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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浆料配比、打浆度、PAE的添加量、钛白粉的添加量和CPAM

的添加量五个方面探究了装饰原纸的抄造工艺，钛白粉/高岭土复合

物的应用以及添加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和混合物时不同干燥方式对

纸张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的质量比是6∶4；针

叶木浆的打浆度是32°SR，阔叶木浆的打浆度是34°SR；PAE的添加量是

2%；钛白粉的添加量是30%；较适宜的CPAM的添加量是0.06%；在此条

件下，可以满足装饰原纸对强度、透气度、吸收性以及光学性能等的要

求。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代替钛白粉添加到纸张中，纸张的物理性能

接近钛白粉加填纸。不同干燥方式对纸张强度的影响较明显，对原纸

光学性能的影响很小，不能成为区分原纸光学性能好坏的标准。

关键词：装饰原纸；物理性能；造纸应用；干燥方式

Abstract: The effect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decorative base paper was studied from 
five aspects of slurry composition, beating degree, the dosage added with PAE, titanium 
dioxide and CPAM. It also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kaolin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properties of paper when adding titanium 
dioxide/ kaolin composite and the mix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er adding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 ratio of softwood pulp to hardwood pulp 6:4, the beating degree 
of softwood pulp 32°SR and hardwood pulp 34°SR, the dosage added with PAE 2%, 
titanium dioxide and CPAM being 30% and 0.06% respectivel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corative base paper for strength, air permeability, absorb-ability 
and optical properties can be met. The physical index of the paper filled with composite 
filler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pure titanium dioxide. The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affected 
little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per, which could not become a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decorative base paper.
Key words: decorative base paper; physical property; application in paper-
making; drying method

影响装饰原纸性能的因素及复合钛白粉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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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并在浆料体系中加入分散好的钛白粉悬浮液、湿强

剂和助留剂，用标准纸页成形器抄片。

(4）物理检测：平衡水分24h，并经过恒温恒湿处

理4h后，检测纸页的定量、厚度、干湿抗张强度、透气

度、毛细吸液高度、白度和不透明度等物理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图1  浆料配比对纸张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2  浆料配比对纸张耐破指数的影响

表1  主要实验仪器

名称

小型分散机

标准纸页成形器

Valley打浆机

肖伯尔打浆度仪

透气度测定仪

抗张强度测定仪

耐破度测定仪

纸张白度测定仪

上海柯斯达涂料机械有限

公司

PTI公司，奥地利

日本KRK株式会社 

Estanit GmbH公司，德国

L&W公司，瑞典

L&W公司，瑞典

L&W公司，瑞典

L&W公司，瑞典

产地型号

GFJ-0.4

RK-ZA-KWT

1304027

17D-45473

991481

991739

969920

SE070E

装饰原纸是近年来应用广泛且发展迅速的工业特

种用纸[1]，主要由优质木浆和钛白粉以及各种助剂配合

抄造而成，再经过印刷、树脂浸胶后，用于各种人造板

的平衡纸、面层用纸、护面层纸等，十分适合家用和商

用[2]。装饰原纸与其他材料复合加工可制成各种用途的

装饰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类型建筑以及家居的装饰装

修，亦可直接应用到家具制造、车船等运载工具内部墙

面装饰等。

为了满足后期再加工的需要，对装饰原纸的性能，

如物理强度、表面光学性能、吸收性、透气度等都有相

应的技术要求。在装饰原纸生产中使用的钛白粉价格

较贵、生产成本高，需要找到一种可以代替钛白粉的

填料。本实验采用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配抄，通过研

究浆料配比、打浆度、PAE的添加量、钛白粉添加量和

CPAM的添加量，找到抄造装饰原纸的最适宜的条件，

并将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添加到纸张中，考察纸张的

各种性能；最后，探讨了不同的干燥方式对纸张性能的

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原料

银星牌漂白针叶木浆板和金鱼牌漂白阔叶木浆

板；R-217型钛白粉，白度94.4%；高岭土，白度90.1%；

湿强剂PA E（聚酰胺聚胺-表氯醇树脂）。取自山东省

鲁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助留剂CPAM（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分子量500-

800万），购自天津市康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分散剂（六偏磷酸钠，分析纯），购自天津大学科

威公司。

1.2 实验仪器

实验所用仪器设备如表1所示。

1.3 实验方法

(1）打浆：使用瓦利打浆机将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

分别打到一定的打浆度。

(2）钛白粉的分散：将一定质量的分散剂加入到一

定体积的水中并溶解，然后将一定质量的钛白粉加入到

水中，在一定的转速下分散均匀。

(3）抄片：将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按一定的比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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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浆料配比对纸张物理性能的影响

浆料配比对纸张各物理性能的影响如图1～图3所

示。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木浆比例的增加，纸张

的强度性能呈上升趋势，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的质量比

在2∶8～4∶6之间时，纸张的强度上升缓慢，4∶6～6∶4

之间，纸张的干湿抗张指数迅速增大，随后增大趋势又

逐渐变缓；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木浆比例的增加，

纸张耐破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且没有特殊的变化；从

图3可以看出，纸张的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均随着针

叶木浆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的比

例高于6∶4时，两者均出现明显下降，因为随着针叶木

浆增多，纸张纤维结合更紧密，强度增大，所以使纸张

的透气度变差，毛细吸液高度也变差。可以确定针叶木

浆与阔叶木浆质量比6∶4处较合适。在此处纸张具有良

好的强度性能，且具有一定的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

且考虑到装饰原纸需要后期加工，对其强度、透气度和

毛细吸液高度等具有一定的要求，所以选择6∶4最合

适。

2.2 打浆度对纸张物理性能的影响

打浆度对纸张各物理性能的影响如图4～图6所

示。

从图4和图5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

的混合打浆度的提高，原纸的强度呈上升趋势，且针叶

木浆和阔叶木浆的混合打浆度高于33°SR时，原纸的干

湿抗张指数均呈大幅上升趋势，耐破指数也有较大的

提高。随着打浆度的上升，纤维分丝帚化较充分，纤维

的比表面积大大增加，更多羟基暴露出来，促进了更多

氢键的形成，从而使纤维之间结合更加充分，所以纤维

的结合力增加较大。

从图6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的混合

打浆度的提高，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逐渐降低，基于

对图4、图5的分析，纤维之间的结合越紧密，原纸的透

气度就越差，毛细吸液高度也越差。装饰原纸为了保证

后期的浸胶量不会太低而造成人造板成品开胶、剥皮等

现象，所以原纸既要保持一定的强度，又要具有良好的

图3  浆料配比对纸张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图4  打浆度对纸张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5  打浆度对纸张耐破指数的影响

图6  打浆度对纸张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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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性和吸收性。

综合图4、图5和图6，对比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的

混合打浆度分别为31.5°SR和33°SR时的原纸性能，发

现原纸的干抗张指数从18.27N.m/g上升至18.57N.

m/g，增大了1.6%；湿抗张指数从1.47N.m/g上升至

1.57N.m/g，增大了6.8%；耐破指数从0.95N.m/g上

升至1.05N.m/g，上升9.5%；透气度从11.23μm/Pa.s

降至10.4μm/P a.s，降低了7.4%；毛细吸液高度从

33mm/10m i n降至32mm/10m i n，降低了3.0%。除了

耐破指数变化略明显，其他各性能差异并不突出，但是

为了装饰原纸的加工需求，尽可能降低加工过程中出现

问题的机率，所以经过分析对比选择33°SR较合适。

2.3 PAE的用量对纸张各物理性能的影响

从图7可以看出，随着PAE用量的增加，纸张强度

先上升后下降，当PAE的用量达到2%～2.5%时，纸张强

度变化很小，超过2.5%时，强度急剧下降。因为当PAE

的用量较少时，纸张强度以PA E与纤维形成的共价键

为主，使纸张的强度增加。但PAE本身带有较多的正电

图7  PAE用量对纸张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8  PAE用量对纸张紧度和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图9  钛白粉用量对纸张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10  钛白粉用量对纸张紧度和透气度的影响

荷，容易导致纤维絮聚，PA E用量过多时，导致纤维之

间发生明显的絮聚，抵消了其增强作用，所以纸张的强

度反而下降；且PA E的化学结构使其易发生自交联反

应，自交联反应对水较为敏感，且成键强度比PAE和纤

维间形成的键合作用弱，所以当PAE过量时，纸张的强

度下降幅度较大[3]。从图8可以看出，当PA E用量超过

2%时，纸张紧度变化趋势渐缓，透气度下降速度先快

后慢，所以PAE的用量选择2%。

2.4 钛白粉的用量对纸张物理性能的影响

钛白粉的用量对纸张各物理性能的影响如图9～图

12所示。

从图9可以看出，随着钛白粉用量的增加，各项强

度指标都有快速下降的趋势，增加钛白粉的用量影响了

纤维之间的结合，使得纤维之间的距离增大，所以纸张

的强度下降[4]；从图10看出，紧度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

透气度变化相对较大，因为随着钛白粉用量的增加，更

多的钛白粉填充于纤维之间，使得纸张中的孔隙减少，

所以纸张的透气度下降；从图11看出，毛细吸液高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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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纤维以及细小纤维和填料都带有负电，CPAM改善

填料留着率的同时，细小纤维的留着也随之增加，由于

细小纤维的比表面积较大，在形成纸页时，细小纤维填

充在纤维之间，能增强纤维间的结合，因此纸张的强度

变大[5]。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CPAM用量的增加，纸张的

白度和不透明度变化微小，且没有明显的规律，说明

CPAM的使用量的差异并不能使纸张的白度和不透明

度产生差异，其不是影响白度和不透明度的关键因素。

从图14可以看出，随着CPAM用量的增加，纸张的灰分

含量上升，CPAM用量在0.02%～0.04%之间时，灰分含

量增长幅度较大，超过0.06%时，灰分含量上升趋势逐

渐变缓。从图15可以看出，随着CPAM用量的增多，纸

张的透气度也随着增大，CPAM用量超过0.06%时，透

气度的变化幅度变小，在0.06%这一点有相对明显的转

折，当CPAM的用量增加时，填料颗粒会发生一定程度

的聚集，使之形成小的团聚体，这些小的团聚体不能均

图13  CPAM的用量对纸张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14  CPAM的用量对纸张灰分的影响 

图11  钛白粉用量对纸张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图12  钛白粉用量对纸张白度和不透明度的影响

钛白粉用量的增加呈均匀下降趋势，加入分散剂有助于

钛白粉的分散，分散剂与钛白粉颗粒形成絮凝的粒子

团，这些粒子团填充于纤维之间，降低了纸页的透气性

和吸液性能，所以纸页的毛细吸液高度下降[4]。结合图

9、图10和图11，可以确定钛白粉的用量在25%～30%之

间比较适宜，但是考虑到装饰原纸对白度和不透明度也

有较高的要求，图12中钛白粉用量在25%时，纸张的光

学性能较差，用量为30%时，纸张光学性能良好，且保

留有一定的干湿强度和透气度，毛细吸液高度的变化也

不明显，所以综合来说，选择30%的用量最合适。

2.5  CPAM的用量对纸张物理性能的影响

CPAM的用量对纸张各物理性能的影响如图13～

图16以及表2所示。

从图13可以看出，随着CPAM用量的增多，纸张的

干湿抗张指数逐渐增大。CPAM的用量达到0.06%时，

纸张的干湿抗张指数出现明显的拐点，超过0.06%时，

纸张的干湿抗张指数增长幅度变小。因为CPAM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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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CPAM的用量对纸张透气度和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图16  钛白粉替代量对纸张物理强度性能的影响

图17  钛白粉的替代量对透气度和紧度的影响

匀的分散在纤维孔隙之间，使得纸张的透气度增加，所

以纸张的毛细吸液高度高度也随之增大。

综上所述，为了使纸张保持较高的留着率和较好

的透气性及吸收性，所以选择的CPAM较适宜的用量是

0.06%。

3  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的应用以及不同干燥方

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3.1  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替代钛白粉对纸张性能的

影响

钛白粉的不同替代量对纸张各种性能的影响分别

如图16～图19所示。

从图16可以看出，随着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替代

钛白粉用量的不断增加，纸张的干湿抗张强度都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经过研磨的高岭土颗粒粒径变小，

因此当钛白粉颗粒包覆在高岭土表面时，使得钛白粉/

高岭土复合物的颗粒尺寸变大，尺寸较大的钛白粉/高

岭土复合物颗粒填充在纤维之间，影响了纤维间的结合

力，使得纤维与纤维之间的间距变大，所以强度有一定

程度的降低[4]；图17和图18中可以看出纸张紧度也呈下

降趋势，在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替代钛白粉用量达到

10%以后，透气度的增长趋势变缓；随着钛白粉/高岭

土复合物含量的增加，颗粒的平均粒径增大，所以透气

度在升高后逐渐平缓，毛细吸液高度的升高趋势也是

如此。图19中，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替代钛白粉用量在

表2 CPAM的用量对纸张白度和不透明度的影响

CPAM用量 

/%

0.02

0.04

0.06

0.08

0.10

95.3

95.8

95.5

95.6

95.7

不透明度 

/%

白度

/%

87.0

87.6

88.1

87.9

88.1

图18  钛白粉的替代量对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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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之间时，纸张白度变化下降缓慢；替代量达到

20%以上时，白度下降幅度增大，而不透明度下降趋势

明显。因为钛白粉不可能完全包覆在高岭土表面，一部

分的高岭土颗粒表面会暴露出来，且钛白粉/高岭土复

合物的遮盖力低于钛白粉的白度与遮盖力，所以随钛白

粉/高岭土复合物的增多，纸张的白度和不透明度发生

一定程度的降低。 

综上所述，随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用量的增多，

纸张的各种相关物理性能虽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在

性能上接近钛白粉，基本能满足生产要求。

3.2 不同干燥方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纸张中加入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后，采用不同的

干燥方式干燥纸页，对纸张强度性能的影响如图20、图

21所示，对原纸透气度、紧度和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如

图22、图23所示，对原纸白度和不透明度的影响如表3

所示。

从图20和图21可以看出，纸张中添加钛白粉/高岭

土复合物时，采用四种不同的干燥方式，干湿抗张指数

和耐破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同，采用压榨+真空干燥时，

纸张的强度最大，单独使用平板干燥时，强度最小；其

中采用压榨+平板干燥时，纸张的强度有明显的转折，

说明压榨对纸页强度的贡献很大。经过压榨，纸页脱

除多余水分的同时，增加了纸页中植物纤维间的氢键结

合，使湿纸页定形并具有较高的强度；同时增加了纤维

的柔软性，缩短了纤维之间的距离，纤维之间的结合面

积增大，结合强度提高。而且在以上两图中，采用真空

干燥和压榨+平板干燥所得纸张的强度波动幅度小，真

空干燥比压榨+平板干燥所得纸张强度高。

从图22可以看出，采用压榨+真空干燥、真空干燥以

及压榨+平板干燥三种干燥方式，所得纸张的透气度变

化幅度小，差别不明显；采用单独的平板干燥时，纸张的

紧度迅速变小，透气度明显增大，是前三种干燥方式的4

～6倍。图23中，纸张的毛细吸液高度增大，添加钛白粉/

高岭土复合物时采用前三种干燥方式，原纸的毛细吸液

图19  钛白粉的替代量对不透明度和白度的影响

  图20  不同干燥方式对原纸干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21  不同干燥方式对原纸耐破指数的影响

图22  不同干燥方式对纸张透气度和紧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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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变化小，上升幅度小；压榨时，纸张受力不均匀，造

成纸页吸收性的差异。只采用平板干燥时，原纸的紧度

很低，透气度分别达到31.4μm/(Pa.s)和29.8μm/(Pa.

s)，所以纸张的毛细吸液高度大幅度增大。

从表3可以看出，采用四种不同的干燥方式，纸张

的白度和不透明度没有明显变化，且非常接近，白度均

达到85%以上，不透明度达到90%以上，采用压榨+真空

干燥和压榨+平板干燥的不透明度略高于真空干燥和

平板干燥，因为经过压榨后纸张中纤维的结合面积增

大，未结合的面积减小，导致照射到纸页上的光线的散

射减弱，所以不透明度会略有减小。

综上所述，采用压榨+真空干燥、真空干燥和压榨+

平板干燥，对纸张强度的保持较为有利，但是压榨+真空

干燥所得纸张的透气度和吸收性略差，真空干燥和压榨

+平板干燥的使用效果差别不大，但是压榨工艺会增加

生产成本；采用平板干燥时，纸张的强度较差，透气度和

吸收性较好，但是仍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四种干燥方

式对纸张光学性能的影响很小，不能成为区分纸张光学

性能好坏的标准。所以，采用真空干燥的较适宜。

4  结论

4 .1 浆料配比和打浆度对提高纸张的强度有重要的影

响，考虑到后期加工对原纸强度和吸收性能等要求，针

叶木浆与阔叶木浆较适宜的比例是6∶4；针叶木浆的打

浆度是32°SR，阔叶木浆的打浆度是34°SR。

4 . 2 加入PAE对提高纸张的强度有重要的作用，PAE

用量在2%～2.5%时，原纸强度变化小，所以较合适的

PAE的用量是2%。

4.3 加填对纸张强度影响较大，随钛白粉用量增多，原

纸强度急剧下降，透气度和吸收性也变差，钛白粉的用

量30%时，既能使原纸保持有一定的强度，又能使原纸

具有较好的光学性能、透气度和吸收性。

4.4 装饰原纸中添加钛白粉后，为了提高钛白粉的留着

率，选择的较适宜的CPAM的用量是0.06%。

4 . 5 将钛白粉/高岭土复合物替代钛白粉应用于复合

原纸中，纸张的物理强度、白度、不透明度、透气度都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毛细吸液高度有小幅提高，整

体使用性能接近钛白粉。

4.6 采用压榨+真空干燥、真空干燥和压榨+平板干燥，

对原纸强度的保持较为有利，但是压榨+真空干燥所得原

纸的透气度和吸收性略差，真空干燥和压榨+平板干燥

的使用效果差别不大，但是压榨工艺会增加生产成本；采

用平板干燥时，原纸的强度较差，透气度和吸收性较好，

但是仍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四种干燥方式对原纸光学

性能的影响很小，不能成为区分原纸光学性能优劣的标

准。所以，真空干燥的效果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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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不同干燥方式对纸张毛细吸液高度的影响

表3  不同干燥(添加复合物)方式对原纸白度和不透明度

的影响

不同干燥方式

压榨+真空干燥

真空干燥

压榨+平板干燥

平板干燥

91.1

92.4

92.0

92.2

不透明度 

/%

白度/ 

%ISO

86.2

86.3

86.6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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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物可降解壳聚糖作为反应型乳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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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活性基团羟基和氨基作为功

能单体参与到苯乙烯丙烯酸丁酯SAE表面施胶剂乳液聚合反应中，充分发

挥壳聚糖的自乳化功能，取代合成有机乳化剂，降低传统乳化剂对环境的

污染。本实验采用预乳化种子乳液聚合，分别使用传统乳化剂如SDS,OP-10

以及反应型乳化剂壳聚糖在相同工艺条件下制备出SAE乳液。通过粒径分

析、表观黏度、乳液稳定性以及乳液应用效果来分析比较壳聚糖的乳化性

能。研究发现，经壳聚糖聚合反应后的SAE乳液粒径介于SDS与OP-10之间，

乳液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且施胶后的纸张抗水性能优于传统乳化剂乳化

SAE乳液施胶后纸张的抗水性能。研究结论表明，壳聚糖作为反应型乳化

剂，具有优异的乳化效果，能够显著改善乳液的抗水性能及稳定性。

关键词：壳聚糖；反应型乳化剂；稳定性；抗水性

Abstract: Biodegradable chitosan was used as a reactive emulsifi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mphiphilic emulsification function of its hydrophilic group, amino group and 
hydrophobic acetyl group, and its reactive group hydroxyl group and amino group work 
as functional mono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In the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of SAE, the self-emulsification function of chitosan 
was fully utilized, with the synthetic organic emulsifier replaced, which reduc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mulsifier. In the experiment, pre-
emulsified seed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SAE emulsion was 
prepared under the same process conditions using conventional emulsifiers such as 
SDS, OP-10 and reactive emulsifier chitosan. The emulsification activity of chitosan 
was analyzed by particle size analysis, apparent viscosity, emulsion stability, and 
emulsion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It has found that the particle size of SAE emulsion 
emulsified with chitosan is between that with SDS and OP-10. At the same time, the 
emulsion has good stability and the water resistance with paper after sizing, which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emulsifier SAE emul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s 
a reactive emulsifier, chitosan has excellent emulsifying effect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ater resista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emulsion.
Key words: chitosan; reactive emulsifier; stability; water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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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造纸厂常用的表面施胶剂主要有天然高分

子类和有机合成聚合物[1,2]。天然高分子表面施胶剂主

要包括淀粉及其衍生物、动物胶、改性纤维素、壳聚糖

等。天然高分子类表面施胶剂能提高成纸的表面强度，

但是由于自身含有亲水性基团，导致成纸抗水性能差。

合成表面施胶剂主要包括聚乙烯醇（PVA）、聚丙烯

酰胺（PAM）、聚氨酯（PU）、苯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

（SMA）、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SAA）、烷基烯酮二

聚体（AKD）和苯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SAE）等。其

中SAE类聚合物成膜性能好，经由其表面处理后的纸页

具有良好的抗水性和吸墨性。SA E类表面施胶剂制备

时合成工艺便于操作、制备乳液黏度较低、制得乳液施

胶操作简便且施胶效果极佳，是当前具有相当优势的聚

合物表面施胶剂。SAE类产品与其他化学品兼容性好，

应用中不易产生泡沫，用乳液聚合工艺来合成聚合物表

面施胶剂符合将来的发展方向，研究SAE的生产工艺和

改性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3～6]。但是目

前造纸工业所用的SA E乳液聚合合成中还是以采用合

成有机表面活性剂为主。

乳液聚合作为造纸工业表面施胶剂常用的聚合方

法，具有流动性好、聚合速率快、分子量大，聚合产物以

乳胶形式直接使用，聚合过程和产物乳胶均以水为介质

等优点。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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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产品性能

和应用效果[7～10]。目前对苯丙乳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

型乳液聚合技术。大力推广生物可降解性且具有反应活

性的新型生物反应型乳化剂，得到了广大造纸科技工作

者的普遍重视和关注。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以生物可降解壳聚糖作为反

应型乳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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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活性基团羟基和氨基作为功能

单体参与到苯乙烯丙烯酸酯SAE表面施胶剂乳液聚合

反应中，充分发挥壳聚糖的自乳化功能，取代合成有机

乳化剂，降低传统乳化剂对环境的污染。拟研究壳聚糖

与传统乳化剂如SDS,OP-10等乳化剂对胶乳的成形特

性和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不同乳化剂制得SA E乳液对

施胶涂层的成膜和抗水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壳聚糖，脱乙酰度70.0%～95.0%；苯乙烯（含量

>99.0%）；丙烯酸丁酯，含量>98.0%；乳化剂OP-10；

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醇，含量98%，；过硫酸

钾，含量>98%；氨水（w%）=25～28%；氢氧化钠，分析

纯。

1.2 SAE乳液的合成和乳化

按照配方把用于种子乳液的乳化剂、N-羟甲基丙

烯酰胺和所有的蒸馏水加入带有冷凝装置、温度计以及

氮气（保护气体）的250m l三口烧瓶中，以410r/m i n的

转速搅拌5m i n，再取适量单体以及全部的十二烷基硫

醇加入三口烧瓶内搅拌不少于45min。

在另一个四口烧瓶中，把剩余的乳化剂、N-羟甲

基丙烯酰胺和蒸馏水，一定温度下以410r/m i n的转速

搅拌至少5min，其它单体以此按照苯乙烯、丙烯酸丁酯

顺序加入四口烧瓶中混合45m i n，混合均匀后转移至恒

压漏斗中。

种子乳液升温至反应温度并下调转速至190r/min，

取一定量的2%浓度的过硫酸铵溶液加入。利用恒压漏

斗将剩余的引发剂溶液以及预乳化阶段的混合液同时

滴入四口烧瓶中，继续反应1.5h，之后升温至一定温度

后在该温度下保温1h。保温阶段结束，待乳液降温至

60℃用氨水将乳液pH调至中性，用滤布过滤出料。

1.3 乳液性能表征

用BT-90纳米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乳液的液滴粒

度分布。

1.4 红外测试

将SAE乳液干燥后采用德国Bruker公司傅里叶红

外光谱分析仪测试样品的红外光谱图，波数扫描范围

是400～4000cm-1，分辨率为4cm-1。

1.5 乳液稳定性测试

将制备好的乳液吸取5m l置于试管中静置2周，观

察乳液分层情况，以判断乳液的稳定性。

1.6 纸张表面施胶

利用K303多功能辊式涂布机进行施胶，施胶量为

4.0g/m2。纸张施胶度按照GB/T-460—2008的液体

渗透法测定。

1.7 SEM电子显微镜

裁切适当尺寸的待测纸样，用导电双面胶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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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台上，抽真空喷金后置于测试腔内，采用F E I 

Qua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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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析与讨论

2.1 苯丙乳液的红外光谱分析

壳聚糖分子链中存在的β-1,4糖苷键，C-3位和

C-6位羟基、氨基都有反应活性。例如促使自由基在壳

聚糖骨架上生成，利用自由基以激发壳聚糖与反应体系

中的单体接枝聚合；利用壳聚糖分子中的某些活性基团

能够与其他分子链发生偶合，例如壳聚糖双官能团能够

和醛或酸酐发生分子间交联或分子内的交联[11～14]。因

此，将壳聚糖应用在苯丙乳液表面施胶剂的合成过程

中，不仅能发挥壳聚糖的乳化功能，而且能将壳聚糖作

为一个单体参与苯乙烯、丙烯酸酯和丙烯酸等单体的聚

合反应中，发挥壳聚糖表面活性单体的功能。

如图1所示，乳液聚合产物在1728c m-1处出现酯羰

基的伸缩振动峰说明壳聚糖上的醇羟基被氧化；1600、

1492、1452c m-1处为苯环上不饱和C=C键的伸缩振动

峰;1157c m-1处出现醇羟基的伸缩振动峰；3027c m-1处

为苯环上C—H的伸缩振动峰;698、760c m-1处为苯环

的特征吸收峰，1114c m-1处出现醚的伸缩振动峰。以上

这些峰在壳聚糖中未出现，说明壳聚糖与丙烯酸丁酯

和苯乙烯发生了聚合反应，同时，由于在红外光谱图中

3650～3200c m-1及3550～3300c m-1处未出现较明显的

-OH及-NH3的吸收峰，苯乙烯中的C=C双键吸收峰也

消失了；因此可以判断出在壳聚糖的羟基及氨基与苯乙

烯及丙烯酸丁酯发生了聚合反应。

2.2 涂布后纸张表面形貌图

图2(a)是施胶前纸张原纸的SEM表面形貌图。从

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原纸由于未经过施胶，表面较为

不平整，纤维分布情况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并且纤维根

根分明，彼此独立。由图2（b）可以看出，利用壳聚糖乳

化的SA E乳液施胶后的纸张表面更加平整，纸张表面

形成了一层连续的膜，纸张上原先存在的部分孔洞被乳

液填满。这是由于乳化后的SA E乳液具有优异的成膜

能力以及黏结力，在吸附或搭桥作用下，乳液与纤维之

间结合更加紧密，在纸张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交联的

网状模，减少水渗入纸张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纸张的

抗水性[15]。

图2（c）为高倍电镜下的壳聚糖乳化SA E乳液涂

布后的纤维，在此状态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包覆纤维表

面的一层膜，由此可证明该乳液确实在纤维表面形成了

连续光滑的膜。而由传统乳化剂SD S和OP-10制备的

乳液对原纸进行施胶后的纸张SEM图见图2（d）和图2

（e），可以看出纸张表面仍有较多孔洞未得到填充，纤

维之间彼此独立。

2.3 粒径与稳定性

2.3.1 SAE乳液粒径分布

从图3可以看出，壳聚糖参加乳化反应后乳液

的粒径约75%分布在140～177n m之间，平均粒径为

168nm；SDS乳化后的SAE乳液的粒径主要分布在50～

88.9n m，且分布较窄；OP-10乳化后的乳液粒径整体

较大，均分布在397～792nm的粒径范围内。

2.3.2 稳定性

经稳定性实验测定，OP-10乳液在静置1h后已完

全分层，壳聚糖乳化SAE乳液及SDS乳化SAE乳液仍未

分层（需进行继续观察），这与胶粒粒径分布结果一致。图1  苯丙乳液的红外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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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型乳化剂为表面活性单体，壳聚糖通过与胶粒之

间的共价键连接到乳胶粒的表面，壳聚糖分子同时起

到发挥乳化以及参与聚合反应的作用，提高了乳液稳定

性，制备的乳液的水相几乎没有残余乳化剂，不会污染

环境。与合成化学乳化剂相比，壳聚糖在促进油相液滴

的形成，维持水包油乳液的稳定性具有合成表面乳化剂

无可比拟的优势。

2.4 应用

表面施胶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纸张表面性能以及改

进其物理性能，通过采用制膜类物质在纸张表面形成

连续的膜状物，在干燥后形成一层连续的薄膜，以阻隔

液体的渗透，获得良好的表面性能等。根据表面施胶的

作用机理以及施胶效果，一般可以将表面施胶划分为三

类：静电吸附、成膜机理以及共价键结合机理。

如图4所示，壳聚糖作为乳化剂制得的SA E乳

液Cobb值约18.47g/m2，体现出优异的抗水性能，

而SDS及OP-10作为乳化剂的SAE乳液的Cobb值

较高，均高于壳聚糖作为乳化剂制得的SAE乳液施

胶后纸张的Cob b值。这主要是因为：在反应中，壳

图2  施胶后纸张SEM图

图3  乳液粒径分布

聚糖分子链上的亲水基团如氢键、氨基有部分被苯

乙烯等疏水基团取代，同时，壳聚糖有优异的成膜

性能，能够在纸张表面形成致密的、疏水的、强度很

大的膜，因此，大大提高了施胶后纸张的抗水性能。

而作为传统乳化剂SDS/OP-10主要通过物理吸附

作用均匀地分布在乳胶粒子表面[16～20]，在乳液成膜

过程中，传统乳化剂分子如SD S、OP-10等较容易

发生解吸并且分布于乳胶膜表面，会影响乳胶膜的

亮度，并且这种吸附是物理性的不牢固的，也可能

分布于基体与乳胶膜的界面，这会导致乳胶膜的黏

附性能的降低[21,22]。另外，乳液中残存的乳化剂分子

将会影响乳胶粒的聚集，成膜速度因此降低，最终

会导致乳胶膜的耐化学腐蚀性能和耐水性能的下降
[23]。在应用水性涂料的过程中，涂料一旦成膜，因为

膜中的乳化剂分子较容易向膜表面迁移，一层乳化剂

分子层将在表面形成，在遇水后，乳胶膜吸水溶胀，

会造成一系列品质问题如：涂料起霜、泛白、光泽度

下降等[24]。因此，壳聚糖乳化后乳液施胶纸张的抗

水性能优于SDS及OP-10乳化后乳液施胶纸张的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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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3  结论

壳聚糖可以作为反应型乳化剂参与苯丙乳液的合

成与制备过程。较传统乳化剂，壳聚糖作为反应型乳化

剂能够在纸张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膜，同时增强纸张

的抗水性。

壳聚糖作为反应型乳化剂制备的SAE乳液粒径主

要分布在111～250nm之间，约有75%分布在114～177nm

之间，分布较窄，粒径也较小；SD S作为乳化剂制备的

SAE乳液主要分布在50～88.9nm之间；利用OP-10合

成的SAE乳液粒径分布较宽，且粒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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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材料是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汽车及工业机

械等领域的复合材料[1,2]。石棉纤维是制备密封材料主

要的纤维原料。其具有成本低廉、耐热、耐酸碱、高抗

张强度等一系列优异性能，但在开采和使用过程中产生

大量粉尘对人体有多方面损害[3,4]。近年来，许多国家纷

纷全面禁止使用这种危险性物质。然而，目前没有一种

纤维可以单独取代石棉纤维，往往多种纤维配合使用，

以使无石棉密封材料具备一定机械强度和良好的压缩

回弹性能，从而适合某一特定用途[5]。现阶段，主要以各

方面性能优良但成本高昂的芳纶纤维配合植物纤维、矿

物纤维或其他纤维进行研制[6,7]。

聚丙烯腈浆粕状纤维，是制造无石棉密封材料的

一种新原料。其作为一种高支化纤维，主纤维表面有疏

松羽毛形树状结构的微纤，主纤维提供基体强度，微纤

捕捉容纳其他微粒成分，避免流失[8]。同时，聚丙烯腈纤

维具有优良的耐环境、耐化学和耐溶剂性能[9,10]。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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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聚丙烯腈纤维测试结果

27.2

宽度

/μm

粗度/

(mg/

m)

0.4374

卷曲

指数

/%

22.3

扭结

指数

/%

52.5

扭结

角度

/°

114

纤维长度

/mm

0.592

算术

平均

长度

加权

0.861

细小纤维

含量/% 

长度

73.1

面积

12.03

摘 要：探讨了聚丙烯腈纤维及其与矿物纤维配抄对密封材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聚丙烯腈纤维长度、宽度分布

范围广、粗度大，细小纤维比例高，是一种高支化纤维原料。随着聚丙烯腈纤维用量增加，拉伸强度和回弹率上升，压

缩率下降，在聚丙烯腈纤维用量为30%时，拉伸强度15.25MPa，压缩率9.04%，回弹率34.67%，相较于未添加聚丙烯腈

纤维，拉伸强度上升61.7%，压缩率下降34.8%，回弹率上升131.6%，密封性能提高显著。在聚丙烯腈纤维和矿物纤维

配合使用时，随着聚丙烯腈纤维用量减少，矿物纤维用量增加，压缩率上升，回弹率和拉伸强度下降。3种矿物纤维中，

FKF复合矿物纤维拉伸性能最优，Lapinus矿物纤维回弹性能最优。

关键词：聚丙烯腈纤维；FKF复合矿物纤维；Lapinus矿物纤维；密封材料

Abstract: The effect of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mineral fiber on the properties of sealing material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has a wide range of length and width, large thickness and high 
proportion of fine fibers, and is a high-branched fiber raw material. As the amount of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increases,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recovery rate increase, and the compressibility decreases. When the amount of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is 
30%, the tensile strength is 15.25 MPa, the compressibility is 9.04%, and the recovery is 34.67%. Compared with non-added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the 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d by 61.7%, the compressibility decreased by 34.8%, the recovery increased 
by 131.6%, and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en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and mineral fiber are used 
together, as the content of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decreases, the content of mineral fiber increases, the compressibility increases, 
and the recovery rate and tensile strength decrease.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mineral fibers, FKF composite mineral fiber has 
the best tensile properties, and Lapinus mineral fiber has the best resilie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polyacrylonitrile fiber; FKF composite mineral fiber; Lapinus mineral fiber; sealing material

S 4152 3 0 03型抄片器，瑞典伊洛夫汉森公司；

S 4 0 14 0 0 0 0 1型压榨机，瑞典伊洛夫汉森公司；

S401500002型干燥机，瑞典伊洛夫汉森公司；XLB-

25-D型平板硫化机，浙江双力集团湖州星力橡胶机械

制造公司；SX-A型压缩回弹试验机，咸阳新益摩擦密

封设备有限公司；MorFi Compact纤维分析仪，法国

Techpap公司。

1.3 试验方法

先将芳纶浆粕、矿物纤维、针叶木纤维、聚丙烯腈

纤维在水中疏解20000r，然后依次加入滑石粉、膨胀

石墨、碳酸钙、丁苯胶乳、丁腈胶乳、硫磺分散体等，充

分搅拌使其分散均匀，然后抄制，压榨、干燥，最后经

150℃、10MPa条件下硫化30m i n，制得定量1300g/m2

的密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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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密封材料可改善密封材料性能。

本文采用湿法抄造，探究比较高支化聚丙烯腈浆

粕状纤维单独使用及其与海泡石纤维、FK F复合矿物

纤维、Lap i nu s矿物纤维配抄对密封材料拉伸强度、压

缩回弹性能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主要试验原料

聚丙烯腈浆粕状纤维，CFF V110-1型，取自美国

Sterling Fibers公司，一种高度原纤化纤维。

FKF复合矿物纤维，取自河南天一密封材料公司，

包含多种矿物纤维，再辅以少量有机纤维及其他增强成

分混合制成的新型纤维品种。

Lapi nu s矿物纤维，RB-210型，取自Lapi nu s纤

维有限公司，是一种人造矿物纤维，经丁苯橡胶表面处

理，在橡胶或溶剂中分散性好、亲和力强，能降低材料

磨损，是优质的石棉代用品。

海泡石纤维、漂白针叶木纤维、芳纶纤维取自浙江

某造纸企业。

1.2 主要试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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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聚丙烯腈纤维分析

纤维形态会对密封材料的性能产生重要影响。表1

是用纤维分析仪测得的聚丙烯腈纤维形态数据，其加权

平均长度0.861mm，算术平均长度0.592mm，二者差

距较大。这是因为聚丙烯腈纤维原料中细小纤维数量

大，对按纤维数量统计的算术平均长度产生巨大影响。

纤维卷曲指数达22.3%，扭结角度114°，说明聚丙烯腈

纤维较为柔软。纤维粗度，即每米绝干纤维质量，聚丙

烯腈纤维粗度达0.4374m g/m，远高于植物纤维的粗

度，这主要是由于聚丙烯腈纤维为化学合成纤维，实心

结构。细小纤维指长度小于200μm，宽度小于5μm的

纤维。比例则指细小纤维长度或面积相对于所有测量

数据的比值。细小纤维长度百分比高达73.1%，面积百

分比12.03%，说明该纤维细碎程度较高，含大量活性基

团，比表面积大，能更好地与其他组分相结合。

纤维长度过长造成纤维不易分散，影响所得密封

材料匀度。纤维长度过短会减弱浆粕交织力，无法单独

抄造。聚丙烯腈纤维长度分布如图1所示主要分布在0.2

～3.5mm，纤维长度分布范围广，0.2～0.9mm之间的

纤维占60.2%，0.9mm以上的纤维也占39.8%。长纤维

可作为骨架纤维，提高抗张强度，短纤维可作为功能性

纤维增强材料并可容纳其他成分。

如图2所示，聚丙烯腈纤维宽度分布极为分散，12

～15μm宽度区间的纤维最多达17.5%，随着宽度的增

长，比例呈减小趋势。聚丙烯腈纤维以较小宽度为主，

纤维间交织好，可使密封材料均匀致密，提高强度。

2.2 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性能影响的研究

如图3所示，随着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增加，拉伸

强度显著上升，最高达15.25M P a。相较于初始未添加

聚丙烯腈纤维，拉伸强度上升61.7%，在整个上升趋势

中，从聚丙烯腈纤维加入0到5%，拉伸强度上升幅度最

大，显然稍加入聚丙烯腈纤维对密封材料拉伸强度有

良好改善。

如图4、图5所示，随着聚丙烯腈纤维的增加，压

图1  聚丙烯腈纤维长度分布

图2　聚丙烯腈纤维宽度分布

图3  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拉伸强度的影响

图4  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压缩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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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分别与聚丙烯腈纤维配抄时，随Lap i nu s矿物纤

维或海泡石纤维所占比例增大，拉伸强度呈下降趋势，

在矿物纤维0%、聚丙烯腈纤维25%时拉伸强度达最大

值13.37M Pa。三种矿物纤维中，FKF复合矿物纤维拉

伸强度性能最佳。

由图7所示，在与聚丙烯腈纤维分别配抄时，随着

3种矿物纤维含量的增大，压缩率都逐渐增大。海泡

石纤维压缩率增大幅度最大，添加量25%时压缩率达

19.55%，FKF复合矿物纤维添加量25%时达13.05%，

缩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回弹率呈显著

上升趋势。聚丙烯腈纤维对改善密封

材料回弹率有良好作用。其中，加入

聚丙烯腈纤维25%以后，压缩率下降

趋势变缓。加入聚丙烯腈纤维10%～

15%时，密封材料回弹率上升幅度最

大。在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达30%，

压缩率9.04%，回弹率34.67%。相较

于初始未添加聚丙烯腈纤维，压缩率

下降34.8%，回弹率上升131.6%。

2 . 3 聚丙烯腈纤维与矿物纤维配抄对密封材料性能的

影响

如表2所示，聚丙烯腈纤维和矿物纤维共占25%。

密封材料总质量不变，探究聚丙烯腈纤维分别与海泡石

纤维、FKF复合矿物纤维或Lapinus矿物纤维配抄，对

密封材料拉伸性能、压缩及回弹性能的影响。

由图6所示，不同矿物纤维与聚丙烯腈纤维配合使

用时，纤维种类、添加量对密封材料拉伸性能影响很

图5  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回弹率的影响

图6  不同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拉伸强度的影响

表2  聚丙烯腈纤维和矿物纤维配抄试验配方（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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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回弹性能的影响

图7  不同纤维添加量对密封材料压缩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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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p i n u s矿物纤维添加量25%时达11.92%。矿物纤维

0%、聚丙烯腈纤维25%时压缩率最小，达10.3%。

由图8所示，在与聚丙烯腈纤维分别配抄时，随着3

种矿物纤维所占比例增大回弹率都逐渐减小，聚丙烯腈

纤维25%、矿物纤维0%时回弹率达最大值31.74%。就

回弹性能而言，FKF复合矿物纤维和海泡石纤维十分接

近，且少量聚丙烯腈纤维就能起到显著的提高回弹率

的效果。Lapinus矿物纤维相较另外两种矿物纤维回弹

性能十分优异，在添加量25%时达28.07%，远高于另两

种纤维的回弹率22.24%、21.45%。少量聚丙烯腈纤维

与Lapinus矿物纤维配抄时对回弹性能影响不明显。

3  结论

3 .1 聚丙烯腈纤维长度、宽度分布范围广、粗度大，细

小纤维比例大，是一种高支化纤维原料。

3 . 2 随着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增加，拉伸强度上升，

回弹率上升，压缩率下降。在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

为30%，拉伸强度15.25M P a，压缩率9.04%，回弹率

34.67%。相较于初始未添加聚丙烯腈纤维，拉伸强度上

升61.7%，压缩率下降34.8%，回弹率上升131.6%，效果

显著。

3 . 3 随着聚丙烯腈纤维添加量减少，矿物纤维的添加

量增加，拉伸强度下降，压缩率上升，回弹率下降。聚丙

烯腈纤维的各方面性能明显优于三种矿物纤维。三种矿

物纤维在制备密封材料时，FKF复合矿物纤维拉伸性

能最优，Lapinus矿物纤维回弹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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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瓦楞原纸为表面施胶应用研究对象，采用实验室自制固含量为

30%的壳聚糖改性苯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CSAE）表面施胶剂与氧化的

木薯淀粉配制成表面施胶液，在温度60℃条件下对原纸进行表面施胶。

结果显示：木薯氧化淀粉溶液浓度为8%、添加木薯淀粉质量比9%的CSAE

表面施胶剂制备出的施胶液，对瓦楞原纸施胶后，原纸纵横向环压强度

提高24.1%和25.3%、纵横向耐折度提高37.5%和30%、纵横向挺度提高

36.8%和38.4%，30s Cobb值提高30.1%。研究结果表明，瓦楞原纸在经木

薯氧化淀粉/CSAE表面施胶剂协同施胶应用后纸张力学性能提高明显，

抗水性显著增强。

关键词：木薯淀粉；CSAE表面施胶剂；表面施胶；环压强度；抗水性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rrugated base paper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urface sizing application. The surface sizing slurry was prepared by using 
lab-made styrene-acrylate polymer modified by chitosan (CSAE) with 30% 
solid content as surface sizing agent and oxidized tapioca starch. The surface 
sizing was operated at 60℃.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izing slurry is obtained 
with a precooked aquous 8% oxidized tapioca starch slurry at a ratio of 100:9 
starch/ CSAE polymer. After sizing, the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ring 
pressure of the base paper was increased by 24.1% and 25.3% respectively, 
the folding endurance in MD direction and CD direction were increased by 
37.5% and 30%, stiffness  in MD direction and CD direction increased by 
36.8% and 38.4%, and 30s Cobb value increased by 30.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rrugated paper are improved obviously 
and the water resistance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fter the synergistic sizing 
application of cassava oxidized starch/CSAE surface sizing agent.
Key words: tapioca starch; CSAE surface sizing agent; surface sizing; ring 
crush; water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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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箱作为绿色环保的运输包装应用十分广

泛，瓦楞原纸尤其是高强瓦楞原纸市场需求量会越来越

大[1]。从市场需求来看，瓦楞原纸向低定量、高强度、全

规格方向发展是一个大趋势[2]。

一般用来抄造瓦楞原纸的浆料纤维短而且杂质

多，很难靠添加化学助剂的方法来解决其强度低、挺度

差的问题[3,4]。目前较好的方法是应用淀粉及其衍生物、

聚合物表面施胶剂对瓦楞原纸进行表面施胶[5,6]。纸张

表面施胶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层胶膜[7]，从而达到提高纸

或纸板表面性能的目的。

木薯淀粉具有价格低廉、尖峰黏度高、糊浆清澈透

明等优点[8]，本研究将木薯淀粉充分氧化（以提高其表

面活性），以其作为载体，与实验室制备改性的阳离子

苯丙乳液共混制备表面施胶液，并研究其对瓦楞原纸

施胶的应用效果。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仪器

木薯淀粉：杭州下沙纸友科技有限公司，型号：

YY-278C，细度≥99.5%，pH=7，工业品；瓦楞芯纸：

杭州秉性纸业，工业品；CSAE施胶剂：实验室制备，固

含量30%；过硫酸铵：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

析纯；蒸馏水：实验室自备。

XSE 205DU电子天平；FQ-HYD127环压专用取

样器；DC-KY3000A环压强度测试仪；DC-MIT135B

耐折度测试仪；QZ-Cobb值测试仪；J-TDY500挺度

测试仪；O S P-100涂布刮棒；DHG-9140A 电热恒

温鼓风干燥箱；J B90-D型 强力电动搅拌机；TC-15

恒温电热套；F Q-C B D125可勃吸收试样取样器；

J-CBY100纸与纸板吸收性测定仪；FQ-DLD100A定

量测定标准试样取样器；烧杯、四口烧瓶、吸管、温度

计等。

1.2 表面施胶液的制备及应用

在室温下，配制一定质量百分比的木薯原淀粉溶

液，同时加入木薯淀粉质量分数2%的过硫酸铵；然后

将加入氧化剂的乳状淀粉混合液用电热套恒温加热，

在搅拌状态下，以恒定的速率上升至85℃，保温0.5h左

右。以上述制备的淀粉糊液为基体，加入一定比例的

CSAE施胶剂充分搅拌混合，复配成表面施胶液。

在实验台上，将未经施胶的瓦楞原纸固定。当表面

施胶液的温度降至约60℃时，用吸管和涂布刮棒对瓦楞

芯纸进行表面施胶，施胶应用实验中要保持原纸被施

胶时，每次施胶液的施涂量一致。纸张施胶处理后，需

将施胶后的纸张置于90℃的干燥箱中干燥10m i n。施

胶干燥过的纸张在恒温恒湿实验室中平衡24h后进行

各种性能测试。

1.3 性能测试

(1）定量：按GB10739的要求对试样进行温湿度预

处理[9]，根据GB450.2测试。在本研究中，取4叠5层试

样进行测试取平均值。

(2）耐折度测试：根据GB1539测试。测试纸张耐折

度选择的张力值量程为9.8N，依次测试纵横向指标。

(3）挺度测试：根据GB2679.3测试。分别取纵横向

试样至少5条，分别以检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测试结

果。

(4）环压强度测试：根据GB2679.8测试。其中试样

施胶面都按一个朝向进行检测，纵向、横向的试样纸条

各切10片，分别测试取平均值。

(5）30s C o b b值测试：根据国标GB/T461.3-

2005测试。按GB450及GB10793进行试样的采取和处

理。测试中取5个试样，以算术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CSAE的基本性能

本研究采用的表面施胶剂是本实验室制备的苯乙

烯丙烯酸酯类（SAE）表面施胶剂，通过添加环氧氯丙

烷（ECH）、壳聚糖改性后得到CSAE，其基本性能参

图1   聚合物CSAE FT-IR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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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中数据可以获悉CSAE乳液的基本物性。

不同pH值条件下的电荷强度数据结果表明，实验制备

的CSAE乳液在pH=4.1～6.1之间，都具有阳离子电荷

性。在此基础上能判断出样品应用的合理pH范围。

2.2 CSAE红外图谱

在FT-I R光谱中，3428.8c m-1为羟基（-OH）或

仲氨基（-NH-）的动态吸收峰；3025.8c m-1为苯环

上C-H的伸缩振动吸收峰；2929.3c m-1为亚甲基伸

缩振动对称吸收峰；1947.8c m-1、1868.7c m-1为苯环

上C-H面外弯曲振动吸收峰；1731.8c m-1为酯羰基

振动峰；1600.6c m-1、1490.1c m-1为苯环的骨架振动

峰；1452.1c m-1为甲基（-CH3）的C-H的反对称弯曲

振动吸收峰；1376.9c m-1为甲基的（-CH3）的C-H的

对称弯曲振动吸收峰；1259.3c m-1、1155.2c m-1为酯

基C-O-C的反对称和对称伸缩振动；1076.1c m-1和

1027.9c m-1为C-N的伸缩振动峰；838.9c m-1为C-C

的伸缩振动峰；752c m-1和698c m-1为单取代的苯环

C-H弯曲振动峰。图谱结果显示壳聚糖中-NH2转变

成-NH-，聚合物中生成了新的官能团。该表面施胶剂 

IR光谱证实它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

2.3 瓦楞原纸检测结果

根据性能测试标准，分别对原纸定量、横向和纵

向环压强度、横向和纵向耐折度、横向和纵向挺度、30s 

C obb值进行多批次测量。对各类数据结果分别取平均

值，其结果如表2。

2.4 合理淀粉液浓度的确定

参考文献[10]，该组实验分5批次进行，分别设定木

薯淀粉水溶液质量分数比为5%、6%、7%、8%、9%，施

胶剂C S A E质量为木薯淀粉质量的

5%。制备出不同浓度的施胶液，使用

相同量的表面施胶液对瓦楞原纸进行

施胶。施胶后的瓦楞原纸进行干燥，

在室温下平衡24h，对施胶后的瓦楞

原纸性能进行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结合表2、表3数据结果，对比瓦

楞原纸和经不同浓度施胶溶液施胶后

的瓦楞原纸性能，发现：施胶后纸张

的性能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

明不同浓度的施胶液对瓦楞原纸施胶能改善纸张的强

度和抗水性。制备施胶液时，改变淀粉用量从5%到9%，

瓦楞原纸施胶应用结果显示：在木薯淀粉用量为8%时，

各项强度性能和抗水性均达到最大值；施胶后纸张纵

向、横向环压强度分别为231.3N/m和181.6N/m，较施

胶前分别提高了20.1%和25.4%；施胶后纸张纵向、横

向耐折度分别为28次和13次，较施胶前提高了16.7%和

30%；施胶后纸张的纵向、横向挺度分别为77.9N.m和

73.8N.m，较施胶前提高了16.1%和16%；30s Cobb值

达到36.2g/m2，比施胶前提高了40%。

实验中观察到，C SA E乳液与淀粉有良好的相溶

性。淀粉溶液和CSAE聚合物制备成施胶液混合物，在

对纸张表面施胶时，施胶液一部分会渗透到纸层中，填

充纸页间的空隙，提高纸张的紧度和纤维间的结合力，

一部分施胶液留着在纸页表面。纸张施胶干燥后，施胶

液干燥物留着在纸张纤维内或表面[5]。在淀粉浓度低的

条件下，施胶液对纸张渗透比例多，表面留着相对少，

对纸张强度和抗水性能的提高明显，但还未达到足够

程度。当淀粉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施胶液的纸张渗透

和表面留着都得到满足，纸张上留着的施胶液在干燥

后形成膜层，对纸张表面的抗水性、强度都起到了提高

作用。当表面施胶液的淀粉浓度进一步提高时，施胶液

粘稠，施胶液对纸张渗透作用相对减弱，纸张表面的留

着增多，对纸张强度提高效果受限，并且表面施胶液中

淀粉比例增加，反而抗水性下降。

实验过程中，当淀粉浓度达到10%或更高时，施胶

液制备时淀粉的分散性降低，会出现结团现象，而且纸

张表面施胶应用时也会出现纸面局部不匀现象。

2.5 不同CSAE用量的施胶效果

表1  CSAE表面施胶剂的基本指标参数

6.1

粘度

/(Pa.s)

50.8

表面张力 

/(mN/m)

63.2

玻璃化温度

/℃ 

不同pH值条件下的电荷强度

0.555

4.1

0.408

5.1

0.203

6.1
pH值

3.72

表2  瓦楞原纸检测结果

定量/

(g/m2)

124.1

30s Cobb值

/(g/m2)

50.7144.8

横向

环压强度/(N/m)

192.6

纵向

耐折度/次

10

横向

24

纵向

67.1

挺度/(N.m) 

63.6

横向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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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结果，综合考虑施胶应用对瓦楞原纸性能

的改善效果。选定淀粉溶液的浓度为8%，CSAE施胶剂

质量为木薯淀粉质量的3%、5%、7%、9%、11%。用不同

用量的CSAE表面施胶剂和淀粉溶液制成施胶液，控制

相同量的表面施胶液对瓦楞原纸进行施胶应用，对施

胶应用后的瓦楞原纸进行干燥，在室温下平衡24h，对

施胶后的瓦楞原纸强度和表面性能进行检测，结果如

表4所示。

由表4中各项性能的数据结果知，随着表面施胶剂

用量由淀粉质量比的3%增加到11%，纸张的抗水性能得

到改善，表面强度逐步提高。当CSAE表面施胶剂用量

是木薯淀粉质量比的9%时，各项物理性能综合效果达到

最好值。施胶后纸张纵横向环压强度分别为239N/m和

181.4N/m，较施胶前分别提高了46.4N/m和36.6N/m；

施胶后纸张纵向、横向耐折度分别为33次和13次，较

施胶前分别提高了9次和3次；施胶后瓦楞纸纵向、横向

挺度分别为91.8N.m和88N.m，较施胶前分别提高了

24.7N.m和24.4N.m；30S Cobb值达到35.1g/m2,比

施胶前降低15.6g/m2。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瓦楞

原纸经木薯淀粉和CSAE表面施胶剂施胶应用后，环压

强度、耐折度、挺度和抗水性改善程度明显。

聚合物用量增加，聚合物乳液颗粒数量增加，在

纸张表面涂布表面施胶液时，混合物施胶液一部分渗

透到纸张纤维网络中，一部分在纸张表面留着。进入纸

张纤维间的施胶液与纸张纤维结合度增加，纸张干燥

后其结合强度得到了提高，留着在纸张表面的施胶液，

在干燥过程中，聚合物粒子会在纤维表面铺展，聚合物

粒子的数量增加，使纸张表面涂膜强度、成膜致密度增

加，体现为纸张表面性能增加显著。

3  结论

本次研究,在温度为85℃条件下，制备不同浓度的

木薯淀粉溶液基体，保温0.5h，加入质量为木薯淀粉

质量2%的氧化剂，反应0.5h，然后添加不同质量比的

CSAE聚合物乳液制备得到表面施胶液，完成对瓦楞原

纸表面施胶应用。施胶后的瓦楞原纸在恒温恒湿条件

下平衡24h后进行强度性能和抗水性测试。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瓦楞原纸表面施胶液中木

薯淀粉用量控制在8%时，施胶应用效果相比更好；（2）

在木薯淀粉溶液浓度为8%的基础上，添加木薯淀粉质

量比9%的改性CSAE表面施胶剂制备出的施胶液，在瓦

楞原纸上施胶综合效果最佳；（3）施胶液中木薯淀粉用

量8%、CSAE表面施胶剂用量为木薯淀粉质量比9%，对

瓦楞原纸施胶应用，瓦楞原纸纵向、横向环压强度分别

表3  不同淀粉用量的瓦楞原纸施胶应用效果

淀粉液浓度

(质量比)/%

5

6

7

8

9

145.6

149.8

157.8

181.6

164.6

25

26

27

28

26

10

11

12

13

11

30s Cobb值

/(g/m2)

48.1

45.6

41.7

36.2

43.5

194.8

199.3

207.0

231.3

213.5

CSAE用量

(与淀粉质

量比)/%

5

5

5

5

5

施胶后

纸张定量

/(g/m2)

124.0

125.9

129.5

131.7

134.2

67.8

74.7

75.7

77.9

72.9

63.8

70.8

71.8

73.8

70.8

横向

环压强度/(N/m)

纵向

耐折度/次

横向纵向

挺度/(N.m) 

横向纵向

表4  不同CSAE用量的瓦楞原纸施胶应用效果

淀粉液浓度

(质量比)/%

8

8

8

8

8

146.9

181.6

158.0

181.4

163.5

25

28

31

33

29

11

13

12

13

11

70.0

77.9

86.6

91.8

88.8

65.2

73.8

81.0

88.0

81.6

30s Cobb值

/(g/m2)

47.9

36.2

40.6

35.1

41.5

200.0

231.3

216.4

239.0

229.5

CSAE用量

(与淀粉质

量比)/%

3

5

7

9

11

施胶后

纸张定量

/(g/m2)

129.3

131.7

129.9

139.6

133.1

横向

环压强度/(N/m)

纵向

耐折度/次

横向纵向

挺度/(N.m) 

横向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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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46.4N/m和36.6N/m，纵向、横向耐折度分别提

高了9次和3次，纵向、横向挺度分别提高了24.7N.m和

24.4N.m，30s Cobb值降低了15.6g/m2。瓦楞原纸施

胶应用后其物理性能、抗水性能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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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兼容耗材是一个新兴产业。国家标准的缺

失导致喷墨耗材产品的质量检测缺乏统一的打印介质，也使

得喷墨耗材质量评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研究选用了30

种喷墨打印纸（覆盖国内外所有在售品牌），分析其物理性能

与印品质量之间的关联。最终筛选出一种性能稳定的喷墨打

印纸以及一套最优的物理性能参数范围，可作为喷墨质量评

定中的标准用纸。

关键词：喷墨耗材；喷墨打印纸；印迹色密度；印迹耐紫外光

照性

Abstract: Compatible consumables production is an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 The lack of national unified standard leads to 
more uncertainty for the quality inspection of inkjet consumables 
products.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30 types of inkjet paper, the 
relevance between characterizes and image quality was analyzed. 
Finally, a stable performance of inkjet printing paper and a set of 
optimal range of physic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can be selected 
as the standard paper in inkjet quality assessment.
Key words: inkjet consumables; inkjet printing paper; color 
density; ultraviolet radiation fa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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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打印是喷头从微孔板上吸取探针试剂后移至

处理过的支持物上，通过热敏或声控等形式喷射器的

动力把液滴喷射到支持物表面，喷墨将细小的黑色或彩

色墨滴喷射到纸面的打印方式。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完

整的兼容耗材生产链，每年提供世界范围内70%的兼容

耗材出货量。兼容耗材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低廉，其价格

不到原装耗材的1/3。由于品牌众多，加上贴牌、代工等

生产方式，使得兼容耗材的质量不够稳定，这对整个打

印耗材行业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喷墨耗材质量差异较大

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国家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

T 305-2006《喷墨打印机墨盒通用技术规范》是目前

该类产品的唯一公开性标准。该标准也缺少对打印用

纸的规定。在不同介质上打印的印品质量差异很大，使

得质量检测不能在同一基准上进行，给喷墨打印耗材质

量评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寻找标准测试用的

喷墨打印用纸迫在眉睫。

1  实验

1.1 样品准备

选用30种中、低等定量的喷墨打印纸（覆盖所有在

售品牌）作为打印介质，选用实验室常用的5种代表性喷

墨打印机作为实验用机，选用5款匹配的兼容墨盒作为

实验用耗材。

1.2 实验过程

检测30种喷墨打印纸的定量、紧度、印刷表面粗糙

度（PP S）、液体吸收速度（60s）、液

体滑落距离、光泽度、横向伸缩性、挺

度、亮度、颜色、色差等参数。

将选定的5款兼容墨盒分别安装

于相应的打印机中调试至正常状态，

将DB 44/T 305-2006的标准测试

样张打印于选取的30种喷墨打印纸

上形成印品图像。测试印品的印迹色

密度、印迹耐紫外光照性（以下称为

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印迹均匀度、

印迹互渗性、印迹耐擦性等指标。

1.3 纸张检测数据分析

通过检测30种喷墨打印纸发现：

（1）挺度较高且分布均匀，可以确保 图1  4种颜色的印迹色密度 

打印机顺利走纸。（2）亮度、颜色、色差区间分布较均

匀，满足色亮度的要求。（3）光泽度、表面粗糙度、液体

吸收速度、液体滑落距离和横向伸缩性检测值差异较

大，分布范围很广。

1.4 印品图像检测数据分析

对打印出的150份标准样张开展图像质量检测可

知，印品的印迹均匀度、印迹互渗性、印迹耐擦性几项

指标数据分布均匀，差异较小，且均满足标准的要求。

而印迹色密度和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则差异较大。5台

打印机上的印品色密度和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变化趋

势走势几乎一致，4种颜色[青色（C）、品红色（M）、黑色

（K）、黄色（Y）]的印迹色密度越高，印迹遇紫外光衰

减率越高。对于同样的喷墨耗材，产品追求的品质是高

色密度，低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如果不能兼顾，则需

要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2  结果与讨论

经过以上分析，喷墨打印纸的光泽度、表面粗糙

度、液体吸收速度、液体滑落距离是影响印品印迹色密

度、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的最大因素。

2.1 指标关联性分析

逐项分析光泽度、表面粗糙度、液体吸收速度、液

体滑落速度对印迹色密度、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的关联

性时发现纸张的每一项指标对印迹质量的影响并无特

定规律，不存在直接的递增、递减的曲线规律。纸张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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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伸缩性对打印后样张的翘曲程度有明显的影响，当横

向伸缩性较大时，打印后样张四个角的翘曲度较大，纸

面出现波浪般变形。

2.2 最佳印品质量分析

以30种喷墨打印纸的印迹色密度和印迹遇紫外光衰

减率递增为基准，来寻找最佳的纸样如图1、图2所示。

以青色（C）印迹的色密度递增为基准来制作图表1，

发现4种颜色的色密度大致呈相同曲线，8号纸张的色密

度达到最高值。品红色（M）、黑色（K）的绝大多数色密

度值都达到1.5以上。黄色（Y）的色密度大多都达到1.0

以上，均满足标准要求。以青色（C）印迹的遇紫外光衰减

率递增为基准来制作图2，发现4种颜色的印迹遇紫外光

衰减率差异较大，品红色（M）、黑色（K）的曲线方向大

致保持一致，绝大多数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都在30%以

内，黄色（Y）印迹的遇紫外光衰减率却波动很大。

结合图1、图2，2#、3#、4#、5#、6#、7#、9#、10#、

16#、17#、26#、28#这12种纸上4种颜色的印迹遇紫外

光衰减率都低于30%，印迹色密度较高，其图像保存性

能胜出。

2.3 印品质量评定的最大风险点

作为测试用标准喷墨打印纸，需要满足绝大多数

打印机上顺利走纸，打印出图像的形稳性好、印迹图像

清晰、分辨率高、可保存性强。从数据可知，绝大多数的

印品图像都能满足印品色密度的要求，而相当多的印品

图像都不能满足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小于30%的要求。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因此，印

迹遇紫外光衰减率是耗材质量评定中的最大风险点。

2.4 测试用标准纸样确定

印迹在纸面能否保留取决于两个因素：（1）墨水本

身的质量，遇紫外光照后分解的程度；（2）纸张和墨水

的结合程度，纸张要求吸墨快速且均匀、无洇渗和印流

现象、高图像分辨率、图像保存性良好。已筛选出来的

12种纸张的液体吸收速度越低、滑落

距离越大，纸张对墨水的吸收度就越

高，图像的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数值

越低。

基于液体吸收速度和滑落距离

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将12个纸样进

行比较，首先需要去掉的是26#纸样，

该纸的吸墨速度最慢，滑落距离最

短。表现为样张不易干燥，两种墨水

的互渗较高。其次去除的是液体吸收

速度高于中位值，而液体滑落距离低

于中位值的3#、5#、6#、10#纸样。剩

余的2#、4#、7#、9#、16#、17#、28#的

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纸样4#、7#、9#、

17#、28#这5种纸样上的印迹色密度

和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都同时达到较

好的水平，都适合作为耗材质量评定

用纸张。其中4#纸的各项性能最佳，

作为国产纸张的代表，可以作为耗材

质量评定标准用纸来推介。

3  结论

表1  液体吸收性与印迹特性数据表

纸样

编号

2#

4#

7#

9#

16#

17#

28#

液体吸收速度/s

8

8

15

22

7

27

2

纵向

9

9

15

24

6

20

3

横向 纵向

55

77

81

78

376

12

570

横向

43

79

80

76

352

13

549

滑落距离/mm(30s) 印迹色密度

M

1.08

1.64

1.54

1.53

2.00

1.55

1.55

C

1.05

1.59

1.37

1.40

1.80

1.46

1.43

Y

0.91

1.15

1.10

1.11

1.20

1.10

1.05

K

1.19

1.81

1.57

1.58

2.23

1.76

1.74

印迹耐紫外光照性

C

2.7

16.3

14.6

16.8

28.9

25.6

18.2

M

5.7

14.3

11.2

16.5

23.3

16.6

17.5

Y

3.3

18.9

15.6

20.6

28.1

23.6

7.5

K

1.7

10.7

8.0

7.2

19.0

10.3

16.0

 图2  印迹遇紫外光衰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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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的标准纸样确定为国产4#纸样。根据30

种纸张的检测数据得出，最理想的测试用纸性能如下：

定量：100～150g/m2，紧度0.7～0.9g/c m3，液体吸收

速度5～20s，液体滑落距离大于50mm（30s），挺度大

于300mN，亮度：100%～110%，颜色L*：90.0～95.0，

a*：3～5，b *：-18～-13。

经过验证，性能在这一参数范围内的喷墨打印纸

均满足喷墨打印测试的要求，可以作为标准测试用纸来

使用。该研究所提供的参数范围能够有效地统一检测

基准，提高检测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收稿日期:201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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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们的健康，现在的接装纸有

些会选用一些透气性好的，以减少焦油

的吸入，但是这种透气性好的接装纸会

降低吸烟的味道，有时，吸烟者想抽浓

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节。

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高

透气性烟用接装纸。

高透气性烟用接装纸

图1  高透气性烟用接装纸的结构

1—外层  2—第一通孔  3—第二通孔  4—渗水孔  5—内层  6—第
一海绵环形圈  7—第二海绵环形圈  8—吸水树脂  9—第一螺旋绕
包层  10—第二螺旋绕包层

如图1所示，该种接装纸包括内层

和外层，内层和外层之间为隔离单元。隔

离单元包括位于内层和外层之间的第一海

绵环形圈、第二海绵环形圈，第一、第二

海绵环形圈之间形成容纳空间，容纳空间

内填充有吸水树脂；内层和外层之间还具

有第一螺旋绕包层和第二螺旋绕包层，第

一螺旋绕包层和第二螺旋绕包层位于隔

离单元的两侧；外层具有多个第一通孔和

第二通孔，多个第一通孔位于隔离单元的

一侧，多个第二通孔位于隔离单元的另一

侧；外侧还具有多个渗水孔，多个渗水孔

均与容纳空间连通。

内层、外层和第一螺旋绕包层之间

形成第一螺旋通道，多个第一通孔均与第

一螺旋通道连通；内

层、外侧和第二螺旋

绕包层之间形成第二

螺旋通道，多个第二

通孔均与第二螺旋通

道连通。第一海绵环

形圈和第二海绵环形

圈的宽度相等，均小

于5mm。多个渗水孔

分为多圈，每一圈的

渗水孔中，相邻的两个等间距分布。渗水

孔的直径小于0.2mm。内层为接装纸原

纸，外层包括接装纸原纸和涂覆在接装纸

原纸上的水性油墨层。内层与第一、第二

螺旋绕包层均通过黏结胶固定；外层与第

一、第二螺旋绕包层均通过黏结胶固定。

使用时，空气经过第一通孔，再经过

第一螺旋通道进入吸食者口内，空气还通

过第二通孔进入第二螺旋通道，再经过

隔离单元进入第一螺旋通道，进入吸食者

口中，因此吸入吸食者口中的空气含量增

加，从而减低烟气的吸入。当在一些情况

下，例如吸食者压力很大，需要吸食重口

味的烟气时，可以用指头沾一点水，涂覆

在渗水孔处，从而吸水树脂吸水后膨胀，

使得隔离单元堵塞隔离了第一、第二螺旋

通道，从而只有第一通孔处的空气能够进

入吸食者嘴里。从而在同样的吸力作用

下，更多烟气进入吸食者嘴里，从而增加

吸烟的口味。由于内层和外层之间具有第

一螺旋绕包层和第二螺旋绕包层，因此内

外层之间不易变形贴合阻塞进气。

有益效果：该接装纸透气性好，并且

在吸食时，接装纸的透气性可以调节，从

而满足不同的吸食需要。

● 专利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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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量偏差；唇板变形；调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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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浆箱唇板变形

对成纸横幅定量偏差的影响及其处理措施
⊙ 沈勤森  戴乐玉（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000）

Effect of headbox lip deformation on variation of paper basis weight 
in CD profile and it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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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一台VOITH公司供货的

特种纸机，流浆箱采用的是Rolljet K双匀浆辊气垫式流

浆箱，幅宽3680mm。经过多年的使用，总体运行稳定，

成纸质量较高。该流浆箱的横幅定量在线微调控制采用

的是ABB的Smart Weight Profile（SWP）系统，由36

个气动步进电机沿横幅方向均布，通过连杆与流浆箱上

唇板连接，进行分段精细调节，以达到全幅定量的均一

性，或控制成纸横幅定量偏差在正常偏差范围内。

1  存在的问题

纸张横幅定量差是成纸最基础的技术指标。实际

生产中，SWP微调系统实时反馈2σ值一般控制在0.6以

下可以接受。但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工艺在线成纸横幅

定量偏差较大，调节系统无法自动完成微调控制，手动

干预调节效果不佳，微调系统2σ一直在1.0以上徘徊，

超出可控指标较多，后道检验实测成纸定量偏差也较

大，给产品质量质量来一定隐患，成品率上不去，经济

效益下降。

2  问题的分析和处理

为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可能影响的因素和相关设

备进行了分析和排查：

(1）利用日常停机时间，对SWP系统的全幅36个步

进电机进行机械和电气重置零位，调整后，时好时坏，

依旧无法长时间维持正常生产。 

(2）对流浆箱控制总压头的加压风机进行出口风

压和风量的稳定性检查。

(3）对冲浆泵上浆流量的能力及流浆箱唇板开度之

图4  上唇板更换

 图1  更换前唇板开度偏差

图2  更换前上唇板直线度检测

图3  调整前下唇板的直线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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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匹配进行评估和论证。 

(4）流浆箱前墙垂直升降机构的灵活性和同步性

检查。

通过多种外部方式的检查和确认，均未发现明显

的症状，问题依旧存在。在这过程中，通过对整个流浆

箱机构的再次分析和研究，逐步将问题的处理方向从

外部转向内部，重点放在流浆箱的唇板上，计划停机时

作进一步处理尝试。

2.1 流浆箱唇板开度偏差检测

首先，在自然状态下，以一定的唇板开度，将DS侧

第一个步进电机连杆对应的唇板位置为基准，用专用

百分表对流浆箱上唇板（slice lip）和下唇板（bottom 

l i p）之间的开度偏差进行测量，记录如图1所示。通过

测量发现，唇板的开度偏差在0.4mm左右变化，且部分

区域突变明显。根据实践经验及该类型流浆箱控制系

统特征，超出了最大控制偏差0.3mm的上限。意味着在

这种状态下，36个步进电机组成的微调系统在正常生

产过程中可能无法通过自身调节满足要求。由于唇板的

开度是上下唇板之间的距离，涉及到两块唇板的实际状

态，发现异常后，又单独对上、下唇板进行直线度检测。

2.2 上唇板直线度检测

以D S侧第一个步进电机连杆对应唇板位置为起

点，流浆箱前墙板下端面为基准，下凸3.5mm（上唇板

安装向下凸出量）为零位标准。用专用百分表检测上唇

板刃口的线性状态，记录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上唇板的线性偏差达到了近0.9mm，

且差别明显，部分地方突变厉害。说明在部分区域上唇

板已经产生了塑性永久变形。

2.3 下唇板直线度检测

与上唇板对应的下唇板上，进行相应位置的直线

图6  下唇板增加调整垫片位置示意图

图5  更换上唇板后的直线度检测 图7  下唇板增加垫片及调整后的直线度

图8  更换上唇板/调整下唇板后唇板开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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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检测。由于基准零位无法标记，下唇板无法用百分表

检测。改用激光对中仪进行检测，发现下唇板的变形也

达到了0.8mm左右，如图3所示。

通过测量，发现流浆箱上下唇板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变形，两者叠加的累计偏差就大大超出允许范围，且

相邻两调节点的偏差越大，调节就越困难。根据现有情

况，由于在实际生产中需要调节上唇板，而下唇板则不

予调节。分析、讨论决定：实施更换上唇板，调整下唇板

的维护方案。

2.4 上唇板更换

[收稿日期:2019-02-11(修改稿)]

为确保后期微调系统正常工作，在更换上唇板时，

同时更换盘状弹簧和密封条，并用扭矩扳手将紧固螺栓

锁紧，如图4所示。                   

更换后的上唇板，仍旧以DS侧第一个步进电机连

杆对应唇板位置为起点，前墙板下端面为基准，手动调

整步进电机，初调上唇板线性度，如图5所示。

2.5 调整下唇板

上唇板更换处理完成后，以前面激光对中仪测得

的下唇板直线度数据，通过增加垫片的方法，调整下唇

板的线性度，如图6、图7所示。完成后再次进行唇板开

度的检测，检测数据如图8所示，最大偏差在0.25mm左

右。

在上下唇板更换、调整完成后，为确保后期开机正

常使用和有效调节，重新对微调系统进行机械和电气零

位的调整和重置。脱开步进电机和上唇板的连杆，手动

调整步进电机使调节指针处于行程中间，即零位。在此

状态下电气同时全部置零，然后重新连接连杆并锁紧，

确保微调系统有足够的上下行程可调。微调机械系统、

电气系统重新置零后，由于进行过连接件的拆解，在原

固有应力作用下可能使唇板开度偏差产生少许变化，需

要进行再次手动干预进行微调。上述调整全部完成后

测量数据如图9所示。其中绿色显示的为最终调整后唇

板开度偏差，基本都在零位附近。

3  使用效果

经过上唇板的更换和下唇板的调整，并对微调系

统机械和电气重新置零，再次开机后系统进入自动控

制，以定量模式（BW11）控制，2σ值为0.34，以绝干模

式（CW11）控制，2σ值只有0.25，达到比较理想的状

态。如图10、图11所示，成纸实测定量以30g/m2成纸为

例，偏差均在±0.5g/m2以内，处于客户要求的偏差允

许范围±1g/m2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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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SWP系统实时反馈2σ(2sigma)状态

图10  SWP系统实时反馈控制状态

图9  最终调整后的唇板开度偏差对比(绿色为最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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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应用,探讨了纸张抗张挺

度取向角（TSOAngle）、抗张挺度指数(TSIMD、TSICD)对纸张性质的

影响。

关键词：TSOAngle；TSI；纤维取向

Abstract: AApplication of the ultrasonic measuring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the tensile stiffness 
orientation angle (TSOAngle), and the tensile stiffness index (TSIMD, 
TSICD) on paper propertie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TSOAngle; tensile stiffness index; fibr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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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测量技术是一种非破坏性、快速的测量方

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纸和纸板的测量。TSOAn g l e又叫

纸张抗张挺度取向角，代表纸机抄造过程中浆料纤维

的主要排列方向与纸机方向之间的夹角，能直接反映纸

张中纤维排列的非均匀性，反映在纸张物理强度指标

上，主要影响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等指标在纸机

纵向和横向上的差异；反映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影响纸

页的尺寸稳定性，如扭曲和卷曲、堆积倾斜、纸页漫移、

多色印刷套色不准等。使用超声波检测技术可以及时掌

握纸机生产过程中的动态信息，能及时调整纸机参数

和生产工艺，预见并避免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

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印刷向着多彩印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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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刷的方向发展，印刷速度提高。这就对纸张有着

更高的要求，合理使用TSO检测仪进行过程控制，能有

效降低打印中的运行稳定性问题、多色印刷中的套色不

准问题等。

1  TSO测试仪的工作原理

我公司使用的是瑞士L＆W公司生产的T S O测试

仪，纸页的抗张挺度指数与超声波脉冲在纸页中的传

播速度的平方成正比。TSO检测仪利用超声波在纸页中

的传播速度，通过处理器用傅里叶分析可以转变成一个

椭圆，这个椭圆能显示纸页各个方向上的弹性，并且能

够辨别最大抗张挺度指数的方向[1]。如图1所示。

T S O检测纸样要求是垂直于纸机运行方向，用专

用切纸刀切下300mm宽的纸页横幅，同时标记操作侧

和正反面。然后，纸样正面朝上、操作侧在前送入TSO

测试仪，每次前进100mm。

TSOAn g l e是在抗张挺度指数TS I最大值和纸机方

向之间的夹角，称为抗张挺度取向角或极角。

TSIMD是纸机方向的抗张挺度指数。

TSICD是纸机横向的抗张挺度指数。

TSIMD/CD是TSIMD与TSICD的比值。

TSIMin是测量的TSI最小值。

TSIMax是测量的TSI最大值。

TSIArea是“花生”形椭圆区域。

2  测试结果及分析

测试结果中应用最多的是T S O A n g l e、T S I M D和

TSICD，用TSO检测仪对纸机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时，

需要多取几个纸样，以保证TSO检测曲线的重复性，从

而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分析。

2.1 TSOAngle

T SOAn g l e是最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测试指标，在实

际生产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有人将其等同于纤维取

向，其实不然，纤维取向是决定TSOAn g l e的一个重要因

素，在流浆箱和成形部TSOAn g l e由纤维取向决定，但纸

页经压榨、干燥以后及后加工处理时会因压力、水分等

值的变化而导致TSOAngle的变化[2]。

纸张涂布或者其他任何形式湿润纸张都会改变纸

张 的 应 力 和 应

变特性，从而改

变T S OA n g l e。但

是 成 品 纸 湿 润

后，再自由干燥

后 不 会 改 变 纤

维取向角。通过

TSOAn g l e可以间

接反映纤维的排

列、纸张的尺寸

稳定性。

T S O A n g l e

在 整 个 纸 机 横

向上应该接近于0°。建议复写纸和激光打印纸在纸机

横向的任何一个位置的TSOAn g l e偏离区间为±2.5°至

±3.0°。这能使打印机在打印时，避免中途卡纸。

2.1.1 TSOAngle不合理的典型问题

(1）扭曲和卷曲：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对纸张的

一个重要要求是润胀稳定性，因为在复印和打印时，温

度会突然升高，这就要求纸张不能因为水分的变化而

发生变形。复印纸在复印时由于高温而被干燥。这就意

味着纸页会发生收缩，收缩的方向取决于纸张的弹性

性质和它的纤维定向性质。如果纸页不均匀，则它的收

缩也不会均匀，那么纸页就会发生扭曲或者卷曲（如果

T SOA n g l e大于±3°，纸张被干燥时会产生菱形走向趋

势）。这样纸页在复印、打印的过程中就容易卡纸，在进

行四色印刷时会引起套色不准。把不同TSOAng le的挂面

纸复合在一起时，会导致扭曲－卷曲问题。

(2）堆积倾斜：在运输和储藏时，纸张是经过仔细

包装的，以避免水分的变化。但当纸张被打开后，纸张

会暴露在室内温度和湿度下，这将会导致纸张尺寸性

质的变化。同样会导致纸的堆积倾斜问题，即堆积的纸

张因为扭曲－卷曲而产生倾斜，最终会倒掉。

(3）纸页漫移

不对称的TSOAn g l e容易使纸页打印时产生左右移

动。

2.1.2 影响TSOAngle的因素

(1）浆网速比

图1  TSO检测仪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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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浆网速比非常接近1，少量的横向浆流会打乱

大量的纸机纵向纤维排列。当纸机在冲浆或拖浆状态

下，浆和网子的速度矢量和会拉伸横向流动的纤维。

(2）唇板开度

如果局部的唇板开度减小，就会在这个局部的两

侧边缘产生与纸机纵向偏离的外分型浆流，这将打乱

纸机纵向的纤维排列。再加上干燥中的纸页横向收缩会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浆网速比小于1时，即牵引模式

时，如果边流不足的话，在成形网的两侧就会产生与纸

机纵向分离的外分型的浆流，这也将不利于纤维在成形

网两侧的定向。

(3）流浆箱内的压力平衡

当回流设置理想时，就会获得一个均匀的压力分

布。如果回流开的过大，就会在流浆箱内部产生沿纸机

横向的浆流，这也将导致纤维定向的不正常。这样根据

操作侧的不同布浆管流向的不同，TSOAng l e或者是全为

负，或者是全为正。

(4）边流或浆料注射器

浆料注射器弥补了网宽两侧浆料流速的不足。边

流对两侧的定量进行了辅助调整。但都会影响纤维的定

向。

(5）热作用

因为唇板对纤维定向影响非常大，所以唇板温度

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纤维的定向。

(6）纸页成形中的定向剪切

(7）喷射角

2.2 TSIMD与TSICD

TSIMD与TSICD分别反映地是纸张在纸机纵向和横

向上的弹性性质，弹性性质是在快速、滚筒喂纸、多色

印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原因很容易理解：

纸在高速下运行，通过一个复杂的印辊和压榨单元。在

从一个印刷压榨到另一个印刷压榨的过程中，经常伴随

着水分和牵引力的变化。

T S I MD的曲线对大部分纸种来说是比较平的。如

果纸机的运行稳定性比较好的话，TSIMD的最小值和最

大值的差值范围为5％～10％。TSICD最小值和最大值之

间差一般在10％～20％。

2.2.1 TSIMD与TSICD不合理的典型问题

(1）纸辊有着不同的TSIMD与TSICD值

这将会产生套色不准问题。因为TSIMD描述的是纸

张的弹性性质，这对纸的延伸性能有着直接的影响。两

个不同的TSI MD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弹性性质。如果进行

多色印刷，操作人员需要调整牵引力以获得良好的套色

图3  典型的TSIMD与TSICD分布图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图2  典型的TSOAngle-MD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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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这就会导致额外的设定

参数的时间，和纸张在印刷过程

中的浪费。

(2）纸辊上含有不均匀的

TSIMD与TSICD值

这将会产生边缘松弛的问

题，即辊子上的一端会变得松

弛，而且可能导致起折，甚至纸

幅的断裂。套色不准的问题也可

能发生。操作人员为了避免这个

问题就要增加牵引力，但当牵引

力超过了较紧一端的弹性时就

会发生断纸。

2.2.2 影响TSIMD与TSICD的因素

(1）浆料种类

浆料对纸页的弹性性质有着

非常重要的影响。TSIMD的值和抗张强度可以通过浆料

来控制，通过往机械浆中添加化学浆可以提高T S I MD

值，废纸浆中添加原生浆料可以提高TSICD值。

(2）打浆

打浆对纸的弹性性质影响非常的大。打浆会影响

纸的润胀。

(3）冲刷式/牵引式

新闻纸牵引式的会比冲刷式的TSIMD曲线平整，不

容易断纸和起折。

(4）吸水箱

吸水箱对纸的弹性性质有着间接的影响。

(5）湿压榨

新闻纸生产者经常用湿压榨来提高抗张挺度。更

多的压榨会有更好的纤维结合，会有更强的纸页，但是

密度也会增加，而且不透明度下降。因此需要找到一个

平衡。

(6）毛布状况

想获得一个较好的TSI MD曲线，需要调好压榨，需

要一个状态良好的压榨毛布。

(7）干燥

干燥会引起收缩，尤其在纸机横向上。如果成形

不好、TSOAngle很差，就会产生起皱的问题。

(8）TSOAngle

TSOAngle偏离了纸机方向就会产生低的TSIMD值，

高的TSICD值。

2.3 TSIMD/CD

TSIMD/CD是TSIMD和TSICD的比值。这个比值随着

纸种的不同而不同，这个值一般在1.1～5.0之间变化，

1.1代表的是硫酸盐浆纸袋纸，5.0代表的是新闻纸。

TSI MD/CD显示了运行稳定性、分层和两面性、纸的

卷曲。较高的浆网速比和较大的干燥部牵引力都会产生

较大的TSIMD/CD值。

3  总结

超声波测量技术对纸机的生产操作具有较高的指

导意义，我公司已广泛运用于检测纸张质量波动，解决

生产运行中断纸问题，新项目开机调试等。通过调整纸

机的操作，获得最佳纤维取向，保证纸机正常运行，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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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接触式干网校正装置被广泛应用

在大型纸机上，可大大提高干网的使用寿命，

降低运行成本。本文介绍了非接触式干网校

正装置的工作原理、组成；在纸机上的实际应

用、功能描述、常见故障问题分析以及日常维

护。

关键词：超声波传感器；组成；工作原理；故

障处理

Abstract: Non-contact correction device for dry 
fabrics is widely used in large paper machines,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service life of dry 
fabrics. In this paper were introduced the working 
principle, composition of the collection device,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paper machines, function 
description, analysis on common faults and daily 
maintenance.
Key words: ultrasound sensor; composition; 
working principle; fault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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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网达到稳定、快速的运行状态。控制方框图如图2。

2.1 具体部件描述（如图3）

(1）超声波传感器：倍加福UCC1000-30GM-

IUR2-V15，测量范围100～1000mm；测量精度可达到

目前造纸企业大量使用聚酯干网，如何提高干网

的使用寿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有着重要的作用。聚

酯干网平均寿命180天左右,经使用发现干网使用寿命

短的原因一是干网质量问题，二是干网严重跑偏。原始

的干网气动校正装置是通过挡板与干网边缘直接接触

跟随干网移动来检测气压变化，通过调整气囊改变导辊

位置从而使干网维持在一定的位置内运行。因双方直接

接触造成干网边缘磨损严重，调偏系统的气囊、弹簧、

气源故障造成失调跑偏等原因逐渐被淘汰。新型的非

接触式织物校正装置克服这些问题逐步推广应用。

1  系统组成

主要是基于光学测量、非接触式、电动控制织物定

位控制装置，包括如下设备（如图1）。

(1）两个用于测量织物边缘位置的测量探头；(2）

中央处理器；(3）就地控制箱；(4）变频器；(5）电动蜗

轮校正设备；(6）跑偏限位；(7）用户操作界面（MCS画

面）。

2  工作原理

在干网的操作侧分别安装2个测量头，两者安装

直线间距不低于5米（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根据超声

波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超声波传感器向干网侧发射超

声波，在碰到障碍物后返回来，发射和接受回波的时间

差Δt，计算出干网的位置。因常温下超声波传感器传

播速度是334m/s，但受温度影响较大，每升高1℃，声

速增加约0.6m/s秒，采用温度补偿方法进行补偿，即

V=331.45+0.607T计算出干网位置。正常情况下两个测

量头所测位置的平均值用于调整干网位置，如果其中一

个测量头出现故障测量结果将自动采用另一个测量头

的测量值，出现故障的测量头将自动停止，当故障消除

后将自动投入使用。也可人工干预选择2个测量头或某

一个测量头投入使用。通过P I调节器计算出-50.0%～

+50.0%的输出值，当此值输出大于±5%时电机会动作

一次，动作的时间非常快为200m s，可移动0.3mm；电

机带动蜗轮执行器来调整导轨位置从而调整干网的走

向。蜗轮执行器的运行位置由轨迹传感器进行检测，对

中位置为0mm,移动范围为-75～+75mm；可根据此位

置判断导轨实际位置和偏移量达到参考的作用。从而使

图1  控制系统

图2  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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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保持清洁面光滑。

(2）测量头：ULTRA-EDGE RAUZ430818，内

有P T100进行温度测量来保证测量筒内环境温度，温

度量程-25～+400℃，外有温度传感器进行声速补偿

（如图4）。

(3）气动比例阀：V P2310BE461M B200所有测量

头温度取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PI计算，输出0～100%开

度进行调节温度。

(4）轨迹传感器：POSITEK线性传感器P827 4～

20mA；用来测量导轨的位置-75～+75mm。

(5）变频器：ABB ACS500具有通讯功能，参数可

修改；根据MCS输出信号进行电机开停、正反转控制。

(6）蜗轮执行器：由变频电机带动，由角行程转化

直行程调节导辊来回移动。

2.2 具体功能描述

(1）具有电缆的短路、断路检测功能：可根据电流

信号大小在METSO DNA程序中比较使用。

(2）具有信号故障自诊断功能：运行中的干网位置

随时在变化，如果30s内没有变化或超出4～20mA，系

统认为传感器故障自动取消测量头的使用，并用黄色感

叹号在操作界面提示。

(3）具有报警提示功能：如果2个测量头检测值的

差值大于±20mm，系统自动报警并加声光报警装置，

提示可现场查看报警原因。

(4）具有自保护功能：如果超过65℃将会自动取消

这个测量头的测量值。为保证温度的正常由涡流制冷器

进行冷却。

(5）变频电机的快速通断，快速短时间运行时每次

200m s动作一次，动作距离0.3mm；快速长时间运行是

快速短时间运行的3倍时间；可通过操作界面进行点动

操作。

(6）停机后刚开机状态时会首先根据轨迹位置将

导轨调整至0mm，再根据测量头进行调整。操作界面有

选项可进行激活或停用。

(7）当出现跑偏时传动侧、操作侧各有一个跑偏检

测限位，当检测到跑偏限位延时3s后发出联锁信号进行

停机，防止织物的损坏，约3～5min后停止运行。在出现

因跑偏造成的停机状态时，跑偏校正将不跟从位置传感

器调节，会转换到强制状态，根据跑偏限位向反方向进

行调整，调整100s后自动转为位置传感器调整。如图5。

3  故障及处理方法（如图6）

3.1 检测头状态由绿色变为黄色

(1）超声波传感器故障，信号不能连续变化（在30S

内信号不变化），系统自检测认为传感器故障。需停机

图5  跑偏调节示意图和实物图图4  传感器组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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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传感器，临时处理办法为取消此探头的使用，将前

面的对勾去掉。

(2）线路接触不好，检查线路。

(3）测量头温度超过65℃。

3.2 干网位置波动大

(1）现场确认干网摆动幅度的大小确认是否存在大

范围摆动，若存在适当调整PI参数。

(2）查看现场是否有碎纸片挡住或干扰测量。

(3）打开2个位置传感器和计算后的位置曲线进行

对比，2个传感器波动幅度、周期是否一致，如果一致传

感器正常，如果不一致将无规律的测量头取消使用。

(4）用于声速补偿的温度传感器不稳定造成补偿错

误造成的。

(5）线路存在干扰，检查线路。

3.3 正常开机状态下跑偏限位报警

(1）现场确认是否接触到跑偏限位，传动侧、操作

侧各有一个限位，限位距离干网边缘的距离应为15mm,

可根据实际位置调整干网位置设定值。

(2）查看现场是否有碎纸片挡住或干扰测量。

(3）打开2个位置传感器和计算后的位置曲线进行

对比，2个传感器波动幅度、周期是否一致，一致为正

常；检查变频器通讯和电机系统报警，是否存在电机通

讯故障导致未调节。

(4）根据轨迹传感器曲线，判断出现故障时的导轨

位置和变化方向查看跑偏的原因。

3.4 停机开机状态下跑偏限位报警

(1）跑偏限位安装位置。

(2）位置设定是否合适。

图6  操作控制画面描述

(3）停机开机时会根据导轨中心点设定值先将导轨

调至0位，如果一直跑偏可临时将此功能取消；通过手

动按钮进行手动调整。

(4）查看现场是否有碎纸片挡住或干扰测量。

(5）检查设备。

4  日常维护

(1）现场测量头需定期清理探头表面，不能有油污

和大量灰尘。

(2）超声波信号范围内必须干净，无遮挡物(如图4)。

(3）必须保证测量头内温度低于65℃，保证压缩气

干净，定期清理更换过滤器滤芯。

(4）注意防水，轨迹传感器做防水罩，防止停机清

洗干网时进水损坏。

(5）电机接线盒做好防水处理。

5  结束语

非接触式干网校正装置从PM8车间投产8年以来

一直正常使用，从开机主要优化内容有：

(1）9烘测量头经常因施胶机处引纸造成碎纸片遮

挡影响测量，我们通过更改安装位置和加挡护板等方

法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2）9烘、10烘经常出现磨损干网的问题，我们添加

联锁保证一个烘区停止运行，后烘全部爬行。

(3）10烘下干网上方有渗油设备需定期清理影响

测量，我们通过延长测量筒来保证测量头的清洁。

(4）干网轨迹传感器经常出现停机后再开机测量值

不变化的问题，通过更换PG、更换不锈钢PG、加不锈

钢防护罩等办法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通过小改小革后达到了有效的优化效果，现在使用

状态良好，故障率低，大大提高了设备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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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泰集团12#机采用100%废新闻纸生产新闻纸过程中，胶黏物给生产和产品质量带来严重问

题。用生物酶控制胶黏物在12#机进行了工厂中试。中试结果表明：经过酶处理后，成浆池纸浆中胶黏

物含量和数量减少，纸机前烘刮刀上的胶黏物明显减少，黏性降低，并且纸机车速提高。

关键词：废新闻纸；生物酶；胶黏物；纸机

Abstract: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newsprint in 12# paper machine of Huatai Group using 100% ONP as 
raw material, the stickies caused serious problems in production and products quality. A pilot on application 
of enzyme for stickies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in 12# paper machi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stickies 
content and stickies quantity decreased after enzyme treatment, and the sticky deposits on the doctor of the 
first drier and their stickiness decreased obviously. In addition, the speed of the paper machine increased after 
enzyme treatment.  
Key words: ONP; enzyme; stickies; pape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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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1.2 生产流程和酶加入地点

酶加入到碎浆转鼓中。废新闻纸的生产流程如图

1。

1.3 酶处理条件和加入量

酶处理的温度40～45℃；pH值大约8.5～10；反应

时间大约2h；加入量：第一天为0.12k g/t浆，从第二天

到第六天，为0.16kg/t浆。

1.4 胶黏物的测定

纸浆中胶黏物测定采用P u l m a c筛标准方法测

定。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 .1 生物酶的加入对新闻纸脱墨浆（D I P）中胶黏物的

影响

在系统净化酶中试期间，12#机D I P中大胶黏物

含量、数量均低于加入生物酶前；加入生物酶处理

后，DI P中大胶黏物含量降低69.6%，胶黏物数量降低

84.3%；而胶黏物平均面积大于加入生物酶前。这些说

明加入系统净化酶CWB-3560能够显著降低DI P中胶

废纸作为一种重要的造纸原料，使用越来越

多。2017年，废纸浆的消耗已经占我国纸浆消耗量的

63%[1]。废纸浆的生产和使用有效地缓解了我国造纸原

料的短缺状况，但在废纸回用过程中，胶黏物问题严重

困扰着造纸厂的生产。胶黏物造成的主要危害有在纸

浆生产过程中堵塞净化器、筛选设备的网孔；抄纸过程

中沉积到成形网、刮板、毛布、压榨辊、干燥部烘缸刮刀

上，影响纸机操作，还会导致纸页断头；沉积到纸和纸

板上影响产品质量等一系列问题[2]。对于大胶黏物的控

制，主要采用加强废纸的拣选，采用机械法如筛选、净

化和热分散等方法[3]。而对于微细胶黏物的控制，主要

采用化学的方法，化学法控制胶黏物主要有化学吸附、

固着、分散、钝化等方法[4]。由于胶黏物来源的复杂性，

目前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彻底解决胶黏物的问题。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生物酶也被应用到

胶黏物的控制中。胶黏物控制中采用的生物酶一般为酯

酶，因为酯酶能够降解特定胶黏物组分的酯键，从而降

低其粘性，减少它们的沉积。如广州造纸厂采用某公司

的酯酶Opt imyze525在使用废新闻纸脱墨浆为原料的

新闻纸生产线上进行了工厂中试，结果表明，酯酶处理

能够减少20%～30%的胶黏物。林涛等的研究也表明，

酶处理能够有效地减少废新闻纸浆胶黏物含量[6]。除了

酯酶外，有研究者采用果胶酶处理纸浆，通过降解纸浆

中的聚半乳糖醛酸，减少浆中的阴离子垃圾，提高阳离

子聚合物的作用效果，也收到了减少胶黏物沉积的效

果[7]。

华泰集团12#机采用100%废新闻纸生产新闻纸，

胶黏物沉积严重，给生产操作和成纸质量造成很大的

问题。为了减少胶黏物沉积的产生，在本生产线上采用

天津某公司的生物酶处理，进行了为期6天的工厂实验，

本文将介绍工厂试验的结果。

1  试验原料及过程

1.1 试验用酶

系统净化酶CWB-3560由天津某生物科技公司提

图1  生产流程

表1  废新闻纸脱墨浆中胶黏物（成浆池）

磁化次数

加入生物酶前

加入生物酶后

413

65

胶黏物数量

/(个/kg绝干浆）

0.023 

0.0609

平均面积/

(mm2/kg绝干浆)

胶黏物含量 

/(mg/kg)

4835 

1470

*加入生物酶前的数据为一周的平均数，加入生物酶后为试验期间取样

测得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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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1-21]

黏物的含量和数量。对于出现胶黏物平均面积的减小

是因为分散后的胶黏物中的一少部分发生了二次聚集

造成。

2.2 生物酶处理对上网浆料性能的影响

生物酶处理除了对胶黏物有影响外，还会对纸浆

的其他性能产生影响。生物酶处理对上网浆料性能的

影响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12#机使用生物酶处理后，上网

浆的打浆度与滤水时间降低，上网滤水性能提高。生物

酶处理后上网浆的阳电荷需要量降低，说明纸浆中阴离

子垃圾减少。

2 . 3 生物酶处理对纸机胶黏物沉积和纸机运行性能的

影响

生物酶处理对纸机胶黏物沉积特性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前烘刮刀上沉积的胶黏物的变

化。在使用系统净化酶处理之前，干燥部前烘刮刀上的

胶黏物非常多，并且比较黏，如图2(a）中所示。在加入

生物酶24h后，前烘刮刀上的胶黏物含量减少，刮刀上

取下来的胶黏物黏性有所降低；在加入生物酶2～6天

中，运行24h间隔内，纸机前烘刮刀上的胶黏物更少，粘

性进一步降低，只有极少数的胶黏物，如图2（b）所示。

经过重量测定，加入生物酶处理前，24小时运行间隔内

前烘刮刀上沉积的胶黏物为5～6k g，加入酶处理后24h

运行间隔内沉积物的重量减少到约2k g，所以胶黏物沉

积量显著减少，并且黏性也降低。

1 2 #机在加入生物酶前，一周内平均车速为

1368m/min；加入生物酶后，平均车速为1484m/min，

说明使用系统净化酶CWB-3560对纸机提高产量和提

高运行效率有较大帮助。

3  结论

系统净化酶CWB-3560对胶黏物的控制效果较明

显，加入酶处理后纸浆中胶黏物含量和数量显著减少，

并且纸浆的阳电荷需求量降低。纸机前烘刮刀上沉积

的胶黏物明显减少，黏性降低，酶处理后纸机的车速提

高。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齐鲁工业大学李宗全

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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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物酶处理对上网浆料性能的影响

加入生物酶前

加入生物酶后

54

46

200ml滤

水时间/s

1.44 

1.42

上网

浓度

/%

0.48 

0.61

网下白

水浓度

/%

254

213

阳电荷

需要量/

(μmol/l)

上网打

浆度 

/°SR

71.0 

64.9

图2  取下的沉积胶黏物（运行间隔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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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玉米阳离子淀粉替代木薯阳离子淀粉在薄页

印刷纸中的应用，为降低薄页印刷纸生产成本提供一个方案。

关键词：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生产成本；物理指标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corn cationic starch 
instead of cassava cationic starch in printing paper was studied, 
which provided a new solution for the cost reduction in printing 
paper production.
Key words: corn starch; cassava starch; cost of production; 
physical index

表1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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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样

28.3

34.1

0.83

7.0

152

1.62

2.9

88.9

71.1

15.0

15.3

0.89

一般

28.6

34.9

0.82

6.9

160

1.59

3.0

88.9

70.6

15.8

15.1

0.93

一般

C样

28.2

34.4

0.82

7.0

169

1.78

2.7

89.3

72.1

16.8

15.8

1.01

较好

B样

玉米阳离子淀粉替代木薯阳离子淀粉

在薄页印刷纸中的应用
⊙ 张岩强  马强  王洪伟（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The application of corn cationic starch instead of cassava cationic starch 
in printing paper
⊙ ZHANG Yan-qiang, MA Qiang, WANG Hong-wei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China)

由于薄页印刷纸超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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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薄页印刷

纸对助剂的要求较高，相应的生产成本就随之升高，在

当前的市场形势下，如何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进一

步降低生产成本已经成为各大生产企业的重点课题。

本文通过研究玉米阳离子淀粉替代木薯阳离子淀粉在

薄页印刷纸中的应用，为降低薄页印刷纸生产成本提供

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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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验环境相同，干燥器温度和干燥时间均相同，抄

页过程抄页得到成纸检测数据见表1。

2.2 玉米阳离子淀粉取代度指标的确定

薄页纸使用的阳离子淀粉取代度一般控制在0.01

～0.1范围内，保证黏度不变，取取代度分别在0.01～

0.03、0.03～0.05、0.05～0.07三个区间，记为X样、Y

样、Z样，淀粉浓度6%不变，实验步骤同上，得出实验数

据见表2。

由表1和表2分析可知，在抗张强度、表面强度、挺

度指标方面，B样和Y样均处于最优，所以玉米阳离子

淀粉黏度控制在500～1000m P a.s，取代度控制在0.03

～0.05。

2.3 木薯和玉米阳离子淀粉对比实验

由于木薯阳离子淀粉属于常规产品，其黏度和取代

度已经确定，所以本文不再进行优化，加入木薯阳离子

淀粉的纸页记为1#样，加入玉米阳离子淀粉的纸页记为

2#样，在同条件下进行抄页实验，实验方法同上，得出

数据见表3。

由表3分析可知，在抗张强度、挺度、表面强度指

标方面，1#样略优于2#样，但差异不大，所以下步将木

薯淀粉和玉米淀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混合比例分

别为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记为4#样；木薯淀粉∶

玉米淀粉=1∶1，记为5#样；木薯淀粉∶玉米淀粉=1∶2,

记为6#样。以上三比例与100%木薯淀粉同条件下抄页

实验，实验方法同上，检测数据见表4。

由表4分析可知，在抗张强度、挺度、表面强度指

表2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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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样

28.4

34.0

0.84

6.5

159

1.60

2.9

88.9

71.2

15.0

15.3

0.89

一般

28.2

34.5

0.82

6.3

152

1.62

3.0

88.9

71.6

15.8

15.1

0.93

一般

Z样

27.6

34.2

0.81

6.0

165

1.75

2.7

89.2

71.5

16.8

15.8

1.01

较好

Y样

1  方案设计

本实验采用实验室小试及机台中试两个过程验证

玉米阳离子淀粉替代木薯阳离子淀粉在薄页印刷纸中

的应用。首先对玉米阳离子淀粉进行优选，优选出薄页

纸中使用性能最优的玉米淀粉，然后在实验室同条件

下与木薯淀粉进行对比分析，检测成纸指标的差异，根

据实验室小试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机台进行中试，如

成纸指标差异较大，则放弃机台中试的过程；如成纸指

标差异较小，则考虑两种淀粉混合使用，在机台进行中

试。

2  实验室小试

为与生产实际尽量相符合，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原

辅料全部取自机台，填料正常添加，加入量相同，采用

双元助留的方式，使用阳离子聚丙烯酰胺作为助留剂,

成纸定量按照28g/m2设计。

2.1 玉米阳离子淀粉黏度指标的确定

薄页纸常用的淀粉黏度在(100～1500)m P a.s范围

内，首先保证取代度不变，取(100～500)m P a.s、(500～

1000)m P a.s和(1000～1500)m P a.s三个区间实验室小

试，分别记为A、B、C样，取代度控制在0.02～0.04，淀

粉浓度均按照6%制备。

在同条件下，A、B、C样各抄页15张，检测同一物

理指标时，确保A、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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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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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34.1

0.83

6.0

152

1.82

2.5

88.9

72.2

17.5

15.6

1.15

较好

27.9

33.2

0.84

6.0

153

1.77

2.6

89.1

71.5

16.8

15.7

1.03

较好

2#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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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调整外，其他各部参数均保持不变。

3.2 中试过程

实验过程中，水线等纸机参数基本不变，运行稳

定，同时观察纸面状态和纸病在线系统跟踪，未发现洞

眼等纸病，纸面状态良好，检测数据见表5、表6，生产

成本对比见表7。

4  结论

由表6分析可知，采用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混

合使用与100%木薯淀粉相比，各项指标相差不大，而

且填料存留率、单程留着率也基本相同，所以采用木薯

阳离子淀粉和玉米阳离子淀粉混合使用来降低薄页印

刷纸的生产方案是可行的，但由于机型、生产环境等不

同，各生产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混合比

例。

由表7分析可知，采用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混

合使用与100%木薯淀粉相比，吨纸加量按照15k g计

算，可节约生产成本15元/吨纸。

标方面，1#样和4#样接近，均优于5#样和6#样，说明采

用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的方案是可行的。

3  机台中试

基于实验室小试结果，取100%木薯阳离子淀粉与

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的混合液在机台进行中试对

比分析，验证实验室小试结果的可行性。

3.1 机台中试方案设计

定量设计为28g/m2，在同条件下，首先使用100%

木薯阳离子淀粉进行生产，运行稳定后，取样进行检测

分析；然后更换木薯淀粉∶玉米淀粉=2∶1的混合液，运

行过程中时刻观察纸面状态，是否出现洞眼等纸病，两

小时后取样进行检测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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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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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34.1

0.83

6.0

152

1.82

2.5

88.9

72.2

17.5

15.6

1.15

较好

5#样

28.2

34.5

0.82

6.9

155

1.75

2.6

88.8

71.8

16.8

15.1

0.98

一般

27.9

34.1

0.82

6.3

158

1.80

2.5

89.1

71.9

17.9

15.8

1.09

较好

4#样

28.2

34.5

0.82

6.1

162

1.69

2.9

88.9

71.6

15.9

15.1

0.93

一般

6#样

表6  抄页成纸检测数据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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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34.1

0.83

6.0

152

1.82

2.5

88.9

72.2

17.5

15.6

1.15

较好

2#样

27.9

33.2

0.84

6.0

153

1.77

2.6

89.1

71.5

16.8

15.7

1.03

较好

表5  湿部分析数据

上网浆浓度/%

白水浓度/%

单程填料留存率/%

单程留着率/%

上网浆Zeta电位/mV

白水Zeta电位/mV

上网浆电导率/(μS/cm) 

白水电导率/(μS/cm) 

上网浆pH值

白水pH值

分析项目
100%木薯阳

离子淀粉

0.85

0.092

65.9

75.5

-38.5

-17.1

289

298

8.0

8.0

0.86

0.093

65.3

74.7

-35.5

-16.2

302

311

7.9

8.0

木薯淀粉∶玉

米淀粉=2∶1

表7  生产成本对比

价格/(元/kg)

吨纸加量/(kg/t纸)

吨纸费用/元

成本节约/元

分析项目
木薯阳离子

淀粉

6.6

15

99

5.6

15

84

15

木薯淀粉∶玉

米淀粉=2∶1

[收稿日期: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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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双（3-氨基苯基）甲基氧化磷与4,4’-（4,4’-异亚丙基二苯氧基）双（邻苯二甲酸酐）

的缩聚反应合成含磷聚酰亚胺，使用FT IR和NMR对含磷聚酰亚胺进行了化学表征，同时，研究了不同参

数对含磷聚酰亚胺流变性能和热性能的影响。通过静电纺丝高黏度含磷聚酰亚胺溶液来制备亚微米

或纳米级纤维，随着含磷聚酰亚胺溶液浓度从10％增加到24％，静电纺丝纤维的直径从58n m增加到

347nm；并使用Friedman和Ozawa-Flynn-Wall方法对含磷聚酰亚胺热降解的等转化率动力学进行分析，同

时利用热重分析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TGA-FTIR）和裂解气相色谱质谱（Py-GC-MS）对提出的含磷

聚酰亚胺的热降解机理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含磷聚酰亚胺主链的降解过程较为复杂，主要是醚基，

烷基，酰亚胺基，芳香基等较弱化学键最早开始断裂。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来自TGA实验的

含磷聚酰亚胺纤维的残炭，发现残炭呈现出致密的结构且表面具有均匀分散的磷原子。

关键词：含磷聚酰亚胺纤维；流变性能；热稳定性；热降解

Abstract: Phosphorus-containing polyimide was synthesized by solution polycondensation reaction of bis 
(3-aminophenyl) methyl phosphine oxide with 4,4’-(4,4’-isopropylidenediphenoxy)bis (phthalic anhydride). The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imide was done using FTIR and NMR spectroscopy. Als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the rheological and thermal behavior of the polyimide was investigated. We were able 
to prepare uniform submicron- or nano-sized fibers by electrospinning highly viscous polyimide solutions. 
The diameters of the electrospun fibers increased from 58 nm to 347 nm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polyimide 
solution was raised from 10 to 24 wt%. Isoconversional kinetic analysis of the thermal decomposition of the 
polyimide was performed using Friedman and Ozawa–Flynn–Wall methods. The thermal decomposition 
mechanism of polyimide was evaluated and proposed using thermogravimetric analyzer-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TGA-FTIR) and pyrolysis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scopy (Py-GC-MS). The 
results showed a complex degradation process of the main chain, which started with the scission of weaker 
bonds such as ether, alkyl, imide and some aromatic groups. The char residue of the polyimide fibers from TGA 
experim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It exhibited a dense structure, with a 
homogeneous dispersion of phosphorus atoms.
Key words: phosphorus-containing polyimide fiber; rheological; thermal stability; thermal degradation

含磷聚酰亚胺纤维及其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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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rus-containing polyimide fibers and their therm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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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初杜邦公司(Dup ont)成功引入聚

酰亚胺(Kapton)以来，由于其具有高的热氧化稳定性、

独特的电学性能、高辐射性和耐溶剂性以及良好的机械

性能等优异特性，人们便研究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型芳香

族聚酰亚胺[1]。然而，全芳香族聚酰亚胺由于应用在常

规有机溶剂中的不溶性和常规加工条件下的不溶性而

受到限制，同时芳香族聚酰亚胺具有刚性结构，所以表

现出较高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结晶熔点，这也导致了其

具有较差的溶解性和可加工性。因此，随着对提高聚酰

亚胺加工能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研究人员开发出使用酰

亚胺这一新结构进行加工来替代中间体-聚酰胺酸。聚

酰胺酸的主要缺点是其在室温下不稳定，并且由于聚酰

胺酸环化脱水阶段的水蒸发可能形成孔隙，因此，通过

引入不同的短的柔性连接键，大体积取代基，脂环族单

元或非共面结构，一系列性质得到改善进而满足工业的

要求[1～10]。聚酰亚胺本身具有阻燃性能，并且可通过引

入不同的含磷基团来提高这一性能[1,6,7,11～14]。磷基阻燃

化合物无毒[15]且高效，同时不会出现卤基阻燃剂在热降

解期间释放浓烟雾和有毒气体的问题[16]。因此，通过将

含磷单体引入大分子链中，可以避免在使用常规阻燃添

加剂时的一些相关问题，例如随着时间推移的阻燃剂的

浸出和损耗。此外，与其它含磷物质相比，氧化磷由于碳

磷键的存在水解性能稳定（与磷酸盐相比），磷氧双键

的存在氧化性能稳定（与磷相比）而具有一些优点[17]。

静电纺丝是一种应用广泛且简便的技术，可用于

获得具有大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和均匀形态的超细纤

维[18]。已经开发出了制得聚酰亚胺纤维的两个主要方向：

一是对聚酰胺酸前体溶液进行纺丝，之后对其进行酰亚

胺化反应，二是直接纺丝聚酰亚胺溶液，这是一种更方

便的方法。所制得的纤维可以用于制造各种材料，例如

用作导电纤维、过滤膜、水净化装置、防护服或组织工

程支架[19～23]。在基于聚合物溶液的静电纺丝过程中，一

系列参数均有可能对所得纤维的形态产生影响，例如溶

液黏度、聚合物分子量、表面张力、流速、施加电压、喷

丝板收集器距离以及溶剂和聚合物的介电常数[24～26]等参

数。因此，合成具有高热稳定性和良好阻燃性能的无卤

聚酰亚胺纳米纤维或许会在耐高温和环保材料上有更

好的应用。

本文主要是对含磷聚酰亚胺的纤维成形性能中的

流变性能进行分析，同时对纤维的热稳定性展开研究，

这一性能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在高温条件下的应用。此

外，采用TGA-FTIR和Py-GC-MS表征了热降解后挥

发性产物的组成，阐明了含磷聚酰亚胺（P-P I）的热降

解机理。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药品

甲基二苯基氧化磷；硫酸（质量分数96％）；硝酸

（质量分数25％）；盐酸（质量分数36％）；脱水氯化

亚锡；乙醇；氢氧化钠（VWR国际公司），直接使用；

氯仿（VWR国际公司），直接使用；N-甲基吡咯烷酮

（NMP）（HPLC，99.9％纯度，Aldr ich），不经进一

步纯化直接使用；4,4'-（4,4'-异亚丙基二苯氧基）双

（邻苯二甲酸酐）（Aldr ich），不经进一步纯化直接使

用。根据已知的步骤通过两步反应制备双（3-氨基苯

基）甲基氧化磷[11,27]。

首先使用浓硫酸和硝酸（比例8∶1）的混合物在低

温下将甲基二苯基氧化磷硝化，将所得到的双（3-硝基

苯基）甲基氧化磷在室温下通过使用在乙醇溶液中脱水

的氯化亚锡和发烟盐酸来还原，再将所得盐用NaOH溶

液中和，产物用氯仿萃取，固体产物用二氯甲烷重结晶，

得到双（3-氨基苯基）甲基氧化磷，熔点为148℃，收率

为85％。

1.2 含磷聚酰亚胺（P-PI）的制备

以N M P作为溶剂，通过等摩尔量的双（3-氨基

苯基）甲基氧化磷和4,4'-（4,4'-异亚丙基二苯氧基）

双（邻苯二甲酸酐）的溶液缩聚反应制备含磷聚酰亚

胺（图1），随后在溶液中进行热亚胺化反应。在第一

步中，在室温下将固体二元酸酐加入到含有二元胺的

图1  含磷聚酰亚胺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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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P溶液中，反应进行20h，产生相应的聚酰胺酸；第

二步是将聚酰胺酸溶液在200℃下加热10h；最后将所

得含磷聚酰亚胺通过乙醇中进行沉淀分离。固体P-P I

产物经过滤后，用乙醇洗涤后在120℃下干燥12h。

1.3 静电纺丝

在室温下将P-P I粉末在DM F中溶解8h以获得

分别含有2%、4%、8%、10%、14%、16%、18%、20%、

22%、24%P-P I的含磷聚酰亚胺纺丝溶液。静电纺丝

工艺是在水平模式下进行的，设备由一个医用输液泵

（KD科学，美国）、一个静电板和两个高压发生器组

成。一个正极（针）和一个负极（集电极）电源（A I P 

W i l d AG，瑞士）组成了静电场。整个设备被放置在

化学罩中一个接地的法拉第笼中。配备有21号不锈钢针

（直径=0.8mm）的1m l塑料注射器用于含磷聚酰亚胺

溶液进料。电位固定在+670V至－2000V之间。固定在

板收集器上的铝箔用于收集纳米纤维。含磷聚酰亚胺

溶液在室温（22士1℃）下静电纺丝，收集距离为10cm。

溶液进料速率设定为5～10μl/min。

1.4 测试

使用FTIR Bruker Vertex 70分析仪，采用KBr

压片法得出纤维的红外光谱。在4c m-1的分辨率下，记

录处于4000～500cm-1之间的波长。

在室温条件下将二甲基亚砜中的聚合物溶液在具

有自动化和CP-MAS的Bruker Avance-400MHz光

谱仪上进行核磁共振光谱测定（400MHz）。

溶液黏度通过使用配备有锥板状的流变仪（Anton 

Paar Physica MCR 301，奥地利）测量，该系统用于

控制剪切速率以确定剪切速率函数中的剪切黏度，并记

录20℃时剪切速率在0.01～500s-1范围内的流变曲线。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H i t a c h i S-4800 

a t V a c c=2kV，I e=10m A）测定纳米纤维的形态和直

径。在SEM观察之前，先将一小段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贴

片在2×10-3k P a（5nm涂层厚度）薄片上用薄金层溅射

8m i n。对于每个样品，都是从三个随机选择的区域中

所得的50根纤维，并使用Image J软件测量纤维直径，

计算平均纳米纤维直径和标准偏差。静电纺丝含磷聚

酰亚胺溶液一式三份，以实现实验过程的可重复性。

在梅特勒（Mett ler）T28E量热计上通过差示扫描

量热法（DSC）测量样品。样品（3～5mg）在25～250℃

的加热条件下以20℃/m i n的加热速率在氮气氛围中加

热。

进行热重分析（TGA）（STA 449 F1 Jupiter，

N e t z s c h）以测定绝干纤维的热稳定性。在氮气环境

下，纤维以10℃/m i n的速度升温至700℃。样品的重量

约为8m g。非等温动力学数据通过Ne t z s c h软件中的

“Thermokinetics 3”模块进行处理。

使用Bruker TENSOR-27 FTIR仪器和Netzsch 

TG 209 F1 Iris仪器通过TGA-FTIR技术研究P-PI

粉末。实验过程处在氮气气流（50ml/min）下，10mg样

品以10℃/min的速度从50℃加热到800℃。记录IR光谱

在4000～600cm-1的光谱图，分辨率为4cm-1。

将30～100g含磷聚酰亚胺置于石英管（1mm内径

×25mm长）中进行Py-GC-MS测量。然后将聚合物装

入热解探针[5200（CDS Analytical，Inc.，Oxford，

PA）]中，并放置在交界面的特殊入口处。P-P I粉末在

600℃的氦气氛围下热降解30s。挥发物用Hew l e t t-

Packard 5890 II系列气相色谱仪分离，并用Hewlett-

Pack a rd 5989系列质谱仪进行分析。气相色谱柱填充

交联5％PH-ME的硅氧烷，直径0.53mm，长30m。控

制气相色谱仪升温至50℃并保持1m i n。然后将炉子从

50℃加热到250℃，加热速度为10℃/min，在250℃下保

持5min。质谱中扫描结果用质荷比表示。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Q u a n t a 200型在30kV下操

作，在高真空模式下用二次背散射电子观察磷原子在

P-P I残炭表面的分布。利用耦合色散X射线光谱仪

（EDX）对残炭表面的元素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构表征

将芳香族二胺，双（3-氨基苯基）甲基氧化磷，芳

香族二酸酐，4,4'-（4,4'-异亚丙基二苯氧基）双（邻苯

二甲酸酐）溶于NMP中，合成可溶性含磷聚酰亚胺（P-

PI）（图1），接着在溶液中进行热亚胺化。

通过FTIR，1H NMR31P NMR光谱鉴定确认

含磷聚酰亚胺(P-P I)的化学结构。在傅立叶变换红外

光谱中，在1779c m-1处出现羰基酰亚胺环不对称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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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吸收峰，1719cm-1处出现羰基酰亚胺环对称振动峰，

1370c m-1处为C-N伸缩振动峰，720c m-1处对应于酰

亚胺环变形振动峰，这些吸收峰表明了酰亚胺环的形

成。同时，聚合物表现出特征吸收峰，为2970c m-1和

2870c m-1处的甲基特征吸收峰和1230c m-1处出现的芳

香族醚键Ar-O-Ar的特征吸收峰。红外光谱也显示出

集中在1479cm-1和1205cm-1的吸收峰，分别是P-Ar和

P=O结构的特征峰。

在P-P I粉末红外光谱图中未出现位于340 0～

3600c m-1（-OH伸缩振动），1700c m-1（羧酸的C=O

伸缩振动）和1660c m-1（C=O酰胺伸缩振动）的吸收

峰，表明聚酰胺酸已完全转化为聚酰亚胺。

核磁共振氢谱表明未出现酰胺质子的残留特

征峰，这进一步证实了P-P I的完全酰亚胺化过程。

在1.66p p m（s，6H）的峰归因于来自异亚丙基单元

(-C(CH3)2)的质子，而在2.05p p m（d，3H）的峰是来

自氧化磷单元的脂肪族质子(-P(O）-CH3)。在7.06～

7.91p pm区域（m，22H a r）中识别出来自主链的芳香族

质子，31P NMR谱中位于27.36ppm的单峰证明了磷单

体的存在。

2.2 溶液性质

合成的P-P I可溶于N M P,N,N-二甲基甲酰胺

（DMF）、N,N-二甲基乙酰胺（DMAc）和二甲基亚砜

（DMS O）。通过研究P-P I溶液的流变学特性，以获

得其流动特性并得出聚合物浓度和黏度对纤维形成

过程的影响。在100s-1的剪切速率下，随着P-P I的浓

度从2%增加到24％，初始聚合物溶液的表观黏度从

0.001Pa.s递增至1.1Pa.s。黏度的变化是由于聚合物链

之间缠结力的增强以及在较高浓度下P-P I的分子间的

相互作用。

图2给出了以聚合物浓度为横坐标绘制的剪切黏度

曲线。斜率的变化表明存在两个不同的对应于亚浓去缠

结和亚浓缠绕的状态。在亚浓去缠结态结构域中，黏度

（η）随浓度（c）的变化关系表示为η≈c2.55，而亚浓缠

结态的黏度（η≈c5.36）较高，缠结浓度（c e）对应于两种

状态下各自线性回归的斜率变化。这两个区域之间的交

叉点在c≈14，对应于临界链缠结浓度。从这个浓度开

始，溶液中发生了明显的链缠结相互作用。在c≤14时，
(a) 4% (b) 14% (c) 20% (d) 24%

图3　静电纺丝P-PI溶液的扫描电镜图

可以观察到纤维的形成，充分的链缠结使得聚合物溶

液黏度均匀增加。

2.3 纤维形貌

为了确定P-P I溶液静电纺丝的最佳条件，探究

了溶液浓度、纺丝电压和进料速率等静电纺丝工艺参

数。在静电纺丝过程中，聚合物溶液黏度被认为是微观

形态上最关键的因素，尤其是电纺纤维的平均纤维直

径[28]，该参数与聚合物分子性质（化学结构，分子量分

布）[29～31]和纺丝溶液（聚合物浓度，聚合物溶剂间相互

作用）有关[29,30,32]。测试了在22℃、27％相对湿度下在

DMF中的不同浓度的P-P I溶液，所得到的静电纺丝纤

维的形态如图3所示。此条件下，其他纺丝参数（纺丝电

压，工作距离和进料速率）均保持不变。随着P-P I溶液

的浓度和黏度的增加，观察到纤维形态的显著改变。在

低黏度时，给定喷射段的黏弹性力不足以抵消库仑力，

图2　DMF中比黏度对P-PI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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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较小的带电射流被分解，导致形成珠链状纤维和

珠粒状纤维。在较高黏度下，黏弹性力足以抵销甚至高

于库仑力，以致允许库伦应力进一步拉长带电射流以

获得更薄、更光滑的纤维[33]。扫描电镜图片（图3）更加

明显地表明了纤维形态受聚合物溶液浓度/黏度的影

响。随着P-P I溶液浓度的增加，形态从珠粒状（图3a）

过渡为珠链状纤维（图3b和c）并最终变为更为均匀的

纤维（图3d）。表1显示了DMF中不同浓度的P-P I通过

静电纺丝形成的P-P I纤维的平均直径。可以观察到，平

均纤维直径随着聚合物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随着

P-P I浓度的增加，纤维形态逐渐从珠粒状纤维变成更

光滑的纤维。随着P-P I溶液浓度从10％增加到24％，

含磷聚酰亚胺的平均纤维直径从（58±15）n m增加到

（347±94）nm。

可能影响纤维形态的另一个参数是施加电压。从

表1可以看出，平均纤维直径随着纺丝电压的增强而增

大。在较高的施加电压下，泰勒锥的形成体变得稳定，

并且电纺溶液射流内的库仑力之间的排斥力使得对纺

丝溶液的不足的处理时间得到延长，导致平均纤维直径

增加[34]。如图4b和图4d以及表1所示，当施加的电压从

10kV升高到15kV时，平均纤维直径增加。进料速率对

平均纤维直径没有显著影响。一倍的进料速率足以获得

所需纤维，较高的进料速率只会提供过量的聚合物溶

液。事实上，可以观察到在针尖处形成的过量聚合物溶

液的量随着进料速率的增加而增加。

初步实验表明，本研究制备均匀纤维的最佳工艺

条件为：采用0.8mm规格的穿刺针，24w t％的含磷聚

酰亚胺溶液，进样速度10μl/m i n，收集距离10cm，外

加电压15kV，所得平均纤维直径约为347nm。

2.4 热稳定性和热降解动力学

通过DSC和TGA对P-PI粉末和P-PI纤维的热稳

定性进行评估。从DSC测定中观察到，这两种样品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T g）是215℃。与大多数常规的含有柔性

键的芳香族P I相比，含磷聚酰亚胺(P-P I)具有相对较

高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 g）。含磷聚酰亚胺粉末和含磷

图5　P-PI纤维的TG曲线(a)和DTG曲线(b)（a）22%电压10kV（b）22%电压15kV（c）24%电压10kV（d）24%电压15kV

图4　静电纺丝P-PI溶液的扫描电镜图 

表1  用于静电纺丝的DMF中的P-PI溶液的性质

和所得纤维平均直径

样品

P-PI-2

P-PI-4

P-PI-8

P-PI-10

P-PI-14

P-PI-16

P-PI-18

P-PI-20

P-PI-22

P-PI-24

黏度/

(Pa.s)

0.001

0.004

0.012

0.021

0.045

0.116

0.202

0.265

0.390

1.100

浓度/

wt%

2

4

8

10

14

16

18

20

22

24

注：在100s-1的剪切速率下测定

纤维直径/nm

-

-

-

-

53±23

146±53

160±66

175±58

162±66

277±69

10kV 15kV

-

-

-

58±15

65±25

169±45

177±49

194±72

217±53

3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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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酰亚胺纤维均呈无定形形态，无任何熔融或结晶转

变。

为了确定含磷聚酰亚胺在高温条件下的潜在应用

价值，对P-P I纤维的热降解过程进行了分析。图5a显示

了热重（TG）曲线，图5b显示了静电纺丝P-P I纤维在

不同加热速率下的微分热重（DTG）曲线。P-PI纤维在

温度为479℃时失重5％，P-P I纤维降解程度很大一方

面归因于大分子链断裂。在不同升温速率下（图5b），

从P-P I纤维的DTG曲线可以观察到，随着升温速率的

提高，峰值温度（T max=490℃）逐渐增大。700℃下测得

的焦炭含量约为63％。与传统的芳香族聚酰亚胺相比，

形成的焦炭量高可能归因于形成的残炭，在凝聚相中它

作为阻燃剂起作用，也表明在固相热降解机理中聚合物

在高温下的碳化不可忽视。

为了确定P-P I纤维的总体动力学参数，使用了两

个等转换率热降解方法。这两个方法均是根据热重曲

线随加热速率的增加而变化[33～36]。

F r i e d m a n方法使用了速率方程[等式（1）]的微

分形式，其中t是时间（m i n），T是温度（K），E是热降

解的活化能（k J/mo l），A是指数因子（s-1），R是气体

常数（8.314k J/mo l），f（α）是转换函数，β是加热速

率：

ln(dα/dt)=lnβ(dα/dt)=ln[Af (α)]-E/RT  (1)

从不同加热速率记录的热分析图中得出，α=常

数，l n(dα/d t)对1/T的曲线是直线。根据该直线的斜

率确定热降解的活化能。

Ozawa-F ly n n-Wa l l方法使用速率方程的积分

形式，其中，通过在极限T0和Tp之间积分，得到等式（2）

中的转换的积分函数，记为G（α）。

                
(2)

T0为初始温度，对应于α=0，T p是DTG曲线峰值

温度，其中α=αp。当α=常数，活化能数值可以从l nβ

对1/T的函数曲线中直线的斜率中得出。

图6和表2给出了O z a w a-F l y n n-W a l l和

Friedman图以及总体动力学参数值，α取值范围在0.1

和0.9之间。图7显示了动力学参数值的变化趋势。

通过图7和表2，可以观察到在分解过程开始时动

力学参数初始值略微降低（0<α<0.12），与一些弱连

接键的初始断裂有关，这可能是脱水和解聚（低α）所

引发的[33]。对于0.1<α<0.5，P-P I纤维的E值缓慢下

降，之后观察到0.6<α<0.9的范围内E值增加。E值的

增加与弱链的断裂，聚合物骨架的分解以及热降解过程

中形成的一些不稳定的反应产物有关[33,38]。

图6　Friedman(a)和Ozawa-Flynn-Wall(b)法曲线图 图7　Friedman和Ozawa-Flynn-Wall方法中E值的变化

表2  由两个等转换方法确定的动力学参数值

α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logA(1/s)E/(kJ/mol)

Ozawa-Flynn-Wall

224

237

218

205

195

196

197

219

415

12.8

13.6

12.4

12.0

11.0

11.1

11.2

12.6

24.7

logA(1/s)

15.3

8.6

7.2

6.8

7.1

8.4

12.2

21.0

27.6

E/(kJ/mol)

266

159

135

128

132

152

211

350

479

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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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随α的变化而变化证明了P-P I纤维的复杂降解

机理[37]。或许，含磷聚酰亚胺的分解始于异亚丙基和

P-C键的断裂，之后再进行大分子链的降解，形成挥发

性化合物（中等α）和炭渣（更高α）。这个假设是基于

相关文献对含磷聚合物的热性能方面的研究[38～40]。

TGA-FT I R分析了P-P I纤维热降解过程中产生

的挥发性产物。图8a显示了不同温度（147～700℃）下

挥发性产物的FT IR谱图，图8b分别给出了477℃,491℃

和700℃三个温度下的F T I R谱图。如前所述，在较低

温度下，P-PI的FT IR光谱中最主要的吸收峰为芳香族

C-H伸缩振动峰（3065cm-1），脂肪族C-H不对称伸缩

振动峰（2970c m-1）和对称伸缩振动峰（2870c m-1），

C=O不对称伸缩振动峰（1779c m-1）和对称伸缩振动

峰（1719c m-1），醚C-O-C伸缩振动峰（1230c m-1），

P-CH3伸缩振动峰（1308c m-1），P-A r伸缩振动峰

（1479c m-1）和P=O伸缩振动峰（1205c m-1）。CH4的

特征吸收峰（3015c m-1）也可见于477℃和491℃的气体

中。在400℃左右出现的2369cm-1的峰表明CO2的出现。

在400～700℃的红外光谱中，可以得出气体主要成分为

CO2、CO、CH4和水蒸气（图8a）。聚合物样品中的微量

水的存在可以促进酰亚胺基团的水解反应[41]。酰亚胺环

上的羰基发生脱羧反应，并发生裂解，产生CO2，醚键和

C=O键断裂形成CO。CH4的产生与高温下双酚A单元中

的异亚丙基上的甲基（-CH3）的分解有关。

在图8b中，显示出在热降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挥发

性化合物的更明显的谱带。在477℃和491℃时，3500～

3900cm-1处的谱带对应于挥发的水分。在491℃下的FTIR

光谱中，1605cm-1和1511cm-1处的谱带对应于芳香环的

C=C伸缩振动。3000cm-1附近的吸收峰与sp2和sp3C-H

伸缩振动有关，表明了含有芳香族和脂肪族基团的化合

物。此谱图也显示出羰基酰亚胺环在1791cm-1、1721cm-1

处的振动峰以及在1255c m-1和1180c m-1处醚键的特征

吸收峰。此外，此谱图在750c m-1处出现的吸收峰对应

于酚类衍生物。在1479c m-1（P-A r），1308c m-1（P-

CH3）和1205cm-1（P=O）处检测到许多含磷化合物。

随着温度的升高，挥发性化合物吸收强度的变化

如图9所示。根据DTG曲线看出每个组分只有一个峰。

F T I R光谱只能提供含磷聚酰亚胺分解过程中

产生的挥发性物质中存在的官能团的相关信息，因

图9　处理P-PI温度变化对挥发性化合物吸收强度的影响

图10　600℃下P-PI的PY-GC-MS质谱图

图8　P-PI纤维在不同温度下的挥发性产物的红外光谱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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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P-PI裂解碎片

此，需要质谱用来进 一步确定热

降解产物的组成成分。图10显示了

P y-G C-M S总离子色谱图，表3显

示了在600℃热降解的P-P I产生的

气体组分。P-P I的热裂解产生了

甲苯（保留时间：R t=3.088m i n），

苯酚（R t= 5.7 1 2 m i n），苯甲腈

（R t=5.784m i n），4-（1-甲基乙烯

基）-1-苯氧基苯（R t=15.696m i n）

和 异 吲 哚 - 1 , 3 -二 酮 - 2 - 苯

（R t=18.874m i n）（表3和图10）。这些产物是烷基链 和一些来自P-PI的芳香族分子的降解所产生的。

图11提出了热降解过程中P-P I的降解机理。由于

醚基，异亚丙基和酰亚胺基团的裂解，P-P I降解形成

新的小分子。

2.5 残炭的形貌及谱图表征

扫描电镜（SEM）用于确定热降解后残炭的形态

（TGA实验）。图12显示了不同放大倍率下残炭表面的

形貌。可以观察到连续的致密的结构，无任何裂纹，且

在残留物的表面上未观察到孔隙。以上信息表明，P-PI

可以促进致密炭层的形成，增强残炭稳定性，这与TGA

实验数据所得到的结果相一致。事实上，在图5a中可以

观察到，炭渣在600℃以上时（质量分数低于5％）表现

出轻微的重量损失，这是由于保护性富磷碳质层的深层

热降解[42]。

图13显示通过电子X射线衍射（EDX）显示的P-PI

表3  含磷聚酰亚胺纤维的热降解产物 

峰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化合物m/z

92

207

91

106

78

120

94

103

117

154

170

168

184

179

163

196

223

保留时间/min

3.088

3.554

4.100

4.201

4.479

5.457

5.712

5.784

7.040

11.451

11.748

12.151

13.153

13.189

14.036

15.696

18.874
图12　TGA试验后P-PI残炭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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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2-18(修改稿)]

图13　P-PI残炭的EDX图谱

（SE模式，20kV，C：碳;O：氧; N：氮; P：磷）

胺官能团中的P=O伸缩振动所对应的特征吸收峰，以

及879cm-1处的P-O-Ar键的吸收峰。

3  结论

3 .1 含磷聚酰亚胺纤维（P-P I）是通过静电纺丝不同

浓度的溶液所制备的。探究了静电纺丝工艺参数如黏

度、聚合物浓度、施加电压和进料速率对所得纤维形态

的影响，结果表明，电纺纤维的形态与P-P I溶液的黏

度有紧密联系，在DMF中高浓度的P-P I有利于形成更

均匀的纳米P-PI纤维。

3 . 2 总体动力学参数的研究采用了两个等转化率方

法，结果表明，主链的复杂降解过程起始于较弱化学键

的断裂。通过TGA-FTIR和Py-GC-MS分析进一步

探究热降解过程，TGA-FT I R表征了含磷聚酰亚胺特

征官能团的相关信息，并表明了在较高温度下由于醚

基、羰基和异亚丙基的裂解而产生的CO、CO2、CH4和

水。

3.3 根据Py-GC-MS分析测定的P-PI纤维热降解产

物而提出的热降解机理可能性假设与根据TGA-FTIR

分析鉴定的结果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时分析了醚基、烷

基、酰亚胺基和一些芳香族链的热降解过程。固体残余

物的形态证明了磷原子均匀分散在固体残余物中并呈

现致密结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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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的残炭表面上的原子分布，可以观察到磷原子均匀

分散在残炭表面上。

此外，在700℃下加热P-P I纤维后得到的残炭经

FT IR光谱表征后，可以观察到1118cm-1处含磷聚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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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487608 A

发明人：庞同国　李克雷　岳林　崔利胜　王泽

刚　荆强

申请人：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力清洗机用于造纸制浆行业废纸处理流程

中除去纸浆中的大量轻质及少量重质杂物。工作

时，随着转子的旋转，投入清洗机的浆料受到水力

冲击、叶轮的机械撕扯及叶轮与筛板间的机械疏

解，产生强力的剪切、摩擦和揉搓作用，使清洗机

内的浆料得到充分碎解，最后被离解成纤维。

现有水力清洗机如图1所示，设备整体布局为

水平式结构。第一，浆料在卧式浆槽内不能形成涡

流，无法实现浆料的强力冲撞和打散，不利于浆

料的碎解；第二，浆槽的良浆出口和重渣出口均在

浆槽下部，良浆和杂质分离不彻底。该结构也决定

了良浆和杂质的排放为间歇式，大大降低了生产

能力和效率；第三，叶轮的轮芯较大，叶片较高较

短，增加了流动阻力，进而增加了设备能耗。

提供一种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机。

如图2、图3所示，该种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

机的浆槽上开设有进浆口、重渣出口和良浆出口，

浆槽内设置有叶轮；浆槽内具有筒形的第一浆料腔

和第二浆料腔，第一浆料腔的下端与第二浆料腔的

上端连通；第一浆料腔相对于地面倾斜设置，叶轮

安装于第一浆料腔的侧壁上端；第二浆料腔的横截

面沿其上端至下端的方向逐渐变小。第一浆料腔的

中心轴线相对于地面的倾斜角度为45°～55°。

进浆口设置于第一浆料腔靠近下端的侧壁

专利技术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现有水力清洗机结构

图2  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机的结构

图3  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机的结构俯视图

1—浆槽  2—第一浆料腔  3—第二浆料腔  4—叶轮  5—良浆出口  
6—进浆口  7—重渣出口  8—支撑座  9—驱动电机  10—传动机
构  11—筛板座  12—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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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良浆出口设置于第一浆料腔靠近上端的侧壁

上，重渣出口设置于第二浆料腔的下端。

支撑座一端设置于地面上，另一端与第一浆

料腔和/或第二浆料腔的外侧壁连接。

驱动电机与传动机构传动连接，叶轮安装在传

动机构上，叶轮与筛板配合设置，筛板安装在筛板

座上，叶轮底面与筛板之间的配合间隙为3～6mm。

叶轮的轮芯直径为350mm，外径为900mm，轮芯高

度为28～35mm。叶轮为涡轮式叶轮，其包括轮芯和

叶片，叶片沿周向设置于轮芯的外表面。

与现有叶轮相比，该叶轮轮芯较小，叶片较

长，叶片的形状、角度和尺寸经过全面优化。先进

的叶轮形式与较大过滤面积的筛板相结合，具有

增强碎解作用、改善筛浆能力、提高碎解效能的作

用，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叶轮的能耗。

有益效果：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洗机对浆槽、

叶轮进行全面改进与优化，采用合理的浆槽结构

和先进的叶轮形式，加强叶轮的机械作用和搅拌

效率；通过浆料在浆槽内形成的双涡流，改善了浆

流循环效果和加速了浆液混合速度，降低了流动

阻力，从而充分提高设备的碎解效率和产能，降低

综合能耗；良浆出口和重杂质出口分别设计在浆槽

的上部和下部，能够实现良浆和杂质彻底分离，实

现了连续二次碎解处理；该连续式双涡流水力清

洗机与常规水力清洗机相比，节能效率可达25％

左右，对相同规格的水力清洗机来说，在同等的碎

解度下，可提升产能10%～30％。

纸浆固液分离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338784 A

发明人：不公告发明人

申请人：崔雪柯

提供一种造纸用纸浆固液分离装置。驱动结

构驱动两个用于过滤纸浆的过滤结构在存储箱的

内部转动，过滤结构与存储箱之间转动连接，便

于快速地清理过滤结构上的纸浆，避免了纸浆堵

塞过滤结构，进而大大提高了过滤质量，同时过滤

结构的内部设有用于通过气体清理过滤结构的装

置，避免了过滤结构堵塞，进而提高了纸浆的浆液

分离效率；检修结构与存储箱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便于快速地对存储箱内部的过滤结构进行检修和

维护，同时收纳结构与存储箱之间可拆卸连接，使

设备的维护更加快捷。

如图1a、图1b和图1e所示，该种造纸用纸浆固

液分离装置包括排液阀、检修结构、存储室、驱动

结构、存储箱、收纳结构、清理结构、两个过滤结

构和过滤网。矩形结构的存储箱的侧壁设有用于

对设备检修维护的检修结构；检修结构与存储箱

之间设有用于存储纸浆的存储室；两个用于对纸

浆固液分离的过滤结构设于检修结构和存储箱之

间的存储室内部，且过滤结构与检修结构及存储

箱之间转动连接；存储箱的侧壁设有用于收纳固

体纸浆的收纳结构，且收纳结构与存储箱之间通

过螺栓连接；过滤结构背离收纳结构的一端抵触

有用于过滤纸浆的过滤网，且过滤网固定于存储

箱的内侧壁；存储箱上设有用于驱动过滤结构转

动的装置；且存储箱的侧壁设有用于排液的导通

于存储室的排液阀。

如图1a、图1b和图1c所示，检修结构包括检修

板和密封圈。检修板与存储箱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横截面为梯形结构的用于密封存储室的密封圈与

检修板卡合，密封圈与存储箱抵触；在检修维护

时，拆卸检修板，便于快速地对存储室内部的过滤

结构进行拆卸及其检修维护，进而大大提高了检

修维护的效率，同时密封圈的横截面为梯形结构，

使密封圈受力更加均匀，进而提高了检修板与存储

箱之间的密封性。

如图1a、图1b和图1d所示，驱动结构包括电

机、皮带、两个转轴和驱动轮。电机固定于存储

箱，两个用于传动的转轴分别贯穿于存储箱延伸

至两个过滤结构，转轴和电机上均设有驱动轮，相

邻的两个驱动轮上缠绕有皮带；将电机的电源线

连接至控制开关，电机转动，电机上的驱动轮通过

皮带带动驱动轮转动，转轴带动过滤结构在存储

室的内部转动，对纸浆的固液进行分离，使固体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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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从收纳结构排出，使液体纸浆

经过排液阀排出，进而大大提高

了纸浆的固液分离效率。

如图1b、图1c、图1d、图1e和

图1f所示，过滤结构包括导向套、

第一固定圈、过滤套、第二固定

圈、挡板和限位条。导向套固定于

检修板，导向套与圆环形的第一

固定圈之间转动连接，转轴固定

于圆盘形的挡板，挡板与第二固

定圈卡合，第二固定圈的内圆周上

圆周阵列设有多个用于对挡板进

行限位的限位条，限位条与挡板

卡合，直径相同的第一固定圈与第

二固定圈设于用于过滤纸浆的圆

柱体结构的网格状的过滤套，固

定套的一侧与存储箱之间滑动连

接，过滤套的另外一侧与过滤网

滑动连接，过滤网与存储箱侧壁

的夹角为30°～60°；转轴带动挡

板转动，挡板与限位条卡合，挡板

通过限位条驱动第二固定圈带动

过滤套上的第一固定圈与导向套

转动，纸浆流入过滤套上，固体

纸浆经过过滤套过滤，过滤套与

存储箱之间转动，驱动固定纸浆

进入收纳结构的内部，过滤套与

存储箱之间滑动连接，便于清理

过滤套上的废屑，避免了废屑堵

塞过滤套，同时过滤套为圆柱体

结构，增大了与纸浆的接触面积，

进而大大地提高了纸浆的固液分

离的质量；拆卸检修板后，导向套

与第一固定圈之间滑动连接，第

二固定圈与挡板之间滑动，便于

快速地安装拆卸过滤套，使过滤

套的检修和维护更加方便快捷，

过滤网与存储箱侧壁的夹角为

图1  纸浆固液分离装置的结构

1—排液阀  2—检修结构  3—检修板  4—密封圈  5—存储室  6—驱动结构  7—电机  8—皮
带  9—转轴  10—驱动轮  11—存储箱  12—收纳结构  13—导流槽  14—导流套  15—清理结
构  16—气管  17—气孔  18—过滤结构  19—导向套  20—第一固定圈  21—过滤套  22—第二
固定圈  23—挡板  24—限位条  25—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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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便于对存储室内部的纸浆进行初步的

分离，大大提高了纸浆的固液分离效率。

如图1c、图1e和图1f所示，清理结构包括气管

和气孔。气管贯穿于检修板延伸至过滤套的内部，

气孔上设有与收纳结构对应的多个线性分布的气

孔；将气管连接至供气设备的管道中，在过滤套转

动过程中，气孔内部的气流吹拂过滤套，清理过滤

套上的固体纸浆，有效地防止堵塞过滤套，进而大

大提高了纸浆的固液分离质量，同时便于清理收

纳结构，避免了收纳结构堵塞。

如图1a、图1e和图1f所示，收纳结构包括导流

槽和导流套。导流套与存储箱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导流套内部设有导通于存储室的延伸至过滤套的

导流槽；过滤套驱动过滤套上的固态纸浆进入导

流槽的内部，然后从导流槽排出，气孔对应导流

槽，避免了固态纸浆堵塞过滤套，进而提高了纸浆

的固液处理质量。

低负荷的绞绳粉碎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487606A

发明人：沈忠恩　金建光　陈科

申请人：嘉兴市欧博特造纸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在现有的绞绳粉碎机中，采用一组定刀配合

一组动刀且动刀在同一直线上，即所有动刀同时对

绞绳进行剪切粉碎工作，需要大功率电机提供动

力，能耗高。

提供一种低负荷的绞绳粉碎机。

如图1～图4所示，低负荷绞绳粉碎机工作台面

的下端面由多根立柱支撑，绞绳粉碎壳体安装在

工作台面上端面。绞绳粉碎壳体上端设有进料口，

下端设有出料口，出料口位于工作台面的出料孔上

方。绞绳粉碎壳体包括左壳体、右壳体。

粉碎机构安装在绞绳粉碎壳体内，粉碎机构

包括并行设置的左转轴、右转轴。在左转轴的径

向外缘设有若干个沿轴向间隔设置的左动刀，在

左壳体内壁设有若干个与左动刀配合剪切的左定

刀，每一左动刀对应一个左定刀；在右转轴的径向

外缘设有若干个沿轴向间隔设置的右动刀，在右

壳体内壁设有若干个与右动刀配合剪切的右定刀，

每一右动刀对应一个右定刀。在左转轴的轴向上，

左动刀、右动刀交错排列，动刀在其转轴的轴向上

呈螺旋状排列。

通过采用双转轴、动刀在转轴的轴向上呈螺

旋状排列，使得在双动刀螺旋线绞切的过程中，绞

绳逐步被切断，然后向下排出。同时作用在绞绳上

的动刀数量减少，降低了功率消耗，也减少了设备

负荷，保证了设备的正常运行，增加了设备使用寿

命，提高了效率。

更具体地，对左、右动刀作进一步规划设计，

左动刀的数量至少有一组，每组左动刀在左转轴

的轴向上排列结构为：径向X+0°、径向X+90°、

径向X+180°、径向X+270°；右动刀的数量至少

有一组，每组右动刀在右转轴的轴向上排列结构

为：径向Y+0°、径向Y+90°、径向Y+180°、径向

Y+270°。其中，X、Y是指以左转轴轴线、右转轴

轴线所在的平面为参照作为径向0°，某一径向面

与该平面的夹角。

在该方案中，左、右动刀的数量均为18个，其

中的X、Y可为等值也可为不等值。该动刀的设计

结构相对于同一直线的设计结构，同比情况下，动

力需求降低达一半以上，大大降低了设备负荷。

驱动机构为左电机、右电机，左电机驱动左转

轴转动，右电机驱动右转轴转动；或者驱动机构为

驱动电机、同步齿轮箱，同步齿轮箱的两个输出轴

分别连接左转轴、右转轴，驱动电机驱动输出轴同

步转动。驱动机构固定在工作台面上。

在该方案中，两种驱动方式各有优劣，两个电

机单独工作，可针对不同的绞绳设计两个电机同向

或反向转动，设计转速差，进而进行分类破碎，但

是，两个电机的总成本高、输出功率高、能耗高；

另一组采用同步齿轮箱的方式，相比而言，功耗

低、负荷低，但仅能同向粉碎，工作方式单一。

进料口为斗式进料口，相比于直筒式进料口，对

绞绳进入绞绳粉碎壳体的过程中具有缓冲作用。

壳体及进料口外壁设有若干条加强筋，因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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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在绞绳粉碎壳体因转轴高速转动进行破碎，破

碎的绞绳飞溅，故对壳体及进料口设计加强筋，起

到加固作用，延长使用寿命。

此外，因绞绳粉碎机的工作平台通过多根立

柱支撑架设于空中以便于下料，故在工作平台上具

有一个由地面延伸至工作台面的楼梯，以便于走上

工作台面进行操作、维修等，同时，工作台面四周

设置栏杆，避免人由工作台面上跌落造成事故。

废纸回收处理快速打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487607 A

发明人：朱颖　王玉婷

申请人：淮北市菲美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废纸回收处理快速打浆装置，可以

使罐体底部的纸浆上升进行多次搅拌处理，使得

纸浆颗粒能够被细化，避免纸浆颗粒成为块状和

片状沉积在罐体底端。

如图1所示，该种废纸回收处理快速打浆装置

的罐体内部分别转动连接有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

拌杆，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上端均贯穿于罐

体上方。罐体上方安装有驱动装置，第一搅拌杆和

第二搅拌杆均连接于驱动装置，外侧分别固定连

接有切割刀片若干组和搅拌棒若干组。罐体一侧

焊接有支撑架，支撑架上方安装有循环泵，循环泵

的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连接有第二连接管和第一

连接管。罐体底端开有回料口，第一连接管一端连

通于回料口，罐体一侧上方连通有回料管，第二连

接管一端连通于回料管，罐体一侧上方设有加料

口，罐体下方连通有排料管。

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第一主动带轮、第二

主动带轮、第一从动带轮和第二从动带轮。驱动电

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转轴，第一主动带轮

和第二主动带轮均安装在转轴外侧，第一从动带

轮和第二从动带轮分别安装在第一搅拌杆和第二

搅拌杆上端外侧。第一主动带轮和第一从动带轮

之间连接有第一皮带，第二主动带轮和第二从动

带轮之间连接有第二皮带。驱动电机和循环泵均

图1  低负荷绞绳粉碎机的结构

图2  粉碎机构

1—工作台面  2—立柱  3—绞绳粉碎壳体  4—加强筋  5—进料口  
6—同步齿轮箱  7—驱动电机  8—左壳体  9—左动刀  10—左定
刀  11—左转轴  12—右壳体  13—右动刀  14—右定刀  15—右转
轴  16—楼梯  17—栏杆

图3  动刀 图4  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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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部开关进行控制启动，且连接有外部交流电

源。驱动电机上方安装有固定座，罐体上方安装有

防护罩，固定座固定连接于防护罩。搅拌棒包括有

连杆和钉齿若干组，钉齿焊接在连杆外侧。罐体一

侧上方连通有进水管，进水管上安装有第一阀门，

排料管上安装有第二阀门，罐体下方焊接有支撑

脚，加料口上方安装有盖板。切割刀片和搅拌棒在

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外侧交叉设置。

工作原理：废纸从加料口加入，驱动装置带动

第一搅拌杆和第二搅拌杆转动，第一搅拌杆和第

二搅拌杆转动带动切割刀片和搅拌棒搅动对废纸

屑进行切割和打浆，打浆时较为粗颗粒的沉淀浓

浆被循环泵从罐体底部抽取至回料管，回流至罐

体内部上方，回流的浓浆料会再次被搅拌切割细

化，反复循环提高废纸浆料的细化程度，提高打浆

的效率。多组钉齿利于搅拌快速打浆；进水管连接

外部水管向罐体内部添加水；盖板放置罐体内部

的浆料从加料口飞溅出。

高效纸浆压滤脱水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487611 A

发明人：杨朝林　周传平　申群林

申请人：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两个挤浆辊携带浆料差、

线压力挤压不充分进而影响挤浆效果的技术问

题，提供一种高效纸浆压滤脱水设备，可有效提高

两个挤浆辊挤压浆料的携浆性，且利用挤压凸起

对挤压区内的料浆进行相互啮合挤压，完善纸浆

的压滤脱水效果。

实施例1：如图1所示：该种高效纸浆压滤脱水

设备包括底座、两个挤浆辊、螺旋输送机构和设于

底座两侧的机架壳体。两侧机架壳体通过液压缸

与底座铰接，以使两侧机架壳体向两外侧转动打开

或向内关闭，底座上安装有浆槽支撑盘以及带动两

个挤浆辊转动的驱动机构，两个挤浆辊水平设置

于浆槽支撑盘内，可在浆槽支撑

盘的底部开设出液口，沿挤浆辊

轴向进行排液。两个挤浆辊分别

为主动挤浆辊和从动挤浆辊；且

主动挤浆辊和从动挤浆辊的两端

均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底座上。

螺旋输送机构位于两个挤浆

辊形成的挤压区的上方，两个挤

浆辊的圆周面上均匀分布有挤压

凸起，且在两个挤浆辊的内侧对

应设置有用于收纳挤压凸起的容

纳槽以及驱动挤压凸起沿容纳槽

内伸出或收放的动力组件；两个

挤浆辊的周向沿非挤压凸起设置

区域可设置出液孔，出液孔与沿

挤浆辊轴向设置的出液通道连

通，如此可沿挤浆辊轴向排液；当

挤压凸起靠近挤压区时，动力组

件用于带动挤浆辊上位于挤压区

的挤压凸起伸出，动力组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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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废纸回收处理快速打浆装置的结构

1—罐体  2—第一搅拌杆  3—第二搅拌杆  4—驱动装置  5—切割刀片  6—搅拌棒  7—支撑架  
8—循环泵  9—第一连接管  10—第二连接管  11—回料口  12—回料管  13—进水管  14—排料
管  15—加料口  16—盖板  17—第一阀门  18—第二阀门  19—支撑脚  20—固定座  21—驱动
电机  22—转轴  23—第一主动带轮  24—第二主动带轮  25—第一从动带轮  26—第二从动带轮  
27—第一皮带  28—第二皮带  29—连杆  30—钉齿  31—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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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使挤压凸起不完全伸出容纳槽，从而两个

挤浆辊上的挤压凸起相互啮合挤压纸浆，以使对

挤压区内的纸浆进行充分挤压；当挤压凸起离开

挤压区时，动力组件用于带动延伸出容纳槽外侧的

挤压凸起沿对应的容纳槽内收放，且完全收放至

容纳槽内的挤压凸起的表面弧度与挤浆辊的圆周

面弧度相适配；其中挤压区为两个挤浆辊上的挤

压凸起相互啮合挤压的区域。

驱动机构与主动挤浆辊连接。由于挤压区内

主动挤浆辊与从动挤浆辊表面的挤压凸起相互啮

合挤压，从动挤浆辊经两个挤浆辊上的挤压凸起

相互啮合而同步转动，从而只需要一个驱动件驱

动主动挤浆辊转动便可带动从动挤浆辊同步转动

挤压，无需额外设置齿轮结构，节约空间及设备。

如图1和图3所示，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通过

联轴器与驱动电机输出轴连接的主动齿轮、设置

在主动挤浆辊辊轴上的从动齿轮和用于传动连接

主动齿轮及从动齿轮的齿链，从而通过伺服电机

驱动主动挤浆辊转动，便可通过啮合的挤压凸起

带动从动挤浆辊同步转动。齿轮齿链传动结构稳

定，机械结构简单有效；且保证两个挤浆辊的转速

图1  高效纸浆压滤脱水设备的结构

图2  两个挤浆辊相互啮合挤压的放大剖视

图3  两个挤浆辊与驱动机构连接的俯视

图4  螺旋输送机构

图5  A部放大

1—底座  2—主动挤浆辊  3—挤压凸起  4—容纳槽  5—挤压
区  6—辊轴  7—气压通道  8—弹性件  9—限位铁球  10—限位
块  11—从动挤浆辊  12—轴承座  13—浆槽支撑盘  14—驱动机
构  15—驱动电机  16—主动齿轮  17—从动齿轮  18—齿链  19—
高压管  20—高压区  21—低压区  22—固定隔板  23—清洗机构  
24—清洗管道  25—喷嘴  26—电磁阀  27—螺旋输送机构  28—
机壳  29—伺服电机  30—转轴  31—伸缩轴套  32—螺旋叶片  
33—柔性段  34—液压泵  35—密封块  36—机架壳体  37—密封
盖  38—限位箱  39—拉伸弹簧  40—铁块  41—刮刀杆  42—V
型连接架  43—刮刀头  44—滑轨  45—进水管道  46—出水管道  
47—单向阀  48—进料端  49—出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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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使两个挤浆辊同步携带料浆运动，保证浆料

纤维受挤压的完整性。

如图1和图2所示，主动挤浆辊和从动挤浆辊

的内侧分别设置有与底座固定连接的高压管。为便

于高压管在底座上微量移动固定，可在底座上排

列设置多个螺纹孔，通过支座支撑在高压管两端，

并将高压管两端密封；在主动挤浆辊和从动挤浆

辊的高压管内分别设有高压区和低压区；为避免

高压区和低压区相互串气，高压区和低压区通过固

定隔板隔开，每个隔板上下两端的直线距离与相

应主动挤浆辊或从动挤浆辊的内径相同；隔板可

采用现有抗高压材料，在隔板与主动挤浆辊或从

动挤浆辊转动的间隙采用密封设置。

两个高压区沿固定隔板靠近挤压区一侧相对

设置，两个低压区沿隔板的另一侧相对设置；挤压

凸起通过高压区或低压区的压力带动其沿容纳槽

外侧延伸或向容纳槽内侧收放；实施过程中需保

证主动挤浆辊或从动挤浆辊转动至高压区或低压

区，可通过相应的压力驱动挤压凸起移动。

为便于对高压管的两端进行有效密封，在高

压管的两端设置有用于密封高压区和低压区的密

封盖，密封盖中部设置有供高压管嵌入的凹槽，且

密封盖与主动挤浆辊和从动挤浆辊的辊轴转动连

接。密封盖的直径大于相应主动挤浆辊或从动挤

浆辊的内径，在密封盖的边缘上设置有与主动挤

浆辊或从动挤浆辊限位转动的轨道，具体安装顺

序为：先将高压管的两端嵌入密封盖的凹槽内，使

得高压管与密封盖固定连接；再将主动挤浆辊或

从动挤浆辊的辊轴两端嵌入密封盖边缘的轨道

内，使得辊轴与密封盖转动连接；最后将密封盖固

定在底座的支座上，密封盖不仅可用于限位，也可

用于较好地保证主动挤浆辊或从动挤浆辊内高压

区和低压区的密封性；动力组件包括与高压区连

通的高压泵和与低压区连通的真空泵，以使高压

区产生高压以及低压区压力降低，高压泵和真空

泵均固定安装在底座上，且高压泵经穿过密封盖

的管道与高压区连通，真空泵经穿过密封盖的管

道与低压区连通，只需保证高压区或低压区相应

压力可带动挤压凸起沿容纳槽外侧不完全延伸对

浆料进行挤压或向容纳槽内侧收放即可。

挤压凸起呈条形状，容纳槽的尺寸大小与挤

压凸起的尺寸大小相适配，从而在挤压凸起收放

至容纳槽内时，附着在挤压凸起上的浆料均可溢

流在挤浆辊的圆周面上，且挤压凸起沿两个挤浆

辊的中心轴向线等角度均匀分布；每个容纳槽的

底部均设置有延伸至对应高压区或低压区的气压

通道，且高压管上开设有与气压通道连通的间隙；

气压通道的厚度间隙沿靠近高压管的方向逐渐减

小，气压通道内设置有弹性件和限位铁球，弹性件

一端穿过容纳槽的底部与挤压凸起连接，另一端

与限位铁球连接，弹性件可由金属波纹管等耐腐

蚀材料制成；限位铁球可在气压通道内移动，限位

铁球的直径大于气压通道最小间隙，且在气压通

道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限制挤压凸起完全伸出容

纳槽的限位块。

在挤压凸起的底部设置有弹性结构，可在挤压

过程中避免两个挤浆辊出现机械损坏，挤压区相

互啮合的挤压凸起具有更好的啮合度，且弹性结

构的设计可适应性对纸浆的挤压间隙，无需反复

手动调节两挤压辊间的间距，避免复杂性操作却

依然无法保证线压力的挤压效果的问题，避免挤

压后的纸浆纤维再次回流至浆槽内。利用弹性结

构具有的弹簧回复力对挤压力度要求不高的纸浆，

可进一步保证纸浆纤维在挤压过程中的完整性。

在挤压凸起靠近容纳槽一侧的底部均设置有

压力传感器，还包括控制器，控制器分别与压力传

感器、驱动机构以及动力组件连接。压力传感器可

对挤压凸起受到的压力通过通信组件传输至控制

器，实时监控挤压凸起的压力，并通过控制器向抽

真空泵和高压泵输出信号调节高压区或低压区的

实时压力。根据挤压浆料不同分类调节对浆料的

挤压力，保证不同料浆的挤压效果且避免挤浆辊

受到损伤，以使设备安全稳定地工作。

工作时，将纸浆通入浆槽支撑盘内的浆槽内，

驱动电机可通过齿轮齿链传动结构驱动主动挤浆

辊转动，进而通过相互啮合挤压的挤压凸起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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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挤浆辊随主动挤浆辊同步转动。当主动挤浆

辊与从动挤浆辊上的挤压凸起靠近挤压区时，两

个挤浆辊上的挤压凸起通过其内部高压区的压力

沿容纳槽伸出并在挤压区相互啮合挤压；沿容纳

槽伸出的挤压凸起可延伸至浆槽内纸浆深处，进

而可携带更多的料浆进入挤压区内，且相互啮合

的挤压凸起可使得纸浆进行充分挤压，而挤压凸

起的设置也可防止挤压后的纸浆纤维回流至浆槽

内，完善纸浆的压滤脱水效果；与此同时，当挤压

凸起离开所述挤压区时，挤浆辊外侧压力带动延

伸出容纳槽外侧的挤压凸起沿对应的容纳槽内收

放，可在收放过程中，有效将挤压凸起上携带的纸

浆留在挤压凸起的表面以及挤浆辊的圆周面，而

完全收放至容纳槽内的挤压凸起的表面弧度与挤

浆辊的圆周面弧度相适配，从而不影响挤压后的

纸浆在挤浆辊的侧面被刮刀刮下，再经螺旋输送

机构输出。省去了对刮刀结构的调整，可有效提高

对纸浆的压滤脱水效果，经检测由螺旋碎浆机输

出的浆料浓度为46％，结构设计巧妙，方便灵活。

实施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

在于：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还包括在浆槽支撑盘

的左右两侧设置有用于清洗两个挤浆辊的清洗机

构。清洗机构包括清洗管道、喷嘴以及与清洗管道

连接的水泵。喷嘴连接于清洗管道末端且固定在

浆槽支撑盘上，且清洗管道上设有电磁阀，电磁阀

与控制器连接。可在挤压凸起上开设与高压区或

低压区连通的滤孔，如此当挤压凸起靠近至低压

区时，可通过现有真空过滤的方式，对浆料进行过

滤脱水，达到提高纸浆浓度的目的。而高压区挤压

进气压通道内的少许废液也可通过低压区排出，

可进一步达到纸浆压滤脱水的目的。清洗机构的

喷嘴正对于两个挤浆辊，能够通过设定时间对其

自动控制喷淋清洗，避免滤孔堵塞或两个挤浆辊

附着残留物，提高清洗效率，节省劳动力。

实施例3：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参考图1所示，本实施例还包括对分别设置于两

个挤浆辊上端面的刮刀进行的改进，在机架壳体上

安装有弹性机构，弹性机构包括固定在机架壳体上

的限位箱以及设于限位箱内的拉伸弹簧和铁块，刮

刀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连接的刮刀杆、V型连接架和

刮刀头。刮刀杆的上端通过铁块与拉伸弹簧连接，

架壳体上开设有供刮刀杆上下滑动的滑轨，V型连

接架一端与刮刀杆下端铰接，V型连接架的拐角端

与机架壳体铰接，另一端与刮刀头固定连接，刮刀

头始终与挤浆辊的辊面接触。当两个挤浆辊上的挤

压凸起由高压区进入低压区时，挤压凸起沿容纳槽

收放，并形成与挤浆辊的圆周面弧度相适配的表面

弧度，从而刮刀能够随挤浆辊沿外侧移动而自动进

行调节，刮刀头沿辊面转动而将浆料剥离出来，并

带动V型连接架转动。该V型连接架连接刮刀杆的

一端向上随滑轨向上，带动刮刀杆沿滑轨向上移动

使得铁块沿拉伸弹簧收缩自动调整，刮刀更好地剥

离挤浆辊上的浆料。而铁块的设计对刮刀杆形成预

紧压力，使得与V型连接架固定连接的刮刀头始终

与挤浆辊的辊面接触进行剥离纸浆的工作。

实施例4：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结合图1、图4和图5所示，螺旋输送机构为变

直径变螺距的螺杆结构，且螺旋输送机构包括机

壳、伺服电机、与伺服电机输出轴连接的转轴以及

套设在转轴上的伸缩轴套。伸缩轴套上设置有螺

旋叶片，相邻两个螺旋叶片之间的伸缩轴套上设置

有柔性段，沿螺旋输送机构进料端的转轴上设置

有与转轴同步转动的液压泵，在转轴的进料端设

置有与转轴固定连接的转盘。转盘的中心轴向线

与转轴的中心轴向线在同一条直线上，六个液压

泵等角度均匀分布在转盘上。且在伸缩轴套靠近

液压泵输出轴的端部设置有与机壳内径尺寸相适

配的密封块，密封块的内侧设置有内螺纹，伸缩轴

套外侧设置有与密封块外螺纹相配合的外螺纹，

用以与密封块螺纹固定连接。六个液压泵的输出

轴端部均与密封套固定可拆卸连接，例如卡扣连

接或铰接，用于推动密封块而带动伸缩轴套沿出

料端方向来回移动进行推料，提高出料效率。螺旋

输送机构的转轴为锥形轴体，轴体的直径自进料

端向出料端逐渐增大，螺旋叶片的螺距自进料端

向出料端逐渐减小，相邻两个螺旋叶片的柔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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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缩轴套采用由弹性材料制成的波纹套，料浆

随螺旋推进挤压的同时受到液压泵反复的挤压推

动，可有效提高纸浆的压滤脱水效果，经螺旋碎浆

机输出的浆料浓度可达到49％。

为便于对螺旋输送机构内部的伸缩轴套及螺

旋叶片进行清洗，在螺旋输送机构的机壳上设置有

多个注水口以及与注水口连通的进水管道和出水

管道，注水口设于进料端与出料端之间，进水管道

上设置有机壳内侧注水的单向阀，注水口上覆盖有

过滤网。一方面注水口的设计可在向螺旋输送机构

的机壳内注水，对螺旋叶片及伸缩轴套进行清洗，

而可具有伸缩性的伸缩轴套和螺旋叶片经过液压

泵的推动清洗也具有更好的清洗效果；另一方面在

伸缩轴套靠近液压泵一端设置有与机壳内径尺寸

相适配的密封块，对浆料进行挤压过程中，浆料中

的黑液经过滤网沿出水管道流出；而伸缩轴套拉伸

过程中，便可利用腔体内部减小的压力向机壳腔体

内注入清水，对浆料进行充分清洗，也能够在浆料

趋向于变干变硬的情况下及时向内腔机壳内腔中

注水，使得浆料恢复流动性，进行挤压清洗浆料，

同时可防止螺旋输送机构出现被卡死的现象。

有益效果：

（1）在两个挤浆辊上均匀分布有可伸缩移动

的挤压凸起，挤压凸起可携带更多的料浆进入挤

压区内，且相互啮合的挤压凸起可使得纸浆进行

充分挤压，而挤压凸起的设置也可防止挤压后的

纸浆纤维回流至浆槽内，完善纸浆的压滤脱水效

果；而在挤浆辊的内侧对应设置有与挤压凸起尺

寸相适配的容纳槽，收放挤压凸起过程中可有效

将挤压凸起上盛托的纸浆留在挤压凸起的表面

以及挤浆辊的圆周面，且完全收放至容纳槽内的

挤压凸起的表面弧度与挤浆辊的圆周面弧度相适

配，从而不影响挤压后的纸浆在挤浆辊的侧面被

刮刀刮下，再经螺旋输送机构输出，省去了对刮刀

结构的调整，该结构设计巧妙。

（2）挤压凸起相互啮合挤压的结构设计也免

去了一个驱动件或齿轮结构的设计，只需要一个驱

动件驱动主动挤浆辊转动便可带动从动挤浆辊同

步转动挤压，无需额外设置齿轮结构，节约空间及

设备，使得机械结构更简单有效；且保证两个挤浆

辊的转速相同，使两个挤浆辊同步携带料浆运动，

保证浆料纤维受挤压的完整性。

（3）驱动挤压凸起移动的动力主要采用气压

驱动，通过改变高压区或低压区压力，可迅速便捷

调节挤压凸起沿容纳槽外侧延伸或向容纳槽内侧

收放，且气压通道内弹性结构的设计可适应性调

节对纸浆的挤压间隙，无需反复手动调节两挤压

辊间的间距，避免复杂性操作却依然无法保证线

压力的挤压效果的问题；且避免两个挤浆辊在挤

压过程中出现机械损坏以及挤压后的纸浆纤维再

次回流至浆槽内，利用弹性结构具有的弹簧回复

力对挤压力度要求不高的纸浆，可进一步保证纸

浆纤维在挤压过程中的完整性。

（4）在挤压凸起的底部设置有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配合控制器，可实时监控对料浆的挤

压力及保证刮起料浆时挤压凸起完全收放至容纳

槽内；根据挤压浆料不同分类调节对浆料的挤压

力，保证不同料浆的挤压效果且避免挤浆辊受到

损伤，以使设备安全稳定地工作。

（5）设计有用于清洗两个挤浆辊的清洗机

构，并在挤压凸起上开设与高压区或低压区连通

的滤孔，如此当挤压凸起靠近至低压区时，可通过

真空过滤的方式，对浆料进行过滤脱水，达到提

高纸浆浓度的目的，而高压区挤压进气压通道内

的少许废液也可通过低压区排出，可进一步达到

纸浆压滤脱水的目的；而清洗机构的喷嘴正对于

两个挤浆辊，能够通过设定时间对其自动控制喷

淋清洗，避免滤孔堵塞或两个挤浆辊附着残留物，

提高清洗效率，节省劳动力。

（6）螺旋输送机构的变径转轴上设置有可往

复移动的伸缩轴套，且伸缩轴套上相邻两个螺旋

叶片之间设计有由弹性材料制成的柔性段，料浆

随螺旋推进挤压的同时受到液压泵反复的挤压推

动，可进一步提高纸浆的压滤脱水效果。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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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推出Prime Line TEX卫生
纸机，用于生产塑纹卫生纸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近期推出了

一种新的卫生纸机——Prime Line TEX，用于

生产塑纹卫生纸。

相比干法起皱，这一纸机生产的卫生纸质量更

高，与TAD卫生纸接近，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产品性价比。

Prime Line TEX卫生纸机可满足幅宽5.6米

或2.8米，生产的卫生纸可制作纸巾和卫生用品。

相比干法起皱纸机，纤维消耗可降低25%，比TAD

纸机能耗降低50%。这种纸机长度更小，可以只用

一个附加干网，可以短时间内完成塑纹纸和干法

起皱两种模式的转换。

安德里茨可以提供包括备料系统、泵和自动化

系统等在内的整条塑纹卫生纸生产线。

安 德 里 茨 卫 生 纸 事业部 副 总 裁 K l a u s 

Blechinger表示，Prime Line TEX和TAD纸机

类似，但是所需投资更低，运营成本也明显降低，

几乎可适用于全球所有生活用纸企业。

目前，位于安德里茨德国总部的Prime Line 

TIAC卫生纸创新应用中心已经开展了试点工厂，

客户可以体验该纸机并开发新的性能，目前第一批

卫生纸样品已经在今年3月份米兰生活用纸展上展

出。安德里茨希望通过开发新的卫生纸技术保持

其在全球生活用纸领域的领先地位。

卡伯值测定方法与非木纤维纸浆的
适配性研究

本刊讯（SF T  消息) 近日，美国SFT纤维

技术公司进行一项研究，在研究人员Sabr i n a 

Burkhardt组织下，研究了非木纤维纸浆内的木

质素测定方法。

一直以来，木浆仍占据制浆造纸行业的主流，

卡伯值测定方法比传统Klason法的测定速度更

快、效率更高，是测定纸浆内木质素脱除度的有效

手段，通过强氧化剂与木质素和有机官能团的化

学反应测定纸浆内的木质素含量。

然而，与木浆不同，非木纤维纸浆化学结构有

所差异，可能会影响卡伯值测定方法和Klason法

的测定过程，造成测量误差，因此研究结果建议，

在测定非木纤维纸浆木质素含量时，应分别测量

其卡伯值和Klason法测量数据，通过分析两种数

据进一步判定纸浆的木质素含量。此外，随着非

木浆探索的加速，行业内也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

更加适合非木浆的测量方法。

ANU BIXTM-T反应器帮助造纸废水
“变废为能”

本刊讯（GWE 消息) 全球废水处理和绿色能

源公司GWE推出了一种可将废水和污泥转换为生

物能源的新装置——ANUBIXTM-T污泥颗粒反

应器，装置呈塔状，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空间，并

且维护费用较低。

近期，南美纸箱集团Pap e le r a Nac iona l 

S .A . (简称 PA NA S A ) 采用了GW E公司的

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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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UB I X T M-T反应器，安装于其厄瓜多尔

Guayaqu i l纸厂的废水处理厂，这一设备可以与

PANASA现有的好氧废水处理设施结合，将废

水中的有机物转化为生物燃料。依靠这一技术，

PANASA既解决了废水处理的问题，又化解了过

于依靠化石燃料的担忧。

ANUBIXTM-T反应器采用了污泥颗粒技术，

能适用于有机物含量高达15000mg/l的废水。

PANASA总部位于厄瓜多尔，成立于1968年，

旗下有造纸、甘蔗、糖果、酿酒等多个产业。在厄

瓜多尔，PANASA纸箱产量位居前三名，工厂为

全封闭无尘生产车间，主要生产包装纸等，年产量

超过18万吨。

GWE是全球污水处理设备供应商，它的400

多套设备已销往64个国家和地区，关注绿色能源

领域，致力于帮助企业减少碳足迹。

SKG推出可同时用于数码印刷和柔印
的新型纸张——DigiStar®

本刊讯（SKG 消息) 世界领先的纸包装供应

商SKG最近推出了一个创意优质印刷用纸系列--

DigiStar ®，既能用于数码印刷，也同时适用柔性

印刷。这个新产品是SKG为不断增加的多用途优

质印刷解决方案市场研发的。

SKG利用其在纸张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开发了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仅最大限度地发

挥数码印刷的功能，并将数码和柔性印刷完美结

合在一起。

DigiStar®为包装行业带来了丰富的利益。一

种纸可用于不同的印刷机，最大限度地发挥数码

印刷的优势，不仅提供高质量的图形，同时又具有

很高的灵活性。此外，减少了浪费，库存管理更轻

松。与数码印刷一样，这种纸也适用于UV油墨和

水性油墨，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SKG的纸业部门表示：“数码印刷发展势头强

劲，我们的造纸技术也紧跟目前的发展步伐，我们

研发了DigiStar ®就是回应市场对高品质、多用途

印刷用纸的需求。对于DigiStar®的应用潜力我们

非常期待。目前我们收到的反馈还是很积极的，我

们现在正研发其他类型用纸，不断扩大印刷用纸

系列。”

数字印刷相对其他传统印刷方式，在印刷用

纸的材料以及规格上要求比较高，印刷厂在选择

印刷方式时，纸张规格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DigiStar®的出现，在很多时候能够带给印刷企业

很多便利，比如临时换单、将柔印改为数码印刷

时，纸张种类对印刷的影响因素将降至最低。

随着印刷材料的日新月异，包装市场对于数字

印刷技术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瓦楞包装行业也将

迎来数码印刷发展高峰。

Jujo Thermal推出环保型包装纸

本刊讯（日本制纸 消息) 日本制纸旗下子公

司Jujo Thermal与芬兰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纸加工与包装学院合作，推出了一

种新的环保型特种纸，可用作灵活性食品包装，特

殊的隔离膜可以帮助食品保鲜，可以取代塑料和铝

制隔膜，符合全球减少塑料使用的大趋势。

纸质包装的内部隔膜为水性隔离材料，可

以防氧化、防潮并隔绝气味，易于生物降解。

这种特种包装纸的产生主要依靠日本制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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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PLUS ®技术，SHIELDPLUS ®是一种可用

于包装行业的纸类新材料，为行业探索新品种生

物降解包装纸提供了技术支持。

APP推出新品种纸类吸管材料

本刊讯（APP 消息) 在芝加哥造纸周上，APP

推出了一种Enza MF品牌环保型吸管材料，可取

代塑料吸管，这种新产品采用100%原生纤维，获得

了PEFC认证，符合FDA标准，适用于目前所有的

吸管加工设备。这种材料制成的吸管强度高、表面

光滑，可以用于各种饮料。

福伊特Bagless Plus滤盘适配性进一
步提高，可用于GL&V Celleco CDI 
5.0型号多盘过滤机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近期，通过一系列技术

升级，福伊特的Bagless Plus无滤袋滤盘的适配

性进一步提高，可以安装于GL&V Celleco CDI 

5.0多盘过滤机。

福伊特Bagle s s Plus滤盘于1998年正式商

用，在白水回收和浆料浓缩领域口碑良好，通过升

级回收和脱水工艺，脱水系统进一步完善，滤盘的

经济性和实用性进一步提高，使其不仅可应用于

福伊特多盘过滤机，还可用于其他多种类型过滤

机。

Bagless Plus滤盘主打无滤袋运行。在生产

中，滤袋经常发生破裂，造成脱水效率下降、纤维

流失和滤液污染。福伊特推出无滤袋滤盘就是为

了规避滤袋破裂的风险，减少计划之外的停机时

间。此外，这种滤盘使用寿命长，一般来说正常使

用寿命超过十五年，相比于普通平滤袋，其波纹状

表面过滤面积多20%，产量也能大大增加，漏浆率

极低，滤液质量更好，操作也更加简洁。

2018年底，北欧的一台GL&V Celleco CDI 

5.0过滤机已经正式安装了第一个福伊特Bagless 

Plus滤盘。

UPM与ABB和Prenta合作展示基于机
器人的大型3D打印技术应用

本刊讯（U PM  消息) UPM在芬兰E s p o o 

D ip o l i会议中心举办的2019年北欧3D博览会

（Nordic 3D Expo）上与ABB和Prenta合作展

示基于机器人的大型3D打印技术应用。

基于机器人的颗粒打印技术能够以较短的交

付周期实现大规模3D零部件的制造，实现时间和

成本的节约。潜在的业务领域包括家具设计、模塑

和船舶工业。

工业机器人打印与UPM Formi 3D生物复

合材料的结合，使得大型部件能够以高几何公差

进行3D打印。芬兰Prenta公司首席执行官Riku 

Rusanen介绍说：“PrentaRobo是为制造业设计

的一种工具，使其能制造创新的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产品。”

工业机器人系统由ABB公司开发。ABB是工

业机器人和机器人软件、设备，以及完整的应用解

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该公司已在全球安装了40多

万台机器人。

芬兰ABB机器人产品经理Pasi Kukk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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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的标准工业六轴机器人可以安装挤压

头，并且适用于高精确度的大规模增材制造（俗称

3D打印）。外轴和导轨系统（TrackMotion）均可

添加，以实现更大的工作区域。我们能够通过3D

模拟程序RobotStudio控制挤出头并制作打印路

径。”

“我们很高兴为这项开创性的技术创新做出

贡献，这种创新代表了未来工业制造的新水平。” 

Kukkonen先生继续道。

UPM Formi 3D材料是专为3D打印而开发

的。它汇集了先进的纤维素纤维和生物聚合物技

术。UPM Formi 3D的低收缩性和自支撑熔体流

动可实现高达75度悬伸的3D打印，确保可以打印

具有圆形或其他复杂形状的大型物体，即使直接

在胶合板表面也不会出现翘曲问题。

为提升产能，欧洲瓦楞包装企业
Kunert Group进行自动化技术升级

本刊讯（Kunert Grou p 消息) 为了进一步提

升产能，欧洲瓦楞包装企业Kunert Group投资

100 0万欧元进行自动化技术升级改造，预计到

2020年，旗下子公司Carl Macher和Papeteries 

du Rhin总产能将超过30万吨，主要为欧洲市场

供应瓦楞芯纸。

其中子公司Carl Macher将主要进行生产线

的技术升级，从节能和节约原材料等方面进行改

造，包括升级三号纸机的流浆箱和烘干部，移除两

台原有的复卷机，进一步加大干部长度，提高经济

性能。此外，还对运输能力进行了技术升级。改进

之后，纸产品将通过28米高的电梯输送到新物流

大楼，新仓库容积近14000平方米，将可容纳近一

个月的产能。

子公司Papeter ies du Rhin位于法国阿尔

萨斯（Alsace,France），过去几年也一直在致力

于提高产能，其瓦楞芯纸是行业高质量产品的指

向标。此外，两个公司还在污水处理方面进行了改

进，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下降了70%左右。

拓 斯 克 助 力 丹 麦 纸 企 S k j e r n 
Papirfabrik实现烘干部技术升级

本刊讯（拓斯克 消息) 拓斯克将帮助丹麦纸

企Skjern Papir fabr ik进行PM1号纸机技术升

级。

改造之前，该纸机网宽3200mm，主要以回收

纸生产定量90～450g/m2的芯纸板。

拓斯克将提供整套干燥设备，安装TT Steel 

Dryer钢制扬克缸，代替原来的铸铁烘缸，还将提

供压榨部尾部吹风系统、新机械驱动和吹气刮刀，

增强空气流动。

此次改造的目标是在不加大纸机长度的基础

上，利用TT Steel Dryer钢制扬克缸和蒸汽高

压，将干燥性能提升20%以上，并提升网部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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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福伊特推出Multi Flex Advance和
PrintFlex Advance压榨毛毯帮助纸厂
提升产能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福伊特的两款新型

压榨毛毯Mu lt i F lex Advanc e和Pr i ntF lex 

Advance具有良好的脱水性能，目前还只在北美

市场使用，是福伊特的压榨毛毯高端产品，耐磨

损、使用寿命长。

这两款造纸毛毯性能高且稳定，设计独特，使

用了高等级材料生产，可以更加持久平稳地服务

生产线，节约原材料，提高纸页质量、减少安装时

间。

其中，Mu l t i F l e x  Adva n c e压榨毛毯主

要用于生产包装纸板、石膏和白色挂面纸板，

PrintFlex Advance主要用于生产文化纸等。

Engraving Solutions展示生活用纸新
一代压花技术

本刊讯（Engraving Solutions 消息) 生活用纸行

业压花辊生产商Engraving Solutions近日展示

了其最新的压花技术，可用于多种生活用纸类型产

品。

首先，Ghost技术首次将化学和机械两种微压

花技术结合起来，融合了两种压花技术的优势，相

比传统压花工艺，利用Ghost技术所加工的产品手

感更好，能适用于厕纸、餐巾纸等多种生活用纸纸

种。此外，Ghost技术的压花更加柔软，几乎不影

响切割，可以减少传统压花造成的强度损失。

其次，前压技术（ex-press）可以一次获得双

色产品，将有色水溶剂添加到预压花区域可以首先

染上一种颜色，然后经过第二个压花机，使用染色

胶，最终染上两种不同的颜色。

此外，还有Smoothie压花系统，这是专为入

门级产品设计的压花系统，能够使纸张更平滑、更

柔软，有助于改进以废纸为原材料的制品，其特点

是重量轻、长纤维少，这种纸通常对消费者的吸引

力较小。

安德里茨推出新一代压力筛——
PrimeScreen X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最近推出

了新一代压力筛PrimeScreen X，属于安德里茨

Modu Screen压力筛系列。

PrimeScreen X的开发基于现有5400多台压

力筛在备浆线实际应用的成功经验，已经通过了大

部分OCC纸浆测试，具有能效高、运行性能强等

优势。

PrimeScreen X压力筛具体优势如下：

第一，顶部进浆。浆料从压力筛顶部进入，利

用重力有效去除质量大的污染物，降低对转轴和

筛鼓的磨损，减少污染物残留，延长使用寿命。

第二，Pr imeScre en X压力筛配有Pr ime 

Rotor转轴，提升了筛选效率，能耗可降低25%。

PrimeRotor旋翼可以与安德里茨其他旋翼互换，

转轴也可以安装于任何类型的压力筛上，设备使

用更灵活。

第三，维护更方便。新的转轴和筛鼓设计方案

易于维修和更换，减少了计划外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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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设计更合理。新的压力筛尺寸进一步优

化，适配性更强，可以有效控制纤维流失。

第五，应用更广。适合各种原材料制成的浆

料，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安德里茨纤维和再生部副总裁Wol f g a n g 

Lashofer表示，PrimeScreen X压力筛能耗、运

行等各方面更进行了优化，将更加切合客户及市场

需求。

西班牙LC纸业研究卫生纸防堵塞
技术

本刊讯（西班牙LC纸业 消息) 西班牙LC纸业

最近提出了一种生活用纸防堵塞技术（Anti-clog 

technology）。

这是一种特殊的纸张处理方式，经过处理后

的卫生纸更易溶解，不会发生堵塞。处理原理为

纸张的延迟溶解，通过延迟纸张的溶解，使其在

使用过程中保持合适的强度，时间一到便会开始

溶解。传统的技术都是以牺牲强度为代价来促进

溶解性的，但是这项技术既能通过延迟溶解保证

纸张使用时的强度，也能提高溶解能力，防止堵

塞。

Sappi推出Proto和Spectro包装纸板
新品

本刊讯（Sappi 消息) Sappi北美公司是多种纸

张、包装产品和溶解木浆的制造商和供应商，该公

司日前宣布推出Proto和Spectro两种商标的纸板

产品，这两款产品的所有规格均已在全球接受商

业订单。

Proto和Spectro是2018年底推出的，为纸板

市场设立了新的标准，这两款产品的光泽度更好，

抗冲击力强，且更加轻量化。这些产品是在Sappi 

位于美国缅因州的萨默塞特造纸厂生产的，这个

纸厂最近投资超过2亿美元对1号纸机和贮木场进

行了重建。

Proto C1S是一种坚固的单层黄芯白卡纸

（SBS），用于日常的高档包装。这种折叠纸盒纸

板可以用于化妆品、健康和美容、甜食、消费类电

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包装，还可以用于杂志和

书籍的封面、购物袋、POS广告材料、直邮和更多

需要提供较好表面和印刷适性以便获得持久影响

力的应用。 

Spectro C1S是一款高质量单层黄芯白卡纸

（SBS），主打印刷性能，无论是使用UV、水性还

是特种涂料、热烫金、压痕、特殊效果或是上光，

都能满足各种印刷需求，这种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

了一种轻量化的感观，增强了让日常产品在货架上

脱颖而出的光学效果。 

“我们对我们的纸板产品获得客户的认可、成

功和接受感到高兴，”Sappi北美公司包装和特种

业务副总裁Deece Hannigan说。“我们一直在努

力工作，创造可以满足加工企业和终端应用客户需

要的产品。”

SKG加强“盒中袋”包装产品生产实
力

本刊讯（SKG 消息) SKG收购了德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的一家灌装工厂，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

固“盒中袋”的业务，加强了Vitop tap（Vitop是

SKG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欧洲领先的纸包装解

决方案专家）的生产能力。

Vitop tap是一款盒中袋阀门，一直用于红酒

的盒中袋封口包装，既防漏，又因为无菌性，延长

商品的储存期限。这次的收购将有助于SKG满足

北美地区红酒盒中袋包装的增长需求。

另外SKG计划在这家占地100000英尺的灌

装厂进行后续的投资活动，投资后的工厂将成为

SKG生产盒中袋包装产品的主要基地，比如为硬

膜包装生产的Delta tap。届时新厂将有雇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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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此举将使SKG在北美市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

用，现在北美红酒市场的优质盒中袋包装需求增

长很快，这次的收购行为是SKG在盒中袋包装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个新厂不仅能满足红酒行

业，甚至其他非食品行业市场的盒中袋包装需求，

也将推动一流的分装技术的发展。目前SKG的盒

中袋生产基地遍布全球12个国家。

“盒中袋”技术于1965年诞生在澳大利亚，应

用于葡萄酒行业，如今已拓展惠及其他产品类别，

如果汁、软饮料、食用油和酱汁等。

目前，世界领先的纸包装企业SKG、D S 

Smith等都在发展盒中袋包装产品的市场，这些

龙头企业认为，盒中袋包装有益于环境、方便消费

者，因为盒中袋包装的产品无需举起倾倒，更方便

老人儿童饮用。而方形包装使盒子很容易在操作

台或冰箱摆放，液体可从设计在侧面的水龙头里流

出来。方形包装也更易于船运，减少了卡车运输，

也减少了碳排放。

因此，盒中袋配套的产品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值

得期待。

Cellx致力于开发纸板防火性能

本刊讯（Cel lx 消息) 位于荷兰格罗宁根的纸

企Cel lx近日开发了一种新的纸板生产工艺，提高

了纸板质量和防火性能。新材料重量轻，坚固耐

用, 并且适合回收利用。

制作纸板所用的原材料耐高温（10 0 0℃以

上），防火性能高是最显著的优点。此外，还可以

用来制作桌椅、内墙、防火墙、天花板和防火包装

等，具有多种用途。

这种防火纸板还可以用作难民临时住所的搭

建材料，Cellx公司开发防火材料始于2016年，当

时公司创始人Lode Bruins先生为难民建设了纸

板屋，为了确保安全，必须进行防火，Lode便用瓦

楞纸板进行了试验，发现经过处理后的纸板具有

防火性能，强度也较高，此后Cel lx便一直致力于

开发纸板的防火性能。

在环保方面，Cel l x的这种纸板可以回收利

用，回收次数可达七次，防火材料易于降解，环境

友好性强。

Cellx公司是一家新兴公司，由荷兰格罗宁根

经济委员会投资，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开发环保

型纸制品及防火材料，目前工厂位于荷兰北部格罗

宁根。

JOI Hydro-Bond技术——致力于提
高卫生纸纸页黏附性

本刊讯（Fu t u r a  消息)  卫生纸加工企业

Futura推出了一项JOI Hydro-Bond卫生纸加

工技术，可以不使用黏胶和其他化学品，只用水来

增强多层卫生纸间的黏附性。这项技术主要依靠

Zero Deflexion钢制结合辊，使用均匀的压力增

强纸层的结合力。

目前，该技术已经通过了相关的行业测试，在

各种环境条件下，都可以用当地的水源进行加工，

已经证实可用于生产环节，可以加工3～4层的卫生

纸，目前主要用于厕纸生产。

这一技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再使用黏胶，

减轻了机器污染和损坏，降低了非计划停机时间，

提高了产量。目前该技术还处于试用阶段，成果还

有待进一步证明。

Futura公司由Fabio Perini先生创立，定位

于提供高端的生活用纸加工设备，近些年来公司

业务增长迅速，尤其在生活用纸领域拥有先进的

技术和经验，曾在去年意大利iT’s Tissue交流会

上，展示了其先进的Andromeda复卷生产线，速

度达到700m/min，整条生产线除了自动换母卷后

需要人工将新纸卷纸头穿入引纸皮带，其余工序

均已实现自动化生产。此外，位于设备顶部的机器

人行车可以用于母卷和压花辊更换、设备维护等，

能够减少操作人员，避免操作失误，提供生产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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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和效率。生产线还配备了可自动开关的防护

罩，能够防尘、防噪音等。

Andromeda复卷生产线独特的设计还可以节

省设备占地空间，其起卷和封尾在同一位置进行，

不需要单独的封尾机；可以在线生产纸芯，不用外

置的纸芯机，节省空间，在客户工厂中可以并排放

置两条Andromeda复卷生产线。

压花技术也是Futura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压

花单元的最大速度达到650m/min，采用钢制层

和辊，钢辊更换时间约为20min，能够进行点对凹

/点对点压花。

另外，Futura公司的切纸机可以配备2～5个

通道，在4通道生产时速度达到920卷/min，切纸

部位不使用钢制推手，而是弧形皮带，实现精准切

纸并避免推手的损耗。通过优化设计，Futura切

纸机每分钟生产230卷纸只需要切230次，比普通

切纸机切数减少。

霍尼韦尔互联质量控制技术
助力造纸和带材生产

本刊讯（霍尼韦尔 消息) 霍尼韦尔4月2日宣

布推出一项新的软件即服务(SaaS)解决方案，以

帮助造纸和带材生产行业进行质量管控同时提升

产量。霍尼韦尔QCS 4.0可将生产纸张、塑料、橡

胶、铝和其他带材的设备及质量控制系统(QCS) 

连接到云端，并通过大数据和应用分析技术帮助

厂商保持产品质量、消除浪费、降低成本并提高产

量。

这种新技术可将客户的质量控制系统与霍

尼韦尔物联网软件平台(Honeywel l Sentience 

Internet of Things)互联，从而充分利用霍尼

韦尔互联解决方案的强大且安全的大数据功能。

QCS 4.0能持续评估流程绩效，识别改善机会，使

设备保持最佳运行状态。它是霍尼韦尔专为造纸

及带材生产商而开发的首个基于云端的工业物联

网(IIoT)解决方案。

据独立的第三方专家评估，此类数字技术可

降低多达15％的生产成本。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竞争日益加

剧，造纸和带材生产商正承受着降低成本并提高

效率的巨大压力。”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大中华区

副总裁兼总经理陈延指出，“这种解决方案是一种

全新的智能服务，可帮助客户在现有设备的基础

上，逐步升级，并且能快速收回投资。我们的大数

据工具、软件和云服务能为厂商提供所需的数据

存储、处理和分析功能，助其更好地平衡成本、质

量和产量。”

QCS 4.0能实现实时可视化并针对生产流程

提供可执行的深入分析信息，满足目前厂商面临

的一系列运营要求，保持未来业务增长并克服各

种挑战。其优势包括：提高设备的整体效率；解决

控制系统利用率低、绩效差和过程参数多变的问

题；对标同类造纸生产设备的绩效；在机器绩效出

现偏差时及时通知用户，确保快速响应；通过调节

过程参数和人工干预确保整体绩效。

这种软件即服务(SaaS)解决方案不仅能帮助

厂商保持产品质量，还能实现预防性维护，减少意

外停机时间，并可通过主动调整机器实现利润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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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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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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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