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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造纸业产

能逐年增加，据中国造纸协会统计资料，2017年全国纸

及纸板生产量已达11130万t。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

的加剧以及能源紧缺的情况下，造纸企业都在努力探

索提高产能和效率以及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纸机干

燥部中的蒸汽冷凝水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

大多数纸厂所忽略的系统，纸机各部位脱水率和脱水

成本的关系参见图1，干燥部脱水率仅为纸机总脱水率

的1%，但脱水成本却高达78%，因此干燥部节能潜力巨

大。本文主要介绍应用吹通蒸汽控制技术的原理和特

点，以及应用吹通蒸汽控制技术的热泵系统改造传统

多段通气系统后的节能效果，以供造纸同行借鉴。

1  多段通气系统运行的局限性

多段通气系统属于被动式蒸汽串联系统，高温段

的冷凝水经过汽水分离器分离后的闪蒸汽进入中温段

使用，中温段的闪蒸汽送到低温段进行使用，不足的蒸

汽通过新鲜蒸汽阀门进行补充，低温段的闪蒸汽一般进

入由表面冷凝器以及真空泵构成的真空系统进行换热

进而形成真空，各组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压差方可实现能

量的梯级利用。虽然现代多段通气系统各组配备了具有

分层控制逻辑的压差控制阀以及多种控制逻辑，但由于

系统自身的原理特性，在运行时仍然有如下的问题以及

摘 要：介绍了传统多段通气系统的运行缺陷以及吹通蒸汽

控制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在纸机干燥部利用可调热泵以及吹

通蒸汽控制的方式，解决了传统多段通气系统低压运行过程

中排水不畅的问题。 

关键词：吹通蒸汽；蒸汽冷凝水系统；热泵；纸机；干燥；旋

转接头；节能

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operat ion defects of 
traditional multi-stage steam system as well as principles of 
steam blowing technology. It proves that the poor drainage 
problem during low-pressure operation can be solved by applying 
adjustable thermo-compressor and steam blowing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 drying section of paper machines.
Key words: steam blowing; steam and condensate system; thermo-
compressor; paper machine; drying; rotary joint; energy saving

中图分类号：TS734+.8; TS736; TS737+.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18-0006-07

吹通蒸汽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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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team blowing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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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1）传统的固定压差控制方式意味着虹吸管固定

的排水速率，系统不能自动响应纸张透气度以及网压部

脱水变化导致纸张进缸干度的变化情况，一旦纸张进缸

干度降低，烘缸进汽上升引起冷凝水增多，固定压差控

制方式极易造成烘缸积水以及淹缸等问题。

(2）当纸机断纸时，由于烘缸表面湿纸幅的脱离引

起缸内冷凝水量的急剧下降，由于压差下降，传统的压

差控制方式会将各组压差排空阀全部打开排放至表面

冷凝器造成蒸汽的浪费，直到重新引纸成功排空阀才会

关闭。

(3）新纸机开机调试以及断纸后重新引纸前，各组

烘缸进汽压力较低，无法保持段间压差，进而造成排空

阀打开蒸汽浪费以及烘缸积水等问题。

(4）纸机烘干能力无法达到最大化。

2  吹通蒸汽控制的理论基础

为了避免传统压差控制方式多段通气系统的局限

性，我们提出了采用吹通蒸汽控制的可调热泵系统，流

程参见图2。

2.1 吹通蒸汽的概念

蒸汽通入烘缸内，一部分冷凝，另有一部分未冷

凝，此部分未冷凝的蒸汽称之为吹通蒸汽，它是冷凝水

的载体，在烘缸内与冷凝水混合成两相流体，降低冷凝

水的密度，具有冷凝水“运输机”的作用，同时也是烘缸

的排水动力。烘缸虹吸管内排水示意图参见图3。

2.2 虹吸管特性

不论蒸汽在任何压力下或是何种形式的虹吸管，

虹吸管的工作表现和吹通蒸汽流的百分比有直接的关

系。

2.3 吹通蒸汽控制原理

吹通蒸汽控制是把烘缸组排出的汽水混合物通入

高效率汽水分离器，分离出的尾气（由吹通蒸汽和二次

闪蒸蒸汽组成）经过一个流量孔板检测装置后，再通过

可调式热泵压缩后回到本烘缸组继续使用。

由孔板流量计算公式得知，当孔板前后的压差设

定值固定时，吹通蒸汽的流量Q与蒸汽密度ρ的平方根

成比例关系。由大量实验得知：烘缸内的冷凝速率也与

蒸汽密度平方根成比例关系。同时由于虹吸管自身的特

性，因此，在正常操作状况之下，保持烘缸组尾气对烘

缸组冷凝速率的比值为一个固定的值即可以实现烘缸

可靠顺畅的排水。

图2  采用吹通蒸汽控制方式的可调热泵系统流程

图1  纸机各部位脱水率和脱水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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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的流量计算公式：

式中：Q—流量（m3/s）；

C—流量系数；

β—孔板孔径与管道内径之比(β=d/D)；

ε—膨胀系数；

d—孔板的孔口直径（mm）；

∆P—流体流经孔板前后的压差（kPa）；

ρ—工作状态下的流体密度（kg/m3）。

采用吹通蒸汽控制的热泵系统的优势在于将整个

烘干部在所有的操作条件及速度之下，提供可靠的冷凝

水排放并具有最大的热传导效率以及蒸汽使用的最佳

效率。系统在正常运转或断纸时均可提供可靠的控制，

以获得较高的纸机效率及较低的维修量。可以使整个系

统控制快速灵敏并且随着冷凝速率的变化来自动调整

烘缸的冷凝水排放量。当冷凝水增多时，系统自动增大

烘缸进出口压差，保证多排水避免淹缸；当冷凝水减少

时，系统自动降低烘缸进出口压差进而少排水。

3  吹通蒸汽控制与传统压差控制的比较

3 . 1 断纸时，采用两种控制方式时虹吸器典型的工作

表现

图4为正常生产与断纸时采用不同控制方式的虹吸

器典型工作表现。对于固定式虹吸器而言，当纸机断纸

时，冷凝水量急剧下降（蓝色曲线），当采用压差控制

方式时，吹通蒸汽流经虹吸管数量上升（增加接近1.5

倍），为了达到设定压差，系统的分层控制逻辑会将压

差排空阀全部长时间打开排放至表面冷凝器，造成蒸

汽的浪费。

图5  压力分程控制逻辑

图3  烘缸虹吸管内排水示意

图4  正常操作与断纸时采用不同控制方式的虹吸器

典型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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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及断纸时均不打开，避免了大量蒸汽损失。

3 . 2 冷凝水突增时，采用两种控制方式烘缸的排水情

况比较

一般两种情况下烘缸会发生冷凝水突增，一种是

烘缸进汽压力的突然升高，进汽压力的突然升高会引起

冷凝水量的快速上升，实验表明，当进汽压力由170k Pa

突升至210k P a时，烘缸内冷凝水量升高1倍；当进汽压

当采用吹通蒸汽控制方式时，烘缸组内冷凝速率

降低时，冷凝水变少，系统吹通蒸汽流量监测装置检测

到流量数值上升，吹通蒸汽流量控制器会给出信号使

补汽阀以及热泵关小，维持与正常操作情况下同样数

量的吹通蒸汽，降低烘缸进出口的排水压差（图中压差

降低接近一半），热泵将吹通蒸汽重新压缩返回至烘缸

中，排空阀只有在暖缸时打开排放不凝结气体，正常生

图6  吹通蒸汽分程控制逻辑

表1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Ⅰ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15

30

0

0

40

30

0

0

PIC-100

表2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Ⅱ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38

44

0

0

22

44

0

0

PIC-100

表3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Ⅲ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52

100

4

20

60

100

4

20

PIC-100

表4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Ⅳ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75

100

50

20

60

100

50

20

PIC-100

表5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Ⅴ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55

80

10

0

40

80

10

0

PIC-100

表6  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关系之实例Ⅵ

回路PID输出/%

热泵PDV-110A开度/%

排空阀PDV-110B开度/%

补汽阀PV-100开度/%

PDIC-110

25

50

0

40

70

50

0

40

PI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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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170k P a突升至270k P a时，烘缸内冷凝水量提升4

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断纸后全幅引纸时，烘缸的冷凝

水量会增至正常状况的1.5倍左右。

冷凝水突增的情况下，吹通蒸汽流被大量增加的

冷凝水所阻碍而不通畅，固定压差控制保持固定的排

水，不能积极响应烘缸内冷凝水的变化情况，导致烘缸

淹缸，传动负荷上升，传热下降，控制系统会使进汽压

力继续提升，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图8  前干燥部吹通蒸汽控制热泵系统正常运行时DCS画面

图7  热泵低选控制逻辑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10
第39卷第18期 2018年9月



当采用吹通蒸汽控制的热泵系统，当烘缸组内冷

凝速率增加时，冷凝水变多，则吹通蒸汽流量监测装置

检测到流量数值下降，吹通蒸汽流量控制器会给出信

号让热泵开大，进而提供更大的排水压差和更强的压

缩动力，加快对吹通蒸汽的抽吸，自动增大烘缸进出口

压差，将烘缸内增多的冷凝水及时排出。

4  吹通蒸汽控制热泵系统控制逻辑说明

4.1 压力分程控制回路

以P IC-100控制回路为例说明，此回路为压力分

程控制回路，由热泵PDV-110A和补汽阀PV-100和压

力变送器P T-100组成，根据压力设定值S P与压力的

过程值PV之间的差值，经过P I D计算后输出一个百分

值，当PID输出的百分值0～50%的时候对应热泵PDV-

110A的开度百分比为0～100%，P I D输出的百分值50%

～100%对应着补汽阀PV-100的开度为0%～100%。控

制逻辑图见图5。

4.2 吹通蒸汽分程控制回路

以PD IC-110控制回路为例说明，此回路为吹通

蒸汽分程控制回路，由热泵PDV-110A和排空阀PDV-

110B和压差变送器PDT-110组成，根据孔板两侧压差

设定值SP与压差的过程值PV之间的差值，经过PI D计

算后输出一个百分值，当PID输出的百分值0～50%的时

候对应热泵PDV-110A的开度百分比为0～100%，P I D

图9  后干燥部吹通蒸汽控制热泵系统正常运行时DCS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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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3）。

(4）当PDIC-110和PIC-100回路的PID输出都大

于50%，且PDIC-110的PID输出比PIC-100的PID输出

大（表4）。

(5）当PDIC-110的PID输出大于50%，PIC-100回

路的PID输出小于50%（表5）。 

(6）当PDIC-110的PID输出小于50%，PIC-100回

路的PID输出大于50%（表6）。 

注意：正常运行情况下，系统以（6）的情况运行。

热泵低选控制逻辑图见图7。

5  吹通蒸汽控制技术的热泵系统在实践项目中的

应用

国内某项目，通过应用吹通蒸汽控制技术的热泵

系统对传统压差控制方式的多段通气系统改造，解决了

传统压差控制方式的多段通气系统干燥部烘缸排水不

畅问题，改造后系统通过热泵的抽吸作用，将吹通蒸汽

重新压缩至烘缸内循环使用，实现了纸机断纸以及低压

运行时系统蒸汽不外排，吨纸消耗蒸汽量比改造前下

降200千克，每年节约蒸汽费用近700余万元。蒸汽系统

改造为企业提高了生产能力并节约了生产成本，进而提

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蒸汽系统改造后正常运行

时DCS画面见图8和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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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百分值50%～100%对应排空阀PDV-110B的开

度为0%～100%。控制逻辑图见图6。

4.3 热泵控制中的低选控制逻辑

以PDIC-110和PIC-100为例说明:

(1）低选控制意味着热泵会选中PDIC与P IC这两

个控制回路中输出值较低的回路，如PD IC输出值比

PIC低。那么PDIC回路被选中，热泵PDV-110A和排空

阀PDV-110B就组成一个分程调节回路，即PDIC输出

信号0～50%对应热泵PDV-110A开度为0～100%，当

PDIC输出50%～100%对应排空阀PDV-110B开度为0～

100%。 

反之，当P IC回路输出值较低被选中时，此时热泵

PDV-110A和补汽阀PV-100就组成一个分程调节回

路，即当PIC输出信号0～50%时，热泵PDV-110A开度

为0～100%，当P IC输出为50%～100%时，补汽阀PV-

100开度为0～100%。

(2）没被选中的控制回路是一个单独的回路。例如

当PDIC没被选中时，该控制回路输出的0～50%不起作

用，当输出大于等于50%时排空阀PDV-110B开始动作

直至全开。

(3）当烘缸压力突然增大时，控制系统会自动关闭

补汽阀PV-100，直至全关，当补汽阀PV-100关到一定

程度时PIC控制回路输出低于PDIC控制回路输出时，

PIC被低选选中，热泵开度会减小。由于热泵开度减小，

吹通蒸汽压差也减少，PDIC输出会随之增加直至排空

阀PDV-110B打开，此时排空阀PDV-110B起到一个安

全阀作用。

4 . 4 低选控制时，两个控制器输出值与阀门开度的关

系

(1）当PDIC-110和PIC-100回路的PID输出都小

于50%，且PDIC-110的PID输出比PIC-100的PID输出

小（表1）。

(2）当PDIC-110和PIC-100回路的PID输出都小

于50%，且PDIC-110的PID输出比PIC-100的PID输出

大（表2）。

(3）当PDIC-110和PIC-100回路的PID输出都大

于50%，且PDIC-110的PID输出比PIC-100的PID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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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素是苯基丙烷结构单元构成的多芳环性高聚物，

在化工原料和化学燃料的生产方面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目前

木素主要的利用方法，就是通过解聚反应生产酚类单体产

物，木素的解聚方法多样，其中酸催化解聚研究比较广泛。这

里总结了木素在不同的酸催化剂中的研究进展以及反应机

理：木素在无机酸中的催化解聚，木素在路易斯酸中的催化

解聚以及木素在离子酸中的催化解聚。随后提出了木素在酸

催化剂中的解聚发展展望。

关键词：酸催化解聚；木素；无机酸；路易斯酸；离子酸

Abstract: Lignin is a multi-aromatic ring polymer composed of 
phenylpropane units, which takes great value in chemical materials 
and fuels production. At present, the major application of lignin is 
to produce phenolic monomer products through depolymerization 
reaction. There are diverse lignin depolymerization methods, 
among which acid-catalyzed depolymerization is a more widely 
applied one.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reactions of lignin depolymerization in different kinds of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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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norganic acid, Lewis acid, and ion aci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cid-catalyzed depolymerization of lignin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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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 Lewis acid; ion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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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中最丰富的生物质，年产量约

为170亿t[1]。与淀粉不同，人类不能食用木质纤维素，所

以使用它不会对食品供应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即使在

有些情况下，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与可食用生物质之间发

生耕地竞争，这些矛盾也能协调解决。因此，长期以来，

它被认为是化石燃料和化学品最有希望的替代品。  

木质纤维素原料主要有三种成分：半纤维素，纤维

素和木素。其中，半纤维素和纤维素是C5和C6糖的聚

合物[2]。经过科研工作者对这两种物质的长时间研究，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技术使它们可以应用于大规

模的生物燃料生产。而木素则不同，与上述两种成分相

比，木素是由不同类型的苯基丙烷结构单元组成的复杂

的三维无定形聚合物[3]。木素的结构会对其组成的生物

质类型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木素相对难处理，其碳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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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度不高，因此在生物质精炼过程中，木素通常被当做

废物处理，用于燃烧产生热能。每年全球产生的木素只

有5%左右用于低价值的商业生产，即作为发电的燃料

或者作为混凝土的添加剂（木素磺酸盐）[4]。

基于上述原因，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在生物质精炼

过程中对木素的有效利用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木素

质量占生物质的10%～35％，能量占生物质的40％左右，

利用木素生产化学品或燃料将大大提高整个生物质炼

制工艺的经济性[5]。（2）木素是自然界中芳烃单元最丰

富的可再生能源，它的化学结构使其成为了生产芳香

族化学品的可持续性原料[6]。（3）在原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中，木素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半纤维素和纤维素，使

它们免受化学和生物攻击，所以在木素的转化过程中

将释放碳水化合物部分，使其更易于化学和生物转化。

目前，制浆造纸厂每生产一吨浆将会产生约7t黑液，因

此，对木素这种副产物的有效利用能够解决造纸过程

和其他脱木素工艺产生的环境问题[7]。

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木素在生物质炼制中的重要

性，使得利用其生产增值化学品，替代化石燃料和其他

平台化合物的研究迅速增长。科研人员总结了工业上直

接或化学改性木素作为可再生材料的应用，如生产生物

分散剂，木板产品，乳化剂，聚氨酯泡沫，汽车制动器和

用于印刷电路板的环氧树脂，以及作为热塑性材料的主

要成分[8，9]。除了上述应用之外，将木素解聚为芳香族化

合物来替代石油生产化工产品是可持续利用木素最有希

望的途径。因此，使用新型催化剂开发低成本和高效性

的木素解聚方法，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最先进的

木素解聚策略大致可以分为酸/碱催化解聚/水解，热

解，加氢处理（加氢脱氧，氢化，氢解和其中的杂化过

程），化学氧化，液相重整和气化，以及生物降解[10]。

本文介绍碱在木素解聚上的研究进展。研究发

现，不管是否使用催化剂，木素的解聚温度都是控制在

250～650℃的范围内。木素的解聚反应，就是通过烷基

化和多羟基化作用使木素大分子发生降解反应获得由

酚类单体化合物、挥发性成分、木素低聚物、木素残渣

和焦炭组成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组成不利于接下来

将要进行的苯酚化合物分离，以及单体产物的升级。或

者，将其升级为更为均匀的化合物是一个挑战。作为一

个结果，一种复杂的苯酚类混合物的烷基化和多羟基

的酚类化合物和挥发性成分还有形成焦炭。而在温和

条件下，利用碱来催化解聚木素生产简单的合成香料

是一个特殊的途径。这些催化剂具有价格便宜、商业

利用价值高的优点，比如：LiOH，NaOH和KOH。在木

素结构单元中，烷基芳基醚键是占优势的化学键，包括

β-O-4键，在碱性条件下进行脱木素的过程中，醚键

的断裂是主要的反应。

1  无机酸催化解聚木素研究进展

1.1 无机酸催化解聚木素研究进展

A d l e r [1 2 ]和他的合作者首先考虑到无机酸与

木素解聚的联系，他们利用无机酸来水解贝克曼

（B j ö r k m a n）木素，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之后

Johansson和Miksche[13]证明木素在无机酸中水解时，

其α-芳基醚键的水解速率比β-芳基醚键的水解速度

快了102倍，此外，他们还发现酚醛树脂比非酚醛树脂水

解速度更快。图1中的1-10号物质是Papadopoulos[14]、 

Meshg in i和Sarkanen[15]合成的一系列具有不同取代

基的α-芳基和β-芳基醚键化合物。通过实验发现，

无机酸对图1中的那些具有不同取代基的α-芳基和β-

芳基醚键化合物水解速率的促进作用依次降低，其规

律为：4-甲氧基->3,4-二甲氧基->3,4,5-三甲氧基

苄基。而无机酸对这些具有不同芳基醚结构的的化合

物的水解速率规律为：2,6-二甲氧基->2-甲氧基-4-

甲基->2-甲氧基苯基。从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上述

连接键的水解速率与催化剂和底物浓度成正比关系； 

α-芳基醚键（80～118kJ/mol）的水解活化能远远低于

β-芳基醚键（148～151kJ/mol）[16]。因此，木素在酸性

降解时，α-芳基醚键比β-芳基醚键更早发生断裂。

最近，Ekerdt[17]等在二甲亚砜（DMSO）中加入一

定剂量的盐酸作为催化剂对愈创木基甘油（丙三醇）

-β-愈创木基醚（GG，图1，化合物9）和非酚类藜芦甘

油-β-愈创木基醚（VG，图1中，化合物10）结构中的

酚β-O-4键进行降解反应。他们发现，当愈创木基甘

油（丙三醇）-β-愈创木基醚（GG）的转化率为100％

时，愈创木酚的产率为55.2％，同时证明非酚类藜芦甘

油-β-愈创木基醚（VG）的活性比愈创木基甘油（丙三

醇）-β-愈创木基醚（GG）低，而盐酸（HCl）浓度的提

高对水解效率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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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碱催化的水解反应类似，大多数无机酸催化水

解木素的过程涉及大量的缩合反应。针对无机酸催化

解聚木素时的一系列问题，Ba r t a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

个经典的应对方式，通过用二醇捕获不稳定的化合物

和原位转化来抑制容易造成缩合反应的中间体化合物

的形成。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酸催化解聚木素单

体产物的产率，未来的研究中心需要放在木素转化途径

和反应中间体生成方式上。

1.2 无机酸催化解聚木素机理

为了阐明木素在酸催化作用下的解聚机理，科研

人员对酚类和非酚类模型化合物进行了研究：通过图2

的实验发现，在酸催化解聚木素的过程中，主要的反应

步骤是木素通过脱水反应，产生烯醇芳基醚（EE），这

一步的反应速率与β-苯基醚水解的速率息息相关，接

下来，EE中间体可快速水解成愈创木酚和α-酮甲醇， 

后者通过烯丙基重排逐渐转化成被称为“希伯特酮”

的四种化合物的混合物[18]。为了证明上述的反应机理，

Ekerdt[19]，Beckham[20]及其同事使用GG，VG（图1，化

合物9-10）和四种其他二聚体作为模型化合物对其进

行了验证。

因此我们总结：α-芳基醚在木素的酸催化解聚反

应中主要按照具有一级动力学的SN1型机理进行，其反

应历程如图3。

由于溶剂效应，木素在酚类或醇类中的反应速率

通常比在水中快。然而，在选择苯酚作为溶剂时要谨

慎，因为它们极易与阳离子发生亲核取代反应形成相应

的苯酚副产物[21]。

2  路易斯酸催化解聚木素

2.1 路易斯酸催化解聚木素研究进展

科研人员使用FeCl3、ZnCl2、BF3和A lCl3这一类

路易斯酸作为催化剂来解聚木质素，结果发现苯酚单体

产物的得率非常低[22]。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从热力学角度

来改善木素的解聚效果，因为路易斯酸的催化性能与反

应温度有关[23]。

2.2 路易斯酸催化解聚木素机理

Vuori[24]，Thring[25]及其同事的

研究表明，当路易斯酸被转化为布朗

斯台德酸后能有效地解聚木素。同时

他们还发现路易斯酸的酸性强弱不影

响木素模型化合物中C-O键的解聚。

而目前为止我们对路易斯酸本身对木

素的催化活性还尚不清楚，但研究者

认为路易斯酸通过与水或醇进行反应

生成布朗斯台德酸后，其对木素的解

聚效果有显著增加。因此，科研工作

者通常将路易斯酸与水或低分子量醇

一起用于木素解聚的研究。

3  酸性离子液体催化解聚木素

3 . 1 离子液体界导的酸催化解聚木

素研究进展

酸性离子液体即离子液体与酸

性物质的组合，我们称其为I L s。I L s

具有溶胀或溶解木素和纤维素的能

力，因此它们可以在温和条件下不经

图1  用于酸催化水解动力学研究的合成模型化合物

图2  酸催化水解β-苯醚连接型木素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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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预处理，直接将生物质原料转化为我们所需的物质。

Argyropoulos[26]和他的同事证明，使用IL[Amim]Cl对

原木进行酸性预处理不仅可以导致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完全水解，还能使木素发生解聚得到酚类产物。而在路

易斯酸CrCl3和离子液体IL的组合体系中，对GG进行一

锅法水解和葡萄糖脱水反应后，生成的脱水产物HMF

和木素水解产物乙酰乙锭能发生反应

获得糠醛树脂，其具体方案如图4[27]。

同样，有不少学者使用酸性IL作

为催化剂和溶剂对木素模型化合物

进行解聚研究。Ekerdt和他的同事使

用1-H-3-甲基咪唑氯化物（[Hmim]

C l）对G G和VG这两种模型化合物

进行催化水解，他们发现作为主要产

物的愈创木酚，在150℃下产率高于

70％。实验证明，模型化合物在I L中

的反应活性和反应机理不仅取决于酸

性，还取决于阳离子和阴离子的性质

及其与底物的相互作用。对于具有溴

离子、氯化物和硫酸氢盐这些阴离子

的I L来说，它可以在使羟基保持稳定

的同时通过协调效应防止去质子化。

虽然木素在酸性离子液体中的

解聚效果较好，但是将其广泛用于生

物质转化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比如生

产成本高，下游产物分离困难等，这

些都有待于优化和解决等。

3 . 2 离子液体界导的酸催化解聚木

素的机理

酸性离子液体（I L s）溶剂能轻

易溶解木素，因此它们的使用有利于

木素的解聚，并且有利于形成碳阳离

子，促进降解反应的进行[28]。按照图

5的实验证明，将路易斯酸催化剂如

图3  木素的α-芳基醚在酸催化剂中的解聚历程

（ROH是水或低分子量醇）

金属氯化物添加到I L s中后，它们能更有效地切割木素

和其模型化合物上的β-O-4醚键（图5）。在上述过程

中，真正的催化剂是金属氯化物水解形成的盐酸。实验

中GG的转化率和愈创木酚的产量比VG更高，表明GG

（图5）的“A环”中的氢氧化物基团也可以作为质子供

体，通过与金属氯化物的相互作用而提供HCl。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制定出了图6的反应路

径[29]来探索木素在酸性离子液体中的催化反应机理，木

素在酸性离子液体中的解聚遵循典型的布朗斯台德酸

催化反应机理（图6，路线A）：使用I L作为具有较少配

位阴离子（如BF4-）的溶剂，通过γ-碳断裂后γ-羟基

图4  在ILa中基于GG的水解和葡萄糖脱水合成糠醛树脂

图5  木素模型化合物GG和VGa的β-O-4键断裂反应历程

图6  酸性ILsa中的GG和VG降解反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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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质子化，生成大量的乙烯基醚（VE）和甲醛（图6，

路线B）。然而，因为木素的解聚过程中发生了烷基-芳

香基自由基偶联反应，已经断裂的木素片段再一次缩合

并与单体产物等混合在一起，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木素作为一种丰富的苯基丙烷结构可

再生资源，对其解聚以及应用成为当前在能源、化工、

催化以及有机等领域一个研究热点，其中酸催化解聚

木素已经研究多年，是木素高值化利用中非常有前景的

方法。但是与碳水化合物相比，木素结构复杂，在酸催

化剂中的反应机理复杂，解聚产物分离繁杂，解聚过程

中有缩合反应的发生，所以将其应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

仍然不成熟。针对上述问题，今后木素的酸催化转化利

用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4 . 1 将传统的木素表征手段（13C-N M R、2D- 

H S Q C、G P C、G C-M S等）与其他新型表征手段

（HMBC或3D-NMR等技术）相结合，更加深入地了

解木素在酸催化解聚过程中的结构变化，总结出酸催

化解聚木素的反应机理。

4 . 2 选择或者合成新型的酸催化剂（如组合型的催化

剂），提高木素在酸催化解聚过程中的选择性，尽量生

成单一性的产物，有利于接下来的产物分离。

4.3 针对木素的解聚产物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分离方法，如

单体产物的萃取方法、木素残渣和低聚物的洗涤方法等。

4 . 4 重点关注木素在催化解聚过程中的缩合反应，开

发出有效的封端剂或者新的解聚方法，抑制木素的再

聚合，提高产物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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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纶云母绝缘纸主要原料有芳纶1313短切纤维、

芳纶1313沉析纤维、云母粉，主要用于电机等高端电气

绝缘材料，其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国防工业、汽车工

业等。国内市场现有云母纸和芳纶纸，而芳纶云母绝缘

纸没有工业化，只处在研究阶段。芳纶纸强度高、介电

性能和化学稳定性好，但耐电晕性差。而云母纸耐电晕

性能好，但需玻璃布和黏胶剂补强，影响其使用性能。

芳纶云母绝缘纸兼具耐高温、耐电晕和优异的强度性

能[1～3]。芳纶短切纤维不同于植物纤维，不具有氢键，表

面疏水，难吸水润胀和分丝帚化，湿法成形时不能获得

足够的强度。因此需要添加芳纶沉析纤维，一定用量的

芳纶沉析纤维可以提高芳纶云母绝缘纸的强度。

本文主要探讨了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

基物理性能的影响，旨在为芳纶短切纤维、沉析纤维和

云母粉经湿法成形的芳纶云母绝缘纸的制造提供理论

支持。

1  原料和仪器  

1.1 实验原料

1.1.1 芳纶1313短切纤维

芳纶的全称是聚苯二甲酰苯二胺，最具实用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项目号2017YFB0308300）。

摘 要：通过添加沉析纤维改善芳纶云母绝缘纸基的物理

性能，研究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物理性能的影

响。沉析纤维能有效地填充和黏结纸基的纤维，并增加纤维

之间的接触点，沉析纤维用量为20%～35%时可以提高芳纶

云母绝缘纸基的物理性能。

关键词：沉析纤维；短切纤维；物理性能

Abstract: The effect of fibrid content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paper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It’s proved 
that fibrid can effectively fill and bond fibers of paper base, 
and increase the contact points among fibers. An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paper can be improved when fibrid 
content accounts for 20%-35% of all fiber grades.
Key words: fibrid ; short-cut fiber; phys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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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设备仪器

浆料标准疏解机

卧式电脑拉力仪

热压机

多功能压榨机

透气度仪

快速凯塞纸页成型器

高倍显微镜

电脑测控纸张撕裂度仪

电脑测控厚度测定仪

扫描电子显微镜

仪器名称

EMKO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明珠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宁波纺织仪器厂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上海荼明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家

EZM-4430

WZL-300B

SC01-400

MASP 22H803

YG461E

ASM-32N2F

CDM-201

DCP-SLY1000

DCP—HDY04

KYKY-2800B

规格型号

的品种有两个：一是间位芳纶纤维，

我国称之为芳纶1313；另一是对位芳

纶纤维，我国称之为芳纶1414。图1为

芳纶1313短切纤维显微镜放大图。由

图1可以看出，芳纶1313短切纤维细

长、较圆滑，受剪切的作用有出现溶体

的现象，其长度5mm，产自江苏某化

纤厂。

1.1.2 芳纶1313沉析纤维

图2为芳纶1313沉析纤维显微镜

放大图，可以看出，芳纶1313沉析纤

维呈现弯曲飘带状，带状较轻薄，纤维长短不一，易卷

曲缠绕，纤维分丝帚化度高，形似植物纤维，产自江苏

某化纤厂。

1.1.3 云母粉

图1  芳纶1313短切纤维显微镜放大图

图2  芳纶1313沉析纤维显微镜放大图

图3  云母粉电镜扫描图

图3为40～80目云母粉电镜扫描图，可以看出，云

母粉颗粒的形状和大小不均一，呈鳞片状，产自河北某

厂。

1.1.4 聚氧化乙烯

聚氧化乙烯（PEO）分散剂，非离子型，分子量630

万～650万，约7万元/吨，产自山东某化工厂。  

1.2 实验仪器

本实验主要设备仪器见表1。

2  实验方法 

2.1 芳纶云母绝缘纸的制备

(1）称取一定量芳纶1313短切纤维和芳纶1313沉析

纤维，短切纤维和沉析纤维用量共为50%（绝干计），经

疏解机疏解5000r，加入PEO分散剂。

(2）将疏解后的浆料加入一定量云母粉，云母粉用

量为50%（绝干计），继续疏解5000r。

(3）将疏解后的浆料加入纸页成形器中，搅拌均匀

后快速成形，定量为90±1g/m2。

(4）湿纸用压榨机压榨3min，压力为400kPa。

(5）之后湿纸张进行烘干，经过初步整饰，制成芳

纶云母绝缘纸基。

2.2 检测方法

2.2.1 芳纶短切纤维/沉析纤维显微镜分析

纤维形态分析：称取一定量芳纶短切纤维/沉析纤

维，分散成单根纤维，进行高倍显微镜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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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云母粉电镜扫描观察 

将云母粉品贴到样品台上，然后喷金进行扫描电

镜观察。使用仪器为KYKY-2800B。

2.2.3 物理指标性能检测

厚度、抗张强度、撕裂强度和透气率分别参照GB/

T451.3-2002、GB/T451-2002、GB/T 455-2002和

GB/T5453-1997进行测定。

3  结果与讨论 

3.1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纸基厚度的影响

图4为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厚度的

影响。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沉析纤维用量的增加，纸

张的厚度逐渐减小。这是因为芳纶1313短切纤维纤度比

芳纶1313沉析纤维大，纤维形状圆滑，而芳纶1313沉析

纤维纤度、长度较小，成薄片状，两者成纸相比，短切纤

维交织成纸后较松散，因而厚度较大。沉析纤维用量为

10%时，纸基厚度0.27mm；沉析纤维用量为50%时，纸

基厚度0.20mm，可以看出降低幅度较小。沉析纤维用

量为25%和30%时，纸基的厚度接近为0.24mm。

3 . 2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抗张强度和伸

长率的影响

图5和图6分别为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

纸基抗张强度和伸长率的影响。从图5可以看出，随

着沉析纤维用量的增加纸基抗张强度先呈微波动趋

势增加，沉析纤维用量30%时，抗张强度达到最大，为

15.65N/m，之后抗张强度逐渐减小。芳纶1313沉析纤

维的形态性能决定了在芳纶云母绝缘纸基中起到填充

和黏结的作用，沉析纤维具有良好的均一性和细碎化

程度，纤维比表面积大，增加了纸基材料中纤维的均匀

分布和接触点，进而增加了纸基的强度，否则50%的芳

图4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厚度的影响 

图5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6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伸长率的影响

图7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撕裂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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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1313短切纤维和50%的云母粉的纸基的强度应接近

为0。因此，沉析纤维是控制纸基机械强度的主要因素。

但是，当沉析纤维用量超过30%之后，抗张强度下降，

这是因为沉析纤维的长度较小，最终导致纸基的机械

强度下降。

从图6可以看出，随着沉析纤维用量的增加，纸基

的伸长率逐渐增加，沉析纤维用量达到40%之后，迅速

增加，50%时伸长率为12.35%。这是因为沉析纤维呈薄

膜褶皱状，形态柔软，延展性好，有类似于植物纤维分

丝帚化的现象。

3 . 3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撕裂强度的影

响

图7为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撕裂强

度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芳纶1313沉析纤维用量的

增加，纸基的撕裂强度先增加，20%时达到最大值为

843.6mN，之后纸基的撕裂强度缓慢下降，当达到35%

后，纸基的撕裂强度快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芳纶1313

沉析纤维和短切纤维的形态特征决定的，当沉析纤维

用量小于20%时，沉析纤维的填充和黏结起到主导作

用，所以撕裂强度先增大，当沉析纤维用量在20%～

35%时，沉析纤维的填充和黏结作用弥补了短切纤维用

量减少引起的撕裂度强度损失，所以沉析纤维用量在

20%和35%时纸基的撕裂强度缓慢降低，当沉析纤维用

量大于35%，纤维的长度决定了纸基撕裂强度的大小，

所以纸基的强度呈现快速下降。

3 . 4 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透气率的的影

响

图8为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基透气率

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芳纶1313沉析纤维用量的增

加，纸基的透气率先快速下降，30%时纸基的透气率为

1.38mm/s，用量超过30%之后趋于平稳。这是因为沉

析纤维呈现弯曲飘带状，带状较轻薄，纤维长短不一，

纤维分丝帚化度高，类似植物纤维，所以随着沉析纤维

用量的增加，纸基的空隙被填充得越来越紧密。

4  结论

通过评价芳纶1313沉析纤维用量对芳纶云母绝缘

纸基物理性能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4 .1 芳纶1313短切纤维细长、较圆滑，而沉析纤维呈现

弯曲飘带状，较轻薄，纤维长短不一，易卷曲缠绕，纤维

分丝帚化度高，形似植物纤维。特殊形态的沉析纤维能

有效地填充和黏结纸基的纤维，增加纤维之间的接触

点，能一定程度上提高纸基的性能，但用量过高时，由

于纤维长度小，纸基的强度反而降低。

4 . 2 沉析纤维用量的增加使其纸基的厚度减小，沉

析纤维用量为25%～30%时，纸基的厚度最大，接近为

0.24mm；沉析纤维用量为30%时，纸基的抗张强度最

大，为15.65N/m；沉析纤维用量为20%时，纸基的撕裂

强度最大，为843.6mN；沉析纤维用量30%时，纸基的透

气率为1.38mm/s，大于30%后纸基的透气率趋于平稳。

综合分析，沉析纤维用量为20%～35%之间，可以

提高芳纶云母绝缘纸基的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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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DL930PA胶乳作为增强剂，采用浆内添加方式，

研究了DL930PA胶乳不同添加量对碱性水电解隔膜纸性能的

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浆内添加DL930PA胶乳，可明显提高碱

性水电解隔膜纸的干、湿强度，但隔膜纸的吸碱率下降，面电

阻有所提高。当添加量超过1.5%后，干、湿强度增加幅度趋

缓。当添加量在1.5%以下时，隔膜面电阻与现有3mm无机纤维

隔膜布基本接近。

关键词：水电解；隔膜纸；增强剂

DL930PA胶乳

用作碱性水电解隔膜纸增强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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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L930PA latex as a strengthening agent for alk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separator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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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dition amount of DL930PA latex, a strengthening 
agent in pulping process, will inf 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separator paper in alk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DL930PA latex in pulp is able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ry and wet strength of  separator paper, but lower separator 
paper’s alkaline absorption rate and increase its surface resistance. 
When the DL930PA latex addition exceeds 1.5%, the growth of 
dry and wet strength turns to slow down. When the addition is 
below 1.5%, the surface resistance of separator paper is basically 
close to that of the 3mm inorganic fiber separator cloth.
Key words: water electrolysis; separator paper; strengtheni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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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程复杂，操作困难，而且制氢过程污染环境；而水

电解工艺相对热化学工艺来说，操作简单，制氢过程无

污染，是实现规模化生产氢气的绿色工艺[2,3]。太阳能和

风能是世界上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用这些可再生能源通

过水电解制氢，是将可再生能源储存起来的途径之一，

而且水电解制氢过程无污染，对环境友好，使得水电解

制氢工艺具有诱人的前景。

研究开发 R & D

为解决化石能源危机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各国学者都在努力研究氢能等清洁可再生的新能

源。氢气具有清洁无污染、易储运等优点，除用作能源

外，还广泛应用于电子、宇航、化工等领域，且需求量越

来越大[1]。

氢气的制备有热化学工艺和水电解工艺。热化学

工艺如天然气制氢、煤制氢、石油制氢、甲醇制氢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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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碱性水电解制氢用隔膜系采用无机纤维经

纬编织而成，厚度高、孔径大、气密性相对较差；而采用

无机纤维湿法造纸工艺制备的隔膜纸具有厚度薄、孔

径小、气密性好的优点，但强度相对较弱，需采取补强

措施。本文选择DL930PA胶料，采用浆内添加工艺进

行了试验研究，旨在探索其用作该隔膜纸增强剂的可行

性。

1  材料与试验方法

1.1 原材料

试验用纤维浆料：对进口无机纤维进行净化和打

浆处理，测得试验所用浆料的打浆度为80°SR，湿重为

3.5g。

增强剂：DL930PA，市售，固含量为50%（质量分

数），使用前加水稀释成5%（质量分数）浓度的水溶

液。

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φ20 0m m纸页抄取器、烘箱、油压机、D C P-

KZ300A(R)型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面电阻测试仪。

1.3 试验方法

按80 0 g/m 2的抄片定量及试验所用浆料的水

分，称取一定量的湿浆，放入2L的玻璃烧杯中，加水

1600m l，搅拌均匀后加入一定量的DL930PA，搅拌均

匀后，将浆料倒入φ200mm纸张抄取器中，待浆料基本

滤干后，抄取湿纸页，经油压机中压榨处理，控制纸张

厚度在1.00±0.02mm的范围，最后在100℃±5℃的烘

箱中烘干。

1.4 隔膜纸性能的测试

(1）按GB/T12914的规定测试纸张干强度。

(2）按GB/T465.2的规定测试纸张湿强度，溶液

为30％（质量分数）的KOH，浸渍时间为10min。

(3）吸碱率按下述方法进行测试：从隔膜样品中

截取2张50mm×50mm的试样，用精度为0.01g的天平

分别称量，准确至0.01g。将试样浸入30%的KOH溶液

中，浸渍30min±10s后，用镊子夹住试样的端部取出试

样，悬空2m i n，滴除试样上的滴液，将试样称量，准确

至0.01g。按下列公式计算吸碱率：

D=（W2-W1）/W1×100%

式中：

D—吸碱率，%；

W1—试样浸渍前的质量，g；

W2—试样浸渍后的质量，g。

测试两个试样，取其平均值，结果保留至整数。

(4）按SJ/T10171.5-1991的规定测试面电阻。

2  结果与讨论

2.1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干强度的影响

电解槽是水电解的核心部件，它主要由阴极、阳极

和隔膜等关键材料组成。电解槽在装配过程中，对隔

膜的干强度有一定的要求。隔膜干强度随DL930PA胶

乳添加量增加的变化趋势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

DL930PA添加量的增加，隔膜纸的干强度不断提高，添

加量超过1.5%，干强度提高幅度变小。

2.2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湿强度的影响

该隔膜纸是浸渍在约30%（质量分数）的KOH

图1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干强度的影响

●●●
●

●

●

●

图2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湿强度的影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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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NaOH水溶液中工作的，所以隔膜的湿强度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性能指标[4]，它与电解槽的工作寿命和制

得的氢气纯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隔膜湿强度随

DL930PA胶乳添加量增加的变化情况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DL930PA添加量的增加，隔

膜纸的湿强度不断提高，添加量超过1.5%，湿强度提高

的趋势变缓。这可能是无机纤维对DL930PA吸附量逐

渐趋于饱和所致。

2.3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吸碱率的影响

碱性水电解设备要求隔膜既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以防止隔膜两侧H2与O2的混合而发生安全问题；同时

又要求具有较高的吸液率，使电解液中的H+和OH-能

通过隔膜分别向阴极和阳极自由迁移，保证碱性水电解

设备能连续、正常进行。隔膜纸的吸液率随DL930PA胶

乳添加量的变化试验结果见图3。

由图3可以看出，随着DL930PA添加量的增加，

隔膜纸的吸碱率不断下降。在测试隔膜纸吸碱率的过

程中发现，隔膜样品吸碱后的厚度膨胀率和DL930PA

添加量成反比，随着DL930PA添加量的增加，隔膜厚

度增加量逐渐减小。所以，吸碱率随DL930PA添加量

增加而逐渐降低是由于隔膜湿态厚度稳定性增加以及

DL930PA具有一定的施胶性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2.4 添加DL930PA对隔膜纸面电阻的影响

面电阻是衡量隔膜纸离子导通能力的一个技术指

标，对电解槽中允许通过的电流密度有一定的影响[4]。

在测试隔膜纸样品面电阻的同时，对目前碱性水电解行

业也在使用的厚度为3mm的无机纤维隔膜布进行了对

比测试（面电阻测定值为0.601Ω/cm2）。图4为隔膜纸

面电阻随DL930PA胶乳添加量增加的变化情况。

从图4可以看出，隔膜纸的面电阻会随着DL930PA

胶乳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幅度并不明显。当添

加量为1.5%时，隔膜样品的面电阻与厚度为3mm的无

机纤维隔膜布基本接近。所以，当DL930PA添加量在

1.5%以下时，对电解制氢速度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3  结论

3 .1 采用浆内添加DL930PA胶乳，可明显提高碱性水

电解隔膜纸的干、湿强度，当添加量超过1.5%后，干、湿

强度增加幅度趋缓。

3.2 添加DL930PA胶乳对隔膜纸的吸碱率和面电阻有

一定影响，当添加量超过2%后，吸碱率和面电阻的变化

不再明显。当DL930PA胶乳加入量在1.5%以下时，与现

有3mm无机纤维隔膜布基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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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纸是用于复印与打印电子材料的纸张，是公共

办公和个人文化活动的主要消耗物品。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商务活动不断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文

化生活丰富，对复印纸的需求量迅猛增长。为了满足市

场需求，许多造纸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扩大生产规模，

纷纷加入到生产复印纸的行列，复印纸市场日益庞大，

市场繁荣，产品丰富，品牌众多，但同时质量参差不齐，

假冒伪劣时有发生。虽然国家对复印纸制定了较为完善

的标准体系，但线条过粗，标准过于笼统，不能适应复

印纸市场实现“优质优价，以质论价”的需求。模糊聚类

算法（fuzzy clustering means，FCM）是将聚类理

论与模糊理论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聚类算法，该算法通

过考查样本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其隶属度，对类与类之

间有交叉的数据集进行聚类[1～4]。它不仅能够对样本进

行分类，而且能够更加直观地分析分类结果背后的详细

信息，具有良好的收敛性，是一种有效的柔性划分，广

泛应用于各种领域[1～6]。本课题采用改进的FCM算法评

价复印纸的综合质量。

1  模糊c均值聚类分析基本方法

1.1 FCM算法原理

模糊聚类的基本原理是对构建的目标函数逐步迭

代不断优化使数据聚类有效性最佳，其每一步的迭代都

摘 要：介绍了模糊c均值聚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构建了复

印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的熵值法确定指标的权

重，解决了主观赋权法易受人为因素干扰的缺点。运用改进

的FCM方法对15个样品的复印纸质量进行了分类，提高了分类

的直观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复印纸；质量；聚类算法；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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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目标函数减小的方向进行，使得被划分到同一类的

对象之间相似度最大，而不同类之间的相似度最小[7，8]，

传统的FCM算法没有考虑指标的重要程度对分类结果

的影响，因此影响了分类效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

引进指标的权重加以改进，充分考虑了指标的重要性对

分类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设有n个评价对象S={s 1，s 2，…，s n}，每个评价对

象有m个属性B={b 1，b 2，…，b m}，n个评价对象m个属

性的评价值为X={xij}（i=1，2，…，n；j=1，2，…，m），

其中，x i 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值。若

将n个评价对象分成c个不同的类别，设这c个类别的中

心为C={c 1，c 2，…，c c}，设评价对象s j与类别中心c i的距

离为[9,10]：

              
(1)

设第j个评价对象s j属于第i个类别c i的隶属度为

uij，且满足 。

模糊c均值聚类的准则就是使目标函数J（U，V）值

到最小，即：

                       (2)

式中，ρ为模糊因子，一般取ρ=2.0。

模糊c均值聚类的具体步骤如下：

(1）给定聚类类别数目c，模糊权重值ρ，设定迭代

终止阈值ε，最大迭代次数T；

                     

(3)

                            (4)

(2）更新隶属度函数；

(3）更新聚类中心；

(4）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

若 ，或达到最大迭代次数T，则停止

运行，输出结果，否则，令t=t+1，返回步骤（3）。

FCM算法流程如图1所示。

1.2 确定评价指标

参照国家标准，复印纸质量及等级划分的主要指

标有：定量（c 1）、厚度（c 2）、挺度（纵）（c 3）、平滑度

（c 4）、不透明度（c5）、白度（c 6）、施胶度（c7）、尘埃度

（c 8）、水分（c 9）、抗张强度（c10）等，故文中选取以上

10项指标作为复印纸质量评价的指标。复印纸评价指

标体系如图2所示。

1.3 数据规范化

因为每个评价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为了便

于分类，应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属性指标一般

分为效益型（越大越好）和成本型（越小越好）二类，不

同类型的指标，规范化方法不同。

对于效益型指标，规范化采用如下方式：

                           
(5)

对于成本型指标，规范化采用如下方式：

                        

(6)

式中，xij原始数据序列，yij规范化数据序列。

1.4 确定指标的权重

由于各评价指标对复印纸质量影响程度不同，用

权重加以区分，文中采用熵值确定指标的权重，熵权法

确定权重的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的熵值 

                     

(7)

其中，k=1/lnm。

(2)计算指标的差异系数

gj=1-ej                                          (8)

(3)计算指标的权重

                             
(9)

式中，p i j—第i个评价对象第j指标的比重；e j—第j

个指标的熵值；g j—第j个指标的差异系数；w j—第j个

指标的权重（j=1，2，…，m），       。

1.5 计算加权规范化数据

加权规范化数据为各指标规范化数据与对应的权

重之积，即：

zij=wj×yij                                                 (10)

式中，z i j—第i个评价对象第j指标的加权规范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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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j—第j个指标的权重。

1.6 聚类

以加权规范化数据为基础，按FCM算法聚类，对

各样本进行归类。

2  实例分析

以市场上15个不同厂家销售的复印纸为研究对

象，故评价对象集为S={s 1，s 2，…，s 10}，评价指标集为

C={c 1，c 2，…，c 10}，评价对象属性指标的评价值构成

评价矩阵X=（x i j）。经检测（各指标

的测试参照国家相关标准）这15批

次的复印纸10项指标的数据如表1所

示。

数据规范化。复印纸质量评价10

个指标中，不透明度、尘埃度、水分3

个指标为成本型指标，其余7个为效益

型指标，按公式（5）～（6）对原始数

据进行规范化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计算指标的权重。按公式（7）～

（9）计算指标权重，结果为：

W=（0.1 0 0 3 2，0.1 0 0 3 5，

0.10 0 3 4，0.10 0 14，0.10 0 3 3，

0.10 0 31，0.10 0 0 4，0.0 9 8 6 5，

0.10019，0.09933）。

计算加权规范化数据。按公式（10）计算加权规范

化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

聚类。按2.1方法进行聚类，取阈值ε=0.0001，最

大迭代次数T=30。取聚类数目c=3，据此得到各样本属

于3个类别的隶属度，结果如表4所示，从而得到分类的

结果如表5所示。

聚类直观图如图3所示，图中的横、纵坐标是为了

可视化而转化的特征变量，即将样本中各元素数据分别

投影到两个特征向量空间中，其值随特征向量空间的选

 表2  数据规范化结果   

s 1

s 2

s 3

s 4

s 5

s 6

s 7

s 8

s 9

s 10

s 11

s 12

s 13

s 14

s 15

样本 yi1

0.261524

0.253482

0.260237

0.262811

0.257986

0.266349

0.259594

0.252517

0.257021

0.251231

0.265384

0.248979

0.251231

0.267636

0.256056

y i 2

0.262965

0.256512

0.259201

0.261621

0.260277

0.261083

0.258663

0.253823

0.256243

0.262159

0.253017

0.255706

0.253286

0.260277

0.257857

y i3

0.261215

0.253703

0.257459

0.263816

0.259193

0.262371

0.258904

0.252836

0.256881

0.255147

0.264394

0.254569

0.253703

0.262082

0.256303

y i4

0.269437

0.247724

0.261542

0.271411

0.259568

0.274372

0.257594

0.245751

0.254633

0.239829

0.272398

0.241803

0.249698

0.275359

0.247724

y i5

0.262166

0.253673

0.259559

0.262753

0.258417

0.264826

0.257567

0.253126

0.256162

0.251231

0.266026

0.250962

0.253947

0.267541

0.254222

y i6

0.262931

0.249272

0.262077

0.256386

0.264069

0.260939

0.263215

0.248418

0.258093

0.258662

0.264922

0.254678

0.246995

0.265492

0.255817

y i7

0.273482

0.239058

0.254357

0.277307

0.258182

0.283044

0.26392

0.244795

0.262007

0.242883

0.269657

0.246708

0.23332

0.267745

0.250533

y i8

0.285452

0.208867

0.237877

0.305841

0.244673

0.317169

0.251869

0.225357

0.259502

0.219578

0.295295

0.267611

0.214089

0.231447

0.276244

y i9

0.263662

0.244015

0.255436

0.265372

0.252676

0.272436

0.253459

0.245111

0.258664

0.247333

0.276112

0.251512

0.249215

0.27846

0.256235

y i10

0.30393

0.218206

0.272758

0.292241

0.261068

0.225999

0.229896

0.233792

0.264965

0.229896

0.288344

0.253275

0.245482

0.280551

0.253275

表1  复印纸质量指标原始数据

s 1

s 2

s 3

s 4

s 5

s 6

s 7

s 8

s 9

s 10

s 11

s 12

s 13

s 14

s 15

样本
定量

/(g/m 2)

81.3

78.8

80.9

81.7

80.2

82.8

80.7

78.5

79.9

78.1

82.5

77.4

78.1

83.2

79.6

90.4

87.8

89.1

91.3

89.7

90.8

89.6

87.5

88.9

88.3

91.5

88.1

87.8

90.7

88.7

挺度(纵)

/(mN)

1.43

1.25

1.33

1.45

1.35

1.48

1.38

1.28

1.37

1.27

1.41

1.29

1.22

1.40

1.31

施胶度

/mm

27.3

25.1

26.5

27.5

26.3

27.8

26.1

24.9

25.8

24.3

27.6

24.5

25.3

27.9

25.1

平滑度

/s

30

41

36

28

35

27

34

38

33

39

29

32

40

37

31

尘埃度

/(个/m2)

89.6

92.6

90.5

89.4

90.9

88.7

91.2

92.8

91.7

93.5

88.3

93.6

92.5

87.8

92.4

不透明度

/%

6.21

6.71

6.41

6.17

6.48

6.01

6.46

6.68

6.33

6.62

5.93

6.51

6.57

5.88

6.39

水分

/%

92.4

87.6

92.1

90.1

92.8

91.7

92.5

87.3

90.7

90.9

93.1

89.5

86.8

93.3

89.9

白度

/%

0.78

0.56

0.7

0.75

0.67

0.58

0.59

0.6

0.68

0.59

0.74

0.65

0.63

0.72

0.65

抗张强度 

/(kN/m)

97.8

95.4

96.4

97.3

96.8

97.1

96.2

94.4

95.3

97.5

94.1

95.1

94.2

96.8

95.9

厚度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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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加权规范化数据

s 1

s 2

s 3

s 4

s 5

s 6

s 7

s 8

s 9

s 10

s 11

s 12

s 13

s 14

s 15

样本 zi1

0.026236

0.025429

0.026107

0.026365

0.025881

0.026720

0.026042

0.025333

0.025784

0.025203

0.026623

0.024978

0.025203

0.026849

0.025688

z i 2

0.026389

0.025741

0.026011

0.026254

0.026119

0.026200

0.025957

0.025471

0.025714

0.026308

0.025390

0.02566

0.025417

0.026119

0.025876

z i 3

0.02621

0.025457

0.025833

0.026471

0.026007

0.026326

0.025978

0.02537

0.025775

0.025601

0.026529

0.025543

0.025457

0.026297

0.025717

z i4

0.026981

0.024807

0.026191

0.027179

0.025993

0.027476

0.025795

0.024609

0.025499

0.024016

0.027278

0.024214

0.025005

0.027574

0.024807

z i 5

0.026301

0.025448

0.026039

0.026359

0.025924

0.026567

0.025839

0.025394

0.025698

0.025203

0.026688

0.025177

0.025476

0.02684

0.025504

z i6

0.026375

0.025004

0.026289

0.025718

0.026489

0.026175

0.026403

0.024919

0.025889

0.025946

0.026574

0.025547

0.024776

0.026631

0.025661

z i7

0.027359

0.023915

0.025446

0.027742

0.025829

0.028316

0.026403

0.024489

0.026211

0.024298

0.026976

0.024681

0.023341

0.026785

0.025063

z i8

0.028163

0.020607

0.023469

0.030174

0.024139

0.031292

0.024849

0.022234

0.025602

0.021664

0.029134

0.026403

0.021122

0.022835

0.027254

z i 9

0.026416

0.024448

0.025592

0.026588

0.025316

0.027295

0.025394

0.024558

0.025916

0.02478

0.027664

0.025199

0.024969

0.027899

0.025672

z i10

0.030189

0.021674

0.027093

0.029028

0.025932

0.022449

0.022836

0.023223

0.026319

0.022836

0.028641

0.025158

0.024384

0.027867

0.025158

取不同而不同，是一个无量纲的距离尺度，在平面坐标

中可似为当量横坐标和当量纵坐标。目标函数随迭代次

数变化如图4所示，从图4可知，算法收敛很快，在迭代6

计算就完毕。

从隶属度函数的情况，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样本归

属的类别，而且还可以知道样本归属的类别的程度。

如样本s 1，归属三个类别的隶属度分别为0.375305，

0.127223，0.497472，则应划归c3，且程度并不高，隶属

度仅为0.497472，确信度不到50%，属于c 1为隶属度也

较高，为0.375305。

判断类别的优劣。s 3为第1类代表；s 2为第2类代

表；s1为第3类代表。从表1看，s1要优于s 3，s 3要优于s 2，

故类别的优劣排序为：C1>C3>C2。

3  结语

图1  FCM算法流程

图2  复印纸评价指标体系

 图3  分类结果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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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引入隶属度函数，使分类更加直观、可信。FCM分

类的核心思想是使同一类别的对象之间相似度最大，

不同类别对象之间相似度最小，这种相似度通过隶属

度函数来实现。聚类结果依据每个数据点对聚类中心

的隶属程度决定，不仅能知道样本所属的类别，而且能

更进一步了解所属类别的程度，分类结果更为客观可

靠。运用改进的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对复印纸的综合质

量进行了聚类分析，进一步细化了质量评判，对用户正

确选择产品，促进生产商提高工艺水平，生产出高质量

的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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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运用模糊聚类理论，采用极大极小法构成相

似矩阵，对复印纸综合质量进行了分类，进一步细化了

复印纸质量评判尺度。运用客观赋权的离差最大化法

确定指标的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的随意性，对指导消

费者辨别复印纸的质量高低具有积极的作用。模糊c均

值聚类算法是聚类算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分类过

表4  样本归属不同类别的隶属度

s 1

s 2

s 3

s 4

s 5

s 6

s 7

s 8

s 9

s 10

s 11

s 12

s 13

s 14

s 15

样本 u1i

0.375305

0.177780

0.428209

0.355351

0.471057

0.359879

0.309799

0.099391

0.749297

0.134823

0.355181

0.393217

0.148483

0.413089

0.425367

u 2i

0.127223

0.681468

0.327470

0.127059

0.317517

0.198072

0.468138

0.827554

0.043377

0.763422

0.112079

0.285796

0.740600

0.254211

0.142196

u 3i

0.497472

0.140753

0.244321

0.517590

0.211426

0.442049

0.222063

0.073055

0.207326

0.101755

0.532740

0.320986

0.110917

0.332700

0.432436

表5  分类结果

类别

类别1

类别2

类别3

样本

s 3，s 5， s 9， s 12， s 14

s 2，s 7， s 8， s 10， s 12

s 1，s 4， s 6， s 11， s 15

[收稿日期:2018-05-20(修改稿)]

图4  目标函数随迭代次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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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100%硫酸盐木浆

H2O2微度漂白伸性纸袋纸（以下简称微漂伸性纸）系

列品种已成功在市场销售多年。公司微漂伸性纸是用

适当硬度的硫酸盐木浆经过H2O2单段漂白后，经过类

似高强纸袋纸的工艺条件抄制的低白度高强度纸成

品。微漂伸性纸白度（C I E国际照明委员会的L*、a*、

b*色空间表示法作为标准）为控制对象，R457（白度

Brightness）测量值作为参考。本文针对H2O2单段微度

漂白硫酸盐木浆（以下简称微漂浆）白度的影响因素进

行如下分析。

1  生产系统概况简介

15万吨硫酸盐木浆生产线：芬兰Rauma-Repola

备料系统，瑞典KAMRY连续蒸煮系统（1套双体液相

蒸煮器、1个常压连续扩散洗涤器、封闭的热筛选工段

组成），芬兰Ah l s t r om蒸发、苛化、Tamp e l l a碱回收

炉，奥地利SGP汽轮发电机组，芬兰Jako Po l l y塔尔

油系统。该工程1991年7月1日开工，1994年1月投入试生

产，1994年7月投入正常生产，目前年产微漂浆12万t。

牛皮箱纸板机：流送部、湿部从VALEMT引进，

干燥部、卷取部从韩国ME S公司引进。2000年7月投产

生产箱纸板，2008年8月经技术改造（增加高浓打浆、

增加低浓打浆能力、增加伸性装置等）后可生产定量75

关键词：双氧水；漂白；白度

Key words: hyd rogen pe rox ide; bleach i ng; 
brightness

中图分类号：TS745; TS7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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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度漂白硫酸盐法木浆生产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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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g/m2伸性纸袋纸（2层），净纸宽度5100mm，产能

350t/d左右，质量指标达到优等品标准（国家行业标准

QB/T1460～2006《伸性纸袋纸》，2007年5月1日实施）。

2  微漂浆生产流程及参数

2.1 工艺流程

蒸煮工艺流程见图1，筛选工艺流程见图2。

2.2 主要技术参数

图1  KAMRY双容器液相连续蒸煮系统

1-木片仓 2-木片计量器 3-低压喂料器 4-汽蒸室 5-重物分离器 6-高压喂料器 7-在线滤

水器 8-液位槽 9-砂石分离器 10-顶部分离器 11-高压预浸渍器 12-出料装置 13-加热器 

14-蒸煮器 15-出料装置 16-闪蒸分离器 17-滤液槽 18-扩散洗涤器 19-粗浆池

图2　筛选工艺流程

马尾松木片：(１）合格片：长度5～45m m，厚度

≤8mm，其中碎小片：通过φ18mm筛网留在6×6mm筛

网上的部分。（２）粗大片：厚度＞8mm。（３）长条：长

度＞45mm。（４）碎末：通过6×6mm筛网部分。

白液浓度：120～135g/l（以N a OH计），温度：

85℃，硫化度：25%～32％。

蒸汽：高压蒸汽压力0.9～1.0MPa，温度185℃。低

压蒸汽压力0.4～0.5MPa，温度145℃。

工业水压力：0.25～0.3MPa，最

高水温：33～34℃，密封水压力：0.3

～1.55MPa，冷却水压力：0.4MPa。

工业用电:中压：6000V±5％，

三相50H z；低压：38 0V±5％，三

相50H z；照明电：220V±5％，三相

50Hz。

压 缩 空 气 ：工 艺 用 气 压 力

0.5M P a，仪表用气压力0.4M P a以

上。

材种：马尾松原木、商业木片

（品种繁杂，质量不均）。

生产浆种：硫酸盐微度漂白浆

（卡伯值40～50）

用碱量：16%～18％（Na2O计），

喂料线加入白液总量80%～85％，转

换循环加入20%～15％。

液比：1∶3.2

停留时间、温度  

木片仓：15～25min，90℃左右；

汽蒸室：1.5～2m i n，115℃左

右；

高压预浸器：50±10m i n，110～

128℃；

蒸煮器：180～200m i n，150～

160℃；

高 温 逆 流 洗 涤 区 ：2 0 0 ～

250min，90～160℃。

清水温度：20±15℃，温水温度

45℃，热水温度75℃，洗涤温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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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稀释因子：2～5t/t风干浆

扩散洗涤器：进浆浓度：10％左右，出浆浓度：

10％左右。

压力筛：一段、二段、三段压力筛均为0.3m m缝

筛，进浆浓度2%。

脱水机：型号M-57，规格φ3500mm×9000mm，

钢网经线根数：12根/cm，钢网纬线根数：11根/cm，钢

网钢丝直径0.35mm，滤鼓转速：0.0117～0.075r/s。

3  漂白工艺参数

原浆硬度43～53°K，洗净度1.2g/l左右，双氧水

用量20～130k g/t浆，漂白温度60～80℃，漂白时间3～

5h，pH值9.0～10.0，浓度9%，L值57%～60%。

4  漂白影响因素分析

4.1 原材料影响

普通国产商业马尾松片，双氧水用量在40k g/t浆

左右。

据生产实际情况分析，材种变化影响较大，加勒比

松木片成浆后更难漂白，在其他工艺参数一定的情况下

双氧水用量明显增加，用量120k g/t浆左右。美国木片

成浆更易漂白，用量在20k g/t浆左右。木片新鲜程度影

响也较为明显。堆场木片清场不及时造成木片堆积过久

（1年左右），颜色已变黑，这种情况下用碱量增加，蒸

煮正常运行困难，抽提篦子压差增大，甚至需要切换抽

提，成浆质量较差，难漂白，双氧水用量明显增加，用量

80kg/t浆左右。连续蒸煮有诸多优点，但是也有灵活性

差的缺点，原料波动大，对成浆质量影响比较严重，双

氧水加入量波动较大，漂后白度波动大。抓好原料的质

量及其稳定性对整个生产成本及稳定性至关重要。

4.2 漂白温度和时间

漂白温度高利于双氧水漂白，常压下最高漂白温度

为90℃，试验表明80℃是马尾松浆漂白适合温度。受系

统洗浆热水温度影响较大，系统热水充足，漂白温度在

80℃左右。热水不足使用的情况下时间较少，漂白温度

在70℃甚至会低到60℃，因受系统影响不好把控。

漂白时间控制，因漂白是在高浓浆池内完成的，正

常情况下通过保持高浓浆池60%以上的浆位来保证漂

白时间3～5h。如果纸机车间突发停机，则造成浆料停

留时间变长，白度增大。

4.3 pH值控制

许多试验研究表明，pH值为9.0～10.0时，漂白效

果较好。

4.4 纸浆浓度

在相同的双氧水用量和温度、时间条件下，浓度提

高，白度增加。受中浓泵能力所限，控制在9%左右。

5  结论

5.1 微漂浆生产工艺过程稳定性尤为重要。包括原料、

生产系统运行、过程参数控制等需严格把控。

运行控制人员需随时掌握用碱量、硫化度、黑液

残碱、浆硬度、洗净度、木片质量腐材率木片新鲜程度

等情况。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参数如木片装入量、木片料

位、化学品用量、蒸煮温度曲线、高温逆流洗涤、扩散

洗涤、浆料筛选洗涤、漂白工艺参数等，进行密切地跟

踪及时调整。针对纸浆、黑液化验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并

作出调整，保证纸浆硬度、洗净度、残碱在合格范围内。

工艺条件稳定才能生产出质量稳定良好、可漂性佳的纸

浆。

5 . 2 木片质量直接影响到浆的质量和漂白成本。需对

木片储存和使用采取科学的管理办法。防止木片变质给

后续生产造成运行困难或生产成本上升。

5 . 3 木片材种对双氧水漂白影响较大，如加勒比松生

产微漂浆成本较高，美国木片双氧水漂白较为容易。需

对木片材种进行严格把控。

5 . 4 漂白温度和时间易被不确定因素破坏导致漂白效

果受到影响，如能采取相应改造稳定漂白时间和温度，

则漂白效率和成品率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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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烘干部尾气具有气量大、湿度高、恶臭浓度高

等特点，根据不断出台的环保政策，需要同时进行除臭和消

白处理。本文介绍了一种烘干部尾气消白除臭一体化系统及

处理工艺，通过“底部换热+喷淋除臭+除雾+再热”联合工

艺，将4个功能单元集中于一个喷淋换热塔中，占地面积小，

除臭效果好，达到烟气彻底消白的效果。

关键词：消白；换热；喷淋；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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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idity and odor concen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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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废纸造纸过程中，为干燥纸张，通常使用干热空气

对湿纸张进行烘干，原有废纸中受热产生的氨气、硫化

氢为主的恶臭气体，以及纸纤维颗粒物随着烘干废气一

起排出，对车间工人及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烘干部出口的废气通常温度较高，且含湿量较

大，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或湿度较大的情况下，易凝结

产生白烟，造成视觉污染。

随着全国“蓝天保卫战”的打响，“有色烟羽”的

治理日益受到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

重视。2017年8月浙江省印发《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对燃煤电厂产生的有色烟

羽治理的概念，并且在今年的听证会中指出非发电锅炉

也按照此标准执行。因此，这一政策将直接影响自备锅

炉的造纸企业进行环保设备升级；此外，标准也预示着

“有色烟羽”的治理将逐渐开展到各行各业中。

火电行业通常采用烟气再热器（GGH）[1]或者低

温烟气换热器（MGGH）[2]对脱硫脱硝后的烟气进行消

白。对于造纸企业而言，GGH或MGGH的投资成本过

高，系统复杂，占地面积大，且换热器易发生堵塞无法

清理[3,4]，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火电行业的消白经验不

适用于造纸烘干部的消白。此外，烘干部废气还存在臭

气浓度较高的问题，亟须解决。

2  烘干部消白除臭原理与技术选择

2.1 除臭原理

常见的废气除臭工艺有冷凝法、化学吸收法、吸附

法、燃烧法、生物法、低温等离子体法和膜分离法等多

种方法[5～7]。由于烘干部的废气湿度大、浓度低等特点，

不适用吸附法、燃烧法、低温等离子法等除臭方法。而

膜分离法投资成本过大，且由于废气中纸纤维较多，易

发生堵塞；生物法则需要较长的截留时间，因此需要较

大的设备体积，故亦不适用于烘干部废气除臭。氨和硫

化氢具有极好的水溶性，可以采用清水或结合适当的吸

收剂，对恶臭气体进行吸收处理。同时，由于烘干部废

气湿度大，如能将烟气冷凝，这些水溶性的恶臭成分将

通过冷凝水从气相进入液相，从而降低浓度。因此，我

们采用一种冷凝法和化学吸收法联合处理的工艺进行

除臭，提高除臭效果。

图2  消白方法比较

(1)

(2)

图1  环境温湿度对白烟生成的影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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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白烟形成原理

烘干部废气多为饱和废气，如图1（1）所示的A点。

当它排出后与空气中的干冷气体[图1（1）中B1或B2点]混

合后，气体温度和水的饱和蒸气压同时下降，在AB1’或

AB2’区域形成过饱和烟气，冷凝产生白烟；而当烟气与

空气充分混合后（B2’B2或B1’B1区域），烟气中水蒸气

分压降到饱和蒸气压曲线下方，白烟消失。因此，要对

烟气进行消白，则需要尽量减少AB1或AB2与水的饱和

蒸气压曲线相交线段的长度，直至两者达到相切[8]。

白烟的形成及其范围、持续时长受较多因素的影

响，如空气中PM2.5、PM10浓度、大气压等，其中，空

气的温度和水蒸气分压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如图1(1)

所示，当环境温湿度处于B1点（25℃）时，在AB1’区域

将会有白烟形成，而保持空气中水蒸气分压不变，温

度从25℃下降到20℃（B2点）时，白烟形成区域将会从

AB1’增加到AB2’。当空气湿度增加时，也可得到相同

的结论。如图1(2)所示，当环境湿度从B3点上升到B2点

时，相应的白烟形成区域将从AB3’增

加到AB2’。因此，环境的湿度增大将

促进白烟生成。

2.3 消白工艺选择

仅仅考虑烟气的消白，根据白烟

形成原理，可以选择直接加热法、冷

凝再热法、热空气法等[9]。直接加热

法是一种耗能的方法，如图2(1)所示，

假设烘干部烟气为60℃的饱和气体

（A1点），须将其升温至A1’点方能达到完全消白的效

果；如先将热烟气冷凝至50℃（A点），则只须将降温后

的气体再升温至A1点即可，耗能将大大降低。因此，直

接加热法通常用于有废热能可以利用的场合，而冷凝再

热法有利于节能。热空气法则是通过向湿烟气中鼓入

加热的空气，降低其饱和湿度达到消白效果，如图2(2)

所示。但其理论耗能与直接加热法相同，且需要提高设

备处理的风量，增大设备体积，因此一般不被采用。本

文中，我们采用冷凝加热法对烟气进行消白处理。

3  工艺流程

烘干部废气具有气量大、污染物浓度低的特点，故

需要较大体积的处理设备进行废气治理。如对废气进

行分别除臭和消白处理，则需要两套设备作为不同的功

能单元；对于大部分用地紧张的造纸企业，设备占地面

积过大不仅导致投资成本上升，且会对正常生产造成影

响。因此，本文中提出一种“底部换热+喷淋除臭+除雾

+再热”的联合工艺，在一套设备中完成消白和除臭处

理，其工艺流程见图3。

烘干部废气通过离心风机进入处理设备中，首先

经过喷淋系统对其进行降温除臭。由于喷淋液循环使

用，为防止纸纤维堵塞喷头，喷淋系统中采用螺旋喷

头，并布设三道喷淋，达到充分冷凝及深度除臭的效

果。通过加药泵自动向喷淋液中加液碱，酸碱中和充分

除去废气中的硫化氢及挥发性脂肪酸（VFAs），并除去

水溶性极好的氨气。设备底部设有盘管换热器，通过液

液换热将对吸收废气热能的喷淋液进行降温，保证其

对废气的冷凝效果。由于液液换热系数较高，因此有利

于节约换热面积，降低换热器成本。冷却水升温后通过

外部冷却塔冷却降温，循环使用。

图3  消白除臭一体化工艺流程 

图4  消白除臭一体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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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系统上部设有除雾层，将饱和废气携带的液

滴除去。一些造纸企业将烘缸中使用后的蒸汽冷凝水

（接近100℃）与清水混合后循环使用，导致热能损耗。

本系统在除雾层上方设有两道再热层，将蒸汽冷凝水作

为热源通入下部第一道再热层中，并将新鲜蒸汽通入上

部第二道再热层。当春秋两季气温较低时，开启第一道

再热系统，可对烘干废气加热10℃以上，消除白烟。深

秋或冬季时，开启第二道再热系统，通过新鲜蒸汽对废

气进行加热，最高可使废气达到80℃以上，符合浙江省

地标要求，并在非极端寒冷天气保证彻底消除白烟。再

热系统上方设有三通，即可将彻底除臭的烘干废气排

放，也可将其部分通回车间，利用其余热对纸张干燥，

达到节能目的。

4  设备运行分析

该治理设备已于2017年底在嘉兴博莱特纸业有限

公司生产线上投入运行，为全国首套用于造纸烘干部尾

气消白除臭的设备。该生产线共有11个烘干排放口，每

个风量约26000m3/h，加上施胶部及真空泵，共计总风

量300000m3/h。设计废气处理设备对2#～10#排放口

进行两两合并后处理，1#排气口所产生废气用一套处理

设备处理,并将真空泵、施胶废气接入，每套设备设计

风量为52000m3/h。整套设备由底部换热器、三层喷

淋、三层高压水冲洗、加药泵、水泵、除雾层、再热层、

各类阀门、管道等组成。

设计中，烘干部废气经过设备塔身的流速采取

2m/s，根据设计风量，塔身直径为φ3m。废气经过整套

设备压力损失小于800P a。设备整体采用S304不锈钢制

作，防止烘干部废气中的酸性成分对其产生腐蚀，且耐

高温性能好。烘干部废气温度约为50℃，本案例中，设

计冬季条件下废气经过喷淋后降温为15℃，水泵流量选

择100t/h，确保除臭和冷凝效果。冷却水通量与喷淋水

总流量保持一致，将废气中吸收的热量完全释放到空气

中。采用PLC实时监测喷淋液pH，并控制加药泵开启。当

pH<9时，加药泵自动开启；pH>11时，加药泵自动关闭。

为防止纤维累积降低除雾效果和再热层换热效率，系统

设置了三层高压水冲洗，用于定期清洗除雾和再热层。

2#、3#排放口的前烘废气，烟气持续时间最长，且

浓度最大。该系统第一套设备处理目前已投入使用半 图5  消白效果对比（摄于2017年12月22日清晨）

表1  废气处理检测数据

氨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硫化氢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恶臭(无量纲)

检测项目 进口1

1.64

0.072

0.099

0.00434

412

1.56

0.071

0.082

0.00373

412

进口2

0.431

0.021

0.014

0.00070

152

出口2

(碱喷淋)

0.545

0.058

0.054

0.00286

309

出口1

(清水喷淋)

年，用于处理2#、3#排放口废气。系统正常运行时，通过

喷淋能将46℃废气降温到32℃，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冬

季气温最低时，将冷凝后的废气升温到最高60℃即可完

全消除白烟。如图5所示，浓密白烟从2#、3#以外其他废

气排放口产生，而设备出口处无白烟冒出。

设备投入使用后，分别采用清水喷淋与碱喷淋对

喷淋效果进行比较。检测（见表1）发现，碱喷淋除臭效

果较好，恶臭浓度降到150左右，远低于国家标准；氨去

除率达到70%，硫化氢去除率达到80%，氨与硫化氢经

处理后，排放速率远低于国标对于15m排气筒高度的排

放要求。

5  结论

利用“底部换热+喷淋除臭+除雾+再热”联合工

艺对烘干部废气进行除臭消白，通过喷淋吸收废气中的

恶臭成分并对废气进行冷凝；底部换热器将喷淋液冷

却到初始温度后循环使用；通过除雾层除去液滴后，再

热除去白烟，消除白色污染。本系统具有占地面积小，

除臭效果好，可彻底消除白烟的优点。设备采用不锈钢

制作，可以有效防止烟气的腐蚀；喷淋液不断地循环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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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以及高压水冲洗装置可以保证系统不被堵塞；蒸汽冷

凝水接入再热层中，不仅达到利用废热的效果，且有效

降低了废水温度，防止夏季生化池温度过高引起的一系

列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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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力魄锐离心真空泵新产品通过专家论证

本刊讯（张洪成 报道) 8月11

日，杭州力魄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LIPORI）研制开发的新产品——

高速离心真空泵在福建优兰发集团华

祥纸业有限公司通过专家论证。

专家论证委员会由纸业专家和航

空航天专家组成，纸业专家包括中国

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振雷、福建

省造纸学会名誉理事长张道沛、浙江

省造纸学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陆文荣、福建省轻纺设计院院长叶世

城、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曹石林等，曹

振雷任主任委员。

专家论证委员会在听取了杭州力

魄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技术

总监方祥军教授的汇报后，经质询、讨

论等环节，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论证。

该高速离心真空泵研发团队由国

内航空发动机专家和造纸专家组成。

使用国际上先进的设计分析软件，制

定多学科优化方案；使用航空材料，

采用高端精密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按

照航空标准设计；由中国航发哈尔滨

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制造。航空技

术，军工品质，产品具有效率高、可

靠性好、稳定性强、噪音低等优点。

100%自主知识产权，属原始创新。

此高速离心真空泵应用在福建优

兰发集团华祥纸业有限公司9号纸机

上生产薄页拷贝纸。该纸机对真空系

统要求比较高，经过真空系统改造，

一台变频二级高速离心真空泵代替原

来的六台（五备一）水环式真空泵，

真空系统的装机功率降低了近一半，

真空系统能耗降低30%～60%；变频

技术保持真空泵始终在最佳工况下运

行，出压榨部纸页干度增加，纸机车

速提高了20%，相应产量提高20%，节

能降耗、提质增产效果明显。

张道沛表示，祝贺力魄锐的产品

在纸企成功运行，这是一个很成功

的案例，让中国造纸企业真正用上了

自己的装备。曹振雷在总结发言时提

到，高速离心真空泵产品须制定相关

标准，希望力魄锐能研发出适应多纸

种生产需要的产品。 

8月12日，在福建优兰发集团华祥

纸业有限公司召开了力魄锐高速离心

真空泵产品推介会，行业协会学会、造

纸企业、新闻媒体等单位的40余人参

加。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应邀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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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智能控制单元广泛应用于现代化的工业企

业。它具有先进的电机保护及与上位机通讯的功能，在

造纸自动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PM10车间2003年建成投产，是当时亚洲第一条同一

平台新概念的现代化纸机。它的MCC采用了当时最新

的ABB公司的INSUM系统，使用了MCU保护单元。由

于系统的升级换代，MCU已经停产，备件采购不到。针

对这一情况，进行了MCC的升级。

1  改造方案

1.1 改造前的网络结构

现有的INSUM系统与DCS的AC450控制器进行

通讯。MCU通过GATEWAY/ROUTER与INSUM进

行通讯。两台控制器共计控制约200台电机。每条线的

摘 要：针对已经停产的ABB电机控制单元，提出一种完善

的升级方案，通过更改网络结构，更换控制单元的方式成功

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后系统运行良好，对于行业内MCC的升

级改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电机控制单元；通讯；控制；升级改造

Abstract: The paper put forward an updated scheme for ABB 
motor controlling unit that has  stoped to be prodeuced. According 
to it, the system upgrading was conducted by chang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controlling unit. The system shows good 
performances after the upgrading, which can be a general guide 
for MCC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is segment.
Key words: motor controlling unit; communication; controlling;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TS7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18-0039-04

ABB电机智能保护单元的升级应用
⊙ 魏国华  李孟杰  张树杰  武继才  张安波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 257335)

Updated application of ABB motor intelligent protection unit
⊙ WEI Guo-hua, LI Meng-jie, ZHANG Shu-jie, WU Ji-cai, ZHANG An-bo 
(Shandong Huatai Paper Joint Stock Co., Ltd., Dongying 257335, Shandong, China)

魏国华先生，高级工程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首席

技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

“劳动模范”；先后主导或参与完

成重要革新成果8项，其中3项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获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获山东省计算机应用优秀成果

二等奖，2项技术成果通过鉴定。

图1  MCU网络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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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INSUM通讯网关。根据原有的MCU数量，

需超过200个台控制各约100个M102；目前每台控制器

各有1条Profibus总线与新的M102设备替换，这些设备

将直接通过P r o f i b u s与两台AC450控制器通讯，每条

MCC通讯，每条总线最多支持125个SLAVE节点设备，

基于通讯性能和可靠性的考虑，两个控制器各增加一条

P r o f i b u s总线，从而将每条总线的设备数量降至约50

个，以提高通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3.2 上位机程序更改

AC450与M102的P r o f i b u s通讯将根据M102的

GSD文件重新进行组态。

上位机通讯设置和组态画面如图3。

1.4 新建两条Prof i b u s总线，增加相应的通讯设备（图

4）

 两块Profibus-DP(V1)通讯卡-CI541 V1（两个

控制器各增一个）。

MCU通过一个MMI人机界面进行参数修改、报警查看

等。如图1。

1.2 将现有的MCU全部更换为ABB当前主流的M102-P

型号

具体抽屉柜改造方案：8E/4,8E/2抽屉重新制

作，直接更换；8E及以上抽屉现场改造，仅更换MCU部

件，更改相应的控制回路，更换仪表板(72E回路更换柜

门)；通讯网络为Profibus-DP，分成15个段，M102通过

Profibus通讯线串接后连到光纤转换器，光纤转换器之

后的连接由后台系统实现。8E/4抽屉因面板空间受限，

控制面板只能配MD3，其它配MD2。  

安装见图2。

24E及以下抽屉柜，M102安装在柜内的标准卡轨

上；72E柜子，M102安装在柜子侧面标准卡轨上。8E/4

抽屉因为尺寸受限，只能安装MD3型面板，其余全部安

装MD2型操作面板。

1.3 MCC通讯修改

1.3.1 网络更改方案

MCC的MCU升级为M102后，DCS系统的AC450

控制器将与其直接进Pr o f i b u s-DP通讯，无须再经由

图2  M102-P典型安装

图3  上位机通讯与组态画面

图4  新增通讯设备

图5  改造后的MCC通讯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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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互感器，能够实现电流测量、缺相、过载、三相不

平衡等保护功能，并通过PROF IBUS现场总线将电机

状态、报警、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传输到DC S控制

器，在操作员站上实时显示。

3  M102-P保护功能的应用

M102-P根据电机三相电流、三相电压、漏电电

流、热敏电阻PTC阻值、接触器反馈、主开关状态的实

时监测信号，实现对电动机的保护。在现场应用中，我

们根据电机功率情况，选择使用了热敏电阻保护功能，

对电机过流、过载、三相不平衡、接地等全部进行了应

用设置。

4  M102-P的参数设置

M102-P的参数设置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面板

MD2/3来设置，二是通过调试软件MCU的s e t up来进

行。

参数接口示意图如下：M102-P接通电源，通过专

两块通讯卡载板-SC510(安装于两台控制器上)。

四个Profibus光纤中继器-Siemens OLM。

光纤通过OLM形成环网，Prof ibus-DP的中间增

加中继器以增强型号，隔离干扰，末端使用有源终端电

阻以增强网络稳定性。

改造后的MCC通讯拓扑图如图5所示。

1.5 原有的电气控制功能维持不变

具有远程本地切换、启停、急停等。改造后典型的

控制回路如图6。

2  控制器M102-P应用

M102-P是具有现场总线通讯功能的控制器,搭配

图6  改造后的典型控制回路 

图7  M102P控制器

图8  M102P柜内接线

图9  硬件连接计算机通讯口设置

图10  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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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设置好的参数示例

用的数据线与MD2/3的接口与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

连接，在软件中设置好计算机的COM口，即可成功连接

M102-P。硬件连接及计算机通讯口设置如图9。

参数设置界面如图10。

通过软件设置，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过载保护

● 堵转保护

● 缺相保护

● 三相不平衡

● 轻载保护

● 空载保护

● 接地保护

● 温度保护

● 失压保护

● 参数设置、上传下装

设置好的M102-P参数示例如图11。

设置好的参数，通过软件上传到计算机进行保存，

并可根据现场实际设备名称进行重命名，在更换M102

时，可以直接将参数文件下装到新的备件里面，不必再

逐个设置。

至此，通过抽屉的更换、更改，网络结构和通讯协

议的调整，参数的设置调试，成功地将停产的MCU控

制单元升级为主流的M102-P型号控制单元。

5  结束语

二十一世纪初期是国内造纸企业大发展的时期，

ABB的电机控制单元因为性能稳定，技术先进，被造纸

企业大量应用。但经历十多年的时间，随着产品的更新

换代，备件都已停产，系统到了必须更新升级的时期。

本文的升级改造方案既考虑到了性能的可靠性，又保证

了网络的稳定性，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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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以蔗渣为原料的生产线进行设备改造和工艺调整，主要分为蒸煮设备的改造和制浆工

艺的调整。对于蒸煮设备的改造具体体现在水力洗草机、草片泵、预蒸螺旋以及喂料螺旋的改造

上。制浆工艺的调整又分为蒸煮工艺和漂白工艺的优化。在蒸煮工艺中对浓度、蒸煮时间、温度以及

用碱量进行优化，另外对漂白工艺也进行了优化调整。经过大量的实践总结，成功地利用现有的蔗

渣生产线生产出白度83.5%以上的漂白桉木板皮浆。

关键词：蔗渣；桉木板皮；设备改造；工艺调整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two major method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bagasse pulp bleaching, including 
cooking equipment modification as well as pulping process adjustment. Cooking equipment modification 
is mainly applied to hydraulic washing machine, grass blade pump, pre-cooking screw and feeding screw. 
Pulping process adjustment includes the optimization of cooking process as well as bleaching process. For 
the cooking process, the concentration, cooking duration, temperature and alkali addition are optimized. 
And the bleaching process is also optimized either. After a lot of practice, bleached eucalyptus veneer pulp 
with over 85% brightness was successfully produced through the existing bagasse production line, which 
realized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eucalyptus veneer in the process. It reduced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also 
improv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Key words: bagasse; eucalyptus veneer; machinery modification; process adjustment

改造蔗渣浆生产线

用于生产漂白桉木板皮浆的实践
⊙ 吴勇峰 (广西永鑫华糖集团来宾纸业有限公司，广西来宾 546100)

A practice on modification of bagasse continuous cooking system 
and application in producing bleaching eucalyptus veneer 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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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渣是甘蔗制糖加工的副产物，是广西特有的一

种纤维资源，广西每年的蔗渣浆产量维持在80～100万t

左右，年需蔗渣400多万t。广西使用蔗渣生产漂白纸浆

的企业有12家，大多数是“十二五”期间建成投产，这些

制浆厂的特点是数量众多而规模偏小，平均规模在10万

t/a左右。随着广西甘蔗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加剧了造

纸用蔗渣的供需失衡，企业之间相互竞价抢购使得蔗

渣价格不断上涨，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压力。

广西是我国桉树的主要种植区，速生桉种植面积

约占全国50%，桉木加工业发达，其绝大部分用于建材

加工，主要是用于生产建筑模板，模板生产厂的原料来

自桉木旋切板厂。而由于桉木直径普遍偏小，旋切板厂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的边角料，主要有旋切过

程断裂、树眼、厚薄不一等产生的废板皮等，如果能将

桉木板皮用于制浆，将会是蔗渣浆厂很好的另一原料

来源[1～3]。桉木板皮具备非常好的制浆性能，适合用于

生产漂白纸浆。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际总结，得出利用蔗渣作为原

料生产漂白蔗渣浆的生产线，通过对备料、连续蒸煮系

统进行部分改造，成功地利用现有的蔗渣生产线生产

出白度83.5%以上的漂白桉木板皮浆。

1  蒸煮设备的改造

蔗渣蒸煮设备采用横管连续蒸煮器，经过湿法堆

存的蔗渣经过皮带输送至鼓式水洗机除掉砂石等重杂

质后进入水力洗草机洗涤,置换洗涤蔗渣内的有机酸后

由草片泵送入斜螺旋脱水机，然后进入蒸煮工段。经过

销鼓计量器计量后输送至预蒸螺旋再进入变径变距的

螺旋喂料器内，蔗渣受到压缩脱水，逐步形成坚硬结实

的料塞，进入T型管内连续通入蒸汽、碱液，最后进入

图1  水力洗涤后的桉木板皮 图2  筛板改造成齿型状 图3  草片泵的泵叶结构

四根横管蒸煮器，通过控制蒸煮温度及蒸煮时间，将蒸

煮出合格的浆料送到下道工序[4]。由于桉木板皮和蔗渣

的原料形态特性差距巨大：蔗渣原料柔软、细小、极易

吸水润胀，而桉木板皮则外形尺寸大、坚硬、不易吸水，

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缩小桉木板皮的外形尺寸，就会出

现堵塞草片泵造成输送困难等问题。要改产桉木板皮

浆，在不大量增加设备改造投资的前提下，将桉木板皮

从料场输送进入蒸煮管并能够顺利完成蒸煮成浆，必

须对水力洗草机和草片泵进行改造。

1.1 水力洗草机的改进

原有的水力洗草机的飞刀及底刀结构主要是以轻

刀疏解为主，对坚硬原料的冲击、分散、破碎、分解的

效果不佳。为了达到水力洗草机对桉木板皮的剧烈撕

裂、破碎、表面起毛，利用盘磨机齿型结构的原理，对

水力洗草机的转子、筛板结构进行改造，将筛板改造成

齿型状，并将筛板小孔改为方便板皮片通过的大孔，飞

刀表面焊接耐磨碳化钨合金钢，见图2。生产过程中，水

力洗草机内的物料通过转子与齿型筛板的通道时，受到

剧烈的剪切、摩擦、搓揉的机械物理作用，物料被360度

方向反复地撕裂、疏解、表面起毛润胀，物料外形尺寸

不同程度得到减小、均匀性得到显著改善。从图1所示

桉木板皮经过水力洗涤后的外观形态来看，桉木板皮

变成表面周边发帚化起毛的细长条状，长度4～6cm，宽

度6～8mm左右，塑性增强，充分改变了桉木板皮的使

用性能。

1.2 草片泵的改进

草片泵是物料输送系统的主要设备，泵叶的结构

形式及通道大小对原料的输送起到关键作用。输送蔗

渣原料柔软、细小呈根条状，以一定的工作浓度通过泵

叶，极少出现堵塞现象，原专供蔗渣使用的泵叶共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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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板改造成齿型状片，靠近轴位置的叶片间距很窄，叶

片间距4cm左右。而桉木板皮尽管经过水洗后的长度尺

寸仍有4～6c m，容易在轴中心附近范围的地方引起堵

塞卡料，造成泵电流增高跳闸。必须将泵叶最窄处的流

道作进一步扩大改造。将11片减少为9片，设计间距为

6cm。经与设备厂家商定重新设计制作后的草片泵泵叶

结构如图3所示。经观测验证投入使用后，通过水力洗

草机的桉木板皮能够顺畅通过草片泵。

1.3 预蒸螺旋的改造

原预蒸螺旋采用常温输送方式，对于质地较硬的

板皮，必须改造预蒸螺旋的通汽方式，将预蒸螺旋内物

料由常温提高到50～58℃。提高物料温度的过程中，板

片得到软化、润胀，这是物料进入喂料器内挤压撕裂、

形成均匀而密实料塞、实现蒸煮均匀性的核心关键。预

蒸螺旋的进料口端及出料口端均利用喷放回收尾汽通

入，因尾汽流量大且压力低，因此对预蒸螺旋的改造方

法是：沿着螺旋轴的正反面间隔50～70cm增设布汽管，

使物料能均匀吸热升温。

1.4 喂料螺旋的改造及使用要求

(1）考虑与蔗渣相比板皮比较硬质形成料塞的难度

大，形成料塞需要更大的螺旋轴扭矩，因此通过改变喂

料螺旋的皮带轮得到更大的扭矩，把原来的皮带轮外

径由φ455mm缩小至φ355mm后，螺旋喂料器进料非

常顺畅。

(2）通常螺旋轴的叶片与锥型壳体防滑条之间的

间隙为0.8～2mm，如增大至8mm以上，易出现打滑现

象，应及时更换；应加工好螺旋表面的光滑度，表面越

光滑进料就会越顺畅而且不容易打滑，同时还能降低喂

料器的电流。

2  制浆工艺调整

2.1 蒸煮工艺的调整

水力洗草机的浓度控制：虽然经过水力洗草机的

轻刀疏解，板片的外形尺寸进一步变小而均匀，但洗草

机内过高的浓度会影响板皮通过筛板的速率，严重时

出现堵塞筛板，造成转子电流急剧增高，此时需要停机

下来排放洗草机内板皮并人工清理搬运掉板皮，劳动

强度非常大。因此，依据设定的产量来确定及掌握好洗

草机内的物料浓度，是保证能够连续正常生产的关键工

艺指标之一。筛板的开孔率及孔径大小，决定了过料量

及浓度。根据使用效果总结，开孔率75%，孔径50mm。

由于桉木板皮原料质地较蔗渣硬，因其原料纤维

细胞壁厚而胞腔小的特性，决定其药液的渗透速度要

比蔗渣困难许多，所以蒸煮时宜保持微量的低硫化度。

在生产实际中，利用氧脱木素滤液逆流洗涤进入碱回

收系统的白液，将保护剂Mg SO4累积生成的硫离子带

入白液进入蒸煮，测得蒸煮液硫化度5%～6%。

蒸煮器采用的是四根横管连续蒸煮，纸浆在横管

内的蒸煮时间为50～60min左右。

摸索总结出桉木板皮碱法蒸煮温度宜控制在166

～170℃，压力0.78～0.8MPa为最佳。

用碱量应控制在18%～20%之间，经过不断调整优

化用碱量及蒸煮温度，摸索总结出桉木板皮蒸煮的硬

度(高锰酸钾值)11.5～12.5，得浆率40.6%～42.6%。桉

表3  桉木板皮漂白浆的性能

黏度

/(cm3/g)

657

638

661

103

100

101

耐折度

/次

抗张指数

/(N.m/g)

65

64

68

5.88

5.43

5.54

撕裂指数

/(mN.m2/g)

表1  桉木板皮蒸煮工艺及结果

用碱量 

/%

20

18

18

16

K值

9.0

11.5

12.2

13

黏度

/(ml/g)

540

578

672

766

31.2

32.7

33.3

30.2

白度

/%

温度 

/℃

170

168

165   

170

40.6

42.6

45.4

46.2

细浆得率 

/%

注：O段工艺条件:Mg S O4用量0.3%，H2O2用量0.6%，塔顶氧压0.4MPa，

纸浆浓度10%～12%，反应温度95～100℃，反应时间60m i n;D0段工艺条

件:H2S O4用量0.5%、C l O2用量1.0%，纸浆浓度10%、反应温度65℃、反应

时间60min；Ep段工艺条件: H2O2用量1.0%、纸浆浓度10%～12%、反应温

度75℃、反应时间90min；D1段工艺条件：H2SO4用量0.5%、ClO2用量0.3%，

纸浆浓度10%～12%、反应温度70℃、反应时间120m i n。氧脱木素率=(氧

脱前浆硬度－氧脱后浆硬度)/氧脱前浆硬度×100%。

表2  桉木板皮漂白浆的实测结果

漂白段

O段

D0段

Ep段

D1段

K值

1.3

-

-

-

氧脱木素率

/%

53.5

-

-

-

51.9

72.3

79.0

83.5

白度 

/%

NaOH用量

/%

2.0     

-

1.0

-

-

1.0

-

0.3

ClO2用量

/%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5
Sep., 2018  Vol.39,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收稿日期:2018-07-24(修改稿)]

木板皮蒸煮工艺及结果见表1。

2.2 漂白工艺的调整

现有生产线漂白工段采用无元素氯OD0E p D1(氧

脱木素-1#段二氧化氯-碱性过氧化氢-2#段二氧化氯)

漂白的流程[5]，充分利用漂白工段的氧反应塔、D0塔、

Ep塔及D1的各段设备参数核算生产能力，实现通过调

整化学品用量结合浓度、停留时间、温度、压力工艺参

数的调整，逐步摸索漂白各段的最佳工艺运行参数，

从表2的OD0E p D1漂白运行结果来看，未漂桉木板皮

浆经氧脱木素处理后，纸浆的高锰酸钾值降至1.3，氧

脱木素率达到52%以上，纸浆白度也提高到51.9%。经

过D0EpD1三段漂白之后，在吨浆耗1.0%的ClO2、3%的

NaOH、1.6%的H2O2的用量下，纸浆白度达到83.5%;当

ClO2用量增加至1.3%时，纸浆白度达到84.6%，如果继

续增大ClO2用量，从纸浆白度变化值不是太大。由此可

见，两段漂白的ClO2用量控制在1%～1.3%范围最佳。从

表3漂白数据来看，使用OD0EpD1流程生产漂白桉木板

皮浆的各项机械强度指标均符合GB/T1678-2007。

3  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蔗渣浆连蒸生产线改产漂白桉木

板皮浆的实践。在不进行大量改动和增加设备投资的

前提下，利用现有设备经过简单改造，调整优化蒸煮工

艺，完全可以生产出合格的桉木浆。

3 . 1 桉木板皮微硫化度碱法蒸煮较适宜的蒸煮温度

为170℃，用碱量为18%～20%；氧脱木素率达到52%

～55%，两段二氧化氯漂白较适宜的C lO2用量为1.0～

1.3%;在此条件下，漂白浆白度可以达到83%～84.6%。

3 . 2 通过连蒸设备的关键部位——水力洗草机、草片

泵的结构实施改造，对预蒸螺旋的布汽方式进行改造，

桉木板皮的外在形态得到极大的改善，由大片状变成细

长条状，外观尺寸宽度6～10mm左右，长度4～6cm，利

于板皮的润胀浸透及输送，顺利经过了连续多日稳定生

产运行。生产出来的漂白桉木板皮浆的质量达到国家标

准的水平，产品供给生产生活纸的下游用户呈现供不应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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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分析及故障诊断在纸机压榨部的应用
⊙ 徐鹤  邓召旭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宁 272100)

The application of vibration analysis and error diagnosis 
in the press section of paper machines
⊙ XU He, DENG Zhao-xu (Shandong Sun Paper Industry Joint Stock Co., Ltd., Jining 272100, Shandong, China）

徐鹤先生，助理工程师，设备管

理员；主要从事设备管理、设备

运行状态监测等方面的工作。

摘 要：关键设备的意外停机直接影响车间的生产效率，准

确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判断其运行趋势是非常必要的，本

文详细讲述了振动分析及故障诊断在纸机压榨部的应用。

关键词：旋转设备；周期性；振动分析

Abstract: It’s very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unning 
state of the equipment and determine its operation trend, in that 
accident shutting down of key equipment c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paper mills. S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vibration analysis and error diagnosis in the press 
section of paper machines in detail.
Key words: rotary equipment; periodicity; vib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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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极为重要。

2  某纸机二压下辊轴承故障的监测及诊断案例 

纸机在工作状态下是高速运转的，通常情况下车

速在800～900m/min，高的甚至在1100m/min以上，

平稳高速的运转是纸机正常工作的保障，异常振动的

出现会影响设备的运行状态从而导致产品质量的差异

性，严重时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振动监测在纸

机传动部位的运用十分重要。以生产过程中的实际经历

为例，说明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运用振动监测来诊断和

预测辊子轴承是否发生故障，从而能够及时地作出判断

并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造成非计划停机的产生，纸机

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如前面所述，压榨部是整个造纸工艺过程的关键

部位，根据生产纸种的不同其生产工艺不同，压榨部的

工况参数也有差异，现代化的大型造纸机压榨部广泛使

用复式压榨即两个以上的压辊组合起来的多压区压榨

以提高压榨脱水的效率[2]，图1所示为该纸机压榨部的布

为避免车间的非计划性停机，降低因设备故障而

造成的损失，提高设备的开机台时，对旋转设备进行周

期性的振动分析是很有必要的[1]。

1  压榨部及压榨部的工况要求

压榨部是造纸机本体的核心部位之一，在整个造

纸工艺过程中压榨部的作用十分关键。压榨是属于机械

强迫脱水的一种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一对相互加压的

辊子挤出纸幅中一定量的水分，一对辊加压后辊面与纸

幅接触的区域称为压区，湿纸伴着毛毯进入压区后，压

力逐渐升高，湿纸中的水分逐渐饱和，然后随压力继续

增大而转移到毛毯上，这样在纸幅出压区后，就有部分

水分被毛毯带走，而达到脱水的目的。

压榨部的工艺要求较高，要求相互压榨的辊体间

保持良好的接触和稳定的压力。如果辊体在运行过程

中的振动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如辊壳磨损、轴承损坏造

成的辊体跳动），就会导致压力的不均衡，将影响纸面

的平滑度和脱水效果。对这种重要辊体的状态监测就

表1  纸机基本信息

双胶纸、复印纸、涂布原纸

纸种
定量/

(g/m2)

60～180 1300

设计车速/

(m/min)

4950

幅宽 

/mm

图1  压榨部的布置形式 图2  波形对比

表2  压榨部工作参数

数值

参数 压榨形式

双靴压 4.5

毛布张力

/(N/mm)

1000

第一压区

线压力/

(N/mm)

1450

靴压下辊

直径

/mm

1000

第二压区

线压力/

(N/mm)

表3  油品检测结果

清洁度

分析

2018.01.05：清洁度检测显示：2#D S油样内有一

些白色积聚物、透明物质及少量黑色杂质和个别

10、20μm左右的可疑亮金属；2#f s内同样有一些

透明物质、细微黑色杂质及个别20、50、200μm左

右的黑色片状金属和个别细金属屑，若取样无问

题，则两轴承可能有初步极少量磨损。

1#f s可能取样问题有一层棕色积聚物和少量黑色

锈蚀。

21/20

/19

18/17

/16

18/17

/16

19/17

/16

19/17

/15

21/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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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波形对比

(a) 传动侧垂直方向测点图谱 (b) 传动侧轴向测点图谱

置形式示意图。表2所列为该纸机压榨部的工作参数。

该压榨部采用双靴压形式，压榨下辊为游泳辊，而

非分区可控中高辊，正常工作转速：220～240r/m i n，

传动侧轴承为SKF 231/750 CAK/L4B/C084W4，

操作侧轴承为C31/750 KMB/L5B C084W4，从表

2中的参数不难发现，辊子正常运转时作用在每个轴

承上的力近似于[1000×4950/10+41000(辊子自重）]

k g/2=2.68×105k g，而轴承滚动体与外圈的接触面积

非常小，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力就更大，长此以往，轴承

表面会因为交变应力的作用极易造成疲劳剥落。

2017年5月1日在对压榨辊做周期性监测时发现二

压传动侧轴承初期异常，信号中表现为保持架故障，建

议车间做油品检测，判断保持架是否出现异常磨损。

接下来的两个月的监测中未见轴承明显恶化，但

8月10日监测时又发现信号有明显的恶化，但可持续运

行，重点关注轴承的运行状态。2018年1月1日对二压下

辊监测时发现故障恶化速度加快，怀疑轴承滚动体出

图3  趋势分析

表4  振动监测数据

转速/(r/min)

幅值(G-S)

参数 1月1日

238

0.02966

148

0.01447

1月17日

204

0.03906

1月25日

249

0.07031

2月4日

242

0.05151

1月11日

现裂纹，再次建议车间检测回油清洁度，结果如表3。

由表3中的油品检测结论判断：轴承可能有初步极

少量磨损。如果滚动体裂纹回油中可能不会有大量的金

属颗粒，鉴于滚动体故障的特殊性，建议车间缩短监测

周期，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十天一次，通过仪器测量的振

动波形对比如图2。

监测的时间日期、对应转速以及振动的幅值归纳

结果如表4所示。

对应趋势分析如图3所示。

由于振动值的大小与测量时的转速成正比例关

系，1月17日至1月25日期间，车间生产纸种及定量的特

殊性，测量时辊子的转速较低，振动值较小，从趋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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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4-01]

析图中不难发现，轴承的恶化在继续。

振动监测是根据轴承的运转情况在其外围不同的

方位取点检测，将采集到的频谱归纳整理，然后根据频

谱的波形进行分析，因为轴承各部件的故障在时域和

频域波形上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图4所示为不同方位各

测点的波形图谱。

图4的时域波形中有明显的冲击信号，信号的强弱

反映了交变应力的大小，频域波形中则显示一簇信号，

该信号与轴承滚动体的故障信号相吻合，两侧并伴有保

持架信号边带。

图5  问题轴承拆检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轴承滚动体已出现明显的损

伤，鉴于滚动体的特殊性（冲击较大，易造成保持架变

形或断裂，使轴承瞬间失效，可持续运行性不可判断），

建议车间及时更换备用辊子或轴承。

车间于2月8日安排设备检修计划，更换了二压下

辊。10日拆检问题轴承，发现滚动体有一处明显的裂纹

（见图5），为疲劳损伤[2]，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于是

及时更换。

3  结论

旋转设备的周期性监测能够准确地掌握设备的运

行状态，判断设备的运行趋势，及时发现设备问题，提供

可靠有效的设备诊断报告，指导设备的计划性维修、维护

工作，避免因设备的意外停机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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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波长的近红外光，其中1.81μm的近红外光作为参比

波长光，1.94μm的近红外光作为测量光，这两种波长

的单色光交替地透过纸张，取其辐射强度的比值来测

定纸张的水分，其工作原理图如图1。

2  水分测量值不稳的故障现象

我公司12号纸机水分测量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

一开始水分AD值没有变化，水分不吸收AD值也没有，

我们只有增大它的量程让它出现水分不吸收的A D值

（参比值），这样水分AD值才变化。量程范围是0～7，

当我们增大到6时，水分不吸收的AD值才出现，而且比

较小，才2700左右，这样造成比较的分母小，水分AD值

一旦有大的波动就会导致水分更大的波动。水分标准化

关键词：QCS系统；水分传感器；测量

Key words: quality control system(QCS); moisture sensor;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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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S-Smart系统红外水分测量值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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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 analysis and solutions to unstable infrared moisture
measurement of QCS-Sma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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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dong Tranlin Group Co., Ltd., Gaotang 252800, Shandong, China) 

肖吉新先生，高级工程师；从事

仪表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工作，

包括仪表的设计和系统的安装

调试工作。

纸张的水分变化对纸的影响很大。当水分变化时，

其定量、抗张强度、柔韧度、耐折度都将发生变化，纸张

的尺寸也会发生伸缩，甚至发生卷曲、翘边、起皱等现

象。因此，水分是否符合标准对产品质量有很大影响。

但是，在水分的测量中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和维护，当

问题出现时，应当根据故障现象，将有关测量的各个故

障点按从易到难的顺序逐个排查的方法进行处理。下面

把我公司在水分测量当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过程简单

介绍一下。

1  红外水分测量的工作原理

红外水分测量工作原理：水分灯泡发出的红外光

源经过滤波盘将红外光调制成1.81μm和1.94μm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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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图2。

3  故障分析与处理过程

从图1水分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可以看出：水分传感

器分为源头和检测头，其中源头是用水分灯泡发出红外

光经过滤波盘调制成两个波长的近红外光，经过纸页

下方的反射镜穿过纸页进入上方的反射镜来产生水分

信号，这个信号再经过前置放大板和水分主板等信号处

理板，最后通过485通讯传送至服务器生成水分曲线。

下面根据故障处理的难易程度逐步介绍分析与处理过

程。

水分的信号波动大，说明信号有，这样我们就排除

了水分灯泡好坏、断线和水分电机损坏等问题。因为如

果它们故障会直接导致没有水分曲线。

我们首先检查了光路，它包括有透镜、球面反射

镜、圆形石英玻璃窗口等。如果反射镜内的镜面有水渍

和油渍，会导致光线的反射和折射，这些都会影响红外

光通过量的多少，从而最终影响到水分测量值的大小。

于是我们对反射镜的镜面进行了检查并清理，然而问题

并没有解决。

水分传感器送出来的信号如果在信号处理中出现

问题，水分也会产生较大的波动。传感器出来的水分信

号比较小，首先要经过前置放大板进行高倍放大，这样

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信号处理。那么如果前置放大板出现

问题或工作不稳定，测量的水分曲线波动大是必然要出

现的。于是我们试着更换了前置放大板，但问题仍没有

解决。

排除了前置放大板后，我们又怀疑问题出在水分主

板上。水分主板能够对信号进行非线性修正、程序放大

等功能，图2中修改水分量程的功能就是水分主板来完

成的。如果水分主板出现问题或工作不稳定，则必然发

生水分波动大。于是我们又对水分主板进行了更换，结

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水分源头上的红外对管是对水分主板提供同步信

号的，同步脉冲有基准点脉冲和定位脉冲组成，滤波片

每转一圈，基准点脉冲产生一个提供滤波片的位置基

准，定位脉冲每转一圈产生四个脉冲用于通道定位。基

准点脉冲宽度为定位脉冲宽度的3倍，定位时序如图3。

必须有准确的同步信号，水分主板才能够正确地

处理水分信号，如果同步信号出现问题，水分信号也就

不稳定了。我们又对红外对管电路板进行了检查处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排除了上面的因素，就剩下了水分传感器的硫化

铅探测器了，它安装在检测头上，用来接收透过纸页的

红外光。它出现问题或下降是否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于

是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硫化铅探测器进行了检

查。

图1  水分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图2  水分传感器的标准化

图3  同步脉冲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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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硫化铅（PbS）探测器的检查

硫化铅探测器安装在检测头上，红外光通过检测

头的反射镜进入硫化铅探测器，它的大小有1cm2左右，

它的电阻值会随着照射到探测器上的红外光密度的大

小变化而变化。其变化呈反比关系，即当红外光的照

射密度增加时，电阻会减小；当红外光的照射密度减小

时，电阻会增加。硫化铅探测器如图4。

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化经过不平衡电桥会产生相应

的压差，这个压差转换成相应的水分值。不平衡电桥如

图5。

在不平衡电桥中当R1/R 2=R 3/R4时，B和D之间的

压差U BD就等于0，当R1/R 2≠R 3/R 4，U BD就产生了压

差，而R4就是硫化铅探测器的输出电阻，当纸的水分变

化时，它的电阻就发生变化，进而通过不平衡电路能反

映出水分的变化。红外水分的信号测量就是利用这个原

理来检测的，这样的话，硫化铅探测器性能降低，水分

不吸收AD值变小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我们就对硫化铅探测器进行了更换处理，处

理后做标准化，

水分不吸收A D

值 在 水 分 量 程

为0时的值是1万

多，通过测量，水

分曲线没有出现

波动大的现象，

能 够 正 常 地 反

映出水分的实际

值。水分标准化

AD值如图6。

硫化铅探测

器对温度特别敏

感，温度变化不

仅使Pb S组织发

生变化，影响编

制工作点，而且

引起灵敏度有很

大变化。而传感

器工作在车间现

场，温度比较高，通常在50℃左右。这一温度会使硫化

铅探测器的性能大大降低。测量水分值不稳的原因就

在于此。所以正常使用时，需要对硫化铅探测器进行降

温，避免硫化铅探测器的温度过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分测量的影响因素很多。在日常的

维护当中，为了能够减少故障，日常维护工作有以下几

条：

(1）头窗口1个月清洗一次，用绸布或棉花蘸适量

酒精轻轻擦拭，不可用尖锐硬质物擦拭，以免划伤保护

膜。清洗前应确保系统处于断电状态，定量头放射源快

门处于关闭状态。

(2）定期检查水管接头是否有渗水现象，如果发

生漏水时，检测头应紧急回库进行检修（对于水冷却

式）。

(3）经常检查压缩空气是否有水和油，如果有水

和油时，应维护好过滤器或更换过滤器(对于气冷却

式）。

(4）应每年检查水管是否有水垢沉积，水垢较多

时，应用除垢剂进行清洗，清洗完成后，应通水检查是

否有渗水现象，最后加侧盖板复位。

[收稿日期:2018-05-18]

图4  硫化铅探测器

图5  不平衡电桥

图6  水分标准化A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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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盘磨浆机密封系统改造实践
⊙ 沈勤森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000)

Optimization of the sealing system for twin-plate refiner
⊙ SHEN Qin-sen (Minfe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Jiaxing 314000, Zhejiang, China)

沈勤森先生，机械工程师；主

要从事于造纸机械设备的技术

和管理工作，负责完成多项造

纸生产线设备的优化改进和实

践工作。

摘 要：简要介绍目前盘磨设备及主流密封系统，探讨设备

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根据生产实际工况进行盘磨密封系

统的改进和优化。

关键词：盘磨机；填料密封；通用密封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 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ref iner 
equipment and sealing system,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equipment uti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for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refiner’s 
sealing system.
Key words: refiner; packing seal; univers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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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盘磨机及常用密封简要介绍

造纸生产使用的盘磨机，是抄纸生产过程中一种

连续打浆设备。浆料依靠重力或压力进入圆盘间，受到

转动圆盘的摩擦、搓碾的打浆作用，并由离心力从磨盘

周围排出。盘磨机在使用过程中为了防止流送浆料的泄

漏，必须要配有密封装置。目前主流盘磨设备常用的密

封方式有填料密封、机械密封和组合密封。填料密封又

称盘根密封，是将可膨胀的石墨线材按一定规律编织成

条状物，即盘根，填充在密封腔体内，加入密封介质（通

常为水），对盘根起到冷却作用，盘根和轴之间存在微

小间隙，介质在其中被多次截流，从而起到密封作用。

填料密封主要用于早期中小型纸机的盘磨机，尺寸较

小，线速度低；针对现代化大型纸机，流送浆料量大，

盘磨机尺寸大，线速度高，普通填料密封已经无法满足

其密封要求，大都采用的是机械密封装置为主。机械密

封，又称端面密封，是依靠弹性元件（通常为弹簧）压

紧动环和静环两端面以及密封介质（通常为水）的压力

在动、静环端面上产生适当的压紧力而实现动密封功能

的轴向端面密封装置。组合密封则一般根据实际生产

的需要进行组合形式的密封。通常是机械密封、螺旋密

封、迷宫密封、浮环密封等形式中任选2种组合。

2  盘磨机使用现状及问题

我公司生产薄页纸，全套纸机设备于2000年由德

国VO I T H提供，打浆采用双盘磨浆

机。由于是特种纸生产，产量小，盘磨

尺寸较小，原始设计采用的是传统的

填料密封系统，如图1所示。这种形式

的密封系统，其主要优点是结构简单，

填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但在日常

使用时也暴露了自身的缺点，主要有：

（1）能耗大，填料密封由于后期填料

压盖的压紧作用，使得填料变形后紧

压在转动轴上，且相对是高速旋转的，

两者之间的摩擦力会导致大量的功率

消耗；（2）易泄漏，主轴长期运行后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轴的振动和偏摆，而

对此相对敏感的填料盘根则会提前逐

步失效，进而产生泄漏；（3）寿命短，盘根材料本身的

特性，导致在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磨损和老化，

需要经常更换来保证设备运行时密封的效果。通常更

换周期在1～3个月间，同时需定期更换相应轴套。

经过多年的使用，在面对当前日益严格的使用需

求和现场管理要求时，设备的状态远远不能适应，迫切

需要进行改造。

3  改进方案

针对目前使用现况，为了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前期

我们也尝试通过盘根的选型来加强其抗磨损和抗老化

现象，以提高其使用寿命，经多次尝试，效果不佳，抗磨

损的盘根会加快轴或轴套的磨损，使得维修工作变得更

加复杂。

接着，我们考虑过将盘磨机的密封系统改造成机

械密封。由于改造工程较大，与当前紧张的生产压力相

矛盾，受到现场条件和环境的制约，加上机械密封一般

为定制产品，价格较高，安装要求较高等多种因素影响

而最终否定。

经过研究和讨论，考虑到性价比，尝试使用结构

简单，又不需长时间停机，施工难度小的新型通用密

封装置。从图2中可以看出，密封系统总体结构布局

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将内部的分水环和填料进行了

改进。根据设备和填料实际尺寸，原先内侧的2根填料

（Pack ing）、分水环（Lantern Ring）和外侧的1根

图1  改造前的密封系统

1-O型圈 2-分水环 3-填料 4-填料箱法兰  

5-轴套

图2  改造后的密封系统

1-O型圈 2-新式分水环 3-通用密封圈 4-

填料箱法兰  5-新式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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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Packing）由定制的新型分水环（New Lantern 

R ing）取代。外侧的另外2根填料（pack i ng），由新型

通用密封圈（Un iv e r s a l S e a l）取代，且采用双层设

计确保使用效果。另外，原先使用的普通轴套（Sh a f t 

S l e e v e）则由与新型通用密封圈相配套的专用轴套

（New Shaft Sleeve）替代。所有的改造和替代均实

现无损替换，节约施工时间，提升了改造效率。主要的

特点有：

(1）新型分水环经过特殊设计，内侧前端斜角处

理，形成类似挡环的效果，减小漏浆的概率，新型分水

环的外侧设计成直通形迷宫圈，介质经过多次的截流和

 图3   改造前后现场对比

[收稿日期:2018-04-22]

减速，起到初步密封效果，为外侧的通用密封圈提供运

行保障。

(2）通用密封圈经过特殊设计，由特殊材料制成，

外形上类似骨架密封。

(3）新轴套表面进行特殊涂层处理，确保轴套和通

用密封圈在正常工作时的密封性、耐磨性和稳定性。

4  结束语

改造后的盘磨密封系统，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不仅在密封效果上达到了预期

目标，如图3所示，现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减少

了频繁的填料更换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维修

成本的再投入。另外，此次的改造还在节能降耗上取

得了意外的效果。据DC S画面显示，改造后的盘磨空

载功率减小了约15kW，按照工业用电每千瓦时0.7元、

盘磨全年实际运行300天计算，一年下来可以节省电费

15×0.7×24×300=75600元。整个改造收到较好效果，

基本达到预期，后续将择机考虑再对另外几台双盘磨浆

机进行同样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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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度是卷烟纸、滤棒成形纸的一项重要质量指

标。本公司检测中心为了保证公司内不同的检查站透

气度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定期提供不同规格“透气度”

赋值标样进行现场比对监控。卷烟纸、高透滤棒成形

纸“透气度”标样分别由本检测中心德国A20透气度

仪（编号080920123）、法国D23-P80透气度仪（编号

146）进行赋值。标样性能主要包括准确性及使用期限，

如何核实“透气度”赋值标样准确性及标样赋值周期合

理性，通过验证进行阐述。

1  相对准确度验证

2017年本检测中心从郑州烟草研究院购置卷烟纸

透气度标准样品（NO.51）、高透滤棒成形纸透气度标

准样品（NO.35）,依据GB/T 23227-2008进行透气

度测试。卷烟纸（A20透气度仪）标样最大相对误差为

-1.1%，符合A20透气度仪准确度小于2.0%要求；高透

滤棒成形纸（D23-P80透气度仪）标样最大相对误差

为0.6%，符合D23-P80透气度仪准确度小于5.0%要

求，比对数据如表1。

2  标样赋值周期验证 

2.1 透气度赋值方案

根据各检查站的需求，本检测中心提供卷烟纸（6

摘 要：介绍了如何制定卷烟纸、滤棒成形纸的透气度赋值

标样，并验证赋值透气度仪的准确度，通过T检验验证赋值

标样的使用周期。

关键词：透气度；T检验；准确度；相对误差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make the valuation sample 
of air permeability for cigarette paper and filter rod paper, verify 
the accuracy of valuation permeability meter, and measure the 
duration of the sample through T test method.
Key words: air permeability; T testing; accuracy; relativ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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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临界值均为2.024

表2  标样测试数据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B6

样品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5

1.32

1.28

1.29

1.25

1.33

1.23

1.38

1.48

1.4

1.33

1.47

1.44

1.39

1.43

1.48

1.58

1.62

1.6

1.68

1.93

2.01

1.8

1.84

108.4

106.2

100

101.7

197.3

191.2

203.2

200.9

264.5

264.4

267.5

264.2

279.9

292.9

315.7

290.9

355.5

371

404.5

368.3

393.2

403.9

435.1

386.9

标准

偏差

-

-0.34

-0.64

-0.81

-

-0.65

-1.84

-2.76

-

-0.75

-1.04

-1.38

-

-0.84

-1.88

-2.32

-

-0.94

-1.58

-1.97

-

-0.73

-1.33

-1.4

-

1.15

-22.05

-0.55

-

1.35

-53.95

2.8

-

11.2

-51.45

-22.9

-

35

-42.2

-3.4

-

14.2

-130.1

-44.3

-

79.75

-25.2

20.35

相对

9月差值

-

0.826

1.597

2.01

-

1.585

4.683

6.633

-

1.652

2.338

2.944

-

1.87

4.144

5.031

-

1.868

3.138

3.814

-

1.178

2.253

2.345

-

0.034

0.446

0.011

-

0.022

0.852

0.063

-

0.134

0.612

0.274

-

0.386

0.397

0.033

-

0.124

1.08

0.387

-

0.633

0.192

0.165

相对

9月t值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显著差异

显著差异

-

无差异

显著差异

显著差异

-

无差异

显著差异

显著差异

-

无差异

显著差异

显著差异

-

无差异

显著差异

显著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结论

28.2

27.9

27.6

27.4

39

38.4

37.2

36.2

49.3

48.5

48.3

47.9

58.5

57.7

56.6

56.2

69.2

68.3

67.6

67.2

78.5

77.8

77.2

77.1

2909.5

2910.7

2887.5

2909

5790.1

5791.5

5736.2

5792.9

7914.1

7925.3

7862.7

7891.2

10208.8

10243.8

10166.6

10205.4

11731.8

11746

11601.7

11687.5

14616.5

14696.3

14591.3

14636.9

平均值

组）、高透滤棒成形纸（6组）标样，每组有22条纸样。

透气度测试依据GB/T 23227-2008进行，每组标样测

试20个数据，并在对应每个数据标识测量区域，以供检

查站定点测试。

2.2 标样数据稳定性评定

本检测中心每月对标样重新进行透气度赋值，再

提供给各检查站使用。现以2017年9月～12月卷烟纸、高

透滤棒成形纸标样为例，通过T检验进行透气度赋值稳

定性评定，数据如表2。

2.3 卷烟纸标样显著差异性分析

卷烟纸标样显著差异原因：赋值仪器在9月～12月

之间稳定性发生变化或标样多次测量衰减造成赋值存

在差异。核实卷烟纸透气度赋值仪器（A20透气度仪）

稳定性，在9月～12月每次对卷烟纸标样赋值前对1#～

5#监控样进行测试，数据如表3。

由表3可知：1#～5#监控样透气度测试结果相对9月

最大偏差分别为0.3%、0.6%、-0.2%、0.3%、0.1%，即

仪器在9月～12月无显著波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为卷

烟纸赋值标样经过检查站不同仪器多次测量造成标样

自然孔隙发生变化，以致11月、12月相对9月卷烟纸透气

度标样（A2～A6）t值均大于t临界值（显著水平0.05，

自由度38），结果为显著差异。

2.4 标样赋值周期

卷烟纸透气度标样（A1～A6）10月透气度赋值（均

值）分别与9月透气度赋值（均值）无显著差异，建议卷

烟纸标样赋值周期为一个月；高透滤棒成形纸透气度

标样（B1～B6）10月至12月透气度赋值（均值）分别与9

月透气度赋值（均值）均无显著差异，建议高透滤棒成

形纸标样赋值周期为三个月。

3  结语

表1  与标样透气度均值比对结果

A

B

C

A

B

C

组别
标样透气度

均值/CU

29.507 

48.561

69.250

2838.1 

7945.7 

12035.1  

-0.33 

-0.51 

-0.46

8

48

-27

与标样绝对

误差/CU

-1.1 

-1.0

-0.7

0.3

0.6 

-0.2 

与标样相对

误差/%

29.18 

48.05 

68.79

2846.1 

7993.2 

12008.1

测试透气度

均值/CU

卷烟纸

标样

高透滤

棒成形

纸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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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卷烟纸透气度赋值仪器（A20透气度仪）测试数据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月份
1#监控样

CU

28.87 

28.95 

28.84 

28.78 

2#监控样

/CU

38.43 

38.66 

38.45 

38.47 

3#监控样

/CU

48.40 

48.46 

48.31 

48.32 

4#监控样

/CU

58.59 

58.77 

58.65 

58.64 

5#监控样

/CU

68.40 

68.41 

68.44 

68.43 

-

0.3 

-0.1 

-0.3 

相对9月偏差

/%

-

0.6 

0.1 

0.1 

相对9月偏差

/%

-

0.1 

-0.2 

-0.2 

相对9月偏差

/%

-

0.3 

0.1 

0.1 

相对9月偏差

/%

-

0.0 

0.1 

0.0 

相对9月偏差

/%

本检测中心与行业标样测试比对，核实仪器测量透

气度结果的准确度，通过每月监控标样以保证卷烟纸、

高透滤棒成形纸透气度赋值标样的准确性、可靠性，再

通过T检验，科学有效地确定标样赋值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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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风机“高速离心透平真空泵”科技成果通过鉴定

本刊讯（鞍山钢峰风机 消息) 8月

19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经中

国造纸协会推荐的鞍山钢峰风机有限

责任公司研发的“高速离心透平真空

泵”科技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鉴定

委员会由国内知名专家中国轻工企业

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教授、中

国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振雷教授

级高工、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高

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技术总监李耀教授级高工、中国

造纸协会顾问曹朴芳高工、中国制浆

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春昱教

授级高工、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所

长程言君研究员、中国轻工机械协会常

务副理事长李建国高工等组成。

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

理事长胡楠、鞍山钢峰风机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李成林先后致辞，鞍山钢

峰风机设计部部长闫龙寅就研究工

作报告、研究技术报告、技术性能检

测报告、查新报告、用户使用情况、经

济与社会效益等做了进一步的项目汇

报。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研究开

发了闭式三元叶轮、三元空间扭曲回

流器、平衡盘加可倾瓦轴承，并采用

高效汽水分离器、撬装整体底座、热

回收系统等多项先进技术，设计制造

的高速离心透平真空泵产品具有效

率高、高效区宽广、噪音低、振动小、

运行稳定等优点；辽宁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按照GB/T 25630-2010《透平

压缩机　性能试验规程》的规定，对

系列高速离心透平真空泵产品进行了

检测，该产品达到企业标准Q/AF-J 

010-2018《高速离心透平真空泵》的

要求；高速离心透平真空泵产品在山

东齐河、辽宁锦州等企业成功应用于

叠网和长网纸机生产线，运行平稳，

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要

求，产品在现场经过专业机构测试，

效率超过85%，与改造前水环真空泵

相比，节电近40%；项目产品的推广

应用可以明显降低纸机系统能耗、水

耗，并减少对同类进口设备的依赖，

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

会效益。”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成果具有明

显的创新性，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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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强度高性能磨条的精磨机板

申请公布号：CN 101250829 B

发明人：彼得·安滕施泰纳  巴里·霍奇

申请人：安德里兹有限公司

利用机械精磨机（如盘状、圆锥形、双盘、双

圆锥、圆柱形和双圆柱精磨机）对木屑、锯末和其

他木或植物纤维材料等的木素纤维材料进行研

磨，磨盘的相对表面包括具有磨条和凹槽的环形

部分。凹槽具有通道，材料经过通道在磨盘表面之

间的径向平面中移动；材料也从凹槽及磨条上方

移出径向平面。当材料在磨条上方移动时，材料进

入相对磨盘交叉磨条之间的研磨间隙中。磨条的

交叉向研磨间隙中的材料施加力，用于将该材料中

的纤维分离并且在纤维的壁中产生塑性变形。在研

磨间隙中反复施加力将该材料研磨成分离且磨细

的纤维浆。

当磨条的前边缘交叉时，材料被“钉扎”在磨

条之间。“钉扎”指当前表面和边缘重叠时，由相

对交叉磨条的前表面和边缘向纤维材料施加力。

当相对盘交叉磨条交叉时，交叉磨条的前表面之

间瞬时重叠。该重叠形成瞬时交叉角，其对材料钉

扎和/或磨条前边缘的覆盖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图1以截面显示了传统的高性能低浓度精磨机

板的几个磨条和凹槽。这些磨条通常具有磨条高度

对磨条宽度的高比率的特征，并且具有零或接近

零度的拔模角度(draft angle)。拔模角度为磨条

前或后表面（侧壁）和平行于精磨机板轴线的直

线之间的角度。精磨机板可由一种合金形成，例如

来自17-4PH不锈钢合金组。由17-4PH合金形成

的精磨机板具有更大的磨条高度对磨条宽度的比

率，这些大的比率导致窄的磨条和磨条根部处急

转的拐角。由17-4PH合金形成的精磨机板倾向于

具有高强度，并且磨条不易破坏。

传统高性能精磨机板的零度拔模角度、窄磨

条和深凹槽可导致磨条根部处过多且不能承受的

应力。可导致磨条破坏，例如磨条在根部处剪断，

尤其是如果精磨机板由17-4PH合金组之外的材

料形成。

由于高且窄的磨条上的过多应力，具有传统高

性能磨条和凹槽样式的精磨机板可能实际上不是

由高抗磨损的不锈钢材料形成。具有良好磨损性

能的不锈钢已经用来形成较小需求的精磨机板设

计。虽然已经尝试开发结合17-4PH合金硬度和其

他不锈钢合金抗磨性的合金，但是还不成功。尽管

努力来发现或开发合适的合金，但是当由具有不充

分能量吸收势的材料（17-4PH之外）形成时，高

性能精磨机板样式仍然断裂。

图2是另一种传统高性能低浓度精磨机板的截

面图。该截面显示了精磨机板的磨条和凹槽。拔模

角度为5°，其被认为是大的拔模角度。大拔模角

度的磨条由更多量的材料形成，并位于磨条的宽

底部中。

大拔模角度磨条中的更多量的磨条材料增加

了磨条的转动惯量。增加的磨条材料和更大的惯

量提高了磨条的抗断裂性能。宽的拔模角度也降

低了可适用的磨条高度对宽度的比率，并且因而导

致更低的磨条边缘长度势能。其结果通常为：更低

的能量效率、未达最佳标准的纤维质量开发和由

于在精磨机板使用寿命过程中由大拔模角度造成

的凹槽中开放面积的非线性减少而导致的液压能

力的降低。大拔模角度还减小了磨条前边缘的锐

度，这可能在精磨机板的使用寿命中对质量一致

性具有负面影响。

提供一种用于木素纤维材料机械精磨机的精

磨机板，精磨机板的研磨表面包括磨条和凹槽，其

中每一个磨条具有包括前边缘的上部分和在精磨

机板基底处包括根部的下部分；磨条的上部分具

有窄的宽度和小于5°的拔模角度，以及磨条的下

部分具有大于上窄宽度部分的宽度，和在磨条的

至少一个侧壁上至少5°的拔模角度。不仅提供仅

在高性能精磨机板中发现的研磨特性，而且通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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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抗磨性具有长的使用寿命。  

已经研发出一种新颖的设计技术，用于实现

提高强度（例如通常在高性能精磨机板中发现的）

且由高抗磨材料形成的具有磨条的精磨机板。虽

然高抗磨材料通常用于精磨机板中，但是由17-

4PH合金形成的传统高性能精磨机板中往往不具

有这些特征。该设计技术适用于由17-4PH合金

之外的合金形成的精磨机板。通过使用该设计技

术，精磨机板可能设计具有高抗磨性，并且与传统

精磨机板相比，更不易于磨条断裂。

该设计技术将精磨机板的磨条设置为具有上

部分和下部分。磨条的上部分提供研磨作用。磨

条的下部分形成具有通道的凹槽，纤维质材料通

过通道在精磨机板之间传送。磨条上部分的设计

目的是提供高性能的研磨，磨条下部分的设计目

的是给磨条提供强度。磨条的上部分应优选模仿

高性能精磨机板的磨条设计，以获得这样的精磨

机板的性能，例如窄的并且具有零度或小拔模角

度的磨条。为了实现上部分的设计目的，磨条的顶

部处区域和上部可能具有窄的磨条宽度、浅或零

拔模角度和急转的上边缘，例如拐角。为了实现磨

条下部区域的设计目的，磨条的宽度可以增加，例

如通过宽的拔模角度和磨条根部处拐角中大的半

径，来避免磨条根部处急转的拐角。磨条的下部优

选设计来提供抵抗磨条断裂的充分抵抗力，例如

通过在精磨机板基底处具有更大的厚度和宽大弯

曲的根部。

图3显示了精磨机板的四个磨条和三个凹槽截

面中的入口和出口，精磨机板使用这样的技术设

计：其中磨条上部分的目的与磨条下部分的目的截

然不同。通到磨条和凹槽的入口位于精磨机板上

磨条和凹槽节段的径向向内部分。磨条和凹槽的出

口位于磨条和凹槽节段的径向外部。每一个精磨

机板可能具有布置在精磨机板表面上同心圆环部

分中的一个或多个磨条和凹槽节段。磨条可能具

有相同的截面形状，并且一个磨条可以是另一个磨

条的镜像。

每一个磨条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它们

是：上研磨部分和下强度部分。磨条的上部分位于

磨条上端处的直线ks之间。磨条的下部分位于直

线ks下面。一侧（邻近凹槽）上的磨条深度比相对

侧上邻近凹槽的磨条深度更深。上磨条部分通常

图3  精磨机板设计的四个磨条和三个凹槽截面中

的入口和出口

1,8,12,13—磨条  2,9,14,15—凹槽  3,7—传统精磨机板  4—磨条前
或后表面(侧壁)  5—精磨机板轴线  6,22—磨条根部  10—拔模角
度  11,28—新型精磨机板  18—上研磨部分  19—下强度部分  23—
上边缘  29,30,31—同心环形研磨部分

图2  磨条上具有大拔模角度的传统精磨机板的磨条

和凹槽的截面

图1  传统高性能精磨机板的磨条和凹槽的截面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61
Sep., 2018  Vol.39,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对于所有的磨条都是相同的，并且截面可以是矩

形。例如，每一个磨条的上部分优选的是窄的，具

有例如一度或两度或更小的小拔模角度，和急转

的上边缘。每一个磨条的下部分相对宽，尤其在根

部处（邻近深凹槽），具有例如0.030英寸或更大

的根部拐角半径，并且在邻近凹槽的至少一个侧

壁上具有例如5°或更大的大拔模角度。

磨条的下部形成凹槽，其为相间的宽、浅的凹

槽和窄、深的凹槽。图3磨条具有在转变点（ks）下

方不对称的侧壁。每一个磨条包括具有大拔模角

度的侧壁，其与相邻磨条上的相似侧壁相对。而

且，每一个磨条具有小拔模角度的侧壁，其与具有

相似侧壁的相邻磨条相对。相邻的磨条可以彼此

互为镜像。

下面的公式显示了上述设计目的和技术怎样

应用来限制精磨机板磨条根部处的应力。下面的

方程可以在整个磨条高度上用来计算施加到磨条

的相对应力：

M＝F×zz  y＝w/2  I＝aw3/3

σ＝My/I＝3F×zz/(2aw2)

其中M为力矩，例如沿垂直于磨条垂直轴线且

平行于精磨机板的方向施加到磨条的扭矩。当施

加到磨条上边缘时，力(F)设置用于计算磨条上的

应力，其中磨条深度(zz)为零。力矩(M)为力（设置

为恒量）和磨条深度的函数，其中zz在磨条的顶部

为零，并且在磨条的根部处最大。参数(y)为磨条

的中部（沿磨条的深度），并且与磨条轴线对准。

参数(w)为磨条的宽度。参数I为整块磨条惯量（第

二惯性力矩）的面积矩。参数σ为由力(F)施加到

磨条的弯曲应力。

以应力对标准的和新的磨条设计进行了比

较，来证明设计目的的概念。比较了磨条形状的两

个选项：具有5°拔模角度的矩形磨条形状和具有

用于磨条上研磨部分的小拔模角度（zz＝0到zs）

和用于磨条下部分的大拔模角度[zz＝zs到z (root)]

的磨条形状。

磨条和凹槽设计的耐久性计算：

b＝1，wo＝b，z＝4b，zs＝1.4b

θ1＝5π/180，θ2＝1π/180，θ3＝15π/180

σ1＝6Fz/(wo＋2z tanθ1)
2

σ2＝6Fzs/(wo＋2zs tanθ2)
2...is for z＜zs

wnew＝wo＋z tanθ1＋zs tanθ2＋(z－zs)tanθ3

σ3＝6Fz/wnew
2

σ3/σ1→[6.2＋5.4tan(π/180)－2.6×31/2]-

2×[1＋8tan(π/36)]2

σ 2/σ1→? [1＋2.8 t a n (π/18 0 ) ] -2×[1＋

8tan(π/36)]2

σ2/σ1＝0.919

σ3/σ1＝0.901

参数wnew用于确定磨条的宽度(w)，其中参数

wo为磨条顶部处的磨条宽度。另外，σ1代表传统

磨条设计（见图2）中根部处的应力；σ2代表图3中

显示的磨条设计研磨部分中的应力；并且σ3代表

沿磨条深度具有恒定应力的磨条设计强度部分中

的应力。上面的计算得出三种刀片类型中的最大应

力比率。σ2/σ1和σ3/σ1的比率小于1，并且因而表

明最大应力等于或低于图3中所示的磨条设计，并

且比标准拔模角度磨条设计具有理想的磨条截面

形状。理想的磨条形状为从磨条顶部到底部或至

少从转变点(ks)到底部具有恒定应力的磨条。理想

的磨条具有用于磨条侧壁的弯曲形状，其增加磨

图4  精磨机板磨条中沿磨条设计深度的应力

26—理想磨条形状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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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宽度，以使磨条中的应力对于（zz＞zs）保持

恒定。理想的磨条形状可以由下面的公式限定。

zz＝1.4b，1.6b……4.0b

w(zz)＝(wo＋2z stanθ2)   1    if zz/zs＜1

                   (zz/zs)1/2  otherwise

上面的方程为确定理想磨条下部磨条宽度的

方式的示例，理想磨条中磨条中的应力沿深度(zz)

或至少从zs到磨条根部保持恒定。zs出现在zz＝

1.4b处，其中b为在磨条顶部处的磨条宽度。优选

上部分和下部分之间的磨条上的分界线（zs平均

值）位于距离磨条顶部的距离在1.4倍磨条宽度的

20％内，并且优选在5％内。由于制造差异，特别是

铸造差异，磨条样式中任何特定点处的实际zs可

以基本大于20％来变化。平均zs基于研磨部分中

用于所有磨条的平均zs，并且在磨条已经在铸造后

进行加工之后。

类似地，图3中显示的磨条在磨条顶部处具有

0.065单位的磨条宽度(b)，并且ks在磨条顶部下面

0.091单位处，从而KS为1.4倍的b。

对于距离磨条顶部的距离超过zs的所有磨条

设计的应力可如下进行计算：

σ1(zz)＝6Fzz/(wo＋2zz tanθ1)
2

σ3(zz )＝6Fzz /[wo＋zz tanθ2＋zs tanθ2＋

(zz－zs)tanθ3]
2

σ5(zz)＝6Fzz/[(wo＋2zs tanθ2)×(zz/zs)1/2]2

将所有未知常数因子设为一个，则在提出的磨

条设计整个深度上可获得相对应力，其显示在图4

的曲线中。

图4是提供上面讨论磨条设计比较的曲线，其

中σ1代表传统磨条设计磨条中沿其深度（从zz1.5

到4，其中zz为磨条深度对磨条宽度的比率）的应

力；σ3代表图3所示磨条设计的磨条中的应力，σ5

代表沿磨条深度具有恒定应力的理想磨条形状的

磨条中的应力。理想磨条形状的应力为虚线，并且

从ks到根部为恒定值。图3中所示的磨条应力相对

均匀。传统磨条中靠近ks的应力小，并且朝向根部

（zz＝4）以指数级增加。磨条倾向于在其根部破

坏。理想磨条和图3中所示的磨条在根部处的应力

基本小于传统磨条中的应力σ1。

图4的曲线显示出，以磨条下部分出于强度设

计并且上部分出于研磨性能设计，不超过标准磨

条设计的最大应力(σ1)，同时允许磨条从zz＝0到

zs为高性能研磨部分。所提出的磨条设计将高性

能磨条设计特征与高抗磨损设计的特征结合，由

此允许使用更脆的合金。

凹槽面积中的损失（下面方程中的Aloss）按

照下述确定：

损失面积：Aloss＝z 2tanθ2/2＋zs 2tanθ2/2

＋(z－zs)zs tanθ2＋(z－zs)zs tanθ3/2

gwnarrow＝b

Anew＝gwnarrowb

Anew/Aloss＝1.413

通过增加深、宽凹槽的深度和宽度，所有组合

凹槽的面积可调整来补偿磨条更宽的下部分和相

间的窄、浅凹槽。在图3所示的示例中，深、宽的凹

槽深度增加到0.325单位，并且凹槽宽度在入口处

减小到0.109单位，在出口处减小到0.139单位（由

于从入口到出口精磨机板的半径增加，凹槽从入口

到出口宽度增加）。相间的凹槽宽且浅，例如，在入

口处深度为0.219单位，在出口处深度为0.260单

位，在入口处宽度为0.120单位，在出口处宽度为

0.154单位。磨条在宽、浅凹槽的下部中变得相对

宽，以增加磨条强度。在宽、浅凹槽底部下面，磨

条由整个精磨机板支撑在至少一侧上。深凹槽可

以延伸得相对远，超过宽、浅凹槽的底部深度，以

给精磨机板提供液压能力。

图3中精磨机板的立体视图，具有体现本文公

开的设计目的和技术的磨条和凹槽样式。精磨机

板可以是环形金属片或与其他扇形片部分组合形

成完整环形片的扇形金属片部分。精磨机板可以

安装在传统的机械精磨机的盘上。

磨条和凹槽的样式以同心环形研磨部分布

置。在每一个环形部分中，凹槽在深凹槽和浅凹槽

之间交替。深凹槽可由磨条的侧壁形成，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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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条的前表面和相邻磨条的后表面，其中侧壁具

有小拔模角度，并且凹槽具有基本为矩形的截面。

浅凹槽可以具有由相邻磨条的宽的厚度形成的通

常弯曲的下部分。来自一个环形部分的浅凹槽可以

通常与来自径向相邻研磨部分的浅凹槽对准。类似

地，来自一个环形部分的深凹槽可以通常与径向相

邻研磨部分的深凹槽对准。而且，深凹槽可以比通

常在传统高性能精磨机板中发现的凹槽更宽和更

深。在加宽磨条下部分的厚度中，磨条之间的凹槽

中开放面积减小。开放面积中的该损失可潜在地

减小凹槽传送浆料的液压能力。但是，由于磨条加

宽导致的开放面积中的损失可至少部分通过具有

相间的浅和深凹槽来补偿。

研磨供给材料，例如木屑和其他木素纤维材

料，通过具有一对安装在盘上的相对精磨机板的

精磨机进行，至少一个盘旋转。这些精磨机板的相

对表面具有研磨区，研磨区具有凹槽和磨条。当供

给材料在相对表面之间移动时，纤维通过在研磨

部分中进行的研磨作用分离。材料在精磨机板之

间移动并且经过中心研磨部分，从磨盘的径向外周

排出。

水印饰面网循环安装方法及其拉紧
固定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1250830 B

发明人：王本复  车明阳  唐晓东  刘元亮  

李洪祥

申请人：山东凯丽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的水印辊及水印饰面网制造技术和安装

连接是：水印饰面网是利用细密的铜网加工而成，

并在铜网表面形成一定的图案与标准，然后将网

面两边焊接，形成一个套筒套到水印辊上，水印饰

面网两端拉紧后均匀焊接在水印辊的两端，焊接

完成后多余部分剪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印

纸作为防伪的重要技术手段，其需求面越来越广，

品种越来越多，因此水印饰面网的需求量也随之

增加。但是，由于水印纸的生产特点是批量少、品

种多，用户订货时间不一，因此受其生产量及生产

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水印饰面网加工后到生产结

束只能使用一次即报废处理。由于水印饰面网加

工技术难度大、要求严格、精度高、费用高、耗费铜

网多等因素，水印饰面网使用一次即报废处理大

大浪费了资源，造成使用成本过高。

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拆卸、安装方便，生产成

本低，可反复多次对水印饰面网循环安装的方法

及其拉紧固定装置。

水印饰面网循环安装的方法，首先是将使用

完后的水印饰面网从水印辊上退卸下来。清洗后，

将水印辊放在固定支架上，两端带支点，水印辊轴

承可轻松转动，然后用气焊加热水印饰面两端边

焊接点，焊接点熔开后，立即用专用垫片使水印饰

面网与水印辊体分离，旋转使网松弛增粗退下，放

在网架上存放，备再次使用。

如图1所示，在安装时，将退卸下来的水印饰

2

图2  膨胀盘的结构

1—水印辊  2—水印辊辊轴  3—膨胀盘  4—固定槽  5—丝孔  
6—螺栓  7—水印饰面网  8,9—水印饰面网端边  10—边网

图1  循环安装的装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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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网的一端边焊接固定一直径与原网相同、长度为

18～22cm的边网，进行加长处理，然后将水印饰

面网套装在水印辊上，将水印饰面网的一原端边

与水印辊焊接固定，再将加长的边网利用拉紧固

定装置拉紧，使水印饰面网紧贴在水印辊的辊面

上，并将与加长边网固定的水印饰面网端边与水

印辊焊接牢固后，剪下加长的边网，磨平焊接点，

即可循环使用。

如图1所示，水印饰面网循环安装拉紧固定装

置包括安装在水印辊辊轴一端的膨胀盘。该膨胀

盘的结构如图2所示，在膨胀盘的圆周面上开设

有固定槽，在膨胀盘的端面上开有6个丝孔，通过

丝孔安装抵靠在水印辊辊轴端面上的螺栓。水印

饰面网加长的边网固定在膨胀盘圆周面的固定槽

内，转动螺栓，实现膨胀盘拉紧水印饰面网。

在保证不改变水印饰面网质量标准的前提

下，将水印饰面网从固定的水印辊上退卸下来，存

放保管，保证不变型。通过对退卸下来的水印饰面

网进行加长处理，用专门的拉紧固定装置拉紧，焊

接固定后实现水印辊饰面的循环安装。对照现有

技术，该发明克服了原水印饰面网一次使用即报废

的不足，至少可重复利用三至五次，平均节约成本

15万元，同时节约了大量铜网。该发明产品结构合

理，装卸、使用方便，生产成本低，可循环安装与使

用。

具有改进柔性的螺旋连接织物

申请公布号：CN 101253294 B

发明人：艾伦·L·比林斯  柯蒂斯·L·加德纳

申请人：阿尔巴尼国际公司

螺旋连接织物是由螺旋线圈的连接销、轴等

相互连接形成的，因此，理论上接缝可以位于织物

体中可移除连接销的任何位置。因接缝表现出与

织物体其余部分相似的运行特征，可使纸品的周

期性印痕最小化。

但是，螺旋连接织物的生产是劳动密集且昂

贵的。这是因为螺旋连接织物由许多必须卷绕和

组装的小螺旋元件构成。卷绕、相互交叉和相互

连接螺旋线圈的多个生产步骤使该工艺的成本高

昂。因为每个线圈的宽度较窄，所以需要大量连接

来形成完整的织物。每个螺旋线圈通过将销、轴等

插入由相互交叉的线圈所形成的小通道来与下一

个线圈连接。所形成的大量轴使织物在斜向上刚

硬。此外，线圈环的形状导致相互交叉时的间距很

近（几乎接触），使轴几乎被完全覆盖。

由于这种斜向刚硬和相邻连接线圈在每个销

3

图3  两个右旋螺旋线圈的组和两个左旋螺旋线圈的组之

间相互连接

1—右旋螺旋线圈  2—左旋螺旋线圈  3—轴  4—顶部的右旋线圈  
5—底部的右旋线圈  6—顶部的左旋线圈  7—底部的左旋线圈

图2  两个右旋螺旋线圈的“锁子甲”式缠结

图1  现有技术螺旋连接织物的右旋螺旋线圈和左旋螺旋

线圈之间常规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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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接触”，因此常规的螺旋连接织物是极其稳

定的。但是，如果干燥部中的支承辊或烘缸不相

互平行，这种刚性则可能是有害的。然后这种斜向

“弹性”的缺乏会导致螺旋连接织物的边缘上翘

或导布不良，最终使织物的边缘在接触导板、框架

等时损坏并最终导致过早更换。

图1是用于现有技术螺旋连接织物的右旋螺

旋线圈和左旋螺旋线圈之间的常规互连的示意。

轴插在右旋和左旋螺旋线圈的相互交叉环之间。

注意有效覆盖轴的相互交叉环的紧密间距。为清

楚起见，线圈的前景部分显示为实线，而环的背景

部分显示为虚线。

通过提供更柔性的（尤其是斜向）和改进了相

互交叉线圈之间（尤其是在轴上方）的间距的螺旋

连接织物来克服这些缺点。涉及一种用于造纸机

中的具有“锁子甲”式缠结线圈的螺旋连接织物。  

图2是两个右旋螺旋线圈的“锁子甲”式缠结

的示意。“锁子甲”指类似于铠甲中所见的缠结环

形式。重要的是，两个螺旋线圈的环可以几乎平行

对齐；与现有技术线圈形成的明显角度相反（见图

1）。注意，这种“锁子甲”式的缠结环不需用轴来

连接线圈，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插入一个轴。两

个右旋螺旋线圈的“锁子甲”式缠结的图片中，顶

部的右旋线圈与底部的右旋线圈缠结；由此以“锁

子甲”方式连接两个线圈。

图3是两个右旋螺旋线圈的组和两个左旋螺

旋线圈的组之间相互连接的示意。在两个右旋螺

旋线圈的组中，顶部的右旋线圈与底部的右旋线

圈缠结。同样，在两个左旋螺旋线圈的组中，顶部

的左旋线圈与底部的左旋线圈“锁子甲”式缠结。

通过使顶部组中的底部右旋线圈的环和底部组中

的顶部左旋线圈的环相互交叉并使轴贯穿其间形

成的通道来连接组。通过轴连接的两个右旋螺旋

线圈和两个左旋线圈的交替组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重复连接以形成螺旋连接织物的主体。通过使顶

部组中的底部右旋线圈和底部组中的顶部左旋线

圈的环相互交叉并使轴贯穿其间形成的通道来连

接组。由于对于这些类型的线圈而言，相互交叉的

环几乎是平行的，因此在环之间存在明显间距。由

于这些间距，轴的更多部分被暴露出来。轴上的间

距和“锁子甲”式连接导致织物具有更多的柔性。

重要的是，这种使用“锁子甲”式缠结螺旋线圈的

组的方法使轴数与典型的螺旋连接织物相比减

少至少1/2。通过减少轴数，所形成的织物甚至更

柔；尤其是在斜向上更柔。

与现有技术螺旋连接织物相比的优点包括所

需轴数减少、柔性增加（尤其是斜向的“弹性”改

善）和轴更容易插入。此外，所形成的织物可以

具有降低的单位面积重量，由此提供材料成本优

势。

可以在后处理（即热定型）期间以机械方式展

开或绷环、在环之间的轴上插入间隔物和/或改变

CD方向上轴的直径来在轴上隔开线圈环。例如，

可以改变线圈形状。

此外，“锁子甲”式缠结螺旋线圈的方法：将

两根并行单丝引至卷绕机并引至心轴的绕丝头，由

此生产缠结的“锁子甲”式线圈对。当前用于制造

螺旋线圈的方法涉及将单一的单丝缠绕和固定在

水平或竖直的心轴上。

螺旋线圈可由聚合物（例如聚酯）、金属或其

他适合于该目的材料形成。螺旋线圈的形状可为

圆形、矩形、椭圆形、扁平状等。此外，螺旋线圈可

由单丝或复丝材料形成，其可以采用多种截面形

状。还可以使用较宽的螺旋线圈。如使用任何螺

旋连接织物一样，一些应用可能需要改变某些织

物特性，例如控制透气性。这可以通过改变螺旋连

接的尺寸；通过涂布和/或浸渍聚合物树脂；和/或

使用任意数量的填充纱线类型来实现。

花纹涂布机

申请公布号：CN 101245570 B

发明人：海基·瓦塔宁  蒂莫·努尔米艾宁  

T·皮特坎尼米  伊尔波·洪卡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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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美卓造纸机械公司

与刮板/辊涂布方法相比，虽然使用花纹涂布

方法不能获得同样的光滑度，但是花纹涂布方法

所获得的图形吻合度却优于使用刮板涂布方法所

获得的图形吻合度。花纹涂布机可使作用于幅面

上的力大为减小，由此由于幅面破裂造成的中断

相对减少，并且改善了灵活性。

花纹涂布机可以分成两类：狭槽供料（缝隙输

送式）、平面供料（滑动输送式）。对于通过平面

供料的花纹涂布机而言，涂料借助涂覆梁输送到

一斜面上，并从该斜面沿着构成供料边缘的平整

边棱的方向流动，其中，从供料边缘滴下的涂料形

成涂料幕帘。对于通过缝隙供料的涂覆梁而言，涂

料通过分配腔泵送进狭长的竖直缝隙中，并在缝

隙的边缘处形成涂料幕帘，进而滴向幅面。涂料可

以涂敷一层或多层。产生的涂料幕帘可借助边缘引

导件进行控制。

图1中描绘了按照现有技术通过平面供料的花

纹涂布机的涂覆梁，其中，涂覆梁是沿着纵向W及

沿着待涂布幅面的横向延伸设置的。涂覆梁包括

设置在由支撑结构构成的支撑件上的喷嘴，喷缝

近似沿涂覆梁的高度方向L延伸。喷嘴由供料边缘

构成。待输送涂料的供料管设置在涂覆梁的一端，

供料管一直通向供料腔。待输送的涂料顺着供料

腔被送达到涂覆梁的另一端，在该端可选择性地

设置旁路段。涂料在供料腔中前行时，待输送的涂

料可被送达到供料腔长度上各位置处的均衡腔，

然后从均衡腔沿喷缝的纵向送达到总路段上的喷

缝中。也可以从供料腔长度上的中间位置、两端位

置或多个位置进行供料。

目前应用的使涂料沿着直管送进供料腔中的

方案，会引起在供料口位置处的涂料横向轮廓发

生变化，可能会对某些涂料产生强烈的干扰作用。

在目前所使用涂料的花纹涂布机中还存在着另一

问题，即涂料供料腔中的静压由于压差的原因沿

幅面的横向会发生变化，这是由涂料在供料腔中

沿幅面的横向流动产生的。这种压力波动必须通

过调节供料腔与喷嘴出口之间的流动阻力来进行

均衡，从而能从喷嘴中产生足够均匀的供料轮廓。

这种流动阻力在幅面横向的不同位置以不同的方

式变化或形成。一般的方案中并没有用于控制供

料轮廓的措施。在使用涂覆梁的方案中，可以确定

供料通道的形状，由此可以对涂料的总的轮廓起

作用。当涂料的特性和/或供料量发生变化时，会

对横向轮廓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不是使其自身发生

变化。同时加工误差也会对轮廓产生不可矫正的

影响。

例如，在涂料从供料腔的一端沿纵向输送到

另一端的过程中，改变供料腔与出口之间的喷缝长

度也是一种调节流动阻力的方案。可是，不同长度

喷缝的构成是一次性的，其一经形成就不会再变

化。在测量阶段，必须精确了解应使用喷嘴的运行

工况。该测量必须在第一次就准确地进行，并且在

处于与由这种测量所确定的工况不同的工况时是

不能够使用喷嘴的。

流动阻力调节的第二种方案是设置多个供料

孔，其横截面是可以调节的，从而其流动阻力可以

改变。供料孔彼此以一定间隔沿横向进行设置，并

且每一个供料孔可以分别进行调节。

在图2中描绘了按照现有技术的此类结构。在

供料腔中沿喷嘴的纵向W设置彼此以一定间距隔

开的供料孔，涂料通过供料孔输送进均衡腔中。供

料腔和均衡腔近似沿着喷嘴的全长延伸。供料孔

在供料腔和均衡腔之间形成一角度，其中在处于

图1  花纹涂布机平面供料涂覆梁的示意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67
Sep., 2018  Vol.39,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图2中所示位置的角度时，供料孔沿水平方向通向

供料腔，并沿竖直方向通向均衡腔。在每个供料孔

处还设置有通向喷嘴外侧的孔，其和供料孔的竖

直部分连接在一起，其中，在该孔中设置有可沿纵

向调节的调节栓，调节栓伸进供料孔中的内端部

要进行倒棱。在调节栓的外端部处设置有调节螺

母。通过调节螺母的旋转，调节栓可沿纵向进行调

节，以改变供料孔的有效横截面。另外，调整板和

调节栓相连接地设置，通过调节栓的移动，可以改

变供料孔的有效横截面的基本状态，从而减小供

料量。

在喷嘴外侧孔中，调节栓是借助密封件来密

封的。为了通过改变供料孔的有效横截面来获得

任意的横向轮廓，供料孔之间沿喷嘴的纵向间距

应设置为150～300mm。调节栓的作用是自动的，

这样在运行时就可沿待涂布物体的纵向来成型。

带有相应密封剂的装配螺栓穿过位于彼此连续布

置的孔之间的水室而伸出。

在调节供料孔时，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即，供

料孔通常必须非常小，其调节也很困难，并且出口

可能在调节中会出现不利的形状。这些问题会导

致供料易于堵塞并且剪切速度大

幅波动，其可以通过观察截面中

的不同条纹来获得结论，并且例

如涂料特性中还可能出现其他问

题。

提供一种方案，使得可以根

据物料的特性通过按比例设计

的小孔[例如供料口可以为几个毫

米至约25mm，并且供料孔的直

径通常可为几个毫米（1～5mm）] 

控制物料输送到供料腔和/或从

供料腔输送进喷缝中。使得可以

消除由于涂料输送进供料腔而产

生的轮廓变化，可以有效排除小

供料孔的调节问题。

图3a中示出了在涂覆梁上分

离设置的可更换供料块件的位

置。涂覆梁具有连续布置的喷

嘴，在喷嘴之间形成喷缝，在喷

缝上设置有出口。供料块件在对

图2  现有技术设计的花纹涂布机涂覆梁的示意

图3  新型供料块件结构及设置在涂覆梁上的示意原理

1—涂覆梁  2—供料腔  3—均衡腔  4—水室  5—供料孔  6—调节栓  7—喷嘴外侧孔  8—支撑
件  9—调整板  10—调节螺母  11—密封件  12—调节栓的内端部  13—装配螺栓紧固件  14—调
节栓的外端部  15,16,19,21,36,37,38,39,41—喷嘴  17—喷缝  18—喷缝出口  20—供料边缘  22—
供料管  23,26,29,32—供料块件  25,31—挡板  24,27,30,33,40—供料口  28,34—固定孔  35—供
料通道  42—螺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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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料通道而言的供料腔侧的端部，可以根据涂料

的特性优选在不须拆卸涂覆梁的情况下可更换地

进行设置。可更换性可以通过在供料块件上的固定

孔来实现，用于涂覆梁的安装螺栓可以穿过固定

孔。通过移除安装螺栓并于涂覆梁的端部取出供

料块件然后插进新的供料块件，来进行供料块件

的更换，更换后再将安装螺栓拧紧。此时，其他安

装螺栓同时拧紧，并使得涂覆梁处于装配状态。

或者，可以在位于供料腔中的喷嘴上设置一个

从喷嘴底面延伸到供料腔中的孔，供料喷嘴可以

设置在该孔中，其中，在供料喷嘴处可以设置一个

和供料通道相对应的孔，其作为延伸的供料口通

向供料腔。对于此种方案，可以借助螺栓从底部进

行紧固，例如使用紧固法兰进行紧固。供料喷嘴可

以沿供料腔的横向设置在任意位置（如设置在供

料腔横向方向的中部）。

图3b和图3c中示出了供料块件的两种不同结

构实例，从其中可以看到位于供料块件中进流孔

的供料口的形状，该进流孔的供料口以加宽的方

式延伸到供料腔，其可以在供料腔中对涂料分布

起均衡作用。另外，供料口被用于限定涂料流出的

挡板覆盖，涂料由于挡板的作用不能直接流进供

料间隙，而是必须绕开挡板，从而进一步均衡涂料

在供料腔中的分布。该方案特别适用于按比例设

计的、宽度达到4m左右的狭长涂覆梁。

在图3d中示出了供料喷嘴的另一种变型，其

中，在通向供料腔的供料口中设置有螺旋形的喷

嘴，该喷嘴具有多个螺旋孔，通过螺旋孔可以使涂

料转换成盘旋流体，由此可以更好地在供料腔中

进行分布。喷嘴可以这样形成，即其未形成有带锐

边的平面，并且在该喷嘴上也不存在可能形成气阻

的位置。

如在图3a所示，供料喷嘴可从供料腔的底部

向上伸出，或伸进供料腔的底面，或甚至可以稍低

于底面进行设置。

对于较宽的涂覆梁而言，优选地在供料腔与

喷缝之间设置供料孔。也可以在分离设置的可更

换部件中构成供料孔，其中，在涂覆梁上可以设置

孔，在该孔中设置可更换部件。位于可更换部件中

的孔可作为流动口而构成为任意的形状和大小，使

得涂料的输送可以借助孔根据要求来成型。这种

成型比图2中的现有方案更好控制，在图2中使用

的是调节栓，其在孔中沿纵向的调节可以确定流

动口的大小。在使用可更换部件时，因为流动口的

形状和大小可以进行任意选择，供料堵塞、剪切速

度的高波动等问题不再存在。在覆盖较大纵平面

的可更换部件中可设置两个或多个供料孔，这样

可更迅速地更换以此方式设置的供料孔。此时，

轮廓的校正是以分区域的方式来进行的。

在使用供料孔时，通常不需要用于将涂料送

进供料腔的喷嘴，因为供料孔可以基本上均衡由

供料口产生的轮廓变化。

从压榨部向干燥部转送料幅的方法
和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1240513 B

发明人：多米尼克·梅  罗兰·迈耶  彼得·卡

尔  奥利弗·克洛茨

申请人：沃依特专利有限责任公司

5

图1  造纸机干燥部的部分截面

1—压榨辊  2—干燥部  3,4,5—干燥筒  6,7—稳定器辊  8,9—稳
定装置  10—纸幅面  11—卸料刮刀  12—卸料刮刀尖端  13—干燥
筒4的中间点  10—稳定器辊7的表面  11—卸料刮刀  12—卸料刮刀
尖端  13—干燥筒3的中间点  14—稳定器辊6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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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幅从压榨部到干燥部的被转送步骤：料幅

在全部幅面宽度下被引导至第一个干燥筒，然后，

将整个幅面切割成一条带和一剩余幅面，该条带

被引导经过整个干燥部。剩余幅面则在第一个干

燥筒之后被移除。如果条带稳定在干燥部的最后

一个干燥筒上，就在第一个干燥筒上展宽幅面。

这种转送方案的弊端在于：为防止转送整个

纸幅面，必须通过紧接在第一干燥筒之后的用于

转送的第一稳定器辊将第一稳定器断开。尤其是在

当安装了高功率稳定器时，有必要因此将幅面拉

力提高一定量值，因为第一稳定器会降低幅面拉

力一定量值。

为了能够将纸幅面引导通过造纸机械，必须

拉伸纸幅面，也就是拉紧，以便产生足够的张力。

然而，最大的拉伸，也就是最大的拉力或最大的

速度差受到纸幅面的断裂极限的限制。通过安装

高功率稳定器，可以在运行中明显地降低这种拉

力。

如图1所示，造纸机干燥部具有多个干燥筒和

设置在前后相继的干燥筒之间的稳定辊。在此，各

稳定辊分别装备有稳定装置。在第一个干燥筒前

设置有用于将纸幅面分割为条带和剩余幅面的装

置。在第二个干燥筒后设置有用于移除在完整宽

度下输送通过干燥筒和稳定器辊的纸幅面剩余幅

面的装置。该装置包括一个在第二个干燥筒旁的

卸料刮刀及其他的转送辅助装置，如吹管和喷射

区域。卸料刮刀设置点，即卸料刮刀的尖端在一条

直线I上，该直线一方面通过干燥筒的中间点，另一

方面，该直线与第二个稳定器辊的表面具有一个

间距a 2，该间距优选大于20mm。所属的第二个稳

定装置可以被断开或至少可以降低其功率。这例

如可通过阀门或闸板实现。

第一个干燥筒和第二个干燥筒之间，同样设

置有用于移除纸幅面的剩余幅面的装置。该装置

同样包括一个卸料刮刀，其尖端在另一条直线II

上，该直线通过第一个干燥筒的中间点，并且与第

一个稳定器辊的表面具有一个间距a1，该间距优选

大于20mm。第一个稳定器辊所属的稳定装置也

设计为可断开或者至少可降低功率，为此可以再

次通过阀门或闸板实现。此外，也设置转送辅助装

置，如吹管和喷射区域。

在两个卸料刮刀的两个移除范围下方设置有

碎浆机或其他的废料处理装置，或一用于向它们

输送的传输装置。其他方面均与传统造纸机相

符。

通过所示造纸机，可以将纸幅面从压榨部转

送至干燥部，其中，分割为上传条带和剩余幅面的

纸幅面以整个宽度被引导至第二个干燥筒，并且

仅在第二个干燥筒后才移除剩余幅面。上传条带

在第二个稳定装置去激活的情况下通过整个干燥

部输送。如果条带在最后一个干燥筒上稳定，就展

宽纸幅面。在转送过程中第一稳定装置保持完全

激活，由此可以明显降低幅面拉力。

如果纸幅面至第二个干燥筒的转送不成功，

就拆除第一个干燥筒处的纸幅面，也就是说，移

除剩余幅面。然后在第一稳定装置去激活的情况

下，将转送条带转送到第二个干燥筒。之后，展

宽在第一个干燥缸筒上的纸幅面，并且在第二个

稳定装置去激活、但第一个稳定装置处于完全激

活的情况下，在第二个干燥缸筒处将剩余幅面移

除。

如果在第二个干燥筒后出现幅面撕裂，那么

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纸张幅面的转送。就是说，

分割为条带和剩余幅面的纸幅面的剩余幅面在第

二个干燥筒上被移除。剩余幅面被引导至碎浆机

或其他的废料处理装置内，并且条带在第二个稳

定装置去激活的情况下从第二个干燥筒处被输送

通过干燥部的剩下部分，直至该条带稳定在最后

一个干燥筒上。然后再次展宽第二个干燥筒上的

纸幅面。在此，也获得了降低了的幅面拉力。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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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Drewsen Spezialpapie re推出
Probarrier矿物油隔离纸

本刊讯（Drewsen Spezialpapiere 消息) 众所周

知，矿物油渗透进食品中对人体是有害的。

饱和矿物油（MOSH）能在人体内积累，芳香

烃矿物油（MOAH）甚至可以致癌。

由于废纸回收生产包装纸板时，废纸中含有

的油墨等矿物油物质可能会渗入食品包装，从而在

食品中累积，对人体造成伤害。

对此，德国Drewsen Spezialpapiere推出了

一种新型食品包装，含有矿物油隔离膜，这种防油

纸可以阻挡矿物油转移渗透进食品中，触感较好、

使用方便，性价比也较高。这种纸可用于生产纸袋

或者用作食品卡纸的内衬（图1）。

Drewsen Spezialpapiere总部位于德国拉亨

多夫（Lachendorf），主要生产特种纸和防伪纸，

年产能17万吨，旗下主要品牌有PROSECURA防

伪纸、PROFINO印刷包装纸和PROTECH工业用

纸系列，还为客户提供定制类产品。共有员工400

余人，年营业额1.5亿欧元。

英国DS Smith两项包装技术方案获
得2018年Scanstar包装奖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欧洲第二大瓦楞纸箱

生产商DS Smith包装技术方案获得了2018年北

欧Scanstar包装奖。

最佳包装奖共有八项技术奖项，其中D S 

Smith占得两项，其中一项是为芬兰Refresco公司

设计的，另一个是为瑞典企业设计的包装方案。

为Refresco公司设计的TetraPak饮料运输包

装，易于进行人工包装，全部使用再生纤维原料生

产。

包装设计参考了货运托盘，便于零售仓储，运

输过程中，包装可以与托盘系在一起，运输中不易

摇晃，减少了损坏。

为瑞典公司设计的包装方案主要用于电商行

业，适合根据不同电商的需要进行印刷，还可以作

为礼品包装。一片式的瓦楞纸板设计更易于灵活

包装和存储，还具有易于生产、价格经济、便于回

收利用等优点。

巴西Suzano推出Mimmo品牌厕纸

本刊讯（Suzano 消息) 巴西Suzano推出新的

Mimmo品牌厕纸，产量已超过单层卫生纸（图

1）。

Mimmo品牌卫生纸采用了优质原材料，柔软

性和吸水性更高，利用智能射孔技术，分割线设计

适宜，减少了浪费，传达了一种舒适、卫生、明亮和

柔软的生活理念。

M i m m o卫生纸 主要在巴西 Mu c u r i 和

Imperatr iz纸厂进行生产，从桉木种植到纸卷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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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整个流程都由工厂实施，以保障各个生产和加

工环节的产品质量，主要销往巴西东北部地区。

通过收购，Suzano已经成为了巴西第三大卫

生纸生产商，年产能17万吨，收购Facepa之后，

目前共拥有Mucuri、Imperatr iz、Fortaleza和 

Belém纸厂。

Sun Chemical推出新型红外防伪油
墨用于钞票纸印刷

本刊讯（Sun Chemical 消息) 美国化学品及印

刷油墨生产商Sun Chemical近日推出了用于钞

票纸印刷的红外油墨系列产品，可利用传感器和检

验技术进行钞票防伪检测。

Sun Chemical新推出的这类红外防伪油墨

包括红外可见光与非可见光油墨，油墨中的颜料颜

色较浅，可以组合出较宽的色域，颜料浓度较低，

可以纳入任何胶印墨水，提高了印刷的灵活性，主

要用于钞票检验。

这类产品可以在现有的光学传感器上进行检

测，也可用于未来的改进型传感器。

红外防伪油墨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国纸币，具

有防伪性强、技术难度大、使用简单的特点，几乎

不受任何印刷方式及条件的限制，适用于纸币、票

据、证券等的防伪印刷。

Sun Chemical总部位于美国新泽新洲，是世

界领先的印刷油墨、涂布、颜料等化学品生产商，

年销售额超75亿美元，共有员工20000余人，是荷

兰Sun Chemical Group Coöperatief旗下子

公司。

EffiSludge for LIFE造纸厂废水污泥
处理技术造福挪威纸厂

本刊讯（Norske Skog 消息) 处理工业废水往

往耗资较大，还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针对这一问

题，欧洲开始开展EffiSludge for LIFE制浆造纸

可持续发展项目，利用最新开发的造纸废水污泥

处理技术，生产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

针对项目要求，斯坦迪纳维娅生物燃料公司

（Scandinavian Biogas Fuels and Biokraft）

建设了一家污水处理及生物燃料厂。

该工厂每天可处理废水超过20000米3，约等

于8个游泳池的水量，该厂将主要处理制浆造纸厂

排出废水中的污泥和其他废物，处理的污水来自

挪威Norske Skog纸厂（图1），该厂可年产50万

吨新闻纸。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Norske Skog Skogn挪威的纸厂

9

10
图1  Mimmo品牌卫生纸

72
第39卷第18期 2018年9月



EffiSludge for LIFE项目根据可持续发展

理念，在Norske Skog纸厂原有废水处理设备的

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新建的生物燃料厂协同工作，

现在已经开始利用废水生产生物甲烷。

相比原来的处理方式减少了能源和化学品消

耗，扩大了生物燃料产能，还降低了碳足迹。

该技术利用在废水中加入微生物进行处理，

微生物消耗和吸收污染物，产生一种活性污泥，再

加上鱼废料等有机物质进行二次处理，最终通过

厌氧消化作用可产出生物甲烷，液化后的生物燃料

可用于重型运输。

此外，在利用造纸污泥生产生物燃料过程中，

还会产生固体肥料等副产品，可用于挪威当地农

场，此外，中水也可以继续循环利用。这一技术将

使Norske Skog纸厂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500吨，

废水处理电耗减半。

全球每年可生产制浆造纸类产品共1.8亿吨，

其中三分之一产于欧洲，如果该项目和技术能够在

欧洲造纸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大幅减少温室

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此外，除了造纸行业，该技术

也可用于其他废水排放行业，例如食品加工和化

学品行业等。

挪威废物加工企业Norsk Gjenvinning
使用最新分拣技术降低废纸含杂率

本刊讯（Norsk Gjenv i n n i ng 消息) 挪威最大

的废物回收加工企业Norsk Gjenvinning(NG)

安装了美国废物分拣及加工设备供应商Bu l k 

Handling Systems(BHS)提供的最新废纸分拣

回收系统，预计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正式使用。

该系统利用最新的分拣技术，处理能力可达

12万吨/年，其中Max-AI VIS视觉识别系统可以

有效监测分拣后的废纸质量。

此外，NG安装了6台NRT光感回收分拣器和4

台Max-AI AQC自动化质量控制分拣器，最大程

度地提高了分拣的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并

提高了分拣质量。

进行废物分拣时，废物首先由BHS测量箱、废

纸分离机和废碎物辊筛进入分拣设备，分别通过

BHS NewSorter分拣器、NRT SpydIR-R光感

分拣器、NRT ColorPlus光感分拣器、Max-AI 

AQC-2自动分拣器先后分拣出塑料等其他废物和

污染物，得到含杂率低的废纸，过程中还会使用

NRT SpydIR-R分拣单元回收废旧包装容器。

该系统具有高智能性，还可利用Max-A I 

VIS系统实时分析分拣情况，保证分拣后含杂率达

标，提高分拣效率和质量。

通过将分拣中使用的NRT和Max-AI分拣单

元记录的数据进行登记，可以统一分析分拣回收

情况，并能记录、分析以及与客户分享。

NG每年回收大量来自家庭或商业用途的未经

分拣的纸及纸板，经过NG公司分拣后的废纸含杂

率低，可以由造纸厂回收继续用于造纸。

NG每年约回收挪威四分之一的废弃物，此外

还回收瑞典、丹麦和英国的废弃物等，其中经NG

回收分拣后，85%的废物可以二次利用，主要销往

挪威当地，甚至欧洲和亚洲等。

NG是Summa Equity的子公司，是北欧领先

的回收企业之一，回收各种工业垃圾，并利用废物

生产可供二次使用的原材料。此外，公司还提供家

庭创新、工业服务和环境管理解决方案，在挪威、

丹麦、瑞典和英国共有40个工厂，员工1300余人，

年处理垃圾180万吨，营业额约40亿克朗（约合人

民币33亿元）。

BHS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是世界领先的

固体废物分拣、回收等行业的设备供应商，旗下子

公司有Nihot、NRT、Zero Waste Energy。BHS

研发了Max-AI技术，致力于提高分拣行业智能化

水平，通过人工智能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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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nah推出新型100%棉纤维纸类产
品

本刊讯（Neenah 消息) 美国文化及特种纸企业

Neenah最新推出了NEENAH品牌棉纤维纸，这

种纸以100%棉软纤维生产，是一种质量较高的纯

棉类纸种。

Ne e n a h公司成立于1873年，主要生产高

级印刷书写纸、特种包装和标签纸等，旗下品

牌有CLASSIC、ENVIRONMENT和ROYAL 

SUNDANCE纸品，有多家工厂，一直致力于再生

纤维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成立100多年来，Neenah一直在进行天然棉

软纤维纸的研究，此次推出的NEENAH棉纤维纸

具有触感好、纹理细腻和韧性较高等优势，主要用

于印刷、现代书信等通讯行业。

NEENAH棉纸较为绵柔自然，手感较好。原

材料为棉纺织行业的副产品——棉绒，利用棉绒

纤维生产棉纤维纸，提高了行业利用率，并可进行

回收再生产。

NEENAH棉纸色彩较为淡雅自然，以浅色系

为主，其中白色系最为畅销，白色共有四个色系，

供多种用途文化纸的印刷需要。此外，灰色、粉色

和浅绿色都以浅色为主。

该类纸种尺寸和定量较为全面，可适用于多种

场合，例如诞生宴邀请函、晚会邀请函、商务卡片、

商务书信和节日祝福卡片等。

NEENAH棉纤维纸主要参数如下：

材质：100%棉纤维

用途：高级信封纸、凸版印刷、雕刻、压印、数

字印刷和胶印等

色系：白色系、灰色系、浅绿和浅粉色系等共

18种颜色（完整色系见图1）

尺寸：18×1 2 i n，1 9×1 3 i n , 2 0×2 6 i n , 

2 2×3 0 i n,2 3×35 i n,2 5×3 8 i n,2 6×4 0 i n, 

26×20in,35×23in等

定量：书写纸24 lb和28 lb，书本封面纸90 

lb，内页纸80 lb，厚封面纸134 lb和179 lb，最大

可达220 lb

兼容性：棉纤维数字印刷纸可以与多种型

号数字打印机兼容，包括HP Ind i go、Xerox 

iGen、Kodak NexPress等。

安德里茨高品质卫生纸技术成绩显
著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位于奥地利格

拉茨的安德里茨卫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

（PrimeLineTIAC），自2018年3月正式启用以

来，发展非常顺利。

许多来自制浆造纸行业的国际知名客户和研

究工作实验室以及大学的访客，参观了全球最先

进的卫生纸研究中心——尤其关注测试和试验方

面，例如针对特定产品进行优化纤维处理，提高产

品质量，提高干燥效率和降低能耗，以便开发新产

品和新工艺。安德里茨还推出了多项研发项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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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显著的成果。

自从试验工厂启动以来，试验纸机一直在生产

常规等级的生活用纸状况下运行。安德里茨的新

产品如最新的靴压技术、PrimePress XT Evo已

经开发成功，以及现有产品如安德里茨立式新月

型成形部（VRT）已经得到优化。立式新月型成形

部（VRT）可以使生产的能源消耗更低和成纸品

质更好。

在2018年初，PrimeLineTIAC被重新配置为

以生产塑纹型卫生纸的模式运行。

现在，安德里茨已经在这一领域展示出令人瞩

目的成果，明显超越了市场上同类技术的发展。

此外，第一批客户进行了对改进热风穿透干燥

操作的成功试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安德里茨的

内部研发试验将集中在通过不同的配置生产塑纹

型与湿端塑形、高松厚度和高强度的卫生纸，以便

减少投资及生产成本。

安德里茨卫生纸机部门副总裁兼负责人

Klaus Blechinger说道：“PrimeLineTIAC使我

们能够在第三方知识产权或研发设备之外独立运

作，确保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地

使用安德里茨的技术。这些对我们的客户以及我

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优势。”

安德里茨国际技术集团的卫生纸技术创新与

应用中心（PrimeLineTIAC），通过覆盖市场所需

的所有生活用纸等级，为客户和其他行业相关者提

供极大的灵活性。此试验工厂的特点是为生产普

通干端起皱型、塑纹型、湿端塑形，高松厚度和高

强度的卫生纸提供各种不同的配置。它适用于生

活用纸生产商、供应商、研发公司、大学以及安德

里茨自己的研发项目。

为了优化 和监 控研发活动与试 验，以及

为OP P（工艺性能优化）开发首创性的解决

方案，安德里茨在P r i m e L i n eT I AC安装了

Metris PrimeControl E硬件及软件。它用于监

测和控制不同配置的试验纸机以及浆料制备系

统，其中包括警报管理、高级报告、传动系统、质

量控制系统以及远程支持。

特殊的状态监控设备的特点是识别出纸机即

将发生的故障或失常，以及可以在增强现实技术

的帮助下在生产线上实现直观可视化。关于能源

和资源效率的报告可用于监控和优化能耗。所有

的安德里茨纸机均可适用Metris PrimeControl 

E。

PrimeLineTIAC由奥地利研究促进机构FFG

赞助，作为研发基础设施推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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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曼推出Vybrant酶技术，用于纸
浆后漂白环节

本刊讯（巴克曼 消息) 利用酶进行纸浆漂白

并不稀奇，自20世纪90年代末纸厂逐渐意识到二

氧化氯漂白的诸多不足，开始使用ECF漂白技术

（无元素氯漂白），在漂白之前使用氧脱木素和酸

进行预处理。

后来，酶漂白逐渐开始普及，纸厂开始在漂白

环节使用木聚糖酶，进一步降低二氧化氯使用量。

不过，碱法制浆是目前最主要的制浆方法，浆

料经蒸煮后碱度很高，浆料PH值高达11左右，经

稀释、洗涤后浆料PH值仍然高于10。

因此，实现木聚糖酶纸浆漂白工业应用，必须

选育到能在碱性条件下保持高活力的酶，漂白碱稳

定性试验范围多数选取在PH8-10。

然而，后来人们又发现，虽然纸浆已经得到了

充分漂白，但是漂白力度不够大，白度仍旧达不到

要求。

针对这一问题，巴克曼最新推出了Vybrantö

纸浆漂白酶技术，主要用于后漂白环节，重点针对

漂白后的反黄、生色等问题，漂白效果更好，可以

有效降低成本，突破二氧化氯限制的瓶颈，帮助纸

厂最大程度提高纸浆白度以及高质量纸浆产量。

维美德Advantage DCT生活用纸生产
线助力阿根廷Papelera San Andrés 
de Giles公司生产高档生活用纸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维美德将向阿根

廷 Papelera San Andrés de Gi les公司提

供一条包括完整自动化系统在内的Advant age 

DCT100HS生活用纸生产线。

借助这条生产线，该公司将实现向阿根廷市场

提供更多高档生活用纸的目标。项目预计2018下

半年投产。这条生产线是阿根廷首条Advantage 

DCT生活用纸生产线。

供货技术细节：Advantage DCT100HS纸机

幅宽2.8m，设计车速2000m/min，高档面巾纸、

卫生纸及厨房纸巾产能35000t/a。

维 美 德 供 货 是 一 条 包 括 备 浆 系 统 和 

Advantage DCT100HS纸机在内的完整生活用

纸生产线。

纸机配有OptiFlo流浆箱与维美德钢制扬克

缸。其他先进的配置如ViscoNip压榨部、AirCap 

气罩、WetDus t纸尘控制系统及Sof tRe e l卷纸

机等，也包括在供货内。维美德还将提供包括 

Valmet DNA、工艺控制、生产线培训模拟器以及 

Valmet IQ质量控制在内的全套自动化包。供货也

包括工程设计、指导、培训、开机与调试等。

拓斯克模块化增强型卫生纸机服务
阿根廷Celupaper S.A.公司

本刊讯（拓斯克 消息) 拓斯克将给南美领先

的生活用纸生产商Grupo Vual集团下属的阿根

廷Celupaper S.A.公司提供一台新的模块化增

强型卫生纸机(PM5)。该纸机预计在2019年秋季

交货，将安装在其Papelera Nicaragua纸厂。

新纸机的产能为65t/d，配备拓斯克真空压榨

辊、拓斯克SYD-3200mm钢制扬克缸和拓斯克 

Mil ltech废热发电多能型气罩。供货范围还包括

流送系统、蒸汽和冷凝系统以及纸机和过程控制

系统。

PM5纸机是阿根廷Celupaper公司最近4年

内在拓斯克订购的第4台相同的纸机。此前拓斯

克曾在2015年对Celupaper公司的PM2纸机进行

了重大改造，在2016年提供了一台模块化卫生纸

机PM3，今年7月中旬一台模块化增强型卫生纸机

PM4开机。

拓 斯 克 南 美 地 区销 售 经 理 G a b r i e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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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ni表示：“Celupaper选择在其PM5项目

中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挑战，我们旨

在超出客户对于生产力和减少能源的期望。这项工

作的核心是拓斯克的干燥优化节能解决方案与热

电联产模式的Multigen气罩相结合。我们目前正

致力于工程设计，拓斯克的设计将集成到工厂的热

电联产系统和燃气轮机。2011年，我们的能源与环

境部门就与西班牙生产商L.C. Paper 1881 SA

公司一起获得了PPI（纸浆和纸张国际奖项）年度

效率提升奖，用于有效结合卫生纸机气罩系统和热

电联产设施。借鉴这一经验，我们希望实现大量的

能源回收并大幅度降低卫生纸机的运营成本。”

Celupaper S.A.首席执行官马里奥·斯佩兰

萨评论这一订单说：“我们投资于尖端技术，以加

快我们在南美洲高档生活用纸市场的增长。拓斯

克量身定制的设计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成功所需的

灵活性和竞争优势。我们知道拓斯克在热电联产

工厂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对PM5的性能和能

耗抱有很大的期望。”

PMP提出纸面功能性技术概念

本刊讯（PMP 消息) PMP提出了纸面功能性

技术概念（Paper Surface Functionality），旨

在支持纸厂提高纸张或纸板的使用性能，提高纸

张性价比。

它提出化学品、涂料和淀粉的使用剂量和顺

序都要根据纸张的功能性要求，采用特殊的喷涂

应用技术，优化了涂料在纸面处理中的循环和使用

的过程。

这一技术能够用于现有纸机或单独的涂布

机。例如，PMP近期与Patrick Sundholm Ltd合

作，首先在其芬兰工厂的涂布机上进行技术试验，

成功之后可以应用于多数的纸和纸板涂布工艺，

目前具体技术细节暂未透露。

PMP总部位于波兰，分别在波兰、美国、中国

和意大利四个国家拥有6家工厂，在6大洲34个国家

开展制浆造纸项目，为造纸行业提供技术服务有

超过160多年的历史。

西班牙Le c t a纸业推出新型Co r a l 
Book Natural 1.2纸种

本刊讯（Le c t a纸业 消息) 继6月份推出了

Metalvac G金属纸之后，西班牙Lecta纸业近日

又推出了新型自然白Coral Book Natural 1.2纸

种（图1），这种纸是Coral Book系列品种之一，是

一种未涂布化学浆纸，主要用于出版印刷行业。

Coral Book Natural 1.2纸种主打优良的

可印刷性，定量有70g/m2、80g/m2、90g/m2、

100g/m2、110g/m2和120g/m2等类型，使用天

然可再生原材料生产，纸浆进行了无元素氯漂白

（ECF漂白技术）。

加上这一纸种，Lecta纸业的Coral Book系

列将有Coral Book White纯白、Coral Book 

Ivory象牙白、Coral Book Ivory 1.5和Coral 

Book Ivory 1.65产品。

Lecta是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造纸企业，主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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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印刷纸、标签纸和热敏纸等，在10个国家设有营

销和分配中心，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建有7处

生产基地。

银鸽纸品再添员 玻璃间隔纸投产

本刊讯（梁喜英 报道) 近日，银鸽公司研发的

玻璃间隔纸在特种纸基地正式投产，现阶段产能

1.5万吨，产值1.85亿元。此次投产后，特种纸基地

预计年产能达到6万～8万吨。该项目全部达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5.6亿元。

玻璃间隔纸主要应用于手机屏幕、电脑屏幕、

光伏晶片、半导体相关芯片等产品的内部包装间

隔，广泛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空间较大。为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深耕于液晶电子玻璃

间隔纸的生产工艺，今年5月取得相关发明专利证

书。该工艺多项指标表明，生产工艺水平处于全国

前列。

自2017年以来，公司管理层一直视高端制造

为新的战略发展方向之一，从多个层面推动公司向

相关领域转型。当前，除特种纸系列的玻璃间隔

纸外，公司正在试生产生活纸系列的高端产品和

新型厨房用纸，力求将这些利润率高、市场需求大

的纸品打造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确保公司在

立足现有主业的同时，顺应国家科技发展趋势，开

拓相关业务。同时，一方面，把握市场快速发展契

机，进入公司能伸展拳脚的市场；另一方面，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开拓公司新产品生产模式。在巩固

发展造纸业务生活用纸、包装纸和特种纸多个支

柱的同时，尽一切办法开拓创新，使公司发展进入

新的周期。

英国Kite Packaging包装公司对电商
用包装纸类产品进行技术升级

本刊讯（K i t e  Pa c k a g i n g  消息) 继推出环

保型包裹纸袋之后，英国纸类包装企业K i t e 

Packaging又对旗下的Brown Postal Box纸盒

包装类产品（图1）进行了技术升级。

Kite Packaging的瓦楞纸盒主打低定量和

高强度性能，包装主要用于电商包装运输行业，对

保护性要求较高。

此次升级主要致力于提高纸板强度，并增加了

六种尺寸，提高了纸盒适用性，使电商包装更为灵

活。

Kite包装成立于2001年，在电商发展的大趋

势下，公司善于利用B2B电商平台进行产品推广，

目前在英国拥有六个生产加工基地，还能为有特

殊需求的客户提供包装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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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专业生产引纸绳、引纸带、吊装带、平衡吊梁、五金工具等产品。

●引纸绳:采用进口机械和杜邦丝材料精制生产，完全替代进口。

●吊装带：柔性吊带和扁平吊带等。

●柔性吊带：轻便、柔软、操作安全、简便。

●扁平吊带:耐化学品、腐烂、霉变、潮湿等影响，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我厂奉行“质量信誉至上，用户满意第一”的宗旨！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科技创业园许田路(225324)   

电话：0523-86110982  传真：86116788   

手机：13801432315  山东代理：15061001388 

网址：www.yongkui.com

吊装带引纸绳

单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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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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