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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芳纶纤维简介

芳纶纤维是一种纤维的总称，它最早是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由美国的杜邦（Dupont）公司研究开发的一

种合成纤维。芳纶纤维的产能最早主要集中在美国、日

本和欧洲的国家，如美国的杜邦公司、日本的帝人公司

等。而我国对芳纶纤维的研发起步比较晚，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有多家相关的单位进行了芳纶纤维的研究开

发[1]，并且通过近些年相关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取得

了一些成果，但较之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依然处

于弱势。芳纶纤维主要应用途径有：(1)作为先进的复合

材料使用，如用在航空航天领域、汽车以及舰船等工业

中；(2)用做制造防弹制品，如硬质防弹装甲板、软质防

弹背心等；(3)制造一些特殊用途的缆绳；(4)用作制造传

送带的材料；(5)用在一些基础设施和建材方面，如用芳

纶纤维来增强混凝土的强度，用芳纶纤维来增强木材的

一些性能等；(6)用于特种防护服装上；(7)用于体育运

动器材方面；(8)用于电子设备方面；(9)用于轮胎的骨架

材料等。

摘 要：介绍了芳纶1414、1313的结构与性能；介绍了芳纶纤维在造纸中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芳纶1414；芳纶1313；芳纶纸

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PPTA and PMIA,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aramid 
fiber in paper industry wa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PPTA; PMIA; aramid paper

特种芳纶纤维在造纸中的应用
⊙ 杨兵  惠岚峰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457)

Application of aramid fiber in specialty paper production
⊙ YANG Bing, HUI Lan-feng
(Tianjin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杨兵 先生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加工纸与特种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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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耐化学药品性。

PPTA主要用在航空材料、建筑材料以及体育器材

上；也被用在防弹设备上，如QGF-02防弹头盔，它是

采用我国自行研制的芳纶纤维制造的。

2.2 芳纶1313（间位芳酰胺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间位芳纶纤维是聚甲苯二甲酰苯二胺的简称，

它是由间苯二胺和间苯二甲酰氯缩聚后采用湿法纺

丝而成的。英文缩写为PM IA（p o ly-m-phe ny l e n e 

i s ophth a l am ide）。间位芳纶纤维最早由美国杜邦公

司在1956年研究，并在1967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

商品主要有美国杜邦公司的Nom e x纤维、日本帝人公

司的Conex纤维、俄罗斯的Fene lon纤维等。由于其功

能基连接在苯环的1，3位上，故我国称其为芳纶1313。

PMIA的化学结构式如图2所示。

从结构式可以看出：（1）PMIA的酰胺基团是通过

间位苯基的形式相互连接而成的，其共价键无共轭效

应；（2）内旋转位能比对位芳纶纤维小一些，大分子链

呈现出柔性结构。

PMIA是一种综合性能优良的特种纤维，有着耐高

温的特性，并且具有热稳定性，可以在220℃的高温条

件下使用10年以上，在240℃下受热1000小时，其机械

强度仍然有原来的65%，在370℃以上的条件下才会分

解出少量的气体；具有很好的电绝缘性；同时，也具有

阻燃性、可纺性、耐辐射性以及化学稳定性。

PMIA主要用在耐高温防护服、消防服以及军服；

还用来制造耐高温绝缘材料，如耐运输带、蜂窝结构护

墙材料等。

芳纶纤维制品在生活中的应用呈现着与日俱增的

趋势，这也就激发了相关研究工作人员的重视。相信在

将来的中国，芳纶纤维制品也会有更好的成果出现，来

改善一些材料的性能，生产出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产

品来。

2  芳纶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芳纶纤维是一种新型的合成纤维。根据化学结构

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种：芳纶1414（对位芳酰胺纤维）和

芳纶1313（间位芳酰胺纤维）。

2.1 芳纶1414（对位芳酰胺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对位芳酰胺纤维是聚对苯二甲酰二胺的简称，

它是由苯二甲酰氯和苯二胺通过缩聚而得，再采用

干喷湿纺丝方法制备。英文缩写为PP TA（p o l y-p-

phenylene  ferephthalamide)。对位芳酰胺纤维在芳

纶纤维生产中发展最快，产能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以

及欧洲。其商品名主要有美国杜邦公司的Kevlar纤维，

日本帝人公司的Technora纤维，俄罗斯的Terlon纤维

等。由于其功能团在苯环的1，4位，所以我们国家称其

为芳纶1414。PPTA的化学结构式如图1所示。

从结构式上可以看出：（1）化学结构式中含有苯

环，分子结构上的酰胺基团被苯环分离并且与苯环形成

π共轭效应，其内旋转的位能很高，分子链节呈现出平

面刚性伸直链的构象，这就决定了纤维的结晶度较高，

并且结晶较完整；（2）分子中含有较多量的极性基团且

大分子呈现伸直链构象，这就使得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很强；（3）构成PP TA主链的共价键能很大，这就

决定了对位芳纶纤维有很强的强度；（4）PPTA的大分

子之间呈平面形状排列，分子间的空隙小，相互作用力

强，从而导致其有较好的刚性，较高的模量[2]。

PP TA最显著的特点是强度高，是优质钢材的5～

6倍、玻璃纤维的3倍、高强尼龙工业丝的2倍；模量高，

是优质钢材或玻璃纤维的2～3倍、高强尼龙工业丝的

10倍，同时，PPTA还有密度低、韧性好的特点；此外，

PPTA还具有热稳定性，在高温下不熔，短时间暴露在

300℃以上的环境中，强度几乎不会发生变化；PPTA还

具有耐化学性能，对于普通的盐类溶液、有机溶剂等有

图1  PPTA的化学结构式

图2  PMIA的化学结构式

技术进步Technology

7
Feb., 2019  Vol.40, No.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纸。常用型号有：T410(热轧的绝缘用纸)、T411（T410未

经热轧的原纸）、T412（蜂窝用纸）、T414（与T410不同

热轧工艺的绝缘用纸）。表1为不同型号的Nomex纸的

性能比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帝人公司也成功研发了

Co n e x纤维，并且不断研发，推出性能更好的产品，如

具有高度阻燃性的Co n e x F R以及耐气候性很好的

Con e x L等改良品种。近些年对芳纶纤维的研究也一

直没有间断。推出的间位芳纶Te i j i n c on ex、对位芳纶

Technora和Twaron、耐火纤维Pyronmex等纤维材

料，为全球的防护服市场提供了很多高性能的材料。

我们国家直到1972年才开始对芳纶进行研究，在

1981年通过了对芳纶1313的鉴定，在1985年通过了对芳

纶1414的鉴定[4]。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也一直致力于对

芳纶纤维材料、芳纶纸的研发。如近年来，高速列车的

快速发展更是带动了两类特种纸的发展，一类是绝缘

纸，另一种就是芳纶蜂窝特种纸，随着我国高铁走向全

世界，芳纶蜂窝特种纸的市场更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

势。这主要是因为芳纶纸蜂窝可以有效降低列车在高

速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噪音，以及可以有效地降低能

耗。芳纶纸还用在飞机的制造、航空母舰的制造上，且

用量相当大。所以，随着用途的增多，芳纶纸的市场越

来越大。表2为国产芳纶纸与Nom e x纸技术指标的对

比。

对比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研发的芳纶纸在抗张强

度、抗撕裂度以及伸长率都不及Nomex纸。因此，我国

在芳纶纸的生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2 芳纶纸的制备

芳纶纸基材料是以芳香酰胺纤维为原料，利用湿

法成形的技术进行纸页抄造，再经热压成形制得的片

状复合材料。目前，芳纶纸基材料多由芳纶短切纤维和

芳纶浆粕组成，芳纶短切纤维作为骨架材料，而芳纶浆

粕则起到填充和黏结的作用，将纤维与纤维之间连结在

一起。

芳纶纤维纸的湿法抄造工艺流程如图3所示。

由于芳纶纤维中含有的酰胺基团（-C ON H2）

不像传统植物纤维含有的亲水性基团羟基（-OH），

-CONH2的极性要比-OH的极性小很多，疏水性强；

3  芳纶纤维在造纸中的应用

芳纶的产品主要有短纤维、长丝纤维以及浆粕三

大类，被广泛地用在防护材料、纤维增强材料、耐摩擦

材料以及工程用纸原料等方面。

3.1 芳纶纸的出现

最早出现的芳纶纸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Nom e x

纸，它是由美国杜邦公司研发成功的。它是用Nomex短

纤维和芳纶浆粕作为原料，采用斜网抄造湿法成形制

得。Nomex短纤维由Nomex长丝切断成3～8mm而成[3]，

短纤维对成纸的贡献主要是纸张的力学强度。芳纶浆

粕填充在短纤维间，起着填充和黏结的作用。在经过热

压作用，使得部分熔融，芳纶浆粕通过黏结短切纤维以

及自身的黏结作用共同形成了纸张整体的力学结构。根

据不同的用途，美国杜邦公司先后开发了不同的Nomex

图3  芳纶纤维纸的湿法抄造工艺流程

表1  不同型号的Nomex纸性能[3]（纸厚0.025mm）

T410

T411

T412

T414

型号

32

9

28

29

介电强度

kV/mm

抗张强度

/(N/cm)

285

35

310

229

纵向 横向

152

20

141

119

42

8

45

38

纵向

71

13

65

73

横向

抗撕裂度

/N

伸长率

/%

纵向

19

5.2

18

16

15

3.4

12

13

横向

表2  国产芳纶纸与Nomex纸技术指标的对比[4]

YT516

YT564

X-316

Nomex T410

Nomex T464

型号

13.9

13.6

10.2

18

19

介电强度

kV/mm

抗张强度

/(N/cm)

35.9

33.6

30.9

43.0

41.8

纵向 横向

18.9

16.9

17.8

19.4

16.6

0.65

0.58

-

0.92

0.68

纵向

1.02

0.87

-

1.6

0.93

横向

抗撕裂度

/N

伸长率

/%

纵向

6.6

6.0

6.3

9.0

10.1

8.3

7.3

5.3

7.5

5.3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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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水介质对芳纶纤维的润湿性较差，影响芳纶

纤维在水中的分散，很容易絮聚成团[5]。芳纶纤维的密

度比水的密度大，但当芳纶纤维加入水中后，芳纶纤维

的表面会有很多的小气泡使其上浮[6]。这就更加加剧了

芳纶纤维的絮聚，不容易分散，从而影响芳纶纸的抄造

及其物理性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芳纶成

纸的性能：芳纶纤维自身的形态参数以及与液体相关的

纤维表面的Z-电位。

3.2.1 芳纶纤维自身的形态参数

主要包括芳纶纤维的长度、宽度、柔软度及浆料浓

度等。这些因素都和堆积因子（N CROWD）有关联。堆积

因子N CROWD指的是在一个直径相当于纤维长度的球形

体积中所包含的纤维数目，此理论是由MASON在1948

年首次提出，KEREKES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7]。

公式表示如下：

NCROWD=2/3CV(L/D)2=5CML
2/b

式中：N—堆积因子

     CV—浆料悬浮液的体积分数，％

     L—纤维长度，m

     D—纤维直径，m

     b—纤维粗度，kg/m

从公式可以看出纤维长度的影响较大，当纤维的

长度越大时，其堆积因子越大，单根纤维间接触的概率

也就越大，纤维就更加容易发生絮聚；纤维宽度也对纤

维的絮聚有影响，是因为纤维宽度的大小可以改变悬浮

液中的纤维数目，并且还会影响到纤维弯曲时的刚性，

从而影响到纤维间相互接触的力大小，所以越细的纤

维越容易发生絮聚[8]。

纤维柔软度对纤维絮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浆料的

输送过程中，纤维悬浮液中的剪切力使得单根的纤维呈

现出线性运动和旋转运动的状态。纤维的柔软度不同，

其运动轨迹也不同。纤维的柔软度越大，其运动越复

杂，轨迹也更多样，纤维也就更加容易发生絮聚[9]。纤维

在悬浮液状态时，纤维和纤维间、液体和液体间、纤维

和液体间都会互相影响，从而导致体系的黏度变化[10]。

纤维悬浮液的流动性和纤维网状结构的强弱密切相

关，体系流动性可以很好地反馈体系中的分散效果，可

以通过液体的黏度大小来评价分散性能的好坏。一般

黏度小时，纤维流动时阻力小，体系的分散性好；黏度

大时，纤维彼此缠绕，纤维流动时阻力大，体系的分散

性能也就差。芳纶纤维在悬浮液中容易发生絮聚主要

是因为芳纶纤维之间的机械缠绕。芳纶纤维在流体中，

受到流体的作用，相互机械交织的机会增多，从而更加

不易分散。湍流既有助于纤维的分散又可以影响纤维

的絮聚，所以，适当的湍流，可以提供体系适当的湍动

及剪切力，可以有效地破坏纤维形成网状结构，从而减

少纤维间的絮聚。但是，如果体系的湍动减弱，纤维间

又会絮聚在一起[11]。所以，在流体利用中，高强度微湍

流更有助于体系纤维的分散。

刘俊华等人[12]研究了浆料浓度、黏度、纤维长度、

宽度及长径比对纤维分散性能的影响情况，并研究了加

入分散剂聚氧化乙烯（PEO）对分散体系的影响。

3.2.2 与液体相关的纤维表面的Z-电位 

在浆料中的纤维，就像胶体悬浮液一样，有动电表

面力和静电表面力的存在。当浓度低、剪切力小时，这种

胶体作用力是促成纤维絮聚的主要因素。相关实验也发

现，如果在浆料体系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体系的

分散性会明显有所增强，这主要是因为在悬浮液中的纤

维大都是带负电荷的，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增

加纤维表面的Z-电位，使得悬浮液中的纤维间斥力增

大，进而减少纤维之间的碰撞，从而减少纤维间发生絮

聚的概率[13]。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可以添加表面活性剂

提高芳纶纤维分散性；表面活性剂的疏水端朝向芳纶

纤维分子，亲水端朝向水中。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主要有

2个方面作用：（1）增加芳纶纤维悬浮液的黏度，降低悬

浮液的表面张力，提高纤维的表面润湿性；（2）增大纤

维的表面电荷量，使得纤维与纤维之间的斥力增大[14]。

周雪松等人[15]通过对不同分散体系（分别用表面活性

剂十二烷基硫酸钠和表面活性剂B处理）的Z-电位采

用Zeta Plus进行测定，用数码相机记录了芳纶纤维在

不同体系中的分散性能，从而评价芳纶纤维的分散性

能，并对不同分散体系的纤维进行抄纸，测定其纸张的

匀度。结果表明表面活性剂可以改善芳纶纤维的分散

性。

杨斌等人[16]研究了P E O分散芳纶纤维及分散机

理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随着P E O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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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芳纶纸的各项物理性能也增加，但PEO用量0.5％

时，成纸的各项性能达到最佳。还可以对芳纶纤维化

学或物理改性来改善芳纶纤维表面的化学惰性，增

加纤维比表面积，使表面更加粗糙，在纤维表面引入

-COOH、-OH、-C=O等活性基团进而可以改变纤维

表面能以及界面张力等参数，实现增强材料性能的目

的；主要有磷酸溶改性、硅烷偶联剂改性、硝化还原法

改性、NaOH法改性、表面氧化、等离子改性等都可以

改善芳纶纤维与芳纶浆粕的界面结合，从而提高芳纶纸

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度[17]。Yo o nH.S等人[18]对芳纶纤维

进行改性。采用沉析法制备出对位芳纶沉析纤维，这样

不仅保留了对位芳纶纤维优良的机械性能，而且还使纤

维具备了更强的复合效果和更佳的增强性能，非常适合

制备芳纶纸基复合材料。沉析纤维具有表面粗糙度、形

态柔顺性，细碎化程度高，保证了沉析纤维具备较大的

比表面积（7～9g/m2），沉析纤维中胺基含量较多，从

而能够与纤维树脂等形成很强的亲和力，增强了纸基材

料的复合效果。陆赵情、江明等人[19]研究了对位芳纶沉

析纤维对芳纶纸基材料的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芳纶沉析纤维尺寸均一性好，细碎化程度高，利于芳

纶纸基材料的复合增强；同时沉析纤维的最佳含量在

70％时，能明显改善芳纶纸基材料的机械性能和绝缘

性能。张美云等人[20]研究了超声波处理对于对位芳纶短

切纤维和浆粕纤维分散性能的影响及成纸的影响。结

果表明，超声波分别处理9min和12min时，体系的分散

性能最好，成纸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度也有所提高。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对芳纶产品的需

求也越来越大。比较国内外对芳纶纤维的研究可以看

出，我们国家对芳纶纤维在造纸方面的应用研究仍有很

长的路要走。尤其芳纶纤维的分散过程是一个复杂的

动态平衡过程。防止芳纶纤维在造纸过程中絮聚是至

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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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湿法无纺布及合成纤维的发展

公元前2世纪，我国古代人民受漂絮的启发，发明

了大麻造纸。后人又用造纸机生产出了湿法非织造布，

俗称无纺布，而且从方法和原理上与造纸都基本相同。

可见造纸技术就是今天湿法无纺布的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无纺布的生产则始于近100多年。

1870年英国一家公司首先设计制造了一台针刺机，加工

出针刺无纺布。1942年美国一家公司生产出了一种黏合

型无纺布，当时就把这种纤维与纤维相连结在一起非

摘 要：综述了湿法无纺布的发展过程及合成纤维材料细度

的表示方法。简介了合成纤维的应用及其影响产品性能的因

素。最后介绍了合成纤维的分类及其改进成形质量的方法。

关键词：合成纤维；特种纸；湿法无纺布；Rot o成形器；斜网

成形器

合成纤维在特种纸和湿法无纺布中的应用
⊙ 韩振1  赵立新1  王颖1  Balthasar Mill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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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wetlaid 
non-wove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fineness for synthetic fiber 
materials. The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fibers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products were also describ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ynthetic fibers and the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forming quality were introduc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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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o former; inclined wir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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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合成纤维的应用

PET-涤纶 Polyester

PA-尼龙 Polyamide

PP-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E-聚乙烯 Polyethylene

Viscose 黏胶纤维

PAN-Polyacrylonitrile 

聚丙烯腈

Para-Aramid 芳纶1414

Meta-Aramid 芳纶1313　

PPS

聚苯硫醚

Carbon 碳

Glass-Fibers 玻璃纤维

无碱玻璃纤维/超细玻璃纤维

陶瓷纤维 

材料 特性 

Dimensional stability 尺寸稳定

Porosity control 透气性控制

Microfiber 超细纤维

Durability: Increased number of 

double folds, tear resistance

耐久性：增加耐折叠次数和抗撕裂性

Heat-sealing 热封

Heat-sealing 热封

Fluid absorption capacity 液体吸收能力

Porosity and dead fold for pleating 

Chemical resistance 耐化学性

绝缘，强度

耐热性

磨浆机内膜裂效果

绝缘

耐化学性，耐热190℃

强度、耐磨和耐热性，导电性，良好的黏接性

耐热

超细纤维

强度、耐磨和耐热性（约800℃）

Wallpaper 壁纸

Filtration media 过滤介质

Battery separators 电池隔离纸

Durable papers 耐磨纸

Tea bags, coffee pads 茶袋纸，咖啡垫纸

Tea bags, coffee pads 茶袋纸，咖啡垫纸

Tissues, (female) hygiene 卫生纸、卫生巾

Filtration media 过滤介质

Filter media 过滤介质

绝缘材料，隔热材料

复合浸渍纸　

电气

过滤材料，隔热材料

摩擦材料，燃料电池

过滤介质

电池隔离纸

摩擦材料，复合材料

典型应用

传统纺织而形成的布状材料第一次叫做无纺布。在19

世纪50年代末，把低速造纸机加以改造，试制成了湿法

无纺布机，湿法无纺布开始生产。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

今，无纺布在世界范围内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趋势，

并且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为无纺布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纺布新产品的

开发需求促进了合成纤维原料的发展。

合成纤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明的，这些新产

品很快应用到纺织行业与无纺布行业。到20世纪初，

聚合物纤维出现了，然后是1920年出现了尼龙（PA），

1950年以后出现了聚酯（PET）和芳纶。1960年之后，

欧洲的造纸工业开始对合成纤维感兴趣，开始生产合

成纤维纸和过滤材料。Fe l d müh l e工厂1959年在德

国菲尔森建立了实验生产线，这是1965年德国兰施泰

因纸厂建立的规模化斜网生产线的基础。福伊特在

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实验生产线，并且为德国盖恩斯

巴赫的Schoel ler & Hoesch公司提供了第一台斜网

纸机，用于生产茶袋纸。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德国

Gemmrigheim建立了一条实验生产线，并将相关技术

应用到瑞士劳芬堡（也就是后来的Roya l i n无纺布）用

玻璃纤维来生产电池隔离纸。1963年，将合成纤维作为

原料应用于证书用纸和证券纸生产。

现在，合成纤维被应用于很多长网、斜网生产的特

种纸，主要发挥出以下性能：（1）良好的抗拉和抗撕裂

性；（2）尺寸的稳定性；（3）灵活性和良好的弹性；（4）

导电性；（5）较高的松厚度；（6）多孔结构等。根据这

些特性，我们可以设计那些无法用天然纤维制造的产

品，合成纤维的常见应用如下：过滤材料；临床和卫生

环境中的无纺布；无纺壁纸，无纺皮革仿制品；纤维增

强轻质材料；摩擦材料；绝缘或导电材料；隔热和导热

材料等。

2  纺织概念：纤维尺寸、单位和换算

在造纸和湿法无纺布行业使用的合成纤维，是从

纺织行业引入的，以下是一个关于纤维细度单位的简

要介绍。纤维细度使用以下单位表述：分特克斯和丹尼

尔，用来描述纤维直径和重量的关系。          

分特克斯：10000m纤维的质量。

分特克斯(d t e x )，简称分特，符号为d t e x，

是指10 0 0 0m长纱线在公定回潮率下的质量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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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t e x=1g/10000m，实际操作中一般量取10m纱线称

重后乘以1000，量取1m误差太大。

旦尼尔(D e n i e r)，简称旦，符号为D，表示9000m

长纤维在公定回潮率下的质量克数，1D=1g/9000m。

D=(g/L)*9000。

3  合成纤维的应用、影响因素以及分类

3.1 合成纤维的应用

表1列出了已知的产品中，可以应用的纤维。

3.2 特种纸和湿法无纺布材料的产品性能的影响因素

3.2.1 纤维的细度

使用更 细的纤维意 味 着 浆 料中的纤维 数 量

更多，产品中纤维更密集，增加了产品的孔隙数量

和纤维表面面积。因此，超细纤维被应用到需要

更小孔隙结构的材料中，比如过滤介质、电池隔膜

纸或声学无纺布。常用的几种规格（分特克斯）：

0.2/0.3/0.6/1.7/3.3/6.7/17。

3.2.2 纤维的切割长度

切割长度通常是性能和设备处理能力之间的协

调，长纤维可以增加强度和伸长率，短纤维易处理、流

浆箱处浓度不需要太低。长纤维通过增加与其它纤维的

交叉点，来提高无纺布的伸长率、抗撕裂性能。研究表

明，纤维长度至少需要6mm才能获得理想的性能（拉伸

强度、伸长率和撕裂性能），纤维含量达到8%以上，才

会获得显著的性能提高。通常使用的切割长度:3mm、

6mm，12mm，18mm。 

纸厂在长网纸机上的经验表明，在1%浓度下，使用

3mm长的PET纤维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然无

法与在斜网纸机上使用6mm以上纤维相比。

3.2.3 纤维截面 

纤维的横截面对于我们准备开发的产品的技术性

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图1。

图1是最常见的纤维截面：表面积最小，有良好的

分散效果。 

4  合成纤维的分类

4.1 中空纤维

如图1，包括声学应用纤维;过滤介质使用的纤维；

高表面积，因此液体吸收率高；三棱纤维具有比圆形纤

维更大的表面积;分散难度大。

4.2 组合纤维类

组合纤维或者低熔点纤维被用于纤维热熔，纤维

的外侧是用熔点较低的聚合物制成，纤维的内侧熔点较

高，当纤维外侧受热或受压时，就会产生热熔效果。内

侧高熔点材质不受影响。

通常有以下几种结构（见图2)：

(1）最常见的是同心纤维。当温度达到熔点较低的

材质（主要是共聚聚合物）熔点时，热熔就会发生。

(2）偏心纤维：在热熔时会发生卷曲，因此它有一

个优点：可以使无纺布更蓬松。常见的设计有:①P E T

内芯(260℃)/COPE T外皮(110～220℃)；②PE T内芯

(260℃)/COPE外皮(130℃)③PET内芯(260℃C）/PPS

图2  组合纤维的种类图1  不同纤维的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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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的COPET制成，以便在上述条件下溶解并去除。

5  生产过程中合成纤维的加工性能与成形工艺的

改进

根据之前的经验，纤维长度越长，加工难度越大。

加工性能取决于纤维的柔韧性，黏胶纤维作为相对较硬

的PET纤维，加工难度比较大。我们建议，PET纤维的

长度和细度比应该<480∶1。除了纤维长度（长度和细

度比率）和柔韧性，流浆箱处的浓度也是影响成形的关

键因素。这就是斜网纸机的优势所在。斜网流浆箱获得

好的成形所需要的浓度：木浆15%，PE T（用于工业胶

带和壁纸无纺布）浓度是0.04%；木浆/30%麻桨和PP

（用于茶袋纸、蜡纸）需要浓度是0.016%。   

正如之前所说，长纤维需要在水中漂浮并保持良好

的自由性，相互之间不能纠缠在一起，也不能与其他纤维

结成团。在长网纸机造纸过程中，流浆箱的浓度通常是

1.0%，这个浓度在处理柔韧的长纤维时效果不理想。可

图3  海岛纤维的结构

图4  Roto成形器的原理

图5  斜网成形原理

图6  磨浆机内膜裂后的纤维

外皮(160℃)。  

(3）对称纤维：在增加纸张的松厚度，比如获得更

多的透气孔方面，对称纤维有非常成功的应用。

(4）分裂纤维也称双组分纤维：目的是为了获得很

细的纤维（比如1μm纤维）。这种馅饼型或者楔形的纤

维包含两种不同的聚合物，两种聚合物交替出现。可以

在碎浆机和水刺过程中分裂开。

用于湿法成形的纤维，比如3.3分特克斯的纤维，

会包含16片0.2分特克斯的纤维：8片PA6和8片PET，或

者其他的聚合物，聚乙烯醇等。在分裂之后，3.3分特克

斯的纤维变成了16片0.2分特克斯的纤维。

4.3 海岛纤维

由于楔形的纤维有时候不方便使用，用户更倾向于

使用圆形的纤维，人们开发出了海岛型纤维。这种纤维

不会在机械作用下分裂，需要在碎浆机里加入热水，保

持pH5～6，使用化学溶解的方法使纤维分散。 

纤维中，属于“海”的那部分，会由PVA、热塑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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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认的是，要处理难度大的纤维，比如黏胶纤维、尼龙

纤维和麻浆（天然纤维），需要浓度0.04%到0.0166%。

Ro t o成形器是设计用来生产长纤维纸张的。这种

成形器可以获得好的成形效果，但是速度非常低，因为

这种设计的脱水能力比较低。

经过对R o t o成形器的原理改进，延伸成平的网

案，斜网成形器就出现了。目前在欧洲和中国有多个品

牌和多家公司在设计和生产斜网纸机。斜网纸机的常

规速度100～450m/m i n，但是最高车速已经可以达到

580m/m i n。这个速度似乎是斜网纸机的极限，因为在

这个速度下已经出现了气蚀现象。

6  合成纤维的制备添加与建议

合成长纤维的添加位置：（1）压力筛之后:在压力

筛之后，把合成纤维喷入低浓度的浆里边，是一个很方

便的选择，合成纤维不会被外来物污染。有可能会有刀

片碎片落入纤维中，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2）抄

前池：储浆池中的合成纤维可以添加到抄前池中，但是

要注意，压力筛可能会把合成纤维当成杂质筛选出来，

因此压力筛需要有处理合成纤维的能力；（3）磨浆机：

通常只有少数几种可膜裂的合成纤维可以通过特殊的

工艺使用磨浆机做成膜裂效果。

使用合成纤维浆的常规浓度根据生产制作过程的

位置要求确定：（1）碎浆机位置的常规浓度1%～3%，最

好用经过特殊设计的专用碎浆机，碎浆5～10min；（2）

储浆池位置的常规浓度＜0.8%，纤维被储存于浆池中，

同时搅拌器的转速要非常低，以免纤维的涂层因为纤
[收稿日期:2018-08-11]

图7  沉积纤维

维之间的摩擦力而脱落;（3）抄前池位置的常规浓度

＜0.4%;（4）流浆箱和成形部的常规浓度：长网纸机＜

0.25%；斜网纸机0.015%～0.04%(100%合成纤维的常

规浓度0.02%)。

使用合成纤维时的建议：由于合成纤维没有氢键形

成，纤维和纤维的黏合必须采取措施对纤维进行处理，

同时在烘干过程开始之前做好，有如下方法： 

(1）使用液体黏合剂：可以在成形网之后加入液体

黏合剂（比如使用可以用于成形网上的帘式涂布），成

形网下的真空箱可以把液体黏合剂抽吸穿过纸幅。当

纸幅进入无接触干燥设备时，开始实现纤维间黏合（使

用红外线干燥或空气干燥进行加温处理），抄造出符合

要求的特种纤维用纸。同样，黏合剂也可以转化成干性

泡沫的形式，用刮刀或者施胶机添加到纸幅上，实现纤

维之间的黏合。例如利用玻璃纤维生产制作纤维毡时

需要加入黏合剂来实现。

(2）使用黏合纤维：黏合纤维在制备过程中加入浆

料，8%的黏合纤维就可以使纸幅通过引纸，进入烘缸烘

干部。增加黏合纤维的使用量可以从内部提高纸幅的强

度。例如使用组合不同熔点的组合纤维通过加热处理来

实现纤维与纤维之间的黏合。

(3）使用膜裂纤维：一小部分纤维可以在磨浆机内

产生膜裂效果，并且机械性地与其他纤维锁定。如图6磨

浆机内膜裂后的纤维，芳纶和丙烯酸纤维可以被膜裂。

(4）使用沉析纤维：沉析纤维（图7）是液体聚合物

挤出工艺生产的，他们能提供非常强的纤维黏合能力，

甚至可以承受热压光。目前在生产芳纶纸的过程中使用

沉析纤维与浆粕来实现纤维与纤维的结合，从而生产出

高质量的芳纶纸。

7  总结

作为一个高性能特种纸和无纺布的设计者，纸浆

纤维、黏合纤维和合成长纤维的混合可以创造出大量

的新应用。通常都是根据特定的应用来设计和研发产

品，产品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客户的需求也是长期和稳

定的。通过合成纤维和黏合纤维的组合，可以设计出新

的材料，如多孔材料、耐磨材料、耐化学性和耐热性材

料、热绝缘和减震材料、导电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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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压光机产业的不断发展，压光技术已逐渐应用到皮革、无纺布和防弹衣材料上，但现有的蒸汽加热

和导热油加热方式已不能满足温度方面的相关技术要求，加热方式急需改进。电磁感应加热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

由蒸汽和导热油作为加热介质的加热方式，其加热特点为温度峰值高、速度快、能达到400℃以上。本设计将电磁

感应加热技术应用到对压光机加热辊的加热上，并建立电磁感应压光机的Solidworks三维简化模型，利用软件Ansys 

Maxwell对其进行电磁场分析。

关键词：压光机；电磁感应加热；Ansys Maxwell分析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alender industry, calendering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leather, non-woven fabrics and body armor materials. But the existing  heat transfer by steam heating and oil heating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temperature-relate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heating methods urgently needs improving.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heating fundamentally changes the heating method using steam and heat-conducting oil as the 
heating medium.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temperature peak is high, the heating speed is fast, and the temperature can be 
reached above 400°C to meet the temperature-relate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 this design the heating roll of the calender 
uses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heating theory, and establishes the Solid works three-dimensional simplified model of th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alender, and uses the software Ansys Maxwell to analyze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Key words: calender;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heating; Ansys Maxwel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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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压光机主要由热辊和软辊等部分组成，用于对

多种纸及纸板进行压光整饰，可以提高纸的平滑度、光

泽度，松厚度、挺度和强度，通过压光机的可控中高软

辊还可以调整纸张的厚度。通常我们对热辊加热的主

要方式是蒸汽加热和导热油加热，蒸汽加热的热辊采

用中空表面冷硬铸铁辊，在同一侧进出蒸汽，辊筒表面

温度受热不均匀，影响纸张的压光质量；导热油加热的

热辊都是采用三孔一循环的原理，沿冷硬铸铁辊的外壁

均匀打孔，导热油加热使得辊筒外表面温度差较小，使

辊面温度几乎一致，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压光效果，但是

温度只能达到200℃左右，应用范围受到限制[1～6]。随着

皮革、无纺布和防弹衣等材料的广泛应用，对压光技术

要求越来越高，压光温度需要达到400℃以上，但是现

有的压光设备的加热方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需要对

压光设备的加热方式进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由蒸汽

和导热油作为加热介质的加热方式[7]，电磁感应加热方

式是通过感应线圈把电能转化成磁能，再转化为热能

的一种间接加热方式，因为电磁感应加热是先从金属

内部开始,这样热传导时间就会很短,所以它加热的速

度就比较快,能源利用率高，可以将其应用到压光机辊

筒加热中。

1  电磁感应基础理论

1820年H．C．奥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后，许多物

理学家便试图寻找它的逆效应，提出了磁是否能生电，

磁是否能对电作用的问题。1831年8月，英国物理学家法

拉第(Michae l．Faraday)就成为了第一位发现电磁感

应现象的人，并不断发现总结得出电磁感应定律。电磁

感应定律主要讲的是感应电动势的产生是由于某个电

路包围的区域里面有不断变化的磁场，那么它的电路的

两端就会有感应电动势的存在，并且它的大小取决于通

过电路的磁通量的变化率。利用电磁感应加热原理，感

应加热就是由于电能和电磁能之间发生的能量转换，

最后变成金属材料的内能，实现对材料的加热。这种加

热方式是一种非接触式电磁感应加热，比较简单，加热

线圈中的高频交流电在导线周围生成频率一致的交变

磁场，将具有导磁性的加热辊筒放在线圈周围的交变磁

场中，会在材料中因电磁感应而形成涡流，涡流使磁场

中的金属原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原子之间互相碰撞、摩

擦而产生热能。从而达到加热的目的。用来加热压光机

辊筒以达到对材料的压光整饰作用。

以下是导磁体对温度分布的影响计算式。

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知：

φ＝BS 

B＝μH 

ε=N(δφ/δt)

→ε=μNS(δH/δt)

φ—感应线圈产生的磁通量，Wb；

B—磁感应强度，T；

S—线圈截面积，mm2；

μ—介质的磁导率；

H—磁场强度，A/m；

ε—感应电动势，V；

N—线圈匝数；

N、S均为常数。

H的大小取决于磁场激励源，即磁场强度对时间

变化率δH/δt的大小决定于激励线圈中电流的强度和

频率。

I0=ε/R

P0=I 0
2R

R=ρL/S

Q=Pt=I 0
2Rt=cmΔT

T=T0+ΔT

I 0—涡流大小，A；

R—电阻值，Ω；

ρ—电阻率，Ω.m；

S—横截面积，m2;

L—导线的长度，m；

c—比热容大小，J/(kg.℃)；

m—质量的大小，kg；

ΔT—温度变化量，℃；

T0—初始温度，℃。

当电流大小和频率给定时，从以上计算公式就可

以求解电磁场各个物理量，得出最后被加热温度值，初

步得出电磁感应加热方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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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的设计与建立

电磁感应加热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且涉及问题比较

广泛，涉及到电磁感应加热过程中的非线性问题以及电

磁场与温度场的耦合分析问题，从而加大了计算的复杂

程度。因此，可以对一些不影响分析主要问题的条件进

行适当的简化，这样不仅可以节约计算时间，而且还能

获得较好的模拟结果。

根据电磁感应的加热原理我们设计出一套电磁感

应加热辊筒的方案，先用Sol idworks三维软件建立模

型，再使用An s y s Ma xwe l l软件进行前期的模型分

析，初步来验证这种加热方式的可行性[8,9]。后期通过

实验进一步进行验证。目前只针对利用电磁感应加热

原理对辊筒进行加热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省略下面

的软辊部分，只建立加热辊筒、加热罩、电机、带轮、轴

承和机架体等主要部分，其中机架体是压光机机器中用

来支撑、固定压光机组成零部件的一个框架，是由整个

机架、下部机座以及连接梁等主要的零件组装在一起，

并且通过螺钉链接固定。加热辊筒属于压光机压延系

统中的主要部件，它与被压光材料直接接触并对其加热

和施压，完成压光，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中间的被加

热部分以及两端的端盖轴，用轴承将端盖轴与轴承座

链接，电机通过带轮带动辊筒转动，线圈排布在加热罩

内，加热罩被支架固定在靠近辊筒底部的位置，对辊筒

进行加热。如图1所示为Solidworks三维模型。

3  热分析

仿真模拟的主要流程包括前处理、分析计算和后处

理。由于Ansys Maxwel l主要是用于电磁场分析，模型由

Solidworks三维建

模软件建立。通过

Ansys Maxwell

模型输入端口导

入，进行电磁场分

析[10～15]。

3.1 网格划分

由于压光机

加热辊的结构较

大，曲面多，如果

对整个的实体模

型进行分析计算

会产生很大的困

难。那么，根据

经验，在对计算

结果影响不大的

情况下，也要避

免在网格划分时

产生巨大差异，

对三 维 实 体 模

型进行了简化处

理，取加热辊的五分之一部分进行热分析，简化辊筒如

图2所示。

依据电磁感应加热原理，在分析计算时，将简化后

的三维实体模型以*.STEP格式导入Ansys Maxwel l

软件中进行模拟计算流程中的前处理和网格划分，选择

求解器类型为Eddy Current,以及线圈、辊筒的材料

和求解域的设置，之后再继续对模型添加激励源，截一

个断面出来，作为对加热线圈添加激励的面。完成上述

步骤后，需要进行网格划分和求解设置。由于分析的是

辊筒处的温度场分布，所以只对辊筒模型进行自动划分

网格。网格划分时采用自动划分法，加热辊筒节点数为

67273，单元数为14331，网格划分如图3所示。

3.2 边界条件

对加热辊筒添加边界条件，加热辊筒进行电磁

感应加热时，辊筒会以一定的转速匀速转动，添加边

界条件，输入相应大小的电流和相应大小的频率，添

加对流换热系数，选中模型，执行Imp o r t e d H e a t 

G e n e r a t i o n/I mp o r t L o a d命令，导入载荷，再执

图2  简化辊筒

图3  网格划分

图1  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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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质量，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这充分证明电磁感应

加热原理的合理性，如果将该技术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将

对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加

快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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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Ste ady-S t at e Therma l(B5)中的Solve命令，进

行求解计算，最后右击S o l u t i o n命令，选择I n s e r t/

Thermal/Temperature命令，添加温度分布云图，如

图4所示。

4  结果分析

在Ansys Maxwell中经过电磁场设置，经过前处

理、网格划分以及后处理得到温度场分布云图结果，图

4为压光机加热辊筒的温度分布云图，从云图可以看出

温度最高处是靠近加热罩的地方，而远离加热罩的辊

筒部分温度逐渐降低，最高达到439℃，最低为331℃，

辊筒会以均匀的速度转动进入加热罩内进行加热，辊

筒薄壁将会均匀受热，温度峰值高、速度快、能达到

400℃以上，满足纸张及皮革、无纺布压光的温度相关

技术要求。

5  小结

通过用S o l i d w o r k s三维软件建立压光机的简

化三维模型，根据电磁感应加热原理等相关知识，利

用An s y s M a xw e l l软件做加热辊的电磁场的温度

分析，来验证电磁感应加热原理的合理性。由A n s y s 

Maxwe l l的分析结果温度分布云图可以看出加热辊外

壁温度分布均匀，温度值较高，能达到400℃以上，能达

到皮革、无纺布和防弹衣等材料的压光技术要求，还可

以通过温度传感器进行调节，实现恒温状态。

电磁感应加热不但受热均匀，加热温度高，而且有

助于提高金属辊筒的温度控制精度，实现工件温度的精

度调控及应用，保证压光效果，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

图4  温度分布云图
[收稿日期:2018-12-18(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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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化学分离方法，对柚皮中的纤维素进行分离提取进而得到柚皮微晶纤维素，并运用表面引发原

子转移自由基聚合（SI-ATRP）方法，在柚皮微晶纤维素表面接枝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研究表明：分

离提取柚皮纤维素的最佳条件为8%浓度NaOH，8%浓度H2O2，脱色时间30m i n，脱色温度30℃，纤维素含量可达

62.04%。在反应时间为3h时，接枝率最高。FTIR图谱和SEM照片证明微晶纤维素表面成功接枝了甲基丙烯酸缩

水甘油酯（GMA），对于吸附重金属离子有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柚皮微晶纤维素；ATRP；改性；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ellulose in the pomelo peel was separated and extracted by a chemical separation 
technique to obtain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Glycidyl methacrylate (GMA) was grafted on the surface of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by surface initiated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SI-ATRP). It proved that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cellulose extraction are as follows: NaOH concentration 8%, H2O2 concentration 8%, 
decolouration time 30 minutes, the decolouration temperature 30℃. The cellulose content of the sample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was up to 62.04% and the grafting rate is the highest when the reaction time keeps 3 hours. The 
grafted substrates were evaluated with FT-IR and SEM, testifying that GMA was successfully grafted on the surface of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dsorption of heavy metal ions.
Key words: pomelo peel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ATRP; grafting; 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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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Ci t r u s g r a n d i s）是一类芸香科柑橘属水

果，我国许多地区均有栽培种植，广东、福建等地柚子

资源丰富[1]。其中，柚皮约占整个柚子的45%左右，含有

大量的纤维素、果胶、类柠檬苦素等物质，对人体健康

非常有益。近年来，柚类水果的栽培种植数量不断扩

大，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柚皮被废弃从而导致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因此对柚皮的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必将

提上日程[2，3]。截至目前来说，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于

柚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果胶、膳食纤维等功能性成分

上，如王强等[4]对柚皮膳食纤维对高脂日粮大鼠质量和

血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挤压膨化后的超微

粉碎组能明显降低TC含量，效果很好。目前国内外对于

柚皮纤维素尤其是柚皮微晶纤维素的研究报道却比较

少见。

微晶纤维素（简称MCC）是天然纤维素通过稀酸

水解和其他后续处理得到的纤维素衍生物，表面带有

大量的羟基，具有较好的反应活性，易发生酯化反应、

醚化反应及接枝共聚反应，这大大增加了表面活性位

点的数目[5，6]。这些反应能够将功能性官能团引入到纤

维素主链或者侧链上，使其具有特殊的性能。近几十年

来，微晶纤维素的改性方法大多集中在开环聚合、自由

基聚合等方法[7～10]。李雄辉等[11]采用固相法于少量水存

在情况下在微晶纤维素表面成功接枝了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叶代勇等[12]以氯化锌水溶液为反应介质、过

硫酸钾为引发剂，成功实现了微晶纤维素（MCC）与丙

烯酸（AA）的均相接枝。但是这几种反应方法的反应过

程不容易控制，单体的可选择范围较窄，因此原子转移

自由基聚合（ATRP）应运而生。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

基聚合（SI-ATRP）是近年来加以改进衍生出的方法，

是一种在材料表面加以改性的技术[13，14]。它的单体可

选择范围广，可以在材料表面接枝均一、指定分子结构

和质量的侧链。目前，在柚皮微晶纤维素表面采用S I-

ATRP法接枝单体的研究报道非常少。

本研究采用合理的化学方法在柚皮中分离出柚

皮纤维素，用酸法水解制备得到柚皮微晶纤维素，并

对反应条件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同时采用S I-AT R P

法在柚皮微晶纤维素表面接枝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GMA），并进行表征。

1  材料及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新鲜柚子（琯溪蜜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GMA，97%，上海麦克林生物医药有限公司），2-溴

异丁酰溴（BIBB，98%，Sigma-Aldrich），N,N-二甲

基甲酰胺（DMF，AR，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溴化亚铜（Cu2B r，A R，上海麦克林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吡啶（AR，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过

氧化氢（H2O2，AR，无锡市展望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N i c o l e t57000.09/c m，

美国N i c o l e t仪器公司）；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

镜（u l t r a 55，德国Z e i s s公司）；高速台式离心机

（T G L-15B，上海安亭仪器公司）；台式恒温摇床

（MaxQ4450，美国Thermo公司）。

1.2 柚皮的预处理

将新鲜的柚子表皮清洗干净，去除柚子肉和柚皮

表面的油胞并切成2～3c m的长条，放入70℃恒温干燥

箱中烘干至恒重，植物微型粉碎机中粉碎并过40目筛，

得到柚皮粉末，4℃密封保存备用。

1.3 柚皮纤维素的提取

称取10g粉碎后的柚皮粉末，配制pH为1.5的蒸馏

水，以1∶20（W/V）的料液比加入250m l烧瓶中并放置

于85℃的恒温水浴锅中加热2h并不断搅拌，2层纱布抽

滤[15]。将去除果胶的滤渣浸入到一定浓度的NaOH溶

液中，料液比还是1∶20（W/V）并放入55℃的恒温水浴

锅中不断搅拌2h，用真空泵抽滤，蒸馏水洗涤至中性，

留存滤渣。将去除半纤维素的滤渣中加入等量一定浓

度的H2O2并滴入体积分数为50%的乙酸溶液使pH保持

在5.0左右于水浴锅中恒温反应，用蒸馏水洗涤至中性

之后再加入95%的酒精除去含有的酯类、水分和部分色

素，放入65℃烘箱中烘至恒重，得到柚皮纤维素。

1.4 纤维素的测定方法

以纯纤维素制备0m l、0.4m l、0.8m l、1.2m l、

1.6m l、2.0m l标准液，用分光光度计测得对应的吸光

度，并计算线性回归方程。在不同浓度的NaOH溶液和

H2O2溶液中测得的吸光度代入方程，计算可得纤维素

含量。

1.5 柚皮微晶纤维素的制备

将干燥后的纤维素于60℃的情况下在体积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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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HCl溶液中酸解80m i n，2层纱布抽滤并用蒸馏水

洗涤至中性，随后放入60℃的恒温箱中干燥至恒重，得

到柚皮微晶纤维素。

1.6 SI-ATRP法合成MCC-g-PGMA

(1）大分子引发剂的制备

在实验开始之前，将柚皮微晶纤维素依次用过量

的二氯甲烷、丙酮和蒸馏水洗涤，去除柚皮微晶纤维素

表面的无关组分。在放有25m l二氯甲烷的锥形瓶中加

入0.6g柚皮微晶纤维素，5ml BIBB和2ml吡啶依次缓

慢加入，将锥形瓶封口，放入转速为150r/m i n、温度

为25℃的摇床中反应24h。反应完成后，用二氯甲烷、丙

酮、蒸馏水交替洗涤，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

(2）MCC表面接枝GMA

将0.1g制得的引发剂放入三口烧瓶，依次加入2ml

蒸馏水、4ml DMF、6ml GMA、200μl PMDETA，混

合均匀之后将N2通入液面以下20m i n，排尽烧瓶内的

O2，在通N2的情况下加入90mg CuBr、18mg CuBr2，

在反应过程中持续通N2以隔绝O2。使用冷凝回流装置

在45℃情况下放入水浴锅中反应一定时间。反应之后，

将MCC-g-P(GMA)在50ml四氢呋喃中浸泡48h，并放

在磁力搅拌器上连续搅拌，每8h更换一次水以确保去

除残留在其表面的物质。抽滤过后在80℃下减压干燥。

1.7 分析方法

(1）接枝率的测定

反应停止后，去除表面残留物并在80℃下减压干

燥，称量所得的产品质量，接枝率公式如下：

接枝率=[(m 2-m1)/m1]×100%

式中，m1为接枝前大分子引发剂的干重，g；

m2为接枝GMA后柚皮MCC的干重，g。

(2）红外光谱（FTIR）

采用溴化钾（KBr）压片法，首先将溴化钾细细研

磨，成粉末状，混入少量样品，在压片机中压成透明的

薄片，测得其对应的红外光谱。

(3）扫描电镜（SEM）

本实验将柚皮MCC、大分子引发剂、MCC-g-

P GM A在25℃恒温箱中干燥至恒重后，用于S EM测

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纤维素的标准曲线（图1）

2.2 NaOH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图2是NaOH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曲线。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H2O2浓度为8%，脱色温度为30℃，

脱色时间为30m i n的情况下，随着NaOH浓度的不断提

高，纤维素含量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

在NaOH浓度小于8%时，NaOH浓度的不断升高使半

纤维素更容易溶出，并且有利于其与纤维素的分离。溶

出半纤维素的量越多，柚皮纤维素的含量则越高。当

NaOH浓度大于8%时，溶液中碱液含量过高，在使半

纤维素分解溶出的同时，纤维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溶

出，所以所得的纤维素含量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16]。因

此NaOH浓度必须控制在相应的浓度范围内，由图中可

知，NaOH浓度在8%时，纤维素含量最高。

2.3 H2O2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图3是H2O2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曲线。

由图中曲线可以看出，在NaOH浓度为8%，脱色温度为

30℃，脱色时间为30m i n的情况下，随着H2O2浓度的不

图1  纤维素标准曲线

图2  NaOH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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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速率很快，接枝率快速上升。反应一段时间之后，随

着反应的进行，溶液中单体浓度慢慢下降，这时GMA扩

散速率对反应速率影响较大，反应逐渐变缓。到了反应

后期，自由基之间发生耦合、歧化作用导致链终止反应，

随着反应不断进行，链终止反应不断加强，使得反应速

率不断下降。图4显示，ATRP反应的最佳时间是3h。

2.5 扫描电镜（SEM）分析

图5是柚皮微晶纤维素接枝GMA前后的SEM表面

形貌图，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拍出的图片，可以

更好地分析所得产物表面形态和结构的变化。从图5

可以发现，制备得到的柚皮微晶纤维素（图5a）表面平

滑、结构清晰；接枝了ATR P引发剂的柚皮微晶纤维素

MCC-Br（图5b）表面有少许沟壑，相对未改性前表面

相对粗糙，但纤维结构没有明显变化，说明酰溴基团的

引入并未明显改变微晶纤维素的表面形态；成功接枝

GMA的柚皮微晶纤维素MCC-g-PGMA（图5c）表面

不再平整光滑，有大量球状凸起，被明显覆盖了大量聚

合物，这说明GMA已经成功接枝到了柚皮微晶纤维素

图4  ATRP反应时间对接枝率的影响

图5  柚皮微晶纤维素改性前后的SEM图像

a b MCC-Br c MCC-g-PGMA

图3  H2O2浓度对柚皮纤维素含量的影响

断升高，柚皮纤维素的含量迅速上升，在浓度为8%时达

到最高值，随后不断下降，并趋于平稳。H2O2溶液不仅

能够去除木质素，还能达到脱色的效果，故而最后得到

的成品为白色粉末。在反应前期，溶液中H2O2浓度不断

上升，木质素脱除率也不断升高，到反应后期，溶液中

H2O2浓度过高，虽然脱除木质素的效果显著，但是也会

使纤维素受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最终产物的纯度和

得率，使纤维素含量在后期不断下降[17]。由图中可以发

现，本实验的最佳H2O2反应浓度为8%。

2.4 接枝时间对接枝率的影响

图4是AT R P反应时间对柚皮微晶纤维素接枝

GMA的接枝率影响曲线。由图中曲线可以看出，随着

ATRP反应时间的不断增加，PGMA在柚皮微晶纤维素

上的接枝率也不断上升，并在3h的时候达到平衡，3h之

后，这种上升趋势逐渐趋于平稳，基本不再变化。这是

因为在ATRP反应初期，溶液中GMA单体的浓度较高，

自由基浓度也随之上升，各个自由基之间的碰撞不断增

加，催化剂得以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初始阶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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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但微晶纤维素的棒状结构仍然完整保存。

2.6 红外表征（FTIR）

谱线a中2904c m-1是饱和碳氢键的伸缩振动峰，

895c m-1是C-H基团的变形振动峰。与谱线a相比，大

分子引发剂的谱图中，在1746c m-1和752c m-1分别出

现了C=O的伸缩振动峰和C-B r的伸缩振动峰，这表

明酰溴基团已经成功接枝到了柚皮微晶纤维素的表

面。由谱线c可以看出，在1736c m-1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峰，是GMA分子中C=O的伸缩振动峰，位于3003c m-1

和2945c m-1的两个峰分别是-CH3和CH2-的特征吸

收峰，907c m-1和853c m-1是环氧特征峰，1262c m-1和

1162cm-1附近出现的分别是GMA分子中C-O基团的对

称和不对称振动峰。

3  结论

3 .1 对用化学分离方法提取柚皮中纤维素的工艺条件

进行优化，确定8%浓度NaOH、8%浓度H2O2、30min脱

色时间、30℃脱色温度为最佳反应条件，纤维素含量可

达62.04%。

3.2 对柚皮微晶纤维素表面GMA的接枝率进行优化，

确定3h反应时间为最佳反应条件，这时接枝效果最好，

接枝率达到最高。

3. 3 通过FTIR图谱可以证实，采用SI-ATRP法成功

合成了MCC-g-PGMA。由SEM照片可以发现，接枝了

GMA的柚皮微晶纤维素表面变得粗糙，并有大量球状

凸起，明显覆盖了聚合物。

[收稿日期:2018-07-23]

图6  FTIR谱图

（a）柚皮微晶纤维素，（b）大分子引发剂MCC-Br，（c）接枝GMA的柚皮

微晶纤维素MCC-g-P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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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寻求适用于不规则形状的再造烟叶产品的定量检

测方法，对打孔法、剪纸法和图像分析法检测再造烟叶产品

定量分别进行研究和检测条件的优化，将三种方法得到的检

测结果与传统的在线定量检测结果相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再造烟叶产品定量检测方法的研究
⊙ 蒋宇凡1  俞京1  袁广翔1*  徐如彦2  袁益来2  张合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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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basis weight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products
⊙ JIANG Yu-fan1, YU Jing1, YUAN Guang-xiang1*, XU Ru-yan2, YUAN Yi-lai2, ZHANG He-chuan2, ZHU Ya-feng1, LIU Yu-kun1, 
DOU Kun-peng1 (1.Jiangsu Xinyuan Reconstituted Tobacco Co., Ltd., Huai’an 223002, Jiangsu, China; 2.Technology Center of 
China Tobacco Jiangsu Industrial Co., Ltd., Nanjing 210011, China)

打孔法宜采用18m m孔径；剪纸法检测每组产品数量以6片为

宜；图像分析法最佳的参数为：套索频率40次/min，套索宽度

60p i x，套索边对比度20%。打孔法、剪纸法以及图像分析法检

测结果的稳定性都要优于在线检测，其中，图像分析法的稳

定性最佳。采用打孔法、剪纸法以及图像分析法检测得到的

再造烟叶样品定量与在线检测得到的结果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再造烟叶；定量；检测方法

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basis weight of irregular 
shaped reconstituted tobacco, hole method, paper cutting method 
and image analysis were studied and optimized. Futhermore, 
the detection result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online measur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8mm hole diameter is adopted with drilling hole method; 6 
pieces of paper in each group is proper for cutting method. The 
optimal image analysis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 lasso frequency 
40 times per minute, width 60pix, edge contrast 20%. The drilling 
method, paper cutting method and image analysis method are all 
superior to online measurement in results stabilit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determined by all above 
3 methods and online measuring results.
Key words: reconstituted tobacco; basis weight; measur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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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能够准确测量不规则形状的再造烟叶产品的定

量检测方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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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本文对打孔法、剪纸法和图

像分析法这三种适用于不规则形状再造烟叶产品的定

量检测方法分别进行研究和检测条件的优化，同时对三

种方法的应用效果进行验证。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和仪器

再造烟叶样品为江苏鑫源烟草薄片有限公司产

品。

ML204电子天平（感量：0.0001d，瑞士Met t e l e r 

To l e d o公司）；S1800高拍仪（深圳良田科技有限公

司）；FD115烘箱（德国Binder公司）。

1.2 方法

1.2.1 打孔法

将再造烟叶样品在22℃、60%湿度的环境下平衡

水分后，挑选其中平整无破损的样品若干，在保证圆片

完整的情况下用一定直径的打孔器在样品的随机位置

打10个孔，用天平称量其总质量为m，单位g。按公式(1) 

计算，试样定量为检测结果的平均值，结果保留小数点

后2位。

G=m/(π×r2×n)×106                    (1)

式中：G—试样定量，g/m2；m—试样的总质量，

g；r—圆片的半径，mm；n—指测定的圆片数。

1.2.2 剪纸法

将待测定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样品以及对比用纸

张放于在22℃、60%湿度的环境下平衡水分，再用天平

称量其质量为m，单位g；选用定量偏差小于等于±1%

的空白打印纸作为对比纸张，按照GB/T 451.2-2002

的方法[1]测其定量g；把待测再造烟叶样品平整地放在

对比用纸张上，用笔在纸上沿着样品边缘描出轮廓，将

对比用纸张沿轮廓裁成样品的形状，用天平称量其质量

m′，通过对比用纸张质量和定量计算出样品形状对比

用纸张的面积；由测得的样品质量和面积按照公式（2）

可以计算出样品的定量G，单位g/m2。重复以上步骤获

得多组样品定量数据，取其平均值。

表1  打孔直径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
打孔器直径

/mm

14

16

18

20

14

16

18

20

14

16

18

20

2.63

1.52

0.97

0.89

3.18

1.82

1.14

1.20

2.04

1.26

0.67

0.52

SD

2.50

1.43

0.91

0.84

2.95

1.67

1.04

1.10

1.97

1.20

0.64

0.50

RSD

/%

105.17

105.95

106.58

106.52

107.81

108.77

109.24

109.31

103.65

104.74

104.98

104.79

定量

检测值

定量为纸产品的基本物理指标，其定义为单位

面积样品的质量[1，2]。对于再造烟叶，定量不仅关系到

再造烟叶的生产过程及产量的控制，也影响了产品的

强度、松厚度、吸收性、柔软性、燃烧性等内在品质[3～

7]。行业标准规定了再造烟叶定量的检测方法，即测定

100c m×100c m的正方形或面积相等的圆片质量，计算

样品的定量[8]。然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生产企业在生

产中对未分切的样品进行检测。分切后的再造烟叶成

品面积较小，且由于其形状和大小都不规则，不能直接

测量其面积，因此无法按照标准方法检测其定量，卷烟

企业也无法对其使用的再造烟叶产品定量进行检验。所

图1  用于图像分析的样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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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m′/g)×106                                      (2)

式中: G—试样定量，g/m2；

m—试样的质量，g；

g—对比纸张定量，g/m2；

m′—裁剪下来对比纸张质量，g。

1.2.3 图像分析法

将再造烟叶样品在22℃、60%湿度的环境下平衡

水分后，取一张平整无破损的样品，用电子天平称量其

质量为m，单位g。将样品平整地放置在高拍仪上，用

一块玻璃板将样品盖住，同样被盖住的还有一片已知

面积为A0（单位m2）的深色纸片。样品和纸片不能有

重叠。调节好室内光线和角度，用高拍仪摄像头正对着

玻璃板拍摄出一张清晰的照片，如图1所示。将照片用

Photoshop软件打开。选择磁性套索工具分别将样品和

纸片的图形选择并通过图片信息的直方图分别记录下

样品和纸片的像素，P和P0。通过公式（3）计算可以得

到样品的定量。重复实验过程，一共得到5个以上的定

量数据，最终实验结果取算术平均值。

G=m/[(P/P0)×A0)]

式中：G—样品的定量，g/m2；P—样品图像的像

素数；P0—纸片的像素数；A0—已知的纸片面积，m2。

2  结果与分析

2.1 打孔法测定再造烟叶产品定量的研究

打孔法借鉴了烟草行业烟叶单位叶面积质量的测

定方法，通过打孔器在再造烟叶样品上取得一定面积的

试样，再经过称重即可计算出样品的定量。

由于打孔器的直径太小会影响检测结果，因此选

择几种不同直径的打孔器进行实验，每组样品重复检测

5次，计算平均值，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同一种再造烟叶样品的检测实验中，

随着打孔直径从14mm增加到18mm，检测结果RSD值

逐渐降低，意味着随着打孔直径的增加检测数据稳定

性也逐渐提高。而打孔直径从18mm增加到20mm后，

RSD值下降趋势并不明显。由于再造烟叶产品形状大

小不规则，打孔直径过大可能会对打孔样品的选择带来

困难，因此，本方法宜采用18mm孔径进行打孔。

2.2 剪纸法测定再造烟叶产品定量

剪纸法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再造烟叶产品定量检测

方法，不需要使用其他特殊的装置和设备。该方法先用

对比用纸张剪裁出待测样品的形状，利用对比纸张的

重量和已知的定量计算其面积，再通过对样品称重即

可得到样品的定量。为了提高方法的稳定性和检测效

率，实验对重复检测样品的数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检测数据可知，同一种再造烟叶样品的检测实

验中，随着样品数量的增加，检测结果RSD值有逐渐下

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检测样品数量的增加，检测数据稳

定性也逐渐提高。数据中还能看到样品数量由4片增加

到6片以上后，RSD值显著下降。而由6片增加到10片的

过程中，RSD值下降趋势不明显。因此，为了提高方法

的检测效率，每组产品检测6个平行样品即可。

2.3 图像分析法测定再造烟叶产品定量

本 方 法 利 用高拍 仪及常用的图像处 理 软件

表2  剪纸法重复检测样品的数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
样品数量

/片

4

6

8

10

4

6

8

10

4

6

8

10

1.10

0.66

0.46

0.58

1.48

0.84

0.81

0.78

1.02

0.58

0.62

0.47

SD

1.04

0.62

0.43

0.54

1.34

0.77

0.74

0.71

0.98

0.56

0.59

0.45

RSD

/%

105.77

107.05

106.94

106.87

110.19

109.05

109.81

110.14

104.55

104.31

104.27

104.79

定量

检测值

表3  套索频率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5

106.85

107.71

107.56

107.58

107.82

定量平均值

/(g/m2)

0.32

0.24

0.23

0.26

0.25

变异系数

/%

20

40

60

80

100

套索频率/

(次/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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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可以准确快速地通过图像分析得出待测样

品的面积，再通过对样品称重即可得到样品的定量。为

了提高方法的稳定性和检测效率，实验对图像分析时软

件参数设置进行了优化研究。

2.3.1 套索频率的影响

图像分析过程中，套索宽度定为1像素，边对比度

定为60%，改变套索工具的频率，检测样品定量，对同

一片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重复分析5次，得到的结果如

表3所示。

套索频率即使用套索工具时，套索上节点出现的频

率，频率越大，套索上出现的节点越多，因此适合用于

精细的图像选择。由检测结果可知，随着套索频率由20

次/m i n增加到60次/m i n，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逐渐

减小，其中频率为60次/m i n的时候，结果的变异系数

最小，而套索频率继续增加到80次/min和100次/min

后，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反而稍有增加。

2.3.2 套索宽度的影响

检测过程中，固定套索工具的频率为60次/分钟，

边对比度定为60%，改变套索宽度，检测样品定量，对

同一片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重复分析5次，得到的结果

如表4所示。

表4  套索宽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5

6

7

107.56

107.09

107.39

107.40

107.48

107.43

107.30

定量平均值

/(g/m2)

0.23

0.16

0.052

0.044

0.054

0.061

0.076

变异系数

/%

1

10

20

40

60

80

100

套索宽度 

pix

表5  套索边对比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5

6

107.42

107.44

107.44

107.48

107.42

107.42

定量平均值

/(g/m2)

0.046

0.028

0.060

0.044

0.043

0.037

变异系数

/%

1

10

20

40

60

80

边对比度

/%

套索宽度是用来定义磁性套索工具检索的距离范

围的数值。套索越大，可以寻找的范围也越大，就提高

了图像手动选择的效率和准确性，但是套索宽度过大也

可能导致边缘不准确。由检测结果可知，随着套索宽度

的增加，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变化显著，其中套索宽度

为40p i x的时候，结果的变异系数最小，说明此时检测

结果最稳定。

2.3.3 边对比度的影响

图像分析过程中，固定套索工具的频率为60次/min，

套索宽度定为40像素，改变套索工具的边对比度，检

测样品定量，对同一片造纸法再造烟叶样品重复分析5

次，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边对比度是套索工具要选取的图形的边缘与背景

的对比度，边缘越清晰与背景反差越大就代表边对比

度越大。根据表5数据，套索工具的边对比度定为20%

时，检测数据的变异系数最小。

2.3.4 图像分析参数的交互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图像分析参数，采用L9（33）正交表

进行正交实验，因素水平选择。正交实验结果及分析如

表6。

如表6中正交实验结果的极差R可知，在实验所选

的图像分析参数范围内，B（套索宽度）是影响定量检

测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C（套索边对比度），而

A（套索频率）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最小。因此实验范围

内最佳的图像分析参数为：套索频率40次/m i n，套索

宽度60p i x，套索边对比度20%。经实验验证，在上述

优化的疏解条件下，样品的定量检测值变异系数仅为

0.027%。

2.4 几种定量检测方法应用效果的对比

为了考察本文所研究的几种方法的准确性并进行

比较，取3种再造烟叶样品为检测样品，样品的定量已

通过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未分切样品在线检测得到。再

分别将打孔法、剪纸法和图像分析法对样品检测得到的

数据与其进行比较，结果如表7所示。

如表7中数据可以看出，在线检测得到的定量数据

RSD值最大，而其他方法的RSD值大多小于1%。说明打

孔法、剪纸法以及图像分析法检测结果的稳定性都要

优于在线检测。三种方法相比，图像分析法得到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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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RSD值最小，因此该方法的稳定性最佳。

如表8中数据可知，3种方法检测得到的结果与在

线检测结果相比标准偏差均小于0.5%。打孔法、剪纸

法以及图像分析法检测的数据分别与在线检测结果

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数据表明3种方法的t值均小于

t 0.05。同时，在95%置信区间内，3种方法检测结果相关

系数也都大于0.95；而t检验概率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收稿日期:2018-08-20]

0.05。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均表明，采用打孔法、剪纸法

以及图像分析法检测得到的再造烟叶样品定量与常规

的在线检测得到结果无明显差异，因此三种方法用于

检测再造烟叶成品定量都是可行的。

3  结论

(1）对打孔法、剪纸法以及图像分析法三种适用于

不规则形状的再造烟叶产品定量的检测方法进行了研

究。（2）三种检测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打孔法宜采用

18mm孔径，剪纸法检测每组产品数量以6片为宜，图像

分析法最佳的参数为：套索频率40次/m i n，套索宽度

60p i x，套索边对比度20%。（3）打孔法、剪纸法以及图

像分析法检测结果的稳定性都优于在线检测，其中，图

像分析法的稳定性最佳。（4）采用打孔法、剪纸法以及

图像分析法检测得到的再造烟叶样品定量与在线检测

得到结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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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几种方法检测结果的比较

样品

打孔法  平均值/(g/m2)

 RSD/%

剪纸法 平均值/(g/m2)

 RSD/%

图像分析法 平均值/(g/m2)

    RSD/%

在线检测  平均值/(g/m2)

  RSD/%

109.24

1.04

109.05

0.77

109.65

0.58

108.79

1.61

样品2

104.98

0.64

104.31

0.56

104.13

0.36

104.28

0.80

样品3

106.58

0.91

107.05

0.62

106.52

0.39

106.32

1.12

样品1

表8  三种方法检测数据对于在线检测结果的t检验

4.30

4.30

4.30

t 0.05

0.996

0.990

0.999

相关系数

3.69

1.65

1.02

t

打孔法

剪纸法

图像分析法

检测方法 标准偏差/%

0.210

0.159

0.187

P

0.066

0.241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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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正交实验结果

实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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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pix)

2（40pix)

3（60pix)

1

2

3

1

2

3

0.066

0.054

0.050

0.016

1

B3

A1B3C2

B/套索

宽度

1（1%)

2（20%)

3（40%)

2

3

1

3

1

2

0.055

0.050

0.064

0.014

2

C2

C/套索

边对比度

0.059

0.040

0.064

0.068

0.057

0.042

0.071

0.064

0.043

检测值变异

系数/%

1（40次/min)

1

1

2（60次/min)

2

2

3（80次/min）

3

3

0.054

0.056

0.059

0.005

3

A1

A/套索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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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法再造烟叶涂布物占产品干重的40%左右，

对其烟气羰基化合物量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管式炉热裂

解不同品牌再造烟叶、纸基以及烟丝，用2，4-二硝基苯肼

（DNPH）溶液吸收捕集烟气中的挥发性羰基化合物，通过超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其含量；测定了再造烟叶的涂布率和透气

度；采用扫描电镜对样品内部的微观物理结构进行观察，分

析涂布率和涂布物沉积状态对羰基化合物释放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再造烟叶释放的羰基化合物量远高于优质烟丝，不

造纸法再造烟叶涂布率

对烟气中羰基化合物含量的影响
⊙ 王莉*  许丽  张定邦 (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合肥 230009)

Influence of coating coverage rate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on content of 
carbonyl compounds in smoke
⊙ WANG Li*, XU Li, ZHANG Ding-bang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同再造烟叶产品的释放量差异达到2倍以上，涂布物是羰基

化合物尤其是乙醛的重要来源。涂布率高的再造烟叶微观孔

隙少，透气度低，羰基化合物释放量大幅度提高，对再造烟叶

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造纸法再造烟叶；热裂解；挥发性羰基化合物；涂布

率；微观结构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 luence of coating 
coverage rate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with taking up about 
40% of total dry weight in products, on the amount of carbonyl 
compounds in the smoke. Reconstituted tobacco of different 
brands, paper-base and tobacco shred were pyrolyzed with tube 
furnace to collect volatile carbonyl compounds in smoke by 
using 2,4- DNPH solution, and its amount was analyzed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 Then we measured 
the coating coverage rate and air permeability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and observed internal microstructure of the samples b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n amount of carbonyl compounds releas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constituted tobaccos release much more carbonyl 
compounds than high quality tobacco shred, which varied in 2 
times for different products. Coating color is the main source 
of carbonyl compounds, especially acetaldehyde. The coating 
coverage rate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air permeability, 
physical structure and carbonyl amount. The products with higher 
coating coverage rate have less porosity, lower air permeability 
and very high carbonyl release, which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s. 
Key words: reconstituted tobacco; pyrolysis; volatile carbonyl 
compounds; coating coverage rate;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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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梯度洗脱程序

时间

/min

0

6

7

8

流动相A 

/%

99

60

99

99

1

40

1

1

流动相B 

/%

再造烟叶是指利用烟末、烟梗、碎烟片等烟草物

质为原料制成的再生产品，又称重组烟叶或烟草薄片，

在卷烟工业上常被用作卷烟填充料，可提高烟草的综合

利用率，并有效降低卷烟的焦油释放量[1]。造纸法再造

烟叶采用造纸工艺和技术，将烟草原料用水浸泡，萃取

分离出纤维和不溶物，制浆后抄造纸基，同时将可溶萃

取物浓缩后，涂布回填到纸基上，再经过干燥后分切成

丝，为卷烟可用[2]。

再造烟叶虽然可以降低焦油，但存在挥发性羰基

化合物释放量高的问题[3]，再造烟叶纸基中的半纤维

素、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高，涂布液中则富含水溶性

糖、果胶、淀粉等成分，这些都是生成羰基化合物的前

体物质[4,5]。烟草烟气有害成分在Hoffmann名单中列出

了10类共计46种有害成分，其中挥发性羰基化合物共 

8种，是组成最多的一类，分别为甲醛、乙醛、丙酮、丙烯

醛、丙醛、巴豆醛、2-丁酮和丁醛，具有较大的刺激性

和危害性[6,7]，这些物质在烟气中的含量直接影响再造

烟叶的感官质量与可用性。

涂布是造纸法再造烟叶还原烟草香气物质的关键

工序，涂布物质含有再造烟叶的主要致香成分，决定了

再造烟叶的抽吸品质与品类[8]。涂布率为涂布物干重占

再造烟叶干重的比例。涂布使再造烟叶密度增加，物理

指标变化较大[9]。惠建权等发现随着涂布率的增加，涂

布物质在增加烟气浓度和香气的同时，杂气和刺激性

气体增加[10]。涂布率对再造烟叶的理化指标、感官质量

等有直接影响，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再造烟叶的燃烧

性能、焦油、CO释放和感官品质方面，关于涂布率对造

纸法再造烟叶羰基化合物释放的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

本文通过热裂解不同品牌的再造烟叶、纸基和优

质烟丝样品，捕集和测定烟气中的挥发性羰基化合物，

并采用扫描电镜观察涂布物在成品再造烟叶中的沉积

状态，以分析涂布率对羰基化合物释放的影响，旨在为

再造烟叶的涂布工艺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仪器

烟草样品：选取5种不同品牌和产地的国产造纸法

再造烟叶样品（A、B、C、D、E），法国摩迪再造烟叶样

品M，样品E的纸基Z，以上由安徽中烟公司提供，国产

中华烟样品Y，从烟草专卖店购买。

试剂：8种羰基化合物（甲醛、乙醛、丙酮、丙烯醛、

丙醛、巴豆醛、2-丁酮、丁醛）的2,4-二硝基苯腙衍生化

合物标准品；乙腈、四氢呋喃、异丙醇、吡啶（均为色谱

纯），高氯酸（优级纯GR）、2，4-二硝基苯肼（DNPH，

分析纯，使用前经乙腈重结晶），均为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提供；液氮（合肥格斯公司）。

仪器：ACQUITY UPLC Premier XE液相色谱

-飞行时间质谱仪（美国Wat e r s公司），TUV检测器；

液相色谱柱：ACQUITY UPLC BEH C18 1.7μm 

2.1×50mm Column；GSL-1300X真空高温管式炉，

合肥科晶材料股份有限责任公司；LW166透气度仪（瑞

典Lorentzen & Wettre公司）；SU8020场发射扫描电

子显微镜（日本Hitachi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衍生化溶液配制

称取5g重结晶的DNPH固体溶解于700ml乙腈中，

加入2m l 70%的高氯酸后，用乙腈定容至1000m l，即

为DNPH衍生化溶液。

1.2.2 再造烟叶热裂解和烟气羰基化合物的捕集

将再造烟叶或纸基切丝，与中华烟的烟丝样品同

在40℃的干燥箱中干燥2h，准确称取干燥后的1.00g再

造烟、纸基和烟丝样品，分别放入石英烧舟中，置于管

式炉中进行热裂解，通入空气，流量为30±1m l/m in，

以10℃/m i n升温速度从室温升温至800℃，用2个各装

有25m l衍生化溶液的吸收瓶串联捕集烟气中的羰基化

合物，实验完毕后取下吸收瓶并静置10m i n，然后将捕

集有烟气的吸收液合并于100m l锥形瓶中，取2m l吸收

液用0.45μm有机相滤膜过滤，加入40μl吡啶以备超高

效液相色谱（UPLC）分析。

1.2.3 超高效液相测定羰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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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文献[11,12 ]，优化以后确定超高效液相色谱

条件如下：流动相A：水-乙腈-四氢呋喃-异丙醇

（59∶30∶10∶1），流动相B：水-乙腈（35∶65）。柱温

30℃，柱流量0.45m l/m i n，进样体积2μl，检测波长

365nm。

1.2.4 涂布率测定

参照文献[13]的方法，将再造烟叶样品放入烘箱中，

于90℃烘干2h后，准确称重，记为W1；将样品粉碎后用

蒸馏水煮沸40m i n，布氏漏斗过滤，然后用90℃热水冲

洗滤纸上的纤维至滤出水澄清。将截留滤纸上的纤维

样品于90℃烘干4h至恒重，准确称重，记为W2。按以下

公式计算涂布率T∶T=（W1-W2）/W1×100，式中W1为

再造烟叶成品绝干质量（g），W2为纸基绝干质量（g）。

1.2.5 透气度测定

按照GB/T 458-2008 纸和纸板透气度的测定[14]。

1.2.6 再造烟叶内部组织扫描电镜观察

截取再造烟叶样品1cm×0.5c m，在液氮中冷冻脆

断，喷金后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工作电压1.0kV。

2  结果与讨论

2.1 裂解烟气中的羰基化合物释放量

表2为几种再造烟叶、纸基和烟丝的羰基化合物

释放量，可能是因为管式炉热裂解与吸烟机抽吸方式

的差异，所有样品的烟气中均未检出甲醛和丁醛。总体

上再造烟叶的挥发性羰基化合物释放量远高于优质烟

丝，即使优质再造烟叶M的羰基化合物释放量也是中华

烟丝的2倍多，其他几种再造烟叶样品的释放量达到烟

丝的3.5～5倍以上。由于再造烟叶是烟梗和烟末等原料

的重组产品，与中华烟叶丝原料来自天然烟叶的不同部

位，其化学组成差别较大[15]，这是产生烟气成分差别的

化学基础。不同再造烟叶产品之间羰基化合物释放也存

在非常大的差异，与其原料的选配及制造工艺相关。而

纸基烟气中的乙醛含量仅达到其成品再造烟叶的1/4～

1/3，羰基化合物总量也远低于成品，说明涂布物是羰

基化合物尤其是乙醛的重要来源。过多的羰基化合物

将造成再造烟叶的感官刺激性，应限制其在卷烟中的

掺配应用比例。

再造烟叶烟气中的乙醛含量最高，丙酮次之。相对

成品而言，纸基的丙酮释放量并不低，说明纸基是烟气

丙酮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纸基与优质烟丝相比较，

乙醛和丙酮都有相当高的释放量，因此纸基也构成了再

造烟叶羰基化合物总量的另一部分成因。烟丝的乙醛

和丙酮释放量均比较低。优质再造烟叶M的丙醛释放量

与烟丝相当，另外只有烟丝的烟气中检测到了微量的丙

烯醛。

乙醛是烟草香气的一种组成成分，但过量则产生

强烈的刺激味和辛辣味。研究表明，主流烟气中乙醛、

丙酮、丙醛、巴豆醛、2-丁酮和丁醛等成分对上腭的刺

激性呈极显著正相关，丙烯醛呈显著正相关[16]。不同的

羰基化合物的感官阈值也不相同，其中乙醛的检出量

大致以157μg/支为分界线，丙酮、丙醛、巴豆醛、2-丁

酮和丁醛在模拟口腔的上腭或舌部的检出量也可以找

出相应的分界线，其数值大约为60.2μg/支，13.0μg/

支，5.3μg/支，15.8μg/支和7.7μg/支[7]。因此再造烟

叶释放的乙醛和丙酮含量已远高出以上检出量，从而增

加了卷烟的感官刺激性。

另外，在样品M、纸基Z和中华烟丝Y的烟气中均

没有检出巴豆醛和2-丁酮，而样品A、样品C、样品D和

样品E则有一定的释放量，样品B未检

出巴豆醛，但有2-丁酮。巴豆醛是卷

烟烟气重要的有害成分之一，其感官

阈值特别低[17]，样品A、样品C、样品

D、样品E的巴豆醛释放量均为其感官

阈值的2倍。而样品M、样品B和烟丝

则能够降低巴豆醛的刺激性。蔡国华

等研究发现卷烟中造纸法再造烟叶的

添加量与巴豆醛释放量呈负相关，但

降低幅度有限[18]。彭斌等发现再造烟“-”表示未检出。

表2  再造烟叶、纸基和烟丝的羰基化合物释放量(μg/g)

丙醛

53.8

141.8

98.0

125.2

138.4

131.9

59.9

54.4

巴豆醛

-

12.1

-

10.3

14.3

12.8

-

-

2-丁酮

-

165.5

138.2

105.9

142.1

157.5

-

-

丙烯醛

-

-

-

-

-

-

4.6

丙酮

503.6

912.7

851.0

838.1

889.4

926.4

543.0

281.9

乙醛

682.9

1632.5

888.5

1361.3

1804.2

1462.9

407.0

215.8

甲醛

-

-

-

-

-

-

样品

M

A

B

C

D

E

Z

Y

1240.3

2864.5

1975.7

2479.2

2988.4

2691.5

1009.9

556.7

总计

-

-

-

-

 

-

-

丁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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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能降低HCN、苯并芘（BaP）、苯酚和氨的释放量，且

对苯酚、氧和烟碱等显示出选择性降低效果，但增加了

CO与巴豆醛的释放量[19]。因此，造纸法再造烟叶在卷

烟的一些有害成分的减害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对巴

豆醛的影响则因不同的再造烟叶而异。

2.2 不同品牌再造烟叶的涂布率和透气度

再造烟叶主要由烟梗及碎烟末浆抄造的纸基和干

燥后的涂布物构成，采用浸渍涂布的方式将涂布液中成

分回填加载到纸基中。因此再造烟叶的燃烧基质来自两

部分：纸基和涂布物，分别占再造烟叶总干重的60%和

40%左右。涂布率对再造烟叶的物理性能和燃烧性能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同品牌再造烟叶样品的涂布率和透气度值如表3

所示。涂布率高的再造烟叶表现出很低的透气度值，样

品M与样品A、样品D、样品E的涂布率分别为35.59%和

44.75%、45.19%和42.52%，相差10%以内，但透气度相差

6～8倍以上，说明涂布率对透气度的影响显著。图1A为透

气度与涂布率的关系，表明涂布率与透气度有较好的负

相关性。由于在涂布过程中，涂布液浸透纸基，烘干后涂

布液溶质填充于纤维间，从而使再造烟叶的密度变大，透

气度降低。已有研究发现，当涂布率增加时，再造烟叶的

表3  不同品牌再造烟叶样品的涂布率和透气度

C

39.11

29.9

B

39.06

26.9

A

44.75

8.5

M

35.59

52.7

涂布率/%

透气度/

(μm/Pa.s)

42.52

8.3

E

45.19

6.4

D

图1  再造烟叶的羰基化合物释放量（A）及透气度（B）与

涂布率的关系

□为乙醛释放量; ■为8种挥发性羰基化合物释放总量。 图2  再造烟叶断面SEM图像

透气性下降较快，同时燃烧性能也大大下降[10，20]。透气度

也与纸基纤维和组织的密度有关，受纸基原材料、打浆

和抄造压力等因素的影响[21，22]。透气度值反映了产品物

理结构的疏松性，因此样品M的疏松性远好于国产样

品。

通过对比表2羰基化合物的数据可知，涂布率较低

的样品M的羰基化合物释放量远低于其他样品。涂布率

高的样品A、样品D和样品E均对应很高的羰基化合物

释放量，尤其是很高的乙醛的释放量。C样品的偏离稍

大，总体上乙醛随涂布率的变化较大，但是由表2数据可

知丙酮随涂布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进一步说明了乙

醛主要产生于涂布物。图1B为再造烟叶的羰基化合物

释放量与涂布率的关系，反映出羰基化合物释放总量或

乙醛释放量与涂布率之间呈现明确的正相关趋势。由于

涂布率较高的样品透气度低，燃烧性能下降，同时涂布

物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燃烧基质，因此在热

解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羰基化合物。

对烟草原料高质量的分离和重组是实现对再造烟

叶质量控制的关键，分离过程是有效提取原料中的烟草

致香成分，但同时烟梗提取液中也包括不利成分果胶、

淀粉和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重组步骤中包括涂布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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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和涂布两个重要环节，涂布率是重要的控制指标之

一。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涂布率，是赋予再造烟叶烟草特

性，改善再造烟叶感官质量的手段之一。但是提高涂布

率使再造烟叶更具有烟草吸味的同时，也对其物理指标

和烟气成分产生了较大影响。

2.3 再造烟叶的微观物理结构

再造烟叶主要由烟梗纤维、碎烟末和干燥后的涂

布回填物构成。图2为四种再造烟叶断面SEM图像，表

明其内部为具有一定孔隙的整体上疏松性的结构。样品

M的微观结构显示有较多的孔隙，涂布物比较均匀地沉

积于纸基纤维和组织中；样品A的涂布物有较多的沉积

结块现象，组织更为紧密一些；样品B有部分块状沉积

物，样品C的大孔隙多，纤维粗大，但二者微观结构的

疏松性都明显好于样品A。微观结构的孔隙率对燃烧性

能有重要影响，疏松性好的再造烟叶，在燃烧时与氧气

接触更为充分，因而具有更好的燃烧性能。

再造烟叶的生产中，涂布率指标受到涂布液的固

形物含量和黏度的影响，当固形物含量增加时涂布率

提高，但固形物含量高使涂布液的黏度增大，流动性下

降[21]。涂料的流变性被认为是涂布操作中最重要的参

数，黏度大的涂布液在涂布过程中扩散不好，容易造成

涂布物的堆积，出现图2A的堆积状况，微观孔隙减少，

密度增大，导致燃烧性能下降，羰基化合物释放量的增

加。因此，涂布率和涂布沉积物的微观物理结构对再造

烟叶的热分解和羰基化合物释放产生了重要影响，优质

的再造烟叶需要在较低的涂布率条件下，达到较高的抽

吸品质，这对纸基的疏松性、涂布液的调配和涂布工艺

控制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  结论

3 .1 造纸法再造烟叶的挥发性羰基化合物释放量远高

于优质烟丝，几种再造烟叶的挥发性羰基化合物释放

量是中华烟丝的2～5倍以上。烟气中过多的羰基化合物

将造成再造烟叶的感官刺激性，应限制其在卷烟中的

掺配比例。

3 . 2 涂布率与透气度值、羰基化合物释放量分别呈现

明显的负相关和正相关的趋势。随着涂布率增加，透

气度下降较快，羰基化合物尤其是乙醛的释放量大大

增加。样品M与样品A、样品D、样品E的涂布率分别为

35.59%和44.75%、45.19%和42.52%，相差10%以内，

但透气度相差6～8倍以上，羰基化合物释放量相差2倍

以上，因此涂布率对透气度和烟气羰基化合物的影响

较大。

3. 3 涂布率高的样品A的微观结构比其他样品更为紧

密，涂布物有较多的沉积结块现象，样品M的结构显

示有较多的微观孔隙，样品B和样品C次之。涂布率的

增加使再造烟叶的物理结构更加紧密，并且为再造烟

叶提供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燃烧基质，导致了羰基化

合物释放量的增加。因此，优质的再造烟叶需要在较

低的涂布率条件下，达到较高的抽吸品质，这对纸基的

疏松性、涂布液的调配和涂布工艺控制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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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用钛白粉中砷、铅含量

ICP-MS分析法研究
⊙ 宋元航  于喜龙  李党国  杜显生  侯鑫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A study on ICP-MS analy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and 
lead content in titanium dioxide applied in food wrapping paper
⊙ SONG Yuan-hang, YU Xi-long, LI Dang-guo, DU Xian-sheng, HOU Xin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摘 要：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 C P-MS)分析技术应用于

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用钛白粉中砷、铅含量的测定。样品利用

微波消解的方式,分析时采用IC P-MS检测。该方法具有良好

的灵敏度和精密度，砷的回收率在91.9%～95.4%，铅的回收

率在99.8%～106.8%，砷定量检出限0.10m g/kg，铅定量检出

限0.058m g/k g。该方法操作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结果准

确、可靠，经实际应用表明适用于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用钛白粉

中砷、铅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微波消解；纸质食品包装

材料；钛白粉；砷；铅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was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and lead content in t itanium dioxide used for food 
wrapping paper.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with ICP-MS by 
microwave digestion. The method has a good sensitivity and 
precision, with the recovery rate of arsenic is 91.9% ~ 95.4%, the 
recovery rate of lead is 99.8% ~ 106.8%, th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mit of arsenic is 0.10mg/kg, and th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mit 
of lead is 0.058mg/kg. The method is simple, fast, sensitive,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it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and lead content in 
titanium white powder used in food wrapping paper.
Key words: ICP-MS; microwave digestion; food wrapping paper; 
titanium dioxide; arsenic; lead

研究开发  R & D

宋元航 女士

从事纸和纸品化学检测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TS77; TS7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4-0036-04

36
第40卷第4期 2019年2月



钛白粉在纸质食品包装材料中的应用是很普遍的,

纸中的钛白粉或作为填料加入纸浆中,或通过一定手段

制成涂料涂于纸上，使纸张具有一定遮盖度、平滑度及

适印等性能。这些加入到纸中填料或涂料中含有的重

金属元素是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生产过程中重金属元素

的主要来源，而钛白粉中的重金属元素,会影响到食品

包装的安全性能,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如铅会严重

危害人体神经系统、造血系统及消化系统，对智力和身

体发育影响尤为严重。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国家对食品

包装材料中的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进行了严格限制,《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

材料及制品》中规定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中

砷≤1.0mg/kg，铅≤1.0mg/kg。

目前,钛白粉中砷、铅含量常用测定方法有石墨炉

法、原子荧光法等，这些方法操作繁琐，检测耗时长，

灵敏度低，测量过程干扰因素较多，并且在测试过程中

所用试剂对检测人员容易造成伤害。本文实验摸索利用

微波消解系统加酸消解处理样品，并使用ICP-MS法测

定钛白粉中砷、铅含量。该方法测试简单、准确、快速、

安全，可用作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用钛白粉中砷、铅含量

的检测监控。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X SERIES 2 ICP-MS（美国塞默飞科技有限

公司）；CEM-Mar s5型高通量微波消解系统（CEM公

司）；控温电加热板（美国CEM公司）；电子天平（上

海精科公司）；实验室用水为超纯水（自制）；标准溶

液（As、Pb）1000m g/l（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调

谐液A（美国塞默飞科技有限公司，10p p b），内标溶液

（含S c、G e、I n、B i）1000m g/l（中国有色金属和电子

材料分析测试中心），浓硝酸（优级纯），氢氟酸（优级

纯）。

1.2 样品的处理

取约0.1000g样品置于PTFE消解罐内，加入6m l

浓HNO3，0.5m lHF，按表1条件进行样品前处理。程序

结束后等温度降低后拿出消解罐，用加热板赶酸1h，赶

酸至剩余0.5m l液体，在通风装置内将赶酸后的剩余样

品转移定容至50ml塑料容量瓶内，同时在相同条件下做

样品空白。

1.3 测定

使用调谐液优化调谐仪器，按表2和表3的条件进

行测定，在线加入内标液并校正基体干扰和漂移。

1.4 结果计算

试样中测试元素含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X=[(c-c 0)×V×1000]/(1000×m×1000) 

式中：X—测试元素的含量，mg/kg；

c—测试元素的浓度，ng/ml；

c 0—试剂空白浓度，ng/ml；

V—试样定容体积，ml；

m—试样质量，g。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前处理方法的选择

2.1.1 前处理方式的选择

国内外先进实验室都高度重视样品前处理工作，

因为样品前处理效果对后续检测结果有着重要影响。样

品的前处理，目的在于去除样品分析时的影响因素，最

大限度地保留待测组分[1]。传统的样品消解方法主要有

湿法和干法两种，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消解过程复

表1  微波消解控制程序

步骤

1

2

3

15

25

30

压力

/atm

5

5

25

保持时间

/min

120

160

200

温度

/℃

表2  仪器工作参数

RF功率

冷却气

辅助气

采样深度

雾化室温度

雾化气

180mm

3℃

0.85L/min

1400W

13.0L/min

0.70L/min

表3  采集参数

同位素

 72Ge
75As77ArCl

 208Pb209Bi

20

20

20

积分时间

/ms

标准

标准

标准

分辨率

3

3

3

通道数

0.02

0.02

0.02

每个通道间

隔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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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酸度的影响

高浓度无机酸会导致试液物理性质的变化,影响

测定的灵敏度。我们选用硝酸和氢氟酸消化样品,若酸

量过少,消解不完全,影响测定结果,加酸量过多,不仅对

仪器有损害,而且造成结果偏离。因此在消解完样品后

一般要进行赶酸处理，使其酸度控制在5%以内为宜。使

用氢氟酸应使用耐氢氟酸进样系统进行测试，防止对

仪器造成损害。

2.3 影响测试的因素及其消除

在ICP-MS分析中当样品溶液的TDS>2.0mg/ml

时，样品的基体会对仪器信号产生抑制作用或增强作

用,容易造成样品测定结果出现误差。通常选用合适的

稀释因子和内标校正元素,可以有效降低基体效应。本

方法选择用钪作内标元素,进行基体干扰校正，效果理

想。

2.4 方法的评价

2.4.1 方法检出限及线性范围

检出限是测定标准空白液20次的标准偏差及工

作曲线斜率进行计算[2]。按下式计算:检出限(μg/l) = 

3SA/b，SA:试剂空白标准偏差，b：工作曲线斜率。方

法检出限见表5。

2.4.2 方法加标回收率

称取一定量样品放入消解罐中,同时加入一定量的

砷、铅,然后进行微波消解并用ICP-MS进行测定,测试

杂、周期长，易产生高浓度有害气体，危险性高，且试剂

用量也较大，样品空白偏高，试样易损失等缺点。样品

采用湿法消解,样品不易消化完全,且砷等低沸点元素

极易挥发,容易造成结果偏低。高通量微波消解法具有

效率高、消解试剂用量小、样品空白小等优点。从表4对

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微波消解法处理时间短，处理效

果好，因此选用微波消解法来进行试样的前处理。

2.1.2 微波消解试剂的选择

硝酸是ICP-MS分析中最好的样品前处理试剂,因

为硝酸中含有的氧、氮、氢3种元素在样品中均含有，不

会造成新的多原子离子干扰，但在用HNO3体系于密闭

的微波消解系统中消解样品时,发现单纯用硝酸等常规

消解试剂样品难以完全溶解，分别选择添加不同比例的

硝酸和氢氟酸做对比试验。通过观察消解溶液的透明

度和残留物的含量,发现硝酸6ml+0.5ml氢氟酸溶样效

果理想。因此选用6m l浓硝酸+0.5m l氢氟酸作为样品

的消解试剂。

表7  方法精密度

0.95

10.40

平均值
含量/(μg/g)

As

Pb

元素

0.63

1.30

RSD

/%分次测量结果

0.95

10.33

0.95

10.26

0.94

10.36

0.95

10.60

0.95

10.46

表8  绿茶测定结果（mg/kg）

0.27±0.05

规定值

Pb

元素

0.30

测定值

As

元素 测定值

1.58

规定值

1.6±0.2

表9  样品测试结果（mg/kg）

样品

国产钛白粉

进口钛白粉

5.62

1.02

Pb

1.25

0.46

As

表6  方法加标回收率

4.85

4.75

4.93

1.48

4.85

4.75

4.93

4.81

加入量/

(mg/kg)

5.53

5.37

5.64

1.64

15.58

15.21

15.32

15.23

测量值/

(mg/kg)

0.95

10.40

原始量/

(mg/kg)

As

Pb

元素
回收率

/%

94.4

93.1

95.1

91.9

106.8

101.2

99.8

100.5

表5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0.999989

0.999994

相关

系数

0.061

0.035

检出限

/(μg/l)

0～50

0～50

线性范围

/(μg/l)

As

Pb

元素
定量检出限

/(mg/kg)

0.10

0.058

表4  样品前处理方式的比较

方法

干法灰化

湿法消解

微波消解

5.0g

1.0g

0.1～0.3g

样品

处理量

矿物类样品不适宜

过程繁琐、易产生有

害气体、危险性大

快速、简便

处理特点

8h

5h

30min

处理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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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列于表6。结果表明,本方法的加标回收率理想,能

够满足样品中砷、铅元素痕量分析的要求。

2.4.3 方法精密度

按照样品处理步骤和分析方法平行测定5份样品,

计算其相对标准偏差(R S D),结果见表7。经干扰校正

后,ICP-MS测试砷、铅精密度均较好。

2.4.4 方法准确度

实际分析中常采用分析标准物质来评价方法的准

确度。本实验选取绿茶标准物质(GBW10052)作为质

控,数据分析见表8，砷、铅测试结果均在参考值波动范

围内，说明该方法测试结果准确度高。

2.5 样品测定

采用本方法对我公司使用的国产钛白粉和进口钛

白粉中的砷、铅含量进行了测试，结果见表9。从测试结 [收稿日期:2018-08-22(修改稿)]

研究开发 R & D

果可看出进口钛白粉的品质要远优于国产钛白粉。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以HNO3-HF为消解体系,微波消解样

品，以ICP-MS同时测定钛白粉中砷、铅含量的方法，

线性良好、灵敏度高。该方法操作简便、灵敏度高、准确

度良好,适用于二氧化钛中的As和Pb的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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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振动监测诊断纸机干部轴承内环断裂是指利用频

谱、时域、瀑布图、趋势图以及异常声音精确判断故障，确保

在最佳时间内处理问题，防止二次损坏，提高轴承使用寿命。

且通过多次案例验证表明，该分析方法效果良好。

关键词：轴承；内环；断裂；振动；诊断

Abstract: Spectrum, time domain, water fall plot, trend diagrams 
and abnormal sound are used in vibration monitor ing and 
diagnosis for inner ring fracture of bearings in the drying section 
of paper machines. It will deal with the problem in time, prevent 
secondary damage, and pro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bearings. Some 
examples testified this method is effective to work well.
Key words: bearing; inner ring; fracture; vibration;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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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机主机由大量转动零部件构成，其中滚动轴

承所占比重较大。由于轴承故障中内环断裂影响极大，

容易造成二次损坏，因此本文介绍利用状态监测中的

振动监测，分析识别轴承内环断裂故障的方法。监测中

使用的工具为SKF GX70测量仪及其对应的SKF分析

软件和Valmet Sensodec在线监测系统。监测位置：国

内某大型纸厂PM11、PM12、PM13、PM15干燥部烘缸

和导辊轴承。轴承类别：SKF球面滚子轴承22320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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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3144CCK/C4，23148CCK/C4。故障等级划分：

A级为正常，B级为异常跟踪，C级即需要检修处理，D

级须尽快处理。

本文通过多个案例，针对轴承内环断裂故障，整合

分析过程中的共性，进一步解析轴承内环断裂故障的

振动特点。

1  PM11干燥部导辊94#TS轴承内环断裂

分析过程：轴承型号为SKF-22320EK/C4，外环

固定轴承，辊子转速为463r/m i n。2016年1月14日，离

线检测94#导辊TS轴承，振动值6.611mm/s（峰值），

频谱（图1）转频谐波三倍频高，存在跑圈现象，内环故

图1  94#导辊TS离线监测振动频谱图

图2  94#导辊TS离线监测振动时域图

图3  94#导辊TS轴承故障图片

图4  66#烘缸DS在线监测振动趋势图

图5  66#烘缸DS离线监测振动频谱图

图6  66#烘缸DS离线监测振动时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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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频率明显，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故障频率；现场

声音周期冲击明显；时域（图2）冲击明显；有内环断裂

现象，建议尽快处理。发送D级报告。

结果验证：2016年1月14日，停机检修更换94#导辊

T S轴承，发现轴承内环断裂，内化内侧面光滑，有跑圈

现象（图3）。

案例总结：该轴承内环断裂引起轴承松动，跑内

圈，利用内环故障频率结合松动故障频率可精确判断

出轴承内环断裂伴随着轴承跑内圈现象，详情见表1。

2  PM12干燥部烘缸66#DS轴承内环断裂

分析过程：轴承型号为SKF-23144CCK/C4，外

环固定轴承，烘缸转速为149r/m i n。2015年7月28日，

在线监测系统巡检，发现PM12烘缸66#传动侧轴承异

常，在线系统中发现趋势（图4）变化明显；离线SKF仪

器检测的频谱图（图5）中发现明显的轴承内环故障频

率及转频谐波，边带均匀丰富幅值高于轴承故障频率

幅值，振动值为2.54mm/s（峰值）；时域（图6）冲击为

图9  12#烘缸DS在线监测瀑布图

图7  66#烘缸DS轴承故障图  

图8  66#烘缸DS轴承故障图

表1  94#导辊TS轴承内环断裂

轴承内环

断裂

内环跑圈

故障类型

频谱(图1)

时域(图2)

现场(图3)

判断依据

①转频谐波

②内环故障频率

③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故障频率

①冲击明显

①声音异常

表2  66#烘缸DS轴承内环断裂

轴承内环

断裂

内环剥落

故障类型

频谱(图5)

时域(图6)

趋势(图4)

现场(图7、图8)

判断依据

①转频谐波

②内环故障频率

③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故

障频率

①冲击明显

①振动高频趋势突然升高

①声音异常

表3  12#烘缸DS轴承内环断裂

轴承内环

断裂

内环剥落

故障类型

频谱(图10)

时域(图11)

瀑布图(图9)

现场(图12)

判断依据

①转频谐波

②内环故障频率

③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故障频率

①冲击明显

①内环故障频率突发

①声音异常

表4  25#烘缸DS轴承内环断裂

轴承内环

断裂

故障类型

频谱(图13)

时域(图14)

现场(图15)

判断依据

①转频谐波

②内环故障频率

③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故障频率

①冲击明显

①声音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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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内环断裂，利用轴承内环故障频率叠加轴承松动故

障频率可判断出轴承内环断裂，详情见表2。

3  PM15干燥部12#烘缸DS轴承内环断裂

分析过程：轴承型号为SKF-23148CCK/C4，外

轴承故障频率；现场有异响；判断为轴承内环断裂，遂

发送D级报告，建议尽快处理。

结果验证：2015年7月31日，停机更换该轴承，发现

轴承内环断裂（图7），内环大面积剥落（图8）。

案例总结：轴承内圈疲劳剥落，振动加剧后造成轴

图10  12#烘缸DS离线监测频谱图

图11  12#烘缸DS在线监测时域图  

图13  25#烘缸DS离线监测频谱图

图14  25#烘缸DS离线监测时域图

图12  12#烘缸DS轴承故障图 图15  25#烘缸DS轴承故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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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固定轴承，烘缸转速为152r/m i n。2017年4月24日，

浏览在线监测系统时，发现PM15干燥部12#烘缸传动

侧异常，时域图（图11）转频冲击，冲击边带是内环故障

频率；在线瀑布图（图9）表明该问题突然出现在2017年

4月23日，之前未有异常；离线检测频谱（图10）有明显

内环故障频率及转频谐波，边带均匀丰富且幅值高于

故障频率，振动值为0.9164mm/s（峰值）；现场声音异

常。综合分析后判定轴承内环已经断裂，于是发送D级

报告，建议尽快处理。

结果验证：2017年4月25日，临时停机检修更换该

轴承，发现内环断裂（图12）。

案例总结：轴承突发性内环断裂，由瀑布图可知

轴承内环故障突发，频谱图除内环故障频率外，转频谐

波明显，边带丰富，符合轴承内环故障和松动故障的叠

加，符合轴承内环断裂特点，详情见表3。

4  PM13干燥部25#烘缸DS轴承内环断裂

分析过程：轴承型号为SK F-23144CCK/C4，

外环固定轴承，烘缸转速为152r/m i n。2016年12月

21日，离线检查发现，PM13的25#烘缸D S频谱图（图

13）存在轴承内环故障频率及其多倍谐波，振动值

1.56m m/s（峰值），故障频率边带幅值均匀，转频谐

波存在；时域（图14）冲击明显；现场异响；判断轴承

内环异常，存在轻微开裂现象，发送C级报告，建议进

行检修处理。

结果验证：2016年12月26日检修更换该轴承，发现

轴承内环存在一条裂缝，但未完全断开（图15）。

案例总结：频谱图出现内环故障频率，边带丰富，

振动值不高，转频谐波存在，幅值不高，符合轴承内环

故障和松动故障的叠加，符合轴承内环断裂特点，详情

见表4。

5  结论

综上所述，轴承内环断裂故障可通过振动监测发

现，主要判断依据如下：

(1）轴承内环故障频率及其谐波、边带由于故障特

性，幅值表现为相对均匀且数量丰富。
[收稿日期:2018-08-23]

(2）不同于其余内环故障，断裂存在较明显的转频

谐波，尤其在1～4倍范围内，表现为松动特性。

(3）断裂在时域图形上表现为明显故障频率冲击。

(4）现场声音通常表现为整体抖动（由断裂后轴承

松动引起）。

(5）断裂故障通常为突发情况，利用在线监测瀑布

和趋势可以确定突发的时间点。

6  避免轴承内环断裂的措施

造成球面滚子轴承内环断裂的重要原因是其在运

行时载荷过大，转速过高，润滑不良或装配不当，因而

产生过大的热应力；也有部分原因是轴承零件加工精

度达不到要求。在纸机上，为避免轴承内环断裂所采取

的方法主要是降低热应力，具体措施有：严格按照纸机

工艺手册上的开机暖缸流程，保证暖缸时间，避免因热

膨胀造成轴承内部损伤。轴承材质为轴承钢，热膨胀系

数约是12.5×0.000001/℃；轴头材质通常为铸铁，热

膨胀系数约是（9.2～11.8)×0.000001/℃，两者热膨胀

量不一致。轴承安装游隙严格按照轴承厂商提供的标

准安装，尽量保证安装游隙在可取范围之内；确认轴承

本身无质量问题，设备加工精度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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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单面蓝色工程纸的用途，通过试

验工艺配方改进改善了喷墨打印质量，提高了油墨

吸收性，减小了油墨扩散现象，满足了客户使用要

求。

关键词：工程纸；喷墨打印；工艺配方改进

Abst rac t: I n t h i s pape r was i n t roduced t he 
application of single-side blue engineering paper.
Ink-jet pr inting quality was improved through 
process formula experiment, which also improve 
ink absorption, reduce ink diffusion and satisfies 
customer’s requirements.
Key words: engineering paper; ink-jet printing; 
improvement in process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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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图纸作为一种工程用纸,市场需求量不断减少。

下滑的原因之一是晒图纸中使用的重氮盐和显影液对

人体有害，市场逐渐被现代印刷和高新打印技术所取

代，如喷墨打印技术和激光打印技术等。目前，用于计

算机等配套的终端输出设备所需的纸张产品扩大到经

过加工的特种纸，如高档的喷墨打印纸、激光打印纸以

及其他各种记录纸。本文对经过涂布适于喷墨打印的

单面蓝色工程纸生产技术进行了探索。

1  工程纸简介

1.1 工程纸分类

工程纸用途同晒图纸，用于复印大批量工程技术

图纸资料，并能供工程喷墨打印和激光打印。因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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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胶乳用量油墨扩散程度及其对油墨吸收性的影响

胶乳用量/%

油墨扩散程度/mm

油墨吸收K&N值/%

6

61

48.78

10

66

40.39

12

70

37.73

8

62

43.81

图1  工程纸分类

在打印后要折叠使用，因此要求纸张耐折度好，水分适

宜，高温下不折裂，另外纸卷打印时要求不起折、不翘

曲、无泡泡纱。目前市场上有双面蓝色工程纸、单面蓝

色工程纸、白色工程纸之分，如图1。国产的产品双面蓝

色工程纸、白色工程纸的技术水平相对高一些，但是单

面蓝色工程纸的生产厂家仅有浙江、江苏等少量几家小

厂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1.2 单面蓝色工程纸的特点

单面蓝色工程纸在满足以上工程纸要求的同时，

生产工艺上与双面蓝色工程纸和白色工程纸有较大区

别，需要进行特殊的涂布处理，纸张反面呈白色，纸张

正面呈客户所要求的蓝色，同时要满足喷墨打印和激光

打印的要求。

2  单面蓝色工程纸涂布工艺研究

我们在进行单面蓝色工程纸生产时，涂布工艺制

定后进行了试产，试产的样品耐折度等各项指标均可满

足客户使用要求，客户激光打印使用情况也较好，但经

过喷墨打印后发现油墨扩散严重，纸张对油墨的吸收有

问题，如图2。

为解决喷墨打印后油墨扩散现象，我们对客户使

用的油墨进行了了解。客户使用的两种油墨中，水性油

墨易出现扩散现象，首先我们准备了喷墨打印机和油

墨，有针对性地对涂布工艺配方进行研究，对水性油墨

和涂料配方进行了配伍试验，对每次小试的纸样进行喷

墨打印观察，最终确定了涂布配方工艺，解决了油墨扩

散现象，并通过生产实践进行了验证。

涂料配方中的胶乳用量、颜料种类、颜料配比等是

影响喷墨打印质量的关键因素。

2 .1 不同胶乳用量对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质量的

影响

试验中其他化工材料使用工艺配方不变，改变配

方中胶乳用量，涂布后进行喷墨打印观察油墨扩散现

象，表1是记录的不同胶乳用量油墨扩散程度及其对单

面蓝色工程纸油墨吸收性的影响。图3是拍摄的不同胶

乳用量的涂布配方涂料进行涂布后的单面蓝色工程纸

进行喷墨打印后的放大照片（放大倍数200）。

从图3可以看出，油墨扩散程度随着胶乳用量的增

加而增大；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胶乳用量的提高，纸张

油墨吸收性变差。

结合油墨扩散图片，我们可以看出，涂布配方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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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胶乳用量的增加，纸面封闭性会越来越好，在喷墨打

印过程中油墨会长时间停留在纸张的表面，油墨干燥

速度慢，导致油墨向周围扩散。试验范围内，胶乳用量

在6%时喷墨打印效果最好，考虑到胶乳用量不能太低，

否则打印会出现掉粉现象，因此选择胶乳用量为6%。

2.2 颜料种类对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质量的影响

固定胶乳用量6%，研究不同颜料涂布后油墨扩散

程度的影响。通过资料查询、分析，轻钙的使用会提高

油墨吸收性，提高喷墨打印效果，因此我们选择了不同

厂家的轻钙进行涂料配方调整、试验，使用日本进口轻

钙TP121、TP123和国产轻钙D65等对比分析对成纸油

墨扩散和油墨吸收性的影响，结果如表2和图4。

从油墨吸收性和喷墨打印扩散程度来看，不同

颜料对油墨吸收和喷墨打印质量影响很大，进口轻钙

TP123、TP121油墨吸收性好，喷墨打

印后油墨扩散也少，是较好的颜料。

T P123结晶构造为霰石，粒子形状为

柱状，基本粒子径0.2μm×1.5μm，

它与纺锤状的方解石T P121相比，

油墨吸收性相当，但喷墨打印质量

T P123为佳。国产轻钙D65对比进

口轻钙，油墨吸收性略低，喷墨打印

后放大照片有轻微扩散。自制重钙

GCC68对比进口轻钙，油墨吸收性

低，喷墨打印后放大照片有轻微扩

散。进口轻钙配比自制研磨GCC95

后，喷墨打印效果变差，由此可见，涂料配方中不能使

用GCC95。从质量方面考虑选用进口轻钙TP123；从成

本方面考虑可选用部分自制GCC68型重钙。

2 . 3 不同颜料配比对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质量的

影响

因单独使用进口轻钙的成本很高，我们对比了不同

颜料配伍使用对油墨吸收性和喷墨打印质量的影响。

本试验固定胶乳用量6%，使用进口轻钙T P123配合其

他颜料进行涂料制备。如表3。

从油墨扩散程度来看，使用GCC68 100%和配用

TP123均能达到喷墨打印质量的要求；从油墨吸收性来

看，单独使用GCC68的油墨吸收性差，喷墨打印后油墨

干燥速度慢，连续打印会出现黏连现象，即喷墨打印后

油墨会黏附在后打印纸张的反面上；从成本和打印质

量两方面考虑，选择颜料配比为GCC68 80%与TP123 

20%。

2 . 4 辅助胶黏剂对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质量的影

响

颜料涂布过程中，羧甲基纤维素钠的使用起到辅助

胶黏和保水作用。在单面蓝色工程纸涂布过程中，我们

仍选择羧甲基纤维素钠作为辅助助剂，通过小试对比，

适宜的用量为1.5%，在保证胶黏和保水作用的同时，生

产的纸张喷墨打印不扩散。

3  单面蓝色工程纸生产技术

图2  喷墨打印后油墨扩散照片（×200）

表2  不同颜料对单面蓝色工程纸油墨吸收性的影响

油墨扩散程度/mm

油墨吸收K&N值/%

颜料种类

及配比

GCC95

100%

58.0

45.27

46.0

62.48

TP123

100%

49.0

60.54

TP123∶

GCC95

=80∶20

48.0

56.09

TP123∶

GCC95

=50∶50

48.0

42.52

瓷土

100%

47.0

62.98

TP121

100%

47.0

60.66

轻钙D65 

100%

47.0

55.8

GCC68

100%

表3  不同颜料配比对油墨扩散程度和油墨吸收性的影响

油墨扩散程度/mm

油墨吸收K&N值/%

颜料配比
GCC 

68,100%

47

55.8

46.7

60.15

GCC 68,80%

TP123,20%

46.8

59.11

GCC 68,90%

TP123,10%

46.5

61.07

GCC 68,70%

TP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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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颜料涂布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效果对比（×200）

图3  不同胶乳用量产品喷墨打印效果对比（×200）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8
第40卷第4期 2019年2月



正面涂布量控制在7～8g/m2，既能保证涂布纸面均匀，

不露白，又能保证纸张的厚度指标，挺度好。反面涂布

量2～3g/m2，涂布反面的目的是防止纸张翘曲，打印走

纸不畅造成卡纸。

4  结论

(1）试验探讨了涂布过程胶乳用量、颜料种类、颜

料配比、辅助胶黏剂的使用对单面蓝色工程纸喷墨打印

油墨扩散现象的影响，得出了最佳的胶乳用量为6%，颜

料使用TP123∶自制GCC68为80%∶20%，辅助胶黏剂

用量为1.5%。

(2）因单面蓝色工程纸为涂布纸，原纸生产须满足

原纸质量要求，保证耐折度大于35/30次，并保证Cobb

值和水分满足工艺要求。

(3）目前，国内单面蓝色工程纸生产企业较少，产

品质量还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喷墨打印质量、挺度、

纸面均匀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工程纸市场的蓬

勃发展，吸引着大量国内商家投资中国市场。随着单面

蓝色工程纸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该产品的

认可和依赖，单面蓝色工程纸的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

解决单面蓝色工程纸的技术瓶颈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已

是目前首要任务，研究开发高质量的单面蓝色工程纸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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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性能要求

(1）适宜激光打印和喷墨打印，常温纸张耐折度

好，高温下不折裂。

(2）水分适宜，纸卷打印不起折、不翘曲、无泡泡

纱。

(3）涂布纸面色相均一，不涂花。

(4）喷墨打印吸墨性好，能快速吸收墨水，且墨水

不扩散。

3.2 原纸生产

原纸的性能对涂布纸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原纸的

定量、耐折度、水分、吸水值等均影响涂布后产品质量，

通过试验研究、中试确定原纸生产质量要求。

(1）市场上使用的单面蓝色工程纸定量在80～

100g/m2，其中80g/m2用量居多，因此我们从80g/m2

产品入手进行试验，通过小试确定原纸定量为70g/m2，

正面涂布量7～8g/m2，反面涂布量为2～3g/m2。

(2）原纸的耐折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涂布后的耐折

度，原纸耐折度要求纵横向均大于25次，高温下耐折度

分别大于5次。

(3）原纸的水分既影响原纸耐折度，也影响涂布时

颜料液的吸收，一般涂布原纸水分控制在4.0%。

(4）原纸的吸水值同样影响涂布颜料液的吸收。吸

水值大，涂布吸收量大，易造成断纸；吸水值小，造成

生产浪费。

(5）另外，应市场要求，控制好纸张的白度和色

相。

单面 蓝色 工 程 纸 原 纸 技 术 指 标要求：定 量

70g/m2，白度92%～94%，耐折度35/30次，C o b b值

26.5/24.8g/m2，水分4.1%。

3.3 涂布生产

3.3.1 涂料性质

选择气刀涂布，保证纸面涂料的均匀性。因气刀涂

料要求固含量低，流动性好，由小试和中试确定涂料浓

度为40%，黏度控制在40～60mPa.s。

3.3.2 涂布量控制

单面蓝色工程纸涂布经2次涂布，总涂布量10g/m2。
[收稿日期:2018-10-16(修改稿)]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9
Feb., 2019  Vol.40, No.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AKD熟化促进剂在造纸中的应用
⊙ 张岩强  刘春亮  马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The application of AKD maturating accelerator in paper industry
⊙ ZHANG Yan-qiang, LIU Chun-liang, MA Qiang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摘 要：研究了一种烷基烯酮二聚体(AKD)熟化促进剂，可以

有效地控制AKD的水解并加速其熟化，使AKD的应用更加完

善，可有效地提高纸页施胶度的控制精度。AKD熟化促进剂

主要添加在造纸施胶剂AKD乳液中，通过限制AKD的水解和

迁移倾向，对AKD乳液起保护作用，通过自身阳离子度高和相

对分子量低的特点加速AKD的熟化，克服了传统AKD乳液熟

化时间长的弊病。

关键词：烷基烯酮二聚体；施胶剂；产品质量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AKD maturing accelerator was 
introduc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hydrolysis and 
accelerate the maturation of AK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AKD,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trol precision for sizing 
degree. AKD maturation accelerator was mainly added in sizing 
agent AKD emulsion. By limiting the hydrolysis and migration 
tendency of AKD, it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AKD emulsion. By 
accelerating the maturation of AKD with high cation degree and 
low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the disadvantage of long curing 
time to  traditional AKD emulsion was overcomed.
Key words: alkyl ketene dimer; sizing agent;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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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基烯酮二聚体(AKD)在造纸行业中应用较为广

泛，其作为造纸施胶剂，具有施胶效果稳定、无污染等

特点。但其缺点是易水解。虽然随着合成和乳化技术的

发展，其水解和迁移倾向被大大限制，但并未杜绝水解

的问题，其水解产物为固体的酮类化合物，附着在纸面

上形成蜡状纸病，严重影响产品质量。AKD另一个主

要的使用问题是延迟施胶，由于AKD在纸页下机前不

能完全熟化，在纸页下机后仍然进行施胶反应，对纸页

的施胶作用继续加强，此问题极大地增加了纸页施胶度

的控制难度。

基于以上两种问题，本文研究一种A K D熟化促

进剂，可以有效地控制AKD的水解和加速其熟化，使

AKD的应用更加完善，可有效地提高纸页施胶度的控

制精度。AKD熟化促进剂主要添加在造纸施胶剂AKD

乳液中，通过限制AKD的水解和迁移倾向，对AKD乳

液起保护作用，通过自身阳离子度高和相对分子量低的

特点加速AKD的熟化，克服了传统AKD乳液熟化时间

50
第40卷第4期 2019年2月



剂，运行过程中时刻观察纸病在线系统，对纸面状态进

行重点监控，运行稳定后取样进行检测分析。然后切换

2#样的生产方案，为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实验过程中全

部使用清水，纸机参数尽量不进行调整，AKD加量为

30k g/t纸，AKD促进剂加量为3k g/t纸，与实验室小

长的弊病。

1  方案设计

为避免AKD熟化促进剂对纸机系统造成负面影

响，本实验采用实验室小试和机台中试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进行实验室小试，为尽量模拟实际生产环境，采用

双元助留的方式，填料正常添加，同条件下在实验室进

行抄页实验，检测物理指标及观察纸面状态，如AKD

促进剂对AKD乳液有积极作用且对纸面无负面影响，

则在机台进行二次验证试验，检验实验室小试的准确性

和验证AKD熟化促进剂的实用性。

2  实验小试

为与生产实际尽量相符合，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原

辅料全部取自生产现场，填料使用轻质碳酸钙，采用双

元助留的方式，成纸定量按照35g/m2设计，AKD加量

为30k g/t纸，首先系统内只加入AKD，抄页得到的纸

页分别放置1min、10min、30min和60min进行物理指

标的检测，重点检测施胶度。然后在AKD乳液中加入

3k g/t纸(按照AKD乳液的10%添加)的AKD促进剂，

进行抄页实验，为减小实验误差，确保实验人员、实验

方式、检测人员和检测方式完全相同。未加入AKD促

进剂的纸页记为1#样，加入AKD促进剂的纸页记为2#

样，抄页过程得到成纸检测数据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知，加入AKD熟化促进剂的纸

页施胶度随着放置时间的变化趋势不大，但未加AKD

熟化剂的纸页施胶度随着放置时间的变化较大；加入

AKD熟化促进剂的纸页未出现洞眼等外观纸病，纸面

状态较好，说明AKD熟化促进剂可在

机台进行中试。

3  机台中试

基于实验室小试结果，取1#样、

2#样的方案在机台进行对比分析，验

证实验室小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行

性。

3.1 机台中试方案设计

定量设计为35g/m2，首先采用

1#样的方案生产，不加AKD熟化促进

表1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实验）

定量/(g/m2)

抗张强度/(kN/m)  

伸长率/%

挺度/mN（5mm弯矩）

灰分/%（灼烧）

表面强度/(m/s) 

可勃值/(g/m2)（1min)

可勃值/(g/m2)（10min)

可勃值/(g/m2)（30min)

可勃值/(g/m2) (60min)

纸面匀度状态

检测结果 1#样

35.1

1.77

2.5

16.8

15.1

0.86

29.8

28.2

27.2

26.6

较好

35.1

1.83

2.6

16.9

15.5

0.89

26.9

26.3

25.6

25.8

较好

2#样

表2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中试）

定量/(g/m2) 

抗张强度/(kN/m)  

伸长率/%

白度/%

表面强度/(m/s） 

纸面匀度状态

可勃值/(g/m2) 1min）

可勃值/(g/m2)（10min)

可勃值/(g/m2)（30min)

可勃值/(g/m2)（60min)

检测结果 1#样

35.2

1.83

2.6

88.9

1.25

较好

32.6

30.6

28.8

28.3

34.9

1.89

2.5

89.1

1.27

较好

26.6

26.5

25.7

25.9

2#样

生产实践PRoDucTion

刮水板数量

水印辊入网深度/mm 

喷浆口开度/mm 

水印辊真空/% 

压光机压力/(kN/m) 

前干用汽量/MPa 

匀浆辊转速/(r/min) 

在线水分/% 

增强剂流量/(L/min) 

AKD加量/(kg/t纸)

水线位置 第三真空箱末端(共4组)

5块

-10

6.2

31

90/-0.55/0.50

0.085

280

4.6

30

30

360/368

-8

15.0

450

420

0.18

1369.3

14.4

30

10 

表3  纸机各部参数

浆速/网速/(m/min)

浆网速差/(m/min)

振幅/mm 

振次/次 

卷取车速/(m/min) 

后干用汽量/MPa 

料门流量/(L/min) 

在线灰分/% 

助留剂流量/(L/min) 

功能助剂加量/(kg/t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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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状态和纸病在线系统跟踪，对比加入AKD熟化促进

剂前后纸面蜡点的情况，检测数据见表2、表3、表4。

4  结论

由表2分析可知，在同条件下，未加入AK D熟化

促进剂的纸页施胶度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加强趋势明

显，说明AKD施胶过程中延迟施胶的现象较明显，加

入AKD熟化促进剂的纸页施胶度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

变化不大，说明AKD施胶过程中基本没有延迟施胶的

问题；同时可以看出，在同等AKD加量的情况下，加入

AKD熟化促进剂的纸页施胶度要高于未加AKD熟化

促进剂的乳液，说明AKD熟化促进剂可以作为AKD的

施胶增效剂。

由表5分析可知，在纸页卷取10000m的过程中，加

入AKD熟化促进剂前后洞眼数量和浆团数量相近，但

加入AKD熟化促进剂后蜡点数量明显减少，说明AKD

熟化促进剂能有效抑制AKD乳液的水解，使其不产生

酮类化合物，以保证纸面清洁。

根据生产环境、纸种等不同，AKD熟化促进剂的

加量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试相同。 

3.2 中试过程

实验过程中，纸机参数未改变，运行稳定，同时观察

表5  纸病在线系统显示的蜡点数量

蜡点数量(10000m)

洞眼数量(10000m)

浆团数量(10000m)

分析项目 1#样

3

1

2

0

0

2

2#样

表4  湿部分析数据

上网浆浓度/%

白水浓度/%

单程填料留存率/%

单程留着率/%

上网浆Zeta电位/mV

白水Zeta电位/mV

上网浆电导率/(μS/cm) 

白水电导率/(μS/cm） 

上网浆pH值

白水pH值

分析项目 1#样

0.87

0.089

65.6

75.3

-36.5

-16.5

277

302

7.8

8.0

0.88

0.093

65.9

74.8

-35.5

-16.6

298

319

8.1

8.2

2#样

[收稿日期:2018-07-30(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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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FGV 消息) FGV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近期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

（CMEC）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研发更高效的棕榈空果串制浆技术，并探讨建立纸浆厂的可

行性。

由于地理优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地区，每年榨油后会产生大量的棕榈

空果串废弃物。

棕榈纤维是一种介于木浆和草浆之间的纤维原料，可部分替代阔叶木浆，作为一种非木纤

维造纸原料，开发棕榈纤维造纸，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避免资源浪费。

FGV在马来西亚全国拥有68家工厂，每年生产约347万吨空果串。此次，FGV希望探索将现

有工厂的营运与CMEC的工程专业知识相结合的机会，以建立第一阶段初始产能为每年5万吨

的纸浆生产厂。

近年来，FGV提出了专注下游产业链活动的策略，即充分利用现有业务的副产品创造价值，

从而挖掘更多商业潜力，利用大量原材料资源获得竞争优势。

马来西亚FGV公司计划建设新浆厂，

开发棕榈空果串制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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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削片机情况概述

我厂削片机为Andr itz全套进口设备，属于重大精

设备，价值昂贵。见图1。

该削片机由4台电机通过减速箱带动动盘进行驱

动，转速恒定为316r/m i n。动盘上安装有刀片，削片机

通过动盘将原木削成大小合适的木片。由于削片机处于

纸厂生产的源头，所以作用十分关键。如果削片机的运

行出现异常，将直接对整个纸厂的生产造成影响。

2  故障发生经过

2016年3月3日，削片机停机进行常规检修，更换了

摘 要：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设备故障诊断技术对削片机的

异常振动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分析，并有效指导了设备的维修工

作，充分体现了该技术在设备维护领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削片机；设备故障诊断；轴承故障频率；振动值；频

谱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o use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to precisely analyze the abnormal vibration of chipper, 
which provided a good guidance to the maintenance work and 
showed its great value in equipment maintenance.
Key words: chipper; equipment fault diagnosis; bearing fault 
frequency; vibration amplitude; spectral analysis

削片机异常振动故障的精确诊断
⊙ 李志文（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阳 414002)

Diagnosis to the abnormal vibration of a chipper
⊙ LI Zhi-wen (Yueyang Forestry and Paper Co., Ltd., Yueyang 414002, Hu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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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刀座及部分易损件。开机后，巡检人员反映削片机振

动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且轴承座轴承有异响。

3月20日，削片机振动进一步加大。现场操作人员

已无法正常站在操作平台上查看设备。此时，削片机运

行情况已无法确保连续正常运行，急需对设备进行检

修。

车间维护人员根据削片机实际情况推断设备振动

有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1）动盘动不平衡：因为振动是在更换飞刀座及相

应配件后开始上升的，可能存在因安装或配件质量原因

所导致的动不平衡问题。

(2）轴承故障：巡检人员反映，轴承座有异响，可

能为轴承故障的响声。

图1  削片机外形示意图

图2  削片机运行现场

由于削片机处于系统生产的关键位置，且从未进

行过大修，如果仅凭经验推断设备异常振动的原因并

指导维修的话，无法保证问题一次性解决。因此，需要

一种科学、客观的设备故障诊断方法来精确诊断故障

原因，确保检修一次性成功。

3  故障诊断

设备故障诊断的方法有多种，振动分析法因检测

故障种类多、无损检测、现场操作方便等优点，在实际

生产中应用最为广泛。振动分析法主要是针对设备运

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振动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确定设

备运行异常的原因。本案也是通过振动分析法来对削

片机异常振动的原因进行诊断。

3.1 现场查看

根据车间诉求，第一时间开始对削片机异常振动

进行系统分析。 

首先，对削片机现场进行了查看。在现场明显感

觉到了设备的异常振动，人站在操作平台上，可以明显

感觉到平台在上下振动，同时脚还有发麻的感觉，设备

运行情况恶化严重。振动的能量主要集中在动盘处，减

速箱及电机振动偏小。说明振源（故障源）应在动盘附

近。

对设备现场的查看，可以直观了解到设备的运行

情况，以及可能对设备振动造成影响的内外部因素，是

故障诊断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

3.2 振动趋势分析

旋转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均会产生振动。当设备运

行正常时，振动会比较平稳；当设备运行状况恶化时，

振动会加大。因此，通过监测设备振动的变化可以有效

地判断设备运行情况的好坏。

设备振动的大小通常以振动值来衡量。当用仪器

采集设备振动数据时，仪器会实时记录设备在不同时间

点的振动数值，如图3所示。

然后再将这些数值按照一定的算法，计算出振动

的有效值（RMS值），该值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设备振

动值（也叫振动烈度）。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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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振动波形图

从现场巡检人员对削片机振动的监测数据来看，

削片机于3月3日检修后，振动开始上升。

在3月20日的振动值达到4.5mm/s，为正常运行时

振动值的9倍，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从振动趋势来

看，削片机运行状况恶化严重，无法确保稳定运行。

造成设备振动加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不平衡，不对

中，轴承故障，螺栓松动等等。但振动值只能从整体上

来判断设备运行情况的好坏，无法具体判断设备故障

的具体原因，因此需对振动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以确定

设备故障原因。

3.3 频谱分析

频谱分析是设备振动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

是核心内容。频谱分析是对频谱图进行分析判断，来确

定设备振动的原因。在频谱图上，设备的振动会以频率

的形式呈现出来，不同的频率代表不同的振动，这样就

能清楚地知道设备振动的具体组成，并做进一步分析

判断了。

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就像我们去买了一杯奶茶，我

们只能从喝的奶茶中来整体判断这个奶茶好不好喝，但

不能确定这杯奶茶包含了哪些成分，其所占比例各为多

少。而频谱分析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清楚知道

“奶茶”具体成分的构成及配比。

所以要准确诊断削片机异常振动的原因，就必须

对振动数据进行频谱分析。图5为削片机的频谱示意

图。 

从图5中数据分析，标记为1x、

2x、3x等振动峰值突出，为振动的主

要成分，是引起削片机振动的主要原

因。进一步分析，这些频率等距分布，

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成谐波关系，其基

波是1x，频率为61.56H z。削片机转

速316r/m i n，转频为5.3H z，容易计

算得出基波频率为削片机转频的11.6

倍。综合分析后，初步判断削片机振

动异常的原因为轴承故障，理由如

下：

(1）频率为61.56H z的振动及其谐波为引起削片机

异常振动的主要原因，该频率为削片机转频的11.68倍，

而轴承内（外）圈故障频率通常为机器转频的6到14倍，

图5  削片机频谱示意图 

图4  削片机振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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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一的轴承座轴承外圈故障引起，且外圈故障严重，

需及时停机更换。

4  检修验证

由于该结论是基于对数据的科学分析，有理有据，

因此被公司采纳，并作为削片机检修的作业指导意见。

确定故障原因后，公司随即抽调精干力量对削片

机进行检修。经过38h连续作业，检修任务顺利完成。

从检修结果来看，削片机轴承座前轴承外圈有明显剥

落现象，与诊断结论基本一致。图6为损坏的轴承照

片。 

检修更换轴承后，削片机开机，振动值降为

0.2mm/s，设备运行恢复正常。

由于削片机功能重要，当削片机出现异常振动后，

公司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专家来现场诊断，但国外专家

要15天以后才能到现场。在此期间对削片机问题的顺

利解决，也为公司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5  结语

设备的振动是衡量设备运行情况好坏的一个重要

标准。当设备振动出现异常后，运用科学手段对振动进

行分析，是诊断设备故障原因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以

削片机异常振动的案例，说明了设备故障诊断技术的实

际应用及诊断原理。由于该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在造

纸、石化、钢铁等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了设

备维护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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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落在该区间内。

(2）振源频率的谐波数量多且峰值明显。从诊断经

验来看，当轴承故障严重时，会出现明显的基于轴承故

障频率的谐波，谐波数量越多，故障越严重。

(3）巡检人员反映轴承座有明显异响，也佐证了上

述判断。

为证实该判断，根据削片机轴承座轴承型号

（SKF 23060 CCK/W33）计算得轴承各部件故障频

率如表1所示。

通过计算数据可知，削片机主要振源频率与轴承

外圈故障频率吻合，说明轴承外圈故障，从数据的理论

分析上证实了之前的判断。

对于此前怀疑的动盘不平衡问题，从图5频谱图分

析来看，削片机转频5.3H z所对应振动的幅值太小，说

明不存在动盘不平衡问题。这不是造成削片机异常振

动的主要原因。

由于频谱图上，除轴承故障频率外，再无其它突出

峰值，因此最后综合分析，确定削片机异常振动的原因

[收稿日期: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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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轴承座前轴承的外圈剥落

注：以上数据在转速为316r/min下计算得出。

表1  轴承座轴承故障频率计算

轴承座

轴承

位置

轴承

型号

23060 77.04

BPFI

25.37

BSF

BPFO：外圈故障频率

BSF：滚动体故障频率

2.93

FTFBPFO

61.56

轴承各部件故障频率/Hz

BPFI：内圈轴承频率

FTF：保持架故障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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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纸业PM2纸机节能改造实践
⊙ 李长国1  盛海鹏1  刘铸红1  祝红军2 

(1.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武陟 454950；2.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武陟 454950)

Energy-saving rebuilding for PM2 in Jianghe Paper
⊙ LI Chang-guo1, SHENG Hai-peng1, LIU Zhu-hong1, ZHU Hong-jun2

(1.Henan Dazhi Paper Machinery & Engineering Co., Ltd., Wuzhi 454950, Henan, China; 2. Henan Jianghe Paper 
Co., Ltd., Wuzhi 454950, Henan, China)

江河纸业PM2纸机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原产于欧

洲的一台纸机生产线，九十年代由天津某造纸厂从国外引

进。该纸机幅宽3270mm，原设计车速300～350m/m i n，

2006年，这台旧生产线被拆除运到江河纸业后，经过江

河人的检修和改进又重新焕发了青春。该纸机在生产38

～80g/m2无碳复写纸原纸，运行车速达到800m/min，

各项性能指标和原纸机相比都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当

年这台旧纸机升级改造成功的案例曾引起了业内同行的

广泛关注。

1  改造原因

经过十多年的运行，这台纸机的部分零部件出现

老化。另外，随着时代的变迁，设计理念也在不断地进

步，虽然车速和成纸质量仍然非常稳定，但能耗和经济

指标越来越受到关注。2017年底，江河纸业委托其全资

子公司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生产实践PRoDucTion

“大指公司”）对这台纸机进行全面升级，升级的核心

是：节能改造。

2  升级改造内容（图1）

2.1 网部改造

网部改造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流浆箱升级改

造，将旧的流浆箱更换为大指公司全新理念设计制造的

Integra-Jet系列的稀释水流浆箱；二是顶网升级改造，

将原来带倒挂箱的B e l B o n d顶网成形器改进为大指

Integra-Form型顶网成形器。这两项改造在先前已经

完成，纸的匀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能耗也明显降低。

2.2 Integra-Mini Shoe应用于压榨改造 

压榨部原设计的结构是真空吸移、三辊两压加正

压，压榨辊传动总装机功率790kW，纸页出压榨干度一

般是43%～46%。此次升级改造压榨部的重点项目是采

用靴式压榨。

李长国 先生

工程师；主要从事造纸装备的设计和改造工作。

中图分类号：TS734+.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4-0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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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式压榨由

于线压高、压区

宽、纸页干度高，

是当今世界上公

认的效率最高、

最先进的压榨方

式，且比压小，因

此使湿纸页出压

榨干度高的同时，

可以有较好的松

厚度指标。通常

靴压设计线压力

为800～1300kN/

m，而靴板宽度为

200～280mm，我

们称这样的靴压为“标准靴压”。但标准靴压多数随成

套纸机配置，又由于受辊重量、压榨空间、设备成本等

因素的限制，标准靴压并不适用于本次压榨部改造。

为克服上述受限因素，在标准靴压研发及使用经

验基础上（大指公司自2012年为江河纸业PM6机提供了

国内首台幅宽5600mm、设计车速1400m/m i n靴式压

榨成功运行后，一直致力于靴式压榨的研究和推广工

作），推出Integra-Mini Shoe系列，即“迷你靴压”。

迷你靴压设计线压力为300～700kN/m，而靴板宽度为

80～180mm，靴辊直径1250mm、1100mm、750mm。

不同形式压榨比压对比如图2所示。 

基于PM2纸机实际情况，降低改造成本和运行费

用，大指公司此次为PM2纸机设计的靴压结构参数为：

设计线压650k N/m，压宽150mm，最大设计比压比压

4.3M Pa，改造后设计车速为900m/m i n；靴辊直径为

1250mm，配对背辊为直径1500mm的普通压榨辊。用这

图1  PM2升级改造示意

种普通结构的压榨辊作配对背辊，与辊筒内带液压加载

单元的配对背辊相比，在保证使用性能的前提下成本能

降低80%以上。由于迷你靴压设计线压低于标准靴压，所

以，与常规靴式压榨相比，靴套、毛布、密封等易损件的

使用寿命大幅度延长，使得运行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压

榨部的结构为真空吸移、三辊两压区，即真空预压加靴式

压榨的方式，压榨辊传动总装机功率为650kW，比改造

前降低18%。压榨改造前后对比如图3～图5所示。

2.3 干燥部改造

干燥部原来采用的是铸铁机架，传动侧机架为齿箱

结构，里面装有齿轮，用于烘缸的传动。改造时更换了所

有的机架，传动改进为大指最新设计理念的导辊传动。

传统的齿箱传动每组烘缸有一个动力输入点，电机通过

减速机、传动轴将动力输送给齿箱传动的主动轴，主动

轴通过齿箱中的齿轮带动四个烘缸转动，这四个烘缸被

称为主动烘缸，四个主动烘缸通过干网再带动整个烘缸

组的所有烘缸和导辊转动。由于四个主动烘缸由一组齿

数相同的齿轮传动，所以转速相同。而四个烘缸由于加

工误差，直径不完全相同，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转速相

同、直径不同使得四个主动烘缸的表面线速度会有一定

的差别。这样干网在四个表面线速度不同的主动烘缸牵

引下就会产生内耗，使传动输入功率增高，能耗增加。另

外，由于齿轮之间存在有间隙，纸机在高速运转时会产

生较高的噪音。并且由于传动装置零部件太多、结构紧

凑，造成维修的难度增加，检测维护的工作量非常大。

大指公司之前在其它低速纸机项目上，在干燥部

采用导辊传动的方法，解决上述传统传动的缺陷取得了

一定的经验。为了降低能耗，经研究决定在本次改造项

目上，继续采用导辊传动，尝试导辊传动在高速纸机上

的应用，以便于积累更多的数据，总结经验教训，为导

辊传动这种创新结构的推广奠定基础。

导辊传动一般是在一条干网

设置两到三个传动点，也就是有

两三根干网导辊作为传动导辊。

一般一个双排烘缸组如果有8～10

个烘缸，上下排各有4～5个烘缸，

一般每排有两根传动导辊就可以

了。传动导辊使用交流变频电机

驱动。车速较低时电机通过减速

图3  压榨改造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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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传动轴驱动导辊传动；车速较高时可以不使用减

速机，电机通过传动轴直接驱动导辊转动。当一组干网

中有多根传动导辊时，其中一根导辊的电机采用速度控

制，其它电机按照负荷分配进行控制，这样就解决了各

传动导辊之间的内耗问题，使传动更加稳定，有效地提

高了传动效率，并且减少了振动和噪音。另外，由于取消

了传动齿箱，简化了传动装置，传动部件的故障明显减

少，维修维护费用和工时大幅度降低。

江河纸业PM2纸机改造后，前干燥烘缸共分为四

组。其中第一组为单挂布置，共有三个传动点，分别设置

在最后一根导网辊和第三、第五个下排沟纹缸位置，三

个传动点均为单点传动；第二、三、四组烘缸为双排布

置，共有六组干网，每组干网各有两个传动点，均采用交

流变频电机通过万向传动轴直接驱动干网导辊转动，即

导辊传动方式。总装机容量与改造前相比降低了40%。

 图2  迷你靴压与其它形式压榨比压对比

图4  DCS靴压控制画面

2.4 其它部分改造

对膜转移施胶机、气浮干燥箱、可控中高软压光机等

单体设备，按照最新的设计理念进行了相应的优化改进。

3  改造结果

本次改造是江河纸业PM2纸机自2006年安装运行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造，主要目的是节能降耗，同时

更新年久失修、老化变形的旧零部件。

本次纸机升级改造自2017年3月份停机开始，历时

五个月，于2017年8月20日开始联机调试，到8月28日车速

稳定达到800m/m i n。靴压线压在600kN/m时纸页出

压榨部干度达到49%；与改造前相比，综合蒸汽消耗降

低20%，相同车速下，纸机噪音与改造前相比，降低了

20%～30%，纸页松厚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至2018年8月份，通过对江河纸业PM2

改造后投入运行10个月来的能耗监测进行

计算显示，将消耗的电力、蒸汽、清水等按

照当量值折标准煤，生产无碳复写纸的吨纸

综合能耗为254.3k g c e/t。而同等幅宽、车

速的其它纸机，生产相同纸种时吨纸综合

能耗一般为300～330kgce/t。所以，改造后

的江河纸业PM2纸机，与常规配置的纸机

相比综合能耗降低约20%。

经过一年的实际运行证明，升级改造后

的纸机运行稳定，节能效果明显，达到了预期

目标。同时大指公司在靴式压榨、干燥部导辊

传动等方面也积累了更多经验，为将这两项技

术推向市场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图5  改造后的压榨部

[收稿日期:2019-01-23(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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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制浆尾渣的回收利用工艺

申请公布号：CN 109137594 A

发明人：蒋宗植　吴江楠　薛荣军　叶永平　李

浩

申请人：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回收的废纸进行合理处理后能够得到合格的

浆料用于生产纸产品，废纸制浆过程中会产生尾

渣，尾渣的主要成分是：塑料、金属、建筑垃圾以及

竹木等。利用废纸制浆造纸本身是一个资源利用的

过程，但其过程中产生的尾渣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

污染，对建设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造成了

很大的阻碍。

为此，提供一种废纸制

浆尾渣的回收利用工艺，来

解决废纸制浆尾料污染的问

题。 

如图1所示，该种废纸制

浆尾渣的回收利用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分离：利用弹跳筛选机

将尾渣分选为粗重渣、细渣

以及尾渣，弹跳筛选机的型

号为ReBal40，筛孔孔径为

80mm，处理量为12.5t/h；

尾渣直接从弹跳筛选机的

筛网上漏到弹跳筛选机下

方、粗重渣在筛网的低端、

尾渣在筛网的高端尾部，在

弹跳筛选机的下方设置有输

送机，用于输送粗重渣、细

渣、尾渣。

弹跳筛选机分选的原理

是根据废纸制浆尾渣中的各

类固体废物各组分的重量和

粒度的差异，各固体废物在弹跳筛选机的斜面上运

动或与斜面碰撞弹跳时，产生不同的运动速度和弹

跳轨迹而实现彼此分离。因此在弹跳筛选机斜面上

的固体废物在弹跳的过程中，粗重渣、细渣与尾渣

的弹跳运动轨迹不同，从而将粗重渣、细渣与尾渣

分离后再通过输送机分别输送到下一个工序中。

粗重渣的处理：粗重渣中的木头与大块建筑

垃圾由人工分拣的方式分离，利用除铁器将其中的

金属铁分离出，剩余的废料输送到摇摆筛中，在摇

摆筛的高频摆动过程中将粗重渣分散。分散后的

粗重渣输送入红外光学分选机中，将其中的塑料

分选出并打包，红外光学分选机的工作原理是按照

塑料光谱的不同对其进行分选，具体由红外光学分

选机的PLC控制器来控制该机的分选工作，红外光

学分选机的型号为TT-2160-04-17-1001，将其中的

PET、PP、PE分别分选出并打包回收；剩余的粗重渣

专利技术

图1  废纸制浆尾渣再生利用回收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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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非铁金属分离机将非铁金属（主要是易拉

罐等铝制品）分离出并打包，非铁金属分离机的型

号为ReMet1000BP，磁通量为1000Wb，皮带宽度为

1000mm，剩余的废料破碎处理后堆放入废渣堆场。

上述各工序之间都是用输送机输送。除铁器的型号

是RCYD-10，磁通量为70Wb，除铁器的皮带宽度为

1000mm。摇摆筛的型号为ZSK2500×1900。

细渣的处理：细渣与水混合成细渣浆料后注

入水力碎浆机进行清洗，细渣浆料含水50％，细渣

浆料浓度1％～1.5％。将细渣中的碎纸屑、碎纸渣

和水混合成细渣浆料，细渣的成分包括纸浆、细碎

金属与沙粒、小塑料片等。细渣浆料中较重的渣料

在水力碎浆机的沉淀槽中沉淀，利用液压抓斗机抓

出，抓出的重渣通过非铁金属分离机将其中的易拉

罐等非铁金属分离出来并打包，剩余的废料堆放入

废渣堆场。水力碎浆机中的浆水浮渣将包含纸浆、

塑料渣、细碎金属与沙粒的细渣浆料注入摩擦清

洗机中进行摩擦清洗，利用斜筛对经摩擦清洗机清

洗后的细渣浆料进行过滤浓缩，再利用ZSC14高浓

除渣器除去其中的金属与沙粒。经摩擦清洗机清

洗后的细渣浆料进行浓缩（过滤或者沉淀），浓缩

后的浆料利用高浓除渣器除去其中的金属与沙粒，

高浓除渣器的进料浓度为3％～4％，除去其中的金

属与沙粒等比重较大的物质。经摩擦清洗机清洗后

的细渣经螺旋挤压机凝聚、脱水后堆放入废渣堆场

中。

在细渣的处理步骤中，固液分离出的上清液通

过水泵抽送到水力碎浆机中重复利用，与细渣混合

成细渣浆料。水力碎浆机的型号为：ZDS86，容积为

50m3；其叶轮直径为1950mm，筛孔直径为12mm。摩

擦清洗机的转速为1100r/min，筛孔直径为12mm。

尾渣的处理：尾渣经撕碎机撕碎处理后排入清

洗沉淀池进行沉淀分离，撕碎机用于将尾渣中的大

块杂质撕碎，一同进入清洗沉淀池进行沉淀分离的

还包括细渣处理步骤中由摩擦清洗机筛板筛选下

来的细渣，固液分离的方式为：间隙沉淀。将尾渣

注入沉淀池中进行连续沉淀分离。沉淀出的重渣用

液压抓斗抓出，抓出的重渣由重渣破碎机破碎后经

脱水机脱水处理并进入废渣堆场，剩余尾渣置入摩

擦清洗机中进行第一次清洗，从两次摩擦清洗机中

排出的水进入重力多盘过滤后重复利用。重力多盘

中滤出的渣料由螺旋挤压机脱水处理后堆放入堆

场中，剩余的尾渣进入漂洗沉淀池进行再一次的沉

淀，沉淀渣由螺旋输送机输送到临时堆场和液压抓

斗抓出的重渣一起再经过破碎后进入堆场，轻质浮

渣置入摩擦清洗机中进行第二次清洗，水进入多盘

过滤后重复利用，尾渣经脱水打包机脱水打包后堆

放入堆场中，后再次破碎机破碎处理，再进入造粒

机造粒，最终产品打包的塑料颗粒进入仓库，造粒

机的尾渣经破碎后进入堆场。

撕碎机型号为：ETS1600，刀宽为40mm。液压

抓斗机的型号为：LD5T，容积为1.5m3。重渣破碎机

的型号为：UG1600H，筛孔直径为80mm。重力多盘的

型号为：ZNP35×16，盘径为3500mm，安装盘数为16

个，每盘扇形板数为8个，安装过滤面积为240m2，

进口浓度为0 .8％，出浆浓度为3％～4％。破碎机

型号为UG1600H，筛孔直径为80mm。造粒机型号为

INTAREMA 2018TVEPLUS，产能为1.8～2.2t/h，过

滤面积：2940cm2。

废渣堆场中的垃圾送至垃圾锅炉中焚烧，并对

其焚烧尾气进行处理。

优点：将废纸制浆尾料连续地分离成粗重渣、

细渣以及尾渣进行处理，粗重渣、细渣以及尾渣分

别针对其中的组分进行连续地分离，将可重复利用

的材料从废纸制浆尾料中分离出进行重复利用。该

废纸制浆尾渣再生利用回收工艺不会对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对建设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起

到促进作用。

秸秆制浆蒸汽爆破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208364 A

发明人：邓恒　牛堃

申请人：武汉迪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蒸汽爆破装置，利用该装置对秸秆

进行预处理，以降低秸秆中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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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降低纤维素的结晶度。

如图1～图3所示的蒸汽爆破装置，包括：筒

体、料斗、收料仓、两个气动蝶阀、至少8根进气

管、至少8个温控单元、与蒸汽管道连通的储气罐、

至少8根出气管。

筒体上端的进料口与料斗的出料口连接，筒体

下端的出料口与收料仓连接，且筒体与料斗之间、

筒体与收料仓之间均设置有一气动蝶阀，用于控制

物料在筒体内的输入与输出；进气管设为4根一组，

使得每组进气管沿筒体高度方向均布，且每一组进

气管中的4根进气管位于筒

体同一高度并在横向上将筒

体均分，同时，每根进气管

一端设于筒体内部，另一端

延伸出筒体并通过金属软

管与出气管连通，用于向筒

体内输入蒸汽；进气管的设

计，使得筒体内蒸汽充分与

物料接触，均匀地破坏物料

结构，防止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生料和废料，保证产品的

均一性。每个进气管上设置

有温控单元，用于控制进气

管的启、闭；每根出气管对

应一根进气管。

出气管一端与储气罐连

通，另一端通过金属软管与

筒体上的进气管连通，使得

蒸汽管道运输的蒸汽先经

过储气罐后，再运输至筒体

内，使得筒体内各处蒸汽保

持在同一个压力。

筒体为圆柱形，且筒体

上部直径大于下部直径。当

物料进入筒体后，筒体下部

单位面积上承受的重量大，

从而使得筒体下部物料堆压

紧实。由于筒体上进气管的

结构设计，使得筒体内各处蒸汽温差小于1℃。

温控单元包括蒸汽电磁阀、温度探头、设置于

电控设备箱内的温度表（图1中未画出），蒸汽电磁

阀设置于进气管上裸露于筒体外部结构上。温度探

头设置于筒体上并位于进气管上端，且一端位于筒

体内部，另一端延伸至筒体外部；温度表位于筒体

外部，且温度表的信号输入端与温度探头的信号输

出端电连接，温度表的信号输出端与蒸汽电磁阀的

信号输入端电连接。当温度探头将筒体内检测的温

度信号传递与其相连的温度表，并通过温度表控制

1—筒体 1A—圆锥分料器  1B—支撑棒1B  2—料斗  3—收料仓  4—气动蝶阀  5—进气管 6—
温控单元  6A—蒸汽电磁阀  6B—温度探头  6C—温度表  7—蒸汽管道  8—储气罐  9—出气管  
10—金属软管  11—进料螺杆  12—电机  13—安全阀  14—法兰  15—压力传感器

图1  蒸汽爆破装置的结构

图2  筒体上设置进气管的部分俯视图 图3  温控单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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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电磁阀，继而控制进气管的启、闭。

进气管、温度探头均与筒体外壁构成的夹角α

为45°，避免物料堵塞进气管伸入筒体内的一端。

储气罐上还设置有温控单元，且蒸汽电磁阀设

于蒸汽管道上，温度探头设置于储气罐上，温度表

设于电控设备箱内（图1中未画出），用于控制储气

罐内蒸汽的输入。

纵向上，每组进气管中相同方向设置的进气

管位于同一直线上；爆破装置还包括进料螺杆、电

机，电机的输出轴与进料螺杆一端连接，进料螺杆

另一端伸入料斗内，通过电机带动进料螺杆转动，

从而将料斗内物料送入筒体内。

储气罐上还设置有安全阀，用于保护储气罐。

当储气罐内压力超过安全阀设定压力时，自动开启

泄压，保证储气罐内压力在设定压力之下，保证储

气罐正常工作。

进入料斗内的物料是经粉碎至粒径为1～3mm

的粉碎物料，优选为玉米秸秆。

料斗与筒体之间设置有两个法兰，一法兰位于

料斗底端，另一法兰与筒体上部进料口连接，且位

于料斗与筒体之间的气动蝶阀也在两个法兰之间，

用于控制筒体进料；同理，筒体与收料仓之间设置

有两个法兰，一法兰位于筒体底端面，另一法兰与

收料仓上部的进料口连接，使得筒体与收料仓之间

的气动蝶阀也在两个法兰之间，用于控制筒体内物

料的输出。

蒸汽爆破装置也可如此变化：筒体内的上部

设有一空心的圆锥分料器、至少三根支撑棒，支撑

棒一端固定于筒体内壁，另一端位于圆锥分料器底

端，用于将圆锥分料器固定于筒体内；圆锥分料器

的顶点朝向料斗一侧，且圆锥分料器的竖向中心线

与筒体的竖向中心线重合，使得物料从筒体进料口

进入筒体后，在圆锥分料器的作用下，避免物料堆

积；支撑棒与筒体内壁之间的夹角β为钝角，避免

阻碍筒体内物料向下运动；支撑棒将圆锥分料器底

部均分，使得圆锥分料器受力均匀；圆锥分料器壁

厚5mm；支撑棒优选为钢制材料，且直径为5mm。

蒸汽爆破装置还可如此变化：储气罐与筒体上

均设置有压力传感器，用于实时观测储气罐与筒体

上的压力，并记录；筒体上的压力传感器设于筒体

上部，且压力传感器与筒体的进料口之间未设置进

气管；筒体的筒壁分为内层、中层、外层，且内层、外

层均为不锈钢材料制成，中层是由内层与外层围合

而成的空心结构，且该空心结构中设置有石棉，用

于保温。筒体内的物料与内层接触。

蒸汽爆破对比试验：

开始之前，关闭收料仓与筒体之间的气动蝶

阀，打开料斗与筒体之间的气动球阀；再开启电机，

使得电机带动进料螺杆运动，同时，将经粉碎后的

物料通过传送带送入料斗，再在进料螺杆的作用下

送入筒体内。当筒体内转入需爆破的物料后，停止

向料斗内输送物料，且于30s后停止进料螺杆同时

关闭料斗与筒体之间的气动蝶阀。蒸汽控制系统启

动，开启筒体与收料仓之间的气动蝶阀，蒸汽从稳

压罐内通过蒸汽电磁阀进入筒体内。2min后，根据

各电磁阀判断各个进气管附近的温度，当筒体上压

力传感器显示蒸汽压力超过210℃时，立即关闭进

气管上的蒸汽电磁阀。当蒸汽压力低于210℃时，持

续开启进气管上的蒸汽电磁阀，使筒体内各处压力

都维持在210℃，持续10min。当持续时间到达后，

关闭进气管、蒸汽管道上的蒸汽电磁阀，开启筒体

与收料仓之间的气动蝶阀。此时，物料快速从筒体

的出料口喷射进入收料仓内，即整个蒸汽爆破装置

反应过程完成。

蒸汽爆破装置的筒体体积为3m3，以玉米秸秆

为原料，反应条件为温度210℃，爆破时间10min，

同时，当达到爆破时间8min时，测量筒体内设置4个

温度检测点，且该4个温度检测点将筒体在纵向上

均分为5段，检测从上到下4个温度检测点的温度。

对比试验1：只设置一根进气管，筒体上部压力

传感器所测压力为1.9MPa。

从上到下4个温度检测点的检测温度依次为

206.1℃、210.1℃、208.8℃、203.5℃。

爆破结果：物料经爆破后为黄褐色，颜色不均

一，有明显成团淡黄色生料。

将处理后的玉米秸秆进行同步糖化发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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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得到的乙醇浓度为37.3g/l，为理论转化率的

63.2％。

对比试验2：16根进气管，共4组进气管，压力传

感器所测压力为1.9MPa。

4组进气管从上至下所检测的温度如下：

第一组：209.5℃、209.6℃、209.7℃、209.3℃

第二组：210.1℃、210.0℃、210.0℃、210.2℃

第三组：209.8℃、209.8℃、210.0℃、210.0℃

第四组：209.5℃、209.4℃、209.5℃、209.1℃

爆破结果：蒸汽爆破出来的物料颜色为黄褐

色，颜色均一，没有成团淡黄色生料。

将处理后的玉米秸秆进行同步糖化发酵，最

终得到的乙醇浓度为51.9g/l，为理论转化率的

88％。

对比试验3：16根进气管，共4组进气管，设置

筒体内蒸汽温度为205℃，压力传感器所测压力为

1.75MPa。

4组进气管从上至下所检测的温度如下：

第一组：204.7℃、204.5℃、204.9℃、204.4℃

第二组：205.0℃、205.0℃、205.0℃、205.0℃

第三组：204.9℃、205.0℃、204.9℃、204.8℃

第四组：204.5℃、204.3℃、204.5℃、204.1℃

爆破结果：蒸汽爆破出来的物料颜色为深黄

色，颜色均一，没有成团淡黄色生料。

将处理后的玉米秸秆进行同步糖化发酵，最

终得到的乙醇浓度为47.8g/l，为理论转化率的

81％。

由对比试验可知，筒体上进气管的设置，使得

筒体内各处蒸汽较为平衡，进而均匀地破坏物料结

构，防止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生料和废料。

优点：（1）筒体以及筒体上进气管的结构设

计，使得筒体内蒸汽充分与物料接触，均匀地破坏

物料结构，防止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生料和废料，保

证产品的均一性；（2）储气罐与筒体上温控单元的

结构设计，避免了因长距离供气造成的蒸汽压力不

稳定情况的发生，保证了蒸汽供应的稳定性；（3）

筒体内圆锥分料器的设计，可以有效防止物料进入

筒体后成塔状堆积，以使得物料更均匀地分布在筒

体内，同时，避免物料在筒体的进料口堆积而干扰

筒体上部气动蝶阀的关闭，造成蒸汽泄漏；（4）进

气管、金属软管以及进气管上蒸汽电磁阀的结构设

计，可根据需要对进气管进行清理，避免因蒸汽爆

破装置长期使用而造成进气管堵塞情况的发生。

流浆箱及其改造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9183488 A

发明人：王波　李志林　杨致富　郑飞　刘亮华

　罗东　王颖

申请人：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司

现有流浆箱上方锥总管中的流浆通过55mm长

的管束流入流浆箱腔体，而流浆箱腔体内没有任何

激活浆流的元件，所以一般需要借助于昂贵的进口

分散剂来改善纤维的分散以期达到理想的匀度。

提供一种流浆箱及其改造方法，其具有结构简

单、成本低，充分利用流浆箱现有空间，最大限度

地减少改造所需的停机时间，有效地改善了纤维的

分散。

如图1所示，该种流浆箱及其改造方法包括网

笼、上弧形堰唇板、上安装座、下弧形堰唇板、匀浆

辊、上阶梯扩散板、下阶梯扩散板、进浆方锥管和

流浆箱。下阶梯扩散板安装在流浆箱凹槽的底面

上，上阶梯扩散板安装在下阶梯扩散板的顶面上且

上阶梯扩散板位于流浆箱凹槽内，下弧形堰唇板固

定安装在流浆箱的顶面上，上安装座固定安装在流

图1  流浆箱的结构

1—网笼  2—上弧形堰唇板  3—上安装座  4—下弧形堰唇板  5—
匀浆辊  6—上阶梯扩散板  7—下阶梯扩散板  8—进浆方锥管  
9—流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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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箱的顶面上且上安装座与下弧形堰唇板之间形

成缩扩区，上弧形堰唇板固定安装在上安装座的左

侧面上，网笼安装在上弧形堰唇板的左侧且上弧形

堰唇板与网笼外圆柱面接触，匀浆辊安装在流浆箱

上且匀浆辊位于上阶梯扩散板的上方，进浆方锥管

固定安装在流浆箱的底面上，上阶梯扩散板上设有

若干个锥孔；下阶梯扩散板上设有若干个锥孔，且

上阶梯扩散板上的若干个锥孔与下阶梯扩散板上

的若干个锥孔一一对应相连通，上阶梯扩散板的底

面锥孔直径等于下阶梯扩散板的顶面锥孔直径。

改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骤：（1）清洗流浆箱，打

开流浆箱；（2）拆除两侧气缸；（3）流浆箱两侧管

路拆除；（4）挡流板、分散剂管拆除；（5）两侧筋板

切割；（6）流浆箱两侧墙板打孔；（7）将匀浆辊两

端轴承座安装到流浆箱上的安装孔里；（8）将下阶

梯扩散板安装到流浆箱上的凹槽里；（9）将上阶梯

扩散板安装在下阶梯扩散板的顶面上；（10）将匀

浆辊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轴承座上；（11）传动电

机安装在流浆箱上且传动电机输出轴通过联轴器

与匀浆辊连接；（12）两侧管路复位；（13）两侧气

缸复位。

上阶梯扩散板上设有若干个锥孔且锥孔顶面

直径为底面直径的1.5～2倍。浆流通过变化的孔径

时，流速的变化（扩散或压缩）会有效地改善纤维

的分散。

下阶梯扩散板上设有若干个锥孔且锥孔底面

直径为顶面直径的1.5～2倍。浆流通过变化的孔径

时，流速的变化（扩散或压缩）会有效地改善纤维

的分散。

上阶梯扩散板上的锥孔与下阶梯扩散板上的

锥孔同轴且上阶梯扩散板上的锥孔底面直径与下

阶梯扩散板上的锥孔顶面直径相等。有效地实现了

浆流的顺利流动和流速的变化，流速的变化（扩散

或压缩）会有效地改善纤维的分散。

流浆箱底部凹槽上设有通孔且通孔与下阶梯

扩散板上的锥孔同轴。

进浆方锥管顶端为法兰盘结构形式且进浆方

锥管顶面与流浆箱的底面之间安装有密封圈。

匀浆辊两端通过轴承安装在轴承座上且轴承

座固定安装在流浆箱上。有效实现了匀浆辊的支撑

和固定，匀浆辊可以通过传动电机实现转动，从而

实现浆流流速的变化。

匀浆辊上设有若干个通孔。

浆流通过网笼经由上安装座与下弧形堰唇板

之间形成缩扩区流入到匀浆辊上，匀浆辊通过传动

电机带动对浆流进行匀浆操作，匀浆均匀的浆流经

上阶梯扩散板上的锥孔，该锥孔对流体流动起到阻

滞作用，浆流通过变化的孔径时，流速的变化（压

缩）会有效地改善纤维的分散。浆流然后流入到下

阶梯扩散板上的锥孔，浆流通过变化的孔径时，流

速的变化（扩散）会有效地改善纤维的分散。横截

面积的突然增大使得断面处形成压力差，浆料回流

过程中产生的剪切应力将能量供给纸料悬浮液并

进一步扩散浆料纤维，且使得浆料流速在整个横幅

方向均匀分布。浆流在通过经流浆箱底部凹槽上的

通孔流入到进浆方锥管，同样，流浆箱底部凹槽通

孔上的小孔对流体流动起到阻滞作用。这使流出流

浆箱底部凹槽上通孔后的浆流横向更均匀，纵向更

稳定。

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137595 A

发明人：邵志勇

申请人：齐鲁工业大学

提供一种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置，解决

了现在对原料进行筛分和压缩需要人们手动使用筛

子进行筛分，然后将筛分后的原料运送至压缩机器

处才能进行压缩。操作过程比较繁琐，会降低人们

的工作效率。

如图1～图3所示，该种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

缩装置的箱体左侧面设置有进料管，可以将原料放

入箱体内，同时可以将不符合要求的原料通过进料

管取出，箱体左侧面位于进料管下方的位置设置有

电机，箱体的形状为圆筒形，且滤孔的直径是根据

所需原料的大小设置，通过设置滤孔，方便人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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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原料通过滤孔筛选至壳体内，通过设置

电机，可以带动旋转轴和螺旋叶片转动对原料进行

搅拌，可以防止箱体原料出现堆积现象，从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原料筛选的效率，电机的输出轴

与旋转轴的左端固定连接。

旋转轴位于箱体内部，箱体的正面设置有电

源、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且电源、第一开关和第

二开关从左到右依次设置，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导线

分别与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的输入端电连接，第一

开关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电机的输入端电连接，第

二开关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电动推杆的输入端电

连接。通过设置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方便人们对

电机和电动推杆工作状态的操作控制；通过设置电

源，可以更好地对电机和电动推杆进行供电，且旋

转轴的表面设置有螺旋叶片；通过设置螺旋叶片，

可以对箱体内的原料进行搅动，防止原料发生堵塞

影响筛分过程的进行，可以将箱体右侧的原料移动

至箱体左侧，原料可以多次从左至右移动进行筛

分，同时可以将不符合要求的原料移动至箱体左侧

方便取出，箱体的下表面开设有滤孔，滤孔的数量

为若干个，且若干个滤孔位于导料管顶部的中间位

置；通过设置滤孔位于导料管顶部的中间位置，可

以将箱体过滤后的原料全部通过导料管收集至壳体

内，且箱体的下表面设置有导料管，且导料管的底端

与壳体的上表面相连通。

导料管的左右两侧面均通过支撑杆与壳体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壳体的正面通过合页与前门的左

侧面活动连接，前门的正面设置有把手，前门的右

侧面开设有卡槽，卡槽内设置有卡接装置，卡接装

置卡接在固定板的右侧面，固定板的背面与壳体的

正面固定连接，通过设置前门和合页，方便人们打

开前门将壳体内压缩后的原料取出。卡接装置滑杆

的左端与卡槽内壁的左侧面搭接，滑杆的右端设置

有限位板，滑杆的表面套接有滑套，滑套卡接在固

定板的右侧面，滑杆的表面套接有弹簧，弹簧的两

端分别与滑套和限位板的相对面固定连接。通过设

置滑杆和卡槽，可以将前门行固定，防止前门随意

发生前后转动，使原料的压缩过程更加方便。通过

设置弹簧，当人们松开限位板后，弹簧可以用自身

拉力带动滑杆卡进卡槽内，固定前门的过程更加快

捷。壳体内壁的左右两侧面分别通过电动推杆与第

一夹板和第二夹板相互远离的一面固定连接，通过

设置电动推杆、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可以对筛分

后的原料进行压缩，人们不用将筛分后的原料移动

至压缩机器处才能进行压缩，可以减少运送过程的

时间，保证原料筛分和压缩的工作效率。第一夹板

和第二夹板的正面与背面均与壳体内壁的前侧和后

侧搭接，且第二夹板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分别与壳体

内壁的上表面和下表面搭接，第一夹板的下表面与

壳体内壁的下表面搭接，第二夹板为L形，且第一夹

板的高度与第二夹板内壁的高度相同。

操作步骤：（1）需要对原料进行筛分时，首先

图1  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置的结构

1—箱体  2—进料管  3—电机  4—旋转轴  5—螺旋叶片  6—滤
孔  7—导料管  8—支撑杆  9—壳体  10—合页  11—前门  12—
把手  13—卡槽  14—卡接装置  15—滑杆  16—限位板  17—滑
套  18—弹簧  19—固定板  20—电动推杆  21—第一夹板  22—第
二夹板  23—电源  24—第一开关  25—第二开关

图2  壳体的剖面结构 图3  卡接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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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料通过进料管放入箱体内，然后操作第一开

关使得电机正转带动旋转轴和螺旋叶片转动，同时

原料由于重力向下滑动，符合要求的原料会通过滤

孔落至导料管然后落至壳体内；（2）螺旋叶片会对

箱体内的原料进行搅动，当箱体内的原料筛分结束

后，操作第一开关使得电机停止工作，同时操作第

二开关使得电动推杆伸长带动第一夹板和第二夹

板移动，当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对原料的压缩完成

后，操作第二开关使得电动推杆停止工作，然后操

作第二开关使得电动推杆缩短带动第一夹板和第二

夹板远离原料移动；（3）当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移

动至合适的位置后，操作第二开关使得电动推杆停

止工作，然后拉动限位板使滑杆远离卡槽移动，当

滑杆与卡槽分离后，人们便可打开前门将压缩后的

原料取出。

有益效果：（1）该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

置，通过电机、旋转轴、螺旋叶片、滤孔和导料管之

间的配合，当人们需要将原料进行筛分时，把原料

通过进料管放入箱体内，然后操作第一开关使得电

机正转带动旋转轴和螺旋叶片转动，原料会由于重

力向下滑动，在滑动的过程中符合要求的原料会通

过滤孔落至导料管内，不符合要求的原料会被螺旋

叶片移动至箱体左侧位置；当原料被筛分完成后，

操作第一开关使得电机停止工作，原料筛分的过程

不用人们手动进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原料筛

分的效率。（2）该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置，

通过设置电动推杆、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可以对

筛分后的原料进行压缩，人们不用将筛分后的原料

移动至压缩机器处才能进行压缩，可以减少运送过

程的时间，保证原料筛分和压缩的工作效率。（3）

该高效的造纸原料筛分压缩装置，通过设置滤孔位

于导料管顶部的中间位置，可以将箱体过滤后的原

料全部通过导料管收集至壳体内；通过设置螺旋叶

片，可以对箱体内的原料进行搅动，防止原料发生

堵塞影响筛分过程的进行。

具有分离式放空阀的纤维分离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154140 A

发明人：P·沃林　O·阿尔格伦　P·尼博格　P·埃

利克松　M·格兰纳斯

申请人：维美德公司

提供一种纸浆精磨系统，可减少能量消耗以及

其放空阀的磨损。

如图1所示，带精磨系统的纤维分离机具有第

一精磨元件和第二精磨元件。第一精磨元件是静止

精磨盘，而第二精磨元件是旋转精磨盘。精磨元件

可以是精磨盘，也可是在外鼓内旋转的转子。纤维

分离机精磨元件布置在其壳体内，由于木质纤维材

料在第一精磨元件与第二精磨元件之间被研磨时机

械力所生成的蒸汽，故其壳体包含加压环境。已在

两个精磨元件之间被研磨的纸浆离开纤维分离机壳

体，并进入安装管，安装管的入口连接至纤维分离

机壳体，且安装管的出口连接至放空阀的入口，放

空阀的出口连接至排放管的入口。

将放空阀设计成与纤维分离机壳体直接连接。

然而，通过设置具有不可忽略长度的安装管，已在

纤维分离机的能量消耗方面和放空阀的磨损方面

都实现了出人意料的积极效果。将安装管设置在放

空阀之前，产生了通过放空阀的层状纸浆流，即在

离开纤维分离机壳体的出口处、安装管的入口处的

纸浆流可能是高度湍动的，且通过设置具有不可忽

视长度的安装管，纸浆流“安定”且在安装管的出口

处建立层流。该层状纸浆流冲击性较小，从而放空

阀的内表面经受较小的磨损。纤维分离机中能量消

耗的减少更难以理解，但可能是当湍动纸浆流遇到

放空阀时产生了冲击波，如把放空阀直接安装在纤

维分离机壳体处的情形那样，冲击波通过纸浆被传

递回到旋转精磨元件并反作用于其运动，这就需要

能量来克服。因此，通过产生穿过放空阀的层状纸

浆流，这些弹回的冲击波被消除，从而对于降低能

量消耗具有积极效果。

为了获得通过放空阀的层状纸浆流，安装管已

被给予至少约0.2m的长度。在图1中，安装管的长

度由“L”标示。如果出于一些原因放空阀关闭，则

纸浆将塞住并堵塞安装管，且可能花费大量时间来

移除该纸浆并将精磨系统再次置回运行状态。此

外，在纤维分离机中生成的蒸汽压力驱动精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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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蒸汽压力迫使纸浆向前通过安装管、放空阀

和排放管以及其它部件和管。因此，放空阀不能定

位成离压力生成纤维分离机过远，使得压力已降到

零或基本上为零。至少出于这些原因，安装管的长

度不应长于必需，且合适的最大长度为约1.5m、即

0.2m≤L≤1.5m。

在图2中示意性地示出了安装管、放空阀和排放

管。安装管优选地具有圆形内截面，其具有内直径

d 1优选是恒定的，即直径d 1在安装管的入口处与在

安装管的出口处是相同的。此外，放空阀包括阀壳

体，阀壳体主要封围纸浆意图流动通过的通道。流

动通道的截面面积可由阀构件调节，阀构件可被引

入流动通道中，以由此减小流动通道的截面面积尺

寸，放空阀流动通道的截面等于安装管的截面。后

者典型地而非必须地是当放空阀处于其完全打开位

置中的情形，即当阀构件已缩回离开流动通道且不

限制通过放空阀的纸浆流的情形。流动通道的圆形

截面直径d 2大致等于安装管的直径d 1。如果出于一

些原因而选择圆形之外的其它截面形状用于安装

管和通过放空阀的流动通道，则这些截面形状应对

于安装管和流动通道基本上相等，且截面面积也应

基本上相等。

通过该设计，当通过放空阀流动通道的截面在

形状和尺寸两方面都等于安装管的内截面时，确保

层状纸浆流通过放空阀，这进而减小放空阀上的磨

损。此外，减小了行进返回通过纸浆并反作用于旋

转精磨元件的旋转运动的微尺度冲击波的风险，这

对于精磨系统的能量消耗具有积极效果。

安装管作为分离式部件，作为放空阀的延长入

口部分，即入口部分与放空阀为一体。因此，安装管

在该情形中构造为放空阀的安装部分。分离式安装

管和放空阀的安装部分的组合也在此范围内。在任

何情形中，安装管的长度，或构造为放空阀的安装

部分的安装管的长度，或安装管和安装部分组合的

长度，应总是从纤维分离机壳体测量至布置于连接

至排放管的放空阀中的阀构件的第一侧或最近侧

（当沿纸浆运输方向观察时）。

多功能的制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112872 A

发明人：吴佳能　丁劲松

申请人：泉州市大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现今环保纸浆包装的生产大部分流程为制浆、

供浆和成形，其中在制浆阶段，大多依靠碎浆机将

纸板打碎后溶于水中，再搅拌后形成纸浆。因碎浆

机的机械问题，例如刀口磨损或者变形，会使粉碎

出纸板的颗粒大小不同，进而使纸板颗粒在水中的

单位体积内分布不均匀，导致纸浆的细致度不匀，

呈现水和纸浆分层的状态，影响纸张的成形。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多功

能的制浆机。

如图1所示，该种多功能的制浆机包括浆罐、端

图1  纸浆精磨系统的结构

图2  纸浆精磨系统中的放空阀、排放管和安装管

1—精磨系统  2—纤维分离机  3—第一精磨元件  4—第二精磨元
件  5—纤维分离机壳体  6—壳体部分  7—安装管  8—安装管入口  
9—安装管出口  10—放空阀入口  11—放空阀  12—放空阀出口  
13—排放管入口  14—排放管  15—阀壳体  16—流动通道  17—阀
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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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和加热套，底座为环形支架，浆罐为柱状罐体，

浆罐固连在底座顶部，浆罐内壁上固连有钢膜，钢

膜为不锈钢材质，钢膜内壁光滑，防止纸浆附着在

浆罐内壁上而不能流出浆罐外，保证浆罐的洁净

度，方便下次纸浆顺利进行；端盖为环形盖，端盖

内侧插入浆罐内与浆罐螺纹连接，以加大端盖与浆

罐的接触面积，同时利用螺纹连接保证浆罐的气

密性，进而保证浆罐的气压稳定；加热套为环形管

状，加热套套接在浆罐外端面上，加热套内设有电

热丝和导热油，当需要对浆罐加热时，向电热丝通

电，电热丝通电后发热，利用导热油的优良热传导

性，使浆罐均匀受热。以使浆罐内温度变化范围为

25℃～55℃。

浆罐内放置有纸板，浆罐顶部一侧固连有进水

管，进水管下方的浆罐上固连有抽气管，抽气管外

径小于进水管外径；在制作纸浆时，先将纸板放置

在浆罐底部，随后盖上端盖，通过进水管向浆罐内

注水，待水漫过纸板后继续加水，直至水面高度高

于纸板高度10cm后停止注水，水漫过纸板10cm可使

纸板充分吸收水分，达到泡发状态，方便进行破碎

工作。

当纸板泡发后，启动加热套对浆罐加热，提高

水分子的活跃度，使水更易渗入纸板内，随后打开

抽气管将浆罐内气体抽走，以使浆罐内气压达到

5kPa，此时水的沸点为35℃左右，同时加热套将水

温升高到50℃，令水剧烈沸腾，利用水分子的剧烈

运动将纸板逐步剥离，使纸板颗粒细化，进而更快

与水结合形成纸浆，并保证纸浆单位体积下细致度

分布均匀，提高纸浆的合格度。

浆罐底部一侧固连有出浆管，出浆管上方的浆

罐上固连有充水管，充水管内设含有二氧化碳的

水，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为0.8∶1；同时设置充水管

不仅可补充水，提高纸浆含水量，使纸板更易溶，还

可提供气体，0.8∶1含量的二氧化碳在受热时能更

快地渗出水外；利用二氧化碳气体与水分离形成水

泡，进一步对纸板进行剥离，提高剥离速度，进而

提高制浆速度。

浆罐内部底端架设有搅拌部件，搅拌部件包括

转盘和搅拌杆，转盘为圆盘状，转盘外径与钢膜内

径相同，转盘转动连接在浆罐底部，转盘顶端面高

图1  多功能制浆机的结构

1—底座  2—浆罐  3—进水管  4—出浆管  5—抽气管  6—充水管  7—钢膜  8—端盖  9—加热套  10—驱动部件  11—电机  12—驱动齿
轮  13—从动齿轮  14—搅拌部件  15—转盘  16—搅拌杆  17—纸板  18—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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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出浆管内管口高度相同，保证纸浆可完全流出

浆罐外，避免浪费；搅拌杆为方形杆，四根搅拌杆

固连在转盘顶端，搅拌杆长度方向与转盘端面垂

直，纸板放置在搅拌杆之间的转盘上；设置搅拌杆

不仅可以起到定位纸板的作用，防止纸板错位覆盖

浆罐横截面，使水不易流到浆罐底部，进而影响浆

罐容水量的问题，还可在转盘的转动下，起到搅拌

纸浆的作用，配合水的剥离效果，提高制浆的速度，

节省工时。

底座上架设有驱动部件，驱动部件包括电机、

驱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电机固连在底座上，驱动齿

轮转动连接在电机的输出轴端，从动齿轮与转盘

固连，驱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驱动齿轮外径小

于从动齿轮外径，驱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的传动比为

1∶3；设置驱动部件可使转盘自动转动，同时改变

电机的转向，使搅拌杆可进行不同方向的运动，进

而使纸板受到不同方向的力的作用，令纸板更易碎

裂；同时1∶3的传动比虽然降低了转速，但可使从动

齿轮输出较大扭矩，则搅拌杆更易搅碎纸板。

浆罐内部一侧固连有挡条，挡条长度方向竖直

且端面伸出钢膜外，设置挡条配合转盘的多个方向

运动，使水在外圈的旋转角速度与内圈的旋转角速

度不同，利用速度差在挡条处形成压力，同时水将

压力作用到纸板颗粒，进一步使纸板分解，提高纸

浆液的细致度。

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抽气管和加热套，利

用水的沸腾剥离纸板，使制成的纸浆液十分细致黏

稠，便于成形；（2）通过设置搅拌部件进一步提高

对纸板的粉碎效果，提高纸浆的生产效率；（3）通

过设置驱动部件可使转盘自动转动，同时还可使搅

拌杆从多方面对纸板施力，提高破碎效果。

带气罩的造纸干燥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082925 A

发明人：曾嘉

申请人：曾嘉

提供一种带气罩的造纸干燥装置。

如图1～图3所示，该种带气罩的造纸干燥装置

工作台的内部固定安装吹风管，吹风管上固定安装

吹风头，工作台的内部固定安装空气加热器，空气

加热器与吹风管固定连接，工作台内的前后两侧固

定安装轴承，轴承固定连接转杆，工作台表面固定

安装滑槽，滑槽滑动连接滑块，滑块的一侧固定安

装支杆，滑块上方固定安装弹块夹块，工作台的上

方固定安装吸气罩，吸气罩的下方设置有固定架，

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滚动轴，固定架上固定安装喷气

头，喷气头与空气加热器固定连接，固定架固定安

装在工作台的前后两侧。

使用时，连接外界电源和鼓风机，使鼓风机和

空气加热器固定连接，然后将纸张固定安装在弹簧

夹块上，然后打开吸气罩、吹风头和喷气头，同时

图1  带气罩造纸干燥装置的结构

1—工作台  2—吹风管  3—吹风头  4—空气加热器  5—轴承  
6—转杆  7—滑槽  8—滑块  9—支杆  10—弹簧夹块  11—吸气罩  
12—固定架  13—滚动轴  14—喷气头

图2  工作台俯视结构 图3  吹风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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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滑块向固定架的另一侧移动，然后对干燥后的纸

张收集，通过转杆和滚动轴方便对纸张的遮挡，防

止纸张上升，通过吸气罩，将潮湿的气体吸走。该

装置可以均匀地对纸张烘干，还可以方便纸张的移

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实用性强，便于推广和普

及。

效果和优点：该种带气罩的造纸干燥装置，通

过在吹风管上设置若干个吹风头并设置在两个转

杆之间的位置，可以均匀地对纸张的底部进行干

燥；通过在固定架上方设置喷气头并设置在滚动轴

之间的位置，可以均匀地对纸张的上表面干燥；通

过设置滑槽和滑块，可以方便纸张在干燥过程中的

移动。

环保节能毛布清洗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082924 A

发明人：张桂芳

申请人：太仓怡泰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纸机环保节能毛布清洗装置。

如图1所示，环保节能毛布清洗装置包含清洗

机、上盖、横轴、传动压板、固定座、气嘴、传动装

置、漏斗、斜板、过滤装置、集水箱、高压水泵。横

轴垂直连接在清洗机内部左右两侧，横轴的正上方

设置有传动压板，固定座传动连接在传动装置上，

气嘴垂直固定连接在固定座的正上方，漏斗设置在

清洗机的内部，且漏斗位于传动装置的正下方，斜

板位于漏斗的正下方，过滤装置设置在清洗机的右

侧外部，集水箱通过水管与过滤装置连接，高压水

泵设置在集水箱的上方，上盖设置在清洗机的正上

方。

传动装置包含传动丝杆、传动电机、固定块、限

位开关，两个固定块分别固定连接在清洗机的外部

左右两侧，传动丝杆通过两个固定块连接在清洗机

的内部，且传动丝杆的两头分别贯穿清洗机的左右

两侧表面，传动电机传动连接在传动丝杆的左侧，

且传动电机位于清洗机的外部，两个限位开关分别

固定连接在传动丝杆的左右两侧。

气嘴与横轴的位置相对应，气嘴内部设置有高

压过滤板。

高压过滤板可提高高压水的压力，同时可减少

高压水的喷出；高压水泵通过软管与气嘴连接，高

压水泵为气嘴提供高压水源；过滤装置与斜板的最

低处位置相对应。

漏斗收集清洗过后的废水，通过斜板的斜坡

流到过滤装置的内部进行过滤；传动压板与横轴正

上方的水平位置相对应。传动压板用于在毛巾清洗

时，保证毛巾的平整度。

工作原理：通过传动丝杆带动气嘴进行左右移

动，两个限位开关控制气嘴的左右移动距离，对毛

巾进行清理，清理过后的废水通过漏斗收集，通过

斜板的斜坡流到过滤装置的内部进行过滤，循环使

用。

有益效果：采用高压喷淋的方法保持毛布洁

净，毛布的洁净度提高了，提高成纸的品质，增大成

纸的紧度和强度，减少纸幅因脱水不均在干燥部的

断纸，它能有效改善成纸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利

用过滤装置将水循环使用，在节水节能方面具有重

大意义。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1  环保节能毛布清洗装置的结构

1—清洗机  2—上盖  3—横轴  4—传动压板  5—固定座  6—气
嘴  7—传动装置  8—漏斗  9—斜板  10—过滤装置  11—集水箱  
12—高压水泵  13—传动丝杆  14—传动电机  15—固定块  16—
限位开关  17—高压过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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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登公司新型FibreWall筛鼓
生产突破1万件

本刊讯（凯登 消息) 截止2018年10月31日，凯

登公司（Kadant）新型筛鼓——FibreWall筛鼓的

生产已经突破1万件，筛选面积达到26683.6平方

米。

FibreWall筛鼓是凯登公司2012年精心研发的

新型筛鼓，其优点主要体现在：（1）适用范围广，可

应用于筛选任何种类的杂质；（2）因结构性能好、

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3）筛选效率高，可尽可

能地去除胶黏物；（4）筛缝均匀度高、成浆质量好

等。备受纸厂客户的喜爱，目前是供不应求。

凯登的新型FibreWall筛鼓是一种楔形条棒筛

鼓设计，从而可达到对脱墨浆、未漂回用浆以及原

生浆的高效筛选。其设计及制造过程采用全新理

念，组装式结构。主要特点是：（1）筛缝的均匀度

极高，由于棒条不用焊接，没有焊接残余应力，所

以棒条不会变形、断裂，确保了缝的均匀度；（2）组

装式的加强圈，无需焊接，没有应力集中，确保了其

使用寿命，因精度要求高，所以制作难度大；（3）每

个FibreWall筛鼓都需要量体裁衣，需要单独专门

设计。

从2017年开始，凯登又在FibreWall的基础上

延伸开发了FiberApproach新型筛鼓，适用于流送

系统中。

凯登公司将继续研发新的产品，走在造纸科技

的前端，以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

DS Smith推出
不含蜡、可防寒防潮的农产品包装箱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DS Smith将于2019

年1月在乔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GA）举行的

2019东南地区果蔬会议上展示一套完整的创新瓦

楞包装解决方案。

其中主打的Gre enc oat ®包装纸箱，摒弃了

农产品包装一贯采用的蜡涂层，使用的新型材

料100%可回收，可以说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

Greencoat®纸箱产品同时可用于零售包装和高端

包装。

Greencoat®包装箱专为农产品生产者、批发

商及零售商所研发，其所用的包装材料，可以适应

寒冷和潮湿的环境，具备涂蜡纸箱所具有的防寒

和防潮功能。

现在DS Smith即将推出的这套可用于零售

包装的创新包装解决方案，不仅可以给农产品经

营者提供耐用的包装箱，同时可以实现精美印刷，

提高品牌的整体品质。

“对农产品商来说，他们的品牌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他们的包装上，每一件商品都需要这样一个

精美的包装盒”，DS Smith北美包装和纸业部门

全球业务发展经理杰夫·科米尔(Jeff Cormier)

说道。“这套新的包装解决方案可确保我们长期并

且有针对性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无论是百分百可回

收、无蜡产品还是传统的包装材料。”

由于农产品对于包装箱的防寒、防潮性能要

求较高，因此，美国传统农产品包装箱大都含有蜡

涂层，以更好地保护产品。

不过这种蜡涂层纸箱的缺点就是包装箱回

收时需要经过处理，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因此，农

产品经营者一直在试图找到能够替代蜡涂层的材

料，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

解决。

DS Smith推出的Greencoat®包装箱，很好地

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款纸箱不仅不含蜡涂

层，在防寒、防潮方面性能卓越，还可以实现100%

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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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收，节省了成本，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创新。

乌克兰基辅造纸厂PJSC
采用数字切割技术提升竞争优势

本刊讯（Corrface 消息) 位于乌克兰基辅的造

纸厂PJSC一直在全球包装市场占据着重要位置。

为了便于成品纸的生产操作，该公司最近引进了

Zünd公司的数字切割技术，此举大大缩短了研发

时间，并提高了成品纸的质量。

这些包装产品是由PJSC的包装部门开发，然

后进行大批量生产。其中，在Andrey Savyuk的

指导下进行的内部包装开发是公司成功的关键驱

动力。

截止到2018年第二季度，Zünd G3刀具正在

广泛用于成品纸切割。Savyuk表示：“我们大约

有500家客户，作为包装开发过程的一部分，绝大

多数客户在进行大批量生产之前都需要原纸。如

果没有数字切割能力，就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负责人Savyuk还表示，“对于整个公司的设

备采购，PJSC更青睐来自欧洲供应商的先进生产

设备。Zünd公司系统强大，现在公司的设计师和

开发人员都可以充分感受数字切割技术带来的好

处。由于Zünd的高生产率和精确性，我们现在能

够及时、快速有效地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PJSC采用Zünd切割中心（ZCC）进行文件制

作和数字化生产流程。在原型设计中常见的动态

更改可以在ZCC中非常快速地完成。仅这一点就

使产品开发的周转时间大大减少。

“Zünd刀具以其开放的模块化结构，在原型

生产中可以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如果以后需求

增大，我们仅仅需要对现有系统增加处理能力”，

Savyuk解释说。

PJSC于1969年在乌克兰基辅附近的Obukhiv

建立工厂，目前拥有2500名员工，是奥地利纸浆集

团的一部分。它每年生产大约24万吨涂布白纸板、

瓦楞纸板和原纸。除此之外，还年产7万吨卫生用

品，如卫生纸、餐巾纸和纸巾。PJSC还生产瓦楞纸

板容器和包装——仅瓦楞纸板包装每年就约3亿

平方米。

瑞典索达木业
首次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

本刊讯（索达木业 消息)  瑞典索达木业

（Söd ra）首次启用了数字机器人员工，并起名

“Clerk”，该机器人可以参与六个部门的工作，主

要处理重复性高且耗时长的工作任务。

索达木业IT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经理Hans 

Falk表示，数字化为公司创造了更多的可能，自动

化和机器人技术增强了公司的技术竞争力，解放员

工的双手，使员工们可以有更多精力为公司创造更

大的价值。

“Clerk”数字机器人是索达木业在2018年利

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研发的技术解决方案，目

标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的时间，该机

器人目前可以帮助六个部门处理发票开具、资料查

找保存和文件搜集等12项具体工作，并且不受工作

时间的限制，可全天候进行工作。

2019年，公司还将使用更多数字化机器人，参

与到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之中。

维美德与凯米拉合作
研发废水和污泥处理技术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维美德将与凯米拉合

作，共同开发欧洲市场的废水和污泥处理系统，使

用实时监测工具提高水处理效率，并开展预见性

设备维护工作，进一步提高废水和污泥的处理效

率和质量。

该项目结合了维美德综合性分析和监测技

术、流程优化和现场服务网络，以及凯米拉的化学

工艺处理技术，增强了两个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合

作。

维美德在污泥干燥工艺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

优势，选择合适高效的化学品是废水处理和污泥

干燥的关键，近年来，凯米拉不断扩充产品领域，

通过KemConnectTM平台扩大智能化学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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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污泥脱水和磷处理化学品等，两者的合作必

将带来新一轮技术创新。

化学品公司Nouryon
在印度建设新技术研发中心

本刊讯（Nouryon 消息) Nouryon在印度孟买

投资建设了新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扩大在印度的

市场份额，此外还将对位于印度Mahad的有机过

氧化物工厂和位于Gujarat的氯乙酸工厂进行技术

升级改造。

Nouryon公司CEO Charlie Shaver表示，

印度市场发展迅速，化学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印度农

业和工业发展的支持产业，进一步优化化学品业

务也将对印度工农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Nouryon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其前身为阿克

苏诺贝尔化学品公司，2018年底，阿克苏诺贝尔

化学品业务部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重新推出，成

为Nouryon公司，正式向独立的全球专业化学

品公司过渡，主要生产制浆造纸、塑料、建材、食

品、药品等行业所用的化学品，在全球80多个国

家开展业务，旗下品牌主要有Eka、Dissolvine、

Trigonox和Berol。

钢带式压榨机
进一步提高纸类包装湿强性

本刊讯（IPCO 消息) 全球高性能材料制造商

IPCO公司（原山特维克公司）、MoRe Research

研究机构和瑞典中部大学（M i d  S w e d e n 

University）共同研发了一种特殊的新型钢带式压

榨机模型，可以提高包装纸类材料的强度特性，目

前正处于试运行阶段。

这种钢带式压榨机可以灵活变换压力、温度

和速度，持续优化工艺流程，提高了设备耐热性、

表面特性和使用周期。

新型钢带式压榨机宽40cm，配有一条0.8mm

钢带，采用红外加热的方式，可迅速提高机内压

榨温度，使用一个气缸进行压榨，将纸张压在钢

带上，并经过两个压区进行压榨。钢带速度可从

0.3m/min到3.0m/min，钢带压力机模拟了工业

条件, 将是该技术未来商业化的重要一步。

IPCO全球创意经理Cher ryle en Garc i a 

Lindgren表示，希望通过这项测试使钢带技术进

一步应用于森林及相关产业，例如制浆造纸等行

业，帮助处理更多可用的木材。

从事该项目研究的瑞典中部大学研究生Tove 

Joelsson表示，该项目的目标是进一步开发强度更

高的纸类包装材料，尤其通过提高纸张湿强性，使

纸类包装能够与塑料抗衡，达到进一步取代塑料

包装的作用。此外，该项目还将进一步优化新型包

装材料制备系统。

瑞典中部大学纤维科技专家Per Engstrand

表示，将要通过该项目生产出环保型并具有高湿

强性的机械浆纸包装产品。

目前，这种新型的钢带压榨机已经于2018年12

月13日开始试用。

芬兰VTT技术研究中心开发气化新技
术，将造纸行业的生物质副产品转化
为生物燃料

本刊讯（VTT 消息) 芬兰VTT技术研究中心开

发了一种基于气化的新技术，可以将制浆造纸备料

环节以及森林工业等产业的副产品，如树皮、锯末

和其他废弃物，转化为运输用的生物燃料和生物

化学品等，是一种可持续的新技术。这项新技术比

化石燃料减少了大约90%的二氧化碳排放。

虽然生物质气化本身并不新鲜，但VTT的新

方法利用气化将生物质转化为中间产品（液态碳氢

化合物、甲醇或甲烷），并与公共区域供热(DH)工

厂或森林工业发电厂整合在一起，这些中间产品在

炼油厂进一步加工，制成可再生燃料或化学品。

VTT在最近完成的BTL2030项目中开发并试

验了新的气化过程，并基于该技术评估了工厂的竞

争力。项目小组开发的分布式发电过程，有效利用

了生物质蕴含的能量。

大约55%的能源被转化为运输用生物燃料，另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74
第40卷第4期 2019年2月



外20%～25%的能源可以用来提供地区供暖或为工

业生产蒸汽。

该工艺采用VTT低压、低温蒸汽气化技术，简

化了气体净化和小规模工业合成。由于这种小规模

的方法，该过程产生的热量可以全年使用，该过程

可以用当地的废物作为燃料。

除VTT外，BTL2030项目联合体的合作伙

伴包括匈牙利的For tum Oy j、Gasum Oy、

Helen Oy、Kumera Corporation、气化技术公

司、Oy Brynolf Gronmark Ab、AF-Consult 

Lt d、Oy Woi ko s k i  Ab、Da s o s  Cap i t a l 

Oy、Kokkolans eudun Keh itys Oy和MOL 

Group。

该估计，用家庭废物制造的运输燃料的生产成

本为每升汽柴油0.8～1欧元。随着竞争对手原材料

成本的增加，新技术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预计至

少从2030年起，这一过程将具有高度竞争力。

该项目包括规划从试点发展到示范的道路，

并与参与的企业共同开展技术商业化进程。在短

期内，这项新技术的最终竞争力取决于原油和二氧

化碳配额的价格以及可再生运输燃料的税收。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可再生能源2018年市

场分析与预测——至2023年》，生物质能源将是

2018年至2023年间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形式。

从长远来看，要把全球变暖控制在2℃以内，生物

质能源对全球能源消耗的贡献就必须翻两番，从

目前的4.5%提高到2060年的17%左右。

欧盟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指令I I 

(REDII)为高级生物燃料设定了3.6%的目标，相当

于1100万吨石油当量，这意味着仅在欧洲就需要

大约200家生物质气化工厂。

除运输燃料外，生物质气化技术还可用于生产

可再生原料，在各种化工过程中替代石油和天然

气。另一方面，合成气的应用可以帮助实现若干循

环经济目标，例如塑料和其他包装材料的闭环回

收。

该气化技术项目的研发将继续通过VTT协调

的两个欧盟“Horizon 2020”项目来实施。这些

项目的重点是气体净化和提高合成技术的效率，

目的是在芬兰VTT的Bioruukki试点中心展示整

个生物燃料链的性能。

第一个项目是运输燃料致密气化和合成工艺

(COMSYN)，目的是开发现代化的、集约化的反应

堆，与设备规模相比，这种反应堆具有较高的生产

率。

正在开发的第二个项目是电力、热力和运输燃

料的柔性联合生产(FlexCHX)，这是一种基于生

物质能和太阳能、风能的柔性混合工艺，既可以仅

靠生物质能运行，也可以通过电解来提高产量。

Smurfit Kappa致力于开发
低塑料含量的纸类包装新产品

本刊讯（Smurfit Kappa 消息) 为了降低纸类

包装中的塑料等非可再生材料的含量，近年来，

Smur f it Kappa一直致力于开发新型可持续包

装，2018年9月，Smurfit Kappa发起了“更好的

星球包装设计大赛”，致力于发动公司内外的力量

开发创新型包装，主要提出了两个设计构想：第一

是开发出取代塑料缠绕膜的绿色替代性材料，提

高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产品稳定性；第二是开发更

多多功能纸类包装，用于电商销售渠道。

Smurfit Kappa希望用这种方式收获更多设

计和技术创新思路，为进一步开发纸类包装新产

品奠定基础。

巴西Suzano推出100%零塑料纸杯

本刊讯（Su z a n o  消息) 巴西造纸行业巨头

Suzano经过两年多的研发，推出了Bluecup Bio

可生物降解纸杯，纸杯全部使用可再生材料制

成，不含塑料隔膜，可以生物降解，并能在降解过

程中为土壤提供养分。

随着替代塑料产品的市场呼声逐渐提高，该

纸杯展现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公司造纸部总监Leonardo Grimaldi表示，

目前巴西全国塑料杯消耗量为60万吨/年，各个环

保机构和组织都在倡导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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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虽然巴西现阶段纸杯消耗量有限，但纸杯市场

潜力巨大，公司不仅为现阶段纸杯需求服务，也为

纸杯市场需求的后续增长做了预见性的准备。

未来塑料纸杯、勺子、床上用品包装、盘子、个

人护理用品等都将可能被纸质材料所替代。目前

巴西纸杯材料还主要依靠进口，从2017年底开始，

已经有不少本地厂商提高纸杯加工技术和产能，

致力于增强本地纸杯制造能力，为今后纸类包装

逐渐取代塑料包装做准备。

除了Suzano之外，巴西的Ibema和Klabin两

家纸企也生产纸杯材料。

不过到目前为止，Suzano并未透露Bluecup 

Bio可生物降解纸杯的具体参数等详细信息，只透

露该纸杯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将由Suzano和一家本

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将更多使用本地可再生原

材料。

北美纸企Domtar
进一步降低木纤维流失

本刊讯（Domtar 消息) 为了进一步降低造纸

过程中的木纤维流失，北美纸企Domtar旗下的

Nekoosa和Ashdown两家纸厂计划在2019年进

一步优化工艺流程，降低纤维流失，提高生产效

率。

从2018年初开始，两家纸厂开始对木纤维流

失进行监测，找出发生纤维流失的环节，据统计，

每吨纤维流失将造成500美元的损失，除了产量减

少的直接损失之外，纤维流失还将增加废水处理

的难度。

为了解决纤维流失问题，两家纸厂对一台绒毛

浆设备进行了改良，安装测量仪器，检测浆料内滞

留的气泡体积（图1），帮助控制化学试剂清洗量，

降低胶黏物沉淀。此外，还在A1和NC5绒毛浆设

备之前安装了浓浆筛选流送系统，进一步过滤沙

粒和其他沉淀物，降低木纤维流失的同时还将延

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未来Domtar还将进一步进行

技术改进升级。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使用Cyrene生物
溶剂开发高质量石墨烯导电油墨，可
支持纸张等柔性印刷材料

本刊讯（RISI Technology 消息) Cyrene生物溶

剂是生物技术公司Circa从纤维素中提取而来，约

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和西班牙国立研究委

员会（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专家发现，相比传统溶剂，Cyrene生物溶剂更有

利于生产和加工石墨烯导电油墨(G-ink)，具有近

乎理想的物理特性。

据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开展实验，首次用

Cyrene生物溶剂生产出高质量的石墨烯油墨，这

种油墨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目前纸张、纺织品等

柔性印刷材料需要更高水平的油墨支持，而石墨

烯油墨便具有更好的导电性、易用性和稳定性，可

以有效促进柔性印刷电子技术的发展，同时能够

消除基于传统印刷工艺带来的废液排放等环保问

题，是环保型纳米技术之一。

斯道拉恩索不断推动溶解浆技术创新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Pure”是斯道

拉恩索旗下一款基于木纤维生产的溶解浆，可用

于轻工制造业尤其是化纤制造的原料，斯道拉恩

索与客户及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推广了一系列基于

木纤维的溶解浆创新产品。例如，近期北欧顶尖学图1  Domtar安装浆料内气体检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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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阿尔托大学利用“Pure”溶解浆为芬兰第一夫

人Jenni Haukio设计并制作了芬兰独立日招待会

上的礼服。

斯道拉恩索始终致力于支持整个价值链中基

于木纤维的纺织品开发，由于木纤维需求的增长

速度超过所有其他类型的纺织纤维，斯道拉恩索

正在扩大溶解浆的产能。目前全球只有约7%的纺

织品是以木纤维为基础制造的，使用化石原料的

纺织品则占了近70%。因此，在纺织工业中，应更

多使用基于木纤维的溶解浆来替代各种化石基材

料。斯道拉恩索支持阿尔托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

开发纺织纤维，并为该项目提供原材料——溶解

浆。

目前，斯道拉恩索正在抓紧扩大投资，大幅提

升芬兰Enocel l工厂的溶解浆产能，以满足市场对

木纤维纺织品不断增长的需求。Enocell工厂隶属

于斯道拉恩索生物质材料事业部，自2012年起就

开始生产溶解浆。目前工厂处于转型阶段，将专注

于生产溶解浆。该项投资达5200万欧元，预计于

2019年下半年完成。届时，溶解浆年产能将达43万

吨，包括18.5万吨阔叶溶解浆与24.5万吨针叶溶

解浆。

英国Mick George采用新型打包机
提高废纸质量，致力于达到中国外废
回收标准

本刊讯（Mick George 消息) 为了达到中国对

进口废纸的新规定，英国米克乔治有限公司(Mick 

George Ltd)采用新型设备——LP110 CH2打包

机和送纸物流系统，处理各种复杂的回收纸板材

料。

LP110打包机的废纸处理能力为30吨/时，将

帮助米克乔治轻松实现处理大批量废纸的目标，

可以达到夹杂物不超过0.5%的标准。

米克乔治使用新设备、新技术提高废纸质量

标准，降低废纸含杂率，以应对中国的新标准，是

一种明智的行为。未来，海外废纸商如果不想失

去中国市场，也必须不断提升废纸质量，降低含杂

率，以满足中国的市场要求。

DS Smith推出e@Box电商一体化纸
质运输包装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DS Smith推出了一

种电商一体化纸质包装——e@Box，这种包装将

一次和二次包装结合，节省了包装时间，在2018年

底获得了德国包装大奖功能和实用类奖项。

在电商平台，许多产品都是采用包邮的形式，

包装自然也就成为了成本的影响因素之一，由于一

些产品的特殊性，在纸箱包装之后，通常还需要填

充材料进一步保护产品，由于填充流程较复杂，在

欧洲，许多企业通常会将二次包装外包给其他公

司。

为了降低包装成本、提高包装效率，D S 

Smith针对这一情况发明了性价比较高的e@Box

纸质包装盒（图1），这种纸盒可以在最终生产流

程最后环节一次性完成产品包装，包装韧性较强，

耐压且不怕拉伸，可以在填充完之后，从正面和侧

面两面快速完成封口，形成“盒中盒”结构。

这种包装不产生包装垃圾，所有材料都可

以回收利用，也可以包装电子产品、化妆品和奢

侈品等，安全性和保护性高，由于有了拉链结构,

外部包装很容易打开，打开外部盒子便会逐渐

露出精美的内饰包装和期待已久的产品，为客户

提供最大的便利。退货时，只需把外部包装的两

个部分再次拉在一起并用胶带密封即可。此外，

e@Box尺寸和设计十分灵活，可以提供不超过

图1  e@Box纸质电商包装模型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77
Feb., 2019  Vol.40, No.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300mm×400mm的任何尺寸。

瑞典Archroma推出Leucophor AFCN
荧光增白剂，用于各类纸张和食品包
装

本刊讯（Archroma 消息) 国际领先的特种颜料

和化学品企业Archroma推出了一种新型的荧光

增白剂——Leucophor AFCN，这种增白剂专为

食品包装纸设计，已经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检测。

当前社会，城市化和数字化正在迅速改变我

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多地购买和消费快餐

类食品，越来越多的食品包装是由可再生的纸和

纸板制成，因此使用无害的化学品用于造纸，是十

分必要的。 

目前，Leucophor AFCN荧光增白剂已经通

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1921年制定的《食品

接触通告》（FDA 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 

1921），安全性高，可以用于备料和涂布工艺，适

用于多种类型的纸张，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Arch roma全球增白剂产品经理And r ew 

Jackson表示，当前食品包装市场发展迅猛，可

再生的纸类包装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此次推出

Leucophor AFCN荧光增白剂就是为了迎合这一

市场需求。

Archroma总部位于瑞典，是国际知名化学品

供应商，业务遍布全球，拥有24个生产基地，旗下

主要经营品牌和性能纺织、包装和纸张、涂料、胶

黏剂和密封剂等业务。

瑞典探索废纸利用新技术：
使用废纸生产防火绝缘材料

本刊讯（RISI Technology 消息) 

除了通过回收继续用于造纸之外，废纸还有

许多其他用途，例如，近期瑞士国家联邦实验室

(Empa)和isof loc公司合作，开发了一种由废纸制

成的保温绝缘材料，可用于制作木结构材料及木

屋配件等，这种材料所含的添加剂对人类、动物和

环境无害，是一种可再生材料，在防火方面有重要

意义。

这种绝缘材料是由灰色废纸薄片制成的立方

体，体积不大，但技术含量不低，防火性能高。如果

可以大规模投入使用，将大大节省化石燃料。

废纸之所以能够作为生产建筑绝缘产品的原

材料，是因为相比其他材料，废纸纤维制成的绝缘

材料不易破碎，有利于木屋元件的防火，一旦发生

火灾，这种废纸纤维绝缘材料可以受热并快速流

动至房屋建筑表面的空隙，通过填充建材空隙形

成坚固的隔离层，起到隔热、减慢甚至防止火灾进

一步扩散的作用。不过，为了使废纸纤维绝缘材料

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找到更高效的纤维黏合剂，

才能使这种纤维绝缘材料在火灾发生时快速流动

并定型。

因此，2017年开始，瑞士国家联邦实验室与绝

缘材料公司isofloc开展合作，致力于寻找无毒、含

量丰富且可再生的纤维黏合剂。

据isofloc公司估算，开发完成之后，这种由废

纸生产的绝缘材料更加生态高效，将在一年左右

的时间上市，不仅有助于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节省

大量化石燃料，而且将成为市场上松散型绝缘材

料的典型，可以有效应用于工业生产。

此外，废纸还可用于生产气凝胶，早在2016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学院的研究小组就曾首

次实现将废纸转化为绿色纤维素气凝胶，制备出

无毒、轻巧、灵活、高强及防水的产物，可应用到石

油泄漏清理、隔热和包装等许多领域。

相比由二氧化硅制成的气凝胶，利用废纸转

化而成的气凝胶更加环保，也可用作建筑保温材

料，具有高防水性、高稳定性和强度的优势，气凝

胶质量轻、体积小，作为建筑保温材料还能够减少

墙面占据的空间，增大室内面积。此外，纤维素气

凝胶可应用于包装行业，取代塑料泡沫等，具有表

面积大、孔隙率高等特性，可以作为药物输送的包

裹材料，以及用于加工婴儿尿布和其他个人护理用

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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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9年印度国际纸展

（Paperex2019）

时间：2019年12月3-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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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2 0年亚洲纸展&世

界生活用纸展(As i a n Pa p e 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20)

时间：2020年6月3-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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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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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31-88522949；传真：

0531-88926310；

邮箱：c p p i8@c p p i.c n/a d v@

cppi.cm 

联系人：崔晓萃 18954139170 

QQ:940438201 

宋 雯 琪  1 5 6 2 8 8 4 5 7 9 6 

QQ:172708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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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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