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坛

·纳米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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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纳米纤维素具有来源广泛、生物相容、绿色环保、可再生等特点，具有的特殊纳米层级形

貌赋予了其特殊的性质。本文简述了纳米纤维素的制备工艺，其中包括化学法、物理法、生物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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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nocellulose has its advantages of abundant，biocompatibilit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newable，moreover it has special

morphology in nanoscal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nanocellulose，including chemical，physical，biological and
other methods，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nanocellulose as pulp additive，coating and specialty paper in the field of pulp an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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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在地球上分布广泛，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
一种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广泛的用途，而纳
米纤维素来源于天然纤维素，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材
料。纳米纤维素是指某一维度上具有纳米尺寸的生物
[1]

质基材料 。纳米纤维素可分为纤维素纳米晶体
（CNC）、 纤 维 素 纳 米 纤 丝 （CNF）、 细 菌 纤 维 素
（BC）。纳米纤维素具有抵抗形变能力高、比表面积

氧乙酸[9-10]、盐酸[11]等。Santana 等人[12]采用硫酸酸解法

制备 CNC，探究了原料预处理工艺和酸解时间对产

物形态、尺寸、化学和表面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
质量分数 2% 的 NaOH 预处理可以提高原料的可及度，
水解时间在 110 min 时 CNC 产率最高可达 33%，CNC
表面带有‒30. 0~‒53. 3 mV 的负电荷，高于 200℃时发

生热解。Gan 等人[13] 通过使用磷酸成功地从甘蔗渣纤

大、光学性能独特和流变性良好的特点[2-3]，这种特殊

维 （SBF） 中提取出纤维素纳米晶体 （P-CNC），并和

性能使纳米纤维素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介绍

硫酸酸解得到的纳米纤维素 （S-CNC） 进行了对比，

了纳米纤维素的制备方法及其在造纸领域的应用。
1

纳米纤维素制备的研究进展

1. 1

化学法

1. 1. 1

酸解法

通过加酸水解纤维素含量较高的原料如棉短绒或
者微晶纤维素，酸液能够破坏非结晶区的氢键从而将
纤维中的非结晶区溶解，结晶区因为排列整齐致密，
不易被水解得以保留，剩下的这一部分高结晶度物质
就形成了 CNC。通常使用的酸有硫酸[4-7]、磷酸[8]、过
·68 ·

TEM 结果表明，P-CNC 的直径为 5. 5~6. 2 nm，长度

为 235~300 nm； TGA 结 果 显 示 ， P-CNC 和 聚 乳 酸

（PLA） 复合得到的纳米复合材料 （PLA / P-CNC） 比

PLA/S-CNC 的热稳定性更好，这说明使用磷酸从 SBF
提取 CNC 工艺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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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纳米纤维素的原料和酸解方法很大程度的影
响产物的尺寸与形态。微晶纤维素 （MCC） 由于自身
粒径尺寸小，所以水解难度低，可以有效地制备纳米
纤维素。盐酸水解制备的纳米纤维素得率低，表面电
荷低且分散性差；而硫酸水解时，纳米纤维素表面会
残存一些磺酸根，使得纤维素表面负电荷高，分散性

好[14]。 Shang 等 人[15] 通 过 将 十 六 烷 基 三 甲 基 溴 化 铵

（CTAB） 负载到纳米纤维素表面来改善盐酸制备的纳
米 纤 维 素 （HCNC） 分 散 性 差 的 缺 点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低浓度的 CTAB 可以促进 CNC 分散，且存放 7 天
后没有发生聚集现象，但过量的 CTAB 会形成胶束使

图1

碱性环境下以水为介质 TEMPO/ NaBr / NaClO 体系

图2

弱酸性环境下以水为介质 TEMPO/ NaClO / NaClO2

中的氧化机理[19]

得 CTAB-HCNC 聚合。使用强酸水解法制备纳米纤维

素的废酸排放后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Abdel-Halim
等人[9] 使用草酸和马来酸水解在漂白纸浆工艺中同步
制取纳米纤维素和纤丝，反应结束后可以通过重结晶
回收废酸，解决了传统酸解法中酸不易回收的问题。
1. 1. 2

TEMPO 氧化法

TEMPO 是 2，2，6，6-四甲基哌啶-1-氧化物，具

有弱氧化性，在 TEMPO/ NaBr / NaClO 体系中，NaClO
先与 NaBr 形成 NaBrO，随后 NaBrO 将 TEMPO 氧化成

亚硝鎓离子，亚硝鎓离子将羟基氧化成醛基最后生成
羧基，不过这个体系存在缺陷，碱性环境下，纤维素
分子解聚现象比较严重，聚合度下降，且这个体系氧
化后的纤维素有醛基残留，使得纳米纤维素热稳定性
变差，在温度超过 80℃时会变色，还会在纤维间形成
半缩醛键而影响其在溶液中的分散性[16-17]。为了克服

这个缺点，反应体系改为以水为介质，采用 TEMPO/
NaClO / NaClO2 体系，并控制环境 pH 值处于中性到弱
酸性[18] 从而提高热稳定性和分散性。图 1 和图 2 分别

为 碱 性 环 境 和 弱 酸 性 环 境 下 以 水 为 介 质 TEMPO/
NaBr / NaClO 体系中的氧化机理[19]。Isogai 等人[20] 使用

TEMPO/NaClO/NaBr 体系在 pH 值=10 的条件下氧化木

体系中的氧化机理[19]

高速通过均质腔时会急剧改变流动的方向，由此产生
的撞击力、剪切力和空穴效应可以有效地分散液体中
的纤维素。经过几十次循环后，可以得到直径小于
100 nm 的纳米纤维素[21]。Wang 等人[22] 以未漂蔗渣浆

为原料，分别经过纤维素酶、低浓度冷碱以及两者协
同处理，再经过粉碎和高压均质化后制备出 CNF，比

质纤维素制备出多种形态的纳米纤维素纤维，包括纳

较不同处理后 CNF 的差别。X 射线衍射仪 （XRD） 结

形态和晶型与原料相比并未改变，在氧化过程中可以

浓度冷碱预处理的 CNF 结晶度显著降低，纤维素的

不同形态和性质的纳米纤维素，氧化纤维素的表面有

冷碱处理相结合制备的 CNF 热稳定性较低；使用纤

钠对其他金属离子或烷基铵根离子的离子交换拓展一

降低碱和清洁水的消耗，是制备 CNF 的环境友好型

米网格、CNF 和 CNC。实验结果表明，氧化纤维素的
控制分解条件来得到纳米网络、CNF 和 CNC 等具有

着大量的羧酸钠基团 （≤1. 7 mmol/g），这样可以通过

果表明，纤维素酶预处理增加了 CNF 的结晶度；低

晶体结构由 I 型变为 II 型；热重分析表明纤维素酶与
维素酶和低浓度冷碱预处理结合粉碎和高压均质化可

个新的表面改性方法。

方法。向亚美等人[23]以微晶纤维素为原料，超微粉碎

1. 2

后酶解辅助高压均质法制备纳米纤维素。结果表明，

物理法

1. 2. 1

高压均质法

超微细粉碎可以使原料大小与形态趋于均一，使得制

高压均质法就是在高压均质机中用高压泵将纤维

备的纳米纤维素为束状的结构，纳米纤维素的结构和

素悬浮液增压后通过 Z 型或者 Y 型的均质室，当液体

晶型并未遭到破坏，但热稳定性比原料低一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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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酶解辅助高压均质方法制备的纳米纤维素有望在
可降解复合材料中得到应用。
1. 2. 2

溶胀超声法

魏 莉 等 人[24] 使 用 1000 W 的 超 声 波 细 胞 粉 碎 机 ，

配合用 NMMO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溶胀后，超
声处理棉浆纤维素可以制得直径为 30 nm，长度为几
[25]

微米的纳米纤维素。汪雪琴等人 使用纤维素酶预处
理竹浆协同超声波法制备纳米纤维素,并对影响纳米
纤维素得率的因素进行了探索，得出了纳米纤维素的
较佳制备工艺如下：酶用量 8%(相对于竹浆纤维质

量)、酶解温度 50℃、酶解时间 10 h、超声时间 6 h。
该条件下制备的纳米纤维素得率最高可达 62. 6%，制

备得到的纳米纤维素直径约为 2~24 nm，长度约为

50~450 nm，结晶度为 73. 05%，热重分析表明，该方

法制备的纤维素热稳定性较好，在耐热性生物质复合

下进行酶解，除去润胀过程中的润胀剂和酶解的纤维
素酶后，获得了纯纳米纤维素，纯度达到 100%，纳

米纤维素的产率也达到了 18. 1%。Martelli-Tosi 等人[30]
对丝光大豆秸秆分别进行了酸水解和酶水解制备了
CNC 和 CNF，并对两者的形态差异以及作为增强填料
在大豆分离蛋白 （SPI） 薄膜中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表明，CNC 直径为 10 nm，长度为 300 nm，结晶度为

57%，而 CNF 具有相似的直径，但长度更长 （大于
1 μm），结晶度指数更低 （50%），热稳定性更高。与

空白组相比，加入 5% 的 CNC 和 CNF （g/100 g 的 SPI）
分别使 SPI 膜的拉伸强度提高了 38% 和 48%。为了优

化 条 件 ， 酶 解 法 与 TEMPO 氧 化[31]、 预 处 理 超 声 辅

助[25]， 高 压 均 质[23] 等 方 法 协 同 使 用 ， 达 到 了 满 意 的
效果。
1. 3. 2

1886 年，Brown[32] 发现木葡糖酸醋杆菌的菌株能

材料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发展。
1. 2. 3

精细研磨法

微生物合成法

产生纤维素，该纤维素被称为细菌纤维素，其各项物

精细研磨类似于使用磨盘机，研磨室中纤维原料

理化学性质跟天然纤维素十分类似，不仅结晶度很

在悬浮液中受到了挤压、剪切、撕裂、摩擦等作用，

高，纤维素含量也很高。通过人工控制细菌菌株的生

纤维被切断、分丝帚化、压溃。研磨时间和速度决定

长环境，可以制取分级的纤维素。此方法可以控制

了产物尺寸，这个方法不需要预处理且设备清洁方
便，但是对纤维的降解程度较难把控，一般会与其他
[26]

CNC 结构、晶型和粒径大小，但过程复杂耗时、成
本高昂、得率低，目前的研究方法尚未普及。裴重

方法协同处理，何玉婵 通过酶预处理结合机械方法

华[33] 和冯玉红[34] 均以海南特产椰子水为原料，利用木

制备纳米纤维素。与强酸、强碱预处理方法相比，酶

醋杆菌发酵培养制备生物纳米纤维素，冯玉红制备纳

预处理过程温和，能量消耗低。实验结果表明，酶预

米 纤 维 素 适 宜 条 件 为 ： 培 养 时 间 72 h， 培 养 温 度

为 87 nm，未酶解的桉树纸浆研磨 1 h 后仍有许多纤

裴重华利用木醋杆菌在发酵罐中反应 24 h，得到粒度

处理后的桉树纸浆研磨 1 h 后所制备的 CNF 平均直径

维未分离，因此酶预处理后的桉树纸浆更容易研磨，
纤 维 更 容 易 分 离 ， 有 效 降 低 研 磨 时 间 。 Ewulonu 等
[27]

33℃，培养基初始 pH 值=4， CNC 产量达 1. 2 g/L。而
为 100 nm 的球状纳米纤维素，可作为药物载体。细

菌纤维素 （BC） 是由微生物发酵形成的材料，目前

人 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通过超声稀酸辅助球磨制备

主要通过物理涂布或者化学接枝进行改性，物理法条

出木质纤维素纳米纤维 （LCNFs），该产物具有热稳

件温和但产物不稳定，基团易脱落，而化学法污染较

定性好的特点，在 255℃下仅损失了 5% 的质量，与

重，Gao 等人[35] 另辟蹊径开发出一种新的细菌纤维素

传统的纳米纤维素材料相比具有很强的静电排斥力

制备方法，即以 6-羧基荧光素修饰的葡萄糖 （6CF-

为 76°，具有较强的疏水性。

微生物原位发酵产生具有非自然特征荧光功能性的

（‒47 mV），由 LCNFs 得到的纳米薄膜与水的接触角
1. 3

生物法

1. 3. 1

酶解法

由于酶解的过程是多种酶协同合作的一个过程，

Glc） 作为底物，利用 Komagataeibactersucrofermentans

BC。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统的修饰方法更有效、
可控和环保，不仅提供了功能 BC 新的合成方向和思
路，而且拓宽了生物原位合成功能材料的领域。

反应进行到一定过程会发生深度降解，影响纳米纤维

1. 4

素的聚合度，需要对实验条件进行很好的把控从而避

1. 4. 1

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酶解法相比酸解条件要温和且更

其他方法
静电纺丝法

静电纺丝法主要是用于制备纳米尺寸的纤维交织

环 保 。 莫 代 忠 使 用 丙 三 醇 在 25℃ 、 搅 拌 速 率 为

膜。静电纺丝法是将溶液调节至合适黏度，通过泰勒

度 200 μ/mL、搅拌速度 350 r/min、温度 50℃的条件

服表面张力后拉成细丝，再由收集装置接收，方法如

[28]

[29]

250 r/min 的条件下对桉木纤维进行润胀处理，在酶浓
·70 ·

锥形成射流，利用高电压使纤维素溶液带电，液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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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所 示[36]。 秦 云 峰[37] 采 用 未 改 性 的 CNC、 羧 基 化

CNC 和接枝聚乙二醇的 CNC 分别作为醋酸纤维素的

增强材料混合后进行静电纺丝。实验结果表明，这 3

种 CNC 的引入不同程度地提高了 CNC 的力学性能、
亲水性能和载药量，并可以实现药物的缓释，其中添
加 了 接 枝 聚 乙 二 醇 的 CNC 的 载 药 效 果 最 好 ， 高 达

96. 7%。Yang 等人[38]改进了三轴静电纺丝工艺制备出
以蛋白质为核，以醋酸纤维 （CA） 为壳的新型复合
纳米纤维，根据 SEM 和 TEM 观察发现，该核-壳纳米
纤维具有直径为 0. 66~0. 87 μm 的棒状形态，壳层厚

度为 1. 8~11. 6 nm 的独特核壳结构，壳层的厚度可以
通过中间的 CA 浓度精确调节，CA 涂层可以使得布洛
芬在 23. 5~43. 9 h 内缓慢释放。

图4

酶促自组装纤维素分子过程示意图[43]

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CNF 有潜在打浆的作用 ，
CNF 的加入不会改变纸张的不透明度，添加了 6% 和

9% 的 CNF 助剂后的浆料即使不打浆也可以满足书写
印刷纸基本的物理性能，但是加入 CNF 的浆料滤水

较为困难，添加 CNF 和轻度打浆两者协同作用对于
浆料的性能提升效果最明显。

研究人员为了克服添加纳米纤维素会降低纸浆的
滤水性能这个缺点，开辟出一条新的思路，将纳米纤
维素和填料相结合，形成二元助留助滤体系，在提高
填料保留率和纸张强度的同时还可以加快浆料的脱水
速度。王俊芬等人[41]使用酸法自制出均匀的棒状纳米
图3

1. 4. 2

静电纺丝法制备 CNF[36]

纤维素，通过和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CPAM） 结合形
成二元助留助滤体系可以改善浆料的滤水性能以及填

人工合成法

人工合成有 3 种策略：逐步糖基化、缩聚、开环
[36]

聚合 。1998 年人工合成高结晶度的Ⅱ型纤维素，不

过人工合成的纳米纤维素存在聚合度低、相对分子质
量小的缺点，难以比拟自然界中高聚合度、大分子质
[39]

量、三维立体结构的纤维素。Hashimoto 等人 通过
原位实施小角度中子散射 （SANS） 研究了酶促聚合
人工合成纤维素的自组装过程。反应过程为：单糖作
为原料在活性点处多种酶的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纤维
素分子，如图 4 （a） 所示，之后纤维素分子从活性

点向外生长扩散，在渗透压的驱动下与自身相联自组
装结晶成原纤维，如图 4 （b） 所示。
2

纳米纤维素在造纸领域的应用

2. 1

造纸添加剂
纳米纤维素由于其比表面积大且表面富含羟基，

相互之间容易形成氢键而具有较强的结合力，可以直

料留着率，实验的最佳条件为：加入的 CPAM 和纳米

纤维素分别为 0. 2% 和 0. 15%，此条件下浆料的打浆
度 由 44°SR 降 到 28°SR， 填 料 留 着 率 由 44% 提 高 到

69%，与空白纸张相比，添加后纸张的性能更加优

越，如抗张强度、撕裂指数和耐折度分别提高了
64%、47% 和 107%。He 等人[42] 使用 CNF、沉积碳酸
钙 （PCC）、阳离子淀粉开发出新型的复合填料，通

过使用这种 PCC-CNF 复合填料来提高填料留着率。
SEM 检测结果表明，PCC-CNF 复合填料具有类似纤

维的性能，能相互交织形成网络结构且具有更好的填
料留着率，填料留着率接近 90%，与传统的纸张相

比 ， 含 有 复 合 填 料 纸 张 的 不 透 明 度 更 高 。 Rattana‐
wongkun 等 人[43] 通 过 培 养 Komagataeibacternataicola 后

得到细菌纤维素 （BC），再使用微流化器将其组分分
离得到了 CNF，在蔗渣浆 （BG） 中分别添加 0. 5% 和

5% 的 BC 制备微/纳米纸张，并研究了纸张的形态和

物理性能，结果表明，纸张紧度增加，孔隙率降低，

接作为纸浆的添加剂添加到纸浆中来提升纸张的强

SEM 观测到 BC 填充在 BG 纤维间，纤维之间结合力

浆浆料、轻度 PFI 打浆且不同添加量 CNF 的浆料进行

显改善，添加了 5% BC 的纸张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

度。文献[40]中将打浆浆料、不同添加量的 CNF 未打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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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分 别 提 高 了 47％ 和 117％ ， 抗 张 指 数 增 加 约

人[49] 以纳米纤维素为原料制造出一种新型的纳米纸，

2. 2

积掺杂半导体材料制备出转化效率为 0. 4% 的柔性太

35. 1%。

纸张涂料

通常使用纯 CNF 或者与常规涂料混合来改善纸

张的强度、印刷适应性、透气性、抗水性、均匀性和

光学性能等。传统的涂布剂多是一些合成的高分子化
合物，在回收降解方面存在困难，而 CNF 是环境友

好型材料，可天然降解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Song
等人 先将聚乳酸 （PLA） 和 CNF 混合制备出可降解
[44]

这种纳米纸的特点是透明度很高，可以通过进一步沉

阳能电池，从而为用纳米纤维素制成的透明导电纸开
辟了更多的应用领域。Minelli 等人[50]对比了添加甘油
的 CMF 膜和空白膜在各种相对湿度下的吸水性、水

蒸气渗透性和透气性。实验结果表明，添加了甘油的

CMF 薄膜具有更高的电荷密度，更低的纳米纤维尺
寸和更强的阻隔性。Medina 等人[51]提出了一种新型的

的纳米材料，再经过疏水单体接枝改性后得到疏水性

黏土-纤维素-环氧树脂纳米纸 （MTM-CNF-EP），其中

透过率 （WVTR） 为检测指标。实验结果表明，CNF

互作用力。实验结果表明，在添加量为 35% MTM、

的 CNF/PLA 复合材料，最后涂布到纸张上以水蒸气

/ PLA 复合材料涂布到纸张上只需很少的涂布量 （40
g/m ） 就可以得到抗透水的纸张，环境温度对 WVTR
2

影响最大，每天最低 WVTR 为 34 g/m 。王晨晨等人
2

[45]

通过 N-甲基吗啉-N-氧化物 （NMMO） 预处理与超声
结合制备出直径为 5~20 nm，长度为 500~700 nm 的

CNF。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涂料中 CNF 含量的增多，
涂布纸张的强度提高，纸张平滑度提高，但抗渗能力

下降，当 CNF 含量为 2% 时，涂料黏度为 709 mPa·s，

EP 充当黏合剂且能在潮湿状态下改善各相之间的相
35% CNF 和 30% EP， 50% 相对湿度 （RH） 条件下

纸张杨氏模量和极限强度分别为 18 GPa 和 139 MPa，
即使在相对湿度 90% 的条件下杨氏模量和极限强度
仍然能够分别达到 12 GPa 和 91 MPa，由于 EP 的加入

导致材料的热降解性下降，但高 MTM 含量和面内取
向的分布使得材料有着良好的阻气性，这一种新型的
三相纳米复合材料，可作为涂层、薄膜和层压复合材
料应用。Yang 等人[52] 提出了一种使用芳纶纳米纤维

涂布纸张的表面强度为 4 m/s，平滑度为 174 s，相对

（ANF） 通过逐层组装改善 CNF 纳米纸的耐水性、湿

由于 CNF 的亲水性，CNF 的加入使得涂布纸的抗水

CNF/ANF 复合纳米纸具有优异的透明度和紫外线阻

于 未 添 加 CNF 的 纸 张 分 别 增 加 了 40. 4% 和 47. 5%。
[46]

性能下降。Roy 等人 研究了一种纳米纤维素疏水改

强度和隔离紫外线能力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
隔性能，在可见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见薄膜后的文字，

性后制备而成的新型超疏水涂料。实验结果表明，纤

而在紫外光下薄膜后的荧光油墨却不发光，在水中浸

测试其防水能力，使用该材料涂覆其他基材如薄页

86 倍 ， CNF 纳 米 纸 的 极 限 强 度 为 （125. 7±5. 1）

维素表面与水接触角 （WCA） 值为 （161±2）°，为了
纸、海绵和织物等时发现上述材料表面的 WCA 值在

136~150°之间，这种优异的性能使其有望应用于自清
[47]

洁纺织品方面。Yang 等人 通过“涂层”方法直接将

TEMPO 氧化木纤维沉积到纳米纤维素薄膜来改善光
学雾度，所得薄膜的总透射率高达 85%，雾度可达

泡 24 h 后湿强度仍可达 101 MPa，是纯 CNF 纳米纸的
MPa，刚度为 （12. 15±0. 09 ） GPa，而纯 CNF 纳米纸
的极限强度和刚度分别为 1. 4 MPa 和 0. 06 GPa。
3

结语与展望
纳米纤维素因为具有抵抗形变能力高、比表面积

62%，薄膜样品还显示出 80 MPa 的高拉伸强度和优

大、光学性能独特和流变性良好的特点，在制浆造纸

的 TEMPO 氧化木纤维和纤维素纳米纤维混合以形成

到纸浆中配合轻度打浆通过增加氢键结合来提高纸张

异的热稳定性，对比组为“共混”方法，是将微尺寸

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潜力。可以直接添加

薄膜，结果表明，使用“涂层”法制备的浑浊透明膜

的强度，但同时会降低纸浆的滤水性能，导致生产率

表现出优于使用“共混”方法制备膜的应用性能。

降低，也能与填料相结合形成二元助留助滤体系在提

2. 3

高纸张强度的同时提高填料留着率，进而提升纸张的

特种材料
纳米纤维素不仅可以作为添加剂改善纸张性能，

其自身就可以结合并形成具有特殊性能的纸张。Hen‐
tze 等人 发明了一种直接使用纳米纤维素的悬浮液
[48]

制备特种纸的方法。采用该方法可以使纸浆的含水量
降为 50% 以下，减少了干燥所消耗的能量，因此可
以在低能耗下制造出可满足印刷要求的纸张。Hu 等
·72 ·

不透明度。纳米纤维素的悬浮液有剪切变稀的特点使
其成为涂料的良好候选者或减少混涂料中其他添加剂
的使用制备可降解无污染的环保型涂料，从而改善透
气性。但纳米纤维素由于自身表面上的氢键较多会破
坏防潮性能，可通过化学改性解决这个问题，改性后
涂布在纸张表面形成疏水层。虽然目前纳米纤维素的
China Pulp & Paper

Vol. 38，No. 10，2019

专题论坛

制备方法很多，但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还有许多挑
战，如制备纳米纤维素的成本较高，在实际生产中还
需要降低制备成本和提高产率，不同批次的纳米纤维
素性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在造纸过程中会影响生产系
统的稳定性。总而言之，纳米纤维素在制浆造纸领域
虽然存在不少挑战，但其潜在价值仍然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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