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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技术论坛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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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工程施工中“壁厚差异”质量问题的探讨
⊙ 罗国华  陈琦  徐辰  刘向一  管成平  陶海（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0235)

A study on wall thickness differences of pipeline connection in engineering
⊙ LUO Guo-hua, CHEN Qi, XU Chen, LIU Xiang-yi, GUAN Cheng-ping, TAO Hai 
(China Haisum Engineering Co., Ltd., Shanghai 200235, China)

罗国华先生，主要负责EP C总承

包项目的质量管理，在泰国SK I C 

PM16项目、越南VKPC PM2项目、

越南正隆CLVP废水处理项目等海

外EPC项目中担任质量负责人。

摘 要：主要描述了工程项目中一种因壁厚差异在管道管件

连接中导致的质量问题，结合一些实际项目实践经验，分析了

这种质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

解决方法和建议。

关键词：管道；管件；壁厚；“倒刺”质量问题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re described the quality problems 
resulted from wall thickness differences in pipeline connections, 
analyzed the reason and affects based on some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everal valuable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Key words: pipeline; pipe f it tings; wall thickness; barb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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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管道系统的施工是一

个工作量很大，也很重要的分部工程。管道工程施工主

要是指的管道、管件及管道系统中的设备元件根据施工

图纸进行现场连接、组装、测试的过程。在对不同项目

的管道系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质量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时，经常会碰到一种因管道管件壁厚不相同，在连接接

缝的内侧出现一圈“倒刺”，导致管道内流体流经此处

时产生流体湍动、堵塞，甚至在接缝处出现裂纹等重大

质量问题。由于此类质量问题所涉及管道管件众多，如

果在现场发现问题后进行处理，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成本，也造成项目进度的延误。本文结合一些项目

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对这种质量问题的特征、原因、

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在其它项目中

尽可能避免此类问题带来的损失。

1  问题的描述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这类因壁厚差异产生的“倒

刺”质量问题的出现，主要基于两点：针对金属管道管

件的连接，其次是“壁厚差异”，经归纳此类问题，可以

发现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1）所在位置

这类质量问题中，经现场发现，“倒刺”的位置是

在对接焊缝的内侧处，是通过管道管件的对焊连接产

生的。“倒刺产生”的对象，主要是指在同一管道系统

中，通过对焊焊接在一起的管道、弯头、三通/四通、 

异径管、短接和带颈对焊法兰(包括焊接阀门等)。

(2）外径相同，内径不同

在工业项目的管道系统中，管道的规格一般是依据

管道等级表来进行划分的。同一管道等级条件下，为了

保证管道管件连接的质量，无论采用的是PN欧标系列

或者Cl a s s美标系列，管道及管件的对接处的外径都是

相同的，内径与壁厚相关。

(3）连接处的坡口

对于对焊的这类管道管件，在对接焊接之前，一

般都会对焊接端口进行坡口处理，以保证焊接强度和质

量。按照通用国家标准“GB/T12459-2017钢制对焊无

缝管件”与“GB/T13401-2017钢板制对焊管件”要求，

国内市面上生产的这些管件的端口在出厂前已经加工

好了坡口(少部分壁厚过小的也可不打坡口)。

图1  正常状态下的管道管件对接接头外形

 

 

注：t1、t2分别为管道管件连接端的壁厚，以下表示同此处。

图2  壁厚不一致对接示意图

图3  壁厚不一致在实际项目中的缺陷

因此，“倒刺”问题的产生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

结果(金属材质、外径相同壁厚不同、有坡口)，而这个特

定条件在大多工程项目中都会有出现。对比一下正常状

态下的管道管件的连接和产生问题的“倒刺”连接，就

会更加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所在。

正常、理想的管道管件对接焊缝接头的外形如图1

所示。

这种情况下，管道管件两端对接焊缝的内外侧除了

一定焊缝余高外，两侧的外壁几乎是持平的。

在许多工程项目中，经常出现了这种因管道管件连

接端壁厚不一致而导致的“倒刺”质量问题，如图2及图

3所示。

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管道管件的对接焊缝接头

处，其外壁对接持平而内侧出现一个不平突起的“台

阶”，这个“台阶”因为两端分别有不同角度的坡口，而

使得内部一圈产生了一个“倒刺”，例如管道与弯头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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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处内侧，管道与对焊法兰接头处内侧，等等。

通过一些项目观察中发现，这种“倒刺”随着系统

中的管道管件的口径越大，这个“倒刺”一般也越大，随

着管道压力等级越大，“倒刺”也越深。

这种“倒刺”问题如果不是设计特别要求，一般工

业项目中是不允许存在的，尤其是针对粘度大、颗粒物

介质的管道系统。项目中出现了此类质量问题，都需要

在生产运行前解决掉。

2  产生的主要影响及后果

管道系统中产生的此类“倒刺”问题，尤其是工业

安装项目实施过程中，无论是设计或制造过程中若不加

以及时纠正，这类“倒刺”问题会在系统调试及随后的

生产运行过程中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影响测试及运

行，甚至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尤其是高压、有毒或燃

气腐蚀性管道。

(1）影响管道强度

在对接焊缝的接头处，由于管道壁厚差异，且发

生壁厚突变，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温度或压力的变

化出现管道的膨胀或收缩，产生的应力会集中在壁厚突

变处的“倒刺”位置，极容易产生裂纹(Cr a c k)，尤其在

高温高压的压力管道系统中。

图5  管件壁厚大于管道壁厚时的机械处理方法

(2）造成管道系统内部堵塞

对于管道系统内部的介质是悬浮液或者纤维状的

液体，例如污泥、纸浆等，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会挂在内

壁的“倒刺”处，时间长了会不断累积，导致管道堵塞而

影响系统运行。

(3）造成流体不稳定，产生气泡，损坏设备

流体在管道内运行经过这种“倒刺”的接缝时，

“倒刺”会扰动流体运行发生湍动产生气泡，这些气泡

会逐渐聚集在管道内部的上顶端，形成一个密闭气体聚

集空间，这样对管道上安装的测量元件产生极大的干

扰，例如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等，而且管道内的气泡还

会引起输送泵产生气蚀，损坏设备。

(4）影响无损探伤拍片的结果

对这种带有“倒刺”的对接焊缝接头，在进行射线

无损探伤时，会造成一种假象，焊缝内部产生“未焊透

(LOP)”，导致焊缝拍片评片结果不合格。这主要是因为

在对接焊缝的两边坡口存在情况下，由于管道管件壁厚

不一致，对接焊接时，焊接坡口只存在于管道管件较薄

坡口底端，较厚的管件底端则被挡住，在焊接完成后，

由于较厚的坡口处形成一个倒三角的“倒刺”没有焊

接填满，导致射线照射时，在倒坡口内产生一个假象的

“气孔”区域，如图4所示。在对此类焊缝接头处进行射

线拍片时，经常出现此类问题，导致拍片不合格。

3  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从管道内介质的流动性来说，管道系统内壁无论

是管径扩大还是缩小等变化，均应该平滑过渡，“倒

刺”、“台阶”等问题不应该出现。在工程项目管道系统

中，除非因特殊材质或非标等原因对连接的管道管件

有例外的要求。“倒刺”质量问题影响大，若项目中已经

出现，需要采取合理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处理的时间以

及人力物力。除此之外，还须对此问题深入调查，综合

性分析，从项目各环节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举一

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从一些项目反馈的情况及分析来看，此类问题产生

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 设计的提资

对于通用系列的管道管件，由于均为标准件，其外

图4  不同壁厚对接焊缝在射线拍片时产生的“未焊透”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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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管道管件壁厚的描述及相关依据

管道

弯头

三通/四

通

异径管

翻边/短

接

带颈对

焊法兰

类别序号

1

2

3

4

5

6

t＞D/6时，壁厚须考虑疲劳等因素，其值更大

外侧I＜1,内侧I＞1

弯管在成型后端部最小厚度不应小于支管厚度

壁厚参考同条件下管道公称壁厚

端部内径和壁厚由供方指定

壁厚参考同条件下管道公称壁厚

端部内径和壁厚由供方指定

壁厚参考同条件下管道公称壁厚

端部内径和壁厚由供方指定

壁厚参考同条件下管道公称壁厚

指定了不同条件下对焊端壁厚的具体数值；

当法兰颈部连接端厚度大于管道厚度时，颈部

内倒角15°，连接壁厚与管道相同；

理论依据及描述特征

计算选型。

公称壁厚由设计定；

设计未定时参照对接管道壁厚；

弯头在加工制造时会增加少量余量(主要考

虑减薄)。

公称壁厚由设计定；

设计未定时参照对接管道壁厚；

对普通整体成型的三通/四通，加工时参照

设计时对接的管道壁厚，增加适当的余量。

公称壁厚由设计定；

设计未定时参考两端对接管道壁厚；

制造加工增加少量余量(机械加工原因)。

与管道对接端壁厚依据连接的管道壁厚，

适当增加余量。

壁厚依据标准；管道壁厚与法兰端壁厚有一

定差异(如薄壁不锈钢与碳钢管)；

法兰依据标准制造，管端壁厚大于管道时，

内端部倒角处理。

实际选型参考依据

GB/T 20801-2006

GB/T 17395-2008

GB/T 21835-2008

GB/T 20801-2006

GB/T 12459-2017

GB/T 13401-2017

GB/T 21835-2008

GB/T 12459-2017

GB/T 13401-2017

GB/T 12459-2017

GB/T 13401-2017

GB/T 12459-2017

GB/T 13401-2017

GB/T 9124-2010

通用标准

形尺寸和制造加工要求均有详细的国家标准。本文所

述“倒刺”问题产生的几个主要对象：管道、弯头、三通

/四通、异径管、翻边短接、带颈对焊法兰，其通用标准

和对壁厚的描述和要求，可参考表1所列。

在同一条件下的管道系统中，由于管道等级是一

致的，在不考虑施工对中的偏差外，管道管件连接端的

外径是相同的，但对于壁厚的要求，管件与管道要求稍

有不同：对于管道及弯头，有固定计算公式，可依据理

论计算公式，结合管表等级确定公称壁厚；对于整体成

型的三通/四通、异径管和短接，通用标准中没有给出

明确的计算公式，一般由采购方确定，只提供了对应管

道的公称壁厚等级，而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由于管件相

对于管道位置不同，须考虑到管内流体的冲击及抗压等

因素，设计选型时公称壁厚一般不低于所连接的管道

壁厚(部分口径可选相同壁厚除外)，一般大口径管件壁

厚均大于管径；对于带颈对焊法兰的连接端壁厚GB/T 

9124-2010有明确的壁厚要求，但是这个壁厚对于不同

材料的管道管件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仍有可能法兰连

接端壁厚大于管道壁厚(不锈钢薄壁管或碳钢管均是不

相同的)。

基于如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对于在同一管道系统

中的管道和管件，在设计选型确定管道管件规格时，就

可能造成管件壁厚大于管道壁厚，而对于设计或制造

商来说，“倒刺”问题的产生往往就是忽视了管道管件

连接处的壁厚处理要求所致(管道管件制造商可能不相

同，管件连接端的壁厚要求未提资清楚)。

(2) 加工制造

在加工制造阶段，除设计单位提资给各制造商有

关管道管件的规格信息外，制造厂家还会考虑到管件

在不同机械加工方法的过程中产生的减薄、弯曲及制造

偏差等因素，也会在设计提资壁厚的基础上增加适量的

余量。但是，很多项目中，因设计管理及设计制造方沟

通的原因，导致一些管件制造商在出厂时，也忽略了所

连接管道的壁厚而未进行处理或者处理不到位，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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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刺”问题。

(3) 不正确的选型及安装

设计及加工制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体现了设计人

员对现有有关管道管件有关连接处壁厚问题的理解不

够，另一方面是由于项目管理的不严谨，在设计提资及

制造加工时未明确双方在管道管件连接处的详细要求，

且制造时未能有效反馈，导致在施工现场管道管件连

接处的壁厚未能吻合。除此之外，现场施工过程中，很多

“倒刺”问题是因为一些错误导致的，这种错误来源于

管道管件不正确的选型以及安装过程中材料使用错误。

不正确的选型主要是同一管道系统中，使用了不同制造

标准的管道管件，以及错误地使用了不同压力等级的管

件。安装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则主要是用错材料导致。

4  可行的解决方式及建议

从表1也可以看出，尽管一些标准对管件的壁厚没

有做出具体的说明，但是给出了与管道连接的依据，即

与管件所连接的管道的公称壁厚，且有些标准也强调了

与管道相连接端的处理方式。因管件与焊接法兰所在

的标准众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要彻底解决此类

问题，在实际项目执行过程中，从项目一启动设计就需

要考虑这些衔接处的问题，尤其是设计上越早考虑越好

(确定设计标准类型)。

对这种因壁厚差异引起的“倒刺”问题，可以从如

下几个方面消除：

(1) 通过设计消除

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同一管道等级系统中的管道

管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相同的口径和公

称壁厚，例如可适当提高管道的公称壁厚来适应管件

的公称壁厚，特别是针对低压或小口径的管道管件。在

设计提资给相关制造商时，明确管道及各管件的壁厚，

[收稿日期:2018-05-30(修改稿)]

并明确连接端的壁厚要求，同时在管道管件出厂前，通

过检验确认是否达到质量要求，这样就从源头上避免了

“倒刺”的存在。

(2) 通过加工制造消除

在不能保证相同管道等级条件下的管道管件在连

接端的壁厚相同时，特别是一些高压或者大口径的管道

管件，或者管件壁厚大于管道壁厚很多的，可以在设计

文件中明确要求管件在制造过程中，两端接头处内部需

要机加工处理，直到两侧连接端的壁厚与所连接的管

道壁厚相同。

管件末端的机械加工方式可如图5所示：

(3)现场补救矫正消除

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对于未及时纠正且已经焊接

完成的此类“倒刺”接头的焊缝，必须采取强制补救措

施，避免将缺陷带入调试或生产阶段。一旦发现现场管

道管件有“倒刺”问题，应立即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讨论，

确认发生此问题的管件的具体数量和位置，并安排人割

掉，重新替换合格的管件，重新组对焊接。

如果发生“倒刺”问题的管道管件的口径比较大

(焊接工人可操作)，且焊缝接头离操作面很近，则可以要

求焊工在现场对内部的倒刺处进行补焊，将“倒刺”处

空间焊满，焊缝表面与前端管内壁形成一个较缓斜面，

使流体在管道内流动时尽可能平缓流动不发生湍动，如

图6所示。这种方法比较省时省材料，对于一些可补焊的

“倒刺”问题管件，不失为一种便捷的处理方法。

5  结语

在当前国内工程建设逐渐走向海外之际，项目的的

质量更是不能忽视。管道施工是工业建设项目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因壁厚原因引起的“倒刺”问题，需要在项目

实施的源头上引起重视，并加以控制，避免在施工现场

再进行整改。本文针对“倒刺”质量问题进行了简单的

描述，从理论设计和实际项目实施过程的角度来分析

这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法。

希望在以后的工程项目中，尽可能地减少因此原因带来

的工程损失。

图6  带有“倒刺”管道管件接缝处的一种内部补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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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紫外光谱快速测定糠醛催化转移加

氢制备糠醇的过程中糠醛和糠醇含量的方法。研究中发现，

在异丙醇介质中，糠醛和糠醇标准溶剂在260nm和270nm处的

吸光度值与其对应浓度存在较好的线性相关性，符合朗伯-

比尔定律。基于260n m和270n m处波长，采用简单的双波长法

就可定量检测出反应过程中糠醛和糠醇的含量。该方法测定

前无需进行任何预处理，简单、快速，且样品的平行试验具

有较好的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小于4.1%，因此很适合用于

糠醛加氢制备糠醇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紫外光谱；双波长法；糠醛；糠醇；生物质

Abst rac t : T he pape r pu t s fo r wa rd a me t hod for r apid 
determination of furfural and furfuryl alcohol through UV spectra 
in the hydrogenation of furfural. In the isopropanol medium, 
the concentration of furfural and furfuryl alcohol and their 

紫外光谱法快速测定糠醛和糠醇含量
⊙ 谢文兴  陈秋江  王辉  张俊华*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 310018)

Rapid determination of furfural and furfuryl alcohol contents 
through UV spectra
⊙ XIE Wen-xing, CHEN Qiu-jiang, WANG Hui, ZHANG Jun-hua*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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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bance value at 260 nm and 270 nm have a linear relationship, 
which follows the Lambert-Beer principle. Thu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at the wavelength of 260 nm and 270 nm, furfural 
and furfuryl alcohol content can be simply determined through 
two-wavelength spectrophotometry. This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research on furfuryl alcohol preparation, which is simple and 
efficient in operation and requires no pre-treatment process,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less tha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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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获得广泛认同，生物质资源

的综合利用已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1]。以

生物质材料为原料生产燃料和石油基化合物替代品，可

以缓解石油资源利用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善全球生态

平衡，这也有助于改善石油资源短缺等问题[2～4]。目前，

一种从生物质基平台化合物糠醛选择性加氢制得的呋

喃类化合物——糠醇，由于其具有特殊的呋喃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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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醇羟基，可广泛应用于树脂[5]、纤维生产[6]和溶剂[7]等

领域而备受关注。它可替代或部分替代石油基化合物，

从而缓解由于石油资源短缺而造成的资源紧张等问题。

而准确地测定反应过程中糠醛和糠醇的浓度是糠醛加

氢还原制备糠醇工艺研究的重要内容。

测定糠醛和糠醇的传统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8,9]、

气相质谱联用法[10～14]和高效液相色谱法[15]。然而，这些

检测均需要对样品进行繁琐的前处理，并且仪器操作和

维护成本比较昂贵。

本研究将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采用双波长法

同时测定糠醛转移加氢制备糠醇过程中糠醛和糠醇的

含量，且测定前无需进行任何预处理，能更好地适应工

业快速分析的要求。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和试剂

仪器：Cary 6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安捷伦科技

公司，美国）（1cm的常规比色皿）；移液枪：100ul、5ml

各一支；NS50高压反应釜（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

试剂：糠醛（分析纯，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糠醇（分析纯，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异丙醇（分析纯，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2 方法与步骤

1.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分别配制5个已知浓度的糠醛和糠醇水溶液。其

中糠醛和糠醇的浓度范围分别为0.002～0.01g/l和1～

5g/l。

1.2.2 糠醇/异丙醇转移加氢样品的制备

在三种不同的反应条件得到待测试样，具体反应

条件如下：

1#样：糠醛用量为420μl，RuCu@NFC催化剂用

量为0.05g，异丙醇用量为20m l，反应时间为12h时，反

应温度为170℃。

2#样：糠醛用量为420μl，RuCu@NFC催化剂用

量为0.05g，异丙醇用量为20m l，反应时间为4h时，反

应温度为190℃。

3#样：糠醛用量为420μl，RuCu@NFC催化剂用

量为0.05g，异丙醇用量为20m l，反应时间为6h时，反

应温度为190℃。

1.2.3 待测液的制备

用移液枪分别移取不同量的糠醛标准液、糠醇标

准液和不同反应条件下的试样于100m l烧杯中，加入一

定量的异丙醇溶液进行稀释，再将溶液转移到25m l容

量瓶中进行定容。

1.2.4 待测液的测定

测定之前先以异丙醇为空白样，进行调零，分别

测定标样以及试样的全光谱，然后继续以260n m和

270nm为测定波长，均先以异丙醇为空白样校正吸光度

0点，再测定标样以及试样分别在260nm和270nm处的

吸光度，将标样溶液测得的吸光度值进行拟合，得到糠

醛和糠醇的标准曲线方程，试样待测液所测得的吸光

度可带入双波长标准曲线方程进行计算即可得出糠醛

和糠醇的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图1  糠醇标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 图2  糠醇在260nm和270nm处吸光度值与浓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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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糠醇标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

图1示意了不同浓度的糠醇标准溶液（1～5）g/l在

异丙醇介质中的紫外光谱。由图1可知，糠醇在270nm处

有最大的紫外吸收峰，且260n m和270n m处的吸光度

值随糠醇浓度的提高而增加。

取 2 6 0 n m和 2 7 0 n m处的糠醇吸光度值，绘

制糠醇浓度与对应波长处吸光度值关系，如图2所

示。通过26 0 n m处所得的糠醇吸光度值与其对应

浓度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曲线，拟合曲线方程为

A b s 26 0= 0.1738c +0.131，其方程的R 2=0.9999。

通 过 2 7 0 n m 处 所 得 的 糠 醇 吸 光 度 值与 其 对应

浓度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曲线，拟合曲线方程为

Ab s270=0.229c+0.1257，其方程的R2=0.9999。可以看

出，糠醇在260n m和270n m处的吸光度值与浓度均存

在较好的线性关系，符合朗伯-比尔定律。

2.2 糠醛标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

图3示意了不同浓度的糠醛标准溶液（0.0 02～

0.01g/l）在异丙醇介质中的紫外光谱。由图3可知，

糠醇在270n m处有最大的紫外吸收峰，且260n m和

270nm处的吸光度值随糠醇浓度的提高而增加。

取 2 6 0 n m和 2 7 0 n m处的糠醛吸光度值，绘

制糠醛浓度与对应波长处吸光度值关系，如图4所

示。通过26 0 n m处所得的糠醛吸光度值与其对应

浓度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曲线。拟合曲线方程为

Ab s260=99.758c +0.0254，其方程的R 2=0.9993。

通 过 2 7 0 n m 处 所 得 的 糠 醛 吸 光 度 值与 其 对应

浓度进行拟合，得到拟合曲线，拟合曲线方程为

Ab s270=136.01c+0.0079，其方程的R2=0.9995。可以

看出，糠醛在260n m和270n m处的吸光度值与浓度均

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符合朗伯-比尔定律。

2.3 双波长测定法的建立

在没有其他物质干扰的前提下，对于糠醇和糠醛

的双组分混合体系，采用双波长计算法，可建立在波长

为260nm和270nm的吸光度值与浓度的关系：

                   (1)

                  （2)

其中：c FA和c F分别表示糠醇和糠醛的浓度，ε1
1和

ε1
2分别表示糠醇和糠醛在270nm处的摩尔吸收系数；

ε2
1和ε2

2分别表示糠醇和糠醛在260n m处的摩尔吸收

系数，Abs270和Abs260分别为波长270nm及260nm处的

吸光度。其中，ε1
1和ε2

1可由图2得到；ε1
2和ε2

2可由图4得

到，联立式（1）和（2）计算样品中糠醇和糠醛的浓度，

即

   （3)

 （4)

2.4 方法的准确性

方法的准确性是基于3种不同条件得到的糠醛转

移加氢制备糠醇的样品，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试样配制和

光谱测定，重复三次所得，3组试样在260n m和270n m

处的吸光度值见表1所示。

基于表1的数据，根据式（3）和式（4）可分别计算

出样品中糠醇和糠醛的含量，具体结果见表2。结果表

明，本方法测定糠醛浓度的相对偏差小于4.1%，糠醇浓

度的相对偏差均小于3.3%。因此，本方法完全可以满足

图3  糠醛标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 图4  糠醛在260nm和270nm处吸光度值与浓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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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生物质精炼研究或生产中，糠醛催化加氢制备糠

醇样品中快速分析糠醇和糠醛含量的要求。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直接将样品溶于反应溶剂中，基于

260n m和270n m吸收峰，采用双波长法同时测定糠醛

加氢还原样品中糠醇和糠醛的分析方法。该方法无需进

行样品预处理，操作步骤简单、快捷，准确度高，适用于

生物质精炼中糠醛加氢还原制备糠醇过程中物料的组

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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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柔性石墨是一种优良的密封材料，本文利用造纸法

制备了柔性石墨复合增强橡胶密封纸板，研究了柔性石墨对

其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膨胀温度升高，石墨膨胀体

积先迅速增加，800℃以后增长缓慢，在膨胀温度为800℃时

柔性石墨橡胶密封纸板具有最好的综合性能，其拉伸强度为

10.7MPa，压缩率为15.21%，回弹率最大为24.41%；随着柔性

石墨添加量增加，其拉伸强度、压缩率、回弹率均显著提高，

当添加量为40%时纸板综合性能最好，拉伸强度为13.03MPa，

压缩率为17.17%，回弹率为34.46%，比未添加柔性石墨时

的拉伸强度增加32.15%，压缩率增加26.44%，回弹率增加

75.46%，材料密封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关键词：柔性石墨；复合增强橡胶密封纸板；拉伸强度；压缩

率；回弹率

柔性石墨对橡胶密封纸板性能影响的研究
⊙ 章羊杰  夏新兴*  黄善聪  潘娇静  曹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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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flexible graphite on the properties of rubber sealing card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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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exible graphite is an excellent sealing material.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for rubber sealing cardboard made with 
flexible graphite, and its influence on cardboard propertie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olume of graphite expands 
rapidly as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slows down after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800°C. At 800°C, rubber sealing cardboard 
has the best performances, with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10.7MPa, 
compressibility of 15.21%, 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24.41%. With 
the increase of f lexible graphite addition, the tensile strength, 
compressibility and recovery rate are all improved. It’s proved that 
40% addition amount of graphite will result in best properties, 
with the tensile strength 13.03MPa, compressibility 17.17% and 
recovery rate 34.46%. Compared with the sealing cardboard with 
no f lexible graphite addition, the 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s by 
32.15%, compressibility increases by 26.44%, and recovery rate 
increases by 75.46%, with sealing performance be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flexible graphite; composite reinforced rubber sealing 
cardboard; tensile strength; compressibility; recove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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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材料一般是防止内部介质（气体、液体和尘埃

等）泄漏或外部介质侵入，或者防止机械的冲击、振动

和损伤，达到密封、绝缘、绝热和隔音作用的材料，广泛

应用在飞机、轮船、火箭推进器等各种密封舱和连接缝

中[1，2]，在生产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是一类非常重要的

材料。

柔性石墨是将天然鳞片石墨制成石墨层间化合物

后再经过高温膨胀制得。在高温条件下，经过处理的石

墨中的酸性等物质分解挥发，产生的压力克服了石墨

层间的范德华力，使得天然鳞片石墨在层间会发生几十

至数百倍的膨胀，产生蠕虫状的粒子，亦称为“石墨蠕

虫”[3]。由于其不仅具有天然石墨的优良特性，还由于在

制备过程中有大量的微气孔在成形体中，因此具备了高

压缩变形和回弹能力、较低的应力松弛性及柔软性，同

时柔性石墨材料保留了天然石墨材料的一些优良性能，

如耐高温、耐腐蚀和自润滑性能，使其成为现当代工业

领域中优异的基础材料，从而被广泛应用[4，5]。

近年来，无石棉纤维橡胶密封材料生产主要有混

炼模压法、压缩成张法和造纸法三种方法。混炼模压法

制成的产品性能较差，同时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压缩

成张法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大量有机溶剂，对环境产

生污染，不符合当下环保要求；而造纸法生产的产品质

地均匀、尺寸性能比较稳定、生产效率高，且污染小、

成本低，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生产工艺[6，7]。

本研究采用造纸法，通过添加柔性石墨研究开发

高性能无石棉纤维橡胶密封复合材料。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料

植物纤维：漂白针叶木纤维，取自浙江某造纸厂；

芳纶纤维，取自浙江某造纸厂；矿物纤维：海泡石纤维，

取自灵寿县燕西矿产品加工厂；可膨胀石墨：80目，碳含

量99%，取自青岛恒润石墨制品有限公司；丁苯胶乳：固

含量49%，取自浙江某造纸厂。

1.2 主要仪器

抄片器：S41523003型号，瑞典伊洛夫汉森公司上

海代表处；压榨机：S401400001型号，瑞典伊洛夫汉森

公司上海代表处；干燥机：S401500002型号，瑞典伊洛

夫汉森公司上海代表处；平板硫化机：XLB-25-D型平

板硫化机，浙江双力集团湖州星力橡胶机械制造公司； 

SX-A型压缩回弹试验机：咸阳新益摩擦密封设备有限

公司。

1.3 实验方法

将箱式电炉加热到设置温度时，将可膨胀石墨置

于其中，一段时间后取出，得到柔性石墨，测定其膨胀体

积。

将各种原料依次加入，纤维、柔性石墨、分散剂、

硅藻土、碳酸钙、硫酸铝、丁苯胶乳、配合剂等，混合均

匀，抄成定量为1300g/m2的密封纸板，再经压榨、干

燥、硫化，得到柔性石墨复合增强橡胶密封纸板。

2  结果与讨论

2.1 膨胀温度对柔性石墨膨胀体积影响的研究

图1所示为膨胀温度对柔性石墨膨胀体积的影响。

由图1可知，随着膨胀温度升高，石墨膨胀体积逐渐增

大，在500℃膨胀开始到800℃时，膨胀体积增加比较

快，500℃时膨胀体积为100m l/g，800℃时为344m l/

g，800℃以后虽然膨胀体积仍在增加，但上升幅度减

小，到1000℃时膨胀体积为407m l/g，增加的不是很

多。可能的原因是温度较低时，可膨胀石墨层间化合物

不能充分挥发，所产生的气体推动力不足以将碳网平面

完全拉开；当温度过高时，可膨胀石墨层间化合物挥发

较完全，且部分石墨蠕虫会过度氧化和烧蚀，产生粉化

效应，使膨胀体积增加缓慢[8～11]。

2.2 硫酸铝用量对浆料滤水性能及pH值影响的研究

图2为硫酸铝用量对浆料滤水性能的影响。由图2

可见，随着硫酸铝用量增加，浆料打浆度逐渐增加，当

硫酸铝用量在6%以后，打浆度增加趋于缓慢，且都在图1  膨胀温度对柔性石墨膨胀体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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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硫酸铝用量对浆料pH值的影响图2  硫酸铝用量对浆料滤水性能的影响

图4  硫酸铝用量对浆料滤水性能的影响

注：从左到右硫酸铝用量依次为0、3%、6%、9%、12%。

30°SR以下。由图3和图4可见，随着硫酸铝用量增加，浆

料pH值下降，在6%时为中性，且此时浆料留着情况最

好，滤液最清。这是由于随着硫酸铝用量增加，越来越

多的胶乳、细小纤维、填料等在纤维表面产生吸附，细

小组分留着率增加，当硫酸铝用量达到6%以后，吸附基

本达到饱和。 

2.3 膨胀温度对密封纸板性能的影响

图5所示为膨胀温度对橡胶密封纸板拉伸强度的

影响，由图5可知，在柔性石墨含量一定的情况下，拉伸

强度随着膨胀温度升高先上升后有所减小，在温度为

800℃时为10.7M P a，900℃时达最高，为11.58M P a，

1000℃有所降低。

压缩率和回弹率是反映密封纸板的重要指标，好

的密封材料要求要具备较高的压缩率和回弹率，实验

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由图可知，随着膨胀温度升高，

压缩率随之上升，而回弹率在800℃时达到最高，为

24.41%。

综上所述，在膨胀温度为800℃时柔性石墨制备的

密封纸板拉伸强度和压缩率及回弹率综合性能最好。

2.4 柔性石墨添加量对密封纸板性能的影响

图8为不同柔性石墨添加量对密封纸板拉伸强度

影响。如图所见，随着柔性石墨添加量增加，纸板拉伸

强度先增加后减小，未添加柔性石墨的密封纸板拉伸

强度为9.86M P a，加了柔性石墨之后拉伸强度相比未

加的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在添加量为50%时有最大拉

伸强度，其值为13.67M P a，在添加量为40%时，拉伸

强度为13.03M P a，与之相差不大，此时拉伸强度增加

32.15%，在添加量为61.5%时有所下降。 

由图9和图10可知，密封纸板压缩率和回弹率随

着添加量增加而变大，在添加量为40%时压缩率为

17.17%，回弹率为34.46%，压缩率、回弹率分别增加

26.44%、75.46%。可能的原因是柔性石墨有大量空隙

和孔洞，在纸板成形时，间隙嵌合形成了封闭或半封闭

球体，由于空气密闭在球体或半球体中从而具有较好

的回弹性能，且随着孔隙增多，在单位面积上所受载荷

大，产生较大的变形，因而压缩率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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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柔性石墨添加量为40%时密封纸板具有

最好的综合性能。

3  结论

3 .1 随着膨胀温度升高，柔性石墨膨胀体积先迅速增

加，在800℃时为344g/m l，800℃以后增加缓慢，在

800℃下膨胀的柔性石墨制得的密封纸板综合性能最

好。

3 . 2 在浆料混合体系中，硫酸铝的加入量为6%时，浆

料的留着情况最佳。

图10  柔性石墨添加量对密封纸板回弹率的影响

图5  膨胀温度对密封纸板拉伸强度的影响

图6  膨胀温度对密封纸板压缩率的影响

图7  膨胀温度对密封纸板回弹率的影响

图8  柔性石墨添加量对密封纸板拉伸强度的影响

图9  柔性石墨添加量对密封纸板压缩率的影响

3 . 3 随着柔性石墨添加量增加，密封纸板拉伸强度

先增加后减小，而压缩率和回弹率随之上升，在柔性

石墨添加量为40%时拉伸强度为13.03M P a，压缩率

为17.17%，回弹率为34.46%，与未添加柔性石墨的

密封纸板相比，拉伸强度、压缩率、回弹率分别增加

32.15%、26.44%、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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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造纸协会倾力打造的“中

国造纸周”将于2018年11月12日-15

日在宁波隆重举行。“中国造纸周”系

列活动将涵盖：2018中国国际造纸和

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

2018中国浆纸产业形势、市场分析、

技术装备、环保等系列专题论坛及研

讨会。

    每年一届的“中国国际造纸和装

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是

目前国内最具规模和权威性的专业展

会,在行业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提

升企业知名度、寻找贸易伙伴、拓展业

务渠道的最佳商贸和展示平台。

主办：中国造纸协会

承办：中国造纸协会

支持：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11月13日－15日

地点：宁波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181号）

“中国造纸周”系列活动之一

“2018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

联系人：赵先，电话：13901335017，

010-68396541；

传真：010-68396575/68396572；

E-ma i l: zhao_x i an@163.com，

zhaoxian@chinappi.org

系列活动详请及最新进展，请

见中国造纸协会网站（www.c h i n a p p i.

org）、中华纸业网（www.cppi.cn）及微信

公众号：中国造纸协会、中华纸业传媒

（cppinet）、浆纸技术（pulp-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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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属于芭蕉群的芭蕉科、芭蕉属；在我国主要分

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等5省（区）。据中国

产业信息网提供的《2017年中国香蕉产业种植面积及产

量现状分析》，2015年我国香蕉种植面积约43.11万公

顷，产量为1264.16万t。每年大量弃置的香蕉秆含水量

极大，易于腐变、发臭，滋生细菌、虫害，会在相当一段

时间内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在连片种植香蕉的

区域，这种影响更大。因此，对其的处置在香蕉主产区

便成为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香蕉秆鲜活的时候含水量在90%以上，其化学成

摘 要：香蕉采收后产生大量弃置于田间的茎秆，尝试采用无

酸预水解的硫酸盐法蒸煮加上O-D1-Eop-D2漂白程序对香蕉

茎、果柄和叶分别进行了溶解浆的制备。香蕉秆中占约3/4生

物质量的茎部最终的得浆率为29.3%，且α-纤维素含量最高

(91.3%)；果柄的化学与纤维特性与茎部相近，溶解浆相关指

标稍差一些，可并入茎部一起制浆；叶部最终得率不到13%，

不适宜用于溶解浆制备，但直径仅为3.5μm的极细的纤维则

可进一步拓展其它用途。

关键词：香蕉秆；硫酸盐法蒸煮；溶解浆；可行性

Abstract: Residual banana stalk can be used as raw materials for 
dissolving pulp preparation. This tusk tried to adopt pre-hydrolysis 
kraft pulping plus O-D1-Eop-D2 bleaching process to make 
dissolving pulp by using banana stalk, carpopodium and leav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lp yield of banana stalk is 
29.3% with the  α-cellulose content up to 91.3%. The carpopodium 

香蕉秆硫酸盐法制备溶解浆的可行性分析
⊙ 连华阳1  陈克利2*  尹玉冬3 

(1.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济南 250100；2.昆明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昆明 650500；3.云南省轻工业

科学研究院，昆明 650034)

A study on feasibility of preparation of dissolving pulp with banana stalk 
by kraft pulping process
⊙ LIAN Hua-yang1, CHEN Ke-li2*, YIN Yu-dong3

 (1.Shandong Papermaking Industry Research & Design Institute, Jinan 250100, China; 2.Chem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Yunnan Light Industry Science & Research 
Institute, Kunming 650034, China)

连华阳先生，硕士，工艺工程

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工程项

目咨询与设计等工作。

has similar chemical and fiber properties with stalk while pulp 
property is lower than stalk, which can be mixed together with 
stalk when pulping. However, the pulp yield of leaves is less 
than 13%, which makes leaves not suitable for dissolving pulp 
preparation. But leaves’ fiber with the diameter only 3.5μm, may 
be applied in other fields.
Key words: banana stalk; k raf t pulping; dissolving pulp; 
feasibility

中图分类号：TS7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0-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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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然是由纤维素、木质素和半纤维素所组成，同属于

植物纤维原料，只是与其他的禾本科植物纤维原料相比

含有的纤维素相对较低，用于造纸处于劣势[1～3]，除了

非常有限的制浆造纸应用研究报道之外，实际的商业

化运行则更多取决于是否能做到经济可行。另外，从纺

织纤维的角度，人们也关注到了香蕉纤维的利用[4，5]。香

蕉纤维可分为香蕉茎纤维和香蕉叶纤维。香蕉茎纤维蕴

藏于香蕉树的韧皮内, 属韧皮类纤维；香蕉叶纤维则蕴

藏于香蕉树的树叶中，属叶纤维。不论是从香蕉茎还是

叶中提取纤维，都由于其组织结构及形态与绝大多数植

物纤维原料有很大的区别，需要采用超出常规制浆技

术之外的比较有针对性的特殊处理形式，难以形成规

模化的工业应用[4，5]，且所得到的还是属于初级纤维。

只是由于香蕉纤维具有柔长的特征，易于在一些特殊用

途上发挥其特有的交织、增强、表观效果好等方面的优

势，而能获得一定附加值产品的利用。

对于香蕉秆这种具有特殊组织构造的纤维原料，

要想利用它的纤维，最便捷的处理过程莫过于通过化

学制浆溶出木素而将纤维分离出来。只是在普通纸浆

应用基础之上的香蕉茎制浆造纸的经济性通常不被看

好。A.K. D a s等[6]用香蕉茎进行了酸预水解硫酸盐法

制备溶解浆的评价研究，可以得到得率32.7%、α-纤维

素可达91.9%的浆料，揭示了香蕉茎具有制成溶解浆的

良好前景。基于我国香蕉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量剩

余香蕉秆处置的现实需求，这里将视点落脚于香蕉主

产区之一的西双版纳，把采收香蕉后的香蕉全秆作为原

料，探索其制备溶解浆的可能性，以为后续寻求找到经

济、技术可行的香蕉秆的资源化、高值化利用方法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表1  三种原料纤维观测形态特征

茎部

果柄

叶

香蕉秆
平均长度

/mm

3.18

2.85

1.33

120

86

384

长宽比

26.38

33.21

3.46

平均宽度

/μm

长度分布比例/%

4.4

8.7

65.6

1.0～2.0

0

0

26.4

1.0以下 2.0～2.5

12.8

28.6

5.7

2.5～3.0

26.6

25.7

2.4

3.0～3.5

26.1

18.4

0

3.5～4.0

17.2

9.7

0

4.0～4.5

6.4

6.3

0

6.4

2.4

0

4.5以上

1.1 材料准备

1.1.1 原料的采集及备料

香蕉秆采自西双版纳，由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将香蕉秆分成茎、果柄和叶三部分，按照长

约3～4cm的长度分别用铡刀切片，然后将3种原料分别

转移至带盖的塑料整理箱内，加盖密闭，平衡水分，备

用。

1.1.2 化学成分分析用原料的制样

对3种原料取样，分别按文献[7,8 ]所述标准方法

（GB/T 2677.1—93）对其进行磨粉、过筛，留40目和

60目之间的木粉于试样瓶内以备化学成分分析用。

1.1.3 纤维形态观测用原料的制样

从1.1.1备好的原料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试

样，按文献[7]所述方法制样。

1.2 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

对香蕉秆3种原料进行的化学成分分析包含水分、

灰分、1%NaOH抽出物含量、苯醇抽出物含量、酸不溶

木素含量、综纤维素含量、硝酸-乙醇纤维素含量、果

胶含量等指标，均按文献[8]所述方法进行测定。

1.3 原料的硫酸盐蒸煮

对3种原料的制浆采用传统的硫酸盐法蒸煮，主要

参照文献[8]所述的方法进行。涉及到了相关化学药液的

制备与分析、蒸煮工艺技术条件的制定、蒸煮纸浆质量

的评价（得率、卡伯值等）和蒸煮黑液的分析（pH值、

残碱）。

硫酸盐法蒸煮条件同样基于预实验初步筛选而

来，具体为：液比1∶5.5，用碱量(茎30%、果柄24%、叶

30%)，硫化度24%，温度（茎部155℃、其余150℃），保

温300min。

硫酸盐浆的漂白采用氧脱木素（O）、一段二氧化氯

（D1）、氧强化过氧化氢（Eop）、二段二氧化氯（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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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O段：浆浓10%，用碱量（茎5%、果柄3%、叶6%），

M g S O40.5%，初始氧压0.5M P a，温度95℃，保温

60min；

D1段：二氧化氯用量（茎2.5%、果柄2.0%、叶

2.5%），浆浓10%，温度75℃，时间150m i n，0.5%添加

剂A（自制）；

Eop段：NaOH用量（茎和果柄1.0%、叶1.2%），

H2O2用量（茎和果柄1.0%、叶1.5%），硅酸钠2.0%，

EDTA0.5%，初始氧压0.5MPa，温度（茎和果柄85℃、

叶90℃），时间60min；

D2段：二氧化氯用量（茎和果柄0.3%、叶0.5%），

浆浓10%，温度70℃，时间90min，0.5%添加剂A。

1.4 溶解浆部分指标的测定

对香蕉秆3种原料制备溶解浆进行分析，包含黏度、

α-纤维素、灰分、铁含量、吸碱值、得率等指标，均按

文献[8]所述方法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对香蕉秆分3个部分分别收集备样，同时称取了

它们各自风干后的干重，得到茎∶果柄∶叶的比例为

73∶2.6∶24.4。

2.1 原料纤维形态观测

对香蕉秆3种原料所进行的纤维长度、宽度的观测

结果列于表1中。

从表1结果来看，即便是最短的香蕉叶纤维长度也

达到了1.33mm，与大多数禾草类原料，如蔗渣、稻麦草

等[7]的相当。然而，与纤维宽度平均超过10μm以上的

绝大多数植物纤维原料相比，香蕉叶仅有不到4μm的

纤维宽度显得非常特别，只相当于香蕉茎纤维的1/8、

果柄纤维的近1/10，因此其纤维的长宽比高达384，属

于比较特殊的一种纤维。

值得关注的是，香蕉茎部和果柄的平均纤维长度

分别为3.18mm和2.85mm，按木材解剖学将纤维长度

分为4类，小于0.90m m的纤维属于短纤维类，长度在

0.90mm～1.60mm的纤维属于中长纤维类，长度大于

1.60mm的为长纤维类，长度大于3.00mm的为极长纤

维类，因此这三种原料都属于长纤维甚至极长纤维的范

围，远远超过一般草类和阔叶木的纤维长度，而与针叶

木纤维水平相当。而且，从纤维长度频率分布来看，主

要分布在长度2.0mm以上的区间，短纤维很少，对于制

备溶解浆无疑是一大优势。

2.2 原料化学成分分析

原料的化学成分会直接影响到

制浆的难易，以及蒸煮得率高低和黑

液的特性。对香蕉秆、果柄和香蕉叶

中主要成分的测定结果见表2。

人们熟知的香蕉秆的主要化学

表3  香蕉秆制备溶解浆的实验结果

*：微量。

硫酸盐

蒸煮

氧脱木

素

D1漂白

Eop漂

白

D2漂白

溶解浆

指标

测定

项目

浆料得率/%

残碱/(g/l)

pH

纸浆卡伯值

残碱/(g/l)

pH

纸浆卡伯值 

残余ClO2/(g/l) 

pH

纸浆卡伯值

残余H2O2/(g/l) 

残碱 /(g/l)

pH

纸浆卡伯值

残余ClO2/(g/l) 

pH

纸浆卡伯值

总得率/%

α-纤维素/%

灰分 %

铁含量/(mg/kg)

吸碱值/%

白度/%ISO

黏度/(ml/g)

香蕉秆

37.26

14.52

12.84

29.74

1.63

11.69

10.76

0.10

6.61

2.62

t

2.27

10.83

1.41

0.01

3.07

0.75

29.27

91.26

0.44

27

440

88.3

514

茎

25.60

13.52

12.85

15.40

1.33

11.94

8.38

0.01

4.70

1.62

t

2.16

10.65

1.29

0.10

3.05

0.55

22.56

88.26

0.08

34

164

86.7

622

果柄

23.60

14.07

12.78

42.65

1.90

11.74

15.77

t*

6.76

4.74

t

2.27

10.43

2.85

t

3.09

0.85

12.17

87.40

0.28

18

263

83.3

673

叶

表2  三种原料主要化学成分测定结果

a硝酸-乙醇法。b未测定。

茎部

果柄

叶

香蕉秆
灰分

/%

15.36

24.62

 7.62

62.45

51.30

59.72

综纤维素

/%

36.67

29.80

25.50

纤维素a

/%

 8.42

 7.70

23.36

木素

/%

抽出物/%

3.68

2.24

8.20

苯醇 1%NaOH

49.96

37.58

53.00

植株

0.32

3.05

1.86

汁液

0.30

-b

-

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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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呈现灰分大、纤维素与木素含量偏低[3,6,9]的特征，

这里的分析结果也不例外，只不过产地的差异会让这

些化学成分有所区别。与其它禾草类原料相比，香蕉植

株为大型草本植物，因此灰分含量比较高。从表2可以

看到，香蕉秆的灰分为15.36%，而果柄的灰分含量更

是占到了干物质量的1/4，只有香蕉叶的灰分含量低于

10%。高灰分含量意味着利用香蕉秆纤维原料制备溶解

浆应注意硅干扰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植物纤维原料基本在40%以上的纤维

素含量水平而言，最高含量也不到37%的香蕉茎要获

得较高的制浆得率显然是困难的。果柄的纤维素含量

则勉强在30%左右，而香蕉叶的则更低，只有25.5%。由

于香蕉叶木素含量高，意味着制浆脱木素过程比较困

难。

另外，表2中所列的抽出物，既有苯-醇抽出物和

1% NaOH抽出物，也有果胶部分。香蕉秆不同部分的

抽出物含量差距也不小。其中，香蕉叶的苯-醇抽出物

和1%NaOH抽出物最高，分别为8.2%和53.0%。这在其

他禾本科原料中不多见。经将不可能转化为制浆组分

的灰分、苯醇抽出物、1%NaOH抽出物简单叠加，就可

预知香蕉叶制浆时的浆料得率很难上30%。同理，果柄

的制浆得率能超过30%也有难度。因此，较高纤维素含

量的香蕉茎在制浆得率方面还能有所期待。至于果胶，

在碱法制浆体系下并不会构成什么障碍，且含量相对较

低，在香蕉茎中则仅有0.3%左右，完全可以忽略对制浆

的影响。

2.3 硫酸盐法蒸煮

从上述对香蕉秆化学成分的分析得出的一个基本

判断是：其用于普通制浆的应用在得率上就处于劣势，

再加上其含有较高的灰分，这对于灰分含量要求比较严

苛的溶解浆来讲制备起来的难度会更大。与此同时，香

蕉茎、果柄和香蕉叶间的化学组分差距显著，混合在一

起进行蒸煮很难兼顾到各自最优的纸浆分离与纤维素

纯度提高的条件，因此需要分别制浆。酸预水解加硫酸

盐法蒸煮基本属于工业化运行的常用模式，A.K. D a s

等[6]对香蕉茎溶解浆制备的研究采用的也是这样一个

模式。这里对香蕉秆3种原料的制浆一开始也进行过酸

预水解加硫酸盐法的溶解浆制备程序，三种原料制浆漂

白后的α-纤维素含量均可以达到或超过89%，但最大

的问题则是浆料的得率很难达到25%，这是香蕉秆制备

溶解浆的最大障碍。因此，在无酸预水解的前提下，把

关注的焦点放在直接进行硫酸盐蒸煮加后续漂白纯化

纤维素的工艺探讨上。

鉴于对香蕉秆3种原料的制浆从工艺到结果的跟

踪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本论文仅重点探讨直接硫

酸盐法制备香蕉秆溶解浆的可行性，试验结果列于表3

（制浆各段的条件与实验部分所列相对应）。

虽然这里采用的是传统硫酸盐法加漂白来尝试香

蕉秆的溶解浆制备完全是普通制浆制备的技术路线，

但如果溶解浆最为关心的α-纤维素含量能达到指标要

求，则是否一定要进行酸预水解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香蕉秆在完成蒸煮与漂白之后，

茎、果柄和叶浆料的α-纤维素含量分别为91.26%、

88.26%和87.4%。目前尚无草类粘胶纤维用溶解浆质量

标准，但业内的共识是常规草类原料浆的α-纤维素含

量会稍低于木材溶解浆，如果香蕉纤维溶解浆能达到

图1  香蕉秆溶解浆显微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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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浆α-纤维素含量的要求，则其溶解浆性能应该是

比较优良的。与针叶木一等品91.0%的标准相比，香蕉

茎溶解浆α-纤维素含量是符合要求的；果柄纸浆纤维

则接近针叶木浆二等品α-纤维素含量（90%）的要求。

说明香蕉秆用普通制浆方法制备溶解浆还是可行的。

对比针叶木溶解浆的其他指标要求，表3中所测定

的灰分、铁含量虽然显得相对偏高（木材溶解浆二等品

要求分别小于0.12%和20m g/k g），吸碱值则果柄与

叶浆料的差距显得有些大(木材溶解浆二等品要求大于

480%)，而茎浆料的值与之接近。换句话讲，表3所得到

的漂白茎浆料按溶解浆标准评价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

针叶木溶解浆的质量，其余两种原料则需在α-纤维素

纯度的提高上继续努力。事实上，在试验中发现，香蕉

秆蒸煮后存在一定比例的杂细胞（参见图1），杂细胞的

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α-纤维素纯度的提高有影响，也

比纤维含有较多的灰分[10]。这部分杂细胞用筛选的办

法加以分离去除较易实现。如果在制浆工艺方面能够进

一步地系统优化，相信这3种原料溶解浆的α-纤维素

含量是可以提高至90%甚至是更高的水平。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香蕉茎制浆不仅在α-纤

维素纯度上有上好的结果，而且其制浆得率接近30%，

与传统溶解浆生产的得率相当，是可以接受的一个

结果。而且香蕉茎的生物质量也是香蕉秆中最大（约

73%）。果柄由于量很少，组分与茎的较为接近，制浆得

率虽然只有22%，但将其与茎部原料混合对整体制浆的

影响基本可以无视，而建议将这二者合为一起制浆。至

于叶部，则由于其得率过低（12.2%），化学组分与前两

者差异显著，不建议纳入制浆系统考虑，但可以根据其

纤维纤细的特征去加以有针对性的利用。

3  结论

(1）香蕉茎、果柄和叶的平均纤维长度分别为

3.18mm、2.85mm和1.33mm，后者纤维虽短，但宽度

仅为前二者的1/8左右，而显得比较特别。

(2）香蕉秆灰分含量高，茎的纤维素含量最高为

36.7%而叶的仅为25.5%，且后者的木素含量也与其纤

维素含量相近（23.4%）而不利于制浆。

(3）对香蕉秆三种原料有针对性的工艺条件选择进

行硫酸盐蒸煮和O-D1-E o p-D2漂白，除了茎部原料

所得纸浆的α-纤维素纯度达到91.3%外，果柄和叶部

纸浆的数值还难以达到针叶木溶解浆二等品纯度的要

求，但寻求工艺的系统优化是可以值得期待的。香蕉秆

茎部溶解浆测定指标，如铁含量、吸碱值等相对靠近针

叶木溶解浆的指标要求，制备溶解浆的工艺优化的难度

相对较小，且制浆得率近30%可以接受。

(4）香蕉果柄属性更为接近茎部，但生物质量仅为

约2.6%，并入占生物质量约73%的香蕉茎部混合制浆对

结果的影响较小，可纳入溶解浆制备的体系内。

(5）香蕉叶部由于制浆得率不到13%，不具有制备

溶解浆的经济性，但可以利用其极细纤维的特征开发其

他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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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二维离子色谱法测定手工书画纸张中残留氯酸

根的新方法。第一维色谱采用Ionpac AG19+AS19阴离子分析柱

将氯酸根与其他干扰离子进行预分离，将分离出来的氯酸根

离子富集于Ionpac TAC-ULP1浓缩柱上，再用Ionpac AG16+AS16

阴离子分析柱进行分离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有良好

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适用于纸张复杂样品中残留氯酸根分离

分析，可有效避免假阳性干扰。

关键词：二维离子色谱；纸张；氯酸根；假阳性

Abstract: A new method of two-dimensional ion chromatography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hlorate ions in handmade 
painting paper. For the first dimensional chromatography, Ionpac 
AG19+ AS19 anion columns was applied to pre-separate chlorate 
ions from interfering ions. Then, separated chlorate ions were 
collected in the concentration column IonPac TAC-ULP1, Ionpac 
AG16+Ionpac AS16 anion columns were adopted for separ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is an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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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手工制造工艺中的制浆、漂白方法是古籍

纸寿千年的关键所在[1]。为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工艺时

长，很多生产企业摈弃了古人发明的“日光漂白”方法，

而改用漂白剂[Ca(C lO)2]或亚氯酸钠[2]进行漂白。但制

造出来的纸张质量不能保证。徐文娟等[3]系统地研究了

不同漂白剂漂白对宣纸性能的影响，发现经过漂白的纸

张比未使用漂白剂漂白的纸张更容易老化，且颜色也更

容易发生变化。次氯酸根在离子色谱中无法与氯离子有

效分离，次氯酸钙溶液中含有氯酸根，同时含次氯酸根

的漂白剂分解后会产生氯酸根，而不使用漂白剂的纸样

中一般不存在氯酸根，因此氯酸根的存在可间接表征

纸样中是否使用过次氯酸钙。 

目前，氯酸根离子的检测常采用滴定法[4]、光谱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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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色谱法[7～9]等。其中，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氯酸根离子

的报道多见于水等基质相对简单的样品[10,11]，关于纸张

中氯酸根离子的检测鲜有报道。由于纸张提取液基体复

杂，干扰严重，采用常规的离子色谱分离手段测定时可能

造成假阳性结果。因此，本文引入了阀切换技术[12～16]，建

立了一种适合测定纸张中氯酸根离子的二维离子色谱方

法，该方法选择性好，灵敏度高，无干扰。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美国D ion e x公司双系统ICS-3000离子色谱仪，

Chromeleon 6.8色谱工作站；Mill i-Q Advantage 

A10 超纯水机（美国Mi l l i p or e公司）；BRANSON 

2510超声清洗仪（美国Branson公司）。

试剂：50%氢氧化钠溶液；次氯酸钙；氯酸钠。实

验样品为市面上购买的12种书画纸，其中8#试样系经

0.1% Ca(ClO)2溶液漂白处理的自制阳性纸样。

标准溶液的配制：准确称取51.9m g氯酸钠标准

品于50m l容量瓶中，用超纯水定容，得到805.7m g/l的

ClO3
－离子储备液。用时根据要求稀释不同倍数的标准

图1  二维离子色谱系统的结构

溶液。

1.2 样品前处理

分别准确称取12种纸张样品0.2000g于提取瓶中，

加入10ml超纯水，超声提取20min，经0.22μm滤膜过

滤后直接注入离子色谱仪进行测定。

1.3 色谱条件

第一维：色谱柱：Io n P a c AG19(50mm×4mm) 

+I o n P a c A S19(250mm×4mm)；淋洗液[淋洗液发

生器（E G）在线产生氢氧化钾]梯度：0～6.5m i n，

6m m o l/ l；6.6～11.0m i n，15m m o l/ l；11.1～

18.0m in，20mmol/l；18.1～30.0m in，6mmol/l；流

速：1.0ml/min；柱温：30℃；进样量：100μl；抑制器：

AERS500(4mm)；抑制电流：50mA。 

第二维：色谱柱：I o n P a c  A G16 (5 0m m×4 

m m)+I o n P a c A S16(250m m×4m m)；淋洗液：

15mmo l/l N a OH；流速：1.0m l/m i n；抑制电流：

50mA；捕获柱：Ionpac TAC ULP1(23mm×5mm)；

系统配置的十通阀（Va l v e 2）和进样六通阀（Va l v e 

3）。

1.4 系统组成

二维离子色谱系统由两套离子色谱系统组成

（见图1）。一维系统为常规阴离子色谱系统，使用

AG19+AS19色谱柱对样品进行预分离，根据ClO3
－离

子的出峰时间及第一维电导检测器出来后到捕获柱的

“死”时间来确定Valve 2和Valve 3的切换时间，从

而将ClO3
－离子富集到IonPac TAC-ULP1浓缩柱上。

富集结束后，第二维的淋洗液将IonPac TAC-ULP1浓

缩柱上的待测组分洗脱至第二维分析柱上进行分离，

电导检测。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一维选用常用的阴离子分析柱AG19+A S19， 

C lO3
－离子与其他7种阴离子均在20m i n出峰且完全分

开。在第二维中选用强亲水性的AG16+AS16阴离子交

换分离柱来分析C l O3
－，标准溶液的两维色谱图见图

2。

2.2 阀切换时间的确定

经测定第一维检测器到Va lve 3的4号位的“死”“Load”：装载；“Inject”：进样。

表1  阀2和阀3的切换时间

0

11.70

12.60

18.00

30.00

时间

/min

第二维系统

阀3

Load

Load

Inject

Load

Load

Load

Inject

Load

Load

Load

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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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0.1m i n，根据第一维色谱图中

ClO3
－出峰时间和峰宽来确定阀切换

时间。ClO3
－在11.60min至12.50min

出峰，按表1改变切换阀Va l v e 2和

Valve 3的状态。

2.3 分离分析过程和结果

C lO3
－分离过程：进样前，用淋洗液对第一维系统

和第二维系统进行平衡，进样后，在0～11.7m i n之间，

样品在低浓度NaOH溶液作用下在AG19+A S19柱上

被分离。11.70～12.60min时，Valve 2为Inject状态，

ClO3
－组分被富集于IonPac TAC-ULP1浓缩柱上。

12.60～18.00min时，切换Valve 3为Inject状态，浓缩

柱上的ClO3
－组分由淋洗液带入AG16+AS16中分离。

随后C l O3
－组分经AG16+A S16分离后电导检测器检

测。

2.4 线性关系、检出限和定量限

取0.008057、0.03223、0.1611、0.4029、0.8057 

m g/l的C lO3
－标准液进行多次重复进样。结果表明：

氯酸根离子在考察浓度范围内峰面积（Y）和质量浓度

（X）有很好的线性关系。以3倍信噪比（S/N=3）为基

准来计算方法的检出限，以10倍信噪比（S/N=10）为基

准来计算方法的定量限，结果见表2。

2.5 回收率的测定

选取未经漂白的6#纸样进行0.04mg/l、0.06mg/l

和0.08m g/l　3个水平的加标回收试验，回收率在

97.33%～110.1%之间，精密度（n=6）不大于4.58%，符

合实际检测的需求。

2.6 样品分析

应用所建立的方法对12种纸样中的氯酸根离子进

行了分析，测定结果的实验数据见表3。

由表3可知：1#、2#、3#、4#、7#、10#纸样在第一维

中均有检出ClO3
－离子，但在第二维中却未检测到，可判

断出这几种纸样实际上未用次氯酸钙漂白过。之所以第

一维会有ClO3
－检出的原因是，纸张中存在与ClO3

－离子

表2  线性范围、线性回归方程、检出限与定量限

第一维

第二维

维度

0.9997

0.9990

r 2

1.70

2.07

检出限/

(μg/l)

5.67

6.89

定量限/

(μg/l)

线性范围

/(mg/l)

0.008057～0.8057

0.008057～0.8057

线性回归

方程

Y=0.4782X-0.0049

Y=0.3358X-0.0035

待测

组分

ClO3
-

ClO3
-

图2  标准溶液的二维色谱图

第一维

 第二维

图3  样品3#、8#两维色谱图

第一维

 第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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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2种纸样中氯酸根离子的含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纸样
ClO3

-/(mg/l)

-

-

-

-

-

-

-

检测到

-

-

-

-

结论第一维

0.0263

0.0165

1.84

0.332

-

-

0.652

0.0302

-

0.241

-

-

-

-

-

-

-

-

-

0.0292

-

-

-

-

第二维

“-”：未被检测到。

的性质相似的干扰离子，在第一维的分离中，两种物质

并没有完全分离开来。从8#自制阳性样品的结果可以知

道，本文所建立的二维系统可用于准确地判断纸张是

否用次氯酸钙漂白过。图3为3#疑似阳性样品和8#阳性

样品的两维的色谱图。

3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套适合测定手工书画纸中残留ClO3
－

离子的二维离子色谱体系。通过第一维的分析可初步

判断该纸样是否被漂白，然后将目标离子切割到捕获

柱上，进入另外一根不同性质的色谱柱再次进行分析，

综合两维的结果进行判断，可有效避免假阳性结果。以

ClO3
－离子的检出来表征纸张生产过程中次氯酸钙的使

用。对实际样品的成功分析进一步地验证了本文所构

建的二维离子色谱体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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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微波消解的方式消解圣经纸样品，采用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圣经纸中的钛白粉含量。该方法相对

标准偏差均小于5%、回收率为91.1%～95.8%、定量检出限为

0.007%,该方法操作简单、分析速度快、安全性好、准确度

高，能快速、准确测定圣经纸中二氧化钛含量。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圣经纸；二氧化钛；微波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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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s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 GUO Xin，HOU Xin，LI Dang-guo（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郭欣女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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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消解-ICP-MS法测试圣经纸中二氧化钛含量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ample of Bible paper was dissolved 
through microwave digestion, then the content of titanium dioxide 
in paper was determined through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 (ICP-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less than 5%, recovery rate is 91.1%-95.8%, 
an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mit is 0.007%. This method is safe, 
accurate, and simple in oper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titanium dioxide in Bible paper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Key words: ICP-MS; Bible paper; titanium dioxide; microwave 
di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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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钛(T i O2)，又称钛白粉，白色，固体或粉末

状，是一种白色无机颜料，具有无毒、高不透明度、高

白度和光亮度，被认为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一种白色颜

料，广泛应用于造纸、印刷油墨、化纤、涂料、塑料、橡

胶、化妆品等工业[1]。在造纸中作为填料由于其高白度

和良好的遮光性可以提高纸张白度和不透明度。圣经

纸是一种用木纤维纸浆生产的薄型高级印刷纸，具有

纸质薄、耐折度和不透明度高等特点，主要用来印刷圣

经、字典、工具书等。圣经纸的突出特点是薄、洁白，具

有不透明度好、平滑度和耐折度高等优点。由于圣经纸

定量低、要求高，其加工难度大、成本高，我国过去只

能靠进口高档圣经纸印刷圣经和一些高档辞典等出版

物。圣经纸中经常添加二氧化钛来获得好的不透明度

及印刷适性，因此准确分析其添加量，对于我们借鉴国

外先进生产经验提高我国圣经纸质量控制水平具有一

定意义。

目前，二氧化钛常用测定方法有分光光度法、比色

法等，这些方法存在着操作繁琐，检测耗时长，灵敏度

低，测量过程干扰因素较多，并且在测试过程中所用试

剂对检测人员易造成伤害等缺点。本文研究了使用微波

密闭处理样品，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圣经

纸中钛白粉含量的测试方法。该方法测试简单、准确、

快速、安全，可对圣经纸中二氧化钛的含量检测提供一

种方便、可靠的技术手段。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赛默飞公司）；智能

控温赶酸板（上海屹尧微波化学技术有限公司）；CEM

密闭微波消解仪（美国CEM公司）；卤素水分仪（瑞士

梅特勒公司）；实验室一级水（18.2MΩ.cm）；钛（Ti）

标准溶液1000μg/m l（中国有色金属和电子材料分析

测试中心）；仪器调谐液（美国Thermofisher公司提供，

10ppb）；内标溶液（含Sc、Ge、In、Bi）1000μg/m l（中

国有色金属和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浓硝酸（优级

纯）；氢氟酸（优级纯）；过氧化氢（优级纯）。

1.2 试样制备及处理

称取0.11～0.12g试样，精确至0.0001g，置于聚四

氟乙烯消解罐内，加入6ml HNO3、2ml H2O2和0.5ml

氢氟酸，按表1设定的程序条件进行消解。消解程序结

束后，取出消解罐，在加热板上赶酸处理至剩余液体约

0.5m l左右，在通风橱内将样品转移至100m l容量瓶定

容（用1%的硝酸溶液），同时做样品空白。100ml塑料容

量瓶中加入0.2m l之前定容的试样消解液，定容（用1%

硝酸溶液），同时做空白溶液，进行ICP-MS测试。

1.3 测定

使用调谐液优化调谐仪器参数，在调谐后的仪器

工作条件(如表2)参数下进行测试，同时加入内标液校

正基体干扰和信号漂移。

1.4 结果计算

试样中钛白粉含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c c TiO2

Ti  

式中：X—试样中钛白粉含量，%；

c—测定样中测试元素的浓度，μg/l；

c 0—空白试剂测试元素的浓度，μg/l；

V—试样消解定容体积，ml；

m—试样质量，g；

n—稀释倍数；

MTiO2
—二氧化钛摩尔质量；

MTi—钛元素摩尔质量。

表1  微波消解条件

一

二

三

步骤
温度

/℃

120

160

200

保持时间 

/min 

5

5

25

表3  样品前处理方式的比较

干法消解

湿法消解

微波消解

方法
处理时

间/h

8

5

0.5

含有矿物类成分样品不适宜

过程繁琐、易产生有害气体、

危险性大

快速、简便

处理特点

5.0

1.0

0.1～0.3

样品处理

量/g

表2  仪器工作条件

1400

RF功率

/W

雾化室

温度/℃

3 0.85

雾化气/

(l/min)

13.0 

冷却气/

(l/min)

0.70 

辅助气/

(l/min)

200

采样深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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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微波消解试剂用量的选择

高浓度无机酸导致试液物理性质的变化，影响

测定的灵敏度[3]。我们选用6m l硝酸+2m l过氧化氢

+0.5ml的氢氟酸消解样品，若酸量过少，消解不完全，

影响测定结果；加酸量过多，不仅对仪器有损害，而且

造成结果偏差。因此在消解完样品后一般要进行赶酸

处理，使其酸度控制在5%以内为宜。特别是使用氢氟酸

更应该进行赶酸处理，防止对仪器造成损害。

2.2 影响测试的因素及其消除方法

2.2.1 基体干扰消除

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中，要求样品溶液

中溶解的总固体总量(即TDS)＜0.2%，否则基体成分往

往容易对分析离子信号形成抑制作用或信号漂移，导致

测试结果产生偏差。当测试溶液选择合适的稀释因子

和内标元素，可以有效克服基体效应和降低信号漂移。

本方法选择用S c作为内标元素，同时对样品进行适当

稀释（500倍）,进行基体干扰消除，效果理想。

2.2.2 质谱干扰消除

质谱干扰因素消除：钛元素有46、47、48、49、50五

种同位素干扰，其中46,48,49受46C a、48C a和48C aH质

谱干扰，50受38A r12C和36A r14N的质谱干扰，因此在选

择钛测试质量数时应选择47，而非丰度比最高的48，以

消除测试过程中的质谱干扰。

2  结果与讨论

2.1 试样前处理

2.1.1 试样前处理方法的选择

样品前处理是分析测试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2]，样

品制备和处理方法直接影响测试质量的好坏。样品前

处理，目的是去除干扰因素，保留完整被测组分，或浓

缩被测组分。传统的方法主要有湿法消解和干法消解。

但是这些方法存在着消解时间长，操作步骤繁琐、并产

生大量的有害气体，且试剂用量多，造成空白值偏高，

试样易损失等缺点。样品采用湿法消解，难以消化完

全。微波消解法具有耗时短、节省试剂等优点，广泛用

于岩石矿物样品或含有岩石矿物成分的样品的分析前

处理。从表3对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微波消解法处理

时间短，处理效果好。

2.1.2 微波消解试剂的选择

IC P-M S分析中通常选用硝酸，因为等离子体中

含有硝酸的组成元素，所以加入硝酸后，由H、N、O形

成的多原子离子并不显著增加，形成干扰很小。钛白粉

单纯用硝酸-过氧化氢等常规消解试剂难以完全溶解,

故考虑用氢氟酸分解。分别选择添加不同比例的硝酸、

过氧化氢和氢氟酸做对比试验。通过观察消解溶液的

透明度和残留物的含量，发现6mL硝酸+2m l过氧化氢

+0.5ml的氢氟酸消解效果最好。

表6  方法精密度

TiO2含量/%

4.12 4.09 4.15 4.144.15

分次测量结果 平均值

4.13

RSD 

/%

0.60

表7  自制标准样品测定结果

1

2

3

4

5

6

序号
TiO2含量测定值 

/%

7.56

5.47

3.68

4.72

10.59

9.51

8.33

5.29

3.79

4.90

11.1

9.60

TiO2含量实际值 

/%

表8  测定值%的配对T和置信区间

TiO2含量实际值 % 

TiO2含量测定值 % 

差分  

平均差的95%置信区间

平均差=0(与≠0)的T检验

N

6

6

6

2.93

2.76

0.339

标准差

1.19

1.13

0.138

平均值

标准误差

(-0.109, 0.602)

T值=1.78  P值=0.134

7.17

6.92

0.247

平均值

表4  方法检出限、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

Ti

元素
检出限 

/%

0.002 0～200

线性范围

/(μg/l)

0.999986

相关系数

0.007

定量检出

限/%

表5  方法加标回收率

加标前纸中TiO2测试结果/%

样品质量/g

加入TiO2质量/g

加标量/%

加标后纸中TiO2测试结果/%

加标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9.15

0.1041

0.0094

9.03

17.38

91.1

93.2

9.15

0.0954

0.0096

10.06

18.79

95.8

93.2

9.15

0.0933

0.0092

9.86

18.28

92.6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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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测方法评价

2.3.1 方法检出限及线性范围

检出限是测定标准空白液20次的标准偏差及工作

曲线斜率进行计算。按下式计算：

检出限(mg/l)=3SA/b

其中：SA—标准空白标准偏差；

b—工作曲线斜率。

方法检出限见表4。

2.3.2 方法加标回收率

称取一定量样品置于消解罐中，加入计算量的钛白

粉，然后进行微波消解与测定，结果见表5。由此看出，

本方法的平均回收率在90%～110%之间,能够满足样品

中钛白粉含量分析的要求。

2.3.3 方法精密度

按照样品处理步骤和分析方法平行测定5组样品，

计算其相对标准偏差(R SD)，结果见表6。由此看出本

方法精密度良好，可以满足分析测试要求。

2.3.4 方法准确度

实际分析中常采用分析标准物质来评价方法的准

确度。由于没有此类标准物质，本研究选取6组自制标

准样品作为实际值，在仪器工作条件下进行测试，测试

表9  圣经纸样品中二氧化钛含量

2.72

C

4.51

D

8.56

B（进口

产品)

10.40

A（进口

产品)

测试结果/%

样品

[收稿日期:2018-06-21(修改稿)]

结果见表7，采用数学统计M i n i t ab软件中2t配对检验

法对表7中的2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

表8中P值为0.134（＞0.05）表示T iO2含量测定值

与实际值无显著性差异，说明本方法测试结果准确度

良好。

2.4 实际样品分析

采用本方法测试A、B、C、D（A、B样为国外进口

圣经纸产品）四组圣经纸中二氧化钛含量，结果见表9。

四组圣经纸样品中均不同程度地添加了二氧化钛，其中

进口产品添加量较高。

3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以硝酸-过氧化氢-氢氟酸为消解

体系，微波消解样品，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

纸中钛白粉含量。本方法具有操作步骤简单、测试时间

短、灵敏度高、准确度好、环境危害少、对分析人员伤害

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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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松纸是水松原纸通过凹版印刷后得到的一种装

潢纸，用作滤嘴香烟嘴棒外包装的卷烟包装材料，属于

特种工业用纸。其具有良好的匀整性、流平性、美化外

观、降低焦油含量等作用。由于水松纸作为口触材料，

在消费者抽吸卷烟过程中，接装纸表面物质有可能通

过唾液接触而发生迁移，因此制定了烟用接装纸迁移量

的标准，有利于改进水松纸产品质量安全性。中国烟草

总公司企业标准《烟用接装纸安全卫生要求》中规定：

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10mg/dm2。

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测定方法是模拟口腔与

烟支的接触过程，准确测定烟用接装纸向模拟物水中

迁移出的非挥发性物质总质量。具体方法是将烟用接

装纸原纸试样与模拟物(水)按照规定的时间、温度和

接触比例进行浸没接触，之后将浸提液转移至蒸发皿上

蒸干，利用差重法计算残留物的质量，得出以水为模拟

物，烟用接装纸原纸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

本文通过对水松原纸生产工艺的对比研究，采用

实验室抄页的方式，找出影响产品中非挥发性物质总迁

移量的关键性因素。为保证实验过程最大程度接近生

产实际情况，实验过程中除对比变量外，其他辅料助剂

均正常添加，定量按照34g/m2设计，确保加入量、加入

方式等所有参数不变。

1  不同原料的对比分析

摘 要：水松纸作为口触材料，在消费者抽吸卷烟过程中，接

装纸表面物质有可能通过唾液接触而发生迁移，因此制定了

烟用接装纸迁移量的标准，有利于改进水松纸产品质量安全

性。本文通过对水松原纸生产工艺的对比研究，采用实验室

抄页的方式，找出影响产品中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关键

性因素。

关键词：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表面强度；碳酸钙

Abstract: Tipping paper is a mouth contact paper material mainly 
used in cigarette products. But its surface material is likely to 
migrate through saliva during smoking. Therefore, the standard for 
migration amount of cigarette paper was formulated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ipping paper. In this pap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ipping base paper was carefully investigated so as to find ou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total migration amount of non-volatile 
substances in tipping paper.
Key words: total migration of non-volatile substance; surface 
strength; calc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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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松原纸属于特种工业用纸，对其产品质量要求

较高，所以均采用进口的原料，本次对比分别采用市场

上应用最广泛的两种针叶浆(A和B)和两种常用的阔叶

浆(C和D)相互搭配使用，分别记为AC、AD、BC、BD，

保证打浆参数不变，实验数据见表1。

由表1分析可知，不同原料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

量影响不大。

2  不同打浆工艺的对比分析

选用同种原料，对比不同的打浆度和湿重对非挥

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为使对比数据体现更明显，

打浆度及湿重范围区间设计略大一点，将打浆度和湿

表3  不同湿重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W样

X样

Y样

Z样

试样
湿重

/g

6.0

8.0

10.0

12.0

2.5

2.4

2.5

2.3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34.3

34.5

34.5

34.6

定量

/(g/m2)

重分开进行对比分析。首先打浆度度分别按照80°SR、

70°SR、60°SR、50°SR设计，分别记为A样、B样、C样、D

样；然后保证打浆度70°SR不变，湿重分别按照6g、8g、

10g、12g进行对比分析，分别记为W样、X样、Y样、Z

样，实验数据分别见表2和表3。混合浆纤维照片见图1。

由表2和表3可知，不同打浆度和湿重对非挥发性

物质总迁移量影响不大。

3  不同填料添加量的对比分析

烟用接装纸原纸填料主要使用碳酸钙，本次实验

主要研究不同碳酸钙添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

的影响，碳酸钙添加量分别按照200k g/t纸、300k g/t

表1  不同原料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定量/(g/m2) 

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mg/dm2)

检测结果 AC

34.3

2.5

34.2

2.6

BC

34.5

2.4

BD

34.5

2.5

AD

表2  不同打浆度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A样

B样

C样

D样

试样
打浆度 

/°SR

80

70

60

50

2.4

2.5

2.5

2.5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34.2

34.4

34.3

34.4

定量

/(g/m2)

图1  混合浆纤维图片 图2  碳酸钙电镜照片

表4  不同碳酸钙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E样

F样

G样

试样
碳酸钙添加

量/(kg/t)

200

300

400

灰分 

/%

14.2

16.9

18.5

34.4

34.6

34.5

定量

/(g/m2)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2.5

2.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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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和玉米阳离子淀粉进行对比实验，分别记为H样和I

样，加量均按照15k g/t纸，并保证其他参数不变，实验

数据见表5。

4.2 不同阳离子淀粉添加量的对比实验

取木薯阳离子淀粉做本次实验，加入量为10k g/t

纸、15k g/t纸和20k g/t纸，分别记为J样、K样、L样，

由于阳离子淀粉添加量不同，在浆料相同的情况下，成

纸定量会不同，影响实验结果，所以本次实验必须保证

成纸定量相同，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浆料加

量，实验数据见表6。

4.3 不同AKD添加量的对比实验

设计AK D添加量为10k g/吨纸、20k g/吨纸、

30k g/吨纸和40k g/吨纸，分别记为M样、N样、O样和

P样。实验数据见表7。

由表7可知，AKD添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

量影响不大。

5  不同物理指标的对比分析

为验证不同成纸指标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

影响，本次取库存产品全部检测并对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取样时保证所取产品的生产工艺相同，生产时间接

近，检测环境、人员和方法完全相同，实验数据见表8。

由表8分析可知，纵向抗张强度和挺度指标对非挥

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影响不大；表面强度指标对非挥发性

物质总迁移量影响较大，且呈负相关。

6  结论

水松原纸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

与原料种类、打浆方式、主要助剂种类

及添加量关系不大，主要与碳酸钙添加

量以及表面强度指标关系较大，与碳酸

钙添加量呈正相关，与表面强度指标呈

负相关。所以，水松原纸生产过程中控

制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有效方法

就是适当降低碳酸钙添加量，或者提

高纸页表面强度指标。

纸和400k g/t纸设计，分别记为E样、F样、G样，实验数

据见表4。碳酸钙电镜照片见图2。

由表4分析可知，碳酸钙添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

迁移量影响较大，且呈正相关。

4  不同助剂种类及添加量的对比分析

4.1 不同阳离子淀粉种类的对比实验

当前市场上淀粉主要分为木薯淀粉和玉米淀粉，

两种淀粉的成分和特点不同，本次分别取木薯阳离子淀

表6  不同木薯阳离子淀粉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

的影响

J样

K样

L样

试样
木薯阳离子淀粉

添加量/(kg/t纸)

10

15

20

35.1

34.8

34.7

定量

/(g/m2)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2.5

2.5

2.4

表7  不同AKD添加量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M样

N样

O样

P样

试样
AKD施胶量 

/(kg/t纸)

10

20

30

40

34.5

34.4

34.4

34.7

定量

/(g/m2)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2.6

2.5

2.5

2.5

表8  不同成纸指标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检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定量/

(g/m2) 

34.5

34.3

34.4

34.8

34.8

34.3

34.8

34.3

34.5

1.22

1.28

1.25

1.29

1.31

1.27

1.59

1.96

2.22

表面强度 

/(m/s)

1.85

1.82

1.85

1.85

1.96

2.22

1.86

1.79

1.88

纵向抗张强度

/(kN/m) 

2.5

2.5

2.7

2.4

2.6

2.5

2.3

1.9

1.4

非挥发性物质

总迁移量/(mg/dm2)

挺度/

mN（5mm弯矩）

22.8

25.6

29.9

22.5

22.4

23.5

23.4

22.3

22.2

表5  不同种类阳离子淀粉对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的影响

H样

I样

试样 淀粉种类

木薯淀粉

玉米淀粉

34.7

34.8

定量

/(g/m2)

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

/(mg/dm2) 

2.6

2.7

[收稿日期: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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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pcoFlex靴式压榨在纸机改造中的应用

2 0 17年，V O I T H公司为国内某纸厂的一台

5 3 0 0 / 8 0 0 牛皮挂面箱板 纸 机 的压榨 部进行了

NipcoFlex靴式压榨改造。这台纸机是由国内纸机供应

商在2011年提供。压榨部采用了传统的辊式压榨形式，

由一道真空压榨

加两道大辊径压

榨组成，压区结

构示意图见图1，

最高运行车速是

700m/m i n，出

压榨后干度能达

到42%～48%。从

压榨部的现有配

置来看，无论是

运行性能还是产

能都很难有进一

步提升的空间，

已经无法满足客

摘 要：靴式压榨技术起源于30多年前，它在造纸装备的发

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高速纸机不可或缺的配置

之一。与传统辊式压榨相比，它有更高的线压力，更大的压区

宽度，能够有效延长压区脱水时间和降低压区的脱水阻力。

安装有靴式压榨的纸机，车速高，能耗低，纸品质量好。在纸

机改造中，越来越受到客户的青睐和认可。

关键词：NipcoFlex 靴式压榨 纸机改造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modern high-speed 
paper machines, shoe press technology has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30 year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per machiner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ess roll, 
it has a higher linear pressure and larger nip width, which is able 
to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duration and reduce the resistance in 
dehydration. It’s proved that shoe press could help paper machines 
cut dow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speed 
as well as paper quality. Gradually, it has already gained warm 
welcome from paper mills in paper machine upgrading.
Key words: NipcoFlex; shoe press; reformation of paper machine

NipcoFlex靴式压榨在纸机改造中的应用
⊙ 焦宁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江苏昆山 215300]

Application of NipcoFlex shoe press in the reformation of paper machines

⊙ JIAO Ning [Voith Paper (China) Co., Ltd., Kunshan 215300, Jiangsu, China]

焦宁先生，工程师；近年来，参与了公司

大中型纸机的Duoshake胸辊摇振系统、

NipcoFlex靴式压榨、DuoCleaner Express

干网清洗器等改造项目若干，历任设计

项目负责人或承担关键部件的设计。专

业领域：纸机系统方案设计、造纸机改

造、制浆造纸机械开发与设计。

图1  真空压榨+两道大辊径压榨

示意图

图2  串联式NipcoFlex双靴式压榨

示意图

中图分类号：TS75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0-0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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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市场拓展需求。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靴式压榨改

造。

改造后，由于靴式压榨的压区压力曲线变化比较

缓和，不必担心刚进入压部的纸页湿度较大进入压区

被压溃的问题，也就不需要真空压榨进行预压。因此，

压榨部由原来的三道压榨缩减为两道压榨即串联式

Nip c oF l e x双靴式压榨(见图2)，改造后的纸机主要性

能参数如下：

纸种：挂面纸

定量：170～230g/m2

网宽：5300mm

纸幅卷取宽度：4850mm

设计车速：1100m/min

传动车速：1100m/min

运行车速：1000m/min

传动形式：交流变频分部传动

NipcoFlex靴压线压力：1050kN/m

与改造前相比较，每个Nip c oF l e x靴式压榨的压

区宽度是原来大辊径压榨的10倍左右，压区线压力是原

来的3～4倍左右，同时，纸页在压区的停留时间得到了

很大的延长，是原来的10倍左右。据有关数据，纸页出

第一道靴压后干度高达41%～43%，出第二道靴压后干

度高达52%～55%（纸幅出压榨部的干度提高1%，干燥

部的蒸汽耗能降低约5%），因此，有效地提高了脱水效

率，让纸幅在进入烘干部之前有了更好的强度，可以轻

松地实现从压榨部到烘干部之间的封闭式引纸，使纸机

可以有较高的车速和最佳的运行性能。同时靴压改造

为压榨部节省了安装空间，在原来的第三道压榨位置上

可以增加一组烘缸，可以有效地解决提高车速后烘干

图3  NipcoFlex压区示意图 图4  单道NipcoFlex压榨 图5  NipcoFlex辊结构示意图

能力不足的问题。无论在纸机提速提高产能方面还是

在节能控制成本方面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NipcoFlex靴式压榨的工作原理

NipcoFlex靴式压榨是一种宽压区压榨（见图3），

也是一种双毛毯压榨，靴式压榨是将辊式压榨的瞬间

动态脱水变成静压下的长时间宽压区脱水。而且压区

中的压力变化比较缓和，因此纸页在压区内的脱水过程

不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贴毛毯一侧的纸面在压榨中所受

的排水时的水力冲击不像辊式压榨那么大，纤维不那么

容易移动，所以能够有效地避免纸页压花。NipcoFlex

辊安装一块与配对下辊的外圆面相吻合的内弧形靴板，

并由其连接的整套的液压装置来控制靴板的动作，靴

板内弧面与下辊外圆面紧密地配合在一起，会形成一处

“面”压区。由于压力靴具有弹性，可以在压区宽度内

施加理想的线压力。

Nip coF lex辊的支撑梁在开机运行状态下是静止

不动的而不是旋转的，支撑梁和整个靴辊本身并没有驱

动装置，支撑梁外套装的靴套（一种软性材料）才是旋

转部件。通过液压系统的控制动作，让上下辊闭合，靴

板将靴套紧紧地压在配对辊的外圆面上。因为靴套与

支撑梁通过轴承相连，轴承和靴套及靴板之间有循环

油不间断润滑，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计。在压

区的压力下，靴套与下辊的摩擦力可达到1000kN以上。

因此，靴套可以实现与毛毯及配对辊的同步旋转。

3  主要部件结构特征

N i p c o F l e x 单道靴压（见图4）主要包括

Nip coF lex辊、Nip co-P辊、悬挂装置、锁具、换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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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换辊小车、转移真空箱、靴套刮水板及接水盘、毯

刮刀以及液压系统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3.1 NipcoFlex辊

Nip c oF l ex辊（见图5）的直径为φ1100mm,最高

工作线压为1050k N/m，它本身不带传动装置。当压区

工作时，只有靴套随毛毯转动。主要由压力靴、加载元

件、支撑梁、真空箱、气动支撑杆、靴套导杆、压力油、冷

却油及回油管路等组成，主要部件的功能如下：

● 压力靴：是完成压榨动作的执行元件，压力靴靠

液压加载，它连接活塞等加载元件、压力管线、收缩弹

簧、冷却油管线和回油管线等部件。

● 支撑梁：是主要部件之一，用来支撑压力靴，起

到扩展压区的作用。

● 气动支撑杆：主要用于稳定靴套，另外在刮水板区

域能够迫使靴套靠紧刮水板边缘，提高刮水板的效果。

● 靴套导杆：是在靴压没有运行的时候支撑靴套

的。在靴套运行的时候，靴套会膨胀，脱离靴套导杆。此

时，靴套由辊子两端的卡盘支撑和密封。

● 冷却油：在靴压运行过程中，横梁和靴套之间的

温度会随之升高，为了有效地控制靴套的温度，冷却油

系统会通过分布器加入到横梁出口的热油中，起到降温

的作用。

● 靴套：靴套是随毛毯运动的部件，在靴压运行

过程中，靴套里面会充满3.5～5k P a的压缩空气，用来

保持靴套运行的稳定。

● 压缩空气：主要用于支撑靴套和支持油的排

放。在启动和运行靴压时，压缩空气会让靴套膨胀，起

到稳定靴套的作用，启动时需要较高的压力，等辊子运

行平稳后，压力会随之降低。

3.2 Nipco-P辊

Nipco-P辊（见图6）是NipcoFlex辊的配对辊，

直径φ1050mm，辊面包胶，包胶厚度15mm。该辊的轴

承与主辊的轴承位置相同，通过锁具与主辊连接在一

起，辊壳是在内部液压组件的支撑下运行的。它主要由

辊体、负荷元件、梁、压力油、冷却油和回油管路等组

成，它具有以下功能和特点：

● N i p c o-P辊是一个固定辊，并且带有正齿减速

箱传动。

● 通过锁具装置连接到Nip coF lex辊，为其传递

动力确保压力靴的正常工作。换毯及换靴套时，需要将

锁定装置移除后，悬挂装置会将NipcoFlex辊提升到相

应的位置。

● 在压区加载时，由于辊面包胶，能够有一定的缓

冲作用，可以保护和延长毛毯的使用寿命。而辊面的盲

孔可以提高压区的脱水效果。

3.3 真空吸移辊的改造

改造前，原来纸机每道压榨的毛毯圈路各有一个

真空吸移辊，为了节约改造成本，可将原来的辊子进行

利旧改造使用。改造后，为了减少伏辊处的纸幅断头和

实现压榨部各压区间纸幅的传送,真空吸移辊安装在每

个压区的入口处，根据新的毛毯圈路的引纸需求进行重

新定义位置后安装。它有以下功能和特点：

● 改变纸页前进方向，支撑纸页在各部间的转移。

● 使纸页脱水，并能使从纸页中脱出的水分保留

在辊子和毛毯中。

● 在高速引纸中，使纸页保持稳定。

一压入口处吸移辊（见图7）直径φ750m m，原真

空箱有两个真空室，高真空室吸口宽度90mm，低真空

室吸口宽度130mm，不能满足新的靴压毛毯圈路的引

纸需求。需要更换新的真空箱。改造后，高真空室吸口

图6  Nipco-P辊结构示意图 图7  一压入口吸移辊截面简图 图8  二压入口吸移辊截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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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100mm，低真空室吸口宽度300mm，两侧吸区宽

度可调。

二压入口处吸移辊（见图8）直径φ750mm，原真空

箱只有一个真空室，吸口宽度为150mm，无法满足纸机高

速运行状态下处于两道靴压衔接处的封闭式引纸需求。

改造后，有两个真空室，高真空室负责剥离纸幅，低真空

室则保持和传递纸幅，高真空室吸口宽度100mm，低真

空室吸口宽度210mm，两端吸区宽度可调。

3.4 真空转移箱

真空转移箱（见图9）为靴压改造后的新增部件，它

位于出压区后上下毛毯分离处,箱体为不锈钢结构，传

动侧法兰连接真空系统，真空度在50k P a左右。箱子设

有三个吸口，两端吸口位置可调，以保证最佳抽吸效果，

它主要有以下功能：

● 剥离纸页，使出压区后的纸页紧紧附着在下毛

毯上运行至下一个压区或烘干部。

● 排出气体，预防纸页鼓泡，减少纸病，保证成纸

质量。

3.5 靴套刮水板和废水盘装置

靴套刮水板和废水盘装置位于压区出口位置（如图

10所示），废水盘箱体为不锈钢焊接结构，包括靴套刮

水板、接水板、排水管路以及调节装置、润滑喷水管，清

洁喷水管等。它主要有以下功能：

● 清除压区后附着在靴套表面的各种污垢和残留

物。

● 湿纸页被压榨出的废水随着靴套的高速旋转被

大量甩出，起到收集废水的作用。

● 刮除和收集出压区后毛毯中的纸页残留物和水分。

3.6 机架和走台的改造

图9  真空转移箱位置示意图 图10  靴套刮水板和废水盘位置示意图

改造前，压榨部的机架为三套相对独立的龙门式

机架，分别承载了真空压榨和后面的两道大辊径压榨。

但是，靴压改造后仅为两道串联式的Nip c oF l e x靴式

压榨，由于一压即真空压榨的辊子直径相对较小，机架

空间也相对狭小，因此将原来的一压机架拆除，将原来

三压的机架移到一压位置使用，机架上部的脱水元件

复用。原来二压的机架位置保持不变。当然，靴压改造

后，毛毯圈路发生了变化，尤其在每个压区的入口和出

口处，吸移辊和毛毯导辊的位置变化较大，需要重新布

置。走台部分的改造需要充分考虑换靴套和换网的空

间以及工人维护操作的便利性。

4  使用效果

在安装NipcoFlex靴式压榨后，客户会在以下各方

面受益：

● 纸页干度得到明显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蒸汽等

能源消耗。

● 纸机车速提升显著，实现了提高产能的需求。

● 经过Nip coF lex靴式压榨后纸页强度高，纸页

的固化度增强。

● 整个压部可以实现封闭式引纸，减少断纸，从而

提高了运行性能。

● 由于纸页经过压区时，压力变化比较缓和，降低

了最高瞬时线压，从而延长了毛毯使用寿命。

● 在纸机MD方向的压力可以改变，压区宽度和线

压可以独立调节。

● 经过NipcoFlex靴式压榨后的纸页能明显地减

少两面差。

● 纸页的耐破度、抗张强度、RCT和层间的粘合

强度有明显的改善。

● 在纸机改造中，原来的压榨部

机架可以利旧改造，成本较低。

● 靴式压榨的辊子和各种部件

的数量少，因此运行和维护成本很

低。

● 靴压安装所需空间较小。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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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式压榨技术是目前造纸行业内最先进的压榨脱

水技术，安装N i p c o F l e x靴式压榨后，纸机压榨脱水

能力增强，纸机的车速更高，能够明显地提高纸机的

产能。再就是，纸页可以获得更高的干度，由此提高纸

页的湿强度，从而更加方便引纸操作，减少断纸，提高

纸机的运行性能。还有，由于提高了纸页进入烘干部

前的干度，即便是烘干能力受限的纸机也能获得更高

的运行车速。另外，纸页的表面粗糙度和两面差都会

明显降低，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

Nip coF lex靴式压榨技术的优越性是顺应时代发展需 [收稿日期:2018-06-26]

求的，不论在新纸机的选用还是在旧纸机的改造中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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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纸业技术交流盛

会——“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中华

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今年将移师长

三角南翼经济中心、院士之乡——浙

江宁波，在“中国造纸周”期间的11

月13日-14日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

是“高质高效绿色新技术与新产品交

流研讨”，并特别增加了行业热点内

容——造纸行业产销形势分析。

论坛主要演讲报告内容如下：

●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先

生：2018造纸行业产销形势分析

● 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齐鲁

工业大学校长、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技术发明奖

与科技进步奖获得者陈嘉川教授：资源

短缺时代提升原料综合利用价值的技

术途径及创新成果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加拿

大纸浆和造纸协会院士、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韦环境研究院

C E O兼首席科学家赵汝和博士：北美浆

纸工业技术现状、技术发展方向及其

对中国的影响

●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周周：维美德纸机与纸板机技术的

最新发展

● R u n t e c h中国公司技术总监文

乐：纸机节能及系统优化技术

●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

区工业维修市场（MRO）总技术工程师张

中华：聚焦新机遇 打造工匠魂 汉高乐

泰助力提升浆纸纸浆设备的可靠性

●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造纸周”系列活动之二

“2018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

全国重大项目部经理韩旭东：造纸行

业——低压电器解决方案

●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广臣：原料水分监测流程

及进厂流程的智能化管理

●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技术

部经理王俊明：特种包装纸（吸塑纸）

市场发展趋势及吸塑产品的研发、应

用技术探讨

●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等大型

和特色制浆造纸企业技术专家介绍产

品开发、创新经验与应用体会

● 造纸上下游产业技术专家交流

国内外新装备、新产品、新技术及其

优化改造与效率提升方案

商务垂询：崔晓萃0531-88522949, 

18954139170，cppi8@cppi.cn,940438201（QQ）

会务垂询：郝永涛 0531-88935343，

13361008950，cbb@cppi.cn,179230213（QQ）

系列活动详请及最新进展，请见中国

造纸协会网站（www.ch inapp i.org）、中华纸业网

（www.cppi.cn）及微信公众号：中国造纸协会、中

华纸业传媒（cppinet）、浆纸技术（pulp-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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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的设计原理与工艺，通过

对剪铁丝机在应用实践中的具体故障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

OCC线上料段剪铁丝机液压系统振动和噪声及由此引发的机

械故障等问题的优化方法。工程应用实例的运行状况结果表

明：改进方案取得了预计效果，最终保证了剪铁丝机长期高

效稳定可靠的运行，这为OCC线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的应用研

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自动剪铁丝机；液压系统；切刀

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应用实践与优化
⊙ 王建光  寇翠翠 (江苏正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苏州 215300)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utomatic wire cutting machine
for waste paper bales
⊙ WANG Jian-guang, KOU Cui-cui (Jiangsu Zroe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Suzhou 215300, Jiangs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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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在制浆造纸物料与水处理、

浆料净化筛选等领域拥有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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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process of the automatic wire cutting machine for waste 
paper bales, analyzes the machine’s faults in daily oper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lutions for vibration and noise of the hydraulic 
system for OCC wire cutting machine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showed that the improved plan achieved 
desire effect and ensured long-term efficient, stabl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wire cutting machine, which contributed a new 
reference for automatic wire cutting machine in OCC waste paper 
b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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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的构造如图1所示：剪铁丝机行

走单元1、切刀架2、切刀单元3、液压元器件4、主机架5、

液压油站6。自动剪铁丝机通过一套液压传动系统提供剪

铁丝机剪切行走单元、切刀架提升装置和切刀单元运行

所需的动力。图2所示液压油站6为整套剪铁丝机系统的

唯一动力源，剪铁丝机各动作单元共有三个适用于重载

高压、动作频率高和环境较差的重型工业液压油缸作为

执行元件。在液压油站与各液压油缸之间依次安装有节

流阀、单向阀、溢流阀、电磁换向阀、背压阀等液压控制

元件。通过将液压油站、控制阀组件及传感器等接入PLC

或者DCS操作系统，最终实现设备的全自动运行。

1.2 设计工艺说明

废纸包全自动剪铁丝机作为专门用来在链板机持

续运行过程中剪断废废纸包打包铁丝的设备，在工艺设

计上遵循如下规则：

(1）剪铁丝机设备机械主体部分为型钢、板材和管

件构成的刚性框架结构，此部分材质为低合金碳素结

构钢与不锈钢。

(2）标准的剪铁丝机设备均经过加强处理，被牢

牢地安装在异型特制框架上。切刀单元、行走单元可以

在特殊设计的高强度合金钢制成的NBV直线导轨上移

动，并由复合重载滚轮轴承支撑。

(3）剪切周期开始之前，剪铁丝机初始位置如图3所

示，纸包位置感应器用于开启液压系统的一个剪切周期。

(4）在一个正常的剪切周期序列中，切刀单元支架

自动下降，切刀开始往复剪切。

(5）切刀将持续剪切以使所有铁丝在接触到切刀之

后被剪断。

(6）切刀单元切入纸包之后，在持续剪切的同时被

废纸的回收利用是解决造纸工业面临的原料短

缺、能源紧张和污染严重等三大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

人们对废纸资源利用意识的增强，废纸浆制成的纸和

纸板的产量和品种也逐年增长，废纸类纤维原料目前

已成为我国造纸工业重要的原料来源[1]。

废纸原料在收集和分拣之后，为了节省运输空间，

总是在废纸打包站用打包机成捆地打包一起。打包的时

候，一方面松散的废纸连同可能夹杂的各种废料一起被

紧缩得很紧密，同时还要用铁丝紧紧地捆牢。当这些废

纸包被运到废纸生产线准备向立式碎浆机投料的时候，

首先需要剪断铁丝，之后方能向下段的碎浆机投料。

现代化的OCC制浆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大

量人力、财力去处理剪断铁丝的费力工作，人工剪铁丝

工作重复度高且作业环境通常亦是浮尘较多的区域，对

工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上料区域客观上

存在叉车较多、视野经常因纸包阻挡受限、人员较多等

复杂状况，对上料区域的人身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对

造纸企业的生产安全构成不利影响。因此，近年来处理

废纸打包铁丝的专用设备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1  全自动剪铁丝机设计原理与工艺

1.1 自动剪铁丝机设计原理

全自动剪铁丝机是一种现代化的用来剪断废纸包

捆扎打包铁丝的全自动操作专用设备，自动剪铁丝机的

优势在于剪铁丝机工作期间链板输送机处于持续运行

状态。当废纸包被放在链板输送机上后，运行到工作位

置并停下，锯齿切刀自上而下切向纸包，同时通过动切

刀与静切刀的左右相对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剪铁丝机对

打包铁丝的剪断作用，设备全自动运行。

图1  剪铁丝机的构造 图3  剪铁丝机工作初始位置图2  液压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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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板机上的纸包向前推动，剪切终止位置参见图4。

(7）剪切完成之后，切刀单元提升至初始位置，切

刀停止往复动作。

(8）剪铁丝机行走单元经液压驱动返回至初始位

置。

(9）剪铁丝机切刀单元与行走单元均返回初始位置

之后，剪铁丝机下一个周期剪切即已就绪。

(10）废纸将和铁丝一起被输送至位于后段的碎浆

机中。

1.3 工程应用设计参数

江苏常熟某大型OCC纸厂，该企业为进一步促进

废纸包上料段生产平稳安全并减少人力消耗，在其已有

PM5/PM6两条生产线上改造新增了两套全自动剪铁丝

机。单条生产线日均产能约1200/d，单套剪铁丝机系统

设计参数如表1所示，并预留了适用未来生产提产处理

能力。

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系统的典型平面布置如图5所

示。OCC废纸上料碎浆段平面布置简洁，通过改造新增

自动剪铁丝机基

本不需新增占地

空间。

2  问题的提

出与分析

2.1 问题的提出

两套废纸包

全自动剪铁丝机

自安装完成后开

机以来，现场人

员反馈：废纸包

剪铁丝机整机日

常运行振动和噪

声较大，并陆续

出现以下机械问

题：

(1）切刀左

右剪切推动油缸

与吊头螺牙连接

处，由于受力过

大或其它原因导致螺牙磨损而使螺牙出现图6所示无法

咬合，螺纹连接无法拧紧，最终导致切刀无法执行左右

剪切动作。

(2）切刀架提升下降液压油缸固定支架因为切刀架

向下行程以及返回顶部行程终点位置振动冲击较大，进

而出现油缸固定支架出现如图7所示问题。

(3）调整油缸压力的溢流阀有些卡，不动作。

(4）剪铁丝切刀正常使用寿命应在2年以上，然而

切刀仅仅使用6个月即出现图8所示崩齿异常，切刀齿多

处出现比较明显的磨损痕迹。

(5）切刀单元紧固件经常出现图9所示松脱问题。

2.2 运行异常原因分析

通过现场勘查，剪铁丝机振动与噪声主要源于液

压系统，而非设备机械构造部分。通常设备液压系统中

的振动和噪声基本源于液压泵、液压阀、管路、液压油

缸等几个方面。振动容易破坏液压元件，影响设备的工

作性能，缩短设备有关部件的使用寿命[2]；噪声使大脑

疲劳，影响听力让工作人员感到不适，危害身心健康，且

噪声易淹没危险信号和指挥信号，造成工伤事故。

根据自动剪铁丝机在生产实际中的使用情况可知，

油缸换向频繁，液压系统往往出现瞬间流量突变并产生

压力冲击[3]。

问题（1）切刀左右剪切推动油缸与吊头螺牙连接

处滑牙，从物理学角度分析主要原因是左右剪切推动油

缸行程速度较快且压力太大。表现为切刀左右剪切相

对速度较快并伴随摩擦噪音，这同时亦诱发切刀单元

固定螺母经常脱落异常；该处液压油缸供油软管在切刀

左右剪切时表征为较为明显的正弦振荡，供油硬管部分

正弦运动冲击管夹形成与左右剪切周期性同步的振动

噪音。分析认为，由于左右滑动切刀油缸的压力、流量

的周期性变化，造成管路振动。同时，由于回油管路上

安装有风冷冷却器，以及回油管路有几处直角弯，会形

图5  自动剪铁丝机系统典型布置

表1  单套自动剪铁丝机系统设计参数

投料量/(BDt/d)

原料

碎浆机

链板运行方式

链板宽度/mm

操作电压

废纸包长度/mm

废纸包宽度/mm

废纸包高度/mm

废纸包重量/kg

类别描述 关键参数

2000

100%OCC

水力碎浆机

连续式

2000

380V,3P,50Hz

900～2400

800～1900

650～1300

700～1700

图4  剪铁丝机剪切终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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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阀阀芯卡死的原因在于开机之初

现场人员因为注入液压系统的为新采

购液压油而未进行液压油过滤，工程

实际中当选用高档精密的液压元器件

时，需要对注入液压系统的液压油采

取过滤小车过滤措施，并在后续日常

运行过程中定期进行液压系统清洗，

否则会大幅增加高精度液压元器件的

故障率。

3  解决方法

鉴于自动剪铁丝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基本可

以归属为液压系统出现的问题，基于2.2对运行异常原

因的分析，决定对整个液压系统回路进行清洗并更换新

的溢流阀。并对液压油站出口压力进行调整，分别将溢

流阀210.1压力设定由初始13MPa降到10MPa，溢流阀

210.2压力设定由初始15MPa降到12MPa。

然后对剪铁丝机如图11所示的三个独立的液压油

成一定的液压阻力，这也造成液压管路内油液的压力变

化，因此加剧了振动。

问题（2）切刀架提升下降油缸行程终点振动较大，

虽然前端控制阀块设有节流阀对油缸中排出的油液进

行节流，以降低油缸活塞的运行速度，从而起到缓冲作

用以减少冲击，但是该液压回路在行程终点振动冲击仍

然较大。液压系统的振动冲击会导致系统元件的可靠性

及寿命下降，造成连接螺栓的松动，管道的开裂等，使

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在系统节流无法有效降低振动

冲击的前提下可以得知该液压回路的实际压力偏大。

问题（3）所述调整油缸压力的溢流阀不动作，直

接原因是溢流阀阀芯卡死形成的溢流阀损坏，液压油缸

前端溢流阀损坏直接后果即是液压油缸管路压力无法

调节，在本案中表现为液压油缸管路压力较大。最终将

导致油缸寿命缩短，切刀磨损加快，另外如遇废纸包中

夹杂非废纸类的物料，尤其是硬质材料如石块、铁块、

混凝土块及其它硬质废弃物等并进入上料输送系统，

切刀长时间在较

大纵向压力下切

向纸包时将缩短

切刀使用寿命，

甚至发生断齿异

常。

问题（4）所

述切刀非正常崩

齿与磨损亦进一

步印证了溢流阀

损坏情况下较大

系统压力带来的

负面危害。造成 图11  液压油缸回路

图6  油缸螺杆头与吊头滑牙

图10  液压油站原理

图9  切刀紧固件松脱

图8  切刀断齿失效

图7  油缸固定支架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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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回路压力进行

优化设定，经过

逐级多次调整，

最终将剪铁丝机

架前后行走单元

驱动油缸1压力

通过减压阀由初

始13M P a降到

10M Pa；切刀架提升下降驱动油缸2液压回路通过减压

阀将压力由12MPa降到8MPa；切刀单元左右剪切驱动

油缸3通过减压阀由15MPa降到11MPa。上述设定数值

很好地实现了剪铁丝机正常功能，并大幅降低了整机系

统振动与噪声，从而使设备具备了可长期稳定运行的条

件。

针对固定切刀紧固件容易松脱现象，主要是由于

系统振动导致的机械连接问题，除了更换新的螺栓并

配合使用“乐泰螺纹紧固剂”之外，亦可以采用如图12

所示结构的防松脱螺母。中凸螺母1螺纹牙顶在与中凹

螺母2咬合时，牙顶处齿尖易变形，使载荷均匀地分布

在接触的螺旋线全长上，避免了普通标准螺纹咬合时，

80%以上的总载荷集中作用在第一和第二牙的螺纹面

上的现象。螺纹联结副不仅克服了普通标准联结副在

振动条件下易于自松的缺点，而且还可延长使用寿命，

以大幅减少日常紧固次数。

通过对剪铁丝机在完成液压系统的重新设定之

后，进行持续运行观察，剪铁丝机各部件动作无异常。

日常运行注意事项：保持液压系统的清洁，及时清洗液

压系统，更换滤芯。注意检查各阀块、液压元器件是否

完好，功能性异常物料需及时更换。并且消除了超常振

动和噪声，说明系统故障已经解决。

4  结语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虽然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具

有整体结构简单、剪切动作平稳、能自动防止过载等优

点[4]，但我国OCC线再生纸厂对使用铁丝捆扎原料废纸

包仍主要以人工剪铁丝为主[5]，使用自动剪铁丝机设备

的案例仍然较少，可供参考的经验不多。然而随着近年

来人力成本的逐年攀升、造纸企业愈发重视生产安全、

造纸行业由过去的粗放型向规模型集中、工业4.0理念

向造纸企业的普及等新的形势，废纸包全自动剪铁丝作

为一种先进实用的OCC线上料段解决方案正迅速引起

人们的注意。

废纸包自动剪铁丝机作为一种“动”设备，在应用中

特别是开机之初出现振动、噪声等故障，有可能是由一

种因素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引起的。对剪铁

丝机系统故障的诊断，需对整机系统的布局结构、系统

的配置组成以及工作原理等进行多方面分析，找出故障

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够快速、准确地

排除故障。通过对自动剪铁丝机的应用实践与优化，使

得现场操作与维护人员加深了对设备的认知，最终实现

了自控系统可靠，剪铁丝成功率较高，日常维护较少等目

标。由于系统自动运行，降低了人工成本，极大地促进了

生产平稳，并彻底解除了上料段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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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抄造过程中，高速运动烘缸表面上由于与

水质、原材料、填料等有关的化学物质，在烘缸表面上

形成结垢层，与静止的清洁刮刀（摆动）、起皱刮刀（摆

动）之间力的作用导致刮刀在缸面上震颤，这会在缸面

上产生明显的有触感的横向振动纹。纸浆对烘缸表面

轻微的腐蚀作用也使烘缸表面粗糙度逐渐变差。因此扬

克烘缸表面要大约1年进行磨削一次（简称磨缸），以恢

复粗糙度要求和几何精度。由于扬克烘缸重量很大难以

吊运，只能在线磨削。不同的在线磨缸方式的效率、精

度和相关的经济指标、对环境的影响等，差异很大。

在线磨削烘缸，整条生产线就得停产，巨额资产闲

置，大量的“期间费用”不能摊入产品成本，公司不能获

得预期利润，影响产品的市场产品占有率。对于中高速

卫生纸生产线来说，如果磨缸占用时间达到一个星期，

待摊期间费用损失会多达几十万元。所以对现场磨缸方

式的选择应当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磨缸过程占用时

间的长短；（2）是否能够恢复\提高烘缸的几何精度、

降低表面粗糙度；（3）综合成本；⑷环境影响。

1  两种现场磨缸方式和特点

在生产实践中，曾出现了多种在线磨缸方式，由于

其中一些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

失。到目前为止，国内流行的只有两种：柔性珩磨和砂

摘 要：简介两种实用的扬克烘缸在线烘缸磨面方式—“柔

性珩磨”和“砂带磨”，对这两种方式的特点及经济指标进行

了探讨。

关键词：扬克烘缸；在线磨削；柔性珩磨；砂带磨；磨削速度

和效率；几何精度；综合成本；环境影响；工艺趋势

Abstract: Two grinding methods for Yankee dryers on site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f lexible honing grinding 
and abrasive belt gri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two ways were also discussed here.
Key words: Yankee dryer; grinding on site; f lexible honing; 
abrasive belt grinding; grinding speed and efficiency; geometric 
accuracy; composite cost; environmental effects; process trend

中图分类号：TS734+.8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0-0046-05

扬克烘缸的现场磨削方式探讨
⊙ 杨凤昆1  赵太刚1  孙红兰2 

(1.黑龙江泉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2.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淄博 256402)

Discussion on the grinding ways on site for Yankee dryers
⊙ YANG Feng-kun1, ZHAO Tai-gang1, SUN Hong-lan2 
(1.Heilongjiang Tranli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o., Ltd., Jiamusi 154000, Heilongjiang, China; 2.Shandong Chenzhong 
Machinery Co., Ltd., Ziho 256402, Shandong, China)

杨凤昆先生，山东泉林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美国分公司机械副

总监，黑龙江泉林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设备部技术顾问，设备

管理高级工程师；从事设备技

术管理和新上项目中机械设计

方面工作30多年。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6
第39卷第20期 2018年10月



带磨削。前者处于普遍流行阶段，后者处于新生和逐渐

发展的阶段。下面简单地对两种工艺方式进行分析和比

对。

1.1 柔性珩磨

1.1.1 柔性珩磨工艺简介

图1是柔性珩磨在线磨缸照片。机构组合示意图见

图2。其中珩磨轮就是圆柱形砂轮。在磨缸时，固定杆被

固定在现场磨床的小拖板上。弹簧将珩磨轮以适当的压

力压在烘缸表面。“调节顶丝”用来调整珩磨轮与缸面

之间的压力。                            

磨缸时珩磨轮是没有动力的被动轮，靠它与烘缸

之间的摩擦力，借助烘缸的动力进行磨削。如图3所示，

珩磨轮的轴线与烘缸的轴线固定呈约50°角，这样能够

获得最大的磨削效率。由于二者轴线不平行，使得二者

接触点的运动方向不同，就有了相对运动和相对速度，

这个相对速度就是有效的磨削速度。

实践证实，图3中缸面上被磨轮砂粒擦出痕迹方向

与珩磨轮轴线方向基本一致。这说明珩磨轮与烘缸之

间的相对速度方向基本上就是珩磨轮的轴线方向。利

用这个特点可以对这种磨削方式进行精确地磨削速度

分析，如图4。

1.1.2 柔性珩磨的磨削速度分析 

磨削时合适的烘缸线速度大约为120m/m i n，超

图1  柔性珩磨磨削缸面现场 

图2  柔性珩磨轮结构

图3  珩磨轮与烘缸缸面接触磨削

过这个速度，非

常可能会导致机

构振动。

以珩磨轮上

的与缸面接触点

的砂粒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运动速

度分析，砂粒速

度V为绝对运动

速度，烘缸的线

速度即为牵连运

动速度V e，砂粒

相对缸面的速度

即是相对运动速

度V r。对这三个速度矢量绘制速度三角形，如图4。三者

有如下关系式：

V=Ve+Vr  

由于Vr平行于珩磨轮的轴线方向，所以V与Vr是垂

直的。当牵连速度（烘缸线速度）Ve=120m/min，     

V r=V e s i n50°=120×s i n50°=91.93m/m i n 

(1.53m/s)                              (1)

式(1）计算结果说明，柔性珩磨工艺的最大磨削速

度为V rm a x=92m/m i n(≈1.5m/s)。这个数值实在是太

小了，使得磨削效率十分低下。对于缸面规格（直径×面

宽）为φ3660×3400mm的烘缸，在顺利的情况下，这种

磨削方式至少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获得期望的粗糙度。

再有，珩磨轮由黏结剂与磨料黏合制成，而且属于

较硬的砂轮（由于磨削速度很低，为了增加磨削效率，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7
Oct., 2018  Vol.39, No.2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就得增大磨轮与缸面之间的压力）。在此情况下，黏结

剂配比若小了就可能因强度不够致使珩磨轮爆裂。故因

大量黏结剂的存在砂粒之间几乎没有容屑空间，又因为

砂粒无序排列，导致磨削效率更低。

1.1.3 柔性珩磨的磨削工艺方式特点

(1）只能减少被磨削件表面的粗糙度，而不能改善

几何精度（圆柱度，圆跳动等）。

(2）由于铸铁材料的缸面硬度是稍有差异的，在同

样的磨削压力下，不同硬度的部位被磨掉的材料数量

稍有差异，会使得磨削后缸面的几何精度稍微变差。

(3）与砂带磨削相比，效率十分低下。

(4）有环境污染。使用柴油作为磨削液，磨一个烘

缸最少使用50升的柴油。若将这些污损的柴油排放到

环境中去，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否则还要考虑如何回

收净化等问题。

(5）有损坏胶辊胶面的风险。磨缸时，没有拆掉的

烘缸下方的挂胶辊（比如真空压辊、盲孔压辊）的胶面

必须针对柴油进行严格防护。一旦疏忽、胶面玷污柴

油，有可能导致价值几十万元的胶面报废。

(6）动力消耗大。需要将几十吨重的烘缸在线速度

120m/m i n的车速下磨削至少7天。而砂带磨削的烘缸

线速度大约为10m/min，最多运转2天。

1.2 砂带磨削工艺

砂带磨削烘缸如图5。现场在线磨削照片见图6。

砂带磨削工艺看似简单，但是经过综合对比，在纸

机狭窄空间现场磨削条件下，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具体有以下特点。

(1）耐用度是砂轮的数倍，切削率是砂轮的10倍以

上。

扬克烘缸表面积大，若用砂轮磨削就得考虑砂

轮的外圆柱面表面积要足够大以适应耐用度的要求。

砂轮的耐用度是指通过修整砂轮后，开始磨削工件，

在磨削过程中，砂轮逐渐变钝，直到必须再次修整砂

轮这一过程中，这个砂轮磨削工件的表面积。如果砂

轮变钝而不再次修整砂轮，则砂轮在此后磨削过程

中没有切削能力而震动。砂轮的外圆柱面表面积越大

耐用度越好。外圆柱面表面积与砂轮的外径和宽度成

正比。如果砂轮耐用度不够，在还没有磨削完一个行

程时就得修整砂轮，然后才能再继续磨削，这就出现

了不允许的“接刀”问题。为了满足在磨削的过程中不

“接刀”，砂轮直径和宽度要足够大来提升耐用度以

适应至少一个磨削行程的需求。这也使得砂轮的重量

以及磨头机构的体积很大，由此带来许多不利问题，

如经常修整砂轮，更换砂轮要做平衡，砂轮残留不平

衡量绝对值较大使得磨头振动、磨头体积大不适合狭

窄的现场空间，以及复杂的磨头结构、机床造价高等

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纸机现场磨削非常难以解决的问

题。相对砂轮磨削，砂带磨削机构的优点就显现出来

图5  砂带磨缸

图6  砂带磨削现场照片

图4  珩磨轮与烘缸缸面接触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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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结构简单、磨头体积小重量轻、床身体积小重量

轻、磨削比大、表面积大、耐用度高，现场没有需要做

机械平衡的工作，几乎没有振动（只需在制造设备时

对导轮、接触轮进行精确地平衡）、挂胶的接触轮及

具备弹性的砂带与烘缸之间形成弹性接触磨削，增加

参与磨削砂粒的数量，增加磨削平稳性和耐用度，这

就使得砂带磨削成为最适用于纸机烘缸现场狭窄空

间的磨削工作。

(2）砂带磨削的节能效率高。

由于采用静电植砂技术，使得砂带磨削功率利用

率达到96%，而砂轮磨削的功率利用率只有52%。这就

使得磨削工作非常节能。更重要的是，在相同单位时间

磨削量下，使得砂带磨削功率减少、传动电动机和机构

的尺寸减小、机构的质量和振动都相应地减小。又因为

静电植砂的工艺能让砂粒定向排列，锋利的尖角一律朝

外，使得砂带磨削的切削抗力小，机床主梁截面尺寸和

重量也相应地减小。这也是适应狭窄空间的纸机现场

的重要条件。

图7和图8所示砂轮砂粒、砂带的普通植砂和静电

植砂砂粒的微观排列情况。静电植砂的砂粒排列均整、

每个砂粒最尖的尖角都朝上（外），砂粒之间有充足容

屑空间，使得磨削效率很高，磨削抗力小、磨削发热少、

砂带耐用度好。而砂轮（包括珩磨轮）砂粒和普通植砂

的砂带砂粒是无序排列，砂粒之间还填充着黏结剂物

质，导致容屑空间相对很小，磨削能力相对很差。

(3）国产砂带磨削铸铁材料最佳线速度为30～

45m/s。高出柔性珩磨轮的磨削速度（1.5m/s）二三十

倍。这是砂带磨削效率大大高出柔性磨削许多倍的又一

个重要因素。图6所示的照片中从磨削区域飞出来的巨

大的磨削火花就可以证明砂带磨削方式的超高的磨削

效率。

(4）砂带磨削可以达到很好的几何精度指标，甚至

可以高于烘缸出厂时的几何精度。

几乎所有的烘缸制造厂家在制造烘缸过程中，动

平衡工序都安排在最后一道工序，然后就直接在动平

衡机上包装入库。这就是说在烘缸磨面工序之前还没

有做精确的动平衡。因此，在烘缸制造厂的磨床上磨缸

时，重量很大的烘缸支撑在有游隙的滚动轴承上，不平

衡量使烘缸以支撑点的轻微摆动，不可避免地导致磨

削后的缸面残留有微量的径向跳动。不过实践证明，由

于磨缸时烘缸转速很慢，形成的跳动很小，一般都在国

标允许范围内，并不影响使用。

图7  砂轮内部砂粒的排列分部结构

图8  砂带砂粒的排列及微观结构

图9  正常生产时因缸面问题停机磨缸费用比较

图10  借其他原因停机时二种磨浆方式费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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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7-04(修改稿)]

表2  砂带磨和柔性珩磨这两种磨缸的速度和几何精度对比

磨削速度

磨缸时间

经过一次磨削之

后，烘缸缸面的几

何精度（改善或恢

复几何精度）

经过多次磨削对几

何精度的影响

项目

工艺方法

砂带磨

（30-45）m/s

≤2天

柔性珩磨

1.5m/s

≥7天

砂带磨缸不需要切削液，磨掉的

砂粒和铁屑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8）砂带磨削还有许多优点，比

如发热小而形成冷态磨削，被磨削表

面形成压应力有利于提高疲劳强度

（砂轮磨削产生拉应力）等，不再赘

述。

1 . 3 两种磨削方式对烘缸磨削后的

几何精度影响情况对比（如表2）

2  结论

2 .1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砂带磨削是

首选

中高速纸机的“期间费用”占有

磨缸成本的绝对数值。另外，高速纸

机之所以能够稳定运行，各种零部件

的精度尤其是辊子类部件的精度是

基本保证。无论是考虑资金的时间成

本，还是考虑对烘缸几何精度的提升

和保持，砂带磨削都占有绝对优势。

所以，在因烘缸表面问题而停机磨缸

（也就是因烘缸表面原因停机磨缸）

情况下，应当首选砂带磨削方式磨

缸。

目前我国的砂带磨削技术水平虽

然发展缓慢，但是应对烘缸的精度和

表面质量已经绰绰有余。随着人们对这种磨削工艺的逐

渐了解，造纸行业的在线砂带磨削烘缸技术将会逐渐

发展与普及。

2.2 偶尔个别情况也可以采用柔性珩磨

如果因其他原因导致大于5天以上的较长时间停

机，在磨缸方面就不再考虑期间费用和利润等问题。此

时也可以考虑柔性珩磨。这样磨削以后烘缸的几何精度

也能够保证生产要求，由于柔性磨缸方式非常普及、价

格低廉，能节省几万元的费用。

注：（1）按照每吨1000元利润计算，按照机台产量每天30吨计算。（2）按照每吨2000元计算，按照

机台产量每天30吨计算。

表1  两种磨缸工艺对抄纸生产厂家的费用对比表

1

2

3

4

5

6

总计

序号 项目

甲方机台操作工人工资/元

甲方磨缸人员工资/元

材料消耗/元

减少利润[注（1）]/元

期间费用[注（2）]/元

估计磨缸价格/元

因缸面不能满足抄纸要求而磨缸/万元

借用其他原因停机期间的磨缸/万元

砂带磨

8820

4200

1315

210000

420000

0

64.43

0.55

柔性珩磨

自己磨缸

8820

0

1316

210000

420000

12000

65.21

1.33

柔性珩磨

请厂家磨缸

2520

1200

2000

60000

12000

0

7.77

0.32

砂带磨

自己磨缸

2520

0

0

60000

12000

85000

15.95

8.50

砂带磨请

厂家磨缸

柔性珩磨

在纸机现场使用砂带磨削方式磨缸时，由于烘缸

在出厂之前已经做了很高精度的动平衡（我们要求是

G2.5），使得烘缸能够很稳定地围绕轴心缓慢旋转进

给，再加上砂带磨削的切削抗力小，经过磨削后能进一

步减小烘缸出厂时的径向跳动量，能够获得比出厂的几

何精度以及国标规定的精度都要好得多的结果。

(5）砂带磨削表面粗糙度可以轻易达到Ra0.1，完

全能够满足国标Ra0.8的要求。

(6）砂带磨削综合成本最低。见表1。

将表1中的最终数据绘制成柱状图。见图9、图10。

(7）没有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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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景兴纸业为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在工艺控制结合

变频节能技术上，对生活用纸碎浆系统摸索出一套高效节能

的、自动多速段碎浆工艺技术。生产实践证明其节电效果显

著，碎浆电耗大幅下降。

关键词：节能降耗；碎浆机；变频器；生活用纸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issue 
paper, Jingxing Paper developed a repulping technology with an 
efficient energy saving and multi-speed control combined with 
converter control technology. It’s proved that the technology 
signif icantly reduced the power consumption in repulping 
processes.
Key words: energy saving; pulper; converter; household tissu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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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的多速段碎浆技术在生活用纸上的应用
⊙ 李六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200)

Efficient energy saving and multi-speed control repulping technology 
applied in tissue paper production
⊙ LI Liu-bai (Zhejiang Jingxing Paper Joint Stock Ltd., Jiaxing 314200, Zhejiang, China)

李六柏先生，公司生活用纸造

纸部副经理，工程师；主要从事

生产设备管理及技术优化改造

等工作。

近年来，生活用纸行业飞速发展，产能急剧上升，

至2017年12月我国生活用纸产量已达1295.7万t。因产

能的急剧上升、原料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竞争异常

激烈，整个行业已进入了微利时代。景兴纸业紧紧围绕

“节能减排，科学发展”这一主题，从生产过程中的技

术节能上大胆尝试、创新突破，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

浙江景兴纸业生活用纸线于2015年5月全部开机投

产，纸机采用安德里茨先进的幅宽2850mm、运行车速

1800m/m i n生产线和整套制浆工艺，单条生产线年产

能3万t。在对生产运行过程的监控中，发现碎浆系统工

艺流程段具有节能空间，通过自主摸索，研发出了多速

段碎浆技术，实现了碎浆系统的节能优化，效果显著。

在生活用纸碎浆系统工艺上的技术创新点：将变

频调速技术与生产工艺段相融合，摸索出高效节能的、

全自动的多速段碎浆技术。该技术已在三套20m3碎浆

系统中投入使用，通过近二年的实践验证，技术可靠、

节能效果显著；操作控制方面由DCS全自动控制，操作

使用非常便捷。升级改造成多速段碎浆技术碎浆后，碎

浆系统吨纸耗电下降了44.7%。

1  碎浆系统工艺及设备

1.1 碎浆工艺流程

生产实践PRoDucTion

51
Oct., 2018  Vol.39, No.2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表1  长纤多速段碎浆控制工艺时段参数

时间/min

碎浆机频率/Hz

白水泵频率/Hz

碎浆时段
T1：

加水

2 

20 

50

9 

50 

5

T3：

疏解

1.5

25 

25

T4：

抽浆

0.5 

20 

40

T5：

清洗

1 

40 

50 

T2：

上料

生活用纸碎浆系统普遍采用间歇式碎浆工艺：有

上料、加水、打浆、卸料、清洗等过程段，因操作复杂步

骤多，多设计采用全自动控制。每锅碎浆1.5t木浆（时

间：长纤15min,短纤13min）：由补水阶段、进料阶段、

打浆阶段、抽浆阶段组成一个碎浆循环，整个过程碎浆

机与碎浆白水泵恒速运转。如图1。

1.2 碎浆系统设备配置

20m3碎浆系统主要设备构成：20m3立式碎浆机

（160kW）、碎浆白水泵（45kW）、滚筒式输送机、链板

输送机、碎浆卸料泵及辅助设备构成；碎浆机将木浆打

散成浆料，滚筒式输送机与链板机功能是将木浆输送

至碎浆机内，白水泵对碎浆机加水及清洗，碎浆卸料泵

将碎好的浆料抽走。详见图2。

1.3 碎浆工艺的观察分析

(1）碎浆机的做功段在碎浆阶段，在碎浆开始的补

图1  碎浆工艺流程

水段与碎浆完成的抽浆段设备高速运转存在电能的浪

费现象，可以通过降速的措施降低该时段的运转速度，

减少电能消耗。

(2）碎浆白水泵做功段在补水阶段，在打浆段及抽

浆段常开白水泵存在电能浪费，可以通过降速的措施降

低该时段的运转速度，减少电能浪费。

(3）对碎浆机及碎浆白水泵安装变频调速：碎浆机

与碎浆白水泵在不同的时段，根据工艺做功需要进行多

速段控制；改进原有的控制逻辑，将多速段控制融入原

有的全自动碎浆逻辑控制中，升级成新的高效的多速段

碎浆控制。

2  多速段碎浆技术实施方案

2.1 碎浆系统安装变频调速

对碎浆机、碎浆白水泵安装变频调速器，控制方式

图2  碎浆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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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CC启停控制改为变频调速控制，对碎浆机及碎浆

白水泵进行速度调节。根据碎浆机为重载负荷运行、并

且负荷波动大的特性，因此在变频选型上需考虑选用重

载变频、具备转矩控制功能，以满足大电流冲击及启动

转矩大、调速频繁等工况环境。我们选用ACS880系列

变频器，使用重载运行模式；经调试投用后，重载启停

运行正常、频繁调速运行正常，满足工况需要。

2.2 控制系统升级为多速段碎浆全自动控制

多速段碎浆为全自动控制，整个过程不需要人为

调节运行频率。因此对DC S控制的碎浆系统控制逻辑

进行升级：将多速段控制频率切换融入到原有的自动打

浆控制逻辑中，运行频率的切换根据碎浆工艺，在碎浆

的不同阶段自动改变运行频率切换速度：（1）碎浆加水

阶段:碎浆低速运转/碎浆白水泵高速运转；（2）碎浆阶

段:碎浆机高速运转/碎浆白水泵低速运转；（3）抽浆阶

段:碎浆机低速运转/碎浆白水泵低速运转。整个碎浆

过程自动调节自动循环打浆，不需要人工操作控制；对

长纤碎浆与短纤碎浆进行分类控制。DC S控制画面如

图3。

2.3 多速段碎浆工艺的时段参数优化

在保证碎浆质量、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下，根据长

纤木浆与短纤木浆的特性，分别优化调试，摸索出长、

短纤碎浆多速段控制时段参数，并通过生产实践验证。

因长纤木浆相对于短纤而言难以碎解，因此长纤在T3

时段延长2m i n。长纤多速段控制如表1,短纤碎浆多速

段控制如表2。

2.4 碎浆机与白水泵运行频率的优化

碎浆机主要功用在打浆时段T3，因此在T3打浆时

段50H z运行高速打浆；在其它辅助时段在满足生产工

艺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运行频率，减少电能的浪费。比如

在碎浆机T1加水段、T4抽浆段将碎浆机的运行频率调

至低速运转。碎浆白水泵作用是给碎浆机补水及清洗，

因此T3打浆时段调整至低速运转，T1、T5需要大量用

水时段再调整高速运转。频率调速情况见图4。

3  多速段碎浆系统效果评估

景兴纸业2850mm新月型纸机系统配套的20m3碎

浆系统，2016年开始摸索研究多速段碎浆技术进行碎

浆，后逐步推广应用到公司三条生产线的碎浆系统上。

通过生产运行中优化调整，多速段碎浆技术现已日趋成

图3  DCS控制系统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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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6-14]

表2  短纤多速段碎浆控制工艺时段参数

时间/min

碎浆机频率/Hz

白水泵运行/Hz

碎浆时段
T1：

加水

2 

20 

50 

7

50 

5 

T3：

疏解

1.5

25 

25 

T4：

抽浆

0.5

20 

40 

T5：

清洗

1 

40 

50 

T2：

上料

表3  20m3碎浆机系统日耗电对比

碎浆机

白水泵

合计

恒速碎浆电耗  

/(kW.h/d)

989.14

417.94

7407.08

245.66

331.32

576.98

节电量

/(kW.h/d)

24.8

79.3

41

节电幅度

/%

743.48

86.62

830.10

多速段碎浆电耗

/(kW.h/d)

表4  碎浆系统能耗单耗对比

恒速碎浆

/(kW.h/d)

22.6 44.7

单耗降幅 

/%

12.5

多速段碎浆

/(kW.h/d)

注：20m3碎浆系统用电数据

熟，完全可以满足生活用纸碎浆工艺的要求，碎浆质量

改造前后完全一致。为验证多速段碎浆技术的经济效

果，我们对碎浆机及碎浆白水泵安装电度表，从实际用

电对比分析，验证效果。

统计改造前后电耗情况分析：改造升级多速段碎

浆后，碎浆系统的吨纸耗电下降40%，其中碎浆机的耗

电下降25%，碎浆白水泵的耗电下降高达79%，节能效

果显著，见表3。

改造前恒速碎浆用电单耗22.6kW.h/t纸，多速段

碎浆技术应用后用电单耗12.5kW.h/t纸；碎浆单耗下降

10.1kW.h/t纸；2850新月型1800m/min高速纸机年产量

按3万t计算，电价平均0.6元/度；则三台纸机每年节省电

费4.54万元。10个月可收回系统改造的投资成本。

4  结束语

通过对生活用纸碎浆系统进行多速段碎浆技

术优化，碎浆吨纸单耗由22.622.6kW.h/t下降至

12.522.6kW.h/t，工艺的创新应用达到碎浆系统节能

高效的目标，给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多速段

碎浆技术的创新摸索中解决的技术难点有：碎浆机重

载运行中频繁调速负荷冲击问题、碎浆多速段的工艺合

理划分、全自动控制逻辑优化等。通过实践证明该技术

切实可行，在生活用纸碎浆系统上具有推广应用的价

值。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是企业在当前激烈竞争环境

中的努力方向，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生产成本，为企业创

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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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碎浆机与白水泵运行频率 

(a)碎浆机

(b)白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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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灰纸板由再生废纸生产而成，属于环保型绿

色包装材料。造纸机网部通常由多只圆网笼或多层成形

网叠加组成。单面灰纸板面层由废旧报纸作为原料，底

层由废旧瓦楞纸箱作为原料，芯层主要由废旧木材、废

旧家具板、废旧建筑模板、废毛竹等经过蒸汽预浸及热

磨而成的纤维原料和废旧瓦楞纸箱混合作为原料，同时

在芯层中添加适量的细小纤维、胶料和填料来确保单

面灰纸板的挺度、层间结合力、松厚度。单面灰纸板可

以在造纸机上一次成形，定量范围300～650g/m2，厚

度范围：0.5～1.1mm。单面灰纸板正面为灰色，反面为

淡黄色，经模切、分切后可以作为啤酒及其他液体饮料

的垫罐纸；使用2～5层单面灰纸板通过复合机粘合成双

面灰纸板，厚度范围：1.5～2.5mm，可以用于皮鞋盒、

相册、儿童拼图、挂历、文件夹等；单面灰纸板纸面一

般比较光滑和平整，再与高档涂布白纸板复合后在表面

印刷上一些立体感较高的精美图案，可用于手机盒、酒

盒、月饼盒、茶叶盒、鲜花盒等。

单面灰纸板翘曲是造纸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

纸病，纸板翘曲对于复合、印刷和后续加工会产生严重

不良影响。下面就单面灰纸板翘曲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

预防措施探讨。

1  翘曲的特征形式

单面灰纸板纸翘曲变形的主要原因是纸张两面的

纤维吸水润胀或干燥过程中失水收缩不一致造成的。

单面灰纸板翘曲分为纵向翘曲（翘曲轴线和纸机运行方

摘 要：探讨了单面灰纸板翘曲的特征形式，从成品纸水分、

干燥两面差、干燥速率、干网选型及张力控制、纸面温度、

打浆度、纸张两面性、压榨部分影响、速度影响等九个方面

对灰纸板产生翘曲的原因做了详细分析，同时提出了预防措

施。

关键词：灰纸板；翘曲原因；预防措施

Abstract: Warpage characters of single-side grey paperboard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which reasons were analyzed from 
nine aspects, including moisture, two-side dryness differences, 
drying speed, fabric former, tension control, surface temperature, 
pulping degree, properties of two sides, the influence of press 
and speed. The precautions for paperboard warpage were also 
introduced.
Key words: grey paperboard; reasons for warpage; pre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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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同）；横向翘曲（翘曲轴线和纸机运行方向垂直）；

斜翘曲（对角线翘曲）三种，最为常见的是横向翘曲，斜

翘曲比较少见，这三种翘曲又可以按照单面灰纸板向正

面（中间凹下、两边向上卷起）和反面（中间凸起、两边

凹下）翘曲来区分。

2  翘曲原因的分析及相关措施

2.1 成品纸水分

空气的相对湿度要和单面灰纸板含水率基本一

致，水分一般控制在6%～8%，单面灰纸板密度较大的

反面比正面膨胀或收缩的厉害，当成品纸水分小于空

气相对湿度，纸张要吸收空气中水蒸气，于是向反面翘

曲；当成品纸水分大于空气相对湿度，纸张中水分继续

蒸发起到干燥作用，纸张向正面翘曲。

2.2 干燥两面差

单面灰纸板正反两面干燥速率不一致会导致纸张

两面水分不一致，纤维收缩也不一致。蒸发少的一面，

也就是干燥能力弱的一面收缩率要大，由于收缩而产生

的内应力将纸张向这个面收拢而翘曲。单面灰纸板在干

燥过程中如果上排烘缸供给蒸汽压力不足，纸板则向反

面翘曲，如果出现类似情况，采取适当增加上排烘缸的

蒸汽压力至0.3～0.5MPa,同时等量降低与纸板正面接

触的下排烘缸蒸汽压力，保证成品纸水分稳定。通过差

温干燥的方法可以抵消由于纸页正反两面纤维组成及

排列等差异而引起的翘曲。

2.3 干燥速率

当湿纸页进入烘缸后，前排1～4号烘缸温度不宜

太高，缸面温度不大于60℃，干燥不能剧烈，多组烘缸

的蒸汽压力逐步升高，以防纸板收缩变形太快而产生

翘曲现象，尤其是纸板两边收缩太快太大。同时要严格

控制好单面灰纸板干燥部分的干燥曲线，相邻上下烘缸

的缸面温度差不超过10℃。防止纸板某一面干燥过急，

保证烘缸之间的纸板自由收缩率一致（一般是两边收

缩大于中间而产生翘曲）。单面灰纸板两面的纤维特性

不同，细小纤维及填料的留着率也不同，正常运行条件

下，贴近纸板正面的下排烘缸蒸汽压力要低于上排烘缸

蒸汽压力。

2.4 干网选型与张力控制

聚酯干网张力一般控制在3～5k N/m，干网太松

纸板干燥效率降低，适当加大干网张力，减少纸幅牵引

力，有利于减小烘缸出口纸幅收缩率，减轻翘曲现象。

一组低温烘缸通常使用平织或扁丝干网，透气度150～

200CFM，干网表面细腻有利于提升单面灰纸板表面平

滑度；二组中温烘缸使用小环螺旋干网，透气度300～

500CFM；三、四组高温烘缸使用中环螺旋干网，透气

度700～1000CFM，其中第四组又分为上下排烘缸，可

以实现独立供汽校正单面灰纸板翘曲。每组上、下干网

透气度要选择一致，否则，纸幅正反两面干燥不一致且

在干燥区域内会颤动。

2.5 纸面温度

卷纸缸上纸面温度宜控制在45～50℃，温度偏高，

单面灰纸板可塑性较强，容易变形翘曲；冷缸的缸面温

度不能太低，夹套式冷缸的冷却水水量如太大，缸面温

度偏低会出现缸面两侧有水珠出现，哪只冷缸缸面温度

低，接触的一面纸页骤然收缩，单面灰纸板会向贴近那

只缸的一面翘曲。

2.6 打浆度

当浆料过度打浆时，纤维打浆度变高，纤维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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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低，保水能力变强，纤维结构松弛，内聚力下降，纤

维的收缩变形也会增加，成品单面灰纸板产生翘曲的

可能性就会增加。单面灰纸板面浆报纸浆料经过双圆

盘磨，打浆度宜控制在45～50°SR，湿重4.5～5.0g；反

面的黄纸板浆料长纤维也需要经过双圆盘磨适度切断

和分丝帚化，打浆度宜控制在25～30°SR，湿重4.0～

4.5g，打浆度不宜过高是为了保证纤维的适当膨胀弯曲

能力。

2.7 纸张成形的两面性

调节好网部的水腿，低、高真空吸水箱的真空度，

确定合适的“水线”位置，“水线”太短会导致细小纤

维、胶料和填料留着率降低，单面灰纸板成形的两面性

加大，产生翘曲的可能性会增加。

增加助留剂（聚丙烯酰胺）的用量，吨纸使用

200±50g，这样可以增加细小纤维、填料和胶料的首程

留着率，以防止纸板正面粗大纤维多于反面，控制适当

的浆料首程留着率既能提高成品纸灰分和强度，降低生

产成本，又能将热磨机械浆料纤维之间的空隙部分填

实，从而减少单面灰纸板产生翘曲的可能性。

2.8 压榨部的影响

调整好各道压榨部的线压力，以“逐步递增”为原

则，目的在于防止在压区内，水力冲刷作用会产生纤维

滑动移位，细小纤维、胶料和填料再次垂直分配，导致

单面灰纸板的两面性，一般情况下，预压榨线压力10～

30k N/m；真空压榨线压力40～60k N/m;大辊径压榨

线压力200～250kN/m；光泽压榨线压力40～50kN/m。

适当的线压力既有力于单面灰纸板的干燥，又有利于改

善单面灰纸板表面平滑度。同时每一道压榨不允许出现

“偏压”情况，即工作侧和传动侧线压力要一致，防止

纸页两边水分不同而产生翘曲。

选择好各道压榨辊的中高，中高过大，纸板中间水

分低，两边水分高，干燥后纸幅中间紧两边松，纸幅两

边容易翘起；中高过小，纸板中间水分高，两边水分低，

干燥后中间松两边紧，纸幅中间容易凸起。

加强毛毯的洗涤，使用步进数控式移动喷水管，让

喷水管移动速度和毛毯运行速度相吻合，确保毛毯每

个部分都得到彻底洗涤；间歇式在线添加毛毯保洁剂

和水温调到45～50℃，这样使用有利于保证毛毯全幅脱

水均匀，单面灰纸板的横向和纵向含水一致也可以减少

翘曲现象。

2.9 速度影响

在造纸机网部，纵向纤维的排列要比横向纤维的

排列强，纤维本身纵向收缩是横向收缩的十分之一。在

叠网纸机上，将浆料速度与成形网速度比值控制在0.95

～0.98比较合适，纤维的纵横向排列差别不大，单面灰

纸板纵横向挺度比值会降低。适当提高浆网速比有利于

控制单面灰纸板的纵向翘曲。

调整好造纸机各传动分部的线速度，在保证纸幅

不打褶的情况下，尤其在网部和压榨部让纸幅处于松弛

状态，纤维结合力不易被破坏，从而保证了单面灰纸板

的挺度和预防单面灰纸板的翘曲。

3  结语

单面灰纸板的翘曲是由于纸页在生产过程中本身

收缩不一致，两面受力不均衡而产生的。实际生产过程

中，往往由于设备配置不合理、操作规程不完善、生产

工艺不科学，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单面灰纸板翘曲。

总之，关注生产中每一个细节，分析原因并对症下药，

完全可以控制灰纸板翘曲的产生。

[收稿日期: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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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字典纸具有纸质薄、不透明度高等特点，纸薄而强

韧耐折，纸面洁白细致，质地紧密平滑，稍微透明，正反面不

易透印，有较好的抗水性能。由于字典纸用于加工阅读类书

籍，为降低读者的疲劳度，当前各生产厂家主要通过提高纸页

的白度、提高印刷质量，通过对读者视觉的积极作用来实现，

但此种方法投资成本高，收效一般。而本文通过研究一种薄

荷香型字典纸的生产方法，通过对读者嗅觉的积极作用，降

低疲劳度。

关键词：字典纸；香料；疲劳度

Abstract: Bible paper, mainly used for making books, is a kind 
of yoshire paper with high opacity, strong tensile resistance, 
high brightness, smooth texture, slight transparency, and good 
water resistance. In order to reduce readers’ fatigue degree 
during reading, Bible paper producers often improve the paper 
brightness and printing quality, trying to realize good visual 
effects. However, this method is of high cost and little effect. So 
in this paper, a production method of mint-aroma Bible paper 
was introduced, which tries to reduce readers’ fatigue through 
olfaction effect.
Key words: Bible paper; perfume; fatigu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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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纸是一种由木纤维纸浆生产的薄型高级印刷

纸，具有纸质薄、不透明度高等特点，纸薄而强韧耐折，

纸面洁白细致，质地紧密平滑，稍微透明，正反面不易

透印，有较好的抗水性能。主要用来印刷圣经、字典、工

具书、其他宗教用书等一类页码较多、使用率较高、便

于携带的书籍，而且处于节省航空邮费的目的，现在字

典纸还用于印刷航空快递的资料等。字典纸定量范围

一般在28～35g/m2之间，多数用于胶版双面印刷，所以

要求字典纸具有较高的不透明度和抗水性能，避免出现

“透印”现象，同时要具有良好的印刷适性，保证文字

及图案清晰。

由于字典纸用于加工阅读类书籍，为降低读者的

疲劳度，当前各生产厂家主要通过提高纸页的白度、提

高印刷质量，通过对读者视觉的积极作用来实现，但此

种方法投资成本高，收效一般。而本文通过研究一种薄

荷香型字典纸的生产方法，通过对读者嗅觉的积极作

用，降低疲劳度。

1  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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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为使香料快速有效地起到作用，在表涂系

统中香料与氧化淀粉混合使用，使用比例为香料∶氧化

淀粉=1∶10，生产过程中重点控制氧化淀粉使用温度，

由于温度过高会影响香料的气味，所以保证氧化淀粉使

用温度不超过50℃，通过表涂浓度来调整加药量。

方案二：在短循环系统中加入香料，采用单独的制

备系统，通过流量来控制香料的加入量。两种方案的实

施效果对比见表3，成纸指标见表4。检测过程中保证检

测条件完全相同，全部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检测。

由表3分析可知，纸中香料含量相近的情况下，加

入表涂系统中香料消耗低，是加入短循环中香料消耗的

二分之一；由表4分析可知，加入香料后对成纸指标无影

本生产方法方案设计如下：

(1）由于字典纸用于双面印刷，且正反面印刷效果

相同，即要求正反面平滑度差尽量小，所以采用长网多

缸纸机生产，成纸定量控制在28～30g/m2，压光机钢

辊面与纸页的网面接触，以减小正反面平滑度差。

(2）选用纤维强度较高的针叶浆和阔叶浆作为原

料，采用混合打浆的方式，由于成纸定量较低，故而为

保证纸面匀度，原料打浆度尽量高。

(3）选用阳离子淀粉和聚丙烯酰胺型助留剂进行双

元助留，选用轻质碳酸钙作为填料，加量不宜过高，灰

分控制在15%以下。

(4）由于字典纸对印刷效果要求较严格，所以助剂

要具备表涂系统，在纸页正反面表涂有助于印刷效果的

助剂。

(5）生产过程中合理控制干燥曲线，避免因强干燥

出现纸页掉粉、平整性差等问题。

(6）薄荷味香料的选择必须是无毒无害产品，必须

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香料的加入按照两种设计方

案进行，一种方法是在表涂系统中加入，通过表涂浓度

调整加入量；另一种方法是香料在短循环系统内加入，

通过流量控制来调整加入量，两种加入方式的优选需

根据实验情况确定。

2  生产过程

2.1 打浆工艺

由于成纸定量控制在28～30g/m2之间，纸页较

薄，为保证纸面匀度，浆料打浆度尽量高一些，使用强

度较高的针叶浆，并采用混合打浆的方式，盘磨使用两

台切断、两台帚化，针叶配比控制在35%～45%，打浆度

控制在78～82°SR，可根据生产过程适当调整。打浆纤

维分析数据见表1。

2.2 抄纸工艺

采用进口成形网，目数在300目左右，抄纸过程中

重点控制车速为设计值400m/m i n，合理控制干燥曲

线，避免强干燥，纸机各部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为保证纸面匀度状态良好，水线尽量长，网部真空尽量

小，纸机各部参数见表2。

2.3 香料加入方式的选择

表1  纤维分析数据

纤维平均长度/mm

纤维平均宽度/μm

纤维匀整度/%

纤维帚化率/%

纤维帚化分布/% 0级

         1级

         2级

         3级

分析项目 实测值

1.072

29.1

见图1

43.8

47

31

12

10

表2  纸机各部参数

刮水板数量

水印辊入网深度/mm 

喷浆口开度/mm 

水印辊真空/% 

压光机压力/(kN/m) 

前干用汽量/MPa 

匀浆辊转速/(r/min)

在线水分/%

增强剂流量/(l/min) 

浆内施胶剂流量/(l/min) 

浆网速差/(m/min) 

振幅/mm

振次/次

卷取车速/(m/min)

后干用汽量/MPa

料门流量/(L/min)

在线灰分/%

助留剂流量/(L/min)

功能助剂加量/(kg/t纸)

6块

-10

5.8

31

75/-0.55/0.50

0.075

300

4.5

25

25

-8

13.0

425

400m/min

0.013

1117.2

13.6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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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嗅觉评估分为浓烈、适中和轻淡三个等级

表3  两种香料加入方式实施效果对比

纸中香料含量/% 

嗅觉评估

香料加量/(kg/t纸)

0.10

适中

0.5

方案二

0.12

适中

0.2

方案一

表4 成纸指标

定量/(g/m2) 

厚度/μm

紧度/(g/cm3) 

抗张强度/(kN/m)  

伸长率/%

白度/%

不透明度/%

挺度/mN（5mm弯矩)

灰分/%（灼烧）

表面强度/(m/s) 

纸面匀度状态

检测结果

29.9

33.8

0.88

1.75

2.7

88.8

73.9

21.6

15.5

1.29

优

方案一

30.1

34.1

0.88

1.77

2.6

88.9

73.8

21.5

15.4

1.35

优

方案二

29.8

33.9

0.89

1.76

2.6

88.9

73.8

21.8

15.7

1.33

优

未加香料

图1  纤维匀整度分布

[收稿日期:2018-06-05]

响，不同的香料加入方式对成纸指标也无影响。

3  结论

采用本方法生产薄荷香型字典纸是可行的，香料

的加入量可根据市场需要适当调整，由于香料的加入量

较少，所以吨纸成本影响不大。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中国浆纸环保论坛”

“中国造纸周”系列活动之三

   随着我国环境政策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造纸行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环

保形势，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不断强化实施，对造纸产业推进清洁生产、污

染减排、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使我国制浆造纸企

业深入了解和适应我国环境管理形势的变化，做好技术准备和积极的应对措

施，为此，召开“中国浆纸环保论坛”。

主办：中国造纸协会

承办：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时间：11月12日

地点：宁波开元大酒店（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812号）

联系：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商务垂询：张亮 13241862441，会务垂询：董妍 

13552353373，2218296108@qq.com。

中国造纸协会环 境保护专业委员会，王华同：01 0 - 6 8 3 9  6 5 4 4，     

wanghuatong@chinappi.org。

论坛详情和最新进展，敬请关注：中国造纸协会网站：http://www.chinappi.org，

中国造纸协会微信公众号：中国造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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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纸的制备及应用

申请公布号：CN 108517725 A

发明人：杨飞　李艳丽　冯郁成　何伟健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磁性纸又称磁性记录纸，是特种纸中的一种。

20世纪60年代，首先应用于个别工业比较发达的国

家铁路系统的自动检票机上，近年来也被用到磁记

录、防伪、记忆、电磁转换、屏蔽、医疗及生物技术等

方面。

常用的磁性纸的制备方法包括定位合成法、细

胞腔加填法和涂布法。主要是在浆料里添加磁性材

料或在原纸上涂一层磁性材料而制得具有磁性性能

的功能纸。但是，这些制备方法通常存在制备工艺

复杂、纸张强度不高、均匀性不一致等问题，影响纸

张使用。因此，提供一种高强度、匀度好的磁性纸。

磁性纸的扫描电镜如图1所示。磁性纸所负载的

四氧化三铁的粒径为30～50nm。 

磁性纸的制备方法及步骤（表1）：

（1）在氮气氛围下，将NH3·H2O溶液迅速加入

到搅拌速度为1000r/min的二价铁盐FeCl2·4H2O或

FeSO4和三价铁盐FeCl3·6H2O的混合乙醇溶液中，得

到铁盐混合溶液。铁盐混合溶液中二价铁盐的摩尔

浓度优选为1.0～3.0mol/l，三价铁盐的摩尔浓度优

选为0.5～2.0mol/l，Fe2+(二价铁离子)与Fe3+(三价

铁离子)的摩尔比优选为2∶1～4。

（2）在氮气氛围下，向铁盐混合溶液中加

入碱溶液（N H 3·H 2O或Na O H，摩尔浓度优选为

1.0～15.0mol/l），使混合溶液的pH≥10，搅拌反

应，得Fe3O 4悬浮液。碱溶液的加入量按反应体系

中Fe2+与OH-(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比为1∶6～10配比

计算。搅拌反应的条件：温度25～35℃，搅拌速度

600～1200r/min，反应时间15～30min。

（3）取1g绝干麻浆，用质量分数为2%～6％的

PVA（聚乙烯醇，分子量为72600～81400g/mol）溶液

浸泡30～60min后洗涤干净，得到纸浆纤维；然后将

纸浆纤维加入到50mlFe3O4悬浮液中，混合均匀后倒

入真空抽滤装置中（无纺布与滤纸共同充当滤膜）

进行抽滤，得到Fe3O4/纸复合材料，将该材料在60℃

下真空干燥后热压，即得到所需磁性纸。

Fe3O4悬浮液与纸浆纤维共过滤的方式：将无纺

布与滤纸共同平铺在过滤装置上充当滤膜，然后将

Fe3O4悬浮液与纸浆纤维的混合溶液倒入过滤装置中

1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表1  磁性纸的制备工艺及检测

NH3·H2O溶液

　用量/ml

　摩尔浓度/(mol/l)

FeCl2·4H2O

　用量/ml

　摩尔浓度/(mol/l)

FeCl3·6H2O

　用量/ml

　摩尔浓度/(mol/l)

搅拌温度/℃

搅拌速度/(r/min)

搅拌时间/min

PVA溶液

　质量分数/%

　浸泡时间/min

裂断长/km

实施例 １

60

1.0

10

1.0

10

0.5

25

600

15

2

30

4.85

21

5.0

10

1.5

25

1.0

30

800

20

4

40

4.77

16

10.0

10

2.0

18

1.5

35

1000

25

4

50

4.63

15

15.0

10

2.5

17

2.0

35

1200

30

6

60

4.87

20

15.0

10

3.0

15

2.0

35

1200

25

6

60

4.52

２ ３ ４ ５

图1  磁性纸的扫描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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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真空抽滤。

纸浆纤维用量按每克(g)绝干纸浆纤维配比

50～150mlFe3O4悬浮液计算。

将实施例1～5中制得的磁性纸按照标准方

法测定纸张的裂断长；同时将按照标准方法QB/

T 3703-1999抄得的麻浆纸作为原纸（裂断长

3.82km），进行对比，检测结果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新型磁性纸的强度没有因

为Fe3O4粒子的添加而降低；与普通麻浆纸相比，其

强度反而升高，说明PVA在提高纸张强度方面起了

很大作用。

优点及效果：在有机相中利用化学共沉淀的方

法制备纳米磁性Fe3O4悬浮液，以NH3·H2O作为沉淀

剂，加入到Fe2+和Fe3+的混合溶液中；同时，将纸浆

纤维经PVA溶液浸泡处理，然后与Fe3O4悬浮液共过

滤，得到纳米磁性四氧化三铁负载纸。该方法操作

步骤简单，且制备过程中用到的均为可降解原料，

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此外，在有机相中制备四氧

化三铁，有效减少了四氧化三铁的聚集，使得到的

纳米粒子尺寸更小。且PVA作为一种常用的胶黏剂，

本身含有较多的羟基，纤维经PVA(聚乙烯醇)溶液

浸泡处理，使纤维表面含有更多羟基，成纸过程中

形成更多的氢键。以上操作使得到的磁性纸匀度更

一致，强度更好，适用范围更广。

适用性强的绝缘复合纸

申请公布号：CN 108515765 A

发明人：慕洪　王建伟

申请人：河南省亚安绝缘材料厂有限公司

绝缘纸可用作中小型电机的槽绝缘、匝间和层

间绝缘、衬垫绝缘芯及变压器绝缘。定子是在其铁芯

上卷绕线圈形成的，在绕线时，为了保证定子铁芯与

绕线线圈不发生接触，通常是在定子铁芯的齿槽内

插入绝缘纸再进行绕线。绝缘纸将起到线圈和在定

子内部旋转的转子之间的绝缘，不会引起短路，使线

圈不致因为短路而受到损伤。但现有的绝缘复合纸

适用性弱，使用时会导致绝缘效果不理想，使用的地

方会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为此，提出一种适用性强

的绝缘复合纸。

如图1、图2所示，该种适用性强的绝缘复合纸外

表面的顶部与底部均设置有纳米保护膜层。纳米保

护膜层外侧设置有聚乙烯涂料层；聚乙烯涂料层外

侧设置有耐压层，耐压层包括纱线层和黏胶层；耐

压层外侧设置有耐磨塑料层；耐磨塑料层外侧设置

有耐磨橡胶层，可有效地对绝缘复合纸进行保护，防

止出现损坏，也可对其进行抗压处理，防止因压力过

大而损坏，同时可对其进行耐磨处理，耐磨橡胶层的

厚度为5～10mm；耐磨橡胶层外侧设置有耐高温聚酯

薄膜层；耐高温聚酯薄膜层外侧设置有透气层；透

气层外侧设置有防火棉层；防火棉层外侧设置有高

弹防水涂料层，高弹防水涂料层的厚度为3～5mm；

高弹防水涂料层外侧设置有复合防水层；复合防水

层外侧设置有绝缘层。

综上所述，该适用性强的绝缘复合纸，在透气

层外侧设置有防火棉层，在防火棉层外侧设置有高

弹防水涂料层，并通过复合防水层和绝缘层的作用，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适用性强的绝缘复合纸结构

图2  耐压层剖视结构

1—绝缘复合纸  2—纳米保护膜层  3—耐压层  4—耐磨橡胶层  
5—透气层  6—高弹防水涂料层  7—绝缘层  8—复合防水层  9—
防火棉层  10—耐高温聚酯薄膜层  11—耐磨塑料层  12—聚乙烯
涂料层  13—纱线层  14—黏胶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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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可使绝缘复合纸达到适用性强的效果，解决了现有

的绝缘复合纸适用性弱，使用时会导致绝缘效果不

理想，使用的地方会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问题，同

时在纳米保护膜层外侧设置有聚乙烯涂料层，在聚

乙烯涂料层外侧设置有耐压层，并通过耐磨塑料层

和耐磨橡胶层的作用，可有效地对其绝缘复合纸进

行保护，防止出现损坏，也可对其进行抗压处理，防

止因压力过大而损坏，同时可对其进行耐磨处理。

浸渍纸涂胶机的涂胶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8486958 A

发明人：吴孔飞

申请人：江宜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浸渍纸由无纺布木浆与PE及植物纤维混合而制

成。具有超强的吸收力和抗溶解能力，同时也是非常

经济的低微粒脱离纸巾；具有耐磨、款式丰富、抗冲

击、抗变形、耐污染、阻燃、防潮、环保、不褪色、安

装简便、易打理的优点，可用于地暖等；广泛的用在

橱柜、衣柜、贝尔强化复合地板的贴面中。贴面的纸

张经过三聚氰胺胶水和一些试剂浸渍后，就是三聚

氰胺浸渍纸。浸渍纸和板材（密度板、刨花板、胶合

板）经过热压机钢板的热压成为饰面板材。

在生产浸渍纸的时候需要进行涂胶作业，传统

的浸渍纸涂胶机在涂胶的时候胶水容易出现漏涂的

情况，同时胶水层不均匀，为此需要一种浸渍纸涂胶

机的涂胶装置。

如图1、图2所示，浸渍纸涂胶机的涂胶装置基

板的一侧活动套接有水平设置的引导滚筒，引导滚

筒的一侧安装有与基板活动套接的涂胶滚筒，涂胶

滚筒的顶部安装有与基板固定连接的矩形接的进料

斗，进料斗的底部焊接有与其连通的连接管道，连

接管道靠近引导滚筒的一侧下方安装有吹气管道，

连接管道的底部开口处安装有与连接管道内侧壁固

定连接的引导毛刷，引导毛刷的底部安装有与连接

管道固定连接的挡板，引导毛刷伸出连接管道的一

端抵触有与连接管道底部焊接的弹性压板，弹性压

板远离引导毛刷的一端安装有调节机构，弹性压板

的底部安装有与基板固定连接的干燥气管，干燥气

管的下方安装有与基板活动套接的出料滚筒，进料

斗的底部内圈焊接有安装板，安装板的顶部沿其长

度方向等距焊接有与进料斗内侧壁固定连接的加热

板，安装板上开设有排料孔，安装板的底部安装有加

热管。

出料滚筒和涂胶滚筒伸出基板的一端均安装有

与基板固定连接的电机，调节机构中有与弹性压板

铰接的拉杆，拉杆远离弹性压板的一端铰接有推杆

电机，推杆电机远离拉杆的一端焊接有与连接管道

固定连接的固定板，干燥气管的一端安装有进气管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涂胶装置的结构

图2  涂胶装置安装板与加热板和加热管的结构

1—基板  2—引导滚筒  3—涂胶滚筒  4—进料斗  5—连接管道  
6—安装板  7—加热板  8—加热管  9—排料孔  10—挡板  11—
引导毛刷  12—弹性压板  13—调节机构  14—干燥气管  15—出
料滚筒  16—吹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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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干燥气管靠近涂胶滚筒的一侧下方沿其长度方

向等距开设有喷气孔，吹气管道与干燥气管的结构

一致，喷气孔位于吹气管道靠近引导滚筒的一侧下

方，连接管道的横截面为梯形结构，连接管道的宽

度沿进料斗至连接管道的方向逐渐变窄，弹性压板

和挡板位于连接管道底部开口处的两侧，且弹性压

板位于连接管道底部开口远离引导滚筒的一侧。

工作原理：将需要涂胶的浸渍纸沿引导滚筒、

涂胶滚筒和出料滚筒的方向缠绕，然后涂胶原料从

进料斗的顶部投入，同时经过安装板上的加热板和

加热管的加热，然后随连接管道流入连接管道底部

的引导毛刷上，这时候引导毛刷对涂胶滚筒表面的

浸渍纸进行涂胶。由于引导毛刷具有一定的柔软性，

从而在涂胶的时候胶水与浸渍纸的表面充分接触，

不存在胶水与纸张不接触的问题。同时利用调节机

构上的推杆电机推动拉杆运动，然后拉杆推动弹性

压板运动，从而调节弹性压板与涂胶滚筒之间的距

离，使弹性压板对引导毛刷进行涂胶的胶水刮离整

平，使浸渍纸涂胶表面平整均匀。该设计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快捷，在对浸渍纸进行涂胶的时候使浸渍

纸表面胶水涂胶充分，避免涂胶漏涂的情况发生，同

时对胶水进行刮离整平，使浸渍纸涂胶表面平整均

匀。

整体式热汽烘缸

申请公布号：CN 108486946 A

发明人：朱国荣　肖辉　刘铸

申请人：昆明纳太科技有限公司

蒸汽烘缸只有排水功能，没有排汽（气）功能，

导致其热能利用率不高，限制了对高温、高湿、高

潜热微压废热汽的利用；蒸汽烘缸的壁厚大、重量

大，导致传热慢，且造价高。

提出一种整体式热汽烘缸，降低成本的同时，

具有效率高，充分利用高温、高湿、高潜热微压废

热汽的特点。

如图1所示，整体式热汽烘缸包括缸体、三套管

和导流板。三套管由外套管、中套管和芯管组成。

三套管的一端从缸体一侧伸入到缸体内，另一端置

于缸体外。芯管的一端在缸体中部向下延伸至缸体

底部。置于缸体外的外套管、中套管和芯管分别设

有外套管对外接口、中套管对外接口和冷凝液排出

口。

管状传动轴设于缸体外的外套管外围，其一端

与靠近的缸体端盖相连，另一端安装传动齿轮，中

间安装轴承。管状传动轴通过旋转接头与缸体外的

外套管形成滑动密封连接。两个缸体端盖内侧分别

安装端盖轴承，形成外套管与端盖的配合运动，即

端盖相对外管套转动。在远离进汽口一端的缸体端

盖外侧固定安装操作侧轴头，操作侧轴头上安装轴

承，操作侧轴头与端盖轴承之间设有挡圈。置于缸

体内的外套管上方设有两片平板状外套管导流板，

其两端与内封板连接。两片外套管导流板延伸至距

离缸体内表面为整个缸体直径的1%的长度的位置，

外管套导流板之间的外套管表面上设有外套管通汽

孔。两片外套管导流板靠近缸体一端的距离，为距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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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整体式热汽烘缸结构

1—缸体  2—三套管  3—外套管  4—外套管对外接口  5—中套
管  6—中套管对外接口  7—芯管  8—冷凝液排出口  9—外套管
导流板  10—中套管导流板  11—外套管通汽孔  12—中套管通汽
孔  13—管状传动轴  14—旋转接头  15—缸体端盖  16—端盖轴
承  17—操作侧轴头  18—轴承  19—挡圈  20—传动齿轮  21—
弧形导流板  22—内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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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缸体内表面的2倍。置于缸体内的中套管下方设有

两片平板状中套管导流板，两端与内封板连接，两

片中套管导流板延伸至距离缸体内表面为整个缸体

直径的1%的长度的位置，中套管导流板之间的中套

管表面上设有中套管通汽孔。两片中套管导流板靠

近缸体一端的距离为距离缸体内表面的2倍。缸体内

的外套管与中套管通过导流板及套管表面上的通汽

孔与缸体相通。

通汽孔为一排等间距的小孔，便于将热汽均匀

扩散进入烘缸内壁或将已降温的排汽均匀收入排

汽管，排出烘缸。通汽孔也可为一条等宽的长缝。

小孔或长缝的总面积与相应管道通道面积比为

20%～100%。

芯管伸至离缸体内表面底部的距离小于中套

管导流板距离缸体内表面的距离，便于将冷凝液

排出，同时保证不会由于水淹阻塞中套管导流板导

汽。

如图1中的A部放大所示，缸体内侧设有凹槽，

以加大传热面积而提高传热效率。缸体内侧也可设

置其他形状的结构，例如散热片结构。

缸体端盖外侧设有保温层，减少不必要的散

热。

缸体内设置两片半弧形的弧形导流板，弧形导

流板与缸体同轴心，其中弧形导流板一端与外管套

导流板相连接，另一端与中管套导流板相连接。由

于弧形导流板与四片导流板连接，弧形导流板表面

距离缸体内表面的间隙距离也为整个缸体直径的1%

的长度。

弧形导流板的两端用内封板封闭，一方面为固

定弧形导流板，同时又可防止热汽从两侧进入缸中

而无法正确导向。内封板与缸体端盖之间留有一定

间隙，具体间隙为不影响轴承的安置确定，间隙有

部分热汽进入，并经烘缸端盖向外散热。进、排汽

对外接口的接入方向根据现场布置确定。

整体式热汽烘缸作为上层排列的烘缸或扬克

烘缸使用时，外套管对外接口用作进汽口，中套管

的对外接口用作排汽口。热汽从外套管对外接口

接入外来热汽，并引进缸体内的外套管，经过外套

管通汽孔进入到缸体内部，在外管套导流板的引导

下，向上方移动到达缸体内壁。热汽在与缸体同心

的弧形导流板的导流下，在缸体内的全幅及全周加

热范围均匀分布，从而将热量均匀传导给热汽烘缸

的缸体的内壁，并由缸体传导到缸体外侧的待烘干

的产品。完成热传导后，大部分蒸汽冷凝后变成冷

凝水，并聚集在缸体底部，或者形成水环吸附于缸

体内侧，此时冷凝水在缸体外的容积泵的动力作用

下，进入芯管，从冷凝液排出口排出；温度下降后的

热汽包含降温而未冷凝的水蒸气及降温的空气，这

些混合气体被作为“排汽”，在中套管导流板的引

导下，向上移动，经由中套管通汽孔进入中套管，最

终从中套管对外接口排出缸外。

该装置具有设备简单、投资小、热效率高等优

点。使高温、高湿、高潜热微压热汽的废热利用成

为可能。

整体式热汽烘缸作为下层排列的烘缸使用时，

中套管对外接口用作进汽口，外套管的对外接口用

作排汽口。热汽从外中套管对外接口接入外来热

汽，并引进缸体内的外套管，经过中套管通汽孔进

入到缸体内部，在中管套导流板的引导下，向下方

移动到达缸体内壁。热汽在与缸体同心的弧形导流

板的导流下，在缸体内的全幅及全周加热范围均匀

分布，从而将热量均匀传导给热汽烘缸的缸体的内

壁，并由缸体传导到缸体外侧的待烘干的产品。完

成热传导后，大部分蒸汽冷凝后变成冷凝水，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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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整体式热汽烘缸应用于热风穿透干燥余热利用组合

系统的工艺结构

1—整体式热汽烘缸  2—热风穿透干燥器  3—热交换器  4—增压
风机  5—烘缸气罩  6—气罩排气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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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缸体底部，或者形成水环吸附于缸体内侧，此

时冷凝水在缸体外的容积泵的动力作用下，进入芯

管，从冷凝液排出口排出；温度下降后的热汽包含

降温而未冷凝的水蒸气及降温的空气，这些混合汽

体被作为“排汽”，在外套管导流板的引导下，向下

移动，经由外套管通汽孔进入外套管，最终从外套

管对外接口排出缸外。

为了降低热汽沿着弧形导流板的流动速度，可

以适当提高弧形导流板表面距离缸体内表面的间隙

距离，为整个缸体直径的5%的长度。相应地，外套

管导流板延伸至距离缸体内表面为整个缸体直径的

5%的长度位置，中套管导流板延伸至距离缸体内表

面为整个缸体直径的5%的长度位置；两片外套管导

流板靠近缸体一端的距离为距离缸体内表面距离的

5倍，两片中套管导流板靠近缸体一端的距离为距

离缸体内表面距离的5倍。

在对温度有均匀性要求和尺寸小的辊式加热

应用中，可采用简易的整体式热汽烘缸结构，如图

1，去除了弧形导流板及侧封板，其余结构相同。

如图2所示，为整体式热汽烘缸对热风穿透干

燥余热利用的组合系统，包括整体式热汽烘缸、热

风穿透干燥器和热交换器，热风穿透干燥器产生

的热汽（包含热蒸汽和空气）余热被输送到热汽烘

缸中再利用；具体过程是外部热源通过热交换器加

热空气，形成热空气送入热风穿透干燥器中，对湿

纸幅进行热风穿透干燥，热风穿透干燥产生的热汽

（包含热蒸汽和空气），经过增压风机，送入整体

式热汽烘缸中，经过热风穿透干燥的湿纸幅也经过

整体式热汽烘缸进一步热处理，此时产生的低品位

的热汽则被烘缸气罩收集，最终通过气罩排气风机

排出。增加风机具体选用高温离心风机，气罩排气

风机具体具有耐温轴流风机。

根据纸张热处理的工艺需要，纸幅也可先经过

热汽烘缸进行热处理，然后再经过热风穿透干燥器

进行热风穿透处理。

如图3所示，单烘缸自循环干燥系统的整体式

热汽烘缸包括第一、第二热交换器，第一、第二风

机5和加热气罩。外部热源通过第一热交换器加热

由第一风机抽取的热汽（最开始是空气），获得升

温的热汽送入整体式热汽烘缸中，整体热汽烘缸干

燥物料；从整体式热汽烘缸排气口出来的热汽则被

送入第二热交换器中，用于加热被第二风机送入的

空气，形成热空气再被送入加热气罩中对物料进行

加强干燥，由此产生的水蒸气和整体式热汽烘缸干

燥物料产生的水蒸气连同热空气一起被加热气罩

收集，经过第一风机又循环进入第一热交换器。如

此循环，湿纸页在连续烘干过程中，主要耗能仅用

在热风气罩排出的热汽加热升温过程中，而热汽的

热比容很小，干空气的热比容仅1.013kJ/kg·℃，水

蒸气的热比容仅2.0934kJ/kg·℃。而100℃水的蒸

发耗能需2256.6kJ/kg，20℃的水升温到100℃耗能

需334.944kJ/kg，可见节能效果非常明显。干燥系

统除了补充少量热汽升温热能外，仅需补充全系统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3  整体式热汽烘缸应用于单烘缸自循环干燥系统

图4  整体式热汽烘缸应用于多烘缸自循环干燥系统

1—热汽烘缸  2—第一热交换器  3—第二热交换器  4—第一风机  
5—第二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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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效率损失。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选用耐高温变

频离心风机。在运行时，需要控制第一风机和第二

风机的风量，以保持加热气罩内外的风压为0，既不

让外界的冷空气进入加热气罩，也不让加热气罩中

的热汽散失到系统外。

两个以上的单烘缸循环系统组合使用，形成多

烘缸自循环干燥系统，如图4所示为12个整体式热

汽烘缸组合多烘缸自循环干燥系统，其中两个烘缸

并联形成一套自循环系统。

节能高效高浓卧式水力碎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08486942 A

发明人：庄明磊

申请人：庄明磊

水力碎浆机从结构形式上可分为立式水力碎浆

机和卧式水力碎浆机。目前市场上所使用的卧式水

力碎浆机浆料浓度低、碎解效率低，无法添加相应

的化学药品，且动能消耗大，配套筛板的过滤面积

较小，筛浆能力偏弱，产量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为此，设计了一种节能高效高浓卧式水力碎浆

机。

如图1～图8所示，该种节能高效卧式高浓水力

碎浆机的机体呈椭圆柱体，其底部四周固定安装有

机体支撑架，机体支撑架底部设有减震万向轮装

置。

减震万向轮装置由位于机体支撑架底部且与机

体支撑架底部固定连接的缓冲器、位于缓冲器底部

且与缓冲器固定连接的万向轮支撑架、一端与机体

支撑架底部固定连接另一端与万向轮支撑架顶部

固定连接且套装在缓冲器外部的减震弹簧、位于万

向轮支撑架下方且开在万向轮支撑架下方的圆形通

孔、位于万向轮支撑架下方圆形通孔内且插装在万

向轮支撑架下方圆形通孔内的螺栓、位于万向轮支

撑架下方且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的轴承、位于轴承外

部且套装在轴承外部的万向轮、位于万向轮支撑架

一侧的刹车片共同构成。水力碎浆机体上方设有进

料装置，进料装置由位于水力碎浆机体上方的锥形

进料口、位于锥形进料口内且插装在锥形进料口内

的手动调节板、位于锥形进料口底部且与水力碎浆

机体固定连接的入料管道、位于入料管道上且固定

安装在入料管道上的抖动器共同构成。

水力碎浆机体上方且位于锥形进料口一侧设有

加药装置，加药装置由位于水力碎浆机体上方且位

于锥形进料口一侧的广口送药罩、固定安装在广口

送药罩上的药粉箱、开在药粉箱上表面的进药口、

固定安装在药粉箱上表面且位于进药口处的药盖、

开在药粉箱下表面上的出药口、固定安装在药粉箱

下表面上且位于出药口处的筛选网、固定安装在药

粉箱两侧的振荡器共同构成。

水力碎浆机体上方且位于锥形进料口另一侧设

有喷淋装置，喷淋装置由固定安装在水力碎浆机体

上方且位于锥形进料口另一侧的进水管、位于进水

管上固定安装控制阀、固定安装在进水管上且位于

控制阀一侧的流量计数器、位于进水管道末端的高

压喷头共同构成。

水力碎浆机体两侧分别设有螺旋搅拌装置，螺

旋搅拌装置由位于水力碎浆机体两侧且分别开在水

力碎浆机体两侧的圆孔、位于圆孔内且固定镶嵌在

圆孔内的轴承、位于水力碎浆机体两侧且分别固定

安装在水力碎浆机体两侧的旋转电机支撑架、位于

旋转电机支撑架的表面上且固定安装在旋转电机

支撑架表面上的若干个固定螺栓、固定安装在旋转

电机支撑架上且旋转端插装在轴承内的旋转电机、

位于旋转电机上方且固定安装在旋转电机上方的减

速器、与旋转电机旋转端固定连接且位于水力碎浆

机体内的螺旋轴、位于螺旋轴上且固定安装在螺旋

轴上的刀盘、位于刀盘轴向的螺旋绞龙共同构成。

水力碎浆机体内底部固定安装有过滤筛板，

机体底部设有出料管道，出料管道上设有出料控制

阀，水力碎浆机体一侧设有控制器，控制器分别与

进料装置、加药装置和螺旋搅拌装置电性连接；水

力碎浆机体采用不锈钢材质制成；缓冲器和减震弹

簧能够极大地增加缓冲性能，安全性能高，使水力

碎浆机体在移动和使用的过程中减少震动带来的

损坏，达到了减震的效果；水力碎浆机体可以通过

底部减震万向轮装置对该装置进行移动，并且通过

刹车片对该装置进行固定；进药口可加入适量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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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脱墨剂为白色粉末状固体，破坏油墨对纸纤维

的黏附力，使油墨从纤维上剥离并分散于水中；进

水管外部与热水水管道相连接，进水管内的水温一

般控制在60～95℃，温度越高碎解废纸的速度越

快，越省电；刀盘的数量为两个，刀盘工作时，浆体

在水力碎浆机体内形成巨大的冲击对流，使浆体迅

速有效地疏解；过滤采用较大过滤面积的筛板，增

强筛浆能力，从而可有效地提高碎解效率和碎浆产

能，相应降低单产能耗；控制器内设有PLC控制系

统，控制器内设有功能按钮和开关装置；控制器内

设有用电接口，用电接口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使用时，通过水力碎浆机体底部减震万向轮装

置进行移动，缓冲器和减震弹簧能够极大地增加缓

冲性能，安全性能高，使水力碎浆机体在移动和搬

运的过程中减少震动带来的损坏，达到了减震的效

果。移动到合适位置后，并通过刹车片进行固定，

将需要碎解的浆板、废旧书本、废旧纸箱等放入锥

形进料口内，调节手动调节板控制物料进料量。物

料通过入料管道进入搅拌干燥桶内，抖动器开始

工作，防止物料堵塞在入料管道内，打开进水管上

的控制阀，向水力碎浆机体内加水，高压喷头防止

浆体中的废塑料等质轻杂质附着在刀盘上。打开药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1—水力碎浆机体  2—机体支撑架  3—缓冲器  4—万向轮支撑架  5—减震弹簧  6—圆形通孔  7—螺栓  8—轴承  9—万向轮  10—刹车片  
11—锥形进料口  12—手动调节板  13—入料管道  14—抖动器  15—广口送药罩  16—药粉箱  17—进药口  18—药盖  19—出药口  20—筛
选网  21—振荡器  22—进水管  23—控制阀  24—流量计数器  25—高压喷头  26—圆孔  27—轴承  28—旋转电机支撑架  29—固定螺栓  
30—旋转电机  31—减速器  32—螺旋轴  33—刀盘  34—螺旋绞龙  35—过滤筛板  36—出料管道  37—出料控制阀  38—控制器  39—PLC
控制系统  40—功能按钮  41—开关装置  42—用电接口

图1  节能高效高浓卧式水力碎浆机的结构

图2  减震万向轮装置 图3  进料装置

图4  加药装置 图5  喷淋装置

图6  螺旋搅拌装置 图7  刀盘侧视图

图8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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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通过进药口加入适量脱墨剂，脱墨剂为白色粉

末状固体，筛选网除去脱墨剂中的杂质，振荡器防

止脱墨剂堵塞在药粉箱内，除杂过滤后的脱墨剂通

过广口送药罩进入水力碎浆机体内，脱墨剂破坏油

墨对纸纤维的黏附力，使油墨从纤维上剥离并分散

于水中。启动该装置，旋转电机开始动作，带动螺

旋轴上的刀盘对物料进行搅拌，减速器降低旋转电

机转速和改变传动方向，浆体在水力碎浆机体内形

成巨大的冲击对流，使浆体迅速有效地疏解，粉碎

搅拌后的纸浆体通过过滤筛板最后从出料管道排

出。

节能高效高浓卧式水力碎浆机的特点：通过位

于水力碎浆机体底部的减震万向轮装置方便移动，

使水力碎浆机体在移动和使用的过程中减少震动

带来的损坏，达到了减震的效果；水力碎浆机内的

双向螺旋搅拌装置使浆体在水力碎浆机体内形成

巨大的冲击对流，使浆体迅速有效地疏解；过滤筛

板采用较大过滤面积，增强筛浆能力；加药口可以

添加相应的化学药品，从而可有效提高碎解效率和

碎浆产能，相应降低单产能耗。

棉秆皮芯机械分离方法及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1230491 B

发明人：凌受明 易争志

专利权人：易争志

棉秆皮的韧性和强度都低于麻类韧皮，尤其在

干燥状态下，棉秆皮的韧性和强度变得更差。如何

成功地实现皮芯分离，且保证棉秆韧皮纤维在加工

过程中不被破坏，保持加工后的棉秆皮呈连续带

状，含杂质少，加工后的棉秆芯为毫米级碎屑状，几

乎不含果胶，成为制浆造纸的优良原料，是尚未解

决的难题。

提供一种棉秆皮与秆芯的机械分离方法及设

备。

棉秆皮与秆芯的机械分离方法及生产步骤：

（1）将棉秆的横截面挤压成扁裂状，使其在纵

向呈连续形态；（2）将扁裂状的棉秆水平推进，

每间隔2～6m m的长度施以打击力使其快速折弯

85°～90°，其打击力度控制在秆芯被快速折断并沿

垂直方向与棉秆皮分离而棉秆皮仍呈带状连续范围

内；（3）将带状棉秆皮以拨击频率为70～160次/秒

进行自由高频率拨击，去除附在棉秆皮上的残渣碎

芯；（4）以更高的拨击频率交叉自由拨击，将仍残附

在棉秆皮上的杂屑有效清除，得到合格的棉秆皮。

如图1～图4所示，棉秆皮芯分离机的两块墙板

直立于机座上，挤压装置为上下平行设置、相对碾

压、同步驱动的一对光压辊，上光压辊的芯轴两端

套在滑块上，滑块可在墙板上的滑槽内上下移动，

滑块的上部设置有控制滑块上下运动的加压压簧；

垂直打击装置由位于挤压装置出口处的给进打击

板和打击轮组成，给进打击板和挤压装置之间设置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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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棉秆皮芯分离机

图2  棉秆挤压扁裂过程 图3  扁裂棉秆垂直打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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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进弹簧将给进打击板推向打击轮，推进弹簧的

推力为3.6kg，给进打击板工作面为凸圆弧面，打击

轮为鼠笼式中空转轮，打击轮的表面为间隔一定距

离的圆柱状打手，打手的材质为冷拉圆钢或工程塑

料。给进打击板工作台面与打击轮径向保持1.5mm

原始间距；换向拨击出皮装置由鼠笼式中空转轮式

的换向轮和一对上下交叉鼠笼式中空转轮式上交叉

出皮轮和下交叉出皮轮组成，换向轮、上交叉出皮

轮和下交叉出皮轮的表面为间隔一定距离的圆柱状

工作面，每个工作面由光滑圆棒构成，换向轮置于打

击轮下方，换向轮的线速度为打击轮线速度的4倍，

换向轮高速旋转对带状棉秆皮自由高频率拨击后，

将棉秆皮抛给下交叉出皮轮，上交叉出皮轮和下交

叉出皮轮以换向轮的125％的线速度接过抛来的棉

秆皮，对棉秆皮进行交叉自由高频率拨击，并拉动

将棉秆皮快速输出。传动机构是上交叉出皮轮通过

皮带传动由电机驱动，同时上交叉出皮轮用齿轮驱

动下交叉出皮轮和换向轮，换向轮用齿轮驱动打击

轮，打击轮用齿轮驱动下光压辊，下光压辊用齿轮驱

动上光压辊，光压辊组的数量可达三级以上。

加工得到的棉秆皮呈连续带状，含杂量少，经

脱胶工艺处理后成为纺织纤维；加工得到的棉秆芯

为毫米级碎屑状，几乎不含果胶，成为制浆造纸的

优良原料。本棉秆皮芯分离机单机每小时可处理棉

秆54kg，可生产棉秆皮12kg，可生产碎秆芯40kg以

上，生产效率是手工作业的80倍。

有益效果：针对棉秆皮是纤维和胶质黏结而

成，有一定的韧性，而木质秆芯较脆硬，容易被折

断成碎段状的特性，先将棉秆碾压成扁裂状后再施

以一定力度的打击力，达到秆芯碎断，棉秆皮连续

的状态，实现两者在惯性作用下的初步分离，再进

行速度递增的两次自由拨击，实现棉秆皮与秆芯分

离的目的，分离出来的棉秆皮呈连续带状，含杂质

量少，经脱胶工艺处理后成为纺织纤维；由于将上

光压辊两端的轴套在滑块上，使上下光压辊的间距

能根据棉秆的粗细调整，保证碾压施力均匀；打击

板与打手设定准确恰当的原始隔距，配合独特的材

料及结构形态，可施以恰当的打击力度，既充分发

挥垂直打击的除芯杂效能，又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对

棉秆皮的损伤；换向轮采用鼠笼中空结构，让大量

由打手击落的碎芯杂屑可顺畅落地，换向轮、上下

交叉出皮轮线速度逐步递增，能及时、充分、顺畅

排杂除屑，转移、拨直、理顺秆皮，对棉秆皮没有损

伤。本设备的传动机构结构简单，无需专门的减速

机构，下光压辊直接驱动上光压辊、上交叉出皮轮

直接驱动下交叉出皮轮的传动方式，可确保上下光

压辊和上下交叉出皮轮同步驱动，不损伤棉秆皮。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说明：近期不时有读者打来电话询问作者的联系

方式，欲对某专利进行详细的技术沟通。提供专利信

息的目的是触类旁通、引以启发。作者本人并不是专

利的发明者，无法进行深层次的技术交流。致歉！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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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棉秆皮换向拨击出皮过程

图5  传动方式

1—墙板  2—机座  3—光压辊组  4—第二组下光压辊  5—第二组
上光压辊  6—第一组下光压辊 7—第一组上光压辊  8—给进打击
板  9—打击轮  10—打手  11—换向轮  12—上交叉出皮轮  13—
下交叉出皮轮  14—推进弹簧  15—滑块  16—滑槽  17—加压压簧  
18—电机  19—过渡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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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纸推出NSATOM ®纸类包装无
菌灌装技术

本刊讯（日本制纸 消息) 日本制纸（Nippon 

Paper）与日本四国化工（Shikoku Kakoki）联

合研发了NSATOM®无菌灌装系统，主要用于纸类

包装，预计将于2019年开始使用。

满足纸类包装的多元化包装需求

在此之前，两家公司曾联合研制了N S -

FUJI*1无菌灌装系统，主要用于饮品的纸类无菌

砖包装，该技术已使用15年。

目前在饮品市场，消费者对于饮料的安全和

卫生要求与日俱增，饮料消费也日趋多元化，饮料

的便携性能也变得尤为重要。

日本制纸最新研制的NSATOM ®无菌灌装系

统自动化程度较高，降低了人力成本，可以满足含

有小颗粒、长纤维或高黏度的液体饮料灌装要求，

有望逐渐取代塑料包装。

NSATOM ®无菌灌装系统特点

无菌纸质包装的特点：饮品纸类包装可以做

成多种特色外形，多元化的纸类包装更能够吸引

消费者；封口严紧，便携性强；特色外形和瓶口位

置充分配合，便于倾倒；主要有200ml、250ml和

300ml三种容量类型（图1）。

无菌灌装设备的技术特点：具有双层清洁区

和杀菌区；安装了灌装部自动清洁器，降低人力和

时间成本；使用IoT（物联网）技术进行设备日常维

护（图2）。

未来，日本制纸与四国化工将根据液体饮料包

装形势，继续整合纸箱、灌装机和维修服务的三位

一体系统，优化无菌灌装技术。

爱生雅研制出新型纸张施胶添加剂

本刊讯（爱生雅 消息) 爱生雅（SCA）近期

7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日本制纸NSATOM无菌灌装饮料包装模型

图2  NSATOM纸类包装灌装系统示意

8

图1  SCA爱生雅涂布添加剂

● 研发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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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种新型施胶添加剂，用于防水纸生产。据

悉，该添加剂生产流程为全绿色生产，有望取代传

统商业施胶助剂，提高防水纸的防水性能和光照

稳定性。

该产品主要由解聚木质素和阳离子多聚糖混

合制成，其中解聚木质素可从制浆过程副产品中

提取并进行二次利用，生产过程经济型较高，将由

爱生雅研发中心生产研制，目前还暂未投放市场。

瑞士Archroma公司推出造纸干强助
剂Cartastrength DST.03

本刊讯（Archroma 消息) 全球颜料与特种化

学品公司Archroma最新推出了Cartastrength 

DST.03系列高效干强液体添加剂，主要用于包装

纸和生活用纸生产流程，提高纸张生产工艺的胶

黏管理。

Archroma公司的造纸化学品主要用作造纸颜

料、涂布、增白剂和增强剂等，其中Cartastrength

系列化学品主要用于增强包装纸和生活用纸湿强

和干强性，提高瓦楞纸板生产质量，在保持纸板高

干强性的同时降低纤维消耗。

Cartastrength系列造纸化学品用于生活用

纸领域时，可以优化厨房用纸和餐巾纸生产，也能

降低淀粉使用，提高生活用纸柔韧性，此外还能有

效降低造纸废水化学需氧量。

此次新生产的Cartastrength DST.03系列

产品是一种高效干强液体添加剂，进一步提高纸

张强度，改善胶黏管理，适用于绝大多数纸和纸

板，尤其是以再生纤维为原料的纸类产品，此外，

Cartastrength DST.03在壁纸、卫生纸、废纸造

纸等领域都可使用。

Archroma总部位于瑞士赖纳赫（Reinach），

并在全球35个国家开展业务，员工总数约为3000

人。Archroma通过其三大业务部门，即纺织特种

化学品、造纸解决方案和乳液产品业务部门，提供

专业性能以及色彩解决方案，满足各地市场的客户

需求。

全球首套用于黑颗粒燃料生产的
BioTrac汽爆系统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维美德将为可再生能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维美德BioTrac连续式汽爆系统

图2  与生物质热电联产工艺配套使用的BioTrac黑颗粒生产流程示意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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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公司FICAP提供全球首套用于黑颗粒燃料生产

的 BioTrac连续式汽爆系统（图1）。

黑颗粒以各种木质纤维素材料制成，作为可

再生燃料，可以替代热电联产中的煤，与生物质热

电联产工艺配套使用（图2）。

与白颗粒相比，黑颗粒更耐久、更具抗水性，

可降低物流过程中的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成本；与

化石燃料相比，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降低（降低

90%）。

目前，黑颗粒主要用于地区热力网及火力发电

厂，是一种有力的化石燃料替代品，有助于帮助实

现无化石燃料和100%再生能源的生产目标。

西班牙Lecta纸业推出高级印刷涂布
纸

本刊讯（Lecta 消息) 继推出新型光泽金属纸

之后，西班牙纸企Lecta又最新推出了主要用于

书籍印刷的高级化学浆涂布纸：GardaPremium 

Natural和GardaPat 13 BIANKA两个纸种。

GardaPremium Natural是一种表面十分平

滑的丝纸，双面涂布，生产过程中不添加光学增白

剂，用于印刷高档书籍。

主要参数：定量135g/m2，松厚度113µm，不

透光性97%，亮度87%，白度89%，相对湿度50%。

GardaPat 13 BIANKA是一种绒面高定量

亚光纸，也可用于书籍印刷。

主要参数：定量115g/m2，松厚度149µm，

不透光性95%，相对湿度50%，颜色为纯白色。同

系列还有GardaPat 13 KLASSICA奶油色纸和

GardaPat 13 KIARA自然白色纸等。

王子制纸加快研发生物可降解塑料
和多功能纸类产品

本刊讯（王子制纸 消息) 日本王子制纸（Oji 

Holdings Corporation）近日宣布将加快生物可

降解塑料和多功能纸类产品研发。据悉，王子制纸

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植树造林和生产可回收纸类

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共拥有45万公顷林

地，每年吸收1390万吨温室气体，总吸收量约为其

排放量的两倍。

现在国际市场研发塑料替代产品或可降解塑

料的呼声日益高涨。近期欧盟颁布了禁止使用一

次性塑料的法令，保护海洋生物；美国餐饮业也在

进一步降低塑料吸管和容器等。

王子制纸生产了多种产品包装原纸，包括饮

料、酸奶、冰激凌、快餐防油速食包装等。此次生

物可降解塑料和多功能纸类的研发由王子制纸包

装创新中心（2018年4月1日成立）主导实行。

生物可降解塑料研发

首先进行开发的是利用生物可降解塑料和纸

浆制造的复合材料的潜力。据研究，利用生物可降

解塑料—聚乳酸，与纸浆材料结合，生产出的塑

胶颗粒更加结实坚硬，提高了塑胶颗粒的耐热性，

高温下不易变形，拓宽了塑胶颗粒的应用领域，目

前，最新研究的样品已经在试验当中。

其次进行研发的是生物可降解塑料所需的原

材料。之前，生产生物可降解塑料所需的葡萄糖多

从甘蔗等糖料作物或者玉米中获得。此次王子制

纸选用木材作为原材料，研发了从木纤维中提取加

工葡萄糖的技术，将其生产生物乙醇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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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酶回收和连续生产技术改进后运用到木纤维加

工中，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之后将会应用于大批量

生产中。

多功能纸制品研发

首先进行开发的是具有隔离特性的包装纸材

料。王子制纸旨在通过开发具有隔离特性的可回

收纸类包装材料取代塑料隔离包装。正在研发中

的纸类产品将具有与塑料纸品相同的防潮和防氧

化作用。

其次研发了便携式纸杯盖和纸质吸管原纸生

产。使用可回收和生物降解纸浆生产纸杯盖（图

1），生产出的产品具有防水和高耐热性，通用于

冷饮和热饮包装。此外，随着近期多个餐饮巨头

开始重视纸质吸管的使用，多功能纸质吸管的研

发也在进行之中，生产的吸管原纸具有防水性，也

可以用于生产带有螺纹的纸质吸管。

木质素的多元化开发和利用技术

本刊讯（DOE 消息) 木质素是存在于植物纤

维中的一种芳香族高分子化合物，其含量约占

40%～50%，在植物组织中具有增强细胞壁和黏合

纤维的作用。制浆造纸工业每年要从植物中分离大

约1.4亿吨纤维素，同时得到近亿吨的木质素副产

物。

近日，美国能源部（DOE）国家可再生能源实

验室（NREL）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并表征了一

种新型细胞色素酶P450，可以将木质素转化为其

他有价值的产品。

细胞色素酶P450是地球上最通用的酶之一，

这些蛋白质广泛存在于人体内，可参与许多代谢途

径，包括代谢潜在的有毒化合物。P450能够对各

种物质进行去甲基化，去甲基化是去除甲基基团

的简单化学反应，木质素的微生物转化就是依赖

于这种关键反应。因此这种新的细胞色素酶P450

可以降解许多不同基质的木质素，对未来木质素

的进一步转化利用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前，欧洲也曾启动了木质素多元利用项目，

旨在从造纸工业副产品中提取木质素，作为稳定

的原材料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图1）。目前技术条

件下生产的碳纤维，多以聚丙烯腈为原料，而聚丙

烯腈主要从石油产品中炼化得来。而木质素与之不

同，它作为一种天然可再生的材料恰好满足了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木质素来源丰富，可以从造纸工业的废弃物中

提取并二次利用，此外碳含量也较高，适合进行碳

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生产过程中，通过添加其他

聚合物，并借助特殊熔纺工艺，将木质素转化为性

能稳定的原丝，再进行碳化处理，最终制成可用于

多种工业领域的碳纤维产品。

新型环保纸质电池生产技术研发前
景

本刊讯（Bil lerudKorsnäs 消息) 瑞典制浆造纸

企业Bil lerudKorsnäs将与瑞典名校乌普萨拉大

学（Uppsala University）合作，共同研发新型环

保纸电池。

该项目已进行过前期调研，旨在使用木纤维生

物材料制造纸电池。这种电池使用基于木纤维纤

维素的电极，可以将电池与纸质包装盒一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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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新制成盒子或纸质电池。

纸电池的应用范畴之一就是运输行业。在小

型纸电池中安装传感器，并将其置于运输包装材

料之中，可以实现运输的远程精确追踪，使纸质包

装更加智能和精准。

除定位之外，还可安装温度、湿度等多种传感

器，实时监测运输材料的温度和水分含量，保障运

输物品质量，这也是未来纸质包装材料的发展前

景之一。

与金属电池不同，纸质电池使用从木材中提

取的生物质材料进行储能，加工使用得当，未来可

以实现100%回收利用。

前不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开发团

队开发了一种专为一次性应用而设计的可生物降

解纸质电池，纸质电池研发初期将主要用于生物

传感器这样的低成本、低功耗应用，并提出纸质微

生物电池可能是减少电子废弃物急剧增加的绝佳

方法。在纤维素纤维的多孔亲水网络中使用聚酰

胺酸和聚均苯四甲酸二酐-对苯二胺，电池中的微

生物燃料电池可以被水激活，该技术具有较高的

功率成本比。

虽然纸质电池可能距离实现商业化应用还有

一段距离，而且不太可能与锂离子等主流技术竞

争，但它们可能在两个方面适用于更广泛的储能市

场：

一是它们可以扩展储能的设备范围，从而可

能提高电网灵活性。去年，英国一份关于电网监管

的文件建议应将储能装置嵌入整个能源系统。纸

质电池可能潜在地将这种储能容量扩展到非常小

的瞬态电力需求源，例如在一些医疗应用中减少

对插入式传感器的需求。

二是廉价且可生物降解的纸质电池可以帮助

减轻采用电气化材料而造成的负担。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和

储能系统的转变是否对钴等电池材料的供应造成

压力，但毫无疑问，用纸制造电池可以缓解这种情

况。不过目前，纸质电池概念仍处于科学研究水

平，还需要进行测试以确定细菌毒性、包装、储存

和保质期等基本特性，暂未大规模投入应用。

斯道拉恩索运用AR+5G技术进行造
纸厂运营维护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随着新一代网络

通讯技术的发展，5G开始与增强现实技术（AR）

相结合，逐渐应用于造纸及包装印刷行业。

目前，世界纸业巨头斯道拉恩索已经与电信

运营商Telia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了增强现实与5G

技术解决方案，用于斯道拉恩索奥卢（Oulu）工厂

的运营维护，致力于实现远程的售后服务、技术支

持，以企减少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通过增强现实与虚拟模式的应用，斯道拉恩

索各家工厂将能够更高效地使用维护信息。通过

使用机器的虚拟模型以及信息点相关的实时数

据，进一步提高工厂运行的可靠性（图1）。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斯道拉恩索已经开展了广

泛的数字化项目，旨在增加销售并提升运营效率，

使产品更快地取代化石基材料。通过在奥卢工厂

的试点，斯道拉恩索探索了物联网与5G解决方案

最可能取得首个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它们将能引入

更高效的全新流程。基于实时数据的收集、传输与

分析，所创造出来的相关解决方案将成为革新工

业流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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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G时代，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仅限于用手

机扫一扫图片，出现一个动画或者视频，在营销和

展示方面小试牛刀。

而随着5G时代的到来，增强现实技术不仅可

以传递3D模型和难以用具象内容表示的交互信

息，还可以传递实景交互内容，以及随着对方的

3D场景信息而变化的动作，让工厂运营过程中急

需的远程协作更具有现场感。

美国普渡大学利用纳米纤维素晶体
（CNC）作为高级隔离涂布材料，进
行纸质食品包装生产

本刊讯（Purdue 消息) 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利用纳米纤维

素晶体（CNC）作为高级隔离涂布材料，生产食品

包装的工艺。

预计未来食品包装材料市场需求将持续增

长，先进的隔离涂布材料可以用于食物和饮料包

装，正以每年45%的发展速度增长。

纳米纤维素晶体是一种可再生原材料，来源

丰富，主要可从木材和植物之中逐层提取制备（图

1），具有可生物降解、无毒、高热导率、高透明度

等特点和优势，非常适合作为纸质食品包装的隔

离涂层材料，并进行规模化生产应用。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纳米纤维素晶体具有高

结晶性，并易溶于水，便于在生产试验中控制其结

构，并最终加工成最适合用作隔离涂布的材料。

通过运用纳米技术，生产的纳米微晶涂布

PET薄膜（图2）提高了氧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渗

透性，虽然看起来与普通包装类似，如乙烯-乙烯

醇聚合物，但其隔离涂布效果更为持久。

巴西纸企Klabin深入研发纳米微纤丝
纤维素（MFC）制备技术

本刊讯（Kl a b i n 消息) 近日，巴西包装企业

Klabin宣布投资777万美元进行纳米微纤丝纤维

素（MFC）制备方案研究，以及该纤维素在纸类产

品的应用。

研究在Klabin位于巴西的Monte Alegre纸

厂进行，该纸厂主要生产硫酸盐挂面纸及纸板，并

销售桉木和松木原木，拥有约27.56万公顷林地，

其中包括13.52万公顷桉木和松木林，以及14.04万

公顷原生天然林。

纳米微纤丝纤维素是纳米纤维家族中一个大

类，具有更宽的尺寸范围和更大的长径比，故被称

之为“纤丝”。

它属于纤维素纳米体，径向尺寸多在20～60nm，

长度2～30μm以上。除此之外，纳米纤维家族还

包括纳米纤维素纳米晶体（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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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纳米微晶涂布PET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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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纳米纤维素制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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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微纤丝纤维素的制备过程与制浆过程类

似，通常借助化学和机械作用来破坏植物纤维细

胞化学组成间的内聚力，使化学键和非化学键连

接的木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实现分离。

Klabin将进一步改良纳米微纤丝纤维素制备

方式，提高制备效率并压缩成本。

该纤维素化学反应活性较高、强度高、质量较

轻、亲水性强，可以用多种农林生物质进行制备，

然后应用于包括制浆造纸等在内的多个工业领

域。

此外，纳米微纤丝纤维素可以与纸制品兼容，

对纸张强度及表面性能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

Klabin建于1899年，是巴西最大的包装纸生

产和出口企业，提供针叶木、阔叶木和绒毛浆的一

体化供应商，主营业务为瓦楞包装和工业用纸袋等

领域，在巴西有17个工业基地，此外，还在阿根廷

设有一个生产基地。

乔治亚太平洋（GP）推出一次性Dixie 
Ult ra ®绝热空气纸杯，空气绝热层取
代传统杯套

本刊讯（美通社 消息) 美国乔治亚太平洋

（Georgia-Paci f ic）分公司GP PRO推出了用

于餐饮行业的一次性Dixie Ultra®绝热空气纸杯

（Insulair Hot Cup）。

该纸杯不需要外加隔热套，即可实现内部保

温和外部绝热。

Dixie Ultra®绝热空气纸杯在未盛入热饮之

前，是一种单层纸杯，热饮进入后，内壁马上会形

成一层薄薄的空气绝热隔离层（图1），空气绝热层

能够根据温度的变化而调整，温度越高，绝热层作

用越明显。

目前，该技术还未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会先

在北美部分快餐、咖啡馆、便利店等试用，然后投

入市场。

乔治亚太平洋总部位于美国，主要生产和销售

厕纸、纸巾、餐巾纸、包装纸、办公用纸、纤维素、

特种纤维、非织造纤维、建材和有关化学品等，

拥有约200家工厂。GP PRO是其分公司，旗下有

enMotion、Compact、Angel Soft Professional 

Ser ie s、Brawny Indus tr i a l、Dix ie、Dix ie 

Ultra、SmartStock和PerfecTouch等知名品牌。

美国纸企Verso推出三种新型特色标
签纸

本刊讯（Ver s o 消息) 美国文化纸生产企业

Verso公司推出了三种新型标签纸：Opt iLabel 

HB、OptiLitho C1S和OptiPrime Inkjet WS，

成为北美标签纸产品领域最广的企业。

OptiLabel HB系列是一种压敏标签纸，亮

度高、具有蓝白色光泽和高不透明度。这一系列

中最新增加了定量为86g/m2和78g/m2的标签

纸，其中86g/m2OptiLabel HB标签纸可以用于

层压、标签印刷、模切和高速标签应用；78g/m2 

OptiLabel HB标签纸用作高端压敏纸，表面更

光滑，强度较高。

OptiLitho C1S系列主要有定量为81g/m2和

89g/m2两种，可以二次剪切并加工，表面光滑，能

够适应胶印、柔版印刷和凹版印刷等多种印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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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OptiPrime Inkjet WS是OptiPrime压敏纸

系列下的一员，定量约为62g/m2。这种纸湿强度

高，专为优质水性喷墨和柔版印刷设计，也可以与

食物直接接触，可以适应高湿度环境，亮度和不透

明度都较高，具有蓝白色光泽。

至此，Ve r s o旗下标签纸已有As p e c t ®、

S t e r l i n g ®、Op t iT h e r m ™、Un iT h e r m ™、

D u r a P o i n t 、P r o P o i n t 、O m n i P o i n t 、

LithoPoint、EcoPoint和CraftPoint™等品牌。

Verso是北美知名文化用纸生产企业，主要生

产印刷与特种纸、包装纸和纸浆等。

Futura和Omron合作研发Smart View
生活用纸环节智能监控技术

本刊讯（Futura 消息) Futura通过与Omron

公司合作，推出了可用于生活用纸领域的Smar t 

View智能监控系统，可用于生活用纸加工环节的

监管流程。

Smart View智能监控系统可以对各个纸机

区域进行实时控制，通过数据反馈及时自查，及时

发现各个纸机部件的问题，并找出事故原因和解

决方案，有效减少资源浪费和非正常停机时间。

此外，该系统还可起到事故预防的作用，通过

分析各类数据，提醒纸厂进行设备的定期检修和

针对性维护。

萨佩纸业推出新型Verve品牌溶解浆

本刊讯（萨佩 消息) 萨佩纸业（Sappi）近日

推出了新的溶解木浆（DWP）品牌Verve，作为全

球溶解浆主要供应商之一，萨佩纸业每年生产140

万吨溶解浆，占溶解浆市场份额的16%。

此前，萨佩纸业所产的溶解浆未曾形成品牌，

只能以跟随产品名称命名，不能体现萨佩纸业溶

解木浆的独有优势，此次推出Verve品牌溶解浆，

是公司特色经营溶解浆市场的表现。

Verve品牌溶解浆以纯天然和可再生材料生

产，体现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理念。溶解浆主要用

于黏胶产业，生产的产品具有自然柔软、透气、平

滑、颜色良好、悬垂美观等优势，用于家庭、工业和

制药领域，如用于制作片剂、个人护理产品、玻璃

纸、洗涤海绵等。

Metsä集团与日本Itochu Corporation
合作研发纸浆加工纺织纤维生产工
艺

本刊讯（Metsä 消息) Metsä集团旗下子公司

Metsä Spring Ltd.与日本Itochu Corporation

公司合作，投资4000万欧元建设试验基地，共同研

发一种使用纸浆加工纺织纤维的生产技术。

该试验基地设于Metsä集团芬兰的Äänekoski

生物制品厂，将于2018年10月开始建设，预计2019

年末运行。

该工厂将重点研究纺织纤维的工业可行性及

生产加工技术，利用纸浆作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将

比现有的纺织纤维生产技术更为环保，废物排放

量更低，基本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项目开始于今年5月，是Metsä集团生物经

济和循环发展项目的一部分，芬兰和德国的部分高

校和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

Metsä集团是一家以北方林业资源为基础从

事可持续生物质产品发展的领先企业。其主导业

务包括木材供应与林业服务、木制品、纸浆、原浆

纸板、生活用纸及厨房用纸等。2017年，集团实

现销售收入50亿欧元，有员工约9100名，公司业

务遍及30个国家。集团隶属于Metsä l i it to林业

联合会，后者在芬兰拥有10.4万家林业所有者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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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行政总监：张先生 联系信箱：40328604@qq.Com 联系电话：024-86610103/18512480368

PT FAJAR SURYA WISESA (上市公司)，总部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Jakarta）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工

业包装纸厂家，其最大的生产基地位于雅加达附近40公里左右，年产能150万吨。产品除满足印尼国内

市场需求外，尚外销至东南亚、中国、中东等国家及地区。为适应全球产业转移和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FAJA R集团于近期准备增加百万吨产能。如果您有适当的宽幅高速二手高档纸机有意转让，请提供相关

资料，并直接联系我们。

PT Fajar Surya Wisesa ( Indonesia Listed Company ) , with headquarter in Indonesia capital city Jakarta, is 
the biggest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Producer in SEA area. Our main production base is located 40 km from 
Jakarta city with annual capacity 1.5 million tons. Besides to serve our domestic customer, we do also extend 
our products to ASE, China and Mid East countries.
    Facing the high growth demand of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we planned to put million tons of new 
capacity in the coming years. We do welcome if you had available high class 2nd hand paper machine with 
capacity above 300,000 tons/year capacity would like to sell to us.  

另外，为配合新增产能项目建设，Fajar集团宜招聘英才，欢迎有意愿和我们共同发展的纸界精英加盟我公司。

所需专业人员如下：

We also welcome those qualified technician joint to Fajar Paper Group. We will

Provide you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your valuable technology. 

机械设计工程师 (Mechanical Design Engineer)                2员

工艺设计工程师 (Process Design Engineer)                   2员

机械设备维修工程师 （Mechanical Maitenance）               4员

仪电、自控工程师 

( Electrical, Instrumentation, Automation Engineer )       4员

生产技术工程师 （Production Engineer）                     6员

项目管理工程师 （Project Engineer）                        2员

电厂运行工程师 (Power Plant Operation Engineer)            4员

物流管理工程师 （IE Engineer）                             2员

条件

1、统招大专以上相关专业毕业 （ Graduated Degree）

2、在纸厂有相关工作经历10年以上 ( more than 10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profession )

3、年龄35-45岁 ( age in between 35 – 45 )

印尼FAJAR 纸业集团

寻求高档二手纸机及徵才广告

联系人 Contact ：Mr. Thomas
手机号( mobile )：+62 812-4988-5736  微信号( wechat ) wxid_i2mi3a0f9jzj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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