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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工业大麻加工处理机械发展现状 

马 兰，龙超海，刘佳杰，何宏彬，吕江南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 工业大麻的四氢大麻酚(THC)质量分数小于0．3％，无毒品吸食的价值，是大麻的品种类型之一，其纤维、麻籽、秆芯等产品具有 

极高的经济价值，可以进行工业化种植与利用。随着工业大麻产业的发展，对生产机械需求也越来越大，其中工业大麻加工处理机械是 

工业大麻生产机械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对其后序用途影响很大，已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简述了国内工业大麻处理机械的发 

展现状 ，对国外的工业大麻处理机械的研 究及发展情况进行 了归纳总结，以期为促进我 国工业大麻发展和其茎秆处理机械 的研 究提供 

参考。 

关键词 工业大麻 ；茎秆处理机械 ；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 $2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7)19—0205—09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Hemp Stalk Processing Machinery at Home and Abroad 

M_A Lan，L0NG Chao-hal，LIU Jia-jie，LU Jiang·nan et al (Institute of Bast Fiber Crop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 

ences．Changsha，Hunan 410205) 
Abstract Industrial hemp iS one of the hemp breed type．its THC mass fraction iS less than 0．3％ that has not山e value of drug，its products 

such as fiber。seed．stalk core have a very high economic value，and can unde~ake industrialized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The demand for 

production machine is increa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emp industry．Industrial hemp stalks processing machinery is one of the key equip— 

ments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its later use in the production machinery of industfial hemp．Th is paper sketched血e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industrial hemp stalks processing machinery，summariz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industrial hemp stalk processing ma— 

ehinery．Th e aim iS to promote tl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hemp and provide reference on the research of hemp stalks processing machinery． 

Key words Industrial hemp；Stalks processing machinery ；Development status 

大麻(Cannabis sativa L．)为大麻科大麻属一年生草本植 

物u ，别名线麻、火麻、汉麻、小麻子等，是一种古老和多用途 

的农作物。大麻可以提供纤维、麻屑、种子和药品用原料等。 

目前纤维用于纺织、造纸、绝缘材料和生物复合材料等，因其 

独特的性质，如吸湿性、散热性、高韧性、抗静电性、防辐射 

等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麻屑是茎秆的木质部，主要 

用于建筑。大麻种子是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小坚果，内 

含丰富独特的脂肪酸，可生吃或压制成麻籽油，用于人类食 

品和动物饲料生产 。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对天然产品的喜 

爱，大麻在造纸、纺织、食品、饲料、建筑和装饰材料等领域的 

应用日益频繁 ，种植面积也不断增加。专供工业用途的 

大麻品种，植株中含四氢大麻酚(THC)<0．3％，无直接作为 

毒品吸食价值，称为工业大麻 ，经国家许可后，可以进行规 

模化种植与工业化利用。现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大麻为工 

业大麻(以下文中简称为大麻)。工业大麻茎高 1～4 m，直 

径平均为7 mln【】 ，茎中心木质化，周围包裹着一层韧皮，其 

中含有许多纤维，其纤维长而坚韧，但含有很高的纤维素和 

木质素等。工业大麻自身的这些特点使得其茎秆的处理加 

工与苎麻、红麻、黄麻等麻类作物不同。工业大麻收获后的 

茎秆处理加工工序，一般包括剥制分离和清洁。首先将脱胶 

后的干茎秆切割成长度约 80 mln ，再喂人碾压机构，然后 

进行剥制分离，对余下的纤维和麻屑的混合物(俗称二粗)再 

进行清洁处理，提高二粗的利用率。笔者综述了国内外工业 

基金项目 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CARS一19一E21)；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技创新工程(ASTIP—IBFC06)。 

作者简介 马兰(1977一)，女，河南扶沟人，助理研究员，从事南方经济 

作物收获机械研究。 通讯作者，研究员，从事南方经济作 
物收获与加工机械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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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处理机械的研究情况，旨在为我国工业大麻处理机械的 

研制提供参考。 

1 国内工业大麻Jj~'r处理机械发展概况 

1．1 国内工业大麻茎秆处理机械概况 考古发现，我国是 

栽培大麻最早的国家，也是把大麻纤维应用到纺织工业最早 

的国家 。 

工业大麻收获目的不同，生产上有的需要高质量的纤 

维，有的需要种子，有的纤维和种子兼收，其收获方式也有一 

定的差别，但为了提高大麻物料的利用率，都需要对其茎秆 

等副产物进行加工处理。在我国黑龙江等地区，主要以收获 

纤维为目的，一般是把收割后的大麻平铺地上(一般是8—9 

月份)雨露沤麻60 d左右(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沤制时 

间的长短)，再用捡拾机拾起打捆，送工厂切断后，采用亚麻 

打麻线处理工业大麻干茎。而我国湖南、云南等地，一般是 

收割后，采用鲜茎剥麻机械剥制出工业大麻长纤维，经集中 

脱胶处理，用作纺织原料。以收获籽粒为目的的繁种，一般 

采用人工收割后，机械去籽粒，余下的较粗大的大麻茎秆，再 

经过收获纤维的加工程序处理；也有留种大麻经密植后，大 

麻籽粒集中在植株梢部，用收割梢部的收割机进行收获 

作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研制有 2种类型的工业大 

麻剥皮机，主要用来剥制工业大麻鲜茎。一种是 4BD一400 

型大麻剥皮机u “ ，该机主要由喂料斗、直齿碎茎辊、螺旋 

齿碎茎辊、剥皮梳理滚筒、接麻装置、机架和行走装置等部件 

组成。它以大麻鲜茎为原料，通过多对碎茎辊的碾压、揉搓、 

分离和剥皮滚筒的刮打梳理去掉麻骨、麻叶、麻屑等，分离出干 

净的鲜皮。已获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220116953．0)。 

机型照片见图1所示，其主要技术参数如表1所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研制的另一种4BM一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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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4BD一400型大麻鲜茎剥皮机 

Fig．1 4BD-400 type hemp fresh stem decorticator 

表 l 4BD一4O0型大麻鲜茎剥皮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1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4BD-400 type hemp fresh stem 

decorticator 

参数 Parameter 

外形尺寸(K X宽 X高)Outline 
X width×height) 

配套功率 Matched power 

整机质量 Whole machine quality 

剥净率 Stripping rate 

sizeflength 1 585 nlm ×1 010 ulnl× 

l 0(X)mm 

鲜茎f}J皮牢 Fresh stem peeling ratl 

喂入量 ned quantity 

生产率 Pnaluetivity 

5．5 kW 

530 kg 

I>50％ 

≥5％ 

≥1．42 kg／次 

≥ 100 kg／h 

型剥麻机，是用于 I==业大麻、红麻、黄麻等纤维剥制加工的大 

型机器 ，陔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方便装配，其主要f}I喂 

入装置、剥皮装置、输出装置、传动系统及控制系统等部分组 

成 该机剥皮_T效可达到 2 400 kg／h，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号cN20l5加146726．6)。机型照片见 2，其主要 

技术参数如表 2所示．． 

图2 4BM 一780型大型剥皮机 

Fig．2 4BM-780 type big decorticator 

【皋l 3是洪江 f仃伟达机械实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自动纤维 

提取机示意” ，陔机主要由机架、刀球 、定刀板、喂料口、安全 

罩、电动机、喂料 手讧、I叶I料输送带等组成，适．}+I于剑麻、黄 

麻、香蕉杆、菠萝叶、大麻、苎麻等的纤维提取加lI。在实际 

生产应川巾，该机对茎秆较粗的部分麻类作物适应性差。该 

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3。 

20世纪80年代山东泰安研制一种泰山一89型大麻剥 

皮机 ，该机主要由工作部分和传动部分组成 工作时，把 

表2 4BM一780型大型剥皮机的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2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4BM -780 type big decorticator 

参数 1)arauleter 

外形尺寸(长X宽×高) 
Outline size(1ength×width×height) 

配套功率Matched[mwer 

镌机质量 Whole machine weight 

辗压压辊A径 Roller diameter 

单辊齿数Number of single roll teeth 

辊子转速 Rnller speed 

辊子数量 Roller quantity 

啮合深度 Depth of ellgagement 

螺旋碎茎辊 径Spiral roller diameter 

单辊齿数 Numlmr nf single roll teeth 

转速 Roller speed 

辊子数量 lloller quantity 

啮合深度 Depth of engagement 

剥皮滚筒直径Peeling drunl diameter 

打板数量 Battledore quantily 

滚筒数量 Drum quantity 

转速 Roller speed 

剥皮滚筒啮合问隙 
Peeling cylinder engagement gap 

8 090 mill×2 475 innl x 

l 400 mm 

26．5 k 

l 285 kg 

240 finn 

18个 

180 r／min 

4个 

HI=5 nnn，H =10 film 

260 nuo 

2O个 

220 r／min 

4个 

H1=20 nlln，H4=25 nnn 

280 nUll 

20个 

4个 

3O0 r／min 

H =30 mm，H^=30 mm 

注：1．机架：2．电机；3．安全罩；4．喂料口；5． 料输送带：6．：lI料 

滚筒 

Nute：1．RoMy frame；2．Electrical Ilia(：hinery；3．S'al~ty guard；4．Feed— 

ing ntnuth：5．Discharge conveyer Imlt；6．1)elive~'drum 

图3 自动纤维提取机示意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automa tic fiber extraction machine 

表3 自动纤维提取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3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automatic fiber extraction ma- 

chine 

参数 Paranicier 

外形尺寸(长×宽 ×高) 
Outline size(1ength×width X height) 

褴机质量 Whole machine weighl 

”嘛转逮 Cutter speed 

刀球外径 Cutter ball diameter 

刀球刀刃线速度Cutter Made speed 

电机功率Power(if motor 

生产率Pr(xluetivity 

3 l(】0 mm xl 250 mill 

l 3l0 nlln 

1 000 kg 

l 070 r／min 

44O inlll 

2．5 Irt／s 

l1 kW 

2 t／h 

大麻茎秆通过喂料口输入压辊巾，经压扁后进入牵引辊，再 

将麻茎牵引输送到第 l对清骨轮 ，经反复折断、刮剥 ，除去麻 

骨，再经过第2对清骨轮，除去其他碎麻骨后得到纤维．．剥 

皮机示意如『皋14所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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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世 I I；2 ；3 J J】辊；4 1刈清忖轮；5．第2列消坩轮 

、【1 ：I l lI h,h-I： Iln n J】l；3 (Mhh rol】；4 Fir~I Imh In)n( 

t I·- lll】ng u hi、t I：5 t、‘lll1‘1 lKIir【lf bon(·I-h aning、 lI I 】 

图4 泰山一89型大麻剥皮机示意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l'aishan-89 type hem p decnrticatnr 

表4 泰山一89型大麻剥皮机主要技术参数 

I'able 4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aishan-89 type hemp decorti- 

cator 

外形J j (I x 蓖xiI’ ) 
t)ulIi⋯ siz(-f ll nls．1l1 x、、idth x hrighl 1 

。 

顷 、、llII IIKH- Ill、、t、iglll 

J 1'_j 线谴J楚I ‘_n l lint six ·l 

一 j l 速f霆TlIII-l⋯lr”1h'i l_l1I · 

轮 述J篮l{IIllI h aning lin(， t 

I LLf／L J)； 钲l’⋯、l-r【1f1 lllfIl⋯ 

1．J 缸l>i II ti、ii、 

9(X)Ill『11×580 Ⅲ川 × 

84()IllIll 

I5()k 

()．29 ul／s 

()．29 m／s 

3 ili／S 

l 5 k、、。 

6 kg／h 

近 儿{} ， 几三 I 竹 1 lI，人 种十rf f』 逐 I l『I‘，2016"1- 

,f't'fI ⋯ 5约 1．33 7；-hin ，多Il1人 I农l 介作}I：集if1种仙 ． 

』㈨，』 幺地 ，宋JI1的 i 1刈 胶』1i-的 l： ”进仃nl】I 处 

I 1)ill-?24i ／．-JIn ，人多汞川『l J＼l 麻¨麻没衙 改进的⋯、1 

J怀̈  i 衔Jjl【I l‘、Il，人J 小!昕尔 lII[扶机械 hiJ造 J‘ 

r J J ：n 6I)、一870 J 麻打麻联合机 ，【l『1i』 川J求 

JJIl I． fI"Jl：lq露 i't9 I，人麻 陔机辽川 r人、If-， 

、ll，人 利J 6 一870、I ¨麻联合机l{i以 卜l3个 

分 ：{=lIi f}， 人}J【，- 机，一7欠换 装 ，一 

}J【， 0 J‘r．， {J r， }久换 装 ， -I-J F，【Jq̈ ‘F，，jl⋯ 

邴j ，f 动系统 ， 圳系统 机J 片圳 冬I 5所，J ，j̈  技 

术参教 夫5 

图5 6DY一87(I型亚麻打麻联合机 

Fig．5 6DY-8711 type flax eom bhlation decorticator 

坨 】 'lk十Jl做， jt』 f 们f JI，f0 6YliM一750 x 2500 

I4 f多功j弋求l】J杯 l ，，I J ：f ，fj J、 JI J陔}Jl＆『1 『6所，J：，卞 

表5 6DY一870型亚麻打麻联合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5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6DY-870 type flax combination 

dec orticator 

J则 j Ih·Ill 参数 I)tll'filll('tel 

外形J r(i<=×宽 x I ) 
()ullin( size(1englh x widlh x height) 

总质} Fobtl wt ighi 

I乜机总功 红 r．1al pt)w( I’of nlol()r 

火庥带 Ht、nit)la1)e 

打 r转数 Fh atel lui’114)Vel‘ 

36 5(x】[11111 X 2 0tx】nllll x 

2(xJ0 nllll 

20 l 

56 6 k ’ 

l()～IO0 m／mill 

24～240 r／111_l1 

要I⋯tI 人 、薄 ：喂 人机构、昨羊机卡勾、剁庥机构、火持 十J【 

恂、换 州l构、接麻机构、电机等部分构成 陔机的 心部什 

址剁麻 拄，陔装置发装仃 2个十【I向运 动的剥庥辊 ，该剥麻 

辊 } 置仃 ‘ 螺旋 的片状刮刀 繁个剥麻辊⋯【列锥形向 

抖形过渡，他僻 朴 通过剥嘛辊时 ，彳】‘一个从远钊近的 

附移刑麻过 ，减小 J 对纤维的破坏 主要技术参数 

6 

图6 6YBM一750×2500型移动式剥麻机 

Fig．6 6YBM-750×2500 type mobile flax decorticator 

表6 6YBM一750×2500型移动式剥麻机主要技术参数 

Fable 6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6YBM-750 x 2500 type mobile 

flax decorticator 

坝¨henl 参数t)~li’tllllehH 

1．2 国内工业大麻麻屑处理机械概况 Il勺， l 还 

仃 巾⋯¨ 种庥类(、 麻 、 麻、hI 人麻 )卜J】』=IJ』JIl1 和乱 

麻等一次 I'IcDI1 r 的机械，俗称“ 加 f 机械”，处 没箭 

7所爪 机械能从巾分离(提取 ) 为5％ ～25％的 

_+T-flit， 巾J?,L J4 J较广泛 曼技术参数 丧 7所爪 

2 国外工业大麻加工处理机械发展概况 

2．1 国外工业大麻茎秆处理机械概况 近‘l 术， 外对以 

1 、I 人麻等纤维为 料的人然 1：i= It： iI姒复合 料的需求越 

柬越多，促进 r hI 夫眯收扶后茎”t』JJIl 处 技术的发爬 

J J Jl拿人的『+t,fJj们塔竹、，● 托巴竹种 h【 人棘较 多，陔竹 

内j|要采J 爆法处 火麻攀朴 处 没 fflI『冬I 8所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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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麻类纤维二粗加工机械 

Fig．7 Coa~e fiber processing machine 

表7 二粗加工机械主要技术参数 

Fable 7 ,Main lechnical panlnleters of‘coarse libel’t)l’ocessing nlatqlint 

图8 加拿大韦格勒维尔省的工业大麻茎秆处理设备 “ 

Fig．8 Hemp stalks processing machine in Vegreville Province of 

Canada 

人 收获惯』 ·般址削 一I；I；J擀JJ53胶 一 麻 一{ 9L~1I 一 

运输刮1川定场地 一 一¨嘛 一消选 {．：：；=揄 的人 

”从种似地运送到 定地点，进行集 tI剁制¨嘛，增JJIl J 运 

输flj场地成 小 2004 f ，JJII拿 人 0 托 巴 人 、 ：／I 物 l 

系 f7 J }J 缸d料II奠获 【I f10，I IT]IiIJ他川J的人：嘛 F-fli：： 

分离fJl做，f时受 补艄地 J】J1 1 处 人麻 ，降低 r ” 

运送 I仃放场JI1~I'l"J成小 i发机倾可以拎拾 人 ” j J 

fr进}T求lJ 】分 I、 I々 发饥械 f 的【员l十 分离 1『=：ll：jl j 

晰 、̈  、锍 ,j-,]Jj能， J黼 仃 3化 始川， J船 f 

378 Iil1|1，K 为476 I]ll1]；还 昔 J 9]-E4]‘ ，倾斜均 

安装 ，J船 I ，川t柬剥制纤维 ，样机圳 殳1 9川 ，物料流 

】0所爪 

2012年，Khan等 ’果』+J落 力 J弋研究 人 的求4川 ，没 

汁 }J广 事川搏出 (Ill铁睡 f̈馍子绀成)， I1昕，J 

’ 

图9 改装的刀盘 

Fig．9 M odilied cutterhead 

如 · 

-J怖 逐《． 

， 

， 

j_ (纤维出。 

§磊 

图10 牵引式纤维分离机样机结构及样机中的物料流图示意 

Fig．】O Diagram 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totype and the 

material flow in the prototype 

结 表I】j{， 的 J 肜 弋录J1 J l2 小儿 ，然jt 卡1j川t 

昕永筛分装置 ，挟得的纤维 分离J 的物 料 _̈JJ’ 

落锤 ‘ ，指 51 ，Jj分离放 较＆f 

9：4 

·锤 

·模子 

图 11 冲击试验装置 

Fig．1 1 Apparatus h)r im pact tests 

0：45 【J：【】̈ 

6：45 

漏压 区 

3：00 

一重压 区 

锤压区 

图l2 图示冲击试验中试验装置截面内锤的相对下落位置 

I ig．I2 Diagram 曲 IlⅥing alternating dropping t)ositions ol’ 

hamm er rclative to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moht in an 

im p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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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振 IJJ d r j}器 Jl_几嘛f 一|̂ t麻，尧 

、I ： i、i【Ir_1⋯⋯ t lml l⋯I：II．Ih-⋯l。‘c川 II ：I。II㈨ I’ l1t II 

图 l3 筛分装置 

Fig．13 Sieving device 

2O04 ，M ci『1( f1I·种处 I 、l 人麻flWl~J ：线 线 【ff以处 山_{ 达 1．8 II]的网州 能处 各种J 、J。的 

但 从拎价 ”j1_l'I刮 分f≈搜处理 人麻纤维和啐屑 发 搁 j 【 流崔7』【1 l4昕，J： 

金属杂质 石块、沙石、叶子等 

图 l4 工艺流程 

Fig．14 Process flow sheet 

i 垃 l十川 N ji L-j rJJ断预切断茎朴 、 大 

除 ，沙子，f -J． 』 他杂质 测垃茎秆把喂人的 

什 竹 f小 、 ̈ I⋯j冲击力剥 干I：@清 拳什 

(，_f1j{洲 L忪玎维 j：l 乡r维干̈嘛J『|i的分离 ④ ÷除 纤 

化 t Jl像 箭消 

图l5 纤维作物加工试验车间 

Fig．15 Pih)t plant f1)r the processing of Ii- 

brous plant 

尘情 

预分离短纤维 

纤维 

梳理后的废料 

含』ljj短纤维 

短 纤维 

含短纤维的麻屑 

麻屑 

『』IIl冬1 l5所示，利川动／”J一开 州 ，同时把茎秆 成特定 

的K 供后续 T 序心川 剁制攀朴采川 的是 『I[】 l6、17所 

4：：f19 箭， 没备的 l 作过程足茎 睡 进入锤子 fI1}JI 

的 r作f)‘ 域 ，及内部指 鼎： 域，面过 子指蕊的反I J，剁制 

纤维，剁圳后的碎_『『ti通过底部的筛 r划卸货【≮，做 助f』【f『』支 

图 16 方捆打开机械 

Fig．16 Opener n'r rectangular bales 

图 17 剥制用设备 

Fig．17 1)ecorticating machine 



 

【1I 7年 

人 、 进行消选 ，或装袋储 

悠 波茨』1l莱 斯农、l _r 氍研究所(A_rB)等 对 

述，卜J 线进一步完善，歼发 ⋯套完整的处 纤维作物的 

产线( 18)，也 ‘所何处 阶段 ，从捡 、【』J晰¨也刊山{ 

得到清沽的纤维及麻屑混合物 

-：I．誊科 目；1_ fI。扪的 

}r ：11、12纤维{I也 

Nott ：1．Stem lmndle；! Ctt 

：9 Muhiple StJ J)( r l 

． 嘛媚 

【 【l{ l 】tmn,llt-： -I II drlPtt川 ：4 (1I1 一linfinal~II：5 St, III、、t’ighiug： (：『)lI、 ⋯ ：7 I)t‘I 

I r；10 Zigzag ， ㈨ Il=̈ ，12． " I)a~+ki rlg；I3 llen+ps 

图l8 所用技术的工艺流程 

，1： 线巾川刮的拆但饥( 19)主 Jlj求打肝茎十I：但， 

它址rll 4个联锁 制的 恂单位组成，包 提升攀手十也， 

ff也的 制和转向 、 割机 和卸料输送系统 苇仆包 

的 I转 衙把 攀"包从提 Yl 似 定化到 『1]心切剂化 

I 作时， 卟 动 J ：沿着 什包的表 轴线移动， 

"位被 一 剁 离，L：的宽度和厚度 rd 州，以满 后续机 

ff K 昕川t刀盛址Jl J-种特殊的 I 荆 JJJ ，具有 削 

锐效幢 

图 l9 茎秆包的切断 

Fig．19 Cutting of straw bales 

／ 线川的锤武粉 饥，是根据 1999 摆锤式粉啐机 

的 理 造的，其结构 冬1 20昕永 这台机器能 从硬茎秆 

rf1分离 {纤维， 良好的剁皮效果使得 卜道 I 序的纤维清沽 

简单 通常情 卜，}!仃一个清沽阶段他 nJ-以使剩余的碎 

片 城低丁2％，l太I此该设备能满足火多数 应 的要求、． 

德【玉I P ellka等 研制了新的大麻处理生产线(I纠 

21)，Ji 研究和试验_r 纤维作物处珊 纤维和麻屑分离的 

新技术( 22) 脱代锤磨式生产线需要 I I道工序，后嘶9 

1j 叶1郁行晔 f1l嘛壳等混合物产 I-J ：线较K，衅删 

f1II ， ‘c等混合物分敞J { ，不利于收集 j州代 生 ： 

线川比较，改进的悠⋯求佑尼茨农>Ik I~ Q'4 51 究所加 r线，减 

， 』 求fj制 ，增』J J_ j预处 茎朴的 I 序， 个力ll 线仪需 

馑 秆 

图 20 剥制用锤式粉碎机 的原理示意 

Fig．20 、、’OI‘k．I1 principle ol’the hannneF nfill used far det'ol’li- 

cation 

≯ ／  

) it1 

SCflle 

注：J．攀引-州输八；2．茎,ft：~lfl切断；3． 秆准街；4剁删；5除 ；6 

纤维清洁：7． r维“包：8麻JfJj{ ， ；：q过滤系统 

N<)te：1 St*Hit huudh-input；2 ⋯ htmtlh cutting：3 Sialk 、pilliI_ 

ti．u：4．I) ̈ l1tlI ati(m：5 l】L J l·，IiIlliIlilti(m：6．I"iIIt I t-h- I1ljng：7． 

¨I I，．1I ki cIg：8．It,-IIII’《 uniIig：q l-iIIt-i 、⋯ 11 

图 2l 莱布尼茨农业工程研 究所工业大麻加工试验工厂示意 

Fig．21 AI、B pilot plant for hemp and flax processing 

耍 7个 ，他 恪个加 ，lii< 嘛 较 ll1地 



 

，他 川 集 从』冬I 23、24巾I,f以看⋯，德 荥 茨农 、l 丁程研究所~l JT-线能起到较口rf 分离效 

l 茎秆预处理 剥制 纤维清选 茎秆 纤维 壳／碎屑 

圆 圈 固专 囤 
b 

川 f 藏l舟．- J ：线 ；h悠 浆m J 茨农、 lflI 。。丸 JJ【1 l’线 

＼lIl·‘： l、ll H ’I】}IillIIIIlI 1 I⋯II Iint‘：I}．¨’l{【)r‘'(。t、sang l 

图22 大麻／亚麻短纤维工业加工线 

Fig．22 Industrial processing lines for short fibers from hemp and flax 

图 23 用锤式粉碎机分离大麻茎秆产生的纤维和麻屑混合物 

l一’ig．23 Shivc-fiber mixture produced in a decortication plant by 

using a hannner n1ill 

2001年 ， 困 Hobson等 研究 J 剁制术脱胶 人麻的纤 

维质 I 作过程如罔 25所爪，攀”经过 I【J】I 辊 f̈_}i彳续滚 

筒的碾』Ii：，最后傲钊‘状滚筒分离⋯纤维 所JHfl',J：~I；li-1 T 作部什 

『』【l 26断爪 分圳剥制 r脱胶 术脱胶的人麻， ，J ，阿 

纤维的产 、长度和强度~lll,d 脱胶 茎 剁制 的纤维 

率为 2％， 术脱胶的纤维料1糙 ， 杂率约为4％，f』I色汗好 

I1_ 闲数 低，电上上有市场的优 ，Ili常通介 纸浆J ： 干『l 

化复合材料『1 u,E)IJ 

2．2 国外工业大麻麻屑处理技术概况 纤维 fIIJ J『-j fr．j 

物r I 、 人麻物料质量的 50％ ～6()％ 剁；ti0的纤维最多仪 

II 30％ fl前，收获的约 5(Y；4人 纤维 J『lj的处 ⋯1： ih J要高 

效的碎片处 干̈清沾技术 优顷的嘛J『li小仪I—J 以川作 

动物 川料，还可以J1j作刨化板或复 ’科 料 

图 分离后的不同麻屑类型 

Fig．24 i)ifferent varieties of shives after the decnrtieation step 

悠⋯浆m J 按 、『 l’ 研究Ji』i=开发 _r ·个简 fI J‘效 机( 30)术处 剥制后的纤维 验川I刨的人嘛样品如 

的消 Jff J『Iifll [fli：．il 物的技术 他f『J ；li1⋯ rt『『带n0 31所，J；，他川t陔fJ【械，6-： ⋯ iI『『J述 和I研磨n1f川 卜，僻 

fJL 分离 技71：，仪 * 1个处 步骤(罔 27)．纤维 J『|；的 刮川度小川的卡占纤维 (}冬1 32)， 纤维研 做处 成糠 

物趔过旋转叶轮 等的综合作川，就能 分离⋯清 的 J『_j、 麽削缩 j-纤维 长度，fH 嚣：摊『 J’纤．fli~--"Iff度 果 丧『I』j， 

城以技较女 0ll 纤维，解决了J=IJf~统的分级妓 小=分离 I 通过研麽 ‘法，处 二料I纤维址I，『ii-I'I'j 

㈨|lJ 3 促进我国工业大麻发展的建议 

2(X)9 ，JJJ】拿人 ，0 J 托巴 夫 牛物 1 系 “ 研 J 1 ] 、I 大麻 产 } 有鲜 拳(收扶 的鲜株)剁 制 I I：茎 

、ll，人 求 hJIII；I"维 的提炼问题 设 汁了 验 川仃 球 (m露脱胶后的)剁制 2种处 I I：苇足以 } 1然脱胶后 



图25 大麻物料剥制情况 

I：ig．25 Hemp material passiilg lht’oagll the decol‘ticatol’ 

～ 

惰j 

lI‘ I：I I ‘ t‘l】III _l c1‘ 【1 1"41⋯I’I：f— If1I H'L l⋯ lI fl ⋯ ll 4‘I 

图26 实验中剥皮机的工作部件 

Fig．26 H orking elements of the decorticator used in this im es- 

tigation 

莲动形式 

嘿旋叶 片 

＼‘ It ． I lI'It， _l】⋯I 

l l Jll|l J⋯  

图27 清洁系统中混合物的物料流和清除处理 

l ig．27 Material I1IJ、、and straining process of a shive-IM)er mix- 

ture in the cleaning system 

0 『，大 料，受 然 条 别，仪 气 什较 

l-』也 辽川 ，例 ： 坨 竹孙 等 】f／I、以 f 处 加 

‘ 【诫 辛，采川的址 J̈的、 ¨麻线 』Jl1 l l_、 火嘛 日I 

图28 安装叶轮的清洁系统照片 

Fig．28 Vie” inside of’the cleaning 、Slelll with the installed 

paddle arrangelnent 

面板 

}盘 

掌盘 

灌 ．”星球隧 l；I，．球l转 l附什 

N【l ： I．}’lalit‘till、ImlI I I：h I：~alI miIl lI’ H【1 ‘ 

图 纤维精炼装置 

Fig．30 Equipment fi)r liber refining 

： 急需 川的 l， 嘛 f 『JI】 fJ L哦，捉 l，人J 11j 

书 f̈纤维的质 久 鲜 』JllI 处 址以收 扶}一 的 

鲜侏为 料，冉接剁制 丁 ：̈鲜皮 囊 _『以埘鲜 集『I1 

技 剁ii+1力I】r处 ， 影响 I 作物种}J 【， H．降低 r人气 

刈脱胶影响的 险，【lj 约成小，仃jIJJ h ,Ik发 鲜 nn 

1‘处 f： j鲜 技术十fI 脱_r厂化集r 鲜皮 

悦胶 ， 各个1一、l 人庥 鄙较 现 ，符合产、I 化的 

发 ‘向，是今 的发 7『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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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 qi为分刖从2个公·d果样 

Note：$atuph were t‘uth-‘’11·Ii l'ronl iⅥI，in<lus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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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i为辐射换热量(W／m )； 为辐射板表面的平均温 

度；￡为发射率，约为0．87； 为平均温度； 为斯蒂芬 ·波 

尔兹曼常数，为5．67 X10 W／(m ·K4)；由此可得： 

qj=4．93×[( ( _l21．08(W／m2) 

． 

： ＼ 
Z m 

所以综合传热量： 

． 93×[( ( 

= 127．38(W／n12) 

X m 

F-g．7 Temperature curve of two heating methods 

4 结论 的产肉率。 

应用模拟分析软件比较它们的速度场与温度场，得出如 参考文献 

下结论：①速度场。煤炉采暖方式空气流速较低，速度场不 [1]李胜利，苏华维，王立斌，等．规模奶牛场标准化饲养关键技术研究 

均匀，室内空气流动较差，加热地板方式流速均匀。②温度 誓 翕 牛学分会2o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 
场。在水平方向上加热采暖地板室内温度场分布比煤炉供 [2]李震钟．家善 卫生 没计[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 

暖方式均匀；在垂直方向上，地板采暖在室内高度方向上温 暴喜 篓 翥 盏誊裹譬翟篓 国 
坌 要 嘉 嚣 睾 鍪襞激,20对10西。,15](6塔) 牛免疫相关 高度方向上比较均匀

，地板采暖的无效热损比煤炉供暖少很 [5]主铸：盾砉装。 赫  数测定[J]． 德畜牧业，20Q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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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传热量为 127．38 W／m。，可使牛舍内环境舒适，提高牛 一 33· 

(上接第213页) 

[28]HOBSON R N，HEPWORTH D G，BRUCE D M．Quality of fibre separa． 

ted from unretted hemp stems by decortication[J]．J a c Engng Res， 
2001，78(2)：153～158． 

[29]LI~HR c，PECENKA R，GUSOVIUS H J．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hemp 

shives with a new cleaning system[J]．Agronomy research，2015，13(1)： 
130—140． 

[30]KHAN M M R，CHEN Y，WANG O，et a1．Fineness ofhemp(Caunab／s 

tiva L．)fiber bundle after post-decortieation processing using a planetary 

ball mill[J]．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al，2OO9，25(6)：827—834． 

名词解释 

扩展总被引频次：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这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 

指标，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扩展影响因子：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是 E·加菲尔德于 1972年提出的。由于它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所 

以可公平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通常，期刊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具体算法为 ： 

扩展影响因子= 立 善囊装 姜慧裂 
扩展即年指标：这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 ，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具体算 

法为： 

扩展即年指标=这塑型当至篱 蘩 善囊萎 姜惹 

]I『『譬暑 量  

]Il『 暑蛊。dE ．3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