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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效板式降膜蒸发站总蒸发面积为30634m2，采用结

晶蒸发技术，用于北美某国针叶木硫酸盐浆项目改造中，蒸发

水量不低于400t/h，出效浓度不低于75%，达到设计要求，各

项指标均符合当地能耗和环保的要求。

关键词：结晶蒸发；板式降膜蒸发器；清洁环保；工艺设计；

成套总包

Abstract: With crystallization evaporation technology, A 
seven-effect plate falling film evaporator set, with the total 
evaporation area of 30634m2, was us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f twood sulfate project in Nor th America. The water 
evaporated is not less than 400t/h, and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is not less than 75%, which is able to meet the designing 
demands and requirements of loc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crystall izing evaporat ion; plate fall ing f ilm 
evaporator; envi ronmental protect ion; technical design; 
turnkey package

400t/h七效板式降膜蒸发成套设备的开发

及其在北美的运行
⊙ 贾德强  胡学松  程文业  陈安江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山东安丘 262110]

The development of a 400t/h seven-effect plate falling film evaporator se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orth America
⊙ JIA De-qiang, HU Xue-song, CHENG Wen-ye, CHEN An-jiang
(Wenrui Machinery Shandong Co., Ltd., Anqiu 262110,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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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液蒸发是化学浆碱回收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能源紧缺和环

保要求的日趋严格，进一步推动了造

纸碱回收蒸发技术及其配套设备的不

断改进与创新，高浓结晶黑液蒸发技

术和板式降膜蒸发器已成为目前木浆

黑液蒸发的主流技术及装备。汶瑞公

司紧跟前沿技术，结合市场实际自主

研发了木浆黑液高浓蒸发成套装备，

推广应用到北美市场，达到了预期的

运行效果。

1  项目概况

在某制浆扩容改造项目中，新上与制浆规模配套

的400t/d蒸发量的蒸发站，汶瑞公司承揽了工艺、仪表

设计和提供成套设备的总包合同，负责提供成套主体设

备、非标槽罐、管道阀门、仪表及阀门、平台钢构、工艺

泵和DCS集成供货。项目设计委托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完成，工艺设计参数见表1。

2  蒸发工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数据

杉木76%；雪松24%

16

90

40

≤0.5

≤1200

400

≥75

≤350

≤1450

≤500

项目

制浆原料	

稀黑液浓度/%

稀黑液温度/℃

稀黑液纤维含量/(mg/l)

黑液皂化物含量/%

黑液甲醇含量/(mg/l)

蒸发能力/(t/h)

出效黑液浓度/%

轻污水CODCr含量/(mg/l)

中污水CODCr含量/(mg/l)

汽提后冷凝水CODCr含量/(mg/l)

备注

最大含量

COD/MeOH≤4.6

COD/MeOH≤1.5

COD/MeOH≤4.5

表1  蒸发工艺设计参数表

图1  七效蒸发工艺流程

2.1 工艺流程

根据项目规模和黑液性质以及相关设计参数，确

定生产工艺为七效十体板式降膜蒸发站，由于浆种皂

化物发生量少，在中浓段不设撇皂装置（见图1），将稀

黑液的固形物含量从16%浓缩到75%后送到碱炉使用，

同时把蒸发过程产生的冷凝水用于浆线使用，二次蒸

汽用于系统的蒸发操作。

2.2 工艺描述

黑液蒸发为全逆流流程，即稀黑液从VI I效开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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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浓缩，然后依次进入V I→V→I V→I I I→I I→常压浓黑

液槽（实现碱灰混合）→I（A/B/C）→浓黑液槽。IA、

I B、IC作为结晶蒸发单元，在I效和I I效之间装有汽提

塔对污冷凝水进行汽提分离。整个系统主要由黑液、蒸

汽、冷凝水、汽提、结晶、真空系统等流程及配套的辅

助系统组成。

2.2.1 黑液流程

图2所示，用黑液泵将稀黑液槽中的黑液输送到

Ⅳ效蒸发器，并在一个分离区闪蒸冷却，闪蒸汽送到Ⅴ

效；Ⅳ效闪蒸后的黑液由于效间压差自流到Ⅴ效的分

离区进行闪蒸，所产生的闪蒸汽送到下一效使用；Ⅴ效

的黑液流送到Ⅵ效，再流送到Ⅶ效。从Ⅶ效开始正式

蒸发，黑液反向逆流到Ⅵ、Ⅴ、Ⅳ、Ⅲ和Ⅱ效，最后进入I

效。

蒸发过程的Ⅲ效蒸发黑液进入汽提塔顶部冷凝器

中用汽提气预热后流到Ⅱ效进一步浓缩，Ⅱ效蒸发器由

两个蒸发室组成，黑液可以控制分配进入任意一部分，

从而使进效的较低浓度黑液对蒸发器起到一定的在线

冲洗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减轻结垢现象。

ⅠA、ⅠB和ⅠC作为结晶系统对黑液进行进一步浓

缩，其结晶功能可有效减轻结垢现象。在ⅠB系统中的

部分黑液闪蒸冷却后送到浓黑液槽，再到碱灰混合槽，

剩下的ⅠB效黑液送进ⅠA效。混合碱灰后的黑液再送进

ⅠC效，依次经过IB、IA效，在IA效的最终产物是高浓

黑液（固形物含量可高达80%），这部分黑液从ⅠA效送

到高浓黑液闪蒸罐，接着进入高浓黑液罐，泵送碱回收

工段。

2.2.2 新鲜蒸汽和二次蒸汽流程

图3所示，过热蒸汽（约400KPa）先经过调压和降

温处理后送到ⅠA、ⅠB、ⅠC效和汽提塔使用，Ⅰ效出来

的二次蒸汽通过效间压差输送到Ⅱ效作为加热源，部分

ⅠC效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到汽提塔汽提，所产生的二次

蒸汽再进入I I效蒸发器的A室作为热源，自Ⅱ效以后产

生的二次蒸汽均送到下一效蒸发器作为热源，这个过程

一直持续到Ⅶ效。生产过程I、I I效黑液闪蒸汽送入I I I

效蒸发器；I I、I I I、I V效二次冷凝水闪蒸罐的二次蒸汽

进入V效蒸发器，V、V I效二次冷凝水闪蒸罐和污冷凝水

闪蒸罐的二次蒸汽进入Ⅶ效蒸发器，最后由V I I效产生

的温度为55～60℃的二次蒸汽全部进入表面冷凝器与

冷却水换热冷凝，所产生的温水回流到冷却水塔，不凝

臭气经过二级真空喷射器处理后送到碱炉处理。

2.2.3 冷凝水类别及来源

蒸发站冷凝水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次冷凝水，另一

种是二次冷凝水。在蒸发过程ⅠA、ⅠB、ⅠC效产生新鲜

蒸汽冷凝水为一次冷凝水，这些新鲜冷凝水被收集到

一起送到新鲜冷凝水罐回流到锅炉使用。从Ⅱ～ⅤI I效

由二次蒸汽产生的冷凝水为二次冷凝水，这种冷凝水

根据污染性质又分为三种回用于不同的地方，这三种水

分别为轻污冷凝水、中污冷凝水和含有高浓度甲醇的重

污冷凝水。冷凝水的来源如图4所示：

(1）轻污冷凝水来自Ⅱ、Ⅲ、Ⅳ和Ⅴ效的前冷凝部，

CODCr含量不高于350mg/l,可供浆线洗涤浆料用。

(2）中污冷凝水来自Ⅵ、Ⅶ效和表面冷凝器，CODCr

含量一般在1000m g/l左右，最多不高于1450m g/l,可

供苛化车间使用。

(3）重污冷凝水是从二次蒸汽中分离出来的，这部

图2  黑液流程

图3  新鲜蒸汽和二次蒸汽流程

图4  冷凝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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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I效结晶蒸发流程

图7  真空系统流程

图5  汽提流程

分水在污冷凝水抽吸罐收集后，送到污冷凝水槽，然后

送汽提塔处理,汽提后冷凝水CODCr含量约500mg/l左

右，可平衡分配于制浆洗浆或苛化洗泥。

2.2.4 汽提系统

蒸发器和浆线产生的污冷凝水泵送到污冷凝水

槽。图5所示，这部分污冷凝水在进入汽提塔之前先与

汽提后的冷凝水进行热交换，换热后污冷凝水进入汽

提塔。污冷凝水在塔内借重力顺着塔板往下流动，与自

下往上的二次蒸汽接触发生汽提作用，过程热源是Ⅰ效

蒸发器黑液闪蒸产生的二次蒸汽或新鲜低压蒸汽，汽

提塔底部的冷凝水与进塔污冷凝水换热后根据污染程

度送到二次冷凝水罐或污水处理场，由汽提塔顶部流

出的带有甲醇和硫化物的二次蒸汽进入Ⅱ效蒸发器的

板片组，一部分二次蒸汽冷却，将热量传递给板片外流

动的黑液，剩下的二次蒸汽则依次进入汽提塔顶部冷

凝器和调整冷凝器，对汽提塔的二次蒸汽进行进一步

冷凝浓缩。

在汽提塔顶部冷凝器中，二次蒸汽也与进入Ⅱ效

的中间黑液换热冷却，所产生的冷凝水与Ⅱ效的冷凝水

和调整冷凝器的冷凝水一起泵送到汽提塔顶部进行喷

淋汽提，控制离开汽提塔的气体中甲醇含量处于30%～

40%。

2.2.5 结晶蒸发

生产过程把ⅠA、ⅠB、ⅠC蒸发器均作为结晶蒸发

器运行，在黑液进入I效前混合碱炉中的碱灰可以有效

地保证I效换热面的清洁。

图6所示，II效黑液的大部分送入I效进一步浓缩，

1B效将一定数量的黑液闪蒸冷却到大气压力进入浓黑

液槽并送到碱炉碱灰混合槽加入碱灰（剩余部分进IA

效蒸发），混合碱灰的黑液也可以调节I I效或I I I效的黑

液加入到浓黑液槽，以加大结晶蒸发最佳控制浓度的

调节范围。用泵将这部分黑液送碱灰混合槽加入碱灰，

然后泵送ⅠC效的进料侧进行结晶蒸发浓缩，并根据生

产实际按比例调节到I A的碱灰混合黑液，最终产生不

低于75%的高浓黑液进入IA闪蒸罐浓缩后进入燃烧黑

液槽，继而送往燃烧工段。生产过程使用低压蒸汽保

持燃烧黑液槽内黑液的温度，确保超浓黑液的正常输

送。

2.2.6 真空系统

图7所示，真空系统由两台真空喷射器及配套的喷

射冷却器组成。真空喷射器利用中压蒸汽的喷射形成真

空，从表面冷凝器中抽吸不凝气体，抽出的不凝气体进

入1#喷射冷凝器与冷却水换热冷凝，剩下的臭气再进入

后续2#喷射冷凝器与冷却水冷凝。进入真空喷射器的

中压蒸汽通过平衡流量计检测，并通过阀门自动调节控

制，真空系统的压力通过可靠的P IC回路进行控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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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污冷凝水进入污冷凝水罐，CNCG送往密封罐。

3  工艺技术及设备特点

该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I效蒸发器采用了高浓结晶

蒸发技术，可根据碱炉要求灵活控制出效黑液浓度，同

时根据各蒸发过程的不同性质对各段蒸发器采用不同

的结构，其中用二次蒸汽蒸发的均采用内部二次蒸汽分

流结构，以提高冷凝物分流及循环利用，并分离回收处

理不凝气体，确保高效节能与环保效应。

3.1 结晶蒸发技术

根据结晶蒸发理论与实践，黑液中添加碱灰对结

晶有很大的影响，碱灰可以提高硫酸盐和碳酸盐的比

例，促进结晶的产生。因此在运行中将ⅠA、ⅠB、ⅠC效

均作为结晶蒸发运行，从I效产生的部分黑液混入燃烧

工段的碱灰，使黑液成为过饱和液体并产生碳酸钠矾

复盐结晶沉淀，以此结晶颗粒作为晶核，可使更多的结

晶在晶核上形成，从而有效防止蒸发器加热面结垢，以

长期保持传热面的清洁度，有效地提高蒸发效率，该系

统根据针叶木浆黑液性质，以“按需洗涤”的理念科学

地优化了1效4体配置（3体运行，1体洗涤备用）常规设

计，有效地增加了效体利用率。

3.2 蒸发器结构

蒸发器主体结构基本相同，主要由加热室、壳体、

雾沫分离器和支架等组成，其工作原理都基本相同。蒸

发器的关键组件蒸发室的加热单元板片由两双薄元件

焊接组成，蒸汽在单元内冷凝，黑液进入效室底部，由

循环泵把黑液从底部循环到顶部经过布液装置均匀分

配黑液并沿加热板外表面流下，二次蒸汽从黑液中溢

出进入上部的气室，并上升进入蒸发器顶部的雾沫分离

器，该分离器内装有洗涤喷嘴，保证二次蒸汽的质量。

(1）I效蒸发器是适合新鲜蒸汽加热蒸发的常规板

式降膜结构，蒸汽从蒸发器上部进入与黑液逆流换热，

蒸汽冷凝水闪蒸罐的闪蒸汽与I效蒸发器的二次蒸汽汇

合作为II效的蒸发热源。在不影响蒸发效率的前提下IA

效的蒸发面积约为该效三体总蒸发面积的18%。

(2）I I效蒸发器为一体分室结构（A室和B室），两

室面积相等并具有二次蒸汽轻、污冷凝水和不凝气的

分离功能。该蒸发器两室分别用I效的二次蒸汽和汽提

塔的汽提气加热，加热蒸汽均从两室的下部进入，具有

部分汽提功效，其中用I效二次蒸汽加热的顶部分离出

重污冷凝水和不凝气，底部分离出轻污冷凝水；用汽提

气加热侧的底部分离出污冷凝水，部

分剩余气体/蒸汽混合物从加热室顶

部到调整冷凝器产生污冷凝水和不凝

气体分别回收利用。生产中两室的黑

液进口可根据情况互相切换，以便获

得用较低的黑液在线清洗蒸发室的效

果，比常规II效的两体配置要投资省，

运行费用较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序号 设备名称

表面冷凝器/m2

汽提塔顶部冷凝器/m2

汽提塔调整冷凝器/m2

污冷凝水换热器/m2

1#喷射冷却器/m2

1#喷射冷却器/m2

燃烧黑液闪蒸罐/m

浓黑液闪蒸罐/m

1A冷凝水液位罐/m

1B/C冷凝水液位罐/m

一次冷凝水闪蒸罐A/B/m

2效冷凝水A闪蒸罐/m

3效冷凝水A闪蒸罐/m

4效冷凝水A闪蒸罐/m

5效冷凝水液位罐/m

重污水液位罐/m

汽提塔/m

真空喷射器/(Nm3/h)空气

表3  部分辅助设备规格参数

规格

2226	

140

50	

200	

60	

25	

φ1.6×2.4

φ1.6×2.4

φ0.4×0.6

φ0.6×1.0

φ1.1×1.6

φ0.8×1.2

φ1.2×1.8

φ1.4×2.1

φ1.6×2.4

φ1.0×1.4

φ2.4×14.5

3250

材质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CS

CS

CS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备注

24层折流板

2台

1325

2205

159

2.8

11

304

IA效数

面积/m2

板片材质

设计温度/℃

筒体直径/m

筒体高度/m

筒体材质

表2  蒸发器参数表

IB

3127

304L

159

4.5

11

304

IC

3127

304L

159

4.5

11

304

VI

3710

304L

110

5.4

11

CS

II

4293

304L

120

5.0

10.5

304

VII

3922

304L

110

6.2

11

CS

III

4081

304L

120

4.8

10.5

304

IV

3710

304L

120

4.8

10.5

CS

V

3339

304L

110

5.0

10.5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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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HSPP板式降膜蒸发站
[收稿日期:2019-01-31(修改稿)]

(3）Ⅱ-Ⅶ效蒸发器为板片分组的体内汽提结构，

其蒸发板片组被分成主冷凝部和后冷凝部两部分，配有

带冷凝水内部汽提/分离的加热板束，前冷凝部在蒸发

板片组的下端，后冷凝部在蒸发板片组的顶端，后冷凝

部的换热面占这一效整个板片组的8%～25%。加热蒸汽

从底部进入加热板束内部，蒸汽与冷凝水逆向而行，发

生汽提作用，冷凝水被汽提后的一部分臭气成分变为气

相，最后在加热束板的上部被冷凝，分离出污冷凝水和

不凝气体。

3.3 蒸发设备参数

3.3.1 蒸发器

系统按1.20的富裕系数设计，共配置10台板式降

膜蒸发器，其中Ⅰ效3台，总蒸发面积30634m2，材质根

据工况和介质性质分别确定。各蒸发器的基本设计参数

见表2。

3.3.2 其它设备规格

蒸发系统的辅机主要有表面冷凝器、汽提塔、真空

喷射器、冷却器和闪蒸罐以及相关非标槽罐等，其参数

见表3。

4  结束语

七效板式降膜蒸发站投入运行后，蒸发水量在

400t/h以上，出效浓度不低于75%，其它各项能耗和环

保指标均比较理想，系统运行也比较稳定，达到项目产

能、能耗和环保的基本要求，得到用户认可。

该国产蒸发成套设备在欧美的成功运行，证明国

产蒸发装备已迈入国际同类设备的高端行列，具备了国

际市场经竞争力。汶瑞公司通过该项目的运作取得了在

发达国家市场的项目经验。公司将以此为基础，不断总

结经验，增强项目管控能力，努力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

性能的可靠性，为实施制浆造纸装备走出去战略和开

拓国际市场的新局面奠定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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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纳米纤维素制备及

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研究开发  R & D

纳米纤化纤维素（nanofibri l lated	 cel lu lose，

N FC），也称作微纤化纤维素（m i c r o f i b r i l l a t e d	

c e l l u l o s e，M FC）或纤维素纳米纤丝（c e l l u l o s e	

nanof ibr i l s，CNF），是指以植物纤维为原料，通过机

械处理得到的一种直径小于100nm的纤维素纤维[1]。因

其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高亲水性、良好的生物可降解

性与生物相容性及化学性质稳定等特性[2]，在生物制

药、食品加工、造纸、能源材料、功能材料等领域有广

泛的应用，纳米纤化纤维素的制备及应用逐渐成为研

究热点。

现阶段，实验室及工业上常常通过机械法、化学

法、生物酶法等方法来制备纳米纤化纤维素。机械法制

备NFC，方法简单，操作便捷，容易实现连续化生产。

从1985年Tu r b a k等[3]第一次用高压均质机制备得到

NFC后，研究人员相继用该方法来制备出NFC。然而使

用机械法制备NFC不可避免的问题便是能耗巨大，容

易造成能源的大量损失。TEMPO化学氧化预处理是常

用的一种制备NFC的方法，该方法处理时间短，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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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明显，给实验带来极大的便捷。该方法有一个不容

忽视的缺点，那便是TEMPO氧化预处理对纤维素的作

用极其剧烈，纤维素的结晶区及氢键会被过度破坏，从

而造成NFC得率较低的问题。

生物酶法制备NFC能够大大减少制备NFC所需的

能量消耗。在该过程中，纤维素复合酶作用于纤维素或

半纤维素糖单体间的苷键连接[4]，减少纤维素微纤丝内

在的结合力；并使其既易于微纤化又同时维持纤维长度

的最大化[5]。使用生物酶法制备NFC节能环保，但该生

产过程的周期长，且效率较低。因此，急需一种新型高

效环保的方法来制备NFC。

本研究以漂白阔叶木浆为主要原料，在亚临界乙

醇预处理/球磨处理条件下，研究木浆纤维的特性。通

过预处理的方法，除去无定形区中的纤维素。在机械球

磨的进一步作用下，使得纤维表面微纤化，用以获得高

得率的NFC。是一种新型高效环保的NFC制备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设备

材料：漂白阔叶木浆，浙江龙游金昌纸业有限公

摘 要：以漂白阔叶木浆为原料，在亚临界乙醇预处理/球磨处理条件下，研究木浆纤维的特性。研究通过有无预

处理和改变球磨机球磨时间的方法，考察了木浆纤维、商品NFC及商品NCC的特性，并通过X射线衍射、FI-TR红外

光谱衍射和SEM扫描电镜等方法对制备的纳米微纤丝的结晶度、化学结构和形态特征进行表征分析。结果显示：

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的结晶度分别为60.78%，61.36%，58.13%。自制NFC的结晶度处于商品NCC与商品NFC

结晶度之间，说明自制的NFC结晶度已达到商品级别；SEM显示，纤维在研究条件下出现分丝帚化并且可以观察到

达到纳米级别的微纤化纤维素；在该亚临界乙醇预处理/球磨条件下，最适宜球磨时间为4h。

关键词：木浆；纯化；纤维素；纳米纤化纤维素；亚临界乙醇

Abstract: In this study, bleached hardwood pulp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 to study the properties of wood fibers under 
sub-critical ethanol pretreatment/ball milling conditions. The properties of wood fibers, commercial NFC and NCC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pretreatment and changing milling time in ball milling. The crystallinity, organic chemical 
structur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ood fibers were also characterized by X-ray diffraction, FI-TR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ystallinity of self-made NFC, 
commercial NCC and NFC are 60.78%, 61.36% and 58.13%, respectively. The crystallinity of self-made NFC is between 
that of commercial NCC and commercial NFC,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rystallinity of self-made NFC can reach 
commercial grade; SEM showed that the fibers are broomed and micro-fibrillarized cellulose can be observed to reach 
nano-level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most suitable treating time of sub-critical ethanol pretreatment/ball 
milling is four hours.
Key words: wood pulp; purification; cellulose; nanofibrillated cellulose; sub-critical ethanol

司；无水乙醇（分析纯），杭州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蒸馏水（实验室自制）等。

设备：反应釜；锥形瓶过滤装置；热场发射扫描电

子显微镜，vltra55型，Carl	Zeiss	SMT	Pte	Ltd；pH

计；冷冻干燥装置；电子天平，PTX-FA110型；X射线

衍射仪，ARL	X'TRA-055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器，

0.09/cm/Nic ole t	 5700型；真空干燥箱，DZF-6050

型；控温磁力搅拌器，DF-101S型等。

1.2 实验方法

首先，使用微型粉碎机将阔叶木浆板粉碎，将得到

的木浆纤维进行干燥，冷却密封保存。其次，取粉碎后

的漂白阔叶木浆5.00g放入小型实验室高温高压反应釜

（北京世纪森朗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中，用量筒量取一

定醇水比的乙醇和蒸馏水，倒入小烧杯，混合均匀后倒

入反应釜中，用少量凡士林涂抹反应釜口的周围，保证

不漏气，最后密封反应釜，升温到设定温度150℃，反应

时间为1h，进行粉碎后漂白阔叶木浆的亚临界乙醇/水

处理反应。反应结束后，将获得的亚临界乙醇/水处理

反应处理条件下的漂白阔叶木浆进行机械球磨处理。

1.3 扫描电镜测试

研究开发 R & D

13
Jun., 2019  Vol.40,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自制NFC水溶液滴在导电胶上并进行干燥。将干

燥后的待测样品进行镀金，扫描电镜分析采用德国Carl	

Zeiss	 SMT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Vltra55的扫描电

子显微镜进行。

1.4 FT-IR测试

自制N FC样品的F T-I R分析采用美国热电公司

0.09/c m/N i c o l e t	 5700红外光谱仪进行，频率范围

为400～4000c m-1。通过KB r压片法对待测样品进行

FT-IR红外扫描测试及分析。

1.5 X射线衍射测试

自制N F C样品的结晶度通过X-射线衍射仪测

定。将制备获得的N F C样品进行冷冻干燥，获得粉

末状试样。采用美国Thermo	 E l e c t r on公司的ARL	

X'T RA-055型X-射线衍射仪进行分析，测试管压40	

kV，管流40mA，角度范围是5°～50°、步距是0.04°、

扫描速度0.2s/步，其他保持不变。XRD测试主要是分

析NFC的结构及结晶度的变化。结晶指数可用来表示

结晶度，其计算公式见式（1）。

Icr=[（I 002-Iam）/I 002]×100%													（1）

式中，I c r为结晶指数；I 002是002晶面(2θ=22°)的

衍射强度，表示结晶区的衍射强度；I am是2θ=18°处的

衍射强度，对应于无定形[6]。

2  结果与讨论

2.1 预处理对木浆结晶度的影响

2.1.1 自制NFC与其他商品结晶度的比较

如图1可知，X R D衍射谱图有两处明显的衍射

峰。它们分别为2θ=16.5°和2θ=22.5°，这表明该样

品结构中存在典型的纤维素I型结构。自制NFC，商品

NCC和商品NFC的结晶度分别为60.78%，61.36%，

58.13%。自制NFC的结晶度处于商品NCC与商品NFC

结晶度之间，说明自制的NFC结晶度已达到商品级别。

2.1.2 球磨时间对木浆结晶度的影响

球磨时间对木浆纤维结晶度的影响XRD分析结果

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XRD衍射谱图有两处明显的衍

射峰。它们分别为2θ=16.5°和2θ=22.5°，这表明该样

品结构中存在典型的纤维素I型结构，说明本实验过程

纤维素结构未遭到破坏。同时，结晶指数从61.26%下降

到53.77%，说明预处理时间从0h上升至6h木浆纤维素

结晶指数不断下降。

分析原因可知：结晶区与无定形区是构成纤维素大

分子的主要部分。结晶区之间通过化学键、分子间作用

力、氢键等作用，彼此之间结合紧密。而无定形区中，氢

键的作用力甚小。在机械球磨过程中，纤维素分子链与

球磨珠相互之间不断作用，造成无定形区的分解。当机

械球磨时间达到一定值后，纤维素分子链的结晶区也会

被不断撞击过来的球磨珠击散，造成木浆纤维结晶度

的下降。

2.2 预处理对木浆化学结构的影响

2.2.1 自制NFC与其他商品化学结构分析

傅立叶变换红外（FT I R）光谱用于表征以纤维为

原料制得的三种不同产品的化学结构，它们分别为自

图1  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的XRD图 图2  球磨时间对木浆结晶度影响的XRD图

研究开发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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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NFC，商品NFC和商品NCC。由图3可知，1640cm-1

处的吸收带归因于水分子的振动，由于纤维素与水相

互作用，水分子很难提取[7]。3425c m-1处的吸收峰代

表着-OH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峰，且每个被测样品都含

有1375c m-1,1030c m-1和897c m-1处的吸收峰，这些振

动峰显示了被测试样为典型的纤维素I型结构[8]。其中

1030cm-1吸收峰有所变化，说明存在伯羟基，2900cm-1

处和1375cm-1处为-CH的伸缩弯曲振动峰，而897cm-1

处则为异头碳振动特征峰，这说明被检测样符合高聚

糖的化学结构，这些振动峰共同说明了在实验过程中纤

维素产物的基本化学结构保留完整，未被破坏。

2.2.2 预处理对木浆化学结构的影响

查文献可知，FTIR吸收光谱中1506cm-1波数上出

现的吸收峰代表苯环骨架结构伸缩振动，而1636c m-1

波数上出现的吸收峰代表木质素侧链-C=O的伸缩振

动。从图4和图5中可以看出，图中并不存在1506c m-1和

1636c m-1这两个吸收峰，因此可以确定经过预处理后

的纸浆产物中基本不存在木质素。另外，在1640c m-1

处出现的吸收峰体现了半纤维素-C=O伸缩振动。

3425cm-1波数的吸收峰体现了分子内羟基-OH的伸缩

振动，2900cm-1波数吸收峰体现了-CH伸缩振动[9]，纤

维素-CH2剪式振动和-OH面内弯曲振动对应的吸收

峰在1375cm-1波数附近，纤维素-C-O伸缩振动对应的

吸收峰在1030c m-1波数附近，纤维素的C1-H变形振动

对应的吸收峰在897c m-1波数附近，以上波峰的出现均

体现了纤维素的红外图谱特征。

2.3 表观特征分析

2.3.1 自制NFC与其他商品的表观分析

图6为三种不同纤维素产品的扫描电镜图，图6(a)

～图6(h)分别为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

由图6可知，图6(a)、图6(b)、图6(c)为自制NFC，图

6(g)、图6(h)为商品NFC，在图中大部分纤维都已经分

离成直径在纳米级别的丝状纤维，而且直径分布均匀。

图6(d)、图6(e)、图6(f)为商品NCC，纤维素纤维在它们

的无定形区沿轴横向解离，形成纳米级别的高结晶度的

棒状片段[10，11]。由此可知，实验室自制NFC的形貌已符

合商品级的规格。

2.3.2 纤维原料及预处理条件下纤维表观分析

在不同的球磨时间条件下，纸浆受到磨料剪切和

摩擦力的作用，纤维表面经过摩擦切割变得粗糙并产生

图4  不同球磨时间条件下浆料的FTIR分析谱图

 (未经预处理) 

图5  不同球磨时间条件下浆料的FTIR分析谱图

（经预处理）图3  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的FTIR谱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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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的原纤化[12，13]，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SEM图7中在

纸浆磨料研磨的早期阶段[图7（i）、图7（j）、图7（k）、

图7（l）]清楚地观察到。

纤维的S E M图像显示在上图中，图7（i）和图7

（j）为木浆纤维原料的扫描电镜图，木浆的直径约为

20μm，长度为1mm左右，可以表明在该实验过程中直

径和长度都没有明显的改变[6]。图7（k）和图7（l）是原

料与预处理后纤维表面的形态对比，可以发现，预处理

后的纤维表面在乙醇/水处理条件下能出现更加明显的

分丝帚化。

2.3.3 无预处理不同球磨时间条件下表观分析

图8是原料纸浆在未经预处理相同环境球磨机条

件下，在球磨机中分别研磨2h、4h、6h、8h后制得的纳

米纤维素纤丝，分别为样品图8(m)、图8(n)、图8(o)、图

8(p)所拍摄的扫描电镜图像。

图6  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的SEM图

原料纸浆在未经预处理相同环境球磨机条件下球

磨2h，从图8(m)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纸浆纤维都团聚在

一起，呈未分离的状态，且纤维的直径较大，大多处于

微米级别，这说明原料纸浆在球磨机2h的摩擦切割作

用下纸浆纤维分离情况不理想，而且已经分离的纤维

直径也不均匀。当球磨机球磨时间增加到4h时，由图

8(n)、图8(o)、图8(p)可以看到纤维直径明显减小，但是

直径并不均匀。与预处理组实验产物对比研究发现，相

同球磨时间条件下，预处理组原料纸浆获得的纸浆纤

维直径减小明显，且大部分都处于纳米级别，纤维更容

易分离。从而可以说明预处理可以有效降低球磨机球

磨时间，说明对原料纸浆进行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2.3.4 预处理不同球磨时间条件下表观分析

图9是纸浆在高压反应釜中经反应温度为150℃、

醇水比为7∶3，反应1h后得到的反应产物，在球磨机中

研究开发  R & D

16
第40卷第12期 2019年6月



图7  木浆原料纤维SEM图

图8  无预处理条件下原料不同球磨时间的SEM图

图9  预处理条件下原料不同球磨时间的SEM图

分别研磨2h、4h、6h、8h后制得的纳米纤维素纤丝，分

别为样品图9（q）、图9（r）、图9（s）、图9（t）所拍摄的

扫描电镜图像。

如图9(q)所示，当球磨机球磨时间为2h时，得到的

纤维排列整齐，且直径相对较均匀，但可以明显看到一

些较粗的纤维，其中有部分细小纤维缠绕在一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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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为球磨4h的SEM图，其中所得的纳米纤维素纤丝分

布均匀，直径明显减小。由图9(s)和图9(t)可以看出，随

着球磨时间的增加，纳米纤维素纤丝的直径明显减少，

且纤丝之间彼此连接，形成大片网状，这其中的原因可

能是纤维表面的羟基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形成氢键，使

得纤丝又重新连接在一起。

当球磨时间由2h增加到6h时，经研磨制得的纳米

纤维素纤丝直径明显减小，但球磨时间为8h时，纤丝的

平均直径与球磨6h条件下相差不多，考虑到延长球磨时

间耗能的问题，选择合适的球磨时间为4h。

3  结论

3.1 自制NFC，商品NCC和商品NFC的结晶度分别为

60.78%，61.36%，58.13%。自制NFC的结晶度处于商

品NCC与商品NFC结晶度之间，说明自制的NFC结晶

度已达到商品级别。

3 . 2 在亚临界乙醇预处理条件下，纤维素的结晶度随

球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随球磨时间的延长则呈现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3 . 3 亚临界乙醇预处理条件下，纤维素产物在生产过

程中没有破坏纤维素的基本化学结构。

3 . 4 亚临界乙醇预处理条件下，在球磨时间从0～6h不

断增加时，原料木浆呈现出分丝帚化现象越明显，且制

备得到的纳米微纤丝分布均匀，直径不断减小；随着球

磨时间的继续延长，纳米微纤丝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形

成大片网状。考虑到实验研究方向及延长球磨时间能

耗问题，选择合适球磨时间为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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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氢氧化钠-硫脲体系在中等温度以及高纤维浓

度的条件下处理麦秆，通过单因素试验探究最佳处理工艺。结

果表明：在用碱量5%、浸渍时间10min、处理温度50℃、处理时间

60min的条件下，该体系对麦秆的预处理效果最佳。与自制麦草漂

白化学机械浆相比，经氢氧化钠-硫脲体系预处理后制得的麦

草漂白化机浆的细浆得率、白度、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提

高1.5%、4.1%、14.6%和9.8%，同时磨浆能耗和松厚度分别降低

13.5%和4.5%。两种漂白化机浆的结晶区结构和结晶度的差别不

明显，元素含量无明显变化。

关键词：碱脲体系；中温；麦秆；高得率浆；磨浆性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aOH-thiourea system was applied to treat 
the wheat straw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edium temperature and high 
fiber concentration, and the optimal condition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lkali dosage of 
5%, the impregnating period of 10min, the treating temperature of 50℃, 
and the treating time of 60min were proved as the optimal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leached chemi-mechanical pulp of wheat straw, 
the yield rate, whiteness, tensile index and burst index of the pulp prepared 
by NaOH-thiourea system were increased by 1.5%, 4.1%, 14.6% and 
9.8% respectively, the refin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bulkiness were 
decreased by 13.5% and 4.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tructure of the amorphous or the crystalline regions 
and the element contents of fibers.
Key words: alkali-urea system; medium temperature; wheat straw; high 
yield pulp; refining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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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得率浆指的是制浆得率在65%以上的浆种，主要

包括机械浆、化学机械浆和半化学浆三大类[1]，主要依

靠机械作用制备，目前随着对植物资源高值化利用的不

断深入以及绿色生产要求的不断提高，提高高得率浆

和化学浆的配抄比例以及拓宽高得率浆的适用领域这

一课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化学浆相比，高得

率浆最大的优势在于得率高、污染小、松厚度高[2]，但其

缺点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磨浆能耗高、漂白性能差，

成纸强度低[3]，因此若要进一步拓宽高得率浆的适用领

域，使其满足制备高档次纸张的要求，需要对上述不足

之处进行改进，使其性能更接近于化学浆。

在低温条件下，碱脲体系（即氢氧化钠-尿素水溶

液[4,5]、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6,7]和氢氧化钠-硫脲-尿

素水溶液[8]三类）可以溶解棉短绒纤维素纤维（纤维浓度

小于8%的低浓条件），随后将制得的溶解液进行后加工

而制备纤维素功能材料。但对造纸工业而言，低温处理

十分少见，多为中温或高温，同时由于节水的要求，造纸

行业对纤维的处理（如磨浆、漂白等操作）多在中浓或高

浓（纤维浓度大于10%～20%）条件下进行。中国每年都

会产生大量的农业废弃物（高粱秆、麦秆、稻秆、玉米秆

等），多数被焚烧或填埋，进而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

费。鉴于上述分析，在本课题中，笔者选用氢氧化钠-硫

脲-水体系作为处理试剂，以麦秆为原料，通过单因素试

验探究该体系在中温条件下对麦秆磨浆性能以及组分降

解的影响情况并探求最佳处理工艺，随后对比利用氢氧

化钠水溶液预处理后制备高得率浆的性能，考察效果。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取足量麦秆，将其剪成长约3cm的料段，在室温条

件下用清水洗涤除去灰尘及麦穗等杂质，完成后自然风

干，密封保存120h后测定含水量备用。

将氢氧化钠、硫脲和去离子水按6∶5∶89的质量比[9]

混合，充分搅拌制成水溶液，于细口塑料瓶中密封保存

以稳定溶液的浓度。

1.2 实验方法

1.2.1 麦秆纤维化学组分含量测定

取洗后的风干麦秆，用纤维粉碎机磨碎，用孔筛筛

选后取介于40目和60目之间的麦秆粉末，于棕色磨口瓶

中平衡水分48h，随后按标准方法测定其中水分、灰分、

苯-醇抽提物、木素、综纤维素和戊聚糖的百分含量。

1.2.2 麦秆化学预处理

取相当于200g绝干质量的麦秆片于封口袋中，按

工艺将氢氧化钠-硫脲体系加入并用清水调节纤维浓

度至规定数值（磨浆机的磨浆浓度要求20%），在室温

条件下将麦秆和碱脲体系充分混合使原料充分吸收药

液，完成后转移至恒温水浴锅中进行预处理，期间不时

揉搓使反应充分进行，结束后将秆片洗净并测定处理

得率，随后将预处理后的麦秆片自然风干，取40g用于

纤维化学组分含量测定（方法同1.2.1），另取120g麦秆

用磨浆机充分磨解并将全部粗浆收集以测定制浆得率

（即处理得率），粗浆疏解后用缝筛筛选，弃去粗渣，收

集完全后测定细浆得率，探究最佳处理工艺。

取最佳工艺条件下制得的细浆进行两段碱性过氧

化氢漂白处理，将漂白浆（下文简称BSTMP）洗净后测

定固含量和打浆度，随后取足量漂白浆，稀释到3%的纤

维浓度并充分疏解，完成后在90℃的条件下用电动搅拌

器处理30m i n消除浆料的潜态（消潜），消潜处理后的

浆料按60g/m2的定量抄造成纸张并测定强度、白度和

松厚度。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用氢氧化钠水溶液（不添加硫

脲，其它条件完全相同）处理麦秆片制备漂白高得率浆

（BCMP）并按上述同样的步骤测定所有参数（处理得

率、磨浆能耗、细浆得率、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白度、松

厚度等）并与经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处理后的漂白

浆料对比，考察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的处理效果。

1.2.3 纤维性能表征

取上述两种漂白化学机械浆（未经消潜处理），冷

冻干燥（-30℃）48h，干燥完成后各取适量纤维，用纤

维质量分析仪检测其纤维长度、宽度、细小纤维含量等

相关参数，余下的漂白浆在经粉碎机充分粉碎后用孔筛

筛选取大于100目的组分，用于元素含量分析和X-射线

衍射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浸渍时间的影响

影响情况见表1。

可以看出，随着浸渍时间的延长（用碱量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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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温度50℃、处理时间75m i n），磨浆能耗降低，但在

10m i n的浸渍时间之后变化不明显，处理得率、苯醇抽

提物含量、灰分含量和木素含量降低，综纤维素含量提

高，细浆得率提高，但在15min的浸渍时间之后降低。

浸渍的作用和化学浆蒸煮前的空转类似，主要目

的是为了使药液和原料混合均匀，以便于后续的处理。

在浸渍时间较短时，药液尚未浸渍完全，因此麦草各组

分的脱除率不高，随着浸渍时间的增加，药液逐渐被吸

收，效果逐渐明显，各组分脱除率逐渐增大，同时原料

的软化度逐渐升高、磨浆性能改善，细纤维化程度和细

浆得率增加；考虑到在蒸煮过程中木材类的空转时间一

般为15min，而麦草属于草类原料，结构组织疏松，所需

的浸渍时间应当小于木材原料，此外磨浆能耗在10m i n

的浸渍时间后降幅不明显，同时化机浆的得率（粗浆得

率、处理得率）一般在88%以上，因此选择10m i n的浸渍

时间作为最佳值。

2.2 处理温度的影响

影响情况见表2。

可以看出，随着处理温度的升高（用碱量6%、浸渍

时间10min、处理时间75min），磨浆能耗降低，但在高

于50℃的处理温度后变化不明显。处理得率、苯醇抽提

物含量、灰分含量和木素含量降低，综纤维素含量提

高，细浆得率提高。

依据化学平衡原理，温度越高，反应速度越快，纤

维化学组分越容易和氢氧化钠发生反应，组分脱除率越

高，处理得率越低，同时纤维软化度越高，纤维磨浆难

度越低，细纤维化程度（细浆得率）越高；但处理温度过

高时，纤维化学组分的降解比例过高，细纤维含量的增

加无法弥补总量降低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细浆得率在过

高的处理温度条件下降低。此外，由于处理条件远远弱

于纤维原料蒸煮的条件[10]，组分脱除率远低于原料在化

学浆蒸煮过程中的脱除率，因此纤维软化幅度在一定的

温度条件下即可达到最佳值，同时考虑到得率和磨浆能

耗的要求，选择50℃的处理温度作为最佳值。

2.3 用碱量的影响

影响情况见表3。

可以看出，随着用碱量的升高（浸渍时间10m i n、

处理温度50℃、处理时间75min），磨浆能耗降低。但在

5%的用碱量之后变化不明显。处理得率、苯醇抽提物

含量、灰分含量和木素含量降低，综纤维素含量提高，

细浆得率提高，但在6%的用碱量之后降低。

苯醇抽提物、木素、半纤维素以及灰分中的二氧化

硅等物质均可以和氢氧化钠反应而被脱除，用碱量越

高，上述物质的脱除率越高，处理得率越低。同时木素

是纤维硬度的主要来源，因此木素含量越低，纤维硬度

越低（即柔软性能越好）。一般而言，纤维柔软性越好，

其越容易磨浆，因此随着用碱量的提高，麦秆的磨浆能

耗逐渐降低，同时粗纤维在磨浆机内的细纤维化也会

变得更容易，进而导致细浆得率的增加。

纤维素也是碱溶性物质，但原料中的纤维素在氢

氧化钠水溶液中发生水解或剥皮反应需在高温条件下

进行，但本论文中采用中温处理，因此纤维素几乎不会

降解，其绝对含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尽管半纤维

素可以在中温条件下和氢氧化钠反应，但其反应活性不

如木素，即半纤维素的脱除率低于木素，其绝对含量的

降幅不如木素[11]，由于综纤维素反映纤维素和半纤维

表1  浸渍时间的影响

浸渍时

间/min

5

10

15

20

处理得

率/%

91.32

89.53

87.94

85.28

磨浆能耗	

/(kWh/t)

1013

825

810

798

细浆得

率/%

64.87

71.24

72.12

71.55

苯醇抽

提物/%

1.26

1.03

0.95

0.92

灰分

/%

3.69

3.41

3.36

3.28

木素

/%

16.76

15.63

14.72

13.69

综纤维

素/%

79.21

80.31

81.02

82.16

表2  处理温度的影响

处理温

度/℃

30

40

50

60

70

处理得

率/%

93.36

91.02

89.37

86.99

82.45

磨浆能耗	

/(kWh/t)

1041

969

840

816

801

细浆得

率/%

62.75

67.52

71.97

71.06

69.82

苯醇抽

提物/%

1.55

1.32

1.11

0.97

0.88

灰分

/%

4.17

3.82

3.36

3.15

2.94

木素

/%

17.08

16.47

15.15

13.69

12.83

综纤维

素/%

79.45

81.33

81.99

82.52

84.65

表3  用碱量的影响

用碱

量/%

3

4

5

6

7

处理得

率/%

94.22

91.91

90.08

88.64

84.17

磨浆能耗	

/(kWh/t)

1086

972

854

828

811

细浆得

率/%

58.96

64.61

71.57

72.04

70.43

苯醇抽

提物/%

1.71

1.39

1.13

1.07

0.95

灰分

/%

4.09

3.73

3.48

3.27

2.86

木素

/%

18.02

16.88

15.12

13.66

12.35

综纤维

素/%

77.16

79.98

81.45

83.63

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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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情况见表4。

可以看出，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浸渍时间

10min、处理温度50℃、用碱量5%），磨浆能耗降低，在

60m i n的处理时间之后变化不明显，处理得率、苯醇抽

提物含量、灰分含量和木素含量降低，综纤维素含量提

高，细浆得率提高，但在60min的处理时间之后降低。

组分脱除和纤维润胀两个过程均不能瞬间完成，需

要时间的积累。因此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纤维化学组

分脱除率逐渐增加，纤维润胀度逐渐提高。纤维软化程

度越高，磨浆性能越好，因此磨浆能耗和得率降低、细浆

得率提高，木素、纤维素和灰分含量降低，综纤维素含

量增加；但处理时间过长时，纤维在碱溶液中的时间过

长，尽管碱浓随着预处理的进行而逐渐降低（氢氧化钠

不断被消耗），但仍然具备脱除组分的能力，进而导致细

浆的增幅无法弥补纤维总量降低所带来的损失。同时处

理条件仍然弱于纤维蒸煮的条件，纤维润胀度增幅随着

碱浓的降低而减小，因此磨浆能耗在过长处理时间的条

件下变化不明显。综合得率以及磨浆能耗的变化趋势，

选择60min处理时间作为最佳值。

2.5 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见表5。

可以看出，和原麦秆相比，经最佳工艺条件（浸

渍时间10m i n，处理温度50℃，用碱量5%，处理时间

60m i n）处理后麦秆中的苯醇抽提物、灰分和木素含量

降低，但综纤维素和戊聚糖含量提高。

苯醇抽提物中含有低分子量的有机酸类物质，灰

分中含有二氧化硅，这两种物质均属于小分子物质，其

反应活性高于高分子，很容易和碱脲体系中的氢氧化钠

反应而被脱除，此外木质素的化学反应活性也很高，同

样很容易和氢氧化钠反应，因此处理过程中，上述三种

物质的含量显著降低，同时脱除率相对较高。

半纤维素也可以和氢氧化钠反应，但其反应活性和

木质素相比偏弱，因此其脱除率相对较低，而这也是预

处理麦秆中戊聚糖百分含量高于未处理麦秆的根本原因

（戊聚糖含量反映半纤维素含量）；原料中的纤维素在

最佳工艺条件下基本不会发生水解反应或剥皮反应，因

此预处理前后麦秆中纤维素的绝对含量基本保持不变，

脱除率接近于0，因此预处理麦秆中纤维素的百分含量

高于未处理麦秆，综上所述，处理后原料中综纤维素含

素的总量，因此在这两种物质脱除率不如木素的条件

下，处理后麦秆中综纤维素含量增加（绝对含量减小，

相对含量提高）。

除去组分脱除外，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对麦秆

纤维的润胀软化也是该体系改善纤维磨浆性能的原因，

随着用碱量的增加，该体系对纤维的润胀能力增强，纤

维润胀度越高，其柔软度越高，磨浆适性越高，因此该

因素对磨浆性能或磨浆能耗以及细纤维化程度的影响

不可忽略，和组分脱除的影响同等重要。

木素和半纤维素等物质均属于碱溶性高分子化合

物，用碱量越高，其脱除比例越高，但此时的用碱量和

碱浓以及温度等工艺条件比蒸煮过程缓和很多，即仍

远不满足组分大量脱除的要求，因此上述物质的脱除比

例仍十分有限（蒸煮过程中木素脱除率可达90%甚至更

高，而经检测，本研究中，即使在7%用碱量的条件下，木

素的脱除率也仅有49%），同时由于纤维中仍含有大量

木素，因此纤维润胀度的提升也很有限。上述两个因素

导致纤维软化程度在高用碱量条件下（大于5%）不会得

到明显改善，磨浆性能和磨浆能耗变化不明显。

由于组分的脱除，处理得率持续降低，在降低至一

定程度时，细浆含量的增加无法弥补粗浆含量降低而

带来的得率损失，因此在高用碱量的条件下，细浆得率

降低。综合得率以及磨浆能耗的变化趋势，选择5%的

用碱量作为最佳值。

2.4 处理时间的影响

表5  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未处理麦秆

预处理麦秆

脱除率/%

苯醇抽提物

/%

2.25

1.09

56.07

4.31

3.45

27.41

灰分

/%

戊聚糖

/%

25.88

28.22

1.11

20.54

15.81

30.19

木素

/%

74.90

81.14

0.54

综纤维素

/%

表4  处理时间的影响

处理时

间/min

30

45

60

75

90

处理得

率/%

93.56

91.83

90.69

89.51

87.93

磨浆能耗	

/(kWh/t)

998

933

875

843

826

细浆得

率/%

55.82

64.27

72.86

71.05

69.94

苯醇抽

提物/%

1.24

1.15

1.09

1.04

0.98

灰分

/%

3.62

3.57

3.45

3.38

3.29

木素

/%

17.76

16.83

15.81

14.87

14.04

综纤维

素/%

78.64

80.32

81.14

81.86

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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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综纤维素含量=纤维素含量+半纤维素含量）。

2.6 BCMP和BSTMP的制浆造纸性能及纤维质量比较

分析结果见表6。

可以看出，BSTMP的磨浆能耗更低，这主要是氢

氧化钠-硫脲-水体系对纤维的软化程度更高所导致。

BSTMP粗浆得率低，这表明在预处理过程中，氢氧化

钠-硫脲-水体系对纤维化学组分的脱除率更高，而这

也是其降低麦秆磨浆能耗的原因之一。BSTMP的细浆

得率高，这表明其在磨浆过程中的细纤维化程度更高，

而这也验证了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对原料磨浆性能

的改善效果。BSTMP的白度高，这表明麦秆纤维在碱

脲体系预处理过程中的活化度更高，更容易和过氧化氢

反应。BSTMP的强度高，松厚度低，这也验证了上述脱

除率或得率的结论，木素脱除越多，高得率浆纤维表面

游离羟基含量越高，纤维结合点数量越多，纤维结合强

度越高，成纸强度越大。此外，在其它条件大致相当的

前提下，纤维结合强度越高，成纸后单根纤维之间的距

离越小，纸张紧度越高，而松厚度是紧度的倒数，因此

随着纤维结合强度的增加，纤维成纸的松厚度降低。

BSTMP的纤维长度略低，纤维宽度略大，这也表

明碱脲体系预处理过程中对纤维化学组分的脱除率更

高，同时对纤维的润胀能力强于氢氧化钠水溶液，但由

于处理条件远远不满足大量脱除组分的要求，因此纤

维长度和宽度的差异并不大。两种纤维中扭结纤维和

卷曲纤维比例相差不大，这是由于高得率浆是依靠磨浆

机的作用而成浆，在磨浆过程中，由于盘磨的转动，纤

维在做圆周运动的同时会由于应力的作用而出现扭结

或卷曲，这是高得率浆在抄纸前需要消潜的主要原因，

也是高得率浆中这两种纤维比例高于化学浆的主要原

因。同时这两种化学预处理的性质基本相当，均属于碱

性中温处理，此外磨浆过程中的参数控制完全相同，因

此不会对扭结纤维和卷曲纤维的比例造成显著影响；

BSTMP中细小纤维含量高，这也是组分脱除率高所导

致，在预处理过程中，随着组分的脱除，纤维表面会有

一些纤维碎片被剥离，这些碎片的尺寸和普通细小纤维

十分类似[12,13]，在纤维质量分析前的纤维疏解过程中，

该碎片进入浆水悬浮液中，同样属于纤维质量分析的检

测范畴，组分脱除率越高，被剥离的纤维碎片越多，细

小纤维含量越高。

2.7 XRD分析

分析结果见图1所示。

可以看出，两种纤维XRD谱图没有明显差异，衍

射角为15.5°和22.5°处的吸收峰分别为纤维无定形区

和结晶区的衍射吸收。经计算，BCMP结晶度为0.627，

BSTMP结晶度为0.619，也没有明显差别。这表明麦秆

纤维中的无定形区和结晶区的整体构造在最佳处理工

艺条件下没有被碱脲体系破坏，其主要原因在于最佳条

件下处理体系中的碱浓和用碱量均很低[14]，远远达不到

12.5%这一临界浓度，此外在处理过程中木素和半纤维

表7  元素分析

BCMP

BSTMP

C/%

42.1

41.8

6.33

5.84

H/%

48.6

49.3

O/%

0.42

0.31

N/%

图1  X-射线衍射分析

表6  制浆造纸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

BCMP

16

1012

91.47

71.79

66.2

21.43

2.25

2.47

0.646

26.8

17.3

9.6

24.4

18

875

90.69

72.86

68.9

24.55

2.47

2.36

0.635

28.1

17.9

9.1

26.7

BSTMP

打浆度/°SR

磨浆能耗/（kW.h/t）

粗浆得率/%

细浆得率/%

白度/%

抗张指数/(N.m/g）

耐破指数/(kPa.m2/g）

松厚度/(cm3/g）

重均纤维长度/mm

纤维宽度/μm

扭结纤维比例/%

卷曲纤维比例/%

细小纤维比例/%

浆

指

标

纸

指

标

纤

维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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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抽提物等物质均会和氢氧化钠反应，即烧碱会有

一部分的化学消耗，因此此时的碱脲体系对纤维无定形

区和结晶区整体结构的破坏能力远远弱于其溶解纤维

素时的能力，这也使得麦秆纤维的XRD谱图没有明显变

化，同时其晶型也不会发生变化，仍为纤维素Ⅰ[15]。

2.8 元素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7。

可以看出，两种漂白浆料中C、H、O、N的质量比

没有明显变化。由于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中碳、氢、

氧质量比的差别十分明显，即其中任一聚合物含量的

显著降低都会导致上述三种元素含量的显著变化，这

表明氢氧化钠水溶液和碱脲体系对纤维化学组分的脱

除率大致相当，碱脲体系略高。氮元素来自于苯醇抽提

物，尽管苯醇抽提物百分含量很低，但仍可以表明氢氧

化钠-硫脲水溶液对苯醇抽提物的降解率略高，由于苯

醇抽提物对造纸工段具有一定的害处（如胶黏物、阴离

子垃圾）而造成纸病[13]，因此可以推断，BSTMP的造纸

适性略好于BCMP。

3  结论

3 . 1 利用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在中温条件下处理

麦秆进而改善其化学机械浆制浆性能的最佳工艺为：

用碱量5%、浸渍时间10m i n、处理温度50℃、处理时间

60min，纤维浓度20%。

3 . 2 以自制麦草漂白化学机械浆为参照，经氢氧化钠

-硫脲-水体系预处理后制得的麦草漂白化机浆的细

浆得率、白度、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提高1.5%、

4.1%、14.6%和9.8%，同时磨浆能耗和松厚度分别降低

13.5%、和4.5%。

3 . 3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氢氧化钠-硫脲-水体系不会

破坏麦秆纤维素的无定形区和结晶区的整体结构，同

时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等物质脱除率均较低，满足

高得率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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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壳聚糖（CS）、环氧氯丙烷(EC H)作为改性物质

对苯丙乳液（SAE）进行改性，控制CS添加量为苯丙乳液表面

施胶剂绝干质量的3%～10%，mol(CS)∶mol(ECH)=1∶2～1∶5，对

改性后乳液进行电荷强度、表面张力、玻璃化温度等性能表

征。研究结果显示：改性后乳液表面张力增大，极性更好；玻

璃化温度范围在30～80.2℃之间；改性聚合乳液pH值在4.1～

6.1范围内较改性前具有更好的电荷密度，离子性更好，且pH

值=4.1时电荷密度最强。研究结果表明添加CS、ECH对SAE表

面施胶剂改性改善了其施胶效能。

关键词：苯丙乳液；壳聚糖；环氧氯丙烷；玻璃化温度；电荷密度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itosan (CS) and epichlorohydrin 
(ECH) were used to modify styrene- acrylate emulsion (SAE). 
The charged amount of CS was 3% to 10% on dry mass of SAE 
surface sizing agent, molar ratio of CS to ECH was 1:2-1:5,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ified emuls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charge density, surface tension and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tension of the modified 
emulsion was increased and the polarity becomes better; th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30°C and 80.2°C; the 
modified polymer emulsion was better in the range of pH 4.1-6.1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ample. The charge density, ionicity 
was better, with the strongest at pH 4.1. It has proved that CS and 
ECH can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sizing performance of SAE 
surface sizing agent.
Key words: styrene-acrylate emulsion; chitosan; epichlorohydrin;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charge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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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合成工艺简单、施胶效果

明显，是目前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合成聚合物表面施

胶剂[1]。通过在苯丙乳液中添加功能单体，合成得到新

型的苯丙乳液有更加优异的施胶效果。

壳聚糖（CS）与植物纤维素的分子结构相近、有极

佳的成膜性能，同时CS上具有阳离子型的氨基，这些特

点在纸张施胶应用中能提高纸张表面强度和效果[2,3]。

但C S用于表面施胶用胶量大，生产成本较高，与SA E

类或其他施胶剂混合改性后再用于施胶，可达到较好

的施胶效果[4～6]。

交联剂可以使聚合物改性，交联剂在线型分子间

起架桥作用，使多个线型分子相互键合交联成网络结

构的物质[7]，进而显著地提高聚合物的耐热性、力学强

度等性能。传统SA E类表面施胶剂在微观上是直链型

大分子，添加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水溶性环氧树脂	
[8]、Ｎ－羟甲基丙烯酰胺[9]等交联剂后，可以制得交联网

状结构的聚合物乳液，用于纸张表面施胶时与纤维的结

合更加紧密牢固。

本研究以实验室制备SA E溶液[10]为基体，添加

CS、环氧氯丙烷（ECH）对其进行改性。并通过表征和

分析改性前后聚合物乳液的红外光谱、电荷强度、表面

张力、玻璃化温度等性能，研究CS、ECH对SAE改性的

效果。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与仪器

SAE溶液，实验室制备；壳聚糖，阿拉丁；冰醋酸，

分析纯，杭州市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环氧氯丙烷，

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蒸馏水，实

验室制备。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140A，上海精宏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精密增力电动搅拌器，J J-1，常州普

天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恒温电热套，TC-15，海宁市华

星仪器厂；电子天平，PL203，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

海）有限公司；pH计，PHS-2F，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旋转式黏度计，NDJ-79，上海精晖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全自动界面张力仪，X JZ-200，承德市金建检测

仪器有限公司；差示扫描量热仪DSC，Q20，美国TA公

司；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Varian	 640-IR，美国瓦

里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粒子电荷侦测分析仪，CAS德国

AFG集团；分液漏斗，四口烧瓶，烧杯等。

1.2 样品制备

1.2.1 实验设计

SA E溶液原液的固含量为31.75%，每次实验均使

用绝干质量为10g的SA E，即溶液质量31.50g。分别配

制不同质量百分比的C S和不同摩尔质量比的ECH与

SAE反应制得改性施胶剂，CS质量均为SAE溶液绝干

质量的3%、6%、10%，CS与ECH的摩尔质量分数比分

别为1∶2、1∶3、1∶5。具体方案设计如表1所示。

1.2.2 样品制备过程

称取一定质量的SA E溶液，并按一定质量比称取

一定质量的CS，将CS加入至调配好的pH值=4的冰醋

酸溶液中，搅拌至CS完全溶解、溶液透明均一；将溶解

后的CS倒入SAE溶液中，将混合后的溶液倒入三口烧

瓶中，使混合溶液一直处于匀速搅拌状态，同时将烧瓶

放置在加热器皿中以固定的速率加热至50℃并保持这

一温度；根据加入的CS的摩尔质量，按一定的摩尔质量

比称取ECH，使用分液漏斗将ECH缓慢均匀滴入上述

SAE和CS的混合液中；待ECH滴加完毕，保温1h使烧

瓶中原料充分反应，待乳液温度降至30℃后出料，便可

制得改性表面施胶剂。

1.3 性能测试

乳液固含量测定；乳液红外光谱表征；乳液pH

表1　实验方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0

3

3

3

6

6

6

10

10

10

CS添加量	

/%

0

1∶2

1∶3

1∶5

1∶2

1∶3

1∶5

1∶2

1∶3

1∶5

mol(CS)∶mol(ECH)
SAE溶液	

/g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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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乳液黏度。

乳液的表面张力：使用X JZ-200全自动界面张力

仪进行表征。

样品玻璃化温度：使用Q20型D SC差示扫描量热

仪进行表征。升温范围为10～120℃，升温速率为10℃/

min。

乳液电荷密度：使用CAS粒子电荷测定仪进行表

征。取1.0g乳液稀释到100.0g，用0.2%硫酸或0.2%	

NaOH溶液调节其pH值，用移液枪移取3.0m l稀释液

和6.0m l去离子水到滴定槽中，然后使用0.0025mo l/l

的聚乙烯醇硫酸钾溶液滴定，根据滴定液用量计算。

2  结果与讨论

2.1 聚合物红外光谱

图1中分别是添加C S量为 0 %、3 %、1 0 %，

并且添加ECH为0、m o l(C S)∶m o l(E CH)=1∶2、

mol(CS)∶mol(ECH)=1∶3的红外图谱。无CS和ECH添

加的样品，即改性前实验室制备的SAE乳液。通过对比

分析，改性前后的聚合物红外图谱基本一致，即改性前

后的聚合物功能基团一致。CS中含有胺基（-NH2），

SAE中含有叔胺，ECH作为交联剂易与胺基（-NH2）

和叔胺发生交联反应、季胺化反应，生成了叔胺和季铵

盐。改性后的聚合物图谱中没有出现C S的-NH2振动

峰，环氧基团也不存在振动峰。图谱结果基本能表明

CS、ECH都和基体SAE发生了交联反应。

2.2 乳液的基本物性

改性后乳液固含量测定后，通过计算，使用蒸馏水

将所有乳液的固含量统一调制成为31.75%，对调制后

的乳液进行pH值、黏度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与原SA E相比，改性后表面施胶剂的pH值、黏度

稍有增加。这与聚合物改性引入胺基、生成叔胺和季

胺，生成网状聚合物有关。结果表明改性后的乳液pH

值、黏度变化不显著。

2.3 改性乳液表面张力的变化

乳液的表面张力是使用XJZ-200全自动界面张力

仪进行测试表征。根据张力变化曲线图及表面张力测

定检验报告结果，整理得CS和ECH添加量的变化对乳

液表面张力的影响，乳液表面张力变化如图2所示。

原S A E溶液的表面张力为48.2 2m N/m。当

mo l(C S)∶m o l(ECH)=1∶2，C S添加量为3%、6%、

10%时，改性乳液表面张力分别为50.2 3m N/m、

54.52mN/m和55.78mN/m；mo l(C S)∶mo l(ECH)=	

表2  乳液基本物性测定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3

1.8

2.0

1.6

2.6

2.7

2.7

6.1

11.0

8.2

黏度/

(Pa·s)
pH值

2.47

3.28

3.32

3.36

3.68

3.59

3.77

3.72

3.97

4.18

图1　SAE改性前后的红外图谱

图2　不同比例CS/ECH对乳液表面张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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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 S添加量为3%、6%、10%时，改性乳液表面张

力分别为50.78mN/m、51.41mN/m和55.79mN/m；

mol(CS)∶mol(ECH)=1∶5，CS添加量为3%、6%、10%

时，改性乳液表面张力分别为52.24mN/m、53.29mN/

m和54.15mN/m。

从图2可知，添加ECH和CS后，改性表面施胶剂的

表面张力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当ECH添加的摩尔质量

比一定时，随着CS添加量的增加，改性表面施胶剂的表

面张力会有规律地增长。改性后的乳液阳离子性增强，

分子量增大，聚合物的支链增多，表面张力增大，具有

更好的极性，更容易和氧化淀粉形成稳定的施胶溶液，

与阴性的纸张纤维吸附结合能力更强。并且乳液的表面

张力增大，表面施胶液的起泡性大大减小[11]。

2.4 改性样品玻璃化温度的变化

用Q20型DSC差示扫描量热仪对乳液样品进行表

征，可得热流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图，使用软件分析出该

图4　不同比例CS/ECH改性对乳液电荷密度的影响

注：图例中4.1/5.1/6.1分别表示在此pH条件下的电荷密度测试结果。

图3　不同比例CS/ECH对样品玻璃化温度的影响

样品的玻璃化温度。所有样品玻璃化温度结果如图3所

示。

S A E 原 样 的 玻 璃 化 温 度 为 3 9 . 7 ℃。当

mo l(C S)∶m o l(ECH)=1∶2，C S添加量为3%、6%、

10%时，改性乳液玻璃化温度分别为30.6℃、30.4℃

和63.2℃；当mol(CS)∶mo l(ECH)=1∶3，CS添加量为

3%、6%、10%时，改性乳液玻璃化温度分别为34.7℃、

32.5℃和71.0℃；当mo l(C S)∶mo l(ECH)=1∶5，CS添

加量为3%、6%、10%时，改性乳液玻璃化温度分别为

61.2℃、60.7℃和80.2℃。

从图3可知，添加 E C H 和C S 改性 后，表面

施 胶 剂 的玻 璃 化 温 度 发 生一定程 度的改变。当

mo l(C S)∶mo l(ECH)=1∶2、mo l(C S)∶mo l(ECH)=	

1∶3，CS添加量低于6%时，改性聚合物乳液的玻璃化温

度要低于原液，CS添加量为10%时，改性聚合物的玻璃

化温度升高明显。在mol(CS)∶mol(ECH)=1∶5条件下，

改性后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整体要高于前者和原液。

作为交联剂，ECH用量增加，就会增加CS和SAE

之间的交联，从而提高最终样品的玻璃化温度。CS为无

定形物质，没有明显的玻璃化温度，当ECH用量少时，

交联程度不高，可以降低改性SAE的玻璃化温度；随着

CS和ECH用量的增加，聚合物的分子量增加，交联程

度增加，从而提高了最终样品的玻璃化温度。但CS用量

固定时，高ECH用量会使聚合物的交联程度增强，从而

提高了最终样品的玻璃化温度。

大量文献显示：纸张施胶应用中，施胶液的制备温

度一般在90℃左右，纸张施胶温度一般在70℃左右，纸

张后期烘干温度90～110℃。SA E改性前后的玻璃化温

度结果表明，聚合物乳液在施胶中都能可靠应用。

2.5 不同pH条件下改性乳液电荷密度的变化

在测试pH值分别为4.1、5.1、6.1时，SA E原样

滴定液用量分别为0.254m l、0.254m l、0.259m l，滴

定液用量直接相关乳液的电荷密度，滴定液需求量越

大，表明乳液的电荷密度越大；反之则表明乳液的电

荷密度越小。所有改性样品的电荷密度检测结果如图4

所示。

当pH值为4.1，C S添加量分别为3%、6%、10%

时，m o l(C S)∶m o l(E CH)=1∶2条件下，改性乳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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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液需求量分别为0.326m l、0.457m l和0.555m l；

m o l(C S)∶m o l(E CH)=1∶3条件下，改性乳液滴定

液需求量分别为0.381m l、0.552m l和0.586m l；

mo l(C S)∶mo l(ECH)=1∶5，改性乳液滴定液需求量分

别为0.347ml、0.536ml和0.645ml。当pH值为5.1，CS

添加量分别为3%、6%、10%时，mol(CS)∶mol(ECH)=	

1∶2条件下，改性乳液滴定液需求量分别为0.266m l、

0.348m l和0.408m l；m o l(C S)∶m o l(E CH)=1∶3

条件下，改性乳液滴定液需求量分别为0.220m l、

0.365m l和0.427m l；mo l(C S)∶mo l(ECH)=1∶5，改

性乳液滴定液需求量分别为0.14 4m l、0.359m l和

0.409m l。当pH值为6.1，C S添加量分别为3%、6%、

10%时，mo l(C S)∶mo l(ECH)=1∶2条件下，改性乳液

滴定液需求量分别为0.149m l、0.071m l和0.203m l；

m o l(C S)∶m o l(E CH)=1∶3条件下，改性乳液滴定

液需求量分别为0.089m l、0.237m l和0.128m l；

mo l(C S)∶mo l(ECH)=1∶5，改性乳液滴定液需求量分

别为0.100ml、0.097ml和0.131ml。

结 合 测 试 数 据 和 图 4 知 ：同 等 p H 、

m o l(E CH)∶m o l(C S)条件下，C S用量增加，改性乳

液电荷密度增加。由于C S本身结构含有阳离子胺

基，且E C H可以使胺基变为季铵盐，增加了离子

性。改性聚合物乳液在pH值=4.1的条件下，电荷密

度明显要大于其他p H状态下，离子性最好，并且在

CS添加量同等条件下，mo l(C S)∶mo l(ECH)=1∶3、

mo l(C S)∶mo l(ECH)=1∶5的改性后，乳液的电荷密度

要略高于mo l(C S)∶mo l(ECH)=1∶2条件下制备的。酸

性条件有利于胺基转化为酸铵盐。

3  结论

以自制S A E表面施胶剂为基体，添加C S、

E C H 进 行 改 性 研 究 。通 过 调 整 C S 添 加 量、

mol(CS)∶mol(ECH)进行多批次改性制备，对改性后表

面施胶剂的红外光谱、电荷强度、表面张力、玻璃化温

度等进行检测，分析改性苯丙乳液表面施胶剂性能变

化及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1）随着C S的添加量增加，改性

乳液表面张力增大，极性更好，施胶应用性更好。CS添 [收稿日期:2018-11-30]

加量为10%，mol(CS)∶mol(ECH)=1∶3时，改性乳液表

面张力达到为55.79mN/m，比原液提升了8.57mN/m。

（2）改性表面施胶剂的玻璃化温度范围在30～80.2℃

之间。CS添加量低于6%，ECH摩尔质量比低于1∶3时，

改性表面施胶剂的玻璃化温度比原液低，增加C S和

ECH添加量，改性表面施胶剂的玻璃化温度上升。（3）

改性乳液在pH=4.1～6.1范围内较原液电荷密度高，且

在pH值=4.1的条件下，电荷密度最强，离子性最好。同

时，随着CS、ECH添加量增加，电荷密度增加，都大于

原液。

综合考虑玻璃化温度、表面张力和电荷密度等指

标，发现当CS用量为10%、mo l(C S)∶mo l(ECH)=1∶2

时，改性后的乳液综合应用性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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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超声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同时测定烟用纸张中

三种异噻唑啉酮杀菌剂的分析方法。纸张经二氯甲烷超声萃取30min，

静置取上清液，经BSTFA衍生化，再通过GC-MS选择离子扫描分析，

采用内标法定量。结果表明：3种异噻唑啉酮待测成分在浓度为0.50～

16.0g/m l范围内线性关系较好，R2在0.9952～0.9973；在三个加标浓度

水平下，该方法的加标回收率为90.9%～96.4%,相对标准偏差为1.5%～

6.9%；在信噪比（S/N）为10的条件下，方法定量检出限（LOQ）为0.014～

0.074mg/kg。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定量准确、检出限低等优点，可完

全满足烟用纸张中异噻唑啉酮含量测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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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three kinds of isothiazolinones in 
cigarette paper through ultrasonic exs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wa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igarette paper was pre-treated 
with methylene chloride ultrasound, placed on the liquid, derived by BSTFA, 
and then analyzed by GC-MS selective ion scanning through the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kinds of isothiazolinone 
components ha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0.50
～16.0μg/mL, and R 2 in 0.9952～0.9973. The recovery rate turned out to 
be 90.9%～96.4%,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1.5%～6.9%.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ignal ratio to noisy (S/N) is 10, the metho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nit(LOQ) is 0.014～0.074mg/kg. The metho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accurate quantity and low detection 
limit, can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esting isothiazolinone content in 
cigarette paper.
Key words: GC-MS; isothiazolinnone; cigarett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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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噻唑啉酮类物质是一类高效、广谱杀菌剂，广

泛应用于造纸工艺中，以防止纸张在生产流程中产生

腐浆，影响产品质量。最为常用有2-甲基-3（2H）-

异噻唑啉酮（M I)、5-氯-2-甲基-2H-异噻唑-3-酮

（CM I）和1,2-苯并异噻唑基-3（2H）-酮（BI T）三

种。但异噻唑啉酮与皮肤接触可能引起过敏或皮炎等反

应[1]，过量接触还可以导致皮肤灼伤等。国内外对食品

接触材料、化妆品等产品中异噻唑啉酮的使用均有严格

的限制，我国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标准[2]及YQ15烟用材

料许可使用物质名单均对MI、CMI和BIT有限量要求，

分别为0.5m g/k g、不得检出（N.D.=0.01m g/k g）和

1.2m g/k g。烟用接装纸原纸、成形纸和铝箔衬纸与烟

支及口腔直接接触，因此有必要建立这些烟用纸张中异

噻唑啉酮杀菌剂的检测方法，了解其含量状况，以保证

烟支吸食的安全性[3]。

目前，异噻唑啉酮杀菌剂的检测方法包括高效液

相色谱法（HPLC）、液相色谱质谱法（LC-MS）[4]和分

光光度法，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则未见有相关文献

报道。本文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烟用纸张生产

过程中添加的异噻唑啉酮类杀菌剂进行分析研究，建

立烟用纸张中异噻唑啉酮类化合物快速、准确的分析

方法，为烟用纸产品质量的安全性提供有力保障。

1  实验部分

1.1 方法原理

用二氯甲烷对样品进行超声提取，提取液经过离

心分离取得上清溶液，再加以烷基化试剂衍生化处理，

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内标法定量。

1.2 仪器

PerkinElmer	 Clarus	 680气相色谱（美国PE公

司），配备PerkinElmer	 Clarus	 SQ8T质谱检测器；

M E104电子天平（感量0.0001g，梅特勒托利多）；高

速离心机（湖南赫西）；KQ-500DE数控超声波发生器

（昆山超声仪器）。

1.3 标准溶液与试剂

二氯甲烷（色谱纯，德国CN W）；正己烷（色谱

纯，DI KMA）；丙酮（色谱纯，天津科密欧试剂）；2-

甲基-3（2H）-异噻唑啉酮（M I)（99%，德国D r）；5-

氯-2-甲基-2H-异噻唑-3-酮（CM I）（99%，德国

表1  3种异噻唑啉酮混合物的称取质量及混合标准

储备液浓度

序号

1

2

3

称重

/g

0.1000

0.025

0.1000

化合物

MI

CMI

BIT

储备液浓度

/(mg/ml）

2.00

0.50

2.00

Dr）；1,2-苯并异噻唑基-3（2H）-酮（BIT）（99%，德

国Dr）；5-氯-2-甲基-2H-异噻唑-3-酮（CMI-d3）

（加拿大TRC）；N,O-双（三甲基硅烷）三氟乙酰胺

（BSTFA）（德国REGIS）。

1.4 标准溶液配制

1.4.1 内标溶液

准确称取0.005g	5-氯-2-甲基-2H-异噻唑-3-

酮（CM I-d3）内标物,精确至0.0001g，转移至25m l容

量瓶中，用二氯甲烷溶剂定容，得到浓度为0.2m g/m l

的内标标准储备溶液。

1.4.2 标准储备液

分别称取2-甲基-3（2H）-异噻唑啉酮（M I)、5-

氯-2-甲基-2H-异噻唑-3-酮（CMI）、1,2-苯并异噻

唑基-3（2H）-酮（BIT）3种不同质量异噻唑啉酮标样

见表1，精确至0.0001g，转移至50m l容量瓶中，用二氯

甲烷溶剂定容，摇匀，得到不同浓度的混合异噻唑啉酮

标准储备液。

1.4.3 标准工作液

分别准确移取62.5μl、125μl、250μl、500μl、

100 0μl、200 0μl的混合异噻唑啉酮标准储备液于

25m l容量瓶中，各加入200μl内标溶液，用二氯甲烷

溶剂定容，摇匀，得到一系列不同浓度梯度的异噻唑

啉酮混合标准溶液。取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各1m l，

添加30μl	 B S TFA衍生化试剂，在60℃水浴中衍生化

60m i n，冷却至室温，然后用气相色谱-质谱进行分

析。

2  试验方法

2.1 试样处理

将纸样切成约0.5c m×0.5c m大小，准确称取样

品0.2g，于50m l具塞三角瓶中，添加萃取溶剂二氯甲烷

20ml和内标溶液80ul，将瓶塞盖严，置于超声波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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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超声功率为250W超声30m i n，静置取上

清液于15ml离心管中，3000r/min下离心5min，取1ml

上清液于色谱瓶，添加30u l	 B S T FA衍生化试剂，在

60℃水浴中衍生60m i n，冷却至室温，用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进行定量分析。

2.2 仪器工作条件

三种异噻唑啉酮杀菌剂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测试

参数，如表2。

3  结果与讨论

3.1 BIT衍生化处理

B I T与其它两种异噻唑啉酮分子结构存在一定差

异，其分子结构中存在活泼氢键，这就导致标准溶液中

BIT组分在进入气相色谱柱前很难完成气化，从而不能

被质谱检测器检测到。我们的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即

未经处理的三种异噻唑啉酮混合溶液的气相色谱分析

图中，并不能找到BIT组分。

为了改善BIT的分离状况，我们需要通过衍生化处

理取代BI T中的活泼氢键，通过大量查阅文献，最终决

定选择用N,O-双（三甲基硅烷）三氟乙酰胺（BSTFA）

作为衍生化试剂，使BI T中的活泼氢键硅烷化，且这种

硅烷化反应对其它两种异噻唑啉酮的分离无影响。我

们分别对衍生化时间、衍生化试剂量、衍生化温度进行

单因素优化试验。

3.1.1 衍生化时间的影响

参考其他文献，我们选择在固定衍生化试剂量

30μl、衍生化温度60℃的前提下，对B I T衍生化时间

因素进行摸索，衍生化时间10m i n、20m i n、30m i n、

40min、50min、60min、70min、80min，通过对选择

离子203、228得到色谱峰进行积分计算。

通过图2分析，得出结论：随着衍生化时间的增加，

B I T衍生化程度逐渐增大，在衍生化时间达到50m i n

后，随着衍生化时间的增大，色谱峰积分面积基本保持

图2  衍生化时间的影响

图3  衍生化试剂量的影响图1  1,2-苯并异噻唑基-3（2H）-酮（BIT）结构式

表2  色谱分离参数及质谱扫描参数

色谱

参数

质谱

参数

Elite—5MS（30m×0.25mm，0.25μm)

280℃

2μl

5∶1

溶剂延迟

全扫描时间

选择离子扫描时间

选择离子

色谱柱型号

进样口温度

进样量

分流比

升温程序

6min

0.2s

0.1s

MI∶115,87

CMI∶149,121

CMI-d3∶152,122

BIT∶208,223

速率/(℃/min)

-

10

20

温度/℃

80

220

240

保持/min

2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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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并未增加，且一直趋于稳定。当被衍生化组分浓度为

16μg/ml，衍生化试剂为20μl时，BIT组分的衍生化程

度略显欠佳，当衍生化试剂量达到30μl及以上时，BIT

组分衍生化才完全，故选择30μl作为衍生化试剂的使

用量。

3.1.3 衍生化温度的影响

我们考察衍生化温度对BIT衍生化的影响因素，分

别设置衍生化温度为25℃、40℃、50℃、60℃、70℃，衍

生化时间60min、衍生化试剂30μl。得到图4数据。

通过图4分析，得出结论：当衍生化时间为60min、

不变，为保证BIT组分衍生化完全，故选择60m i n作为

BIT组分的衍生化时间。

3.1.2 衍生化试剂量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三个不同浓度含有BI T组分的标准溶

液，分别准确移取1m l溶液于自动进样小瓶中，准确加

入20μl、30μl、40μl、50μl衍生化试剂，在温度为60℃

的水浴中衍生60min，得到图3数据。

通过图3分析，得出结论：当被衍生化组分浓度为

2μg/ml、8μg/ml，衍生化试剂为20μl时，即可衍生化

完全，再随着衍生化试剂量的增加，BI T组分峰积分面

表3  方法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n =6）

异噻

唑啉酮

MI

CMI

BIT

测定量/

(mg/g)

0.0943

0.1926

0.7440

0.0241

0.0460

0.1820

0.0927

0.1888

0.7272

加标量/

(mg/g)

0.1

0.2

0.8

0.025

0.05

0.2

0.1

0.2

0.8

回收率

/%

94.3

96.3

93.0

96.4

92.0

91.0

92.7

94.4

90.9

RSD

/%

1.9

1.9

3.7

5.8

6.9

3.0

1.5

1.7

2.8
图4  衍生化温度的影响

图5  全扫描+选择离子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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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化试剂量为30μl时，随着衍生化温度的提升，衍生

化效果得以改善，当温度达到50℃以上时，衍生化趋于

完全并稳定不再变化，故选择60℃作为BIT的衍生化温

度。

3.2 质谱参数的优化

我们对质谱参数中扫描时间进行了优化，通过将

选择离子扫描时间由0.1s调整为0.05s，扫描方式由原

有的全扫描+选择离子扫描调整为仅有选择离子扫描，

通过以上两个参数的调整，使得定性选择离子峰形更

加平滑，定量更加准确。

3.3 萃取溶剂的选择

实验中分别考察了丙酮、正己烷、二氯甲烷作为萃

取溶剂对异噻唑啉酮检测结果的影响。实验中发现，丙

酮和正己烷作为萃取溶剂时，加标回收率较二氯甲烷偏

低，故选用二氯甲烷作为萃取溶剂进行样品的前处理。

3.4 加标回收率、重复性

方法的加标回收率实验使用不含被测组分的烟用

纸张定量加标的形式获得数据，按照样品前处理方法，

在准确称取0.2g纸样后，向三角瓶中分别按低、中、高

三个不同浓度含量加标，各平行制备6组样品，结果见

表3。由表3可知，三种异噻唑啉酮的回收率为90.9%～

图6  仅选择离子扫描

表4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异噻

唑啉酮

MI

CMI

BIT

相关系数

/R2

0.9973

0.9952

0.9961

线性范围

/(mg/l)

0～16.0

0～4.0

0～16.0

检出限/

(mg/kg)

0.024

0.0046

0.020

定量检出限

/(mg/kg)

0.074

0.014

0.062

96.4%，RSD为1.5%～6.9%，表明此方法的准确度和精

密度比较好。

3.5 线性范围及检出限

方法检出限：通过稀释最低浓度标准溶液，待测

组分在选择离子色谱图不低于3.3倍信噪比（S/N）和

10倍信噪比（S/N）所对应的异噻唑啉酮含量分别计算

为方法的检出限（LOD）和定量限（LOQ），结果见表

4。

三种异噻唑啉酮化合物检出限为0.0 0 4 6～

0.024mg/kg，定量限为0.014～0.074mg/kg，通过上

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将方法的各项参数反复优化调整之

后，三种异噻唑啉酮化合物均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及较

高的灵敏度。

3.6 样品测试

利用本方法对本公司几大纸种中异噻唑啉酮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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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含量情况进行摸底排查，结果显示均为“未检出”，

表明在造纸生产过程中适量添加杀菌剂，并不会在产品

中造成残留。

4  结论

结合目前国内相关法规标准对异噻唑啉酮的限制

要求，建立了烟用纸张中三种异噻唑啉酮杀菌剂的检

测方法，对影响因素逐一摸索优化，并验证方法关键

性指标如下：精密度相对标准偏差1.5%～6.9%、加标

回收率为90.9%～96.4%、检出限（LOD）为0.0046～

0.024mg/kg、定量限（LOQ）为0.014～0.074mg/kg。

该方法能够准确定量分析纸张中三种异噻唑啉

[收稿日期:2018-12-25(修改稿)]

酮杀菌剂的含量，并具有可操作性强、样品分析稳定准

确、灵敏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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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火焰发射光谱技术应用于卷烟纸中钾（钠）

测定。根据卷烟纸的特殊性,样品采用水抽提的方法,

分析时利用火焰光度计进行检测。该方法具有较好

的线性（r＝0.996～0.998）和精密度（RSD在5.0％以

下），回收率在95.8％～103.7％之间，检出限在0.028

～0.032μg/m l之间。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具有结

果准确、可靠，成本低等特点。

关键词：火焰光度计；卷烟纸；钾；钠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cigarette paper, 
a method of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kalium and sodium 
contents in cigarette paper through f lame photometry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is method had good linear 
behavior (r＝0.996～0.998) and precision (RSD<5.0%), the 
recovery rate was 95.8%～103.7%,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0.028～0.032μg/ml. This method was simple, high 
sensitivity, low cost and convenient to be operated, and the 
testing result was precise and reliable.
Key words: flame photometry; cigarette paper; kalium;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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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纸是卷烟的主要辅料之一，由植物纤维和无

机填料组成，直接参与卷烟的燃烧[1]。卷烟纸的理化特

性对烟支的燃烧性、吸味和烟气有害成分含量等均有一

定影响[2～4]。卷烟纸中助燃剂成分一般是有机酸的钾盐

或钠盐，其含量的多少及各种助燃剂比例不同，不但关

系到烟支的燃烧情况、包灰状况，还会影响到烟支的品

吸效果。因此，快速、准确测定卷烟纸中钾（钠）离子含

量，可以有助于保证卷烟纸质量，进一步满足烟草质量

需求。

卷烟纸中钾（钠）离子含量测定方法有原子吸收光

谱法、离子色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这些

方法存在仪器价格昂贵、操作繁琐等问题。利用火焰光

度计对卷烟纸中钾、钠进行测试，该方法简便、快捷、准

确、稳定、成本低，适用于现场指导生产。

1  实验部分

1.1 原理

	试样经热水抽提后，溶液喷射成雾状进入燃烧火

焰中，所产生的激发态原子回落到基态原子时，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其钾（钠）含量与模拟量成正比，与标准系

列比较定量。

1.2 仪器

F P6410火焰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HG63卤素水分仪（瑞士梅特勒）。

1.3 试剂

钾标准贮备液（1000μg/ml）。

钠标准贮备液（1000μg/ml）。

硝酸（1+3）。

钾（钠）标准使用溶液：向100m l容量瓶中分别移

取10ml钾标准贮备液或钠标准贮备液，用超纯水定容，

并摇均。

钾（钠）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向7个100m l容量瓶

中，移取下表中所示的一定体积的标准使用溶液和5m l

硝酸（1+3），然后用超纯水定容，并摇均。其离子浓度

表1  钾（钠）标准工作溶液离子浓度系列

元素

钾/(μg/ml)

钠/(μg/ml)

2.5ml

2.500	

2.500

0ml

0.000

0.000

5ml

5.000	

5.000

7.5ml

7.500	

7.500

10ml

10.000	

10.000

15ml

15.000	

15.000

20ml

20.000	

20.000	

系列如表1。

1.4 检测步骤

1.4.1 试样的制备与处理

制样：将纸样切碎、混匀。

抽提：用HG63卤素水分仪烘取绝干试样0.210g左

右，置入250m l鱼口瓶中，加入140m l超纯水加热至沸

腾，并保持13～15min。

定容：抽提结束后，将试样溶液过滤到100m l容量

瓶中，并向此容量瓶中加入硝酸（1+3）5m l，然后用超

纯水定容，摇匀。

1.4.2 测试

标准曲线的绘制：吸取钾（钠）标准系列溶液，

以浓度为横坐标，相对应的模拟量为纵坐标，得到浓

度与模拟量关系的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不应小于

0.995。

样品的测试：吸取样品溶液，测得钾（钠）的模拟

量值，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得到样品溶液中钾（钠）浓

度。

试样空白测试：按照所述方法，不加样品进行空白

试验，得到试样空白溶液。

1.4.3 结果计算

试样中钾（钠）含量按下式计算：

x=[(c-c 0)×v]/1000×m

式中：

x—试样中钾（钠）含量，mg/g；

c—试样溶液中钾（钠）浓度，μg/ml；

c 0—试样空白溶液中钾（钠）浓度，μg/ml；

v—试样溶液定容体积，ml；

m—试样质量，单位,g。	

2  结果与讨论

2.1 前处理及分析条件的选择

通过微波消解法与热水抽提法

实验对比表明，热水抽提法可以将卷

表2  方法检出限

元素

钾

钠

0.028	

0.032

检出限/

(μg/ml)

线性范围/

(μg/ml)

0.00～20.00

0.00～20.00

定量限/

(mg/g)

0.044

0.051

相关

系数

0.998

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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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中钾（钠）离子完全抽提，且热水抽提法与微波消

解法相比，具有操作简便、节省时间、成本低、对人无害

等特点，故本实验采用热水抽提法进行前处理。

通过大量实验，摸索出空压机压力0.15M Pa,火焰

最小，合适的模拟量及使用线性回归法校正等分析条

件。

2.2 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方法检出限

取标准系列溶液进行测定，获得钾（钠）标准溶液

的浓度与其模拟量线性回归方程。用试样空白液平行测

试21次的标准偏差及工作曲线斜率计算检出限，结果

如表2。	

结果表明本方法线性和灵敏度能够满足日常检测

需求。

2.3 准确度实验

针对火焰光度法测试钾（钠）含量准确度的问题，

本实验设计两个实验方案，方案一与已知含量的标样比

较，方案二与原子吸收光谱法比较。

2.3.1 与标样比较实验

利用火焰光度法测试标样中钾（钠）含量，与标样

中实际钾（钠）含量比较。

(1）钾元素对比实验：火焰光度法测试钾元素值与

实际值比较分析如图1。

通过图1分析表明，钾元素测试值平均偏高0.06mg/g，

最大值为0.28mg/g，最小值为-0.06mg/g。

(2）钠元素对比实验：火焰光度法测试钠元素值与

实际值比较分析如图2。

通过图2分析表明，钠元素测试值平均偏高0.18mg/

g，最大值为0.29mg/g，最小值为-0.06	mg/g。

2.3.2 与原子吸收光谱法比较实验

取不同钾（钠）含量卷烟纸，分别利用火焰光度计

和原子吸收光谱仪测试同样试样，并对测试结果进行

比较。

(1）钾元素对比实验：火焰光度计与原子吸收光谱

仪测试钾元素对比分析如图3。

通 过图3分析 表明，钾元素测试值平均偏高

0.11mg/g，最大值为0.34mg/g，最小值为-0.10mg/g。	

图3  火焰光度计与原子吸收光谱仪钾元素测试结果比较

图4  火焰光度计与原子吸收光谱仪钠元素测试结果比较

图1  火焰光度法钾元素测试值与实际值比较

图2  火焰光度法钠元素测试值与实际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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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钠元素对比实验：火焰光度计与原子吸收光谱

仪测试钠元素的对比分析如图4。

通 过图4 分析 表明，钠元素测试值平均偏高

0.09mg/g，最大值为0.19mg/g，最小值为-0.11mg/g。

通过与标样和原子吸收光谱仪测试结果比较表

明，利用火焰光度计法测试卷烟纸中钾（钠）含量能够

满足日常生产的监控要求。

2.4 方法精密度、回收率

取同一卷烟纸样品切碎混匀，分成4组，其中1组平

行测定7次计算精密度。另外3组，分别加入3个不同浓

度钾（钠）标准溶液，进行测试并计算回收率，结果如 [收稿日期:2019-03-23(修改稿)]

元素

名称

钾

钠

表3  方法精密度与回收率

RSD

/%

2.45

3.58

原含量/

(mg/g)

3.14

1.73

加标量

(mg/g)

0.95

1.90

2.86

0.95

1.90

2.86

测定量/

(mg/g)

4.05

5.06

5.98

2.69

3.7

4.58

回收率

/%

95.8	

101.0	

99.3	

101.1	

103.7	

99.7

平均回

收率/%

98.7	

101.5	

表3。

本方法测试钾（钠）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5%，回收

率在95%～105%之间，表明本方法符合分析要求。

3  结论

利用火焰光度计法测试卷烟纸中钾（钠）含量，其

方法操作简便，成本低，测试结果的准确度和重复性能

够满足检测要求，具备在生产现场应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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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化机浆废液碱回收

系统的实际运行，重点介绍了化机浆废液碱回收需要解决的

许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如稀黑液纤维含量高，蒸发效罐纤

维垢和无机垢结垢严重且难以去除，以及碱炉因浓黑液热值

低，燃烧不完全，飞灰量大，绿液TSS含量高等问题，进行了详

尽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化机浆；碱回收；蒸发系统；运行周期；纤维垢；无

机垢；清洗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alkali recovery 
system in Guangxi Jingui Pulp and Paper C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alkali recovery were introduced. The real problems, 
such as high fiber content in dilute black liquor, the fiber scaling 
and inorganic scaling in evaporative effect tanks are serious and 
difficult to remove, and incomplete combustion in alkali furnace 
because of low calorific value with black liquor, large amount of 
fly ash, and high TSS content in green liquor etc.,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According to these analysis, detailed 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chemi-mechanical pulp; alkali recovery; evaporation; 
operation cycle; fiber scaling; inorganic scaling;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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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木材纤维资源缺乏，高效利用纤维原料的理

念已是中国制浆造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促使

中国成为世界上化机浆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化机浆生产国。化机浆的最大特点是

资源利用率高，得率最高可以达到95%，是化学浆的两

倍，产生的污染较少，COD仅是化学浆的1/10～1/6。

但是近年随着化机浆技术的发展，用水量也越来越少，

进而使废水浓度升高，产生的高浓化机浆废水不易治

理的难题凸现。尤其从2008年开始，国家颁布实施新的

《制浆造纸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文件，

对化机浆排放水量和污染量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这对国内相关生产化机浆的企业是极大的挑战和

考验。因此，努力克服化机浆废水处理技术难关的意义

十分重大[1]。

目前，国内化机浆企业普遍采用以好氧/厌氧为核

心的生物处理技术处理废水，典型的化机浆废水处理

流程见图1，该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厌氧单元能否长

期良好运行，能否良好运行又取决于化机浆废水中含硫

物、螯合剂、树脂酸、单宁等对甲烷菌的生物毒性[1]。	

国内某厂化机浆减排技术的模式为：化机浆废水

与化学浆黑液混合处理的模式，此方

法的好处是进效浓度比单一的化机浆

废水提高了，热值等其它参数比单一

的化机浆也相应有所改善，系统运行

的难度也大大降低。

据调查，国内单一化机浆的碱回

收有：2010年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

司化机浆试车投产；2011年金隆浆纸

业(江苏)有限公司化机浆试车投产；

2016年斯道拉恩索(广西)浆纸有限

公司化机浆试车投产。为实现制浆造

纸的节能减排，达到2008年《制浆造

纸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

2008）的要求，化机浆黑液碱回收势

在必行，以真正实现制浆造纸节能减

排。

碱回收系统应是我国化机浆企

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具有创新

性、先进性，尤其是2010年以碱回收

表1  金桂化机浆配套设计能力

车间

设计能力

供货商

2#APMP

/(ADt/d)

750

Andtitz

1#APMP

/(ADt/d)

750

Andtitz

BCTMP

/(ADt/d)

750

Metso

1#VE

(t/h)

800

江苏华机

RB/

(tDS/d)

400

华西能源

RC/

(m3/d)

1000

山东汶瑞

2#VE

(t/h)

800

天津恒脉

山东汶瑞

表2  历年稀黑液中纤维含量数据对比(mg/kg) 

年份

1#APMP纤维含量

2#APMP纤维含量

BCTMP纤维含量

2011年

95.91

132.24

-

97.01

117.27

234.41

2012年

103.24

123.58

215.22

2013年

80.77

97.45

127.08

2014年

53.64

30.83

148.99

2015年

37.43

28.78

62.75

2016年

14.34

38.19

38.87

2017年

110.65

153.10

-

2010年

系统为关键的化机浆废水低排放技术被列入国家环保

部《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成为国家鼓

励并推广的化机浆污染物防治的成熟技术[3]。国家实施

节能减排政策，我国化机浆吨浆耗水量从过去的20m3

以上降至现在的10m3，化机浆废水浓度从过去的数千

mg/l升至现在的10000～20000m g/l；环保部颁发的

制浆造纸水污染物排放新标准，要求到2011年化机浆

废水COD排放标准指标为小于100m g/l。一方面废水

浓度大大升高，另一方面排放要求更加严格，如继续用

厌氧—好氧生物处理技术，治理技术难度变大，治理费

用也会成倍地升高[1]。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化机浆配套设施如表

1。

碱回收分为三个车间：蒸发车间、碱炉车间和苛化

车间。如图2。

1  蒸发车间

1#蒸发系统由江苏华机环保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设

计供货（设计蒸发量800t/h），于2010年试车投产；2#

蒸发系统由天津恒脉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汶瑞机

图1  国内化机浆废水的典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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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山东）有限公司设计供货（设计蒸发量800t/h），于

2013年试车投产，流程为由制浆车间送来的黑液浓度进

入本工段稀黑液槽,由供液泵送入稀黑液闪蒸罐→PF-

8→PF-7→PF-6→PF-5→PF-4→PF-3→PF-2→PF-

1C→PF-1B→PF-1A→浓黑液闪蒸罐→碱灰混合槽

→FC-1A→FC-1B→FC-1C→压力浓黑液槽[2]。如图

3。

存在的问题：

1.1 纤维垢

减少纤维垢的控制有以下几点：

1.1.1 纤维含量的检测

稀黑液的纤维含量是使用200目的筛子来检测，表

2是历年来的纤维含量变化，开机前六年对这关键性指

标未引起重视，纤维含量较高，造成蒸发器效罐换热管

易被纤维堵塞，影响到运行周期和换热效率，后来通过

及时更换污水筛的筛框，对稀黑液纤维含量严格管控，

2016年后纤维含量可控制在≤50mg/kg。

1.1.2 TSS的检测

稀黑液TSS含量则通过滤纸抽滤，表3是稀黑液纤

维含量和TS S对比。从表中数据可看出，稀黑液的纤维

含量和TS S之间没有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受白水中细小

纤维和稀黑液量的影响，1#APMP和BCTMP都未回用

白水，细小纤维主要来源于2#APMP。

2#线的流程采用：

一段漂白→洗浆→二段漂白→洗浆→低浓磨浆→筛

选→浓缩→抄浆

抄浆白水中的细小纤维反复回到一段漂和二段漂

反应及低浓磨浆，最终形成粉末状的东西伴随黑液一

起通过污水筛，故其纤维含量低而TS S相对却要高，白

水回用也造成2#APMP的稀黑液量大、浓度低。

1.1.3 烧杯取样沉降目测

因为2#A PMP系统回用抄浆白水，从图4可看出，

其颜色要淡，检测的固含量也低。自从2016年抄浆白水

回用后，因为细小纤维增多，且可通过200目筛，检验部

门的检测结果不能直观反馈实际情况，故现场生产通

过烧杯取样，沉降10m i n后目测S S含量的多少来进行

管控，若达到25m l的S S则通知制浆及时更换污水筛的

筛框，正常情况下更换周期为10～12个月。

1.1.4 通过碱煮去除纤维垢测试

为节约能耗、减少停机时间，从2017年下半年进

行多次测试，在不同碱液浓度、碱煮温度和时间下，

最终得出最佳的碱煮条件：碱液浓度10%，碱煮温度

≥110℃，碱煮时间≥8h，每套蒸发器间隔一个月即需碱

煮一次，以提高换热效率，提高蒸发比，降低能耗。

由图5、表4可见，碱煮虽然可以100%去除纤维垢，

但无机垢无法去除。仍要寻找除去无机垢的适用之方

法才能解决此问题。

1.2 无机垢

钙、镁、硅和草酸主要来源于木材，磷的来源主

要是双氧水的稳定剂，有机物为纤维，检测相思木的

表3  稀黑液的纤维含量与TSS数据对比

化机浆车间

纤维含量/(mg/kg)

TSS/(mg/kg)

2#APMP线

23.16	

843.7

24.32	

820.9

24.25	

841.8

22.27	

782.1

20.08	

862.5

BCTMP线

79.05	

589.0

95.37	

521.4

136.25	

496.6

68.68	

477.6	

72.71	

501.4

43.92	

890.4

42.91	

837.7

45.47	

860.0

1#APMP线

图2  化机浆碱回收循环流程 图3  蒸发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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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浓度、温度和时间下碱煮对纤维的去除率比较

碱液浓度

/%

碱煮温度/℃

碱煮时间/H

去除率/%

3

95

8

50

95

4

40

110

4

50

110

8

55

10

95

4

70

110

4

90

95

8

80

110

8

100

5

110

8

85

95

8

70

110

4

70

95

4

60

7

95

4

65

95

8

75

110

4

85

110

8

95

钙离子含量为2092m g/k g，桉木为

529mg/kg，白液钙离子为30mg/l，

稳定剂的磷含量为7%。如图6、表5。

1.2.1 酸洗

1#蒸发器经过多次酸洗后，

1.25m m的换热管出现点蚀穿孔，于

2017年12月更换3～8效加热室。如图

7、表6。

实践证明，对于厚度只有1.25mm

的换热管来说，尽量避免酸洗除垢，

否则得不偿失。

1.2.2 机械清洗

从2014年开始自行机械清洗效

罐耗时96h/套，逐渐压缩到现在只

需要耗时48h/套。但达成此目标的前

提就是人海战术，每杆高压枪每小时

清洗换热管根数为40～50根。目前10

台高压清洗机每台接2杆高压枪，共

20杆，若人力充足，时间还可再压缩，

但因清洗压力高达50MPa，属高风险

作业，稍有不慎即会出现伤人事件。因

此，如何减缓无机垢的结垢速度，减

少停机清洗频率和次数是当务之急。

1#、2#蒸发系统各效换热管数

量如表7所示。目前清洗方式为：碱煮

（次/月），高压机械清洗（2月/次），

出于桶槽液位和生产上的调度，在机

械清洗前一周先安排碱煮，可把纤维

垢全部清洗干净，一周后再机械清洗

时，尚未有纤维挂壁，高压水射流可

直接接触到无机垢，对提高除垢率有

帮助。

1.2.3 化学清洗

否决 掉了酸 洗，只能使用对

S S304换热管腐蚀程度不严重的化

学除垢方式进行清洗，从2015年开

始，寄垢样给多家化学品厂商进行溶

垢实验测试，无机垢的溶解率都能

达到70%以上（见表8）。但是，经多

图4  稀黑液沉降目测纤维含量

图5  碱煮前后换热管对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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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加热管中的无机垢

图7  1#蒸发系统更换加热室及换下的换热管点蚀情况照片

家厂商多次上机清洗测试，效果都不理想（见表7），主

要原因是降膜式蒸发器的循环量小，冲刷力度不足，溶

液与无机垢的接触面差异造成，后续仍需要寻找适用

的化学品进行除垢。但经过化学清洗以后，附在管壁

上的无机垢有疏松现象，再通过高压水射流清洗（压

力50M P a），可彻底清除无机垢，但其缺点是停机时间

长，影响到浆产量。

1.2.4 抑垢剂

如表10所示，从各效罐结垢速度和厚度来看，8效

2个月内即形成2mm的草酸钙垢，故需要通过抑垢剂减

缓草酸钙的形成，以利于延长蒸发器运行周期，减少停

机除垢频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1.3 设计蒸发量和实际蒸发量的差异

如表11所示，两套蒸发系统设计蒸发量为800t/h，

实际运行中都未能达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3.1 蒸发面积不足

1#蒸发系统总蒸发面积为40692m2，2#蒸发系统

为37611m2，平均蒸发强度分别为19.7k g/（m2.h）和

21.3k g/（m2.h），考虑到是八效运行，且各效之间有

效温差较小，再适当考虑预留的清洗面积（以富余量

10%计），所以实际所需的蒸发面积应该在47000m2左

右较为合适。

1.3.2 蒸发面积的分配问题

对于多效蒸发系统，各效的运行指标，即各效运行

的温度、压力、蒸发水量等参数都是蒸发系统的动态自

我调整后形成的平衡状态，各效的参数在动态运行中

相互影响又彼此制约，但是唯一不能动态调整的参数

就是各效的蒸发面积，所以在蒸发系统中，各效蒸发面

积的设计选型就成为整个蒸发系统

运行效果好与差的关键所在，如果某

个效体的蒸发面积不足，就会相应地

拉低整个蒸发系统的生产能力。

1#蒸发系统的4效、5效、6效、7

效、8效的蒸发面积设计均相等，2#蒸

发系统的3效、4效、5效、6效、7效、8

效的蒸发面积设计均相等，但根据热

量和物料的平衡计算结果，表明各效

蒸发面积设计是不相等的，具体表现

在6效、7效、8效蒸发面积不足，其中8

效蒸发面积不足尤为严重。

1.3.3 二次蒸汽管径偏小

在蒸发系统设计中，各效的蒸发

水量决定了各效蒸发面积的选取，如

果蒸发面积不合理，会影响各效的蒸

发水量，而蒸发水量决定着各效二次

蒸汽管路的直径大小；2#蒸发器中2

效、3效、4效、5效的二次蒸汽管路流

速较高（正常范围为根据蒸汽压力、密

度等参数，蒸汽流速在30～70m/s），

其流速基本都在设计流速范围的上

限，蒸汽过流量已无提升空间。

同上所述，如果蒸发系统某个效

体的二次蒸汽管路受限，也会相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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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垢样成分分析（mg/kg）

效罐

氧化钙(CaO)

氧化镁(MgO)

二氧化硅(SiO2)

酸不溶物

五氧化二磷(P2O5)

灰分(600±25℃)

草酸根(C2O4
2-)

草酸钙(CaC2O4)

磷酸钙(Ca3(PO4)2)

有机物

1效B

12.00

13.00

7.35

19.40

9.60

49.50

5.69

10.12

17.17

43.81

1效A

9.30

9.30

7.28

19.40

7.05

46.00

4.81

8.55

12.61

41.19

1效C

15.10

15.10

8.21

20.00

10.10

38.00

9.17

16.31

18.07

28.83

2效

18.00

15.30

4.57

18.30

14.00

31.00

8.95

15.90

25.04

22.05

4效

19.20

4.50

3.42

9.61

17.50

40.88

6.94

12.34

31.30

33.94

5效

21.40

4.10

2.20

7.80

19.60

39.40

7.64

13.58

35.06

31.76

3效

16.60

5.32

4.10

7.80

15.60

46.40

5.52

9.82

27.90

40.88

6效

24.70

3.65

1.36

6.27

15.70

38.30

15.84

28.15

28.08

22.46

7效

31.20

0.52

1.29

10.35

4.96

41.60

26.58

47.25

3.91

15.02

8效

42.00

ND

0.36

4.03

ND

46.40

44.95

79.91

0.00

1.45

表7  1#、2#蒸发系统各效换热管数量

效罐

1#蒸发系统换热管(根)φ50.8×1.25×12000mm

2#蒸发系统换热管(根)φ50.8×1.25×13000mm

1效B

1230

1016

1效A

1230

1016

1效C

1230

1016

2效

2016

2314

4效

2681

2121

5效

2681

2121

3效

2016

2121

6效

2681

2121

7效

2681

2121

8效

2681

2121

表6  1#蒸发系统酸洗时间和次数统计

清洗效罐及方式

委外化学+机械清洗，全部效罐

自行酸洗1～3效

自行酸洗1～4效

委外化学+机械清洗，1效A/B/C、2～5效（化学+机械清洗），强制

效1～3(化学清洗)

委外化学+机械清洗，1效A/B/C、2～4效

委外化学+机械清洗，1效B/C、2-4效(化学+机械清洗），5～8效

（化学清洗)

自行酸洗全部效罐	

自行酸洗全部效罐

自行酸洗全部效罐

自行酸洗全部效罐

自行碱煮全部效罐+酸洗3～7效

2011年3月22日

2011年8月21日

2011年10月31日

2012年1月1日

2012年3月15日

2012年8月3日

2013年1月10日

2013年6月9日

2014年1月6日

2014年7月16日

2017年10月8日

时间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备注

厂商化药（浓度不详)	

氨基磺酸1.2t加盐酸12.09t（浓度6%)	

盐酸18.1t+2.4t氨基磺酸（浓度6%）	

厂商化药（浓度不详)

厂商化药（浓度不详)

厂商化药（浓度不详)

氨基磺酸（浓度6%）

氨基磺酸（浓度6%）

氨基磺酸（浓度6%）

氨基磺酸（浓度6%）

氨基磺酸（浓度10%)

表8  商家C和商家E垢样溶解实验

厂商E实验数据

除垢剂

10%	

药品

效罐

垢样

2效

3效

4效

5效

6效

7效

8效分布板

8效加热管

5.0082	

5.0078	

5.0053	

5.0021	

5.0055	

5.0069	

5.0101	

5.0098	

初始重量

/g

0.7838	

0.5852	

0.5669	

0.6214	

0.5912	

0.8987	

1.2200	

0.9754

残渣重量

/g

84.35

88.31

88.67

87.58

88.19

82.05

75.65

80.53

溶解率

/%

厂商C实验数据

效罐

垢样

4效

5效

6效

7效

8效

7效

8效

8效

初始重量

/g

4.0415	

4.0436	

4.0818	

4.0120	

4.3301	

4.2121	

4.0785	

4.1980

残渣重量

/g

0.0831	

0.4813	

0.2207	

0.4667	

1.6032	

0.1990	

1.1596	

0.0133

97.94	

88.10	

94.59	

88.37	

62.98	

95.28	

71.57	

99.68

溶解率

/%
除垢剂

7%	

药品

7%药品	

1%NaOH

14%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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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整个蒸发系统的生产能力。

1.3.4 加热管结垢和堵塞

蒸发器换热管加热面结垢或加热管堵塞使得整个

蒸发系统的有效蒸发面积严重受损，导致蒸发系统产能

降低，那么加热管结垢和堵塞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化机浆稀黑液纤维含量或TSS高，容易造成

纤维挂壁或堵塞；而形成无机垢的钙、磷、硅等元素，

需控制主副原料中的含量，并抑制其从蒸发效罐中析出

以及如何高效除垢是后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其二，管式降膜蒸发器内部的布膜器（或分配器）

设计不合理，这使得进入各个加热管内侧的介质流量不

均匀，流量较为充足的加热管介质形成蒸发，但满管又

会影响蒸发强度；流量较为不足的介质在加热管内侧极

易形成结垢，积垢较厚时甚至堵塞加热管，影响蒸发效

率。

其三，布膜厚度，2#蒸发器系统

管式降膜蒸发器加热管内侧介质布膜

厚度在1.16～1.2m m范围内，布膜太

薄会使介质在加热面处的结垢成为可

能，甚至造成干板事故，再加上布膜

不均匀，使得加热管结垢堵塞成为必

然。

图9  苛化流程图8  碱回收炉

表11  1#、2#蒸发系统设计差异

强制效1

744

650

0.031

0.049

1500

1200

效罐

换热面积/

m2

二次蒸汽管

截面积/m2

循环泵流量

/(m3/h)

1#蒸发系统

2#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2#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2#蒸发系统

强制效2

744

650

0.031

0.049

1500

1200

强制效3

744

650

0.031

0.049

1500

1200

1效C

2240

2003

0.385	

0.385	

1340

1370

2240

2003

0.385	

0.385	

1340

1370

1效B1效A

2240

2003

0.385	

0.385	

1340

1370

5效

4880

4182

1.901	

1.767	

2050

1350

3670

4560

1.005	

0.950	

1650

1500

2效 3效

3670

4182

1.272	

1.131	

1650

1350

6效

4880

4182

2.655	

2.545	

2050

1350

4效

4880

4182

1.571	

1.539	

2050

1350

7效

4880

4182

4.021	

3.142	

2050

1350

8效

4880

4182

6.927	

4.540	

2050

1350

表9  四家化学品厂商除垢剂测试情况

2015.7.26

2016.11.5

2016.11.8

2016.12.2

2016.12.5

2017.2.5

2017.4.5

测试时间

6/7/8效

6/7/8效

6/7/8效

2/3/5效

4效

5效

2效

效罐

≥60

≥50

≥50

40

80

80

80

温度

/℃

厂商A

厂商B

厂商C

厂商D

化学品

厂商
车间

2#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2#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1#蒸发系统

8

8

8

6～8

7

8

8

循环时间

/h

去除率

/%

30

20

20

50

50

70

30

表10  各个效罐纤维垢和无机垢形成时间和厚度

纤维垢厚度(1个月)/cm

无机垢厚度(2个月)/mm

效罐

0.3

微量

1效B

0.3

微量

1效A

0.3

微量

1效C

0.4

0.5

2效

1

0.4

4效

0.8

0.3

5效

1

0.5

3效

少量

0.2

6效

微量

0.1

7效

—

2

8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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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加热管材料固有的原因，国产加热管（或卷

制加热管）内壁表面光洁度普遍达不到2B表面，这使得

黑液在蒸发过程中在加热面容易挂壁，从而导致加热

管结垢堵塞。

2  碱炉车间(图8）

碱炉由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供货（设

计固形物处理量400tDS/d）。蒸发工段送来浓度65%、

温度130℃的浓黑液，经前后左右墙共四支黑液喷枪喷

入碱回收炉燃烧。黑液在炉膛内经过高温烟气干燥、裂

解和燃烧，其中含有的有机固形物被烧掉，而无机物经

过高温后，残留在底部。黑液固形物经过燃烧，停留在

炉膛底部的无机熔融物顺着溜槽流入溶解槽内，用稀

白液溶解生成绿液后连续泵送至苛化工段。为降低熔

融物到达溶解槽液面之前的噪音，溶解槽配有绿液及蒸

汽消音装置，而熔融物溜槽采用软化水冷却。绿液浓度

可根据蒸煮要求的白液浓度进行控制，一般控制在110

～120g/l(Na2O计)。由于绿液易产生结晶，为减少管垢

的生成，稀白液与绿液输送管线设计为可互换使用的系

统，同时在绿液泵出入口管线上设置了热水循环洗涤管

路及酸洗液接口管。利用黑液中有机固形物燃烧产生的

热量所生产的饱和蒸汽送蒸发车间使用，产生的饱和

蒸汽量约为(1.8M P a，208.8℃)45～48t/h，碱回收炉

的热效率在54%左右。为减少积灰和恶臭气体排放，采

用先进的低臭式单汽包喷射炉[2]。碱回收炉使用重油或

柴油作为开、停炉及特殊情况下的燃料，油枪采用机械

或蒸汽雾化的形式。

存在问题：

(1）设计炉膛尺寸偏小，炉膛断面热负荷大、断面

处理量大、断面容积热负荷大，固形物处理量无法提

升，成为提高产量的瓶颈，见表12。

从表12可看出，金桂的碱回收炉设计的尺寸就偏

小，断面和容积偏小，黑液在炉内停留时间短，不能完

全燃烧，同时热量对水冷壁的辐射面积小，炉温和烟温

高，易引起结焦堵灰。但如果炉膛尺寸、断面和容积偏

大，将会造成炉内温度低，对燃烧不利，还增加了建造

碱炉耗用的钢材。

(2）设计为低压碱炉(1.8M P a，208.8℃)，蒸汽未

经发电直接使用，能源利用不合理。

如表13的效益计算，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碱炉的

固形物处理量为400t D S/d。应该增设过热器，以提高

蒸汽的温度和压力至3.82MPa、450℃，并增设背压汽轮

发电机组。如此改造每年所产生的效益超过1000万元。

3  苛化车间(图9）

苛化由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设计供货（设计

表12  国内外碱炉炉膛尺寸和热负荷对比表

设计厂商

锅炉负载/(tDS/d）

浓黑液热值/(kcal/kg.DS)

炉膛宽度/mm

炉膛纵深/mm

炉膛总高/m

炉膛断面热负荷/(MW/m2)

炉膛断面处理量/(kg/m2.h)

炉膛容积热负荷/(KW/m3)

工厂

武汉锅炉	

400

2950

5360

5360

31.25

1.99

580

63.68

A厂

华西能源	

400

2750

4800

4800

28.80	

2.31

725

80.21

金桂厂

武汉锅炉	

185

2700

3850

3850

26.54

1.58

520

59.53

B厂

武汉锅炉	

125

2850

3190

3190

24.20	

1.70

512

70.25

C厂

—

225

3320

3400

4300

43.00	

2.47

641

57.44

国外D厂

表13  蒸汽升温升压后发电效益计算

锅炉

400

固型物处理量

/(tDS/d)

40

产汽量	

/(t/h)

450

蒸汽温度

/℃

3.82

蒸汽压力	

/MPa

汽机

3.52

进汽压力	

/MPa

440

进汽温度	

/℃

汽机背压

/MPa

11

排汽压力	

/MPa

计算结果

13.42

效率	

/%

14.49

耗汽量/

[kg/(kW.h)]

23184000	

年发电量

/(kW.h)

10200960

年效益/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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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液处理量1000m3/d）。燃烧工段过来的绿液进入绿

液稳定槽以后，再用泵送到绿液澄清器，绿泥与绿液在

澄清器内分离开。绿泥下沉到底部，先后经过绿泥槽、

绿泥洗涤器洗涤、沉渣槽、过滤机过滤，最后焚烧。分

离出来的绿液先后经过换热器、提渣机、苛化乳液槽、

白液澄清器、制浆工段。白泥则定期反冲洗、经刮泥刀

送至白泥稀释槽。白泥则经过白泥洗涤器、稀白液贮存

槽、燃烧工段溶解槽、白泥沉渣槽，最后送至白泥堆场，

白泥可供给动力锅炉脱硫使用，进而可以节降石灰石的

使用，节省成本，同时避免掩埋对环境的影响[2]。系统

的剩余白泥则让售给电厂脱硫，由于比外购石灰石粉的

脱硫成本节降明显，剩余白泥销路无问题。

存在问题：绿泥预挂过滤机设计面积偏小，处理量

不足。

(1）苛化设计能力为：白液10 0 0 m 3/d，绿液

1250m3/d，T S S≤1500m g/k g（参考化学浆），绿泥

量：2t/d；实际T S S：5000～6000m g/k g，绿泥量：

5.4t/d。现有的绿泥预挂过滤机设计面积是15m2，处

理量4t/d，无法满足生产需要。

(2）浓白液铁离子在系统中累积逐年升高，增加制

浆化药消耗。

从表14可以看出，浓白液中的Fe3+离子含量因在系

统中累积无法去除而逐年升高，从最开始的10m g/k g

上升至现在的115m g/k g。浓白液中Fe3+离子会增加制

浆化学品的消耗，增加成本（表15）。

经过测试对比发现，生产80/3.0/12浆料时，使
[收稿日期:2019-03-29(修改稿)]

表15  生产不同浆料规格浓白液和混合苏打的对比

浆料规格	

白度/松厚/抗张

80/3.0/12

差异	

70/2.9/14

70/2.9/14

差异

双氧水/

(kg/ADt)

74.53	

66.00	

-8.53	

35.85	

32.78	

-3.06

液碱

配比

浓白液80%;外购碱20%

外购碱100%

差异

浓白液80%;外购碱20%

外购碱100%	

差异

NaOH/	

(kg/ADt)

9.85	

46.54	

—

9.25	

17.67	

—

浓白液/

(kg/ADt)

39.42	

—

—

37.00	

—

—

稳定剂/

(kg/ADt)

7.41	

6.51	

-0.90	

4.98	

5.10	

0.12

DTPA/	

(kg/ADt)

7.28	

6.23	

-1.05	

6.57	

4.96	

-1.60

总碱/

(kg/ADt)

49.27	

46.54	

-2.73	

46.25	

43.85	

-2.40

用同样原料，双氧水节降8.53k g/AD t，因双氧水降幅

大，总碱用量节降2.73k g/AD t,稳定剂和DTPA也相

应有节降。生产70/2.9/14浆料时，使用同样原料，双

氧水节降3.06k g/AD t，总碱用量节降2.40k g/AD t,	

DTPA用量节降1.60kg/ADt，稳定剂耗量略有增加。

由此可知，生产同样规格的浆料，使用占比80%浓白液

的混合苏打比使用纯外购碱的会增加吨浆化学品的消

耗，增加吨浆成本。

4  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运行摸索及操作流程和工艺的优化，

化机浆碱回收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浆产量逐年提

升，突破历史高点。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

如无机垢结垢严重且难以去除，碱炉因设计缺陷，造成

燃烧不完全，飞灰量大，绿液T S S含量高等问题。后续

新建的化机浆碱回收系统在参考金桂经验的基础上，一

定要避免上述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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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历年浓白液Fe3+含量数据

Fe3+/(mg/kg)

年份

10

2011年

22

2012年 2013年

34

2014年

51

2015年

76

2016年

89

2017年

107

2018年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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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转移施胶机延长计量棒使用寿命的措施
⊙ 吕晓峰  徐永春  朱勋辉（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214）

A discussion on prolonging the service life of measuring 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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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晓峰 先生

工程师，技术中心技术主任；在景兴纸

业大型高速纸机工作11年，从事制浆

造纸工艺技术管理工作。

纸页表面施胶是指湿纸幅经干燥部脱除水分至定

值后，在纸页表面均匀地涂覆适当胶料的工艺过程[1]。

纸页表面施胶的方法有多种，膜转移表面施胶是最常用

的一种（图1）。其工作原理是通过计量棒的计量，在施

胶辊的表面涂上一层均匀的胶料薄膜，随后再在转移压

区中移到纸幅上。该方法可保证良好的运行性能和施胶

精度[2]。在这个过程中，计量棒对施胶量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计量棒表面通常被设计成带沟纹形状，用于控

制胶料流量。根据不同的上胶流量，可以选择不同沟纹

型号和直径的计量棒。

1  计量棒的糊棒与磨损

在施胶机运行过程中，计量棒属易损件，需要经常

更换。这是因为计量棒容易“糊棒”与磨损。当计量棒

表面沟纹槽被胶料、杂质等堵塞时，我们称之为“糊棒”

（图2）；当计量棒表面沟纹槽变浅，就表示计量棒已经

磨损(图3)。若计量棒发生上述两种情况，会造成该施胶

区域上胶量减少或不能上胶，致使纸页物理强度和抗

水性能下降，还会产生施胶条痕纸病。这时，需要立即

更换新的计量棒。

2  延长计量棒寿命的方法

通常，更换一根计量棒的时间在3～5m i n左右，期

间所抄造的纸都是不合格的，需要作回抄处理。频繁更

换计量棒会影响纸机的运行效率，增加生产成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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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艺人员会想方设法地延长计量棒的使用寿命，以

保障正常生产。下面，介绍几点延长计量棒使用寿命的

方法。

2.1 制备好淀粉胶料

提高淀粉胶料黏度可以提高施胶后纸页的物理强

度，但过高的胶料黏度容易“糊棒”。一般而言，淀粉储

存槽内胶料黏度控制在60℃时200m P a.s左右为宜。通

常，都是用淀粉酶来降解淀粉，通过调节淀粉酶用量和

反应时间来控制淀粉胶料的黏度。酶反应时间这个工艺

参数十分重要，反应时间过少时，淀粉酶降解淀粉的效

果就不理想，制备好的淀粉胶料容易“糊棒”。另外，在

淀粉制备系统停下时，需检查酶转化槽内是否干净，若

图1  膜转移表面施胶原理

图2  糊棒 图3  磨损

槽内还有剩余淀粉时，需要及时清理。这些淀粉不及时

清理掉，也会对计量棒的使用造成影响。

2.2 做好工作槽内胶料的保温

淀粉胶料温度下降后，胶料黏度会骤然上升，黏度

高的淀粉胶料容易“糊棒”。因此，需要做好胶料工作槽

的保温工作。通常，在淀粉储存槽和工作槽都会有保温

层。但工作槽内淀粉光靠保温层保温是不够的，因为淀

粉胶料在施胶后，90%的胶料是要回流使用的，在回流

过程中，热量损失很大。所以，工作槽内淀粉胶料还得

加热保温。一般而言，可以通过加蒸汽的方式来实现，

通过设定温度来调节蒸汽加入量来达到恒温的效果，

工作槽保温温度一般设定在60～70℃。

2.3 正确使用计量棒的润滑水

通常，在计量棒棒座两端会通润滑水，一进一出，

起到连续对棒座湿润清洗作用，防止因计量棒与棒座之

间的过度摩擦而磨损计量棒，造成计量棒提前下机。日

常工作中，需要检查润滑水是否畅通，若润滑水堵塞需

及时处理。

在实践工作，时常会发生计量棒在润滑水加入端

的这边易“糊棒”，“糊棒”的位置在1米之内，关小润滑

水后，“糊棒”现象会所改善。那么，基本可以判定是润

滑水的影响。因淀粉胶料也有润滑作用，可以直接停用

润滑水。实践表明，停用润滑水，不会对计量棒产生影

响。但是，停用润滑水后，一定要多检查施胶辊面上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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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若溢流刮刀堵塞，需要及时清理。不然，会因计量

棒没上到胶料，计量棒与棒座之间产生过度摩擦，使计

量棒和棒座双双受损而提前下机。

2.4 控制施胶助剂的用量

为提升纸页的抗水性能，需要在淀粉胶料中添加

表面施胶剂。但是，单独加表面施胶剂，纸页获得的抗

水性能并不理想，表面施胶剂的用量也比较大，施胶成

本高。因此，需要添加硫酸铝等助剂来提升纸页的抗

水性能。然而，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发现表面施胶剂、

淀粉、硫酸铝加在一起会发生化学反应，容易产生结晶

体，使计量棒“糊棒”。因此，需要控制硫酸铝的添加

量。可以通过减小硫酸铝添加管道的管径，使用流量计

和控制阀来实现小流量稳定添加。一般而言，硫酸铝助

剂添加量控制在1～1.5kg/t纸为宜。

2.5 正确使用计量棒棒座

市场上计量棒棒座的材质可分为PU和PE两种，

PU材质相对软，而PE材质相对硬一点，但耐用。使用

PE材质的计量棒棒座，使用前一定要用清水泡足36h，

将其充分吸水润胀；若直接使用，很容易磨损计量棒，

造成计量棒提前下机。

2.6 控制好计量棒加载气胎压力

计量棒是通过气胎加压调节它与施胶辊的接触紧

密程度。当气胎压力增大时，计量棒与施胶辊接触紧

密，施胶辊上转移的胶液被刮下较多，从而转移到纸面

的施胶量减小[2]。反之亦然。正常操作时，气胎压力最好

不要超过0.2M P a，不然计量棒的沟纹容易磨坏，提前

下机。但气胎加压也不能太小，否则可能导致计量棒对

施胶辊上转移的胶料分散不均匀，成膜性差，导致施胶

不均匀。

2.7 控制好料腔压力

淀粉胶料在上料过程中，会在料腔内产生一定的压

力，我们称之为“料腔压力”。一定的料腔压力会对胶料

起到挤压作用，推动胶料通过计量棒沟纹，形成摩擦，

起到对计量棒的冲刷清洗作用，防止计量棒“糊棒”。

该压力不是越高越好，一般控制在3.4k P a左右（见图

4）。可以通过控制施胶梁与辊子间的距离、上料流量、

溢流刮刀尺寸等调节料腔压力。

2.8 做好日常清理

在整个上料系统中，一些淀粉块、纸毛、砂粒等杂

质不可避免地会残留在管道的某个角落里，一旦这些杂

质被带到上料系统中，就会堵塞溢流刮刀，堵塞计量棒

沟纹槽等。因此，需要用清洗剂对上料系统的管道进行

定期清理。

3  结束语

计量棒用的不好，使用时间只能以天计；使用得

当，时间可以周计，相差甚远。因此，如何延长计量棒使

用寿命，减少更换计量棒的频率，是提高纸机运行率、

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何北海.造纸原理与工程(3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3.

[2]张子华,杜灿奎,蒋保平.膜转移施胶机的结构[J].中华纸业,2010,   

31(10):81-82.

[3]危志斌,张瑞杰.大型纸机膜式施胶机的改进方案[J].中国造纸,  

2012,31(5):48-51.
图4  料腔压力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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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输送链板机运行故障实例分析及其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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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and solutions on operation faults of the finished chain scraper
conve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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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输送线平面布置图

成品输送线是造纸工厂成品纸入库的最后一道工

序，设备链板机能否稳定运行直接影响成品纸卷的入库

和前面工序设备的正常运行。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

成品线输送机设备的供应商，但一些小的供应商在技术

研发、技术力量不是太强或者因为成本的原因，配套设

备不规范，导致设备运行过程中故障频繁出现。下面就

我公司一台成品输送链板机频繁出现的故障作一下分析

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

1  输送线的设备组成

如图1所示，成品输送线设备组成如下：1#链板机、

打带机、2#链板机、3#链板机、称重、4#转盘、4#转盘链

板机、5#链板机、6#转盘、6#转盘链板机、7#链板机、升

降机、8#链板机。

2  问题描述

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6#转盘转不到位即停下，

且6#转盘上面的链板机自动恢复运行到出卷等待位置。

这时需要操作工人手动操作后退6#转盘链板机，然后手

动将转盘转到位，再手动前进6#转盘链板机到纸卷出

卷等待位置，才能送卷入库。这个问题的频繁出现严重

影响入库效率，且手动操作时存在安全隐患。

3  解决措施

(1）按照常规的思路解决问题，首先是判断6#转盘

到位的接近开关不稳定，导致有错误的信号发出。更换

新的接近开关后，问题仍未解决。然后更换新的D I模

块，新的信号电缆，将电缆的屏蔽层接地，DI模块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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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与动力电缆分开，以彻底消除感应电压的影响。

4  结束语

经过上面的改进，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这就给了我

们启示：凡有类似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混合安装在一起

的，为运行稳定起见，应及早将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分

开安装。在新采购设备时，电控系统作为设备的附属部

分必须随设备一起订购。而这一点往往是最容易忽视，

而在设备运行中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此一定要求

设备供货厂家把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分开安装，以避免

因为现场运行中的很多复杂的因素导致出现运行不稳

定的情况。

地加接地线接至总的接地点，如图2。这一系列工作完

成之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2）打开链板机的程序，在线监控运行时的程序，发

现6#转盘到位的信号在转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会触发

一下，当信号一有，就会出现上面描述的误动作。如图3。

继续观察控制柜中DI模块中E7.6的点（6#转盘正转

到位的输入通道），发现当前面链板机运行的接触器吸合

动作时，DI点E7.6的指示灯有时会闪一下。由于供应商给

配置的电控柜中PLC系统和动力系统的接触器、变频器

混装在一个柜中，且DO点没有经过24V中间继电器，而是

直接220V进的DO模块，DO模块旁边是24V的DI扩展模

块，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混放在同一线槽等。根据以上情

况，我们判断是感应电压导致，当瞬间的感应电压足够大

到DI板卡的导通电压，就会误认为有信号输入。

于是，我们先做了以下工作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

①重新拉一条25m m2的接地线，保证整个系统的接地

良好，尽可能减小干扰的影响；②把链板机运行的接触

器更换，新的接触器触点接触良好，确保接触器吸合时

电流不会太大，减小周围的感应电压；③从程序中把7.6

转盘正转到位的DI点做了一个20m s的延时。如图4尽量

避开干扰信号。

(3）根本处理措施。见图5，红框内的PLC系统从控制

柜中独立出来，所有DO点下面加24V中间继电器，220V进

继电器的触点不进PLC的DO模块。控制电缆设单独的线

图2  DI模快的接地

图3  6#转盘到位的触发信号

[收稿日期:2018-12-30]

图5  控制电缆设单独的线槽

图4  屏蔽干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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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BSZT-300型双网挤浆机出现挤压辊轴头疲劳

断裂问题，分析出现疲劳断裂的原因，提出抢修方案并实

施，解决了上述难题。

关键词：双网挤浆机；挤压辊；轴头；疲劳断裂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tigue fracture of the journal 
of BSZT-300 twin-wire press, analyses the causes of fatigue 
fracture, puts forward the repair solutions, and t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twin-wire press; squeezing roll; shaft journal; fatigue 
fracture

双网挤浆机挤压辊轴头断裂的快速维修
⊙ 刘宾宾  吴方利  赵连宇（河南百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乡 453002）

Fast repair to journal fracture of squeezing roll in twin-wire press
⊙ LIU Bin-bin, WU Fang-li, ZHAO Lian-yu 
(Henan Baihui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Xinxiang 453002, Henan,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3+.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2-0054-02

刘宾宾 先生

机械工程师，公司设备研发部部长；主要从事造

纸制浆设备及相关污水、污泥处理设备的研发。

图1  轴头断裂处照片

河南百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BSZ T系

列双网挤浆机，主要用于各种造纸纸浆的压榨脱水，因

其具有单机产量大、占地小、能耗低、出浆干度高的优

点，而被广泛采用。我公司本地一客户采购两台BSZT-

300型双网挤浆机，在使用了一年左右，其主要受力零

件—挤压辊，有一根出现了轴头断裂的现象，由于当时

没有备件，重新加工该零件周期又太长，为了不影响客

户生产，公司要求连夜将原损坏挤压辊进行抢修，不能

耽误客户第二天生产。

1  维修方案的制订

接到任务后，我们首先查看了损坏的挤压辊，发

现一端轴头与腹板焊接处边缘已断裂（见图1），另一

端相同位置也出现了裂纹。通过与客户沟通了解到，在

实际使用中，为了提高设备产量和浆饼的干度，将前端

布 浆 厚 度 增 加

至60m m（设计

值≤45m m），

将 挤 压 气 囊 的

气 压 调 整 到

0.8MPa（设计值

≤0.5M P a），由

此可以判断，挤

压辊断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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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该挤压辊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导致在辊

子轴头的应力集中处产生疲劳断裂。

随后我们又查看了挤压辊图纸（见图2），发现每端

轴头都与两块圆形腹板焊接，然后腹板再与轴管内孔紧

图2  挤压辊结构

图3  断裂处新加工凹槽

图4  定位盘

图5  新加筋板与轴头焊接

图6  轴头组件螺栓连接

配、焊接。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最快

的修复方法就是重新制作轴头并	 想

办法固定在外腹板上。由于该挤压辊

外表面包胶不能承受高温，因此不能

采用焊接的办法，只能采用螺栓固定

的办法将轴头固定在外腹板的端面

上，然后再重新加工两端轴头尺寸。

2  方案的实施

(1）将轴头断裂处与外腹板车平

并车出定位凹槽φ270×5（见图3），加

工时采用中心架找正辊子中心。

(2）加工定位盘（见图4）、筋板

及轴头并将它们焊接在一起（见图

5），由于时间紧迫，轴头没有时间进

行调质处理，另外考虑到现场实际

使用情况，将轴头根部直径由原来的

φ90mm加大到φ120mm，并在轴头

与定位盘之间焊接4块筋板。

(3）将焊接好的轴头组件与挤压

辊外腹板配作8×M24安装螺孔，并用

高强螺栓将两者连接（见图6）。

(4）利用轴头中心孔定位，加工

两端轴头尺寸及包胶辊外圆（见图

7）。

3  结束语

通过新轴头连夜加工并装备，终

于在第二天早上将挤压辊维修完毕并

送到客户现场，圆满完成了公司交给

的任务。通过近两年的实际运行，该

挤压辊未再出现问题，证明了该维修

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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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轴头重新加工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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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热暴露状态下溶解浆返黄（BR）的影响因素。通过次氯酸钠（NaC I O）氧化漂白浆人为地引

入了羰基（CO）基团，研究表明羰基是造成白度稳定性（BS）下降的主要原因。碱抽提（E）段可去除部分羧

基基团提高白度稳定性，而碱性过氧化氢(P)段羰基基团虽没有降低，但可较E段更有效地提高白度稳定

性。在实验室对未漂浆进行无元素氯（ECF）与全无氯（TCF）漂白到相同白度，羰基基团含量都较低。ECF

漂白纸浆白度稳定性较TCF漂白浆低得多，这一结果可认为未漂白浆中发色基团的化学特性也影响白度稳定

性。通过电子顺磁共振（EPR）光谱与紫外共振拉曼光谱（UVRR）对漂白溶解浆中酚、苯醌发色基团进行原

位检测，其含量取决于漂白流程，是造成白度稳定性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返黄；羰基；溶解浆；漂白；光谱；发色基团

Abstract: The factors governing the brightness reversion(BR) of dissolving pulps under heat exposure are 
investigated. Carbonyl (CO) groups were artificially introduced on fully bleached pulp by sodium hypochlorite 
(NaClO) oxidation.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 groups are responsible for loss of brightness stability (BS). 
These groups were partly eliminated by an alkaline extraction stage (E), which improved BS. However, an alkaline 
peroxide stage (P) was more efficient than E to improve BS, but without any additional CO loss. Moreover, an 
unbleached dissolving pulp was bleached in the laboratory by elemental chlorine free (ECF) and totally chlorine 
free (TCF)(ozone-based)sequences to the same brightness. The very low CO content was about the same in both 
cases. the ECF bleached pulp showed substantially lower BS than the TCF pulp. These results are interpreted 
such that the chemistry of chromophores in the unbleached pulp also governs BS. In situ detection of phenolic 
and quinone chromophores in bleached dissolving pulp was performed by electron paramagnetic resonance (EPR) 
spectroscopy and ultraviolet resonance Raman (UVRR) spectroscopy. The content of these groups was leaching-
sequence-dependent,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BS differences.
Key words: brightness reversion; carbonyl groups; dissolving pulp; bleaching; spectroscopy; chromoph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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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黄（B R）是漂白浆纸产品的严重质量问题，

因而漂白化学浆热暴露状态下的返黄成为了主要

的研究课题（S u e s s，2010）。普遍认为几个主要的

基团是影响返黄的主要原因：残留木聚糖中己醛酸

（HexA）基团（Liilia	 and	 Tamminen，2007;Silva

等，2011）、不管是碳水化合物还原端还是制浆过程

中引入的羰基（CO）基团（Jul lander	 and	 Brune，

1957;L ew i n，1997;R	 Ror l i n g等，2002;Zhou等，

2011）；木聚糖衍生物（Lou r e i r o等，2010）与残余木

质素（Sevastyanova，2005）是最广泛讨论的基团；但

少有人致力于溶解浆的返黄的研究，原则上溶解浆较

化学浆的半纤维素与He x A的含量低的多，因而溶解

浆更为纯净。但不管怎样，溶解浆的生产过程中依然会

发生返黄（Si x t a，2006），尽管又进一步进行了漂白处

理，但漂白结束时返黄是普遍存在。然而最终产品的白

度稳定性（BS）与纸制品一样重要，且取决于其应用范

围。L ew i n（1965,1997）是第一个研究溶解浆返黄，并

明确地证明在碱性条件热暴露状态下，羰基基团对纤

维B S具有负作用，并观察了两种返黄现象之间的对应

关系。在纤维素溶解之前，通过次氯酸处理引入CO基团

（Lewin	and	Epstein，1962）以调节纤维素的聚合度

（DP）的常规做法（Si x t a，2006），成为了严重的问题

（Mateo等，2001）。证明漂白纸浆中残留发色基团含有

羟基苯醌，在无木质素的纤维素原料中分离出了羟基苯

醌类与羟基萘醌类化合物，包括溶解浆（Ros enau等，	

2004;Ko r n t n e r等，2015）。在光或热暴露状态下，苯

醌类化合物有极强着色性（Fo r s s k a h l等，1993）。因

此，这些发色基团也造成了溶解浆的返黄。

大部分溶解浆仍采用氯化漂白剂，二氧化氯被认

为是包括无元素氯（ECF）漂白溶解浆在内所有等级

纸浆漂白最适合的漂白剂，已逐步取代氯漂。而基于氧

与氧衍生物（O3，H2O2）的漂白技术具有可持续性生

产的关键优点：不产生可吸附的有机卤化物（AOX）、

漂白洗涤滤液循环使用与部分燃烧、废水中有机物排

放负荷小、以及有竞争性的运营和资本成本（P e r r i n

等，2015）。全无氯（TCF）漂白浆较ECF浆纤维素的

DP低，表示纸浆质量差，而对溶解浆来说不是缺陷，

因为大多数（粘胶级）必须具有较低的DP以保证良好

的溶解性（Kopcke等，2010）。包含臭氧段TCF流程最

有效，溶解浆厂轻ECF及无ClO2的TCF漂白流程都已

开始使用O3作漂白化学品（Mét a i s等，2013）。由于臭

氧的高氧化电位其可作为高效漂白化学品，木质素中

的所有芳香环均能够被O3氧化，其不足是碳水化合物

也可能被氧化；而C l O2的主要反应靶向点是自由酚基

团（OHphe n）（Br a g e等，1991）。尽管O3不与木素中

的碳水化合物直接反应，但研究表明O3与木质素、不饱

和化合物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氧化碳水化合物而引

入了CO基团（Ragnar等，1999;Pouyet等，2014）；然

而，臭氧对B S影响的问题出现了相矛盾的结论报道。

常规ECF后的臭氧漂白处理可改善BS（LaChanal等，	

2006）；另外的研究结果表明臭氧漂白增强了返黄现

象，认为其原因是臭氧段残留木素生成了不稳定（热

敏）氧化物或纤维素中形成了自由CO基（Rö h r l i n g	

等，2002;Pouyet等，2013）。Suess（2010）关于ECF与

TCF漂白浆的BS结论也相互矛盾。

这一矛盾性是因不同漂白流程的不同阶段对影响

返黄的化学基团具有特定的影响。ECF与TCF漂白流

程中利用H2O2处理对BS具有较好效果，因为HOO－离

子与上一段漂白浆中残留的发色基团发生了反应（Suess	

a n d	 F i l h o，2003）。此外，氧脱之后进行碱抽提（E

段），对碳水化合物的氧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可降低CO

的含量（Lewin，1997）。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了解EC F与O3－T C F

漂白流程对漂白溶解浆老化的影响。为达到这一目

的，利用电子顺磁共振（E P R）与紫外共振拉曼光谱

（UVRR）对酚类与不饱和结构中CO、羧基（COOH）

基团进行分析。纸浆在高温和碱性环境条件下暴露处

理，分别观察其对木素与碳水化合物中的CO、COOH

与其它发色基团结构根源、反应及分别对BS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浆为工厂漂白桉木硫酸盐商品溶解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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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K P、半纤维素含量4.5%、DP690），与其相对应

的未漂浆为预水解硫酸盐浆（Kap p a值2.7）。在酸性

条件（pH4.7）下对BEK P氧化生成氧化基团（主要是

CO），次氯酸钠（NaClO,Roth,Germany）用量分别为

0.5%、2%（对绝干浆）（Lewin，1997），表示为H0.5%、

H2%。对氧化的BEK P浆（H）进行碱抽提（E）[10%浓

度、80℃、NaOH用量1%（对绝干浆）条件下反应1h]与

碱性过氧化氢（P）段处理[E段浆添加0.8%H2O2（对

绝干浆）]。NaOH纯度大于99%（Roth-Germany），

H2O2浓度35%（Sigma-Aldrich）。

相对应的未漂白桉木硫酸盐浆（EK P）分别进行

D（EOP）DP和（ZEo）（ZEo）（ZP）漂白。控制臭氧段

（Z）浓度38%、pH2.5，臭氧来自实验室臭氧发生器，

E氧气压力（E o）0.2M P a，部分情况处理采用35%的

H2O2（Roth,G e rmany）(EOP）。ECF反应条件见表

1，二氧化氯在实验室利用次氯酸钠（NaC lO2）制备。

白度按I S O	 2470标准进行测定；在pH6条件下的手

抄片，在105℃烘箱内老化24h；BR用退色值（PCN）

来表示（Gu l l i ch s e n，1965）；碳水化合物的平均聚合

度（DP v）用0.5M的标准乙二胺铜（CED）按ISO5351

（2010）标准测定的粘度计算（S i h t o l a，1963）。为防

止氧化试验之后纤维素解聚（DP v降低），在粘度测

试期间用硼氢化物还原〔5%四水合硼酸钠（NaBH4），

1%碳酸钠（Na2CO3），25℃，30m i n〕后进行DP v测

定。NaBH4采购自Fisher	 S c ient i f ic。CO和COOH

含量按由CCOA和FDAM（测量醛酸基团）方法确定

（Rohrling等，2002b;Bohrn等，2006），FDAM方法

不检测醛糖酸基团。

EPR光谱：在室温、9.4GHz精磨纸浆的腔式ER-

4102	ST	Bruker	EMX	Plus光谱仪。

UVRR光谱：使用Renishaw	1000	UV紫外拉曼

光谱仪，连接到Leica	 DMLM显微镜和Innova	 90C	

FreD倍频Ar+离子激光器。激光在244nm激发、功率输

出10mW、测量透射率25％，光谱在1094c m-1纤维素峰

值处归一化处理。

2  结果与讨论

2.1 漂白流程对溶解浆白度稳定性（BS）的影响

实验室内分别按D（E o p）DP与（Z E o）（Z E o）

（Z P）流程对EK P浆进行漂白，P段前后的浆料特性

见表2，漂白浆白度相同。由于臭氧氧化导致TCF流程

的纤维素有轻微解聚，但其DP非常接近粘胶纤维的应

用；事与愿违，ECF纸浆比TCF具有更低的BS。在P段

之前这一差异较大、H段之后这一差距缩小，但TCF纸

浆仍具有优越性。出乎意料的是，含有较高CO纸浆的

BS更好，这表明碳水化合物中的CO含量不是影响BS的

唯一因素。

2.2 氧化对返黄的影响

通过NaC lO氧化（H）BEKP产生了更多的CO基

团(L ew i n，1997)，减少碳水化合物上的COOH基团

表1　ECF漂白工艺参数

参数

浓度/%

时间/min

温度/℃

化学品

ECF

用量取决于最终白度

D

10

60

60

10

80

70

EOP

10

80

75

D P

10

80

60

白度/%ISO

89

表2　次氯酸盐氧化（H）对漂白溶解浆的影响

参数

白度/(%ISO）

PCN

DPv

DPv换算

CO/(μmol/g)	

COOH/(μmol/g)

BEKP	TCF

89

0.18

690

－

5.1

13.6

91.2

0.50	

560

620

16.2

13.0

H0.5% H2%

92.1

1.34

230

300

67.6

22.4

表3　E与P段对浆料氧化（2%NaCIO）的影响

参数

白度/(%ISO）

PCN

DPv

CO/(μmol/g)	

COOH/(μmol/g)

E-处理

90.9

0.87

190

44.4

25.1

92.1

1.34

230

67.6

22.4

H2% P-处理

93.2

0.75

170

45.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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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U V R R光谱（图3）以内标法归一化到

1094cm-1带（纤维素）。在1600cm-1及1650cm-1处分别

观察到芳香结构（包括醚与游离酚基）和共轭双键（苯

醌，HexA）（Ehrhardt，1984）。因溶解纸浆中HexA

（Lewin，1997）（表3）。NaClO氧化引起BS的PCN值

剧烈下降、而白度提高。众所周知，CO基团含量越高

BS越低（Lewin，1997;Rohrl ing等，2002;Zhou等，	

2011)。

H段后进行E段和P段处理，图1和表4表明在E段包

括β-消除和α-二羰基部分碱性重排的一系列反应期

间，CO基团大幅度降低(Lewin，1997)。FDAM测量不

能表明CO含量实质变化，然而如上所述，可能形成的

醛糖酸基团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检测(Bohrn等，2006)。

正如期望的，E段之后PCN与CO含量同时下降，

其中一方面，因新发色基团的形成白度下降。与E段相

比，P段之后PCN明显降低，而CO（COOH）含量没有

明显差异。因此，与CO（COOH）含量相比，H2O2对BS

是更为有利的影响因素。含有H2O2的碱性条件下，纸浆

不发生染色，而白度更高，这是因为H2O2与苯醌类物质

的反应（Abbot，1994;Hosoya	and	Rosenau，2013）

漂白了纸浆、减轻了返黄。

2.3 碱处理氧化中纤维素酚类结构的形成

E P R光谱对有机基团非常敏感，木质素通常表

现出强且稳定的E PR谱带，可对应于多酚木质素中稳

定存在的半苯醌自由基（B ä h r l e等，2015）。未漂白

硫酸盐浆中可发现这条光谱带，在漂白浆中仍然可见

（Hon，1992；Grönroos等，1998；Cardona-Barrau	

等，2003）。浆中自由基浓度与木质素含量密切相关

（Grönroos等，1998），BEKP（全漂白）中的EPR信号

可解释为硫酸盐蒸煮条件下的碳水化合物也可形成酚

醛树脂结构（Fors skah l等，1976;Cardona-Barrau	

等，2003）。

图2表明氧化（H）后的BEK P强度信号弱，其对

应硫酸盐纸浆的半苯醌自由基以及其G因子值接近

2.004。E段之后，强度信号剧烈增强，如木质素中的一

些稳定的半苯醌自由基。可清楚显示，在碱性条件下碳

水化合物氧化为游离酚的共轭结构，这也与以前对葡萄

糖（For s s k a h l，1976）和碳水化合物衍生物的研究一

致，与Vi k k u l a等（2006）提出的羧甲基纤维素中酚类

与苯醌类化合物的环化机理相同。　　

图1  E,P处理氧化浆料（H）摩尔质量与羰基分布

图2  浆料氧化（H）与E处理后的ERP光谱

图3　浆料氧化（H）与E,P处理后UVRR光谱

国外技术oveRsea Tech

59
Jun., 2019  Vol.40,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的含量很低，可假设HexA对后边的波谱带没有影响。

在1605c m-1及1645c m-1处峰值的增加，证明E段（图

3）碱性条件下碳水化合物可同时形成芳香族与苯醌

类结构，苯醌结构的形成影响E段白度降低。在E段加

入H2O2（P段）时拉曼光谱接近H步骤之后光谱，表明

H2O2存在的条件下，既没有酚类结构形成，也没有苯醌

类结构形成。

2.4 ECF与TCF漂白溶解浆中的酚与苯醌结构

对按D（E o p）DP-ECF与Z E o）（Z E o）（Z P）

-TCF漂白的BEKP进行UVRR光谱分析（图4），结果

表明与TCF漂白浆相比，ECF漂白浆中含有较多的芳

香族和苯醌类结构，这些结构来源于残余木质素或碳

水化合物。相比ECF漂白浆，TCF浆碳水化合更易氧化

成芳香族和苯醌类结构，其差异与前期残余木质素对

纸浆返黄影响的研究一致（Jaaskelainen等，2009）。

[收稿日期:2018-12-13]

图4  实验室漂白溶解浆UVRR光谱图

图5　TCF与ECF漂白浆EPR光谱图

当木质素与C lO2反应时形成苯醌类化合物，同时也发

现ClO2与苯醌类化合物的副反应（P ip on等，2007）。

因此，ECF浆醌含量较高。图5是（ZEO）(ZEO）(ZP）

和D（EOP）DP漂白浆EPR光谱图，结果表明TCF浆含

有更多的半醌自由基，而UVRR光谱发现TCF浆含有

较少的芳香结构。因此，可以判定TCF漂白浆比ECF

漂白浆含有较多OHph e n，这与ClO2反应靶向点主要

是OHphen有关（Gierer，1990；Brage等，1991）。反

应终点结束于己二烯二酸结构和苯醌类结构物。相比

ECF，因臭氧反应的选择性较差，相同木质素去除率，

O3-TCF漂白残余保持了较多的OHphen基团和较少的

醌类结构，ECF漂白浆醌含量高导致纸浆返黄、其BS低

（Forsskahl等，1993）。

3  结论

探讨了O3-TCF，即（ZEo）(ZE o）(Z P）预水解硫

酸盐法桉木溶解浆的漂白，与传统的ECF-D（E o p）

DP漂白相比，具有经济成本优势而环境影响小。因臭

氧氧化电位比ClO2高，TCF浆纤维素DP低，是TCF浆

CO基团含量稍高的原因，而在热暴露状态下BS低。然

而，其它因素较CO自由基对返黄影响更大，所以TCF

浆的BS优于ECF浆。符合这一假设，与不添加H2O2的E

段相比，P段大幅提高了基于NaClO氧化的溶解浆白度

稳定性（BS），尽管这两种处理都去除了相同量的CO

自由基。UVRR和EPR光谱分析也表明了TCF和ECF

浆的差异：前者较后者含有较多的游离酚和较少的苯

醌结构，这些结构可能来源于木质素，在碱性环境中，

碳水化合物也可氧化形成酚与苯醌结构。这种差异跟

ClO2、O3与木质素的化学反应特性相关，游离酚是ClO2

的惟一靶向目标，而O3可与所有芳香结构物反应；二氧

化氯也可与醌类结构发生副反应，但这种结构对ClO2

极不活跃。这一假说的核心是残留的苯醌基团是漂白溶

解浆返黄的关键因素。这也说明了TCF浆在这方面的

优越性以及H2O2对醌类结构降解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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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的热磨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653011 A

发明人：梁雪怡

申请人：梁雪怡

现有的热磨机再将预蒸煮后的物料推入到热

磨室内时，都是通过螺旋推送器来进行送料，但物

料已经软化，且含杂水分，容易与螺旋推送器产生

滑动，导致物料不能快速进入到热磨室内，且一个

磨片上包含磨碎区、粗磨区及精磨区，由于磨碎区

受到物料的磨损较大，则每次需要更换整个磨片，

导致维修成本增大。

提供一种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的热磨机。

如图1～图4所示，该种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的热

磨机包括高架、支撑架、料仓、投料口、第一排料

管道、第一电动机、连接轴、第一推板、磨削刀、

第二电动机、螺旋推料杆、预蒸煮罐体、蒸汽管、

出料口、第二排料管道、连接杆、转轴、第二推板、

过滤网、水槽、水阀、热磨室、固定磨盘、内腔、转

动磨盘、驱动轴、驱动电机、第一固定板、第二固

定板、破碎区磨片、粗磨区

磨片、精磨区磨片、排放口、

安装板和排放管。高架的上

端设置有支撑架，且支撑架

的上端安置有料仓，料仓的

上端安装有投料口，且料仓

的下端右侧固定有第一排料

管道，料仓的下端镶嵌有第

一电动机，且料仓的内部下

端连接有连接轴，连接轴与

第一电动机之间为焊接，且

连接轴的两侧下端设置有第

一推板，第一推板呈矩形结

构，且第一推板与连接轴之

间为固定连接，其能够跟随

连接轴一同转动，将磨削后

的物料推送到第一排料管道内。由于磨削后的物

料并未呈粉末状，进入到第一排料管道内时，方向

不一致，会卡在第一排料管道的上方，导致物料无

法进入到第一排料管道内，则第一推板对物料进

行施力，使物料快速进入到第一排料管道内。连接

轴的两侧安置有磨削刀，第二电动机安装于第一排

料管道的右侧，且第一排料管道的内部固定有螺

旋推料杆。

第一排料管道的正面右侧镶嵌有预蒸煮罐

体，且预蒸煮罐体与第一排料管道之间为焊接，磨

削刀均匀排列在连接轴的两侧，且磨削刀通过连

接轴与料仓构成转动结构，磨削刀利用连接轴在

料仓内转动，既能够对进入到料仓内的物料进行

推动，防止物料由于方向不一致相互卡合在料仓的

内部上端，则可以使物料快速向下滑落，同时能够

对物料进行磨削，将块状物料的菱角磨平，并减小

物料的体积，使物料在第一排料管道和第二排料

管道内快速移动，且减小物料对三个磨片的磨损。

预蒸煮罐体的两侧连接有蒸汽管，且预蒸煮罐体

的下端中部设置有出料口，且出料口的下端安置有

第二排料管道，蒸汽管与预蒸煮罐体之间为固定

连接，且蒸汽管等距离排列于预蒸煮罐体的两侧，

蒸汽管分别在预蒸煮罐体的两侧右下而上排列，

专利技术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热磨机及第一排料管道右视结构

1—高架  2—支撑架  3—料仓  4—投料口  5—第一排料管道  6—第一电动机  7—连接轴  8—
第一推板  9—磨削刀  10—第二电动机  11—螺旋推料杆  12—预蒸煮罐体  13—蒸汽管  14—出
料口  15—第二排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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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过去蒸汽管处于预蒸煮罐体的底端的形式，

使物料得到全面的高温蒸煮。第二排料管道的内

部上端安装有连接杆，且连接杆的下端固定有转

轴，转轴的外壁镶嵌有第二推板，且第二推板与

转轴之间为焊接，第二推板通过转轴与连接杆构

成转动结构，且连接杆等距离排列在第二排料管

道的内部，第二推板利用转轴在连接杆上转动，则

能够对进入到第二排料管道内的物料进行推动，

且第二推板与连接杆依次排列在第二排料管道内

部，则可以将物料从左侧推动到右侧，从而使物料

进入到热磨室内，替代过去采用螺旋杆推送的方

式，避免由于物料蒸煮后湿滑、推送时物料与螺旋

杆之间打滑、螺旋杆转动、物料不前进的现象，而

第二推板可以不用考虑物料打滑，直接将物料从

左侧推向右侧，则可以加快物料在第二排料管道

的移动速度。

第二推板的下方外接有过滤网，且过滤网的

下端设置有水槽，第二排料管道的下端左侧连接

有水阀，且第二排料管道的右侧安置有热磨室，水

阀与水槽之间为固定连接，且水槽与过滤网之间

为固定连接，过滤网可以将物料内的水分过滤下

来，避免物料含杂水分过多，在第二排料管道内无

法流动，或影响磨片之间对物料的研磨，并将过

滤下来的水分存储在水槽。当物料内水分过少时，

可以利用水阀向水槽内加水，使水渗透过滤网与

物料接触，增加物料中的水分，防止物料中水分过

少，导致物料对磨片造成较大的磨损，热磨室的内

部左侧安装有固定磨盘，且固定磨盘的内部镶嵌

有内腔，内腔与第二排料管道相连接，热磨室的内

部左侧连接有转动磨盘，且转动磨盘的右侧设置

有驱动轴，驱动轴的右侧安置有驱动电机，热磨室

的内部右侧安装有第一固定板，且第一固定板的

右侧镶嵌有第二固定板，第一固定板等距离排列于

热磨室的内部右侧，其第一固定板与第二固定板

之间为滑动连接，且第二固定板与驱动轴之间为

固定连接，而且第二固定板等距离排列于驱动轴

的外壁，第一固定板与第二固定板之间相互滑动，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4  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热磨机的排放管右视结构

14—出料口  15—第二排料管道  16—连接杆  17—转轴  18—第
二推板  19—过滤网  20—水槽  21—水阀  22—热磨室  23—
固定磨盘  24—内腔  25—转动磨盘  26—驱动轴  27—驱动电机  
28—第一固定板  29—第二固定板  30—破碎区磨片  31—粗磨区磨
片  32—精磨区磨片  33—排放口  34—安装板  35—排放管图2  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热磨机的第二排料管道的结构

图3  高压保温自动出料热磨机的固定磨盘右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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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固定板与第二固定板在热磨室的内部右侧数

量较多，对热磨室形成机械转动密封，在留有一定

空隙前提下，可以防止热磨室内的高温高压从驱动

轴与热磨室连接部分渗透出来，替代过去采用密

封物质镶嵌在驱动轴与热磨室之间的形式，避免

高温高压对密封物质造成损伤，影响热磨室的密

封性，从而提高热磨室的密封性。

固定磨盘的正面内侧连接有破碎区磨片，且

破碎区磨片的外壁设置有粗磨区磨片，粗磨区磨

片的外侧安置有精磨区磨片，热磨室的下端右侧安

装有排放口，精磨区磨片与粗磨区磨片之间为活

动连接，且粗磨区磨片与破碎区磨片之间为活动

连接，破碎区磨片、粗磨区磨片及精磨区磨片分别

单独安装在磨盘上，替代过去破碎区、粗磨区及精

磨区设置在同一磨片上的形式。当其中某一个磨区

损坏时，可以不用将整个磨片都进行更换，只需更

换损坏的磨片即可，从而减小该热磨机的维修成

本。排放口的下端固定有安装板，且安装板的下端

镶嵌有排放管，排放管呈“U”形状结构，且排放

管与安装板之间依次相互连接，排放管呈“U”形

状，且设置有多个，并利用安装板连接在一起，就

能够形成一个“S”形物料排放口，可以使物料稳

定的从热磨室和排放口排放出来，保证热磨室内

的纤维连同蒸汽按一定速度稳定排出，确保热磨

室内的气压基本保持平衡，避免纤维和气压从排

放口瞬间排出，导致内部气压失调，并保证热磨室

的密封性，同时，带过去螺旋向出料口，避免物料

残留在螺旋向出料口内部难以清理出来。

红外加热横管式连续制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653015 A

发明人：徐明　邢立艳

申请人：秾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横管式连续蒸煮器（又称潘迪压式连续蒸煮

器）是连续蒸煮器的一种类型。国外早在上世纪

40年代开始研制，50年代广泛运用在木材制浆设

备中，可用于木片、锯沫蒸煮，亦可适用于竹子、蔗

渣、芦苇、麦草等非木材原料，通过通入高温高压

蒸汽来预处理和蒸煮制浆。但因为在制浆过程中

需要通入高温高压蒸汽，使得设备制造复杂，投入

成本较高。

提供一种结构简化、能够更好加热的连续制

浆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红外加热横管式连续制浆装

置包括壳体和螺旋喂料器，壳体设置有进料口和

出料口，螺旋喂料器位于壳体中心轴，螺旋喂料器

的中心转轴一端连接电机，中心转轴上设置有螺

旋叶，螺旋喂料器上设置有红外加热层。

制浆原材料与药液通过进料口进入，电机带

动中心转轴沿轴旋转，螺旋叶推动制浆原材料向

出料口移动，螺旋喂料器上的涂料层能发射远红

外电磁波，使制浆原材料内部分子和原子产生强

烈的振动、旋转，进而使原材料温度升高，达到了

加热的目的；红外电磁波还使药液中水分子产生

强烈振动、旋转，形成小分子水，促进药液进入制

浆原材料，加快制浆进程，提高效率，不需要通入

高热蒸汽，还节省单独加热药液设备的投入。

壳体上设置有排汽口，排汽口位于壳体的上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红外加热横管式连续制浆装置

1—壳体  2—进料口  3—出料口  4—排汽口  5—端盖  6—手孔  
7—仪器接口  8—支座  9—螺旋喂料器  10—螺旋叶  11—中心转轴  
12—第一过滤网  13—第二过滤网  14—支撑架  15—红外加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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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排汽口用于红外加热过程中水蒸汽的排出，位

置在壳体的上端利于水蒸汽排出，平衡壳体内外

气压，预防过高的压强引发爆炸的危险。螺旋喂料

器设置有螺旋输送区和转轴连接区，螺旋输送区

位于进料口下方，螺旋叶设置在螺旋输送区。螺旋

喂料器只在进料口下方设置有螺旋叶，即可完成

推料作业，减少转动阻力，较少材料成本。螺旋叶

的外缘与壳体内表面的距离为15mm。螺旋叶的旋

转，既保证推送面积又减少阻力。

红外加热层设置在螺旋输送区和/或转轴连

接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红外加热层设置在搅拌

棒不同的区域，以适合不同材质的制浆原材料的

加热过程。

如图1(b)所示，壳体外表面设置有红外加热

层。壳体上的红外加热层辅助加热制浆原材料，壳

体上的红外加热层不易磨损和腐蚀，便于检视和

更换。壳体两端设置有端盖，端盖与壳体可拆卸连

接。端盖便于螺旋喂料器的安装，还便于出现壳体

内部堵塞时拆卸检修。壳体上还设置有手孔，手孔

用于出现故障时工作人员对壳体内部结构检修，手

孔在壳体上均匀设置3个。壳体上还设置有仪器接

口，仪器接口与压力计和/或温度计连接，能对壳

体内部的压力和/或温度进行监测，防止压力过大

发生危险，保障药液与制浆原材料反应的适宜温

度，提高制浆效率。壳体还设置有支座，支座与排

汽口相对设置，支座设置在两端。支座防止红外加

热横管式连续制浆装置倾斜与移动。

如图2所示，红外加热层的涂料层两侧分别设

置有第一绝缘层、第二绝缘层。绝缘层为陶瓷层、

聚氨酯层、聚乙烯层、聚氯乙烯层、纸制品层、树脂

层中的至少一种。绝缘层用于隔绝电流，防止漏电

危险。

涂料层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金属

氧化物40%～60％、非金属氧化物5%～2％、有机

半导体材料5%～20％、高分子聚合物5%～20％。

金属氧化物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二

氧化锡20%～40％，五氧化二锑5%～20％、四

氧化三钴5%～10％，三氧化二铝5%～35％、氧

化锌5%～15％、氧化钡5%～10％、三氧化二钇

5%～10％、氧化锆0～20％、氧化锂5%～10％。

非金属氧化物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氧化硼10%～30％，二氧化硅30%～50％，二氧

化碲20%～40％。有机半导体材料由如下重量

百分比的原料组成：聚苯胺10%～90％，聚吡咯

10%～90％。高分子聚合物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

料组成：聚丙氰10%～90％，聚酰胺10%～90％。

涂料层具有释放红外电磁波，加热速度快和

使用寿命长的特点。红外加热层的最外层还设置

有防水层，防水层采用防水材料。防水层用于对绝

缘层和涂料层的保护，防水材料采用氯丁橡胶、丁

基橡胶、三元乙丙橡胶、聚氯乙烯、聚异丁烯和聚

氨酯中至少一种。

螺旋喂料器螺旋输送区与转轴连接区之间设

置有第一过滤网，红外加热层只设置在转轴连接

区。螺旋输送区只负责推动、搅拌制浆原料，转轴

连接区为红外加热反应区，第一过滤网将输送的制

浆原料较大直径的原料拦截，防止大直径原料对

红外加热层的磨损，延长红外加热层的使用寿命。

转轴连接区的中心转轴上设置有第二过滤

网。第二过滤网可通过成浆原料，未裂解成浆质的

制浆原料被第二过滤网拦截在壳体内，继续与药

液反应制浆，提高制浆质量。第二过滤网上设置有

扇叶形或桨形支撑架，支撑架一端连接第二过滤

网外缘，另一端连接中心转轴。支撑架加强第二过

滤网的机械强度。支撑架能搅拌第二过滤网附近

的制浆原料，促进过滤，也促进为裂解的制浆原料

与药液反应。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2  红外加热层

11—中心转轴  16—第一绝缘层  17—涂料层  18—第二绝缘层  
19—防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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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制浆原料经过软化汽蒸等预处

理后和药液从进料口进入壳体内，红外加热

层通电，设定反应温度为90～150℃、反应时间

10～60min；在此期间，中心转轴在电机的作用下

缓慢转动，推动制浆原料缓慢向出料口移动；通过

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成浆原料进入下一工段

进行冷却和洗涤。

有益效果：（1）通过红外加热层的设置，实现

加热制浆原材料与药液，促进药液渗透，提高制浆

效率，简化结构，节约成本；（2）通过排汽口、仪器

接口的设置，保证壳体内常压，降低危险；（3）通

过螺旋喂料器的设置，既保证推动制浆原材料，有

保证最小阻力。

竹浆本色纸磨浆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629304 A

发明人：何虹颖

申请人：重庆三好纸业有限公司

目前，卫生纸造纸很多使用双磨盘机进行磨

浆，普通卫生纸造纸基本用到的原料是废纸、麦

秸、芦苇、甘蔗、木料等，双磨盘机一般都包括一

个转动磨盘和定磨盘，原料混合一定水后在转动

磨盘和定磨盘之间进行揉搓疏解，让原料中纤维

束分为细的单纤维。

但是竹浆本色纸采用的原料是竹子，竹子的硬

度远高于麦秸、芦苇和甘蔗，使用现有双磨盘机磨

浆时间较长，磨浆机使用寿命变短；另外，磨浆过

程中由于竹子纤维长度较长，较粗的纤维原料难

以进入磨盘的齿缝中，造成部分纤维原料一直停

留在磨盘周围，磨浆明显不均匀。

提供一种竹浆本色纸磨浆设备，提高竹浆的

磨浆均匀性。

如图1所示，竹浆本色纸磨浆设备的磨浆室左

侧壁贯穿有滑动杆，滑动杆与左侧壁滑动连接，滑

动杆右端位于磨浆室内并固定有定磨盘，滑动杆左

端连接有气缸，气缸使用支架与磨浆室外壁固定。

磨浆室的右侧壁上固定连接有粗磨筒，粗磨

筒左端伸入进磨浆室内，粗磨筒右端使用支架与

地面固定。粗磨筒内设有粗磨室，粗磨室为圆柱形

的空腔。粗磨室分为粗磨段与扩口段，粗磨段和扩

口段均为圆台状，粗磨段半径小的一端与扩口段半

径小的一端连通。粗磨室内设有磨杆，磨杆左右两

端均与粗磨室内壁转动连接，磨杆左端还固定连

接有与定磨盘相对设置的转动磨盘。定磨盘和转

动磨盘相对的盘面上都设有磨齿。粗磨筒外使用

支架固定有大容量的电机，电机的动力输出轴与

磨杆右端固定连接。

粗磨室的内壁上和磨杆的外壁上都设有与磨

杆轴线接近平行的线条状磨齿。转动磨盘上设有

多个通孔，通孔右端开口比左端开口大，粗磨室通

过通孔与磨浆室连通。粗磨室靠近右端连通有进

料口，进料口呈漏斗状。

磨浆室内还设有螺旋叶片，螺旋叶片通过连杆

与磨浆室内壁转动连接，螺旋叶片使用普通电机

驱动。螺旋叶片转动时，可将下方的浆液送至上方

即定磨盘与转动磨盘之间，让磨浆室内浆料流动。

磨浆室下端连通有运送浆料的管道，管道与磨浆

室之间还设有用于筛选浆料的滤孔。

具体实施过程：将竹子原料和水混合从进料

口倒入粗磨室，电机带动磨杆转动，竹子原料在粗

磨室内进行初步磨浆，磨杆和粗磨室上的磨齿将

大块的竹材料切割成小块，再磨至纤维束状，磨杆

和粗磨室上的磨齿近平行于磨杆轴线，竹纤维束

最终在磨齿缝隙中都近平行于磨杆轴线排布，可

避免竹纤维被继续切断。粗磨室的部分浆料通过

通孔进入到磨浆室，并逐渐将磨浆室填满。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竹浆本色纸磨浆设备的局部剖视

1—气缸  2—滑动杆  3—定磨盘  4—磨杆  5—粗磨筒  6—转动
磨盘  7—通孔  8—粗磨室  9—进料口  10—螺旋叶片  11—磨浆
室  12—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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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通过滑动杆带动定磨盘左右轴向移动，

向左移动时，定磨盘与转动磨盘之间的间隙增大，

间隙中出现负压，转动磨盘周围的浆料和通孔内的

浆料被吸入间隙中。定磨盘在气缸带动下向右移

动，间隙减小，间隙中还未被磨细的浆料先受到挤

压。由于转动磨盘相对定磨盘一直转动，还未被磨

细的浆料就会再次进行磨浆，直到纤维束变为细

纤维。往复驱动定磨盘移动，粗磨室中浆料逐步被

吸入磨浆室进行再次磨浆，磨盘周围还未被磨细

的纤维材料也能够多次反复被挤压和磨浆，提升

了磨浆的均匀性。

达到标准的浆料从滤孔进入管道中，没有达到

标准的浆料被螺旋叶片重新被送至上方进行再次

磨浆。螺旋叶片还能对浆料进行打浆，提升纤维的

柔韧性。

有益效果：磨浆室中充满浆料时，驱动装置带

动定磨盘轴向移动。当定磨盘轴向移动远离转动

磨盘时，转动磨盘与定磨盘之间的间隙增大，间隙

中出现负压，转动磨盘周围的浆料被吸入间隙中，

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得以进入间隙中。当定磨盘

再轴向向着转动磨盘运动时，浆料中尺寸较大的纤

维原料会先被两磨盘挤压而留在间隙中；间隙中原

先已磨过的浆料尺寸变小，两磨盘挤压时会被挤

出间隙。让转动磨盘转动，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就

可以被磨盘加工。

这样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可以自动进入两磨

盘之间，能够使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得以磨浆，相

对现有技术，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不会一直停留在

两磨盘外；而且，尺寸较大的纤维原料可以替代间

隙中已磨过的浆料位置，避免已磨过的浆料继续

被研磨过细，浆料被磨过细会致纸张没有韧性。

所以能够提高竹浆磨浆的均匀性。另外，两磨盘挤

压会使纤维产生弯折，提高纤维叩解度和吸水性，

提高卫生纸的韧性。

竹浆洗浆除渣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403119 A

发明人：何虹颖

申请人：重庆三好纸业有限公司

竹材蒸煮设备一般采用立式蒸煮锅，庞大的

蒸煮锅导致其内部初步竹浆传热慢，蒸煮时间长；

且在实际生产中，鉴于竹材结构紧密，加上导管内

留存的空气极难排除，竹材蒸煮也需要较长的渗

透时间，升温渗透时间一般1.5～2h，保温时间也

都需要2～2.5h。

提供一种竹浆洗浆除渣设备，能够提升竹浆

的蒸煮效率。

如图1所示，竹浆洗浆除渣设备的支撑架上固

定有竖向设置的过滤桶，过滤桶上端呈圆筒状、下

端呈漏斗状，过滤桶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

驱动单元，该驱动单元为双向同步电机，且过滤桶

顶端开有投放竹材和浸泡液的进料口；过滤桶的

底端设置有排液管，排液管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开、

闭排液管的阀门。

过滤桶的侧壁开有出料口，出料口处的桶身外

壁通过销钉转动连接有开关门，开关门的外形与

过滤桶的桶身弧度相等，且开关门上装有可与过

滤桶的桶身外壁锁定的锁扣。

双向同步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且与过滤桶

同轴设置，双向同步电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

固定有竖向设置的丝杆，丝杆上螺纹固定有过滤

板，过滤板上开有过滤孔。过滤桶的内壁竖向固定

有加强筋，过滤板上开有与加强筋滑动配合的滑

槽，当丝杆转动时，由于加强筋的限制作用，过滤

板只能沿过滤桶的轴向竖向滑动，而不能跟随丝

杆转动。

过滤桶顶端内壁与丝杆同轴固定有活塞缸，活

塞缸内竖向滑动连接有活塞板，活塞板与过滤板

之间设有连杆，连杆的下端与过滤板通过螺丝固

定，连杆的上端穿过活塞缸底端后与活塞板通过

螺丝固定连接。

活塞板将活塞缸分为上、下活塞腔，上、下活塞

腔共同通过第一气管与大气连通，靠近上活塞腔

处的第一排气管处设有单向阀，使气体只能由靠近

上活塞腔处的第一排气管流向上活塞腔内，而不能

由上活塞腔流向第一排气管；同时上活塞腔还连接

有第二气管，第二气管上设有单向阀，使气体只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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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活塞腔内流向第二气管，而不能由第二气管流向

上活塞腔；第二气管穿过过滤桶的上侧壁后连接

有涡流管，涡流管的热气端连接有热气管，热气管

的排气口沿过滤桶的侧壁向下延伸，然后穿过过

滤桶的侧壁后被固定于过滤板的底端。

具体实施过程：

竹材和浸泡液由进料口被排入到过滤桶内，

竹材堆积于过滤板的上端，浸泡液浸没竹材，位于

过滤桶底端的阀门和位于侧壁的开关门均处于关

闭状态，过滤板位于过滤桶内靠下位置。

启动双向同步电机正转，使丝杆正转，在丝杆

带动下，过滤板沿过滤桶的内壁向上滑动，过滤板

上的竹材随着过滤板一起向上运动；同时，与过滤

板固定的连杆推动活塞板向上滑动，上活塞腔内

的气体被压缩进入第二气管，第二气管将压缩气体

引流入涡流管，然后涡流管产生的热气经热气管

排放到过滤板的底端。

当过滤板向上运动一端距离后，双向同步电

机反转，使丝杆反转，过滤板沿过滤桶的内壁向下

滑动，竹材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随过滤板一起下落；

同时，活塞缸内活塞板在连杆牵引下向下滑动，第

一气管由大气吸入气体，上活塞腔完成吸气。

当过滤板向下滑动到起始位置后，双向同步

电机再次正转，使过滤板又向上滑动。双向同步电

机不断正转和反转，使过滤板不断在过滤桶内上、

下滑动，不断搅动过滤桶内竹材和浸泡液，使浸泡

液和竹材能充分接触；同时，涡流管间歇性地产生

热气，热气管将热气不断排放至过滤板的底端，热

气对竹材和浸泡液进行加热，使竹材升温后竹材

内部的气体受热排出，便于后续蒸煮时，蒸煮药液

能浸透竹材，从而减少后续竹材的蒸煮时间，提升

蒸煮效率；且竹材在过滤桶内已经完成预热，当竹

材被排放至后续的蒸煮锅内，竹材可以更加快速

的升温到预定温度，从而提升竹材蒸煮效率。

在过滤板不断上、下滑动过程中，竹材含有

的杂质和泥沙等均被清洗，被清洗的杂质和泥沙

穿过过滤孔后聚集于过滤桶漏斗状的下端，由于

热气管间歇性地向过滤板的底端排气，热气在浸

泡液内上升时会穿过过滤孔，防止泥沙堵塞过滤

孔。

当竹材在过滤桶内完成浸泡和预热后，打开

阀门，位于过滤桶内的浸泡液和位于过滤桶下端

的泥沙、杂质等一同由排液管排出，当浸泡液被排

尽后，打开过滤桶侧壁的开关门，将竹材取出然后

送入下一个蒸煮工序。

优点：

（1）可以减少竹材的浸泡时间：由于竹材浸

泡的过程中竹材沉积在过滤桶的底部，竹材相互

堆叠使竹材与浸泡液的接触面积较少，而竹材间

的浸泡液无相对流动，造成竹浆浸泡不彻底，而浸

泡不彻底的原材料在后续无法被快速蒸煮形成竹

浆，使原材料浪费且延长蒸煮时长。竹材和浸泡液

混合于过滤桶内，驱动单元驱动丝杆转动，带动过

滤板在过滤桶内来回滑动，浸泡液和竹材不断被

搅动，可以防止竹材沉积于过滤桶的底部，使过滤

桶内的竹材能被快速浸泡完全，以减少原材料的

浪费和提升浸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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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竹浆洗浆除渣设备的结构

1—支撑架  2—过滤桶  3—双向同步电机  4—进料口  5—排液管  
6—阀门  7—出料口  8—开关门  9—锁扣  10—丝杆  11—过滤
板  12—过滤孔  13—加强筋  14—活塞缸  15—活塞板  16—
连杆  17—上活塞腔  18—下活塞腔  19—第一气管  20—单向阀  
21—第二气管  22—涡流管  23—热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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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自动加热：过滤板在过滤桶内来回

滑动时，过滤板会通过连杆带动活塞板在活塞缸

内来回滑动，活塞板在活塞缸内每完成一次循环

滑动，活塞缸就会向涡流管完成一次压缩气体，压

缩气体流经涡流管后，涡流管热气端排出热气对

竹材和浸泡液加热，实现对竹材的预热，由于后

续蒸煮初步竹浆蒸煮过程中是采用庞大的立式蒸

煮锅，蒸煮锅内热量交换速度慢，因此过滤桶能

减少后续蒸煮锅加热时间，提升蒸煮锅的蒸煮效

率。

（3）有利于排出竹材和过滤桶内空气：由于

由涡流管排出的热气温度超过100℃，热气不断进

入过滤桶内，竹材受热后，竹材内部的空气受热膨

胀而扩散到浸泡液中，有利于竹材内空气的排出，

便于后续蒸煮过程药液的浸透；同时随着过滤桶

内浸泡液的温度不断升高，浸泡液的含氧量不断

降低，有利于浸泡液内空气的排出，使竹材内的空

气含量下降到最低。

（4）有利于过滤桶内快速加热：由于过滤板

的搅拌作用，加速热气管排气口处热量与过滤桶

内浸泡液的热交换，使热气管排出热气的热量快

速传导至整个过滤桶内，过滤桶内竹材被快速加

热，从而进一步提升浸泡的效率。

盘磨机磨损限位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09610220 A

发明人：刘名中　黄志锋　宋林林

申请人：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在盘磨机使用过程中，磨片会发生磨损，当磨

片磨损严重时，设定加载功率和电流时，一直加载

进刀都达不到设定值，继续使用该磨片会出现磨

片磨损过度，损坏磨片及盘磨机，影响后续打浆效

果。

提供一种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及盘磨机磨损

限位系统，通过对磨片的磨损状态进行监控，当磨

片磨损严重时及时提醒更换磨片，从而起到保护

盘磨机的作用。当盘磨机中的推动机构推动进行

进刀或者退刀时会带动磨片位置变化，通过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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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除出机架)的剖面

图2  第一标尺、第二标尺、进刀限位开关及退刀限位开关

图3  第一标尺及进刀限位开关的安装位置

图4  盘磨机磨损限位系统

1—机架  2—推动机构  3—推动杆  4—定盘  5—转动轴  6—磨
片  7—第一标尺  8—进刀限位开关  9—第二标尺  10—退刀限位
开关  11—直线驱动器  12—旋转驱动器

68
第40卷第12期 2019年6月



刀及退刀过程中的推动机构相对于固定机架位置

的变化来监控磨片磨损程度。具有避免磨片过度

磨损、及时控制进刀及报警的优点。

如图1所示，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包括机架、

推动机构、转动轴、磨片、第一标尺、进刀限位开

关。推动机构、转动轴均沿水平方向放置，推动机

构沿左右方向移动，转动轴以水平方向为轴转动，

磨片套设于转动轴一端，推动机构一端抵接于磨

片一侧。当盘磨机工作时，转动轴带动磨片转动，

推动机构推动两个磨片相互靠近，转动的磨片对

浆料进行打浆。当磨片磨损较为严重时，设定转

动轴的加载功率和电流时，进刀一直达不到设定

值。

推动机构包含推动杆及定盘，定盘套设于转

动轴上，两个定盘分别位于两个磨片外侧，靠近推

动杆的定盘与推动杆固定连接。推动机构左右移

动时，其中推动杆及定盘随着左右移动，靠近推动

杆的定盘推动与之靠近的磨片，从而使得两个磨片

之间距离发生变化。

再者，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还包括直线驱动

器及旋转驱动器，直线驱动器、旋转驱动器均沿水

平方向设于机架上，推动机构另一端与直线驱动

器的输出端连接，转动轴另一端与旋转驱动器的

输出端连接。直线驱动器驱使推动机构沿左右方

向移动，旋转驱动器驱使转动轴以水平方向为轴

转动。直线驱动器为气缸，旋转驱动器为旋转电

机，但并不以此为限。

第一标尺与进刀限位开关结合对磨片的磨损

状态进行监控。请参阅图1、图2及图3，第一标尺平

行设于推动机构上，进刀限位开关固定于机架上，

进刀限位开关的感应处对准第一标尺。初始安装

时，进刀限位开关感应处位于第一标尺的零刻度

处，第一标尺高于进刀限位开关感应处一预设刻

度d1，预设刻度d1为磨片正常使用时的最大磨损

量，最大磨损量由两个磨片及两个定盘总厚度及

总齿高确定。当新上机磨片的厚度或磨齿高于原磨

片的相关参数发生变化时需根据具体需求调整进

刀限位开关与第一标尺的相对位置。

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还包括第二标尺及退刀

限位开关，第二标尺与退刀限位开关结合防止退

刀时超出范围造成盘磨机的损坏。第二标尺平行

设于推动机构上，退刀限位开关固定于机架上，退

刀限位开关的感应处对准第二标尺。初始安装时，

退刀限位开关的感应处高于第二标尺零刻度一预

设退刀位移最大值。

如图4所示，盘磨机磨损限位系统包括退进刀

限位的盘磨机、用于控制是否对磨片进行操作的

控制器及报警模块，进刀限位开关、退刀限位开关

均与控制器连接，报警模块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

与直线驱动器连接。

当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进刀运行时，磨片会

慢慢磨损，第一标尺位置会随之移动，当第一标尺

的顶部移动至进刀限位开关的感应处时，进刀限

位开关被激活，控制器运行程序控制直线驱动器

停止工作，从而停止进刀并进行报警。报警模块为

指示灯电路或警报呼叫器电路，则可以通过指示

灯的亮灯或通过警报呼叫器鸣叫来报警。此时，提

示磨片已严重磨损，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磨片，从而

对盘磨机进行保护。

当退进刀限位的盘磨机退刀时，第二标尺位

置会随之移动，当第二标尺的顶部至退刀限位开

关的感应处时，退刀限位开关被激活，控制器运行

程序控制直线驱动器停止工作，从而停止退刀并

进行报警。

有益效果：采用第一标尺及进刀限位开关相

结合，当磨片达到设定的最大磨耗量时，进刀限位

开关感应不到第一标尺，此时，进刀限位开关打

开，从而控制进刀机构进刀并显示报警，从而可有

效防止磨片磨损过度，影响到浆料的打浆质量，防

止损坏磨片和盘磨机。

稀释水环调节机构

申请公布号：CN 109653017 A

发明人：张亚林　霍礼鹏　万超刚　罗浩

申请人：新乡市新平航空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市场上进行纸浆浓缩的设备很多，主要

有螺旋输送式、振动跳筛式等，由于稀纸浆经进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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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进入浓缩设备的浓缩通道后变为浓纸浆，时常

会导致出浆口堵塞现象的发生，出浆口堵塞时，必

须停机拆卸进行维修，增加了维修等作业成本。

提供一种稀释水环调节机构，其通过调节螺

纹部与安装通孔内的内螺纹的配合长度实现顶持

部推动稀释水环，使得稀释水环与转子之间的间

隙大小可调，进而对出浆口的浓纸浆进行稀释，解

决了现有技术中出浆口易堵塞等技术问题。

如图1、图2所示，该种稀释水环调节机构包括

调节螺柱、紧固螺栓和用于锁紧调节螺柱的锁紧

螺母；为了节省空间，降低调节螺柱的高度，锁紧

螺母优先采用标准薄螺母；调节螺柱内部沿轴向

开有贯穿螺柱的中心通孔，其外侧设有顶持部、夹

持部以及设置在顶持部和夹持部之间的螺纹部；

顶持部和夹持部分别设置在调节螺柱的两端，顶

持部为具有较高粗糙度精度的圆柱段，顶持部设

有凹槽，凹槽内安装有密封圈，顶持部与环形板上

开设的与稀释水环调节机构外形相适配的水环调

节机构安装通孔之间采取小间隙配合，起到导向

作用，环形板连接在浓缩设备（如浓缩机等）的壳

体上，如焊接连接等；夹持部为标准六方、五方或

非标准可夹持结构等，其用作扳手位置转动调节

调节螺柱，紧固螺栓的头部与夹持部之间设有密

封垫，密封垫内圈紧抱于紧固螺栓外径之上，且贴

合于螺栓头底面，密封垫可选为方形胶垫；调节螺

柱安装在环形板的安装通孔（未图示）内，紧固螺

栓穿过调节螺柱的中心通孔与环形板上方的稀释

水环的连接法兰上与安装通孔同轴的螺纹安装孔

（内螺纹孔）进行螺纹连接，通过调节螺纹部与安

装通孔内的内螺纹的配合长度实现顶持部带动稀

释水环沿高度方向上下移动，进而实现稀释水环

的上端面与转子外筒体（未图示）的下端面之间的

间隙（即稀释通道）可调，密封凹槽的上端面距调

节螺柱上端面的距离不小于稀释水环最大调节距

离5～10mm。

如图3所示，稀释水环包括筒体和上平面与筒

体底面密封连接的连接法兰，连接法兰内侧设有

向下凸起的连接环，连接环密封连接在环形板的

内壁上，其外侧设有与稀释水环调节机构的紧固

螺栓进行螺纹连接的螺纹安装孔，筒体正对转子

外筒体设置，筒体内表面上连接有吊环，如采用焊

接连接等；稀释通道的大小可通过稀释水环调节

机构进行调节，稀释通道即为筒体的上端面与转

子外筒体的下端面之间的间隙。

稀释水环筒体的上端面与转子外筒体（未图

示）的下端面之间间隙可根据浆种类型及浓度的

不同，利用稀释水环调节机构来调整，可调整范围

为1～5mm。在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浆料的

不断冲刷侵蚀作用，稀释水环上端面及转子外筒

体的下端面会出现磨损，从而致使间隙变大，这时

可对稀释水环进行调整，具体过程如下：设备停机

并排空，松开紧固螺栓及锁紧螺母，使用扳手旋转

（正转或反转）夹持部，使螺纹部与环形板上的安

装通孔内的螺纹副（内螺纹孔）进行螺纹连接，进

而使顶持部沿高度方向上下移动，由于顶持部的上

端面支撑稀释水环，稀释水环也随顶持部上下移

动，进而实现稀释通道的大小（稀释水环筒体与

转子外筒体之间的间隙）可调，在此过程中，稀释

图1  安装示意 图2  螺柱的结构

图3  稀释水环的结构

1—紧固螺栓  2—密封垫  3—调节螺柱  4—夹持部  5—螺纹部  
6—顶持部  7—凹槽  8—中心通孔  9—锁紧螺母  10—密封圈  
11—筒体  12—吊耳  13—连接法兰  14—连接环  15—螺纹安装孔  
16—环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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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水环内侧的连接环与环形板的内壁始终保持密封

连接。

调节螺柱上的螺距一定，通过测量螺纹长度

的方法来确定稀释水环筒体上端面与转子外筒体

下端面之间的间隙。待间隙达到指定值时，紧固锁

紧螺母，固定调节螺柱，将带有端面密封垫的紧固

螺栓穿过调节螺柱中心通孔，并逐个均匀锁紧，从

而固定稀释水环。上述密封垫用作密封调节螺柱

的中心通孔；径向密封圈用作密封调节螺柱与环

形板之间的小间隙配合的圆柱孔，上述两处密封

的材质均为丁腈橡胶或氟橡胶。

有益效果：该种稀释水环调节机构通过调节

螺纹部与安装通孔内的内螺纹的配合长度即可实

现稀释水环与转子之间的稀释通道的大小可调，

使得进浆通道内的低浓浆可通过稀释水环上方的

稀释通道对出浆管处的高浓浆进行稀释，可有效

避免出浆口的堵塞，实现对出浆口高浓浆稀释程

度的可调。结构简单、操作及制作方便、安全可靠，

节约了设备维修等作业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作业效

率，可满足现代工业节能降噪的技术要求。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安德里茨浆料筛选和纤维分级新技术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在世界范围内，安

德里茨安装于众多浆料制备线的压力筛已超过

5400台。近期，安德里茨又推出了最新技术革新产

品——PrimeScreen	X筛，如图1。

PrimeScreen	 X筛的创新设计，基于Modu	

Screen筛家族多年的成功经验，同时又带来了创新

性的几大优势，可适用于所有原料的筛选应用。在

能效比、筛选效率和设备维护便利性上都有显著

提升。

安德里茨全球再生纤维筛选和浮选系统产品

经理Sampo	 Koylijarvi先生介绍说：“安德里茨

PrimeScreen	 X筛的研发历经三年多，从最开始

的工程设计、原型机制造，到在条件最苛刻的OCC

浆线实地进行了两年测试。

PrimeScreen	 X筛主要设计亮点包括：顶部

喂料设计原理；转子和旋翼片设计提高了筛选效

率，降低了能耗；维护更简单；优化了筛框的高度

/直径比等（详细特点请见《中华纸业》2019第8期

“技术信息”）。

经过公司备浆实验工厂内进行的大量内部测

试之后，第一台商业运作的安德里茨PrimeScreen	

X筛50成功应用于1350绝干吨/天OCC线的一段粗

筛中。

此次应用主要的测试目标为：提高质量、尽量

降低能耗、延长筛框使用寿命。

安德里茨PrimeScreen	 X筛50能够与现有其

他供应商的传统粗筛平行安装，保持了和现有其他

供应商粗筛同样的转子线速度、同样的流量和浓

表1  平行运行的安德里茨PrimeScreen X筛和现有其他

供应商粗筛的第一次取样对比

PrimeScreen	X筛

其他供应商筛子

15073

14059

1515

15962

14346

1615

流量

/（l/min）

3.25

3.11

4.50

3.20

2.88

4.70

进口

良浆

尾渣

进口

良浆

尾渣

产量

/（t/d）

浓度

/%

705.4

629.6

98.2

735.5

595.0

109.3

表2  筛子电机信息

PrimeScreen	X筛

其他供应商筛子

132

250

装机功率

/kW

78

69

103

173

功耗

/kW

负载

/%

3.50

5.63

吨浆能耗

/（kWh/t）

图1  PrimeScreen X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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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定，一开机就以最大设计产能运行。	

PrimeScreen	 X50设计产能为705绝干吨/

天。PrimeScreen	 X筛和现有其他供应商粗筛的

第一次取样结果如表1所示。

如表2所示，传统供应商可提供的筛子电机

装机功率约为250kW，负载约69%；而安德里茨

PrimeScreen	 X筛电机装机功率为132kW，负载

约78%。相比之下，PrimeScreen	 X筛节约了40%

的能耗（从173kW到103kW）。

PrimeScreen	 X筛的转子采用安德里茨LRs

类型设计。安德里茨排渣口筛筐（0.6mm缝筛）的

开孔面积比现有筛子筛框小21%。即使受限于此，

PrimeScreen	 X筛产量仍然比现有筛子高5.5%，

而且筛选效率提升明显，这尤其体现在胶黏物去

除上（PrimeScreen	 X和现有筛子的胶黏物去除

率分别为77.5%和56.4%），两台筛子的详细对比

数据见表3。

之前，在工厂目前的粗筛工艺条件下，现有其

他供应商的筛框平均寿命为6～8个月。安德里茨

PrimeScreen	 X筛，安装运行10个月后，在一次例

行的检查中，测试发现筛缝宽度和棒条形状仍然

状态出色，转子的内部也非常干净。那次检查之后

又过了22个月，工厂才更换了PrimeScreen	 X筛的

筛框。

PrimeScreen	 X筛是基于ModuScreen压力

筛系列的自然革新，设计目标是提高能效比和筛选

效率，同时，维护简单方便，几乎能适应所有筛选

工况，不管是黑纸、白纸，亦或是原生浆或者再生

纤维——可广泛应用于粗筛、精筛、损纸、浓浆筛

选和分级筛系统等。	

维美德向越南造纸企业提供关键生
产技术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维美德将向位于越南富

美市的亚洲牛皮纸板与包装材料公司（Kraft	 of	

Asia	Paperboard	&	Packaging）新建的箱纸板

生产线提供关键生产技术。

亚洲牛皮纸板与包装材料公司是一家由日本

丸红株式会社创建的新公司，旨在积极拓展越南

市场的箱纸板业务，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建造三

条纸板生产线，年产能高达100万吨。1号线预计于

2020年下半年投入运行。

维美德供货范围主要包括三台O p t i F l o	

Foudrinier流浆箱和一套OptiPress	 Linear压榨

部，其中流浆箱可确保纸幅良好的匀度与横向分布

性能，压榨部可提高纸机的脱水能力、运行性能及

产品质量。开机用备品、备件和易耗品也包括在此

次供货中。

工业4.0时代，四大自动化技术引领
企业着力推动新兴技术发展

本刊讯（Paper360 消息) 在工业4.0时代，大数

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数据分析和高级控制系

统等已经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对于这

些先进技术，行业内的技术领导者ABB、西门子、

维美德和福伊特都进行了创新研发。

纸厂最需要和关注的技术领域

福伊特表示，如今，制浆和造纸企业的联系日

表3  平行安装的PrimeScreen X筛和现有其他供应商筛子的运行效果对比

PrimeScreen	X筛

现有其他供应商筛子

13.9

14.9

排渣率

/%

入口

良浆

尾渣

入口

良浆

尾渣

81364.3

18328.4

-

61430.5

26775.9

-

胶黏物含量

/（mm2/kg）

胶黏物去除率

/%

77.5

56.4

Somerville 碎片去除率

/%

87.0

74.2

Somerville 筛余物

/%

6.92

0.9

-

6.28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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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密切，合作日益广泛，他们最急需的都是未来自

动化的管理运营技术，因为如今经验和技术知识

等都是不断变化、动态发展的，他们需要一个动态

和灵活性的自动化运营技术手段，来保证工厂的平

稳发展。

西门子表示，制浆造纸企业对数字化时代最

迫切的需求就是数据透明，通过大数据分析使工

厂运营更加合理，降低非计划停机率和能耗，提高

生产灵活性。

ABB认为，制浆造纸企业对原料的关注是长

期的，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新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

成本，并希望找到可以利用现有资产和配置提高产

能的方法。此外，客户还关注如何通过技术革新提

高效率的问题。

维美德认为，客户关注从木材采集到产品加

工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自动化问题，希望能够将自

动化、大数据、云计算和纸厂技术装备进行紧密结

合，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实用性。造纸企业各个工

段和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目标，希望新兴技术手段

的出现能够进一步协调各个工段的工作，促进工厂

协调一体化发展。

技术研发面临的挑战

对于西门子来说，仍以开发数字化技术为主，

在研发过程中的挑战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客户的数

字化水平良莠不齐，需要的服务也多种多样，需要

通过整合各种不同水平客户的需求，分析对应的数

字化技术方案，并提出统一的数字化路线图。

对于福伊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众多零散

的数据归纳整合为对企业有利的信息，提高信息的

结构水平，将生产中收集的数据提炼，并进一步指

导生产流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维美德加强对各

个项目的监管，对各种设备安装传感器，帮助客户

企业通过数据运营优化生产和维护流程。

维美德认为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目前还缺

少一个专门针对造纸行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结

构，需要专门针对行业的技术装备情况设立一个新

的标准。只有建立一个通用的行业生态系统与数

据体系结构，才能使行业内的数据分析和技术建

模更加精确，才能使自动化技术更为契合行业的发

展，提高行业发展水平。

ABB同样认为准确的数据分析十分关键，在

短期之内这将是工业4.0时代将要面临的主要问

题，从纷繁复杂的众多数据中选择有价值的数据

是关键。此外，还有一个挑战就是造纸企业的数据

透明度问题，毕竟部分数据涉及企业隐私，这也就

要求与纸厂建立合作互信的良性互动，在采集数据

的同时尊重对方的隐私权，这也是大数据时代行业

需要关注的问题。

使用新技术伊始，纸厂容易出现的失误

维美德表示，以前，数据系统是互相独立的，

各个系统互不联系，因此使用新的技术时，许多企

业容易拘泥于旧思维。纸厂应学会借助云端处理

技术，不断更新信息，降低运营成本，不过云技术

也不应滥用，越靠近云技术的地方，便越要做好控

制和监管。

福伊特认为纸厂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拘泥于

一台设备的问题处理上，在解决问题时忽略了其他

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设备，缺少整体性思维，纸厂应

该学会关注整个生产流程和产业链，处理问题时，

注意把握整条信息链，走出个体小区域，才能发现

更大的潜力。

最新研发动态

ABB目前正致力于提高软件的兼容性，并开发

虚拟现实技术，为更多工厂的设备维护和运营提供

保障。

西门子仍旧致力于开发数字化方案，为工厂提

供DCS控制系统、智能控制和MES/MIS系统，增

强物联网平台连接互动。此外，为客户开发适合自

己的应用系统，为用户决策提供参考。

福伊特同样表示，纸厂都希望新技术能够

为运营和决策提供参考，为此，福伊特也开发了

OnCumulus工业物联网平台，物联网起到了“数

据中枢”的作用，能够将用户的设备与云端联系起

来，通过将数据上传更好地优化生产过程，包括备

浆和纸的性能优化等。

福伊特关注通过尖端技术解决用户的生产问

题，福伊特北美工厂正致力于开发更加精确的数据

分析工具，为客户提供实时、准确、智能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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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客户解决安全生产并优化工厂整体性能。

英国Bladen和Swaline公司合作，开发
防水纸板代替塑料托盘

本刊讯（Corrface 消息) 英国造纸和纸板公司

Swanline和Bladen纸箱公司合作，为当地的一家

知名日用零售品牌合力打造一个环保的终端零售方

案。

通常超市内的站立式零售包装展示架是底部

采用一个塑料材质托盘，当地板清洁或有水时，

能保证纸板货架不会浸湿而受损。但是现在采用

Swanline推出的Cygnus环保纸板，可以替换原先

的塑料托盘，因为这种纤维纸板本身就具备良好

的防水功能。这种创新意味着减少塑料的使用，而

且这种纤维托盘还可以进行印刷来搭配货架整体

的展示效果。

Swanl ine公司总经理Ross	 Gri f f in说到：

“Bladen一直呼吁使用环保类材质。当我们推出

专利Cygnus环保纸板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材质和

Bladen的环保策略一拍即合。Bladen一直为客户

提供绿色环保的包装解决方案。”

Bladen纸箱公司总经理James	 Bladen补充

到：“适合终端零售展示的环保包装在市场上太少

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当Cygnus环保纸板引

入市场时，一定是与众不同的。这种纸板有非常独

特的性能：100%不含塑料的可回收物质。而且是

FSC认证的可生物降解、可堆肥和防潮材质。我们

打算将这类材质率先应用在展示货架的托盘上。

产品一经推出就取得成功，在我看来是由于原先的

塑料托盘始终看上去和货架整体不协调。有人曾说

原先的塑料托盘像是临时搭配上去的。现在的环

保纤维托盘与之不同，本身可以印刷，所以当展示

架放在托盘里，整体非常协调，展示性更强，效果

更好。”

Bladen公司其中一家客户的销售经理Robbie	

McGregor在采访中说到：“我们和Bladen的合作

已有十年了，期间一直以环保包装展示方案迎合我

们的环保类产品，自去年开始我们采用了Cygnus	

作为替代塑料托盘的环保材质，现在这种材质已成

为我们客户的产品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Swanline总经理Griffin最后总结到：“我们

一直非常热衷于为包装和终端展示类包装选择环

保的、可替代塑料的原材料。这个问题是最终必须

要解决的。现在我们手中有这样的环保创新产品，

不仅符合环保用途，而且成本也适中，因此我们对

未来充满信心。”

芬林纸板的白牛卡产品Classic WKL
亮度新升级

本刊讯（芬林纸板 消息) 芬林集团旗下芬林

纸板提升了其涂布白牛卡MetsäBoard	 Classic	

WKL的亮度。改进后的产品专为高质量的在线和

常规柔印后印刷而设计，即使没有干燥器，油墨也

能快速干燥，因此特别适用于水性数字印刷。

纸板亮度提升后不仅看起来更美观，而且将进

一步增强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对比度。本次提

升将带来更多商业机会，特别是对于使用水性数字

印刷的客户，因为缩短油墨干燥时间给这类客户带

来了关键优势。

芬林纸板技术营销总监Leena	 Yliniemi表

示，芬林纸板的白牛卡产品MetsäBoard	 Classic	

WKL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因为它提供了高质量的

印刷效果和卓越的生产效率。使油墨快速干燥还

意味着节约能源，从而减少印刷过程中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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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优势明显。

芬林纸板的白牛卡产品MetsäBoard	Classic	

WKL还适用于食品包装，它由原生纤维制成，

100%可溯源至可持续管理的北欧森林。芬林纸板

的所有产品都以最高的环境和安全标准制造，经

过PEFCTM和FSC监管链认证。这种纸板定量为

135～175克/平方米，非常适合货架和零售包装、水

果和蔬菜、加工食品和消费电子产品等。

创新型纤维GPS识别技术提高浆料浓
缩质量

本刊讯（Paper360 消息) 现在造纸企业可以通

过很多方式获得大量数据，指导生产和经营，但仍

有不少盲点存在。例如，在备浆时，浆料浓缩过程

中，操作屏并不会实时显示纸浆配比、流量等变量

对浆料质量的影响。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纸厂

无法在制浆阶段获知浆料的浓缩质量，必须等到

纸张制成之后，经过实验室检测才能得知纸浆的

质量参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长久以来，行业内都在寻找不同的方式生产更

高水平的纸浆，通过改变纤维原料、浆流和浓度、

添加剂等因素制造符合不同需求的纸浆，如果能够

在浓缩阶段就实时显示出各种变量对纸浆质量的

影响，那么必将进一步提高制浆效率。

2000年，安德里茨曾推出了一种制浆流程检测

模拟工具，提高了磨片的工作效率，降低了能耗。

但是当时这种工具仍不足以实时显示浆料的浓缩

质量。

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安德里茨又推出了

一种新型纤维GPS软件（Fiber	 GPS），可以模拟

与优化制浆流程，能够使生产商在制浆流程运行

的同时，实时观察浆料的制备水平。

纤维GPS根据较早的仿真工具衍化而来，具有

一个纤维质量数据模型，它不仅关注浓缩工艺参

数，还将这些参数与浆料质量联系起来，进一步反

映纸浆的内部性能，使制浆企业更明显地看到和了

解各种变量对最终纸浆质量的影响。

因此，纤维GPS能够通过模拟整个备浆流程

实时记录和反映备浆过程，从而帮助操作者更高

效地提高浆料质量。

纤维GPS系统另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可以检

测混合纸浆的质量，打破了单一浆料的局限，具有

更高的实用性。纤维GPS系统具有三种模式，分别

是实时模式、仿真模式和优化模式。

在实时模式下，纤维GPS系统直接从纸浆厂设

备获取工艺参数，软件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该系统实

时观测浆料质量。

在仿真模式下，GPS系统为备浆过程提供了一

个交互式空间，用户可以改变纤维原料、流速、添

加剂、磨盘尺寸等变量，对各种备浆流程进行仿真

模拟，从而通过场景演绎进一步获取备浆资料。

在优化模式下，系统根据用户需求，为用户推

荐最适合的备浆流程，并自动记录成本和纸浆质

量，帮助用户进行对比分析。

从芬兰Karhula纸厂实例看OCC自动
拆包技术的安全性能

本刊讯（Sonoco 消息) 芬兰大多数纸厂历史比

较悠久，Karhula纸厂建厂于19世纪末，现有70名

员工，以OCC为原料生产芯纸板（core	board）。

20 0 6年，Karhu l a纸厂被Sono c o集团收

购，成为芬兰最大的芯纸板生产商之一，主要为

Sonoco集团和旗下相关企业提供芯纸板，也出口纤维GPS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各种变量对纸浆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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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外。

近期，Karhu la纸厂安装了新的自动拆包设

备——Cross	Wrap自动拆包机，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生产之前，把打包好的OCC废纸包通过传送

带运至Cross	 Wrap自动拆包机，传送带很长，确

保一次可以快速大量地将废纸包进行传送，自动拆

包机夹住废纸包的两端进行固定，前部切割机将

包装绳切断，被切断的绳子自动缠成线球，废纸包

中的塑料和金属颗粒自动分离，同时废纸依次向前

传递，进入备浆阶段。

此外，该设备最大的特性就是安全性高、自动

化程度高，安装有安全隔板、远程控制系统、光感

应设备和安全锁等，减少了人力使用，大大降低了

人工操作的危险系数。Karhula纸厂负责人表示，

现在只需要一名员工负责废纸包传送监管工作，其

他工作都可以自动完成。

生物经济时代，制浆造纸行业的技术
发展前景

本刊讯（Worl d B ioEconomy Forum 消息) 近

期，第一届生物经济论坛（World	 BioEconomy	

Forum）在芬兰Ruka召开，会议讨论了生物经济的

发展方向，制定了发展目标。

造纸行业也是生物经济相关产业，生物经济时

代也为制浆造纸行业的技术开发带来了新的技术

要求。

首先，造纸行业延伸到纺织领域是行业趋势之

一，目前纺织材料多以化石燃料为原材料，污染较

大，而造纸行业开发的纤维素纤维未来也可以成为

纺织业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纤维素纤维易于生物降

解，环保优势更为明显。

其次，溶解浆也是制造黏胶纤维的材料，未来

可能会大量替代棉质纺织材料等。目前全球纺织

业产量为1亿吨，到2030年，还将增加5000万吨，

市场潜力很大。

此外，生物经济要求造纸行业能够将更多的废

弃物转化为生物能源，例如浆厂可将废弃物处理

转化为甲醇、硫酸、木质素和沼气等。

安德里茨钢制烘缸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凭借其专利

技术，再次打破世界纪录，将钢制烘缸推向新的高

度。

直径为24英尺（7.315米），重量为196吨的高

精度单光纸钢制扬克缸，已从安德里茨在匈牙利的

车间运抵奥地利，并完成安装。

为了能够运输如此巨大的烘缸，它必须分成两

半制造。同时，550公里的道路上，如何顺畅地进行

车道变换和穿越大约十几条隧道，均是巨大的挑

Karhula纸厂使用拆包机自动拆包并回收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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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最终，经过安德里茨杰出的运输团队精确的计

算，这些阻碍得以一一解决。到达现场后，分离的

两半烘缸由技术工人现场组装并焊接在一起，一

台起重达650吨的巨型履带式起重机将巨大的缸体

穿越厂房房顶吊装到机位上。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精度单光纸焊接钢

制扬克缸，它将作为一台新的PrimeLine单光纸机

的关键部件，用于生产特种纸。

从Navigator集团Cacia浆厂案例看高
级过程控制系统在苛化工段的应用

本刊讯（Navigator 消息) 为了提高制浆和回

收工段的稳定性，Navigator集团位于葡萄牙的

Cacia工厂（Cacia	 mill）将在线分析与高级过程

控制系统（advanced	process	controls,	APCs）

结合起来，提高产量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和能源消

耗。

Cacia工厂年产能37万吨，主要生产漂白桉木

浆，用于高质量壁纸、滤纸、卷烟纸等多种特种纸

生产。

2 0 1 8 年初，为了提高制浆黑液的回收处

理效率，Ca c i a引入了维美德多点在线液体回

收分析器（mu lt i-poi nt	 on l i ne	 Re cover y	

Liquor	 Ana lyzer）和高级苛化过程控制系统

（Causticizing	 Optimizer	 APC），通过链接后

台的维美德自动化和信息系统平台进行过程控制。

在安装高级控制系统之前，多采用人工控制，

回收锅炉中的苛化反应和产生的白液质量都不易

于管理和优化，而高级控制系统提高了反应的稳定

性和苛化效率，产出白液和白泥水平更稳定。

此外，该系统还能够检测并诊断一些人工控制

无法观察到的工艺参数，有利于后续优化分析和改

良。

Cacia浆厂经理Fernando	 Martins表示，在

制造桉木浆时，产生了大量的黑液，为了回收工段

的白液质量，使苛化反应更加稳定，减少苛化工段

石灰消耗，工厂引入了APC高级过程控制系统。

图1  维美德高级分析器通过连接六个测量器进行分析

图2  优化之后整个流程反应更加平稳可控

表1  前后主要工艺参数对比

绿液TTA，以Na2O为例/（g/l）

苛化率/%

白液AA，以Na2O为例/（g/l）

126.7

78.7

104

主要工艺参数（KPI） 人工控制 APC

127.7

81.0

107.1

如图1所示，优化控制系统包括六个在线测量

工具，测量从溶解池到最终白液生成的各个阶段

反应。

如图2和表1所示，在线测量和高级控制系统

使整个化学反应过程更加稳定，苛化效率由原来的

78.7%提高至81.0%，白液中活性碱（以Na2O为例）

的比例提高了3%，由104g/l提高至107.12g/l。

Fernando	Martins还表示，通过高级过程控

制，避免了石灰的过度使用，降低了洗涤频率和维

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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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于此，该系统还对绿液冷却和石灰添加

进行了优化，在苛化过程中，石灰消化器温度过高

时，需要减少石灰的使用，但是减少的同时又会降

低生成的白液的质量，这是一个对浆厂来说比较难

解决的问题。

对此，高级过程控制系统通过对绿液的冷却

处理控制消化器沸腾过程，优化消化器的反应流

程，有效避免后续过滤器的白液溢流现象，提高反

应效率，使浆厂充分利用回收锅炉最终产生的白液

和白泥。

Smurfit Kappa首届包装设计大赛，引
发世界对多种包装技术的思考

本刊讯（Smurfit Kappa 消息) 第一届主题为

“创造更好的地球”包装设计大赛由全球领先包

装集团SK首次倡议并举办。这次从全球征集的创

造性包装技术方案超过300个。

来自德国的自由产品包装技术设计师Er i c	

Haas提出了一种可用于托盘的塑料拉伸包装的替

代品，以保证在运输和储存期间保持良好的稳定

性。Haas的创意是：用纸设计出一个网状结构，从

而保证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托盘安全稳定性。同时

材质本环保，完美取代原先的塑料制品。

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我很喜欢这种以环保

为主题的挑战。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我很高兴我的作品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同时评审组

能够肯定我的作品潜力，这一点也很让我激动。我

希望有一天我的技术设计作品能够变为真正的产

品。”

来自维也纳的Kerstin	 Fischbacher开发了一

种完全以纸为原材料的包装，这种包装可保持巧

克力的最佳食用温度，并能用于电子商务销售渠道

中，击败其他参赛作品拔得头筹。

Fischbacher提出用纸浆制成一种隔热的包装

来保持巧克力的温度。尽管这个设计和发泡聚苯

乙烯（EPS）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外形、隔热性能

等，但是这确实是第一个用纸浆制成的包装，完全

达到可回收、可降解的目标。

对于提出这种创意技术方案，Fischbacher表

示：“这是我第一次获奖，这足以说明平日里我利

用闲暇时间在这方面的钻研和研究是值得和有意

义的。这种感觉太棒了，而且很感谢未来有机会将

这个想法完善并向前推进。”

这次的环保包装技术挑战赛旨在激励全世界

的设计同行致力于解决可持续包装领域的实际问

题，也帮助SK集团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上向前

迈进了一步。

针对纸类包装技术，今年5月份。全球领先的

独立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英敏特也曾提出了2019年

及未来全球包装行业的四大技术发展趋势，它们分

别是：

第一，互联式包装，开发多种技术助力品牌将

实体包装与虚拟世界相连接，连接包装和网络世界

的技术日益进步，人们对互联式包装的兴趣也被再

次点燃。品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包装虚拟相连，

包括二维码和其他图形标记、近场通信（NFC）、

射频识别（RFID）、蓝牙和增强现实（AR）等。

第二，循环回收技术，这将推动优质再生材料

的产能，在新包装中使用回收材料，使品牌有机会

通过差异化定位，顺应消费者对回收的认识。

第三，重塑包装箱，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

网上购物，品牌必须建立完整的电商包装策略以

应对这一需求。

第四，零塑料倡议和技术，“零塑料”一词看似

简单，却没有统一的定义。即使是零塑料包装也通

常包含植物基塑料，这表明对零塑料的界定并不明

确。品牌应立即采取行动，可以通过改用广受认可

的包装材料确保在新兴的零塑料市场中占有一席

之地，亦可参与讨论，明确解释塑料包装对产品的

好处，消除人们对塑料污染的顾虑，提供合适的解

决方案，处理包装使用寿命到期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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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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