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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面活性剂的类型较多，应用很广，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因此表面活性剂的生产状况也是衡量一

个国家化工发展水平的一个因素。我国是生产表面活性剂大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表面活性剂生产国

家。本文重点阐述了表面活性剂中的一个重要品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列出了目前使用较多的几种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的性能、特点、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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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y are a lot types of surfactants, which has a very broad application, involving all areas
of human activity, so the surfactant's production st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 country's
chemical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our country is a great country of production of surfactant,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the second biggest surfactant producing country. This paper focused
on surfacta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breed - non- ionic surfactant and a list of the current several
popular nonionic surfactant properties,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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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因其能显著降低物质界面张力而广

泛应用于纺织、皮革、日化、农业、油田、采矿以及建

筑等各个领域，是许多工业部门不可或缺的化学助

剂。表面活性剂用量虽小，但作用很大，主要分为阴

离子类型、非离子类型、阳离子类型和两性类型表面

活性剂[1]。
在以上四种表面活性剂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是最重要的一类原料。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阴离子

类型相比较，乳化能力更高，具有优异的润湿和洗涤

功能，有一定的耐硬水能力又可与其它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共同使用，是净洗剂、乳化剂配方中不可或缺

的成分。当然，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相比，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浊点限制、不耐碱、价
格较高等。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种类相对较少，只占到所有

表面活性剂种类的 25%左右，本文综述了几种最常

见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1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类型及特点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主要分为聚氧乙烯醚类、多
元醇酯类、酰胺类以及嵌段聚醚类四种类型。
1.1 聚氧乙烯醚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1.1.1 伯醇聚氧乙烯醚（AEO）

直链伯醇聚氧乙烯醚简称醇醚 AEO, 是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中发展最快、用量最大的一个品种，一般

由单一直链伯醇结构的脂肪醇，如月桂醇、10 碳油

醇、十八碳醇等，以 NaOH、LiOH 等碱性物质作为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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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与一定摩尔比的环氧乙烷在真空条件下加热

合成。AEO 聚醚环氧乙烷加成摩尔数是一个范围，

因此是环氧乙烷加成数不同的多种聚氧乙烯醚的混

合物。成品 AEO 的脂肪醇残余较低，环氧乙烷分布

较窄[2]。
AEO 具有低起泡性，高分散能力，对悬浮液及

乳状液的分散、乳化稳定有特效。AEO 的溶解性能

可以从完全油溶性（W/O）到完全水溶性（O/W），其

亲水或亲油溶解特性取决于环氧乙烷加成的摩尔

数。亲水性随 EO含量的增加明显提高，浊点、HLB
值、比重和黏度随环氧乙烷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AEO 系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 50%～70%的

水溶液中有很高的黏度，甚至生成凝胶体，特别是亲

水性大分子量的产品，容易凝胶化，这也是 AEO 产

品在使用时的一个缺陷，一般可以通过添加醇类如

山梨醇、乙二醇单丁醚等解决凝胶现象。
1.1.2 仲醇聚氧乙烯醚（SEO）

仲醇聚氧乙烯醚是 12- 14 碳的二级仲醇结构

的醇醚。SEO 具有高流动性、低黏度、低倾点、窄凝

胶分布、高渗透性能等特点[3]。因不含游离脂肪醇而

无醇和醚的刺激气味，SEO 对皮肤和眼睛的刺激指

数也很低。与其它类型醇醚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低

温条件下仍然具有流动性，渗透性能也优于 AEO 伯

醇系列。
与伯醇聚醚 AEO 的碱性催化生产不同，SEO 仲

醇聚醚是在酸性催化剂存在条件下，将 3 mol 环氧

乙烷加入到 1 mol 仲醇中，以获得 EO 数为 3 的

SEO- 3。SEO- 3 的生产过程一般采用意大利 BUSH
设备，连续喷雾式生产。大于 3 mol 的仲醇乙氧基化

物是在 SEO- 3 的基础上，在碱性催化剂条件下继续

加入环氧乙烷而获得的，该生产过程根据最终产物

的不同而采取连续的或间歇反应釜的生产方式。
SEO 具有较高的生物降解能力, 对生态的危害

性要比 AEO 低，SEO 中游离醇含量低因此对皮肤的

刺激性远低于 AEO。在鱼毒性检测中，SEO 的毒理

性数据也低于 AEO，因此，无论是针对于人类皮肤

还是自然环境，SEO 毒性均比 AEO 小。
仲醇聚氧乙烯醚 SEO 的一个生产缺陷是成品

中残余的未反应仲醇较多，仲醇残余量高达 20%以

上，从而导致产品的乳化、除油、净洗等功能下降。
1.1.3 支链化异构格尔伯特醇醚（ISO- AEO）

在脂肪醇聚醚系列中，支链化产品则具有许多

特殊的优良性能，特别是乳化与净洗方面，表现出了

优异的效果。尤其是异构十三碳格尔伯特醇醚系列

产品，各种性能出众。支链化异构醇醚的结构主要有

2- 甲基、2- 乙基、2- 丙基三种支链类型，支链含量

一般在 40%左右，这种支链的结构使产品具有更高

的净洗性能[4]。但是这种支链结构也同时带来一些缺

点，比如支链化后低温流动性大幅度降低，低温条件

下使用较为麻烦。
目前支链化的异构格尔伯特醇醚主要有 BASF

的 LUTENSOL 系列、SASOL 的 MULTSLO 系列以及

SHELL的 NEODOL系列。
1.1.4 烷基苯酚聚氧乙烯醚（APEO）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是通过烷基酚和环氧乙烷加

成反应制得。由于苯酚是弱酸性物质，其反应活泼性

大于脂肪醇，所以生成的加成物速度快，产物中不含

游离苯酚。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酚羟基对位连接的

烷基碳链长度通常在 8 或 9 个碳原子，低碳支链的

烷基结构提高了水溶性和洗涤效能，对酸、碱及氧化

剂、还原剂都较稳定，成本也较低[5]。
烷基酚的聚氧乙烯醚主要有 TX、NP、OP 三个

型号，其中 TX 与 NP 是同一类的产品，为壬基酚的

聚氧乙烯醚，OP 则是辛基酚的聚氧乙烯醚。两种烷

基酚醚的区别在于 OP 为 8 个碳的碳链，TX/NP 多

出一个碳，为 9 个碳的碳链。OP 的乳化性和渗透性

能好于 TX/NP，分散性能差于 TX/NP。OP 的浊点和

HLB 值均高于 TX/NP，OP 的泡沫要低于 TX/NP。具

体在应用方面，OP 更适合做乳化剂和较高温度条件

下使用，TX/NP 适合温度低的条件下使用，性能更加

全面，多用于净洗领域。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虽然含有毒性激素，但是其

乳化净洗效果还是相当出众，在农业、工业硬表面清

洗等领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目前生产烷基酚

聚氧乙烯醚的厂商较多，陶氏、汉姆等国外公司有较

大的产量，甚至出现了进口产品比国产的价格还便

宜的状况。
1.1.5 脂肪酸甲酯聚氧乙烯醚 FMEE

根据脂肪酸甲酯的结构不同，主要分为两种：一

种是天然棕榈酸甲酯或天然椰油酸甲酯聚氧乙烯

醚，另一种是硬脂酸甲酯聚氧乙烯醚。前者是以价格

低廉的棕榈酸、椰油酸等为原料，属于绿色表面活性

剂，在日化领域，特别是沐浴露以及洗面奶等产品有

较大优势。但是该天然类型的 FMEE 净洗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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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不及 AEO 系列。目前天然类型的棕榈酸类

FMEE 仅属于研发热点，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与应

用。
另一类 FMEE 是以硬脂酸甲酯为原料的聚氧

乙烯醚，完全是石油衍生品，不属于绿色表面活性剂

范畴。但是该类 FMEE 却具有极佳的净洗能力，其

乳化性能次于异构醇醚和烷基酚聚醚系列，优于直

链 AEO 系列和仲醇 SEO 系列，同时具有极佳的分

散性能、高浊点、低泡沫特性。FMEE 与其它醇醚产

品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性能均衡，可以将

FMEE 作为成品单独去使用，使用较为方便[6]。
1.1.6 脂肪酸聚氧乙烯酯

脂肪酸聚氧乙烯酯一般是由脂肪酸与一定摩尔

比例的环氧乙烷通过加成反应而生成的，其通式为

RCOO—(CH2CH2O)nH。依环氧乙烷加成摩尔数的变

化，聚氧乙烯脂肪酸可以由完全油溶性到完全水溶

性的变化范围，但脂肪酸聚氧乙烯酯溶解性比醇醚

略差。
通常加成 18 mol EO 的产品是油溶性的，加成

12～15 mol EO 时在水中分散或溶解。对同一结构的

脂肪酸，加成 EO 的摩尔数越多，比重越大，黏度越

高，流动性也越差。脂肪酸聚氧乙烯酯类化合物的

商品名称为吐温系列，在常温下的强酸和强碱溶液

中均可发生水解，在硬水中容易形成钙皂，影响其应

用。脂肪酸聚氧乙烯酯与脂肪醇醚和烷基酚醚相比，

润湿、去污和发泡力均比较差，但它成本低，泡沫少，

与各种助剂复合可以配制多种民用和工业用清洗

剂，在金属加工中做特殊乳化剂、柔顺剂和冷却润滑

的添加剂[7]。
1.1.7 聚氧乙烯脂肪胺化合物

通过脂肪胺的聚氧乙烯化，可以制备多种商业

化产品。聚氧乙烯脂肪胺表面活性剂有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的性质，但随着环氧乙烷碳链个数的增加逐

渐体现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性质。也会根据 pH
值不同显示不同的离子性质，碱性或中性介质中呈

非离子型,而在酸性介质中呈阳离子型。
脂肪胺类聚氧乙烯醚以其弱阳离子特性使之在

羊毛染色和农药乳油配方中用途广泛，它能用作毛

发润湿剂和抗菌除臭剂，也可用于促进水溶性组分

的吸收、渗透和附着等。
1.2 多元醇酯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多元醇的酯类也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中应用较

为广泛、产量较大的一个品种，是由多元醇与脂肪酸

直接酯化反应生成的产品，分子中以酯基作为疏水

基，其余未反应的羟基（—OH）作亲水基的一类表面

活性剂，多元醇的酯类一般不具有净洗性能，更多地

用于特殊领域的乳化、食品增稠、微乳液聚合、农药

增效等领域[8]。
1.2.1 烯基乙二醇酯

主要分为乙烯乙二醇 （EG）、聚乙烯乙二醇

（PEG）、丙烯乙二醇（PG）的单酯、多酯。分子结构中

烯基具有良好亲水和对称性，使烯基乙二醇酯易分

散于水，具有良好的柔软、抗静电、芳香、平滑等性

能，根据其酯化度和原料 PEG 聚合度的不同，产品

的表面活性和亲水性大小 HLB 有所变化，可用于印

花增稠剂、纺织纱线浆料、各种乳化剂或香波用的珠

光剂等。PG酯多用作食品添加剂和糕点起泡剂，具

有凝固点低，流动性好，无挥发性，抗臭氧等特点。
1.2.2 甘油酯

通常指由甘油和不同的脂肪酸 （包括饱和脂肪

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经酯化所生成的酯类表面活性

剂。根据生产所用脂肪酸的不同，可分为甘油一或

单（脂肪）酸酯 C3H 5 (OH ) 2 (OCOR )、甘油二（脂肪）

酸酯 C3H5 (OH) (OCOR)2 和甘油三 ( 脂肪 ) 酸酯

C3H5(OCOR)3。其中最重要的是甘油三酸酯（甘油三

酯），如甘油三油酸酯、甘油三 16 碳软脂酸酯和甘油

三 18 碳硬脂酸酯[9]。
单甘油酯的 HLB 值较低，在水中基本不能溶

解，经乳化后可形成 W/O 型乳液。高纯度单甘油酯

可作食品添加剂和食品乳化剂。C8～C12 的三甘油

酯具有耐氧化、溶解力好、黏度低特点，被用作食品

香料的溶剂和香料保香、增香剂，咖啡助溶剂，化妆

品用乳化剂。
1.2.3 山梨醇酯

山梨醇酯一般是分子内失水生成失水山梨醇

酯，具有优异的乳化性能。由于山梨醇具有立体层

叠式的结构，提高了耐热性和乳化性[10]，同时还有低

温流动性，常用于机械油、润滑油、工业用的各种润

滑剂、缓蚀剂、油性消泡剂，乳化聚合用稳定剂及亲

油性分散剂等。
1.2.4 糖酯

由天然作物提取的葡萄糖、蔗糖等均具有多元

羟基，可与月桂酸、棕榈酸、椰油酸、硬脂酸、蓖麻油

酸等酯化而得到甘糖酯。由于糖类结构具有较多的

皮革与化工 LEATHER ANDCHEMICALS 第 29 卷·22·



羟基（—OH），因此，酯化后的糖酯具有极佳的水溶

性。糖酯大都无味、无臭。糖酯有较低的临界胶束浓

度（CMC）从而可以降低液体表面的张力。糖酯类表

面活性剂生物降解完全，对人体几乎无毒、无刺激

性，起泡性较低，常用作食品和医药用乳化剂。
1.2.5 烷基糖苷

烷基糖苷，简称 APG，是由糖的半缩醛羟基与

醇反应所生成的具有缩醛结构的表面活性剂，是一

种绿色天然的新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APG同时具

有非离子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具有良好的

亲肤性和生态安全性，是一种天然“绿色”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11]。
APG 多用于净洗剂中，产品价格较低，泡沫丰

富而稳定，与阴离子或其它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配

伍性好，而且无毒、无刺激、生物降解快而彻底。APG
对高浓度电解质不敏感，可耐硬水。APG 与聚氧乙

烯醚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同的是，它没有浊点，但

是润湿、渗透、净洗性能差于脂肪醇醚。
1.3 含氮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1.3.1 烷基醇酰胺 6501
烷基醇酰胺系列也是一支应用广泛的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由脂肪酸和乙醇胺缩合制得，根据原料的

比例不同，主要分为三个型号，分别是 1∶1、1∶1.5、
1∶2 型，烷基醇酰胺的溶解度和外观等性质随烷基

链长不同、制备方法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高碳烷基醇

酰胺的产品熔点高，不易溶解；脂肪基相同时，单烷

基醇酰胺比双烷基醇酰胺不易溶解于水[12]。
烷基醇胺没有浊点，与其它聚氧乙烯型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不同，烷基醇酰胺具有使水溶液变稠的

特性，浓度低于 10%的溶液黏度可增至几百 Pa·s。
烷基醇酰胺的起泡性和泡沫稳定性好，常作增泡剂

和稳泡剂。烷基醇酰胺 6501 的乳化净洗能力较差，

在配方中不能作为主体原料，只能作为辅助成分，起

到降低成本、改善外观、增加泡沫等作用[13]。
1.3.2 氧化铵

氧化铵是具有极性结构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水溶液中会根据溶液 pH 值的不同，显示不同的

离子性质。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氧化铵在水溶液

中以不电离的水化物胶束存在，显示非离子特性；在

酸性溶液中，会显示一定的弱阳离子性，与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会生成沉淀，所以氧化铵在 pH 值小于 7
的酸性条件下使用不能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

氧化铵的表面活性与其烷基碳链的碳原子数目有

关，小于 16 个碳的产品有较好的表面活性，小于 10
个碳的会失去表面活性，具有类似二乙醇胺的性质；

分子碳链大于 16 的氧化铵，几乎不能溶于水。
氧化铵被广泛地用于沐浴露等日化产品。在碱

性或中性条件下氧化铵呈非离子特点，与阴离子、非
离子、阳离子、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都能很好地复

配，并显示协同效应。氧化铵具有优良的泡沫性能

与增稠作用，对皮肤保湿具有调理作用，无毒性，温

和无刺激性。氧化铵另一个特点是与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复配时，可减弱和控制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使蛋

白质变性的作用，从而降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对人

体皮肤、眼睛的刺激等作用[14]。
1.4 嵌段聚醚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嵌段聚醚是以环氧乙烷（EO）、环氧丙烷（PO）或

其它烯烃类氧化物为主体，以某些含活泼氢化合物

为引发剂的嵌段共聚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按其聚

合方式可分为整嵌、杂嵌两种类型。其中整嵌型聚

醚在嵌段聚醚中种类最多，最为重要，其通式为

HO(C2 H4O)a(C3H6O)b(C2H4O)cH，整嵌聚醚在结构上可

以有很广泛的变化，从而导致它的物理性质也可以

是各种各样，由此也为应用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
不同的整嵌聚醚产品的物理形态从可流动的液体、
膏状物、固体到片状、粉末状均有存在。整嵌聚醚产

品具有无刺激性、毒性小、不使头皮干燥脱脂等特

点，可用于洗发剂，医药领域的耳、鼻、眼各种药剂滴

剂，口腔洗涤剂，牙膏等，也可用作乳化剂及乳液稳

定剂、增稠剂[15]。
杂嵌聚醚类商品的水溶性稍差，随着脂肪醇的

加入，其水溶性增加。在水中的溶解度随温度上升而

下降，并有浑浊现象。杂嵌聚醚能溶于许多有机溶

剂，可作消泡剂、润湿剂。杂嵌嵌段聚醚在塑料工业

中用途颇广，是硬泡沫塑料的主要成分，但不作为表

面活性剂的要求。另外在纺织印染工业中，嵌段聚醚

可用作纤维抽丝的润滑剂、抗静电剂、柔软剂等，也

可用于某些产品的促染及增深剂。在织物的氧漂过

程中，某些嵌段聚醚可用作过氧化氢溶液的稳定剂。
1.5 甾醇衍生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植物和动物都可以在体内自合成一些甾醇或甾

醇衍生物，甾醇结构分为植物甾醇和动物甾醇。植物

甾醇具有消炎和止痒两种功效，动物甾醇及以甾醇

为基础的表面活性剂在一些化妆品中作活性组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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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行。甾醇类表面活性剂的毒性非常低，对皮肤无

刺激或仅有轻微刺激，特别对眼和鼻腔无刺激。适用

于个人保护用品、化妆品、沐浴剂、头发调理剂中，也

用于医学药品中[16]。

2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应用

2.1 在皮革加工过程中的应用

在皮革的一系列加工工艺中，皮革助剂的用量

与皮革本身的重量相比虽然很小，但其对皮革成品

质量的提高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表面活性

剂，由于其特有的分子结构与性能，已经成为皮革助

剂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皮革生产加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皮

革的前处理、皮革鞣制、皮革加脂、皮革染色与后整

理的涂饰等几道工序。在皮革前处理过程中涉及到

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主要起到渗透与脱脂作用，一

般以渗透和乳化力较强的脂肪醇醚为主。在皮革鞣

制、加脂、染色、后整理的过程中，表面活性剂作为一

种必不可少的成分，帮助各种主体材料完成工艺目

标。最常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长碳链的脂肪酸

酯类表面活性剂等，可帮助主体材料赋予皮革良好

的手感，使皮革粒面细致、平滑、表面毛孔清晰、颜色

鲜亮，或赋予皮革拒水、防紫外线、透气等一些特殊

性能。
2.2 在煤浮选中的应用

我国提取精煤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灰分含量高、
湿度大。这与浮选采用的表面活性剂亦有很大关系。
浮选是指向煤浆中注入空气，通过添加一定量的表

面活性剂，可在煤块表面上形成一层疏水性薄膜，细

小的煤炭颗粒与气泡粘附一起上浮到煤浆表面，从

而可从煤浆表面刮出高纯度的精煤。
浮选药剂的起泡剂主要是来自于各化工厂、造

纸厂和纺纱厂的副产物或废弃品（杂醇、仲辛醇、脂
化油、渗透剂等）。用到的捕收剂多为传统的煤油或

柴油。现在也有厂家生产复合药剂，但都存在一些缺

陷，有的对煤质变化适应性差，有的起泡性强、泡沫

虚、容易漏粗以及过滤处理的负荷增大，甚至有的复

合药剂稳定性差，存在沉淀、失效和堵塞管道现象。
在煤用浮选剂中加入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脂肪酸酯

聚醚等 HLB 值低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与起泡剂和

捕收剂进行复配，能提高浮选所得精煤，节约时间，

降低药剂的消耗，减少水分，提高固体物浓度[17]。
2.3 在纺织印染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纺织纤维品种的不断更新，复合纤

维、异形纤维、超细纤维等新合纤材料出现，对印染

加工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纺织印染用的染整助剂通

常要求对织物具有较好的润湿作用，以及对染料有

较强的增溶和分散能力，而且还能对染料或纤维具

有一定的亲和力。此外，根据特殊需要，对织物可具

有一定的柔软或拒水作用。因此，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润湿、增效、分散、匀染、柔软、拒水作用对纺织印

染工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广泛应用于印染加工的各个阶段。
退浆工艺：包括退浆剂，渗透润湿剂等，如渗透

剂 JFC就是常用的非离子渗透剂[18]。
精练工艺：精练剂的主要作用应保证织物能在

工作液中快速渗透，具有良好的乳化、分散、洗净和

防回沾功能，以便能有效去除织物表面的油剂，杂质

和天然的蜡质，使精练过的坯布具有良好的上染和

后加工的性能。
染色与后整理工艺：包括匀染剂、分散剂、消泡

剂、固色剂、皂洗剂、净洗剂等。非离子性表面活性剂

由于其非离子特性，可以与阴离子、阳离子型染料，

功能助剂拼混使用，而不影响染色与后整理效果，因

此在染色和功能整理中也很常用[19]。
2.4 在硬表面清洗中的应用

硬表面清洗长期以来主要使用的是价格便宜的

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如脂肪酸皂、苯磺酸钠、净洗

剂 601、净洗剂 209 等。这些洗剂虽然克服了普通肥

皂在硬水中会生成钙皂、镁皂沉积在被洗物的表面

的缺点，各种净洗性能比肥皂要好，但是要求洗液浓

度较高，洗剂消耗量大，如果在碱性介质中洗涤，对

洗涤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不利于废水处理。使用

非离子洗剂清洗质量明显提高，非离子洗剂的亲水

性主要靠分子中的氧原子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和范

德华力结合而成，所以其亲水性主要靠一定数量的

含氧根（—OH，—O—）决定，在水中的溶解度随分

子中各种基团的增多而上升。
硬表面清洗过程中所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乙氧基团数（EO 数）一般为 5~10。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结构决定其在洗涤方面的性能，相比离子型表

面活性剂有更好的润湿、乳化、分散和增溶等性能。
因其在水中不电离，一方面能耐硬水，在溶液中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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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带电

荷，在被清洗物体表面就不会产生吸附现象，CMC
值又较低，所以在较低浓度以及中性 pH 值条件下

也有较强的去污力[20]。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与其它表面活性剂兼容性

好，可以混合使用，使洗涤效果能进一步提高，而且

它的生物降解度较高，容易生物降解，有利于废水处

理。
2.5 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用作纸浆蒸煮助剂，

促进蒸煮液对纸浆纤维原料的渗透，加速蒸煮液

对木材或非木材中木质素和果胶质的脱除，并起

分散纤维素、加快蒸煮速度及提高纸浆得率的作

用，用作纸浆蒸煮剂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有烷基

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脂肪酸聚氧乙

烯酯、聚醚等[21]。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也是废纸脱墨剂的主要成

分。由于原生纤维生长均有一个周期，世界范围内

造纸原生纤维原料的日趋紧张以及人们的环保意识

日益增强，利用废纸再生作为造纸原料已成为造纸

浆料的重要来源，许多经济发达欧美国家早已严格

立法支持废纸回用技术，开发废纸重复利用研究工

作，并详细规定了某些纸种中二次纤维的法定含量。
近年来，废纸回收率以及废纸在造纸原料中的占有

比例迅速提高，这种工艺必须用到脱墨剂，废纸制浆

过程中常用的脱墨剂其主体成分即为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目前，世界各国采用的脱墨剂用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主要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烷基聚氧乙烯醚、嵌
段聚醚、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脂肪酸酯和脂肪酸聚

氧乙烯酯等。
2.6 在药剂中的应用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水溶液中呈非解离状态，

决定其比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有更好的稳定性和相溶

性，且毒性和溶血作用相对较小，不易受电解质和溶

液的影响，能与大多数药物配伍等。目前在药剂中可

以作为增溶剂、乳化剂、助悬剂、抗氧剂、抗凝剂、种
衣剂、消毒防腐剂等使用。在液体制剂中常用非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起助溶作用，如不溶于水的蛇木碱，

可以加聚环氧乙烷（10）失水的山梨醇单油酸酯解决

蛇木碱不溶的问题[22]。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液体药剂中主要起乳化和

助溶作用。注射用乳化剂要求纯度高、无毒性、无败

血及副作用，且化学稳定性良好，贮存期间不能降

解，能耐受高温消毒不浑浊等。非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失水山梨醇聚环氧乙烷型及聚环氧乙烷和聚环氧

丙烷嵌段共聚物，可作静脉注射用液的乳化剂。在膜

剂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常做帮助成膜材料，常用的

有羧甲基纤维素、聚乙二醇类等，除此之外，在膜材

料中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如 PEG、PVP 等可以明

显增加药物的渗透性。
在片剂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主要作用如下：

（1）片剂的黏合剂。常用的有聚乙烯二醇甘油

酯。
（2）片剂的崩解剂。吐温或斯潘类能增加药物

的润湿性，加速水分渗入到药片颗粒的空隙和毛细

管，均可使片剂较快崩解。
（3）片剂润滑剂。常用的有聚氧乙烯脂肪醇、

PEG2000 和 PEG5000。具有毒性小，能溶于水，故可

作洗盐脱水、硼酸等可溶性片剂的润滑剂。
（4）包衣物料。聚乙烯醇戊酸 - 对甲苯苯二甲

酸酯 （PVAP）是一种新的生物酶溶性包衣物料，它

具有制备简单、包衣快、成本低、化学稳定性好、成膜

性能好、抗胃酸能力强、肠溶性可靠、包衣简单等特

点。此外还有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PEG 等。
（5）片剂缓释剂和控释剂。由嵌段聚醚的水溶

液经α- 射线照射后制成交联型凝胶供缓释片用。
在胶囊剂中常用 PEG8000 和 PEGA- MAS 提高软胶

囊外壳的稳定性和生物再利用度。在微胶囊中可作

为囊心物中主药的附加剂，也可作为外胶囊材料。在
气雾剂中可以作为悬浮剂和制泡剂。
2.7 在酞菁颜料中的应用

酞菁是有机颜料中重要的一种高档颜料。但是

目前我国研发和生产的酞菁颜料的性能与欧美发达

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酞菁颜料

粒子较大、粒径分布不均匀及分散稳定性差，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酞菁颜料的使用性能，而颜料的表

面处理技术是提高颜料使用性能的重要手段。利用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对颜料进行表面处理，有利于颜

料粒子的细化和分散稳定，可以提高酞菁颜料品质

和使用性能[23]。
2. 8 在沥青电极生产中的应用

沥青在炭素工业中可以作为粘结剂和浸渍剂，

其性能对炭素制品的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

仅要求沥青有较高的结焦性和在操作温度下对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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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浸润性、渗透性和黏结力，以保证碳素糊料

有良好的可塑性和均匀性，还要有很好的渗透性能，

可以很容易地浸润和渗透到炭素制品的气孔中，起

到填充作用，使材料致密化[24]。浸润性能取决于沥青

和炭料颗粒表面之间的浸润角，而浸润角又与沥青

表面张力大小有关。使用表面活性剂能有效降低沥

青的表面张力和黏度，可以减小沥青与炭料颗粒的

接触浸润角，有利于沥青对炭料的粘合作用，提高沥

青的浸渍效果。由于沥青的组成和结构特点，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最适宜作为粘结剂和浸渍剂对沥青进行

有效的改性。

3 结束语[25]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改变气—液、液—液及

液—固界面性质，使其具有起泡、消泡、乳化、分散、
渗透、助溶等多方面的性能，因此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从化妆品调和、食
品与饲料加工、皮革制品加工、化学纤维加工、纺织

品印染及整理、医药的加工、矿物浮选、石油开采、
油品处理、工业洗涤等各个工业部门，被誉为“最高

效的工业味精”。
中国的表面活性剂和合成洗涤剂工业起始于上

世纪 50 年代，尽管起步较晚，但近 20 年发展很快。
2010 年我国表面活性剂总量已达到 166 万吨，仅次

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我国整

体科技实力的提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会逐渐

由表面活性剂的产量大国成长为表面活性剂的科技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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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灰脱毛工序，回收率为 80%~90%，节省了 40% 以

上的硫化钠和 50%以上的石灰，并能减少总污水中

30%～40%的 COD 及 35% 的氮。丁绍兰[18]等探讨了

常规毁毛法的含硫脱毛废水循环工艺，结果发现:浸
灰含硫脱毛废水含有大量有利于脱毛的物质，完全

可以循环使用。循环使用中脱毛效果良好，毛回收

率可达 90% 以上，最大限度地解决了皮革厂硫化物

及蛋白质有机质等污染问题，减少污水排放 80%以

上。

4 结语

由于制革企业现有的废水处置方法，存在诸如

占地面积大，设备投资运行费用高，能源消耗高，污

泥脱水、脱水污泥处理难等问题,使含硫脱毛废水的

处理率和达标率较差。若制革企业能采用清洁生产

工艺，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加强含硫脱毛废

水资源化和废水处理后循环使用的力度，才有望减

轻水环境污染，促使制革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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