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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酶预处理木纤维制备中密度纤维板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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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连续培养白腐菌得到的大量粗漆酶来处理木纤维，活化其木质素成分，使其能够替代一部分脲醛树
脂胶。用活化的木纤维制备中密度纤维板，研究漆酶处理对纤维板力学性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漆酶处
理后制备的纤维板的力学性能优于未经处理的纤维板；当施胶量为 8%时，大部分力学性能就能达到国家标准；
采用粗酶液处理 7 d 的木纤维制备的纤维板力学性能最优；通过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观察木纤维及中密度纤维板的表面微观结构，可以直观地看出粗酶液对木纤维的表面细胞中的木质素有一定
的降解作用，对提高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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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production of
laccase from white rot fungus to the prepa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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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rude laccases were produced by white rot fungi using the continuous culture,
to activate of the lignin component of treated wood fiber, which can replace the urea formaldehyde resin
adhesive part. The effect of laccase treatme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was studied by preparation of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activated by wood fib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ber board
prepared after laccase treatment had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an that without fiber board processing.
When the resin content is up to 8%, some mechanical properties can reach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fiber board prepared by 7 days of crude enzyme solution were optimized. The
surface cells of laccase of wood fiber in certain lignin degradation can be found throug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to observe the surface microstructure of wood fiber and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which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Key words: wood processing and man-made board technology; white rot fungus; laccase;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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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漆酶粗酶液处理木纤维可使木纤维自身有一定的胶黏作用 [1~3]。本文利用这一点进行木质纤维处

理，并热压制造中密度纤维板。木质纤维是较常见的人造板材料，由木材或其他木质材料经机械分离得
到，决定纤维板产品强度的主要因素是热压后分离的纤维在板中重新结合的情况[4~6]。当纤维分离的越细，
其比表面积越大，纤维间的交织力也越大。因此，对纤维分离的基本要求是：在纤维尽量减少损失的前
提下，消耗较少的动力将植物纤维原料分离成单体纤维，并使纤维具有一定的比表面积和交织性能[7~10]。
本试验利用漆酶活化木质素，使木纤维的表面产生一些官能团，在热压或施胶的过程中，这些官能团会
发生反应结合在一起，这也会使纤维板的强度有所增加。本试验选用木纤维，用漆酶粗酶液进行活化处
理，希望能得到比现有工艺制作的中密度纤维板力学性能有所提高的板，试验结果可为用粗酶液进行木
质材料处理提供参考。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漆酶粗酶液采用培养白腐菌第 13 天的酶液，即出现峰值的第 1 天。试验分为 5 部分：纤维的活化处

理、纤维板的压制、纤维板的物理性能测试、纤维和纤维板的红外扫描与 SEM 观察。
1.1

木纤维的处理
首先将木纤维和粗酶液混合，按木纤维质量（g）与粗酶液体积（mL）比为 1:1.5 的配比混合。再将

混合物搅拌均匀，放置在 25～30℃的环境下静置 7 d，静置期间隔天搅拌混合物，使混合物中漆酶及木质
素与氧气充分接触达到活化的效果。木纤维静置后进行烘干，烘箱温度设置在 50℃以上（温度达到 50℃
以上时，漆酶失去活性），将木纤维烘至含水率为 8%～10%，即气干状态，待用。
1.2

中密度纤维板的压制
试验选定的热压条件为温度 120℃，热压压强 6 MPa，热压时间 30 min. 中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中，

所用施胶量在 13%左右（施胶量为绝干纤维重量的百分比），本试验选用的最大施胶量为 12%，热压成
板的厚度约为 6 mm，密度为 450～880 kg/m3[11~14]. 在施胶量的测试中，选施胶量为 8%，10%，12%来
制备中密度纤维板，比较力学性能。在漆酶粗酶液处理木纤维天数的测试中，选择处理 3，5，7 d 的木
纤维制备中密度纤维板，比较力学性能。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施胶量与处理方式的影响
不同施胶量对板的力学性能的影响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以看出，用经活化的木纤维热压成板，比

未经活化的木纤维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数值有所提高。其中，提高效果比较明显的是抗弯弹性模量和静
曲强度。当施胶量为 12%时，经活化的木纤维板比未经活化的木纤维板抗弯弹性模量增长了 581.19 MPa，
静曲强度增长了 6.48 MPa；施胶量为 10%时，经活化的木纤维板比未经活化的木纤维板抗弯弹性模量增
长了 404.88 MPa，静曲强度增长了 5.26 MPa；施胶量为 8%时，经活化的木纤维板比未经活化的木纤维
板抗弯弹性模量增长了 460.52 MPa，静曲强度增长了 7.40 MPa.
本试验制成的中密度纤维板厚 6 mm 左右，密度为 450～880 kg/m3，国家标准 GB/T 11718—2009 规
定的合格品为：内结合强度 0.55 MPa，抗弯弹性模量 2 700 MPa，静曲强度 23 MPa. 由表 1 可以看出，
未经活化的木纤维热压成板，在施胶量为 12%时，各项力学性能均能达到国家标准；施胶量为 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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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数值接近国家标准；而施胶量为 8%时，各项数值均达不到国家标准。经活化的木纤维热压成板在
施胶量为 12%和 10%时各项力学性能均能达到国家标准，当施胶量为 8%时，抗弯弹性模量和静曲强度
能达到国家标准，而内结合强度数值接近国家标准。
表 1 不同施胶量对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的影响
Tab. 1

Effect of different sizing amou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施胶量/%

2.2

内结合强度/MPa

抗弯弹性模量/MPa

静曲强度/MPa

未经活化

经活化

未经活化

经活化

未经活化

经活化

12

0.573 4

0.597 3

2 820.14

3 401.33

23.14

29.62

10

0.506 2

0.578 2

2 610.52

3 015.40

20.98

26.24

8

0.427 7

0.517 3

2 320.19

2 780.71

15.79

23.19

漆酶处理天数的影响
本研究所有试验用的漆酶粗酶液均为液体培养白腐菌第 13 天的漆酶溶液，用所得到的粗酶液进行木

纤维的活化需要 7 d，整套试验周期较长，因此本部分试验的主要变量为试验周期。为保证漆酶粗酶液的
酶活，本试验选用的漆酶粗酶液还是培养第 13 天的漆酶溶液，变量定为粗酶液处理木纤维的天数，选择
处理 3，5，7 d 进行试验，用所处理的木纤维热压制成中密度纤维板，然后做力学性能测试，比较力学
性能的优劣，从而选择最佳处理时间。通过前一部分的试验结果得出，用经活化的木纤维热压成板，在
施胶量为 10%时，中密度纤维板的各项力学性能均能达到国家标准，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本部分
漆酶处理天数的试验选用的施胶量为 10%. 表 2 为漆酶粗酶液处理木纤维不同天数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
表。由表 2 可以看出，用漆酶粗酶液处理 3 d
的木纤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
与国家标准 GB/T 11718—2009 规定相比，内

表 2 粗酶液处理天数对中密度纤维板力学性能的影响
Tab. 2 Effect of crude enzyme solution treatment day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结合强度、抗弯弹性模量、静曲强度均未达标

处理天数/d

内结合强度/MPa

抗弯弹性模量/MPa

静曲强度/MPa

准，且相差较多；用漆酶粗酶液处理 5 d 的木纤

3

0.507 1

2 609.78

20.82

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与国家标

5

0.551 3

2 792.21

23.87

准规定相比，3 个数值均能达到标准，但超出标

7

0.578 2

3 015.40

26.24

准较少；用漆酶粗酶液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与国家标准规定相比，3 个数值均
能达到国家标准，内结合强度超过国家标准 0.028 2 MPa，抗弯弹性模量超过国家标准 315.40 MPa，静曲强度
超过国家标准 3.24 MPa.
由表 2 还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天数对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有一定影响，处理时间越长力学性
能越好，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的板力学性能最好，处理 3 d 的板力学性能最差。结合表 1 中施胶量为
10%时的力学性能来看，处理 3 d 的木纤维热压成板与未经粗酶液处理的木纤维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数
值相近，说明处理 3 d 对木纤维中木质素活化降解的作用较小，在板中影响力学性能的主要因素是脲醛
树脂胶的胶黏力和木纤维之间的交织力。处理 5 d 的木纤维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能达到国家标准，且数
值要高于处理 3 d 的木纤维，说明漆酶粗酶液处理 5 d 对木纤维中的木质素有一定的活化作用，在板中影
响力学性能的因素除了脲醛树脂胶的胶黏力和木纤维中的交织力，还有经漆酶活化降解的木质素产生的官
能团，后者结合反应生成的化学键的力。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优于处理 5 d 的木纤维，
说明木纤维表面的木质素被进一步活化降解，活化降解产生的官能团更多，官能团反应结合的化学键的力
有所增长。处理 5 d 和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均达到了国家标准。就力学性
能来讲，选择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板的力学性能更优；就试验周期来讲，选择处理 5 d 的木纤维热压
成板的力学性能也能达到国家标准，可缩短试验周期，但数值略低于处理 7 d 的木纤维热压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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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观察分析
用 SEM 进行木纤维微观表面结构的观察，得到的表面结构图如图 1 所示。图 1a 为未经过粗酶液处

理的木纤维中针叶树材的管胞表面，图 1b 为经过粗酶液处理的木纤维中针叶树材的管胞表面。图 1a 的
细胞表面比较完整、平滑，纹孔边缘完好，整个木纤维边缘平整。图 1b 的细胞表面不平，出现破损结构，
纹孔边缘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整个木纤维边缘不平整。

图1
Fig. 1

未经酶处理（a）及经酶处理（b）的木纤维的表面结构

Surface structure of wood fiber without enzyme treatment (a) and with enzyme treatment (b)

图 1b 的木纤维经漆酶粗酶液处理后，木纤维表面的木质素被活化降解，使木纤维表面细胞结构破损，
出现不完整且不平滑的结构，纹孔边缘以及整个木纤维边缘不平整，且边沿破损形状不规则，并不是机
械力造成的。
用 SEM 进行中密度纤维板的表面微观结构观察，得到的表面结构图如图 2 所示。图 2a 为未经过粗
酶液处理的木纤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板表面不平整，结构较松散，有胶合木纤维的结块。图 2b

图2
Fig. 2

未经酶处理（a）及经酶处理（b）的木纤维所制成的板的表面结构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plate made of wood fiber without enzyme treatment (a) and with enzyme treatmen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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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过漆酶粗酶液处理的木纤维热压成的中密度纤维板，板表面较平整，结构紧实，脲醛树脂胶与木纤
维胶合得较均匀。由图 2 来看，b 板的结构更紧实，表面更平滑且胶合均匀，经处理的木纤维结构较未
经处理的木纤维抓胶力强，使胶与木纤维更均匀地胶合，在板中，木纤维间除了胶黏剂和交织力的作用，
还有经漆酶处理后的木质素被活化降解生成的官能团，后者反应结合生成的化学键的力，使板的结构更
紧实；经漆酶活化后，木纤维的表面木质素被降解活化，使木纤维结构柔韧，经热压成板后能形成较平整
的表面。而未经漆酶粗酶液处理的木纤维结构较坚韧，抓胶力不强，使 a 板的结构松散，有胶合木纤维结
块，板表面不平整。

3

结论
1）相同施胶量和热压条件下，对比热压成的经处理的纤维板和未经处理的纤维板的力学性能，结果

表明经漆酶处理的纤维板的力学性能优于未经处理的纤维板，说明经漆酶粗酶液处理后，木纤维自身存
在胶黏性。
2）通过施胶量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经处理的木纤维板各力学性能优于未经处理的木纤维板，在施
胶量为 8%时大部分力学性能就能达到国家标准，用经处理的木纤维制备中密度纤维板能节省脲醛树脂
胶的用量。
3）从漆酶粗酶液处理天数的测试结果来看，若要求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最优，则选择处理 7 d
的木纤维进行热压成板；若要求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达到国家标准的数值，选择处理 5 d 的木纤维
进行热压成板便可。
4）通过 SEM 观察，观察到木纤维及中密度纤维板的表面微观结构，可以直观地看出漆酶粗酶液对
木纤维表面细胞中的木质素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对提高中密度纤维板的力学性能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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