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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处理造纸工业废水

的应用研究综述
⊙ 毕淑英  谢益民*

(湖北工业大学 制浆造纸研究院；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68)

A review on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technology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for paper mills
⊙ BI Shu-ying，XIE Yi-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 Hubei Provincial key Lab of Green Materials for Light Industry,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摘 要：造纸工业废水的处理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其处理

方式很多，各有优势和不足。超临界水氧化技术作为一种高

效环保、节能的高级氧化技术，在处理含有毒、难降解有机物

的废水及废物方面超越了传统技术，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应用

前景。本文主要介绍了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在造纸工业的研究

状况，以及在工程应用方面所面临的设备腐蚀问题、盐沉积

问题及解决手段。

关键词：超临界；水氧化；造纸废水；设备腐蚀；盐沉积

Abstract: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paper mills has long been a 
hotspot of discussion for researchers. There are many solutions of 
treatment, each with its own pros and cons. 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technology is an advanced method which is high-
efficient,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nd energy-sav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it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toxic and refractory organic wastewater and other solid wast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technology in paper industry, and som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equipment corrosion and salt deposition, as 
well as their solutions.
Key words: supercr it ical water oxidat ion; paper making 
wastewater; equipment corrosion; salt deposition

毕淑英 女士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浆造纸环境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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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非极性物质且能够以任意比例溶解大多数的有

机物和氧气。超临界水氧化法就是利用它这种良好的

溶解性和流动性[8]，来溶解废水中的多种有机污染物并

将它们的结构彻底破坏，从而实现较高的有机物COD

去除率[9]。采用该技术进行处理时的反应产物清洁且无

二次污染，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是一种高效的环境

友好型废水处理技术。

超临界水的水分子极性和氢键较弱，液体黏度和

介电常数都很低，介电常数ε只有6左右[10]，有机物和大

多数气体几乎都能够与超临界水互溶。与普通水相比，

超临界水具有独特的优势。表1为超临界水与普通水的

溶解性对比。

1.2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原理及工艺流程

S CWO反应主要以氧化反应为主，属于自由基反

应[11]，其过程中还伴随着一系列水解、热解、异构化等

反应[12]。SCWO过程中主要是自由基氧化机理，O2作为

氧化剂进攻废水中有机物，以水为介质在高温高压下对

有机物进行迅速的破坏达到彻底的氧化反应。有机化

合物被转化为水和CO2，有机物中的一些杂原子则转

化为酸、盐和氧化物。其中一些过氧化物具有极不稳定

性，可以迅速分解生成甲酸、乙酸等小分子物质[13]，而

它们会继续被氧化最终转化为水和CO2。

超临界水氧化反应是在高温高压、完全封闭的环

境条件下进行的，其特点是反应速率快，停留时间短，

其工艺条件比较简单[14]。该技术可以通过自身的氧化反

应产生的热量维持反应温度，可以广泛地适用于有机废

水及废物的处理。

SCWO应用于造纸工业废水的处理，首先要通过高

压泵对废水进行加压，然后通过预热器预热达到反应所

需温度，压缩机再进行加压将氧气或空气送入到反应器

中与反应物充分混合，氧化反应迅速发生，生成二氧化

碳、氮气和无机盐等，反应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些热

量可回收起来进行再利用[15]。这样既做到了资源的充分

表1  超临界水与普通水的溶解性对比

有机物

无机物

气体

溶质 超临界水

易溶

微溶/不溶

易溶

易溶/微溶/不溶

易溶

微溶/不溶

普通水

造纸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1,2]，

其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也要排放大

量的废水，因此造纸工业废水的处理问题成为了科学界

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我国制浆原料除了木材原料，还有大量的草类原

料，制浆方法大多采用碱法。因此废水的污染负荷较

高，所含成分极其复杂，含有大量纤维素、半纤维素、木

素、树脂等难降解的物质。其污染物主要有四大类：还

原类；悬浮类；可生物降解类；色素类[3]。污染物主要来

源于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化学药剂残留、溶出的有机物以

及部分流失的纤维。造纸废水中还含部分有毒有害物

质，由于大量木素的存在，其废水的色度较高，颜色较

深。废水的生物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

的值都非常高，对其进行好氧生物处理，难度较大。

目前，处理制浆造纸废水的技术已有很多种，传统

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物化法和生化法，随着技术的发展，

高级氧化技术、膜分离技术、光催化技术、微生物絮凝

剂等一系列技术被广泛应用[4]。但是这一系列的技术对

污水的处理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次污染、处理成

本较高等问题也比较严重。因此，开发一种新型、高效

的绿色环境友好型的废水处理技术已成为科研界的重

要任务。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s u p e r c r i t i c a l w a t e r 

oxidat ion，SCWO）是一种经济环保、高效、低能耗的

工业有机废水及废物处理方法[5]，正备受各工业生产领

域的青睐。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研究这种

超临界氧化技术，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有机废水

处理方法。近年来，该技术应用于处理造纸工业废水的

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在以后也会有更大

的发展潜力及广阔前景。

1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概况

1.1 超临界水的特性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将水作为反应介质来氧化分解

有机物，当水温达到374.3℃，压力达到22.05MPa时[6]，

其物理性质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譬如黏度和密度变小，

扩散系数增大，介电常数降低[7]，表面张力减小，此时

的水处于超临界状态，它与液态水和气态水都有很大

区别，是一种新的流体态，即称为超临界水。超临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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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又节约了废水处理的成本，图1为一般工艺流程。

2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在造纸工业废水处理方面的

应用及发展

超临界水 氧化 技 术的 构想 起 源于美国学 者

Model l[16]，当时美国的很多工厂纷纷采用这一工艺用于

生产实践，并建成了大规模化的工业化装置，在处理工

业废水及废物方面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我国对于超

临界水氧化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

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且在超临界水氧化技术的

应用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该技术不断被应用于高浓

度的有机工业废水的处理，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

年来，学者们对于SCWO技术运用在造纸工业废水处

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探讨，并取得了一些进步。

戴航等[17]自行设计的间歇式SCWO系统，对制浆造

纸工业废水进行了试验，并对于废水在超临界状态下的

氧化分解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试验结果表明

在超临界状态下，样品废水的TOC去除率可接近100%；

氧化剂对于废水中的有机物有明显的降解作用；其系统

的反应压力随着反应温度和样品废水的体积变化而变

化，样品体积越大，压力随温度变化的速率越大。

董磊等[18]采用自制的间歇式水氧化系统对造纸黑

液的处理进行了实验研究，通过一系列的正交试验，探

讨了过氧量、反应温度、停留时间等因素对废水COD及

色度的去除率的影响，并对该系统的实验条件进行了优

化选择，选出了最佳实验条件。当过氧倍数为2、反应温

度为500℃、反应时间为60s的反应条件下处理COD为

175000mg/l的黑液，处理量为5ml时，效果最佳，COD

及色度的去除率分别为99.9%和99.5%，实验证明了超

临界水氧化法在处理造纸黑液方面有很好的效果。

衣宝葵等[19]对制浆造纸黑液进行了超临界水氧化

实验，实验表明SCWO技术对造纸黑液的有机物有很

好的降解能力，COD去除率能够达到99.9%以上，最终

黑液中的物质被氧化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并且反应时

间短，不产生二次污染。另外，反应温度越高，停留时间

越长，反应压力越高，造纸黑液的氧化反应就进行得越

快越完全。高浓度的氧化剂和碱性环境有利于提高黑

液中有机物的氧化速率。但在实验过程中，高温高压的

超临界条件会使反应器发生腐蚀，这一问题的出现就引

发了开发新型耐腐蚀材料的研究。

李海霞等[20]采用自行设计的连续式SCWO实验装

置处理造纸废水，并完成了工艺条件的优化，其实验装

置流程如图2所示。

该实验表明，在反应温度为5 0 0℃、压力为

30MPa、停留时间为120s的超临界状态下，废水中的有

机物能够被一次性氧化降解为CO2和H2O。实验所处理

的造纸废水初始的COD值约为80000mg/L，最终出水

的COD值为640m g/L，其去除率达到了99.2%，处理

后的水质符合回收再利用的要求。

综上所述，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在处理造纸废水方

面具有处理效率高、污染物去除彻底、出水可回收利用

的优点。它能够有效地降解黑液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

后的有机物最终转化成水和CO2，无毒无害且不产生二

次污染。SCWO便捷、稳定、节能、高效环保的特点，使

其在有效处理有机工业废水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

是，SCWO技术在工业废水处理应用中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譬如盐堵塞问题、腐蚀问题等。为使该技术的应

用更广泛且经济耐用，延长反应设备的使用寿命，学者

们对设备材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

3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面临的问题

3.1 设备腐蚀问题

图1  超临界体系装置处理造纸废水工艺流程

图2  连续式超临界水氧化装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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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高密度、高氧化的超临界条件下，反应会

产生活性自由基，这种苛刻的条件下反应器内壁特别容

易受到溶解在水中的盐类的腐蚀，并且在设备中形成盐

沉淀。其腐蚀问题都是源于有害离子的侵蚀，氯化物、

硫化物等这些有害物质中的侵蚀性离子会渗透到设备

的保护膜中，对设备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其腐蚀问题

对SCWO技术的工业化发展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氧化

性高温水介质的腐蚀一般有4类：全面腐蚀、点蚀、晶间

腐蚀、缝隙腐蚀[21]。

D ow n e y等人[22]在超临界条件下对一些材质进行

了抗腐蚀试验，研究证明在不含氯的有机污染物中，铂

和铂合金有较好的抗腐蚀性，而钛和钛合金材质对于盐

酸和H2S O4溶液有比较好的抗腐蚀性。因此，可用钛和

钛合金来做反应器的内衬，反应介质减小，反应器的腐

蚀性也相应减小。贵金属的抗氧化性较强，耐高温，强

度大，具有很好的抗腐蚀性，曾有研究人员用一些贵金

属进行了抗腐蚀性能试验，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但

贵金属的市场价格过高，不宜用于工程的应用。

不锈钢和镍基合金都是耐腐蚀性的材料，很多

研究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唐兴颖等[23]对

316L不锈钢进行了腐蚀性能的试验，在390℃、24M P a

的超临界状态下，分别对氧化系数为2.0和0.5的腐蚀

情况进行了对比，试验发现金属表面都出现了腐蚀坑

和沉淀物，氧化系数较高的腐蚀情况要更为严重。所以

说，在含氧量较高的环境中，316L不锈钢材料的耐腐蚀

性较差。该实验也在酸碱性的环境下对该不锈钢材质

腐蚀性能进行了探讨。实验表明，在碱性环境下，不锈

钢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酸性环境下由于氢离子的存

在导致腐蚀速度加快。也有实验人员对马氏体不锈钢

HCM12A和T91的材质进行了研究，最终发现，Cr可以

增强合金的抗腐蚀性[24,25]。Edouard As s el i n等[26]对

镍基合金材料的耐腐蚀性能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铬

含量与腐蚀速率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铬含量的增加能

够降低镍基合金的腐蚀速率，从而提高其耐腐蚀性。因

此，选用合适的设备材质以及反应器类型十分重要。

近年来，水膜和气膜反应器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反应器被腐蚀的速率。龚为进等[27]设计的水膜

反应器，其承压外壳选用了不锈钢材质，内壳为微孔陶

瓷管材质，两者之间注入水从而形成连续的水膜，避免

了反应介质与反应器外壁的接触。对丙烯酸及印染废水

进行处理试验时，发现承压外壁基本没有被腐蚀现象，

其外壳材料几乎无腐蚀发生。水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

氧化剂与反应器壁的直接接触，避免了反应器被腐蚀。

衣宝葵等人自行设计的新型的有特殊水膜结构的超临

界反应器，也有效地减轻了反应器的腐蚀与堵塞[19]。

气膜反应器则是在反应内壳和承压外壳之间的缝

隙中通入空气或氮气形成气膜，使得反应器外壁与反应

流体隔绝开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应器被腐蚀

的情况。张勇等[28]用N2气膜式反应器处理油田驱油废

水的模拟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N2气膜隔绝了腐蚀

性物质与反应器内壁的接触，有效地保护了反应器。陈

忠等[29]在超临界降解城市污泥的试验中设计了一套气

膜反应器，其反应器采用了316L不锈钢材质作为外壳，

多孔氧化铝陶瓷管作为内壳，并取得了良好的耐腐蚀效

果。各类反应器的抗腐蚀情况如表2所示。

3.2 盐沉积问题

在超临界状态下，无机盐的溶解度大幅度下降，从

而析出大量的无机盐，这些盐的黏度很大，特别容易将

反应器堵塞，直接影响设备的传热性能，甚至缩短反应

器的寿命。沉积盐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为减少

设备腐蚀中和氧化反应中产生的酸性化合物而形成的

大量盐；废水本身含有的部分无机盐。这些盐会在反应

器的器壁上结垢，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而且还会给工

作人员造成不可预测的风险。反应器的器壁上的盐沉积

过程主要包含3个阶段：饱和析出、结晶长大、沉积[30]。

在超临界水状态下，大多数盐的溶解度比较低，

由于溶液中存在多种盐，其中一种盐可能会对其他盐

的溶解度产生影响，其具体的影响机理有待研究。因

此，这就为避免和解决盐沉积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表2  各材质类型的反应器的抗腐蚀性[5]

不锈

钢

钛

铂

金

材质 应用性

广泛

使用

一般

一般

一般

无杂原子情况下可

使用上千小时

在酸溶液中有较好

的抗腐蚀性

无氯条件下具有抗

腐蚀性

酸性环境中腐蚀速

度快，碱性中较稳定

抗腐蚀性 成本

低

高

高

高

通常超临界水温度

下具有抗腐蚀性

通常超临界水温度

下具有抗腐蚀性

通常超临界水温度

下具有抗腐蚀性

通常超临界水温度

下具有抗腐蚀性

温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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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ki等[31]对多种不同的盐的沉积特性进行了实验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操作条件下，盐的沉积特性有所不

同。针对SCWO系统中存在的盐沉积问题，除了定期清

洗反应器外，一些研究人员对其反应器进行了特殊的操

作，譬如机械刷、添加剂、高速旋转等[32]，并且还对反应

器的结构进行了设计和改造。

廖传华等[33]开发的一种新型SCWO反应器——射

流式反应器，将射流盘管安装在反应器内部，氧化剂通

过射流列管上的微孔径向进入需处理的废水中，其射流

产生的扰动作用，使得氧化剂与废水充分接触，提高了超

临界废水与氧化剂之间的传热传质的效率，同时有效避

免了无机盐在反应器壁与射流列管上的沉积。高迪等[34]

提高了超临界反应系统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无机盐在超临界水中的溶解度；并针对不同的无机盐加

装预处理装置，但只适用于间歇式反应器，对于其他的

反应器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虽然很多的研究人员对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产生的盐沉积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探讨，但始终没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理论来解释盐沉积

机理，未能找到高效可靠的方法来完全避免因盐沉积

造成的反应器堵塞问题。

4  结语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无二次污

染的高级氧化技术，其反应快速、高效，在处理含有毒、

难降解有机物的废水及废物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在处

理造纸废水过程中，有机物在超临界状态下最终被彻底

氧化生成为水、二氧化碳、氮气以及盐类等小分子化合

物。经处理后的废水以及处理过程产生的热量可回收再

利用于制浆造纸过程，这样既能节约资源又能达到能源

的综合利用，有利于制浆造纸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迅猛发展，SCWO工艺条件不

断被优化，反应器新材质不断被开发，使新型反应器

逐渐涌现。但是，设备腐蚀问题和盐沉积问题并未得

到实质性的解决，对超临界水氧化技术高效地用于

造纸废水的处理形成障碍，这有待科研人员进一步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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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碱回收工段烟气处理技术现状及发

展情况。重点论述了维美德公司投入工厂应用的新型脱

硫脱硝处理技术：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系统，其中包括：

工艺及流程；主体设备及反应原理；工厂调试开机、运转

及工艺优化方面。最后总结了该项技术的优势以及未来

工厂应用前景。

关键词：碱回收炉；烟气；脱硫脱硝；ClO2涤气塔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smoke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alkaline recovery section. It discusses the 
newly-operated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method 
by Valmet--ClO2 scrubbing system, including techniques, 
process, major equipment, reaction principles, system 
commissioning, operat ion and process opt imizat ion 
conditions. Finally the prospect on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is summarized.
Key words: alkaline recovery boiler; smoke;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ClO2 scr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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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是气体和烟尘的混合物，气体成分中包括水

蒸气、SO2、氮气、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以及氮氧化物(NO x，以下同)等，烟尘中包括燃料的

灰分、煤粒、油滴以及高温裂解产物等。烟气广泛产生

于如电厂、钢铁厂、浆厂等使用工业炉的工业领域，产生

的烟气量巨大，如不加以技术处理，则有害物质会严重

影响生态及居住环境。

鉴于此，世界各国已开始开发研究各种烟气处理

技术。对于工业领域内产生的烟气来说，如何高效去除

烟气中主要的污染成分S O2及NO x（简称烟气脱硫脱

硝）已经成为主流研究领域。中国的烟气脱硫脱硝技术

专利申请量自2008年开始，年申请量增加到了20项以

上，之后便进入了迅猛增长的时期。到2015年已经累计

达到了480项[1]。上述趋势说明，国内市场需求及国家

对环保日益严格的要求促进了烟气脱硫脱硝技术的发

展。

近些年随着造纸行业的产能集中，碱回收工段内

的电厂、锅炉以及水泥窑等排放的尾气，尤其是涉及燃

煤的烟气治理问题逐渐成为新课题，控制NOx更是势在

必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将NO x纳入总量

控制指标体系，加大对NO2减排力度，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目前对NO x的控制尚处于试点和起步阶段，国家政

策的重点是固定源如发电厂、工业锅炉、水泥窑等烟气

脱硝治理[2]。

目前主要的脱硫脱硝技术分为两大类：湿法及干

法烟气脱硫脱硝技术[3]。

湿法技术包括：(1）氧化-吸收法：N a C l O2或

NaClO单独脱硫脱硝，NaClO2/NaClO氧化同时脱硫

脱硝，H2O2氧化同时脱硫脱硝；(2）Fe（Ⅱ）EDTA氧化

法；(3）氧化铜吸附法；(4）尿素吸收法。

干法技术包括：（1）活性焦吸附法；（2）电子束法；

（3）脉冲电晕等离子体法；（4）CuO/γ-A l2O3一体化

吸收/催化法。

浆厂碱回收工段将制浆工段产生的黑液固形物充

分燃烧，经静电除尘器处理之后的气体便成为烟气。在

碱回收炉中，氮氧化合物是以初级的NO存在，与空气

接触后进一步被氧化成为NO2
.NO、NO2等一系列含N

化合物。这些氮氧化合物被统称为NO x。在烟气的清洁

处理环节中，脱硝相比较脱硫来说，是更复杂的一段。

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如何高效及环境

友好地去除掉NO x。本文结合制浆造纸行业碱回收工

段的实际情况以及维美德公司研发的新型脱硫脱硝处

理技术（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系统，以下简称ClO2涤气

塔），详细介绍并论述该项处理技术在碱回收工段的应

用及其发展前景。

1  主要生产工艺、原理、流程及设备

1.1 生产工艺

烟气中的SO2通常使用碱（NaOH）处理掉，对于

NO x，考虑到其90%以上是NO，而NO很难溶于水，因

此需加入添加剂先将NO氧化成NO2，然后用水吸收。

添加剂类型有黄磷盐、高锰酸钾、ClO2、NaClO2、O3、

金属螯合物等。维美德公司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技术

便是利用浆厂化学品工段产生的ClO2，利用氧化还原反

应原理，将NO x氧化并溶于液体中。本文主要以2017年

山东省某厂采用的维美德公司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项

目为例，作详细介绍。

该套处理技术主要分为三部分：1#涤气塔、2#涤

气塔、3#涤气塔。来自碱回收炉的烟气被引入1#涤气塔

（即SO2涤气塔），NaOH加入到塔内反应后生成亚硫

酸钠。该塔包含一个填料层及一套气雾分离器。塔内产

生的亚硫酸钠可以用在浆厂的其它工段。

出1#洗涤塔的烟气进入到2#涤气塔。在该塔入口

区域，化学品C l O2溶液通过喷嘴加入烟道中，从而将

NO氧化成NO2，也会有很少部分被氧化成硝酸进入到

溶液中。绝大部分的NO x在第一段氧化阶段已经被氧

化，随后烟气经过填料层进入到第二段区域，第二段也

可以用来去除第一段少量未被氧化的NOx。如果上段中

所需被氧化的NO已经完全被氧化，那么该段可以作为

洗涤段，保证尽可能少的氯化物进入到3#涤气塔。

最后烟气到达3#涤气塔，该段主要作用为洗涤气

体。洗涤器内部带有填料，从而增加气液的接触面积。

氢氧化钠溶液从填料上部喷射，与气体中残余的NOx反

应。在1#塔产生的亚硫酸钠也可以用在该段用于洗涤所

有在NOx氧化段产生的酸性物质。在该段还可以尽可能

地回收2#塔反应后的残余ClO2以及Cl-。少部分的废液

会从该段送至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完的烟气经过气雾分

离器进入到烟气管道，经过湿电除尘器，SO2、NOx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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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达到排放标准后排至大气。

1.2 反应原理  

三个涤气塔内发生的主要反应并不复杂。1#塔的

作用是吸收SO2，避免在进一步的反应中SO2被氧化成

SO3，从而降低ClO2的用量。化学反应如下：

SO2+NaOH→Na2SO3

2#塔的作用是将NO氧化成二氧化氮NO2，很少一

部分被氧化成硝酸。塔分为上下两段，如果对NO x去除

效率要求特别高，可以将上段部分用作氧化塔，作用和

下段一致。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2NO+ClO2+H2O→NO2+HNO3+HCl

NO2+NaOH→NaNO3+H2O

3#塔的作用是继续吸收并洗涤在2#塔内氧化成

的NO2，可选择用1#塔产生的亚硫酸钠吸收，也可以用

NaOH吸收。

2NO2+4Na2SO3→N2+4Na2SO4

NO2+NaOH→NaNO3+H2O

1.3 主要流程及设备

维美德公司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的工艺流程相对

比较简单，图1所示为应用于山东省某浆厂的处理烟气

工艺流程。整个系统主要分为三部分：1#涤气塔、2#涤

气塔、3#涤气塔。每个涤气塔的作用不尽相同，前段工

艺介绍中已作陈述。

维美德公司针对不同的运行系统以及工厂实际情

况，均有研发针对性的烟气处理系统，例如可将2#涤

图1  维美德公司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的工艺流程

气塔设计成一段氧化反应塔，而将3#涤气塔设计为两段

（第一段氧化，第二段洗涤）。另外近期维美德在国内

还有另外一套烟气处理项目准备开机调试，采用的是简

化改良的工艺流程，仅使用1套涤气塔便可完成脱硫脱

硝处理，占地面积小、设备更加简化。

该项目配套需要的设备比较简单，主要包括3个反

应涤气塔、4台循环泵、每个塔内的填料装置、挡板以及

风机等。项目占地及投资效益比有很大优势。

2  项目调试开机运行及工艺优化

2.1 项目调试开机

该项目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套真正在工厂中实践规

模应用的项目，维美德公司项目、设计、安装及调试人

员与该厂自2017年便开始紧密合作，在项目规定期间内

较好地完成了现场安装，并将安装期间产生的设计方

面的新问题集中讨论，制定解决方案。当各个配套管线

（ClO2、NaOH、喷淋水、废水、循环管线、烟气等）、

循环泵、现场阀门（手动及自动）、各种控制仪表等现场

准备完毕后，该厂安排在年度大修期间将烟气管道至1#

涤气塔做好接口。随后在碱回收工段开机稳定一段时间

后，开始正式调试运行ClO2涤气塔。

串水调试阶段持续3天，之后投用系统开机调试阶

段持续也为3天时间，在此期间将静电除尘器来的烟气

切换至ClO2涤气塔系统，进1#塔的烟气经喷淋水喷淋

冷却后进入，温度控制在60～70℃，加入的NaOH与烟

气中的SO2迅速反应，绝大部分的SO2

在1#塔内已被去除掉。随后烟气进入

至2#涤气塔，ClO2溶液同时在烟气进

口喷淋，与烟气混合后快速反应。反

应后的烟气经过填料进入到第二段

洗涤，每段均有循环喷淋系统。烟气

从2#涤气塔的顶部经气雾分离器处

理后进入3#涤气塔，主要是洗涤反应

后的烟气，尽可能地将NO x溶解在循

环液中。DCS运行画面见图2～图4。

开机调试期间系统运行平稳，各

项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脱硫、脱硝

及去除尘埃效果比较明显，尤其是脱

硝效果非常明显。随后按照计划，项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14
第40卷第2期 2019年1月



的烟气指标，以及产生的废液中的各项指标含量，进而

分析该项目在环保方面的影响。

2.2.1 项目工艺优化

该项目合同中对处理前碱回收炉的烟气指标以及

处理后预测目标值做了详细规范，见表1。项目运行及优

化阶段，维美德调试人员与工厂合作完成了最终产品主

要控制参数以及主要化学品用量的统计工作，见表2。

目开始进入工艺优化阶段。

2.2 项目工艺优化以及对环境影响监测

工艺优化持续进行了大约1周时间，在此期间烟气

中的SO2及尘埃含量经涤气塔处理后非常好地达到目标

值以下，基本不需要进一步优化。NaOH用量以及系统

的循环液pH在开机调试过程中已调试正常稳定。因此

本项目重点优化化学品ClO2用量，同时化验检测处理后

图2  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DCS运行画面（1#涤气塔）

图3  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DCS运行画面（2#涤气塔）

表1  碱回收炉的烟气指标以及处理后预测目标值

烟气流量

烟气温度

烟气湿度

SO2(O2=6%)

尘埃(O2=6%)

NOx(O2=6%)

参数 单位

m3N/s,湿态

℃

体积%

mg/Nm3,干态

mg/Nm3,干态

mg/Nm3,干态

处理后

目标值

38

69

29

<10

<10

<100

36.1

180

20

60

70

180

处理前

表2  主要控制参数以及主要化学品用量

产生废水总量/(l/s)

废水中氯含量/(g/l)

废水中氮含量/(g/l)

废水中硫含量/(g/l)

ClO2用量/(l/s)

NaOH用量(32%)/(kg/h)

工厂水/(l/s)

最终产品

及化学品参数

4～5

0.15～0.35

—

<1

0.1～0.2

<30

<7

实际运行值

7～9

0.6～0.9

1～3

1～2

0.5

60

10～15

设计目标值

注：（1）未处理前的NO x含量为75mg/Nm3，低于项目要求的指标180mg/

Nm3，其原因为当时碱回收系统运行平稳，烟气质量控制较好，故产生的

烟气含量较低。并不影响ClO2加入量优化调试。

表3  ClO2加入量优化调试化验结果

开始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时间

/min

75(1)

67

61

55

41

22

9

7

4

4

4

NOx含量

/(mg/Nm3)

6.54

7.29

7.01

7.35

7.26

7.16

7.22

6.93

7.28

7.36

7.18

碱回收炉

O2/%

0.05

0.07

0.09

0.11

0.13

0.22

0.28

0.3

0.38

0.45

0.47

ClO2用量

/(l/s)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碱回收负荷

/%

图4  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DCS运行画面（3#涤气塔）

技术进步Technology

15
Jan., 2019  Vol.40, No.0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表1项目烟气处理前要求指标及处理后预测目标值从表

2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化学品消耗均在设计值范围，尤其

是ClO2消耗量远远低于设计值，产生的废水量以及废

水中各种元素含量均在目标值范围，基本上证明对排放

至污水车间的负荷等无较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优化及探讨烟气脱硝的最大效果，对

ClO2的用量进行了调整，检测对NOx的脱除效果，检测

化验共计持续2天，调试结果见表3。在碱回收炉运行负

荷为87%（较高负荷）条件下，当逐步提高ClO2用量时，

处理后的烟气NOx含量也随之逐步降低，当ClO2用量在

0.2L/s时，NOx含量快速下降至20mg/Nm3左右，进一

步将用量提至设计值范围0.5L/s时，NOx含量早已降至

很低的水平4mg/Nm3左右，几乎已经将NO x全部氧化

脱除掉。通过以上优化测试，证明该项目运行效果能够

完全达到最初的设计，脱硫及脱硝效果显著。目前该项

目在日常运行时，ClO2用量为0.1～0.2L/s，处理后NOx

含量水平为20～50mg/Nm3。

2.2.2 项目对环境影响监测

由于该项目涉及到使用C lO2，因此在废液中会产

生少量的含Cl化合物，所以维美德公司与工厂也同时对

系统内产生的废液加以研究，从数据中证明该项目对污

水处理等环境方面有无较大影响。

循环废液取样时间是同步按照表3中C lO2加入量

优化调试时间来安排，取样点如图5所示，A点为2#涤

气塔下循环区域废液取样，B点为2#涤气塔上循环区

域废液取样，C点为3#涤气塔循环区

域废液取样。废液取样主要检测残

余ClO2、C lO3
-以及活性Cl2。检测结

果见表4～表6。由检测结果可明显得

出系统内三个监测点的残余C l O2为

0m g/l，C l O3
-检测结果随着氧化反

应的深入而逐渐降低至0.2～0.5g/l，

活性Cl2检测结果在0.15～0.35g/l，

在项目规定设计范围内。

在烟气NO x减排方面，戚永宜[4]

认为目前国内外碱回收炉排放的烟气

NO x均不能达到中国国家GB13223-

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中NO x

的排放限值。碱回收炉以化学反应为

主，与燃煤、燃油以及一般生物质燃料燃烧不同，因此

在没有研究出NOx的有效削减措施之前，建议不将碱回

收炉定义为生物质发电锅炉，按GB 13223-2011中燃煤

锅炉(2)的标准或略宽的标准执行。

从该项目的运行效果来看，维美德公司研发的

图5  系统循环废液取样检测点示意图

表4  2#涤气塔下循环区域废液取样检测结果

开始

5

10

15

20

30

40

50

取样时间 

/min

7.1

7.1

7.1

7.1

7.1

3.6

5.3

3.6

ClO3
－

/(g/l)

0

0

0

0

0

0

0

0

残余ClO2 

/(g/l)

0.35

0.35

0.35

0.18

0.18

0.14

0.14

0.18

活性Cl2

/(g/l)

表5  2#涤气塔上循环区域废液取样检测结果

开始

5

10

15

20

30

40

50

取样时间 

/min

5.3

5.3

5.3

5.3

5.3

1.8

5.3

1.8

ClO3
－

/(g/l)

0

0

0

0

0

0

0

0

残余ClO2 

/(g/l)

0.35

0.35

0.35

0.18

0.18

0.14

0.14

0.14

活性Cl2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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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浆厂来说，具有巨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如下：

(1）现代硫酸盐浆厂均有配套的化学品车间，其生

产的ClO2产品可以直接通过管线连接至ClO2涤气塔系

统中使用，且用量消耗较少。

(2）项目所采用的的氧化剂ClO2对烟气中NOx的反

应迅速且彻底，NO x脱除率经计算能达到75%～90%，

同时SO2脱除率计算可达到80%以上，完全达标后排放

至大气中。

(3）项目占地面积以及设备投资较低，流程简单且

可灵活改变，对不同碱回收工段产生的烟气的处理适应

性强。

(4）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工厂客户可实现远

程控制该系统。

(5）项目产生的废液中污染物水平处于设计控制

范围内，对污水车间负荷无较大影响，对厂区环境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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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系统，可以将NO x含量降至远低

于国家行业标准（GB13223-2011）的限值，不失为一种

有效削减NO x的措施。并且该项目自运行以来，当地环

保部门不论是实地还是远程监测，均监测烟气处理排

放至大气的指标合格。

3  结语

维美德公司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系统于2017年在

国内某厂成功投用以来运行良好，成功地将公司碱回收

工段收集的烟气作进一步排放处理，排放至大气的烟

气中SO2以及NO x含量降至设定目标内，甚至远低于国

家以及山东省行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的限值。项目产生

的循环废水经化验检测研究表明，含有的污染物在设

计控制范围内，对污水处理车间负荷影响不大，对厂区

环境无不利影响。

ClO2涤气塔处理烟气系统对于配有碱回收系统的

表6  3#涤气塔循环区域废液取样检测结果

开始

5

10

15

20

30

40

50

取样时间 

/min

4.4

5.3

3.6

5.3

5.3

5.3

5.3

1.8

ClO3
－

/(g/l)

0

0

0

0

0

0

0

0

残余ClO2 

/(g/l)

0.35

0.35

0.35

0.18

0.18

0.14

0.14

0.14

活性Cl2

/(g/l)

[收稿日期:2018-08-24]

著作权说明
在信息时代，为加快知识传播速度、扩大受众群体、提高本刊和作者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维普资讯

有限公司、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博看网等分别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

数字化期刊群及其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维普网及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A i r i t i 

Library华艺线上图书馆等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或重点内容。本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特此说明。

                                                   中华纸业杂志社

                                                    2019年1月6日

技术进步Technology

17
Jan., 2019  Vol.40, No.0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基金项目：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点科技项目：基于细支卷烟特性的造纸法再造烟叶技术研究及应用（Y040201713）。

摘 要：为了快速准确地直接检测出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的

涂布率，建立了基于纤维疏解的涂布率检测方法，通过单因

素实验和L9（33）正交实验方法考察了不同疏解工艺条件（水

温、疏解时间、清水添加量）对检测结果及样品纤维形态的

影响，利用优化后的疏解工艺对不同的样品进行了涂布率测

定，同时与常规采用的定量检测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

比较。结果表明：（1）疏解工艺条件中对涂布率检测结果影响

大小依次为：疏解时间>清水添加量>清水温度；优化确定

的最佳疏解工艺条件为：清水温度40℃、疏解时间120s、清水

添加量1.6L。（2）该检测方法的变异系数小于1%；在95%置信

区间内，其检测值与常规采用的定量检测计算方法得到的涂

布率值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造纸法再造烟叶；涂布率；纤维疏解

基于纤维疏解的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

涂布率检测方法
⊙ 俞京1  蒋宇凡1  袁广翔1*  陈晶波2  薛冬2  眭凯2  朱亚峰1  刘玉坤1  窦昆鹏1

(1.江苏鑫源烟草薄片有限公司，江苏淮安 223002；2.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南京 210011)

A method for measuring coating rate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based on fiber disintegration
⊙ YU Jing1, JIANG Yu-fan1, YUAN Guang-xiang1*, CHEN Jing-bo2, XUE Dong2, SUI Kai2, ZHU Ya-feng1, 
LIU Yu-kun1, DOU Kun-peng1

 (1.Jiangsu Xinyuan Reconstituted Tobacco Co., Ltd., Huaian 223002, Jiangsu, China; 2.Technology Center 
of China Tobacco Jiangsu Industrial Co., Ltd., Nanjing 21001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coating rate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rapidly and accurately, a method based on f iber 
disintegration was developed. With single factor test and L9(3

3) 
orthogonal tes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 iber disintegr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water temperature, disintegrating time, water 
addition) on the measuring results and fiber morphology were 
investigated. Coating rates of different samples were measured 
with optimized fiber disintegration technique, and the data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determin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 using 
basis weight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inf luence degree by fiber disintegration conditions was in the 
order of disintegrating time > water addition > water temperature. 
The optimal fiber disintegration condition was: water temperature 
40℃, disintegrating time 120s, water addition 1.6L. 2)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ethod was less than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determined by this 
method and conventional method using basis weight measurement 
at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of 95%.
Key words: reconstituted tobacco; coating rate; f iber dis-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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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指造纸法再造烟叶片

基经过涂布后产品中涂布液成分的绝干量占造纸法再

造烟叶绝干量的百分比值，用公式表述为：

涂布率＝(再造烟叶涂布液成分绝干量/再造烟叶

绝干量）×100％。

涂布液是造纸法再造烟叶可溶性成分及香气成分

的最主要载体，涂布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造纸法再造烟叶

的化学成分、物理指标、烟气指标以及抽吸品质，是造

纸法再造烟叶工艺技术中生产制造能力最为主要的指

标之一。因此，准确测定涂布率对于造纸法再造烟叶生

产过程以及产品质量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

目前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通常是由生产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用定量检测计算的方法得出，即同时取

纸机上未涂布的基片以及涂布后未分切样品造纸法再

造烟叶检测定量，再通过两者的定量差计算得到[5]。还

有的方法能够通过检测基片、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以及

涂布液的灰分、化学元素含量等，再经过计算得到产品

涂布率[6，7]。这些方法需要对在线生产的基片、涂布液等

进行取样，因此并不适用于卷烟生产企业对造纸法再造

烟叶产品开展的离线检测[8]。

由于上述涂布率检测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造纸法

再造烟叶生产和应用领域的技术人员都在研究寻找准

确和便捷的造纸法再造烟叶涂布率离线测定的方法。

由于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中基片成分不溶于水，而涂布

液成分溶于水，因此采用热水可溶物如索氏提取法，热

水浸泡洗涤法等[9～12]方法检测涂布率也是可行的。但这

些检测方法往往存在着检测过程耗时长或者可溶物溶

解不彻底的缺陷，因此难以得到广泛引用。

采用纤维疏解的方法处理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

在不破坏基片中单根纤维组分结构的同时，能利用充分

的机械搅拌作用迅速彻底地将样品中的基片组分解离，

从而使涂布液水溶性组分快速溶出。因此，建立基于纤

维疏解的造纸法再造烟叶涂布率检测方法，旨在快速、

准确地获得造纸法再造烟叶成品的涂布率，为造纸法再

造烟叶技术研究和产品质量控制提供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设备与仪器

江苏鑫源烟草薄片有限公司造纸法再造烟叶实验

样品。

ML204电子天平（感量：0.0001g，瑞士Met t e l e r 

Toledo公司）；FD115烘箱（德国Binder公司）；P95568

标准纤维疏解器（奥地利PT I公司）；SHZ-I I I循环水

真空泵（上海亚荣）；Morfi Compact纤维形态分析仪

（法国Techpap公司）。

1.2 方法

1.2.1 涂布率检测及计算

称取质量为a的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同时测定其

含水率w，将样品置于标准纤维疏解器中，添加一定量

一定温度的清水之后，设置疏解器转数（即疏解时间），

启动疏解器疏解样品，得到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的悬

浮液。

将安装布氏漏斗的抽滤瓶连接于真空泵，布氏漏

斗中放置一张经烘箱法检测绝干质量为m的滤纸；打开

连接抽滤瓶的真空泵，利用真空抽滤得到脱水后的浆

料悬浮物，抽滤过程完成后使用清水洗净疏解机中残

留的浆料，同时将滤纸上残留的浆料反复冲洗数次并继

续抽滤干。

抽滤结束后取下留有浆料的滤纸，用烘箱法检测

其绝干质量为m′。样品涂布率可通过以下的计算式计

算：

C={1-(m′-m)/[a×（1-w）]}×100%        (1)

式中，C—样品涂布率；m′—留有浆料的滤纸绝干

质量，g；m—滤纸绝干质量，g；a为造纸法再造烟叶样

品质量，g；w—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含水率。

重复以上步骤获得多组样品定量数据，取其平均

值。

1.2.2 纤维形态分析

取一定条件下疏解后的样品悬浮液，稀释成0.2g/l

的浓度，用纤维形态分析仪进行纤维特性以及纤维影像

检测分析，以考察样品疏解的效果[13，14]。

2  结果与分析

2.1 疏解工艺条件的影响

纤维疏解检测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最重要

的是使样品中的涂布液成分在与基片组成成分充分疏

解分散的情况下快速溶出，因此需要对疏解工艺进行研

究。检测过程中，用于疏解的水温、疏解时间、清水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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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有可能影响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的疏解效果。分别

采用不同水温、疏解时间以及清水添加量对样品进行处

理，考察了以上疏解条件对涂布率检测结果的影响。

2.1.1 疏解水温的影响

检测过程中，疏解时间和清水添加量固定为60s和

1600m l，改变疏解水温，得到的涂布率检测结果如图1

所示。

由图1可知，随着水温的逐渐增加，检测出的造纸

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变化无明显规律且波动幅度不

大。可见，清水温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

于标准纤维疏解处理样品的过程中，液固比高，超过了

1000∶1，同时伴有剧烈的搅拌作用（3000r/min），因此

样品中水溶性物质从基片组分中分离的效率远高于普通

的浸提以及索氏抽提，能够保证样品中的涂布液组分和

基片组分在较低温度下即可进行快速彻底的分离。

将样品经过不同水温疏解后的悬浮液稀释成一定

浓度，用纤维形态分析仪进行纤维特性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如实验数据显示，随着水温的升高，疏解后悬浮液

中纤维数量、纤维长度以及纤维粗度都无显著变化，说

明不同的水温下样品解离程度相近，与水温影响涂布率

检测结果的规律类似。

2.1.2 疏解时间的影响

检测过程中，水温和清水添加量固定为20℃和

1600m l，改变疏解时间，得到的涂布率检测结果如图2

所示。

由图2可知，随着疏解时间的增加，检测出的造纸

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也增加。这是由于，随着疏解时

间的增加，样品中基片的组分与可溶性物质的分离越来

越彻底。但是当疏解时间达到90s后再继续延长疏解时

间检测得到的涂布率无明显变化。

将样品在不同清水水温下疏解后的悬浮液稀释成

一定浓度，用纤维形态分析仪进行纤维特性分析，结果

如表2所示。

如实验数据显示，随着疏解时间的增加，样品中的

基片组分分散程度越来越大，因此疏解后悬浮液中纤维

数量逐渐增加，而纤维长度以及纤维粗度则逐渐下降。

同时随着疏解时间增加到90s以上，纤维数量的增加趋

势以及纤维长度以及纤维粗度的下降趋势都有所减缓。

说明此时再继续增加疏解时间也无法提高样品的分散

程度。对比图2的检测结果，随着实验条件下样品分散

程度达到最佳，检测得出样品的涂布率也接近最高值。

2.1.3 加水量的影响

检测过程中，清水温度和疏解时间固定为20℃和90s，

改变清水添加量，得到的涂布率检测结果如图3所示。

清水添加量的增加有利于样品中基片的组分与可

图1  水温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图2  疏解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表1  不同疏解水温下样品纤维形态分析

纤维数量/(百万/g)

纤维长度  数均/mm

  重均/mm

粗度/(mg/m)

清水温度/℃

20

1.676

0.432

0.586

1.228

1.671

0.435

0.585

1.233

40

1.678

0.428

0.582

1.223

50

1.684

0.426

0.581

1.215

60

1.682

0.430

0.580

1.218

30

表2  样品不同疏解时间纤维形态分析

纤维数量/(百万/g)

纤维长度  数均/mm

  重均/mm

粗度/(mg/m)

疏解时间/s

30

1.005

0.486

0.621

1.931

1.839

0.408

0.545

1.013

90

1.842

0.403

0.548

1.006

120

1.833

0.407

0.540

1.008

150

1.676

0.432

0.586

1.22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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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物质的分离。由图3可知，随着清水添加量的逐渐

增加，检测出的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也逐渐增

加。由图3还可以看出，当清水添加量由1600m l增加到

2000ml后，检测得到的涂布率值变化较小。

将样品在不同加水量下疏解后的悬浮液稀释成一

定浓度，用纤维形态分析仪进行纤维特性分析，结果如

表3所示。

如实验数据显示，随着疏解清水添加量的增加，

疏解后悬浮液中纤维数量逐渐增加，而纤维长度以及纤

维粗度则逐渐下降，因此样品中的基片组分分散程度也

有增大的趋势。同时随着清水添加量达到1600ml以上，

纤维数量的增加趋势以及纤维长度以及纤维粗度的下

降趋势都有所减缓。说明在清水添加量达到1600m l之

后，再继续增加疏解时间也无法显著提高样品的分散程

度。对比图3的检测结果，随着实验条件下样品分散程

度达到最佳，检测得出样品的涂布率也接近最高值。

结合水温、疏解时间、清水添加量对样品涂布率检

测值以及疏解后样品纤维形态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样

品涂布率的检测值与纤维疏解效果紧密相关。纤维疏解

效果越好，样品基片组分分散程度越大，有利于样品中涂

布液组分的溶出，因此检测得到的样品涂布率也越大。

2.2 疏解工艺条件的优化

为进一步优化样品疏解的工艺条件，使得涂布液

表3  不同清水添加量水解后样品纤维形态分析

纤维数量/(百万/g)

纤维长度  数均/mm

  重均/mm

粗度/(mg/m)

清水添加量/1000ml

1.2

1.275

0.461

0.587

1.727

1.839

0.408

0.545

1.013

1.6

1.835

0.413

0.552

1.009

1.8

1.844

0.398

0.541

1.015

2.0

1.734

0.411

0.565

1.161

1.4

表4  正交实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极差R

主次顺序

优水平

优组合

实验号

1(1.4L)

2(1.6L)

3(1.8L)

2

3

1

3

1

2

40.06

41.11

41.09

1.05

2

C2

C/

加水量

38.16

41.89

41.77

39.61

41.75

41.23

39.76

40.80

41.84

涂布率

/%

B/

疏解时间

1(60s)

2(90s)

3(120s)

1

2

3

1

2

3

39.18

41.48

41.61

2.44

1

B3

A2B3C2

1(20℃)

1

1

2(40℃)

2

2

3(60℃)

3

3

40.61

40.86

40.80

0.26

3

A2

A/

清水温度

表5  正交实验方差分析

方差

0.0536

5.6302

1.0819

0.49

51.92

9.98

统计量

F

2

2

2

自由度
方差

来源

A

B

C

0.1073

11.2605

2.1638

偏差

平方和

0.669

0.019

0.091

显著性

图3  清水添加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组分充分溶出，根据疏解工艺条件分别对涂布率检测

结果影响的实验的结果，采用L9（33）正交表进行正交

实验。正交实验结果及分析如表4、表5所示。

如表4中正交实验结果的极差R可知，B（疏解时

间）是影响涂布率检测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C

（清水添加量），而A（水温）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最小。

同时根据表5方差分析数据，B（疏解时间）对涂布率检

测结果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根据平均

涂布率检测结果k，可以看出疏解工艺条件分别为A2、

B3、C2时，检测得到的涂布率最高，因此实验范围内最

佳的疏解工艺条件是：清水温度40℃，疏解时间120s，

清水添加量1600m l。经实验验证，在上述优化的疏解

条件下，样品的涂布率检测值达到了41.97%。

2.3 检测方法的应用

2.3.1 基片的检测

由于造纸法再造烟叶原料生产线提取的过程不充

分，用于制浆和抄造的固形物浆料中还会残留一部分可

溶性的烟草物质，这部分物质在纤维疏解过程中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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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疏解可溶物含量。

2.3.2 检测方法的重复性

取6个不同的造纸法再造烟叶实验样品，采用优化

后的纤维疏解工艺检测样品的涂布率，每种样品进行5

次平行检测，得到的检测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中数据

可看出，6个样品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说明

检测方法的重复性较好。

2.3.3 与现行检测方法的对比

为了验证本方法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取不同的造

纸法再造烟叶实验样品为检测样品，样品的涂布率已由

定量检测计算的方法测得。再采用纤维疏解法检测得

到样品的涂布率，将两种方法检测得到的结果进行对

比，如表8所示。

如表8中数据可知，两种方法检测得到的各组样品

涂布率结果标准偏差均小于1%。对两组数据进行配对

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t=2.139＜t 0.05=2.571。同时，在

95%置信区间内，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关系数为0.974，

大于0.95；而t检验概率值为0.085，大于显著性水平

0.05。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均表明，两种方法得到的检测

结果无显著差异。

3  结论

3 .1 建立了基于纤维疏解的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

率检测方法，本方法操作简单，可直接检测造纸法再造

烟叶产品的涂布率。

3 . 2 不同疏解工艺下样品涂布率检测以及纤维形态分

析结果表明，样品疏解分离的越彻底，检测得出的涂布

率越高。

3 . 3 通过单因素和L9（33）正交实验方法，确定了本检

测方法最佳的疏解工艺条件为：清水温度40℃，疏解时

间120s，清水添加量1600ml。

3 . 4 本方法检测结果重复性好，与常规采用的定量检

测计算方法得到的涂布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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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制浆汽蒸横管，解决了秸秆在造纸过程中

进行软化的问题，不会出现秸秆搭桥影响传输。

制浆汽蒸横管包括多级并列设置的螺旋输送管，螺

旋输送管之间通过连接管进行连接，在螺旋输送管上设

置有汽孔和加药孔。第一级螺旋输送管的末端通过第一

连接管与第二级螺旋输送管的末端相连接，第二级螺旋

输送管的首端通过第二连接管与第三级螺旋输送管的

首端相连接，第三级螺旋输送管的末端通过第三连接管

与第四级螺旋输送管的末端相连接，往后依次连接。

在图1中，采用了两级螺旋输送管，每级螺旋输送管的

结构相同，包括电机、螺旋轴、管壁、物料进口、物料出口

以及汽孔和加药孔，物料进口设置在靠近电机一端，电机

带动螺旋轴进行转动，进而带动螺旋叶片进行物料传动。

第一级螺旋输送管设置有电机A、螺旋轴A、管壁、物

料进口A、物料出口A、汽孔或加药孔，第二级螺旋输送管

设置有电机B、螺旋轴B、管壁、物料进口B、物料出口B、

汽孔或加药孔。第一级螺旋输送管和第二级螺旋输送管

平行设置，物料出口A通过连接管或者连接法兰与物料

出口B相连接，第一级螺旋输送管的传动方向是从物料进

口A向物料出口A，第二级螺旋输送管的传动方向是从物

料出口B向物料进口B。可见，在多级并列设置的螺旋输

送管，传动方向依次相反。

使用时，第一级螺旋输送管和第二级螺旋输送

管都采用10 m长的螺旋输送管。汽蒸的蒸汽温度为

80～100℃，在螺旋输送管上均匀布置有汽孔、加药孔，

用于传输蒸汽及药品。这样，使得细破碎后的秸秆软

化。

螺旋输送管的并列方式设计极大减少了放置空间，

螺旋推进方式可以边输送边搅拌，可以破碎秸秆，并使

药液与秸秆充分接触。

图1  制浆汽蒸横管的结构

1—物料进口A  2—第一级螺旋输送管  3—电机A  4—螺旋轴A  
5—汽孔或加药孔  6—第二级螺旋输送管  7—电机B  8—螺旋轴B  
9—物料出口A  10—物料出口B  11—物料进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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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短绒打浆性能分析及其用于纱管纸的研究
⊙ 冯好伟  刘燕韶  张凤山*  周景蓬  蔡文忠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造纸废弃物综合利用实验室，山东广饶 257335)

A study on beating performance of cotton linter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obbin paper
⊙ FENG Hao-wei, LIU Yan-shao, ZHANG Feng-shan*, ZHOU Jing-peng, CAI Wen-zhong 
(Laboratory for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Paper Waste of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Huatai Paper Co., Ltd., 
Guangrao 257335, Shandong, China)

摘 要：研究了打浆转数对棉短绒打浆度、湿重、成纸强度

的影响以及不同预处理条件对棉短绒打浆性能的影响，还

对棉短绒对纱管纸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棉短绒浆料打浆转数应控制在3000～6000r、打浆度应达到

70°SR左右才能减少纤维切断并满足纱管纸生产使用要求。

在氢氧化钠用量为30kg/t、渗透剂用量为0.2kg/t的条件下将

浓度为10%棉短绒浆于60℃下处理60m i n，可以明显改善棉短

绒打浆性能。配用棉短绒浆料可以提高混合浆料的长纤维含

量，从而改善浆料的保留和滤水效果及成纸强度。

关键词：棉短绒；打浆；纱管纸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beating revolutions on beating degree, 
wet weight and paper strength of cotton lint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on the beatability of cotton 
linters wer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cotton linters on bobbin paper 
production were also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ating revolution should be controlled at 3000-6000r, and 
beating degree should reach about 70 °SR to reduce fiber cut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bobbin paper production. At the sodium 
hydroxide dosage of 30kg/t and penetrant dosage of 0.2kg/t, the 
beating performance of cotton pulp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10% cotton linter pulp is treated at 60 ℃ for 60 minutes. So 
adding cotton linter pulp into the bobbin paper can increase the 
long fiber content of the mixed pulp to improve the retention effect 
and drainage effect of pulp as well as paper strength.
Key words: cotton linter; beating; bobbi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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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方法

1.3.1 棉短绒的预处理

称取30g棉短绒若干份分别置于500m l烧杯中，按

表1条件分别加入预处理试剂及清水使试样总质量为

300g，充分搅拌确保棉短绒吸水润胀。将上述试样置于

60℃的恒温水浴锅中处理60min。

1.3.2 棉短绒打浆性能测定

将不同条件下预处理后的浆料用PF I磨浆机进行

磨浆，测量不同磨浆转数条件下浆料的打浆度、湿重等

指标。

1.3.3 不同预处理条件下棉短绒打浆后纤维形态分析

采用SU1510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不同预处理条件下

棉短绒打浆后的纤维表面形貌进行观察。样品均匀分

散在载台上，加速电压为15kV。

1.3.4 棉短绒及纱管纸浆料纤维质量分析

分别称取适量绝干棉短绒、绝干纱管纸浆按照

TAPPI T271标准制备样品，保证测量时通过测量腔的

纤维速率为80～90根/秒，选用Single Fiber Mod进

行纤维质量分析。

1.3.5 浆料留着率、滤水性能检测

将磨浆后的棉短绒按不同配比加入纱管纸浆料

中，用纱管纸车间白水将混合浆料稀释成6%的浓度。用

动态滤水仪检测浆料的留着率和滤水性能。

保留性能检测：按仪器操作规程安装保留元件，启

动动态滤水仪DFA，每次取配制好的60g绝干浆，5s后

加入0.3k g/t浆的助留助滤剂，10s后阀门打开开始滤

水，30s后阀门关闭。记录滤液质量，然后抽滤检测滤液

浓度和灰分。根据滤液浓度、灰分及浆料的浓度、灰分

计算浆料留着率和填料留着率。

滤水性能检测：按仪器操作规程更换滤水元件，启

动动态滤水仪DFA，每次取配制好的60g绝干浆，5s后

加入0.3k g/t浆的助留助滤剂，10s后阀门打开开始滤

表1  预处理工艺

1#

2#

3#

4#

组别
氢氧化钠

/(kg/t浆)

-

30

-

30

10

10

10

10

浓度

/%

60

60

60

60

温度

/℃

60

60

60

60

时间

/min

-

-

0.2

0.2

渗透剂

/(kg/t浆)

纱管纸是一种高强度纸板，除用于纺织化纤行业

做纸管外还广泛应用于造纸、薄膜、冶金等工业作为卷

材纸芯[1]。纱管纸生产以废纸回收纤维为主，其中C级

纱管纸综合利用水捞浆、气浮浆、废渣浆等档次较低的

原料生产[1～4]。虽然综合利用废弃原料可以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产生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3，4]，但废

纸回用次数的增加导致纤维质量的劣化，从而降低了纱

管纸的质量和档次[1，2]。调整原料配比、优化打浆工艺

是提高纱管纸强度的重要措施[1，2]。

棉短绒长度一般为2～3mm，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是优质的纤维原料[5，6]。由于棉短绒杂质含量较高，一

般都采用先蒸煮后打浆或先打浆后蒸煮的方法生产化

学浆，导致制浆得率低且环境污染严重[5～10]。由于C级

纱管纸质量要求较低，本实验研究将棉短绒不经过蒸

煮仅打浆后直接用于配抄纱管纸，以提高纱管纸的产品

质量并减轻棉短绒制浆的污染问题。

棉短绒表面的油脂蜡层导致其亲水性很差，其打

浆首先要解决在水中的浸润问题[6]。棉短绒加热水煮不

能去除蜡层，而使用氢氧化钠和渗透剂处理可以明显改

善棉短绒的渗透性[6，7]。本实验对预处理后经打浆的棉

短绒性能及其用于配抄纱管纸进行研究，为棉短绒无

污染利用和提高纱管纸质量提供理论指导。

1  实验

1.1 原料及试剂

棉短绒：由山东东营某厂提供，灰白色纤维絮团；

纱管纸浆料：取自东营宏泰纱管纸车间抄前池；氢氧化

钠：由华泰化工集团提供，浓度32%；渗透剂：湖南佰霖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型号BL-701。

1.2 仪器与设备

T-6740型PFI磨浆机，普利赛斯；SU 1510扫描电

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DFA型动态滤水分析仪，AFG

（德国）；ZDJ-100纸浆打浆度测定仪，长春市永新试

验仪器有限公司；KajaaniFS300TM纤维质量分析仪，

Me s t o(芬兰)；ASM-32N2F型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ZQYC型油压机，陕西科技大学

造纸机械厂；WZL-300型纸张拉力仪，杭州轻通仪器开

发公司；AT-NP型耐破度仪，山东安尼麦特仪器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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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30s后阀门关闭。根据自动生成的

滤液质量—滤水时间图，按照称量质

量计算不同长度纤维的百分比。

1.3.6 手抄片抄造及物理性能检测

将磨浆后的棉短绒按不同配比

加入纱管纸浆料中。取适量配制好

的浆料在标准纸页成形器上抄造手

抄片，定量200g/m2。压榨压力为0.4M P、压榨时间

5m i n，干燥温度100℃、干燥时间5m i n。将手抄片放入

温度（23±1）℃、湿度（50±2）%R.H.的恒温恒湿实验

室处理4h，以备检测。抗张强度按照GB/T12914-2008

进行测定；耐破度按照GB/T454-2002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打浆转数对棉短绒打浆质量影响

利用PF I磨浆机对按表1的1#条件下预处理的棉

短绒进行打浆500r、1000r、2000r、3000r、6000r、

8000r，并与未打浆的浆料进行对比，结果见图1。由图1

可以看出，与仅按表1的1#条件预处理但未打浆的浆料

相比，不加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500r后打浆

度明显上升、湿重明显降低。这表明棉短绒较易打浆，

但纤维长度降低较快。随着打浆转数的提高，棉短绒

的打浆度呈升高趋势、湿重呈降低趋势。在同样打浆

转数下，打浆度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湿重的变化幅度。打

浆转数500～6000r时，打浆效果可能以纤维的细纤维

化及分丝帚化为主，而较少的纤维切断。打浆转数超过

6000r时，浆料打浆度变化幅度明显降低，而湿重仍呈

降低趋势，这表明纤维可能已经大部分细纤维化及分丝

帚化，再打浆仅会降低纤维长度。综合考虑打浆度和湿

重，不加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转数不宜超过

6000r。

如图2所示，随着打浆转数增加，棉短绒的抗张

指数、耐破指数都呈增高的趋势。打浆转数低于2000r

时，棉短绒手抄片耐破度低于仪器检测下限检测不出结

果。这表明棉短绒打浆度应达到70°SR左右才能满足使

用条件。打浆转数由2000r提高到6000r时，耐破指数

提高约16%、抗张指数提高约60%。这可能是由于打浆

作用增多了纤维间的氢键结合从而提高了强度。打浆转

数由6000r提高到8000r时，耐破指数、抗张指数变化不

大，这可能是纤维间氢键结合增加幅度降低而纤维切断

作用增强导致的。综合考虑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不加

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转数不宜超过6000r。总

之，综合考虑浆料打浆度、湿重及强度指标，不加化学

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转数应控制在6000r左右。

2.2 不同预处理条件对棉短绒打浆质量影响

由于不加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要满足使用要

求打浆时间较长，打浆能耗较高且打浆后纤维较短，为

进一步提高打浆质量降低打浆时间，对棉短绒用氢氧

化钠、渗透剂等进行了预处理然后再打浆，并与不加化

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浆料进行对比，结果见表2。由

图1  打浆转数对打浆度、湿重的影响

图2  打浆转数对强度的影响

表2  不同预处理条件打浆质量

1#

2#

3#

4#

组别
氢氧化钠

/(kg/t浆)

-

30

-

30

3000

3000

3000

3000

打浆转数

/r

74

78

77

80

打浆度

/°SR

22.43

28.26

27.47

30.15

抗张指数

/(N.m/g)

1.51

1.53

1.51

1.56

湿重

/g

1.96

2.12

2.08

2.16

耐破指数

/(kPa.m2/g)

-

-

0.2

0.2

渗透剂

/(kg/t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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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棉短绒与纱管纸浆料纤维质量分析

运用Kaj a a n i F S300纤维分析仪可以测量纤维数

均长度L n、纤维重均长度L l、纤维二重重均长度Lw，由

于L n受短纤维影响较大，而Lw则代表了较长部分的纤

维长度，通常不能真实反映大部分纤维的长度[11，12]，因

此纤维重均长度Lw最接近浆料纤维长度。如表3所示，

与纱管纸浆料纤维相比，棉短绒纤维较细长，长度几乎

是其的2倍、宽度仅为其80%，长宽比几乎是其2倍。此

外棉短绒比纱管纸浆料中细小纤维含量低，但纤维卷

曲、扭结程度更严重。因此将预处理棉短绒浆料经打浆

添加到纱管纸浆料中可能提高长纤维配比，从而改善

浆料性能和成纸强度。

2.4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试验

2.4.1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对保留率和滤水性能的影响

如图4、图5所示，与100%纱管纸浆料相比，在纱管

纸浆料中加入棉短绒浆料的留着率和灰分留着率都呈

于不加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转数至少3000r

才能达到70°SR以上打浆度以满足提高纱管纸强度的

要求，为了既满足强度要求又节约打浆能耗，试验时固

定打浆转数为3000r。由表2可以看出，固定打浆转数

3000r时用氢氧化钠、渗透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比不加化

学试剂预处理的棉短绒浆料打浆度高3～6°SR、湿重略

高、抗张指数提高20%～30%、耐破指数提高6%～10%。

其中氢氧化钠和渗透剂联合预处理的棉短绒打浆效果

最好。这可能是由于渗透剂的渗透、乳化作用加快了碱

液对原料的渗透速度，促使其脱脂等作用，使纤维更容

易打浆[7]。由图3可以看出，与不加化学试剂预处理的棉

短绒浆料相比，经氢氧化钠预处理的棉短绒分丝帚化

明显、渗透剂预处理的棉短绒纤维表面有微纤丝，尤其

是氢氧化钠和渗透剂联合处理的棉短绒纤维表面有微

纤丝而且分丝帚化明显。这也说明了氢氧化钠和渗透剂

预处理可以明显改善棉短绒的打浆质量。

图3  不同条件预处理打浆后纤维的SEM图

表3  棉短绒与纱管纸浆料纤维质量对比

纤维质量

指标

长度/mm  Ln

  L l

  Lw

宽度/μm  Wn

   Wl

   Ww

细小纤维/%  Fine(n)

  Fine(l)

纤维卷曲/%  Fiber curl

扭结指数/(1/m)  Kink index

纱管纸

浆料

0.52

1.11

1.95

19.54

20.41

21.5

31.54

6.13

18.2

1017

0.91

1.92

2.99

16.35

16.27

16.36

20.29

2.56

21.9

1526

棉短绒

图4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对保留效果的影响 图5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对滤水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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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的趋势，相同时间内浆料滤液质量增加，浆料滤水

速度变快。随着棉短绒配比的提高，浆料留着率和灰分

留着率、浆料滤水速度都不断提高。与100%纱管纸浆

料相比，棉短绒配比为5%时，浆料留着率提高了约3个

百分点、灰分留着率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180s内浆料滤

液质量提高约50%。棉短绒配比为20%时，浆料留着率

提高了10个百分点、灰分留着率提高了9个百分点，180s

内浆料滤液质量提高约1.2倍。这是由于棉短绒的加入

改善了浆料中纤维的组成，长纤维含量增多导致了浆料

保留效果和滤水效果的改善。

2.4.2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对强度的影响

如图6所示，与100%纱管纸浆料相比，加入棉短绒

后纱管纸手抄片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都较高。随着

棉短绒配比的提高，纱管纸手抄片的抗张指数和耐破

指数都呈升高的趋势。与100%纱管纸浆料相比，棉短

绒配比为5%时，抗张指数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耐破指

数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棉短绒配比为20%时，抗张指数

提高了约2.4倍、耐破指数提高了2倍。这是由于棉短绒

的加入提高了浆料中长纤维的含量，增加了纤维间的氢

键结合，从而提高了成纸强度。

3  结论

3 .1 棉短绒用于纱管纸，浆料打浆度应达到70°SR左

右才能满足使用要求。为了减少纤维的切断作用并达到

纱管纸的强度要求，打浆转数应控制在3000～6000r。

3 . 2 在氢氧化钠用量为30k g/t浆、渗透剂用量为

0.2k g/t浆的条件下将浓度为10%棉短绒浆在60℃下处

理60m i n，可以明显改善棉短绒打浆性能，从而降低打

浆转数及打浆能耗、提高浆料湿重。

3 . 3 在纱管纸浆料配比一定量的棉短绒浆料可以提高

混合浆料中长纤维含量，从而改善浆料的保留和滤水

效果，提高成纸的抗张强度、耐破强度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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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棉短绒配抄纱管纸对强度的影响

更 正

在《中华纸业》2018年第24期P60，倒数11行“准备

紫外线荧光灯随时检验荧光物是没有必要的”，正确的

应该是“准备紫外线荧光灯随时检验荧光物是十分必要

的”。

在此，向《中华纸业》广大读者朋友致歉！

研究开发  R & D

28
第40卷第2期 2019年1月



摘 要：主要分析研究铜版纸涂布损纸微生物的种类及含量，并模拟了温度、pH、时间和营养物质等因素对

微生物滋生的实验。通过实验发现：在损纸浆中的主要危害性微生物为杆菌、丝状细菌、球菌、卵菌等几种菌

类，并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损纸浆中的微生物含量高达1×108CFU/ml，整个损纸系统的pH在7.2～8.10之间，

温度在35～45℃之间，浆料循环时间大于4h，含有大量的淀粉、碳酸钙、植物纤维等营养物质，最有利于微生

物的增殖与代谢,因此对于损纸的微生物控制需要将杀菌与抑菌相结合，控制微生物的增殖与代谢。实验结

果表明：Na l c o的D产品杀菌剂在7.5mg/l及12.5mg/l的用量下，能够有效杀菌和抑菌，可将损纸系统微生物含量

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损纸回用。

关键词：微生物；损纸系统；影响因素；控制方案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ype and content of microorganism in coated paper broke system, and simulates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pH, circulation time and nutrient on microbe development. It has found that in broke paper pulp, harmful 
microbes mainly refer to bacillus, filamentous bacteria, coccus, egg bacteria, and so on. The microbial content in broke pulp is as 
high as 1x108cfu/ml. The broke system, with pH between 7.2 to 8.10, temperature between 35～45℃ and pulp circulation time over 
four hours, contains large amount of nutrient such as starch, calcium carbonate and plant fiber, which is easiest to cause microbial 
proliferation and metabolism.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sterilization and bacteriostasis is required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bolism control for microorganism. It’s proved that Nalco’s D series bactericide, in the dosage of 7.5 and 12.5mg/l, can do well in 
sterilization and bacteriostasis, and bring the microbe contents to a relatively low position,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broke recycling.
Key words: microorganism; broke 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o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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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纸中含有大量的淀粉、羧甲基纤维素、胶乳、

碳酸钙、硅土等化学药品，这一类的化学药品能大大促

进微生物的滋生与代谢[1～4]。微生物对现代造纸产生的

危害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形成生物膜和形成腐浆，这两

类问题会造成破孔、斑点、断纸等各种危害[5～8]。因此微

生物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现代高速文化纸机

中，大量的涂布损纸在回收利用的过程中，微生物的代

谢繁殖，影响涂布损纸回用，造成抄纸困扰。本文主要研

究了金东纸业涂布损纸系统微生物滋生及控制方案。

1  材料与方法

涂布损纸浆及白水，阳离子淀粉、碳酸钙都是来源

于金东纸业；杀菌剂及细菌片：来自Nalco公司。

1.1 实验方法

微生物含量测定：细菌片法(TABC法)，取1m l样

品滴在由3M公司提供的细菌片上，压制成片，放入37℃

恒温箱中48h后取出数细菌的斑点数。

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采用ATP荧

光检测方法，取0.1m l样品，加入0.1m l的AT P释放因

子，室温反应1m i n，加入0.1m l反应液，混均后放入仪

器测定读数。

1.2 实验内容

针对涂布损纸，对损纸浆微生物种类和含量、系统

pH及温度等方面进行调研，并研究了微生物的代谢影

响因素，并尝试性地对微生物控制进行了研究。

2  结果与讨论

2.1 损纸微生物分析

损纸浆取样进行分析，主要利用生物显微镜技术

观察了损纸浆中的微生物种类及细菌片法测定细菌含

量，分析结果如图1、图2所示。

根据显微镜拍摄图片可以得出，损纸浆中对系统危

害较大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丝状真菌、球菌、卵形菌、杆

菌这四种细菌。这四种微生物对系统的危害主要表现

为：盘结堵塞较细水系统管路、易于与系统中纤维交织

而沉积、易于与设备黏连而沉积于设备表面。

从图2看出，损纸浆的微生物含量较高，其中3～8、

11号设备中微生物的含量均达1.0×108CFU/ml的水平，

9、10号设备加有杀菌剂，其含量较低。设备号从1到11

遵循了生产流程从前往后的顺序。从图中的趋势看，在

生产流程的中间部分，微生物的含量是最高的，温度也

相对最低（～40℃），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引起了系统pH

的变化，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2.2 时间的影响

根据对损纸浆的调研结果，研究微生物的代谢因

素，取涂布损纸浆样，在40℃水浴中进行培养，分别在

2h、4h、6h、8h取样做细菌片来观察微生物代谢情况，

其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看出，微生物的代谢可以分成4h以内及4h以

上两个阶段。在前4h内，微生物的数量增加比较缓慢，

在4h以后，微生物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其数量从开始

的7.50×107CFU/ml上升到4h的1.27×108CFU/ml，到

图1　损纸系统微生物显微镜图片

图2　涂布损纸浆微生物分析

注：图2中横坐标数字代表设备为：1-P M1净化水 2-P M2净化水 

3-OMC1干损池 4-OMC2干损池 5-OMC2损纸塔 6-OMC白水 7-主筛 

8-浓缩机 9-损纸计量槽 10-纸机损纸槽 11-浓白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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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后上升至4.70×108CFU/ml。由于损纸系统中含有较

大体积（2000m3）储罐，从损纸重新散浆至纸机回抄，

其周期一般在4～8h以内，因此微生物的控制显得尤为

重要。

2.3 温度的影响

损纸浆料系统温度基本在40～50℃范围内，取涂

布损纸浆样，分别在15/25/35/45/55/65℃水浴中保温

6h后，取样分析微生物含量，其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看出，微生物的生长有一个最佳的温度，其

范围应该在35～45℃之间，在低于35℃时，微生物是随

温度的提升而逐渐增多的，当温度大于45℃之后，微生

物的含量是随温度上升而逐渐下降的。损纸系统的温

度范围是在40～50℃之间，其中供水系统温度较高，都

在50℃左右，而损纸浆线设备的温度偏低，在40℃左

右，刚好在微生物的最佳代谢温度范围以下。

2.4  pH的影响

取涂布损纸浆样，分别在调节pH至6.8/7.4/8.0/ 

8.5/9.0后，在40℃水浴中保温6h后，取样分析微生物

含量，其结果如图5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6.8～9.0的pH范围内，微生物

的含量是随pH的升高而逐渐增多的，达9.0后，增殖变

缓。系统调研显示pH值在7.2～8.0的范围内，在此pH

条件下，是有利于微生物代谢增殖的。

2.5 营养物质的影响

造纸过程添加许多添加剂，如淀粉、碳酸钙、聚丙烯

酰胺等，这些添加剂造成了系统的复杂性，也为微生物的

代谢提供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实验中主要考察了淀粉、填

料碳酸钙、纸浆及其混合后对微生物代谢的影响。

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单一营养物质的情况下，淀

粉对微生物的代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有营养物质混

合后，对微生物代谢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也表明纸机

系统的环境是最适合微生物的滋生增殖的。

2.6 微生物的控制方案

由于损纸浆料中微生物含量高，系统中温度、pH、

营养源等，均有利于微生物的增殖和代谢，并且损纸系

统循环时间较长，对微生物控制更是不易。对损纸中的

微生物控制需要快速杀灭微生物和抑制微生物增殖同

时控制。Na l c o公司提供了A/B/C/D/F五种杀菌剂进

行损纸微生物控制的评估。

分 别 添 加 不 同 量 的 五 种 杀 菌 剂 于 损 纸 浆

中，在40℃水浴中保温2h后检测细菌含量及AT P

（Adenosine Triphosphate）数据，评估快速杀菌能

力，其结果如图7所示。

从结果来看，D产品以及F产品的快速杀菌能力较

图3　时间对微生物代谢的影响

图4　温度对微生物代谢的影响

图5　pH对微生物代谢的影响

图6　营养物质对微生物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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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7-16]

强，分别在7.5m g/l和12.5m g/l用量下表现出较强杀

菌能力，从未处理的9.50×108CFU/m l的微生物含量

直接降至5.00×105CFU/m l以下，杀菌率达到99.94%

以上，ATP含量也从初始380248RUL降至13006RUL

以下。其余产品或用量下的杀菌效果则相对较差，最高

杀菌效率只达91.5%，ATP最低是155520RUL。

将几种不同杀菌剂分别添加不同的量加入损纸浆

中，在40℃的水浴中保温4h及24h后检测细菌含量，评

估不同产品的抑菌能力，其结果如图8所示。

从结果来看，4h的抑菌能力较强的仍然是D产

品及F产品，D产品在2.5m g/l、7.5m g/l、12.5m g/l

用量，均有较好表现，微生物含量从2.50×109CFU/

m l分别降至2.50×105CFU/m l、1.20×105CFU/m l、

2.00×105CFU/ml,抑菌效果分别为99.99%、99.995%、

99.999%；F产品则是在7.5m g/l、12.5m g/l的用量抑

菌能力较强，微生物含量分别降至4.00×104CFU/m l

和1.00×104CFU/ml；其余产品的4h抑菌能力则较差。

24h抑菌能力较强的是D产品，在7.5m g/l、12.5m g/l

用量下较好，微生物含量从4.80×109CFU/ml分别降至

3.10×105CFU/m l和1.00×104CFU/m l，抑菌能力达

99.994%和99.999%，效果最佳最好是D产品12.5m g/l

的用量，其余产品的24h抑菌能力较差。

从实验损纸浆的微生物控制实验来看，除了D产品外，

其余产品不能很好地控制微生物增殖或只能在短时间内将

微生物含量降低，抑菌能力稍弱。药品D在12.5mg/l用量

下的效果最好，能达快速、持久地控制微生物的含量。并

且从ATP上来看，药品F的也是下降最快的，表明其中活

跃的微生物含量急剧下降，并且从控制时间来看，可以在

24h内有效抑制微生物的增殖代谢，从而可以保证整个系

统的微生物都控制较小的含量，减少了影响纸机运转的

微生物代谢产物产生，改善损纸的品质。

3  结论

涂布损纸中微生物含量较高，且回用条件较适合

微生物增殖与代谢，其微生物控制不仅仅是对其数量

上的控制，更多的是要避免其快速代谢所引起的不利影

响，消除由微生物导致的损纸回用对纸机运行的不利

影响。注重损纸系统整体微生物的控制，通过杀菌与抑

菌并用，可减少微生物代谢产物，有利于改善损纸品质

及损纸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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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杀菌剂快速杀菌能力

图8　不同杀菌剂抑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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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纸主要由纤维、填料和助燃剂构成，并直接参

与烟支的燃烧。而助燃剂(有机钾盐、钠盐)含量大小直

接关系着烟支的燃烧性能、吸味以及安全性能（焦油和

一氧化碳的含量）。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吸烟者的品吸

体验和安全性能，卷烟纸中的助燃剂含量必须根据卷

烟纸的特性将其控制在一定水平。因此迫切需要选择一

种快速、准确、高效的检测方法，与生产工艺控制相结

合，从而稳定卷烟纸的燃烧性能、安全性能等。

1  实验

1.1 主要仪器(见表1)

1.2 原理

摘 要：传统的卷烟纸助燃剂含量检测方法有氧化还原滴定

法、离子色谱法以及电导率检测法。本文对这3种检测方法的

检测原理、操作步骤、检测时间、重复性、再现性以及适用条

件进行了对比。

关键词：卷烟纸；助燃剂；氧化还原法；酸根；电导率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combustion improver 
measurement in cigarette paper mainly refer to oxidation reduction 
titration, ion chromatography and conductivity detection method.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detection 
methods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ement pr inciples, 
operation steps, detection time, repeatability, reproducibility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Key words: cigarette paper; combustion improver; oxidation 
reduction; acid radical; electric conductivity

中图分类号：TS77; TS727+.2; TS7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2-0033-04

卷烟纸中助燃剂含量三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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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分析研究室，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A comparison of three detection methods for combustion impr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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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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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实验议器

离子色谱仪

离子综合测试仪

水分测定仪

破碎机（料理机)

可调距切纸刀

仪器 型号

IC-3000

SevenMulti

/S40K

HG63

-

YQ-Z-15

-

0.5级

1mg/1℃

-

-

准确度

热电DIONEX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公司

九阳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厂

厂家

-

0.01us/cm～

500ms/cm

(0.1～61)g

-

360mm×300mm

测量范围

锰酸钾的量计算得出助燃剂的含量。

1.2.2 离子色谱法

以柠 檬 酸 钾及苹果 酸 钾为 例，柠 檬 酸 钾 分

子式K 3C 6H 5O 7，结构式 ；苹果酸钾分子式

C4H6O5
.2K，结构式 ，通过

采用热电DIONEX IC-3000离子色

谱仪测定酸根的含量即可测定柠檬

酸钾或苹果酸钾的含量。

1.2.3 电导率检测法

电导率是电阻率的倒数，表征

溶液中电解质的总浓度。由于水溶

液中的助燃剂浓度（阴、阳离子总

浓度）与电导率值成正比，因此通

过测试一定浓度纤维悬浮液电导

率值可确定卷烟纸中助燃剂含量。

电导率与溶液浓度之间呈线性关系

（在一定温度下，对于一定的电解质

和溶剂而言β是一个常数），如下:                            

。

1.3 操作步骤（图1）

1.4 结果计算（表2）

2  结果与讨论

2.1 三种检测方法的测量系统分析

随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具有

一定助燃剂含量梯度的卷烟纸样品

6个；选取操作人员3个，每个人分别

用这3种方法对这6个样品进行测试，

每个样品平行测试3次，并对实验数

据采用Min itab软件进行测量系统分

析，结果如表3、图2。

分析结果显示，人员之间检测

均无明显差异，样品梯度选择合适；

高锰酸钾滴定法重复性、再现性合

计变异10.21%,离子色谱法合计变异

4.24%,电导率法合计变异4.77%；在

重复性、再现性上离子色谱法和电导

1.2.1 氧化还原滴定法

以柠檬酸钾及苹果酸钾为例，在含硫范围内，滴定

剂高锰酸钾被羧化物还原成硫酸锰，反应式如下：

MnO4
-+5COO-+8H+=Mn2++5CO2+4H2O

通过显色反应，可判定滴定终点，从而通过消耗高

表2  计算方法 

氧化还原滴定

法

离子色谱法

电导率法(以柠

檬酸钾为例)

方法 结果计算

R=V/6m   R—助燃剂含量%；V—高锰酸钾（0.5000mol/l）消

耗体积ml; m—纸质量g

R=10c/m

R—助燃剂含量%；c—酸根浓度mg/l;m—纸质量g

R=0.0032K/m+0.05

R—助燃剂含量%；K—电导率μS/cm；m—纸质量g

表3  三种检测方法的测量结果

1

2

3

4

5

6

样品

编号 人员1

0.32 

0.35 

0.34 

0.45 

0.42 

0.46 

0.62 

0.64 

0.63 

0.89 

0.90 

0.87 

1.02 

1.10 

1.06 

1.45 

1.48 

1.45

人员3

0.38 

0.36 

0.37 

0.42 

0.49 

0.46 

0.66 

0.69 

0.65 

0.85 

0.87 

0.83 

1.05 

1.12 

1.04 

1.42 

1.46 

1.52

平均值

0.35 

0.36 

0.36 

0.44 

0.46 

0.46 

0.65 

0.68 

0.66 

0.88 

0.89 

0.86 

1.04 

1.11 

1.06 

1.43 

1.48 

1.49

人员2

0.35 

0.37 

0.37 

0.46 

0.48 

0.45 

0.68 

0.71 

0.69 

0.89 

0.89 

0.89 

1.05 

1.10 

1.09 

1.41 

1.50 

1.49

高锰酸钾法结果/%

人员2

0.34 

0.33 

0.35 

0.43 

0.44 

0.45 

0.67 

0.65 

0.66 

0.88 

0.85 

0.82 

1.03 

1.02 

1.06 

1.38 

1.39 

1.37

人员3

0.33 

0.33 

0.35 

0.44 

0.46 

0.45 

0.69 

0.67 

0.69 

0.87 

0.84 

0.84 

1.05 

1.01 

1.07 

1.39 

1.42 

1.39 

人员1

0.34 

0.32 

0.36 

0.44 

0.43 

0.46 

0.66 

0.66 

0.67 

0.87 

0.82 

0.82 

1.05 

1.04 

1.03 

1.39 

1.41 

1.40

平均值

0.34 

0.33 

0.35 

0.44 

0.44 

0.45 

0.67 

0.66 

0.67 

0.87 

0.84 

0.83 

1.04 

1.02 

1.05 

1.39 

1.41 

1.39

离子色谱法结果/%

人员1

0.34 

0.34 

0.32 

0.45 

0.46 

0.48 

0.69 

0.68 

0.68 

0.89 

0.84 

0.86 

1.04 

1.05 

1.04 

1.36 

1.39 

1.38

人员3

0.34 

0.34 

0.36 

0.44 

0.46 

0.47 

0.69 

0.65 

0.63 

0.87 

0.86 

0.82 

1.08 

1.04 

1.07 

1.35 

1.39 

1.39

人员2

0.33 

0.35 

0.33 

0.45 

0.47 

0.46 

0.68 

0.69 

0.70 

0.88 

0.89 

0.89 

1.06 

1.04 

1.05 

1.37 

1.42 

1.37

平均值

0.34 

0.34 

0.34 

0.45 

0.46 

0.47 

0.69 

0.67 

0.67 

0.88 

0.86 

0.86 

1.06 

1.04 

1.05 

1.36 

1.40 

1.38

电导率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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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量具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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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三种检测方法的检测时间

氧化还原法

电导率法

离子色谱法

方法
前处理时间 

/min

15～20

5～8

35～40

35～45

7～13

85～100

总计 

/min

20～25

2～5

50～60

测试时间 

/min

率法优于滴定法。其原因是化学滴定过程繁琐，滴定过

程为防止发生副反应，对温度和pH值要求较高，而且

滴定终点不容易判断，存在人为主观因素。而离子色谱

法和电导率法对检测条件要求低，操作步骤中人为主观

影响小，而且仪器较为稳定，故检测结果重复性、再现

性较好。

2.2 三种检测方法的检测时间及适用性分析（表4）

电导率法耗时最少，且使用仪器和材料比较简单，

适用于生产现场快速检测；离子色谱法用时比较长，但

检测精度比较高，适用于条件允许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开

发以及产品抽检；氧化还原滴定法检测时间中等，检测

精度一般，但检测成本较低，适用于对成本有要求的实

验室。

3  结论

利用电导率法进行卷烟纸中助燃剂含量的检测，

优于氧化还原滴定法和离子色谱法，耗时少、重复性再

现性好，同时可用于生产现场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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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泥过滤洗涤是制浆碱回收苛化工段的重要工序，

白泥盘式过滤机就是为适合大规模的制浆生产而开发

的白泥洗涤设备，在苛化工段已成为压力式苛化的核心

设备[1]，对自动化控制也具有更高的要求。汶瑞机械（山

东）有限公司紧跟国际前沿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

发了大规格245m2过滤面积的BYG3714型白泥盘式过

滤机。并根据白泥盘式预挂过滤机的技术特点，配套研

发了先进适用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推广应用到国外年产

200万t阔叶木化学浆项目中，达到了系统运行稳定、设

备性能可靠的理想效果。本文对设备的主要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及其设备控制系统进行介绍。

1  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1.1 设备结构
摘 要：介绍了大型白泥盘式过滤机BYG3714的基本结构及工

作原理，详细阐述了设备系统控制过程及优势、操控要点。

关键词：白泥盘式过滤机；设备结构；主机控制；进料控制；

滤液控制；预挂层更新；CPR系统控制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a large-scale BYG3714 white mud disc filter, and 
clarifies the controlling system and its advantages and essentials 
for opera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white mud disc filter; structure; host control; feeding 
control; filtrate control; pre-coating layer replacement; CPR 
system control

白泥盘式过滤机BYG3714的研发及自动化控制
⊙ 徐怡萍  马焕星  李进鹏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山东安丘 262100]

The R&D of BYG3714 white mud disc filter and its automat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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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设备结构

1-机罩 2-槽体 3-预挂层连续更新系统 4-阀系统 5-传动装置 6-

过滤单元 7-分配阀 8-刮刀卸料装置 9-接水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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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泥盘式过滤机的设备结构如图1示，主要由机

罩、槽体、预挂层连续更新系统、CPR清洗系统、阀系

统、传动装置、过滤单元、分配阀、刮刀卸料装置和接

水盒等组成。

1.2 设备工作原理

白泥盘式过滤机工作时先用白泥泵向槽体内送入

白泥乳液，通过真空泵提供的抽吸力过滤脱水实现固

液分离，在运行中用喷淋洗涤水置换出白泥中的溶解

碱，白泥层用每组扇片的刮刀刮下顺溜槽落下，稀白液

穿过扇片用稀白液泵回收到稀白液槽。

为保持过滤层的过滤性能，配套CPR系统连续更

新预挂层，当CPR预挂层更新已无法满足过滤性能时，

则停止真空系统，更换新的白泥预挂层。

2  设备控制及操作模式

B Y G3714白泥盘式过滤机根据现场情况通过

CB01箱的按钮转换到“S e v i c e M o d e”或“Ru n 

Mod e”,当转到服务模式时DCS及MCC控制室不能操

作主体设备，保障现场操作安全（见图2）。 

当转到服务模式检修设备时，先通过机罩门的就

地控制箱CB03开启机罩门（见图3），其控制主要是在

现场执行，主要是维护、检修设备时使用。每一侧机罩

门由2个气缸同时控制上升、下降动作，由气缸的磁性开

图2  白泥盘式过滤机操作与控制系统

关限制上、下限位位置；锁紧电磁阀主要是在断电、断

气的状况发生时，防止机罩门在开启或关闭的任意位置

掉落。机罩门的锁紧装置有自动/手动控制模式,通常转

换到自动模式解锁。通过点动按钮上升或下降机罩门，

这样方便检修，操作。在此模式下，通过现场箱CB01

按钮可以点动主机旋转，方便更换滤盘或过滤网，检

修完毕合上机罩门。如果现场需要正常开机，则转换到

“Run Mode”模式。无论在哪种模式出现异常，可快

速按下“Quick Stop”按钮，避免事故扩延的发生。

CPR系统作为白泥盘的更新预挂层单元，在现场

如果出现故障可以通过CB02箱的急停按钮仅对CPR系

统单元紧急停止，检修完毕可就地启动CPR单元测试，

测试完毕，切换到DCS上控制。

本项目设旁通回路，当需要时关闭阀HS0438，通

过切换开关HS0439切换到“Circu lat ion”模式时，开

启旁通阀HSO429，白泥泵将把料液输送到备用设备。

3  运行过程控制要求

开机之前，首先检查开机必须具备的条件：电气、机

械都已测试完毕并在初始位置，系统需要的密封水及气

源具备条件，刮刀调整在预挂层要求厚度的位置上。

3.1 开机程序

(1）各密封水按要求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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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配阀侧密封水末端压力为3B a r左右，流量约

为6L/m i n；过滤机密封排出侧水流量约为6L/m i n时

压力转换到REMOTE控制模式，压力设定值30kPa。

②通过减压阀，调整白泥盘式过滤机阀门末端密

封空气压力4Bar左右。

(2）零速开关显示其工作状态，调节转速S IC0793

到大约2～4r/m i n，如果白泥盘式过滤机真空泵停止运

转，白泥盘式过滤机速度将强制改变为1r/min。

(3）启动进料螺旋电机U1144M1的密封水，再开启

进料螺旋电机，零速开关显示其工作状态。

(4）切换开关HS0439转到“Feed”位置，确保白泥

盘式过滤机的旁通阀HS0429关闭，开启阀HS0438。

(5）启动白泥皮带输送机2#、皮带机1#，转速开关

显示其工作状态，纠偏开关检测皮带跑偏情况；皮带机

2#入窑只有正转，皮带机1#可正、反转，当皮带机2#停

机时，可自动切换皮带机1#反转运行。

(6）开启进料泵密封水，启动进料泵U2261M1或

U2262M1,向白泥盘式过滤机喂料，进料泵启动后阀门

HS0426、FV0428将自动开启，通过控制器FIC0428调

整白泥流量和DIC0427调节密度到所需值。

(7）当白泥进料达到约50%液位时，开启真空泵密

封水，启动真空泵M2026M1,观察真空压力表P I0803

显示的真空度。

(8）当滤液收集槽内的L IC0434显示的液位到达

10%～20%时，启动滤液泵，收集槽的液位要求控制在

2%～25%,可通过控制滤液泵出口调节阀LV0434的开度

调节液位。

(9）开启控制阀FV0432，向料液进二次冷凝水；开

启控制阀LV0431，将白泥过滤机滤液加入料液，保持白

泥过滤机高效、稳定的运行液位，以保证白泥下料均匀。

(10）调节进料白泥流量控制器F IC0428，保持液

位；白泥预挂层完全形成，且系统的真空度PI0803上升

到－50k P a时，启动CPR预挂层连续更新系统,本系统

分3个单元，要求同步，每个单元各由一个小车驱动，其

图4  CPR系统

图3  机罩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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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控制阀组数见图4。

C P R作为预挂层的清洗和更新、滤网的清洗系

统，自动化要求很高。用于更新预挂层的低压水约

0.6M P a；用于清洗滤网的高压水约4M P a。每组盘片

的两侧喷淋管变频驱动。运行时前进速度慢，返回时以

最快速度运行，进给速度：20～150mm/m i n。在自动

运行时，只有一个盘片由高压水清洗，其余盘片由低压

水清洗。由高压水清洗的盘片，在每个洗涤顺序中依次

轮换。扇形板表面被切掉预挂层的那部分白泥，随着扇

形板的转动进入槽体内的液面以下又会很快重新附着

上白泥，从而实现预挂层的连续更新[4]，其主要过程如

下：

①开启自动开关“AUT O S t a r t”，把高压泵

U2271M1、低压泵U2273M1、CPR各单元小车及各高

压阀切换到自动模式，DCS显示自动模式，见图4。

②当3个CPR单元都在初始位置（即后退限位位

置）时，按下“AUTO Star t”开关，3个CPR单元小车

同时前进，前进时以DCS设定的慢速度运行，可以通过

SIC0505、SIC0510、SIC0515调节各单元速度，后退时

以设定的最快速度后退；低压泵U2273M1自动启动；高

压泵U2271M1在CPR任一单元工作和任一高压阀开启

时也自动启动；3个单元小车运行到前限位后都停止，等

待约5S自动返回，当碰到后限位开关时都停止，等待约

5S自动前进，这样往返运动。停止“AUTO Start”时各

单元小车停止工作。

③高压阀的开、关顺序是通过单元小车碰撞后限

位开关计数器CTUD01的数值依次开启，从CPR1单元

的高压阀HS0476开始计数器为1，以后依次类推，当碰

到前限位开关切换下一个高压阀工作时，前一个高压阀

继续开启60S自动关闭，这样周而复始。在工作过程中

任一CPR单元小车或任一高压阀出现故障，将其立即

切换到“M_Mo d e”，则计数值会自动跳过故障的小车

阀组或故障高压阀，继续依次开启正常的高压阀工作。

④每个C P R单元小车工作都有零速开关测试

从后限位位置到前限位位置的脉冲，分别由计数器

CTUD02、CTUD03、CTUD04对CPR1单元、CPR2单

元、CPR3单元前进或后退的脉冲计数，高压泵则以后

限位为基准以设定的最高速度和压力前进，到前限位

达到设定的最低速度，返回时以最低速度逐渐达到设

定的最高速度，前进或后退过程以各计数器的减、加计

数的脉冲数控制减、加速度，这样循环往复。

(11）滤液水坑液位L IC0435大于30%时启动水坑

泵U2267M1或U2268M1，其液位通过调节阀LV0435

控制。

(12）检测滤液残碱CI0436情况，根据白泥下料干

度，调节主机转速SIC0793。

3.2 停机程序

(1）转换密度和液位等各控制器到MAN位置。

(2）停止白泥过滤机进料泵，白泥泵出口阀自动关闭。

(3）停止CPR系统。

(4）打开密度控制阀DV0427冲洗到白泥过滤机的

白泥管线，冲洗完成后关闭阀门；通过二次冷凝水阀

FV0432，向白泥过滤机进二次冷凝水；通过稀白液回流

阀LV0431，进白泥过滤机滤液，保持白泥过滤机高液位。

(5）当来自刮刀的白泥下料降低，且白泥过滤机供

料槽液位较高时，降低白泥过滤机速度至约1r/min。

(6）停止白泥过滤机真空泵M2026M1。

(7）全开滤饼洗涤水阀清洗滤网，直到清洗干净盘

片为止;关闭液位控制滤液阀和二次冷凝水流量控制

阀，打开白泥过滤机排空阀。

(8）停止进料管搅拌器U1144M1；泵空滤液槽后停

止滤液泵U2264M1或U2265M1。

(9）停止主轴电机，各滤液泵与其滤液槽低液位互

锁将自动停止。

4  自动控制系统

为了保证白泥盘式过滤机安全地运行，应用了图5  S800 I/O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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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00 I/O过程控制站的分布式I/O控制，作为控制器

的一个从站。本苛化线采用了AC800M的PM891控制

器，是一种高性能的工业应用控制器，其编程组态由一

图6  自动控制系统逻辑图

种高度集成的编程软件Control Builder M实现。

4.1 系统优势

本系统S800 I/O通过现场总线ProfiBus DP与其

图7  自动控制系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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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控制器PM891通信、连接（见图5）。

(1）S800 I/O优点：具有灵活、模块化、经济、可靠

的性能。

(2）S800 I/O特性：支持ModuleBus和ProfiBus

通信及电源和现场总线冗余；L E D故障显示；带电插

拔、自动识别。

(3）通信网络：Prof iBus DP通信，介质双绞线或

光缆，每条总线128个节点。

(4）I/O模件：控制共计232点，本系统的输入、输

出模件均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安全、可靠。

(5）电源：系统的SD832输出24V电源,具有高阻

抗、高容量性能,输出带有短路保护。

本系统主要硬件配置见表1。

4.2 人机界面

800X A为过程控制提供了艺术化的人机接口，易

于过程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及数据记录，系统便于

组态、使用、维护及扩展。

4.3 逻辑程序

见图6、图7。本系统先依据PI D工艺流程图及控制

要求编写逻辑图和功能图，编写DC S程序通常依据逻

辑程序，它利用“与”、“或”、“非”的逻辑运算关系，处

理得出工艺要求的结果“TRUE”或“FALSE”。

4.4 DCS编程

编程组态是在 Control Builder M中实现的，在 

I EC61131标准中按程序结构单元，即POU阐述程序、

功能块和功能，这些单元把自动化项目组织成代码块，

是一种高层次的编程语言（见图8）。

5  结语

白泥盘式过滤机BYG3714是汶瑞机械（山东）

有限公司研发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其产能高，控制先

进[1]。相对于传统的转鼓过滤机具有更大的过滤面积

和处理能力，自动更新预挂层，工作效率高，是白泥洗

涤浓缩设备开发中的一次重大技术突破。应用A BB

的I n d u s t r i a l I T系统800x A系统是一个功能强大

的、操作便利的、性能优化的人机接口，I/O从站通过

Profibus-DP网络可靠地与控制器进行数据通信，为智

能化操作和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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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通讯主站

IO通讯接口模块

S800I/O模板

24VDC稳压电源

操作站

名称序号

1

2

3

4

5

2块

2个

42块

3块

1套

数量

ABB

ABB

ABB

ABB

DELL

品牌

表1  主要硬件配置

CI854AK01

CI840A

DI810/DO810输入、输出开关量模块，AI810/AI810V2输入、输出模拟量模块，

既可做本地IO，又可以做远程IO,本安和冗余,热插拔

SD832，5A

DELL T5810；64位SP1，硬盘大于500G，内存大于4G，22″液晶宽屏显示器

型号

图8  CBM编程
[收稿日期:2018-08-13(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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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结构

纸机传动控制系统由主传动设备和自动化控制系

统两部分构成。

主传动设备包括从网部、压榨部、前干燥部、施

胶机、后干燥部、压光部和卷纸部中的主传动电机的

传动以及与主传动协调控制的弧形辊、引纸绳电机

的传动，它采用了ABB公司的AC S600/800传动产品

[其中PROFIBUS(1)中26、27、29站点为ACS800变频

器，其它均为AC S600变频器]，由直流供电部分、回馈

部分和逆变器部分构成，配备码盘接口、DP通讯接口

（ACS600采用NPBA-12 DP适配器,ACS800采用

RPBA-01 DP适配器）。

自动化控制系统采用了西门子CPU 412-2DP控

制器，一个ET200M_153-1通讯模块子站。主控室内配

置了2台研华工业控制计算机作为上位机，监控及组态

为西门子 SIMATIC WinCC 6.0版本软件。5个操作

台分布在纸机操作侧，利用西门子OP270 10英寸按键

操作屏对纸机传动系统进行实时操作，每个操作台上设

有全线控制的急停按钮。通讯网络采用PROF I BUS-

DP现场总线，通讯速率1.5M b p s，与DCS通讯通过西

门子DP/DP Coupler耦合器进行数据交换。控制系统

网络结构见图1。

摘 要：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六造车间于2005年7月正式

投产，该生产线采用3520m m长网多缸高速文化纸机，设计车

速800m/m i n，年产8万t精制双胶纸。本文对纸机传动控制系

统基本结构进行了简述、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通讯故障原因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纸机；传动控制；通讯故障；处理

Abstract: Yuangjiang Paper’s No. 6 production line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July 2005. The production line adopts a 3520mm 
fourdrinier multi-cylinder high-speed fine paper machine, with 
design speed of 800m/min and annual production of 80,000 tons 
of premium offset paper.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ontrol system for paper machine’s driving system, analyzed 
the cause of communication failure, and put forward reliable 
solutions with good result obtained.
Key words: paper machine; drive control; communication failure;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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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超半数站点测量值小于电平质量临界数值。图3中

29、30号节号由于错误的安装引起的强烈反射不能进行

可靠测量，其它超过半数站点测量值小于电平质量临界

数值，累计错误21次。

2.2 现场情况检查

2.2.1 站点数量与电缆长度检查

经查看西门子CPU 412-2DP控制器硬件组态和

站点设备分布情况，其站点数量与电缆长度如表1所示，

均在允许范围内。

2.2.2 连接方式及电缆敷设检查

西门子CPU 412-2D P控制器DP主站通讯接口

与ACS600、ACS800变频器（ACS600采用NPBA-12 

DP适配器,ACS800采用RPBA-01 DP适配器）连接

方式，见图4、图5。与ET200M_153-1通讯模块子站、

上位机、按键操作屏、DP/DP Coupler耦合器采用西

表1  站点数量与电缆长度

PROFIBUS（1)

PROFIBUS（2)

DP网络
站点

数量

24

31

约150m

约50m

电缆长度

200m（1.5Mbps)

200m（1.5Mbps)

允许长度

32

32

允许

数量

2  通讯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

2.1 通讯故障现象

不同部位电机不定时停止运行，从而导致系统停

机、纸机停止运行，重新开机后正常。从上位机对电机

电流历史趋势分析，与正常停止运行有明显不同。正常

停止运行电机电流呈向上升趋势后再下降，而非正常

停止运行电机电流突然断崖式消失。使用PROF I BUS 

Tester PB-T3现场总线分析仪对PROFIBUS(1)/(2)

进行检测诊断，通讯站点工作状况见图2和图3。图2中

28号站点超时，15号站点脉冲干扰，沿错误或超限，其

图1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

图2  PROFIBUS(1)通讯站点工作状况

图3  PROFIBUS(2)通讯站点工作状况

图4  主站与ACS600变频器连接方式

图5  主站与ACS800变频器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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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过近有时绞在一起。由于现场环境所限，要做到规范

安装存在一定的困难。

2.3 通讯故障处理

2.3.1 安装SIEMENS RS485中继器及CP 443-5 DP通讯模块

利用SIEMENS RS485中继器的网段的划分与物

理隔离功能，对PROFIBUS(1)、PROFIBUS(2)网络进

行改造。将PROFIBUS(1)19站点，PROFIBUS(2)13、

29站点分别加装S I E M E N S R S485中继器，使用

PROF I BUS Te s t e r P B-T3现场总线分析仪对

PROF I BUS(1)/(2)进行测量诊断，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见图7和图8。站点测量值相对图2和图3有改善，但效果

不明显，个别站点有脉冲干扰。考虑到PROF I BUS(1)

上连接有五块SIEMENS OP270按键操作屏，二台监

控上位机，数据量大，且距离较远。在S7 400底板上加

装了一块CP 443-5 DP扩展模块，将五块SIEMENS 

O P270操作屏、二台监控上位机、一个E T200M子站

从PROF I BUS(1)移植到了CP 443-5 D P口上。使

用PROF I BUS Te s t e r PB-T3现场总线分析仪对

门子DP通讯接头连接，PROFIBUS(1)/(2)均采用串联

模式。主站与ACS600变频器通讯电缆的连接不正确，

它的做法是将屏蔽层剥开，拧成一根连接到NPBA-12 

DP适配器端子，这种方式不符合EMC相关规范且容易

将干扰引入系统。可采用Icotek EMC电磁屏蔽夹来解

决或通过延长光缆将NPBA-12 DP适配器由电气控制

柜移植到新的专用控制柜安装，并采用集中供电，可以

解决这一问题，但工程量较大。

终端电阻检查（终端电阻设置存在问题，或终端器

因电源供电不稳定导致工作不正常，使信号在DP传输

线中反射，从而引起误动作），终端电阻开关位置正确。

但终端是NPBA-12 DP适配器的，由于其接线方式不

能在线更换，否则会导致终端电阻丢失。终端电阻拨码

位置见图6。

通讯电缆敷设不规范，电气控制柜没有做强弱电布

局划分，也没有通讯电缆专用屏蔽线槽。与动力线的距

图6　终端电阻拨码位置

图7  PROFIBUS(1)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图8  PROFIBUS(2)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图9  PROFIBUS(1)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5
Jan., 2019  Vol.40, No.0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PROF I BUS(1)进行测量诊断，网络设备工作状况见图

9，电平质量相对图7有改善。15号站点脉冲干扰，沿错

误或超限累计6次。

2.3.2 采用SIEMENS_OLM/G12光学链路模块将电缆转化

为光纤进行通讯

采用SIEMENS_OLM/G12光学链路模块将电缆

图10  PROFIBUS(1)改造后的网络结构

图11  PROFIBUS(1)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图12  PROFIBUS(2)网络设备工作状况

转化为光纤进行通讯，同时对PROF I BUS网络进行了

网段划分与物理隔离。

将P RO F I BU S(1)/(2)通讯速率从1.5M b p s

降为50 0K b p s，将硬件组态编译保存后下载。在

PROFIBUS(1)上加入了四块SIEMENS_OLM/G12光

学链路模块，组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的环网拓扑结构，如

图10。使用PPROFIBUS Tester PB-T3现场总线分析

仪对PROFIBUS(1)/(2)进行测量诊断，网络设备工作状

况见图11和图12。所有站点测量值均远大于电平质量临

界数值，与改造之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3  总结

从这起纸机传动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通

讯故障处理结果来看，它是由于各站点不正确的物理

安装或者EMC问题而产生的。采用SIEMENS_OLM/

G12光学链路模块将电缆转化为光纤进行通讯，同时对

PROFIBUS网络进行了网段划分与物理隔离，抑制了各

站点之间的相互干扰。

在项目实施前期，应科学设计、按标准和规范施

工，避免后期处理，造成更大的资金支出。目前在运行

的PROFIBUS网络设备也会因为环境的影响和机械力

等因素而慢慢恶化，需预防性地使用专业仪器检测、定

期维护，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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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纸项目工程设计中的难点、特点和先进性
⊙ 孙超1  赵芳1  袁令云1  周海阳1  孙京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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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
of specialty paper projects
⊙ SUN Chao1, ZHAO Fang1, YUAN Ling-yun1, ZHOU Hai-yang1, SUN Jing-dan2 (1.Poyry Shando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Jinan 250101, China; 2.Qingdao Haiwang Paper Co., Ltd., Qingdao 266400, Shandong, China)

摘 要：以世界领先特种纸生产商实施的本地化投资项目为

背景，重点介绍了项目工程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面临的

挑战，项目设计的特点，以及项目设计所体现的先进性，以便

对以后此类项目的设计者和投资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特种纸；工程设计；先进性

Abstract: Taking some local projects by world leading specialty 
paper manufacturer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project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future designers and 
investors.
Key words: specialty paper; engineering design;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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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设计年产特种纸4万t，主要产品为工业技术

包装纸、阻燃皱纹纸和医用无菌包装纸。是我国目前此

类特种纸领域首个按照欧洲生产商生产要求和产品质

量标准设计的特种纸生产线，也是我国目前单机产能

最大、自动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最高的特种纸生产线。

项目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见表1）都创造了国内新高，

填补了国内在此类特种纸高端产品的市场空白。

1  该项目设计的主要难点

欧洲生产商对项目产品质量要求达到欧洲标准，

替代进口。因此选择合理的工艺方案和生产方案以满足

项目高标准的要求是本次设计的难点。投资之前建设方

已经考察了国内外多个特种纸生产线和设备生产厂家，

并根据欧洲工厂经验制定了满足亚太产品质量的生产

要求和详细的成本控制计划。设计人员需结合企业提出

的工艺要求和成本要求选定基本工艺方案，并与企业外

方和中方技术人员共同选定生产方案。

建设企业对项目投资控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设

备选用的难点主要体现在生产线既要同时满足多种不

同产品按时按需生产，又要在可控的投资之内。基于投

资成本考量，本项目许多生产设备选用国产设备。造纸

机幅宽3600mm，设计车速600m/m i n，其主体由国内

知名造纸机械公司设计生产，关键设备如流浆箱、复卷

机由欧洲供货商提供；备浆部主体设备由欧洲技术授

权的山东知名备浆设备供应商提供；蒸汽冷凝系统由

四川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及提供。设计中必须满足建设

企业要求，并考虑其国外工厂的经验。为此设计人员多

孙超 先生

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管理部）；负责协调环境、健康和

安全服务业务在本地市场的开发和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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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至设备厂家考察，并组织协调各设备供货商参与技术

交流会，结合企业外方提出的设备要求，充分了解各设

备供货商建议的结构形式和相关参数，提出合理的初

步设计。如借鉴企业国外工厂的生产经验并与本地供货

商的充分讨论，通过改变吸移辊角度、压榨部刮刀角度

来实现纸幅运行顺畅和满足初起皱率。通过这种方式，

也大幅减少了该项目的投资。

本项目生产品种较多，且有较高的自动化要求；另

外特种纸需要多种化学品且产品转换频繁。多种化学品

需要自动添加也是本次设计的难点。通过与企业和设

备厂家多方面技术交流，充分讨论企业提供的国内外工

厂技术经验，选用具有引进技术的国产控制设备和国外

设备，既满足产品质量要求，又减少了项目的投资。

图1  高浓碎浆机局部流程 图2  槽罐自动清洗局部流程

2  项目设计的特点

对于上述工程设计中的难点的克服和解决也就构

成了本项目工程设计的特点，总结起来该项目的工程设

计具有先进、实用和经济的特点。

2 .1 项目设计借鉴了大量欧洲工厂中项目经验，采用了

目前国内外最合理的工艺流程和技术

设计的工艺流程复杂程度适中，紧凑合理，既有一般

造纸厂典型工艺流程特点，又体现特殊纸种的要求。例如

特殊工业包装纸和医用包装纸因化学品添加使其在完成

部产生的损纸不易按常规损纸处理方法回用，为此特设

计20m3高浓水力碎浆机（图1），干损加药品后按特定控制

浓度经疏解、筛选除渣再回用。

再例如因不同产品添加染料颜色不同和产品转换

频繁要求，槽罐和主要设备都设置自动清洗装置，槽罐

液位设计精确控制，清洗水自染料

添加处经局部系统运行自动清洗（图

2），清洗水瞬时用量自动控制并监

测。另外磨浆机、除砂机等主要设备

均设置备用设备，以满足产品转换。

选用的设备满足生产要求，投资

可控，在国产设备设计功能的基础上，

又按照建设企业的要求在细节上改

进。例如纸机和完成系统根据其他企

业的工厂生产经验，多次与供货商探

讨和研究改进，配置最终确定如下：

气垫式双匀浆辊流浆箱→长网部

（15m）→真空吸移装置→四辊三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40

±0.6

0.72

39

2.3

3.2

85

88

48

0.6

73

实际值

±0.8

0.70

36

2.8

3.5

82

87

48

0.6

70

国内先进

水平

±0.6

0.72

39

2.4

3.2

85

87

48

0.6

72

国际先进

水平

三联

24h

三联

∆E保留率

备注

表1  产品质量指标对比（以60g/m2某品种用纸为例）

40

≤±0.8

≥0.7

≥36

≤2.5

≤3.5

≥83

87

≥45

0.5

≥70

设计值

定量/(g/m2)

定量偏差/%

紧度/(g/m3)

CF面平滑度/s

翘曲最大值/mm

耐摩擦性/∆E  
显色灵敏度/∆E
           D/%

蓝印显色密度/∆E 
           D  

耐光性144h/%

产品采用的标准

项目

无该特种纸质量标准（GB1679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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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复合压榨→φ1800烘缸14只→施胶机→φ1800烘缸8

只→单压区软压光机→φ1100辊库式卷纸机。

复卷机为下引纸式，车速为800m/m i n。后完成部

分还配备了包卷机（图3）。

根据专家指导，在纸页出压榨部进入烘干部的位

置增设两支活动弧形真空导纸辊（聚氨酯胶套），活动

弧形辊可按要求在机架上下左右移动并配备变频调速

独立驱动装置，充分满足不同品种纸张的生产要求。

打浆系统采用电液比例压力恒功率控制，保证打

浆效果稳定；软压光装置采用恒温控制导热油加热，

线压稳定，温度均匀，更有效地提高纸张的平滑度和

光泽度。另外项目设计过程中贯彻了实用的原则，采用

合理布局，设备布置从原料贮存打浆、流送、上网、完

成部分、成品处理和贮存成一条直线，实现物料的流畅

输送。厂区维修车间，办公楼，生活食宿区结合厂区物

流和现场地理情况合理布置。目前纸机的车速已经在

500m/m i n稳定运行，产品质量也达到了相应标准，说

明了整个项目的设计是成功的。

2.2 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DCS控制系统

该生产线自控系统与设备成套的控制系统采用通

讯连接实现整个车间工艺流程的自动化一体控制。本

项目采用车间集中控制的方式，即在抄纸车间二层布置

一个集中控制室，对整个生产线实行集中检测、控制和

管理。除随机设备配套提供的控制系统外，主要的控制

测量系统采用DCS；纸机干部配备霍尼韦尔公司的QCS

质量在线监测系统。QCS与DCS采用同一控制平台，便

于系统集成，提高了控制水平和信息集成度。比较重要

的控制测量仪表例如压力、差压变送器、电磁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等均采用进口或用引进技术生产的智能化

仪表：关键生产部位的纸浆浓度变送器、高精度定量调

节阀等仪表采用进口产品，特别是化学品添加所需的

流量监测和定量调节设备均采用美卓自动化设计的高

精度气动V型调节球阀以及气动单座调节阀等。此外，

纸机及生产线多处设置自动化实时监测、记录设备，关

注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按照建设企业要求，所有设计

和检测数据均经网络传输至企业数据库，接入企业信

息管理系统，实现工厂信息共享和同步管理。整体设计

优点体现在：高度自动化，操作简便，节约人力，安全可

靠，便于信息共享和工厂自动化管理。

3  项目设计的先进性

3.1 多品种生产，产品可频繁转换

因不同产品添加染料颜色不同和产品转换频繁，

槽罐和主要设备都设置自动清洗，槽罐液位设计精确控

制，清洗水自染料添加处经局部系统运行自动清洗，清

洗水瞬时用量自动控制并监测。磨浆机、除砂机等主要

设备均配置备用设备，满足产品转换。在关键生产部位

的纸浆浓度变送器、高精度定量调节阀等仪表均采用进

口产品，化学品添加所需的流量监测和定量调节设备均

采用高精度气动V型调节球阀以及气动单座调节阀等。

3.2 车间节能舒适

设备内置了全热回收器及新风通风装置，最大限度

地利用车间蒸汽冷凝水系统产生的余热，达到同样的

室内温度所消耗的热能显著降低。室内照明部分区域

按照欧洲标准确定照度值。主要的控制测量系统采用

DCS，QCS与DCS采用同一控制平台，既简化了系统，

节省了费用，又提高了控制水平和信息集成度。

4  结束语

该项目整个设计先进、实用，在国内处于领先水

平。项目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都达到了国内先进的水

平，部分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纸机在试车后两

个月即达到了400m/m i n的车速，目前已稳定地运行在

500m/min的车速上。

项目设计中采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高于行业

基准指标，抗风险能力强，年均利润总额为28930万

元，利税总额为30680万元，税后利润22300万元。同时

项目建成投产后，有利于当地扩大就业范围，使农民增

加就业机会，减轻国家负担，增加税收，推动当地国民

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图3  纸机布置简图
[收稿日期: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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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涂料是涂布加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造纸涂

料涂布于纸和纸板上可以提高其外观美感和印刷性能。

在生产造纸涂料时，由于颜料、化学品添加剂及其他助

剂的添加，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沫。我们一直致力于控制

这些影响生产的泡沫的产生，除了在配制过程中加入适

量消泡剂外，我们同时提倡提前控制泡沫的产生，即在

造纸涂料生产或灌装过程中添加消泡剂，以此控制造

纸涂料的泡沫。

1  消泡剂的实验室评价

1.1 起泡介质的配制

仪器：具塞量筒（200ml）、秒表；

试剂：壬基酚聚氧乙烯（10）醚：工业级；十二烷基

苯磺酸钠：工业级，有效含量30%。

按照参考文献[1]的步骤配制实验用起泡介质（或

起泡液）:称取约5g（精确至0.001g）壬基酚聚氧乙烯

（10）醚（工业级）和约5g（精确至0.001g）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工业级，有效含量30%）溶于990m l水中，混合

后搅拌至均匀透明状液体。

1.2 消泡剂的消泡性能测试

消泡剂的消泡性能测试按照参考文献[1]的步骤进

行，用具塞量筒量取（50±0.5）m l实验用起泡介质，恒

温至25℃，加入约0.2g（精确到0.001g）消泡剂，盖上

瓶塞，以2次/s的频率、(30～35)c m的摆幅上下摇动量

筒10次、100次，静置并用秒表开始计时，记录泡沫消至

摘 要：根据造纸涂料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测试方法，对

消泡剂的相关性能进行了评价，得出的实验结果与产品实际应

用的效果相一致，为造纸涂料用消泡剂的选用和选型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和指导。

关键词：造纸涂料；消泡剂；性能；评价

Abstract: Based on specif ic features of the paper coating 
defoamer, its per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some experiments. It has proved that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its effect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which provides 
reliable data and guid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defoamers in paper 
industry,
Key words: paper coating; defoam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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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泡剂的消抑泡性能和贮存稳定性测试

生产造纸涂料时会有泡沫产生，加入消泡剂后泡

沫会减少，所以涂料的密度会变大，如果密度变大的越

多，说明消泡剂的消抑泡性能越好，反之，说明消泡剂

的消抑泡性能越差。

加入消泡剂的起泡介质静置贮存一段时间后，消泡

剂的性能效果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因此起泡介质内部

的泡沫会增多，从而导致密度变小，同时液面会有析出物

出现。如果密度变小越多且析出物越多，说明消泡剂的贮

存稳定性越差，反之，证明消泡剂的贮存稳定性越好。

取200g测试用涂料，并将其恒温至25℃，此时使

用密度计测试其密度，以此密度为基准密度；在200g测

液面出现所用时间，单位为s。所用时间越短，证明效果

越好。消泡性能（消泡时间）的详细结果见表1。

表1中的消泡剂X P-502C（矿物油+聚醚类）和

X P-014B（矿物油+少量有机硅类）是我公司生产产

品；外样A（矿物油类）为进口消泡剂；外样B（矿物油+

有机硅类）为进口消泡剂。

由表1的实验数据可知，综合摇晃10次和100次的

实验数据，4种消泡剂的消泡时间顺序为：XP-502C＜

X P-014B＜外样A＜外样B,因此消泡剂的消泡性能的

结果为：XP-502C优于XP-014B，XP-014B优于外样

A，外样A优于外样B。

1.3 消泡剂的抑泡性能测试

消泡剂的抑泡性能测试按照参考文献[1]的步骤进

行，量取100m l实验用起泡介质，开启润滑油（消泡剂）

泡沫特性测定仪（应符合CB/T 12579的要求）的流量

泵，开始测试，记录气鼓30m in的泡沫体积（ml），以气

鼓30m i n的泡沫体积来表示抑泡性能的结果。泡沫体

积越小，证明效果越好。抑泡性能结果见表2。

表2中的消泡剂同表1。由表2的实验数据可知，4

种消泡剂产生的泡沫体积的顺序为：XP-502C＜X P-

014B＜外样A＜外样B,因此消泡剂的抑泡性能的结果

为：XP-502C优于XP-014B，XP-014B优于外样A，

外样A优于外样B。

2  模拟现场测试

为了能更好地评价消泡剂的性能，通过实验室模

拟制备某涂料厂的造纸涂料，对消泡剂进行更接近实

际生产的相关性能测试。

2.1 测试用涂料的制备

按照表3的参考配方，制备测试所需要的造纸涂料。

2.2 消泡剂的相容性测试

在100g测试用涂料中，分别加入0.2gX P-502C、

XP-014B、外样A、外样B，用75μm湿膜制备器在玻璃

上涂膜，来评价消泡剂的相容性、涂膜光泽等，如果涂

膜越平整且针孔数量越少，证明消泡剂的相容性越好。

反之，则证明消泡剂的相容性越差。详细结果见表4。                                           

表4中的消泡剂同表1。由表4的实验数据可知，消

泡剂的相容性的结果为：X P-502C优于X P-014B、

XP-014B优于外样A、外样A优于外样B。

表1  4种消泡剂的消泡性能对比

摇晃10次/s

摇晃100次/s

消泡时间 
消泡剂 

6

35

外样A

7

40

外样BXP-014B

4

25

4

23

XP-502C

注：*该涂料w（固含量）=38%

表3  铜版纸涂料*

瓷土/kg                          

硫酸钡/kg                        

锻白/kg                         

多磷酸钠/kg                     

丁苯胶乳/kg                      

氨水/ml                        

碳酸钠/kg                      

氢氧化钠/kg                     

防腐剂/kg                       

硬脂酸锌/kg

组分 配比 

70                        

20                         

10                    

0.45

6

2000

0.45

0.5

 适量

0.7

表2  4种消泡剂的抑泡性能对比

泡沫体积/ml

消泡剂 

50

外样A

57

外样BXP-014B

4240

XP-502C

表4  4种消泡剂的相容性对比

消泡剂 

涂膜略有不平

整，5个针孔 

外样B外样A

涂膜平整，

4个针孔

XP-014B

涂膜平整，

3个针孔

涂膜平整，

2个针孔

XP-5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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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涂料中，分别加入0.3gXP-502C、XP-014B、外样

A、外样B，并将其恒温至25℃，此时使用密度计分别测

试其密度，以此密度为初始密度；然后将其恒温（25℃）

静置贮存30天，分别测试其密度为贮存后密度，并观察

造纸涂料液面析出物的多少。详细结果见表5。

表5中的消泡剂同表1。由表5的实验数据可知，初

始密度的数据顺序为XP-502C＞X P-014B＞外样A＞

外样B,因此消泡剂的消抑泡性能的结果为：XP-502C

优于XP-014B，XP-014B优于外样A，外样A优于外样

表5  4种消泡剂的消抑泡性能和贮存稳定性对比

基准密度/(g/ml)

初始密度/(g/ml)

贮存后密度/(g/ml)

析出物数量

消泡剂 

1.10

1.15

1.13

略多

外样A

1.10

1.13

1.12

多

外样BXP-014B

1.10

1.17

1.15

极少

1.10

1.18

1.16

极少

XP-502C

[收稿日期:2018-07-12(修改稿)]

B；贮存后密度的数据顺序为X P-502C＞X P-014B＞

外样A＞外样B,析出物的顺序为:XP-502C=XP-014B

＜外样A＜外样B。所以消泡剂贮存稳定性的结果为：

XP-502C优于XP-014B，XP-014B优于外样A，外样

A优于外样B。

3  结论

通过上述的相关实验，可以从不同方面评价并判

断消泡剂的各项性能，得出的实验结果与产品实际应用

的效果相一致。因此，以上测试方法，为造纸涂料行业

消泡剂的选用和选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指导，得到了

用户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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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网纸机生产纸张的过程中，湿纸页的脱水有

两种方式，一是机械脱水（网部和压榨部），二是蒸发

脱水（干燥部）。其中毛布在压榨部的脱水和湿纸页的

传递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通过实际生产经验

积累，本文对潍坊恒联特种纸有限公司长网纸机用毛

布进行了简要分析。

1  湿纸页在各区域的水分

恒联特纸生产标签原纸、水转印原纸、超感原

纸、铜版原纸等特种纸及文化用纸，压榨部选用四辊

两压区加正压方式。压榨部水分建议如下：真空伏辊后

≤80%；二压后≤55%；进干燥部之前≤52%。

进干燥部之前，湿纸页的水分每增加1%，消耗的蒸

汽量就会增加4%。因此，机械脱水方式最经济实惠。

2  因毛布造成的纸病

(1）抽吸痕（Shadow mark）

原因是毛布柔软，在真空压榨辊上由于真空作用，将

毛布连带纸页吸入盲孔内造成连续的圆点痕迹。如图1。       

(2）毛布痕（Felt mark）

毛布贴纸面的纤维层比例小，或者基布的织造方

式有问题、纬线纱线太粗等造成毛布痕，主要出现在一

压和三压纸张的反面。

(3）压花（Felt lick）

原因是毛布脏，主要出现在二压区。由于湿纸页的

摘 要：在特种纸张生产过程中，纸机织物扮演着重要作

用。本文对毛布的作用、易产生的纸病以及毛布的选择、使用

条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毛布；纸病；特种纸；毛布选择

Abstract: Fabri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ty pap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felt and paper 
defects easy to occur, as well as felt selecting methods and us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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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

基重（总定量)/(g/m2)

基布重/(g/m2)

纤维层/纸面/(g/m2)

辊面/(g/m2) 

纤维层比例/%

透气度/CFM

厚度/mm

基布组织  交织方式

  经纱

 

  纬纱

 

纤维层 纸面 

 辊面 

处理 

燎烧

技术参数

1150

≤400

≥640

110

≥65

60～65

2.5～2.9

一重织或二重织

细3股复丝捻合

或细4股单丝捻合

细3股复丝捻合

或细4股单丝捻合

细丝

细丝

抗污染处理

否

一压下毛布

1200(-1250)

≤420

≥670

110

≥65

30～44

2.5～2.9

二重织，1～5交织

细3股复丝捻合

或细4股单丝捻合

细3股复丝捻合

或细4股单丝捻合

细丝

细丝

抗污染处理

是

三压毛布

表1  毛布选择的原则

吸移毛布

1150(-1200)

520～575

530～475

100

55～50

45～55

2.5～2.9

二重织，1～5交织

细4股单丝捻合

细4股单丝捻合

细丝

细丝

抗污染处理

是

正面细小纤维和粒子多，结合力差，毛布脏处极易黏附到

湿纸页上，湿纸页就像被毛布舔了一样。

(4）刮刀起毛（Press doctor fuzz） 

出现部位是二压或三压，原因是毛布回弹性差，脱

水效率低，纸页回湿严重，造成纸页表面松散，湿纸页

表面的纤维与纤维之间、纤维与细小粒子之间的结合力

弱，这些细小粒子易沾附到石辊上，而后随着石辊的旋

转又带回到湿纸页上。

(5）细小粒子积聚引起的孔洞或斑点（S p o t s & 

holes from stock lumps accumulated on the 

felt roll surface） 

由于毛布回弹性差，脱水效率低，纸页回湿严重。

在三压区，沾附到石辊上的细小粒子大部分经刮刀刮

图1  抽吸痕 图2  引起孔洞或斑点的原因分析

下，但仍有部分漏余，愈积愈多，随石

辊的旋转又转移到三压区，此时的积

聚物已基本干燥，经过压区之后就会

造成孔洞或斑点；在二压区，毛布也

会带走少量的细小粒子，随着毛布的

运行，粘到导毯辊1上，聚集到一定的

程度后，由于导辊旋转离心力的作用

甩向湿纸页上（如图2），随后进入三

压区，导致孔洞或斑点。

(6）纸页横幅水分不匀（P o o r 

moisture profile of paper web）

毛布本身匀度差（云彩花状），

或者毛布脏了，脱水不匀，造成有的

部位脱水量大，有的部位脱水量小，

因而横幅水分匀度差。

3  毛布选择的原则

在纸机车速200～450m/m i n时，毛布选择的指导

原则如表1。

4  毛布使用条件

4.1 吸风箱

停留时间：毛布经过每个吸风箱的时间应为0.002

～0.003s，吸移毛布需要2个吸风箱，一压下毛布需要2

个吸风箱，三压毛布需要1～2个吸风箱。

空气速度：通过缝口的风速要大于15m/s。

缝口宽度：车速2 5 0～3 5 0 m /m i n 时，缝口

≤10mm；车速150～250m/m i n时，缝口≤8mm；车速

大于500m/min时，缝口≤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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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泵：真空泵一定要有足够的抽气能力，但真空

度又不能太大，防止毛布掉毛，真空泵抽吸侧的真空度应

≤450mmHg。假设，吸风箱风口的空气流速为17m/s，吸

风箱长L为2.2m，缝口10mm，那么真空泵的抽真空能

力为： 

(2.2m×0.01m×17m/s×60 s)/ [0.75 (效率系

数)]=30m3/min

因此，按照30m3/min、450mmHg选择真空泵。

每床毛布吸风箱的真空泵应独立安装，也就是说

每床毛布对应一台真空泵。

润滑喷淋：吸风箱之前应进行润滑喷淋，减小吸

风箱对毛布的磨损，喷淋水应尽量少，与毛布呈120°

角，扇形喷淋，水压3～5k g/m2；喷淋水需预先经过过

滤，也可以使用40℃的清白水代替润滑喷淋水[2]。

4.2 高压摆动喷淋 

必须使用清水，水温尽量达到40℃，水压15～

18k g/m2；针状喷淋，使用陶瓷喷嘴，喷嘴的直径尽量

小（如≤1.0mm）。

4.3 毛布洗涤

纸机连续运行3天后需要进行毛布洗涤，利用所有

机会如停机、换品种时间等进行洗涤，先使用5%氢氧化

钠溶液与洗涤剂浸渍15m i n，然后使用清水（压区进行

加压、吸风箱真空泵也运行）洗涤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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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烘缸上的辊壳结构

1—缸体  2—外齿圈  3—内螺纹  4—端盖  5—转轴  6—外螺纹
套  7—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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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东莞市联洲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造纸烘缸上的辊壳结构，方便端盖和缸体

之间的安装连接。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烘缸上的辊壳结构包括缸体

和两侧的端盖，缸体的两端均成型有外齿圈，外齿圈露出

缸体两端的内壁上成型有内螺纹，端盖插接有缸体的外

齿圈内并抵靠在缸体的端面上，外齿圈内螺接有环形的

外螺纹套，外螺纹套上螺接有若干个螺栓，螺栓穿过外

螺纹套压靠在缸体的端面上。

端盖的中心成型有转轴，端盖上转轴的中心轴线和

缸体的中心轴线相重合。螺栓设有多个，螺栓绕外螺纹套

的中心呈环形均匀分布；螺栓的螺纹旋向和外螺纹套的

螺纹旋向相反。缸体的两端面上成型有环形的密封槽，

缸体的密封槽内插接密封环，密封环压靠在端盖上。

工作原理：辊壳的缸体和端盖安装时，只要将端盖插

设到缸体上，旋上外螺纹套，就实现配对，方便快捷，最

后紧固螺栓，实现端盖和缸体密封连接。

有益效果：其结构简单，整改了辊壳缸体的结构，方

便端盖和缸体之间的安装连接，同时其辊壳能通过行星

齿轮带动实现辊壳转动。

● 专利信息 ● 

方便安装连接的烘缸辊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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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包装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包装纸相

对应的瓦楞原纸的产量也日益增加。瓦楞原纸的主要原

料是废纸，从而，胶黏物的问题也成为生产抄造中的一

大难题。

胶黏物的危害较多，如：沉积在成形网上，成纸形

成孔洞等质量问题；沉积在毛布和压榨辊上，缩短了毛

布的使用寿命；黏在烘缸和干网表面造成断纸；沉积成

为阴离子垃圾，造成湿部问题，化学品用量增加等。

因大多数胶黏物都含有大量的酯键，这些酯键将

胶黏物的基本结构连接在一起，而酯类酶能够打断破

坏这些酯键使得其降低黏性，并在系统中难以重新聚

合，达到降解、抗凝聚和抗沉积的目的。我公司采用生

物酶法控制胶黏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  胶黏物控制酶的物性

外观：淡黄色半透明液体

pH值：3～8

密度：1.00～1.20g/ml

贮存期：3个月（0～25℃）

2  胶黏物控制酶的生产应用

2.1 工艺流程

废纸→转鼓→除砂→卸料塔→筛选→除砂→浮选

摘 要：为控制瓦楞原纸中的胶黏物，在瓦楞原纸生产中添

加胶黏物控制酶。结果表明：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后，浆料中

的胶黏物明显减少，并且降低了黏性，从而降低了断纸率，提

高了成品率。

关键词：胶黏物控制酶;瓦楞原纸;应用

Abstract: Enzyme can be applied in the producing process of 
corrugated medium for stickies control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enzyme can reduce the stickies in pulp obviously, 
lower its viscosity and paper breaking rate, which finally raises 
the rate of finished product.
Key words: stickies controlling enzyme; corrugated mediu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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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黏物控制酶在瓦楞原纸生产中的应用
⊙ 王辉  郭启程  王鲁江 (山东华泰集团，山东东营 257335)

⊙ WANG Hui, GUO Qi-cheng, WANG Lu-jiang (Haitai Group, Dongying 257335, Shandong, China)

Application of stickies controlling enzyme in corrugated medium production

王辉 女士

集团新闻纸实验室负责人；研究方向：制浆造纸工艺的优

化及新产品开发。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56
第40卷第2期 2019年1月



3.1 胶黏物数量、含量及平均面积前后对比

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后，储浆塔中

的大胶黏物含量、数量均低于未加胶黏物控制酶前，大

胶黏物含量较之前低58.8%，胶黏物数量低85.0%；胶

黏物平均面积大于加入前，较加入前大34.0%。说明加

入胶黏物控制酶对胶黏物含量、数量的控制起到了较

好的效果。在大胶黏物的含量和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

下，剩余少量胶黏物的平均面积较大，分析原因为分散

后的胶黏物中的一少部分发生了二次聚集造成。

3.2 系统电荷与浊度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加入胶黏物控制酶后的配浆池、

上网浆料和白水阳电荷需求量都低于加入前，储浆塔阳

电荷需求量略高；储浆塔浊度较加入前高，上网和白水

处对储浆塔浊度的降低量较加入前大，以上说明胶黏

物控制酶在降低系统阳电荷需要和降低系统浊度方面

较明显。

3.3 刮刀处胶黏物对比

见图1、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使用胶黏物控制酶之前，

干燥部刮刀上的胶黏物非常多，比较黏，使用后纸机刮

刀上的胶黏物明显减少，并且黏性降低，只有极少数如

图2的胶黏物。

4  结论

4 .1 在瓦楞原纸生产中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后，通过数

据检测、分析以及现场胶黏物情况对比，胶黏物控制酶

对胶黏物的控制效果较明显。

4 . 2 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后，胶黏物减少，大大降低了

断纸率，提高了成品率。

注：检测仪器：Pulmac筛，型号PULMAC III，产地美国、加拿大。

表1  胶黏物数量、含量及平均面积

加入前

加入后

取样时间 取样点

储浆塔

储浆塔

568

85

胶黏物

数量

0.035

0.053

平均

大小

5035 

2075

胶黏物

含量

→筛选→多盘浓缩→中浓泵→浆塔→

混合浆池→成浆池→白水桶→除砂→

除气→筛选→流浆箱→网部→压榨→

干燥→压光→卷取→复卷→包装→入

库 

2.2 添加工艺

添加点：多盘浓缩机

添加量：0.05～0.15kg/t浆

添加浓度：100%原液加入

2.3 辅料加入量（相对于绝干纤维重量）

硅酸钠：2.0%～2.5%

烧碱：1.0%～1.2%

PAM：0.05%～0.1%

湿强剂：2.5%～3.0%

阳离子淀粉：0.4%～0.5%

2.4 纸机工艺参数

产品：50g/m2瓦楞原纸

纸机类型：夹网纸机

车速：1700m/min

3  结果与分析

[收稿日期:2018-09-06(修改稿)]

图1  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前 图2  添加胶黏物控制酶后

注：检测仪器：PCD，产地德国；浊度HACH2100N,产地美国。

表2  系统电荷与浊度

加入前

加入后

取样时间

储浆塔

浊度 

NTU

569.5

829.2

308.0

341.6

电荷/

(μmol/l)

混合浆池

浊度 

NTU

392.0

224.4

220.5

187.8

电荷/

(μmol/l)

上网浆料

浊度 

NTU

35.8

29.12

166.5

134

电荷/

(μmol/l)

白水

浊度 

NTU

16.8

60.98

154.0

113.2

电荷/

(μ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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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造纸专业技术特点，在行业职业培训的

校企合作方面提出了建设性观点，对工业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所提出的“n+1学徒制”

校企合作形式，关系到职业院校的招生与造纸企业的招

工，有利于学校实践教学和企业岗位职业能力提升，取得

校企双赢之效果。

关键词：职业教育; 现代学徒制; 造纸; 供给侧改革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referential views on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training, which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paper industry. “N+1 apprenticeship” co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 recruitmen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aper mills.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ability of enterprises, which will finally br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 papermak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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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用麻绳、树皮、渔网与石灰混合沤制捣碎获得

纤维制成蔡侯纸，经过近二千年的技术变革，至今形成

了包括化学浆、高得率浆、废纸浆等三大制浆方法的现

代造纸行业；造纸术变革经历了小作坊、工业化大生产、

小批量特种纸加工等不同发展阶段。传承技术的方式

从旧式的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到适应工业化生产大规模

需要的快速批量式培养技术工人。现在职业院校推行

现代学徒制，更适合造纸技术本身发展变换过程的特

点。

1  现代造纸技术的特点

最早出现的蔡侯纸目的用于书写，满足了文字交流

需要，至今世界上存在着5000多种纸制品，在文化和包

装领域起着大地般厚德载物的作用，纸对国民经济的

贡献不可小觑。

1.1 多样的纸种与相近的流程

5000多种纸，若从纸的生产过程进行分类，可以分

为两大类：

(1）普通原纸：用于印刷、书写、包装及卫生等一般

用途的纸及纸板，如书籍、报纸、作业本、餐巾纸、纸箱

等所用的纸，通常以天然植物纤维为原料，经过备料、

化学蒸煮或机械磨解、洗涤与筛选、净化与浓缩、漂

白，然后在纸机上抄造而成。

(2）加工纸：根据所要求的特性，对原纸进行加

工，或者与其他材料复合所得到的纸及纸板，按用途或

者功能进行分类。如墙壁纸、蜡光纸，漂亮的外表是因

为在纸面上覆盖了一层白色或彩色的颜料层，称为涂布

加工纸，如果在纸的表面覆盖一层显色剂可制成传真机

用纸。还有防锈纸、自黏商标纸等等。按加工的方法不

同，可分为变性加工纸、复合加工纸、机械加工纸等等。

所用原纸大多以天然植物纤维为原料，生产流程与普通

原纸类似。

1 . 2 造纸技术涉及知识面广，技术改造知识程度要求

高

造纸生产线流程长，各个工段在整个流程中相互

连接，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则对应要求的专业基础知

识不尽相同。如化学蒸煮工段要求掌握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机械传动、热力学等；又如洗涤与筛选、净化与

浓缩两个工段要求掌握流体力学、几何学、数学、物理

学等；再如与蒸煮配套建设的碱回收流程以及与漂白配

套建设的中段废水处理等，要求掌握三废处理等环境

保护知识。现代化纸机已经实现自动化控制，技术人员

进行技术创新，不仅要求掌握涉及的基础知识和造纸

生产工艺技术，还要求掌握计算机知识、自动控制与检

测知识等。

1.3 操作工要求责任心强

造纸流水线上由于各个工段功能差别明显，职业

岗位群包括原料堆场管理员、备料工、蒸煮工、配碱

工、洗浆工、筛选工、漂白工、漂液制备工、磨木工、打

浆工、配料工、抄纸工、质检员、化验员、涂布工、涂料

制备工、锅炉工、蒸发工、苛化工、水处理工、废纸脱墨

工、纸板碎解工、熬胶工、仪表设备维修员、设备维修

工、生产管理员等等，各个职业岗位对人员基础知识要

求不一，所以对入厂职工文化程度要求高低有别，职工

入厂门槛高低可调配，重要的是以德为先，责任心强。

2  适合造纸专业特点的“n+1学徒制”校企合作

形式

位于行业供给侧的职业院校，在学生培训方面的

结构性改革中，笔者认为“n+1学徒制”契合了造纸专业

特点与造纸行业生存现状，可以解决招生难、实践教学

难等造纸专业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n代表造

纸企业，1代表职业院校。

2.1 “n+1学徒制”解决招生问题

职业院校招生弱势已经持续多年，造纸专业相对

其他专业的招生更是难上难。由于造纸生产流水线长，

辅助车间多，各个职业岗位对人员基础知识要求不一，

对入厂职工文化程度要求门槛高低可调配，所以与造纸

企业联合进行招生招工，进行分岗位招工招生，不同文

化程度安排相适应的职业岗位，招工招生后的培训由

校企双方合作制定，职业学院按照培训过程设计合理的

育人计划进行教学，能取得校企双赢的效果。

2.2 “n+1学徒制”解决实习问题

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应用于造纸企业，可避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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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1-21(修改稿)]

前出于安全生产考虑造成学生实习只能走马观花的低

效率。学生跟随师傅直接到岗实习，可以真正实现校企

合作教育的三个主要目标：一是通过实践使学生所学的

理论知识得以巩固；二是通过实践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得到锻炼；三是通过实际的顶岗工作实践，使学生的专

业素质获得全面提高。

2.3 n+1学徒制”有利于企业发展

“n+1学徒制”中的“n+1”指多个造纸企业与一

个职业院校合作育人，n个企业内的相同生产线还可组

成n个不同的技术岗位群，如：化学法制浆群，机械法制

浆群，废纸制浆群，中段水处理群，碱回收群，等等。实

现招工即招生，入厂即入校的“n+1学徒制”校企合作

形式，有利于造纸行业发展，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在职职

工素质，以及职工转岗专业能力提升。

3  影响“n+1学徒制”建立的主要因素

目前师徒制是国家提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在探索过程中只有不断完善详细具体的措施，才能利用

各自的优势互相帮助，使校企合作双方互惠双赢，使多元

主体办学存在与发展。笔者认为在造纸专业建立“n+1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四个因素是关键。

3.1 公平的利益共同点

“n+1学徒制”的特点在于多个企业共同参与，职

业院校与多个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办学主体为多元主

体，即办学特征体现为“公共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劳动

就业部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学习者等多个利益

相关者之间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在多元主体

之间找到公平的利益共同点。

3.2 不同的责任

职业院校有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技术改造的责

任，企业有支持实训教学、课程规划、教学改革等方面

给予帮助的责任。

3.3 政策支持

政府鼓励通过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如支持在

校企合作方面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民办职业院

校，允许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

相应权利。职业院校师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

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等。

3.4 措施到位

校企合作共同制定实习计划，具体措施需要详细

到实习前、中、后各阶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各

个职业岗位按学生知识基础情况确定人选；二是对不

同的岗位确定实习内容和应该达到的目标；三是根据岗

位特点确定师傅与学徒的职责；四是确定有利校企合作

的实习时间；五是将各个岗位的实习要求逐步完善形成

制度，其中有为保证实习过程顺利进行涉及的师傅的人

选、岗位的任务、师傅与学徒的责任、实习经费、实习考

核、实习反馈、实习激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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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筛板的旋摆压筛式筛浆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024048 A

发明人：安延涛　刘庆军　赵东　杨玉娥　张义

花　潘永智　陈洪堂　李永　李娜　李发家

申请人：济南大学

提供一种可有效解决筛

选效率低和良浆产量低等问

题的基于双筛板的旋摆压筛

式筛浆设备。

如图1所示，该种基于双

筛板的旋摆压筛式筛浆设备

主要包括良浆生成装置、旋

摆驱动装置、旋摆压筛装置、

辅助扰碎装置和密封除渣装

置。旋摆驱动装置安装在良

浆生成装置的下端，旋摆压

筛装置安装在旋摆驱动装置

上方且位于良浆生成装置中

部，辅助扰碎装置和密封除

渣装置依次安装在旋摆压筛

装置上。

密封除渣装置主要由除

渣板和密封条组成，密封条

分别安装在左筛板、右筛板

上端外侧面上，除渣板安装

在密封条上端。

密封条安装在左筛板、

右筛板上端外侧四周的内凹

台上，密封条为橡胶材质，密

封条的横截面为矩形；除渣

板焊接在筛板上端的四周外

侧上，除渣板的横截面为形

似直角三角形结构；除渣板

内侧面为竖直面，除渣板外

侧面为弧形面，除渣板外侧面的圆弧度与料筒左板

或右板的圆弧度相同。

通过密封除渣装置实现左筛板、右筛板的密封

和清除料筒内壁料渣，即通过密封除渣装置中的密

封条防止料浆区的料浆进入良浆区，通过除渣板清

除料筒内壁料渣并降低左筛板、右筛板与料筒内壁

的摩擦磨损。具体为当时设备工作时，除渣板在左

筛板和右筛板旋转摆动时，能将左筛板和右筛板运

图3  旋摆驱动装置的结构

1—支柱  2—出浆口  3—三角凸轮  4—电机  5—顶座  6—顶杆A  7—顶杆B  8—小碎料  9—料
筒  10—左筛板  11—除渣板  12—螺钉  13—大碎料  14—扰流板  15—盖板  16—筒盖  17—
弹簧  18—水  19—进浆口  20—圆孔  21—扭簧  24—密封条  25—主轴  26—轴承座  27—滚
珠轴承  28—钩头楔键  29—右筛板  30—料浆区  31—良浆区

图1  基于双筛板的旋摆压筛式筛浆设备的整体结构

图2  盖板和筒盖连接处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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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路径前的料渣提前清除掉，防止料渣进入到左筛

板、右筛板与料筒内壁结合处，从而降低左筛板、右

筛板与料筒内壁间的摩擦磨损；而在左筛板、右筛

板上设有的密封条起到密封的作用，既二次防止料

浆进入到左筛板、右筛板与料筒内壁间，又防止料

浆区中的料浆未经过滤经左筛板、右筛板与料筒内

壁间进入良浆区，降低良浆品质。

只将除渣板设在左筛板和右筛板上方，未在左

筛板和右筛板下方设有除渣板，主要是考虑到左筛

板和右筛板下方为良浆区，不存在料渣。

结合图2所示，良浆生成装置主要由料筒、筒盖

和盖板组成，料筒下端设有支柱，料筒上端通过螺

钉安装有筒盖，筒盖中部设有进浆口，筒盖下端设有

盖板，盖板通过弹簧与筒盖连接。

料筒由下底板、前板、后板、左板和右板围成，

料筒的下底板为矩形结构，料筒的前板和后板分别

为左、右圆弧过渡的矩形板，料筒的左板和右板分

别为对称弧形板；支柱设有4个且分别布置在料筒

下底板四角处；筒盖为矩形结构，筒盖中部的进浆

口为圆形结构；螺钉数量为4个且分布在筒盖四角

处；盖板为圆盘形结构，盖板中部设有锥台，盖板外

侧设有8个周向均布的圆孔；弹簧的数量为4个且周

向均布在盖板圆孔外侧；料筒内左筛板、右筛板的

上端为料浆区，料筒内左筛板、右筛板的下端为良

浆区。

通过良浆生成装置实现料浆输入和良浆输出，

即通过良浆生成装置中筒盖上的进料口输入料浆，

料筒底端上的出浆口输出良浆。具体为当设备工作

时，如要向料筒内倒入料浆，只需将筒盖上的盖板

下压，料浆经筒盖上的进浆口、盖板上的圆孔进入

料筒内的料浆区；料浆区中的料浆经过筛选形成良

浆并进入料筒内的良浆区，如要输出良浆，只需打

开料筒底端的出浆口即可排出良浆；此外，如要清

洗料浆区内的料渣，只需将筒盖上的螺钉取出，打

开筒盖清理即可，并且在扭簧的作用下，左筛板和

右筛板向中心靠拢，也促使料渣向中心汇集，便于

清理料渣。

将料筒的左板和右板分别设为对称弧形板，通

过这种设计使料筒内壁与左筛板、右筛板旋转摆动

时也能完好贴合，防止料浆区中料浆经左筛板、右

筛板和料筒内壁的接合处泄漏到良浆区，降低良浆

品质。

将盖板中部设有锥台且盖板外侧设有8个周向

均布的圆孔，通过这种设计便于料浆快速进入料筒

内，即盖板上的锥台起到导向料浆的作用，而盖板

外侧的8个圆筒使料浆及时进入料浆区，防止料浆

在进浆口处积聚。

在盖板圆孔外侧设有4个周向均布的弹簧，通

过这种设计使盖板紧密贴合筒盖，防止料浆经进浆

口流出，即利用弹簧的弹力使盖板贴合筒盖的进浆

口，而当输入料浆时，只需下压盖板并克服弹簧弹

力即可打开盖板，便可经进浆口输入料浆。

结合图3所示，旋摆驱动装置主要由电机、主

轴、三角凸轮、顶座、顶杆A和顶杆B组成，电机安装

在料筒下端，主轴安装在电机上，三角凸轮通过钩

头楔键安装在主轴上，顶座安装在顶杆A上，顶杆A

安装在顶杆B上。

主轴为阶梯轴，主轴前、后端分别安装有轴承

座和滚珠轴承；三角凸轮的数量为2个且分别安装

在轴承座内侧，三角凸轮的轮廓呈“T”形，三角凸

轮远点值为近点值的3倍；顶座为半圆形结构，顶座

焊接在顶杆A上；顶杆A为直角弯杆，顶杆A一端位于

支柱外侧且另一端位于位于支柱内侧；顶杆B为弧

形杆，顶杆B的圆弧度与料筒左板或右板的圆弧度

相同，顶杆B位于支柱内侧且穿过料筒底板延伸到

料筒内，顶杆B焊接在顶杆A上；顶座、顶杆A和顶杆

图4  旋摆压筛装置的结构

7—顶杆B  9—料筒  10—左筛板  14—扰流板  21—扭簧  22—筛
孔  23—三角锯齿  24—密封条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2
第40卷第2期 2019年1月



B的数量分别为4个。

通过旋摆驱动装置为左

筛板和右筛板交替提供旋转

动力，即通过旋摆驱动装置

中三角凸轮、顶杆A和顶杆B

驱动左筛板、右筛板交替旋

转。具体为当设备工作时，电

机驱动主轴旋转，主轴通过

其上的钩头楔键将旋转动力

传递给三角凸轮，三角凸轮旋转时，依次驱动顶座、

顶杆A和顶杆B旋转，因三角凸轮有3个凸起远点，则

旋转的三角凸轮将交替驱动左、右两侧的顶座，进

而交替驱动左筛板、右筛板交替旋转。

将三角凸轮的轮廓设为呈“T”形且三角凸轮

远点值为近点值的3倍，通过这种设计既实现左筛

板、右筛板的交替旋转摆动，又实现顶座的支撑，即

“T”形的三角凸轮使左筛板、右筛板依次实现，右

筛板旋转、左筛板和右筛板同时旋转、左筛板旋转

的交替旋转摆动；而三角凸轮远点值为近点值的3

倍的设计，使三角凸轮形成较大的内凹结构，该内

凹结构与顶座贴合并对顶座起到支撑作用。

将顶座设为半圆形结构，通过这种设计使顶座

弧面与三角凸轮弧面较好接合，并降低运动时的摩

擦阻力。将顶杆B设为弧形杆，且顶杆B的圆弧度与

料筒左板或右板的圆弧度相同，通过这种设计防止

顶杆B上、下运动时与料筒内壁产生干涉。

结合图4和图5所示，旋摆压筛装置主要由左筛

板、右筛板和扭簧组成，左筛板和右筛板分别焊接

在扭簧上端两侧，筛板上设有筛孔。

扭簧的数量为2个且分别对称布置在料筒中部

的前、后端；左筛板、右筛板分别为矩形结构，左筛

板、右筛板绕扭簧轴线自由旋转，左筛板、右筛板的

下端外侧分别设有凹槽且顶板B上端装于凹槽内，

左筛板、右筛板下端内侧分别设有内凹台，内凹台上

焊接有扭簧，左筛板、右筛板上端外侧分别设有内

凹台且密封条装于内凹台上，左筛板、右筛板内侧

分别为内凹弧形结构，左筛板、右筛板外侧分别为

外凸弧形结构；筛孔为锥台形结构，筛孔下底面直

径值为上底面直径值得2倍。

通过旋摆压筛装置实现料浆的挤压对冲筛选，

即通过旋摆压筛装置中左筛板和右筛板分别对料

浆进行挤压对冲并通过筛孔过滤良浆。具体为当设

备工作时，如顶板B驱动左筛板克服料浆重力向上

旋转时，因左筛板绕扭簧向右筛板旋转，则左筛板

和右筛板间的料浆将受到挤压，并促使左筛板和右

筛板上的料浆产生对冲运动，左筛板和右筛板间的

料浆在对冲挤压过程中，料浆区中小于筛孔上底面

直径的小碎料将经筛孔进入到良浆区，形成良浆；

同理，当顶板B驱动右筛板时，以及三角凸轮两侧顶

板B同时驱动左筛板和右筛板时，左筛板和右筛板

间的料浆同样受到对冲挤压作用，并通过筛孔过滤

到良浆区。

在左筛板和右筛板下端设有扭簧，通过这种设

计使左筛板和右筛板自动向中心靠拢，起到挤压料

浆的作用。

将筛孔设计为下底面直径值为上底面直径值得

2倍的锥台形结构，通过这种设计防止料浆在筛孔

处堵塞，即逐渐增大的筛孔内径能使过滤的良浆快

速通过。

图6  扰流板的结构

14—扰流板  23—三角锯齿

图5  筛板顶起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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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6所示，辅助扰碎装置主要由扰碎板和

三角锯齿组成，扰碎板分别安装在左筛板、右筛板

上方，三角锯齿设在扰碎板上。

扰碎板的数量为12个且6个为1组分别焊接在扭

簧两侧的左筛板、右筛板上，扰流板为中空矩形结

构，扰流板下端内侧设有三角锯齿，扰流板上端的

内、外侧分别设有三角锯齿。

通过辅助扰碎装置实现碎料的扰流剪切破碎

分解并增加良浆量，即通过辅助扰碎装置中扰碎板

和三角锯齿对料浆进行扰流、剪切破碎，并增加料

浆中的良浆量。具体为当设备工作时，左筛板和右

筛板带动料浆区中的料浆对冲运动时，因料浆区中

设有扰流板，扰流板将对料浆的运动轨迹起到改变

的作用，从而起到料浆扰流作用，并将料浆中的浆

团、长纤维杂质等搅动起到，防止浆团、长纤维杂

质等积聚在筛孔处，影响筛浆效率；此外，扰碎板

上的三角锯齿对将搅动起来的浆团、长纤维杂质等

起到剪切破碎的作用，将料浆中的大碎料剪切破碎

为小碎料，从而增加料浆中的良浆产量。

将扰流板下端内侧、上端内侧和上端外侧分别

设有三角锯齿，通过这种设计增加对料浆的剪切破

碎区域。

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024023 A

发明人：邵学军　王东兴　夏友亮　马宝庆　王

同亮　王怡

申请人：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解决秸秆

破碎过程中轻质飞尘难收集、易回落、不能有效除

尘、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如图1所示，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包括依次

连接的吸尘装置、旋风分离器和袋式除尘装置，秸

秆进行破碎时，会经过粗破碎和细破碎两个步骤。

在粗破碎和细破碎之前，秸秆是通过对应的物

料螺旋输送管进行输送的，物料螺旋输送管内设置

有转轴，用于带动螺旋叶片输送。粗、细破碎的物

料螺旋输送管的结构如图1所示，中间是转轴。为了

提高粗破碎和细破碎的效率及质量，在输送过程中

进行除尘处理。

在秸秆进行粗破碎、细破碎的物料螺旋输送管

上方的管壁设置有钢丝细网，钢丝细网被吸尘装置

罩住，吸尘装置设置有用于过滤的粗过滤装置。粗

过滤装置设置有粗过滤网，粗过滤网采用金属钢丝

网，在金属钢丝网的外部罩有壳体，金属钢丝网结

构与壳体之间有空隙，金属钢丝网罩住钢丝细网，

壳体的上部与吸尘装置末端的飞尘排出口相连接。

壳体的下部与物料螺旋输送管的管壁连接，并且连

接处密封处理。粗过滤网可以通过连接杆固定到壳

体上，使壳体和粗过滤网相对固定设置。

钢丝细网网孔的孔径为2～5mm，优选孔径为

3mm。

吸尘装置末端的飞尘排出口通过管道与旋风

分离器的进口相连接，旋风分离器的底部设置有物

料排出口，顶部设置有出风口，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

通过管道与袋式除尘装置相连接。

袋式除尘装置设置有风机和袋，袋能够通过空

气并阻隔住细尘，并通过外部的风机产生负压，使

得袋将细尘收集，整体除尘过程不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

在物料螺旋输送管上方的管壁设置有钢丝细

网，网孔为3mm，吸尘装置安装在钢丝网上，吸尘

图1  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的结构

1—网孔  2—钢丝细网  3—螺旋输送管  4—转轴  5—粗过滤装置  
6—旋风分离器  7—袋式除尘装置  8—粗过滤网  9—壳体  10—
飞尘排出口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4
第40卷第2期 2019年1月



装置覆盖住钢丝细网的范围，吸尘装置另有粗过滤

装置，通过粗过滤网过滤尺寸较大的物料或尘屑。

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中设置有风机，用于产生具

有吸力的负压，通过负压吸取出物料中的轻碎末、

无效纤维、尘土等。风机在旋风分离器、袋式除尘

装置都有设置，在吸尘装置中也能够进行设置。吸

尘装置设置有反冲洗风机，用于间隙性进行压力反

冲洗，防止堵塞。反冲洗风机用于反向提供风力，

使得钢丝细网和粗过滤网不会被堵塞。

吸尘装置的另一端连接到旋风分离器，旋风分

离器下端用于排出分离物，此时排出的比例不少于

90％，上端与袋式除尘装置相连接，袋式除尘装置

用于排出收集的粉尘。

秸秆破碎三级除尘装置经过三级除尘，有效地

解决了秸秆中轻质尘末以及细微秸秆粉末的清除问

题，使得秸秆在后面的制浆过程中能够提高浆的质

量，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能。

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8978303 A

发明人：冯彦洪　万群峰　瞿金平　何和智　邹

新良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传统的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其螺杆在生产过

程中经受较大的摩擦力造成磨损，尤其是处理禾本

科植物秸秆时，由于秸秆混杂一定含量的土、石及

其表面含有大量的蜡质层和二氧化硅类物质，在一

定程度上加速螺杆的磨损，可导致蒸汽爆破处理效

果变差甚至导致设备停工，磨损至一定程度需要更

换螺杆，导致生产成本高。

基于此，提供一种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以解

决传统的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螺杆经受磨损更换

成本高的问题。

如图1所示，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包括机筒、口

模、环模、螺杆和驱动机构。

机筒设有输送压缩内腔以及与输送压缩内腔

连通的机筒进料口和机筒出料口。口模设有挤出通

道和与挤出通道连通的口模进料口和口模出料口。

口模设置在机筒的出料端且口模进料口与机筒出料

口连通。环模设置在口模的出料端且环模的模孔与

口模出料口连通。环模具有环模模孔，环模设置在

口模的出料端且环模模孔与口模出料口连通。螺杆

具有螺棱，螺杆贯穿于输送压缩内腔、挤出通道和

环模模孔中。螺杆位于口模中的部分具有杆芯和杆

套，杆套可拆卸式地套设在杆芯上，该部分的螺棱

设在杆套的外表面。驱动机构与螺杆连接以驱动螺

杆转动。

杆芯和杆套通过键（平键、花键等）连接传递

扭矩和进行周向定位。安装时相位容易调正使螺棱

连续，而且磨损后容易更换，通过圆螺母对杆套进

行轴向定位。

环模环绕环模模孔的孔壁设有朝向螺杆的齿

状结构。

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通过螺杆高速旋转，输

送并逐渐压实秸秆碎料，该过程中由于秸秆碎料

之间、秸秆碎料和螺杆、秸秆碎料和机筒之间的摩

擦，秸秆碎料温度升高，当秸秆碎料到达口模出料

图1  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的结构

1—机筒  2—口模  3—环模  4—环模模孔  5—齿状结构  6—
螺杆  7—杆芯  8—杆套  9—驱动机构  10—输出轴  11—主轴  
12—减速器  13—联轴器  14—第一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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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环模模孔形成泄压出料口时，处于高温高压状

态，由于秸秆碎料本身含有一定量水分，当秸秆碎

料从出料口中连续泄出时，秸秆碎料内部高温高压

的水分瞬时释出，产生巨大的爆破力，从而破坏植

物纤维的束状组织结构，实现植物纤维细胞的离

解；与此同时，随着螺杆高速旋转，环模模孔的孔

壁上的齿状结构对秸秆具有较大的揉搓作用，秸秆

外表皮蜡质层和二氧化硅类物质进一步脱落，顽抗

结构被进一步打开，长径比进一步增大，材料均质

化程度提高，降低后续加工处理成本，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环模上的齿状结构可为沿环模模孔的孔壁延

伸的条状凸起，且齿状结构环绕环模模孔的孔壁紧

密排布，条状的齿状结构可以与模孔的轴向平行设

置，也可以倾斜于环模模孔的轴向设置。较优地，齿

状结构为多头螺旋齿，齿状结构的延伸方向与环模

模孔的轴向夹角为20°～35°。当齿状结构的延伸

方向与螺杆螺棱的延伸方向垂直时，可起到协助输

送物料的作用，使物料在周向运动和轴向运动中泄

压释放，避免物料堵塞口模出料口和环模模孔形成

的泄压口；当齿状结构的延伸方向与螺杆的螺棱的

延伸方向相同时，可对物料起到阻隔作用，增大出

料的压力，增强摩擦揉搓作用。

螺杆从靠近机筒进料口的位置至靠近口模出料

口的位置径向尺寸逐渐减小，且输送压缩内腔的内

壁靠近螺杆的螺棱的外缘，使得物料能够随着螺杆

的转动被输送和压缩。

螺杆从靠近机筒进料口的位置至靠近口模出料

口的位置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杆段、第二杆段和第

三杆段；第一杆段沿出料方向螺距逐渐减小，螺槽

深度保持不变；第二杆段沿出料方向螺槽深度逐渐

变浅，螺距保持不变；第三杆段的螺距逐渐减小、

螺槽深度逐渐变浅。

采用多根螺杆，相邻螺杆的螺棱相互交错且转

动方向相反，各螺杆分别穿过一个挤出通道和一个

环模模孔。如采用三根螺杆，三个螺杆位于同一平

面上，水平排列设置，正移位输送能力强，使得连

续式蒸汽爆破设备具有强混合能力和高效输送能

力，且被加工的物料不易滞留，出口不易堵塞，能实

现自清洁，一般不需专门进行清理。机筒进料口设

在机筒靠近驱动机构的一端位于中间螺杆的上方。

挤出通道的尺寸沿出料方向逐渐减小，可使得

物料被进一步压缩密实。

驱动机构通过传动机构与螺杆连接。传动机

构包括主轴、减速器、主齿轮和侧齿轮；主轴的一

端与驱动机构的输出轴连接，可以通过联轴器进行

连接；主轴的另一端与减速器的输入轴连接，减速

器的输出轴与主齿轮连接，主齿轮与侧齿轮传动连

接，主齿轮与侧齿轮分别连接一根螺杆。采用三根

螺杆时，相应地设置一个主齿轮和分别位于主齿轮

两侧的两个侧齿轮，主齿轮与中间的螺杆连接，两

个侧齿轮分别与另外两根螺杆连接。

螺杆靠近环模的一端由第一轴承支撑，螺杆靠

近传动机构的一端由第二轴承支撑，主轴由第三轴

承支撑，能够使相邻螺杆作异向转动时压延力较大

的情况下，螺杆不与输送压缩内腔的内壁接触，减

少机筒与螺杆的磨损。

以下通过对麦秸原料的蒸汽爆破处理的实例

作进一步说明。

表1  不同处理后的麦秸浆测试

苯醇抽提物

含量/%

纤维长径比

表面硅原子

百分比/%

样品

0.525

25.58

4.5

经有齿状

结构环模

（齿状结

构的延伸

方向与螺

杆螺棱的

延伸方向

相同）的

设备预处

理后的麦

秸纤维

1.807

6.26

(长宽比)

12.5

未经蒸汽

爆破处理

麦秸碎料

0.754

19.21

6.3

经有齿状

结构环模

（齿状结

构的延伸

方向与螺

杆螺棱的

延伸方向

垂直）的

设备预处

理后的麦

秸纤维

0.600

22.96

5.3

经有齿状

结构环模

（齿状结

构的延伸

方向与环

模模孔

的轴向相

同）的设

备处理后

的麦秸纤

维

1.497

12.90

10.1

经无齿状

结构环模

的设备处

理后的麦

秸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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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秸经破捆、粉碎过筛，调湿静置12h后，分别

采用该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以及设置无齿状结构

环模的连续式蒸汽爆破设备进行蒸汽爆破处理。收

集蒸汽爆破处理后物料，进行苯醇抽提、长径比统

计以及表面硅原子百分比测试表征，结果如表1。

其中，苯醇抽提物含量可近似代替麦秸中蜡

质、脂质含量，纤维长径比表明纤维形态，Si原子质

量百分比显示出麦秸外表面二氧化硅类物质的相对

含量。数据分析可得，本发明的连续式蒸汽爆破处

理设备，针对秸秆资源的特点优化了设备结构，蒸

汽爆破处理效果显著提升，尤其是在脱除表皮蜡质

层、二氧化硅类物质及改善纤维形态方面，具有显

著的技术效果。

螺杆位于口模中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磨损最

为严重，该部位的螺杆磨损可导致蒸汽爆破处理效

果变差甚至导致设备停工，磨损至一定程度需要更

换螺杆。通过将螺杆位于口模中的杆段设计为可拆

卸安装的分体结构，具体地，对该杆段采用杆套设

套在杆芯的方式代替一体式的螺杆，至少具有以下

优越性：（1）杆套作为承受摩擦力的部件，可以采

用高质量的材料，提高耐磨性从而提高生产过程中

的稳定性和螺杆寿命，而螺杆其他部位可以采用一

般的材料，相比整根螺杆采用高质量的材料，可以

大大降低材料成本；（2）可以通过更换具有不同螺

距、落槽深度和螺棱厚度的杆套，调节整个螺杆的

压缩比，采用高质量的杆套，可在杆套上设计更高

的压缩比，从而提高整个螺杆的压缩比，可针对秸

秆松密度极低（约50～150kg/m3），实现短历程下

快速压缩物料，强化蒸汽爆破效果；（3）当杆套损

坏时，只需更换新的杆套，可简化更换步骤，无需将

整个设备进行拆机，当螺杆其他部位损坏时，则无

需更换该杆套，从而可降低成本。

流浆箱的稀释水添加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8660842 A

发明人：周文彬　胡庆喜　李萌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目前，造纸机控制纸页横向定量分布手段一般

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通过局部微调流浆箱

唇板的开度来实现，但改变纸张定量的同时，纸张

水分也会随之变化；另外一种是通过添加稀释水调

节浆料浓度来实现纸页横向定量控制，在控制纸页

定量的同时，不会影响纸页水分，而且纸页横向定

量分布均匀，这些优点非常适合应用在高速纸机流

送系统上，所以通过添加稀释水调节浆料浓度来

控制纸页横向定量的方法在高速造纸机的流浆箱

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公知的流浆箱稀释水添加装置

为圆管稀释水添加装置，稀释水是单点注入浆料管

束，在管束里靠浆料和稀释水的流动从而达到与浆

料混合的效果。因为是单点注入，混合不均匀，在注

入点附近，浆料浓度低，而远离注入点，浆料浓度

高。在浆料管束里，虽然浆料平均浓度达到了调节

图1  流浆箱的稀释水添加装置结构

1—进浆总管  2—稀释水总管  3—步进电机  4—稀释水阀  5—稀
释水支管  6—第一稀释水圆环添加板  7—第二稀释水圆环添加板  
8—进水槽  9—圆变方槽  10—半圆槽  11—进浆孔  12—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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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浓度分布不均匀，导致纸页局部定量不均

匀。

提供一种流浆箱的稀释水圆环添加装置，该装

置从进浆孔周围均匀添加稀释水，能够使稀释水与

浆料均匀地混合，提高浆料浓度的均匀性，适应高

速、宽幅造纸机的流浆箱对纸页横向定量分布的要

求。

如图1所示，该种流浆箱的稀释水添加装置包

括稀释水总管、稀释水圆环添加板，稀释水圆环添

加板内沿横向均匀地贯穿设置有若干连通进浆总

管和管束的进浆孔，稀释水总管和稀释水圆环添加

板之间均匀排列地连接设置有与各个进浆孔相连

通的若干稀释水添加单元，且稀释水添加单元的出

口围绕在进浆孔周围。进浆总管中的浆料通过稀释

水圆环添加板上的进浆孔进入管束，同时稀释水总

管中的稀释水通过各稀释水添加单元分配到对应

的进浆孔上，与进浆孔里的浆料进行均匀混合，经

过混合后的浆料进入管束，稀释水通常采用纸机的

网下白水。

稀释水添加单元包括：步进电机、稀释水阀、

稀释水支管、设置在稀释水圆环添加板内的稀释水

流道槽，稀释水支管的进口连接稀释水总管，出口

连接稀释水圆环添加板内的稀释水流道槽入口，稀

释水阀设置在稀释水支管上且与步进电机控制连

接，步进电机控制稀释水阀的开度，即每个稀释水

阀控制着对应稀释水支管的流量，稀释水流道的出

口与对应的进浆孔相连通且围绕在进浆孔周围。

第一稀释水圆环添加板和第二稀释水圆环添

加板上对称地连接设置有组成稀释水流道的进水

槽和若干均水槽（数量可为2个），同一稀释水添加

单元的均水槽的纵向间距为60～100mm。各个均水

槽纵向排列地与进水槽两个出口相连通，即进水槽

的出口数量等于纵向排列的均水槽数量，稀释水添

加单元的列数根据流浆箱的宽度决定。每个均水槽

均包括相连通的圆变方槽和半圆槽，圆变方槽和半

圆槽位于对应进浆孔的圆周外围，直接与对应的进

浆口相连。相邻稀释水添加单元的均水槽的横向排

列间距为60～100mm。稀释水经过第一稀释水圆环

添加板和第二稀释水圆环添加板的进水槽、圆变方

槽、半圆槽，从圆变方槽、半圆槽的出口也就是进浆

孔的四周均匀添加，与进浆孔里的浆料均匀混合。

稀释水的稀释水流道是在第一稀释水圆环添加板

和第二稀释水圆环添加板上打槽并组合而成的，这

比在单独的一块稀释水添加板上进行打孔制造加

工容易得多，既能降低制造难度，也能降低制造成

本。

稀释水由稀释水总管经过稀释水阀调整流量

后，由稀释水支管连接到第一稀释水圆环添加板和

第二稀释水圆环添加板组成的稀释水流道，稀释水

经过第一稀释水圆环添加板和第二稀释水圆环添

加板的进水槽、圆变方槽、半圆槽，从进浆孔的四

周均匀添加，与进浆孔里的浆料均匀混合，调节了

浓度的浆料通过管束进入流浆箱中。稀释水圆环添

加装置相比圆管添加装置，相当于稀释水从单点添

加变为线添加，使浆料浓度分布均匀。

有益效果：

（1）在控制纸页横向的全局定量分布方面，通

过稀释水阀横向每间隔60～100mm调节相应部位的

稀释水量来改变浆料浓度的方法实现纸页横向的

全局定量分布控制，而且纸页横向全局定量分布均

匀；在控制纸页定量的同时不会影响纸页水分的分

布，实现纸页的横向定量与横向水分的分离控制，

非常适合应用在高速造纸机的流浆箱上。

（2）在控制纸页横向的局部定量分布方

面，使用稀释水圆环添加方法，在纸页横向每个

60～100mm的添加单元间距区域里，每个添加单元

内的稀释水以圆环方法从浆料的四周均匀地添加，

确保稀释水与浆料的均匀混合，提高添加单元间隔

局部区域的浆料浓度均匀性，从而提高纸页横向局

部定量分布的均匀性。

（3）实现了纸页横向的全局和局部定量分布的

全面控制，使纸页横向定量分布更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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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碎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8978299 A

发明人：龙文　向铁军　黄小波

申请人：恒安（重庆）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水力碎浆机工作时，槽体底部的转子（或刀

盘）高速转动，与转子（或刀盘）接触的物料在槽

体内由底部中心区甩向周边区，然后沿槽壁自下向

上流动，再从上部的周边区流向中心区，自中心区

下沉至刀盘，形成一个立面方向的循环流，同时，

因转子（或刀盘）的旋转驱动，槽体内上中下各水

平面的物料形成水平向旋转流，浆板或废纸在稀释

水中得到充分润涨而结合强度迅速下降，转子（或

刀盘）输出的能量大部分传送给水，通过水力产生

非常强烈的搅动、剪切，转子（或刀盘）直接作用于

浆板或废纸上对其冲击、撕裂或摩擦，以及浆板或

废纸之间相互摩擦、搓揉，从而快速地完成碎浆功

能；但此方案只通过单根转子（或刀盘）对物料进

行搅动，物料形成的循环流较为缓和，起到的辅助

搅拌作用较小，整个水力碎浆机的搅拌效率一般。

提供一种可形成较明显的循环流，并能使搅拌

筒角落里的浆料容易流动且变换位置，提高搅拌效

率的水力碎浆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水力碎浆装置的搅拌筒内焊

接有过滤板，搅拌筒的底部连通有出渣管和出浆

管，出渣管位于过滤板上方，出渣管上安装有第一

阀门，出浆管位于过滤板下方，出浆管上安装有第

二阀门，搅拌筒位于第一转轴上方的位置处连通有

进料斗，过滤板上转动连接有第一转轴和第二转

轴，第一转轴顶部平键连接有第一负压搅拌轮，第

二转轴底部平键连接有第二负压搅拌轮，搅拌筒内

位于第一转轴左侧侧壁上焊接有向第二转轴导流

液体的导流板，导流板自左向右向下倾斜，搅拌筒

内位于第二转轴顶部右侧侧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

第一活塞缸，第一活塞缸左侧与搅拌筒连通，第一

活塞缸内滑动连接有第一活塞，导流板上均布有用

于向第二转轴吹气的导流孔，第一活塞缸上连通有

出气管，所有导流孔均与出气管连通，出气管上安

装有向导流孔输气的第三单向阀，第一活塞缸与外

界连通有进气管，进气管上安装有向第一活塞缸进

气的第四单向阀，搅拌筒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第

二活塞缸，第二活塞缸内滑动连接有第二活塞，第

一活塞和第二活塞之间焊接有活塞杆，第二活塞缸

连通有进液管和出液管，进液管和出液管均与搅拌

筒顶部连通，进液管位于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之间

的中部，出液管位于第一转轴的顶部，进液管上安

装有从搅拌筒向第二活塞缸进液的第一单向阀，出

液管上安装有从第二活塞缸向搅拌筒进液的第二单

向阀，搅拌筒外壁上安装有用于驱动第二活塞往复

运动的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与第二活塞焊接的

连杆和平键连接在第二转轴上的凸轮，连杆伸出于

第二活塞缸，连杆与出液管之间连接有弹簧，连杆

与凸轮相抵。

通过进料斗向搅拌筒内加入浆板和水，转动第

一转轴，第一转轴带动第一负压搅拌轮进行转动，

第一负压搅拌轮转动产生负压，搅拌筒内位于第一

转轴顶部周围的浆料将流入到第一负压搅拌轮内，

并以第一转轴为中心地向下流动，流动的浆料与过

图1  水力碎浆装置的结构

1—搅拌筒  2—过滤板  3—导流板  4—导流孔  5—第一转轴  
6—第一负压搅拌轮  7—进料斗  8—第二转轴  9—第二负压搅拌
轮  10—第一活塞缸  11—出气管  12—第三单向阀  13—第一活
塞  14—进气管  15—第四单向阀  16—第二活塞缸  17—第二活塞  
18—连杆  19—出液管  20—第二单向阀  21—进液管  22—第一单
向阀  23—凸轮  24—弹簧  25—第一阀门  26—出渣管  27—第二
阀门  28—出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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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板接触后，浆料将向第一转轴的四周进行流动，

部分浆料将向远离第二转轴的方向流动，第一转轴

左侧的浆料增多，浆料将向上流动，并流入到第一

负压搅拌轮内，从而形成了循环搅拌流。

部分浆料也将向靠近第二转轴的方向流动，转

动第二转轴，第二转轴带动第二负压搅拌轮进行转

动，向第二转轴流动的浆料将随着位于第二转轴底

部周围的浆料进入到第二负压搅拌轮内，并以第二

转轴为中心地向上流动，流动的浆料与搅拌筒顶部

接触后，浆料将向第二转轴的四周进行流动，部分

浆料将向靠近第一转轴的方向流动，第二转轴转动

的同时，凸轮也随着第二转轴转动，凸轮与连杆形

成凸轮副，凸轮将带动连杆不断地往复运动，连杆

将带动第二活塞往复运动，第二活塞通过活塞杆将

带动第一活塞往复地运动，第一活塞将间歇地推动

部分从第二转轴远离第一转轴方向运动的浆料也

向靠近第一转轴的方向流动，在第一活塞往复运动

的同时，第一活塞缸通过进气管吸气，再通过出气

管向导流板内打气，从导流板流出的气体将流入到

搅拌筒内，气体可推动浆料自第一转轴更快地向第

二转轴的方向流动，使浆料流动的更快；第二活塞

也往复地在第二活塞缸内滑动，第二活塞缸通过进

液管吸入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之间中部的浆料，并

通过出液管将浆料打入到第一转轴的顶部，从而使

得搅拌筒中部运动较为缓和的部分，也循环流动起

来，最后在第一转轴顶部汇聚的浆料，将全部进入

到第一负压搅拌轮，从而形成自第一转轴向第二转

轴流动的循环流；也通过第一活塞的挤压，部分浆

料将流入到第二转轴右侧的部分内，并向下流动，

第二转轴右侧的浆料增多，浆料将向靠近第二负压

搅拌轮的方向流动，并流入到第二负压搅拌轮内，

从而又形成了一条循环搅拌流。

有益效果：通过第一转轴、第二转轴、第一活

塞缸和第二活塞缸等的设置，可使搅拌筒内形成多

条循环流，且通过第一负压搅拌轮和第二负压搅拌

轮的设置，也使得浆料流动的速度极大地提高，从

而使得多条循环流流动的更加明显，搅拌筒内边角

处及第一转轴和第二转轴之间中部的浆料均易流动

起来，并不断地变换位置，无死角地对浆料进行搅

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搅拌效率。

驱动机构包括与第二活塞固定连接的连杆和固

定在第二转轴上的凸轮，连杆伸出于第二活塞缸，

连杆与出液管之间连接有弹簧，连杆与凸轮相抵。

第二转轴转动将带动凸轮不断地转动，凸轮与连杆

形成凸轮副，凸轮将带动连杆不断地往复运动，连

杆将带动第二活塞往复运动，第二活塞通过活塞杆

将带动第一活塞往复地运动，从而实现了第一活塞

和第二活塞的自动化运行。

搅拌筒内靠近第一转轴侧壁上固定有向第二

转轴导流液体的导流板。导流板的设置，可使向第

一转轴底部流动的浆料更好、更快地向第二转轴的

方向流动。

导流板倾斜设置。浆料流动到导流板上后，受

到导流板的反作用力，浆料将折射地向第二转轴的

方向流动，使得浆料更快地流动到第二转轴处。

导流板上均布有用于向第二转轴吹气的导流

孔，第一活塞缸上连通有出气管，所有导流孔均与

出气管连通，出气管上设置有向导流孔输气的第三

单向阀，第一活塞缸与外界连通有进气管，进气管上

安装有向第一活塞缸进气的第四单向阀。在第一活

塞往复运动的同时，第一活塞缸通过进气管吸气，

再通过出气管向导流板内打气，从导流板流出的气

体将流入到搅拌筒内，一方面对浆料形成搅动的作

用，另一方面也可推动浆料自第一转轴更快地向第

二转轴的方向流动，使浆料流动的更快，进一步提

高了循环流流动的明显程度。

搅拌筒的底部连通有出渣管和出浆管，出渣管

位于过滤板上方，出渣管上安装有第一阀门，出浆

管位于过滤板下方，出浆管上安装有第二阀门。待

碎解完成后，先打开第二阀门，可从出浆管收集碎

解后的浆料，待出浆管收集完浆料后，再打开第一

阀门，从出渣管排出浆料中的杂质。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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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ps生态系统——
利用浆厂余热进行温室生产

本刊讯（芬兰森林工业联合会 消息) 在芬兰森

林工业联合会最近组织的林业创新竞赛上，芬兰阿

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两位学生Mikko 

Niemeläinen和Milla-Mari Vastavuo发明了

利用浆厂余热用于温室生产的技术——Relaps系

统，并获得创新大奖。

该系统将浆厂产生的余热和工业气流导入智能

温室系统，用于农作物生产，开发了一种循环经济

新模式。

对此，两位发明者表示：“在此之前，我们询问

了许多行业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综合考虑，最终

产生了这一构想。我们的这一发明符合循环经济理

念，可以充分利用浆厂的废气废水，也为食品生产

商提供了参考。”

他们认为，芬兰拥有先进的林业产业和温室生

产技术，如果能借此机会找到两个产业的结合点，

发展先进产业合作，未来会继续为产业多元发展创

造更多机会。

芬兰森林工业联合会主席Timo Jaatinen认

为，芬兰森林行业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这种构想

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体现，未来具有

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潜力。

纸质吸管替代塑料吸管

本刊讯（中华纸业 综合整理) 由于塑料不可

再生、容易造成白色污染等缘故，随着星巴克、肯

德基、麦当劳等餐饮巨头不断推出纸质吸管，可

再生的纸质材料替代塑料吸管已经成为行业大趋

势，针对这一发展趋势，众多造纸及相关企业也先

后展开了可再生吸管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为应对全球塑料垃圾问题，近日，斯道拉恩索

和Sulapac公司携手研发了一种可持续的吸管，如 

图1。

斯道拉恩索使用了Sulapac授权的材料与技

术进行研发，该吸管采用Sulapac生物复合材料，

由木材和天然黏合剂制成，可通过工业堆肥和海

洋生物降解实现回收利用，这种可再生的生物复

合材料解决方案对斯道拉恩索的生物复合产品线

进行了有效补充。

这款产品目标直指工业化量产，旨在利用基于

可再生材料的吸管取代传统的塑料吸管，该吸管

可再生、不含塑料微粒，可被海洋生物所降解，是

目前全球范围内能实现工业化量产的最可持续的

吸管之一。Sulapac的材料适用于现有生产线，目

标是在2019年第二季度实现吸管的商业化生产。

Sulapac公司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芬兰赫

尔辛基，致力于采用可再生与可持续的原材料生

产完全可生物降解且无微塑料残余的材料。基于

Sulapac的产品，品牌商能使用高品质的生态材

料，彻底消除塑料废弃物，真正实现业务的可持续

发展。

此外，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Footprint公司

也在致力于开发用于食品行业的塑料替代产品，

这类产品可再生、易于降解，主要用于餐饮等行

图1  斯道拉恩索可再生材料吸管模型

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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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目前，Footprint在其Gilbert工厂进行了相关

实验，寻找既能有效替代塑料，又能有效控制成本

的材料，是此次研发的关键。Footprint将以瓦楞

纸和纸板为基础，将回收的废旧瓦楞纸和纸板进

行前期处理，再放入高温设备中定型，最后通过添

加隔离涂层隔绝外部水分、氧气和油污，更好地保

存食物。

在吸管方面，Footprint从2018年开始进行可

再生吸管的研究，致力于寻找一种最适合用于生

产吸管的木纤维材料，预计如果这些纸类可再生

替代产品都能用于规模化生产，那相比塑料，温室

气体排放量将减少40%～60%，能源消耗将降低

50%。

目前，Footprint已经投资了400多种可再生产

品的研究，拥有近40个相关专利，为如沃尔玛、好

市多和泰森食品等许多大型企业供应包装材料。

此外，最近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IVL）也在

关注纸质包装替代塑料包装的发展趋势，针对瑞

典伊格森德纸板（Iggesund Paperboard）做了

一项研究，该项研究得出：将包装材料从塑料换成

纸板，采用纸类包装，未来甚至可以将塑料包装对

气候的影响降低99%。

这项研究首先对几类最普通的包装进行了研

究，根据包装材料的选择，比较对气候影响的差

异。

“虽然有些资料已经说明了每千克材料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但只有对包装材料的实际样本进

行对比时，你才会意识到材料选择的重要性，”伊

格森德纸板可持续发展总监Johan Granas评论

道。

分别用塑料或纸板来包装灯泡是这项调查中

一个最极端、对比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将塑料换成

纸板，就能把包装对气候的影响降低99%。在对塑

料最有利的例子中，把一个装有500克意大利面的

纸板盒与装有同样重量意大利面的薄塑料袋进行

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塑料袋对气候的影响比纸板

盒大3.25倍，尽管塑料袋的重量仅为盒子的六分

之一，而且保护和堆放性能都要差得多。

Johan Granas还表示：“现在的情况是，

大量包装离不开塑料，但也有些采用塑料制成的

包装很容易换成其他材料，而功能不受任何影

响——如果我们想降低包装对气候的影响，这正

是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这项研究表明了不同类型包装材料对气候的

影响。基于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公认的环境数据

库，揭示了材料选择的重要性。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于1966年由瑞典政府和

行业联合成立，旨在深入研究行业的空气和水管

理问题，致力于研究环境、经济和社会诸方面之间

的相互影响。

伊格森德纸板是瑞典林业集团Holmen的下

属公司，营业额略超5亿欧元。公司于1658年成

立，最初是一个炼铁厂，至今已积累超过50年生

产纸板的经验。在瑞典北部和英格兰北部的两个

工厂共有员工1500人。伊格森德纸板有Invercote

和 Incada两个品牌系列，均面向高端纸类包装市

场。

北美纸厂纸杯回收处理工艺
助力星巴克实现废纸杯回收

本刊讯（WestRock 消息) 对于咖啡杯等具有

塑料涂层的纸板，由于在回收中，需要先去除咖啡

渍或茶渍，并分离塑料涂层，处理工序较复杂、成

本较高，所以行业内通常认为其可回收性不高。

不过2018年，星巴克在北美首先开展了咖啡杯

回收项目，通过与回收企业Sustana和北美包装巨

头WestRock合作，有效回收再利用咖啡纸杯，实

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星巴克首先将第一批2 5 0 0万个纸杯送到

Sustana旧纸杯回收厂，在废纸杯处理中，首先将

纸杯充分浸泡在水中，分离出塑料衬层，经过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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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洗制成纸浆，如图1。然后再送到WestRock

制成纸板，最后经过加工公司Seda印刷标志，最

终做成新纸杯。

WestRock负责人表示，虽然分离塑料、处理

废纸杯的工艺成本较高，但通过技术升级可以不

断降低成本，而且纸杯回收供应数量才是最大的

问题之一。如果废纸杯可以保持稳定的大批量回

收，从而形成规模，将增加纸厂有效运作速度，对

降低成本将有很大的意义。

据悉，WestRock在北美的八家纸厂已经开始

接受废咖啡杯和其他带有塑料隔膜的纸质食物包

装。

目前，Sus t ana已经回收了星巴克来自西雅

图、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的废咖啡杯，此外，也开

始回收牛奶盒等其他有涂层的纸质包装。

现在星巴克的新纸杯中可回收纸占10%，目标

是在2020年实现翻番。对于目前的纸处理设备，纤

维循环利用率为40%～50%，未来还将在此基础上

实现更多的技术突破。

斯道拉恩索采用微纤化纤维素
研发Performa Brilliance系列新纸种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  斯道拉 恩

索（S t o r a  E n s o）目前正在推广P e r f o m a 

Brilliance系列的一款新型纸盒包装用纸，即采用

微纤化纤维素(MFC)增强的定量为395g/m2的纸

张。

微纤化纤维素是一种先进的、可再生、可回

收、可生物降解的纤维材料，可用于制造更轻、更

结实、更环保的产品。

这款新规格用纸是由斯道拉恩索自行设计

的，属于Performa Bril l iance系列之一。这款新

材料纸主要用于高档和豪华产品的包装纸盒，这

类纸盒对强度的要求更高，同时也可满足终端用户

对使用环保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们很高兴推出第一个使用MFC材料制作

的折叠纸盒，这种材料将应用在纸板的中间层，以

加强纸盒的坚固性，”消费者委员会部门产品经理

伊娃·伦德奎斯特(Eva Lundqvist)表示：“事实

证明，我们采用的微纤化纤维素改善了可再生材

料的性能，并在各种终端使用领域替代化石材料

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Performa Brilliance系列的特点是亮度高、

光洁度好、视觉效果佳。它主要应用于医药、化妆

品和奢侈品行业包装，也适用于书本封面、贺卡、

门票和标签。Performa Brilliance为目前市场上

的折叠纸盒正反面提供了最好的白度。

随着此次395g/m2新型材料用纸的加入，从

2019年1月起，Performa Bri l l iance系列纸的定图1  Sustana废纸杯处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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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180、200、215、230、245、260、280、300、

320、345、370和395g/m2。

Pe r fo r m a  Br i l l i a n c e所属斯道拉恩索

Performa纸板系列，Performa系列纸板广泛用

于巧克力、糖果、食品、药品以及化妆品的包装纸

盒，结合了印刷效果与包装性能，洁净度高，适用

于对污渍和异味敏感的产品。除了具有较高的印

刷和加工性能，Performa还能满足特殊效果和设

计需求。

该系列所有纸板都适用于激光编码、喷墨

编码以及药品包装上的凹凸盲文印刷，也适用于

制作图文制品。Per forma黄芯白卡（FBB）产品

系列，包括GC1（背面涂布）和GC2（背面施胶）

两大类，所有纸板的中间层均含化学热磨机械

浆，旨在实现材料高效利用、高韧性、高松厚度

以及出色的运行性能。该产品系列还包括北极

豹Arct icLeopard（北海工厂产品）、Performa 

Alto、Performa White、Performa Bright、

Per forma Cream、Per forma Natu ra以及

Performa Brilliance。

美国瓦楞包装公司韦尔奇
再创新纪录，8小时完成换单103次

本刊讯（CorrFace 消息) 美国瓦楞纸箱包装公

司韦尔奇（Welch）芝加哥分公司近期创造了在8

小时内完成103次换单的纪录，每次的换单都由机

器自动完成。

韦尔 奇 采 用了 B O B S T  F F G  8 . 2 0 

DISCOVERY联动线设备，韦尔奇芝加哥公司总

经理道格·普尔斯顿（DougPoulston）说：“创造

这项世界纪录，我们感到既高兴又自豪”。

“我们认为这次创造的新纪录很好地体现了

韦尔奇的企业文化——秉承‘Can Do’的理念，

我们一直致力于服务本地客户，以快速启动设置感

到骄傲。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同时接到

了两个大客户的紧急大批量订单，然而我们有信心

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订单任务。因为我们

拥有性能高效的联动线和出色的生产团队”。

韦尔奇芝加哥公司在2 017年购买了这台

BOBST联动线，这是当时博斯特（BOBST）生产

的最新型号的联动线设备。韦尔奇生产的瓦楞纸

箱被广泛运用到各行各业，包括食品饮料、汽车、

化工和医药行业。由于韦尔奇的主要业务以当地市

场为主，而短期交货则是当地市场的普遍做法，因

此一台启动快、产量高的设备成为该公司的制胜

法宝。其实，连同本次8小时成功换单103次的世界

纪录，韦尔奇已经创造了四次连续换单的世界纪

录。

工业4.0时代，联线生产已成为纸箱行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市场潜力巨大。FFG 8.2 0 

DISCOVERY联动线的不停机快速换版功能，最

大程度上确保了印刷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

有效提高了纸箱厂的产能，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节

省了人力，为纸箱包装企业实现提速增效。韦尔奇

实现在8小时内完成103次换单的世界纪录，就是

很好的证明。

可用于纸箱生产的
“Super Sprint”强力自黏胶压痕条

本刊讯（Co r rFa c e  消息) 著名英国压痕条

制造商C&T Ch a n n e l  Mat r i x最近升级了

Sprintrubba系列的一款压痕条，并取名“Super 

Sprint”，这一新型压痕条自带黏胶，在模切时既

能保证黏胶的强度，移除方便，不会对模板造成损

害，大大节省了模切时间和成本，对包装纸箱生产

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一款自带黏胶的橡胶压痕条，主要为了提

高压痕条在模切中的使用效率。在使用寿命和压

痕性能方面，新产品延续了升级前产品的优势，但

在压痕条的背面增加了强力自黏胶。这种新型的丙

烯酸树脂胶黏带具有不黏手的优点。

这种自黏条还可以使用户将压痕条直接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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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上，无需再使用强力胶水。因此，自黏条的使

用不仅更加省时（因为不需要额外手工上胶），也

很好地避免因用手接触强力胶水而引起的任何健

康和安全问题。此外，它可以防止当压痕条移除

时，模板发生分层的问题。

C&T Channe l Mat r i x总裁西蒙·杉顿

（Simon Shenton）表示，“这款升级产品已经在

欧洲的几个重要市场经过多次测试，并且客户的反

馈非常好。在黏贴应用和移除性两方面，我们已经

进行了两百万次压痕测试，其结果都显示了极其

出色的稳定性和黏度保持性”。

目前升级的产品只适用于高7.25mm，底座

为8mm的模，其他尺寸也将很快添加到该系列

和定制规格中，并可以在C&T的英国工厂生产。

Sprintrubba系列产品，包括本次新升级的Super 

Sprint，都可以100%安全用于食品和药品包装领

域。目前使用的原材料已经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

科勒纸业集团与德国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合作研发可再生纸张涂布表
面功能材料

本刊讯（科勒纸业 消息)  科勒纸业集团

（Koehler Paper）与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合作，

开展了一项绿色涂布项目，旨在研发用于纸张涂布

的可再生表面功能材料。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是

世界著名的德国顶尖理工科大学之一，位于德国科

学之城达姆施塔特市，以工程学、自然科学及建筑

学等闻名，该学校的高分子与造纸化学研究所是

世界领先的研究机构。

科勒纸业投资3亿欧元，在其Kehl纸厂建设

试验基地，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共同研究生产

能够用于纸张涂布的表面材料，这种材料可再生、

易于生物降解，并且使用之后不影响二次回收，如

果能将该项研究用于批量生产，可以进一步提高

造纸化学品的回收利用率。初期项目为期两年，未

来根据具体研发进展和成果，双方还可能进一步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印度纸企Century Pulp and Paper推
出“Natura Wrap”可生物降解纤维素
薄膜

本刊讯（Bus i n es s Wi re 消息) 印度Century 

Pulp & Paper（CPP）在其印度Lalkua工厂最

新发明了一种可生物降解纤维素薄膜——Natura 

Wrap。

纤维素作为一种价格便宜、使用广泛的材料，

在食品、生物医学和制药中有着广泛应用，纤维素

替代塑料包装，从长远来看具有很大的潜力。

对于这一发明，CPP负责人J P Narain说道：

“目前食品包装需求日益旺盛，如何在保证食品安

全基础上保持食品风味，已经成为食品包装材料

重点研究的课题。Natura Wrap是一种可生物降

解纤维素薄膜，它可以保鲜、保持食物风味和食品

质量，此外，最大的特点是可降解，不会给环境带

来压力。”

Natura Wrap是一种不黏型薄膜，透明度、

透气性、光泽度高，具有良好的弯曲性，可用作灵

活性包装材料，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食物，耐高温

和化学腐蚀。

这种纤维素薄膜可以水解为二氧化碳和生物

质材料，目前已经在印度投入使用，有9～100米长

的各种类型。

CPP隶属于印度Cent u r y Tex t i l e  and 

Industries Ltd，主要生产优质书写印刷纸、生活

用纸、纸板及人造丝浆（RGP）。该公司地处喜马

拉亚山脚下的Lalkua市，是当地一家具有高度社

会责任感的公司。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开发可再生

纸类包装材料，在产品研发领域投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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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饮料纸盒与环境联盟
推广新型纸类包装回收平台

本刊讯（ACE 消息) 欧洲饮料纸盒与环境

联盟（ACE）近日推出了一个新型回收平台——

“EXTR:ACT”，致力于携手联盟内各成员单位

（包括Bil lerudKorsnas、利乐包装、康美包、斯

道拉恩索等），共同促进欧洲纸类包装行业回收利

用率。

此外，该平台回收范围不仅限于饮料纸盒，还

包括纸盒的其他支持材料，例如纸盒上的聚合物

和铝类材料等。

EXTR:ACT回收平台利用各种措施提高饮料

包装纸的回收利用率，平台内信息、技术共享，对

整个欧洲纸产品回收率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目

前，欧洲饮料包装纸盒循环利用率为48%，达到这

一目标用了很长的时间，这一回收平台的推广必将

进一步提高欧洲循环经济活力与动力。

EXTR:ACT回收平台将首先在法兰克福开展

试点，然后进一步推广至整个欧洲。

芬欧蓝泰推出
Vanish PCR超薄透明薄膜标签

本刊讯（芬欧蓝泰 消息) 2018年底，芬欧蓝

泰推出了一种新的超薄透明薄膜标签材料产品

线——Vanish PCR，采用了90%的回收面材和离

型纸，标志着芬欧汇川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又迈

进了一大步。

现在，越来越多标志性的全球品牌正在制定

更高的目标，提高包装回收利用率，芬欧蓝泰的

Vanish PCR透明标签，对饮料、食品、家居和个

人护理领域的企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适合用于

各种硬质包装。

此外，由于Vanish PCR更为轻薄，给运营过

程的多个环节减少了运输和包装的浪费。Vanish

的尺寸稳定，同时具备出色的油墨适应性和分散

特性，使制造商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新的提升，同

时增加了存储空间。

“作为全球最具可持续性的标签企业，我们

希望给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和实现循

环经济，而Vanish PCR是这方面的杰出样板，”

芬欧蓝泰可持续性总监Robert Taylor说。“使用

回收材料中生产透明标签面材和离型纸，在包装

行业中从未见过，这表明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可

以创造一个更加光明与可持续的未来。”

“客户现在正在寻找更具可持续的替代品，

但是很重要的是依然要求与之前来自芬欧蓝泰的

产品同样出色的性能，”芬欧蓝泰薄膜全球市场

推广总监Fernando Giron说。“我们为我们新的

Vanish PCR薄膜标签材料感到自豪，因为它可以

带来同样大家始终追求的难以想象的‘无标签’外

观。新的Vanish PCR标签可以帮助你始终处在

市场趋势的领先前沿，并且实现甚至超越你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福伊特SensorBlade停机测量工具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福伊特SensorBlade

停机测量工具优化刮刀系统，可以发现辊子横幅方

向上加载压力的细微偏差，精确测量刮刀片在整

个横幅方向辊面上的接触压强和加载压力分布，

智能确定刮刀最佳设置，避免断纸和辊面损坏，显

著提高效率。

SensorBlade测量工具可以在停机时进行使

用，并且适用于所有不同宽度的纸机。它的原理

是：在生产中发现问题后，SensorBlade可以及时

识别异常，并且根据测量结果进行纠正。同时，用

于停机测量的SkyLine刮刀片，是由若干段小刮刀

片连接组成，每个小刮刀片上都有传感器负责数据

采集。各个传感器的数据会集合汇总，进而测量整

个辊子横幅方向的加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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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型瓦楞包装商Encase
引进博斯特模切机

本刊讯（Encase 消息) 英国最大的瓦楞包装

制造商Encase在其位于班伯里（Banbury）的工

厂安装了博斯特（BOBST）公司的VISIONCUT 

1.6模切机，以增加公司产能、提高产品精度并满

足不断发展的市场要求。

这 款 新 的 模 切 机 是 E n c a s e 从 博 斯 特

（BOBST）购入的第三台平压平模切机，机器已

于2018年11月初全面投入使用，并与现有的机器配

合使用。VISIONCUT 1.6模切机拥有稳定的性

能，能够实现设备最高运行时间，同时其智能工作

流程设计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非生产时间，而其换

单仅占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

自从Encase去年年底安装了一台五色HQPP

机器以来，公司在平压平模切的业务量大幅增长，

现在博斯特（BOBST）的这款新机器刚好能够满

足公司业务增长的需求。

利乐包装公司在印度推广
“二维码式”智能包装技术

本刊讯（印度商业在线 消息) 印度利乐包装公

司（Tetra Pak India）将在印度推广一种智能包

装方案，就是利用动态二维码搭建桥梁，沟通纸

箱生产商、加工商和终端使用者等各个环节。

每个纸箱都将有一个动态二维码，作为标识

记号，客户收到纸箱后，可以查看纸箱信息，仅需

下载一个手机软件便可以与生产和加工商进行沟

通，使用完后可以查看回收指南，二维码将成为纸

箱流通各个环节的沟通桥梁，可以促进包装流通

透明化以及可持续利用。

据悉，印度是利乐集团在全球的五大市场之

一，每年包装6.5亿升果汁饮料和6亿升奶制品，

随着印度国内食品安全和便捷包装的需求持续增

长，食品和饮料包装市场还将继续增长，尤其是城

市化率的攀升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是包装行业

的重要动力。不过，近期由于印度货币贬值，导致

了纸类包装成本攀升，印度利乐包装将通过增加

产量、提高生产技术和加工效率来应对成本增长

的问题。

PAE造纸湿强剂的研发趋势

本刊讯（TAPPI 消息) PAE树脂是提高各种纸

张湿强性的主要化学品，还可用作乳液松香胶及

强化松香胶的助留剂、中性施胶剂增效剂、阳离子

淀粉改性剂等。

PAE树脂于1957年开始使用，一出现便逐渐

取代了脲醛树脂，成为提高生活用纸湿强性的主

要化学制剂，现在广泛应用于提高各类纸张的湿

强性，例如用于牛奶和饮料的液体包装纸板、茶叶

包、咖啡滤纸和部分特种纸等，这些纸张干强性

要求都为20%～35%。

之后，解决了PAE干强性树脂的基本生产问

题后，行业内又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之路，研发

主要有两个关注点：第一，关注环境与健康，生产

符合环境要求和健康标准的PAE干强剂；第二，提

高固含量，降低运输成本。

起初，提高固含量便意味着降低PAE的干强

效率，不过第一代PAE树脂（G1）基本解决了这一

矛盾。之后，为了降低环境影响、保障健康需求，

行业内推出了符合更高环保要求的PAE树脂，生产

成本也随之提升，不过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第二

代（G2）和第三代（G3）PAE树脂的有效性有了很

大程度的提高。

过去三十年中，人们的环保与健康意识开始转

变为具体的监管措施，各国政府和行业组织发布

了许多关于造纸助剂的法规政策，进一步推动了

新型PAE湿强剂的研发，化学品的研发还需要符

合各国监管条例的需要。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

是德国联邦危险评估研究所（BFR）曾发布了一项

行业监管要求，联邦危险评估研究所是德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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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联邦直属有权利能力的机构，任务是就食

品安全、产品安全、食品链内的污染物、动物保护、

消费者健康保护方面的问题为联邦政府提供科学

建议，并承担其他专业监督。该监管条例对1,3-

DCP和3-MCPD的含量提出了严格要求，进而对

现在比较常见的第三代PAE树脂（G3）的研制起

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除了外部监管措施之外，许多化学品生

产企业也开始制定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

可持续方案，致力于降低碳足迹，降低化学品生产

对环境的影响。

因此，在众多监管措施的约束下，行业对PAE

干强型树脂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即不但要降低环

氧氯丙烷副产品和可吸收卤化物的含量，还要提

高固含量并保证产品有效性。

造纸副产品用作低成本电极材料

本刊讯（Technews 消息) 造纸工业有一种常见

的副产品——木质磺酸盐，目前已被以色列理工学

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学家证

明可作为锂硫电池的低成本电极材料。

锂硫电池能量密度至少是锂离子电池的两倍

之多，因此尽管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是当前市场热

门，但科学家还是对锂硫电池的开发有着浓厚兴

趣。

制作锂硫电池的一大挑战是硫很容易溶解到

电池电解质中，导致两侧电极在循环仅仅几个周期

后就恶化，对此，以色列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找到了

一种简单方法，可以从单一原材料中创造出最佳的

硫基阴极，他们将造纸工业的主要副产品木质磺

酸盐（lignosulfonate）进行干燥处理，然后放到

石英炉管中加热至700℃，于高热之下驱除大部分

硫气，但留下一些多硫化物（硫原子链），可深度

嵌入活性碳基质中。

研究人员重复加热过程，好让适量硫嵌入碳

基质中，接着将材料研磨并与惰性聚合物黏合剂

混合，于铝箔上形成阴极涂层，证实可以用这种廉

价、丰富的造纸衍生物质来建构锂硫电池。

此外，近期美国宾汉顿大学还开发出一种以细

菌为驱动力的“纸电池”，不仅具有轻便可携带等

优点，还可以生物分解，之后在为数百万台传感器

与设备供电的同时，解决了回收难的问题。

制造的过程中，细菌、水与唾液的反应全部在

纸上进行，最终生产的这种电池寿命约4个月，电

池用尽之后可放入水中自然分解。4个月的寿命比

以往的纸质细菌电池高出许多，但若要达成商业

化，功率与电流密度还得提高1000倍。

由于纸张具有成本较为低廉、可循环利用等

优势，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兴电子技术与纸结合，

“纸电子”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前景的新兴科技领

域。与纸张的结合，让电子产品具有了轻量、生物

可降解等特性，例如柔性纸基板晶体管、纸基板

上的有机发光二极管、纸基板柔性太阳能阵列、纸

基医疗诊断装置、纸张上的RFID标签等。

利用光子能量处理技术
生产可再生高分子纸类包装材料

本刊讯（TAPPI 消息) 实验证明，利用光子热

技术处理PHA材料，得到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可以

代替传统的塑料和氟化合物涂料，用于食品包装

纸板。

PHA全称为聚羟基脂肪酸酯，是很多微生物

合成的一种细胞内聚酯，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生

物材料，包括PE（聚乙烯）和PP（聚丙烯）等。因

为PHA同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生物可降

解性和塑料的热加工性能，同时可作为生物医用

材料和生物可降解包装材料，因此成为近年来生

物材料领域最为活跃的研究热点。

使用光子热处理PHA，处理速度更快，PHA

颗粒几乎可以瞬间融化，形成薄膜，这种水性

PHA乳胶隔离层提高了纸张抗潮性，易于生物降

解，环境友好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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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1)高浓碎浆机用除胶剂,提高纸浆白度，消除油墨点，每吨纸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填加的除胶剂,箱纸板、瓦楞原纸,吨纸用量1.0kg,单价25.0元/kg。

(3)卫生纸用量0.6～0.8kg,涂布白纸板面浆用量0.6kg,文化印刷纸用量0.4kg,新闻纸用量0.3kg,单价35.0元/kg。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陕西商洛市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一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废纸除胶(黏)剂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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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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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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印度新德里国际纸

展（Paperex2019）

展会时间：2019年12月3-6日；展

会地点：印度新德里Pragati Maidan

展馆

展会简介：“Paperex 2019印度

新德里国际纸展，是世界最大、最成功

的国际性纸业展会之一。上届展会吸引

了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家参展商

和3万多位专业观众，展位面积超过25

万平方米。中华纸业杂志社为本届展会

的国内一级代理，将带领国内优秀企业

以“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联盟”、

“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的名

义联合参展，盛大亮相本届纸展。

● 2020年亚洲纸展&世界生

活用纸展(Asian Pape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20)

“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

展会时间：2020年6月3-5日；展

会地点：泰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展会简介：始于1992年，每两年举

办一届，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规模最

大的制浆造纸专业展览会，涵盖了该地

区制浆造纸产业每个环节，为制浆造纸

生产商创造了与全球顶尖纸业机械、设

备、服务供应商会晤洽谈的最佳平台。

上届展会（2018亚洲纸展）吸引了来自18

个国家的100多家展商参展，以及来自92

个国家的3000余名专业观众参观。

中华纸业杂志社为亚洲纸展中

国区的独家代理。

以上展会展位预订工作已经开

始。更多详细信息请详询：中华纸业杂

志社

联系人：崔晓萃；电话：0531-

88522949，18954139170；传真：0531-

88926310；邮箱：c p p i8@c p p i.c n；QQ：

94043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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