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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类衍生物的
合成与在废纸脱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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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脂肪酸类衍生物是仅次于脂肪醇衍生物的第二大类表面活性剂，具有价格低廉、原料来源丰富、易于生物降解等

优点，在日化、农业、工业清洗等领域应用广泛。分别介绍了脂肪酸皂与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两种脂肪酸类表面活性剂的

合成以及在废纸脱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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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synthesis of fatty acid derivatives in deinking process of waste paper
JIA Lu-hang

( Shanghai Xihe Fine Chemicals Co. ，Ltd.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Fatty acid derivatives are the second kind of surfactant after fatty alcohol derivatives in the field of sur-
factant. Fatty acid derivatives has the advantages such as low cost，rich sources of raw materials and biological degrada-
tion，which is widely used in daily chemicals，agricultural，industrial cleaning and other fields. Two kinds of fatty acid
derivatives，fatty acid soap and fatty acid methyl ester ethoxylate，including the synthesi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paper-
deinking process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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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产业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态环保与资源危

机的双重压力，通过废纸的二次利用获得再生纸浆

是节省森林资源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实际生产数据

对比，废纸脱墨二次制浆与原生纤维制浆造纸相

比，水资源可节约 60% 以上，电、蒸汽等能耗节

约 40% ～ 50%，化学品节约 30%，整体生产成本

有效降低约 1 /3。根据国家工信部提供的数据，我

国废纸的脱墨与再次利用率在国内造纸制浆产业所

占比例也逐年提高，2006 年已经接近 49%［1］。

1 废纸脱墨机理

废纸再生纸浆的关键在于脱墨环节 ( Deinking

Process) ，脱墨主要目的是去除附着于纸张纤维的

印刷油墨、速干剂、胶黏剂等。在脱墨过程中利用

机械外力对废纸进行疏解、打浆，通过表面活性剂

的润湿、渗透、分散与洗涤等作用，将油墨脱离于

纤维并分散于脱墨工作液中，最终通过浮选、水洗

等方式去除与收集［2］。

2 废纸脱墨过程

废纸的脱墨与再生主要包括碎解、脱墨、洗

涤、浓缩等几个阶段［3］。废纸的脱墨过程包含着

物理与化学共同的作用，物理作用主要是打浆过

程，使纸浆纤维分散均匀，将油墨初步润湿并减弱

与纤维的结合力; 化学作用主要是利用表面活性剂

的捕集与分散作用脱除纤维表面的油墨颗粒［4］。
2. 1 油墨分解过程

主要通过机械搅拌作用，在碎浆机中使纤维相

互分散并均匀分离，使成片连续的油墨开裂，减弱

油墨对纤维的黏附力［5］。
2. 2 油墨脱离过程

在碎浆机的搅拌与翻动作用下，利用脱墨剂、
碱等化学品使油墨产生皂化、降解等，油墨粒子与

纸浆纤维脱离，并将脱离的油墨粒子捕集不再反沾

吸附于纸浆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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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油墨粒子去除过程

将脱落的油墨粒子利用浮选法、洗涤法或洗涤-
浮选联合法彻底脱离纸浆纤维，并分离出脱墨槽。

在废纸再生利用的过程中，脱墨是关键的程

序。在脱墨工艺中需要用到大量表面活性剂来提高

脱墨的效果，如在洗涤过程中需要具有乳化、分散

等净洗性能优异的表面活性剂，将油墨强力乳化并

除去; 在浮选脱墨工艺中，需要分散力和捕集性能

优异的表面活性剂，尽量减少油墨的过乳化，保持

直径为 50 ～ 100μm 大小的颗粒并分散在脱墨工作

液的泡沫中［6］。
脂肪酸结构的衍生物具有强力的洗涤、分散与

捕集作用［7］，适用于目前常用的废纸洗涤脱墨工

艺、浮选脱墨工艺以及两者的复合脱墨工艺。

3 脂肪酸皂在油墨捕集中的应用

脱墨剂都含有油墨颗粒捕集剂，以提高浮选和

洗涤过程中带出油墨的效率。油墨捕集剂在捕集油

墨粒子时，自身需带有亲水性基团，如—COONa，

通过亲水基团与油墨的疏水基团发生范德华力吸

附，发挥捕集油墨颗粒的作用［8］; 同时，油墨捕

集剂也必须具有较强的极性憎水基团，如—CH3，

憎水基团相互聚集排列并插嵌在气泡表面，起到捕

集油墨的作用［9］。
脂肪酸皂在结构上同时具有亲水和憎水基团，

且生产成本低廉，是目前纸浆脱墨领域比较理想的

捕集剂［10］。脂肪酸皂作为油墨捕集剂可以将油墨聚

集为适合除去的颗粒大小，提高纸浆的最终白度，

有效地减少其他脱墨用表面活性剂、水和碱剂的用

量，降低脱墨生产的成本，因此，脂肪酸皂广泛应

用于各种脱墨工艺中［11］。
3. 1 脂肪酸皂的合成

脂肪酸皂合成所用的脂肪酸通常有月桂酸( CH3-
( CH2 ) 10 COOH) 、棕榈酸( CH3 ( CH2 ) 14COOH) 、油酸

( CH3 ( CH2 ) 7CH = CH ( CH2 ) 7COOH) 、硬脂酸( CH3-
( CH2 ) 16COOH) 等［12］。脂肪酸的中和剂多为氢氧化

钠、氢氧化钾，也可以采用二乙醇胺、碱土金属的氧化

物等。
3. 2 脂肪酸皂的生产路线［13］

脂肪酸皂生产工艺简单，将脂肪酸投入 15 倍

的水中，升温至超过脂肪酸熔点的温度，在搅拌下

加热熔化，搅拌过程中缓慢加入碱即可发生皂化反

应，在适当温度下保持一定时间，得到所需的产物

脂肪酸皂。脂肪酸皂还可以继续与氯化钙发生置换

反应得到脂肪酸钙皂，添加少量的脂肪酸钙皂可以

有效地提高脂肪酸皂的捕集和脱墨效果，一般作为

废纸脱墨使用的脂肪酸皂多为脂肪酸的钠皂与钙皂

的复合物。
3. 3 脂肪酸皂捕集油墨的原理与脱墨作用

在脱墨过程中，分离于纤维的油墨颗粒与脂肪

酸皂亲水基发生共吸附作用，不断增加的捕集剂通

过亲水基将油墨包围与封锁，捕集剂的另一端憎水

基呈现弱阴离子性，与钙离子发生静电荷吸引作用，

形成钙桥，使油墨粒子相互聚集［14］。美国杜克大学

以 A. Purroy 为首的团队在位于田纳西州的美国国际

纸业 ( International Paper) 资助下，详细研究了脂

肪酸皂捕集油墨的现象，并研究了不同结构的脂肪

酸皂对废报纸 ( ONP) 、废杂志 ( OMP) 、办公打印

纸 ( CPO) 的脱墨的效果影响［15］，见图 1 ～6。

用量（相对于纸浆）/%

白
度
/%

图 1 几种脂肪酸皂对废报纸( ONP) 脱墨白度影响

用量（相对干纸浆）/%

白
度
/%

图 2 几种脂肪酸皂对废杂志( OMP) 脱墨白度影响

用量（相对干纸浆）/%

白
度
/%

图 3 几种脂肪酸皂对办公室打印纸( CPO) 脱墨白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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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ＲIC———残余油量浓度 (下同)

图 4 几种脂肪酸皂对废报纸 ( ONP) 脱墨效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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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几种脂肪酸皂对废杂志 ( OMP) 脱墨效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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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几种脂肪酸皂对废报纸 ( CPO) 脱墨效果影响

4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在脱墨中的应用

脂肪酸甲酯在特殊的粉状氧化物催化剂存在下，

能与环氧乙烷直接加成，实现嵌入式聚合，生成脂

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也称乙氧基化物脂肪酸甲酯

( FMEE) ［16］。这一产品具有优异的分散性与优良的

洗涤力，冷水可溶性好，不会出现凝胶现象。

脂肪酸甲酯类乙氧基化物是脱墨过程中应用的

一种高效油墨分散剂，可以将油墨乳化为适当的颗

粒 ( 50 ～ 100μm 的粒径) ，而不至于过乳化增溶于

纸浆中，最终可以将油墨颗粒强力分散脱离纸浆纤

维并 悬 浮 于 水 溶 液 中，因 此 具 有 良 好 的 脱 墨 性

能［17］。
4. 1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合成

早期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合成是以两步法

完成，首先，脂肪酸与环氧乙烷加成获得脂肪酸乙

氧基化物，再与氯甲烷发生取代反应得到脂肪酸甲

酯乙氧基化物，两步法得到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

物色泽浅，脂肪酸残余率低，产品稳定，但是生产

步骤繁琐，特别是有刺激性氯化氢气体溢出，严重

污染生产环境［18］。

另一种生产路线为一步法，以脂肪酸甲酯为原

料，在 新 型 复 合 氧 化 物 催 化 剂 存 在 下， 高 温

190℃，由脂肪酸甲酯和环氧乙烷经一步反应直接

制备 FMEE［19］，该法生产路线简单，是目前工业

化生产的主要方式。

一步法也存在诸多缺陷，如产品色泽不稳定，

主要是因为脂肪酸甲酯本身在储存、流通过程中就

有久置颜色变深现象，最终得到的产物颜色不稳定

且偏深; 另外一步法得到的产物与两步法相比脂肪

酸甲酯残余量高，会有类似脂肪醇聚醚 AEO 系列

的上层清下层混浊的分层现象。

无论是采取一步法或是两步法工艺，与脂肪醇

相比脂肪酸不含有活泼氢，即使在高效催化剂和高

温条件下，工业化很难得到超过 7mol 乙氧基加成

的乙氧基化脂肪酸甲酯，目前成熟的加成工艺得到

乙氧基加成数均为 7。

4. 2 不同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对脱墨效果的影

响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

新型表面活性剂，在废纸脱墨中具有降低油墨表面

张力、润湿、分散、渗透、乳化等作用，无论是在

洗涤或是浮选脱墨工艺中，其综合脱墨性能优于脂

肪醇乙氧基化物 AEO 系列［20］。有关脂肪酸甲酯乙

氧基化物在脱墨过程中的应用，国内研究较少，德

国 Josef Ecker 等人对不同结构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

化物对脱墨效果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该课题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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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条件下，对废报纸采用碎浆-浮选-洗涤的脱墨

工艺，评价了不同结构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

脱墨性能［21］，各种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脱墨

性能比较如表 1。

表 1 各种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碳链对脱墨效果的影响

种 类 HLB 值 分散力 脱墨白度 /% 纸浆得率 /%

月桂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12. 5 差 37. 2 83. 2
豆蔻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13. 1 中 41. 1 80. 7
棕榈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13. 9 中 43. 7 82. 5
油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15. 3 高 55. 3 75. 1

5 总结

脂肪酸类衍生物具有比传统表面活性剂更加优

越的分散与捕集性能，同时也具有较低的表面张

力、良好的润湿性能与去污能力等，特别适用于废

纸脱墨过程中对油墨的捕集与分散，因此在废纸脱

墨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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