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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木材作为一种生物质材料，易受到微生物的侵害而发生腐朽、霉变、变色等问题，也会由于日常温、湿

度的变化而产生开裂、变形等缺陷，因而户外用材应同时具备防腐防霉、防变色及防水等性能。本研究基于天然表

面活性剂开发出了石蜡防水剂与铜唑（CA-B 型）防腐剂的复配体系，考察了复配体系处理材的防霉防蓝变性能。

即采用 0.3%和 0.5%两种浓度的 CA-B 和 0.5%、1.0%、2.0%三种浓度的石蜡乳液制备复配体系，利用满细胞法浸注

处理 50mm(L)×20mm×5mm 的南方松（ Pinus spp.）试材，根据国标 GB/T18261-2000 针对蓝变菌可可球二孢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和霉菌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 V.Tiegh）、绿色木霉（Trichoderma viride Pers.ex

Fr.）对复配处理材进行抗蓝变和抗霉变实验。研究表明，石蜡乳液和 CA-B 均能改善木材的抗霉变和抗蓝变效果，

但在一定范围内，石蜡乳液浓度增加对抗霉变和抗蓝变效果略有负面影响。

Abstract：Wood, as a typical biomass material, is easily subjected to decay and discoloration caused by biological

deterioration or deformation due to daily variation in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Therefore, outdoors wooden

products should have multifunction against fungi, mould as well as water. This work prepared paraffin emulsion

waterproof using natural surfactants, and combined it with CA-B to treat wood samples, and their mould and blue stain

preventing properti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paraffin wax emuls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0.5%, 1.0% and 2.0%

were added into two concentrations of CA（0.3%、0.5%） to obtain six groups of compound systems and the Full-cell

process was applied to treat the sapwood of Pinus spp. at size of 50mm(L)×20mm×5mm. Anti-mould and anti-blue stain

tests were conducted using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 spergillus niger V.Tiegh and Trichoderma viride Pers.ex Fr.

according to the GB/T18261-2000, giving the following results: both paraffin wax emulsion and CA-B could prevent

wood against mould and blue stain. However, within a certain range, anti-mould and anti-blue stain effects of wood

samples treated by the compound systems reduced slightly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paraffin wax emulsion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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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木材的防腐防霉与防水，是木材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延长木材的使用寿命，亦能

够改善木材的使用性能，进而拓宽其应用范围。长期以来被广泛利用的铜铬砷防腐剂（CCA）由于
含有对人畜及环境危害极大化学成分 [1]，已逐渐被 CA（铜唑）、ACQ（季铵铜）等环保型防腐剂所
取代。其中，CA 防腐剂主要成分铜和三唑对人低毒，且制剂中无铬和砷，对环境无害，越来越受
青睐 [2]。同时，铜可以抵制腐朽菌的侵入 [3]，具有良好的防腐防霉性能。研究表明，其不但抗褐腐、

白腐菌性能高于 CCA[4]，更表现出良好的抑制白蚁、防止蓝变茵及霉菌侵染的功效 [5]。南京林业大

学周明明等 [6]对竹材经超声与铜唑联合处理后的防霉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过铜唑浸渍处理的

试件霉变率都有所降低，铜唑溶液浓度相对较大时，霉变率相对较小。

但是，CA 作为水载型防腐剂，在后期干燥木材过程中，处理材易发生膨胀和收缩，且在户外
应用时也往往产生开裂、翘曲等缺陷。因此，对木材进行防腐、防水同步处理，使其兼具防腐和防

水功能是解决目前国内防腐处理木材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降低防腐剂的流失及由此导致的环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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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的重要途径。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者开始致力于在木材防腐剂中添加防水剂处理木材的研究工作。美
国 Hickson 公司开发出的一种具有防水性、并保护 CCA 的防水乳化液添加剂的应用系统 [7]；另一

种获得大规模应用的含有石蜡和石油产品化合物产品为 Tanalith Plus[8]，可明显提高木材的尺寸稳定
性。而在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王剑菁 [9]和陈人望等 [10]曾尝试利用石蜡乳液和 CCA、ACQ 进
行复配处理木材。然而，目前国内市场仍未出现与这些防腐剂相配套的防水剂产品，另一方面，现

有石蜡防水剂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存在生物降解性能差或有毒等一系列问题 [11]。利用天然表面活性

剂制备石蜡防水剂可以避免类似的环境安全问题，使木材的利用更贴近人类的生活。

在前期研究中 [12]，通过筛选烷基糖苷类和司盘类天然表面活性剂，制备出了环保而性能优良的

石蜡防水剂，并与 CA 复配后一次性处理木材。不但复配体系具有良好的混容性及稳定性，可存放
较长时间不致出现破乳现象，复配体系处理材亦表现出了优异的防水性能，在尺寸稳定性得到了大

幅改善的同时，力学性能无负面影响。本研究则进一步探究复配处理材的防霉防蓝变性能，旨在考

察石蜡防水剂和 CA 在复配处理材防霉防蓝变性能方面的作用，从而完善复配工艺、优化配比。以
期促进木质生物质资源的高附加值利用，推动行业向更高效、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二、材料与方法

（一）材料

处理材：美国南方松（Pinus spp.）边材，挑选无节疤、无明显树脂聚集和可见霉菌、变色菌、
朽菌及昆虫侵害痕迹的、纹理通直、年轮密度均匀的健康试样用于试验。采用 50mm（L）×20mm
（R）×5mm（T）的标准三切面试材。

木材防腐剂：CA-B，主要成分为 Cu、三唑（有效成分质量分数 10.4%）。选用 0.3%和 0.5%两
种浓度，以 0.3%C、0.5%C 表示，分别对应防腐等级 C3 和 C4A。

石蜡乳液防水剂：采用烷基糖苷类和司盘类天然表面活性剂自制石蜡乳液，并选定 0.5%、1%
和 2%三种防水剂浓度，分别以 0.5%W、1.0%W 和 2.0%W 表示。

霉菌：绿色木霉（Trichoderma viride Pers.ex Fr） 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 V.Tiegh）
蓝变菌：可可球二孢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
（二）复配处理试材

将两种浓度的 CA 和三种浓度的石蜡乳液进行复配，共得到六种复配体系，具体分组情况见表
1。采用满细胞法处理木材试件，即将试件浸没于处理液后，在真空-0.01MPa 的条件下保持 30 分钟，
然后加压至 0.5MPa，保压 1小时，最后卸压出罐完成处理过程。每组的重复试件数为 6，取其平均
值进行被害值分析。

表 1 试件分组

名称 石蜡乳液浓度 CA 浓度 名称 石蜡乳液浓度 CA 浓度

Control 0 0 0.5%W/0.3%C 0.5﹪ 0.3﹪

0.3%C 0 0.3﹪ 1.0%W/0.3%C 1.0﹪ 0.3﹪

0.5%C 0 0.5﹪ 2.0%W/0.3%C 1.5﹪ 0.3﹪

0.5%W 0.5﹪ 0 0.5%W/0.5%C 0.5﹪ 0.5﹪

1.0%W 1.0﹪ 0 1.0%W/0.5%C 1.0﹪ 0.5﹪

2.0%W 2.0﹪ 0 2.0%W/0.5%C 2.0﹪ 0.5﹪

（三）ICP 测量
将试件粉碎成木粉，置于 105℃的干燥箱中干燥 24h，使木粉达到绝干。取 0.15g 木粉放入硝化

管中进行硝化处理，收集处理试样，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ICP）测定防腐处理材中铜
的含量。

（四）处理材的防霉防蓝变实验



参照 GB 18261-2000-T《防霉剂防治木材霉菌及蓝变菌的试验方法》，对试菌进行接种与培养，
并根据上述国标标准对防霉防蓝变效果进行评价。

三、结果与讨论

（一）处理材的增重率和铜的载药量

表 2 处理材增重率和铜的载药量

试材 组名 增重率/%（标准偏差） 铜载药量/kg/m3（标准偏差）

素材 Control 0（0） 0（0.01）

CA 单独处理材
0.3%C 0.94（0.12） 1.81（0.12）

0.5%C 1.84（0.11） 3.80（0.03）

石蜡单独处理材

0.5%W 0.68（0.07） —

1.0%W 1.27（0.17） —

2.0%W 2.41（0.15） —

石蜡乳液/CA 复

配体系处理材

0.5%W/0.3%C 1.79（0.05） 2.26（0.19）

1.0%W/0.3%C 2.39（0.06） 2.20（0.20）

2.0%W/0.3%C 3.49（0.17） 1.80（0.07）

0.5%W/0.5%C 2.31（0.20） 3.90（0.06）

1.0%W/0.5%C 3.02（0.17） 3.90（0.07）

2.0%W/0.5%C 4.24（0.41） 4.42（0.05）

图 1 复配处理材铜的载药量

表 2表示了处理材增重率和铜的载药量。可以看出石蜡乳液防水剂单独处理材的增重率，随着
乳液浓度加倍，增重率也有加倍的趋势，但是高浓度比低浓度的增重率的两倍略低，可能是由于浓

度的增大会微弱降低石蜡乳液在木材中的渗透性。

铜的载药量主要与防腐等级有关，同一防腐等级的处理材，铜的载药量相近。素材组铜的载药

量近似等于 0 kg/m3。CA 单独处理材中铜的载药量分别为 1.81 ± 0.12 kg/m3、3.80 ± 0.03 kg/m3，达

到预设的防腐等级 C3（≥1.7 kg/m3）和 C4A（≥3.3 kg/m3）的载药量的要求 [13]。另一方面，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复配处理材在 C4A 等级下铜载药量明显大于 C3 等级。



（二）防霉效果目测结果

素材组和 CA、石蜡单独处理组：

Control 0.3% C 0.5% C 0.5% W 1.0% W 2.0% W

复配处理组：

0.5%W/0.3%C 1.0%W/0.3%C 2.0%W/0.3%C 0.5%W/0.5%C 1.0%W/0.5%C 2.0%W/0.5%C

图 2 各种处理材对绿色木霉抑制效果

图 2以绿色木霉为例，表示了各种处理材对霉菌的抑制效果。从 Control 组、CA 单独处理组的
照片中可以得出：Control 组被绿色木霉严重感染，而经过 CA 浓度为 0.3%与 0.5%处理的试件，其
防霉效果得到了有效地改善；同时，在石蜡单独处理组中，使用浓度分别为 0.5%、1.0%和 2.0%的
防水剂石蜡乳液处理的处理材，与素材组相比时其防霉效果也有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经过铜唑与石蜡防水剂的复配体系处理的试件，其处理材霉变程度与 Control 组的
素材相比有大幅降低；并且，当 CA 浓度为 0.5%（C4A 等级）时，复配处理材已很少受到绿色木霉
的感染。

（三）被害值分析

1.蓝变被害值
图 3给出了复配处理材对于可可球二孢的蓝变被害值。如图所示，相较于未处理材，石蜡和 CA

单独处理材的蓝变被害值较低，说明 CA-B 和石蜡乳液均能改善木材的抗蓝变效果。这是因为石蜡
的浸注使得处理材具备了防水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木材发生霉变的水分条件 [14]，因而石蜡

单独处理材，相比于素材具备了一定的防霉效果。其次，随着 CA-B 浓度增加，蓝变被害值有降低
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复配处理材在 C4A 等级下铜的载药量明显大于 C3 等级（参照图 1），如前所
述，铜可以有效抑制霉菌变色菌，故 CA 浓度高的处理材具有更优异的抗蓝变效果。另一方面，随
着石蜡乳液添加量的增大，处理材蓝变被害值无明显变化，这说明在一定范围内，石蜡乳液浓度增

加对抗蓝变效果无积极作用。



图 3 CA 和石蜡乳液复配处理材的蓝变被害值

2.霉变被害值
图 4和图 5 分别表示了处理材对黑曲霉和绿色木霉被害值，该结果与复配处理材的抗蓝变实验

具有相似结论。如图所示，相较于未处理材，石蜡和 CA 单独处理材的霉变被害值有一定程度的降
低，说明 CA-B 和石蜡乳液均能改善木材的抗霉变效果；且随着 CA-B 浓度增加，霉变被害值有降
低趋势。但是，随着石蜡乳液浓度增大，处理材的霉变被害值略有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中开发

的新型防水剂使用了天然表面活性剂，其有效成分烷基糖苷促进了霉菌和蓝变菌的生长。并且，由

图 5可知，对于复配处理材，尤其是 C3 等级下，都比 CA 单独处理材表现出更低的绿色木霉被害值，
这说明添加石蜡的复配体系更适用于对绿色木霉的抑制。

图 4 CA 和石蜡乳液复配处理材的黑曲霉被害值

图 5 CA 和石蜡乳液复配处理材的绿色木霉被害值



四、结论

本研究将防腐剂 CA 与新型防水剂石蜡乳液进行复配，考察了处理材对绿色木霉、黑曲霉和可
可球二孢的抑制性能，以期通过这种复配处理的方式，使得处理材既可以得到良好的抗霉菌和抗蓝

变效果，又兼具防水效果保持其尺寸稳定性。主要结论如下：

1） 石蜡系防水剂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善木材的防霉和防蓝变效果；

2） 铜唑（CA）作为防腐剂，可以明显提高试件的防霉和防蓝变效果；
3） 复配处理材相较于未处理材，防霉性能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石蜡防

水剂浓度的增加，复配体系处理材的防霉、防蓝变效果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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