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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椴全树木材密度和纤维形态的研究
杨永强 1,2 ，郭平平 1*，赵西平 1，赵鹏辉 1，柳子妤 1，杨紫菲 1
（1. 河南科技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洛阳 471000；2. 平江县林业局，平江 414500）
摘 要：木材密度和纤维尺寸是造纸的重要参考指标。为了给糠椴全树造纸提供理论依据，以东北地区常见的阔
叶树种糠椴（Tilia mandshurica）为对象，对树干、树枝和树根之间的密度、纤维尺寸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糠椴的
基本密度、绝干密度和气干密度大小均为树根＞树干＞树枝，全树的纤维占比达到 50%以上。树干平均纤维长度、宽
度、壁腔比和长宽比分别为 834.13 μm、31.05 μm、1.04 和 28.13。树根和树枝的平均纤维长度、宽度、壁腔比、长宽
比分别为 978.57 μm、32.91 μm、0.89、30.90 和 729.26 μm、25.47 μm、0.72 和 30.87。对造纸而言，糠椴树干和树根
的密度指标优于树枝，树根和树枝的纤维质量优于树干，树根和树枝属于优质纤维原料，树干属于中等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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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ood density and fiber size of Tilia mandshu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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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od density and fiber size are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es for papermak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apermaking of Tilia mandshurica, with a common broad-leaved tree species (T. mandshurica)
growing in Northeast China as the object, the differences in wood density and fiber size between roots, trunks and
branche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values of basic density, oven-dried density and
air-dried density of roots were the most, followed by the trunks and branches. The fiber proportion of the whole
tree was more than 50%. The average values for the trunks, roots and branches were 834.13, 978.57, 729.26 μm of
the fiber length, 31.05, 32.91, 25.47 μm of the width, 1.04, 0.89, 0.72 of the thickness-diameter ratio and 28.13,
30.90, 30.87 of the length-width ratio, respectively. For papermaking, the density indexes of T. mandshurica
trunks and root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branches, and the fiber quality of roots and branche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runk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roots and branches of T. mandshurica belong to the high quality fiber raw
material, and the trunks belong to the medium fiber raw materials.
Key words: Tilia mandshurica; trunk; roots; branches; density; fiber
木材的树干是制浆造纸的重要原材料[1]。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们对纸张需求
逐步扩大，导致木材供给逐步下降[2]。而木材资源
紧缺，成为制约造纸工业生产的瓶颈[3]，寻求更广
泛的纤维材料来源就成为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根
据吴富桢的研究[4]，树木树干的材积为全树的 2/3，
剩余的树枝和树根材积各占 1/6 左右，由于缺乏对
采伐剩余物科学利用的理念和技术支撑，部分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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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物堆放在林区，导致剩余的枝和根具有大量纤
维材料而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更有甚者会造成火灾
等严重危害[5]。目前我国对采伐剩余物的利用大多
集中在造纸、纤维板等工业用途。
糠椴（Tilia mandshurica）是椴树属阔叶材，又
名辽椴，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各省及河北、内蒙古
等地，椴属木材是东北地区 7 种重要阔叶树种之一，
在东北地区单位面积的蓄积量在 65.03～3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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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hm-2 之间，比造纸常用木材桦树单位面积的蓄积
量稍多，比杨树的蓄积量略少[6]。糠椴的树干木材
纹理直，结构细致而均匀，重量较轻，质地软，是
重要的结构材树种和造纸材树种[7]。目前，关于糠
椴树根和树枝的木材是否能够用于造纸还尚未可
知。木材密度和纤维尺寸是造纸原材料筛选的重要
因子，对它们认识欠缺是制约糠椴广泛应用的一个
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以糠椴的树干、树根和树
枝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糠椴各部位的木材密度、
纤维尺寸的差异，探讨了糠椴全树造纸的可行性，
期望为糠椴全树造纸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木材样品采自东北林业大学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在样地选取树体高大、生长状况良好的糠椴样
树进行采样，样品基本情况见表 1。用生长锥在 1.3
m 处钻取从树皮到髓心东西、南北方向的树芯，用
高枝锯采取树冠上生长旺盛的枝条，直径 5～11
cm，截取 20～30 cm。对近地表的根部进行挖掘，
直径 5～8 cm，截取 10～15 cm。
表 1 糠椴基本数据
Table 1 Basic data of T. mandshurica
编号 树高/m 胸径/cm 树皮率/% 冠幅/m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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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1
22
22
21

29.1
34.1
32.1
33.5
33.7

10.69
10.83
11.46
11.65
11.50

4.50
4.75
4.25
3.75
4.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木材密度
木材密度是造纸木材原料进行筛选的重要指标
之一，基本密度和绝干密度经常用以科学研究，气干
密度经常被用于工业生产。由表 2 可知，基本密度在
3 个部位间的差异不显著，绝干密度和气干密度在 3
个部位间略有差异。糠椴树干的基本密度、绝干密度
和气干密度分别为 0.33、0.39 和 0.42 g·cm-3，分别比
糠椴树根的密度小 0.06、0.05 和 0.03 g·cm-3，比树枝
的密度大 0.01、0.05 和 0.05 g·cm-3。

Table 2

1.2 方法
1.2.1 木材密度 树枝和树根样品木材密度通过国
家标准《木材密度测定方法》（GB/T1933－2009）
进行测定，树干木材密度使用东北科学实验室的测
量结果[7]。
1.2.2 组织比量 样品劈出 1 cm3 的小木块，通过水
煮排气后用丙三醇和乙醇 1:1 混合溶液对样品进行
软化，通过石蜡切片法使用莱卡切片机切出 14～16

糠椴树干

μm 横切面，使用番红染色后制成永久玻片，对糠椴
每个部位的连续 5 个年轮内的组织占比进行测量。
1.2.3 纤维形态 样品在心边材分界处劈出火柴棒
粗细的小木条，通过水煮排气后采用 30％硝酸离析
法，离析成功后制成临时玻片。采用 Mshot（MD6.4）
数字成像系统进行拍照、每棵样树的每个部位用木
材解剖测量系统（TDY-5.2）随机测量 60 根以上的
纤维长度、宽度等。
1.3 数据分析
木材密度、组织比量、纤维长度、宽度、长宽
比等指标使用 SPSS-23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各部
位间进行多重比较，Origin 作图。

表 2 糠椴木材密度
Wood density of T. mandshurica

（g·cm-3）

密度

树干

树根

树枝

基本密度
绝干密度
气干密度

0.33±0.03a

0.39±0.08a

0.39±0.04b

0.44±0.06b

0.42±0.04ab

0.45±0.06b

0.32±0.02a
0.34±0.03a
0.37±0.03a

注：字母相同代表不同部位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
，
字母不同代表不同部位间差异性显著（P＜0.05)。下同。

2.2 木纤维
木纤维在木材中起支撑的作用。从图 1 中可以
看出，糠椴为散孔材，木质部是由木纤维、管孔、
薄壁组织、木射线等木材组织组成，其中木纤维的
含量非常丰富。

糠椴树根
图 1 糠椴的显微构造
Figure 1 Microstructure of T. mandshurica

糠椴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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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表 3 糠椴的组织比量
Tissue ratio of T. mandshurica

农

业

%

组织比量

树干

树根

树枝

管孔

27.16±5.26ab

21.39±8.48a

32.30±7.66b

木射线

12.20±2.79a

15.94±3.51b

17.00±3.78b

薄壁组织

5.38±1.71a

4.13±2.48a

9.24±2.43b

木纤维

60.58±4.01b

51.94±6.06a

50.65±4.67a

纤维状管胞
韧型纤维
图 2 糠椴的纤维形态
Figure 2 Fiber morphology of T. mandshurica

由表 3 可知，糠椴的管孔占比、木射线占比、

变量
纤维长度/μm
纤维宽度/μm
壁腔比
长宽比

大

学

学

薄壁组织占比、纤维组织占比在树干、树根和树枝
木材中均为显著性差异。与糠椴树干、树根木材相
比，树枝木材的管孔占比、木射线占比、薄壁组织
占比均为最多，纤维组织占比最少，树干木材的木
纤维占比最多，占比达到 60.58%，树根和树枝木材
的木纤维占比均达到一半以上。
糠椴木材的纤维有纤维状管胞和韧型纤维两
种，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纤维状管胞的壁上有具缘
纹孔，长度略短，细胞壁厚，两端稍尖。韧型纤维
长于纤维状管胞，木纤维两端尖锐，细胞壁较厚，
呈纺锤型。纤维状管胞在糠椴木纤维中所占比例非
常小，而且在制浆造纸工艺中，韧型纤维与纤维状
管胞形态差异对制浆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8]。因
此，本研究对韧型纤维和纤维状管胞的木纤维尺寸
和分布并未加以区分。

表 4 糠椴的纤维尺寸
Table 4 Fiber size of T. mandshurica
树干
树根
834.13±225.26b

978.57±245.50c

31.05±6.61b

32.91±7.83c

1.04±0.42c
28.13±10.01a

0.89±0.36b
30.90±9.29b

Figure 3

2022 年

报

树枝
729.26±169.48a
25.47±8.01a
0.72±0.37a
30.87±10.72b

图 3 糠椴木材的纤维分布
Fiber distribution of T. mandshurica

木纤维的含量和尺寸对纸浆性能和造纸潜力有
很大影响[9-10]。由表 4 可知，糠椴树干、树根、树
枝木材的纤维长度、宽度、壁腔比、长宽比关系呈

显著相关，糠椴木材的平均纤维长度为树根＞树
干＞树枝，树根木材的平均纤维长度为 978.57 μm，
分别比树干、树枝木材的平均纤维长度长 144.4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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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30 μm。糠椴木材的平均纤维宽度为树根＞树
干＞树枝，按照《中国木材志》木纤维宽度的分级
定义[11]，糠椴树枝木材的纤维属于中等纤维，树干
和树根木材的纤维属于甚粗纤维。树干木材的纤维
壁腔比大于 1，树根和树枝木材的纤维壁腔比小于
1。纤维的结合程度还与纤维长宽比有关，糠椴树干
木材的平均长宽比是 28.13，树根和树枝木材的平均
长宽比均在 30 以上。
仅仅明确木纤维的平均尺寸对制浆造纸来说还
不够，还需要了解木纤维的尺寸分布范围。纤维长
度决定纤维制品质量，国际木材解剖学会（IAWA）
对纤维长度的分级标准分别以 900 和 1 600 μm 为
短中级长度分界线、中长级长度分界线[12]。糠椴树
干木材的纤维长度分布在 350～1 600 μm 之间，属
于短、中级纤维，纤维长度以 600～900 μm 为主，
900～1 200 μm 为辅，短级纤维占比 64.78%，中级
纤维占比 35.22%。树根木材的纤维长度分布为
400～1 700 μm，短、中、长纤维各有分布，纤维长
度以 900～1 200 μm 为主，600～900 μm 为辅，短
级纤维占比 42.5%，中级纤维占比 53.7%，长纤维
占比小于 4%。树枝木材的纤维长度分布为 350～
1 400 μm，属于短中级纤维，纤维长度以 600～900
μm 为主，300～600 μm 为辅，短级纤维占比 82.3%，
中级纤维占比 17.7%，无长纤维（图 3（a）
）
。糠椴
各部位的纤维宽度在 10～60 μm 之间，树干木材的
纤维以 20～30 μm 为主，30～40 μm 为辅，约占总
体的 89.04%。树根木材的纤维以 30～40 μm 为主，
20～30 μm 为辅，约占总体的 79.5%，树枝木材的
纤维宽度以 20～30 μm 为主，10～20 μm 为辅，约
占总体的 72.6%（图 3（b）
）
。壁腔比的分布范围是
0～2，
树干木材的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约占 49.50%，
树根木材的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约占 65.8%，树枝
木材的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约占 85.2%（图 3（c）
）
。
长宽比的分布范围是 10～70，树干木材的纤维长宽
比小于 30 的约占 63.45%，树根木材的纤维长宽比
小于 30 的约占 50%，树枝木材的纤维长宽比小于
30 的约占 76%（图 3（d）
）
。

3

讨论与结论

木材密度是评价木材性质的重要指标，木材密
度与木纤维的联系非常密切[13]。在相同条件下，密
度越大的木材强度与硬度越大，木纤维排列也越紧
密，若密度过大，则木材纤维排列比较紧密，这将
增加打浆过程机械的损耗率；反之若密度小，木材
纤维排列比较松散，虽然能顺利打浆但是会影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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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质量 [14]。糠椴树干、树根、树枝的密度分布范围
分别是 0.33～0.42 g·cm-3 、0.39～0.45 g·cm-3 和
0.32～0.37 g·cm-3，常见的优良造纸树种杨树可以制
作出优 质的纸浆，它 的密度分 布范围 是 0.33～
0.51g·cm-3[15]。结合对比糠椴密度范围，发现糠椴树
干和树根的密度属于以上范围，树枝的密度略超出
这个范围。
纤维含量超过 50%的材料就能制造出优良的纸
[16]
浆 ，糠椴树干、树根、树枝的纤维含量分别达到
60.58%、51.94%和 50.65%，均达到制造纸浆的要求。
木纤维的尺寸决定着木材纤维的适用范围[17]。据研
究发现纤维长度大于 330 μm 用于造纸就不会对纸
张强度造成影响，并且长纤维和短纤维的结合更能
提高纸张抗撕裂能力[18-19]。糠椴树干和树枝木材的
纤维长度为短、中级纤维，树根木材的纤维长度则
短、中、长级各有分布，树干、树根、树枝的短、
中级纤维总占比在 90%以上，树干、树根和树枝木
材的平均纤维长度都在 700 μm 以上，造纸常用木
材杨树短、中级纤维占比在 95%以上，纤维平均长
度在 1 000 μm 左右，所以糠椴树干、树根和树枝都
可以做纤维长度为 600～1 000 μm 的吸墨纸等，树
干和树根还可以做纤维长度为 800～1 000 μm 的打
字纸等[20-21]。糠椴树干、树根和树枝的纤维宽度主
要集中在 20～40 μm 之间，纤维宽度又分成细胞壁
厚和细胞腔宽，细胞腔大而细胞壁薄的纤维柔韧性
好。纤维壁腔比是决定纤维原料质量的重要指标，
糠椴树干木材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纤维占 50%，树
根木材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纤维占 65.8%，树枝木
材纤维壁腔比小于 1 的纤维占 85%，树干木材纤维
平均壁腔比等于 1，树枝和树根木材纤维平均壁腔
比均小于 1，Runkel 认为壁腔比等于 1 为衡量纤维
原料的标准，对壁腔比小于 1 的纤维进行打浆就可
以使纤维之间结合更加紧密，形成高强度的纸张，
壁腔比等于 1 的是中等纤维原料，大于 1 是劣质原
料[22]。造纸常用木材杨树纤维的平均壁腔比在 0.5
以下，属于优等材料，虽然糠椴树干、树根、树制
的纤维壁腔比均大于杨树，但是，糠椴树根和树枝
的纤维同样属于优质范畴，树干的纤维也在中等范
畴。纤维结合程度还与纤维长宽比有关[23]，糠椴树
干木材纤维长宽比大于 30 的纤维占 36.55%，树根
木材纤维长宽比大于 30 的纤维占 50%，树枝木材
纤维长宽比大于 30 的纤维占 23%，国内一般认为
阔叶树材纤维长宽比在 30～45 最适合造纸[24]，但
是纤维在打浆过程中会发生纤维润胀效应，所以对
长宽比作为造纸打浆的一项标准要理性看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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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木材密度和纤维尺寸分析结果，糠椴全树
的纤维占比达到 50%以上，有作为优质纤维原料的
潜质，树干木材密度满足生产优质木浆的需求，纤
维属于中等造纸原料，可以做吸墨纸、打字纸等。
树根木材密度满足生产优质木浆的需求，纤维均属
于优质造纸原料，可以做吸墨纸、打字纸等。树枝
木材密度不满足生产优质木浆的需求，纤维属于优
质造纸原料，可以做吸墨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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