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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高效利用及其制板工艺的研究进展
汪嘉君，倪

林，刘君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农作物秸秆人造板的使用不仅填补了我国因木质资源短缺造成木基人造板供不应求的现状，还可以减
少因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危害。但是秸秆制板工艺受到胶黏剂和秸秆自身特性的限制。通过综述秸秆资源的
利用方式，原料特性和使用不同胶黏剂秸秆人造板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分析现状总结了秸秆人造板生产中在储运、
工艺和胶黏剂的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秸秆人造板的发展方向，为秸秆人造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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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straw and straw-board manufacture technology
WANG Jiajun, NI Ling, LIU Junl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od Industry,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straw-based panel can not only fill the gap of short supply of wood-based
panels caused by the shortage of wood resource, but als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ther hazards
caused by burning straw. The adhesive performance and the quality of straw are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straw-board.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status in the use patterns
and characters of straw and straw-boar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adhesives. We also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anel manufacture, including problems in storage, technology and choice of adhesive. Finally, we provided
the direction in future manufacture of the straw-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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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秸秆产量居世界首位。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每年秸秆总产量为 50.81 亿 t，
其中中国秸秆产量为 9.4 亿 t，主要是水稻、玉米和
小麦。秸秆作为农作物副产品，是一种可以综合利
用的可再生资源[1]。
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作物秸秆
大量剩余，长期在田间焚烧和废弃等未利用的达到
2.15～3.14 亿 t[2-3]，不仅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还导
致空气污染，出现严重雾霾。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同
时，还给交通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秸秆处理问题
日益突出，特别在粮食主产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
农民为抢种，直接在田间焚烧秸秆，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另外，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率低已经成为
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2008 年 7 月 2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表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的意见”。对秸秆的充分、高效利用，符合循
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秸秆工业化利用将会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秸秆资源的利用

传统的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有肥料化利
用、能源化利用、饲料化利用和工业原料化利用等。
秸秆肥料化利用是将秸秆还田以改善土壤理化性
状，提高土壤肥力，但是秸秆的有些部分不易腐烂，
过量还田会对土壤有副作用，影响播种。秸秆能源
化利用主要途径有直燃技术、沼气化和发电等，直
接燃烧效率低，其他能源化利用尚未大规模推广。
而将农作物直接作为家畜饲料，其蛋白质、可溶性
碳水化合物等有益成分含量低，粗纤维含量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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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秸秆的工业原料化利用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改
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非木质资源一直是制浆工业的重要原
料之一，但是随着非木浆的清洁生产任务严峻，从
2004 年 1 180 万 t 降到 2014 年的 755 万 t，特别是
麦稻草浆，从 2004 年的 900 万 t 降到 2014 年的 336
万 t。2013 年农业秸秆原料只占我国制浆原料的
4.8%左右，这使得我国农村秸秆资源富余量大大增
加。针对农业废弃秸秆的综合利用问题，近期，中
国工程院 8 位院士和近 10 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专
家，联名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推广先进技术模式利
用农业秸秆制浆造纸的建议”，在建议中认为：利用
农业秸秆清洁制浆并生产制备纤维制品是大量消耗
农业秸秆的重要途径[4]。

2

秸秆原料的特性

秸秆，以麦秸为例，学名 Triticum aestivum
Linn.，结构见图 1，是生产迅速，储量丰富的农业
副产品，比如在德国每年有 1 000 万 t 左右的麦秸资
源未被还田 [5] 。秸秆资源的非纤维细胞含量大于
50%，远大于木材的非纤维细胞含量（见表 1）
。一
年生禾本科植物有丰富的生物质，主要由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纤维素是网络骨架，嵌入
在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基质中。这样的结构阻碍了工
业化的生物转化利用[6]。还包含少量的糖、油脂物、
蜡，灰分中的硅、单宁、色素和有机氮化物等。由
于秸秆难以工业化利用，以及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
和 石 油 资 源 的 枯 竭 [7-9] ， 美 国 林 产 品 实 验 室 的
Rowell[10] 对多种秸秆进行纤维性能和成分比较分
析，可知采用秸秆资源等非木材植物制浆生产纤维
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产品质量不亚于木材原料
的纸浆或纤维板，故可称秸秆原料是很有发展潜力
的纤维板生产资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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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麦秸的结构
Figure 1 Wheat straw structure

虽然秸秆具有产量大，种植面广，易收集和价
格低廉等优势，并且在制浆和板材的生产中，动力
损耗比木材原料低。但是秸秆原料还具有以下缺点：
（1）秸秆灰分中非极性物质的二氧化硅含量很
高，硅物质使得在制浆过需要额外的特殊处理和花
费更多成本，同时，在人造板生产中这些物质的存
在对刀具、磨片以及砂带的磨损带来不利的影响，
还会影响纤维间的胶合性能，传统的胶黏剂性能差，
胶合性能较好的异氰酸酯胶黏剂（MDI）成本高且
脱模困难[11-12]；
（2）秸秆外表皮含有蜡质，这给原料制备工序
以及产品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麦秸表面
角质层阻碍了胶滴润湿、扩散以及渗透[13]；
（3）虽然秸秆原料的纤维形态和化学成分与木
材原料相似，可是其所含的糖类物质和浸提物高于
木质材料，所以在制浆成板过程中还要考虑到防腐、
防霉、防变色以及防火等措施；
（4）非木材植物原料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质地
蓬松、运输成本较高、贮存难度大。
结合秸秆的特性，在生产工艺、胶黏剂的选择
和设备改进优化等方面需要进行改革[14]。

表 1 秸秆与几种木材细胞形态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the cell morphology of straw with several kinds of woods

3

原料
Raw material

纤维细胞
Fiber cell

稻草 Rice straw
麦秸 Wheat straw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落叶松 Larch
红松 Pinus koraiensis

46.0
62.1
98.5
98.5
98.5

薄壁细胞 Parenchyma cell
杆状 Rod
6.1
16.6

秸秆人造板的研究现状
我国秸秆人造板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非杆状 Non-rod
40.4
12.8
1.5
1.5
1.8

%

导管
Vessel

表皮细胞
Epidermal cell

其他
Others

1.3
4.8

6.2
2.3

1.4

70 年代，发展快。已成功研制秸秆刨花板、秸秆纤
维板、草/木复合中密度纤维板、软质秸秆板、轻质
复合墙体材料、秸秆炭和秸秆/塑料复合材料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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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秸秆人造
板的工业化生产[15-16]。截至目前，我国秸秆板产能
已达 50×104 m3·a-1，生产线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
四川 、山东和陕西等地区[17]。秸秆人造板用胶黏
剂中，不同种类的胶黏剂对秸秆单元的胶合质量有
所差异，不仅要保证秸秆人造板的强度，还要确保
最终产品和生产过程中对人体和环境无危害。秸秆
与木材存在很大的差异，表面的蜡质层和较高的硅
含量对人造板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胶黏剂的选
择和秸秆单元的预处理是制造秸秆人造板的主要研
究方向。用于秸秆的胶黏剂主要有合成树脂胶黏剂、
无机胶黏剂和生物胶黏剂。此外，也有研究者研究
生产秸秆无胶人造板的工艺和应用。
3.1 合成树脂胶黏剂秸秆人造板
秸秆人造板的发展可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
近些年，使用合成树脂胶黏剂对秸秆人造板的生产
研究仍在继续。常用的合成树脂胶黏剂主要有酚醛
树脂胶黏剂（PF）、脲醛树脂胶黏剂（UF）、异氰酸
酯胶黏剂（MDI）和一些改性的树脂胶黏剂等。
Boquillon 等[18]分别使用 UF 和聚对苯二甲酸酯
（PTP）为胶黏剂，借鉴木材刨花板的生产工艺，
制造密度为 0.7 g·cm-3 麦秸刨花板。UF 麦秸刨花板
的内结合强度（IB）和吸水厚度膨胀率（TS）差，
使用 PTP 制备出的麦秸刨花板的 IB 增大了 14 倍，
TS 减小了 81.67%，产品性能可达到法国刨花板行
业标准。这是因为 UP 与麦秸的相容性差，接触角
为 84°，而 PTP 对麦秸有较好的润湿性，接触角为
57°。由于 PF、UF 和三聚氰胺-尿素树脂胶黏剂
（MUF）制板都很难达到满意的物理力学性能，
Halvarsson 等 [19-20] 对使用改性三聚氰胺尿醛树脂
（UMF）制造麦秸中密度纤维板。具体的实验方法
是：先对麦秸秆纤维进行机械预处理，再利用热水
蒸气和硫酸酸性处理，这不仅使麦秸结构变得蓬松，
还降低了树脂固化的 pH 值。生产出来的纤维板密
度高于 0.78 g·cm-3，树脂含量大于 14％，达到了木
材复合板英国标准水平。
对秸秆的预处理方法也影响板材的性能，如
Zhu 等[21]对麦秸原料进行碱处理后，麦秸纤维表面
易被胶滴浸润，有利于化学键合。这表明了碱处理
可以增加麦秸表面活性，从而提高胶合性能。
Dumitru 等[22]将麦秸和增强环氧树脂（EP）分
别在 4 种不同空间取向（单向、正交、随机、特定）
下进行复合固化，结果发现人造板的抗拉强度和弹
性模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大，可知秸秆的铺装方式
影响了板材的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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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树脂胶黏剂虽然具有较好的胶合性能，但
是制备成本高，释放游离甲醛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
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3.2 秸秆无机人造板
无机人造板是以无机物作为胶黏剂，常见类型
有硅酸盐无机板、氯氧镁水泥板、粉煤灰板和石膏
板等。秸秆无机人造板从根本上解决游离甲醛的危
害，其具有阻燃、防水、防腐和耐水的优良特性，
但是胶合初始强度低，固化时间长，板材耐水性能
差，易受潮翘曲变形，有返卤返白的缺陷。
单组分的无机胶黏剂使用性能较差，所以常将
无机胶黏剂混合或改性使用。朱晓丹 [23] 使用氯化
镁、氧化镁和硅酸钠为胶黏剂（固含量：66.2%；
密度：1.6 g·cm-3），并添加磷酸三钠和硫酸亚铁等
改性剂，分析了稻草刨花形态、胶草比、密度和板
材结构对秸秆板物理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生成的
板材与杨木单板复合制成产品可作为环保地板使
用。刘德军等[24]使用无机（硫酸镁、碳酸镁和活性
硅等）和有机凝胶材料（豆胶和改性 MDI）混合制
成新型胶黏剂，再与秸秆碎料搅拌、铺装、热压成
型制板，在无机和有机材料质量比为 4:1，胶草比为
0.65:0.35，100～120℃，80 Mpa 条件下热压 3 min
制成的秸秆无机人造板达到中密度纤维板的国家标
准。
吴义强等[25]使用等离子体、微波、物理和化学
等处理方法对秸秆纤维和无机胶黏剂的界面进行调
控，秸秆纤维平均相对自由基浓度降低了 42.5%，
胶合强度提高 38%。
成型常采用热压工艺，但温度过高会降低制品
的机械强度。符杉等[26]将麦秸碎料和无机胶黏剂通
过冷压成型工艺制备麦秸无机碎料板，随胶草比和
密度的增加，界面接合性能变好，界面摩擦阻力增
大，板材力学性能变好，热稳定性增加。吴义强等[27]、
凌启飞等[28]在冷压板坯时，喷射 CO2 气体，不仅可
以缩短加压周期，还可以改善制品力学性能。
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加强对秸秆无机纤
维板的性能改良、加工设备和应用方面的研究，生
产出应用范围广、性能良好的低密度秸秆无机人造
板。
3.3 生物秸秆人造板
生物秸秆人造板使用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作为胶
黏剂的主要成分，常用的类型有淀粉类、蛋白类和
纤维素类等。生物胶黏剂作为历史上最早使用的黏
结材料，制备的秸秆人造板在耐水性能、胶合强度
等指标上有很大的缺陷[29]，随着人们绿色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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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强，近年来，对生物秸秆人造板的研究和利用
增多。
王敏等[30]比较了海藻酸钠、瓜尔胶、淀粉胶和
植物蛋白胶，采用 20%质量分数的生物胶与秸秆粉
末混合，并加入 2%防水剂甘油，热压成板。麦秸
与植物蛋白胶和瓜尔胶基体的界面模糊，被基体包
裹较好。而海藻酸钠和淀粉胶麦秸板的界面胶合性
能差，存在明显界限，两相界面空穴和缺陷多。植
物蛋白胶麦秸板的力学性能与塑料复合材料相对，
但是吸湿性有待提高。
时君友和汤芸芸[31]使用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
加入 3%的改性水性高分子异氰酸酯胶，在 160℃，
3.5 MPa 的条件下热压 15 min，制成的 0.7 g·cm-3 的
稻 秸 人 造 板 的 各 项 理 化 性 能 均 能 达 到 GB/T
4897.3-2003[32]标准。Cheng 等[33]利用尿素对大豆面
粉胶进行改性处理，再加入 0.4%的硫代磷酰胺制备
麦秸板，随硫代磷酰胺含量的增大，板材的吸水膨
胀率越小。Leiva 等[34]也得出相似的结果，使用碱
改性大豆浓缩蛋白胶、PF、UF 和改性前的大豆胶
压制稻壳颗粒人造板，测试结果表明 PF 板胶黏强
度和耐水性较好，改性大豆蛋白胶的 WA、TS、
MOE、MOR 和 IB 较改性前变好，与 UF 胶板性能
相近，且尺寸稳定性较优。张亚慧等[35]对大豆胶进
行酸化处理，大豆胶的颜色随 pH 的降低变浅，粘
度先上升再下降，可以在不影响大豆蛋白胶胶合强
度的同时对其颜色进行改良。
3.4 秸秆无胶人造板
胶黏剂的选择是秸秆人造板生产的关键问题，
尽管合成树脂胶黏剂有很多优良性能，但是释放出
的游离甲醛对环境和人体有很大的危害。因此，探
索新型胶黏剂及胶合方法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
视。其中，无胶人造板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消除环
境危害，简化生产过程，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无
胶人造板依靠活化剂、催化剂等方法对原料基本单
元进行活化，使得原料单元粘合成板，并且通过热
压，使单元之间紧密接触。解决人造板基本单元的
界面活化和胶黏物质的形成问题是实现无胶胶合的
所需要关注的。在特定的压力，温度和催化剂等条
件下进行物质转化，从而使界面性质产生变化，实
行胶结。
早在 1982 年，Mobarak 等[36]将气干甘蔗及其渣
芯在不同条件置于密闭模具中热压，发现在热压过
程中发生了自胶合，而且生产出的产品密度高，类
似塑料。可见碎料之间的紧密程度对无胶胶合有很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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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对秸秆无胶人造板的性能有
重要影响。任博文[37]利用碱溶液活化法制备无胶胶
合板，即将稻麦草与碱木素混合后，由于结构中含
有的大量苯酚结构单元会对稻草及麦草的结构单元
起到活化作用。在热压过程中，稻草、麦草秸秆自
身结构中的木素发生热解，加之碱木素的邻苯二酚
结构，在热压过程中反应生成脱甲基木素，改善了
碎料分子的均一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碎料纤
维之间的结合程度。Luo 等[38]使用热水预处理稻秸，
用于制作无胶颗粒人造板，温度、反应时间以及化
学试剂作为变量。结果表明，热水预处理对生产稻
秸无胶板的物理机械性能有显著影响；静曲强度、
内结合强度明显增大，吸水率减小；当温度为 170
℃、处理 15 min 时，板材性能最佳。与水热处理法
相比，酶活化法在无胶胶合中反应环境更温和。张
亚卓[39]以麦秸为基材，采用漆酶水浴和喷淋两种预
处理方式后得到改性的秸秆纤维单元，热压制备麦
秸无胶纤维板，研究表明添加一定量的木纤维有助
于提高无胶纤维板的强度。内结合强度受预处理影
响较大，这是因为漆酶提高了麦秸纤维表面活性，
促进木素的降解生成含有酚羟基的物质，并在热压
和酸性条件下产生单糖类物质，此类物质缩聚，具
有一定的胶合作用。
无胶中密度纤维板多采用湿法制浆，Fahmy
等[40]使用大于 1 mm 的棉秆颗粒，在最高温度 160
℃下热压制成 4 mm 厚的硬质纤维板。测试板材的
抗弯强度、水分含量等参数。板材的抗弯强度可达
到 63.70 MPa，水分含量最低为 12.1%，所以可以通
过干法制浆无胶热压成板的方法制备出具有一定机
械强度的硬质纤维板。
关于胶合机理的几种可能的解释分别是：木质
素-糠醛聚合物[41]、木质素缩合反应[42]；糠醛的化
学反应[43]，而且木质素受热软化的物理现象也被认
为是纤维板制成的原因之一[44]。事实上，根据原材
料和制造工艺的不同，其无胶胶合机理都不相同。
结合新型的分析手段，如利用化学分析光电子能谱
（ESCA）、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电子自旋共
振波谱（ESR）、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扫描
电子显微镜（SEM）等对材料的表面和化学成分进
行分析，可进一步研究胶合机理，可为提高秸秆无
胶人造板性能提供理论基础。

4

存在问题

4.1 秸秆的储存、运输
秸秆季节性很强，一年生的植物，资源分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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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质轻体积蓬松，这也给秸秆原料的收集和储存带
来了不便，秸秆资源贮存量和贮存方式随生产规模、
原料种类及收购季节偶有差异。如当地农民有收集
秸秆的习惯，特别是部分农户将秸秆压缩打包后进
行仓储，用于之后持续性的秸秆工业化利用为宜。
此外，秸秆资源的堆放方式和堆垛规格也很重要，
过高会发生堆垛倾斜倒塌，过低占用场地过大，要
留有充分的通风、运输及防火通道。
4.2 胶黏剂的选择
合成树脂胶黏剂、无机胶黏剂和生物胶黏剂在
秸秆人造板的生产中各有利弊。例如，异氰酸酯的
产品无甲醛释放，性能优于脲醛树脂的产品，但是
经过估算，在同等用胶量下，异氰酸酯胶黏剂的成
本是脲醛树脂胶黏剂的 10 倍。
所以应当结合秸秆原料的特性，选择不同的胶
黏剂和加工工艺，制备符合国家标准的秸秆人造板，
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4.3 秸秆人造板的性能
秸秆原料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产品耐水、防
霉和防腐性能较差，应用范围有限。为了需要克服
秸秆原料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
艺进行改良，以拓展板材性能，赋予其特殊的功能。
针对不同种类秸秆资源的特性和应用领域，改
性剂的选择需要注意到成本和环保的问题。
4.4 无胶胶合技术的选择
虽然无胶人造板的研究已经持续很多年，但在
纤维制造、加工工艺、胶合机理以及无胶人造板的
功能化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其研究与讨论还
局限于实验室水平，最主要的是其制造工艺中无胶
胶合的机理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5

展望

秸秆资源在综合利用上还有很多不足，结合木
材工业和环境资源的现状，将秸秆资源实现生物质
转化，纤维分离并压制成具有一定物理力学性能的
板材具有很大意义。生产纤维板的纤维制造过程中，
污水处理一直是一大难题，如何利用好黑液中的木
质素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方法，黑液中的木质素来
源丰富，具有优良的理化特性，是一种重要的基本
工业原料，在各领域中有广阔的应用推广前景。综
合利用黑液中的木质素，结合木质素胶黏性的研究，
让木质素充当胶黏剂的角色，生产制造秸秆人造板
可以很好地贯彻这一理念。并且无胶人造板中的天
然物质转化法不用添加任何化学助剂，既降低生产
成本，又可以避免因化学药剂等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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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高效利用秸秆资源，生产无污染的
秸秆人造板，并分析其成板机理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和前景。由于对秸秆无胶人造板的还停留在基础研
究上，目前只有无胶湿法纤维板投入生产，所以如
何将秸秆人造板，特别是无胶人造板批量生产，可
以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焚烧带来的危害，在经济和社
会层面上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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