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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技术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生产及
在毛皮脱脂中的应用
刘贺
（上海喜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ＦＭＥＥ）是一种低泡沫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在低温条件下（低于 ４０ ℃）具
有优异的脱脂性能，特别是分散力出众，在净洗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防止油脂在转鼓内积聚，避免油脂的反沾
污，适用于毛皮表面与内部的油脂和其它杂质的清洗。本文详细介绍了非离子净洗剂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
物 ＦＭＥＥ 的合成以及在清洗动物油脂过程中的应用和优点，探讨了 ＦＭＥＥ 在毛皮实际脱脂生产工艺中的参
数以及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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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而且残留的油脂在高温条件下容易水解产

1

前 言
毛皮内含有油脂（Ｒ１－ ＣＯＯ－ ＣＨ２－ ＣＨ２－ ＣＯＯ－ Ｒ２），

特别是猪皮、绵羊皮、海豹皮等多脂皮其油脂含量更
是超过总毛皮重的 ３％。毛皮所含有的油脂，无论是
在毛皮表面或是毛皮深层，都会阻碍化学品向毛皮
内层的渗透， 影响毛皮后续鞣制、染色及涂饰等加工

生的脂肪酸与后工序的 Ｃａ２＋、Ｍｇ２＋、Ｓｉ２＋、Ｃｒ３＋ 等金属离
子形成难溶于水的金属皂，不利于染色的均匀性， 因
此对于毛皮要进行彻底脱脂来保证成革的质量与等
级［１］。
毛皮脱脂工艺对脱脂剂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
要脱脂净洗效果好、低成本，而且要有较宽的使用条
件范围， 如要求脱脂剂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化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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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泡沫低、易于漂洗、减少漂洗废水，具有耐高温、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成品色泽浅、透明度高、流动

耐酸碱等基本性能，以满足在不同工序中的使用。

性较好［４］。

除此之外，在环保方面，还要求脱脂剂具有用量小、

2.2

FMEE 合成机理[5]

废水处理负荷轻、油脂易于回收等特点 。
净洗剂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ＦＭＥＥ 是一种

本文介绍了以 Ｍｇ／Ａｌ／Ｃｏ 三元复合物作为催化
剂，以脂肪酸甲酯直接与环氧乙烷进行加成得到脂

具有高除油脱脂力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乙氧基
结构存在于分子链两个不同位置，分别是由羟基和
酯基同时乙氧基化获得，在同一分子式中具有酯 －

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合成得到 ７－ １２ ｍｏｌ ＥＯ 的
ＦＭＥＥ。
以脂肪酸甲酯为起始原料，为了提高脂肪酸甲

醚和醇 － 醚两种结构，具有极佳的乳化分散和渗透
性能，对毛皮表面油脂以及毛皮内部汗腺和角蛋白
层所含油脂的净洗性能出众。ＦＭＥＥ 在低温条件下

酯的乙氧基化程度，首先引入部分羟基，在脂肪酸甲
酯的羟基与酯基两个位置同时乙氧基化。合成路线
如下：

［２］

（温度低于 ４０ ℃）具有优异的净洗性能，适用于毛皮
脱脂的温度范围，ＦＭＥＥ 低温条件下也具有良好的
水溶性、
低温流动性和低泡性能，在毛皮脱脂过程中
使用更加方便［３］。

2

FMEE 的生产
ＦＭＥＥ 的生产工艺路线有 ３ 种。一种是脂肪酸

首先与环氧乙烷加成乙氧基化得到脂肪酸聚氧乙烯
醚，再与甲醇酯化得到；第二种工艺是甲醇首先乙氧
基化得到甲基乙二醇聚醚，再与脂肪酸发生酯化反

式中，ｎ＝３￣５。
FMEE 生产工艺与产品技术指标[6]
吸料过程：在一定真空度下将 １８４０ ｋｇ 脂肪酸

应得到。以上两种路线均为两步法，合成路线繁琐，
工业化生产成本高，属于最早期的合成工艺，而且产

2.3

品中有效物含量低，含有大量的副产物，如聚乙二
醇、乙酸乙酯等；最后一种工艺是脂肪酸甲酯直接与
环氧乙烷在催化剂与高温的条件下进行加成，工艺

甲酯、１６５ ｋｇ 去离子水和 ５５ ｋｇ 有机钯复合催化剂
吸入 １１．７ ｍ３ 的高压釜中。开搅拌，缓慢升温加热至
１４０ ℃（升温速率为 ３．５ ℃／ｍｉｎ），升温结束，保持恒

路线短，成本低，使得该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成
为现实。

温，关掉搅拌后用 Ｎ２ 置换反应釜内残余的空气，为
确保空气残余量为 ０，二次 Ｎ２ 置换釜内空气。开搅

2.1

生产 FMEE 使用的催化剂

拌，吸入 １５８ ｋｇ Ｍｇ／Ａｌ／Ｃｏ 三元催化剂，通过计量泵

采用脂肪酸甲酯直接乙氧基化生产 ＦＭＥＥ，最
大的困难就是脂肪酸甲酯由于分子中不存在活泼

缓慢加入 ５１５７ ｋｇ 环氧乙烷 （环氧乙烷流速为 ２８

氢，不像脂肪醇很容易地发生加成反应，无法用碱催
化剂如 ＮａＯＨ、ＮａＯＣＨ３ 完成乙氧基化反应，否则不
仅反应速度慢，而且转化率也不超过 ３０％，因此，如

反应过程：环氧乙烷加入后，控制温度 １４０￣
１４５ ℃，反应 ３ ｈ。升温至 １８５ ℃，并补加约 ７ ｋｇ 的

何选择更适合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反应的催化剂成

至约 １２０ ℃，再通冷却水冷却到 ８０ ℃，同时吸入
２６００ ｋｇ 去离子水、１５０ ｋｇ 异丙醇，搅拌 １０ ｍｉｎ。表 １

为该工艺的关键，关系着该产品能否实现低成本、规
模化生产。
目前有效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的催化剂主要
有 两 类 ：ＭｇＯ／Ａｌ２Ｏ３ 双 核 金 属 氧 化 物 催 化 剂 以 及
Ｍｇ／Ａｌ／Ｃｏ 三元有机酸盐类催化剂。与氢氧化钠作为
催化剂相比，这两种催化剂体系催化效率高，得到的

Ｌ／ｍｉｎ）。

Ｍｇ／Ａｌ／Ｃｏ 催化剂，继续反应 ２．５ ｈ。反应结束后老化

为 ＦＭＥＥ 产品的技术指标。
表1
外

观

亮黄色液体

FMEE 的技术指标

ｐＨ 值

浊点

有效含量

脂肪酸
甲酯残余

６￣７

９８℃

７０％

＜０．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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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与化工

注：浊点测试条件为 ０．５ｇＦＭＥＥ 溶于去离子水溶液；
有效含量测试方法为烘干称重法。

卧式电动气压轧车，北京中凯机械设备制造公司；索
氏抽提器 ＳＣＴ－ ０２，杭州汇尔实验设备公司；红外染
色小样机 ＪＹ－ １１８０，南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FMEE 的理化性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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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脱脂效果比较
１０ｃｍ×１０ｃｍ 纯棉棉布，称重后精确值 ０．００１ ｇ，
并记作 m０，在猪油中浸泡半小时，小轧车压力控制
在 ０．８ Ｐａ，轧两次，带液率约为 ８０％，在烘箱 ４０ ℃烘
4.3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ＦＭＥＥ 具有良好的润
乳化和去污力，并具有低泡沫、低倾点等特点，使
湿、
用方便，其各种理化性能见表 ２。

表面张力（ ｍＮ／ ｍ）

１２．５

干，恒温恒湿 ２４ ｈ 后称重，称重后并记作 m１。然后将
油脂棉布置于染色小样机，水温恒定于 ２５ ℃，浴比
１∶５，水洗时间 ３０ ｍｉｎ，自动甩干机脱水 ５ ｍｉｎ。将甩
干后的棉布再置于染色机中，温度恒定于 ４０ ℃，浴

临界胶束浓度（ １０ ｍｏｌ／ Ｌ）

０．９７９

比 １∶５，脱脂剂用量 １％（ｏｗｆ），转动时间设置为 ７０

渗透力（ｓ）

３７

泡沫性体积高度（ｍｍ）

８

ｍｉｎ。
脱脂后棉布充分水洗并烘干，剪刀剪至约
１ｃｍ×１ｃｍ 的碎片，按照 ＧＢ ４６８９．１３－ ８４ 用索氏抽提

表2
项

FMEE 的理化性能

目

指
－４

标

倾点（℃）

－３

ＣＯＤ 值（ｍｇ／ Ｌ）

２０８

ＢＯＤ 值（ｍｇ／ Ｌ）

７７

注：表面张力采用接触式表面张力测试法，待测物的测试溶
液浓度为 １×１０－ ３ ｍｏｌ／ Ｌ；临界胶束浓度由表面张力与溶
液浓度曲线图得出最低的浓度范围即为临界胶束浓度；
渗透性为 ５ ｇ／ Ｌ 待测溶液，帆布沉降法，记录帆布沉降时
间；泡沫测试采用 Ｒ ｏｓｓ－ Ｍｉｌｅｓ，配制 ５ ｇ／ Ｌ 待测溶液，鼓泡
１８０ 秒，并静置 ３ 分钟，记录泡沫高度；低温流动性测试采
用 ＨＣＰ ８５２ 自动倾点测试仪；
ＣＯＤ 值测试 ２０ ｍＬ ＦＭＥＥ
的 ０．１２５ ｍｏｌ／ Ｌ 溶液所测数据；ＢＯＤ 值采用 ２０ ℃五天培
养法的实验条件。

4

FMEE 作为脱脂剂的油脂去除实验

验证 ＦＭＥＥ 的脱脂能力，以自制的含有油脂的
纯棉棉布作为处理对象，索氏抽提法测定脱脂前后
油脂的含量，计算脱脂率，并与其它类型表面活性剂
脱脂效果进行比较［８］。
4.1

实验药品与材料
纯棉棉布，
４０Ｓ＊４０Ｓ，上海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

猪油脂，天津领岳非食用动物油脂加工公司；二氯甲
烷 ＣＨ２Ｃｌ２，东营市博巨化工有限公司；纯碱 Ｎａ２ＣＯ３，
天津碱业有限公司；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ＦＭＥＥ，
规格 ７０％，上海喜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净洗剂
６５０１，上海伟实工贸有限公司；渗透剂 ＪＦＣ，上海天
坛 助 剂 有 限 公 司 ； 烷 基 酚 聚 氧 乙 烯 醚 ＴＸ－ １０ 与
ＯＰ－ １０，吉林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2 实验设备
分析天平 ＭＥＴ－ ９００，上海精科实业有限公司；

法萃取棉布中的残余油脂，并称重萃取物的重量
m２。
测定脱脂前后油脂的含量，并计算脱脂率，计算
公式为：
脱脂率＝
表3

m１ － m０ － m２
×１００％
m１ － m０

FMEE 与其它表面活性剂脱脂效果比较

名 称

m０／ｇ

m１／ｇ

m２／ｇ

脱脂率 ／％

ＦＭＥＥ

１３．７７６

２４．８６６

６．９９４

３６．９３

ＪＦＣ

１３．７５９

２４．９０４

９．２２０

１７．２７

６５０１（１：１．５）

１３．６０１

２４．８９０

９．９７８

１１．６１

ＡＥＯ－ ９

１３．９０３

２５．３０８

７．４４０

３４．７６

ＴＸ－ １０

１３．３８１

２３．９５１

６．３３７

４０．０５

ＯＰ－ １０

１３．５５７

２４．４０２

６．１９１

４２．９１

由 表 ３ 可 知 ，ＦＭＥＥ 对 动 物 油 脂 的 去 除 率 为
３６．９３％，远高于净洗剂 ＪＦＣ 与 ６５０１，高于脂肪醇聚
醚 ＡＥＯ－ ９，与烷基酚聚醚 ＴＸ－ １０ 和 ＯＰ－ １０ 相比，
ＦＭＥＥ 的脱脂力相对稍差，但是 ＴＸ－ １０ 与 ＯＰ－ １０ 属
于含有 ＡＰＥＯ 的产品，对环境危害较大。总之，脂肪
酸 甲 酯 乙 氧 基 化 物 ＦＭＥＥ 作 为 一 支 环 保 的 不 含
ＡＰＥＯ 的表面活性剂，在脱脂效果上高于 ＪＦＣ 与
ＡＥＯ－ ９，接近于 ＴＸ－ １０ 与 ＯＰ－ １０。
4.4 纯碱对 FMEE 脱脂效果的影响
ＦＭＥＥ 在脱脂工艺中，ｐＨ 值对其脱脂效果也有
较大影响，一方面因为油脂在碱性条件下会转变为
油脂酸钠等易清洗的物质；另一方面，ＦＭＥＥ 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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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ｐＨ 值范围内其胶束浓度（ＣＭＣ 值）不同，也会影
响不同 ｐＨ 条件下的脱脂效果。

符合后续加工的要求。

表 ４ 为不同 ｐＨ 值条件下 ＦＭＥＥ 的脱脂率，用
纯碱调整不同的 ｐＨ 值，脱脂实验工艺与参数以及

5

脱脂率计算公式同 ４．３。

毛皮脱脂工艺不能仅从洗净效果和洗净皮的
质量来评价脱脂工艺以及脱脂剂，还应考虑到脱脂
废水的处理。脱脂工艺产生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油
脂、胶原蛋白、动物纤维、表面活性剂等，ＣＯＤ 值和

表4

FMEE 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的脱脂率

ｐＨ 值

m０／ｇ

m１／ｇ

m２／ｇ

脱脂率 ／ ％

ｐＨ＝７

１３．０３１

２３．７６９

６．９４４

３５．３３

ｐＨ＝８

１３．２６９

２４．３４９

６．７０２

３９．５１

ｐＨ＝９

１３．７９３

２５．０８９

６．１３５

４５．６９

ｐＨ＝１０

１３．３８５

２４．３３０

５．３０６

５１．５２

ｐＨ＝１１

１３．７７１

２４．９３９

５．２３９

５３．０９

ｐＨ＝１２

１３．５２５

２４．４４６

４．９３１

５４．８５

由表 ４ 可知，当 ｐＨ 值超过 ９ 时，脱脂率较中性
条件有很大提高，由 ３５．３３％提高至 ４５．６９％，当 ｐＨ
值超过 １１ 时，脱脂率提高不明显，并且 ｐＨ 值超过
１１，对毛皮本身会造成损伤，毛皮内部的角质层在碱
性条件下发生角蛋白的降解，会导致毛皮脆损，强力
下降。因此，
ＦＭＥＥ 作为脱脂剂，ｐＨ 值控制在 １０￣１１
即可，纯碱的用量约为 １．０ ｇ／Ｌ。
4.5

ＢＯＤ 值等污染指标很高，废水污染程度严重，在脱
脂工艺和脱脂助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如何降低废
水处理的负担，如何更有效地回收废水中的油脂变
废为宝［１１］。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ＦＭＥＥ 属于低泡沫表面
活性剂，在漂洗过程中泡沫少更容易漂洗，提高了水
洗的效率。ＦＭＥＥ 自身的 ＣＯＤ 值低（０．１２５ ｍｏｌ／Ｌ 浓
度的 ＦＭＥＥ，ＣＯＤ 值为 ２００ ｍｇ／Ｌ），降低了脱脂废水
中的 ＣＯＤ 值［１２］。另外 ＦＭＥＥ 对油脂有较强的溶解分
散能力，洗下的毛皮油脂更均匀地分散在脱脂废液
中，不会相互凝聚，反沾污设备或废水池的池壁，经
ＦＭＥＥ 脱脂剂脱脂后的废液，油脂的含量约为 １％
￣２％，静置 １￣２ 天均不会出现分层浮油现象，有利于
油脂的二次回收过程。

FMEE 在毛皮脱脂实际生产中的
应用（猪皮脱脂）[10]

将猪皮去肉称重，
用 ＦＭＥＥ 作为脱脂剂进行脱脂
后分别在对称部位取样测定油脂含量。
生产。脱脂前、
脱脂工艺：转鼓转动 ６０ ｍｉｎ，温水洗（水温约 ３０
℃），
流水冲洗 １０ ｍｉｎ，按照上文 ４．３ 中二氯甲烷萃取
物测定脱脂前后毛皮中油脂的含量，
并计算脱脂率。
脱脂工作液组成：水 １５％（ｏｗｆ），水温保持温度
４０ ℃，纯碱 １％（ｏｗｆ），脱脂剂 ＦＭＥＥ １％（ｏｗｆ）。
表5

脱脂污水处理

毛皮脱脂前后油脂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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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１）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ＦＭＥＥ 作为脱脂剂，

低温流动性和水溶性好，低温条件下具有优异的乳
化净洗性能，使用方便，适用于碱性条件和中性条件
的脱脂过程。
（２）ＦＭＥＥ 乳化性能和分散性能出众，具有较好
的防沾污性能，经 ＦＭＥＥ 脱脂处理的毛皮，毛被清
爽，不滑腻，成革质量高。
（３）在脱脂工艺中，采用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

取样

脱脂前
油脂含量 ／ ｇ

脱脂后
油脂含量 ／ ｇ

脱脂率 ／ ％

１＃

９．８７０

４．８１３

５１．２３

２＃

１１．０６５

５．８８７

４６．７９

３＃

８．０３９

３．８５３

５２．０６

４＃

１２．５５２

６．１６１

５０．９２

参考文献：

５＃

１１．２６１

５．９４６

４７．２０

［１］ 范金石，徐桂云．皮革脱脂浅述［Ｊ］．皮革化工，
１９９７，（４）：７－ １１．

平均值

／

／

４９．６４

［２］ 余钱伟． 表面活性剂在皮革脱脂中的应用 ［Ｊ］． 河南化工

由表 ５ 可知，在实际生产中，ＦＭＥＥ 用量为 １％
（ｏｗｆ）的条件下，毛皮脱脂率达到 ４９．６４％，已经完全

ＦＭＥＥ 作为毛皮脱脂剂，不仅毛皮质量好，也为毛皮
废水处理以及油脂的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减少了
处理废水有机物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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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技术上的突破才能找到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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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１］ 施长发．珍稀鲟鱼周身宝［Ｎ］．农民日报，２００２－ ０６－ ０１．
［２］ 程波，
吴洁，
张玉蓉，等．酶法提取人工养殖鲟鱼皮中胶原

（１） 在鲟鱼皮制革的浸水工序中，碱性蛋白酶量
超过 ０．６％且作用时间超过 １５ ｈ，很容易导致烂面，
这可能是因为 Ａ 和 Ｂ 区域皮面的胶原纤维分布密
度比较低，大部分都是软组织，更多的酶更容易渗入
到该区域而大量地分解蛋白质，宏观表现是烂面。在
水温 ６ ℃左右时，建议碱性蛋白酶 ＰＥＬＬＶＩＴ Ｃ 的加
入量不超过皮重的 ０．６％，且时间在 １５ 小时以内为
宜，当温度升高时，碱性蛋白酶的加入量和作用时间
还要减少。即使使用，浸水程度达到后要马上转入下
一工段，过程中如发现 Ａ、Ｂ 区域有轻微的皮面发
白，就要降低后期的作用强度。如能通过更多的实
验来建立起鲟鱼皮烂面发生理论，通过该理论来预
测鲟鱼皮烂面发生时刻，以此确保到软化工序结束
后皮都不会达到该时刻，这对于提高鲟鱼皮制革的
成品率是非常有意义的。
（２） 鲟鱼皮在浸灰过程和无盐浸酸过程的柔软
度变化小等非正常现象的出现原因是由于碱性蛋白
酶 ＰＥＬＬＶＩＴ Ｃ 作用过度导致，跟水洗工序后使用
３０℃温水浸泡、水洗工序用 ６％戊二醛溶液涂刷单
侧皮面或者浸灰助剂 ＥＲＨＡＶＩＴ ＭＢ 有限用量这几
个因素无关，这两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也说明了皮
没有发生正常的膨胀。初步推断该现象的发生是由
于皮内的皮胶原在酶的作用下溶解过多，
剩余的皮胶
原在酸的作用下虽然发生了充水，
但是其膨胀的体积
不足以令其挤压连接到邻近的皮胶原，
这样皮胶原之
间还是彼此分离的，
所以皮的柔软度几乎是维持在没
有浸灰时的状态。这种机理解释是否可行还需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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