料

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70%；或/和，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

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至0.5g/L、碱含量为60g/m3至100g/m3；或/和，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

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0.9g/L至1 .2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1%至

0.02%。第七步中，可在蒸球内壁焊接加装搅拌装置，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的蒸球蒸煮

工艺，达到提纯纤维素，降低聚合度，破坏纤维初生壁目的。

[0024] 实施例6，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

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

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

机进行挤浆；第五步，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150g/L；

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8%至1.5%，除砂压力为0.25Mpa

至0.3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至52℃，漂白时间为1.5h

至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5g/L、粘度10.5mpa .s至12mpa.s、湿浆白度85%至

87%、甲种纤维素为90%至92%；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40min至60min，

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在第八步中，也可六偏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

0.01%至0.02%。

[0025] 实施例7，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

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

中投料6000kg至6300kg造纸级木浆板；或/和，第三步中，浴比1:3.4至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

浆板质量的19%至28%，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

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

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

应90min至15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2mpa.s至16mpa.s；或/和，第

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至0.2Mpa；或/和，第七

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至0.40g/L、碱含量为90g/m3至150g/m3；或/

和，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至1.2g/L。第三步中，可在蒸球内壁

焊接加装搅拌装置，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的蒸球蒸煮工艺，达到提纯纤维素，降低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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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破坏纤维初生壁目的。

[0026] 上述实施例1至实施例7所得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经检测得到以下测试数据：粘

度10.2mPa.s至11.8mPa.s、甲种纤维素90%至92%、灰份≤0.25%、铁含量≤35ppm、白度85%至

90%、多戊糖≤3%、吸碱值520%至600%、加入量为7ml的CS2的反应性能10秒至250秒、棉纤维

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至80%：20%至80%。

[0027] 实施例8，该混合纤维素浆粕按下述制备方法得到：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

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

砂，控制浆浓度为0.8%，除砂压力为0.2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

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0028] 实施例8中，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

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

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

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

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

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

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

2.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为0.05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

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8%，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25MPa；第十二步，漂

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漂白时间为1.5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

脱氯至含氯0.05g/L、粘度为8.28mpa .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

磷酸钠进行酸处理4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0029] 实施例8中，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700kg称重棉短

绒；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用碱量为

棉短绒质量的12%；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0min、一

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60

℃、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至172℃

下反应12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0mpa.s；第八步中，对蒸煮后的浆

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为70%；或/和，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

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碱含量为60g/m3；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

为0.9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1%。

[0030] 实施例8中，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

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

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

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为15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

锥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8%，除砂压力为0.2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

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漂白时间为1.5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为0.5g/L、粘

度10.5mpa .s、湿浆白度85%、甲种纤维素为90%；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

理4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0031] 实施例8中，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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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造纸级

木浆板；第三步中，浴比1:3.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9%，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

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

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

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9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

为12mpa.s；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第七步

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碱含量为90g/m3；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

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

[0032] 实施例8得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经检测得到以下测试数据：粘度10.2mPa.s、甲种

纤维素90%、灰份0.23%、铁含量35ppm、白度86%、多戊糖3%、吸碱值520%、加入量为7ml的CS2

的反应性能250秒、棉纤维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20%：80%。本实施例8较现有工艺，能够

更好的满足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且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抄造；同时在漂后棉

浆的制备过程中产生的蒸煮液COD下降22%，在漂后木浆制备过程中蒸煮不产生黑液，COD下

降51%；生产成本降低了30%。

[0033] 实施例9，该混合纤维素浆粕按下述制备方法得到：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浆

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6；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

砂，控制浆浓度为1.0%，除砂压力为0.2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

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0034] 实施例9中，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步，

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后

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

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碱

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步，

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第九

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在

3.0%；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为0.02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

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0.9%，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25MPa；第十二步，漂

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漂白时间为1.8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

脱氯至含氯0.03g/L、粘度为8.75mpa .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

磷酸钠进行酸处理5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0035] 实施例9中，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500kg称重棉短

绒；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2.5至3.5，用

碱量为棉短绒质量的15%；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

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

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

至172℃下反应18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1mpa.s；第八步中，对蒸

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75%；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

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4g/L、碱含量为70g/m3；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

为1.0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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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9中，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批

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制

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步，

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10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锥

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0.9%，除砂压力为0.2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进

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0℃，漂白时间为1.5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3g/L、粘度

11mpa .s、湿浆白度85%、甲种纤维素为90%；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

5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0037] 实施例9中，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

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000kg造纸级

木浆板；第三步中，浴比1:3.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13%，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

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

为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

温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12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

度为15mpa.s；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15Mpa；第七

步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碱含量为90g/m3；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

酸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g/L。

[0038] 实施例9得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经检测得到以下测试数据：粘度10.8mPa.s、甲种

纤维素90%、灰份0.18%、铁含量30ppm、白度85%、多戊糖2%、吸碱值520%、加入量为7ml的CS2

的反应性能150秒、棉纤维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60%：40%。本实施例9较现有工艺，能够

更好的满足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且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抄造；同时在漂后棉

浆的制备过程中产生的蒸煮液COD下降23%，在漂后木浆制备过程中蒸煮不产生黑液，COD下

降50%；生产成本降低了28%。

[0039] 实施例10，该混合纤维素浆粕按下述制备方法得到：第一步，混合洗料，将漂后棉

浆与漂后木浆混合后洗料，洗料至pH值为7；第二步，精选除杂，洗料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

砂，控制浆浓度为1.5%，除砂压力为0.35MPa；第三步，抄造，除砂后用长网浆板机抄造整理

成成品浆粕，得到混合纤维素浆粕。

[0040] 实施例10中，漂后棉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将原料棉短绒称重；第二

步，开棉，用高速开棉机将拆除外包装的棉短绒包开松；第三步，干法除杂，用开清机对开松

后棉短绒中的棉壳、棉杆、棉铃和棉籽进行清除；第四步，碱浸渍，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

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第五步，压榨，用螺旋压榨机对碱浸后的棉短绒进行挤压，使

碱液与棉短绒充分混合均匀；第六步，螺送，将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输送入蒸球；第七

步，蒸煮，对浸渍挤压后的含碱棉短绒进行蒸煮；第八步，挤浆，对蒸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

第九步，打浆疏解，挤浆后用大锥度精浆机进行打浆，对纤维进行分丝和帚化，浆浓度控制

在3.5%；第十步，洗浆，用洗浆机洗料，洗料至残碱浓度0.01g/L；第十一步，精选除杂，洗料

后用锥形除砂器进行除砂，控制浆浓度为1.3%，除砂器进浆压力为0.35MPa；第十二步，漂

白，除砂后加入次氯酸钠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46℃，漂白时间为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

氯至含氯0.02g/L、粘度为8.4mpa.s；第十三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同时加入六偏磷酸

钠进行酸处理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棉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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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实施例10中，漂后棉浆制备的第一步中，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700kg称重棉短

绒；第四步中，配制好的碱液与除杂后的棉短绒在予浸器内混合浸渍，浴比1:3.5，用碱量为

棉短绒质量的18%；或/和，第七步中，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

10min、一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30℃、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10℃、二次升温20min至温

度为160℃、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20min至温度为172℃、在温度为168℃

至172℃下反应21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为12mpa.s；第八步中，对蒸

煮后的浆料进行挤浆提取浆料中的浓黑液，浓黑液提取率88%；第十二步中，加入次氯酸钠

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3g/L、碱含量为60g/m3；第十三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后浆料中含酸量

为1.0g/L，六偏磷酸钠的加入量为浆料质量的0.02%。

[0042] 实施例10中，漂后木浆按下述方法得到：第一步，备料，造纸级木浆板进行称重分

批备料；第二步，投料，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投入蒸球内；第三步，浸蒸，在蒸球内加入配

制好的碱液混合均匀，对造纸级木浆板进行蒸煮；第四步，挤浆，用挤浆机进行挤浆；第五

步，洗浆，挤浆后用水平带式洗浆机进行洗料，洗料至残碱含量90g/L；第六步，精选除杂，用

锥形除砂器进行除杂，控制浆浓度为1.5%，除砂压力为0.35Mpa；第七步，漂白，用次氯酸钠

进行漂白，漂白温度为52℃，漂白时间为3h，漂白后加入大苏打脱氯至含氯0.1g/L、粘度至

12mpa .s、湿浆白度87%、甲种纤维素为92%；第八步，酸处理，加入盐酸或硫酸进行酸处理

60min，处理后得到漂后木浆。

[0043] 实施例10中，漂后木浆制备的第二步中，将备好的造纸级木浆板运输至提升机，提

升至蒸球口周围，由人工拆除外包装后投入蒸球内，按每40m3的蒸球中投料6300kg造纸级

木浆板；第三步中，浴比1:4、用碱量为造纸级木浆板质量的28%，采用三次升温和三次放气

进行蒸煮，依次为空运转180min  、一次升温30min至温度为125℃、一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

110℃、二次升温25min至温度为145℃、二次放气15min至温度为130℃、三次升温30min至温

度为165℃、在温度为160℃至170℃下反应150min、放气60min至温度为105℃，蒸煮后粘度

为16mpa.s；第四步中，用挤浆机进行挤浆，分离高碱蒸煮黄液，挤浆压力为0.2Mpa；第七步

中，加入次氯酸钠后浆料中氯含量为0.25g/L、碱含量为90g/m3；第八步中，加入盐酸或硫酸

后浆料中含酸量为1.2g/L。

[0044] 实施例10得到的混合纤维素浆粕，经检测得到以下测试数据：粘度11.8mPa .s、甲

种纤维素92%、灰份0.15%、铁含量20ppm、白度88%、多戊糖1%、吸碱值600%、加入量为7ml的

CS2的反应性能230秒、棉纤维和木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80%：20%；本实施例10较现有工艺，

能够更好的满足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且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抄造；同时在漂

后棉浆的制备过程中产生的蒸煮液COD下降22%，在漂后木浆制备过程中蒸煮不产生黑液，

COD下降53%；生产成本降低了20%。

[0045] 本发明较现有工艺的优点：

1.本发明采用棉短绒和造纸级木浆板分别制浆，按其不同的特性，匹配相应的制浆工

艺，来制得符合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后，在漂后工序或抄造前工序进行混合配比制取

混合纤维素浆粕，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抄造，制取的混合纤维素浆粕具有两种纤维

共同的优点，较现有工艺生产的浆粕能够很好的满足粘胶短纤维用浆标准；

2.本发明棉短绒制浆采用优化的干法除杂工艺，产生的蒸煮液COD下降20%至25%，水处

理成本下降30%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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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发明造纸级木浆板制浆采用浸蒸的工艺，利用现有的棉浆生产线设备，不做大的

改动和增添设备，而是在蒸球内增设了搅拌装置，采用180分钟的空运转，完成了对浆粕的

撒裂和碱液的浸渍，有效地对纤维进行了碱抽提，使部分非纤维素杂质和半纤在蒸煮前溶

于碱液中，蒸煮后产品的甲种纤维素更纯，多戊糖下降的更多，反应性能更优化，能够很好

的满足粘胶短纤维用浆标准，同时选用的造纸级木浆板和用木材原料制浆相比，设备不用

做大的改动，蒸煮不产生黑液，COD下降50%至55%，生产过程污染物大幅降低，产品用于粘脱

短纤维生产，融合了棉纤维的吸湿性、亲肤性和木纤维的挺度、着色性等特性，赋予了粘脱

短纤维更多的差异功能，属于环保型制浆技术；

4.本发明较现有工艺生产成本降低了20%至30%。

[0046] 综上所述，本发明较现有工艺能够更好的满足粘纤短纤用浆的指标要求，能够适

应不同类型的浆板机抄造，在漂后棉浆的制备过程中产生的蒸煮液COD下降20%至25%，在漂

后木浆制备过程中蒸煮不产生黑液，COD下降50%至55%，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和生产成本；

同时本发明混合纤维素浆粕用于粘脱短纤维生产，融合了棉纤维的吸湿性、亲肤性和木纤

维的挺度、着色性等特性，赋予了粘脱短纤维更多的差异功能，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47] 以上技术特征构成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实施效果，可根据

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说　明　书 10/10 页

14

CN 109338774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