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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earch on temperature control of 

PID bleaching tower based on immune 

mechanism

25 Fenton试剂对未漂硫酸盐针叶木

浆的影响/路庆辉  谢益民  应广东

Ef fe c t o f Fe n to n r e a g e n t o n t h e 

un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

29 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中铁含

量的测定/侯鑫  李党国  杜显生 等

Determination of iron content in the 

paper diaphragm material of lithium ion 

battery

32 X射线荧光光谱法检验一次性纸杯

的研究/陈壮  姜红  李春宇 等

A study on disposable paper cups tested by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06 碱脲体系对稻草机械浆强度性能

的影响研究/翟睿  王慧丽  占方圆 等

The ef fec t o f a lka l i - urea so lu t ion 

treatment on the strength property of 

straw refining mechanical pulp

11 磁性纸张的制备及结构表征/孟卿

君  郭大亮  刘苗苗 

Preparation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of magnetic paper

16 淀粉种类对涂布白纸板性能的影响

/李鸿凯  刘文  史贺

Effect of starch species on the properties of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21 基于免疫机理的模糊PID漂白塔温度

控制研究/叶凤英  胡慕伊

37 卫生纸干燥耗能分析及节能方法探

讨/赵仁平  何鹏德

Analys is on energy consumpt ion and 

energy-saving solutions in the drying section 

of tissue machines

43 蒸汽干燥的高速卫生纸机的节能实

践/甘孟冬  曹海兵

A practice on energy saving for steam 

drying high-speed tissue paper machines

46 纸机压榨部的振动监测与压榨辊轴

承的预知性维护/徐鹤

Vibrat ion monitor ing of press sect ion 

in paper machines and the predic t ive 

maintenance for the bearings of press rolls

50 行车控制系统故障的检查与排除/

倪鹰健  王爱其  徐喜彦 等

A brief discussion on faults inspe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transport control system in 

paper mills

54 透气度在线检测仪的现场维护经

验/齐鑫

On-site maintenance experiences for the 

on-line air permeability analyzer

● 专利技术 ●

低能耗升流式压力筛(58)  基于气囊辅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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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式的压力筛（60） 外流式低脉冲网前流送

压力筛（64） 环形筛及其在压力筛中的应用

（66） 造纸浆料的筛选装置（68） 碎浆机

用防变形筛板（69）  

● 研发创新 ● 

深共熔溶剂（DES）技术在制浆造纸行业中的

应用前景（71） 利用废纸等加工黏胶再生纤

维生产技术（71） 多种新型干强助剂用于提

高纸张干强性（72） 智利Arauco浆厂改建

获得维美德与安德里茨关键技术支持（72） 

斯道拉恩索木质素加工新技术获得2018年

“ICIS创新奖”（73） 意大利亚赛利展示新

型E-WIND® T80S复卷机（73） 欧洲纸类食品

包装新技术层出不穷（73） 巴西桉木浆生产

商Fibria利用3D技术管理森林（75） 索理

思imPressID纸张添加剂在提升纸张印刷特

性中的应用（75） 磨浆技术和添加剂在约束

干燥和非约束干燥中对纸张机械特性的影响

（75） 英国Mondi推出新型高强度特种牛皮

纸板（77） 俄罗斯R M CC公司推出新型水处

理化学品，可用于制浆造纸等行业领域（77） 

第一届国际木质素大会在加拿大召开，探讨木

质素新技术和发展前景（77） 

 

■ 会议展览  “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42） 

《中华纸业》2019年征订启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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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要目（2018年第21期）

he PreviousT
焦点  证监会：批准开展纸浆期货交易（8） 台湾加强进口废纸管控（8） 2019年洞庭

湖区90多家造纸企业产能要退出（9） 邢台市造纸企业(非天然气燃料)将限产50%以上

（9） 

现场  山东造纸2018年学术年会暨华东七省市造纸学会第三十二届学术年会在齐鲁工业

大学顺利召开（10） 江苏省造纸行业职工技能(电工)大赛成功举行（11） “打造百年企

业、携手共筑未来” 岳阳林纸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岳阳举行（12） 

数据  9月纸浆市场低迷，量价齐下，等（14）  

浮沉  许连捷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等（15）

16-46 致敬岁月 创造伟大——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专题（Ⅱ）/中华纸业杂志社

16 打造百年岳纸 携手共筑未来/叶蒙

21 晨鸣60年：一张纸书写的辉煌/徐振乾

26  不忘初心 青山常在 ——青山纸业60周年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兰国标

31 一路风雨一路歌 砥砺奋进著华章——记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二十周

年/岳振邦

36 坚守匠心 持续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江河纸业发展历程回顾/马锋  郭胜利

41 新时代纸业高校再巡礼之齐鲁工业大学

新时代、新工大、新使命、新跨越！——在7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的致辞/陈嘉川

47 固废进口限令对国内废纸市场的影响分析/吴小燕

50 2018年影响外废进口因素分析/房俊涛

52 纸浆期货产业链全透视 去年为何能涨60%？/苗云萍

57 纸企链条下商业保理业务模式思考/苗成

环球扫描  [欧洲] 芬兰纸业出口增长明显，等（62-65） [美洲] 今年9月份美国箱纸板产量

同比下降0.9%，等（66-67）[亚洲]  日本制纸完成新型功能材料示范车间建设，等（67）

投资建设 理文造纸将投资51亿港元在马来西亚建设年产125万吨浆纸项目，等（68-71)

管理运营 中国工行总行拟向晨鸣集团注入资本金30亿元，等（71-73)

会议活动 2018年第一期造纸国家标准培训会在北京如期召开，等（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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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KF201718）、2017年度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C03045）。

  *通讯作者：翟睿，E-mail:zhairui860916@sina.com。

摘 要：采用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在中高温条件下处

理稻草盘磨机械浆，通过用碱量、纤维浓度、处理温度和处

理时间等参数的单因素试验探究该溶剂对稻草纤维成纸强度

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用碱量4%、处理时间40m i n、处理

温度50℃、纤维浓度15%的条件下，稻草机械浆的强度性能最

佳，以原浆强度为参比，经处理后纤维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

数分别提高75.6%和80.9%，同时其成纸松厚度下降13.6%，

但耐折度无明显变化。此外，处理前后浆料纤维无定形区和

结晶区的整体结构不受影响，纤维中碳、氢、氧三种元素的质

量比没有明显变化，但氮元素含量降低明显。

关键词：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稻草盘磨机械浆；强

度性能

碱脲体系对稻草机械浆强度性能的影响研究
⊙ 翟睿1,2*  王慧丽2  占方圆1  张学金1  赵会芳1  周小凡3 

(1.浙江科技学院浙江省农业生物资源生化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农产品化学与生物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0023；2.齐鲁工业大学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山东省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353；3.南京林业大学

制浆造纸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37)

The effect of alkali-urea solution treatment on the strength property 
of straw refining mechanical pulp
⊙ ZHAI Rui1,2*, WANG Hui-li2, ZHAN Fang-yuan1, ZHANG Xue-jin1, ZHAO Hui-fang1, ZHOU Xiao-fan3

(1.Zhejiang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Resources Biochemical 
Manufacturing, 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 for Chem. & Bio.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Farm Product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 
Technology,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250353, China; 3.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翟睿先生，讲师；研究方向：木

质纤维素纤维性能及生物质转

化。

Abstract: In this paper, NaOH-thiourea-aqueous urea solution 
was applied in the treatment of straw refining mechanical pulp 
(straw RMP) under medium and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the solution on paper strength was studied through 
single-factor tests on alkali dosage, fiber consistency, treating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aw RMP could 
achieve the best strength property under the alkali dosage of 
4%, fiber consistency of 15%, treating temperature of 50℃ and 
treating duration of 40min. Compared with virgin pulp, the treated 
straw fiber will se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ensile index(+75.6%) 
and burst index(+80.9%), and 13.6% decrease of paper bulkness, 
with no obvious changes in folding endurance. Besid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amorphous and crystalline region c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he solu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the content of element C, H, and O, whereas element N’s content 
decreased obviously.
Key words: NaOH-thiourea-aqueous urea solution; straw refining 
mechanical pulp; strength property

中图分类号：TS727+.1; TS743+.3; TS7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2-0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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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用碱量条件下的纸张强度

91.39

88.68

81.92

75.71

得率

／%

用碱量

／%

2

4

6

8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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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学浆比较，机械浆具有得率高、松厚度高、污

染低、生产成本低[1]等优势，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如粗纤

维含量高、强度性能和漂白性能差等，其中成纸强度差

是限制机械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因此尽管目前机

械浆的适用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宽，但多数仍然只能适

用于生产对性能要求不高的纸种，因此如何有效改善机

械浆成纸强度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农业废

弃物，如玉米秸秆、麦草秸秆、稻草秸秆等，但这些资源

多数被直接焚烧或填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

浪费。和木材原料相比，草类原料的蒸煮性能很差，如

制浆得率低、黑液粘度大、难洗涤、碱回收困难等[4]；但

草类原料结构疏松，质地柔软[5]，十分适合机械浆的生

产，因此改善草类原料机械浆的性能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

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是在低温条件下溶解

纤维素纤维的溶剂[6]，属于碱脲体系的一种[7～9]，但利用

该溶剂在中高温条件下处理草类原料机械浆改善其强

度性能这一方向几乎未见报道。基于上述分析，在本论

文中，笔者利用该溶剂在中高温条件下处理稻草盘磨机

械浆以求改善其成纸强度性能，利用单因素试验探究

最佳工艺条件。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取足量稻草，用剪刀剪成草片，随后清水浸泡洗涤

以除去其中的灰尘、外皮和谷穗，将洗涤后的稻草片自

然风干，随后用磨浆机将其磨解成粗浆，完成后用缝筛

将粗浆充分筛选得到细浆，将细浆离心脱水后搓散成

颗粒状，密封保存96h，用烘箱干燥法测定湿含量。

按文献中报道[7]的质量比配制氢氧化钠-硫脲-尿

素水溶液，密封保存。

1.2 实验方法

取相当于20g绝干浆的湿浆，添加药液，用适量清水

调节体系中的纤维浓度至规定值并浸渍10m i n（室温），

待混合均匀后转移至水浴锅中处理，期间不时搓揉使反

应均匀，完成后将处理后的浆料洗净并称重，待平衡水

分24h后用烘箱干燥法测定纤维固含量及处理得率，将

浆料稀释到3%的纤维浓度，用电动搅拌器在90℃的条

件下充分搅拌稀释后的浆料（该过程称为“消潜”），按

60g/m2的定量制备手抄片，按标准方法测定其打浆度和

纸张强度性能以及松厚度，探究最佳工艺条件。

将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用清水替代，重复

上述操作，测得的相关参数的数值即为空白值，考察碱

脲体系的处理效果。

取足量原浆和最佳工艺条件下制得的机械浆，进

行如下表征：部分用于纤维质量分析；部分风干后磨粉

并筛选取40目至60目之间的浆粉，进行纤维化学组分含

量分析；余下的浆料用冷冻干燥机干燥后磨粉，取大于

100目的组分进行XRD和元素含量分析。

由于机械浆是依靠磨浆机盘磨的转动作用而制

备，在该过程中纤维会由于圆周运动而扭结或卷曲，这

会影响纤维成纸强度性能，因此在高得率浆抄造之前，

需要对其进行消潜处理以消除扭结或卷曲的纤维形态，

有利于准确表征纤维成纸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用碱量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

用碱量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情况如表1。

在其他处理条件相同（纤维浓度15%、处理温度

50℃、处理时间60min）时，随着用碱量的增加，得率逐

渐下降，松厚度先减小后增加，耐折度没有明显变化，

其它两项强度指标均是先增加后减小。

氢氧化钠可以和木质素反应，同时还可以润胀纤

维，随着用碱量的提高，木质素脱除率增加，纤维润胀

度提高，这两个变化可以使纤维柔韧性得到一定程度

的改善（即单根纤维强度），同时随着部分木质素的脱

除，暴露于纤维表面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含量增加，这

会有效增加纤维表面羟基的含量（即促进纤维结合强

度的改良），这两样变化均利于纸张强度的提高（纸张

强度主要取决于单根纤维强度和纤维结合强度[10]），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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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纸张的抗张强度和耐破度不断提高，纤维成纸强度

增加；此外随着纤维结合强度的提高，纤维间距变小，

纸张松厚度降低。

当用碱量过高时，尽管纤维还会得到润胀，木质素

的脱除率还会增加，单根纤维强度持续提高，此时碳水

化合物的含量也会降低（主要是半纤维素），这对纤维

表面游离羟基含量以及纤维结合强度的改善是不利的，

同时尽管纤维化学组分降解幅度增加，但脱除率仍远

远小于化学浆蒸煮过程，因此处理后纤维的硬度仍然

远高于化学浆，这也导致耐折度不会有明显变化，即单

根纤维强度仍然远低于化学浆，因此纸张强度降低，但

仍比原纤维的成纸强度高。此外，随着纤维结合强度的

改善，纤维之间的距离减小，因此纸张的蓬松性在用碱

量为4%时最弱，随后用碱量增加，纤维的松厚度降低。

与木质素的性能类似，半纤维素也可以和氢氧化

钠反应而被脱除，用碱量越高，脱除率越高，因此处理

得率降低，综上，选择4%用碱量作为最佳值。

2.2 处理时间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

处理时间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情况如表2。

在其他处理条件相同（纤维浓度15%、处理温度

50℃、用碱量4%）时，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得率逐渐

下降，松厚度先减小后增加，耐折度没有明显变化，其

它两项强度指标均是先增加后减小。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纤维中的木质素组分逐渐

被脱除，同时润胀度逐渐增加，有利于改善稻草机械浆

的单根纤维强度和纤维结合强度；但处理时间过长时，

纤维化学组分的脱除率增加，得率下降，这不符合机械

浆处理的基本要求，同时半纤维素的降解比例增加，纤

维中羟基含量降低，纤维结合点的数量减少，因此纸张

强度下降，但仍然高于30m i n时的纤维成纸强度，降幅

没有高用碱量时的明显。综上，选择40m i n的处理时间

作为最佳值。

2.3 纤维浓度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

纤维浓度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情况如表3。

在其他处理条件相同（用碱量4%、处理温度50℃、

处理时间40m i n）时，随着纤维浓度的增加，得率逐渐

下降，松厚度先减小后增加，耐折度没有明显变化，其

它两项强度指标均是先增加后减小。

在其它条件一定时，纤维浓度越高，体系中的水越

少，碱浓越高，这和用碱量的影响基本一致（用碱量越

高，碱浓越高），碱浓越高，越有利于组分的脱除以及

纤维润胀，进而改善单根纤维强度和纤维结合强度；但

纤维浓度过高时，体系中的碱浓偏高，半纤维素的降解

比例增加，纤维结合点数量减少，纸张强度降低，但仍

比原纤维的成纸强度高。综上，选择15%的处理浓度作

为最佳值。

2.4 处理温度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

处理温度对稻草RMP成纸强度的影响情况如表4。

在其他处理条件相同（用碱量4%、处理时间

40m i n、纤维浓度15%）时，随着处理温度的增加，得

率逐渐下降，松厚度先减小后增加，耐折度没有明显变

化，其它两项强度指标均是先增加后减小。

表4  不同处理温度条件下的纸张强度

30

40

50

60

处理温度

/℃ 

得率

／%

94.17

92.36

90.15

86.57

10.18

11.62

14.59

14.12

抗张指数

/(N.m/g)

0.64

0.72

0.85

0.81

耐破指数/ 

(kPa.m2/g)

2

3

3

3

耐折度 

/次

2.46

2.35

2.29

2.32

松厚度／

(cm3/g)

表5  处理前后组分含量分析

处理前RMP

处理后RMP

脱除率/%

78.47

82.59

5.12

综纤维素

/%

19.46

16.16

25.14

木质素 

/%

苯醇抽提物

/%

1.15

0.86

32.58

2.21

2.14

12.71

灰分

/%

表2  不同处理时间条件下的纸张强度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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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处理时间

/min

得率

／%

93.97

90.85

89.34

87.56

10.42

14.27

13.55

12.93

抗张指数

/(N.m/g)

0.69

0.86

0.84

0.81

耐破指数/ 

(kPa.m2/g)

2

3

3

3

耐折度

/次

2.56

2.32

2.37

2.41

松厚度／

(cm3/g)

表3  不同纤维浓度条件下的纸张强度

10

15

20

25

纤维浓度

/%

得率

／%

92.48

89.79

86.45

83.92

11.52

14.76

14.18

13.63

抗张指数

/(N.m/g)

0.65

0.87

0.82

0.78

耐破指数/ 

(kPa.m2/g)

2

3

3

3

耐折度

/次

2.52

2.30

2.35

2.41

松厚度／

(cm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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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润胀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纤维宽度增幅也不明显；

机械浆是依靠磨浆机的作用制备，在该过程中，纤维随

着磨盘的转动而做圆周运动，纤维在该过程中容易发生

卷曲或扭结，因此高得率浆中扭结纤维和卷曲纤维的含

量高于化学浆，这也是高得率浆在抄纸前需要消潜处

理的主要原因，本论文是利用碱脲体系在中浓和中温条

件下处理纤维，该条件下纤维无法舒展，因此这两种纤

维含量没有明显变化；由于组分的降解，同时部分组分

存在于纤维表面，因此在处理过程中，部分纤维会由于

组分脱除而从表面脱落（该作用和打浆有类似之处），

而这些纤维尺寸很小，很容易被长纤维吸附在表面，在

纤维质量分析时同样是属于分析范畴，该类纤维的尺寸

和普通细小纤维十分类似，一般也被学者称为“二次细

小纤维”[12]，因此处理后RM P中细小纤维含量高于处

理前RM P，而这也是成纸强度得到显著改善的原因之

一。

2.7 元素含量分析

元素含量分析如表7。

处理前后RM P碳、氢、氧三种元素的质量比没有

明显变化：由于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这三种高分

子中上述三种元素的质量比有明显差别，任何一种物

质的显著降解都会明显改变纤维中碳、氢、氧的相对含

随着处理温度的提高，烧碱和木质素反应得越剧

烈，脱除率越高，纤维硬度越低，单根纤维强度就越

高，同时纤维表面游离羟基含量增加，纸张的抗张强度

和耐破度提高，纤维成纸强度增加；但温度过高时，半

纤维素的脱除率提高，纤维中羟基含量显著降低，进而

影响结合点数量以及纸张强度。综上，选择50℃的处理

温度作为最佳值。

2.5 组分含量分析

组分含量如表5。

和处理前的RMP相比，处理后的RMP中灰分、苯

醇抽出物和木质素百分含量降低，但综纤维素的百分含

量提高。

灰分中的二氧化硅可以和氢氧化钠反应而被脱

除；苯醇抽出物中的酸性物质可以和氢氧化钠反应而溶

出；木质素同样可以被氢氧化钠降解而溶出；综纤维素

由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组成，纤维素在高温下才会在碱性

溶液中降解，因此处理前后纤维中纤维素的绝对含量

基本不发生变化，半纤维素的反应活性没有木质素、灰

分或苯醇抽提物高，因此其脱除率小于这三种物质[11]。

基于上述分析，处理前后纤维中灰分、苯醇抽提物、木质

素和综纤维素的绝对含量均降低，但综纤维素的相对

含量增加，其它三种物质的相对含量也降低。

由于处理条件仍远远不满足大量脱除组分的要求

（即化学浆的蒸煮过程），因此上述四种组分的脱除率

并不高，从表4也可以看出，在本论文的最佳处理工艺

下的得率大于90%，满足机械浆增强处理的要求。

2.6 纸张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

纸张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如表6。

处理后RMP的强度性能和处理前RMP相比有明

显的提高，但是浆料中的木质素含量依然很高，因此纤

维还是很脆，耐折度变化不明显；随着纤维结合强度的

提高，纤维间距减小，因此处理后RMP松厚度降低。

由于苯醇抽提物、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等组分可以

和氢氧化钠反应，在处理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损失，因此

处理后RM P纤维长度低于处理前RM P，但脱除率较

低，因此纤维长度没有明显变化；处理后RMP纤维宽度

增加，主要是因为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可以润

胀纤维，随着反应的进行，润胀度增加，导致纤维的体

积和宽度增加，但由于用碱量低，碱浓低，该溶剂对纤

表7  处理前后稻草机械浆的元素含量分析

C/%

H/%

O/%

N/%

处理后RMP

43.1

5.93

49.0

0.48

42.7

6.06

48.5

1.07

未处理RMP

表6  处理前后稻草机械浆的纸张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

打浆度/°SR 

抗张指数/(N.m/g） 

耐破指数/(（kPa.m2/g) 

耐折度/次 

松厚度/(cm3/g） 

重均纤维长度/mm

纤维宽度/μm 

扭结纤维比例/% 

卷曲纤维比例/% 

细小纤维比例/%

处理后RMP

16

14.59

0.85

3

2.29

0.569

31.5

21.7

9.3

39.8

17

8.31

0.47

2

2.65

0.583

29.6

21.4

9.5

36.2

未处理RMP

研究开发 R & D

9
Nov., 2018  Vol.39, No.2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量，这也说明在本论文的最佳工艺条件下这三种高分子

组分的降解程度均较低，而这一结果也有利于保证处

理得率。

氮元素的百分含量变化幅度最大，而氮元素只存

在于苯醇抽提物中[11]。这表明在处理过程中，纤维中的

有机提取物脱除最明显，而有机提取物会和化学品形

成胶黏物或阴离子垃圾等杂质，造成粘网粘缸，甚至纸

病导致纸张质量下降，对造纸过程有弊无利，这也表明

处理后RMP的造纸适性更好。

2.8 XRD分析

XRD分析如图1。

处理前后机械浆的XR D图谱中吸收峰的位置完

全相同（浆料纤维无定形区和结晶区吸收峰分别位于

横坐标约15°处和23°处），且图形基本重叠，此外经

仪器计算，处理前后稻草机械浆的结晶度分别为0.628

和0.615。该分析结果表明，在本论文的最佳工艺条件

下，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不能破坏稻草盘磨机

械浆纤维结晶区和无定型的结构，经计算，在本论文

中的最佳处理工艺下体系中氢氧化钠浓度很低（仅不

到1%），远远达不到破坏纤维的结晶区结构[11]的浓度

（12.5%），同时硫脲和尿素的碱性远不及氢氧化钠，因

此纤维无定形区和结晶区的整体结构不受影响。

3  结论

3.1 利用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在中温条件下改

善稻草盘磨机械浆成纸强度性能的最佳处理工艺为：

用碱量4%、处理时间40m i n、处理温度50℃、纤维浓度

15%（浸渍10min）。

3 . 2 和处理前RM P相比，该条件下制备的稻草盘磨

机械浆成纸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提高75.6%和

[收稿日期:2018-07-08(修改稿)]

80.9%，同时其成纸松厚度下降13.6%，但耐折度无明

显变化。

3 . 3 和未处理RMP相比，在上述条件下处理后RMP

中细小纤维含量增加，纤维化学组分中苯醇抽提物的

脱除率最高，同时氮元素含量的降幅最明显。此外在

该条件下，氢氧化钠-硫脲-尿素水溶液不会破坏稻草

RMP纤维无定形区和结晶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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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磁性水凝胶与纤维复合制备磁性纸张。利用超景深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红外光谱仪表

征磁性纸张的表面形貌及结构。实验结果表明，纸张具有磁性，通过超景深显微镜观察发现磁性粒子吸

附于纤维上；通过XRD检测，发现磁性纸张兼具纤维素及Fe3O4的结晶结构；通过FTIR检测，发现磁性纸张

红外光谱图存在纤维素及Fe3O4的特征峰，由此说明Fe3O4与纤维素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磁性水凝胶；磁性纸张；表面形貌；结构

Abstract: Magnetic paper can be made by compounding fiber and magnetic hydrogel. And the paper’s surface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can be demonstrated by ultra-depth microscope, X-ray diffractometer(XRD) and 
infrared spectrometer.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paper is magnetic exactly. For example, ultra-depth microscope 
observation shows magnetic particles can be adsorbed on the fiber; XRD shows magnetic paper possesses both 
the cellulose and Fe3O4 crystal structure; FT-IR spectrum illustrates there exit both the characteristic peaks of 
cellulose and Fe3O4in magnetic paper’s spectrum, which finally demonstrates the combination of cellulose and 
Fe3O4 in the magnetic paper.
Key words: magnetic hydrogel; magnetic paper; surface morphograph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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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含量最多的可再生天

然高分子，其可降解性、高亲水性、高机械强度、化学可

修饰性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使其成为优良的功能材

料基质，纤维素可制备多种功能材料[1～4]。

纤维素的功能化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纤维素

被广泛应用于造纸、纺织和功能材料制备等领域。随着

社会的发展，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减少，研发可再生资源

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日渐明显，遂以可再生资源纤

维素为原料之一开发复合功能材料具有重要意义[5]。

磁性纸即为纤维素磁性复合材料，也是一种新型

的功能纸张，其储存的信息量大、信息安全性强[6,7]。在

工农业生产、医疗保健、印刷行业、防伪行业、国防、科

研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磁性纸张制备方法有利用将Fe3O4与絮凝剂等

混合，在抄纸过程中添加进纤维浆料中，待纤维素的细

胞腔内积聚有磁性粒子后，抄造成形、干燥，即成磁性

纸[8～11]。但是该方法存在Fe3O4留着率低的缺陷。也可以

采用原位复合法, 即亚铁离子与纤维中的集团发生阳离

子交换，再通过氧化反应、水解反应，最终生成具有磁

性的铁氧体，并沉积在纤维上，生成磁性纤维，抄造成

形、干燥，即可得磁性纸张[12,13]。但是该法反应过程复

杂，不易控制。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欲探索将聚合物与微米级四

氧化三铁粒子共混形成共混溶液，然后利用冷冻-融化

的方法制备磁性水凝胶，将磁性水凝胶与阔叶木纤维

复合制备磁性纤维纸的制备方法。以期为磁性纸的生

产及广范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实验

1.1 原料、化学品及设备

原料及化学品：阔叶木浆板，合作企业提供；微米

级四氧化三铁粉末，化学纯，徐州博冠焊材有限公司；

聚乙烯醇，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阳离

子聚丙烯酰胺，化学纯，巩义市源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实验设备：咸阳通达轻工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ZQS2-23型打浆机；瑞典L＆W公司生产的991738型疏

解机；咸阳通达轻工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TD10-200型

抄片器；金坛市科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HH-2型恒温

数显水浴锅；上海和呈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BPZ-

6050LC型真空干燥箱。

1.2 磁性纸的制备

按照水和聚乙烯醇（P VA）的重量比W（H2O）

∶W（PVA）=20∶1称取PVA颗粒试剂，量取蒸馏水。

把P VA和水置于烧杯中在水浴中加热至90～95℃

直到PVA完全溶解，得到PVA溶液[14]。然后按照（W

（Fe3O4）∶W（PVA+Fe3O4）=4∶10）比例称取Fe3O4

粉末，将称好的粉末加入到PVA溶液中进行混合，均

匀搅拌混合溶液30m i n。混合溶液制备好后注入到圆

柱形玻璃管中，然后密封玻璃管，并放置冰箱内，温度

≤-20℃，冷冻22h后将样品取出解冻，此过程即为一次

冻融。重复以上操作制备冻融5次的磁性水凝胶。将冻

融好的样品放在蒸馏水中备用。

将阔叶木浆板撕成小块状放入水中浸泡4h，之后

采用槽式打浆机进行打浆，打浆浓度设为1.5%，打浆度

为45°SR时停止打浆。纸浆磨好后，称取4g湿浆干燥至

恒重后测量浆料的含水量，将浆料放置在冰箱中进行

保鲜备用。

将湿浆与冻融5次的磁性水凝胶放到疏解机进行

疏解，在疏解机中进行充分疏解及混合，然后再将混合

好的浆料加入到抄片器中成型、烘干，最后得到磁性纸

张。

1.3 磁性水凝胶及磁性纸张的结构表征

采用德国布鲁克公司生产的D8 Advance型X-射

线衍射仪（XRD）表征磁性纸张的结晶结构。测试时：

Cu靶，波长为1.54Å，加速电压为40kV。

采用德国布鲁克Ve r t e x 70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FTIR）表征磁性纸张的分子结构。

采用日本HIROX株式会社生产的KH8700型超景

深显微镜观察磁性纸张表面形貌。

1.4 磁性纸张性能测试

采用等磁性磁棒测试磁性纸张的磁性，将磁性纸

张立起，若磁棒吸附于纸张上不掉落，证明纸张具有磁

性。采用YT-BST型平滑度测试仪测试纸张的平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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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杭州品亨科技公司生产的PN-NZ135型耐折度仪，

测试纸张的耐折度；采用GB/T 453-1989方法，用062

型抗张强度仪，测试纸张抗张指数，表征纸张抗张强

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磁性纸张磁性表征

从图1中可以看出，纸张上放置小磁棒，然后纸张

倾斜或竖立，磁棒仍然吸附于纸张上，证明纸张具有磁

性，图1（a）为磁性纸张制备完成后平衡2天后的样品所

测磁性图片，图1（b）为磁性纸张制备完成后平衡9天后

的样品所测磁性图片。由图可见，磁性纸张的磁性具有

稳定性。说明将磁性水凝胶与纤维一起疏解，并抄造成

纸，可以制备磁性纸张。该法制备磁性纸，可以赋予纸

张稳定的磁性，其原因为：由于PVA是带有极性基团的

分子，具有较好的亲水性，可以吸引水分子，在PVA吸

引水分子时，微米级Fe3O4伴随着水

分子一同进入PVA网络结构中，使其

溶胀。PVA水溶液处于常温环境中，

其分子链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导致分

子链间不易长时间解触，所以不易形

成稳定的结构。通过冷冻处理后，分

子链运动速度骤减，大分子链间可以

有较长时间接触，导致分子链间容易

形成氢键，从而固定高分子链，同时，

在低温状态下，可以发生相分离，并容

易形成结晶，促使链间产生交联，最

终形成稳定的交联网络结构。而破坏

此网络结构，需要较高能量，故一旦

磁性水凝胶在冷冻状态下形成，即便

在室温状态下融化，其结构也不会变

化，很稳定[15,16]。当将磁性水凝胶与

纤维一起疏解后，纤维及磁性水凝胶

均暴露出更多的氢键，促使分散后的

磁性水凝胶与纤维发生化学键结合，

成功附着在纤维上，从而使成纸也具

有稳定的磁性。

2.2 磁性纸张表面形貌表征

图2所示是超景深显微镜下磁性纸张的纤维形貌

图。从图2（a）中可以看到大部分黑色的磁性水凝胶已

经碎解为小颗粒并吸附、沉淀在纤维上。从（b）中可以

更加清楚的看到磁性粒子吸附于纤维上。

2.3 磁性纸张结晶结构表征

图3（1）为磁性纸和磁性水凝胶X R D的衍射图

谱。在图中b图谱为磁性水凝胶的图谱，在2θ为30°、

35.32°、43.34°、57.00°、62.76°处有明显的衍射峰，

它们分别对应磁性水凝胶中的Fe3O4磁性粒子（220）、

（311）、（400）、（511）、（440）晶面衍射峰，且Fe3O4

磁性粒子为尖晶石结构。图3（2）为空白纸和磁性纸的

XRD衍射图谱，图中可以a图谱为空白纸的X-射线衍射

图，在2θ为16.1°和22.7°出现天然纤维素的衍射峰。

从图3（1）、图3（2）中可以看出，磁性纸张的X-射线衍

射图谱结合了纤维素及Fe3O4的衍射峰。不仅具有天然

图1  磁性纸张的磁性表征

图2  超景深显微镜观察磁性纸张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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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吸收峰，说明磁性粒子已经很好地结合在纤维上。

3  结论

将微米级Fe3O4混合于PVA溶液中，经过冻融处理

可以获得磁性水凝胶，将其与纤维共混并疏解，经过抄

片、压榨、干燥成型，可制备出具有稳定磁性的纸张。通

过超景深显微镜观察磁性纸张表面，发现磁性粒子吸

附于纤维上；通过XRD检测，发现磁性纸张的X-射线

衍射图兼具纤维素及Fe3O4的特征衍射峰；通过FT I R

检测，发现磁性纸张红外光谱图存在纤维素及Fe3O4的

特征峰，由此说明Fe3O4与纤维素结合在一起，促使纸

张具有磁性特征。此研究将为后续的改变工艺-调整结

构-优化性能，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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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板是一种正面呈白色，背面多为灰底的纸板。

常用于单面彩色印刷后制成纸盒时作为包装材料，白纸

板正面的白度、光泽度和印刷适性等性能一般是通过

表面涂布进行改善。淀粉作为可溶性胶黏剂广泛地应用

于白纸板用涂料中，主要起到共黏剂的作用[1]。

淀粉是一种含有葡萄糖单体的天然聚合物。具有

资源丰富、可再生、绿色环保、安全无毒、可生物降解等

优点。根据来源不同，淀粉分为谷类淀粉、薯类淀粉、

豆类淀粉和其它类淀粉四大类[2]。玉米淀粉的蛋白质

含量大约是马铃薯淀粉和木薯淀粉的3～10倍；玉米淀

粉的脂肪含量大约是马铃薯淀粉的14倍、木薯淀粉的7

倍；马铃薯淀粉的磷含量较高，是玉米淀粉的4倍、木薯

淀粉的8倍。颜进华[3]等人指出，淀粉中伴生物质的数量

和型式随着来自植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来自谷物种子

摘 要：研究分析了淀粉种类对涂布白纸板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用量相同时，不同种类的淀粉对涂料流变性影响较

大。不同种类的淀粉对涂布后白纸板的印刷光泽度、表面强

度、油墨吸收性影响不大，但对白纸板的平滑度、光学性能、

湿拉毛强度、湿摩擦性能以及生产成本影响较明显。

关键词：涂布白纸板；玉米淀粉；木薯淀粉；马铃薯淀粉 

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kinds of starch on the properties 
of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tarch in the same amount 
could influence the rheological property of coatings. Moreover, 
starch of different typ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printing gloss, 
surface strength and ink absorption of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but put obvious effect on the smoothness, optical properties, wet 
strength, wet friction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on costs.
Key words: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corn starch; cassava starch; 
potato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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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分散机

pH计

实验室涂布机

高剪切黏度仪

保水度仪

电脑测控平滑度仪

Cobb测试仪

IGT印刷适性仪

白度仪

电脑测控卧式挺度仪

实验室搅拌机

电热恒温水浴锅

电热鼓风干燥箱

名称

上海柯斯达涂料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任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国产

美国

美国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芬兰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恒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仪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仪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备注

表1  主要实验仪器

GFJ-0.55

JENCO6810

XT-200CA

DV-10

AAGWR-250 

DCP-PHY10K

COBB

AIC2-5

YQ-Z-48B

WZL-300B

HW60

HWS-26

DHG-9145A

型号

100

GCC CMC

0.55

淀粉

12

润滑剂

0.2

表2  涂布配方主要组成

丁苯胶乳

12

PVA

0.5

OBA

0.30.1

NaOH

0.2

分散剂

0.06

抗水剂

0.5

湿强剂

的淀粉（玉米、小麦等）中伴生类脂物和蛋白质较多；来

自块茎的马铃薯淀粉则含有较多的磷。

马铃薯淀粉由于其具有糊黏度高、不易老化、弹性

好等特点，在造纸领域广泛应用[4]。可以赋予纸和纸板

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表面性能和适印性能等。玉米淀

粉和木薯淀粉来源易得，价格低廉。本文出于成本的考

虑，研究不同种类的淀粉在涂布白纸板中的应用情况。

某纸厂目前生产灰底白纸板过程中，涂料用淀粉

全部使用的是马铃薯淀粉，涂料性能和涂布后成品纸的

各项性能均达到客户的使用要求。然而马铃薯淀粉的价

格一直较高，在确保涂料和白纸板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

下，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研究分析不同种类淀粉对涂布

白纸板性能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玉米淀粉（ZC201）、木薯淀粉（TF030）、马铃薯

淀粉（L33）由山东某纸厂提供；羧基丁苯胶乳由巴斯夫

（上海）公司提供；研磨碳酸钙（GCC）由英格瓷公司

提供；瓷土（clay）由英格瓷公司提供；氢氧化钠由上海

彤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PVA由

山东某纸厂提供；润滑剂、抗水剂由

九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湿强剂

由上海东升新材公司提供；荧光增白

剂（OBA）由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羧甲基纤维素（CMC）由

江阴恒达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1.2 实验仪器（表1）

1.3 涂料配方

所用的涂料配方组成见表2。各

组分以绝干质量计，最终涂料固含量

控制在（63±1）%。

GCC预分散条件：浓度68%，分

散剂用量为0.2%，高速分散机转速

3000r/min，分散30min。

1.4 涂料性能检测

低剪切黏度测定：旋转黏度计转

速为60r/min，测试温度为室温。

涂料保水度的测试：测试时间为120s，测试压力为

0.5MPa，测试温度为室温。

1.5 涂布和压光

用自动涂布机将涂料均匀地涂布在原纸表面，涂布

量控制在（12±2）g/m2。涂布后将涂布纸样立即放入

105℃烘箱中干燥2m i n。然后，用超级压光机对涂布后

纸样进行压光，压光条件为：温度80℃，压力1.0MPa，

转速30r/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淀粉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2.1.1 不同淀粉对涂料低剪切黏度的影响

使用不同淀粉配制固含量相同的涂料，在室温

条件下，各涂料的低剪切黏度见图1所示。三种涂料相

比，添加马铃薯淀粉涂料的即时低剪切黏度最高，为

1457m P a.s，木薯淀粉涂料的最低，玉米淀粉涂料的

居中。24h后马铃薯涂料低剪切黏度为3118m P a.s，

黏度升高了114%；24h后玉米淀粉涂料低剪切黏度为

2713m P a.s，黏度升高了89%，此时玉米淀粉涂料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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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马铃薯涂料的低13%；24h后木薯淀粉涂料低剪切黏

度为2505m P a.s，黏度升高了90%，此时木薯淀粉涂料

黏度比马铃薯涂料的低20%。

涂料的流动性能对涂布品质及涂布机运转至关重

要，黏度作为涂料流动性的表观参数是研究的关键因

子之一。涂料的黏度取决于剪切速率，在低剪切速率

下，表面化学因素对黏度的影响较大[5,6]。由图1可知，玉

米淀粉和木薯淀粉的涂料黏度均比马铃薯淀粉涂料的

低，说明玉米淀粉涂料和木薯淀粉涂料均能赋予涂料

具有较好的流变性。这主要是因为淀粉在涂料中除了

起胶黏剂作用，还控制涂料的黏度[7]。

2.1.2 不同淀粉对涂料保水值的影响

使用不同淀粉配制相同固含量的涂料，在室温条

件下涂料的保水值见图2所示。三种涂料相比，马铃薯

淀粉涂料保水值与玉米淀粉涂料的相同，木薯淀粉涂

料的稍低。

涂料保水性高低反映了涂布后涂料中游离水分向原

纸迁移的倾向大小，决定了涂料与原纸的结合状态和脱

水速率，直接影响涂布机运转状况和涂布纸的质量[8]。淀

粉具有吸水润胀性能，因此可以赋予涂料具有一定的保

水能力。在本次的涂布配方中，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

代马铃薯淀粉后，涂料的保水值几乎没有变化。说明在

本实验的涂布配方中，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

淀粉后对涂料的保水性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2.2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印刷适性的影响

2.2.1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湿拉毛和湿摩擦性能的影响

湿拉毛是指纸面受润版液的浸湿而导致强度下

降，继而造成的拉毛现象。湿拉毛值测试结果均＞0，值

越大表示拉毛现象越严重[9]。从图3可以看出，木薯淀粉

呈现的抗湿拉毛情况最差，其次是玉米淀粉，马铃薯淀

粉的抗湿拉毛效果最好。湿摩擦性能是衡量涂布纸在

被打湿情况下的耐磨耗能力，湿摩擦性能数值越高说明

图1  不同淀粉对涂料低剪切黏度的影响

图2  不同淀粉对涂料保水值的影响

图3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抗水性的影响

图4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印刷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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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样品间存在微小的色差，是可接收的匹配；△E在

0.5～1.0，表示两个样品间存在微小或中等的色差，在

一些应用中是可接收的。玉米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涂布

后，两种白纸板的△E为0.1，表明两种白纸板间几乎不

纸张耐磨耗能力越差，在浸湿状态下纸张表面涂料越

容易脱落[10～12]。从图3可以看出，使用马铃薯淀粉涂料

的白纸板具有较高的耐湿摩擦性能，使用玉米淀粉涂

料的次之，使用木薯淀粉涂料的最差。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是：马铃薯淀粉具有糊黏度高、不易老化、弹

性好等特点，因此赋予了白纸板具有较高抗湿拉毛性能

和耐湿摩擦性能。

2.2.2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印刷光泽度和表面强度的影响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印刷性能的影响见图4。与全

胶乳体系相比，普通涂布淀粉的加入会降低涂层的光

泽度，通常成纸的光泽度越高，其印刷光泽度就越高
[13,14]。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后并没有对

涂层印刷光泽度有负面影响；且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

粉后白纸板可获得较高的印刷光泽度。

白纸板的表面强度主要取决于胶黏剂的品种和用

量。实验中玉米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后成纸的表面强度

略有提高，提高幅度达12.6%；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

粉后成纸表面强度基本没变化。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

替代马铃薯淀粉后，均不会对白纸板的印刷光泽度和表

面强度有负面影响。

2.2.3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K&N值的影响

从图5可以看出，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

淀粉后，白纸板K&N值略有下降。K&N值间接反映了

白纸板对标准油墨的吸收性能，K&N值越大说明纸板

油墨吸收性越好，易于着墨；但纸板的K&N值也不宜过

大，过大易产生透印现象。通常生产过程中控制K&N值

在20%～40%之间。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

粉后涂料的K&N值稍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对白

纸板的油墨吸收性几乎无影响。

2.3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物理性能的影响

2.3.1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光学性能的影响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光学性能的影响见图6。从图6

可见，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后，白纸板

的D65亮度、L *、a *、b *相差不是很大，色差△E分别是

0.10和0.65（使用马铃薯淀粉涂料的白纸板作为参照

样）。在造纸领域内，通常色差△E在0～0.25，表示两

个样品间的色差非常小或没有；△E在0.25～0.5，表示

表3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物理强度的影响

马铃薯淀粉

玉米淀粉

木薯淀粉

涂布量

/(g/m2)

13.1

12.7

11.9

332

318

285

平滑度

/s

5.57

6.41

5.97

挺度(纵向)

/(mN.m)

2.49

2.60

2.65

挺度(横向)

/(mN.m)

268

269

269

厚度

/μm

表4  不同淀粉市场售价情况

马铃薯淀粉

玉米淀粉

木薯淀粉

名称

8503

5047

7012

折算成100%绝干量

售价/(元/t)

售价

/(元/t)

7000

4600

6100

82.32

91.14

87.00

固含量

/%

图5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K&N值的影响

图6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光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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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色差；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涂布后，两种白纸

板的△E为0.65，表明在一些应用中两种白纸板间的色

差不明显，是可接受的。

总体来讲，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

后，白纸板的光学性能变化不是很明显。

2.3.2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物理强度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使用马铃薯淀粉涂料的白纸板具

有较高的平滑度，使用玉米淀粉涂料的较其低了4.2%；

使用玉米淀粉的白纸板具有较高的挺度，纵向挺度比

使用马铃薯淀粉涂料的高15.1%；横向挺度比使用马铃

薯淀粉涂料的高4.4%。使用木薯淀粉涂料的白纸板的

平滑度最低，比使用马铃薯淀粉涂料的低了14.2%；使

用木薯淀粉的白纸板也具有较高的挺度，纵向挺度比使

用马铃薯淀粉涂料的高7.2%；横向挺度比使用马铃薯

淀粉涂料的高6.4%。

总体来讲，使用马铃薯淀粉涂布后，白纸板的平滑

度较高；而使用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涂布的纸张则具

有较好的挺度。

2.4 不同淀粉对白纸板生产成本的影响

实验中灰底白纸板定量为250g/m2，其涂布量为

（12±2）g/m2，淀粉占涂料的质量比约为9.5%，使用

玉米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进行一道涂布生产成本将下

降：

12×（8503-5047）×9.5%/250=15.8元/t纸

使用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进行一道涂布生产

成本将下降：

12×（8503-7012）×9.5%/250=6.8元/t纸

因此，使用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替代马铃薯淀粉

用于制备造纸涂料均能降低白纸板的生产成本，特别

是使用玉米淀粉可明显降低白纸板的生产成本。

3  结论

实验对比了马铃薯淀粉、玉米淀粉和木薯淀粉3种

涂布淀粉的基本特性，以及对涂料性能和白纸板质量

的影响。不同种类的淀粉对涂料保水性影响不大，但对

涂料流变性影响较大。不同种类淀粉对白纸板的印刷

光泽度、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影响不大，但对白纸板

的平滑度、光学性能、湿拉毛强度和湿摩擦性能影响较

明显。生产中不同淀粉的选择，对白纸板生产成本的影

响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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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漂白塔温度控制系统容易受外界干扰、自身参数时变不确定、存在大滞后特性以及控制

难度大等问题，采用模糊PID的控制算法，结合免疫机理构成模糊-免疫PID控制器的系统。由于P型免疫反

馈控制器存在着无法完全消除超调量的问题，本文设计了模糊免疫PI D控制器，将免疫控制与模糊控制所

具有的非线性逼近能力相结合，并利用MATLAB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超调量小，响应速度

快等动态特性以及良好的鲁棒性。

关键词：漂白塔；温度控制；免疫机理；模糊控制；MATLAB仿真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exit som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bleaching tower’s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such as susceptibility to external disturbance, time-varying uncertainty of parameters, hyster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y in control.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a fuzzy PID control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construct a fuzzy-immune PID controller based on immune mechanism. The fuzzy-immune 
PID controller was put forward to replace the P-type immune feedback controller which is unable to eliminate 
overshoot completely. The PID controller combines the nonlinear approximation ability of immune control and 
fuzzy control, and simulates it by MATLAB.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has sou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overshoot and fast response, as well as good robustness.
Key words: bleaching tower; temperature control; immune mechanism; fuzzy control; MATLAB simulation

基于免疫机理的模糊PID漂白塔温度控制研究
⊙ 叶凤英  胡慕伊*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37)

A reaearch on temperature control of PID bleaching tower 
based on immune mechanism
⊙ YE Feng-ying, HU Mu-yi*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叶凤英女士，硕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制浆造纸过程控制，模

糊免疫控制。

研究开发 R & D

中图分类号：TS745; TS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2-0021-04

21
Nov., 2018  Vol.39, No.2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降解从而影响纸浆质量。

纸浆的漂白可以是单段，如次氯酸盐，过氧化氢单

段漂，但更多的是采用多段漂白流程。通过由不同漂序

组合的多段漂白系统的漂白，纸浆达到工艺上所要求的

白度和强度。在实际生产中，漂白被分为多个阶段进行，

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其中，上级选用蒸汽加热，下级采

用加冷却水调节温度，而中间部位不进行控制[4]。

本文中采用串级控制系统，避免了漂白过程大滞后

的问题。在副回路中，将蒸汽流量设为副变量，用于提

高系统抗干扰能力；在主回路中，主变量为漂白塔上部

温度。

根据文献[3]可以确定漂白温度控制系统的温度模

型，笔者采用飞升曲线法来近似地辨识出漂白塔上部的

实际漂白温度和蒸汽流量数学模型。确定漂白温度和

蒸汽流量的近似数学模型为：

                  (1)

                    (2)

2  模糊免疫PID控制器设计原理

免疫系统自身具有很多特点，其中典型的能力是免

疫记忆以及抗体所携带的自我识别属性。目前基于免疫

系统机理开发的计算模型主要有人工免疫网络模型和

免疫学习算法两种[5]。

2.1 免疫反馈调节原理

从生物学角度，免疫细胞对抗原进行识别、活化、

分化以及效应的全过程就是免疫响应过程。当发生免

疫响应时，T细胞会在不同亚群中间产生相互作用，其中

TH细胞和TS细胞是较为重要的两种免疫调节细胞[6]。

免疫P I D控制器，设计原理主要依赖于生物体中

发生的免疫反应。当有陌生的抗原进入到生物体时，生

物体本身所携带的免疫系统会立即反应，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去保护自己，即产生抗体。抗体产生后，它会和

抗原结合，之后将发生各种反应。消灭抗原的方法有两

种：一种是通过吞噬作用摧毁抗原，另一种则是产生特

殊酶分解抗原。开始有抗原入侵生物体时，会发生消化

反应，接着T细胞将接受到信息，同时B细胞也会受到

制浆漂白过程中漂白塔温度的控制是保证浆料质

量的重要环节，许多研究人员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唐翠德[1]提出了单神经元PID控制漂白温度、尤斌[2]

提出了基于前馈模糊反馈的温度控制、张爱娟[3]提出了

基于专家PID的双模态Smith预估的漂白塔温度控制系

统等，控制效果好。本文将免疫调节机理运用到模糊自

整定PI D控制器上，提出模糊免疫PI D控制。将生物免

疫反馈响应的过程与模糊自适应两者相结合，利用模糊

免疫P来调节P I D控制器的比例环节，采用该方法控制

漂白塔温度。

1  漂白塔温度控制系统

制浆漂白过程中漂白塔温度的控制是保证浆料质

量的重要环节。例如，在氧碱（目前更普遍的说法——

氧脱木素）漂白工艺当中，纸浆卡伯值和黏度取决于漂

白反应温度以及反应时间，然而漂白反应温度对漂白的

影响更大。反应温度提高，有利于脱木素的过程。一般

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温度越高，纸浆卡伯

值越低。但如果温度过高，将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严重

图1  免疫过程细胞响应

图2  免疫反馈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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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灭抗原的抗体由B细胞产生。细胞数量的分布

取决于抗原，在大量抗原情况下，生物体内T H细胞多，

TS细胞少，B细胞会大量出现；当抗原被逐渐消灭，TS细

胞数量会增长，由于TS细胞的抑制作用影响了TH细胞，

从而导致B细胞数目也会随着下降。整个免疫响应结束

后，生物体系统会逐渐稳定下来。淋巴细胞与抗体共同

组建成生物体中的免疫系统。其细胞免疫响应原理，如

图1所示。

通过对生物体免疫响应过程的研究[7]，提出一种免

疫PI D控制器：假设ε(k)是作为第k代所产生的抗原数

目，T H(k)则为此时生物体所产出的T H细胞个数，T S(k)

表示为当下T S细胞所造成的抑制影响能力大小，那么

生物体所产出B细胞数量即：

                       (3)

且， 。

偏差e (k )的取值即为抗原数量ε(k )，作为控制系

统输入u(k)取值设为B细胞数S(k)，

故， 。

可得到，该控制系统输出：

         (4)

式中：k p1=K(1-ηf [u (k),Δu(k)]；k p1=K：系统响

应速度；η=k 2/k 1：系统稳定效率；f(●)：一个选定的非

线性函数，它代表了细胞能够抑制刺激能力的强弱。其

免疫反馈控制框图，如图2所示。

常规的P控制器的控制表达式为：

                   (5)

可以看出，比例增益K p的变化与该控制器的输出

息息相关，当输出发生变化时，K p也会对应地发生改

变。因此，K，η以及f (●)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控

制器控制效果的好坏。

2.2 非线性函数f(●)的选取[8]

文献[8]中提出的，非线性函数f (●)可以通过模糊规

则逼近得到，其原理为：输入量分别通过“正”、“负”

两个模糊集进行模糊化；另外设定“正”、“零”、“负”

三个不同的模糊集对控制系统的输出变量进行模糊化。

隶属度函数的区间设定为(-∞,+∞)。利用Z a d e h中的

“a nd”逻辑，并选定“c e n t r o i d”进行反模糊化得到

控制器输出。按“细胞接受的刺激越大，则抑制能力越

小”及“细胞接受的刺激越小，则抑制能力越大”的原

则，组成以下4项规则：

2.3 Fuzzy-immune PID控制器的设计

根据模糊控制原理以及免疫机理，将两者强强结

合，使系数k p由免疫算法进行实时控制，而k i和k d采用

模糊原理进行实时控制，充分地发挥两者的优势[9]。如

图3所示。

其中，模糊控制器k i和k d的设计：作为输入变量

的有，误差e和误差变化率e c；作为输出变量的有，k i

增量Δk i和k d增量Δk d。在各种规则中，模糊逻辑选取

“Manmdani”，反模糊化方法选取“centroid”。由此

图4  正常情况下的阶跃响应

图3  模糊免疫PID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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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

ki=k i′+Δki；kd=kd′+Δkd            (6) 

其中，k i′和k d′分别为k i，k d的初始值。综上，模

糊免疫PID控制器的输出为：

u (k )=k p1e (k )+k ie (k )+k d(Δe (k )-Δe (k-1)= 

K{1-η f [u (k ),Δu (k )]}e (k )+k ie (k )+k d (Δe (k )-

Δe(k-1)                                   (7)

3  MATLAB仿真结果 

建立好仿真模型，根据式（1）和式（2）作为仿真对

象，通过MATLAB中Simulink工具模拟控制器对于单

位阶跃响应的仿真结果。在经过不断地调试后，确定各

项参数。其结果如图4所示，两种不同的响应分别为常

规PID和模糊免疫PID。

从图4可以看出，由常规P I D控制的仿真结果超调

量偏大，反应时间较长，波动很大；而模糊免疫P I D控

制的控制效果超调量小，消除偏差的速度较短，系统波

动较小，响应时间较短，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漂白温度在控制过程中，其数学模型是实时变化

的，其数学模型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改变，本文将被

控对象（漂白温度）的延时和增益均扩大10%，则式（1）

变为：

G1(s)=0.44e -99s/(135s+1)            (8)  

通过对式（8）进行仿真，得到的阶跃响应曲线由图

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模糊免疫P I D控制效果的自适应

图5  模型失配的阶跃响应曲线比较
[收稿日期:2018-06-27(修改稿)]

能力较好，其控制效果与图4的模型匹配时相比，变化

不大，具有优越的自适应性能；但是常规P I D控制效果

与图4相比，控制效果明显变差，超调量明显增大，自适

应性能较差。

4  结束语

针对漂白温度控制系统存在的大滞后、大惯性等

问题，结合生物系统的免疫原理和模糊控制理论能很好

解决非线性、变参数函数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免疫机理

的模糊PID控制。根据MATLAB仿真结果，能够清楚

地看到模糊免疫PID控制器的性能要优于常规PID控制

器，控制效果好，响应速度快且超调量小。这种控制方

法适用于缺乏精确数学模型且参数变化的大迟延工业

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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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芬顿(Fenton)试剂对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的

影响。木素含量较高的硫酸盐针叶木浆经芬顿试剂处理后，

纤维的结晶度、纸浆的黏度都有小幅降低。纤维表面分析表

明，经处理后的纤维表面变得疏松，“起皮”现象较为明显。

芬顿试剂处理后的纤维抄片后，除撕裂度略有降低，纸张干

湿强度都有增加，特别是耐折度及湿强度，纸张白度降低了

6.5%。

关键词：芬顿试剂；未漂针叶木浆；木素；湿强度；耐折度

Abstract: The effect of Fenton reagent on the un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USKP)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USKP 
with high lignin content can be firstly treated by Fenton reagent. 
After the treatment, its fiber crystalline and cellulose viscosity 
were both slightly reduced. Fiber surfac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eated f iber surface became looser, and the “skinning” 
phenomenon on the surface was more obvious. For the treated 
fiber, its tear index was slightly reduced, while the dry and wet 
strength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specially folding endurance 
and wet strength. And the whiteness of paper was down by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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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庆辉1  谢益民2  应广东1

(1.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兖州 272100；2.湖北工业大学制浆造纸研究院，武汉 430068)

Effect of Fenton reagent on the un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
⊙ LU Qing-hui1, XIE Yi-min2, YING Guang-dong1 
(1.Shandong Sun Paper Industry Joint Stock Co., Ltd., Yanzhou 272100, Shandong, China; 2.Pulp and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Hubei, China)

路庆辉先生，工程师，一级建造

师；主要从事基于造纸的生物质

产品开发。

Key words: Fenton reagent; unbleached softwood pulp; lignin; 
wet strength; folding endurance

中图分类号：TS7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2-0025-04

研究开发 R & D

1894年，科学家Fe n t o n发现，H2O2与Fe2+可以有

效氧化酒石酸，后人将Fe2+/H2O2命名为Fe n t o n试剂

（中文名为芬顿试剂）[1]。目前芬顿氧化技术已成为废

水深度氧化法（AOP）中的一种主流方法，在造纸废水

处理中也有较重要的应用。

Fe2+催化过氧化氢降解为羟基自由基，主要按照下

式反应：Fe2++H2O2→Fe3++OH-+HO.[1]。羟基自由基具

有很强的亲电子性，它能与富含电子的木素发生作用。

木素模型物的研究表明，羟基自由基能使酚羟基产生酚

氧自由基。木素与羟基自由基的反应还包括脱甲基产生

酚氧自由基以及在木素结构单元上增加一个酚羟基[2]。

谢益民在漆酶处理纤维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表明自由基

的生成有利于增强纤维交联[3,4]。本文主要以富含木素

的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为原料，探讨一种廉价、简便地

增强纸张性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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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衍射仪测定，实验条件为：管压30kV，管流20mA，

Cu靶，利用Segal计算结晶度。

结晶度=（I002－I aw）/I 002

其中：I002－002晶格衍射角的极大强度；

I a w－2θ角于18°时，非结晶背景衍射的散射强

度。

1.3.2 纸浆黏度的测定

按国标（GB/T 1548-2016）方法测定纸浆黏度。

多次测量，去除偏差较大的样品，取平均值。

1.3.3 纤维的扫描电镜分析

未处理纤维的抄片和Fe n t o n试剂处理纤维的抄

片，切片处理，喷金后用Quant a200E SEM电子显微镜

观察纸张纤维表面形态变化。

1.3.4 纸张性能的测定

在凯赛法成型器中成型抄片干燥，手抄片定量为

60g/cm2。抗张指数、湿抗张指数等指标均按照国标测

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芬顿试剂处理的纸浆X-射线衍射分析

纤维素的结晶度是指纤维素的结晶区占纤维素整

体的百分数[5,6]，是表征纤维素聚集态形成结晶程度的

指标。图1和图2分别是未经芬顿试剂处理与经过芬顿

试剂处理的纤维的X射线衍射图，由2θ角等于18°时，

非结晶背景衍射的散射强度，根据S e g a l公式计算，未

经芬顿试剂处理纤维的结晶度66.70%，经芬顿试剂处

理纤维的结晶度为61.08%。经芬顿试剂处理后，纤维

的结晶度降低了5.62%，降低的幅度不是很大。这可能

是由于芬顿试剂与木素含量较高的未漂硫酸盐浆作用

时，纤维表面的木素起到保护纤维素的作用。

2.2 芬顿试剂对未漂浆黏度的影响

纸浆的黏度测定具有重要意义。测量中发现检测

结果对温度要求较高，因此采用多次测量，去掉偏差较

大的样品，取平均值。未经芬顿试剂处理的纸浆黏度为

1018ml/g，经过芬顿试剂处理后的纸浆黏度为943ml/g，

黏度降低了7.4%。说明芬顿试剂对碳水化合物有一定

的氧化降解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原料

未漂硫酸盐针叶木商品浆：Kappa值为52.1，使用

PFI磨打浆到44°SR备用。

化学试剂：Fe SO4
.7H2O、H2O2（30%）、硫酸，以

上药品皆为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将一定量的未漂硫酸盐浆加入烧杯中，加入一定

量的蒸馏水将纤维稀释成2%的浓度，用电动搅拌机

将纤维悬浮液充分搅拌混匀后，用稀硫酸调节到pH

为6。然后分别加入硫酸亚铁与双氧水，其中H2O2/

FeSO4×7H2O的比值是1.5%/0.03%（绝干纤维量）。

1.3 分析方法

1.3.1 Fenton试剂处理纸浆的X-射线衍射分析

将纸浆压片在德国BrukerAXS公司产的D8型X-

图1  未处理浆的X射线衍射谱图

图2  芬顿试剂处理浆的X射线衍射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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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芬顿试剂处理前后手抄片物理强度指标

未处理样

Fenton试剂处理样

试样
抗张指数/

(N.m/g)

45.361

50.212

2.987

3.305

耐破指数/

(kPa.m2/g)

1.4

1.7

环压指数

/(N.m/g)

104

212

耐折度

/次

10.724

10.232

撕裂指数/

(mN.m2/g)

2.3 芬顿试剂对未漂浆纤维表面的影响

为了更直接地观察芬顿试剂对纤维表面的影响，

用扫描电镜观察了未处理样、芬顿试剂处理样的纤维

表面形态。图3、图5、图7为未处理浆的电镜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未经芬顿试剂处理的纤维表面较为平滑，经

芬顿试剂处理后纤维表面（图4、图6、图8）变得粗糙，

纤维的表面变得疏松。纤维的表面有微细纤维生成。从

纤维表面放大200倍的图可以看出，纤维的交织更加紧

密，纤维表面的“起皮”现象更加明显。

2.4 芬顿试剂处理对纸张抄片性能的影响

(1）芬顿试剂处理对纸张物理强度的影响

由表1可以看出，经芬顿试剂处理后，纸张的干

强度除撕裂指数有所下降之外，其他强度都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纸张的抗张指数增加了

10.7%，耐破指数提高了10.6%。环压

指数提高了13.3%。纸张的耐折度增

长较为明显，由104次增加至212次，

增加了103.8%。与其他强度的增加相

比，纸张的撕裂指数略有降低，这可能与芬顿试剂对纤

维的降解有关。

由表2可以看出，Fenton试剂对湿强度的影响较为

明显。经Fen t o n试剂处理后纸张的湿抗张指数提高了

80.0%，提高的幅度较大。经Fenton试剂处理后纸张的

湿耐破指数提高了122.7%。

由以上分析可知，Fent on试剂对于纸张撕裂指数

略有降低外，对其他的强度性质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Fe n t o n试剂对于纸张的湿强度影响较为明显，湿抗张

指数与湿耐破指数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

(2）芬顿试剂处理对纸浆白度的影响

未经Fenton试剂处理的纸浆白度为24.5%ISO，经

Fenton试剂处理后纸浆的白度为22.9%ISO，白度降低

图5  未处理样表面SEM（1000倍）

图6  Fenton试剂处理样表面SEM

（1000倍）

图7  未处理样表面SEM（200倍）

图8  Fenton试剂处理样表面SEM

（200倍）

图3  未处理样表面SEM（2000倍）

图4  Fenton试剂处理样表面SEM

（2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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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芬顿试剂处理前后手抄片湿强度指标

未处理样

Fenton试剂处理样

试样
湿抗张指数

/(N.m/g)

1.352

2.433

0.141

0.314

湿耐破指数/

(kPa.m2/g)

了1.6%I S O。这可能是由于Fe n t o n试剂与未漂硫酸盐

浆中的木素反应生成了发色基团。

3  结论

(1）木素含量较高的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经芬顿

试剂处理后，纤维的结晶度与黏度都有所降低。可见芬

顿试剂对碳水化合物有一定程度的降解作用。

(2）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得知，经芬顿试剂处理后纤

维其表面有了较大的变化，纤维表面变得疏松，纤维表

面的“起皮”现象较为明显。

(3）经芬顿试剂处理后的纤维抄造的纸张与未处

理样品相比，除撕裂指数略有降低外，其他干湿强度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备是湿强度及耐折度。经芬顿试

剂处理后纸张的白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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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是由日本S ony公司于1992年开发出来

的，具有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开路电压高，安全无

污染等一系列优点[1]。随着笔记本电脑、手机、家用小电

器的广泛使用及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锂离子电池的

需求日益增多。根据国家工信部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预计到2020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将达到200万辆/年。由此预测，

我国每年用于车用动力电池方面的纸质隔膜材料可达

到数亿平方米。                

纸质隔膜材料是锂离子电池结构中内层组件的重

要部分，其作用是防止正、负极接触的同时必须保证电

解质离子的顺利通过。因此，隔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电

池的容量、循环及其安全性能。高品质的隔膜对电池的

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研究发现电池隔膜材料中

铁等金属元素的含量影响隔膜的品质。目前，未见对锂

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中铁金属元素的测定方法的相

关报道。因此，需要研究一种快速、准确、灵敏度高的锂

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中铁含量测试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X-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T h e r m o 

Sc ient i f ic）；CEM-Mar s5型微波消解仪（美国CEM

摘 要：使用微波消解法处理样品，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仪测试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中的铁含量。该方法

相对标准偏差小于5%、回收率为96.6%～101.9%、检出限为

0.10mg/kg。该方法测试简单、准确、快速，可满足锂离子电池

纸质隔膜材料中的铁含量的检测需求。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

料；铁含量

Abstract: The iron content in paper diaphragm material of lithium 
ion battery can be tested by ICP-MS after samples treatment 
through microwave digestion.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less than 5%, the recovery rate was 96.6%-101.9%, and detection 
limit was 0.10mg/kg. This method is proved to be easy, accurate 
and fast in operation, which is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iron 
content test for paper diaphragm material of lithium ion battery.
Key word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 (ICP-
MS); lithium ion battery; paper diaphragm material; iro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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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子天平（Mettler Toledo）；实验室用水为一

级水（18.25MΩ.cm）；铁单标溶液（1000μg/m l，中

国计量研究院）；调谐液（Thermo Scientific，10μg/

l）；内标溶液（含S c）10 0 0μg/m l（中国计量研究

院）；浓硝酸（优级纯，MERCK），过氧化氢（优级纯，

MERCK）。

1.2 试样处理

准确称取0.2000g左右（准确至0.0001g）样品，于

清洗好的聚四氟乙烯溶样杯内，加入2.0m l过氧化氢和

6.0m l浓硝酸,预消解30m i n。将溶样杯晃动几次，使样

品充分浸没。按照表1微波消解程序进行微波消解，取

出后置于电加热板上赶酸，赶至剩余少量溶液时转移

至100m l HDPE定量瓶中，用1.0%硝酸溶液定容，摇

匀，待测。同条件制备试剂空白。

1.3 测定

调谐优化仪器，在表2的仪器工作条件下进行测

试。

1.4 计算公式

按下式计算样品中铁含量

X=(C-C0)×V/m×103

式中：X—试样中铁含量，mg/k g；C—测定样中

铁元素的浓度，μg/l；

C0—试剂空白铁元素的浓度，μg/l；

V—试样消解定容体积，ml；

m—试样质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浓度范围的选择

根据锂离子电池隔膜特性要求及试样称取质

量。选择将标准曲线的浓度上限设为100.0μg/ l，

可以保证其满足任何类型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

料铁含量的测试。配制铁标准工作溶液，在仪器工

作条件下进行测试，以铁元素离子质量计数为纵坐

标，铁元素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见图

1。铁元素线性范围为0.0～10 0.0μg/ l，线性系数

r=0.999937，线性良好。

2.2 干扰及消除

2.2.1 基体干扰及信号漂移消除

用ICP-MS分析时，当样品溶液中可溶性固体含量

大于0.02%时，基体组分经常会导致分析离子信号的抑

制或漂移，造成测定分析结果出现偏差[3]。选用适当的

表1  微波消解条件

步骤

1

2

3

温度 

/℃

120

150

190

5

10

20

保持时间 

/min

表2  仪器工作条件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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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采样深度

/mm

表3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Fe

元素
线性范围

/(μg/l)

0～100 0.10

检出限/

(mg/kg)

0.33

定量检出限

mg/kg

0.999937

相关系数

表4  方法加标回收率

Fe

元素
原始量/

(mg/kg)

6.32 13.31

13.27

12.83

测量值/

(mg/kg)

101.9

99.6

96.6

回收率

/%

6.86

6.98

6.74

加入量/

(mg/kg)

图1  铁含量标准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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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同 一 锂 离 子 电 池 纸 质

隔 膜 样 品 及 国 家 标 准 物 质 绿 茶

（GBW10052）平行测定10次，结果

见表5、表6。

从表5数据可以看出，本方法测

试精密度良好，可以满足锂离子电池

纸质隔膜材料中铁元素含量的测试要

求。

采 用 t 检 验 法 对 表 6 中 的 数

据 进 行 检 验 ， ，其 中

为 平 均 值 ，μ 为 标 准 物 质 保 证

值 ，s 为 标 准 偏 差 ，n 为 测 量 次

数。当显著水平α= 0 . 0 5 时，查t

值 表，得t 0 . 0 5 , 9 = 2 . 2 6 2 ，可见t＜

t 0.05,9=2.2 62。因此，在95%置信水平下，本方法铁

含量测试结果与标准物质保证值无显著性差异。说

明本方法测试结果准确可靠。

3  实际样品分析

采用本方法测试A、B、C、D（其中A、B样为国外

进口产品）四组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中铁含量，结果见

表7。四组样品中均不同程度地含有铁元素，其中国产产

品中铁含量较高。

4  结论

本文研究建立了微波消解处理，使用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测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中铁含量。

该方法准确度高，数据稳定，适用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

材料中铁含量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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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元素，可以有效消除基体效应导致的信号抑制或

漂移现象。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材料的主要成分为聚

烯烃多孔膜，在微波消解过程中基本都被消解为气体排

出，因此不会产生基体干扰。本方法选择用S c作内标元

素,校正信号漂移，效果理想。

2.2.2 质谱干扰消除

质谱干扰因素消除：铁元素有54、56、57、58四种

同位素，其中54、56受40Ar14N和40Ar16O质谱干扰，58丰

度比太小（0.33%）造成分析灵敏度低，因此在选择铁

测试质量数时选择质谱干扰小的57，而非丰度比最高的

56，以消除测试过程中的质谱干扰。

2.3 方法检出限

采用连续测试11次空白的3倍标准偏差计算检出

限。方法检出限见表3。

2.4 方法加标回收率

称取样品同时加入一定量的铁单标溶液，首先对

样品进行前处理，然后进行上机测试,结果见表4。

2.5 方法精密度及准确性

表7  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样品中铁含量

测试结果/(mg/kg)

样品 A（进口)

4.8 12.5

C（国产)

10.8

D（国产)

3.6

B（进口)

表5  锂离子电池纸质隔膜中铁含量测量结果

平行测量次数n

13.09

2.52

铁含量/(mg/kg)

平均值

RSD/%

项目

13.20

2

13.02

5

13.45

8

13.52

3

13.56

6

12.82

9

12.91

1

12.86

4

12.96

7

12.59

10

表6  国家标准物质绿茶（GBW10052）中铁含量测量结果

325

5.296

322±23

1.791

铁含量/(mg/kg)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物质保证值

t值

项目
平行测量次数n

328

2

328

5

326

8

314

3

324

6

321

9

331

1

319

4

325

7

3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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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31个不同品牌和批次的一

次性纸杯，结合定性和半定量分析法和SPS S软件，对一次性

纸杯样品进行聚类分析，测得的元素含量可以区别出不同品

牌和批次的一次性纸杯，且效果良好。通过建立检验一次性

纸杯的分析方法，为案件的破获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X射线荧光光谱法；一次性纸杯；定性分析；半定量

分析；聚类分析；SPSS软件

Abstract: In this paper,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is used to 
measure disposable paper cups in 31 different brands and batches.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and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well 
as SPSS software, cluster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samples of 
paper c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d element contents 
can help to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different brands and batches of 
disposable paper cup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testing disposable paper cup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evidence uncovering in crimin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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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纸杯是法庭科学物证鉴定领域中重要的检

验对象[1]，在各类案发现场常常能提取到一次性纸杯。

一次性纸杯由原纸加工而成，在原纸的制造过程

中会进行一些操作，如漂白、添加增白剂等[2]。由于制作

工艺的不同，一次性纸杯的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厂家生

产的一次性纸杯以及相同厂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一次

性纸杯所添加的化学物质也不同，因此不同品牌和批次

的一次性纸杯，所含元素种类和含量也不同[3]。利用这

一点可以对一次性纸杯进行区分。

一次性纸杯主要的检测方法包括红外光谱法、拉

曼光谱法、X射线荧光光谱法等[4～6]。在法庭科学物证

鉴定领域中，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可以对材料中所含

的元素种类及含量进行快速、无损测定。

本文借助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31个一次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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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b、c代表同一品牌不同批次的样品。

表1  样品测定结果

cafe

铁路

McDonald’s(a)

McDonald’s(b)

锦江之星

味多美

西贝筱面村

和路雪

无名

唐拉雅秀酒店

无名

同仁科技

无名

鑫隆

清清美

苏伯

八喜

唤醒

福昔甜品

妙潔(a)

妙潔(b)

妙潔(c)

金拱门

现磨豆浆

好利来

豆浆原磨

STARBUCKS

香飘飘(巧克力)

无名

椰子粉

现磨豆浆

品牌
样品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203

1152

960

960

940

1457

1900

943

612

713

829

705

905

2482

1351

0

1267

2652

1540

1285

1331

694

1070

1302

866

1842

2325

0

1499

445

0

Cl/

(μg/g)

911

2082

305

424

927

698

1502

34486

2715

1503

1726

1495

7560

1121

1332

109948

1811

2025

3176

1332

398

811

787

1798

1451

334

1473

98936

1744

5501

92004

Ca/

(μg/g)

104

0

0

0

0

0

0

0

0

136

0

0

0

27

26

125

0

0

0

0

0

0

0

0

848

0

0

0

0

14

0

Ti/

(μg/g)

587

198

77

63

160

50

52

92

162

555

68

110

97

51

339

1044

257

70

340

121

49

264

101

131

256

56

46

296

149

434

364

Fe/

(μg/g)

5.2×7.0×8.5

5.3×7.5×8.5

6.1×10.0×17.0

6.0×9.0×9.0

5.3×7.5×8.5

5.3×7.5×8.5

5.0×8.3×9.5

5.2×8.0×9.5

5.2×8.5×8.5

5.3×7.5×8.5

5.3×7.5×8.5

5.3×7.5×8.5

5.3×7.5×8.5

5.3×7.5×8.5

5.3×7.5×8.5

6.5×10.5×8.5

5.3×7.5×8.5

7.3×8.5×5.0

5.7×9.5×13.0

5.0×7.8×8.7

5.0×7.8×8.7

5.0×7.8×8.7

5.7×8.5×9.3

6.0×9.0×10.2

6.0×10.7×9.0

5.9×11.0×8.5

5.7×11.2×9.5

5.9×11.0×8.5

5.0×7.8×8.7

6.0×9.5×17.0

6.0×9.0×11.0

规格（底部直径×口

部直径×高度）/cm

杯样品外侧空白区域中的氯(C l)、钙(C a)、钛(T i)、铁

（Fe）四种元素的含量。依据测定的实验数据进行定性

半定量分析[7]，并结合SP S 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8]，效果

良好。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仪器及仪器工作条件

实验仪器：X-MET8000X射线荧光光谱仪（英国

牛津公司）；Rh靶。

仪器工作条件：电压40kV；电流

60mA。

1.2 实验样品

不同品牌和批次一次性纸杯样

品共31个，分别进行编号（见表1）。

1.3 实验方法

1.3.1 最佳测定时间的优选

为了优选出最佳测定时间，随

机选取30#“椰子粉”一次性纸杯样

品，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别对样

品外侧空白区域进行多次等差时间测

定，测定时间分别为：50s、60s、70s、

80s、90s、100s、110s、120s，平行测

三次，取平均值。

1.3.2 重现性实验

为了验证实验方法的可靠性，在

相同的实验条件及最佳测定时间下，

进行重现性实验：随机选取2#“铁

路”一次性纸杯样品对外侧空白区域

进行测定，测10次，取Cl、Ca、T i、Fe

元素含量平均值，计算标准偏差及相

对标准偏差。

1 . 3 . 3 一次性纸杯样品的X射线荧光

光谱分析

将31个不同品牌和批次的一次性

纸杯样品外侧空白区域，分别截取成

1cm×1cm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并用酒

精棉签擦拭，晾干。在上述相同的实

验条件及最佳测定时间下，对样品分别进行测定，平行

测3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最佳测定时间的优选

实验结果见表2，当测定时间为110s时，实验各项

数据基本稳定，因此选定最优测试时间为110s。

2.2 重现性分析

实验结果见表3，三种元素含量基本稳定，相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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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偏差均小于5%。因此，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一

次性纸杯中元素含量重现性较好，实验结果可靠。

2.3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31个不同品牌和批次的

一次性纸杯样品分别进行测定，根据样品中C l、C a、

T i、Fe元素含量的不同，可以对样品进行区分（实验结

果见表1）。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发现31个一次性纸杯样品

均含有Ca元素，但含量不同，说明31个样品中均添加了

CaCO3，用以改善纸张的松厚度及白度[9]。16#、28#、

31#的样品中不含C l元素，其余样品均含有C l元素。通

常，漂白纸浆时常用氯气或次氯酸盐作为漂白剂，但由

于漂白过程中氯气混合纸张木浆中的某些物质会产生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因此很多国家在生产一次性纸杯

时，已不再使用经氯气漂白过的纸浆[10,11]。一次性纸杯

样品中测出C l元素的原因，可能是某些厂家为了降低

成本，提高效益，在制作纸杯时仍使用经氯气漂白的

纸张；也可能是某些厂家违规生产劣质纸杯。1#、10#、

14#、15#、16#、25#、30#样品含有T i元素，说明纸浆内

添加了钛白粉（T iO2），用以改善纸张的强度和光泽度
[12,13]。生产纸杯时，添加钛白粉会使成本变高，所以有

的厂家会不添加或者少添加钛白粉。所有的样品均含

表2  多次等差时间测定结果分析

时间

/s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4

368

248

302

305

371

442

432

Cl/

(μg/g)

5497

5674

5475

5642

5417

5350

5417

5302

Ca/

(μg/g)

407

410

425

418

419

426

438

424

Fe/

(μg/g)

表3   2#一次性纸杯样品10次测定结果

样品所含

元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1161

1232

1270

1286

1301

1213

1226

1206

1263

1288

1237.33

44.4

3.59

Cl/

(μg/g)

2018

2104

1975

2104

2081

1915

2126

2025

2053

2015

2063.46

65.49

3.17

Ca/

(μg/g)

197

185

193

188

201

194

197

195

202

197

194.9

5

2.57

Fe/

(μg/g)

表4  含Ti元素样品组的半定量分析结果

编号

1#

10#

14#

15#

16#

25#

30#

1.320

0.474

2.214

1.014

0

0.597

0.081

Cl/Ca

1.552

2.708

21.980

3.929

105.314

5.668

12.675

Ca/Fe

表5  不含Ti元素样品组的半定量分析结果

编号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1#

Cl/Ca

0.553

3.148

2.264

1.014

2.087

1.265

0.027

0.225

0.480

0.472

0.120

0.700

1.310

0.485

0.965

3.344

0.856

1.360

0.724

5.515

1.578

0

0.860

0

10.515 

3.961 

6.730 

5.794 

13.960 

28.885 

374.848 

16.759 

25.382 

13.591 

77.938 

7.047 

28.929 

9.341 

11.008 

8.122 

3.072 

7.792 

13.725 

5.964 

32.022 

334.243 

11.705 

252.758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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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Fe元素，但具体含量不同。纸浆中含有一些过渡元素

如铁、锰等，这些元素是由作为制造纸浆的植物所吸收

的。另外在纸浆生产过程中往往会由于化学药品的使用

及设备的腐蚀等原因，也会带入Fe元素[14]。

由实验结果可知，依据31个样品中是否含有T i元

素，可以将31个一次性纸杯样品分成2组。

每个组分别计算Cl元素含量与Ca元素含量的比值

（Cl/Ca）、Ca元素与Fe元素含量的比值（Ca/Fe），所

得结果见表4和表5。

对于不同品牌的样品,依据表4，样品编号为16#的

样品Cl/Ca较其他样品差别较大，其中编号为16#的样

品Cl/Ca为0，其他编号样品Cl/Ca均不为0，且数值相

差较小。因此，可以根据Cl/Ca是否为0，进一步对含有

Ti元素的一次性纸杯样品进行分类。

依据表5，28#和31#的样品Cl/Ca为0，其他编号样

品Cl/Ca均不为0；从Cl/Ca不为0的样品中可以看出，

编号为8#的样品不同于其他样品，其Cl/C a为0.027，

接近于0，而其他编号样品Cl/Ca均大于0.10。因此，对

于不含有T i元素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可以根据Cl/C a数

值差异进一步分类（结果见图1）。

对于同一品牌、不同批次的样品，3#、4#和20#、

21#、22#同一品牌、不同批次的样品，依据表4和表5，

由于Ca元素与Fe元素的比值（Ca/Fe）的差别较大，可

根据Ca/Fe进行分类。

因此，利用Cl、Ca、Ti、Fe四种元素含量及比值的

不同可以对不同品牌和批次的一次性纸杯样品进行区

分。

2.4 SPSS聚类分析

利用SPSS软件系统聚类方法中最远邻元素法分别

对含有T i元素和不含有T i元素的两组一次性纸杯样品

进行聚类分析。

以下为最远邻元素法的基本思想： 

                        
(1)

d i j定义为i、j两个数据个体之间的欧式距离，G1、

G2…表示类别，DKL表示类GK与类GL的距离。

当类G K和类G L合成新的类，此时定义新的类为

GM。新的类GM与某类GJ之间的距离为：

DMJ=max{DKL,DLJ}                     (2)

运用SP S S软件分别对含有T i元素和不含有T i元

素的不同品牌和批次的一次性纸杯样品进行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如图2和图3。

根据聚类分析树状图可知：对于含T i元素的7个

一次性纸杯样品中，分成两类时，编号为1#、10#、14#、

15#、25#、30#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属于一类，编号为16#

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属于一类。

根据聚类分析树状图可知：对于不含T i元素的24

个一次性纸杯样品中，分成两类时，编号为2#、3#、4#、

5#、6#、7#、8#、9#、11#、12#、13#、17#、18#、19#、

20#、21#、22#、23#、24#、26#、27#、29#的一次性纸杯

样品属于一类；编号为28#、31#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属于

一类。

分成三类时，编号2#、3#、4#、5#、6#、7#、9#、

11#、12#、13#、17#、18#、19#、20#、21#、22#、23#、

24#、26#、27#、29#的一次性纸杯样品属于一类；编号

为8#的一次性纸杯样品为一类；编号为28#、31#的一次

性纸杯样品为一类。

图1  不含Ti元素样品组分类结果

图2  含Ti元素样品组聚类分析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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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和图3得出，利用SP S S软件可以对31个不同

品牌和批次的一次性纸杯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效果较

好。通过与半定量分析相比较，聚类结果基本相同。

3  结论

一次性纸杯是犯罪现场常见的物证之一，不同品

牌和批次的一次性纸杯中所含元素的种类及含量各不

相同。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结合定性半定量方法与

SP S S软件聚类分析方法，可以将不同品牌和批次的一

次性纸杯区分出来，且区分效果较好，该方法可用于公

安机关实际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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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卫生纸干燥耗能大，能源成本高，为追求较低的干

燥成本，一些造纸企业甚至放弃了代表先进技术的高速卫生

纸机，转而选用配备蒸汽热风气罩的低速纸机。本文介绍了

卫生纸干燥原理、干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能量平衡计

算，定量分析了卫生纸的干燥能效及能量损失情况，介绍了卫

生纸干燥节能的常用方法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节

能思路，解决卫生纸机干燥速率和能效及成本之间的矛盾，

希望引起大家重视。

关键词：卫生纸；干燥；能耗分析；节能方法

Abstract: Normally it’s high energy-consuming for the drying 
section of tissue machines. In order to cut down energy costs, 
tissue paper manufacturers usually tend to choose relatively 
low-speed tissue machines with stream-heated hood rather 
than advanced high-speed tissue machin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rying principles, capa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issue paper drying, and analyzes its drying effects and energy 
loss through energy balance calculation. Moreover, some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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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ow a new way for energy saving, which helps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drying efficienc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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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P M P集团将卫生纸机划分为两种类型，以车速

1200m/m i n、产能60t/d为界，界限以下的称为“环保

经济型”纸机，这种类型的纸机不仅关注技术，还会考

虑能耗和投资；界限以上的称为高技术纸机，产能更

大，车速更高，纸种、配置选择上更加丰富。高技术纸

机的配置主要体现在流浆箱、压榨、扬克缸及气罩等关

键设备的选用上，流浆箱的选用主要是从浆料在成形

网上的均匀分布和纤维的定向可控等方面考虑，而压

榨、扬克缸及气罩的选用考虑更多的是干燥能力、能耗

及能源成本问题。

卫生纸行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能源成本的竞

争，然而高技术纸机在能耗及能源成本上并不占优势，

除去驱动电能外，在干燥热能消耗上也远高于低技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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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纸机，卫生纸机的干燥部很短，典型特

征是有一个直径很大的烘缸——扬克缸，烘缸上配置气

罩系统，高速卫生纸机的干燥系统原理见图1。进入干燥

部的纸页紧贴在烘缸表面，烘缸里面充满蒸汽，蒸汽将

热能通过烘缸壳体传递给纸页，纸页吸收热量后水分蒸

发，离开纸页表面，在纸页的另一面，从气罩喷嘴中喷出

的高温热风直接冲击在纸页上，通过对流的方式将热量

传递给纸页，进一步加快纸页中水分的蒸发，蒸发出的

水分，进入热风中，热风成为高湿气体，气罩中同时设有

抽风系统，将高湿气体一部分排出系统外，带走纸张中

蒸发出的水分，另一部分高湿气体在循环风机的抽吸作

用下，返回燃烧器，同燃烧器中产生的高温烟气混合，然

后再进入气罩，干燥纸页。气罩的排风湿度高、温度高，

蕴藏着大量余热，通常配有两级余热回收系统，气罩排

风先预热燃烧器的助燃空气，再做二级余热回收，加热

工艺用水或供厂房通风使用。烘缸中的蒸汽向纸页传热

后，变成冷凝水排出烘缸，进入蒸汽喷射余热回收系统，

回收部分闪蒸汽余热后返回锅炉循环使用。                                                 

图2  气罩与烘缸在不同热风温度下的干燥能力

图3  热风温度和热风冲击速度对干燥能力的影响

机，让所谓“高技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人们在选择

纸机时，会在高低技术之间摇摆，产生许多困惑，但大

的卫生纸厂，还是倾向于选择高技术纸机。

为了降低干燥成本，一些工厂采取折中的做法，选

择以蒸汽为热源的低温热风气罩从而避免使用价格更

高的天然气，但付出的代价是纸机车速降低，在相同条

件下，产能仅为采用高温热风气罩纸机的60%～70%，

纸机高技术得不到充分发挥，常见高技术卫生纸机规格

及产能见表1。为了减少产能损失，使其达到同等条件下

配备高温热风气罩纸机的70%～80%，可通过加大烘缸

尺寸、提高循环风机负荷，或提高进烘缸纸页的干度，

采用双压榨辊甚至加装靴压等诸多技术措施来实现。

但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会增加设备投资、

运行电耗及维护费用等。此外，采用低温热风气罩的纸

机，纸粉多，不仅容易堵塞换热器，降低能源利用效率，

还影响操作环境和纸张质量。实践证明，低温热风气罩

生产的纸张柔软度明显低于高温热风气罩。

2  卫生纸干燥原理及能耗

表1  常见高技术纸机的规格及产能

纸机规格

2.8

2.8

5.6

5.6

5.6

5.6

～幅宽

/m

12

16

16

18

18

22

扬克缸直径

/英尺

蒸汽气罩(＜180℃)

56

75

-

150

-

188

产能/

(t/d)

设计车速

/(m/min) 

1200

1600

-

1600

-

2000

燃气气罩(＞300℃)

87

-

188 

188 

206

-

产能/

(t/d)

1600

-

2000

2000

2200

-

设计车速

/(m/min)

图1  高速卫生纸机干燥部热风及蒸汽冷凝水系统

（含余热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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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卫生纸的干燥由扬克缸和气罩共同完成，对

一台纸机而言，烘缸的干燥能力是固定的，烘缸干燥能

力不足的部分，由气罩来完成。配备燃气气罩的高速卫

生纸机，每吨纸会消耗80～130Nm3的天然气和1.1～

1.3t左右的蒸汽；配备蒸汽气罩的中高速卫生纸机，每

吨纸会消耗约2.2～2.5t的中压蒸汽，常见高技术纸机

干燥部热能消耗量见表2（无靴压配置）。

3  卫生纸机干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卫生纸机的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燥部的干

燥能力，扬克缸及气罩系统综合干燥能力一般可达到

150～240kg水/（h.m2）之间，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扬克

缸的干燥出力大约在70～90k g水/（h.m2），剩下的为

气罩的干燥出力，仅依靠扬克缸干燥的卫生纸机，产能

（干燥能力）是受限的，不到配备高温热风气罩系统的

纸机的一半。

扬克缸的干燥能力主要由烘缸尺寸、烘缸传热系

数及蒸汽压力等确定，而这些参数又受到扬克缸的材

质、壁厚、制造工艺、耐受蒸汽压力、冷凝水排放等诸多

因素制约，要想大幅提高扬克缸的干燥能力，是十分困

难的。

气罩干燥能力的影响因素更多，不仅与气罩的生产

工艺水平、气罩喷嘴、喷嘴与缸面的距离等设备因素有

关，还与热风温度、湿度、冲击速度等操作因素有关，气

罩干燥能力的操作弹性很大。

热风温度和冲击速度对气罩的干燥能力影响很

大，气罩与烘缸在不同热风温度下的干燥能力见图2，

热风温度和热风冲击速度对干燥能力的影响见图3。热

风温度越高，干燥能力越大，冲击速度越大，干燥能力

越大；热风温度对干燥能力的影响大于冲击速度的影

响，要想提高气罩干燥能力，提高热风温度比提高冲击

速度更有效。提高热风冲击速度，需要加大循环风量，

这会显著提高循环风机电耗，而提高热风温度会使天

然气消耗量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气罩热风温度越高，则

排风温度越高、排风热损失也就越大。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需要评估热风温度与冲击速度这两个因素对干燥

成本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与提高热风温度相比，提高

热风冲击速度所花费的用电成本更高。

4  卫生纸干燥能耗分析

从能量守恒原理可知，不管采用哪种干燥方式，选

择哪种气罩型式，蒸发相同数量的水分，消耗的能量是

相同的，卫生纸机干燥能耗的差异，本质是由能源损失

的大小不同造成的，而能源成本的差异，则是由能耗数

量及能源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卫生纸机干燥部的

热损失，主要由系统散热、漏风损失、冷凝水热损失及

气罩排风热损失构成。系统散热和漏风损失由纸机的

保温及制造工艺水平决定，不受生产工艺控制。烘缸冷

凝水余热可回用于锅炉，主要损失发生在冷凝水的输送

过程中。排风热损失受气罩形式、运行参数以及余热回

收情况的影响很大，是卫生纸机干燥部的主要热损失，

可以这么说，干燥部能源利用效率取决于排风热损失。

下面我们通过计算对燃气气罩的卫生纸机干燥耗能进

行说明，详见能量平衡图（图4）。

计算依据：

进烘缸纸页干度      39%

出烘缸纸页干度      95%

吨纸蒸发水量t/ADt  1.44 

表2  常见高技术纸机干燥部热能消耗量

能耗比较

蒸汽气罩

(1.6MPa,210℃)

燃气气罩(35530kJ/

Nm3)

1200

1500

1500

1900

纸机车速

/(m/min)

蒸汽消耗

/(t/t)

2.2

2.5

1.3

1.3

热能合计

/(kW.h/t)

1715 

1949 

1753 

2198

0

0

75

120

燃气消耗

/(Nm3/t)

图4  卫生纸机干燥部能量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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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见表3（能量单位kWh）。

其中蒸发水分耗能  997 

干燥部总热效率    59% 

输入干燥系统的总热能为1753kW h，其中烘缸蒸

汽1013kW h，气罩燃气740kW h，用于蒸发水分消耗

的热能为997kW h，用于加热纸张及纸张中的水分消

耗的热能Q7为40kWh，这两部分能量合计1037kWh，

可认为是被有效利用的热能，通过计算可知干燥系统

的热效率为59%，其他41%为干燥系统热损失，其中Q5

气罩散热及漏风损失为74kW h，约为4%，Q 6烘缸散热

损失为101kW h，约为6%（烘缸端盖保温可减少这部

分热损失），这由干燥设备本身的技术完善度决定，在

操作上可以改善的空间很小。烘缸冷凝水损失Q 4约为

166kW h，占比重较大，约为9%，由于温度较低，这部

分能量干燥系统本身无法再继续使用，只能作为余热

供其他系统利用。其余的热损失都在气罩排风中，约占

22%，在气罩排风中，还有纸张干燥，蒸发水分而产生

的潜热蕴含其中，如何高效利用这部分余热，是卫生纸

机节能的关键。

排风热损失的多少取决于气罩对环境的排风温度

和排风量，而排风数量又与排风湿度有关，排风湿度越

高，排风量越小（以上计算排风含湿量按400g/k g干空

气考虑，每生产1k g纸需要3.59k g干空气）。高温热风

气罩的排风湿度通常可高达600g水/k g干空气，而低

温热风气罩的排风湿度一般在200～300g水/kg干空气

之间，也就是说，在排风温度相同的情况下，低温热风

气罩的排风损失是高温热风气罩排风损失的2～3倍，从

这个角度看，高温热风气罩更加节能，但前提是排风温

度与低温热风气罩相当。

5  卫生纸干燥部节能的常用方法

从减少热损失入手，不难找到卫生纸机干燥部的

节能方法，常用方法如下：

A.提高进烘缸纸页干度，减少蒸发量，可通过提高

上网浆料温度或使用蒸汽箱、靴压等方式实现，节能量

见表4。

B.选择技术完善度更高的纸机，减少气罩漏风损

失。

C.加强保温，减少烘缸、气罩、热风管及蒸汽冷凝

水系统的散热损失。

D.充分利用冷凝水余热，加热工艺水、利用溴化锂

空调余热制冷等。

E.充分利用气罩排风余热，加热工艺水、加热燃

烧空气或气罩补风。

F.减少排风量和降低排风温度，减少排风热损失。

提高纸页干度是最有效的节能方法，增加相关设

备投资就可以实现，是否值得投资主要取决于投资成本

及能源价格。减少气罩漏风损失，受技术完善度限制，

节能空间有限。加强保温、减少散热损失，简单易行，

特别是烘缸端面保温，会有很好的节能效果。第4、5两

种节能方法属于余热回收范畴，是最常见的节能方法，

但回收的余热品质低，通常只能供其他系统使用，对减

少干燥部蒸汽和天然气消耗帮助不大，经济价值会大

打折扣。此外，由于卫生纸生产工艺特点，余热往往不

能得到充分回收利用，浪费依旧严重。减少排风量和降

低排风温度，减少排风热损失，是大家考虑最多的节能

环节，为实现这个目标，卫生纸机的气罩系统有三种选

择，但都存在一些缺点，那就是干燥能效、速率和成本

三者不能兼顾，难以令人满意，其主要特点见表5。

(1）可采用微热风气罩，用烘缸冷凝水加热空气，

热风温度低于100℃，在这种情况下，气罩是没有干燥

能力的，纸页的干燥完全由烘缸完成，气罩热风的作用

是将从纸页中蒸发出来的水蒸气排出气罩之外，采用这

种形式气罩的纸机，在干燥系统上实现了能源的梯级

利用，能源利用效率很高，气罩排风热损失降到最低，

但牺牲的是纸机干燥能力即产能，纸机车速一般低于

1200m/min，由于排风温度太低，通常不设余热回收系

统。

(2）为提高干燥能力并兼顾干燥成本，可采用蒸汽

加热的低温热风气罩，热风温度一般低于180℃，在这

种情况下，气罩有一部分干燥能力，纸机车速一般低于

1600m/m i n，若想提高纸机产量，只能选择增加循环

风机流量以加大热风冲击速度来提高气罩干燥能力，

这必然会付出昂贵的用电成本。采用这种气罩形式的纸

机，在干燥系统上未能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由于排风

温度不高，只能用来加热工艺用水或厂房通风换热，余

热回收不能减少烘缸蒸汽消耗，余热回收的价值不高。

气罩温度低，湿度低，排风量大。因此蒸汽加热的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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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气罩热效率不高，只有在蒸汽价格不高的情况下，

如配置有燃煤机组热电联产的企业，选择这种气罩才

有意义。

(3）为追求更高的产量及纸张质量，提高纸机的投

资效率，可选择天然气加热的高温热风气罩，热风温度

最高可达650℃，纸机车速高于2000m/m i n，最高可达

2400m/min（纸机干燥能力），由于排风温度高，这为余

热回收创造了条件，通常气罩排风先用来预热燃烧空气，

再做二级回收，用来加热工艺水或厂房通风换热，但由

于排风温度高，余热往往不能被充分利用，浪费严重。

(4）对于配置高温热风气罩的纸机，气罩、烘缸与

其他能源回收或生产设备可以组合一个能源按高低品

质梯级利用的系统，这为能源高效利用创造了条件，可

大幅减少能源浪费。例如：在高温热风气罩的排风管上

配置余热锅炉，制取蒸汽供烘缸使用（见图1），或采用

表5  卫生纸机三种常见气罩的主要特点

能量来源

能源单价

气罩温度/℃

干燥速率

能源效率

能源成本

气罩类型 燃气气罩

天然气

高

＞300

高

低

高

蒸汽

中

＜180

中

低

中

蒸汽气罩

冷凝水

很低

＜100

→0

高

很低

微热风气罩

燃气轮机联合气罩，燃气轮机先发电，燃气轮机温度高

达500℃的尾气与循环风混合后供气罩使用，气罩排风

再进入余热锅炉制蒸汽供烘缸使用，能源利用效率可高

达80%。由于余热锅炉制蒸汽对传热温差的限制，这些

系统的排风温度依旧较高，通常也无处可用，只好白白

浪费。此外，产生高温热风的一次能源天然气价格往往

较高，而余热锅炉回收的余热是以蒸汽形式存在的，其

结果只能减少烘缸蒸汽消耗而不能减少气罩天然气消

耗，因此对干燥能源成本的下降极其有限。此外，采用

燃气轮机联合气罩时，由于燃气轮机运行受最高温度

限制，大量冷却空气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排风量，

这也是燃气轮机联合气罩系统综合热效率难以超过

80%的根本原因。

6  卫生纸干燥部节能新思路

使用高温热风气罩的高速卫生纸机有很多优点，

代表着技术的发展方向，但干燥部能源利用效率低、单

位能源成本高的缺点也是致命的，这也是采用蒸汽气

罩的中低速卫生纸机仍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TAD技术虽具有很多优点，但高温热风干燥（使用天然

气）能源成本过高的致命缺点限制了其发展。

一种能提高卫生纸机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

利用成本，让使用高温热风气罩的高技术纸机的产能优

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方法，对促进卫生纸行业的发展，是

十分重要的，也一定是受市场欢迎的。在找到问题产生

的根本原因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创新思路，是可以找

到办法的。下面我提出一个构想，供探讨，并希望引起大

家重视：

(1）打破纸机和锅炉独自成系统的传统做法，将能

源生产（蒸汽、热风发生装置）与利用（气罩、烘缸等）

紧密结合，构成一个更大的能源梯级利用系统，为低品

质余热利用创造条件，同时减少蒸汽及冷凝水输送损

失。

(2）设计一种能源生产装置，可同时产生高温热风

和蒸汽，分别供气罩和烘缸使用，将能源生产装置及气

罩燃烧系统合二为一，对应的排烟损失也合二为一，降

低排烟损失和设备投资，该能源生产装置可选择天然

气或水煤浆为燃料。

(3）气罩及烘缸余热即气罩排风和烘缸冷凝水返

表4  不同干度纸页的节能量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进烘缸纸页干度

/%

吨纸蒸发水量

/t

1.50

1.44

1.38

1.32

1.26

1.21

1.16

1.11

-

4.3

8.3

12.2

15.9

19.4

22.7

25.9

节能比例 

/%

NG

Q1

740 

42%

+      =     +       +      +      +

蒸汽

Q2

1013 

58%

气罩

排风

Q3

1373 

78%

Q4

166 

9%

冷凝水
纸张

带走

Q7

40 

2%

Q 6

101 

6%

烘缸

散热

气罩散

热漏风

Q5

74 

4%

表3  卫生纸机干燥部的能量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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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7-03]

回能源生产装置，将在传统模式中无法或无处使用的余

热高价值回收利用，大幅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

除散热损失外，冷凝水余热几乎全部就地回用，热

损失由原来的9%降低到1%，通过循环利用后，气罩的

排风温度降低到100℃以下，湿度为400～600g/k g干

空气，再用来加热工艺给水、厂房暖通等，将排风温度

降低到60℃以下，同时回收部分从高湿排风中析出的冷

凝水，减少清水用量。这种配置实现了能源按高低品质

在本系统内梯级利用，回收的余热用于减少一次能源消

耗，价值很高，气罩的最终排风损失由传统模式的22%

降低到3%左右，真正做到吃干榨净。由于能源生产及利

用装置紧密结合，蒸汽输送热损失可由传统方式的5%

降低到1%左右。由于能源生产装置与气罩燃烧器合二为

一，整个系统只有一个排烟（气）口，在使用天然气为燃

料的情况下，整个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可达到95%

左右，远高于燃气轮机联合气罩80%的综合能源利用效

率。这种能源生产与利用装置就近布置、紧密结合，减

少能源输送损失，实现能源按高低品质梯级利用的方

式，解决了卫生纸干燥速率、能源效率及干燥成本不能

兼顾的问题，高温热风让高技术纸机的产能优势得到

了充分发挥，让“高技术”更加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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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

● 2019年印度新德里国际纸展（Paperex2019）

展会时间：2019年12月3-6日；展会地点：印度新德里Pragati Maidan展馆

展会简介：Paperex 2019印度新德里国际纸展，是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国际性纸业展会之一。

上届展会吸引了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家参展商和3万多位专业观众，展位面积超过25万平方

米。中华纸业杂志社为本届展会的国内一级代理，将带领国内优秀企业以“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

联盟”、“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的名义联合参展，盛大亮相本届纸展。

● 2020年亚洲纸展&世界生活用纸展(Asian Pape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20)

展会时间：2020年6月3-5日；展会地点：泰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展会简介：始于1992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是泛亚地区唯一的、规模最大的制浆造纸专业展览会，

涵盖了该地区制浆造纸产业每个环节，为制浆造纸生产商创造了与全球顶尖纸业机械、设备、服务供应

商会晤洽谈的最佳平台。上届展会（2018亚洲纸展）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家展商参展，以及来自

92个国家的3000余名专业观众参观。

中华纸业杂志社为亚洲纸展中国

区的独家代理。

以上展会展位预订工作已经开始。

更多详细信息请详询：中华纸业杂志社

联系人：崔晓萃；电话：0531-

88522949，18954139170；传真：0531-

88926310；邮箱：c p p i8@c p p i.c n；Q Q：

94043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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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用纸的环保门槛和资金投入远低于工业

用纸、文化用纸和特种纸等其它纸种，近年来行业发展

十分迅速，产能日趋过剩。目前国内生活用纸行业，除了

原有的四大家族(金红叶、恒安、维达、中顺）不断扩充

产能以外，理文和泰盛也成为行业新贵。面对供求严重

失衡的市场环境，我们要广开思路，不断创新，想方设

法降低生产成本。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生活用纸事业部PM1

是Andritz纸机，纸机型号为Prime Line ST C8,幅

宽2.85m,设计车速1850m/m i n,配备5.486m(18f t)的

钢制扬克缸[1]。干燥介质是1.6M P a饱和蒸汽，主要生

产定量从12g/m2到40g/m2的各种生活用纸，包括卫生

纸、面巾纸、餐巾纸、擦手纸等多个品种。其干燥系统采

用蒸汽系统和热风系统并用，蒸汽作为该机型主要消耗

的能源之一，所以合理利用蒸汽，充分发挥其能量，是

纸机运行节能的关键。下面结合PM1的生产实践，就如

何降低蒸汽的吨纸单耗作初步探讨。

1  制定合理的打浆工艺

造纸行业流行一句俗语：“三分造纸，七分打

浆”[2]。关于生活用纸制浆工艺，主要有两点需要关注：

(1）配浆

生活用纸的主要原材料由针叶浆和阔叶浆组成，

阔叶浆纤维较短，一般为1m m左右，木质疏松，对纸

页的松厚度高、手感好；针叶浆纤维较长，一般在2～

摘 要：该文重点论述了以蒸汽为干燥能源的高速卫生纸

机的节能方法，通过对制浆工艺、扬克缸排水系统、闪蒸罐、

热泵等相关控制问题的分析，探讨了蒸汽能源纸机的节能措

施。

关键词：蒸汽；扬克缸；闪蒸罐；热泵

Abstract: The energy-saving solutions for steam drying high-
speed tissue paper machines we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paper. 
Detailed energy-saving methods were put forward he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in the pulping process, drainage system of Yankee 
dryers, flash steam tank, heat pump, etc.
Key words: steam; Yankee dryer; flash steam tank; heat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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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m[3]，木质紧密，对纸页的强度有利。一般来说，长

纤维浆比短纤维浆价格高，所以我们在生产中应根据原

纸的物性指标和浆料成本确定浆料配比。

(2）磨浆

打浆度越低，纤维结构越疏松，在纸机湿部越容易

脱水，可以提高湿纸幅上缸的干度。

在满足原纸物性指标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多配

短纤维和轻磨浆的工艺思路，对后期纸页的干燥有明

显改善，便于纸机提速降耗。当然产品的特性决定了产

品干燥成本的差异，比如，本公司PM1的面巾原纸比压

花软抽原纸的吨纸蒸汽消耗低0.2t左右。

2  选用配套的烘缸排水系统

PM1自2014年年底投产以来，一直存在扬克缸冷

凝水排水不畅的问题，导致高速状态下纸面局部出现

褶皱，车速一直限制在1650m/min以下。2018年3月份，

And r i t z公司对PM1扬克缸排水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

造，基本解决了纸页打折的问题；但由于改造后的二次

蒸汽质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当时纸机的蒸汽

消耗居高不下。我们通过不断摸索和调整，终于找到了

这套系统的关键控制点，使吨纸汽耗由2.5t降到2.0t左

右。图1是PM1扬克缸内部排水系统对比，前者适宜于

燃气汽罩纸机，后者适宜于蒸汽汽罩纸机。               

这里重点谈一下不凝性气体。不凝性气体就是存在

于蒸汽中的空气，主要存在于扬克缸内部。不凝性气体

主要来源：（1）在蒸汽系统关闭或者扬克缸升温、保温

阶段，扬克缸内部形成真空自然吸入的少量空气；（2）

图1  PM1扬克缸内部排水系统

锅炉房给水时夹杂少量的空气，被混入到蒸汽当中；

（3）在降温减压过程中冷凝水有接触到空气，被重新

带入系统；（4）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二次蒸汽反复循环，

热泵部分吸入少量空气。

PM1的电厂来汽为1.6MPa、300℃的过热蒸汽，我

们在分汽缸进行减温不减压（即添加冷凝水）的方式对

其进行处理，以满足扬克缸干燥所需。在这个过程中，

蒸汽不可避免地混入空气。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蒸汽换

热产生的冷凝水在PM1扬克缸运转速度520m/m i n以

上形成封闭水环，水环紧贴扬克缸内壁进行传热，但是

如果有部分空气夹在扬克缸内壁与水环之间，就会影

响传热，降低扬克缸的干燥能力。扬克缸和水环、空气

的导热系数（三者大概比例为1417∶23∶1）存在较大差

异，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空气夹在扬克缸内壁与水环之

间,保证扬克缸的干燥效果。

PM1在扬克缸保温阶段每隔30m i n会外排一次闪

蒸蒸汽，在蒸汽系统外排管道上安装有一孔板与冷凝

器相通，也是为了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排放扬克缸内的不

凝性气体。然而实际生产中，在热泵的作用下，闪蒸蒸

汽不断往复循环，不凝性气体不断积累，有时候会导致

出现扬克缸工作压力大、蒸汽流量偏小，但是干燥效果

明显变差的现象。在外排二次蒸汽后扬克缸干燥效果

迅速好转。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扬克缸

内蒸汽的温度达不到此压力下饱和蒸汽温度时，就说明

扬克缸内部已经积聚了较多的不凝性气体。蒸汽系统如

果没有设置自动程序进行外排控制，我们就需要进行手

动外排操作。

3  闪蒸罐的合理利用

蒸汽闪蒸罐的作用就是通过将

扬克缸里面排出的高压高温的二次蒸

汽减压，降低其沸点，使之迅速汽液

分离，是造纸蒸汽系统中一个重要的

节能装置。PM1正常生产状态下，扬

克缸工作压力在0.7MPa左右，缸内的

温度在170℃左右，排出的二次蒸汽压

力在0.63MPa左右，温度也在150℃上

下，所以高效利用二次蒸汽，是蒸汽

系统节能的重要环节。闪蒸罐的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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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很关键，液位过高，闪蒸罐的有效空间不够，会造

成扬克缸排水不畅，影响扬克缸干燥效能；液位过低，

二次蒸汽还来不及进行汽液分离，就被压送到下一阶

段，造成浪费。同时浪费的蒸汽参与换热，导致系统水

温过高，会严重影响到节能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闪

蒸罐液位应控制在45%～50%。

4  热泵效能的发挥

热泵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蒸汽高速喷射引射要

升压的低压蒸汽，进行能量交换后形成适合烘缸使用

的中压蒸汽。热泵设计的主要热力参数包括工作蒸汽、

混合蒸汽、引射蒸汽的压力和温度[4]。

PM1的工作蒸汽为1.6MPa饱和蒸汽，混合蒸汽压

力在0.7～0.75MPa，引射蒸汽压力为0.6～0.7MPa。根

据我们的经验，热泵设计的工作蒸汽压力相对于实际生

产时的蒸汽主管压力尽可能调低0.1M P a，以避免工作

蒸汽压力波动时热泵效能不佳，导致扬克缸短时间排

水不畅，干燥效率突然下降，纸面出现鼓包、打折等现

象。 [收稿日期:2018-08-11]

5  结语

PM1是新月形高速卫生纸机，生产的原纸品类较

多，熟练掌握纸机运行性能和纸种特性，减少改产的品

质波动和能耗浪费。为此，PM1通过完善的工艺控制标

准和sop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包括：涂层

调整、水质跟踪、系统清洗、网毯的更换、系统的运行

维护以及纸机相关问题点的改善。目前生产效率在97%

以上，为提速降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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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款新型的压榨形式，即

宽压区压榨，也称为靴式压榨或靴形压榨。这种压榨有

很宽的压区，纸页在高压力下有较长的停留时间，更有

利于纸幅的固化，提高纸的干度和韧性[1]。

1  靴式压榨技术及应用

压榨部是造纸机的核心部位之一。在整个造纸工

艺过程中压榨部的作用十分关键，图1所示为典型的靴

式压榨，其特点是简单、可靠。压榨靴全部使用液体动

力润滑，并保证最佳的线压分布,如图2所示。

脱水前压力急剧上升，紧接着脱水期间压力较平

稳地上升到相对低的最大压力，在出压区时压力又急剧

下降以防止水分回湿到纸幅中。

2  某纸机压榨部轴承故障监测

摘 要：现代造纸机的压榨部多采用靴式压榨的结构，其高

线压、宽压区的设计，提高了脱水能力。但低速重载的运行工

况往往会缩短轴承的使用寿命，造成计划外停机影响生产。

本文介绍从压榨部的振动检测入手，预知压榨辊轴承的失效

及轴承零件的损坏。经实践证明，振动检测可以有效地预测

轴承的故障点，从而提前更换问题轴承，避免计划外停机。

关键词：靴式压榨；轴承；低速重载；振动监测；预知维修

Abstract: Shoe press structure, featured by high linear pressure 
and wide pressure area, is now widely installed in modern paper 
machines, which can help to improve dehydration capacity. 
However, low-speed heavy loading could reduce the duration of 
bearings for press rolls and thus lead to an accidental shutdown. 
So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press section 
and hopes to find the way for the prediction of bearings and 
components damages. It’s proved that vibration monitoring could 
help to effectively predict faults of bearings, remind paper mills to 
replace old bearings in advance and avoid unplanned shutdown. 
Key words: shoe press; bearing; low-speed heavy loading; 
vibration monitoring; predictiv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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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机压榨部的振动监测与压榨辊轴承

的预知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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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monitoring of press section in paper machines and 
the predictive maintenance for the bearings of press r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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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NipcoFlex压榨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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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纸机2008年投产，年产40万t，主要生产白卡纸

和液态包装纸，纸机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该纸机压榨部采用双靴压+光压的脱水方式，在保

证脱水效果的同时，还降低了纸张的两面差，提高了纸

页的品质，其结构如图3所示。

在此靴式压榨结构中，压榨辊为直通式辊而非分

区可控辊，压榨辊处于靴套辊的下方，因此在压区闭合

时轴承会受到更大的作用力，而引发轴承失效。表2所

列为压榨部的工作参数。

2017年12月中旬车间点检人员发现二压下辊传动

侧出现振动异常，一周后振动有明显的增加，设备维护

人员怀疑轴承内圈断裂所致，车间生产领导也想在第

三天改纸时再更换辊子。为避免突然停机造成更大的

经济损失，对该压榨辊进行了振动检测，初步判断是轴

承滚动体出现了异常，而非轴承内圈断裂，随后将具体

的情况告知设备人员，希望立即更换。

检测时车速为82 5m/m i n，换算成辊子转速

为175r/m i n，两侧轴承均为241/670 E CA K30/

C084W33，查数据库中轴承故障的基本信息见表3。

表3中的数值表示轴承部件故障频率与转频的倍

数关系，该辊子的转频f=175/60=2.92H z，由此可知轴

承保持架的故障频率f FTF=0.438×2.92H z=1.28H z，

滚动体的故障频率fBSF=3.865×2.92Hz=11.27Hz。

轴承故障信号分别从水平、垂直、轴向三个方向进

行了采集，如图4所示。

从图4(a)的时域加速度波形中发现一簇有规律的

明显冲击信号，判断该信号是造成辊子异常振动的直接

原因。

结合图4(b)发现该信号频率为1.278H z，与轴承保

持架故障频率1.28H z相吻合，故判断

该信号为滚动体撞击保持架产生的冲

击信号，而时域加速度的冲击能量达

到了30g.s以上，说明出现了比较大的

冲击，可能是保持架变形又或者是滚

动体损伤造成的。

基于E M E R S O N振动监测

PeakUve标准，判断轴承剩余寿命＜

5%，如表4所示。

而图4(c)中时域加速度波形中的

表1  纸机基本信息

白卡、烟卡、液态包装纸

纸种参数

数值 4580

幅宽

/mm

900

设计车速

m/min

210～400

定量/

(g/m2)

图2  靴压理想的压力曲线

图3  压榨部的结构

表2  压榨部工作参数

数值

参数
压榨

形式

双靴压+光压 800

第二压区线压

力/(N/mm)

100

光压线压力

/(N/mm)

4.5

毛布张力

/(N/mm)

800

第一压区线压

力/(N/mm)

表3  轴承故障基本信息

21

滚动体

个数

轴承

型号

241/670ECAK30/C084W33

滚动体

3.865

外圈

9.200

内圈

11.8000.438

保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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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辊子。次日对问题轴承进行了拆检，见图5、图6，两

颗滚动体有明显损伤，内圈和外圈未见异常。

轴承室外压盖打开后发现有两颗滚动体出现了裂

纹，内外两侧各一颗，内侧更严重一些。拆检轴承后发

现内侧损坏滚动体已裂开，如图7所示，如果在机继续

运行，随时可能散落，导致轴承抱死。

冲击频率约为11.325H z，这与2倍的滚动体故障频率基

本一致，可理解为轴承的两颗滚动体出现了损伤，且损

伤程度较严重。至此基本可以确定上述的冲击信号是

由滚动体的异常损伤对保持架的冲击造成。

综上所述，鉴于滚动体故障的特殊性（较大的冲击

易造成保持架的变形，也可能使轴承瞬间抱死），建议

车间尽快停机更换辊子，避免更大的损失。

诊断结果反馈给车间后，车间领导讨论决定，立即

表4  轴承寿命与PeakVue值间的关系

全部

＜20%

＜10%

＜5%

＜1%

剩余

寿命

寿命

阶段

New

1

2

3

4

PeakVue冲击

能量/(g.s)

0

10

20

30

40

0.15

0.15

0.15

0.16

0.18

振动值

/(in/s)

表5  辊子的基本参数

1500

直径

/mm
参数

数值

辊子自重

/kg

410005150

辊面宽

/mm

800

所受线压力

/(N/mm)

表6  轴承基本信息

疲劳载荷极

限Pu/kN

1760 200

参考转速

/(r/min)

400

极限转速

/(r/min)

额定转速基本额定载荷

动态C

/kN

13800 29000

静态C0

/kN

图4  三个方向波形图

(a）水平方向波形图

(b）水平方向PeakVue频谱

(c）垂直方向波形图

(d）轴向波形图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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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轴承失效分析

由于该轴承的使用周期短，失效形式较特殊，为查

找失效原因，对轴承的受力情况及载荷分布作进一步分

析。

表5列出了压榨辊的基本参数，用于受力分析。

由于靴辊和压榨辊在垂直方向上的夹角较小，所

以单个轴承所受的力可近似为：

F=（G自重+F线压力）/2

=（41000×9.8+800×5150）/2

=2260.9(kN)

查轴承241/670 ECAK30/C084W33的基本信息,

见表6，轴承疲劳负荷极限P u=1760k N，明显小于轴承

的实际载荷。

由此可见，该轴承长期处于低速重载工况中，易造

图5  轴承在轴头上

图6  滚动体的损伤

图8  受力分析简图

[收稿日期:2018-06-28]

成轴承的疲劳损伤，如果滚动体的内部存在制造缺陷，

在高载荷的交变应力的作用下，易造成内部应力集中，

出现疲劳裂纹，并向外扩展，最终使滚动体裂开。

4  振动监测的意义

振动监测和故障诊断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

地减少和避免设备故障,尤其是重大设备事故的发生，

并且减少维修次数和延长维修周期，以使每个零部件的

工作寿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降低维修费

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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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散落的滚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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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造纸行业的高速发展，行车在造纸厂也得

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尤其对成品纸卷的传送及大型设备

的起吊是不可缺少的，一旦行车出现故障，不仅会影响生产的

正常运行，也会影响设备的检修，如何快速判断行车控制电

路故障，是我们维修人员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只有我们认真

研究和制订针对本单位的行车控制系统的检查计划，才能使

行车始终处于高效、节能的工况下运行。

关键词：可编程控制器；中间继电器；限位开关；行车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factory transport system has been us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especially in paper roll transmission and large-scale equipment 
lifting in paper mills. Failure in transport systems will not only 
interfere normal operation, but also affect the maintenance of 
equipment. So it’s rather necessary for workers to grasp the 
way to quickly inspect faults of transport control systems. Only 
when a targeted and proper inspection plan can be made, will 
factory transport systems always work efficiently with low energy 
consumption.

行车控制系统故障的检查与排除
⊙ 倪鹰健  王爱其  徐喜彦  汤瑜杰  方淼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平湖 314200)

A brief discussion on faults inspe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transport control system in paper mills
⊙ NI Ying-jian, WANG Ai-qi, XU Xi-yan, TANG Yu-jie, FANG Miao 
(Zhejiang Jingxing Paper Co., Ltd., Pinghu 314200, Zhejiang, China) 

倪鹰健先生，工程师；从事电气

工作。

Key words: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intermediate 
relay; limit switch; factory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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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造纸行业的高速发展，行车在造纸厂也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行车有以下优点：（1）成品

纸卷的重量一般都超过十几吨，以人力搬用是不可能

的，因此需要行车来吊运。（2）造纸厂的设备都是大型

的机器，检修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行车的使用，可以大

大减少人力，提高工作效率。（3）行车故障少好维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加之造纸厂自身的环境，行车上

电气元件的故障会不断出现，影响着行车的正常运行，

我作为公司的一名电气设备维护人员，在日常对行车控

制系统故障的检查与排除中，总结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经

验。以下是我根据我们公司行车常见的控制系统故障进

行了分析。

1  可编程控制系统

行车的可编程控制系统主要由电源模块、CPU模

块、输入及输出模块组成。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称谓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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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需要我们对模块进行更换来排除故障。如果反

向信号输入后，输入模块的指示灯也未亮，那么需要测

试其他输入点的指示灯是否闪亮，多数情况是当几个输

入点指示灯都未亮时，基本是外部24V电压未给定引起

的，可以检查外部24V供电电源是否损坏。对输出模块

的故障判断也使用正反向输出点启动的方法来测试，输

出点的指令是由CPU发出的（程序未做过更改）。正反

输出点一个闪亮，一个不闪亮，基本可以断定是输出模

块点故障，以上故障判断是根据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

出模块是否故障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还遇到过一种

情况，就是输出模块的指示灯亮着，但实际上并没有信

号输出，我们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和万用表来排除故

障，理由是24V直流电通过模块内部触点闭合输出到中

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得电吸合，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

合，使得接触器得电吸合，主电路接通，设备开始工作。

如果模块的输出指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中间继电器无

电气系统的大脑，所有的行车指令信号都是通过可编程

控制器发出的,因此通过对可编程控制器的检查，可以

快速判断行车控制系统哪个位置存在故障。例如我公司

行车使用的可编程控制器是欧姆龙的COM1H系列，如

果行车要正常运行首先要满足行车三相电源已输入、各

大车及小车断路器已合闸、各保护限位均已到位这些输

入信号。在满足输入信号的条件下通过输出模块来发出

工作指令。当行车出现故障时，第一时间是检查可编程

控制器上各个模块是否有报警点，一般正常情况下，电

源模块，CPU模块是绿灯显示。

1.1 可编程控制器电源故障

如果电源模块指示灯未亮，那么整个可编程控制

器无法工作，行车控制系统无电，行车无法使用。所以

先检查电源模块的220V电压是否输入，结合公司几台

行车的电气元件布线，可以发现模块的供电电源就在模

块边上，一般测量就可以发现保险丝熔断了，导致模块

无电，如果更换保险丝后又烧掉了，那么多数情况是可

编程控制器的电源模块出现了短路现象，导致保险丝熔

断。更换电源模块后可以排除故障。

1.2 可编程控制器CPU故障

CPU故障一般比较好确认，在电源模块输出电压

正常下CPU是没有报警的，如果发生报警故障，一般建

议先断电，如断电复位后，CPU依然报警，考虑编程上

是没有任何改动的，因此建议更换CPU模块。在日常的

维护中建议将CPU中的程序备份，预防CPU故障时程

序丢失。

1.3 可编程控制器输入输出故障

在日常的检查使用中，行车的输入输出模块的故

障是最高的，但并不是整个输入输出模块坏，而是某个

点存在故障，因此在对输入输出模块的故障判断需要

配合行车遥控器及万用表进行快速分析，首先使用遥控

器，因为行车可以前后运动，吊钩也能上下运作。因此，

当我们输入一个信号时，行车没有动作，模块输入指示

灯未亮，这时我们可以输入一个反向的信号，这个时候

反向信号的输入模块点闪亮，可以断定是一开始输入点

存在故障，可以对输入点进行电压测试，一般我们使用

的是24V直流电，当24V电压有，可以断定这个点存在

图1  模块工作简图

图2  行车程序启停程序步骤 

生产实践PRoDuction

51
Nov., 2018  Vol.39, No.2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电压，连接线无断开，那么该模块输出存在故障。

2  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起着连接模块输入输出信号的传递作

用，当可编程控制器信号输入输出无故障时，需要将故

障点切入到中间继电器检查。

行车上中间继电器的工作流程：输入可编程控制器

模块信号，外部电源使中间继电器吸合后，通过中间继

电器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使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形成

一条通路，从而使可编程控制器输入信号指示灯亮。可

编程控制器输出信号，当输出信号发出后，使中间继电

器得电吸合，通过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将

外部的接触器得电吸合，主电路导通，设备开始工作。

中间继电器是否正常工作可以测量电压得到（目前

我公司行车上使用的欧姆龙J Y系列，都有线圈得电指

示灯，我们可以快速判断中间继电器是否得电），如果可

编程控制器信号已经输出，而中间继电器的两端没能测

到24V电压，可以将故障缩小连接可编程控制器到中间

继电器的线路上（多数故障是接线排接头氧化引起）。

3  限位开关

为了确保行车正常工作，在行车上安装有数量较多

的限位开关，我们造纸厂行车上限位开关一般有三种型

号：

对总电源控制：门限位（W L D类限位开关），造

纸行车总接触器吸合前置要求就是这些保护限位需到

位。

对吊钩上下位置控制限位：LX44类限位开关。

对大小车位置保护限位：YBLX-22/1限位。

限位开关是串入控制线路中的，一般来说可编程

控制器无故障、中间继电器无故障，就需要考虑限位开

关是否出现故障。正常情况下按下触头限位开关有“咔

嚓”的清脆声，放开后可以迅速弹回，故障现象未触头

无法弹回导致触点无法断开。

在控制回路中还串有电流继电器、热继电器触点

来对设备进行保护，这些触点的故障判断也较为明

显。

4  故障实例

4.1 行车主接触器不吸合

故障现象：行车主接触器不吸合，整部行车的控

制系统无电。按照可编程控制器——中间继电器—限

位开关来排查故障范围，查看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信号、

CPU信号指示灯亮，使用行车遥控器后输入模块无任何

指示灯亮，将故障点切入中间继电器范围，图纸上显示

总电源是跟KA1中间继电器有关，查看中间继电器，但

KA1继电器指示灯闪亮，确认KA1线圈吸合，但KA1到

总电源接触器KM0断路，通过电压测量，发现KA1辅助

常开触头一端有电压220V，一端无电压（事实上常开触

点闭合后，应该是无法测到220V电压的）。检查中间继

电器发现中间继电器座（如图7）存在故障，更换继电器

座后故障排除。

图3  输入输出模块信号点简易检查步骤

图4  小车工作程序

图5  行车吊钩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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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接触器及中间继电器

2个接触器吸合。可编程控制器输出是

由CPU指令发出的，尝试断电复位发

现依然只有2个点输出，更换输出模块

后，发现有3个点输出，故障排除。

4.4 行车小车无法移动

故障现象：行车上一部小车可以

左移动，但无法向右侧移动。同样使

用遥控器先对可编程控制器输入输出

进行检查，无异常发现，同时中间继

电器也输出正常，由于向右移动时，右

侧小车有一限位对该小车进行限制，

于是检查限位，手拨动限位触头比较

灵活，有清脆的咔嚓声，但测量该限

位开关在接线排的接线，发现有220V

电压，该限位未在断开状态，应该是

无法测到电压的，于是打开盒盖检

查，发现触点上弹簧弹出，触头无法

回复到闭合状态。更换后限位开关后

故障排除。

5  结束语

以浙江景兴纸业有限公司下属的

某造纸厂的行车控制系统常见故障为

例，对故障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

排除故障的方法。由于行车控制系统

使用了可编程控制器，使得故障的范围能快速判断，然

后配合万用表进行电压测试，能够诊断出故障的具体位

置。行车使用年代久远，控制元件的老化和腐蚀现象不

可避免，因此我们在日常对行车的控制系统检查中要查

看各点是否有氧化现象，发现后要及时处理，才能确保

行车的正常使用。希望本文能对造纸厂用行车的故障分

析与排除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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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行车北小钩故障 图9  可编程控制器输出点故障

图6  门限位 吊钩限位 各车移动限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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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车北小钩故障（图8）

故障现象：行车北小钩故障，小钩可以上升，但无

法下降，下降接触器未吸合。再次按照可编程控制器—

中间继电器——限位开关来排查，可编程控制器输出指

示灯亮，上下升降的中间继电器输出指示灯亮，怀疑是

吊钩保护限位开关故障，检查发现吊钩保护的限位开

关开裂，导致限位开关触点并未闭合，下降接触器线圈

无法得电。

4.3 可编程控制器输出点故障（图9）

故障现象：行车两钩在上升过程中，两钩上升速度

不一致。检查发现一钩3个接触器中有一个接触器未吸

合。开始检查可编程控制器，发现吊钩的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信号有，但输出信号一钩有3个点输出，另一钩有2

个点输出。所以导致一个有3个接触器吸合，另一钩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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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度是烟用纸张（卷烟纸、水松原纸、成形纸）

等特种纸张的一项重要物理指标。

特种纸生产过程中透气度波动的原因，一般有以

下几点：

(1）磨浆工艺变化；（2）除气控制；（3）助留剂的

用量；（4）流浆箱浓度；（5）吸水箱真空度；（6）真空辊

真空度；（7）案板角度；（8）消泡剂用量；（9）损纸添加

量；（10）填料、细小纤维：片状填料如高岭土和滑石粉

可以降低松厚度和透气度；碳酸盐填料会增大松厚度

和透气度。

本文以恒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4高透嘴棒成

形纸、16#机卷烟纸机台8年的透气度仪的维护和故障

摘 要：介绍了Pe rm i透气度在线检测系统原理、日常维护重

点，以及故障的成因、解决方案的原理和实现步骤方法。

关键词：透气度；真空发生器；故障处理；维护

Abst ract: Measu r i ng pr i nciples , t rouble shoot i ng and 
maintenance experiences for Permi on-line air permeability 
analyzer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ai r per meabi l it y; ejector; t rouble shoot ing;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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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度在线检测仪的现场维护经验
⊙ 齐鑫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On-site maintenance experiences for the on-line air permeability analyzer
⊙ QI Xin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齐鑫先生，仪表自动化副主任，

自动化工程师；研究方向：自控

系统在特种纸生产中的应用。

图1  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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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经验，对芬兰ACA公司的Permi透气度在线检测系

统原理及故障处理和预防性周期维护总结归纳。希望

对自动化同行有所帮助。

1  Permi透气度在线检测系统原理

Permi透气度在线检测系统的原理是压差法。

Permi透气度测量气路有个闭环真空控制系统，真

空控制器与真空压力传感器、真空压力调节阀构成闭环

自动控制。利用闭环真空控制回路产生的测量气路恒定

真空，吸取通过测量槽区域的纸幅的空气。由测量气路

流量计测量通过测量槽区域的空气流量，流量计电压

信号经控制器处理计算透气度，根据不同的透气度标

准换算出客户所需的单位。卷烟配套用纸使用的透气度

单位为CU。密封环区域的真空主要用于纸页的吸附密

封，保证纸页与测头良好接触。

客户根据测量纸种的需要，在控制面板设定测

量真空压力。例如卷烟纸为0.75k P a，高透成形纸为

图2  测量气路原理

0.5kPa。

接入测量气路的真空压力传感器的0～5VDC电压

信号送入真空控制器。控制面板设定测量真空压力值对

应的电压信号与测量气路真空压力传感器电压信号在

真空控制器比较、计算并调节真空调节电磁阀，控制经

真空调节电磁阀去真空发生器的压缩空气流量，进而调

节真空发生器产生的真空压力，稳定并保持测头测量槽

区域的真空度。

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在于：（1）可以连续测量；

（2）一次校准；（3）纸幅的张力变化或纸机的车速变

化不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2  故障处理实例

图2是笔者根据外文资料并对比现场设备翻译整

理，提供给维修站使用的资料。是我司维护透气度在线

测量系统的重要工具。 

2.1 故障实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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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透气度测量值波动大

处理步骤：

(1）首先询问生产车间，生产是否正常，排除产品

实际透气度波动因素。

(2）根据测量原理和气路图分析，测量气路存在漏

气点。且测头与纸页密封不好的情况可能性最大。

(3）此时将测头引出的测量气路软管弯折，封闭测

量气路。控制面板显示流量值变为0。确认故障原因为

测头与纸页之间密封不良。

(4）测头与纸页之间密封不良的原因包括：测头有

脏污附着导致测头不光滑（停止测量后，落下测头检查

排除）；测头前后导纸辊或弧形舒展辊角度或高度调整

（此时需要调整测头角度和高度，经检查排除）；边缘

密封气路问题导致密封真空度过低或过高（此时需要

检查气路的减压阀上压力表指示压缩空气压力有无异

常、真空发生器替换法检查过滤器滤芯的脏堵情况）。

最终确认为过滤器滤芯脏污造成。清理滤芯后，检

测正常。

故障分析：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因为气路密封不

好，导致空气经测量槽外的其他部位，比如纸页和测

头的缝隙或气路接头处进入测量真空气路，会影响测

量。

少量的空气经测头缝隙或真空气路接头处泄入会

导致测量波动。

大量的空气经测头缝隙或气路接头处泄入就会导

致超量程或透气度测量值保持不变（当空气泄入导致

无法测量真空无法稳定控制在真空设定值时，透气度测

量仪会保持测量值不变，只有在稳定的真空压力下，控

制逻辑认为是在正常的测量条件下，才会更新控制面板

显示透气度测量值）。此时可见控制面板显示的测量真

空压力已经小于设定真空压力，操作控制面板进入扩展

显示页，可以看到流量计的流量值已达到量程上限。

所以需要在透气度测量过程中：

(1）保证纸幅和测量头接触完好。根据实际现场设

备巡检、检查结果：清洁或更换边缘密封气路的过滤器

内的滤芯，保证密封气路的真空度能够稳定可靠地吸附

住纸页，纸页和测头间没有缝隙。

(2）如果调节过纸幅前后的弧形舒展辊高度或角

度，导致测头与纸幅接触密封不良，则必须调节测头高

度和角度，以使测头与纸页接触良好。一般经验：测头

高度要高于纸幅高度1～2mm，以保证良好接触。

(3）排除真空测量气路接头处密封不良。

注意：透气度测量方式是接触式。设备工作期间纸

页的静电传导及摩擦会使测头产生静电，安装时测头要

保证良好接地。

2.2 故障实例二

现象：更换流量计后，透气度测量值保持不变，流

量值显示0。

处理步骤：

(1）万用表检测流量计流量0～5VDC电压信号。发

现为0V。

(2）检测流量计工作电源电压10VDC。发现为0V。

(3）检查流量计电源保险。发现保险熔断，更换保

险后，测量正常。

最终确认为更换流量计时，将流量计10V DC电源

接地，导致保险熔断。

故障分析：控制板上有三个保险，如图3，包括压力

传感器保险、流量计保险和真空比例阀保险。维护实践

中遇到过两次流量计保险熔断，原因是更换比例阀时

误操作将比例阀10V DC电源短路造成。现象是流量值

为0。如果是真空压力传感器保险熔断，则控制面板显图3  保险位置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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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真空度测量值变为0。如果真空比例阀保险熔断，

则比例阀失电不工作。正常真空控制比例阀工作时，用

手触摸阀体外表面，可以感觉到嗡嗡的持续振动。所以

可以用触摸法快速判断真空控制比例阀是否工作，再测

量真空比例阀快速插头的电源电压或者保险，进一步判

断是真空控制比例阀故障还是保险熔断故障。解决方

法是更换保险。

2.3 故障实例三

现象：透气度值保持不变，控制面板显示的测量气

路真空压力达不到设定测量压力值。

处理步骤：

(1）采用气路软管弯折法，判断排除气路密封和漏

气原因。

(2）更换真空调节电磁阀。更换后，恢复正常测

量。

最终确认为电磁阀故障。

故障分析：真空调节电磁阀正常工作时，手放在真

空调节电磁阀上，可以感觉到嗡嗡的振动，故障的电磁

阀则无此现象。判定是因电磁阀不工作后，进一步用万

用表检查是否为电磁阀线圈故障，或者替换法更换阀

体，判断是否阀体故障。

2.4 故障实例四

现象：透气度测量值不变，流量显示为0。

处理步骤：

(1）万用表检测流量计流量0～5VDC电压信号。发

现为0V。

(2）测流量计工作电源电压10VDC。发现为0V。

(3）检查流量计电源保险。正常。

(4）测量控制电路板中给流量计切送10V DC工作

电源的晶闸管输出端电压。为0VDC。

(5）测量控制电路板中给流量计切送10V DC工作

电源的晶闸管输入端电压。为10VDC。

最终判断晶闸管烧损，更换晶闸管后，测量恢复正

常。

故障分析：自动化专业是机电一体化高度集成的专

业，要求我们在机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专业基础 [收稿日期:2018-07-20(修改稿)]

知识要非常扎实。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结合设

备工作原理，优化故障处理流程，不遗漏故障检查点。

一般仪表生产厂家不会提供详尽到芯片级别的技术资

料，我们要结合知识、经验，分析、检查设备、电路，通

过维修简单的芯片电路故障，节约维护费用。

在恒丰纸业T4纸机和15号机的Perm i透气度在线

测量仪故障维护时都遇到过透气度在线检测仪晶闸管

烧损故障。通过更换晶闸管原件更换维修，节约外购控

制板备件采购费用5万余元。

3  日常维护中的故障原因、维护重点和注意事项

3 .1 日常维护中最常见的导致透气度在线测量系统故

障的原因

(1）因压缩空气气源过滤器清理不及时，导致真空

调节电磁阀进水进油而失效。(2）透气度测量气路、密

封气路过滤器（包括滤芯）清洁不及时，导致气路堵塞。

(3）恢复气路安装时方法不当或检查不细致，导致空气

泄入。(4）测头的清洁和检查不及时，异物的粘附或灰

尘的积累导致纸页和测量头间密封不良。

3.2 日常维护的重点

(1）每天的气源过滤器排污，及时清除油、水，保

证系统元件不受油、水的污染和腐蚀。(2）定期进行气

路过滤器的清洁，尤其是滤芯的清洁。避免因为密封真

空气路的堵塞造成真空密封不良导致测量偏大或波动。

避免因为测量真空气路的堵塞造成测量值偏小。(3）特

别注意维护过程中，过滤器的拆装要规范，避免拆装

后，因为过滤器的漏气造成测量值偏大或超量程。(4）

纸机停机时要及时检查和清洁测头密封环，因为纸页

脱落的纸屑与纸页带来的水分结合，容易在测头形成垢

块，造成测量故障。

3.3 注意事项

测量头直接接触纸幅，如果测量头的角度和接触

压力不正确可能会磨损测量头的陶瓷涂层。因此要坚持

每天对测头与纸面接触情况的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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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耗升流式压力筛

申请公布号：CN 108505380 A

发明人：张吉祥　苗海滨　王玉鹏

申请人：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目前市场上使用的粗选升流式压力筛每平方米

动力配置大都在50kW以上，精选压力筛大都在40kW

以上。这种压力筛能耗高，生产能力却不高，在筛选

过程中产生了过多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在筛选过程

中筛选区域的浓缩现象影响了筛鼓的通过量，在尾

浆侧由于浆料浓度增高，导致筛选无法正常进行，筛

鼓实际过浆面积往往只有全面积的1/2，这就造成了

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在筛选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作

用在纤维和杂质中，使杂质变得细小化，造成杂质容

易通过筛鼓，进入良浆，降低成浆质量，同时提高了

后续去除杂质难度。

提供一种低能耗升流式压力筛，克服了上述现

有技术中的不足。

如图1、图2所示，低能耗升流式压力筛的结构

包括上盖、壳体、转子、筛鼓、底板、传动轴、底座

和传动轴驱动机构。上盖设置在壳体的上部，上盖

上设置有排气管和尾浆管；底板设置在壳体的下

部；转子、筛鼓和传动轴分别设置在壳体内；筛鼓

位于转子外侧，其上部和下部分别通过上法兰和下

法兰与壳体相连；传动轴位于转子下部；底板位于

底座上部；传动轴驱动机构位于底座上且与传动轴

相连；壳体下部设置有进浆管和重渣管，上部设置

有出浆管；下法兰的下部设置有挡浆板，挡浆板的

底面低于进浆管的顶面；转子包括转子筒体、转子

座、支撑板和叶片，转子筒体设置在转子座的外侧，

两者之间通过支撑板相连，转子筒体外侧设置有多

个叶片，叶片为螺旋形，叶片的螺旋方向与转子筒

体的旋转方向相反。

支撑板上部的转子筒体的内表面焊接有若干根

扰流条。叶片的螺旋角为15°～45°。

叶片包括叶片前圆弧、叶片后圆弧和叶片与转

子筒体的贴合面，叶片前圆弧为小圆弧状，叶片后

圆弧为大圆弧状；叶片前圆弧为迎浆侧，叶片的最

高点靠近迎浆侧，为叶片总宽的1/4处。螺旋形叶片

的迎浆侧在转动时形成向尾浆管方向的推力。螺旋

形叶片为浆料筛选提供压力脉冲，产生的负压脉冲

能够清洗筛鼓表面，并将部分良浆中的水回流至筛

选区域。

叶片的厚度与宽度比为0.1～0.5。支撑板为环形

钢板，包括两个，焊接在转子座外侧的上部和下部。

两个支撑板之间设置有多个串浆管，串浆管使支撑

板上部和下部的空间相连通。转子筒体与支撑板通

过焊接的方式连接。

如图3所示，筛鼓采用棒条式，这种棒条制造出

来的筛鼓开孔率高、强度高，能够有效提高压力筛

的生产能力。在筛鼓的内侧设计有若干个螺旋形的

有疏解作用的疏解条，能够对浆料中的纸片起到疏

解作用，降低尾浆中的纸片含量。同时该疏解条能够

1

图1  低能耗升流式压力筛的主视剖视图

1—上盖  6—壳体  7—转子  9—转子座  10—支撑板  11—叶片  
16—扰流条  17—串浆管  18—筛鼓  21—传动轴  22—底座  23—
传动轴驱动机构  24—电机  25—电机架  26—小带轮  27—三角
带  28—大带轮  29—排气管  30—尾浆管  31—上法兰  32—下法
兰  33—进浆管  34—重渣管  35—出浆管  36—挡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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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扰流作用，打乱筛鼓表面纤维的排列，提高筛鼓

通过效率。疏解条为金属耐磨条。

传动轴驱动机构包括电机、电机架、小带轮、三

角带和大带轮，电机设置在电机架上，电机架设置在

底座上，电机的电机轴上设置有小带轮，小带轮通

过三角带与大带轮相连，大带轮设置在传动轴上。电

机启动，带动小带轮旋转，小带轮通过三角带带动大

带轮旋转，大带轮旋转带动传动轴旋转，传动轴带动

转子旋转。

如图4所示，上盖是由椭圆形的封头和上盖法兰

组成，上盖法兰焊接在封头外侧，在封头中心设有

一个同心的排气管，用来排出设备内部的空气。上盖

法兰上布置很多小孔，用于与壳体连接。封头切线方

向焊接着一个尾浆管，尾浆管中心与上盖法兰面平

行。在封头的中心处设有渐开线型的导流条，能够将

聚集在上盖顶部的泡沫倒流进入尾浆管。在上盖法

兰内侧焊接着若干扰流块，该扰流块能够改变渣浆

的流体方向，避免渣浆聚集成团。

转子是由一个圆柱形的转子筒体、转子座、支

撑板和若干叶片组成。其中叶片为较薄的片状耐磨

不锈钢制成。叶片圆周均匀分布于转子筒体的外侧

并与其同轴心。转子座用来与传动轴连接，设置有键

槽。该转子的叶片为螺旋形，焊接在转子筒体的表

面，为压力筛筛选提供必要的清洗脉冲，同时螺旋

形的叶片有助于浆料的流动。在筛鼓高通过量时，能

够及时补充新的浆料到筛选区域，从而保证较高的

筛选效率，同时螺旋形的叶片将渣浆推向尾浆管，能

够避免杂质细小化后通过筛鼓的筛缝进入良浆，影

响成浆质量。转子筒体上部分的内表面焊接若干根

扰流条，用于防止聚集结块，堵塞轻渣管。两个支撑

板之间设置有串浆管，可以排除转子底部的空气和

轻杂质，保护机械密封。

如图5所示，壳体是由一个纵向设置的筒体，下

部由底板、下法兰和壳体形成第一腔体，该第一腔体

设有一进浆管，浆料自此进入筛体。该第一腔体还设

有一个重渣管，浆料中的重渣从此排出。下法兰的底

面焊接着一个挡浆板，该挡浆板能够

阻挡重杂质，避免重杂质进入筛选区

域，对筛鼓和转子造成伤害。上法兰

和下法兰与筛鼓内测共同形成了第二

腔体，该第二腔体是浆料的筛选区域。

上法兰、下法兰、筛鼓和壳体共同形成

了第三腔体，该第三腔体设有一个出

浆管，浆料经过筛选通过筛鼓的良浆

由此进入下一个流程。上法兰与上盖

成了第四腔体，该第四腔体设置一尾

浆管，用来排出经过筛选的尾浆，自此

进入下一段筛选设备。

底座是采用钢板折弯的整体结

构，这种结构焊接量少，制作加工简

单，强度高，节省原材料，外形美观。

电机架采用钢板折弯制作而成，

与壳体一同安装在底座的上表面，电

机竖直固定在电机架的立板上，可以

通过电机架上的螺栓孔实现相近规格

图2  转子及其叶片的结构

图3  筛鼓的结构 图5  进浆管与重渣管图4  上盖的仰视图

2—封头  3—上盖法兰  4—导流条  5—扰流块  8—转子筒体  10—支撑板  11—叶片  12—
叶片前圆弧  13—叶片后圆弧  14—贴合面  15—最高点  16—扰流条  17—串浆管  18—筛鼓  
19—疏解条  30—尾浆管  33—进浆管  35—出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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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电机通用该电机架。

工作原理：浆料通过进浆管进入第一腔体，在

挡浆板的作用下从圆周方向均匀一致的流入筛选区

域。浆料中的重杂质受到挡浆板的阻挡，沉入底部，

被重渣管收集排出。转子叶片旋转在筛鼓表面产生

的正压脉冲和负压脉冲，配合泵送浆料产生的压力

作用，浆料中合格的纤维通过筛鼓的筛缝，从出浆

管流出。没有通过筛选附着在筛鼓表面的纤维及杂

质被叶片产生的负压脉冲清洗。浆料中无法通过筛

选的浆料进入第四腔体，通过尾浆管排出交给下一

段设备处理。

有益效果：（1）转子采用螺旋形的叶片，能够推

动浆料快速通过筛选区域，即使在较高进浆浓度的

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整个筛选区域的浓度基本一致，

所以整个筛鼓都被利用，筛选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

高。（2）筛鼓内侧增加的带有疏解功能的疏解条，

能够在浆料中含有较多纸片时配合转子的作用对纸

片进行疏解，这样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压力筛的排渣

率，减少后续设备负荷。同时该疏解条打乱了筛鼓表

面的纤维排列，使得纤维更加容易通过筛缝。（3）壳

体下法兰底面焊接的挡浆板能够起到均匀布浆的效

果，使筛选区域能够得到稳定均匀一致的浆料供给，

提高了筛选过程的稳定性。另外，挡浆板位于进浆管

处，进来的浆料中含有的重杂质，如铁钉、石头等大

颗粒物体，被阻挡下坠，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沿着

进浆室内壁运动，被重渣管收集排出。（4）上盖内侧

顶部设置的渐开线型导流条，上盖法兰内侧设有多

个扰流块，能够保证轻渣质快速进入尾浆管，能够

避免尾浆中的轻渣质在此区域结块堵塞尾浆管。

基于气囊辅助调压式的压力筛

申请公布号：CN 108486945 A

发明人：安延涛　刘庆军　赵东　杨玉娥　张

义花　潘永智　陈洪堂　李永　李发家　李娜

申请人：济南大学

目前由于压力筛工作方式以及结构的单一性，

造成以下问题：一是筛选效率低，压力筛的筛选主要

依靠旋翼产生的压力，筛选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压差

的大小，如压力减小，要充分筛选需增加工作时间，

造成料浆的筛选效率整体较低；二是良浆产量低，

筛选料浆中的浆团、长纤维等杂质较多，严重影响良

浆产量。

提供一种基于气囊辅助调压式的压力筛，可有

效解决上述问题。

如图1所示，该种基于气囊辅助调压式的压力筛

主要包括良浆筛储装置、动力驱动装置、高压供给装

置、内部增压装置、外部增压装置和旋转压筛装置。

动力驱动装置安装在良浆筛储装置下端，高压供给

装置安装在良浆筛储装置上端，旋转压筛装置安装

在动力驱动装置上，内部增压装置和外部增压装置

分别位于旋转压筛装置的内、外侧。

通过良浆筛储装置实现良浆的过滤和储存，即

通过良浆筛储装置的筛鼓过滤良浆，筛鼓和料筒间

的良浆区储存良浆；通过动力驱动装置为转子提供

旋转动力，即通过动力驱动装置中的主轴将电机动

力经连杆传递到转子上；通过高压供给装置持续为

内部增压装置和外部增压装置提供充足高压气体，

即通过高压供给装置中的高压管A和高压管B分别为

内部增压装置和外部增压装置提供充足高压气体；

通过外部增压装置实现筛鼓和转子间料浆的增压，

即通过外部增压装置中自由伸缩的气囊A和压板A，

对筛鼓和转子间的料浆进行压缩增压；通过内部增

压装置实现转子内料浆的增压和气流冲击碎浆，即

通过内部增压装置中自由伸缩的气囊B和压板B，对

转子内的料浆进行压缩增压，通过高压喷管对转子

内料浆中的碎料进行气流冲击破碎，消除料浆中的

浆团、长纤维等杂质，增加良浆量；通过旋转压筛装

置对料浆进行旋转增压筛选，即通过旋转压筛装置

中转子上的旋翼对料浆进行增压，并将料浆推向筛

孔进行筛选。

动力驱动装置主要由电机和主轴组成，主轴安

装在料筒底端中部，主轴底端安装有电机。

通过动力驱动装置为转子提供旋转动力，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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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动力驱动装置中的主轴将电机动力经连杆传递到

转子上。具体为当设备工作时，电机驱动主轴旋转，

因连杆内端焊接在主轴上，连杆外端焊接在转子底

端，则主轴的旋转动力经连杆传递到转子上，驱动转

子旋转，并通过旋翼对料浆的增压和负压的交替作

用来筛选料浆。

将主轴设计为与转子等高，通过这种设计对压

板B的上、下往复运动起到导向的作用，即主轴相对

压板B起到导向杆的作用。

结合图2所示，良浆筛储装置主要由料筒和筛鼓

组成。料筒底端外侧设有4个周向均布的支柱，筛鼓

安装在料筒内，筛鼓上设有筛孔，料筒上端设有盖板

A，筛鼓上端设有盖板B，盖板B中部设有料浆入口，

料浆入口正下端设有导流罩。

料筒为盲筒形结构，筛鼓外侧和料筒间区域为

良浆区，良浆区底端设有导流板和良浆出口，筛鼓内

侧区域为料浆区，料浆区底端设有粗渣出口；盖板A

为对开式圆槽板结构，盖板B为圆槽结构，盖板B上设

有高压管通口；筛鼓上端外侧设有凹槽，盖板A卡在

筛鼓凹槽内且通过4个周向均布的螺钉安装在料筒

上端，盖板B通过4个周向均布的螺钉安装在筛鼓上

端；导流罩呈锥状结构，导流罩内设有支杆，导流罩

图1  压力筛整体结构

图2  良浆筛储装置的局部结构

图3  高压供给装置、外部和内部增压装置的结构

图4  气囊A、气囊B和高压喷管的结构

1—支柱  2—粗渣出口  3—料筒  4—电机  5—主轴  6—连
杆  7—转子  8—导流板  9—良浆出口  10—高压气体  11—筛
鼓  12—筛孔  13—旋翼  14—螺钉  15—盖板A  16—弹簧A  17—
盖板B  18—高压管A  19—空气压缩机  20—输气阀  21—高压管
B  22—料浆入口  23—卡环  24—导流罩  25—气囊A  26—压板A  
27—气囊B  28—压板B  29—高压喷管  30—固定板  31—除渣板  
32—密封圈  33—碎料  34—水  35—限位板B  36—弹簧B  37—
限位板A  38—支撑架  39—支杆  40—放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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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支撑架安装在筛鼓内侧上端；筛鼓上端内侧的

支撑架下端设有限位板A。

筛鼓上设有6层12个周向均布的筛孔，筛孔位于

筛鼓凹槽下端，筛孔呈锥台形结构且小端面靠近转

子，筛孔大端面直径值为小端面直径值的2倍。

通过良浆筛储装置实现良浆的过滤和储存，即

通过良浆筛储装置的筛鼓过滤良浆，筛鼓和料筒间

的良浆区储存良浆。具体为当设备工作时，转子将料

浆推向筛鼓，当料浆靠近筛鼓上的筛孔处时，只有直

径小于筛孔小端面的料浆才能进入筛孔内，并经筛

孔过滤进入筛鼓和料筒间的良浆区，而且进入良浆

区的料浆以良浆的形式储存。

将筛孔设计为外大、内小的锥台形结构，通过这

种设计防止料浆在筛孔内阻塞，以使料浆快速通过

筛孔，从而增加压力筛的筛选效率。

在良浆区底端设有导流板，通过导流板的斜面

起到导流良浆的作用，使良浆快速流向良浆出口，防

止良浆积聚在良浆区底端。

在筛鼓上端内侧设有限位板A，通过这种设计起

到限制压板A的回程位移，防止气囊A和压板A碰撞破

损。

结合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高压供给装置主

要由空气压缩机、高压管A和高压管B组成。空气压

缩机安装在盖板B上，空气压缩机外端分别设有高压

管A和高压管B，高压管A和高压管B上分别设有输气

阀，高压管A和高压管B通过卡环固定在盖板B下端，

高压管A上设有放气阀。

外部增压装置主要由气囊A、压板A和弹簧A组

成。气囊A安装在高压管A的末端，气囊A下端设有压

板A，压板A通过弹簧A与支撑架连接。

气囊A和弹簧A的数量分别为8个且周向均布，气

囊A在冲、放气状态下伸缩，气囊A伸长值为初始值的

8倍；压板A为圆环形结构，压板A空套在转子和筛鼓

之间且自由上、下运动。

内部增压装置主要由气囊B、压板B和弹簧B组

成。气囊B安装在高压管B的末端，气囊B下端设有压

板B，压板B通过弹簧B与导流罩连接，压板B下端设

图5  外部增压装置工作后的结构

图6  外部增压装置和内部增压装置共同工作后的结构

图7  转子的俯视示意图

6—连杆  7—转子  13—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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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压喷管。

气囊B和弹簧B的数量分别为8个且周向均布，气

囊B在冲、放气状态下伸缩，气囊B伸长值为初始值

的8倍；压板B为圆环内腔结构，压板B空套在转子和

主轴之间且自由上、下运动；高压喷管的出口处为缩

口的锥状结构，高压喷管由内到外设有4层，第1层高

压喷管的数量为6个且周向均布，第2层高压喷管的

数量为12个且周向均布，第3层高压喷管的数量为18

个且周向均布，第4层高压喷管的数量为24个且周向

均布。

压板A和压板B的内、外侧分别设有密封圈，密封

圈的横截面呈等腰梯形；压板A和压板B的内、外侧下

端分别设有除渣板，除渣板的横截面呈等腰直角三

角形。

当设备工作时，空气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后并分

别输送到高压管A和高压管B内，高压气体经高压管A

和高压管B分别输送到气囊A和气囊B，为气囊A和气

囊B的下一步工作提供充足的高压气体；此外，高压

管A和高压管B上的输气阀起到控制输气量的作用，

高压管A上的放气阀起到对高压管A排气的作用。

通过外部增压装置实现筛鼓和转子间料浆的

增压，即通过外部增压装置中自由伸缩的气囊A和压

板A，对筛鼓和转子间的料浆进行压缩增压。具体为

当设备工作时，高压气体经高压管A输送到气囊A内

并对气囊A充气，气囊A充气后克服弹簧A的压力并伸

长，气囊A驱动其下端的压板A下移并压缩料浆，对筛

鼓和转子间的料浆起到增压的作用。

通过内部增压装置实现转子内料浆的增压和

气流冲击碎浆，即通过内部增压装置中自由伸缩的

气囊B和压板B，对转子内的料浆进行压缩增压，通

过高压喷管对转子内料浆中的碎料进行气流冲击破

碎，消除料浆中的浆团、长纤维等杂质，增加良浆

量。具体为当设备工作时，高压气体经高压管B输送

到气囊B内并对气囊B充气，气囊B充气后克服弹簧B

的压力并伸长，气囊B驱动其下端的压板B下移并压

缩料浆，对转子内的料浆起到增压的作用；气囊B内

多余的高压气体经压板B下端的高压喷管喷出，锥状

的高压喷管将高压气体再次增压，增压后的高压气

体冲击转子内的料浆，对料浆中的浆团、长纤维等杂

质进行冲击破碎，从而增加料浆中的良浆量。

通过气囊A和气囊B分别实现压板A和压板B的自

由下移，具体为当实现压板A下移时，只需对气囊A充

气，气囊A充气后膨胀并推动压板A下移，从而实现压

板A的自由下移；同理，气囊B实现压板B自由下移。

通过弹簧A和弹簧B分别实现压板A和压板B的自

动回程，即通过高压管A和高压管B上的输气阀减小

高压气体的输气量，气囊A或气囊B内高压气体的压

力小于弹簧A或弹簧B的弹力，压板A或压板B在弹簧A

或弹簧B的作用下上移，从而实现自动回程。

在压板A和压板B的内、外侧分别设有密封圈，通

过这种设计起到密封料浆的作用，防止料浆在增压

后由压板A或压板B处泄漏。

在压板A和压板B的内、外侧下端分别设有除渣

板，通过这种设计分别清除压板A和压板B下方料浆

渣，保证压板A和压板B的无阻塞运动。

将压板A空套在转子和筛鼓之间，将压板B空套

在转子和主轴之间，通过这种空套设计实现转子和

主轴的无干涉旋转运动，防止转子和主轴在旋转运

动时带动压板A和压板B旋转。

结合图7所示，旋转压筛装置主要由连杆、转

子和旋翼组成。连杆内端焊接在主轴上，连杆外端

焊接在转子底端，连杆外端和转子连接处设有固定

板，旋翼安装在转子外侧面上。

连杆和固定板数量为6个且周向均布；转子上的

旋翼为6层且每层12个周向均布，各层旋翼与相同层

数的筛孔处于同一高度；转子为圆筒形结构，转子内

侧下端和同一高度的主轴上分别设有限位板B。

通过旋转压筛装置对料浆进行旋转增压筛选，

即通过旋转压筛装置中转子上的旋翼对料浆进行增

压，并将料浆推向筛孔进行筛选。具体为当设备工作

时，主轴通过连杆驱动转子旋转，转子上的旋翼在旋

转过程中，对筛孔处接触前的料浆进行增压，而对

接触后的料浆产生负压，增压和负压的交替作用，使

料浆中的良浆不断推入筛孔并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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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子下端设有6个周向均布的连杆，通过这种

设计既实现转子经连杆与电机连接，又实现转子料

浆与转子外料浆的自由交换流动。

在连杆外端和转子连接处设有固定板，通过这

种设计加强连杆和转子的连接，保证主轴动力经连

杆传递到转子上。

在转子内侧下端和同一高度的主轴上分别设有

限位板B，通过这种设计起到限制压板B的回程位

移，防止高压喷管和压板B发生碰撞破损。

有益效果：通过良浆筛储装置实现良浆的过滤

和储存，通过动力驱动装置为筛转子提供旋转动

力，通过高压供给装置持续为内部增压装置和外部

增压装置提供充足高压气体，通过外部增压装置实

现筛鼓和筛转子间料浆的增压，通过内部增压装置

实现筛转子内料浆的增压和气流冲击碎浆，通过旋

转压筛装置对料浆进行旋转增压筛选。

外流式低脉冲网前流送压力筛

申请公布号：CN 108468245 A

发明人：张吉祥　王玉鹏　苗海滨

申请人：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制浆造纸的网前流送压力筛大都是内流压力

筛和外流压力筛。内流压力筛存在一个较大的结构

问题，转子为顶部悬臂式，转子使用一段时间后往

往出现倾斜现象，但是转子与筛鼓间隙要求很小，

这就导致转子倾斜时与筛鼓摩擦，损坏筛鼓；外流

压力筛由于出浆口靠近旋翼，容易产生较大的浆料

脉动，对纸机定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纸机高速运行

时容易断纸。

提供一种外流式低脉冲网前流送压力筛，通过

对壳体和转子进行合理设计，使得出浆口远离转子

作用区域，使得浆料脉冲低、上网定量稳定，能够在

纸机高速运行时使用。

如图1、图2所示，该种外流式低脉冲网前流送

压力筛包括上盖、壳体、筛鼓、转子、底板、传动

轴、底座和传动轴驱动机构。上盖设置在壳体的上

部，底板设置在壳体的下部，转子、筛鼓和传动轴

分别设置在壳体内，筛鼓位于转子外侧，传动轴位

图1  外流式低脉冲网前流送压力筛的主视剖视图

图2  转子的结构

1—上盖  2—封头  3—上盖法兰  4—排气管  5—壳体  14—筛鼓  
15—转子  16—旋翼片  17—平面  18—第一圆弧面  19—第二圆弧
面  20—第三圆弧面  21—旋翼片支杆  22—转子锥筒  23—支撑板  
24—转子套  25—转子盖板  26—加强筋  27—排气孔  28—底板  
29—传动轴  30—底座  31—传动轴驱动机构  32—电机  33—电
机架  34—小带轮  35—三角带  36—大带轮  37—进浆管  38—出
浆管  39—排渣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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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子下部，底板位于底座上部，传动轴驱动机构

位于底座上且与传动轴相连，壳体上设置有进浆

管、出浆管和排渣管，进浆管设置在壳体的上部，排

渣管设置在壳体的下部，出浆管位于转子下部的壳

体上，出浆管设置在远离筛选区域的底部，能够降

低转子产生脉冲对出浆的影响；转子包括旋翼片、

旋翼片支杆、转子锥筒、支撑板、转子套和转子盖

板，支撑板位于转子套的外侧，支撑板的外侧设置

有转子锥筒，转子锥筒的外侧焊接有多个旋翼片支

杆，每个旋翼片支杆上分别安装有一个旋翼片，多个

旋翼片形成的旋转外径与转子套内孔同轴。旋翼片

采用低脉冲设计，脉冲小、作用柔和，转子盖板设

置在转子锥筒的顶部，将转子内部形成一个封闭区

域，避免浆料在此处沉积形成浆饼，转子套与传动

轴相连。转子锥筒采用锥形结构，有利于加快转子

底部区域的排渣速度，同时保持筛鼓自上而下的压

力均衡，提高筛选质量和生产能力。

旋翼片包括平面、第一圆弧面、第二圆弧面和第

三圆弧面。平面设置在内侧，第一圆弧面、第二圆弧

面和第三圆弧面设置在外侧，平面的两端分别与第

一圆弧面和第三圆弧面相连，第一圆弧面与第三圆

弧面之间设置有第二圆弧面。旋翼片的前侧采用第

一圆弧面小圆弧，第二圆弧面和第三圆弧面采用较

大的两个圆弧相切连接在一起。

旋翼片支杆为圆柱形结构，避免浆料中的浆团

缠挂在旋翼片支杆上。支撑板的上部设置有加强筋，

加强筋分别与转子锥筒和转子套相连。支撑板下部

的转子锥筒上设置有多个圆形的排气孔，用于排出

转子底部的空气和轻杂质。

如图3、图4所示，壳体包括圆柱筒体、锥形筒

体、内筒、中环、倾斜板、壳体上法兰、壳体中法兰和

壳体下法兰。锥形筒体设置在圆柱筒体内，其底部与

出浆管上方的圆柱筒体内壁相连，锥形筒体与圆柱

筒体之间设置有中环，锥形筒体的下部与底板之间

设置有内筒，内筒的外围与圆柱筒体之间设置有倾

斜板。壳体上法兰设置在圆柱筒体的上部，圆柱筒体

通过壳体上法兰与上盖相连；壳体中法兰设置在锥

形筒体的上部，锥形筒体通过壳体中法兰与筛鼓顶

部相连；壳体下法兰设置在内筒的上部，内筒通过壳

体下法兰与筛鼓底部相连，排渣管与内筒相连通。锥

形筒体的上表面高于进浆管的下表面。

传动轴驱动机构包括电机、电机架、小带轮、三

角带和大带轮。电机设置在电机架上，电机架设置在

底座上，电机轴上设置有小带轮，小带轮通过三角带

与大带轮相连，大带轮设置在传动轴上。

上盖是由椭圆形的封头和上盖法兰组成。上盖

法兰焊接在封头外侧，在椭圆形的封头中心设有一

个同心的排气管，用来排出设备内部的空气。上盖法

兰上布置很多小孔，用于与壳体连接。

壳体上部由壳体上法兰、中环、圆柱筒体和锥形

筒体形成第一腔体，该第一腔体上设有进浆管，浆料

自此进入筛体。壳体中法兰、壳体下法兰与筛鼓内侧

共同形成了第二腔体，该第二腔体是浆料的筛选区

域。壳体下法兰、内筒、倾斜板、锥形筒体和筛鼓外

侧共同形成了第三腔体，该锥形筒体底部焊接在圆

柱筒体内侧，与壳体下法兰形成一个环形的开口，该

第三腔体底部在圆柱筒体上设有一个出浆管，浆料

经过筛选，通过筛鼓的良浆由此进入下一个流程。壳

体下法兰、底板与内筒形成了第四腔体，该第四腔体

设置一排渣管，用来排出经过筛选的尾浆，自此进入

下一段筛选设备。

该转子的旋翼片能够在较低速度下保持良好的

清洗效果，浆料脉冲低，上网定量稳定，能够在纸机

高速运行时使用。该转子结构较现有的内流压力筛

6—圆柱筒体  7—锥形筒体  8—内筒  9—中环  10—倾斜板  11—
壳体上法兰  12—壳体中法兰  13—壳体下法兰  29—传动轴  37—
进浆管  38—出浆管  39—排渣管

图3  排渣管与出浆管的结构 图4  壳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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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悬臂式转子强度高，运行可靠。

筛鼓采用棒条式筛鼓，棒条制造出来的筛鼓开

孔率高、强度高，能够有效提高压力筛的生产能力。

底座是采用钢板折弯的整体结构，这种结构焊

接量少、制作加工简单、强度高、节省原材料、外形

美观。

电机架采用钢板折弯制作而成，与壳体一同安

装在底座的上表面，电机竖直固定在电机架的立板

上，可以通过电机架上的螺栓孔实现相近规格的电

机通用该电机架。

工作原理：浆料通过进浆管进入第一腔体，从圆

周方向均匀一致的流入筛选区域。转子的旋翼片旋

转使在筛鼓表面产生正压脉冲和负压脉冲，配合泵

送浆料产生的压力作用，浆料中合格的纤维通过筛

鼓的缝或孔，从出浆管流出。没有通过筛选附着在

筛鼓表面的纤维及杂质被旋翼片产生的负压脉冲清

洗。浆料中无法通过筛选的浆料进入第四腔体，通

过排渣管排出交给下一段设备处理。

通过设置锥形的转子锥筒和倒锥形的第三腔

体，使浆料首先从徐徐变窄的锥形状流路供给浆

料，又从徐徐开阔的锥形状流道排出浆料。其结果，

对筛框任何部位都均等地供给浆料，且在任何部位

浆料都受到相同的通过阻力。另外，在筛鼓的入口设

置为溢流结构，即锥形筒体的上表面高于进浆管的

下表面，使浆料从筛鼓的全周方向均一流入的同时，

通过筛鼓的浆料也从全周聚集到第三腔体，经出浆

管流出。在入口侧未能通过筛选的浆料，沿筛鼓朝

向排渣管移动，随着浆料中杂质的逐渐积累，浆料

浓度变大。这种情况容易促使筛鼓表面发生磨损，

但是由于浆料是在徐徐变窄的锥形状流路中流动，

会迅速从排渣管侧排出，从而减少筛鼓的磨损。

环形筛及其在压力筛中的应用

申请公布号：CN 108677583A

发明人：杜毅  王兴林

申请人：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目前造纸厂回收的原料成分复杂，其中含有编

织袋、麻制品等丝状物，原料经入转鼓被碎解后，

粗大的渣直接从转鼓底部排出，细小丝状物通过转

鼓进入环形筛，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些丝状物在

环形筛内壁聚集成团，增大了转鼓的旋转扭矩，导

致电机电流上升，频繁停车，停车又会引起胶黏物、

油墨及尘埃等指标上升，影响成浆质量。

提供一种环形筛，有效避免了环形筛堵塞而发

生停车的现象，提高了生产效率。

如图1所示，环形筛包括竖直设置的筛毂，筛毂

内表面设置有胫条，胫条从筛毂顶部开始至底部结

束。工作时，细小丝状物沿着筛毂内壁旋转，碰到

胫条时，会受到胫条向下的反作用力，这些细小丝

状物将沿着胫条的方向从筛毂的底部排出，有效避

免了丝状物在筛毂内的聚集。

筛毂内设置的胫条环绕筛毂内表面一整圈。在

安装时，胫条的旋转方向跟转鼓的旋转方向一致。

筛毂由上法兰、上压环、上筋条、中间法兰、下

胫条、下压环、下法兰以及筛网组成。上法兰下面设

4

图1  环形筛的结构

图2  胫条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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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压力筛的结构

1—筛毂  2—胫条  3—上法兰  4—上压环  5—上筋条  6—中间
法兰  7—下胫条  8—下压环  9—下法兰  10—筛网  11—压力筛
体  12—转鼓  13—转鼓主轴  14—良浆出口管  15—渣浆出口管  
16—机架  17—转鼓皮带轮  18—皮带  19—电机皮带轮  20—电机  
21—压力筛盖  22—原料入口  23—轻渣出口

置上压环，上压环通过上筋条与中间法兰相连接；

下法兰上面设置下压环，下压环通过下胫条与中间

法兰相连接；筛网上边缘固定在上法兰和上压环之

间，筛网下边缘固定在下法兰和下压环之间。如图

1、图2所示，上压环、上筋条、中间法兰、下胫条、下

压环自上而下相互连接组成一个环形框架，上压环

与上法兰通过螺栓连接，下压环和下法兰通过螺栓

连接。当筛网有破损时，可以拆卸连接螺栓更换筛

网，方便快捷。

胫条外侧面设置有3个圆柱凸起，3个圆柱凸起

上开设有相应的螺纹孔，3个圆柱凸起穿过筛网，自

上而下分别镶嵌在上法兰、中间法兰以及下法兰内

并通过螺栓紧固；安装时，胫条通过外侧表面的3个

圆柱凸起镶嵌在上法兰、中间法兰以及下法兰上，

并通过螺栓连接。这种连接方式便于更换报废的胫

条，减少了设备的维修工作。

当环形筛在压力筛中应用时，竖直设置的压力

筛体为桶状结构，压力筛体左侧中部连接有良浆出

口管，在压力筛体左侧底部连接有渣浆出口管，在

压力筛体的开口处连接有用于密封的压力筛盖，压

力筛盖顶部设置有轻渣出口，压力筛盖侧面开设有

原料入口，压力筛体内部安装有筛毂，筛毂内设置

有胫条，沿筛毂中心线处设置有一根转鼓主轴，转

鼓主轴上固定有转鼓，转鼓设置在筛毂内，转鼓主

轴的上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压力筛盖上，转鼓主轴

的下半段通过轴承安装在压力筛体的底部。这种压

力筛结构简单，避免了环形筛堵塞而发生停车的现

象，提高了生产效率。

压力筛体底部设置有机架，在压力筛体侧面设

置有电机，转鼓主轴的下端安装有转鼓皮带轮，电

机的主轴端头处安装有电机皮带轮，转鼓皮带轮和

电机皮带轮通过皮带相连接。采用本段所述的传动

方式，成本低廉，维修维护方便。

轻渣出口设置在压力筛盖的顶部左侧，原料入

口设置在压力筛盖的右侧面，有效避免了原料和分

离的轻渣混合。

工作时，如图3所示，压力筛和电机均安装在机

架的上面，电机通过皮带将动力传递给压力筛，完

成从原料中分离和提取纤维的工作。

压力筛具体工作时，原料从压力筛盖侧面的原

料入口进入转鼓，在转鼓主轴的带动下，转鼓将原

料破碎，部分粗渣从转鼓底部排出，最终从渣浆出

口管排出。一些细小丝状物通过转鼓进入环形筛筛

毂，其中所需的纤维浆料穿过筛毂的内表面，从良

浆出口管排出，剩余的细小丝状物则沿着筛毂内壁

旋转。

实际应用时，考虑到原料的特性，胫条采用表

面镀铬的不锈钢材质制造，该技术使用时耐磨损；

胫条的宽度为10～20mm，过窄导致磨损加快而缩短

使用寿命，过宽会减小筛网的过流面积，减少良浆

的提取率；转鼓与筛毂的间隙值为3～5mm时，此值

是实现原料中分离和提取纤维的最佳间隙；胫条的

厚度比间隙值小0.5～1.5mm，这样就确保了转鼓在

旋转时不会与胫条发生摩擦，具体尺寸根据筛毂的

直径来选择。

有益效果：环形筛的筛毂内设置的胫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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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丝状物在环形筛内的聚集，及时将丝状物

从环形筛底部排出，消除了转鼓因堵塞而停车的风

险，提高了生产效率；筛毂的筛网和内部设置胫条

均通过螺栓连接件固定，便于安装和维修。

造纸浆料的筛选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8677584 A

发明人：蔡敬东

申请人：芜湖市涵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在浆料生产过程中，只是简单地采用过滤

网进行筛选纸浆纤维，浆料内的杂质有部分无法被

过滤掉，杂质在浆料内存留。这种浆料制作出的纸

张，还有大量杂质，降低了产品的质量。

提供一种用于造纸浆料的筛选装置，解决了现

有技术的不足。

如图1所示，该种浆料筛选装置通过底板的设

置，使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接料箱和滚筒筛

能够水平设置，保证滚筒筛的平衡，使浆料中的杂

质筛选更加彻底，提高了纸张产品的质量。底板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支撑杆，第一支撑杆的右侧

面卡接有第一轴承，第一轴承内套接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的外表面套接有从动轮，从动轮通过皮带

与主动轮传动连接，第一电机带动主动轮转动，主

动轮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第一转

轴转动，第一转轴带动滚筒筛转动。

当浆料进入滚筒筛后，滚筒筛带着浆料转动，

浆料在滚筒筛内转动过程中，慢慢从滚筒筛表面的

小孔过滤出去，将有用的浆料过滤，杂质等颗粒物

留在滚筒筛内，实现浆料杂质的筛选，提高了浆料

的精细度。主动轮的左侧面与第一电机的输出轴固

定连接，第一电机为抱闸电机，且第一电机的转速

为10转/分，第一电机的机身与第一支撑杆的右侧

面固定连接，且第一电机位于第一轴承的下方。通

过第一电机的设置，当第一电机带动主动轮转动，

主动轮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第一

转轴转动，实现滚筒筛的转动。第一电机的转速略

低，使得滚筒筛在旋转去除浆料中杂质的同时，避

免浆料因为第一电机的转速过快而产生离心力，造

成浆料飞溅，避免了浆料的浪费。

第一转轴的右端与滚筒筛的左侧面固定连接，

滚筒筛的右侧面卡接有第二轴承，第二轴承内套

接有第二转轴，第二转轴的外表面套接有三个固定

套，并且三个固定套的外表面均固定连接有叶片，

且叶片位于滚筒筛的内部。滚筒筛的形状为圆台

形，滚筒筛的右侧面开设有出料口，出料口的右侧

图1  浆料筛选装置正视的剖面结构及A处放大

1—底板  2—第一支撑杆  3—第一电机  4—主动轮  5—接料箱  
6—出料口  7—第一盖板  8—第二支撑杆  9—皮带  10—第一轴
承  11—第一转轴  12—从动轮  13—滚筒筛  14—叶片  15—固定
套  16—第二转轴  17—第二轴承  18—第三轴承  19—第一锥齿轮  
20—第二锥齿轮  21—固定板  22—第二电机  23—开关  24—蓄电
池  25—合页  26—第二盖板  27—卡扣装置  28—拉块  29—弹簧  
30—滑套  31—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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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置有第一盖板，且第一盖板位于第二轴承的下

方。通过设置出料口和第一盖板，当浆料通过进料

口进入滚筒筛后，滚筒筛带着浆料转动，浆料在重

力的作用下通过滚筒筛表面的小孔向下流入接料

箱，浆料筛选后的杂质在滚筒筛内部，杂质根据滚

筒筛倾斜的角度，慢慢移动到出料口。工作人员通

过打开第一盖板，将杂质取出，便可以进行下一次

筛选，有利于工作人员清理，实现了浆料除杂的简

单快捷，节省了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

第二转轴的右端穿过第三轴承与第一锥齿轮

的右侧面固定连接，且第三轴承卡接在第二支撑杆

的左侧面，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且第二

锥齿轮的下表面与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

二电机为抱闸电机，且第二电机的转速为20转/分。

通过第二电机、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第二转

轴、固定套、叶片和滚筒筛的相互配合，当滚筒筛转

动时，第二电机带动第二锥齿轮转动，第二锥齿轮

带动第一锥齿轮转动，第二锥齿轮带动第二转轴转

动，第二转轴带动固定套和叶片转动，固定套和叶

片与滚筒筛的转动方向相反。当滚筒筛内浆料过多

时，通过叶片将浆料搅拌均匀，避免浆料结块，提

高浆料筛选的速度，节省工作人员大量时间，使纸

张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

第二电机的机身与固定板的右侧面固定连接，

固定板的左侧面与第二支撑杆的右侧面固定连接，

第二支撑杆的底端与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底板

的上表面与接料箱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且滚筒筛的

外表面开设有若干个小孔，接料箱的形状为梯形，

且接料箱位于滚筒筛的正下方。当浆料进入滚筒筛

后，滚筒筛带着浆料转动，浆料在重力的作用下通

过滚筒筛表面的小孔向下流入接料箱，实现浆料的

筛选除杂，避免了杂质影响纸张产品的质量，改善了

以往浆料筛选的弊端，节省了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

滚筒筛的正面设置有第二盖板，第二盖板的正

面通过合页与滚筒筛的正面活动连接，滚筒筛正面

对应第二盖板的位置开设有进料口，盖板的正面与

卡扣装置搭接，卡扣装置包括拉块，拉块的背面与滚

筒筛的正面搭接，且拉块的左侧面与滑杆的右端固

定连接，滑杆的左端穿过滑套与第二盖板的正面搭

接，滑套的背面与滚筒筛的正面固定连接，滑杆的外

表面套接有弹簧，且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滑套的右侧

面和拉块的左侧面固定连接，卡扣装置固定连接在

滚筒筛的正面。通过卡扣装置的设置，向右拉动拉

块，拉块带动滑杆向右移动，使滑杆的左端离开第二

盖板，第二盖板可以掀开。通过进料口倒入浆料，然

后合上第二盖板，继续堵住进料口，弹簧带动滑杆恢

复到原来的位置，固定住第二盖板，进行浆料的筛

选，操作简单，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倒料。

底板的上表面固定安装有蓄电池，蓄电池的上

表面设置有开关。开关的输入端与开关的输出端电

连接，开关的输出端与第一电机的输入端电连接，

开关的输出端与第二电机输入端电连接。

使用时，开关控制第一电机转动，第一电机带

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轮转动，

从动轮带动第一转轴转动，第一转轴带动滚筒筛转

动。当浆料通过进料口进入滚筒筛后，滚筒筛带着

浆料转动，浆料在重力的作用下通过滚筒筛表面的

小孔向下流入接料箱。当滚筒筛转动时，开关控制

第二电机转动，第二电机带动第二锥齿轮转动，第

二锥齿轮带动第一锥齿轮转动，第二锥齿轮带动第

二转轴转动，第二转轴带动固定套和叶片转动，固

定套和叶片与滚筒筛的转动方向相反。通过叶片将

浆料搅拌均匀，浆料筛选后的杂质慢慢移动到出料

口，有利于工作人员清理。

碎浆机用防变形筛板

申请公布号：CN 108660833 A

发明人：占正奉　刘文明　徐爱民　吴高兴　

黄跃　徐晓东　杨光军

申请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碎浆机分为不带筛板的和带筛板的两

种。不带筛板的只能用于间歇碎浆，在碎浆的初始

阶段因为大量纸片的相互摩擦碰撞，碎纸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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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随着碎纸过程的进行，纸片越来越少，碎纸效

率也大大降低，由于电机的频繁开停，使碎浆的能

耗大大提高。带筛板的碎浆机可以连续碎浆，但是

现有碎浆机的筛板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变形，造成表

面不平整，从而产生漏浆等问题。

提供一种碎浆机用防变形筛板，通过在筛板上

设置支撑条提高筛板的强度，有效降低筛板受浆料

挤压变形的几率，且可减小筛板的厚度。

如图1(a)所示，该种碎浆机用防变形筛板包括

呈圆环形的筛板和支撑条；其中，筛板的表面设有

筛孔，支撑条成对设置在筛板的正反两侧面上。支

撑条为矩形板状结构，多个支撑条在筛板的侧面上

成螺旋状分布，筛板正反两侧面上相对的两个支撑

条十字交错设置。此种结构形式，支撑条对筛板起

到加强的作用，并且正反两面上的支撑条成交叉状

设置，具有相互拉扯作用，在筛板的一侧面受到浆

料挤压时，支撑条产生相反的拉成力，阻碍其板面

变形，从而保证板面平整。支撑条通过氩弧焊焊接

在筛板上，焊接变形小，对筛板的板面平整度影响

较小。

筛板由两个半圆环板拼合而成，一方面方便加

工，保证板面平整，另一方面方便

安装；且两个半圆环板拼合出的间

隙宽度为4mm，宽度适宜，可根据安

装或加工误差进行调整，保证筛板

能够到碎浆机上。同时，筛板的外

边缘处沿圆周方向均布有多个外缘

螺栓孔和外侧销孔，筛板靠内侧边

缘处沿圆周方向均布有多个内缘螺

栓孔和内侧销孔。外缘螺栓孔和内

缘螺栓孔能够采用螺栓将筛板固定

到碎浆机上，外侧销孔和内侧销孔采用插入销进行

定位。

由于在筛板中加入支撑条的结构设计，使得筛

板结构强度得到提高，因此可以减小筛板的厚度，

筛板的厚度可达到15.5～15.8m m，传统的筛板厚

度一般需要达到20mm以上，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另外，筛板的材质为0Cr17Ni4Cu4Nb，相比传统使

用1Cr18Ni9材质，该材料由铜、铌/钶构成的沉淀、

硬化、马氏体不锈钢，强度、硬度通过热处理后比

1Cr18Ni9高，抗腐蚀能力同1Cr18Ni9一样，从而延

长筛板使用寿命。

如图1(b)所示，筛板两侧面上的支撑条为“Z”

字形板状结构，多个支撑条在筛板的侧面上呈圆周

方向均布，筛板正反两侧面上相对的两个支撑条交

叉设置。此种结构，进一步增大支撑条与筛板的连

接强度。

如图1(c)所示，筛板两侧面上的支撑条为波浪

形的环状板，筛板的两侧面各设置一个，两个支撑

条的波峰与波谷相对，形成交错设置。此种结构，

进一步增大支撑条与筛板的连接强度。

如图2所示，筛板上的每个筛孔均由同轴线的

圆柱段和圆锥段构成，圆锥段较小端与圆柱段连

接，圆锥段较小端的内径与圆柱段的内径相等。筛

板上的筛孔由传统直圆柱结构改为进口为圆柱形、

出口为较大的圆锥形结构。当浆料进入筛孔时，筛

孔直径逐渐变大，筛孔对浆料的阻力降低，浆料很

顺利地通过筛孔，浆料通过筛孔阻力小，流速高，

碎浆机产能提高。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1  防变形筛板的结构

图2  防变形筛板中筛孔的剖面

1—筛板  2—筛孔  3—圆柱段  4—圆锥段  5—支撑条  6—外缘螺
栓孔  7—内缘螺栓孔  8—外侧销孔  9—内侧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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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共熔溶剂（DES）技术在制浆造纸
行业中的应用前景

本刊讯（Paper first 消息） 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召开的2018造纸与展望大会（Paper and 

Beyond 2018）上，深共熔溶剂（Deep Eutectic 

Solvents，DES，图1）再次成为了专家和参会代表

等热门探讨的话题。

这种溶剂在处理木质纤维素原料方面颇具潜

力，可以大幅降低制浆造纸碳排放，促进造纸企业

转型升级。其中萨佩（Sappi）等不少先进造纸企

业也参与了讨论。

目前，深共熔溶剂技术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一

定突破，但研究尚不成熟。低共熔溶剂的物理化学

性质与离子液体非常相似，由Abbott等人于2003

年首次报道，于2014年被纳入了欧洲生物技术企

业联盟的工作计划之中，是一种新型可持续的制

浆技术，能够在低压和常压下能够分离木质纤维

素。

2011年11月，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CEPI）曾

推出欧洲纸业“2050路线图”，致力于通过公布的

8项突破性技术实现脱碳目标，其中深共熔溶剂

技术就是其中之一。欧洲纸业致力于通过深入开

发包括深共熔溶剂技术在内的8项技术，在2050

年实现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80%，产值增加

50%。

目前，该溶剂第一阶段研究已完成，主要针对

其未来发展前景和可能取得的创造型突破进行了

研究，并发布了《深共熔溶剂在造纸行业中的应

用》一书。

由此可见深共熔溶剂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作

为一种天然的低共熔混合物，它具有可再生、蒸汽

压低、无毒性、不易燃、可生物降解、可调控等优

点，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绿色溶剂或催化剂。通过

进一步研究使用，有望使全球造纸行业能源消耗

降低40%，二氧化碳排放降低80%。

此外，在低温下，它可将生物质分解成能在纸

业使用的组成成分。如果纸业大规模使用这项技

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的纸浆、纸和纸板

生产，并替代目前生产过程中一些耗能高的部分。

深共熔溶剂还能实现制浆过程中的溶解性物

质选择性再生，为行业提供高质量纤维素和木质

素产品，可能使整个行业发生巨大转变。

目前，在欧洲第一阶段研究中，已经研究出了

100多种新型深共熔溶剂技术，其中两种已经成功

作为试剂应用于脱木素实践中。使用深共熔溶剂

进行脱木素应用，可以去除95%木质素，而溶剂本

身可以继续回收利用。

未来深共熔溶剂研究者将进一步致力于该技

术的商业化研究，预计能够在2030年左右将该技

术投入实际应用，可能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新

一轮变革。

利用废纸等加工黏胶再生纤维生产
技术

本刊讯（VTT 消息）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VTT）近日与多家单位共同开发出多项废弃纸

制品及衣物等可循环利用技术，通过这一系列新

技术手段，可将废纸、硬纸盒、旧衣料、劣质棉、木

基纤维等再造成黏胶型再生纤维，可以回收利用

于纺织行业，整个过程不使用传统的二硫化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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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这一研究项目始于2016年，有芬兰国家技术

研究中心、阿尔托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等多家机

构参与，得到了欧盟以及芬兰多个城市的资助。目

前，研究人员正在探讨这些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第一家采用相关技术的工厂正在规划中。

多种新型干强助剂用于提高纸张干
强性

本刊讯（Archroma & Nalco 消息） 不同用途

的纸张有不同的特性要求，其中干纸强度是最主

要的特性指标之一。为了提高纸张干强性，又不影

响其他性能，近期多家化学品及相关企业推出了几

种新品种干强助剂。

瑞士Archroma推出Cartastrength ABL造纸干

强剂

继Cartastrength DST.03造纸干强助剂之

后，瑞士颜料与特种化学品公司Archroma又研制

出了Cartastrength ABL干强剂，致力于提高生

活用纸和包装纸干强性。

相比Ca r t a s t r e n g t h  DST.03干强剂，

Cartastrength ABL还增加了沉积物控制功能，

通过减少废物沉淀帮助提高纸机运行性能，保持

纸板高干强性的同时降低纤维消耗。

Archroma总部位于瑞士赖纳赫（Reinach），

共有纺织特种化学品、造纸解决方案和乳液产品

三大业务部门。

纳尔科Ultis Dry2 Strength干强技术用于提高

纸类产品强度

艺康集团旗下纳尔科水处理公司（Na l c o 

Water）近期推广了其Ultis Dry² Strength干强

技术，利用干式添加剂提高纸浆和纸的强度，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Ultis Dry² Strength技术主要用于生产包

装纸板，生产强度更高、质量更轻的产品，能够进

一步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产量。该技术还能促进纤

维和能源节约, 提高其他添加剂的使用效率。

此外，Ultis Dry Strength所采用的的干式

添加剂相比液体添加剂而言，更易于保存，降低了

运输和储存成本。

纳尔科是知名水处理化学药剂生产、供应和

服务商，年销售额约140亿美元，业务遍及全球170

多个国家。

智利Arauco浆厂改建获得维美德与
安德里茨关键技术支持

本刊讯（ARAUCO 消息） 智利Arauco浆厂改

扩建项目总投资23.50亿美元，是该厂历史上最大

的投资项目，也是全球最大的制浆项目之一。其内

容包括建造一条年产量156万吨的新（3号）制浆

线，预计于2021年投入运行。

该项目是ARAUCO公司的MAPA大型投资项

目的一部分，将建在智利Bio Bío地区。维美德和

安德里茨都为该项目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持。

维美德将主要提供包括浆料干燥、打包、回收

锅炉及生物质锅炉在内的浆厂关键技术。浆料干

燥及锅炉设备的供货将以包括设计、采购、指导等

在内的工程总承包（EPS）方式进行。制浆线与回

收锅炉的生产能力分别为5000风干吨（Adt）/日 

和6300吨（干态物，tDS）。生物质锅炉采用鼓泡

流化床技术，生产能力为160MWth。

安德里茨将主要提供节能和环保型制浆技术

方案，为浆厂扩建升级提供关键设备，主要承建

制浆用木材厂、纤维线、白液工厂和蒸发系统设备

等，具体包括：

（1）木材加工技术

安德里茨承建的木材加工厂主要包含三条木

材剥皮与分切线、一条去皮木材分切线、木片存

储系统、分选系统、树皮处理体系等，并配有HQ-

Press压力机，加快树皮烘干，从而提高生物质量

锅炉的能效和产量。利用RotaBarker技术，可

使每条加工线的桉木去皮速度达到360立方米/

时，可提高去皮效率并最大程度节约木材。木材

分切使用水平进料的HHQ-Chippers切割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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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厂还将配备先进信息系统、ChipperEKG、

CrusherEKG检测系统和ScanChip分析器等智

能木厂系列产品。

（2）纤维漂白洗涤技术

安德里茨承建的纤维漂白线产能为47 0 0 

admt/d，主要包含Lo-Sol ids连续蒸煮系统、含

有多段DD-Washers洗浆机的浆料洗涤系统、两

段氧脱木素体系等。浆料漂白将利用上流式反应

器技术，并在每个阶段完成后进行洗涤，能有效降

低化学品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并提高纸浆质量。

（3）黑液蒸发技术

黑液蒸发厂最高产能为1750吨/时，具有高加

热系统，使黑液加速浓缩为固体，80%可进入回收

锅炉重复利用。该厂将配备最新的安德里茨二次

冷凝物质量提高技术，还包括罐区和甲醇液化系

统等，保证冷凝物回收利用。此外，安德里茨的薄

片技术和扩展控制工艺能够减少洗涤需求，降低

热表面堵塞率，维持高清洁度，提高生产效率。

（4）白液工厂技术方案

主要包含具有LimeGreen过滤器的高效绿液

过滤系统，该技术能够生产干净绿液，实现废物最

小化；具有LimeWhite过滤器的白液过滤系统，

最大程度保障白液质量；石灰过滤技术，具有两

个limeDry石灰干燥过滤器，提高了干燥固体含量

并降低了碱残余。再苛化工厂产能为15300立方米

/天。

ARAUCO是一家全球化林产品公司。业务范

围涵盖林业、制浆、木材、胶合板、合成板、木制品

与再生能源等。公司在北美、南美、欧洲及南非等

地拥有42家锯木厂、人造板厂和浆厂。

斯道拉恩索木质素加工新技术获得
2018年“ICIS创新奖”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斯道拉恩索于

年初推出的Lineo木质素近期获得了2018年ICIS

创新奖“最佳产品创新奖”，表彰斯道拉恩索在利

用木质素加工可再生生物材料方面收获的创新成

果。

目前Lineo木质素产品可取代部分化石材料用

于多个领域，它是一种油基酚醛材料的可再生替

代产品，可用于胶黏剂树脂之中，例如胶合板、定

向结构刨花板、LVL板、纸张层压和绝缘材料等。

未来，Lineo木质素产品也可以发展成其他类型的

黏合剂，用于碳纤维和储能产品。

意大利亚赛利展示新型E-WIN D ® 
T80S复卷机

本刊讯（亚赛利 消息） 近日，亚赛利纸业

（A.Celli）展示了其新型E-WIND® T80S复卷机

（图1），采用新型复卷技术，具有高灵活性和较高

产能，提高了生产效率。

E-WIND ® T80S复卷机使用模块化技术，是

一种全自动的基础复卷机。内置的电气柜可管理产

品的体积、直径和分切模式，并可保证生产峰值期

内的额外产能。

该设备可定制、即插即用，可与任何标准的卷

绕系统或整条纸机生产线进行适应和兼容。

欧洲纸类食品包装新技术层出不穷

本刊讯（中华纸业 综合整理） 近期，不少最

新研制的食品和饮料纸盒包装新技术纷纷在欧洲

市场投入使用，环保和可持续逐渐成为未来纸类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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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主题。

德国Zanders推出新型无氟碳隔离防油纸

德国特种包装供应商Zanders近日推出了新

品种Zangrass未涂布草浆纸和可用于食品包装的

Zanbarrier NGR无氟碳隔离纸。

Zangrass未涂布草浆纸采用20%～40%原生

干草纤维制造，回收率较高，主要可用于制造瓦楞

纸板，用于有机食品、蔬菜盘加工材料等，目前有

定量120g/m2和150g/m2两种类型。

Zanbarrier NGR隔离防油纸（图1）不含氟

碳和其他化学品，采用可再生原料生产，经过多次

纤维精炼制成，湿强性高，防油效果显著提高，几

乎适用于所有食品防油包装，尤其常用于快餐和新

鲜水果包装材料。

Zanders成立于1829年，是德国特种包装及标

签供应商，主要为饮料、食品、医药和化妆品等行

业提供纸质包装方案。

Metsä Board升级版3升“盒中袋”饮料包装

Metsä Board升级版饮料纸盒包装（图2）带

有一个能够垫高的底座，盛接饮料时无需再把盒

子放在桌子边际，能够随时随处运用。

此外，这种新的盒子包装并不会占用额定的

货架空间，由于高架底座设计在包装内部，消费者

在运用之前能够自行拼装。当饮用完以后，内层的

塑料袋也十分容易从盒子中移除，有利于资料的

别离收回。

这种饮料纸盒包装是Metsä Board自2016

年起开始推广使用，曾获得过2017年“iF设计大

奖”。

不过之前推出的产品都是1.5升容量的饮料纸

盒，此次技术升级之后，解决了纸板模切技术难

题，还推出了3升升级版大容量纸盒，扩大应用范

围。加工材料将包括B楞和EE楞瓦楞纸板两种类

型，适用于胶印、柔印和数字印刷。

Sonoco公司新型谷物早餐用硬纸盒包装，服

务德国餐饮行业

Sonoco欧洲分部近日为德国谷物早餐供应商

Mymuesli提供了一种新型硬纸盒包装，原材料中

90%为可回收纸，该纸盒既能用于网络订餐，也适

合实体店销售。

该硬纸盒包装采用卡纸封底，硬卡纸可全部

回收，餐盒直径90mm，有高度270mm和190mm

两种类型。

此外，该餐盒设计精致，包容性强。餐盒纸质

内壁涂有环保型隔离膜，取代传统铝质隔膜，隔绝

空气性能更完善，更有利于保持内部谷物的原始

风味。

由于纸质餐盒设计密闭性强，适合储存和运

输，封口和包装之后适合用于网络订餐。盒盖开闭

灵活，也适合家庭用作其他食品储存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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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co成立于1899年，总部位于美国南卡罗

来纳州哈茨维尔，主要生产各类工业包装材料，在

33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业务遍布85个国家。

英国Mondi推出FlexziBox纸质宠物食品包装

为了取代传统塑料包装，英国纸类包装企业

Mondi近日推出了新型FlexziBox纸质宠物食品

包装，具有轻便、可回收、强度高等特点。

FlexziBox包装袋用牛皮纸、PET和PE三种

材料加工而成，牛皮纸强度较高，内部PE隔膜具

有保鲜的作用，有多种型号的产品可供选择。

巴西桉木浆生产商Fibria利用3D技术
管理森林

本刊讯（Fi b r i a 消息） 世界领先的桉木浆

生产商Fibr ia拟加大林场投资，根据其“智能森

林”项目要求，利用激光雷达感知技术（LIDAR 

technology）管理森林及树木，这有利于降低监

管成本，扩大智能管理面积，目前其林场种植面积

已经增加了1.2%。

根据利用LIDAR技术要求，使用小型飞行器

捕捉三维立体信号，加上GPS定位技术，可以集中

收集信息并进行统一分析。

Fibria于2011年首次在巴西圣保罗林场内使

用LIDAR技术，采集信息帮助进行生产管理，此

后长期使用该技术进行森林和种植林管理和维

护。

Fibria森林运营发展部经理Luiz Eduardo 

Sabbado也表示，LIDAR技术使运营管理更为精

准，还提高了安全性，节约了人力和时间成本，为

种植林维护和林地设计提供参考。

在伐木期内，工作时间能够降低为原来的五分

之一，机械劳动也逐渐取代人力劳动，数字地图为

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智能森林”项目是Fibria的重点项目，其中

还包含森林数字化倡议等，为了进一步实现项目要

求，公司还将LIDAR技术全面引入了种植、收割、

木材运输和系统化数据分析四个领域。

索理思imPressID纸张添加剂在提升
纸张印刷特性中的应用

本刊讯（索理思 消息） 全球特种化学品供应

商索理思（Solenis）近日研发了一种新的imPress 

ID纸张添加剂，可以改善纸张印刷特性，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纸厂成本，使生产的纸张更适合印

刷，尤其适用于HP Indigo数字印刷机。

索理思全球营销总监Tom Hayden表示，随

着数字印刷日渐普及，能够提高纸张数字印刷特性

的添加剂需求也日益增长，imPress ID纸张添加

剂就是针对这一市场现状推出的。

该添加剂适配性较高，不需要更改纸机其他

配置，能与增白剂和其他涂布化学品兼容，也不会

产生沉积和胶黏物质。

过去多使用PEI材料促进图像黏附，但易导

致泛黄问题。索理思这一新的imPress ID纸张添

加剂技术依靠印刷油墨对纸张处理的热力学吸引

力，通过墨水和纸张的相互作用产生更有效的附

着力。

目前，imPress ID-115和ID-120两种添加

剂已经在北美开始使用，imPress ID-215和ID-

220已在欧洲投入使用。

索理思总部位于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Wilmington, Delaware），是全球知名特种

化学品生产商，主要为制浆造纸、能源、矿业、生

物精炼等行业提供化学品技术和方案，在全球118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5个加工制造基地。

磨浆技术和添加剂在约束干燥和非
约束干燥中对纸张机械特性的影响

本刊 讯（ T A P P I  消息）  芬 兰 科 学 院

（Academy of Fin land）和芬兰埃博学术大

学（Abo Akademi University）工艺化学中心

（PCC）共同开展了一项“ExtBioNet项目”，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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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含了对纸张不同干燥技术的研究。

研究表明，在纸张干燥过程中对纸幅的

约束，能够对纸张特性产生很大影响，约束

干燥（r e s t r a i n e d  d r y i n g）和非约束干燥

（unrestrained drying）情况下生产的纸张，其

特性是有很大差异的。

该研究主要探讨了约束和非约束两种干燥工

艺对机制纸张特性的影响，并对比了经过两种干

燥工艺处理时，分别改变低浓磨浆能耗、湿部添加

剂等因素之后，纸张的抗张指数、抗张挺度和撕裂

延伸率等特性的变化趋势。

磨浆、湿部添加剂和喷涂添加剂是三种改善

纸张特性常用的方式。

第一，机械磨浆能够提高纤维灵活性、改变纸

浆微纤结构、提高原纤与纤维的结合。

第二，在造纸湿部添加羧甲基纤维素（CMC）

和阳离子淀粉助剂，由于羧甲基纤维素的结构中含

有的羧甲基可以和纤维上的羟基发生化学反应，

增强纤维间的键合力，在经过纸机后续制造工序

的物理加工，纤维间的结合力就会获得大幅度的

提高。而且由于羧甲基纤维素水溶液呈现负电性，

会促使纸浆悬浮液中的纤维和填料分布更加均

匀，更利于纸页的成形，进而改善纸张的匀度。因

此，随着技术的革新，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很多

纸厂通过湿部添加羧甲基纤维素来提高产品的质

量，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明显。

第三，喷涂聚合物添加剂可以有效提高留着、

滤水和纸张成形特性，也是一种改善机制纸特性

的方式。

以上三种方式分别在约束干燥和非约束干燥

工艺中，对纸张特性带来的影响如下：

（1）低浓磨浆（能耗范围0～300kWh/t）

低浓磨浆可以提高纸张撕裂延伸率，不过对

于两种干燥工艺而言，提高的程度是有区别的。

约束干燥之后，随着低浓磨浆能耗的提高，

撕裂延伸率在磨浆能耗为100kWh/t时就达到其

最高值5%，之后保持不变；对于非约束干燥而言，

撕裂延伸率会随着磨浆能耗的增加呈线性增长趋

势。

约束干燥之后，抗张指数和抗张挺度会随磨

浆能耗的增加而不断提高；但在非约束干燥之

后，抗张挺度将在能耗为100kWh/t时达到峰值

2kNm/g，之后保持不变。

（2）湿部添加剂

在湿部环节同时加入羧甲基纤维素和阳离子

淀粉助剂将有助于提高纸张强度。相比而言，单独

添加二者之一所产生的效果有限，其中，只添加羧

甲基纤维素将同时提高抗张指数和抗张挺度，只

添加阳离子淀粉仅能提高抗张指数。

在非约束干燥之后，通过调配适当的羧甲基

纤维素和阳离子淀粉比例，可减缓所有抗张指数

的下降趋势，并保持高延伸率，同时也能一定程度

减缓抗张挺度的下降。

（3）聚合物添加剂

添加海藻酸钠、壳聚糖、阳离子瓜尔胶等成

分，无论在约束干燥还是非约束干燥之后，都能提

高纸张抗张指数。

其中，在非约束干燥之后添加海藻酸钠，纸张

延伸率将有明显提高。约束干燥之后添加以上几

种成分，抗张挺度会有明显提升，但在非约束干燥

之后添加，抗张挺度却不会有明显改变。

因此，利用约束干燥工艺造纸，纸厂可通过延

长磨浆时间，采用特定的湿部添加剂和多糖等成

分提高纸张抗张挺度，但延伸度提高的幅度有限；

利用非约束干燥工艺造纸，更易获得高撕裂延伸

度，但抗张挺度的提高幅度有限。

由此可见，采用类似制浆造纸添加剂时，造纸

企业可通过改变干燥工艺的方式，对纸张挺度和

延伸度进行取舍，因为二者是几乎不能同时达到最

高值的。

近年来包装纸需求稳步增长，纸类包装对纸

张抗撕裂延伸性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实际生产中，

造纸企业也可通过改变干燥工艺的方式改善纸张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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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Mondi推出新型高强度特种牛皮
纸板

本刊讯（Mondi 消息） Mondi集团近日推出了

一种Advantage Boost高强度特种牛皮纸板，主

要用作装饰和层压材料，可用于建筑面板、台面、

地板和搁板, 以及胶合板薄膜等。

初期该产品主要在欧洲投入使用，定量范围

从60g/m2到120g/m2，既可用于高端设计产品也

可用于日常家用。

俄罗斯RMCC公司推出新型水处理化
学品，可用于制浆造纸等行业领域

本刊讯（RM C C  消息） 俄罗斯矿业化学

品公司RMCC（Russ ian Min ing Chemica l 

Company）近日研发出了一种MagTreat®品牌水

处理化学品，这种制剂既可用于一段水，也可用于

二段水处理中。

相比之前所用的传统工业钠碱，MagTreat®化

学品制剂呈弱碱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更强，有效

性也有所提高。

这种制剂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镁，碱性为1.6，

持续时间长，有液体和固体两种形式可供选择，具

有pH控制性强、处理后的水呈弱碱性（pH至少不

超过9）、重金属含量降低、镁离子增加、安全性更

高等优势。

M a gT r e a t ®系列化 学品中最 新产品为

MagTreat®2000，该试剂代表了MagTreat®系列的

最高水平，具有污泥脱水、中和集尘系统中酸性循

环水等优势，提高了一般碱度水平，以保证水澄清

效果以及氢氧化铬和其他重金属沉淀。此外，该试

剂性价比较高，与常用的替代碱液相比，每立方米

水化学品消耗量更低。

该制剂可用于矿业、制浆造纸、能源等耗水行

业，目前已经在俄罗斯部分纸厂展开试用。

RMCC是位于俄罗斯的一家矿物化学品供应

商，主要以天然氢氧化镁为基础生产各种碱性化

学品，产品可用于塑料、纸浆漂白、化肥生产、废水

处理、冶金、玻璃生产等领域。业务涉及欧洲、中

东、北美、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在造纸行业，主要

生产制浆水处理和漂白添加剂等。

第一届国际木质素大会在加拿大召
开，探讨木质素新技术和发展前景

本刊讯（中华纸业 综合整理） 9月18日～20日，

第一届国际木质素大会（Lign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8）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会议

由加拿大制浆造纸技术协会主办，来自40多个国

家的170余名学者、研究生、企业技术人员参加了

会议，木质素作为造纸副产品，此次会议也为纸业

发展提供了指导。

木质素为植物和藻类重要结构材料，在树皮

或是木材中尤为常见，树木中约25%的成分为木质

素，用来让纤维素纤维紧密聚集，使木材更坚固。

在制浆造纸过程中，由于纤维素是纸张的理

想材料，为了让两者分离，木质素会溶解在硫酸盐

或亚硫酸盐制浆中，为纸厂的副产物之一。近年来

人们对木质素的研究热度始终不减。

在此次会议中，有众多专家学者做了有关木质

素提取及应用方面的技术报告，为今后木质素在

造纸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木质素作为生物高聚物应用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

Wolfgang G. Glasser做了关于木质素应用的

报告，Glasser曾获得TAPPI George Olmsted

奖、IUFRO科学成就奖、美国化学协会Anselme 

Payen奖，在相关行业领域共发表了200多篇论

文，拥有20多项专利。报告指出，木质素在许多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由结晶和

非结晶多糖组成的生物复合材料中的黏合剂。

尽管纤维与“基质”(即木质素)的分子组成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生物复合材料的构成都

有相似性，这主要是由于木质素的本机体系结构

是一个(块)具有非结晶碳水化合物的共聚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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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木素过程中(例如制浆)会导致不同类型和程度的

内部结构变化，但通常不会影响固体生物材料的回

收利用，通过分子过滤和化学(或生化)改性处理，

都能够实现聚合物回收利用。此外，报告还回顾了

在热塑性和热固性结构高分子材料中，木质素作为

可生物降解和可持续产品应用的机遇和挑战。

（2）膜分离技术在木质素提取和使用中的发

展潜力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 i v e r s i t y  o f 

Antwerp）教授Ludo Diels做了此报告，Ludo 

Diels还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Flemish 

In s t i t u t e for Te chnolog ic a l Re s e arch, 

VITO)可持续化学研究项目经理，在环境和工业化

学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

报告表示，未来几年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将

越来越广泛，目前几乎所有芳香烃化学品来源于

化石油，而木质素作为自然界含量仅次于纤维素的

第二大聚合物，预计未来可以为化学工业提供宝贵

的可再生资源。不过要把木质素从制浆造纸副产

品发展为高效生物材料，提取工艺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和完善。其中膜分离技术或许可以在木质素

提取和加工中发挥作用，木质素衍生物在聚合物应

用中也存在一定潜在的适用性。

（3）硫酸盐木质素的商业化应用

麦吉尔大学（McGil l University)博士Tom 

Browne介绍了硫酸盐木质素的商业化应用。Tom 

Browne在造纸行业工作多年，曾研究过造纸行业

生物精炼工艺和生物能源等领域。他的研究团队

提出了LignoForce™系统并申请专利，主要用于从

硫酸盐制浆黑液中去除木质素，并已投入使用。

报告指出，在研究中试图找出从硫酸盐纸浆

厂开发新型非燃料用途木质素的关键障碍、驱动

因素和途径。研究中对比使用了硫酸盐木质素在

安大略省Smith造纸厂的使用案例，该厂用硫酸

盐木质素替代从较为昂贵的石油中提取的产物。

此外还对比了西弗吉尼亚州纸浆和造纸公司(即现

在的Ingevity)利用木质素的案例。最后重点讨论

目前全球形势下木质素市场动态以及在当前经济

环境中的发展潜能。

（4）工艺木质素性能强化的有效方法

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教授

Mikhail Balakshin介绍了有关木质素性能强化

的技术应用。Balakshin的主要学术成就是提出

了最新木质素分析和表征技术，曾在俄罗斯、加拿

大和美国进行过多年木质素和生物质成分研究。

该研究对于保证木质素作为化学原料的一致

性、不同木质素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以及工

程木质素产品的质量控制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报告援引了大量研究和实际案例，讨论了不同木质

素结构综合表征的有效方法、物理和胶体性质，以

及性能强化的方法。目前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快速

筛选大量的木质素样品，并能达到试验规模的性

能要求。但在工艺木质素性能强化的进一步应用

上，整个行业还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5）木质素在酚醛树脂中的反应管理

芬兰VTT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Ta r j a 

Tamminen介绍了在酚醛树脂中管理木质素反应

的技术方法。Tamminen先后从事有机化学和制

浆造纸中的木材处理化学的研究，在工艺木质素

研究领域贡献突出。

报告指出，通过开发，未来木质素最终可能

会代替酚醛（PF）树脂的功能。实际上，部分苯酚

可以用木质素代替，生产木质素-苯酚-甲醛树脂 

(LPF)。到目前为止，针叶木提取的木质素比较适

合这一应用，因为它含有未取代的邻位酚醛结构, 

可以与甲醛反应。不过，最近VTT研究结果表明, 

木质素与甲醛的高反应性并没有导致较高的黏结

强度。因此未来行业还需要继续研究能够实现高

黏结强度的其他技术因素。

除此之外，荷兰瓦格宁根食品与生物研究中心

专家Richard Gosselink和瑞典制浆造纸研究员

专家Per Tomani也分别在会上做了关于木质素的

可持续应用和解聚木质素技术的有关报告，介绍

了未来木质素技术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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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

● 2019年印度新德里国际纸展（Paperex2019）

展会时间：2019年12月3-6日；展会地点：印度新德里Pragati Maidan展馆

展会简介：Paperex 2019印度新德里国际纸展，是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国际性纸业展会之一。

上届展会吸引了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家参展商和3万多位专业观众，展位面积超过25万平方

米。中华纸业杂志社为本届展会的国内一级代理，将带领国内优秀企业以“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

联盟”、“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的名义联合参展，盛大亮相本届纸展。

● 2020年亚洲纸展&世界生活用纸展(Asian Pape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20)

展会时间：2020年6月3-5日；展会地点：泰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展会简介：始于1992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是泛亚地区唯一的、规模最大的制浆造纸专业展览会，

涵盖了该地区制浆造纸产业每个环节，为制浆造纸生产商创造了与全球顶尖纸业机械、设备、服务供应

商会晤洽谈的最佳平台。上届展会（2018亚洲纸展）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家展商参展，以及来自

92个国家的3000余名专业观众参观。

中华纸业杂志社为亚洲纸展中国

区的独家代理。

以上展会展位预订工作已经开始。

更多详细信息请详询：中华纸业杂志社

联系人：崔晓萃；电话：0531-

88522949，18954139170；传真：0531-

88926310；邮箱：c p p i8@c p p i.c n；Q Q：

94043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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