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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D 防腐改性速生杨木防腐剂的流失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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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已有木材防腐剂氨溶季胺铜(ACQ-D)研究基础上，结合其工业化防腐木材生产实际情况，比较分析
了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对防腐改性木材药剂沉积量和流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化真空-加压浸渍工艺条件下，
调整防腐液质量百分数是获得防腐改性木材不同药剂沉积量的有效措施；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对防腐改性木材药剂
沉积量影响不显著，在实验范围内，通过调整 ACQ-D 质量百分数，可得到不同药剂沉积量的改性木材；相同药剂
沉积量的防腐改性木材，不同初始含水率 ACQ-D 防腐改性木材的药剂流失性规律相似；通过指数函数模拟，可得
到 ACQ-D 防腐改性速生杨木木材药剂流失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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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preservative leaching from ammoniacal copper
quaternary-treated fast-growing poplar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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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the initial wood moisture content on the preservative retention and leaching wa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ACQ-D-treated wo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servative concentration matched the preservative attention of the treated wood well by using industrial pressure impregnation method. The initial wood moisture conten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servative attention
of the ACQ-D-treated wood. In the range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treated wood could be obtained according
to ACQ-D concentration. For the same preservative attention of ACQ-D-treated wood, the preservative leaching
regularity was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initial wood moisture contents. The preservative leaching
of ACQ-D-treated poplar wood can be forecasted using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 models.
Key words: wood preservation; fast-growing poplar; ammoniacal copper quaternary; preservative retention;
preservative leaching
对木材进行防腐处理，是延长其服役周期和提
高其使用质量的有效措施。与油载类和油类防腐剂
相比，水载类木材防腐剂处理木材后，产品表面清
洁，不影响其后续的涂饰和粘结等加工工序，也不
掩盖木材纹理，有利于表现装饰效果，因此为市场
所 青 睐 。 其 中 ， 重 铬 砷 酸 铜 （ chromated copper

arsenate，CCA）防腐效力强且持久、价格便宜，曾
一度成为最主要的木材防腐剂，但随着人们环保意
识的增强，该类防腐材在使用过程中重金属离子流
失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该类防腐材报废后一
直未有有效妥善的处理手段，因此目前其在国际范
围内受到禁用或限用[1-2]。氨溶季胺铜（ammonia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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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quaternary，ACQ-D）材料成本与 CCA 接近，
对常见的木腐菌具有广普性，对环境危害小，且不
影响木材的力学性能，因此成为现阶段木材防腐剂
的首选[3-5]。
目前国内天然林已全面禁伐，森林资源的供给
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国产速生木材已成为木材工业
用材的主力军。以江苏省北部速生杨木为例，其一
般材质松软，天然耐久性差，易为菌虫侵蚀而降
等[6]，因此使用前一般进行防腐处理。但在木材防
腐剂应用中的一个首要的重要问题就是药剂抗流失
性，它不仅直接影响材料防腐作用的持久性，而且
其流失也成为土壤和水源等环境污染的隐患。
防腐剂的杀菌效力取决于其活性成分在木材多
聚糖中的固着[7]。研究表明，在以铜离子为主要有
效成分的水基防腐剂中，处理材中铜的流失量与防
腐剂固着程度直接相关[8]；热空气干燥和改变防腐
处理后的环境温湿度，以及加速通风等，均能不同
程度地提高 ACQ-D 处理材中防腐剂的固着，并降
低流失性[9-11]，但防腐剂的流失仍无法完全避免。
中国木材防腐市场方兴未艾，国内防腐厂家在
防腐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对木材初始含水率、防
腐药液中有效成分的质量百分含量实时控制等多种
关键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够，木材防腐处理后药剂保
持量波动范围较大。因此，本研究目的是考察工业
化防腐木材生产工艺条件下，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
和不同药剂沉积量 ACQ-D 防腐改性木材中药剂流
失特性，试验结果可为后续针对性抗流失措施提供
数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速生杨木 I-69，采自江苏淮安楚州区白马湖农
场，树龄 16 a，取其边材。参考规范《木材含水率
测定方法（GB/T 1931-2009）》 [12]，调整木材试样
含水率至绝干，并记录每块试样绝干质量。再将试
样等分为 3 组，其中一组试件含水率为 0 %（T0），
另外两组的含水率分别调整至 10 %～12 %（T10）
和 18 %～20%（T20）。
ACQ-D 防腐剂购自国内木材防护剂公司，蓝绿
色透明液体、微黏，有效成分质量分数 15 %，其中
铜（CuO）质量分数为 10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
（DDAC）质量分数为 5 %。根据标准《木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2012）》 [12]，采用
蒸馏水将其配置为活性成份分别为 1.2 %、1.6 %和
2.0 %等 3 种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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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木材防腐改性处理方法 根据目前市售防腐
木生产工艺，对不同含水率速生杨木进行真空－加
压浸渍处理：
（1）将木材试样置于真空罐内，抽取真空度至
0.08～0.09 MPa，并保持 10 min；
（2）加入 ACQ-D 防腐液，完全浸没试样；
（3）加压至 1.5～1.8 MPa，并保持 20 min；
（4）卸压，抽真空至真空度 0.70～0.75 MPa，
并保持 10 min，以排除多余防腐液；
（5）调整至常压状态，试样出罐；
（6）试材经浸渍后，在遮阴、通风条件下静置
7 d；
（7）在不高于 60℃环境中干燥试样至含水率
在 10%～15%范围内；
（8）改性材在温度（20±2）℃、相对湿度（65
±5）%条件下调质至少 10 d，直至质量恒定。
1.2.2 改性材防腐剂流失性测定方法 按照美国木
材保护协会标准 AWPA E11-2007 进行防腐剂流失
试验[14]。每组取 6 个试样置于 500 mL 烧杯，加入
300 mL 去离子水，试样完全浸没其中，将烧杯置于
真空状态，抽真空至 0.03 MPa，并保持 20 min。解
除真空后，用保鲜膜封住杯口防止水分蒸发，将烧
杯置于恒温震荡器上（震荡速度 80 r·min-1）。在 6、
24、48 h 及此后每隔 48 h，用新鲜去离子水更换流
失水，共进行 14 d。
收集每次流失水，采用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其
中铜元素质量分数，计算铜流失总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剂保持量
3 种初始含水率状态木材的防腐改性材，其防
腐剂沉积量见图 1。

图 1

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和防腐液质量百分数时防腐改
性材药剂沉积量
Figure 1 The effects of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and preservative concentration on preservative retention in the
treat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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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知，采用真空－加压浸渍处理方式，
杨木改性材内药剂沉积量随防腐剂质量百分数的提
高而增大，通过调整防腐剂质量百分数是获得不同
药剂沉积量的有效可靠措施；当 ACQ-D 质量百分
数调整至 1.2 %时，木材试样内防腐剂沉积量达到
4.06～4.21 kg·m-3，根据文献[13]，符合 C1—C3 等
环境的使用要求。当 ACQ-D 质量百分数调整至
1.6%时，木材试样内防腐剂沉积量达到 5.41～5.56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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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3；当 ACQ-D 质量百分数调整至 2.0 %时，木
材试样内防腐剂沉积量达到 6.43～6.60 kg·m-3，根
据文献[13]，符合 C4A 环境的使用要求。试验范围内，
木材初始含水率不同，改性材内药剂沉积量略有不
同，但影响不显著。因此，真空-加压浸渍方式工业
化生产 ACQ-D 防腐改性木材工艺，当木材初始含
水率在 20%以下时，可以不考虑初始含水率对改性
木材内药剂沉积量的影响。

图 2 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条件下 ACQ-D 防腐改性材药剂保持率
Preservative retains in ACQ-D-treat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s

余结构抗力为：
u ( R ( n ))  exp(  k

图 3 不同药剂沉积量条件下 ACQ-D 防腐改性材药剂保持率
Figure 3 Preservative retains in ACQ-D-treat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preservative weight gains

2.2 药剂流失率
文献[15-16]指出，结构抗力随时间的变化是一
维或多维非平稳随机过程。为分析结构可靠度，可
将非平稳随机过程平稳化，即有式（1）。
R(n)=a(n,k)R0
（1）
式中：Rn 为结构在使用 n 时间后的剩余抗力；
R0 为结构初始抗力；k 为结构抗力衰减系数；a(n,k)
为结构抗力的确定性衰减函数，对于该衰减模型，
指数型衰减模型吻合性较好而最为常用（见式（2））
，
使用 n 时间后的剩余抗力函数可变换成式（3）
。
n
（2）
a(n, k )  (1  k )r
1

T

因此，结合式（1）和（2），使用 n 时间后的剩

n
)u ( R0 )
T

（3）

式（3）中，衰减函数参数 k 根据设计使用寿命
T、已使用时间 n，初始结构抗力的均值 μ(R0)和既
有结构构件当前抗力均值 μ(R(n))唯一确定。故该抗
力均值的衰减模型唯一确定。
通过以上分析，结构（或材料）在长期使用过
程中，其使用功能逐渐降低，即性能为时间的衰减
函数，如果是胶接材料，则其实质就是化学键断裂
的数量与使用时间的关系。在本试验中，ACQ-D 改
性材，随着时间的延长改性剂 ACQ-D 逐渐从内部
析出至表面被冲刷掉而流失，其实质相似。因此，
考虑用指数函数对 ACQ-D 防腐材中药剂流失规律
进行分析，则材料使用过程中任意时刻的防腐剂保
持率为：

y  l  m xn

（4）

式中：y 为防腐改性材内部药剂保持率，%；x
为使用时间；l、m、n 均为常数。
根据防腐改性材实际使用情况分析，当使用时
间 x 为 0 时，防腐剂流失量为 0，即 y0=100%，则
通过该边界条件，可以界定 p1=100，因此式（4）
可以简化为：
y 100 m  xn

（5）

防腐改性材妖姬流失率结果显示（图 2）
，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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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范围内，木材初始含水率不同，但在相同药剂沉
积量时，其药剂的流失性能相似，且终流失率接近，
为便于简化建模，可认为，木材初始含水率在 20%
以下时，对于同种药剂沉积量的防腐改性木材，均
可根据式（5），利用 Origin 分析软件，按照最小二
乘法原理对 ACQ-D 防腐改性材药剂留存情况进行
回归分析，拟合曲线如图 3 所示。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由于 ACQ-D 木材防
腐剂为水载型，其有效成分能够随着水溶剂的夹带
而进入木材内部，但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如其有效
成分未完全固着在木材内部，也能够随着水的冲刷
再次从木材内部溶解而析出。在防腐木材实际使用
环境中，环境一般为高温高湿等适于虫、菌等生长
的条件，其对应 ACQ-D 防腐改性材内药剂的流失
性就与其亲水性相关。蒋明亮的研究结果[17]表明，
ACQ 处理后的毛白杨，其吸湿性强于素材，这是由
防腐剂较强的吸湿性造成的。根据高峰等[18]的研究
结果，长链烷基季铵盐对物质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通过吸附作用在物质表面聚集成膜起到杀菌消毒等
作用，其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ACQ 固着有效
性。季胺盐为弱碱性，为使其不易流失，防腐剂均
为碱性，而木材为弱酸性，在酸性条件下防腐剂溶
解度有所增加，这是 ACQ 防腐剂固着性不佳的原
因。ACQ-D 在木材内部的固着过程取决于几个因素
的综合效果，其中内部热量为最为关键的因素，它
是固着过程的催化剂，较高的木材温度能够起到加
速防腐剂成分与木材组分之间固着过程的作用[19]。
木材内部温度在一定范围内越高，防腐剂的 pH 值
下降得越快，较低的 pH 值有利于 ACQ-D 中已醇铵
铜化合物带 2 价阳离子与细胞壁物质进行酸性离子
交换反应，即在木材中的酸性条件下 Cu2+能够置换
出 H+，与细胞壁物质生成不溶于水的化合物固着到
木材中，如半纤维素中糖醛酸以及木质素中酚羟基
和芳香醚等就是 Cu2+进行离子交换主要场所[20-22]。
因此，当防腐改性材中存在过多的自由水时，大量
热量用于加热自由水，从而延缓了木材内部温度的
升高，不利于固着反应的进行。因此，为提高 ACQ-D
防腐改性材的药剂抗流失性能，仍需从调整浸渍后
的后处理工艺参数进行改善。

3

结论

速 生 杨 木 含水 率 分 别为 0% 、 10% ～ 12% 和
18%～20%等 3 个水平时，不同木材初始含水率对
防腐改性木材药剂沉积量影响不显著。ACQ-D 质量
百分数调整至 1.2 %和 2.0 %，采用工业化真空-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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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工艺，可获得药剂保持量分别为 4.06～4.21
kg·m-3 和 6.43～6.60 kg·m-3 的防腐改性材，分别满
足 C1—C3 和 C4A 环境条件使用要求。防腐液质量
百分分数是防腐改性木材不同药剂沉积量的有效可
靠措施。
相同药剂沉积量的防腐改性木材，不同初始含
水率 ACQ-D 防腐改性木材的药剂流失性规律相似；
通过指数函数模拟，可得到 ACQ-D 防腐改性速生
杨木木材药剂流失规律，ACQ-D 质量百分数分别为
1.2 %、1.6 %和 2.0 %时，防腐改性材中药剂保持率
分别为 y=100–5.9085x0.3495、y=100–4.5915x0.3826 和
y=100–5.0483x0.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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