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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几种用于纸板表面粗糙度测试仪器的测试原

理、方法、使用范围以及对涂布纸板后续加工的指导意义，初

步探讨光学法测试对金银卡覆合的意义。

关键词：平滑度；宏观粗糙度；微观粗糙度；OSD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re mainly introduced the testing 
principl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several roughness 
test instruments for coated paperboard, as well as the guidelines 
for the subsequent processes. The function of optical testing in 
lamin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paperboard was also discussed here. 
Key words: smoothness; macro-roughness; micro-roughness; 
OSD

涂布纸板表面粗糙度检测方法综述

及其对后续加工的指导意义
⊙ 杨长军（山西省轻工设计院有限公司，太原 030001）

A review on test methods for roughness of coated paperboard 
and its guideline to subsequent processes
⊙ YANG Chang-jun (Shanxi Provincial Light Industry Design Institute, Taiyuan 030001,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7; TS762.2; TS7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6-0006-08

杨长军 女士

1991年毕业于天津轻工业学院制浆造

纸专业，现在山西省轻工设计院有限

公司工作。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粗糙度（或平滑度）是衡量纸板表面性能最重要

的指标之一，直接影响着纸板印刷、覆膜、镀膜等后道

加工工序的效果。纸板表面粗糙度主要分为宏观表面

粗糙度和微观表面粗糙度，不同的表面性能对纸板的

后续加工有不同的影响。

宏观表面粗糙度主要影响印刷油墨的流平性。宏

观表面粗糙度较低的纸板利于油墨的流平及覆盖，能

使印刷面拥有更高的油墨光泽度，可更好地表现印品的

灰阶影调，使印品图文拥有更丰富的高光及中间调，提

高图文的还原性和生动性。微观表面粗糙度主要影响

印刷效果。微观表面粗糙度小的纸板在压印时，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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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地与印版或橡皮布接触，完成油墨完整、均匀的转

移，转印的墨层实在，墨层密度高，小网点再现性好。微

观表面粗糙度大的纸板压印时，墨层印不实，需加大印

刷压力，进而造成网点扩大与变形，影响图像阶调层次

与色彩，严重时印件字迹缺笔断画、网点空虚、印迹干

瘪无光泽等不良后果（如图1）。一般而言，当纸面凹坑

深度超过墨层的2～3倍时，油墨无法填满凹坑，造成印

刷问题。

为保障纸板印刷及后续加工效果，必须控制住纸

面的宏观和微观粗糙度。目前测试纸板表面粗糙度的

方法主要有五种，分别是：空气泄漏法、针描法、水迹

法、印刷法、光学法。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测试的侧

重点也不同，应用最广泛的为空气泄漏法，其次为印

刷法，其余方法的应用相对较少，本文着重探讨几种不

同的测试方法及光学法对涂布白卡纸覆合亮膜及金银

PET膜的意义。

1  表面粗糙度测试仪器的特点

1.1 空气泄漏法测试仪器

空气泄漏法是测试纸面粗糙度应用最广泛的方

法，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方法，设备种类多，技术成熟，价

格合理，在市场上有较大的保有量，方便与各公司进行

相互比对。采用空气泄漏法制造的仪器比较多，主流的

有：Bekk平滑度仪、Bendtson粗糙度仪、Shef f ield粗

糙度仪、Williams粗糙度仪、Gurly Hill S-P-S粗糙

度仪等。虽然各仪器的名称、规格、压力、测试头材质不

同，但原理相同。空气泄漏法原理：将试样置于一块光

滑平板和一个光滑的圆环形测量头之间，测量头两侧间

调节成规定压差，在规定试验条件下，以空气透过测量

头与试样表面间的速度来衡量试样的粗糙度/平滑度。

下面分别介绍几种主流的表面粗糙度测试仪器。

1.1.1 别克平滑度（Bekk smoothness）

在特定的接触状态和一定的压差下，试样面和环

形板面之间由大气泄入一定量空气所需的时间，以秒

（s）计，数值越大说明纸张越平整，数值越小说明纸面

越粗糙。

原理：对在玻璃板上的纸、纸板施加半真空压力，

从而吸入空气，空气透过纸面，测试真空度在规定范围

内变化所需的时间。以秒（s）计，数值越大说明纸张越

平整，数值越小说明纸面越粗糙（如图2所示）。

主要技术参数：测试压力：100K P a，测量头环宽

度：13.5mm

优点：（1）结构简单，成本低廉；（2）国产化程度

高，使用范围广。

缺点：（1）压力太小。对微观平滑度好，宏观平滑

度差的、厚度不均或是起伏不平的的纸样，测试结果偏

低；（2）测试环面过宽。表面有微观的凹坑，如毛毯印

等表面很粗糙的纸，测试结果偏高；（3）有时候测试结

果与实际印刷效果不一致；（4）透气度高的纸样，测试

误差较大；（5）对粗糙度小的纸样测试耗时过长。

1.1.2 本特生粗糙度（Bendtsen roughness）

在特定的试验条件和操作压力下，测试通过探

测头的环状平面与纸面间的空气流速，以毫升每分钟

（m l/m i n）计。数值越大，表面越粗糙；数值越小，表

面越平滑。

原理：纸样夹在玻璃和一金属环间，由封闭的测头

图1　凸版印刷网点示意图 图2  Bekk平滑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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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输入规定气压的空气，测量通过测量面空气的流量，

流量越大，纸面越粗糙，反之越平滑，以m l/m i n表示

（如图3所示）。

主要技术参数：测量范围：500～1200ml/min；测

量头质量：267g；测量头环宽度：0.150mm；测试压力：

100kPa、500kPa；气压：0.74kPa、1.47kPa（标准）、

2.20kPa。

优点：（1）操作简单，测量快速；（2）较好反映微观

粗糙度；（3）稳定性好；（4）可测试可压缩性及弹性。

缺点：压力太小。能较好反映微观平滑度，但宏观

平滑度差的、厚度不均或是起伏不平的的纸样，测试结

果偏大。

1.1.3 谢菲尔德粗糙度（Sheffield roughness）

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测试通过探测头的环状平

面与纸面间的空气流速，以毫升每分钟（ml/min）计。

数值越大，表面越粗糙；数值越小，表面越平滑。

原理：纸样夹在玻璃和一金属环间，由封闭的测头

端输入规定气压的空气，测量通过测量面空气的流量，

流量越大，纸面越粗糙，反之越平滑，以m l/m i n表示

（见图4）。

技术参数：测量范围：10～3000m l/m i n；测量

头质量：1640g；测量头环宽度：0.38mm；测试压力：

16.5kPa；气压：985kPa。

优点：（1）操作简单，测量快速；（2）稳定性好；

（3）可适用于透气度高的纸、纸板的测试。

缺点：（1）压力小；（2）使用范围小；（3）不适用于

较软的纸、纸板；（4）未能完全适应印刷工业。

1.1.4 帕克印刷表面粗糙度

简称P P S粗糙度（P a r k e r  P r i n t- S u r f 

r o u g h n e s s）：在特定的压力条件下，纸或纸板表面与

测量环平面之间的平均缝隙，以微米（μm）表示。数值

越小，表面越平滑；数值越大越粗糙。

原理：在规定条件下，纸、纸板表面与移动宽带圆

环接触，在一定接触压力下，纸面与测试环之间的平均

缝隙，以μm表示（见图5、图6）。

技术参数：测量范围：0. 6～6μ m；测试压

力：490k P a、980k P a、1960k P a；测量头环宽度：

0.051m m；衬垫：橡胶（标准型）、软木（高质量胶印

纸）。

优点：（1）操作简单，测量快速；（2）测试精确，

稳定性好；（3）测试结果直观反映表面粗糙程度；（4）

图3  Bendtson粗糙度仪

图4  Sheffield粗糙度仪

图5  PPS粗糙度仪

图6  PPS粗糙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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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观得出所需墨层厚度（墨层厚度=2～2.5*pps值）；

（5）与实际印刷效果对应性好，可测试不同印刷方式压

力下的粗糙度；（6）采用橡胶衬垫，极大减小高透气性

纸样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缺点：（1）价格昂贵，维护费用高；（2）对运行环

境要求条件高。

1.2 水迹法与印刷法

水迹法和印刷法主要是由IGT公司主导，两种方法

均由IGT测试仪测试得出。水迹法也称IGT粗糙度，是

用一定量染料在IGT上以极快的速度填充纸面的凹坑，

纸面粗糙，则染料填充的印记窄而短，反之印记宽而

长，此方法在纸板上应用较少（如图7所示）。

印刷法主要是HEL IO测试，广泛应用凹版印刷的

漏点测试，是烟卡等高档印刷品的必测项目之一。该方

法是测量从起印点到第20个漏点的长度，纸张越粗糙，

第20个漏点就出现越早，长度就越短（如图8所示）。

1.3 针描法

针描法是通过一带有针的扫描头扫描纸样表面，

针尖随着纸面的凹凸不平而上下起伏，仪器传感器感应

到针尖的位移而转变成数字信号，根据信号绘制出纸

面粗糙情况的曲线图。针描法的测试结果直观，但是因

测试针只能沿着直线移动，采样数据较少，易受纸面形

状的影响，数据分散性大，不能真实反映出整幅纸面的

实际情况，为此应用也较少。

1.4 光学法

目前光学法主要生产厂家有瑞典L&W公司的

Opt iTopo和法国造纸研究院-Techpad公司联合生产

的Khe o p s测试度仪。两种仪器的设计原理相似，测试

结果和表达不一致。

1.4.1 OptiTopo测试仪的原理

用立体光度分析方法对纸张表面轮廓进行评价，

结合左侧和右侧光照射纸面的结果分析并合成表面外

观渐变图、微米高度图、凹坑深度灰度图。

仪器立体光照射纸样表面得出纸样的灰度图（如

图9所示），灰度图结合其数据库数值，转换成高度图

（如图10），由高度图转换得出纸面的高低立体图（如

图11所示），并以立体图显示的标准偏差作为衡量纸面

的粗糙程度的参数（如图12所示），L&W公司为此新创

造了OSD（OptiTopo Surface Deviation）这一新参

数，表示纸面凹坑和凸起的情况，OSD数值越大，纸面

越粗糙；反之，纸面越平滑。

图7  IGT粗糙度

图8  HELIO测试

图10  OptiTopo高度图

图9  OptiTopo灰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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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仪器可以预设凹坑的深度警戒线，即足以导

致印刷漏点的深度（如图13所示，黑线为纸面平均线，

红线以上为可接受凹坑深度，红线以下的红色区域为漏

印区域），并以警戒图（如图14所示）显示警戒线以上深

坑所占的比例。Opt iTop o测试仪测试结果与视觉观察

结果相关性较好，功能较全，但因其测试速度较慢，测

试结果分析较为复杂，对硬件要求高，对使用环境要求

严格，不适用于现场检验，适合用于研究工作。

1.4.2 Kheops测试原理

以低角度且恒定LED光源照射纸面，纸面的凸起/

凹坑因光照的原因产生阴影，阴影的大小深浅与凸起/

凹坑的大小高低形成对应关系，纸样的光亮与阴影由位

于纸样正上方的CCD相机捕捉，纸面的明暗变化经傅

里叶能量变换后转换成可用于衡量凹坑大小深浅的数

值，数值越大，表示凹坑/凸起越大越深，数值越小表

示纸面越平滑（如图15所示），纸面情况也以灰度图记

录。Khe o p s可测试宏观表面粗糙度（当使用低角度光

源时），也可测试印刷墨斑（当使用纸面正上方环形光

源时），测试速度快，测试结果直观，价格较为合理，比

较适合现场检测使用。

图11  OptiTopo立体图

图12  OptiTopo OSD

图13  纸面漏印示意图

图14  OptiTopo警戒图

表1　三种空气泄漏法仪器的测试结果与印刷效果的相关性

序号

1

2

3

4

特征

纸面平整，宏观与微观平滑度均良好

宏观平滑度差，微观平滑度好

涂布均匀度较好，经高强度压光，但有大量互不

沟通的大于50μm的小坑

涂布均匀度差，压光效果较差，纸面有大量小坑

样品

芬兰铜版纸（100g/m2）

英国铸涂卡（300g/m2）

气刀一次涂布铜版纸（120g/m2)

气刀一次涂布铜版卡（120g/m2)

别克平

滑度/s

1052

35

1105

214

9

12

28

191

本特生粗糙度

/(mL/min)

PPS/

μm

1.44

1.01

2.60

4.15

网点清

晰等级

2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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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测试方法对后续工序的实际指导意义

空气泄漏法至1927年的B ek k平滑度发明以来，历

经多年发展，随着测试压力、测量头精度、流量传感器、

自动控制等软硬件技术日臻完善，测试数据越来越精

确。PP S粗糙度仪因设计原理及设备精度等因素，测试

结果与印刷的相关性最强。为了全面评价最具代表性

的三种空气泄漏法仪器的测试结果与印刷效果的相关

性，天津造纸研究院做了相关研究，结果如表1，同时也

分析了三种不同粗糙度仪的测试结果与印刷效果的相

关性，结果如表2。

对表1结果分析如下：（1）PPS对4种平滑特性的纸

样均可测出与印刷效果一致的结果；（2）本特生粗糙度

仪对纸样的反映效果也基本一致，但对2、3纸样仍存在

一定程度的失真反映；（3）平滑度仪只对1、4纸样得出

一致的结果；（4）平滑度仪对第2种样失真是因为压力

太小；（5）平滑度仪对第3种样失真是因为探测头环面

积过大。

多年的研究工作发现，各种粗糙度在纸板的实际

测试中有各自的侧重点。I G T公司提出的水迹法及印

刷法均偏重于水性墨的印刷。空气泄漏法中，B e k k平

滑度因压力较小，测量环面积较大，适合较粗糙纸面

的测试，PP S粗糙度侧重于微观表面粗糙度的测试，

Bendt son粗糙度测试速度较快，但是测试结果精确度

不够理想，数据飘忽不定。按测量头结构及测试原理

来分，几种方法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理解为：光

学法→PPS→Bendtson→Bekk。但这一顺序也不是绝

对的，光学法的测试范围较广，范围可以从微观到宏

观，考量纸面宏观情况时空气泄漏法又相对微观了。

Opt iTopo利用三维数据处理，比较好地反映纸面的凹

凸情况，测试范围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但一般用于宏观

图15  Kheops灰度图

图16  Optitopo OSD曲线图

图17  1#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表2  不同平滑（粗糙）度测定结果与印刷网点清晰性的

相关性

序号

1

2

3

测定方法

PPS

本特生粗糙度

别克平滑度

涂布

印刷纸

0.79

0.63

-0.34

涂布印刷

纸板

0.72

0.62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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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测试。Kheop s是利用低角度光产生阴影的原理

来测试表面的凹凸情况，同时还可以利用垂直光测试墨

斑。也可以说，Bekk平滑度和Bendt son粗糙度比较适

合测试比较粗糙的未涂布原纸，而PPS适合测试比较平

滑的涂布纸板；光学法比较适合测试纸面宏观表面粗糙

度，而宏观表面粗糙度与金银卡覆膜效果及印刷发花有

较好的相关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纸品包装行

业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保障印刷效果现如今只能是纸品

包装行业最基本的要求。除了精美印刷外，轻量化、覆

膜、镀膜等工艺已逐渐成为纸板包装行业的常见工序。

轻量化要求纸板有高的松厚度，而高松厚度纸板的宏观

表面粗糙度普遍较难控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高松

厚度纸板的Bekk平滑度、Bendtson粗糙度和PPS粗糙

度结果相当好，预测会有较好的印刷效果，实际印刷结

果也如此，但是金银卡覆膜的效果却很不好。纸板上的

那些肉眼可见的较细微的凸起和凹坑，特别是高松厚度

纸板，虽然不影响印刷，却十分严重地影响纸板覆膜效

果。覆合在纸面上的金膜、银膜、彩膜、镭射膜等各种亮

膜会像放大镜一样，将纸板上那些细微的虽肉眼可见的

但可以忽略的凸起或凹坑缺陷放大得一览无遗。

分析原因，PPS粗糙度仪测试时模拟实际印刷，压

力大（标准为980k Pa），而测试高松厚纸板时因其松厚

度高，可压缩性大，探头与纸面接触紧密，所以PP S数

值很小。当纸板进行覆膜加工时，高亮度膜覆合在纸面

上不仅没有填平纸面的凸起和凹坑，反而随凸起和凹坑

起伏，形成更大的凸起和凹坑，从而扮演了缺陷放大器

的角色。小缺陷经高亮膜放大器的多次折射反光之后

非常醒目地凸显出来。虽然B e k k平滑度仪的压力较小

（100k P a），但是100k P a的压力对于高松厚纸板仍然

是较大压力，同时由于其探测头的环面积比较大，探头

与纸面接触更为紧密，外界空气难于泄漏进去。虽然测

试结果很好，但覆膜效果却很差。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B ek k平滑度与纸板的宏观表面粗糙度（或叫表面平整

性）关系也不大。有时高松厚纸板的Bekk数值可能很高

（可达到4000s以上），但是表面平整性却不好，金银卡

覆膜的效果也很差，覆膜后整个纸面呈现出许多闪光

的小凹坑。综合分析可知，要测试表面宏观粗糙度差的

高松厚度纸板的覆膜性能时，空气泄漏法、印刷法均不

适合，必须采用与纸面无接触的光学法测定。

大量测试研究数据表明O p t i T o p o测试仪和

Kheops测试仪的测试结果都能良好地反映纸面的宏观

表面粗糙度，与金银卡覆合效果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能

准确地考核高松厚纸板的亮膜、金银膜的覆合性能，同

图19  3#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图20  4#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图21  5#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图22  6#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图23  7#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图18  2#样的纸面粗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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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对纸板的宏观表面粗糙度管控提供测试的依据和

手段。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金银卡覆合效果分为5等，

效果最好的为1，最差的为5。结合客户需求，当效果达

到3时，客户普遍可接受。

为了考察几种不同粗糙度测试结果与金银卡覆膜

效果的相关性，我们选取了1#～7#表面粗糙度不同的

纸板试样，用不同的方法测试粗糙度并覆金银卡膜，

然后测评各纸板的覆膜效果，结果如表3所示。表3

中，OptiTopo选用2～8nm波长区间的OSD进行区分；

Kheops选用4～8nm波长区间数值进行区分。图16表示

的是7种纸样的OptiTopo OSD，图17～图23是Kheops

测试仪拍摄的纸面粗糙情况，结果列于表3。

2#、3#、6#为高松厚度纸板，表面宏观粗糙度大小

为：2#＞3#＞6#。从表3可知，B ek k平滑度最好的3#纸

样，金银卡覆膜效果只有4，明显不相符。Be nd t s o n粗

糙度的结果无规律，与覆膜效果也不相符。PPS粗糙度

的测试结果也与覆膜效果不相符，6#纸样覆膜效果最

好，但是PPS却大于3#纸样。光学法OptiTopo OSD与

Kheops的测试结果均与覆合等级一致。

1#、4#、5#、7#为普通松厚度纸板，宏观表面粗糙

度的大小为：1#＞4#＞5#＞7#。几个纸样中，7#纸样的

Bekk平滑度是最小的，但是覆合效果却是最好的，1#、

4#、5#的测试结果也与覆膜效果不相符。Bend t s on粗

糙度的情况与Bek k度相似。PPS粗糙度的测试结果中

7#纸样的最大，但是覆膜效果最好；1#、4#、5#的测试

结果与覆膜效果相符。为什么7#样如此反常呢？究其原

因，7#纸样的表面凹坑细而密，因此PPS的测试结果较

大，符合纸面微观情况，但是这些凹坑比较均匀并且小

而浅，并不影响覆膜效果。OptiTopo OSD与Kheops

的测试结果与覆膜效果相关性就要好得多，覆膜效果

与宏观表面粗糙度的大小顺序一致。

测试结果表明，对于高松厚度纸板，空气泄漏法不

适用于宏观表面粗糙度的测试。对于普通松厚度纸板，

PPS粗糙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必须结合纸面的实际

情况。光学法是比较适合纸面宏观表面粗糙度的测试

的。本文使用的两种光学法测试仪来自不同厂家，软件

及分析程序也不同，但是测试结果却都与金银卡覆合

效果有良好的一致性，进一步说明光学法更适合于宏

观表面粗糙度的测试。进行金银卡覆膜效果预测时，建

议采用光学法。

3  结束语

本文综述了不同粗糙度仪的测试原理与适用范围，

使用几种常用的测试方法测试并探讨了这些方法的测试

结果对纸板覆膜效果的相关关系。结论是空气泄漏法等

带有压力的测试方法比较适用于印刷性能的测试，而对

覆合金银卡效果的测定，光学法更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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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粗糙（平滑）度测定结果与金银卡覆膜效果的相关性

纸样

名称

1#纸样

2#纸样

3#纸样

4#纸样

5#纸样

6#纸样

7#纸样

特征

普通松厚度纸板，表面有较大可视凹凸

高松厚度，表面有较大可视凹凸

高松厚度纸板，表面有大小不一可视凹凸

普通松厚度纸板，表面可视稀疏凹坑

普通松厚度纸板，表面较平整

高松厚度纸板，表面凹坑较小较少

普通松厚度纸板，表面可视较平整

定量/

(g/m2)

350

325

325

350

350

275

350

883

2725

3587

753

1633

1855

105

Bekk

平滑度/s

59

15

39

48

48

31

8

Bendtson粗糙

度/(ml/min)

17.5

13.6

12.8

13.0

12.1

9.3

8.5

Kheops

粗糙度

5

4

4

4

3

2

1

金银卡

覆合等级

0.95

0.89

0.80 

0.88

0.82

0.89

0.96

PPS粗糙

度/μm

OptiTopo

ODS/mm

2.7

2.02

1.84

1.78

1.8

1.6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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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聚乙烯醇（PVA）/纳米微纤丝（NFC）涂布对砂

纸原纸防油性能及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PVA浓度

5%涂布的砂纸原纸各项性能均弱于PVA10%浓度的涂布纸。

5%PVA涂布（涂布量为2.61g/m2）时，随着NFC用量增加，其防

油性能得到了相应提高，但其防油等级均在6以下；10%PVA涂

聚乙烯醇/纳米微纤丝涂布增强砂纸原纸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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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polyvinyl alcohol/nanofibrillated cellulose coating
⊙ WANG Xi-yun1, XIA Xin-xing1, GUO Da-liang2, TONG Shu-hua2, HUA Fei-guo2, CHEN Jie2, MENG Yu2 
(1.Silk Institute,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co-dyeing＆Finishing of 
Textil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Zhejiang 
Jincha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Quzhou 324000, Zhejiang, China)

研究开发  R & D

王希运 女士

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纳米纤维

素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TS727+.3; TS758+.1; TS7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6-0014-06

布（涂布量为8.27g/m2）时，其涂布后砂纸原纸防油等级均

在12左右。在PVA浓度为5%时，涂布纸的拉伸强度比砂纸原

纸的提高了约100%；在相同5%NFC的添加量下，10%PVA涂布

纸的拉伸强度比5%的提高了约67.37%。随着NFC添加量的增

加，纸张的耐折度随之提升。当NFC的添加量在合适范围内，

纸张的撕裂度也随NFC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

关键词：聚乙烯醇；纳米微纤丝；涂布；砂纸原纸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as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polyvinyl 
alcohol ( PVA ) / nanofibrillated cellulose( NFC ) coating on the 
oil-proofing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brasive base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PVA concentration of 10% contribute more to 
the paper properties than 5% PVA concentration. In detail, when 
5% PVA is applied (the coating weight is 2.61g/m2), its oil-proof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FC dosage, but its 
oil-proof grade is below 6. When 10% PVA is applied ( the coating 
weight is 8.27g/m2), the oil-proof grade is as high as about 12. 
With 5% PVA concentration,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coated paper 
is about 100% higher than that of abrasive base paper. With the 
same 5% NFC addition, the coated paper of 10% PVA is increased 
by about 67.37% compared with 5% PVA. The folding endurance 
of paper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FC addition. 
Paper tearing strength can also increase with the added amount of 
NFC if the added amount of NFC is within the proper range.
Key words: polyvinyl alcohol(PVA); nanofibrillated cellulose
(NFC); coating; abrasive bas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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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纸原纸除了要求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性能外，

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耐水性、防油性等性能。传统的耐

水砂纸原纸因为原纸的防油性能不足，导致植砂时涂

胶胶液大量渗入纸内，造成粘砂不牢，影响磨削性能。

因此，砂纸原纸必须具有较高的耐水性和耐油性[1,2]。

近几年，纸张绿色防油技术的研究开发成为了热点，其

中，很多研究人员采用合适涂料通过涂布的方式使纸

张达到相应的防油等级。

本文以砂纸原纸为涂布基材，采用聚乙烯醇

（PVA）/纳米微纤丝（NFC）复合涂料进行涂布，并对

涂布后的砂纸原纸进行防油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分析，以

期提高砂纸原纸质量性能。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采用的砂纸原纸取自

浙江金昌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其

定量为60g/m2。聚乙烯醇为工业级

1799，纳米微纤丝固含量为1.1%。

1.2 纳米微纤丝的表征实验

纳米微纤丝（N F C）的表面

形貌采用S-48 0 0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进行分析。

1. 3 聚乙烯醇/纳米微纤丝复合涂料

制备实验

PVA/NFC复合涂料的制备实验

在恒温水浴锅中进行。先取一定量的

NFC添加到100m l的烧杯中，再添加

一定量的蒸馏水，搅拌充分，再放入超

声波清洗器在90H z下分散15m i n。在

分散好的NFC溶液中加入一定量PVA

固体颗粒。在60℃下润胀30min，超声

波分散15m i n，在90～95℃下充分溶

解，将溶解后的复合试剂再超声波分

散15min，静置脱泡，备用。

1.4 聚乙烯醇/纳米微纤丝涂布实验

PVA/NFC涂布实验采用瑞士杰恩尔 zehntner公

司2AA 2300手工涂布机进行。将制备好的PVA/NFC

复合涂料以手工棒式涂布的方式进行涂布。在涂布过

程中，只进行单向涂布。经涂布后的纸张先在50℃的烘

箱内干燥20m i n，再放置恒温恒湿试验箱（相对湿度：

50%；温度：25℃）24h，然后，进行防油性能和力学性

能测试。

1.5 涂布纸的防油性能测试

Oil Kit Test是美国纸浆与造纸工业技术协会制

定的一个国际方法，用于反映纸张或纸板对油脂、油

或者石蜡的抵抗性[3]。按照一定的比例，将蓖麻油、甲

图1  纳米微纤丝的SEM图

图2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防油性能影响（5%P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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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和正庚烷三种物质，配制12种滴定液。将滴定液从 

13m m的高度轻轻地释放液滴到待测纸品上，开始计

时。15s后用干净的棉花球轻轻擦去纸上的油液。若油

液渗透到纸张内部使纸张滴油部分变暗，表明这张纸

的抗油性能没有达到这种油滴代表的防油等级。再选

取下一等级油滴在一个未经测试的区域继续测试，直

到某一等级油滴不产生渗透这一现象，这个等级即是被

测纸品的抗油脂值。

1.6 纸张的拉伸强度测试

纸张的拉伸强度采用KSM-bx5450S T双向拉伸

仪进行分析。检测条件为：涂布纸宽度为40mm，长度为

100mm，滑块重量为10N。

2  结果与讨论

2.1 纳米微纤丝表征

图1是纳米微纤丝的SEM图。由图可知，纳米微纤

丝形成了一定的网络结构，分布均匀，并且在溶液中有

着良好的分散性。若将其加入纸浆

中，其与纸浆纤维能够紧密结合，从而

使纸张的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

提高。所以在浆内添加纳米微纤丝，

主要是为了增加纸张的强度[4～7]。当纳

米微纤丝运用于涂料时，其表面羟基

通过氢键结合形成二维网络结构，提

高纸张表面致密性，因此，涂布纸的

表面强度及防油性能得到改善[8]。

2 . 2 PVA/N F C配比对砂纸原纸防油

性能的影响

图5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防油等级的影响（10%PVA） 图6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拉伸强度的影响（5%PVA）

图3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防油等级的影响（5%PVA）

图4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防油性能的影响（10%P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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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10%降低到1%，涂布后砂纸原纸吸附油渍的颜色

逐渐增加，可见随着NFC用量增加，复合涂料涂布后防

油性能逐渐提高。另外，图4与图2对比可见，10%PVA浓

度涂布的纸张防油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图5为PVA浓度10%时，N FC添加量对涂布砂纸

原纸防油等级的影响。由图5可见，P VA浓度10%的

条件下，所有纸张防油等级都达到12级左右，说明在

10%PVA条件下，NFC添加量对纸张防油等级影响减

小。究其原因，PVA分子结构中富含羟基，可以与植物

纤维形成良好结合[12]。所以，即使在NFC添加量相同的

情况下，PVA浓度高的涂布纸的防油性能更好。

因此，随着NFC用量增加，复合涂料涂布后防油性

能逐渐提高。另外，随着PVA浓度增加，防油性能显著

提高。

有研究表明，NFC可以单独或者与聚合物混合使

用作为阻隔材料，如与PVA混合使用，NFC也可以在纤

维素水解后作为一个阻隔性压板层的基础纸层[9]。图2

为PVA浓度5%时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防油性能影响

实物图。可见，随着NFC添加量从10%降低到0，砂纸原

纸吸附油渍的面积和颜色逐渐增加；随着NFC用量的

增加，其防油性能逐渐提升。

图3为P VA浓度5%时，N FC添加量对涂布砂纸

原纸防油等级的影响（涂布量为2.61g/m2）。由图3可

见，PVA浓度为5%的情况下，原纸的防油等级不到1

级，N FC添加量为5%的涂布砂纸原纸的防油等级为

4，而10%NFC添加量的涂布纸的防油等级为5。由此可

知，添加了NFC对纸张的防油性能有一定的提高，并且

NFC的添加量越高，其防油性能越好。这是因为PVA/

NFC复合涂料，随着NFC添加量的增

加会增强涂层网络结构，从而增加涂

布纸的密度，因此提高纸张的防油性

能[10，11]。另外，NFC分子上含有大量

羟基，而羟基是亲水基团，所以添加

了NFC能起到一定的防油性，而且其

添加量越高，防油性能越好。

图4为PVA浓度10%时NFC添加

量对砂纸原纸防油性能影响的实物图

（涂布量为8.27g/m2）。由图4可见，

当PVA浓度为10%时，随着NFC添加 图7  10%PVA涂布液分散性能

图8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拉伸强度的影响（10%PVA） 图9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耐折度的影响（5%P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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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VA/NFC配比对砂纸原纸拉伸强度的影响

图6为PVA浓度5%时，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拉伸

强度的影响。由图6可见，NFC添加量从0增加到10%，砂

纸原纸的拉伸强度有明显提高。NFC添加量0时，拉伸

应力只有26.00MPa，而NFC的添加量为5%时，拉伸强

度为52.00MPa，提高了100%。主要是因为NFC表面丰

富的羟基和羧基与纸张表面羟基形成大量的氢键，提高

了纤维之间的作用力，从而提高了纸张的拉伸强度[13]。

NFC与PVA产生氢键结合，形成致密的网状薄膜，从而

提高纸张的拉伸强度[14,15]。

图7为PVA浓度10%时，NFC添加量对涂布液分散

性影响的实物图。由图7可见，随着NFC添加量从1%提

高到10%，涂布液呈现的小颗粒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推

断，随着N FC用量的增加，复合涂料的分散性逐渐降

低。

图8为PVA浓度10%时，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拉

伸强度的影响。由图8可见，NFC添加量为1%时，涂布

纸的拉伸强度为65.58M P a，5%时为87.03M P a，而在

10%时则减少至47.69M P a。究其原因，在10%PVA涂

布时，其黏度已经达到较大值，适当的添加N FC能起

到增强纤维结合力的作用。当添加量达到5%时，出现轻

微NFC分散不均现象，当NFC添加量10%时，出现显著

NFC团聚，无法在纸张表面形成均匀的薄膜，从而影响

纸张强度。由图6、图8对比可见，在相同5%NFC的添加

量下，10%PVA的涂布纸比5%的提高了约67.37%。

2 . 4 聚乙烯醇/纳米微纤丝配比对砂纸原纸耐折度的

影响

图9为PVA浓度5%时，NFC添加量对涂布砂纸原

纸耐折度的影响。纸张的耐折度主要受纤维自身的强

度、柔韧性、纤维长度以及纤维的结合力的影响[16]。由

图9可知，原纸的耐折度为1032次，而NFC的添加量达

到10%时，涂布纸的耐折度比原纸增加了261次。图10为

PVA浓度10%时，NFC添加量对涂布砂纸原纸耐折度

的影响。由图10可知，随着NFC用量增加纸张的耐折度

也逐渐上升。在NFC的添加量为1%时，纸张的耐折度为

1476，而添加量为10%时，耐折度达到2291。

由图9、图10可见，纸张的耐折度与NFC的添加量

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涂布纸的耐折度是随着NFC添

加量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引起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随着NFC的添加量逐渐增加，使得砂纸原纸纤维的结

合力得到了提升。

2.5 PVA/NFC配比对砂纸原纸撕裂度的影响

图11为PVA浓度5%时，N 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图12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撕裂度的影响（10%PVA）

图11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撕裂度的影响（5%PVA）

图10  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耐折度的影响（10%P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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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度的影响。由图11可见，原纸撕裂度为960m N。

N FC添加量为5%时，涂布纸的撕裂度达到最大值，为

1200mN。而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撕裂度逐渐下降。

图12为PVA浓度10%时，NFC添加量对砂纸原纸撕裂

度的影响。由图12可见，撕裂度随着NFC添加量的增加

而增加。涂布纸的撕裂度出现增大的原因在于NFC的

表面含有大量的羟基，它会与纸面上裸露的纤维形成氢

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纤维间的结合力[17]。

因此，N FC可以一定程度提高砂纸原纸的撕裂

度。

3  结论

随着NFC添加量增加，砂纸原纸的防油性能逐渐

提高。PVA浓度为5%时（涂布量为2.61g/m2），原纸的

防油等级不到1级，NFC添加量10%时防油等级为5。在

PVA浓度为10%的条件下（涂布量为8.27g/m2），所有

纸张的防油等级均为12级左右。

P VA浓度为5%时，涂布后纸张的拉伸强度随着

NFC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当NFC添加量为5%时，其

拉伸强度比砂纸原纸提高了100%。但随着NFC添加量

进一步增加，其拉伸强度的上升趋势明显减缓，这是因

为NFC在溶液中的分散性逐步变差。当PVA浓度为10%

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N FC添加量对纸张的耐折度有着积极的作用。

PVA浓度为5%时，随着NFC的添加量增加，涂布纸的

耐折度比砂纸原纸增加了261次。在10%PVA涂布的砂

纸原纸上，当NFC的添加量为10%时，涂布纸的耐折度

比砂纸原纸提高了54.9%。

砂纸原纸的撕裂度也与复合涂料中的NFC添加量

有关，NFC可以一定程度提高砂纸原纸的撕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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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物可降解壳聚糖作为乳化剂，充分利用其亲水

基团氨基和疏水基团乙酰基的双亲乳化功能，发挥壳聚糖的

自乳化功能，提高SAE苯丙乳液的抗水性能，降低传统乳化

剂对环境的污染。本实验采用种子乳液聚合，制备出SAE乳

液。将得到的乳液与不同分子量、不同脱乙酰度(DD,)壳聚糖

醋酸水溶液搅拌，通过乳液应用效果来分析判断壳聚糖对

乳液抗水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壳聚糖乳化后的SAE乳液的

抗水性能均优于未添加壳聚糖乳化的SAE乳液。脱乙酰度在

70%的壳聚糖，显示出优异的抗水性能；分子量200000处的

壳聚糖乳化的SAE乳液Cobb值较原SAE显著降低。结果表明：

壳聚糖分子量越高，脱乙酰度越低，越能够改善原SAE乳液

的抗水性能。

关键词：壳聚糖；脱乙酰度；分子量；抗水性能

壳聚糖乳化SAE苯丙乳液及其抗水性能的研究
⊙ 江霜霜  景宜* (南京林业大学轻工科学与食品学院，南京 210037)

A study on styrene-acrylic emulsion emulsified by chitosan 
and its water-resistant performance
⊙ JIANG Shuang-shuang, JING Yi*
 (Department of Light Industry and Food,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Biodegradable chitosan was used as an emulsifi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mphiphilic emulsification function of 
both its hydrophilic groups (amino groups) and the hydrophobic 
groups (acetyl groups), with the purpose to fully exert the self-
emulsif ication function an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superior to the t raditional emulsif iers. The SAE 
emulsion was ach ieved by the method of seed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SAE latex which were emulsified by chitosan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s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deacetylation 
(DD, Deacetylation) were also studied. It’s proved that with a 
lower degree of deacetylation of chitosan, the emulsification 
effect would be greater. When the degree of deacetylation arrived 
at 70%, the SAE latex showed excellent water resistant ability. 
At the same degree of deacetylation, with a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of chitosan , the value of cobb would be even less. The 
chitosan with a molecular weight of 200,000 had an excellent 
sizing performan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water-resistant 
performance of SAE can be improved with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of chitosan and lower degree of deacetylation.
Key words: chitosan; degree of deacetylation; molecular weight; 
water-resista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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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SAE表

面涂布剂具有合成工艺简单、制得聚

合物黏度低、产物涂布应用方便的

优点，是当前具有相当优势的聚合

物表面涂布剂。目前造纸工业所用的

SA E乳液聚合合成中主要采用合成

有机表面活性剂。乳液聚合方法及

聚合产物由于含有表面活性剂和引

发剂分解产物，且很难除去，影响到

产品的稳定性能和应用效果[1～4]。目

前热点主要集中在复配型乳化剂和

反应型乳化剂等的研究上。可持续、

环境友好的天然生物乳化剂如两性

蛋白质、多糖、生物表面活性剂等在

食品、化妆品、洗涤剂和个人护理品

等方面取代了合成化学乳化剂，在形

成水包油乳液合成过程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

壳聚糖是一种天然高分子聚合

物，具有可生物降解性、优良的成

膜性能和抗菌性能。其结构特殊在

于C2-N H2，由于其容易被质子化

成为-NH3
+，使壳聚糖带正电。具

有质子化氨基的壳聚糖对纸张纤维

具有显著的亲和性，以及优良的成

膜性能，使其在造纸上得到了广泛

应用。壳聚糖是甲壳素的脱乙酰化

产物,分子上含有大量的亲水基团

氨基和疏水基团乙酰基,是一种理

想的表面活性剂。壳聚糖作为乳化

剂在食品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

如S chu l z P.C等研究发现所有的

壳聚糖均能形成稳定的乳化液，壳

聚糖的脱乙酰度是影响乳化效果的

关键因素,壳聚糖脱乙酰度越高，乳

化效果越好[5]。DelBlanco L.F.和

Rod r i g ue z M.S.等研究发现：壳

聚糖乳化后的乳状液黏度和稳定性

与壳聚糖溶液的浓度密切相关[6]。

Vi lma Speiciene等研究了壳聚糖

与其他乳化复配对乳液分散滴尺

寸、乳状液的稳定性、表观黏度、微

观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复配乳

化剂能使乳液形成絮凝的小滴网络

结构，分散滴尺寸降低、黏度升高，

稳定性增加[7]。陈学帅、王慧丽研究

了以壳聚糖作为乳化剂制备AKD乳

液的可行性，研究发现：以壳聚糖与

阳离子淀粉联合乳化制得了AKD乳

液，当壳聚糖用量为2.0％，阳离子

淀粉用量为7.5％时，制得AKD乳液

粒径小且均匀，乳液的稳定性及涂

布性能良好[8]。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不同脱乙酰

度与分子量壳聚糖对SAE乳液的涂

布效果，并比较分析了添加与未添

加壳聚糖乳化SAE乳液涂布效果的

差异。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壳聚糖，脱乙酰度70.0 %～

95.0%，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苯乙烯（含量>99.0%），永华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丙烯酸丁酯，含量

>98.0%，永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乳化剂OP-10，上海久亿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

基硫醇（含量98%），过硫酸钾（含

量>98%），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

公司；氨水（w%）=25%～28%，南京

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氢氧化钠，

分析纯，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

司。

1. 2 SA E乳液的合成和壳聚糖乳化

SAE

1.2.1 SAE合成

采用种子乳液聚合法合成苯丙

微乳液。

首先将种子乳液的乳化剂OP-

10，适量的N-羟甲基丙烯酰胺以

及蒸馏水加入到配有冷凝装置、温

度计和氮气（用作保护气体）的烧

瓶中，以搅拌速度410r/m i n在45℃

下搅拌5m i n。再取适当体积的单

体如：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均用

N a OH碱洗3～5次后用蒸馏水洗

涤），十二烷基硫醇于三口烧瓶内搅

拌约45m i n；把剩余的乳化剂、N-

羟甲基丙烯酰胺以及一定量的蒸馏

水加入另一个四口烧瓶中，在温度

78℃下以410r/min搅拌5min，其他

单体以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和十二

烷基硫醇的滴加顺序加入到烧瓶中

混合45m i n左右，均匀混合后转移

到恒压漏斗中备用。

经过搅拌45m i n后，将种子乳

液升温至反应温度(78℃)，同时下

调转速至190r/m i n，加入四分之一

的2%(浓度)的过硫酸铵溶液，反应

30m i n（反应初期即现蓝光）。剩余

的引发剂溶液以及预乳化阶段的混

合液分别使用恒压漏斗一同滴加到

种子乳液烧瓶中，控制滴加时间在

2.5h左右，并在该温度下继续反应

1.5h，随后升温至保温温度（88℃）

并保温1h。保温时间到后，将制备

的SA E乳液降温至60℃，加入适当

氨水调节pH至7.0左右，最后用300

目滤布过滤出料。

1.2.2 壳聚糖乳化及纸张表面涂布

设定油水比例为1∶13，配制适

量壳聚糖水溶液作为水相，将制得

的SA E乳液迅速倒于壳聚糖溶液

中，用MS-B(25)高剪切分散均质乳

化机在10000r/m i n的转速下乳化

3min，冷却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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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壳聚糖乳化后的SAE乳液进

行涂布。利用K303多功能辊式涂布

机进行涂布，涂布量为4.0g/m2。纸

张涂布度按照GB/T 460—2008的

液体渗透法测定。

1.3 SEM电子显微镜测试

裁切适当尺寸的待测纸样，

用导电双面胶贴于样品台上，抽真

空喷金后置于测试腔内，采用F E I 

Quanta 200环境扫描电镜在15kV

加速电压下对纸样待测面进行扫描

并拍照，以此观察纸张表面的纤维

分布情况和涂层覆盖情况。

1.4 表面特性研究

1.4.1 接触角测试

将蒸馏水分散液滴到涂布后

的纸张表面。采用光学接触角仪

（T200-Auto 3 Plus，德国）来测

定涂布后的纸张对水的亲水疏水效

果，注射液体为水，注射体积4μL，

每个样品选取2～3个区域进行测

试，结果取平均值。

1.4.2 应用实验

用滴管取一定量的红色墨水，

滴加6滴于涂布后的纸张表面，并记

录0m in，10m i n时的纸张表面吸水

情况。

2  分析与讨论

表面涂布的作用是改善纸张的

表面性能，同时改善其物理性能，

如强度，耐破度等。它主要是某一组

分在纸张的表面形成一层连续性的

膜，这层膜在经过干燥后可以有效

阻止液体的渗透，从而使纸张获得

良好的抗水性能。表面施胶依据原

理不同，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种机理：

静电吸附，成膜以及共价键结合。壳

聚糖乙酸水溶液带正电荷，与SA E

乳液混合后带正电，与带负电的纸

张纤维吸附或与纸张纤维形成共价

键，疏水基向外排列在纸张表面形

成疏水膜，表现出涂布性[9～12]。

2 .1 不同脱乙酰度的壳聚糖对SA E

乳液抗水性能的影响

在壳聚糖分子量相同的情况

下，随着其脱乙酰度的增加，乳化后

的乳液Cobb值由16.16g/m2增加到

17.8g/m2。由于70%脱乙酰化度壳

聚糖分子中存在较多的晶体结构，

因此，分子刚性较强，吸水性也较

低[13]。但是随着脱乙酰度的增加，氨

基亲水能力增强，导致涂布后纸张

抗水能力减弱。同时，低脱乙酰度增

稠作用较高脱乙酰度壳聚糖更强，

减少壳聚糖渗透进入纸张内部，在

表面发挥其优良的成膜性，提高涂

布效果。

2 .2 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对SAE乳

图1  不同脱乙酰度的壳聚糖对SAE

乳液抗水性能的影响

图2  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对SAE乳

液抗水性能的影响 图3  SEM图

液抗水性能的影响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相同脱乙

酰度下，随着壳聚糖分子量从50000

增加到200000，Cobb值持续减小，

由17g/m2减小到13.43g/m2，而未

加壳聚糖乳化的SA E乳液Cob b值

为23.69g/m2。壳聚糖相对分子量

对成膜性和膜的性质影响非常突

出，分子量越高，膜的通透性越弱；

分子量越小，晶形结构减少，分子间

缠结减弱，使得分子柔顺性较好，同

时膜的通透性也较好。分子量影响

其溶液的流变性，分子量越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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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溶液流动性变差，乳液的流

动性也较差，减少壳聚糖在纸面的

渗透[12]。随着壳聚糖相对分子量的

降低，SA E乳液流动性增强，在对

纸张进行表面涂布之后，使用分子

量比较低壳聚糖的乳液液滴更加容

易通过纸张表面的空隙，渗透到纸

张的内部，降低乳液在纸张表面的

成膜性，导致纸张表面抗水性能减

弱。

2. 3 SEM电子显微镜观察涂层表面

及显微镜分析

图3的S EM图像显示，与原纸

相比，经过SA E以及壳聚糖乳化后

的SAE表面涂布处理后纸的表面变

得更光滑。经过涂布后的纸张，纤维

被SA E乳液包裹，有效地阻碍了纤

维上的亲水基团与水进行接触，大

大增强了纸张的抗水性能。涂布使

纸张具备一定程度的耐水性，这同

时也能提高纸张的印刷适应性。从

图3⑶中可以看出壳聚糖形成的涂层

更加致密。

在图4中光学显微镜下可以明

显看到，壳聚糖乳化后的SA E乳液

粒径较小，更易于形成致密的表面。

这更加直观地显示出经壳聚糖乳化

后的SAE乳液能够改善涂布表面的

抗水性能。

2.4 接触角实验

原纸，未添加壳聚糖的SAE处

理，用壳聚糖处理后纸张的接触角

图像如图5所示。从图5可以看出，

水滴刚接触到纸张的表面时，未

经过涂布的原纸接触角（82.94°，

8 8.3 7°）略低于S A E涂布纸张

（95.75°，106.19°），与添加壳聚

糖的SAE乳液涂布后的纸张的接触

角（111.76°，110.22°）相差16°。 图6  水滴实验结果

图4  原纸SAE与壳聚糖乳化后的SAE

图5  接触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壳聚糖乳化后的

SAE涂布后的纸张水滴并未铺开，

接触角基本无明显变化，但是未涂

布纸张上的水滴迅速铺开，并且接

触角很快降低至最小值0°，原SA E

涂布后纸张上的水滴接触角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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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ft paper[J]. Polym Int, 2011,60:963-

969

[6]Schulz PC, Rodriguez MS, Del Blanco LF. 

Emulsification properties of chitosan[J].

colloid Polym Sci, 1998,276:1159-1165.

[7]V i l m a s, Fa b i e n G. T h e e f f e c t o f 

chitosan on the properties of emulsion 

stabilized by proteins[J]. Food Chemistry, 

2007,102:1048-1054.

[8]陈学帅.壳聚糖乳化AK D乳液及其性能的

研究[A].中国造纸学会.中国造纸学会第

十七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国造纸学

会,2016:5.

[9]蒋挺大,编.甲壳素[M].北京：化学工业出

版社,2003:34.

[10]邵伟.壳聚糖的物化性质及基础应用研

究[D].东华大学,2007.

[11]王军,杨许召,乳化与微乳化技术[M].化

学工业出版社.

[12]王伟,徐德时,李素清,等.聚电解质-壳

聚糖浓溶液在流变学性质研究[J].高分

子学报,1994,3:328-333.

[13]邵伟.壳聚糖的物化性质及基础应用研

究[D].东华大学,2007.

两者之间。SA E及壳聚糖乳化后的

SA E涂布后的纸张，水滴与纸张表

面的接触角均大于90°，但壳聚糖乳

化后的乳液涂布后的纸张接触角更

大，可以看出壳聚糖乳化后的乳液

纸张的抗水性能较好，本实验制备

的乳液对于纸张涂布具有较好的效

果。

2.5 水滴实验

从图6的对比实验中可以明显

看出，在刚滴加水滴到纸张上时，

可以明显看出较快渗透进入纸张内

部，经过10min左右可以明显看出壳

聚糖乳化后的SAE乳液涂布后的纸

张的抗水性能最好。

3  结论

3 .1 分子量相同的情况下，脱乙酰

度越小，壳聚糖乳化后SA E乳液的

抗水性能越好。

3 . 2 在脱乙酰度相同的情况下，壳

聚糖的乳液抗水性能随分子量的增

加而增加。

3 . 3 分子量越高，脱乙酰度越低的

壳聚糖乳化后的SA E，涂布抗水效

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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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神经网络PID

在曝气池溶解氧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 叶凤英  胡慕伊*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37)

Application of fuzzy neural network PID 
in dissolved oxygen control system of aeration tank
⊙ YE Feng-ying, HU Mu-yi*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摘 要：对于造纸污水处理中的曝气池控制系统，由于溶解

氧浓度控制存在着大滞后，非线性以及波动大，难以确定数

学模型等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模糊神经网络PID控制溶解氧浓

度。利用MATLAB对算法进行仿真，结果表明，该控制器鲁棒

性好，超调量小，响应迅速。

关键词：溶解氧浓度；曝气池；模糊神经网络P I D控制；

MATLAB仿真

Abstract: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for the aeration control 
system in eff luent treatment, such as hysteresis of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control, non-linearity and large fluctuation, 
and difficulty to determine mathematical models. Fuzzy neural 
network PID control was put forward here to help control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and MATLAB wa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ler has 
good control effect, small overshoot and quick responses.
Key words: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aeration tank; PID 
control of fuzzy neural network; MATLAB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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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法被用来处理制浆造纸废水，已成为造

纸废水二级处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曝气池作为活性污泥

流程的重要单元，作用是通过得到足够的溶解氧（DO）

使得存在于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降解有机物，从而使

污水得到净化[1]。

DO浓度控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首先在曝气池中

发生的生化反应过程具有复杂性，是一个大时滞，非线

性的过程；其次对于曝气量的控制也极为重要；最后是

由于曝气池中生物系统的复杂性，使得无法准确地得到

数学模型来描述。对于常规PI D控制方案，无法达到良

好的DO浓度控制要求。相关研究者提出过采用模型预

测控制曝气池的DO浓度[2]、利用CMAC神经网络结合

PID反馈控制来控制DO浓度、通过MIMO-LSSVM污

图1  曝气池测控系统示意图

水处理在线软测量模型预测出水参数值并结合模糊神

经网络来控制DO浓度[3]等。在取长补短的情况下，针对

DO浓度存在模型对象无法确定的问题，本文提出模糊

神经网络PID控制算法对DO浓度进行控制。

1  曝气池控制系统原理及数学模型

1.1 曝气池DO浓度控制

曝气池是活性污泥流程的主要设施。在曝气池中

D O浓度的控制对处理过程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当

DO浓度低于正常值时，会导致好氧菌的活性变低；而

DO浓度高于正常值时，整个系统的能耗将升高并伴随

絮体分散的后果，最终造成二沉池固液分离难以进行。

曝气池DO浓度控制如图1所示，其中风机作为气

源给曝气池供气，供气管路上安装有气体流量计检测流

量并进行控制以维持空气流量的稳定。在曝气池的前

后分别安装DO检测仪，其中进水口的检测仪用来显示

DO量和温度，出水口用来对曝气量进行控制。

1.2 DO浓度控制数学模型[5]

由D O浓度物料平衡原理可知：D O浓度变化率

=DO进入率-DO输出率+O2产生率-DO损耗率，根据

该等式来构造系统的动态模型。

 

                                      (1)

式中，Q—空气通过量；V—曝气池体积；y (t )—

DO浓度；yin(t)—DO进入浓度；ysat(t)—饱和状态下DO

浓度；KLa(u(t))—O2转换函数，K—DO响应常数。

由于K La(u (t))的大小和空气流量变化为非线性关

系，将其设为一个常数Kmax，则（1）式变为：

 (2)

对（2）式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得：

                                      (3)

化简，得：

                (4)

假设（yin-yout）/V=U,Kmax+K t=K,故G（S）=U/

(S+K)可看作一阶惯性单元。隔膜电极法常被用来测量

图2  曝气池溶解氧浓度控制系统结构

图3  模糊神经网络PID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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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浓度，根据DO仪的测定原理及电化学方程式有：

                 (5)

式中，DOnt：第t时DO浓度；DOst：第t时样本中DO

浓度；r∞：真实OUR；a：DO电极反应速率系数；从而能

够看出，DO检验过程具有非线性特点。

对于该滞后，用ε表示，结合公式（4）、（5），得到

近似曝气过程的仿真模型（6），结合文献[5]内容，得到

U=15.24，K=0.0157，ε=40。

                           (6)

由于不同的处理过程中，参数是在不断变化的，所

以控制系统需要良好的鲁棒性，才能够适应发生变化

的数学模型。

2  曝气控制系统FNN-Fuzzy-PID设计

2.1 曝气池DO浓度控制系统

对于曝气池DO控制过程中一直存在滞后以及非线

性情况，设计出FNN-Fuzzy-PID控制器，如图2所示。

根据测量所得到的DO浓度通过反馈与设定DO值进行

比较，控制器对鼓风机发出加大或减小风量的指令，整

个控制系统进行闭环控制。

2.2 模糊神经网络PID控制器的设计

模糊神经网络PID的设计分为两个部分：模糊PID

控制器的设计和神经网络算法对参数的修正。这个控制

器的主体是模糊控制，从模糊控制得到输入输出的样本

集送往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改变隶

属度函数的中心值和宽度。在训练结束后，神经网络成

功记忆了模糊规则，当出现类似的输入时具有联想记忆

功能[6]。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第一部分，模糊PID控制的本质是在常规PID控制

的基础上，通过模糊理论建立比例因子K p、积分因子

K i、微分因子K d与系统偏差e与偏差变化率e c之间的关

系[7]：

                (7)

               (8)

其过程是：当系统出现偏差时，将偏差与偏差变化

率转化为模糊变量，通过建立的模糊规则选择合适的

输出，经解模糊后，送往PID控制器，此时PID控制的三

个参数得到修正，修正后的比例、积分、微分对系统进

行控制，直到无偏差。控制原理如图4所示。

其中D O浓度偏差e和D O浓度偏差变化率e c作

为控制器的输入，△K p,△K i,△K d为控制器的输

出。由于在纸厂废水处理过程中，曝气池D O浓度

一般保持在1～2m g/ l [9 ]，故偏差e与偏差变化率e c

的基本论域设为[-2,2 ]，量化论域均为{-3,-2,-

1,0,1,2,3}。△K p,△K i,△K d的量化论域分别是

{-0.3,-0.2,-0.1,0,0.1,0.2,0.3},{-0.06,-0.04,-

0.02,0,0.02,0.04,0.06},{-3,-2,-1,0,1,2,3},△K p

图4  FUZZY-PID控制器原理图

表1  模糊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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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论域为 [- 0 . 6 , 0 . 6 ]，△K i的基本论域为

[-0.6,0.6]，△K d的基本论域为[-3,3]，因此，可以计

算出量化因子K e=1.5，K e c=1.5，比例因子K p=0.2、

Ki=1、Kd=1。

模糊控制规则作为模糊控制器的核心，其设计主

要依靠人们对系统的定性分析，通过推理分析、综合和

整理得出偏差与偏差变化率和PID三个参数间的关系。

得到模糊PID控制规则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偏差e与偏差变化率e d的模糊

子集均为7个，共有49条模糊规则，采用Mamd a n i推

理，并采用加权平均法对结果进行精确化，其中加权系

数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的训练学习进行自我调整。

第二部分，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是通过BP算法实

表2  输入、输出对应的模糊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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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BP算法训练流程图 

图6  离线训练

图7  网络的误差曲线

现的。将表1设计的每一个模糊控制规则转化成一个输

入输出对，也就是一个样本数据，这样就能得到49个样

本数据。在这个样本中输入输出是经过模糊化后所得

的模糊矢量，所得的模糊矢量如表2所示。

假设，当e对应NS，ec对应NM时，对应模糊规则表

输出Kp,K i,Kd分别对应为PM,ZO,PS,则这个样本表示

为：

x=[0,0.5,1,0.5,0,0,0,0.5,1,0.5,0,0,0]T  

y=[0,0,0,0,0.5,1,0.5,0,0,0.5,1,0.5,0,0,0,0,0

,0,0.5,1,0.5,0]T

将上面的49模糊规则经过该形式转化后,所得的

样本数据送往BP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其训练流程如

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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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中的输入层、输出层及隐含层的个数由输

入输出对的维数来确定，经过多次训练后，得到的网络

模型的最佳权值和阈值中包含了模糊控制规则。整个训

练过程是在MATLAB中实现的。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clear;

clc;

pConvert=importdata(‘Train_data.dat’);//

网络训练样本

P=pConvert’;

tConvert=importdata(‘test_data.dat’);//训

练样本的目标矩阵

T=tConvert’;

net=newff(minmax(P),[37,21],{'tansig','logsi

g'},'traingdx');

n e t.t r a i n Pa r am.ep o che s=1000;//迭代次数

1000

net.t ra i nParam.goa l=0.001;//训练目标误差

0.001

net=train(net,P,T);

Y=sim(net,P);//训练值在每一点上的误差

for i=1:49

       x(i)=norm(Y(:,i));

end

pause 

plot(1:49,x)

在训练过程中，可以在MATLAB的图形界面上直

观地看到训练的整个过程，其离线训练图和误差曲线

图如图6、图7所示。

训练结束后，此时建立的网络被存放在MATLAB

的Wo r k s p a c e中，为了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应用到

图9  阶跃干扰下的三种控制方案的仿真图 图10  模型失配时各种控制方案的仿真图

图8  FNN-Fuzzy-PID控制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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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 ink中，MATLAB提供了一个gensim()函数，该

函数可以生成相应的仿真模块。gensim(net,st)为函数

的格式，其中net就是要模块化的网络，st为采样时间，

一般设为-1。以上就完成了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器的设

计，并将该网络在Simulink中构建仿真模块。

3  仿真结果

首先建立好仿真模型，根据推导出的传递函数作

为仿真对象，利用MATLAB中的Simulink工具搭建仿

真模型，FNN-Fuzzy-PID控制器如图8所示。

3.1 阶跃干扰下的仿真结果

建立好仿真模型后，分别给模糊神经网络PID控制

系统、模糊PID控制系统和常规PID控制系统一个单位

阶跃信号。待系统稳定后，在t=1500s处给控制系统加

入一个向下的阶跃干扰，最终的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

通过图9中的输出曲线可以看出，这三种控制方案

中，模糊神经网络PI D算法的控制效果最好，其调节时

间更短，超调量更小，响应的速度更快，说明模糊神经

网络PI D控制具有更强的自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其

各项指标参数如表3所示。

3.2 模型失配的仿真结果

在实际的曝气系统中，被控对象因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导致其模型是实时变化的。所以，要求控制系

统能够根据模型的变化来调整其控制参数，保证系统

的稳定性。在仿真模型中为了模拟实际控制系统的非线

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主控制对象数学模型中的时

间常数、时延以及开环增益。在此，将系统的开环增益

扩大20%，利用上面建立好的模型进行仿真，得到不同

控制策略下的系统输出曲线，如图10所示。

从图10可以看出，当被控对象的模型发生变化时，

三种控制方案的输出曲线都相对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常

规P I D控制的输出曲线很明显出现振荡，但是，模糊神

经网络P I D控制的输出曲线变化不明显。这说明，当模

表3  阶跃信号下各种控制方法的性能指标

稳态误差

0

0

0

上升时间 

/s

150

150

170

41

25

6

超调量 

/%
控制算法

常规PID

模糊PID

模糊神经PID

800

600

550

调节时间 

/s

型发生失配时，FNN-Fu z z y-PID控制器能够快速反

应干扰，并迅速稳定系统，能够达到生产要求的控制精

度。

4  结语

曝气池D O浓度控制是一个非线性，且实时变化

的过程，本研究在常规P I D控制基础上结合模糊神经

网络，设计出模糊神经网络P I D控制器对DO浓度进行

控制。并在Simu l i n k中分别对阶跃响应和模型失配两

者情况下进行系统控制仿真，从仿真的输出曲线可以看

出，模糊神经网络控制效果优于常规PI D，它的响应时

间要远短于常规P I D，并且反应曲线的超调量很小，系

统总体运行稳定性强。在未来的造纸废水过程当中，具

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根据MATLAB仿真结果，表明该

方案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系统控制具有很强鲁

棒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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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废纸浆为原料，探讨了木聚糖酶处理温度、时间、

浆浓和酶用量对纸浆纤维及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木聚糖酶处理的较佳工艺条件为：温度70℃、时间1.5h、浆

浓10%、酶用量75mg/l。在此条件下废纸浆的强度性能为：耐

破指数2.18kPa.m2/g，耐折度23次，环压强度指数10.32N.m/g，

木聚糖酶处理改善废纸浆强度性能的研究 
⊙ 刘姗姗1,2,3*  贺会利2  张强2  张辉3  丁明其1  廖昌吕1  程正柏1 

(1.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平湖 314214；2.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林产

化工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353；3.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37)

A study on physical property improvement of recycled pulp 
through xylanase treatment
⊙ LIU Shan-shan1,2,3*, HE Hui-li2, ZHANG Qiang2, ZHANG Hui3, DING Ming-qi1, LIAO Chang-lyu1, CHENG Zheng-bai1

(1.Zhejiang Jingxing Paper Co., Ltd., Pinghu 314214, Zhejiang,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based Material and 
Green Papermaking,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250353, China; 3.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分别比初始浆料提高17.84%、27.78%和17.67%。对酶处理前

后的微观结构进行了分析表征（SEM、FT I R、X-RD），发现酶

处理后纤维表面细纤维化和孔洞化程度加强、纤维的羟基含

量增加、纤维结晶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

关键词：废纸浆；木聚糖酶；强度性能

Abstract: XTaking recycled pulp as raw materials,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time, pulp concentration and enzyme dosage in 
xylanase treatment on pulp fiber and paper strength performance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tter 
conditions for xylanase treatment are: temperature 70℃, time 1.5h, 
slurry concentration 10%, and enzyme dosage 75mg/l.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pulp’s tensile index is reached to 2.18 kPa·m2/
g, folding resistance 23 times, and ring crush index 10.32n·m/g, 
increased by 17.84%, 27.78% and 17.67%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untreated pulp. The micro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enzyme 
treatment was analyzed and characterized with SEM, FTIR, X-rd, 
and it’s found that the fiber surface is strengthened in fibrillation 
and porosity, the hydroxyl content in fiber is increased, and the 
fiber crystallization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enzyme treatment.
Key words: recycled pulp; xylanase; phys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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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包装材料的需求量显著增加。

箱纸板作为包装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轻便、牢

固、便于装卸和运输等特点，广泛用于各类中高档商品

的包装中[1]。同时，由于造纸纤维具有易回收和易降解

的特点，可以达到节约资源和改善环境的目的，符合我

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

然而，废纸浆纤维经过多次重复回收利用后，纤维

品质逐渐降低。与一次纤维相比，废纸浆纤维的强度显

著降低，这主要源于纤维长度受到损伤、细小纤维含量

较多、纤维角质化程度加重、纤维间结合力降低，这些

缺点均导致了纤维成纸强度的降低[3]。此外，废纸浆纤

维表面油墨粒子和填料的使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氢键结合，导致纸张强度下降[4]。因此，改善废纸浆纤

维的成纸强度是提高箱纸板质量和应用价值的基础。

目前，改善纸浆成纸强度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法、

化学法和生物法[5]。其中，物理法是通过机械打浆实现

纤维的分丝帚化和细纤维化，从而改善纤维间的结合

力，实现纸张强度的增加[6]；化学法是通过在纸浆中添

加如阳离子淀粉、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等增强剂来强化

纤维间的结合力[7,8]；生物法是通过微生物或酶在纤维

上的刻蚀作用，达到修饰纤维表面结构，增加纤维间结

合力的目的[9,10]。比较而言，生物法处理具有设备投资

小、生产兼容性好和环境污染低等优势，因此受到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青睐[11～13]。例如：B e g等人选用木聚糖酶

处理桉木硫酸盐浆时发现纤维润胀程度显著增加，且

细胞壁上形成了大量孔洞，从而改善了纤维素和木素的

可及度[14]。杨桂花等在混合速生杨P-RC APMP磨浆

前进行木聚糖酶预处理，在降低磨浆能耗的同时，可实

现纸浆的白度提高1.7%～1.9%I S O，裂断长提高2%～

18%，撕裂指数提高8%～11%，耐破度提高3%～27%，耐

折度提高50%[15]。

因此，本研究采用木聚糖酶对废纸浆进行处理，

通过比较酶处理前后纸浆成纸物理强度的变化情况来

评价木聚糖酶的处理效果，并采用微观结构表征等手

段揭示酶处理前后物料的结构特性。本研究结果可为

改善废纸浆强度性能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仪器和试剂

实验选用的废纸浆料由浙江景兴纸业有限公司提

供，取自其牛皮箱纸板生产线。

酶处理过程在电热恒温水浴锅（HH-21-4，常州

诺基仪器有限公司）中进行。

木聚糖酶（BLX-14168）由巴克曼公司提供。其他

试剂均购自化学品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酶处理过程

取废纸浆30g（绝干浆计）放入聚乙烯密封袋中，

用去离子水稀释后放入恒温水浴锅中预热至设定温度，

然后加入木聚糖酶。处理过程中每15min搓揉一次以保

证纤维与酶混合均匀。处理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洗涤、收

集浆料，储存在自封袋中，测定水分，备用。

1.2.2 纸张抄造

准确称取3.14g（定量为100g/m2）浆料并稀释

后在纤维解离机中解离5000r，然后采用凯赛法抄片器

（RK-3A，奥地利）进行抄纸，在95℃的温度下烘干

5min。将烘干后的纸张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平衡24h，

备用。

1.3 实验检测

1.3.1 纸张强度性能检测

耐破度采用耐破度仪（B SM-1600B，杭州轻通

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按照GB/T 454-2002进

行测试，耐折度采用电子式纸张耐折度测定仪（ZZD-

025C，长春市纸张试验机厂）按照GB/T 457-2008

进行测试，环压强度采用环压强度测定仪（10 0 -

230VAC，荷兰The TMI Group of Compan ie s 

Buchel B.V.）按照GB/T 2679.8-1995进行测试。

1.3.2 SEM形貌观察

将纤维均匀分散开、烘干，取少量纤维放在导

电胶带上进行喷金，然后采用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Regu lu s8220，日本）观察纤维交织情况和表面形态

变化并进行拍照。扫描时加速电压为5.0kV。

1.3.3 FTIR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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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平整的浆料采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I R 

P r e s t i g e-21，日本岛津公司）进行测试，分辨率为

4cm-1，扫描速度32次/s，测量范围4000～500cm-1。

1.3.4 X-RD分析

选取平整的浆料放在载玻片上采用X射线衍射

仪（D8-DVANCE，德国布鲁克公司）测定纤维素的

结晶度。采用自动单色器滤波，λ=15.4×10-2n m，管

压40kV；扫描范围2θ：10°～40°；步进扫描，步宽：

0.1°；测试时间3s。

2  结果与讨论

2.1 木聚糖酶处理条件对浆料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

2.1.1 温度

温度是酶处理过程的重要参数，酶在适宜温度下

表现出较强的酶活性能和酶解效率。因此，基于木聚

糖酶的适宜温度进行扩展，固定酶用量500m g/l、处

理时间2h、浆浓5%，测试了在50～80℃下废纸浆成纸

强度的变化规律。结果如图1所示，随酶处理温度的升

高，耐破指数、耐折度和环压指数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在70℃时三个强度指标均达到较优值，分别为

2.13k P a.m2/g、20次和8.9N.m/g。可知，在70℃时该

木聚糖酶的活性较强，处理效果较好，因此确定70℃为

较佳温度。

2.1.2 时间

时间是酶处理过程的另一重要参数，适宜的处理

时间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

实现节能增效的目的。因此，固定酶用量500m g/l、温

度70℃、浆浓5%，处理时间范围为0.5～6h。结果如图

2所示，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成纸强度指标呈现先快

速增加然后保持稳定的规律，1.5h处是两个变化阶段

的转折点。在处理时间0.5～1.5h之间时，各种强度指

标增加幅度较大，与处理0.5h时纸张的强度性能相比，

图3  木聚糖酶处理浆浓对浆料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图1  木聚糖酶处理温度对浆料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

图2  木聚糖酶处理时间对浆料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

研究开发 R & D

图4  木聚糖酶用量对浆料成纸强度性能的影响

33
Mar., 2019  Vol.40,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处理1.5h时耐破指数、环压指数和耐折度分别提高了

8.03%、28.85%和21.05%。继续延长酶处理时间，三种

强度指标变化均不明显。基于强度提升速度和生产效

率，选择1.5h为较佳处理时间。

2.1.3 浆浓

浆浓大小与生产过程中的水耗量和酶的分散吸附

效果有直接关系。本部分固定酶用量500m g/l、温度

70℃、处理时间1.5h，变化浆浓范围为5%～20%。结果

如图3所示，随着浆浓的逐渐升高，耐破指数、环压指数

和耐折度均呈现先逐渐升高后逐渐降低的趋势。三种强

度指标均在浆浓10%时达到最大值，分别为2.21k P a.

m2/g、8.31N.m/g和23次。因此，从生产成本和工艺操

作考虑，选择10%为较佳浆浓。

2.1.4 酶用量

木聚糖酶的用量直接关系到生产过程中增加的

酶的成本，本部分固定温度70℃、处理时间1.5h、浆浓

10%，酶用量变化范围为25～500m g/l。结果如图4所

图5  对照样SEM图

图6  处理样SEM图

图7  木聚糖酶处理前后废纸浆的红外图谱

示，随着酶用量的增加，耐破指数、环压指数和耐折度

均呈现先逐渐升高，然后趋于稳定的趋势。其中，酶用

量75mg/l为转折点，因此选定该用量为较佳酶用量。

2.2 较优酶处理工艺的再现性

对单因素优化得到木聚糖酶处理工艺条件进行再

现性测试，对比处理前后废纸浆强度性能的变化情况。

结果如表1所示，经过木聚糖酶处理后，废纸浆成纸的

强度性能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中耐折度增幅最

大，达到27.78%，耐破指数和环压指数增幅均为17%左

右。

2.3 SEM形貌观察

图5和图6分别为木聚糖酶处理前后废纸浆纤维的

扫描电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对照样纤维表面结构较

为完整，纤维结合紧密。经过酶处理的废纸浆纤维表

研究开发  R & D

注：增长率=（A1-A 0）/A0，其中A0指对照样的强度，A1指处理样的强

度。

表1  木聚糖酶处理后浆料成纸的强度性能

耐破指数/(kPa.m2/g)

耐折度/次

环压指数/(N.m/g)

指标 对照样

1.85

18

8.77

17.84

27.78

17.67

增长率

/%

2.18

23

10.32

处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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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较多凹陷，出现分丝帚化现象，纤维表面出现许多

碎片，这主要是由木聚糖酶降解溶出半纤维素组分所

致。纤维细纤维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纤维间结合力的增

加。

2.4 FTIR谱图分析

图7为木聚糖酶处理前后废纸浆的红外图谱。从图

中可以看出，木聚糖酶处理后浆料纤维的红外光谱图

在3340～3350cm-1处-OH吸收带、-OH伸缩振动处的

吸收增强，在1112～1113cm-1处-OH吸收带的吸收也有

所增强，表明经过木聚糖酶处理的纸浆纤维中羟基显

著增加。在1420cm-1、1510cm-1和1600cm-1处苯环骨架

伸缩振动吸收峰的变化不大，说明木聚糖酶处理并没有

改变木素的基本结构。

2.5 X-RD分析

图8为木聚糖酶处理前后废纸浆的X-R D图谱，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结晶面的2θ值均为22.5°，无定

型区的2θ值均为18°。S e g a l结晶度分别为62.98%和

61.04%，表明木聚糖酶处理未引起纤维结晶结构的显

著变化。

3  结论

3 .1 木聚糖酶处理可有效提高废纸浆的成纸强度。较

佳的处理工艺为：温度70℃、时间1.5h、浆浓10%、酶用

量75m g/l。此条件下处理得到的废纸浆强度分别比初

始浆料提高17.84%、27.78%和17.67%。

3 . 2 微观分析表明,经木聚糖酶处理后纤维表面细纤

维化和结合位点增加，纤维的羟基含量增加。这有利于

图8  木聚糖酶处理前后废纸浆的X-RD图谱

[收稿日期:2018-10-26]

纤维间结合力的增强，但酶处理过程并未导致纤维的结

晶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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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微观形貌的酸水解纤维素应用于造纸，造纸性

能会发生改变。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不同形貌的酸水解纤维

素，采用国标方法测试纸张的性能。结果表明：酸水解纤维素

对纸张具有增强作用，其中棒状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的耐破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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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撕裂强度、抗张强度的增强作用最大，球状酸水解纤

维素对纸张的增强作用次之，无规则大块状酸水解纤维素的

增强作用最小。

关键词：酸水解纤维素；微观形貌；纸张性能

Abstract: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with different microscopic 
appearances can change paper properties. In this paper, different 
microscopic appearances of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were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he paper property 
was test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has an enhanced effect on paper 
properties, in which rod-like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breaking strength, tear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the spherical acid hydrolyzed cellulose is the second, and 
the irregular large-sized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is the least.
Key words: acid-hydrolyzed cellulose; microscopic appearance; 
paper property

中图分类号：TS71+2; TK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06-0036-04

孟卿君 女士

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纤维素基功能材料及印刷适

性。

Effect of acid hydrolyzed cellulose with different micromorphology 
on paper properties
⊙ MENG Qing-jun1*, GUO Da-liang2, CHEN Yan-xin1

(1.College of Bioresources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Light Chemist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Shaanx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apermarking 
Technology and Specialty Paper,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2.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研究开发  R & D

36
第40卷第6期 2019年3月



在酸性环境下，纤维素在H+的催化作用下，会发生

β-1，4-糖苷键的断裂，从而纤维素大分子断裂，发生

多相水解反应，纤维素水解后分子结构不变，聚合度降

低[1]，所得产物即为酸水解纤维素。纤维素经酸水解处

理后，聚合度明显降低，再经干燥、粉碎等后处理可获

得功能化纤维素产品[2,3]，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4]制革

工业[5]、医药工业[6,7]、复合材料工业[8～10]等。酸水解纤维

素经过干燥处理后，其微观形貌会发生改变，而纤维素

微观形貌发生改变可以赋予其更多特性。本课题将不

同干燥方法制备的酸水解纤维素应用于造纸中，摸索

不同形貌酸水解纤维素与纸张强度性能之间的关系规

律，为改善纸张强度性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漂白阔叶木浆板，造纸企业提供；

浓硫酸，分析纯，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试剂厂。

1.2 实验设备

L D4-2A型低速离心机，北京众益中和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JY99-I I DN型超声波细胞破碎机，上海净

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PD-1A-50型真空冷冻干燥机，

上海比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BPZ-6050LC型真空干

燥箱，上海和呈仪器制造有限公司；SD-BASIC型喷雾

干燥器，英国LABPLANT公司。

1.3 样品制备

称取一定量粉碎后的漂白阔叶木浆板，放入烧杯

中，按照酸浆比为10m l/g加入浓度为61%的硫酸，然后

在温度为45℃的水浴条件下反应20m i n，待到反应结

束时，用去离子水稀释以使反应停止，得到白色均匀悬

浮液。将此悬浮液用离心机离心水洗，每次倒掉上层清

液，保留下层固状物继续加水清洗离心，离心清洗3～4

遍后，使最终得到的乳液pH在4～5之间时停止离心，将

此白色乳液放入透析袋（截留分子量8000～14000）中，

用蒸馏水透析数天至pH值不变。透析后的悬浮液用超

声波振荡处理，为避免酸水解纤维素因过热而聚集，超

声处理最好在低温水浴中进行。超声波振荡器在40%的

输出下处理15min。将超声处理好的酸水解纤维素水相

悬浮液均分为五份，进行不同干燥方法的干燥处理。

将五份酸水解纤维素分别采用五种不同的干燥方

式干燥，即真空105℃干燥、冷冻干燥和喷雾干燥（进口

温度140℃、160℃、180℃）。将样品干燥到恒重，分别取

部分样品进行形貌表征，其余样品应用于纸张抄造。

抄纸原料为漂白阔叶木浆。本实验确定的纸张定

量是80g/m2，则由含水量为76.94%的浆料抄纸所需的

湿浆为10.9974g。加入一定量的水稀释至一定的浆浓

后，加入1%（相对于绝干浆）的酸水解纤维素干燥后的

样品，用纸浆疏解器疏解，疏解完成后用纸样抄取器进

行纸页的抄造与烘干。

1.4 形貌表征

采用捷克TESCAN生产的VEGA 3 SBH型扫描电

子显微镜（SEM）表征实验产物表面形貌。实验前喷金。

1.5 纸张强度性能表征

采用GB/T 454-1989方法，用DC-NPYS1200型

耐破测定仪，测试纸张耐破指数，表征纸张耐破强度；

采用GB/T 455.1-1989方法，用60-2600-PROTEAR

型撕裂度测定仪，测试纸张撕裂指数，表征纸张撕裂强

度；采用GB/T 453-1989方法，用062型抗张强度仪，

测试纸张抗张指数，表征纸张抗张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酸水解纤维素微观形貌的表征

由图1可以看出，纤维素经酸水解后，再由喷雾干

燥器干燥后呈球形，这是由于样品进入喷雾干燥器中

形成雾滴，之后在高温作用下，其表面水分被蒸发，从

而雾滴表面形成不透气的硬壳，硬壳内部的液体继续

蒸发，壳层将被吹大，最终形成球形。而用喷雾干燥器

干燥的样品，进口温度不同也会对其形貌及大小有所

影响。由图1(a)、图1(b)、图1(c)、图1(d)、图1(e)、图1(f)所

示，140℃进口温度干燥后的样品呈球形，尺寸相对较

大，部分样品出现团聚现象；160℃进口温度干燥后的

样品为空心球体或变形球体，表面出现明显孔洞，样品

尺寸相对较大，样品团聚现象较明显。180℃进口温度

干燥后的样品呈球体，样品尺寸相对较小，个别样品出

现团聚现象。由图1(g)可以看出，在高倍数下看到的冷

冻干燥样品呈棒状，这是由于冷冻干燥器的作用是使样

品冷冻成固体状态，在低温、高压作用下，使样品中的

冰升华，脱离出样品，从而干燥样品，所以物料的原有

结构和形状受到最小程度的破坏及改变，故酸水解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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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的结构和形状基本不变。由图1(h)可以看出，真空

干燥使酸水解纤维素完全絮聚成团，呈无规则大块形

状，表面光滑但较多破裂。

2.2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耐破强度的影响

将不同微观形貌的酸水解纤维素加入到纸张后，

由表1和图2可知，纸张的耐破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表征纸张的耐破强度有所提高。其中，无规则大

块状酸水解纤维素加入后纸张耐破强度增长幅度最

小为14.43%；棒状酸水解纤维素的增强幅度最大，为

46.19%；球状酸水解纤维素增强幅度居中，比较不同进

口温度所得喷雾干燥样品应用后纸张的耐破指数，发现

随着喷雾干燥进口温度的升高，将其应用于纸张中，所

得纸张的耐破强度变化并不明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3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撕裂强度的影响

将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加入到纸张后，由表

2和图3可知，纸张的撕裂指数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

征纸张撕裂指数均有改善。其中，无规则大块状酸水解

纤维素加入后，纸张撕裂强度增长幅度最小，为7.56%；

棒状酸水解纤维素增强幅度最大，为26.64%；球状酸水

解纤维素增强幅度居中，比较不同进口温度所得喷雾干

燥样品的撕裂指数，发现温度越高，撕裂强度越大。

2.4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抗张强度的影响

将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加入到纸张后，由

表3和图4可知，纸张的抗张指数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表征纸张抗张强度均有增强。其中，无规则大块状

酸水解纤维素加入后纸张抗张强度增长幅度最小，为

12.00%；棒状酸水解纤维素增强幅度最大，为43.31%；

球状酸水解纤维素增强幅度居中，比较不同进口温度所

表1　纸张耐破指数

原纸

冷冻干燥

喷雾干燥(140℃)

喷雾干燥(160℃)

喷雾干燥(180℃)

真空干燥

耐破指数/(kPa.m2/g） 

2.113

3.089

2.775

2.790

2.804

2.418

表2  纸张撕裂指数

原纸

冷冻干燥

喷雾干燥 (140℃)

喷雾干燥 (160℃)

喷雾干燥 (180℃)

真空干燥

撕裂指数(mN.m2/g)

7.224

9.221

8.434

8.573

8.667

7.770

图1  不同干燥温度干燥后的样品SEM图

(a)进口温度140℃喷雾干燥样品(×5k)；(b)进口温度140℃喷雾干燥样品(×10k)；(c)进口温度160℃喷雾干燥样品(×5k)；(d)进口温度160℃喷雾干燥样品

(×10k)；(e)进口温度180℃喷雾干燥样品(×5k)；(f)进口温度180℃喷雾干燥样品(×10k)；(g)冷冻干燥样品(×10k)；(h)真空干燥样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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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纸张抗张指数

原纸

冷冻干燥

喷雾干燥 (140℃)

喷雾干燥 (160℃)

喷雾干燥 (180℃)

真空干燥

抗张指数(N.m/g)

29.167

41.800

37.667

38.034

38.417

32.667

图4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2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耐破指数的影响

图3  不同微观形貌酸水解纤维素对撕裂强度的影响

得喷雾干燥样品的抗张指数，发现温度越高，抗张强度

越大，但强度改变并不明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  结论

随着酸水解纤维素微观形貌的改变，其对纸张的

增强作用也发生改变。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将不同

形貌酸水解纤维素作为造纸助剂加入到纸张后，纸张强

度性能均得到了明显的增大，其增强程度为：无规则大

块状酸水解纤维素＜球状酸水解纤维素＜棒状酸水解

纤维素，棒状酸水解纤维素的增强效果最好。棒状酸水

解纤维素对纸张强度性能的改善更具有优势，球状酸水

解纤维素对纸张强度性能的影响次之，而无规则大块状

酸水解纤维素对纸张强度性能的改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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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丙烯酰胺、丙烯酸为原

料，以过硫酸铵和亚硫酸氢钠为引发剂合成了两性聚丙烯酰

胺增强剂，并对纸张的增强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单

体配比（Am/DADMAC）（质量比）在2.28最宜；引发剂浓度在

0.2%左右；反应温度在60℃左右；反应时间在2.0～2.5h之

内；合成的两性聚丙酰胺的分子量可达50万。当浆内添加量为

0.3%时，对纸张有明显的增强效果。

关键词：两性聚丙烯酰胺；增强剂；溶液聚合；分子量

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合成及其增强性能研究
⊙ 肖光1  陈夫山1  宋晓明1,2* 

(1.青岛科技大学，山东青岛 266422；2.山东晨鸣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寿光 262700)

A study on synthesis of amphoteric polyacrylamide and its application
⊙ XIAO Guang1, CHEN Fu-shan1, SONG Xiao-ming1,2*

 (1.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422, Shandong, China; 2.Shandong Chenming 
Paper Group Co.,Ltd., Shouguang 2627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Amphoteric polyacrylamide was synthesized using 
diall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acrylamide and acrylic acid 
as raw materials, ammonium persulfate and sodium bisulfite as 
initiator, with which physical strength performance of paper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synthesis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ratio of monomer (Am/DADMAC) 2.26, the 
initiator concentration 0.2%, reaction temperature around 60 ℃, 
reaction time  2.0h.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polyacrylamide could reach up to 500000, which is added in 
pulp slurry as strengthening agent with the dosage of 0.3%, the 
best strengthening effect can be obtained.
Key words: amphoteric polyacrylamide; strengthening agent; 
solution polymerization; molecula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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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禁止混合废纸进口，废纸总进口量大

幅减少，而2018年废纸进口政策持续趋紧，废纸审批量

及进口量进一步下降。废纸在中国造纸行业占据的比例

达到60%以上，由于废纸浆是二次回用纤维，纤维强度

有所下降，因此对增强剂的需求就多了起来。造纸湿部

化学下的增干强剂，主要分为：天然类聚合物（淀粉及

其改性物、壳聚糖及其改性物、植物胶等）；合成类聚合

物（聚丙烯酰胺、乙二醛聚丙烯酰胺等）[1]。其中应用最

广的是分子链上同时带有正、负电荷的两性聚丙烯酰

□基金项目：山东省青年基金项目（ZR2017QB002)），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2018GGX104003、2018CXGC1001），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

(2018M632638)。

研究开发  R & D

肖光 先生

工程硕士；研究方向：化学工程与工艺。

40
第40卷第6期 2019年3月



为80g/m2的手抄片。将湿纸页在0.4M P a压力下，压榨

1min，然后在纸样干燥器中干燥5min。

1.6 纸张物理性能检测

纸张抄片后经恒温恒湿室放置24h平衡水分，进

行物理性能测试[5]，测试项目采用国家标准：撕裂指数

(GB/T455-2002)、抗张强度(GB/T2678.4-1994)、耐

破指数(GB/T454-2002)。

2  结果与讨论

2.1 两性聚丙烯酰胺红外分析

由图1可看出，在3395c m-1、3100c m-1处有较强的

双峰，这是N-H的伸缩振动峰，在1675cm-1对应于羧基

的特征吸收峰。1636c m-1处的吸收峰是酰胺基的振动

吸收特征峰。而2930c m-1的吸收峰是聚丙烯酰胺的亚

甲基中C-H的伸缩振动。位于1425c m-1的吸收峰对应

于DADMAC中N+的弯曲振动，961cm-1对应的是C-N

的伸缩振动峰。而位于1122c m-1、989c m-1的吸收峰则

是C-O的伸缩振动引起的[6]，由此说明三个单体均参与

了聚合反应。

2.2 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2.2.1 单体浓度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在单体配比为定值的条件下，研究单体总浓度对两

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增加单

体的浓度,会使制得的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增大，这

是因为有更多的单体被引发，通过链增长实现了分子量

的增加，继续增加单体浓度，分子量会继续上升，但是

也会造成合成的聚合物黏度过高而使传质传热出现困

难，从而导致单体聚合受到影响，另外成本也会随之增

胺，因为其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耐溶剂性、耐盐性、耐

酸碱性，另外还具有吸附性能，能够在含有负电荷的纤

维表面以及含有正电荷的助留剂表面吸附。因此两性聚

丙烯酰胺广泛应用于水处理、石油化工、制浆造纸、纺

织印染、皮革复鞣及生物医疗等领域[2]。

纤维素分子中的羟基是纤维素纤维形成氢键的主

要影响因素。纤维内部的羟基能形成氢键结合的大约只

有0.5％～2%这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羟基是存在于结

晶区以及非结晶区。聚丙烯酰胺及其共聚物[3,4]加入可

以提高纤维和增强剂之间的结合而提高强度，其氢键作

用强于纤维素纤维之间的氢键。本实验采用溶液聚合

的方法合成两性聚丙烯酰胺，用于纸张浆内增强。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设备

丙烯酰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亚硫酸氢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二

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工业品，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丙烯酸：分析纯，天津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过硫酸铵：分析纯，天津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氢氧化

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ZT6-00纸样抄片器：中通恒泰装备有限公司；抗

张强度仪：SE062，Lorentzen&Wetter公司。

1.2 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合成

称取一定量的丙烯酰胺、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

丙烯酸加入到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升温至

34℃，然后加入引发剂过硫酸铵与亚硫酸氢钠，搅拌均

匀，升温至一定温度反应，待反应充分后，降温，加入氢

氧化钠调节样品pH值。

1.3 产物红外分析

采用TENSOR27红外光谱仪检测经过提纯的样

品，分析单体是否成功聚合。

1.4 分子量测定

本实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聚丙烯酰胺

特性黏数测定方法GB1200.5.1-89为执行标准，采用

一点法来测定聚丙烯酰胺特性黏数。

1.5 抄片实验

称取一定质量的浆料，按照1.5%的浓度疏解

30000r。然后加入一定量的两性聚丙烯酰胺，抄取定量 图1  两性聚丙烯酰胺的FTIR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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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此本实验中选择了20.6%的单体浓度。

2.2.2 单体配比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固定丙烯酸以及单体浓度，改变丙烯酰胺与阳离

子单体的比例，研究其对最终分子量的影响，见图3。随

着丙烯酰胺单体含量的不断提高，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分

子量在逐渐增大。当单体配比在2.28左右时，两性聚丙

烯酰胺分子分子量达到最大值，继续增加丙烯酰胺在

单体中的配比，会引起体系黏度过高，阻止丙烯酰胺与

其它单体以及丙烯酰胺自身的碰撞，分子量很难继续升

高。当丙烯酰胺量过多时，分子量反而下降，因此一般

控制单体配比（Am/DADMAC）（质量）在2.28最宜。

2.2.3 引发剂用量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氧化还原引发体系，引发剂的作用主要

是产生自由基，然后自由基会与单体发生碰撞，引发单

体进行聚合反应，随着引发剂浓度的增加，产生的自由

基的数目增加，因此能够引发单体进行聚合，分子量也

逐渐升高。当超过一定量之后，引发剂又会相互碰撞，

导致两个自由基结合而终止反应，因此本实验中最佳的

引发剂浓度为0.2%，合成的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分子量

最高，可以达到50万以上，见图4。

2.2.4 反应温度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温度升高，一般反应速度及反应效率都会随之增

加，温度过低，难以引发单体进行聚合反应，且分子的活

跃程度不高，没有进行充分的碰撞。温度升高，当充分

引发后，聚合物的分子量也随之增加。当温度过高时，

分子热运动加剧，又会使自由基之间相互碰撞而发生歧

化反应，导致自由基反应终止。因此，最佳的反应温度为

60℃，得到的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分子量最高，见图5。

2.2.5 反应时间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反应时间也是影响聚丙烯酰胺单体聚合程度因素

之一。当反应时间过短时，由于单体没有充分进行反应，

分子量自然比较低。当达到一定时间之后，单体已基本

转化，再增加反应时间，分子量不会明显改变，见图6。

2.3 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增强性能

图7～图9是聚丙烯酰胺对纸张增强效果的影响，

纸张增强选用了合成条件最佳的两性聚丙烯酰胺，与市

图3  单体配比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图4  引发剂用量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图5  反应温度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图2  单体浓度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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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单体配比（Am/DADMAC）（质量）在2.28最

宜，反应时间在2.0～2.5h之内，引发剂浓度在0.2%左

右，反应温度在60℃左右，制得的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

量较高。在用量为0.3%时增强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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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阳离子聚丙烯酰胺以及实验室自制的阳离子聚丙

酰胺进行比较，所选样品的固含量都一样。由图可以看

出，随着聚丙烯酰胺用量的增加，纸张的增强效果都是

逐渐提高的。这是由于加入的增强剂与纤维结合，形成

了氢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纸张强度。但是从图中

也可以看出，两性聚丙烯酰胺的增强效果要好于其它两

种。这是因为两性聚丙烯酰胺既有阳离子基团，又有阴

离子基团，既能吸附在带负电荷的纤维上，又能吸附在

带正电荷的施胶剂助留剂等物质上，提高了聚丙烯酰

胺的留着与增强效果。继续增加聚丙烯酰胺的量，增强

效果没有明显升高，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因为过多的聚

丙烯酰胺加入湿部，也容易导致絮凝效果的加强，而降

低了纸张的匀度，从而导致增强效果稍微下降。综上所

述，加入量为0.3%～0.4%为佳。

3  结论

以丙烯酸、丙烯酰胺、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为原

料经水溶液聚合法制备了两性聚丙烯胺增强剂。实验结

图6  反应时间对两性聚丙烯酰胺分子量的影响

图7  聚丙烯酰胺对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8  聚丙烯酰胺对撕裂强度的影响

图9  聚丙烯酰胺对耐破强度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8-10-20(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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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法再造烟叶生产过程中氯含量的变化
⊙ 戴丽君  施建在  张静楠  曾平  郑彬 

(福建金闽再造烟叶发展有限公司，福州 350600)

Variation of chlorine content in reconstituted tobacco production 
with papermaking process
⊙ DAI Li-jun, SHI Jian-zai, ZHANG Jing-nan, ZENG Ping, ZHENG Bin 
(Fujian Jinmin Reconstitued Tobacco Development Co., Ltd., Fuzhou 350600, China)

摘 要：分析了造纸法再造烟叶生产过程中氯含量的变化。

结果表明：（1）提取液的氯含量与提取率无明显的相关性，

而与梗、叶原料的氯含量相关；（2）浓缩、制浆抄造和干燥工

序对产品氯含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涂布率和涂布液

氯含量是影响再造烟叶产品中氯含量的主要因素，根据涂布

率和涂布液中氯含量乘积可预测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4）

要控制成品氯含量，应控制涂布率和梗叶膏比例，并注意烟

梗原料的氯含量。

关键词：造纸法再造烟叶；氯；变化规律

Abstract: The variation of chlorine content in reconstituted 
tobacco production with paper-mak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concentration of chlorine in tobacco 
extracts is correlated to the tobacco stem and scrap, not to its 
extrating rate. (2)The concentrating, pulping, papermaking and 
drying process are insignificant to the chlorine content in product. 
(3)The chlorine of produc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coating 
rate and the chlorine content in coating liquid, with which can 
predict the chlorine content in products. (4)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hlorine of product, the coating rate and the ratio of tobacco 
stem to scrap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lorine content in tobacco stem material.
Key words: reconstituted tobacco by paper-making process; 
chlorine; rule of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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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提取工艺过程中固相的氯含量

烟梗

一级提取后梗固相物

二级提取后梗固相物（累计）

碎烟叶

一级提取后叶固相物

二级提取后叶固相物（累计）

三级提取后混合固相物（累计)

样品 氯/%

1.61

1.01

0.45

0.95

0.39

0.09

0.17

表3  提取过程中液相的氯含量

梗一级提取液

梗二级提取液

叶一级提取液

叶二级提取液

样品 氯/%

3.05

2.98

1.73

1.69

一般认为氯是烟叶阴燃的主要

因素[1]，烟叶氯含量以0.3％～0.8％为

宜[2]。目前关于氯在烤烟种植过程中

的控制及氯含量对烟草品质的影响研

究已有不少报道[3～14]，但关于再造烟

叶中氯元素含量控制的研究报道较

少[15]。本文通过对造纸法再造烟叶

生产过程中物料氯变化的研究，为

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的控制提供基

础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烟梗、碎烟叶和相关过程物料

均从再造烟叶生产线取得。

1.1 主要试剂和仪器

试 剂 ：冰 醋 酸 、浓 硝 酸 、

B r i j35、甲醇、九水硝酸铁（分析

纯，国药），硫氰酸汞（分析纯，

Merck）。

仪器：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

生化仪器厂），SAN+连续流动分析

仪（荷兰SKALAR公司），电子分析

天平[0.1m g，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生产线样品制备

取生产线液相和固相样品，液

相样品经过过滤后及时检测，固相

样品烘干粉碎过40目筛待检。

1.2.2 实验室样品制备

实验室浓缩：取生产线梗、叶

提取液，利用实验室旋转蒸发仪进

行浓缩，控制真空度浓缩至所需的

密度。

手工涂布：恒温恒湿后的片基，

测其水分，称一定重量的片基，用

涂布液手工涂布，烘干成再造烟叶

样品，测其水分及总重量，计算涂

布率。涂布率公式按行业统一规定

表2  提取工艺过程中烟草物质的提

取率

烟梗一级提取

烟梗二级提取（累计）

碎烟叶一级提取

碎烟叶二级提取（累计)

梗叶三级提取（累计)

工序
氯提取率

/%

51.3

82.8

71.2

94.7

93.4

总提取率

/%

41.2

70.8

56.5

83.0

87.5

表4  浓缩液密度不同对物料氯含量

的影响

梗提取液 

梗膏1

梗膏2

梗膏3

叶提取液 

叶膏1

叶膏2

叶膏3

样品名称 密度/(g/ml)

1.0484

1.1559

1.1811

1.2177

1.0310

1.1557

1.1816

1.2085

氯/%

3.05

3.02

3.05

3.01

1.73

1.70

1.70

1.74

表5  不同浓缩真空度对物料氯含量

的影响

梗膏

叶膏

样品 真空度/MPa

0.095

0.090

0.095

0.090

氯/%

3.01 

3.03

1.74

1.72

（薄片重量-片基重量）/薄片重量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提取工艺过程中氯转移规律

氯含量均以原料为基准。

提取工艺过程中固相和液相的

氯含量变化如表1～表3所示。由表1

～表3的结果可知：（1）烟梗中氯含

量远高于碎烟叶，约是碎烟叶的1.7

倍；（2）随提取级数增加，氯提取

率提高，固相的氯含量降低，而液

相氯含量则变化很小，即梗、叶一

级提取液与二级提取液的氯含量相

近；（3）梗、叶提取液的氯含量约为

原料的1.8倍～1.9倍之间；（4）氯提

取率与物料总提取率相比较可见，

氯比其它热水可溶物质更易于溶出；

（5）叶总提取率较梗高，其氯的提

取率也较梗的氯提取率高。

2.2 浓缩工艺过程中氯转移情况

2 . 2 . 1 实验室浓缩条件对物料氯含

量的影响

取生产线梗、叶提取液，利用

实验室旋转蒸发仪浓缩，探讨不同

浓缩液密度和浓缩真空度对物料氯

含量的影响。

由表4和表5不同浓缩液密度和

浓缩真空度对物料氯含量的结果可

知，不同的浓缩液密度（即浓缩时

间）与浓缩真空度对物料氯含量无

明显的影响，浓缩过程中物料的氯

含量变化极小。

2.2.2 生产线梗、叶提取液与对应的

梗、叶膏氯含量

梗、叶待浓缩液与其对应的

梗、叶膏氯含量测试结果如图1所

示。由图1可见，浓缩前后，梗、叶待

浓缩液与其对应的梗、叶膏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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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差异，浓缩过程中物料的氯

未受到损失。这进一步验证了2.2.1

的结论。

2 . 3 制浆抄造工艺过程中物料的氯

含量变化

图2为不同牌号产品的制浆抄

造工艺过程中物料（制浆来料至成

形的片基）氯含量的跟踪分析结果。

由图2可知，从制浆来料至抄成片

基，过程中物料的氯含量不断降低。

这表明，在提取过程中未溶出的氯

等水溶性物质，在后续的浆料制备

与抄造、加工过程中不断溶出并随

液相转移。

片基中氯含量较小，按涂布率

34%计则片基占成品比例66%算，片

基对成品总糖和总植物碱的贡献绝

对值为0.01%。综上认为片基对成品

的氯含量变化影响较小，可忽略不

计。

2.4 涂布工艺过程中氯变化情况

片基对成品的氯含量变化影响

小，故在涂布过程中，涂布液的氯含

量和涂布率是影响成品氯含量的决

定性因素。

2.4.1 实验室手工涂布结果

取3个涂布液，进行手工涂布，

控制涂布率。3个涂布液的氯含量见

表5。

对涂布率与样品氯含量作相关

性分析，三组数据的涂布率与氯含

量均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对

涂布率与样品氯含量作图，如图3所

示。图3的趋势可见，随涂布率的增

大，样品氯含量呈线性增大的趋势，

线性决定系数R 2均大于0.9905。同

时，结合表6结果和图3的变化趋势，

在相同涂布率条件下，涂布液氯含量

图1  梗叶提取液与梗叶膏的氯含量

图2  制浆抄造过程中物料氯含量变化

图3  涂布率对样品氯含量的影响

图4  样品氯含量检测值与计算值对比

表6  涂布液样品氯含量

1#涂布液

2#涂布液

3#涂布液

样品 氯/%

1.90

1.92

2.32

相近，其样品氯含量也相近；涂布液

氯含量高的，其样品氯含量也相对

较高。

理论上，可以根据涂布率和涂

布液的氯含量的乘积计算出成品氯

含量结果。手工涂布样品氯含量检

测值与理论值见图4。

2.4.2 生产线涂布后样品中氯含量变化

生产线涂布后样品氯含量检测

结果如图5所示。综合图4和图5结

果，采用涂布液氯含量和涂布率计

算的样品氯理论值与检测值差异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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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涂布液的氯含量和

涂布率是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的关

键影响因素。故可以根据涂布率和

涂布液中氯含量乘积理论计算预测

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

2.5 干燥工艺过程中氯变化情况

由图6干燥前后再造烟叶产品

氯含量的对比结果可知，干燥过程

中对产品氯含量几乎无影响，产品氯

含量未发生变化。同时进行双样本

配对T检验，P值为0.63，表明干燥

前后样品的氯含量差异不显著。

3  结论

3 .1 提取工艺过程中，随着提取级

数增加，烟草物质固相中的氯含量

下降，而液相中的氯含量变化很小，

即提取液中的氯含量与提取率的大

小无关，而与原料相关；浓缩工艺过

程中，随着液相密度增大，其氯含量

无明显变化；制浆抄造工艺过程中，

从制浆来料至成形的片基，氯含量

逐渐下降。片基中的氯含量较小，其

对成品氯含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涂布工艺过程中，涂布液中的氯转

移至片基中，再造烟叶产品的氯含量

随涂布率和涂布液氯含量的增大而

增大；涂布后续干燥工序对再造烟

图5  未分切样品氯含量检测值与计算值对比 图6  干燥前后再造烟叶氯含量对比

叶产品的氯含量无影响。

3.2 涂布率和涂布液氯含量是影响

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的主要因素，

根据涂布率和涂布液中氯含量可预

测再造烟叶产品氯含量。

3 . 3 要控制成品氯含量，应控制涂

布率和梗叶膏比例，并注意梗叶原

料的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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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式高频电源在碱回收电除尘中的应用
⊙ 陈庆汉1  苗庆显2

（1.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三明 365500；2.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福州 350002）

Application of pulse high-frequency power supply 
i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in alkali recovery
⊙ CHEN Qing-han1, MIAO Qing-xian2 (1.Fujian Qingshan Paper Company Limited,Sanming 365500, Fujian, China; 
2.Materi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陈庆汉 先生

化验站站长，助理工程师；主要负责分厂碱回收工艺改造

以及工艺运行的调整、分厂内部员工培训以及化验室的

管理工作。

摘 要：不首先分析了脉冲式高频电源在碱回收炉电除尘中

的应用及其优势，然后结合公司碱回收二厂3#碱炉的实际

改造情况详细说明了脉冲式高频电源在碱回收炉节能减排

的效果。改造后，产生的粉尘浓度由原来的19.3mg/m3降低到

13.8mg/m3，平均减排效率达到25.59%。

关键词：脉冲式高频电源；碱回收；静电除尘；节能减排

Abstract: The appl icat ion and advantage of pulse h igh-
frequency power supply i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in alkali 
recovery furnace was first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ith pulse high-
frequency power supply was further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actual 
modification of 3# alkali furnace in Qingshan Paper Co. Ltd. 
The discharged dust consistency was reduced from 19.3mg/m3 to 
14.0mg/m3 after modification of power supply, with the average 
efficiency for emission reduction reached to 27.46%.
Key words: pulse high-frequency power supply; alkali recover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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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环保不断加强重视，环保部制定了更

加严格的大气粉尘排放标准，要求排放浓度都要降低

到20m g/m3以下。环保标准在不断提高，已建电除尘器

粉尘排放大部分都达不到环保标准的要求，迫使相关

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或技术升级。通过扩大电除尘

器容量或者增加电除尘器数量降低排放粉尘的浓度，

不仅花费大量资金，而且占用较多的空间，实行起来比

较困难。如果将供电设备进行改造或升级，将原来可控

硅工频相控电源更换为脉冲式高频电源，则其只需要投

入电除尘器本体改造费用的1/10就能达到目的，有的甚

至只要在第一电场采用高频电源，其除尘效果就能得到

明显改善[1]，这对企业来说具有很好的可行性。

1  电除尘脉冲式高频电源概况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静电除尘器所使用的高压

供电电源基本上都是采用常规两相的可控硅工频相控

电源，这种传统的电源存在以下缺点：一是工作频率

低，50Hz或者60Hz，并且电源转换效率低至75%以下，

电能消耗大；二是电源输入为两相制380V交流工频电

源，又是工频相位调节，致使输出功率因数低至0.7以

下，对电网造成很大电磁干扰，电磁兼容性差；三是输

出纹波大，致使电晕电压低下，波形又是单一的工频波，

使得无法适应高比电阻的工况，很难达到电除尘器的收

尘要求[2]。

脉冲式高频电源由三相380V交流供电，整流滤

波后形成约530V的直流电源，利用调制解调技术，经

1GBT全桥逆变后，驱动整流变压器升压整流后输出直

流高压，为电场提供电源。脉冲式高频电源与传统的可

控硅控制工频电源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二次电压平滑，二次电流高，闪络控制特性好

脉冲式高频电源的二次电压趋近纯电流，几乎没

有电压纹波。高频电源纯直流供电时的输出电压纹波

一般会小于5%，与传统工频（50/60Hz）电源35%～45%

的电压纹波百分比相比，显得非常小，而且闪络恢复

快，运行的平均电压可以达到传统工频电源的1.3倍[3]。

二次电流为尖峰载波使阴极尖端的电场强度的不均匀

性更加激烈，电晕电流加大，可达工频电源的的2倍，在

同一电场下，能够大幅提高电晕功率，提高除尘效率。

闪络恢复快，微秒级内快速关断闪络电流，无闪络电流

冲击问题，不损伤极板和极线[4]。

(2）运行可靠，系统智能

传统的高频大功率信号存在不能被远距离传输的

技术问题，而脉冲式高频电源通过调制解调技术将高

频率信号调制于低频率载波信号中，在解决上述问题的

基础上，将高频控制柜和变压器进一步分开，从而避免

了传统高频电源控制柜受到环境影响易发生故障的问

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得到显著提高[5]。

(3）三相平衡，无谐波

脉冲式高频电源设备效率与功率因数都比较高，

通常都大于93%，与传统工频电源相比可节能20%以

上，节省大量电能，绿色高效环保[5]。

(4）适用除尘器电源产品的升级改造

脉冲式高频电源采用高压电源控制柜，进行改造

时，不需要将原来变压器所用电缆改变，只需用高频电

源控制柜代替高压控制柜即可，并且可以不用停炉就完

成改造工作，省时省力。尤其是可以增大电晕功率，大

幅度增强电场的电荷量，减少电场内无效的空气电离所

消耗的能量，从而增加电场内粉尘的荷电能力，除尘效

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相对于传统可控硅工频电源

来说，脉冲式高频电源是其革命性的升级产品，推动了

电除尘器供电电源技术质的飞跃。

表1  3#碱炉2#、3#静电除尘器改造前后除尘器出口烟气

排放浓度对比

出口平均烟尘浓度/

(mg/m3)

改造前后减排率/%

项目
2#静电除尘器

改造后

14.1

24.2

18.6

—

改造前

3#静电除尘器

14.5

24.87

改造后

19.3

—

改造前

注：运行方式：改造前为工频电源，改造后为脉冲式高频电源；
燃烧介质为浓度65%的黑液。

表2  3#碱炉2#、3#静电除尘器电源优化后除尘器出口烟气

排放浓度对比

出口平均烟尘浓度

/(mg/m3)

优化后减排率/%

项目
2#静电除尘器

优化后

13.8

25.81

18.6

—

改造前

3#静电除尘器

14.0

27.47

优化后

19.3

—

改造前

注：运行方式：改造前为工频电源，改造后为脉冲式高频电源；
燃烧介质为浓度65%的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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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碱回收炉电除尘脉冲式高频电源改造案例分析

公司3#碱回收炉设计额定负荷为85t固形物/d，黑

液固形物浓度65%，设计有3列静电除尘器，烟气流量

74.4m3/s，含水量27%，除尘效率99.25%。迫于日趋增

加的环保压力，公司于2017年对2#静电除尘器和3#静电

除尘器进行升级改造，采用脉冲式高频电源替代传统的

电源。

利用烟尘浊度仪测定静电除尘口烟尘的浓度，选

取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2月23日的电除尘初步运行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2#静电除尘器平均烟尘浓

度14.1m g/m3，3#静电除尘器平均烟尘浓度14.5m g/

m3；除尘效果均优于未改造之前出口烟尘排放浓度，

改造前2#静电除尘平均浓度18.6m g/m3，3#电除尘平

均浓度19.3mg/m3。在运行期间不断对电源进行优化，

优化后除尘口的烟尘排放浓度如表2所示，2#静电除

尘器烟尘排放平均浓度13.8m g/m3；3#静电除尘器烟

尘排放平均浓度14.0m g/m3。优化后2#静电除尘器的

减排率提高到25.81%，3#静电除尘器的减排率提高到

27.47%。

经过技术升级改造后，3#碱炉电除尘器的电

源功耗均有明显下降，如表3所示，高频电源总功耗

1011.69kW，与改造前的1450.3kW比较，节能30.25%。

经过性能优化后高频电源总功耗960.92kW，高频电

源节能效率达到了33.75%，大大提高了节能减排的效

果。

3  总结

脉冲式高频电源在制浆碱回收车间的应用逐渐增

加，为企业发展深挖潜能、降本增效提供了很好的思

路。本公司采用脉冲式高频电源在碱回收静电除尘的转

换效率是96.46%，功率因数大于95%，除尘效率提高明

显，减排效率可以达到24.2%～27.47%，脉冲式高频电

源节电效率可以达到30.25%～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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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方式

高压电源功耗/kW

功耗降低率/%

项目 改造后

脉冲式高频电源

1011.69

30.25

工频电源

1450.3

—

改造前

脉冲式高频电源

960.92

33.75

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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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一种硅酸钠乳液在薄页印刷纸产品中的应用，可

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挺度和表面强度指标，进而提高

产品质量。

关键词：硅酸钠；薄页印刷纸；物理指标；产品质量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odium silicate emulsion in low basis 
weight printing paper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iffness and surface strength of printing paper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with improving the product quality.
Key words: sodium silicate; low basis weight printing paper; 
physical index;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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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钠乳液在薄页印刷纸中的应用
⊙ 王云丰  马强  纪军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薄页印刷纸纸页超薄、定量低，纸张抗张强度、表

面强度、挺度等指标均相对较低，在原纸生产过程中极

易出现断纸情况，在印刷过程中出现掉毛掉粉情况，在

折页过程中出现折页困难等情况，为保证薄页印刷纸的

使用性能，各项物理指标均要相对提高，尤其是挺度和

表面强度指标，当前薄页印刷纸的生产工艺中，提高挺

度和表面强度指标的方案并不多，从而限制了薄页印刷

纸产品质量的提升。本文研究一种硅酸钠乳液在薄页印

刷纸产品中的应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挺度

和表面强度指标，进而提高产品质量。

1  方案设计

本文采用实验室小试和机台中试两个方式进行

实验，首先在实验室小试，验证单独表涂氧化淀粉和

在氧化淀粉中加入硅酸钠乳液，检测对成纸指标的影

响，并验证不同硅酸钠加量对成纸指标的不同影响，

从而优选出最优加量。最后基于实验室小试结果，在

机台进行中试，验证实验室小试结果的准确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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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

2  实验室小试

2.1 实验过程及数据

为与生产实际尽量相符合，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原

定量/（g/m2）

厚度/μm

紧度/（g/cm3）

透气度/CU

平滑度/s

抗张强度/(kN/m) 

伸长率/%

白度/%

不透明度/%

挺度/mN（5mm弯矩）

灰分/%（灼烧）

表面强度/（m/s）

纸面匀度状态

接触角/°(0.1s）(光面/粗糙面)

接触角/°(1.0s）(光面/粗糙面)

接触角/°(10.0s）(光面/粗糙面)

可勃值/(g/m2)(Cobb 60)(光面)

可勃值/(g/m2)(Cobb 60)(反面)

检测结果 1#样

28.2

34.1

0.83

6.0

159

1.69

2.7

88.9

72.2

17.5

15.6

1.15

较好

65.0/56.9

60.3/55.1

49.9/50.9

23.6

24.2

27.7

33.3

0.83

4.0

151

1.91

2.3

89.0

71.9

20.7

15.7

1.41

较好

78.1/75.6

72.3/69.6

65.3/63.2

18.6

19.9

3#样

表2  中试抄页成纸检测数据

27.9

33.2

0.84

4.5

163

1.78

2.5

89.1

71.6

18.7

15.7

1.27

较好

71.0/66.9

66.3/63.1

55.2/53.9

21.6

22.9

2#样

辅料全部取自机台，填料正常添加，加入量相同，采用

双元助留的方式，成纸定量按照28g/m2设计。

氧化淀粉制备浓度为6%，单独表涂氧化淀粉记为

1#样，其他对比样是在氧化淀粉中加入硅酸钠乳液，加

量分别为5kg/t纸、10kg/t纸、15kg/t纸，分别记为2#

样、3#样和4#样。

在同条件下，1#样、2#样、3#样、4#样各抄页15张，

检测同一物理指标时，确保1#样、2#样、3#样、4#样的成

纸定量相同，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为减小实验误差，

抄页过程由同一人完成，实验环境相同，干燥器温度和

干燥时间均相同，抄页过程得到成纸检测数据见表1。

2.2 实验小结

从抗张强度、挺度、表面强度指标分析，物理指标

由弱至强的顺序是1#样、2#样、3#样、4#样，说明物理

指标的增强与硅酸钠溶液加量成正相关，但硅酸钠乳

液并不是加量越多越好，实验过程中发现，4#样纸面状

态较差，纸面洞眼较多，说明薄页印刷纸产品中硅酸钠

加量不宜超过15kg/t纸。

3  机台中试

基于实验室小试结果，取1#样、

2#样、3#样的方案在机台中试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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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g/m2，在同条件

下，首先采用1#样的方案生产，单独

表涂氧化淀粉，运行过程中时刻观察

纸面状态，是否出现洞眼等纸病，运

行稳定后取样进行检测分析。然后依

次切换2#样和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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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网部、干燥部等参数必须

按照实际情况调整外，其他各部参数

均保持不变。

3.2 中试过程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表1  小试抄页成纸检测数据

定量/（g/m2）

厚度/μm

紧度/（g/cm3）

透气度/CU

平滑度/s

抗张强度/(kN/m) 

伸长率/%

白度/%

不透明度/%

挺度/mN（5mm弯矩)

灰分/%（灼烧）

表面强度/（m/s）

纸面匀度状态

检测结果 1#样

28.1

34.0

0.83

7.1

150

1.65

2.9

89.2

71.3

15.0

15.1

0.79

较好

27.9

34.2

0.82

5.1

159

1.80

2.5

89.1

71.8

18.6

15.3

1.29

较好

3#样

28.2

34.3

0.82

4.2

166

1.93

2.3

88.9

70.9

20.7

15.2

1.40

较差(纸面

洞眼)

4#样

28.3

34.4

0.82

6.6

162

1.72

2.6

89.2

72.0

16.9

15.5

1.03

较好

2#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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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水板数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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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

匀浆辊转速/(r/min)

在线水分/%

增强剂流量/(l/min)

浆内施胶剂流量/(l/min)

水线位置 第三真空箱末端(共4组)

5

-11

5.9

32

80/-0.55/0.50

79

600

4.8

35

35

360/368

-8

15.0

450

420

18

1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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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

料门流量/(l/min)

在线灰分/%

助留剂流量/(l/min)

功能助剂加量/(kg/吨纸)

眼等纸病，纸面状态良好，检测数据

见表2、纸机相关参数见表3。

4  结论

从抗张强度、表面强度、挺度指

标分析，硅酸钠乳液对薄页印刷纸的

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但加量不宜过

大，否则会出现洞眼等纸病；另外从可

勃值、动态接触角指标可以看出，在

施胶剂流量相同的条件下，加入硅酸

钠乳液会提高纸页的施胶效果，所以

在应用时需注意调整施胶度。

[收稿日期:201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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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桉木硫酸盐浆厂

ECF与TCF漂白技术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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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分析了漂白桉木硫酸盐浆厂无元素氯（ECF）漂白工艺流程（OOD0[EOP]D1P与新提出的全无氯（TCF）漂白工

艺流程（OOA[ZEO]1[ZEO]2P）技术经济指标，两种漂白流程的运营成本（ECF=465$/ADt,TCF=468$/ADt）与内部收益率

(ECF=16.5%,TCF=16.4%）接近。虽然TCF漂白方案剩余蒸汽少而利润稍低，但节约NaCIO3、CH3OH等化学品可抵消高电耗

的成本。评估与化学品、用电价格波动相关的财务风险概率分析表明：NaOH、NaCIO3的价格波动对内部收益率（IRR）概

率分布影响最为明显。尽管仅在实验室阶段完成测试并表明TCF漂白工艺新技术具有潜在优势，且需进一步扩大规模

测试证明其技术先进性；但其技术经济分析表明所提出的TCF漂白工艺流程在未来工业化生产中应用具有潜在优势。

关键词：技术经济；分析；无元素氯；全无氯；漂白

Abstract: An early stage techno-econom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a traditional element chlorine free (ECF) 
sequence (OOD0[EOP]D1P) with the proposed totally chlorine free (TCF) sequence (OA[ZEO]1[ZEO]2P) for a bleached 
eucalyptus kraft mill. Similar operating cost (ECF=465US$/ADt, TCF=468US$/ADt) and simila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ECF=16.5%, TCF=16.4%) were obtained. Although the TCF case has lower revenue with surplus steam, saving with chemicals 
(NaOH, NaCIO3) pays the higher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Probabilistic analyses were also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financ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of sodium hydroxide and sodium chlorat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Despite its promising potential, the new TCF sequence has only been tested in laboratory scale and 
further scale up has to b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technology. However, the techno-econom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TCF technology has promising potential for future industry application.
Key words: techno-economy; analysis; ECF; TCF; bleaching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迫于对水体的高持续排放、

生物体内有毒物质积累及毒性有机氯化物（COC）等环

保问题，政府机构颁布了制浆造纸工业新标准。与此同

时，开发了无元素氯ECF与全无氯TCF两种漂白技术作

为替代方案以减少COC排放，并对两种漂白技术进行了

多次技术经济分析研究以比较其经济效益。

Lancaster et al.[1]分别用ECF、O3-ECF与TCF

漂白工艺替代氯元素以改进现有的D50-C D脱木素漂

白，研究了投资成本、运营成本与氯化物的排放。虽然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的排放明显降低，但TCF漂

白浆强度低、投资与运营成本高，三种评估方案中ECF

漂白总成本最低。

Homer and Govers[2]用ECF与TCF漂白工艺改

进C/D脱木素漂白工艺并进行了成本估算分析，ECF与

TCF漂白的化学品成本相同，而TCF投资成本高，因而

总成本较ECF高。

Br o o k s e t a l [3]评估了氯元素漂白针叶木浆厂

ECF与基于H2O2、O2的TCF漂白改进工艺，TCF的漂白

成本较ECF高26～29$/ADt。与ECF相比，TCF漂白工

艺用碱、蒸汽消耗、用水与排放负荷的降低不足以抵消

其原木与化学品的成本；且基于H2O2、O2的TCF漂白浆

白度不能达到ECF漂白浆相同白度（90%ISO），仅能达

到80%～85%ISO。

Par thasarathy[4]分析了ECF漂白改进的针叶浆

厂成本－利润，评估了三种漂白组态：

(1）O3-ECF漂白

(2）漂白洗涤滤液循环（BFR）ECF漂白

(3）水封闭循环TCF漂白

O3-E C F漂白生产运行成本最低、投资回报率

（RO I）最高；与TCF比，BF R工艺生产运行成本高

10%～11%，ROI低。

尽管对现有浆厂进行ECF与TCF漂白工艺改进具

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但改造成本取决于现有设备的特性

（设备的适应性、规格、能力与工艺组态）与优化的可

能性；另一方面，新建工厂在成本、资本投资与产品质

量上具有设计优化的潜力[5]。因此，技术经济性能分析

可较好地对比新建工厂的ECF与TCF漂白技术。

Brunner and Pul l iam[6]对不同漂白组合（O3-

ECF&TCF分别替代30%&70%C l O2）新建针叶浆厂

的技术经济分析表明：O3-ECF&TCF投资成本相同，

TCF漂白运营成本较ECF漂白高7%，因而TCF漂白总

成本（运营与折旧成本）高4%。所有案例中，TCF漂白

最高成本较最低成本（30% ClO2替代）高10%。

A l b e r t [5]对比了新建浆厂ECF与零排放TCF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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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技术经济性能，TCF漂白投资成本与运营成本较

ECF漂白低，其主要成本差异是因零排放TCF漂白污

水处理场规模小或因取消了污水处理场。Alber t[5]强调

的ECF漂白化学品成本与工艺条件一直存有争议[7]。

漂白浆厂实现最小或零排放封闭循环运行的关键

因素是控制非工艺要求的无机元素。如不能去除TCF

漂白系统中非工艺要求的无机元素，系统内无机元素的

累积会造成腐蚀、沉积与结晶并明显影响成浆的质量
[5]，漂白段有机物的循环导致漂白化学品消耗的上升[8]。

尽管ECF可设计水封闭循环（BFR工艺），但TCF漂白

滤液部分或全封闭循环更可行。ECF封闭循环运行系统

中的Cl-进入到化学品回收系统加快了蒸发与碱回收炉

的腐蚀速率[9]；而且零排放的ECF漂白氯化物的副产品

也会排放到浆、废弃物与大气中[5]。ECF漂白AOX的排

放量较TCF高，但对污水中有机物处理后AOX排放量

很少，两种漂白方式排放废水中的有毒AOX含量远低

于造成环境破坏的安全排放水平[1]。

各种文献一直在讨论两种漂白技术的经济性能、环

保与技术，但ECF漂白技术一直占据优势。ECF漂白商品

浆市场占有率约为90%～95%，TCF漂白一直被认为是改

良技术，因为TCF漂白商品浆市场占有率不足5%。　　

其主要原因：

(1）O2与H2O2的反应效率低，成本高，白度稳定性

差。

(2）O3漂白反应选择性差，易引起纤维素降解[10]。

(3）O3漂白早期技术与效率问题。

高效实用O3发生器的开发、混合技术的改进[11,12]

与对臭氧化学的进一步认识[13,14]，降低了设备成本、节

约了能源，促进了O3漂白技术的进步与发展。Perrin et 

a l.[10]提出了高效与可选择的ECF漂白流程，可生产与

ECF漂白浆技术相同的特性漂白浆（打浆性能与撕裂强

表1　桉木硫酸盐浆的特性

浆料特性

未漂白浆

ECF漂白浆

TCF漂白浆

62.9

—

—

HexA

/(μmol/g)

992

804

622

粘度

/(ml/g)

—

66.4

63

撕裂指数

/(N.m/g)

400mL CSF

卡伯值

/(N/A)

8.6

—

—

ISO白度

/%

66

90.5

90.5

表2  经济分析财务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Dt

h/a

　

　

%

%

%

%

%

%

%RAV

a

%

%

%(直接成本+利润)

%利润

%RAV

EBITDA[3]的倍数

单位财务参数

漂白浆价格[1]

运行时间

 开机年份

终端年份

资本支出－3

资本支出－2

资本支出－1

资本支出－0

RAV[2]年增加

通货膨胀

维修资本投资

折旧年限

第一年额定产能

第二年额定产能

营运资金

其他固定和间接费用

维修

终值

参考值

682.23 

8400 

2015 

2030 

5 

15 

30 

50 

2 

2 

1 

15 

90 

100 

10 

10 

2 

5 

注：[1]RISI价格、CIF拉丁美洲、考虑通货膨胀

   [2]RAV--资产替换值

   [3]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

图1  ECF(OOD0[EOP]D1P)工艺流程与参数

图2  TCF(OOA[ZEO]1[ZEO]2P)工艺流程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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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一流程通过酸化水解去除己醛酸（HexA）、结

合两段O3漂白之间进行碱抽提控制O3与己二烯二酸反

应，使自由羟基的产生最少量化，尽可能减少碳水化合

物的降解与氧化；在酸化阶段去除金属离子避免TCF

漂白过程化学品的催化分解，在P段去除羰基以提高漂

白浆白度的稳定性。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新建漂白桉木硫酸盐

浆厂的前期技术经济分析，对比改进的TCF与传统的

ECF两种漂白流程的财务指标。

1  工艺模拟与技术经济分析

Perrin et al.[10]提出了ECF（OOD0[EOP]D1P）

（图1）与TCF（OOA[ZEO]1[ZEO]2P）（图2）漂白流程

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实验阶段的研究。实验用浆为氧脱

木素巴桉木未漂白浆，未漂白与漂白浆特性见表1。

采用Wi n-GEMS软件模拟器生成的100万t/a桉

木漂白硫酸盐浆厂（图3）工艺流程模型，控制各段浓度

为10%，漂白后压榨洗浆机洗涤，控制洗浆机进浆浓度

5%、出浆浓度30%、洗涤因子为7[15]。　　

TCF漂白流程可使污水排放最少量化，循环使用

滤液中的无机物与有机化合物，最终表现出较好的经

济效果，可节约氧脱木素与碱抽提段的苛性钠与氧化

白液。O3段的尾气中富含氧气，可用于臭氧破坏器、也

可用于碱抽提与白液氧化，氧脱木素首选使用新鲜氧

气[2,3,16]。TCF漂白物料平衡计算表明臭氧段尾气中的

氧气含量足以满足ZEO段碱抽提与白液氧化的需氧量，

新鲜的氧气用于臭氧发生器与氧脱木素。

评估了TCF漂白流程的三种方案。第一方案TCF1

来自(Z EO)1段漂白滤液全部循环回用到氧脱木素段与

棕色浆洗涤，滤液中高浓度的有机物与无机化合物造成

氧脱木素效率的降低。为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又附加

评估了两种方案TCF2与TCF3，分别用25%与50%的清

水替代滤液。

收集工艺模拟模型数据（如物料与能源平衡）

计算投资成本与运营成本。根据表2中的财务数据进

行财务分析，根据北卡罗莱纳（Nor th Ca ro l i n a）州

大学森林生物材料系早期项目研究数据计算投资成

本，根据制浆造纸工业通用的成本基准软件（F i s h e r 

Solve,Fisher Internat iona l）收集的价格与成本计

算运营成本，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估化学品成本（如硫

酸镁、硫酸、氢氧化钠、过氧化氢、硫化钠、石灰、氯酸

钠与甲醇）与电力价格的波动对内部收益率（I RR）的

经济影响。同时，利用专用软件（@R i s k, P a l i s a d e 

Corporat ion）进行概率分析以弄清与成本的变动、收

益动因相关的财务风险。概率分析期间，通过可使用的

市场数据[17]或Fisher Solve软件收集的数据生成最合

适的概率密度函数，代表不确定的每一经济动因。2015

年产品美元价格指数[18]与通货膨胀率适用于每一成本

与收益动因的实际值。专用软件连续采集数据进行概率

分析并记录财务输出（IRR），通过该方法评价与每一

输入项波动相关的经济影响，并生成I R R概率分布曲

线。

2  结果与讨论

2.1 化学品消耗与废水排放

同ECF相比，为降低粘度损失TCF漂白在ZEO碱

抽提部分Mg SO4消耗高62%，为获得相同白度H2O2消

图3  100万t/a桉木漂白硫酸盐浆工艺流程 

图4  成本波动IRR敏感性分析

ECF T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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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漂白方案硫酸消耗量较ECF低17%。虽然TCF

漂白吨浆耗硫酸（12.9kg H2SO4/ODt）消耗较ECF漂

白（7.0k g H2S O4/o d t）高，但二氧化氯生产消耗了一

定量的硫酸（8.5kg H2SO4/ODt）；NaOH与石灰的消

耗量两种方案基本一致。

ECF漂白方案吨浆废水排放量为10.5～11.5m3/

AD t，TCF漂白方案为4.5～5.5m3/AD t，TCF污水排

放量较ECF低55%。考虑基于ECF漂白现代化浆厂的污

水总排放量接近20m3/ADt[8]，TCF工艺较ECF工艺废

耗高10%。

与ECF比，考虑ECF工艺流程的硫损失，TCF漂白

硫酸钠消耗低23%；因为漂白滤液循环到化学品回收区

域，臭氧浆酸化段加入硫酸盐（硫磺酸）可减少硫酸钠

的用量。但ECF漂白流程可内部使用二氧化氯工厂的部

分副产品硫酸钠以弥补硫损失，因而硫酸盐能够自足，

剩余的硫酸钠市场销售可增加利润。而相反，TCF漂白

方案的硫酸钠需全部外购，增加了成本。

图6　概率密度函数(蓝色条柱代表实时数据，红色曲线代

表最佳适配数据)

图5  按2015年美元价格指数与通货膨胀率计算的化学品

与电力实际价格

表3  1000000ADt/a资本投资（百万美元）

序号

1 

2 

3 

4 

5 

6

79 

18 

—

6 

1378 

1482 

ECF漂白工艺区域

漂白区域

二氧化氯

臭氧站

氧气站

其它区域

合计

TCF漂白

90 

—

21 

10 

1380 

1502 

表4  运行成本与内部收益率

序号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2

2.1

2.2

2.3

2.4

2.5

2.6

2.7

3

164.14 

3.23 

1.40 

15.96 

3.89 

-0.57 

4.05 

7.70 

11.25 

-14.86 

3.31 

33.07 

233.31 

8.25 

12.86 

32.93 

109.75 

68.22 

232.00 

465.31 

16.51 

ECF

164.16 

5.24 

1.15 

16.49 

4.27 

0.73 

4.09 

—

11.38 

-9.67 

3.31 

33.07 

235.29 

8.25 

12.86 

33.45 

111.51 

68.22 

234.28 

469.57 

16.37 

TCF2[2]材料

桉木

硫酸镁

硫酸

氢氧化钠

过氧化氢

硫酸钠

石灰

氯酸钠

天然气

电

包装材料

运费

直接成本小计

劳动力

生产材料

维修

折旧

其它固定+间接费用

间接成本小计

总成本

内部收益率

TCF1[1]

164.16 

5.24 

1.15 

16.49 

4.27 

0.38 

4.13 

—

11.47 

-9.62 

3.31 

33.07 

234.05 

8.25 

12.86 

33.37 

111.24 

68.22 

233.93 

467.99 

16.47 

TCF3[3]

164.16 

5.24 

1.15 

16.49 

4.27 

1.08 

4.06 

—

11.29 

-9.63 

3.31 

33.07 

237.09 

8.25 

12.86 

33.45 

111.50 

68.22 

234.28 

471.37 

16.28 

间接成本（$/ADt）

直接成本（$/ADt）

注：[1] TCF1-ZEO段漂白滤液100%回用到氧脱段

   [2] TCF2-ZEO段漂白滤液75%回用到氧脱段

   [3] TCF3-ZEO段漂白滤液50%回用到氧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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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内部收益率IRR概率分布 图8　价格对IRR影响的敏感性分析龙卷风图

水产生量约低30%，可节约投资成本与运行成本（化学

品与能源）。

2.2 蒸汽与电能平衡

正如预期，TCF漂白P、[Z E O]1与[Z E O]2段去回

收系统的洗涤液中有机物含量高0.5%，但TCF黑液中

无机物含量高达12.5%导致了热值的下降，因而TCF

（5.23t/ADdt）与ECF（5.27t/ADt）两种方案的吨浆

黑液蒸汽产量接近。

因洗涤液的循环使用与漂白温度的降低，TC F

漂白（0.28t/AD t）吨浆蒸汽消耗较ECF漂白（0.38t/

A D t）低，因而，E C F漂白方案的吨浆蒸汽总耗量

4.66t/ADt，TCF漂白方案的蒸汽总耗量4.52t/ADt。

因工艺生产过程蒸汽消耗低，TCF方案吨浆电产

能（750kW.h/ADt）较ECF方案（742kW.h/ADt）高。

TCF方案吨浆电耗（627kW.h/ADt）高，主要原因是臭

氧生产（10kW.h/k g O3），臭气尾气再压缩（0.3kW.

h/kg O2），高纯氧气生产（0.4kW.h/kg O2），臭氧

混合（8kW.h/kg 浆）电耗高；而ECF方案电能消耗为

552kW.h/AD t浆，主要是因生产ClO2（0.3kW.h/k g 

C lO2）与二氧化氯混合（2kW.h/k g浆）电能消耗低、

氧气消耗低。因而，TCF方案吨浆富裕电量123kW.h/

ADdt，ECF方案吨浆富裕电量190kW.h/ADt。

2.3 资本投资

新厂前期资本投资估算包括基础设施（土地、道

路、办公室、给排水）、原木与木片系统、纤维线、氧脱

木素、漂白、浆板机、蒸发、苛化、石灰窖、碱回收炉、生

物质锅炉、电站、二氧化氯（R8法[ECF]）、臭氧工厂与

臭氧破坏（TCF）、臭氧尾气再压缩（TCF）、氧气站。

ECF工厂投资估算（1,482,000,000$）与TCF工厂投资

估算（1,502,000,000$）相近（表3）。TCF工厂氧气消

耗高、氧气站投资成本高，TCF漂白时间长漂白塔投资

成本高，与二氧化氯混合器比臭氧混合器价格更高，因

而TCF工厂漂白投资成本高。其它区域的物料与能源平

衡计算，其投资成本未有明显差异。尽管TCF漂白技术

部分循环可减少污水排放，但在本分析中未考虑其成本

投资与污水处理运行成本的差异。

2.4 运行成本与IRR

虽然TCF方案可节约甲醇与氯酸钠、蒸汽消耗低，

但硫酸镁消耗高，外送电网电量少，因而两种方案的直

接成本相同（表4）。尽管通过严密与详细估算漂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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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氯、臭氧与污水处理的投资可精确地对比两种方

案，但通过前期的技术经济分析的结果表明两种方案

的经济效益相同。

2.5 滤液补充清水对TCF方案的影响

滤液补充清水对TCF方案的影响见表4。如预期，

随着补入漂白滤液中的新鲜水增加（TCF1、TCF2、

TCF3），回收的钠与硫逐渐减少，导致氢氧化钠与硫酸

钠消耗增加以补充化学品流失；相同趋势，化学品回收

率低造成氧化钙的损失与石灰窖天然气消耗稍微有增

加；蒸汽与电耗没有明显变化。 

而当漂白滤液补注50%清水时，运行成本增加3$/

ADt浆。

2.6 敏感性与概率分析

图4为成本与收益动因在25%范围内变化时ECF与

TCF漂白方案的敏感性分析图。IRR对成本与氢氧化

钠、电与氯酸钠的价格变化更为敏感，其它化学品价格

的变化对IRR影响较小。

通过向模拟器输入（木材、化学品、电与浆）实际或

平均价格导出IRR输出值，进行确定性分析对比两种方

案技术经济评价结果，但输入的经济数据的变化（图5）

[收稿日期:2018-11-24]

对经济指标的影响不能进行确定性分析评价。在本文

中，财务风险软件系统将图5中的数据转换成概率密度

函数进行概率分析（图6）。在每一循环，财务风险软件

采样可积密度函数并记录财务输出（IRR）并形成概率

分布图（图7）。图7显示在两种情况下，化学品与电力价

格的波动引起IRR的变化为1.5%。图8表明氢氧化钠与

氯酸钠价格的波动对ECF方案的IRR概率分布影响最

大；而TCF不使用含氯的氧化剂，因而不受氯酸钠价格

的波动影响，与化学品相关的财务风险最小。电价格的

波动对两方案IRR的概率分布均没有明显影响（图8），

这与分析期间电力价格相对稳定有关（图5）。如图4所

示确定方法的敏感性分析表明IRR对电力价格的波动

非常敏感，但电力价格的轻微波动对IRR的概率分布没

有明显影响（图8）。

3  结论

技术经济分析表明P e r r i n e t a l.[10 ]提出的

TC F漂白新的工艺技术，可获得与EC F漂白工艺相

同特性的漂白浆，两种漂白技术方案的I R R(E C F= 

16.5%,T C F=16.4%）相同。尽管可节约甲醇与氯酸

钠，且蒸汽消耗低，但TCF工厂消耗更多电能与硫酸

镁，送电网的外卖电能少。两种方案的运营成本非常接

近（ECF=465$/ADt，TCF=468$/ADt）。与ECF比，

TCF部分漂白滤液的回用可减少污水的排放。

敏感性分析表明在所有成本与收益动因（化学品

成本与电力价格）评估中，I RR对氢氧化钠、电与氯酸

钠价格最为敏感。而对漂白化学品波动的概率性分析

评估表明氢氧化钠、氯酸钠的波动对ECF方案的IRR概

率分布具有明显影响；TCF不依赖氯元素，与氯酸钠的

波动相关的风险很小。

尽管TCF漂白技术有着预期效果，但也要谨慎看

待其竞争性。目前仅是基于前期技术经济分析，还需进

一步详细分析确认其效果。TCF漂白流程仅完成在实

验室阶段测试，还需进一步扩大规模证明其技术先进

性、运行稳定性与产品特性。前期的技术经济分析表明

有着预期的潜力，但还需进一步研究与调查确认TCF

漂白流程是可行的替代漂白工艺。

参考文献（略）

国外技术 oveRsea Tech

60
第40卷第6期 2019年3月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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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式涂布机构经常使用在造纸或软包装

(B&P)中，以便使用少量的昂贵覆盖涂料的情况下

达到特别高的质量。但是，帘式涂布机构对环境影

响特别敏感，空气流、温度或空气湿度的波动会影

响其运行的稳定性。通常涂布机构在空间上靠近

干燥装置（如滚筒干燥装置或红外干燥装置），经

常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运行。为了对覆盖涂料脱

气，还使用真空脱气装置。该真空脱气装置必须在

低温下运行，以防止覆盖涂料沸腾。基于在涂布头

中导引的冷覆盖涂料，热的环境空气可能在涂布

头上（特别是在该涂布头的脱离边缘上）凝结并且

凝结液滴会落在有待制造的纤维幅上。为了防止

这一点，帘式涂布机构通常在经空气调节的壳体中

运行，但空气调节都特别昂贵。

设置一种吹扫装置，借助该吹扫装置用流动的气

态吹扫介质加载至脱离边缘，凝结的环境空气只有

少量或没有能在脱离边缘的区域中积聚。出于这个原

因，可以完全取消或者使用仅极为简单的空气调节。

如图1a所示，涂布头用于制造自由下落的液态

或膏状涂布介质的单层帘，用于对连续的材料幅进

行涂层。涂布头具有横向分配腔和与其连接的带

有出口开口的喷嘴间隙，使得从横向分配腔经由喷

嘴间隙到出口开口的涂布介质在出口开口上离开涂

布头。当前，出口开口提供了沿纸幅运行方向MD

观察在前方和后方的脱离边缘。

涂布头包括第一吹扫装置和第二吹扫装置，它们

被构造和布置成使得在按规定使用涂布头时沿材料

幅的幅运行方向观察，第一吹扫装

置从前方用流动的吹扫介质（带箭

头的点划线）加载第一脱离边缘，

第二吹扫装置从后方用流动的吹扫

介质（带箭头的点划线）加载第二

脱离边缘。两个吹扫装置被布置在

喷嘴间隙外，吹扫介质为空气。

吹扫介质的温度被保持在周

边环境的温度（小于65℃）和涂布

介质的温度（18～40℃）之间，处

在15～55℃的范围内。吹扫介质

的温度优选偏离了涂布介质的温

度优选最大5℃，小于涂布介质的

温度优选最大5℃。

涂布头的壳体块内布置着横向

分配腔和喷嘴间隙。壳体块包括第

一壳体块部分（前方的壳体块部

分）和第二壳体块部分（后方的壳

体块部分），其中，通过在两个壳

体块部分之间形成的空腔形成了横

向分配腔和喷嘴间隙。第一壳体块

图1  自由下落帘的涂布头

1—涂布头  2—帘  3,4,5—横向分配腔  6,7,8—喷嘴间隙  9—出口开口  10—第一脱离边缘  11—
第二脱离边缘  12—第一吹扫装置  13—第二吹扫装置  14—第一壳体块部分  15—第一喷嘴唇  
16—第二壳体块部分  17—第二喷嘴唇  18,19—外皮  20,21—转向板  22,23—吹扫介质  24—滑
动面块  25—脱离边缘  26—滑动面  27—壳体块中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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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第一喷嘴唇，其在喷嘴间隙的出口开口的区域

中提供第一脱离边缘。此外，第二壳体块部分的第

二喷嘴唇，其在喷嘴间隙的出口开口的区域内提供第

二脱离边缘。两个喷嘴唇能相对彼此调整，使得喷

嘴间隙的口径在出口开口的区域内能沿着涂布头的

横向方向单独加以调整。

壳体块区段式地被与周边环境接触的外皮包

围，外皮按不会妨碍帘的自由下落的方式布置和构

造在脱离边缘的区域中。外皮至少区段式地通过

绝热层与壳体块热分离。

绝热层在外皮的前方部分与前方的壳体块部分

之间由一种气态的隔绝介质形成，该气态的隔绝介

质在前方的壳体块部分与外皮的前方部分之间的间

隙内被导引，并且由来自第一吹扫装置流动的气态

吹扫介质形成。间隙的处于上方的部分在后方的壳

体块部分与外皮的后方部分之间由泡沫材料形成。

此外，间隙的与处于上方的部分上相邻的处于下方

的部分，在后方的壳体块部分与外皮的后方部分之

间，由气态的隔绝介质形成，该气态的隔绝介质由来

自第二吹扫装置的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提供。

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于第一吹扫装置和第二

吹扫装置，吹扫介质沿一个从上侧指向下侧的流

动方向流向两个脱离边缘。

图1b示出了涂布头的一种变型方案，两个吹扫

装置安装在喷头下方的区域中。无论是间隙的后方壳

体块部分与外皮的后方部分之间的上方部分，还是

间隙的前方壳体块部分与外皮的前方部分之间的上

方部分，在此都完全或至少部分被泡沫材料填充。

绝热层由气态的隔绝介质形成，该气态的隔绝

介质布置在处于壳体块和外皮之间的间隙内或在

该间隙内导引，其中，该间隙在脱离边缘的区域中

（优选处在2～10mm的范围内）。气态的隔绝介质

至少部分、优选完全由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提供。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特别简单的方式提供壳体块

的隔绝和对至少一个脱离边缘的吹扫。

图1c的涂布头与图1a的差异主要在于：（1）两

个吹扫装置布置在涂布头的下方区域中，也就是说

在喷嘴唇的高度上，并且外皮在帘之前和之后向着

自由下落的帘的方向突出于出口开口上的两个脱离

边缘直至100mm，因此为自由下落的帘屏蔽了干扰

性的环境影响（如空气流）。为了使由第一吹扫装

置提供的流动吹扫介质转向到第一脱离边缘上，外

皮的在前方的部分包括转向板。与之类似的是，外

皮的在后方的部分包括转向板，因此由第二吹扫装

置提供的流动吹扫介质被转向到第二脱离边缘上。

（2）在外皮的前方部分与壳体块之间的以及在外

皮的后方部分与壳体块之间的绝热层分别通过空

气被提供，该空气不由吹扫介质提供。但取代空气

也可以使用其他绝热层（如泡沫、石绵等）。

图1d的涂布头与图1a的差异主要在于：在外皮

的后方部分与后方的壳体块部分之间的绝热层由

气态隔绝介质形成，该隔绝介质在后方的壳体块部

分与外皮的后方部分之间的间隙内被导引并且由来

自第二吹扫装置的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提供。

图1e的涂布头与图1d的差异主要在于：没有设

置外皮。壳体块仅被与周边环境接触的绝热层包

围，其中，包围前方的壳体块部分的绝热层由来自

第一吹扫装置的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提供，以及

包围后方的壳体块部分的绝热层由来自第二吹扫

装置的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提供。

图1f的涂布头具有横向分配腔和与该横向分配

图2  帘式涂布机构的实施方式

1—涂布头  2—帘  3—横向分配腔  9—出口开口  12—第一吹扫
装置  13—第二吹扫装置  14—第一壳体块部分  16—第二壳体块
部分  22,23—吹扫介质  28—帘式涂布机构  29—纸幅  30,31—辊  
32—壳体  33,34—温度传感器  35,36—加热或冷却装置  37—控制
和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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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连接的带有出口开口的喷嘴间隙以及与出口开口

邻接的滑动面，脱离边缘又与该滑动面邻接，使得沿

涂布介质的流动方向观察，从横向分配腔经由喷嘴

间隙和出口开口到来的涂布介质在出口开口之后经由

滑动面流向脱离边缘，并且在该脱离边缘上离开涂

布头。滑动面由布置在前方的壳体块部分上的滑动

面块提供。在脱离边缘上设置有两个吹扫装置，借助

它们能用流动的气态吹扫介质加载脱离边缘。

图1g的涂布头与图1d的差异主要在于：壳体

块除了前方的和后方的壳体块部分外，还具有壳

体块中间部分，以及提供了带有相应配设的喷嘴

间隙的两个横向分配腔，喷嘴间隙在出口开口处相

遇，以便产生双层的自由下落的帘。对两个脱离边

缘的加载以及壳体块的绝热与图1d类似，即，用由

第一吹扫装置提供的吹扫介质加载第一脱离边缘

以及用由第二吹扫装置提供的吹扫介质加载第二

脱离边缘，其中，两个吹扫介质分别由壳体块上方

的部分在外皮之间的间隙中沿着一个从上侧指向

下侧的流动方向被导引。

图2示出了自由下落的帘的液态或膏状的涂布介

质对连续的纸幅进行涂层的一种实施方式，其中，没

有对壳体进行空气调节。纸幅在涂层期间基本上通

过辊被水平运行地导引。壳体为涂布头并且为自由

下落的帘落到纸幅上的那个部位屏蔽了环境影响。

帘式涂布机构具有器件用以调整吹扫介质和

涂布介质的温度，使得吹扫介质的温度处在环境

的温度和涂布介质的温度之间。具体来说，器件包

括用于测量吹扫介质的温度传感器和用于测量横

向分配腔的区域中的涂布介质的温度的温度传感

器。此外，器件还包括用于提高或降低吹扫介质与

涂布介质温度的加热或冷却装置。器件还包括控

制和调节装置作为其他的元件，用该元件根据所

测得温度和额定温度的差别自动调节控制。

纸质文物批量处理装置及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9281229 A

发明人：刘建安　董晓斌　樊慧明　李嘉禾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提供一种纸质文物批量处理装置，可实现对

批量纸质文物中的纸张进行连续式地逐页脱酸处

理，有效提高处理效率和脱酸均匀性。

如图1所示，该种纸质文物批量处理装置包括

机箱、喷药机构、送纸机构和托纸机构，喷药机构

设于机箱上部，托纸机构设于机箱下部，纸张设于

托纸机构上，送纸机构往复移动于托纸机构上方；

托纸机构中设有翻转式托纸垫，喷药机构为上下

移动式结构。

托纸机构包括沿纸张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第

一样品架、第一托纸垫、第二托纸垫和第二样品

架。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垫为结构和原理均相

同的翻转式托纸垫，分别包括托纸板、转动轴和

翻转驱动机构，转动轴设于托纸板的一侧，转动

轴一端与翻转驱动机构连接。其中，第一托纸垫首

先承接纸张，完成纸张一面的脱酸处理后，翻转将

纸张送入第二托纸垫上，由第二托纸垫继续承接

纸张，完成纸张另一面的脱酸处理，根据纸张处理

次数的实际需要，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垫的数

量可以进行合理调整。翻转时，由翻转驱动机构输

出动力，通过转动轴带动托纸板翻转即可，托纸板

的翻转幅度为0～180°。托纸板可采用聚酯材料做

成，板上开有多个通孔，从而不会有雾化药液积聚

在托纸垫上影响处理均匀性，托纸板的尺寸略大

于处理纸张的尺寸，一般长度和宽度方向均大于

纸张尺寸20～40mm。

第一托纸垫所处的高度高于第二托纸垫所处

的高度。该结构对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垫的安装

和调试无特别要求，但在脱酸处理过程中，由于两

者高度不一致，所以药液分布器需要分设成两个腔

体，对第一托纸垫上的纸张和第二托纸垫上的纸张

分别单独处理，其工艺相对繁琐一些。第一样品架

和第二样品架均为顶部开口的箱状结构，第一托纸

垫和第二托纸垫下方设有集液槽。其中，第一样品架

底部还通过第一支座安装于机箱内，集液槽底部还

通过第二支座安装于机箱内，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

纸垫共同使用一个集液槽，集液槽的长度、宽度均

大于或等于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垫的整体长度、

宽度，可有效承接喷药时挥洒的药液，方便药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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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也避免药液腐蚀或污染机箱内其他零部件。

送纸机构包括真空吸纸组件和吹纸组件。真

空吸纸组件包括伸长臂、真空管、真空吸盘、第一

电动升降杆、第一滑轨和第一滑块，第一滑轨水平

安装于托纸机构上方，伸长臂一端固定有第一滑

块，第一滑块与第一滑轨相配合，真空管平行设于

伸长臂下方，伸长臂底部通过第一电动升降杆与真

空管连接，真空管底部设有至少一个真空吸盘，真

空管一端外接抽真空机构。上述部件组成真空吸

纸组件，真空管可通过软管外接真空风机，该软管

设计可方便随伸长臂、真空管等部件的移动或升

降而伸缩。使用时，打开真空风机出口处的第一阀

门，由真空风机进行抽真空，通过真空管使真空吸

盘产生负压作用，对第一样品架内的纸张产生吸

附作用力；真空吸盘的数量可根据纸张的实际尺寸

规格需要进行设置，一般设为两个；第一滑轨可通

过拉杆安装于机箱内；第一电动升降杆用于驱动

真空管及真空吸盘进行升降运动，使真空吸盘对

第一样品架内的纸张进行吸附、输送等动作。

吹纸组件吹风管的下端位于真空吸盘的一侧，

吹风管的上端外接鼓风机构；吹风管出口处的轴线

相对于竖直面呈10°～20°的倾斜角。吹风管以及其

外接的鼓风机构组成吹纸组

件，与上述真空吸纸组件相

配合，可进一步保证真空吸盘

每次只吸附一张纸张。其中，

鼓风机构可采用市面通用的

鼓风机，吹风管上设置第二

阀门，吹风管设于第一样品

架上方靠近第一样品架边沿

处，吹风管出口处采用倾斜

结构设计，可使风倾斜吹向

纸张。当真空吸盘吸附有多

张纸张时，可通过该吹风管

将多余的纸张吹落，进一步

保证每次只送出一张纸张。

喷药机构包括供药组

件、连接管道、药液分布器

和第二电动升降杆，药液分

布器顶部通过连接管道与供药组件连接，药液分

布器顶部设有第二电动升降杆，第二电动升降杆的

上端通过支架与机箱内壁连接，第二电动升降杆

的下端与药液分布器连接。药液分布器包括并列

设置的第一分布腔和第二分布腔，连接管道包括

主管道和分配管，主管道一端与供药组件连接，主

管道另一端与分配管连接，两个分配管的末端分

别与第一分布腔和第二分布腔连接。其中，供药组

件包括沿药物输送方向设置的药液槽和超声雾化

器，药液槽和超声雾化器之间的连接管道上设置

可控制流量用的第三阀门，超声雾化器的出口处

通过连接管道与药液分布器连接，连接管道中有

一节采用伸缩软管，可配合药液分布器的升降运动

用，药液分布器的升降运动由第二电动升降杆进

行驱动，喷药距离（即药液分布器的喷嘴处与纸张

纸件的距离）一般为100～200mm。第一分布腔和

第二分布腔的结构是配合第一托纸垫所设高度高

于第二托纸垫的结构进行设计的，通过在两个分

配管上分别设置第四阀门和第五阀门，从而控制第

一分布腔和第二分布腔向对应的纸张喷药进行脱

酸处理。如图2所示，药液分布器上均匀分布有多

个喷嘴，各喷嘴的直径为0.2～0.5mm。药液分布

图1  批量脱酸处理装置的整体结构

1—机箱  2—药液槽  3—第三阀门  4—超声雾化器  5—连接管道  6—主管道  7—分配管  8—
真空风机  9—第一阀门  10—第二阀门  11—鼓风机  12—拉杆  13—第一滑轨  14—第一分布腔  
15—第四阀门  16—第二电动升降杆  17—第五阀门  18—第二分布腔  19—第一滑块  20—吹风
管  21—第二托纸垫  22—第一托纸垫  23—托纸板  24—转动轴  25—翻转驱动机构  26—第一
样品架  27—集液槽  28—第二支座  29—第一支座  30—第二样品架  31—伸长臂  32—真空管  
33—第一电动升降杆  34—软管  35—真空吸盘  36—喷嘴  37—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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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有效喷雾面积略大于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

垫的整体面积，可有效保证脱酸效果的均匀性。

机箱正面可开设两扇门，方便打开进行操作和

维护，供药组件（包括药液槽和超声雾化器等）、

抽真空机构和鼓风机构安装于机箱顶部外侧，其

余各部件均安装于机箱内。批量脱酸处理装置中

各电动升降杆、阀门、翻转驱动机构及滑块连接的

驱动装置等均外接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对各部

件的动作进行精确控制。

纸质文物批量处理方法：送纸机构将堆叠的

纸张逐页送纸托纸机构上，喷药机构下移后，先对

纸张的一面喷药进行脱酸处理，然后托纸机构翻

转纸张，喷药机构再对纸张的另一面喷药进行脱酸

处理，完成后托纸机构再翻转将纸张送出。该过程

中，送纸机构将纸张送纸托纸机构的具体过程为：

在第一滑块的带动下，真空吸纸组件中的伸长臂、

真空管、真空吸盘、第一电动升降杆等部件均沿第

一滑轨滑动至真空吸盘位于第一样品架上方（靠近

纸张的中部处），第一电动升降杆驱动真空管和真

空吸盘下移至接触纸张表面，真空吸盘利用吸附力

吸起纸张；然后启动吹风组件，通过吹风管向纸张

边沿吹风，确保只有一页纸被吸起来；接着在第一

滑块的带动下，真空吸纸组件中的伸长臂、真空管、

真空吸盘、第一电动升降杆等部件均沿第一滑轨滑

动至真空吸盘位于第一托纸垫上方，并将纸张放入

第一托纸垫上，然后真空吸附组件复位。

该方法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将待处理的纸张层叠放入到第一样品架

中；（2）启动第一滑块，将真空吸盘移到第一样品架

的中间位置，第一电动升降杆下移，使真空吸盘贴

紧纸样表面；（3）启动真空风机，通过第一阀门调节

流量，确保真空吸盘能吸住单张纸张，第一电动升

降杆上移到离开样品架，同时开启鼓风机，吹风管向

纸张吹风，确保只有一张纸张被吸起来；（4）第一

滑动块继续沿第一滑轨滑行，带动真空吸盘移动，

使纸张移到第一托纸垫的正上方，第一电动升降杆

下移，然后关闭真空风机，使纸张落入第一托纸垫

上，真空吸盘返回到初始位置；（5）第二电动升降

杆下移，带动药液分布器逐渐靠近第一托纸垫，药

液分布器与第一托纸垫的距离为150mm(根据实际

工艺需要，也可在100～200mm的范围内进行调节)

时停止下移，启动超声雾化器，使药液槽中的药液通

过超声雾化器雾化，再由药液分布器的第二分布腔

对第一托纸垫上的纸张进行喷雾处理，处理时间为

15秒，处理时间取决于纸样的定量、受损程度等因

素；（6）第二电动升降杆上移，药液分布器回到初始

位置，关闭超声雾化器；第一托纸垫中的翻转驱动

机构启动，使其托纸板带动纸张缓慢翻转，将纸张

转移至第二托纸垫上；然后第一托纸垫回到初始位

置；（7）第二电动升降杆下移，带动药液分布器逐渐

靠近第二托纸垫，药液分布器与第二托纸垫的距离

为150mm（根据实际工艺需要，也可在100～200mm

的范围内进行调节）时停止下移，启动超声雾化器，

使药液槽中的药液通过超声雾化器雾化，再由药液

分布器对第二托纸垫上的纸张进行喷雾处理，处理

时间为15秒，处理时间取决于纸样的定量、受损程

度等因素；（8）第二电动升降杆上移，药液分布器回

到初始位置，关闭超声雾化器；第二托纸垫中的翻

转驱动机构启动，使其托纸板带动纸张缓慢翻转，

将纸张转移至第二样品架中进行收集；然后第二托

纸垫回到初始位置；（9）重复步骤（2）至（8），直至

第一样品架中的纸张均完成脱酸处理。

当然，纸质文物批量处理装置也可如下设置：

托纸机构中，第一托纸垫和第二托纸垫所处的高

度相同，安装时第一托纸垫与第二托纸垫之间需留

有间隙，且第一托纸垫翻转时应略小于180°，以防

图2  药液分布器的结构

14—第一分布腔  18—第二分布腔  36—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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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碰撞而损坏纸张，该结构安装调试相对麻

烦一些，但药液分布器可不分设成两个腔体，同时

对第一托纸垫上的纸张和第二托纸垫上的纸张进

行脱酸处理，其工艺相对简单且处理效率较高。

相应地，喷药机构包括供药组件、连接管道、

药液分布器和第二电动升降杆，药液分布器顶部通

过连接管道与供药组件连接，药液分布器顶部设有

第二电动升降杆，第二电动升降杆的上端通过支

架与机箱内壁连接，第二电动升降杆的下端与药

液分布器连接。其中，供药组件和第二电动升降杆

结构与前述相同，但药液分布器可采用一体式结

构，并直接通过连接管道与供药组件连接，而不需

要再设置相应的分配管及阀门等部件。

该装置使用时，可对第二托纸垫上第一张纸

的第二面和第一托纸垫上下一张纸的第一面同时

进行脱酸处理，有效提高其处理效率。

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移动式送纸机构和翻

转式的托纸机构，可实现对批量纸张进行逐页取

送并单独进行脱酸处理，使纸张的脱酸处理不再只

能单页进行，实现批量连续处理，大大提高处理效

率和脱酸均匀性。（2）送纸机构同时利用了真空吸

盘的吸附力和吹风管的吹散功能，两者相结合，可

实现堆叠后单页纸张的精确取送，确保每张纸张

脱酸的均匀性。（3）使用时，在每页纸张喷涂的过

程中，纸张上没有任何位置被覆盖，因此能获得非

常均匀的脱酸处理效果。（4）利用机箱将各关键部

件安装其中，一方面可方便该装置在各图书馆间搬

运，可以做为流动的纸质文物处理站使用，另一方

面整个处理过程在密闭的箱体中进行，可防止药液

喷洒，保护环境安全及操作人员健康。

高低压蒸汽自动分流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296936 A

发明人：谢兴艺

申请人：谢兴艺

在造纸过程中，不同工序需要使用高压蒸汽和

低压蒸汽，现有技术中，使用两台蒸汽机分别供应

高压蒸汽和低压蒸汽，或一台蒸汽机分别供应高

压蒸汽和低压蒸汽，并用管道分别输送，其燃料的

利用率较低且在管道中的损耗较多，效率比降低。

为了解决此问题，提供一种高低压蒸汽自动分

流装置。

如图1所示，高低压蒸汽自动分流装置的固定

块内设有第一腔室，第一腔室内设有挤压机构，挤

压机构包括水平设置于第一腔室前后两端内壁上的

滑槽，滑槽内设有与之相匹配的滑块，滑块在滑槽

内滑动密封，第一腔室内滑动密封有挤压块，挤压

块可将第一腔室内的低压蒸汽挤压变为高压蒸汽，

挤压块的前后两端侧壁分别与两块滑块的侧壁固定

连接，挤压块远离第二腔室的一端侧壁上设有收放

槽，收放槽用于减小占用第一腔室的空间，收放槽

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第一伸缩杆，第一伸缩杆远离

收放槽内壁的一端贯穿收放槽的槽口并与第一腔室

的内壁固定连接，第一伸缩杆套设有第一弹簧，第

一伸缩杆用保护第一弹簧，第一弹簧的左右两端分

别与第一腔室的内壁收放槽的内壁固定连接。

固定块内设有第二腔室，第二腔室内设有驱

动机构，驱动机构的一端贯穿第二腔室的内壁并

与挤压机构固定连接，驱动机构包括固定连接于

第二腔室底部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为伺服驱动

电机。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同轴固定连接有转动

杆，转动杆的上端与第二腔室的顶面转动连接，转

动杆上同轴固定连接有多个卷筒，卷筒上固定缠

绕有绳索，绳索远离卷筒的一端贯穿第二腔室的

内壁并与挤压块远离第一伸缩杆的一端侧壁固定

连接，绳索与固定块密封连接。

固定块内设有进气机构和泄气机构，进气机

构和泄气机构均与第一腔室连通设置，进气机构

和泄气机构分别位于第二腔室的上方和下方，进

气机构包括设置于第一腔室内壁上内外连通的第

一通孔，第一通孔的顶面上转动连接有转动板，第

一通孔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用于限制转动板的第一

限位块，转动板和第一限位块配合使得挤压块在

运动时将第一通孔关闭，第一限位块靠近挤压块

的一端侧壁与转动板的一端侧壁相抵接触，固定

块的一端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进气管，进气管与第一

通孔连通设置，进气管与外部蒸汽机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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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气机构包括设置于第一腔室底部的放置

槽，放置槽内设有开关板，开关板的四边与放置槽

的内壁均滑动密封连接，开关板的下端连接有多

根第二伸缩杆，多根第二伸缩杆的下端固定连接有

同一块横板，横板的下端固定连接有测量板，测量

板的下端贯穿放置槽的底部并延伸至其外部，测

量板上设有刻度表，便于外部操作人员判断第二弹

簧作用力改变的大小。

横板的下端转动连接有螺纹杆，螺纹杆的下

端贯穿放置槽的底部并延伸至其外部，螺纹杆的下

端管固定连接有旋钮，螺纹杆与固定块螺纹连接，

第二伸缩杆上套设有第二弹簧，第二伸缩杆用于保

护第二弹簧，第二弹簧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横板的上

端和开关板的下端相抵接触，第二弹簧用于改变和

开关板之间的作用力，使第一腔室内可产生相应大

小的高压蒸汽并将其输出，放置槽的左右两端内壁

上均固定连接有用于限制开关板的第二限位块，放

置槽的一端内壁上水平设有内外连通的第二通孔，

第二通孔位于开关板和横板之间，固定块的一端侧

壁上固定连接有出气管，出气管与第二通孔连通设

置，出气管与外部蒸汽使用设备相连接。

使用时，先通过进气管将固定量的低压蒸汽输

入至第一腔室内，若此时需要的是低压蒸汽，则转

动旋钮，使得螺纹杆转动带动横板向下运动，减小

第二弹簧与开关板之间的作用力，此时启动驱动电

机，驱动电机转动带动转动杆转动，转动杆转动使

得卷筒转动收卷绳索，绳索带动挤压块在第一腔室

内移动挤压低压蒸汽，低压蒸汽挤压转动板使其

将第一通孔封闭，低压蒸汽挤压开关板使其不再封

闭第二通孔，低压蒸汽再通过第二通孔进入出气管

内并输出使用，待第一腔室内的低压蒸汽排出完毕

后，驱动电机在反向转动，第一弹簧再带动挤压块

回至原位，若此时再需要高压蒸汽时，先转动旋钮

进行调整，使得第二弹簧增大与开关板之间的作用

力，同时可通过测量板来观测所需要的高压蒸汽

的压力大小，随后再通过进气管输入低压蒸汽，随

后再启动驱动电机，驱动电机挤压第一腔室内的低

压蒸汽使其逐渐变成高压蒸汽，随着挤压开关板的

力度逐渐变大使其最终可通过第二通孔进入至出

气管中并输出使用，完成低压变高压之间的转换。

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的挤压机构和第一腔

室、驱动机构及泄气机构的配合，以达到在同一状态

的蒸汽从进气管进入第一腔室后，经过挤压块不同

程度的挤压压缩使其形成不同类型的高压或低压蒸

汽从出气管排出，避免了使用两套不同系统产生高

低压蒸汽的复杂结构，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且减小

了在管道中的损耗。（2）通过设置的测量板和第二

弹簧及螺纹杆的配合，以达到操作人员可通过螺纹

杆来调节横板的高度使其改变第二弹簧对开关板的

作用力，以此来调节出气管中输出蒸汽的压力大小。

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排水阻汽装置及
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9338789 A

发明人：汤伟　佟永亮　张越　王帅　窦晨超　

图1  高低压蒸汽自动分流装置的结构

1—固定块  2—第一腔室  3—挤压机构  4—第二腔室  5—驱动
机构  6—进气机构  7—泄气机构  8—滑块  9—挤压块  10—第
一伸缩杆  11—第一弹簧  12—驱动电机  13—转动杆  14—卷筒  
15—绳索  16—转动板  17—第一限位块  18—进气管  19—开关板  
20—第二伸缩杆  21—横板  22—螺纹杆  23—旋钮  24—第二弹
簧  25—出气管  26—测量板  27—第二限位块  28—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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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宇阳　刘思洋

申请人：陕西科技大学

蒸汽在使用过程中放热冷凝形成冷凝水，冷

凝水一旦形成就要快速排出，否则会影响设备的

传热效率甚至引起水击，甚至造成加热过程无法

进行的后果。但是排放冷凝水时不能排出蒸汽，否

则会造成能源的浪费。

参照图1，目前多在蒸汽加热设备出口处安装

蒸汽疏水阀来实现排水阻汽。但是蒸汽疏水阀的

使用要经过严格的计算，同时疏水阀的安装方向、

管道布局，提高了应用的难度；疏水阀前端需配备

过滤器，同时疏水阀价格昂贵且易损坏，使用成本

高；疏水阀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泄漏、堵塞、过

蒸汽等问题，使疏水阀不能正常工作，造成大量蒸

汽外排，导致能源的浪费。

提供一种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排水阻汽装置，通

过液封作用实现排水阻汽，避免蒸汽的浪费现象。

参照图2a，该种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排水阻汽

装置包括换热器、排水第三管路、主排水第四管路

及旁通排水第五管路，换热器与排水第三管路间

设有冷凝罐。冷凝罐的入口通过第二管路连接换

热器的出口，换热器入口连接新鲜蒸汽入口第一管

路。第二管路上设有第一开关阀。冷凝罐的蒸汽出

口连接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用于使温度降低

的不凝气体从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排出。冷凝

罐的冷凝水出口排水第三管路，排水第三管路连接

主排水第四管路。冷凝罐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温

度传感器、电磁开关阀分别与第一控制回路电气连

接。第一控制回路为温度控制回路TIC-101。

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的上游设有温度传感器，

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的下游设有电磁开关阀。

主排水第四管路上设有第二开关阀及第三开关

阀。第二开关阀与第三开关阀间设有O型调节球阀。

冷凝罐上设有液位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与第二控制

回路电气连接。O型调节球阀与第二控制回路电气

连接。第二控制回路为液位控制回路LIC-101。

主排水第四管路上还设有旁通排水第五管路。

旁通排水第五管路的入口连接第二开关阀上游的

管路，旁通排水第五管路的出口连接第三开关阀下

游的管路，旁通排水第五管路上设有第四开关阀。

具体地，该种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排水阻汽装置

主要包括新鲜蒸汽进口管路、换热器、冷凝罐、第二

管路、排水第三管路、主排水第四管路、旁通排水第

五管路、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第一开关阀、温度

传感器、电磁开关阀、磁翻板液位计、液位传感器、

第二开关阀、O型调节球阀、第三开关阀、第四开关

阀、两个控制回路。换热器出口连接第二管路入口；

冷凝罐罐体上有一个入口、两个出口以及两组取压

孔，冷凝罐入口连接第二管路出口，冷凝罐上出口连

接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冷凝罐下出口连接排水

第三管路，其两组取压孔每组沿竖直方向排列，分

别用于安装磁翻板液位计和液位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采用热电偶类型，如川仪公司的

WZPB-230。液位传感器可以选择WT2000LT智

能液位变送器，量程为0～3米。

参见图2b，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排水阻汽装置

的换热器入口连接新鲜蒸汽入口第一管路，通入

蒸汽，出口端连接第二管路；第二管路出口连接冷

凝罐入口。第二管路中间段安装第一开关阀，第一

开关阀用于控制第二管路的通断，进而影响汽水

混合物的排出。第一开关阀在换热器工作时处于

开启状态，停止工作时处于关闭状态。

第二管路的末端连接冷凝罐入口，将汽水混

合物送入冷凝罐，冷凝罐内部存在合适的液位高

度，罐内液体液封汽水混合物实现排水阻汽作用，

冷凝罐下出口连接排水第三管路。冷凝罐上出口连

接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

图1  常规蒸汽冷凝水系统装置

1—新鲜蒸汽入口第一管路  2—换热器  5—排水第三管路  6—主排
水第四管路  7—旁通排水第五管路  14—第二开关阀  16—第三开关
阀  17—第四开关阀  20—疏水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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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第三管路分支为主排水第四管路和旁通

排水第五管路，主排水第四管路沿水流出方向依

次安装第二开关阀、O型调节球阀、第三开关阀；

旁通排水第五管路安装第四开关阀。正常工作状

态下，第四开关阀处于关闭状态，旁通排水第五管

路没有水流过；主排水第四管路上的第二开关阀、

第三开关阀均处于全开状态，由O型调节球阀控制

主排水管路的流量。当O型调节球阀处于非正常工

作状态时，第二开关阀和第三开关阀关闭，第四开

关阀开启，冷凝罐内水沿旁通排水第五管路流出，

可实现对O型调节球阀的维修、更换。

冷凝罐上出口连接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

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沿蒸汽流出方向依次安装

温度传感器、电磁开关阀。由电磁开关阀实现不凝

气体排放第六管路的通断。

通过液位控制回路实现冷凝罐内最低液位控

制，由冷凝罐内水液封，起到排水阻汽作用。

通过温度控制回路实现冷凝罐内最低温度控制，

由冷凝罐内温度控制起调节换热器内温度的目的。

液位控制回路LIC-101包括安装与冷凝罐上

的液位传感器、排水第三管路、主排水第四管路和

O型调节球阀。冷凝罐液位作为被控参数，通过液

位传感器检测并反馈，控制器根据其液位检测值

和液位设定值、液位槛值之间的误差值实现V型调

节球阀的开度控制，调节管内冷凝水的排出量而

实现冷凝罐液位控制的目的。当液位检测值L处于

液位高限槛值HLMN与液位低限槛值LLMN之间是通

过PID控制实现液位自动调节；液位检测值L小于

液位设定值LSP时，调小阀门开度；液位检测值L大

于液位设定值L SP时，开大阀门开度；当液位检测

值L大于液位高限槛值HLMN时，阀门全开；当液位

检测值L小于液位低限槛值LLMN时，阀门全关。

温度控制回路TIC-101包括蒸汽排放管路、

安装于蒸汽排放管路上的温度传感器、电磁开关

阀。冷凝罐温度作为被控参数，通过温度传感器检

测并反馈，控制器根据其温度检测值和温度槛值

实现电磁开关阀的开关控制，调节管内汽体的排

出量而实现冷凝罐温度控制的目的。设定一个合

适的温度槛值T0，当温度的检测值T持续20分钟

大于等于T0时，电磁开关阀保持全关状态；当温度

的检测值T小于T0时，打开电磁开关阀并保持全开

状态，当放气一定时间后阀门自动全关。

工作原理：新鲜蒸汽通入换热器，在换热器进

行热交换，蒸汽冷凝放热形成冷凝水；换热器出口

排出蒸汽与冷凝水的混合物。换热器通过第二管

路与冷凝罐相连通，汽水混合物流入冷凝罐。新鲜

蒸汽内常会混杂空气等不凝气体，也会通过第二管

路流向冷凝罐并在罐内积聚。冷凝罐内积聚的不

凝气体会导致冷凝罐内压力升高，进

而导致换热器出口处压力升高，致使

新鲜蒸汽不能够进入换热器换热，导

致换热器不能正常工作；高温的汽水

混合物也就不能够进入冷凝罐，从而

导致冷凝罐内温度降低。

因此，冷凝罐内温度高低便表征

了罐内不凝气体量的多少。不凝气体

量多时，冷凝罐内温度低；反之不凝

气体量极少时，换热器工作正常，冷

凝罐温度高。因此通过温度控制回

路调节不凝气体第六排放管路的通

断排放不凝气体，调节冷凝罐内温

度，进而调节冷凝罐内压力，当冷凝

罐内压力低时，新鲜蒸汽便能更容易

图2  蒸汽冷凝水的排水阻汽装置

1—新鲜蒸汽入口第一管路  2—换热器  3—冷凝罐  4—第二管路  5—排水第三管路  6—主排
水第四管路  7—旁通排水第五管路  8—不凝气体排放第六管路  9—第一开关阀  10—温度传
感器  11—电磁开关阀  12—磁翻板液位计  13—液位传感器  14—第二开关阀  15—O型调节
球阀  16—第三开关阀  17—第四开关阀  18—第一控制回路  19—第二控制回路  20—疏水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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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入换热器换热。

冷凝罐内的冷凝水具有较重的密度，冷凝罐上

的磁翻板液位计、液位传感器用于监测冷凝罐内冷

凝水的容量。排水时，冷凝罐内的冷凝水自冷凝罐底

部的排水第三管路排出。排水第三管路具有两道支

路，分为主排水第四管路、及旁通排水第五管路。正

常工作时，第四开关阀关闭，第二开关阀、第三开关

阀开启，冷凝水自主排水第四管路排出，此时可通过

O型调节球阀控制冷凝水的流量。当O型调节球阀处

于非正常工作状态时，第二开关阀和第三开关阀关

闭，第四开关阀开启，冷凝罐内水沿旁通排水第五管

路流出，可实现对O型调节球阀的维修、更换。

纸袋膜纸分离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9295782 A

发明人：蒋仁红

申请人：桂林桂特板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纸袋膜纸分离方法，用以解决从废纸

袋中回收纸质材料的方法（主要是浸泡、击打），效率

低下成本高，无法满足大量生产需求的技术问题。

如图1～图2所示，该装置包括浸泡池、分离池，

浸泡池上方转动设置有多根辊子，辊子相互上下交

错分布，辊子上设置有传送带，辊子与传送带形成

“W”形结构。浸泡池一端设置有第一出水管，出

水泵进水口与第一出水管连接，出水泵出水口与第

二出水管一端连接，第二出水管另一端设置在分离

池上方，分离池内设置过滤网，分离池底部侧面固

定设置过滤水出水管，高压水泵的进水口与过滤水

出水管固定连接，高压水泵的出水口与高压水管一

端连接，高压水管另一端与喷水管连接。喷水管上

开设喷水孔，喷水管固定设置在传送带上面，喷水

孔喷出的水能够喷射到传送带上面。

其中，浸泡池内盛有浸泡液，该浸泡液高度淹

没到一部分辊子和传送带，浸泡液不宜淹没到喷

水管处。浸泡池内还设置超声波震动装置。传送带

上可活动设置有用于固定废纸袋的夹紧装置，该夹

紧装置位于传送带两侧边缘。喷水管包括管体、进

水接头、喷水孔，管体中部固定设置有进水接头，

管体为两端封闭内部空心的管状结构，管体两侧

分别均匀开设有多个喷水孔。两侧的喷水孔之间

的夹角为120°，两侧的喷水孔相互交错开设。其中

一个或多个辊子上设置有皮带轮，皮带轮通过皮带

与电动机转轴连接，电动机可以带动辊子转动。

膜纸分离过程：（1）在浸泡池中放入混合好的

浸泡液，该浸泡液按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碱

5～15份、醇类5～15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6份、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1～6份、重质碳酸钙0.05～0.1

份、水250～500份；然后，将废纸袋纸面朝上膜面

朝下固定在传送带上面；（2）通过辊子的转动带

动传送带将废纸袋转到浸泡液内并浸泡在浸泡液

中浸泡20～60s，期间开启超声波震动装置用于对

废纸袋进行震动，以便于加速浸泡液侵入纸质对

其进行化学分离；（3）启动电动机，辊子带动传送

带移动，从而将废纸袋依次带到喷水孔下，在高压

喷水作用下，纸质材料被高压水分离，纸质材料碎

末被冲入浸泡池中；（4）用水泵将被冲入浸泡池中

的纸质材料碎末吸到分离池内进行分离，分离池

底部被分离的浸泡液送入喷水管进行循环利用；

（5）完成纸和薄膜的分离。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2  喷水管的结构

1—浸泡池  2—辊子  3—传送带  4—第一出水管  5—出水泵  6—
第二出水管  7—分离池  8—过滤网  9—过滤水出水管  10—高
压水泵  11—高压水管  12—喷水管  13—管体  14—进水接头  
15—喷水孔  16—超声波震动装置  17—废纸袋

图1  纸袋膜纸分离装置的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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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rfit Kappa通过蒸汽系统技术改造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本刊讯（Smurfit Kappa 消息) 尽管制浆造纸行

业经历过数次的生态转型，但仍未脱离环境污染严

重的黑色形象。伴随着纸制品使用量的不断攀升

和制浆造纸行业环境压力大的现实，如何降低制

浆造纸行业的环境影响促进其生态转型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Smurfit Kappa位于荷兰小镇鲁尔蒙德的造

纸厂的集成蒸汽系统一直被视为行业的典范，自投

入使用以来，不断帮助Smurfit Kappa实现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降低。改蒸汽项目是正在实施的密

集能源与二氧化碳减排项目的一部分，自2005年以

来已实现23%二氧化碳减排量，并且去年的排放量

仅为3%。

鲁尔蒙德造纸厂有三台造纸机器分别生产不

同等级的纸。在现有配置下，其中两台的残余蒸汽

被部分再利用。

由于该造纸厂希望不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因

此，通过加入一个精密的控制系统，整合现有三台

造纸机的蒸汽系统，最终形成了集成的蒸汽排放系

统。由于每台造纸机的运行速度不同，使用的纸张

定量不同，因此，这也增加了蒸汽排放系统运转的

复杂性。

谈到这个创新的蒸汽系统，鲁尔蒙德造纸厂的

能源生产技术专家表示：“通过对设备工艺的深度

分析，我们最终找到一个能够将其中两台造纸机产

生的多余蒸汽在第三台机器中二次利用的方法。这

减少了我们厂天然气的消耗，并在2018年大幅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量4500吨。”

鲁尔蒙德造纸厂的总经理也补充到：“这个项

目一开始是作为试点项目，但是结果看来已经可以

作为全厂蒸汽设备改造的典范。我们相信好的想

法源于合作、创意及随时准备从不同角度审视我们

的工艺。这次成功的改造蒸汽设备也表明Smurfit 

Kappa一直引领造纸行业不断实现可持续能源消

耗。”

这个蒸汽集成项目也在欧洲造纸工业联盟

(CEPI)上展示，迎合主题“立足根本，不断超越，

2050再投资计划”，最终实现推动欧洲森林纤维和

造纸行业的低碳创新。

加拿大Domtar研发纳米纤维素的应
用

本刊讯（Domtar 消息) 由于塑料制品对环境

的污染是不可逆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寻求可生

物降解及可再生的新材料，其中一种便是纳米纤

维素，简称NCC。

这个小小的纳米晶体是从木材中提取，后被

加工成粉末或悬浮液体。而加工后的材质可被广

泛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具有耐破损、抗渗

透、润滑的特性。

加拿大Domtar公司在生物提炼领域已有170

多年的历史，造就独一无二的行业地位，由此推动

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经济向生物燃料经济的

转变，而这种新型经济恰恰依赖地球上最可再生

的化石燃料替代品——树木。

Domtar公司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品牌公司

Cel luForce进行的。这家公司主要从树木中提取

纤维素然后制造成纤维素纳米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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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于Domtar的工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纤维素纳米晶体研究工厂，每年可生产300吨。

由于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有机化合物，

且本身具有可再生性、可降解性，这就决定了这一

材料必将会大范围的应用。

Domtar生物材料公司副总裁，Cel luForce

董事会成员Mark DeAnd r e a表示：“我们对

Cel luForce的参与投资是Domtar为自身整体商

业活动建立高附加值产品愿景的一部分。我们看

好CelluForce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CelluForce生产的NCC产品在行业和商

业领域的应用性能包括：

（1）耐牢性——这种材质可用于轮胎、医用

手套等商品，加强耐牢性。

（2）防泄漏——可作为加固层提升食品包装

的安全性。

（3）润滑性——可作为润滑介质，减少机械

或其他零部件的磨损。

（4）悬浮性——可以添加到油漆或水泥中，

防止颗粒沉淀。

现在人们都在寻求石油产品的替代品，以达

到绿色环保的目的，这正是NCC的机遇。Domtar

的产品定位就是为可循环发展提出解决方案。越

来越多的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希望为环境带来最

小的负面影响，这使得Cel luForc e发展势头强

劲。

“虽然对环保材质的发展有所预期，但对生

物材料如此快速地被行业吸收认可还是使我感到

惊奇。随着市场的拉动，加上我们的努力以及政

府、学校、战略合作伙伴多方推动，我们的产品研

发组合在未来有20多个商品化的机会，其中一些

已经实现商品化。我们一直关注宏观趋势，比如禁

止使用塑料或鼓励人们使用可降解、可再生的产

品，从而确定行业的担忧，并思考该如何帮助这

些行业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

是，也让我们自身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Mark 

DeAndrea说道。

纳米纤维素作为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生物化

学材料，它相比普通纤维素有机械强度高、比表面

积大、高杨氏模量、亲水性强等特点，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当前全球对环保材料的关注度颇高，而NCC

作为具备多重环保优势于一体的材料，其开发应

用将具有极大的意义。

俄罗斯大型纸品厂Arkhbum实施全厂
设备升级改造

本刊讯（Arkhbum 消息) 俄罗斯Arkhbum公

司最近启动对波多利斯克（Podolsk）工厂的设备

大规模现代化升级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全部完

成。

Arkhbum公司是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

纸浆造纸控股集团的子公司。

这次的全厂改造主要针对工厂的各个生产设

备及存储系统。那些过时的老设备将全部更换为

最新的现代化机器。采购意向主要是欧洲领先的

瓦楞行业设备制造商。

早在今年1月22日，该公司获得了在波多利斯

克建造新仓库的土地所有权。这将大大提升原材

料和成品的仓储能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客户

满意度。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EMBA 175柔印折叠糊箱

联动线的安装。

对于Bobst Mastercut 2.1平压平模切机

与2-3色印刷机的联线生产线的安装还在准备当

中。这条生产线预计在今年9月投产（装配2色印刷

机），而3色印刷机将在明年3月投产。

与德国HÖCKERPOLY TECHNIK及瑞典 

Presona公司购买的清废设备的合同在今年春季

全部敲定。

关于瓦线部分，在纵切机和横切机相继完成

更换后，干部的改造也将于今年5月启动，届时，现

有的铁板将全部替换成钢板。

到2020年，计划更换单面机MF1和堆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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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部设备完成升级后，瓦线产量将达到每月

1600万平方米。

技术创新，艾默生推出新型压力检测
仪

本刊讯（艾默生 消息) 近期，美国电气公司艾

默生(Emerson)推出了一款1210单立柱压力检测

仪，其特点是：稳定性好、刚性大。这款机器可应

用于不同的行业，包括造纸和瓦楞行业。其主要功

能是测试各种不同材质样品的抗压性能。

该机器增加了许多新功能及技术改进，比如

触摸屏按钮、嵌入式控制台，可遮挡强光并且形成

嵌入式保护。

新的噪音抑制外壳，可使机器降噪到几乎听不

见的程度。新的电子布局带有更强的支持功能，加

上外壳的机械强度增大，使设备能够在移动或运

输过程中承受更强的撞击力（G-Shock，表示在

一定程度上可抗拒地心引力的冲击，说明抗撞击力

极强）。另外，这款压力检测仪的顶部被最大化，

使得测试平台的面积更大。

大幅提升的基体质量增加了测试机器的外部

振动阻力。这款设计的另一个亮点是机架背板可

以向下摆动，这样以来所有的电器零部件一览无

余，便于操作人员查找故障和维护。一体化设计

可使机架在交付给终端用户后，现场进行快速更

换。

该机器还增加了对USB Wi-Fi双频以太网

(需单独购买)和10/100有线以太网舱壁连接器(计

划未来扩容)的额外支持。USB喷墨打印机可支持

NET4.5技术平台(即通过基本打印机驱动程序的

低分辨率打印机)。

CleanFlow创新型绿液过滤技术
用于西班牙某浆厂

本刊讯（Cl e a nF l ow 消息) 瑞典创新型公司

CleanFlow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绿液净化系统，该

技术具有较高的价格优势，且环保性强。目前已经

获得了第四笔订单，将用于西班牙某浆厂。

据悉，第一家使用CleanFlow绿液净化系统

的浆厂来自瑞典，其次，日本和南非浆厂也开始尝

试使用这一技术。

CleanFlow绿液过滤是以微过滤技术为基础

的，过滤效果良好，提高了产量，并节省了能耗和

化学品消耗，一个中规模纸厂每年大约可以节省

500万克朗（瑞典货币）。

CleanFlow公司一直致力于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关注森林行业生物经济的创新发展，该项目按

照浆厂的需求制定了应用模式，将按照模块化的

方式生产安装，预计将于5月份投产。

瑞典索达木业投资1亿克朗
用于技术研发

本刊讯（索达木业 消息) 索达木业（Södra）

董事会决定将投资1亿克朗用于森林技术创新研

发。

“对于如何利用林业产业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社会普遍抱有很大期望。因此，我们正在投资创造

更多机会，利用家庭林业中的低影响方法进一步

增加森林生产，研究更多森林管理和运营方法。”

索达木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s Idermark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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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技术研发项目将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

奠定基础。

预计到2050年，通过技术创新，使森林增长

速度比2015年提高20%，并且通过技术手段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持森林的自然功能和生产属性。

此外，技术研发还设计创新型数字化、森林育

种技术等。

Metsä Tissue探索生活用纸生产新形
式

本刊讯（Metsä Tissue 消息) Metsä Tissue是

Metsä集团下属的生活用纸部门，近期开始与几家

设备和自动化供应商合作，探索生活用纸生产新

模式。

为此，Metsä Tis sue将对整个生产环节进

行总体评估检测，包括原材料、生产、加工和仓储

等，致力于找出更有效率的生产模式，进一步提高

产品质量和资源利用率。

Metsä Tis sue与其设备供应商团队展开合

作，探索从原材料到加工仓储整个环节实现全自

动化的可能性，还探索了实现零碳化生产的潜能，

未来将通过进一步实践，向全流程自动化模式靠

拢。

Maxa r公司MDA RADARSAT-2-
Powered森林预警技术助力APP森林
管理

本刊讯（Maxar Technologies 消息) 加拿大通信

信息公司Maxar Technologies旗下的MDA子公

司与印尼APP曾达成合作协议，使用森林预警技术

（FAS）帮助APP保护森林资源。

近日，据APP消息，使用不到三年时间，该技

术已经使APP森林资源损失率由5%～6%降低至

0.06%，大大提高了林浆纸一体化企业的林业资源

管理能力，减少了经济损失。

MDA与APP的战略合作始于2016年，这项技

术使用之后，提高了APP对森林危险的反应能力，

对于森林规划、生产管理、林业保值等具有重要意

义。

该项服务利用MDA的RADARSAT-2卫星, 

提供几乎实时的星载服务，通常在数据收集后两

天内向APP提供关键和及时的信息。

该系统每24天对约380万公顷的土地进行一

次全方位检测，覆盖了APP自有林场以及Giam 

Siak Keci l生物保护区。RADARSAT-2可以穿

透云层，不受降水等的影响，从而探测森林环境的

微妙变化。

APP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方总监E l i m 

Sritaba表示，保护印尼热带雨林是我们2013年宣

布的森林保护政策的最终目标。我们将始终致力

于加强森林状况管理，迅速调查和解决林区骚乱，

保护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

MDA集团主席Mike Greenley表示，能够使

用我们的RADARSAT-2卫星体系帮助印尼热带

雨林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倍感荣幸，我们也

希望以后这项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林浆纸一体化

企业。 

RADARSAT-2卫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可

以在各种天气环境中工作，获取全球性高分辨率

数据，具有高清检测能力，还可以提供海洋检测、

防御和安全、土地利用管理、农业、灾害管理和自

然资源等多个领域的服务。 

MDA公司主要服务于空间机器人、空间传感

器、卫星有效载荷、天线和子系统、监视和情报系

统、国防和海事系统以及地理空间雷达图像等领

域，具有丰富的空间专业服务能力，可用于关键任

务防御和商业应用，包括多平台指挥、控制和监控

系统、航空信息系统、土地管理系统和地面机器人

技术等。

MDA成立于1969年，是加拿大最成功的技术

企业之一，在里士满、渥太华、布兰普顿、蒙特利

尔、哈利法克斯和英国等拥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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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MDA以24亿美元完成对全球领先

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供应商Digital Globe（DG）

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命名为Ma x a r 

Technologies。新公司将为全球商业和政府客户

提供更先进的空间系统、卫星影像和解决方案，更

好地满足全球客户不断更新的需求。与MDA的卫

星制造、雷达遥感影像、地面系统以及系统工程技

术将与Digital Globe公司的高分辨率光学影像、

平台和地理空间分析的专业知识一起，为全球客

户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以满足最

苛刻的任务要求。

合并后的Maxa r公司品牌组合将涵盖更广

泛的技术领域，旗下拥有MDA、SSL卫星观测、

Digital Globe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和Radiant地理

空间服务等组合品牌。

Walki集团与Sabic携手开发
用于包装领域的可再生聚合物材料

本刊讯（Walki 消息) Walki集团与Sabic开展

技术研发合作项目，将共同开发可用于包装行业的

可再生聚合物材料。

Walki集团CEO Leif Frilund表示，我们公

司现在80%的产品是用可再生原材料生产，我们的

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全部产品可回收，这种可再

生聚合物材料目前产量还不高，但是我们会持续

关注这种可再生材料，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升级逐

渐投入大规模使用。

该聚合物计划将由SABIC生产，并于2019年

在市场上推出，经认证的循环聚合物将使用一种

名为TACOIL的原料生产。

TACOIL原料是英国PLASTICENERGY的

专利产品，通过回收低质量混合塑料废弃物生产

获得。

作为支持，此前SABIC和PLASTICENERGY

于近期宣布在荷兰建立第一个生产和加工原料的

商业工厂，用于促进原料商业化生产,SABIC将在

其位于荷兰的生产基地生产该循环聚合物成品，

然后供应给联合利华、Vinventions和Walki集团

三个主要客户，用于开发食品、饮料、个人和家庭

护理产品的开创性、高质量、安全度高的消费品包

装。

SABIC表示，2019年推出认证循环聚合物将

作为一项颠覆性创新，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链，促进

上游供应商SABIC和主要下游客户工作，从而将

混合塑料废料回收再利用，用于包装应用。SABIC

认证聚合物将广泛应用于战略客户的包装解决方

案，包括联合利华的食品、个人和家庭护理产品包

装，Vinventions的葡萄酒封装瓶以及Walki更具

消费品保护性的包装材料。

SABIC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Yous e f A l-

Benyan表示：“自成立以来，可持续性和再利用一

直是SABIC使命的一部分。当前可持续发展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核心价值，可以推动我们先

进的科技专长及研发精神。SABIC很自豪地推出

我们认证的循环聚合物，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

推进循环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

这些公司的共同点是需要提供最高质量的包

装解决方案，从而保障消费者安全，并满足当今社

会所要求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Valmatics 4.0控制系统：
Valutec新一代锯木厂智能管理技术 

本刊讯（Valutec 消息) 作为制浆造纸的上游

环节，木材干燥是锯木厂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

木材处理质量就直接决定了纸浆质量。为此，瑞典

Valutec公司推出了Valmatics 4.0控制系统，可

以提高木材干燥控制的自动化水平，优化干燥过

程，通过使用多次测量数据编程的模拟器，确保该

过程的质量，从而能够从始至终以高精度计算干

燥过程。

“锯木厂希望简化生产，同时确保每种产品

的质量，这就需要智能自动化，我们已经将主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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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投入到技术研发中。Valmat ic s 4.0可以为锯

木厂提供优化干燥过程所需的帮助和支持，给运

营商留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取样和检查等关键操

作。”Valutec研发总监Thomas Waming表示。

Valmatics 4.0是锯木厂行业不断研发和讨

论的结果，它建立在Valut e c专有的Valmat ic s 

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同时优化质量、容量

和能源，改变木材干燥启动时的管理方式。

“valmatics 4.0是valmatics系列产品的进一步

发展，我们不仅必须能够优化新型窑炉干燥工艺, 

还能够充分利用业务和包装管理系统等总结的信

息，为生产链提供质量保证，”Valutec自动化经

理John Karbin表示。

Valmatics 4.0技术的研发也符合工业4.0时

代的要求，为整个产业链提供高自动化、数据化和

智能化的服务，连接各个生产和加工环节。

Valutec总部位于瑞典Skellefteå，在芬兰、俄

罗斯和加拿大有分公司，公司致力于提高木材的开

发利用率，主要生产木材干燥和智能控制系统，并

且致力于打破产业界限，服务更多与木材相关的

行业领域，以瑞典和芬兰为主要研究基地，年销售

额约2.5亿克朗（瑞典货币）。

德国emtec Electronic公司的生活用
纸柔软度测试技术应用取得新进展

本刊讯（Domtar 消息) 2019年初，德国仪器设

备公司emtec Electronic近日宣布其生产的TSA

生活用纸柔软度测试仪已经突破300台，覆盖全球

48个国家，其中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应用最广泛。

回顾生活用纸生产伊始，柔软度是通过人工

直接测量的，因此准确性不高，误差较大，后来更

加客观的生活用纸柔软度分析测量仪器开始出

现，为行业提供更精确、更具参考性的数据。

emtec Electronic公司于2004年开始生产第

一代TSA生活用纸柔软度测试仪，于2007年首次

投入使用，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测试要求进行改

装升级，用于行业数据分析、产品优化等领域。客

户涵盖了企业、大学、化学品企业、加工商、科研机

构和组织等。

除了柔软度之外，这个仪器还可以测试粗糙度

/平滑度和硬挺度，这几个参数实际上就基本决定

了生活用纸的整体手感。

此外，TSA不仅仅可以测定这些参数，还可以

帮助调整化学品湿部添加量，调整添加的柔软剂

水平，除此之外，TSA还可以帮助设定更加合理的

纸机参数。

从纸浆到成品的整个生产流程来说，首先，

TSA测量仪有助于优化纸浆配比。不同的纸浆配

比对卫生纸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通过TSA测试，可

以快速地选择最优的浆料配比，获得满足要求的

原纸或成纸，节省时间、原料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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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TSA有助于磨浆优化。磨浆的目的是使

纤维分丝帚化，增强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但是磨浆

的同时，纤维也会被切断变短，因此使用TSA测试

仪对磨浆程度进行监测非常重要，可以使用它来

确定最为合适的磨浆程度。

第三，有助于优化柔软剂的种类。添加柔软剂

会提高真实柔软度，但是不同的柔软剂对平滑度、

柔软度和挺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人用手来感觉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通过TSA测试可以清楚地知

道每个参数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选择哪种柔软

剂。

第四，可以优化纸幅均一性。卫生纸横向的定

量、挺度、起皱的变化都会影响平滑度和柔软度，

最后影响纸幅横向手感，这可能是由于流浆箱的

调整和纸机速度改变不符导致的。一般而言，手感

测试也能发现这种问题，但是时效性会差一些，而

TSA则能够即时显示数据，帮助纸机及时调整。

第五，TSA可以帮助刮刀优化。刮刀的使用寿

命是有限的，使用手感测试只能为了运行安全根

据设定的周期强行改变刀片的使用周期。相比而

言，TSA更为准确客观，刀片可以根据需求更换，

通过确定一个周期的最佳刀片数量，每个刀片都可

以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完成更多纸轴。

第六，可以优化助剂用量。助剂添加量过少起

不了作用，但是添加太多，也浪费材料，提高了成

本，TSA可以通过精确的监测，帮助选择最佳的助

剂添加量。

emtec Electronic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

于德国，通过销售代表处将产品远销至全球90多

个国家，主要生产纸张及相关行业监测设备等。

福伊特造纸干网家族再添新成员：
Zircon和ZirconHigh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福伊特CleanWeave

系列再添新产品：Zi rc on和Zi r c onHigh造纸

干网，这两种产品耐中高温，延长了高温下的使

用寿命。Zircon干网网部更紧密，透气度更低；

ZirconHigh织物结构更开放，透气度高。

除了出色的干燥性能外，两种织物还能满足耐

水解和耐磨性的要求，延长了使用寿命。两种干网

特别适用于纸板和包装纸机，可以适用于高温和

潮湿环境。

CleanWeave系列产品网部连接点最少，内部

空隙面积较低，可防止织物的污染积累，易于清

洁，提高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干燥效率。

索理思的HERCOBONDTM干强剂致力
于改善包装用纸质量

本刊讯（索理思 消息) 市场在不断寻求高品

质的纸张，对于诸多终端应用而言，纸张与纸板的

干强度堪称极为重要的功能要求。

当下，包装行业对高品质再生纤维原料的需求

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外废限制导致高强类包装纸

原料供应减少，使缺口进一步扩大，劣质浆料使用

比重被迫上升。

因而，如何保证包装纸的干强度是不少造纸

商正面对的挑战，干强度是最主要的特性指标。所

谓干强度是指风干纸的强度性质，它决定了大多数

纸种的应用性质。

影响纸张干强度的因素有纤维间的结合力、纤

维形态与性质、纸张中应力分布和添加物质等，而

纤维间结合力是决定性因素。

对同一种纸浆而言，提高纸页干强度一般依

赖于打浆来实现，强度要求越高，往往所需打浆程

度也有所提高，不但动力消耗大，在纸机网部脱水

及干燥也困难，而且在各强度性能指标中，有些是

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有些纸张既要求有高的抗

张强度又要求有高的撕裂度和透气度，有些纸张

还要求有高的不透明度和形稳性等。提高打浆程

度虽能提高抗张强度，同时又会降低撕裂强度、透

气度、不透明度和形稳性，不能兼而得之。为了达

到既能提高干纸抗张强度，又不影响其他性能，就

得借助于化学添加剂。索理思的HERCOBONDTM

干强剂为改善包装纸的干强度提供了良好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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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Hercobond干强剂包括多种具有不同分子量

和电荷的天然物及合成聚合物。

可用产品包括：阴离子聚丙烯酰胺、两性聚丙

烯酰胺、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阳离子加乙醛酸盐的

树脂，以及改性多胺。

在这样的设计中，单个化学物能够适应纸厂

独特的环境。因此，在湿部系统中，Hercobond干

强剂在应用上具有很好的灵活性，除了大幅提高

纸张及纸板的干强度，以及促进滤水和留着的性

能之外，能更有效地将阴离子、疏水剂胶体粒子定

着到纸页上，减少黏着物、沉积物、纸病及断纸的

发生，提升纸机的运行性。

所有Hercobond干强产品均为液态，只需一

个简单的计量泵便可以添加产品，进行使用。

Hercobond系列产品中所包含多种可供选择

的干强剂，可提高包装纸、印刷和书写纸张以及生

活用纸的最终使用性能。且该产品结构多样，可以

提供最大灵活性的干强剂设计方案。

维美德1.13亿欧元并购北美制浆造
纸供应商GL&V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2019年2月26日，维美

德与位于北美的GL&V公司签署并购协议。后者是

一家全球化制浆造纸供应商。并购以无现金无负

债方式进行，价格近1.13亿欧元，最终金额以交易

达成后的正常调整值为准。预计最早于2019年4月

1日完成交易。

GL&V向全球制浆造纸用户提供技术改造、

优化升级和备品备件服务。2018年，公司净销售额

近1.6亿欧元，息税前利润率（EBITA）约11%。并

购所涉及的雇员共630人，其中约65%在美洲，其余

主要分布在欧洲、南美洲与印度。

GL&V位于瑞典卡尔斯塔德的产品中心及下辖

的化学浆洗涤、包括CompactPress泵以及混合

器技术在内的氧脱木素与漂白技术等，不包括在

并购范围内。

维美德董事长兼最高行政官Pasi Laine说：

“这项并购同维美德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它将使

我们进一步提升全球化业务，完善技术方案，加深

在各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的市场参与度。维美德

全球化服务与GL&V在化学浆及纸张生产领域产

品和服务方案的结合，为我们拥有更多新商机并向

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奠定坚实基础。GL&V拥有

一支全球化专业团队，我们热诚欢迎他们加盟维

美德。”

GL&V是一家全球化制浆造纸技术与服务供

应商，向全球制浆造纸业用户提供技术改造、优

化升级和备品备件服务，尤其是与化学浆生产、

备浆、造纸以及完成加工相关的服务。其主要业

务单位位于美国Nashua（新罕布什尔州）、Lenox

（马萨诸塞）、HudsonFalls（纽约）、加拿大三河

城（魁北克）、瑞典斯德哥尔摩、印度Pune和巴西

Campinas等。

安德里茨助力俄罗斯JSC Volga工厂
设备升级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获得JSC 

Volga订单，将其位于俄罗斯Balakhna工厂的废

料机改为热机械制浆生产线（TMP line），将于

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实施。

新的制浆生产线将能够实现杉木浆产能

180bdmt/d，为现有的造纸机提供原料。为了进一

步提高新闻纸产量，安德里茨将对原有的高浓打

浆设备进行升级，将平行结构升级至双阶段精炼

装置，并安装新的芯片清洗和高浓精炼喂料系统，

以及安德里茨DiscFilter盘式过滤设备。此外，该

项目还将对原有筛选设备进行改造，提高自动化程

度。

JSC Volga是俄罗斯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商，

是俄罗斯出口20强企业以及俄罗斯林业产业50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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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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