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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

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备料；（2）

热处理；（3）生物酶处理，步骤(2)中经热处理后

的玉米秸秆原料取出，加入生物酶，进行生物处

理；（4）机械挤压及揉搓；（5）机械磨浆，步骤（4）

中的原料取出，进行两段或多段机械磨浆处理得

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磨浆浓度15-30%，盘磨间

隙0.1-1 .0 mm，成浆打浆度20-55 SR。本发明利

用资源丰富的玉米秸秆全杆为原料，结合生物处

理技术制备生物机械浆，显著提升了玉米秸秆的

资源利用率，又有效缓解了我国造纸工业纤维资

源短缺的困境，同时生产工艺流程简单，无化学

污染，可操作性强，易于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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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备料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全杆切成1-5  cm的长度，洗涤、除尘，备用；

（2）热处理

将备用原料放入汽蒸仓或反应釜中，进行蒸汽加热或热水浸泡处理，处理温度60-125 

℃，处理时间20-90  min；

（3）生物酶处理

步骤  (2) 中经热处理后的玉米秸秆原料取出，加入生物酶，进行生物处理；

（4）机械挤压及揉搓

将步骤  (3)  中经生物酶处理后的原料取出，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

料进一步破碎和松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

（5）机械磨浆

步骤 （4）中的原料取出，进行两段或多段机械磨浆处理得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其中，

磨浆浓度15-30%，盘磨间隙0.1-1.0  mm，成浆打浆度20-55  SR。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的生物酶为中性复合酶，总用量为100-400  IU/mL。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的中性复合酶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三种酶复配而

成，其中，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  (1-2.5):  (3-5):  (4-

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3)  中生物处理的工艺条件为：温度20-60  ℃，pH  6.0–8.0,  处理时间45-120 

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得的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料，用于配抄生产瓦楞原纸、包装纸板、纸塑模具、生活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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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属于造纸技术与新材

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造纸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原材料行业，据统计，2018年中国纸及纸板生产

量为  10435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消耗纸浆9387  万吨，其中木浆  3303  万吨，废纸浆 

5474  万吨。我国森林覆盖率低，木材纤维资源匮乏，国产废纸品质较差，长期以来造纸生产

用木浆及废纸大量依赖进口，严重制约着造纸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2017年4月，中央发布

了《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文件规定到2020年，

我国全面禁止进口废纸，届时造纸行业的原料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开发新型造纸原料，缓

解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短缺问题，势在必行。

[0003] 玉米秸秆是农作物玉米的茎秆，主要由叶、茎和髓组成，广泛种植于世界各地。中

国是玉米种植大国，据统计，每年产生的玉米秸秆超过2.2亿吨，然而绝大部分玉米秸秆被

弃之于地或直接焚烧，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又产生了环境污染。若能够充分利用玉米秸秆为

原料生产纸浆，则既可以实现玉米秸秆的高附加值利用，改善焚烧产生的环境问题，又能够

有效的缓解我国造纸工业纤维原料短缺的困境。文献1（李士，玉米秸秆制浆，中国造纸，

2011（30）：65-66）、文献2（陈洪雷，王岱，玉米秸秆在制浆造纸工业中的应用研究，华东纸

业，2009（40）：15-18）、中国专利200310124000.4等报道了利用玉米秸皮为原料，采用传统

化学法经蒸煮、漂白制备化学浆的工艺。然而上述报道的玉米秸秆制浆工艺尚有诸多问题

需解决，如仅利用玉米秸皮为原料，需要进行复杂且低效的皮髓叶分离工序，资源利用率

低；蒸煮得率低，化学品用量高，废液难处理等问题。中国专利申请CN201811414874.6公开

了一种利用玉米秸秆全杆制备化学机械浆的方法，提高了玉米秸秆的综合利用率，然而其

化学预处理过程中使用较多的碱液，存在化学品回收困难，废水COD负荷高，易产生环境污

染等问题。生物制浆是利用酶或微生物对植物纤维原料进行预处理，降解或软化原料中的

木素及半纤维素，再通过机械磨浆处理解离成浆的制浆方法。生物制浆技术有助于减轻制

浆过程所产生的化学污染，降低磨浆能耗，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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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进行发酵处理，而后高温

蒸煮，离心分离再磨浆后得到浆料。但该工艺繁杂，化学品添加较多，成本偏高。由于上述存

在的系列问题，目前玉米秸秆在制浆造纸领域中一直没有得到实际大规模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可实现玉

米秸秆的清洁高效利用，为造纸及相关行业提供新材料。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玉米秸秆全杆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364271 A

3



（1）备料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切成1-5  cm的长度，洗涤、除尘，备用；

（2）热处理

将备用原料放入汽蒸仓或反应釜中，进行蒸汽加热或热水浸泡处理，处理温度60-125 

℃，处理时间,  20-90  min；

（3）生物酶处理

步骤  (2) 中经热处理后的玉米秸秆原料取出，加入生物酶，进行生物处理；

（4）机械挤压及揉搓

将步骤  (3) 中经生物酶处理后的原料取出，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

料进一步破碎和松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

（5）机械磨浆

步骤 （4）中的原料取出，进行两段或多段机械磨浆处理得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其中，

磨浆浓度15-30%，盘磨间隙0.1-1.0  mm，成浆打浆度20-55  SR。

[0006] 本发明所述步骤（3）中的生物酶为中性复合酶，总用量为100-400  IU/mL。

[0007] 本发明所述步骤（3）中的中性复合酶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

三种酶复配而成，其中，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  (1-2.5): 

(3-5):  (4-7)。

[0008] 本发明所述步骤  (3) 中生物处理的工艺条件为：温度20-60  ℃，pH  6.0–8.0, 处

理时间45-120  min。

[0009] 根据本发明制得的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料，可用于配抄生产瓦楞原纸、包装纸板、

纸塑模具、生活用纸等。

[0010]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1）利用资源丰富的玉米秸秆为原料制备生物机械浆，既可实现玉米秸秆的高附加值

利用，变废为宝，又可有效缓解我国造纸工业纤维资源短缺的困境，降低木材资源消耗，保

护生态环境。

[0011] （2）对玉米秸秆全杆进行利用制备生物机械浆，包括玉米秸杆的叶、皮、髓部分，克

服了传统方法中仅利用玉米秸皮为原料生产纸浆的弊端，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及生产可操作

性，便于实际生产。

[0012] （3）采用生物酶处理玉米秸秆原料，不使用化学药品，无化学污染，环境效益好，且

能够显著降低机械磨浆能耗。

[0013] （4）本发明制得的玉米秸秆生物机械浆料，纸浆得率高，浆料性能好，可用于配抄

生产瓦楞原纸、包装纸板、纸塑模具、生活用纸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应该理解的是，这些实施例仅用于例证

的目的，绝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5] 实施例1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切成2-4  cm长度，洗涤、除尘，备用。将备料后的玉

米秸秆原料放入汽蒸仓中，在温度120  ℃的条件下，汽蒸处理20  min。取出汽蒸后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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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三种酶复配而成的中性复合酶进行生物

处理；生物酶处理工艺条件为：酶活总用量150  IU/mL，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

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1:3:4，处理温度60  ℃，pH  6.0–8.0,  处理时间120  min。取出经生物

酶处理后的原料，过滤脱水后，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料进一步破碎和松

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将机械挤压揉搓处理后的原料浓度调整至25%，采用高浓磨浆机

进行两段磨浆处理，第一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6-0.8  mm，第二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25-0.3 

mm，控制磨后的浆料打浆度在40-45  SR。

[0016] 本实施例所得的浆料经过洗涤、筛选、净化、打浆处理后，可用于配抄瓦楞原纸、纸

塑模具等。

[0017] 实施例2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切成1-3  cm长度，洗涤、除尘，备用。将备料后的玉

米秸秆原料放入汽蒸仓中，在温度110  ℃的条件下，汽蒸处理30  min。取出汽蒸后的原料，

加入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三种酶复配而成的中性复合酶进行生物

处理；生物酶处理工艺条件为：酶活总用量200  IU/mL，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

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1:4:6，处理温度60  ℃，pH  6.0–8.0, 处理时间90  min。取出经生物酶

处理后的原料，过滤脱水后，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料进一步破碎和松

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将机械挤压揉搓处理后的原料浓度调整至20%，采用高浓磨浆机

进行两段磨浆处理，第一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8-1 .0  mm，第二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3-0.4 

mm，控制磨后的浆料打浆度在30-36  SR。

[0018] 本实施例所得的浆料经过洗涤、筛选、净化、打浆处理后，可用于配抄瓦楞原纸、包

装纸板等。

[0019] 实施例3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切成2-4  cm长度，洗涤、除尘，备用。将备料后的玉

米秸秆原料放入反应釜中，在温度90  ℃的条件下，水浴加热处理45  min。在水浴热处理后

的原料中加入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三种酶复配而成的中性复合酶

进行生物处理；生物酶处理工艺条件为：酶活总用量280  IU/mL，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

酶、中性纤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2:3:5，处理温度50  ℃，pH  6.0–8.0,  处理时间60  min。取

出经生物酶处理后的原料，过滤脱水后，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料进一步

破碎和松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将机械挤压揉搓处理后的原料浓度调整至18%，采用高

浓磨浆机进行两段磨浆处理，第一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6-0.7  mm，第二段控制盘磨间隙为

0.2-0.3  mm，控制磨后的浆料打浆度在38-42  SR。

[0020] 本实施例所得的浆料经过洗涤、筛选、净化、打浆处理后，可用于配抄包装纸板、纸

塑模具等。

[0021] 实施例4

将风干的包含叶、皮、髓的玉米秸秆切成3-5  cm长度，洗涤、除尘，备用。将备料后的玉

米秸秆原料放入反应釜中，在温度60  ℃的条件下，水浴加热处理60  min。在水浴热处理后

的原料中加入由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酶、中性纤维素酶三种酶复配而成的中性复合酶

进行生物处理；生物酶处理工艺条件为：酶活总用量350  IU/mL，中性果胶酶、中性木聚糖

酶、中性纤维素酶的酶活比例为1.5:4:7，处理温度45  ℃，pH  6.0–8.0,  处理时间9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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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经生物酶处理后的原料，过滤脱水后，进行机械挤压及揉搓处理，使玉米秸秆原料进一

步破碎和松动，以利于后续机械磨浆。将机械挤压揉搓处理后的原料浓度调整至28%，采用

高浓磨浆机进行三段磨浆处理，第一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8-1.0mm，第二段控制盘磨间隙为

0.5-0.6  mm，第三段控制盘磨间隙为0.3-0.4  mm，控制磨后的浆料打浆度在35-40  SR。

[0022] 本实施例所得的浆料经过洗涤、筛选、净化、打浆处理后，可用于配抄纸塑模具、本

色生活用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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