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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皮革加工过程中控制有害物质的过量使用、减少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对废物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回收皮革加工中的废液循环再利用，减少废水和废料的排放，开发了一种封闭循环利用工艺。 这种加工

方法伴随的胶原的结构变化尚待研究，而这有利于理解封闭循环利用及其生产出的皮革性能。 在这项研究

中，用同步辐射小角 Ｘ 射线散射方法，分析了在封闭循环利用方法的不同阶段中胶原蛋白的结构变化。 研究

表明，回收废液中的有机成分和铬增加了对胶原纤维基质的填充效果。 同时，由铬废液处理过的皮革对 Ｘ 射

线的散射强度增强，这归因于废液处理皮革中更高的对铬的吸收率。 此外，从角蛋白和脂类对 Ｘ 射线的散射

强度变化佐证了废液用于脱毛过程的有效性。 此项关于胶原结构的研究结果将支持制革封闭循环利用工艺

是更加环境友好并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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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动物皮为原料生产蓝湿革的工艺中涉及一系

列化学处理，如浸灰、浸酸和铬鞣［１］。 为了提高加工

效率，经常使用过量的化料，从而使得未被吸收的化

料留在废液中，需被处理后才能排放到环境中［２］。 在

浸灰阶段中，硫化钠（Ｎａ２Ｓ）和硫氢化钠（ＮａＨＳ）被用

作脱毛剂，以分解角蛋白胱氨酸（Ｃｙｓ）残基中的二硫

键（Ｓ－Ｓ） ［１］。 将废溶液中过量的硫离子（Ｓ２－）和硫氢

根离子 （ ＨＳ－ ） 氧化，以避免产生有毒气体硫化氢

（Ｈ２Ｓ），从而产生高硫酸盐（ ＳＯ２－
４ ）浓度的废水［３－４］。

浸酸阶段中需要使用高浓度的氯化钠，以防止裸皮在

低 ｐＨ 下膨胀，使得浸酸废水中含有过量的氯离

子［４］。 此外，铬鞣阶段中硫酸铬通常不能充分吸收，
导致废水中存在未结合的 Ｃｒ３＋，需要在废水排放到环

境之前进行处理［４－５］。 根据之前的调查，在脱毛和浸

灰产生的废水中含有 ２６ 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ＳＯ２－
４ ，而浸酸和

铬鞣的的废水中含有 ５９ 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Ｃｌ－和约 ２ 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Ｃｒ３＋［４］。 这些数值远高于制革污染物排放标

准（ＧＢ ３０４８６—２０１３）直接排放的限制标准［６］。 这促

使研究人员研究回收和再利用皮革加工过程中使用

的化学品的方法。
回收利用可以是从废液中回收化学品并进行再

利用，也可以对废液进行直接再利用。 直接再利用是

最有益的方法，减少了处理所需的用水量［２］。 最近，
研究报道了一种制革封闭循环利用工艺［７－８］。 在此

工艺中，脱毛、浸灰、浸酸和铬鞣步骤中所产生的废水

可在随后的加工周期中完全重复使用，并且皮革性能

可与常规工艺媲美［７－８］。 胶原蛋白是动物皮的主要

成分，其内在的长程有序分子和纤维结构，赋予皮革

独特的感官特征［９］。 由于胶原蛋白分子的周期性排

列，Ｘ 射线散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其结构的变

化［１０－１１］。 对胶原组织的性质的研究表明，它的固有

性质与其在不同尺度下的结构有关，而 Ｘ 射线散射方

法可 研 究 从 亚 纳 米 级 至 数 百 纳 米 级 的 长 度 尺

度［１２－１４］，Ｘ 射线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可用于研究胶原

蛋白的结构。 先前对皮革中胶原的 Ｘ 射线散射研究

表明，可以追踪从生皮到皮革加工的各个阶段，从而

了解胶原结构在分子层面的变化［１３］。 然而，制革废

液封闭循环利用工艺对胶原的作用尚待研究，而这方

面的研究能提供再利用的废液与皮革中胶原分子的

相互作用的相关信息。 基于同步辐射光源的小角 Ｘ
射线散射（ＳＡＸＳ）技术，无需对样品进行预处理即可

快速而准确地解析胶原分子层面的变化，这使得同步

辐射 ＳＡＸＳ 成为评估新型鞣制工艺的重要技术。

在当前的这项研究中，笔者研究了废液循环利

用工艺对胶原和皮革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观

察胶原蛋白分子间堆积，Ｄ－周期和峰值强度改变

的基础上，铬的结合量有所增加。 同时，废液循环

利用技术保证了浸灰脱毛过程的顺利进行。 研究

结果补充了皮革鞣制理论的化学知识，更全面地

了解制革封闭循环利用工艺。 这项废液封闭循环

工艺提供了一种改善皮革工业生产过程的可持续

性发展途径。

１　 试验方法

１ １　 样品制备

本试验中用到的小牛皮样品均从中国河北省的

一家制革厂取样。 该制革厂使用宝斯卡的专利“废液

循环处理方法”进行加工生产［１５］，取样为不同的加工

阶段的样品，分别从第 １～ ８ 阶段进行（见流程图 １）。
首先，对盐湿皮浸水使其回湿并去肉。 去肉后的生皮

（１）被装载进转鼓，并加入 １００％的浸灰废液（剖层前

的用料标准均以裸皮质量计） （Ａ 部分，流程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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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灰废液的 ｐＨ 值在 １２ ５ 左右，且含有平均浓度 １
５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 Ｓ２－，此数值在制革厂约 ３００ 次循环中相

对稳定。 然后，在转鼓中加入质量分数 ０ ８％的 Ｃａ
（ＯＨ） ２、０ ５％的 ＮａＨＳ、０ １５％的脱脂剂，在 ２５ ℃下运

行 １ ｈ 后开始滤毛。 在脱毛步骤中，牛毛从皮面松动

脱落，在转鼓运行的同时在约 １ ｈ 内过滤去除。 脱毛

步骤的废液被回收并用于浸灰步骤。 随后，在 ２５ ℃
下添加浸灰所需的化学品，包括 １ ０％的 Ｃａ（ＯＨ） ２，
０ ８％的 Ｎａ２Ｓ，以将 ｐＨ 值提高到约 １３ 左右松散胶原

纤维，促进后续处理步骤中化料的作用。 浸灰时，由
于皮膨胀作用使其吸收水分，因此需在该阶段加入清

水以补偿浴液的减少，同时加入 ０ ４％的 Ｃａ（ＯＨ） ２ 并

转鼓过夜。 浸灰后的皮（２）出鼓后，将废液过滤回收

并用于下一轮循环中。
出鼓的灰皮厚度经去肉和剖层至 ２ ｍｍ，然后

在 ３０ ℃ 下加入 ０ ３％的焦亚硫酸钠 （ Ｎａ２Ｓ２Ｏ５ ） ，
２ ０％的氯化铵（ＮＨ４Ｃｌ）转 ２ ｈ 将其脱灰（３） ，并加

入 ０ ３％的软化酶在 ３０ ℃软化处理 １ ｈ（４） 。 脱灰

和软化的目的是去除皮中溶解的蛋白质和粒面内

潜在的残留毛发。
浸酸步骤是第 ２ 个废液封闭循环工艺的起始

点（Ｂ 部分，流程图 １） ，在此过程中，铬鞣废液被用

于浸酸和鞣制步骤中。 铬鞣废液的 ｐＨ 值在 ３ ５
左右，含有平均 ２ ８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三价铬（ Ｃｒ（Ⅲ）），
此数值在制革厂约 ３００ 次循环中相对稳定。 首先

在 ５０％的铬鞣废液中（计算基于剖层后的皮质量，
下同 ） 加 入 ２ ０ ％ 的 氯 化 钠 （ ＮａＣｌ） ，并 相 继 用

０ ７％的甲酸 （ ＨＣＯＯＨ） 和 １ １％硫酸 （ Ｈ２ＳＯ４ ） 在

２５ ℃ 酸化至 ｐＨ 值为 ２ ５（ ５） 。 然后，用 ５ ０％的

碱式硫酸铬（ Ｃｒ（ ＯＨ） ＳＯ４，２５％ Ｃｒ２Ｏ３，３３％碱度）
进行鞣制 ２ ｈ（６） ，并在随后的 ２ ｈ 中提碱至 ｐＨ 值

为 ４ ０（７） 。 紧接着，往转鼓内分别加入两次 ５０％
的热铬鞣废液（５５ ～ ６５ ℃ ）从而提高转鼓内温度至

４０ ℃ ，并再继续转 ４ ｈ 即得到蓝湿革产品（８） 。 加

热升温将促使化料以及回收的铬与胶原充分反

应。 此过程中用过的铬鞣废液则在过滤后应用于

下一次循环使用。
在每个阶段收集的样品命名为：（１）生皮；（２）浸

灰；（３）脱灰；（４）软化；（５）浸酸；（６）铬鞣；（７）提碱；
（８）蓝湿革。 所有的样品在结构分析前都在 ４ ℃下冷

藏保存。

（Ａ）脱毛－浸灰循环；（Ｂ）浸酸－铬鞣循环。 取样分别在每

个处理步骤完成后进行：（１）生皮；（２）浸灰；（３）脱灰；（４）
软化；（５）浸酸；（６）铬鞣；（７）提碱；（８）蓝湿革。

图 １　 皮革加工的闭环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ａ ｃｌｏｓｅｄ － ｌｏｏ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 ２　 小角 Ｘ 射线散射（ＳＡＸＳ）

将皮样切成 １０ ｍｍ×１０ ｍｍ×３ ｍｍ（长×宽×高）的
试样，放置在聚酰亚胺薄膜之间，并密封在样品池中

以保持其水分含量恒定。 ＳＡＸＳ 试验在台湾新竹国家

同步辐射研究中心（ＮＳＲＲＣ）的光束线 ２３Ａ１ 上进行。
样品到检测器的距离为 ２ ６０２ ｍ，Ｘ 射线能量为 １５
ｋｅＶ。 散射强度 Ｉ（ ｑ）是散射矢量 ｑ 的函数，其中 ｑ ＝
４πｓｉｎ（ θ ／ ２） ／ λ，其中 θ 是入射线和散射线之间的夹

角。 峰的拟合应用了在之前的研究中所使用的

ＳＡＸＳＦｉｔ 和 Ｆｉｔｙｋ 两种软件［１６－１８］。 相对衍射峰强度计

算为 Ｒｎ ／ ｍ ＝Ａｎ ／ Ａｍ，其中 Ａｎ 和 Ａｍ 表示衍射级数为 ｎ 和

ｍ 的峰的面积。 峰的位置则被记录并换算为空间中

的距离 ｄ＝ ２π ／ 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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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小牛皮生皮的 ＳＡＸＳ 图样，显示出特征性的衍射环，该衍射环源自长程有序的胶原结构。 （Ｂ）积分后的数据（ ｑ 范围在 ０ ２

～１ ２ ｎｍ－１），皮样分别取自废液循环处理方法的不同阶段。 选定的峰依据 ｑ ＝ ２πｎ ／ Ｄ 进行标示，其中 ｎ 为衍射级数，Ｄ 为胶原

分子轴向堆积周期（Ｄ 周期）。 （Ｃ）小牛皮软化阶段的 ＳＡＸＳ 图样，显示出弥散的散射弧，该散射弧来自于胶原分子有序的分子

间横向堆积（ ＩＬＰ）。 （Ｄ）积分后的数据（ｑ 范围在 １ ０～ ５ ２ ｎｍ－１），皮样分别取自废液循环处理方法的不同阶段。 （Ｅ）小牛皮

生皮的 ＳＡＸＳ 图样，显示出有方向性的弥散的特征峰。 （Ｆ）小牛皮生皮及其毛发样品的积分后的数据（ ｑ 范围在 ０ ４ ～ ３ ０

ｎｍ－１）突出显示了这些弥散峰的位置。
Ｆｉｇ ２ （Ａ） ＳＡＸ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 ｒａｗ ｃａｌｆ ｓｋｉ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ｎｇ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ｑ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０ ２～１ ２ ｎｍ－１ ｆｒｏｍ ｓｋｉ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ｑ＝ ２πｎ ／ Ｄ ｗｈｅｒｅ 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ａｘｉａｌ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 （Ｄ－ｐｅｒｉｏｄ）  （Ｃ）
ＳＡＸ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 ｂａｔｅｄ ｓｋ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ｒｃ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ｃｋｉｎｇ （ Ｉ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ｑ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１ ０～５ ２ ｎｍ－１ ｆｒｏｍ ｓｋｉ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 ＳＡＸ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ａｗ ｃａｌｆ ｈａｉｒ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ｑ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０ ４～３ ０

ｎｍ－１ ｆｒｏｍ ｒａｗ ｃａｌｆ 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ｉｒ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ｐｅａｋｓ

２　 结果和讨论

小牛皮生皮的 ＳＡＸＳ 图样中（图 ２Ａ），ｑ 在 ０ １ ～
３ ０ ｎｍ－１的范围内显示了一组清晰的衍射环，这是由

于胶原分子在胶原纤维内的长距离有序堆积而引起

的衍射［１３］。 积分后的 ＳＡＸＳ 图显示衍射峰的强度和

位置在废液封闭循环工艺的各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
（图 ２Ｂ）总体的变化趋势与常规皮革加工方法接近，
表明其结构变化与标准皮革相近［１８－１９］。 从生皮（１）
到浸灰（２）步骤，３ 级至 １１ 级衍射的峰强度下降，并
向高 ｑ 方向移动。 这可以用碱性条件下胶原纤维的

膨胀来解释［１］。 另外，在浸灰阶段，观察到散射背景

略有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回收的废液中含有的有机成

分在皮膨胀过程中被灰皮吸收所致。 这也是由于质

量稀释效应导致胶原原纤维的散射相对降低。 脱灰

后（３），峰强度增加，并在软化阶段（４）保持不变。 脱

灰和软化使皮 ｐＨ 值恢复到中性，从而消除了膨胀效

应［１］，并观察到峰位置回移至较低 ｑ 处。 但是，脱灰

和软化的皮的总体峰强度与灰皮相似 （均弱于生

皮），表明在浸灰过程中灰皮的胶原结构发生了永久

性变化［１］。 当浸酸阶段结束后（５），总体峰强度仅略

微增加。 在废液封闭循环工艺操作中，含铬废液被用

于浸酸步骤。 通常，在胶原结构中引入铬会导致 ４ 级

和更高级衍射峰强度显著增加［１８－２０］。 然而，在循环

废液中的铬是络合态的，未能和胶原结合，因此不能

同时增强胶原蛋白结构的电子密度。 这个现象进一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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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支持了以下观点：前一次循环中留下的废水仅残留

了低浓度的铬，适合被回收利用，同时不会导致蓝湿

革产生粒面粗糙的现象［２１］。 在添加铬粉之后（６），观
察到 ５～１１ 级峰的强度增加以及 ３ 级峰的消失。 这说

明了铬的鞣制效果改变皮的胶原结构，增加了胶原基

质的相对电子密度［２０］。 ５～１１ 级峰的强度在提碱（７）
以及铬复鞣（８）后增加，同时 ３ 级峰又重新出现。 这

种总体峰强度增加以及 ３ 级峰重新出现的变化趋势

表明，胶原分子中的活性基团已被反应完全，并有更

多的铬被吸收到胶原基质中［１８］。 在高 ｑ 范围约 ４ ０
ｎｍ－１处观察到了一个较宽的峰，先前的研究表明此信

号来自于胶原分子的分子间横向堆积（ ＩＬＰ） ［２２－２３］。
此峰从生皮（１）至浸灰阶段（２）中向低 ｑ 方向偏移，
接着在脱灰（３）到蓝湿革（８）阶段转而向高 ｑ 方向移

动。 ＩＬＰ 的变化也可以归因于处理过程中的化学反

应，这些变化将在下文中结合峰强度结果一并讨论。
除了胶原的信号外，还在生皮的 ＳＡＸＳ 图样中 ｑ

＝ １ ３ ｎｍ－１处观察到了一个弥散的特征峰（图 ２Ａ）。
对生皮上的毛发（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清晰的

特征峰（图 ２Ｃ）。 与胶原纤维方向垂直（赤道方向）
的峰出现在 ｑ ＝ ０ ７、１ ３、２ ３（分别对应实空间距离

＝ ９ ２、４ ７ 和 ２ ８ ｎｍ），与胶原纤维方向平行（子午线

方向）的峰出现在 ｑ ＝ ０ ９ ｎｍ－１（对应实空间距离 ＝
６ ８ ｎｍ）。 根据先前的报告，这两组峰分别来自于毛

发中角蛋白中间纤维（ＫＩＦ）的横向和轴向堆积［２４－２８］。
ＫＩＦ 在赤道方向的峰强度通常随着 ｑ 的增加而下

降［２５，２８］。 但是，观察到在 ｑ ＝ １ ３ ｎｍ－１处的峰强度比

在 ｑ＝ ０ ７ ｎｍ－１处的峰强度高得多（图 ２Ｄ）。 这意味

着该峰可能来自毛或皮中其他成分的散射信号的叠

加。 据报道，在毛囊中依层状堆积的结晶态脂质在实

空间距离 ４ ５ ｎｍ 左右显示出一个均向性的散射环，
这与我们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吻合［２５－２７，２９］。

接着，追踪分析了上述弥散峰在闭环处理步骤中

的变化（图 ２Ｆ）。 当皮浸灰后，ｑ ＝ １ ３ ｎｍ－１处的峰减

小，同时几乎观测不到 ｑ＝ ０ ７ 和 ２ ３ ｎｍ－１处的峰。 在

此阶段，由于皮表面在视觉上是净面，因此无法收集

毛的样本以将其与皮分开测量。 在浸灰过程中，皮表

面大部分的毛被分解，并通过过滤从浴液中去除［１，７］，
从而大大降低了灰皮（２）上来自毛发中角蛋白中间

丝（ＫＩＦ）的散射信号［２５］。 但是，残留的 ｑ ＝ １ ３ ｎｍ－１

处的峰表明可能存在极少量的 ＫＩＦ 在皮表面，或是在

毛囊中存在结晶态脂质。 然而，这个现象直接证明了

在该废液封闭循环工艺中，回收的浸灰废液能够有效

去除皮上的毛。 脱灰后（３），胶原基质变得更致密，
因此显示 ｑ＝ １ ３ ｎｍ－１处来自残留脂质或 ＫＩＦ 的峰有

所增强。 但是，在软化过程中（４）该峰略微向低 ｑ 方

向偏移，体现了两种可能现象的复合效应：脂质的分

子间排列被打乱，同时广谱蛋白酶导致了对残余角蛋

白纤维的去除作用［３０］。 浸酸后（５），绝大部分的可溶

成分都被去除，留下了无残留毛的干净粒面。

图 ３　 计算所得的小牛皮胶原（Ａ）Ｄ 周期和（Ｂ）分子间横

向堆积距离（ｄＩＬＰ），在闭环循环方法中不同阶段的变

化：（１）生皮；（２）浸灰；（３）脱灰；（４）软化；（５）浸酸；
（６）铬鞣；（７）提碱；（８）蓝湿革。

Ｆｉｇ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 Ａ ） Ｄ －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 Ｂ ）
ｉｎ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ｄＩＬＰ ） ｉｎ ｃａｌｆ

ｓｋ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Ｘ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１） ｒａｗ；
（２） ｌｉｍｅｄ； （３） ｄｅｌｉｍｅｄ； （４） ｂａｔｅｄ； （５） ｐｉｃｋｌｅｄ；
（６） Ｃ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７） ｂａｓｉｆｉｅｄ； （８） ｗｅｔ ｂｌｕｅ

通过对 ＳＡＸＳ 图中的峰进行拟合，可以获得有关

废液封闭循环工艺中胶原结构变化的详细分析（图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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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胶原分子在原纤维中的堆积遵循长程有序 １ ／ ４
交替排列，形成了特征性的 Ｄ 周期和横向排列间距

（ｄＩＬＰ） ［９，３１］。 从生皮（１）到浸灰（２）阶段，Ｄ 周期从

６５ ８ ｎｍ 急剧减少到 ６４ ４ ｎｍ，同时 ｄＩＬＰ从 １ ２６ ｎｍ 陡

增至 １ ５５ ｎｍ。 该观察结果与皮在视觉上的收缩以及

其在浸灰阶段的厚度增加是相符的。 在强碱性的浸

灰条件下，胶原蛋白侧链上的酰胺基团迅速发生水

解，产生更多的羧基基团［１］。 这使得胶原的等电点从

７ ４ 降低至 ５ ０～６ ０，并由于侧链电荷的改变打乱了

胶原中的盐桥和氢键作用［１］。 弱化了的分子间链接

和胶原侧链负电荷之间的相互排斥作用会导致非均

向性的纤维膨胀，并显示出 Ｄ 周期的缩短和 ｄＩＬＰ的增

大［２３］。 另一方面，脱灰（３）使得皮在宏观层级上消除

膨胀，观察到 Ｄ 周期增加至 ６５ ２ ｎｍ，ｄＩＬＰ 则减少至

１ ４９ ｎｍ。 脱灰后的结构与原皮结构的不同，支持了

先前研究中提及的在浸灰过程中的永久性的纤维松

散作用［１］。 在软化（４）和浸酸（５）步骤后，胶原分子

间结构逐渐变得更致密，尤其在横向排列上，观察到

ｄＩＬＰ从 １ ４９ ｎｍ 持续降低至 １ ４２ ｎｍ，同时 Ｄ 周期略微

增加至 ６５ ４ ｎｍ。 当加入铬粉后（６），观察到 Ｄ 周期

从 ６５ ４ ｎｍ 略下降至 ６５ ２ ｎｍ。 在提碱阶段（７），Ｄ 周

期增加了 ０ ２ ｎｍ，并在紧接着的铬复鞣（８）阶段继续

下降，完成蓝湿革的生产。 这些观察结果与先前关于

常规牛皮铬鞣加工的报告相吻合，即使用碱式硫酸铬

鞣制后，Ｄ 周期降低了［１９，３２］。 然而，Ｄ 周期的下降在

废液封闭循环工艺中（０ ２ ｎｍ）大大低于以前报道的

结果（１ ２ ｎｍ） ［３２］。 通过重复使用废铬溶液，该废铬

溶液包含的惰性铬以及蛋白质等溶解的有机成分，可
以提高填充效果。 这项分子层面的观察结果与闭环

方法所带来的蓝湿革丰满度的提高相符。
为了进一步研究废液封闭循环工艺，基于 ＳＡＸＳ

峰面积的比值变化，分析了胶原结构的一些指标（见
图 ４）。 ５ 级峰对 ３ 级峰的比值（Ｒ５ ／ ３）可用来分析鞣

制作用，６ 级峰对 ５ 级峰的比值（Ｒ６ ／ ５）可用于分析胶

原的水合程度［１３］。 从生皮（１）到浸灰（２）、脱灰（３）、
软化（４）和浸酸（５）后的皮样来看，Ｒ５ ／ ３数值仅有少量

变化。 而紧接着的铬鞣（６）步骤则导致了数值明显

增加。 这个变化可归因于金属物种与胶原的结合以

及铬与胶原的共价交联。 Ｒ５ ／ ３数值在提碱（７）步骤中

保持不变。 然而，Ｒ５ ／ ３在铬复鞣（８）成蓝湿革的过程

中有所下降。 有先前的研究提出，５ 级峰对 ３ 级峰的

图 ４　 五级衍射峰与三级衍射峰的相对强度，以及六级对

五级衍射峰的相对强度，在闭环循环方法中不同阶

段的变化：（１）生皮；（２）浸灰；（３）脱灰；（４）软化；
（５）浸酸；（６）铬鞣；（７）提碱；（８）蓝湿革。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Ｒ５ ／ ３） ａｎｄ
ｓｉｘｔｈ ｔｏ ｆｉｆｔｈ （Ｒ６ ／ ５） ｏｒｄｅｒ ｐｅａｋ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１）
ｒａｗ； （２） ｌｉｍｅｄ； （３） ｄｅｌｉｍｅｄ； （４） ｂａｔｅｄ； （５） ｐｉｃｋ⁃
ｌｅｄ； （６） Ｃ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７） ｂａｓｉｆｉｅｄ； （８） ｗｅｔ ｂｌｕｅ

强度受到两个事件的影响：（１）胶原的交联，以及（２）
由于引入三价铬离子（Ｃｒ３＋）而导致的相对电子密度

的增加［１８］。 前者可导致 ３ 级峰强度的下降和 ５ 级峰

强度的上升，而后者导致两个峰的强度同时上升。 因

此，在提碱后加入回收的含铬废液时，Ｒ５ ／ ３的下降可归

因于胶原基质对 Ｃｒ３＋鞣剂的进一步吸收。 另一方面，
较高的 Ｒ６ ／ ５数值通常表明皮中胶原基质的脱水程度

更高。 与预期一致的是，从生皮（１）到浸灰（２）步骤

时 Ｒ６ ／ ５骤然下降，表明当松散的胶原结构与水在遇碱

的时候发生膨胀。 然而，尽管经过了脱灰（３）和软化

（４）步骤，Ｒ６ ／ ５依然处在低位。 这说明在浸灰步骤中

对非结构蛋白的去除以及羧基侧链的增加可潜在地

·７４·

第 １ 期 张 翼等　 Ｘ 射线散射方法对废液封闭循环利用工艺中皮革胶原结构的研究




增加基质中胶原分子与水的氢键结合倾向。 Ｒ６ ／ ５在紧

接着的废铬液硫酸溶液中浸酸（５）步骤中有所增加。
这可以解释为易溶的高浓度的 Ｃｌ－削弱了胶原蛋白与

水之间的氢键作用［３３］。 另外，由于惰性铬物质的引

入，水分子从胶原基质中被替换出去，从而导致了

Ｒ６ ／ ５的升高［１８，３４］。 之后，观察到随着铬粉的加入（６），
Ｒ６ ／ ５显著增加，并保持了平缓地增加趋势直至形成蓝

湿革（８）。 铬鞣制过程中的这种脱水效应可归因于

铬与胶原的配位结合，取代了氢键的水分子［１８］。 提

碱过程中铬的吸收率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后续加入更

多热的回收铬废液也可能导致脱水效应。 这是由于

胶原基质中铬物种的沉积从而从基质中置换出非结

合水所致［１８，３４］。
综上所述，皮中的胶原结构变化大致符合在常规

鞣制过程中所记录的特征性变化［１３］，同时突出了差

异。 分子间间距的变化表明，废液中溶解的有机组分

和惰性铬物种对胶原的填充效果增强，并且可能导致

所得皮革丰满度的提升。 峰值强度的变化还表明，在
使用回收的铬废液的铬鞣过程中，铬的吸收性更好。
在脱毛和浸灰阶段也检测到了角蛋白和脂质的结构

变化，证实了采用废液封闭循环工艺的浸灰溶液再生

的有效性。

３　 结 论

废液的回收和再利用可以大大减少环境负担，并
提高皮革行业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先前的研究已

证明使用废液封闭循环工艺加工的蓝湿革具有与传

统方法类似的宏观性质，并且，通过使用同步辐射

ＳＡＸＳ 在不同工艺阶段对样品进行分子水平的结构分

析，表明了该废液封闭循环工艺方法的优势，增加了

蓝湿革中铬吸收和固定，提高了填充效果。 同时，使
用回收的废液进行脱毛和浸灰的有效性也得到了证

明。 这项研究中揭示的基础信息扩展了我们对绿色

加工技术对皮胶原蛋白结构影响的理解，从而有助于

指导未来皮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 章 译 自 ＪＡＬＣＡ 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１５ 卷， Ｐ： ３７３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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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１ 页）
后期加纯碱不出任何问题。 紧实的皮做小摔纹革可

用两次中和，前面回湿后就开始用 ２％纯碱中和。 有

的外购蓝湿革加纯碱处理效果会更好，一般纯碱用量

控制在 ０ ５％ ～ １ ０％。 用纯碱中和，铬复鞣 ｐＨ 就要

低一点，少加一点铬粉，防止表面过鞣。 做小摔纹革

其实对身骨和丰满度的要求跟纳帕革差不多，只是稍

微绵一点，所以，用纯碱打开表面效果比较明显。

·９４·

第 １ 期 张 翼等　 Ｘ 射线散射方法对废液封闭循环利用工艺中皮革胶原结构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