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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同意重启两国经贸磋商 
美方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本刊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同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

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两

国关系发展定向把舵，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

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

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

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

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

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

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统

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关系；你还表示百分

之百地赞同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

该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

确定的原则和方向，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各领域

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面。我

对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最愉

快的一次出访。我亲眼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

和中国取得的非常伟大的成就。我对中国没有敌意，

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

良好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特朗普表示，美

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努力

工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

系，并表示相信美中元首此次会晤将有力推动美中

关系发展。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根本上讲，中 

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中美双方存在巨大

利益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有利于中

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中方有诚意同美

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

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

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世

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

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

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特朗普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两国

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美方将不再对

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

口。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

将具有历史意义。

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

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

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焦点关 注 Focus

8
第40卷第14期 2019年7月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发布 造纸行业实力强劲

据《造纸信息》报道 6月25日，由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主办、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承办的“强化科技创

新、服务美好生活”2019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

坛在北京召开。相关部委和中轻联领导、轻工百强企

业代表、各轻工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代表、30多家权

威媒体和行业媒体代表共400多人参加会议。

论坛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何烨主持并介

绍领导和嘉宾，向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和代表

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发表讲

话，对轻工业发展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并祝贺轻工

百强论坛成功召开。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做主旨报告，介绍

了轻工业在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品牌建设、协会服

务职业化等方面取得的优秀成绩，并祝愿轻工业在高

质量发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取得更多成果。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杜同和宣读中国轻工业

百强企业评价报告，通过六项指标综合评分，海尔集

团等200家企业被授予“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企

业”，百强企业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区，涉及41个轻

工行业。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轻工业装备制造

业三十强企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轻工业行业十

强企业、轻工业竞争力报告同期发布。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

份公司、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理文造纸有限

公司、亚太森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山东博汇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浆纸业有

限公司等10家企业被评为中国造纸行业十强企业。中

国造纸企业竞争优势明显，6家造纸企业进入中国轻

工业百强企业前二十强之列，其中玖龙、晨鸣、华泰、

山鹰、太阳、理文分列轻工百强企业的第9、第10、第

11、第15、第16和第18位。

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潍坊凯信机械

有限公司、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轻工业装

备制造业三十强企业榜单。

随后部委领导和中轻联领导为中国轻工业百强

等企业颁发奖牌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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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所纸浆期货首个合约顺利完成交割

据《新民晚报》报道 上期所纸浆期货首个合约

SP1906于6月24日顺利完成交割，共计交割24920吨，交

割金额11373.5万（单边）。首次交割的顺利完成，标志

着纸浆期货交易、交割、风控等制度得到市场认可，为

保证纸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发挥期货市场功能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此次参与交割的双方包括厦门国贸纸业

有限公司、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

司、山东枫叶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中基石化有限公

司等造纸行业企业、行业贸易商、期货公司风险子公司

等企业。首次交割的纸浆仓单分布于上海地区2760吨、

浙江地区520吨和山东地区21640吨，仓单涉及大多数

纸浆期货认证品牌。

中国拟修改森林法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据中木商网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6月25日首次审议森林法修订草案，拟以立法规范

和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维护森林生态安

全，推动森林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林业发展。

据悉，当前林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功能定位已发

生根本性变化，迫切需要对现行森林法作出相应的修

改完善，为林业改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宪魁在

会议上作说明时介绍说，草案增加“森林权属”一章，

针对我国森林权属的实际，明确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国有森林资源所有权，国务院可以授权有关部门行使

或者由有关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代行

所有者职责；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

林地依法实行承包经营，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

和承包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

定，未承包的集体林地以及林地上的林木，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

制的林业经营主体在依法取得的国有或者集体林地

上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业产业，保护非公有制林业经营

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

为了加强林地保护，草案明确林地的概念，设定占

用林地总量控制制度，规定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

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内的总量控制指标，确保林地面积

不减少。还完善了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制度，并将森林法

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临时使用林地制度上升为法律。

此外，草案还将实践中根据森林生态区位和主导

功能的不同，把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采取差异

化政策管理措施这一成熟可行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

范，规定了划定公益林的标准、划定主体及公益林利

用的要求。

王宪魁说，随着森林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

变，是否保留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制度存在两种不同

意见。草案按照“放管服”改革精神，完善了森林采伐

限额和采伐许可证制度，适当下放审批权，缩小许可范

围，既坚持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又有利于充分保护

个人和非公有制林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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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投资目录发布

本刊讯 6月30日，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风向标的三

大清单（2019版）齐齐出炉。6月30日，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9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2019年版）》。

农业、制造业、增值电信、文化等七大领域进一步

放宽准入，包括5G组件在内的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投资成为鼓励外商投资方向，随着《外

商投资法》落地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成

型。

在2018年基础上，2019年版全国负面清单和自贸

区负面清单继续大幅压减。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

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将于7月30日实施。

“负面清单只减少、不新增限制。”国家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称，2019年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交通运

输、增值电信、基础设施、文化等服务业领域，以及制造

业、采矿业、农业领域均推出了新的开放措施，在更多领

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负面清单缩减的同时，鼓励清单也在扩容。最新出

台的2019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总条目1108条，

其中全国目录415条，与2017年版相比增加67条、修改45

条。其中，制造业依然是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全国

目录新增或修改条目80%以上属于制造业范畴。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投资

13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继续

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国投资流入地。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在日前举行的G20大阪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

平宣布，中国将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举措，除发布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国还将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验

区，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加快探索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进程；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努力消除非关

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将于明年1

月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对于清单发布后的扩大开放工作，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宁吉喆称，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全面清

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和对外资单独设置

的准入限制，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对外资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2019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与制浆造

纸业相关度相大的有：

“制造业”大类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类别中的总第51条“精细化工”里提到：造纸化学品；

“制造业”大类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类别中的总第64条：废气、废液、废渣综合利用和处理、

处置；

“制造业”大类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类别中的总第65条“有机高分子材料生产”里提到：高

精度燃油滤纸；

“制造业”大类下“专用设备制造业”类别中的总第

175条：新型造纸机械（含纸浆）等成套设备制造；

“制造业”大类下“专用设备制造业”类别中的总第

219条：钢铁、造纸、纺织、石化、化工、冶金等高耗水行

业节水工业设备制造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江西

省”第8条：单条化学木浆30万吨/年及以上、化学机械

木浆10 万吨/年及以上、化学竹浆10万吨/年及以上的林

纸一体化生产线及相应配套的纸及纸板生产线（新闻

纸、铜版纸除外）建设，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以非木纤维

为原料、单条10万吨/年及以上的纸浆生产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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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纸浆价格大幅下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步入5月份，纸浆

市场行情淡季表现明显，下游需求持续萎靡，港口库

存高企，市场供过于求，且去库效果并不明显，浆价

大幅下滑。据统计，5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

数环比下滑6.80%至104.33点，且降幅较4月相比有扩

大之势，物量总指数环比下滑1.25%至78.83点，其中，

漂针木浆和本色浆市场成交量价齐跌，漂阔木浆量增

价跌。

具体来看，5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下滑

7.19%至104.44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2.58%至85.87

点。本月漂针木浆市场成交量价齐降，浆价下跌幅度

扩大，整体跌幅在400-500元/吨左右，实单侧重商

谈，5月底，漂针木浆主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

在4850-4900元/吨。外盘方面，5月份智利Arauco银

星下跌10-30美元/吨，合同面价710美元/吨；俄罗斯

lli m针叶浆陆运净价在660-670美元/吨。5月份，针

叶浆市场行情走势略显低迷，场内询盘氛围略显不

佳，成交依旧不旺，下游纸企按需采购为主，由于下游

需求动力不足，受进口木浆外盘价格下调影响，浆价呈

大幅下跌趋势，预计短期内针叶浆市场行情或仍将呈

下跌趋势。

49.4%

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6月30日公布的数据，中国6月官方制造业PMI为

49.4%，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落入荣枯线以下。从分

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

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

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

23790.2亿元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3790.2亿元，同比下降2.3%（按可比口径计算，考虑

统计制度规定的口径调整、统计执法增强、剔除重复

数据、企业改革剥离、四经普单位清查等因素影响，

降幅比1-4月份收窄1.1个百分点。

68.1％

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AF&PA）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8年美国纸张回收率达到创纪录的68.1％。纸张回

收率决定了美国有多少纸张被回用于新产品生产。

5940吨

6月11日，固废中心公布的2019年第8批建议批准

的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通过莱州鲁通特种纸

业有限公司，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共计废纸核

定进口总量为594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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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东省造纸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陈竹  张翠梅  吕永松  张铭晖

2018年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随着国家对环

境治理的不断深入，政府发布了“蓝天保卫战”等一系

列环保政策，实施了最严格的进口废纸限制政策，中美

两国还遭遇了紧张的贸易关系，全国经济形势发生了显

著变化，广东省造纸行业发展也发生明显波动，产量出

现近十年来首次下降的局面。尽管广东省产量下降，但

仍高达2094.55万吨，居全国首位，造纸及纸制品业利

润达144.41亿元，仍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面对国际国

内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广东省造纸企业继续以国家政策

为引领，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挖潜自身潜力，进

行自我调整，加大技术改造创新，努力推进造纸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1  纸及纸板产量小幅下降

2018年，广东省纸及纸板产量为2094.55万吨，同

比下降3.97%，占全国纸及纸板产量的20.1%，是近十

年来纸及纸板产量首次出现同比下降的现象。尽管广东

省纸及纸板产量有所下滑，仍居全国首位。

据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广东省

主要纸种产量情况如表1。

除了新闻纸、未涂布印刷书写纸、生活用纸、特种

纸及纸板产量没有下降，其余纸种都呈现下降的情况，

尤其是包装纸，其中，箱纸板下降幅度高达9.88%，分

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包装纸与国家经济发展及传统制造业具有紧密

的关联性，全国经济形势放缓，对外商品贸易减少，尤

其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出口的传统制造业产品减少，

而传统制造业产品大部分需要用纸盒包装，导致国内对

行 业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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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广东省造纸行业主要产品产量

品种

纸及纸板

1新闻纸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涂布纸（含白卡）

4生活用纸

5包装用纸

6白纸板

其中：涂布白纸板

7箱纸板

8瓦楞原纸

9特种纸及纸板

10其它纸及纸板

生产量/万吨 同比

/%

-3.97

10.96

12.39

-0.67

8.94

-9.32

-9.21

-12.33

-9.88

-2.4

4.56

-17.1

全国2018年产

量/万吨

10435

190

1750

705

970

690

1335

1275

2145

2105

320

225

2094.55

38.06

248.15

104.3

106.43

112.62

265.08

253.48

657.9

502.65

51.36

8

2018年

2177.74

34.3

220.8

105

97.7

124.2

291.97

289.12

730

515

49.12

9.65

2017年

占全国比重

/%

20.07

20.03

14.18

14.79

10.97

16.32

19.86

19.88

30.67

23.88

16.05

3.56

纸包装盒的需求也随之减少，进而降低了对包装纸的

需求。

(2）由于2017年受原材料等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

纸及纸板价格也大幅上涨，价格的大幅提升造成了不

少原本采用纸包装的产品改用塑料或铁盒包装，减少了

包装纸的用量。

(3）受原料价格影响，国内包装纸价格较高，而国

外由于废纸原料价格变化不大，低于国产废纸原料价

格，国外生产的包装纸的成本低于国内包装纸的成本，

价格也低于国产包装纸的价格，国产包装纸对比国外

的包装纸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一些企业通过采购国

外包装纸原纸进行纸盒加工生产，导致国产包装纸的

需求进一步减弱。

综合以上原因，2018年造纸企业的原料价格高，下

游需求弱，企业难以正常运营，不少企业出现了部分纸

机停产、限产的现象，导致纸及纸板产量有所下滑。

2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18年广东省造纸及纸制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2506.47亿元，同比增长9.8%；工业增加值528.24亿

元，同比下降0.2%；工业销售产值2504.8亿元，同比增

长9.3%；利润144.41亿元，同比下降10.2%，可见经济

指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是利润，下降幅度

较大。

3  节能效果显著

2018年，共有24家省内造纸企业

37条生产线参与广东省造纸行业能效

对标活动，这24家企业的纸及纸板总

产量为1447.5万吨，占2018年广东省

纸及纸板产量的69.1%。对标纸种包

括涂布白纸板、箱纸板、瓦楞芯纸、

灰纸板、新闻纸、文化用纸、白卡纸、

生活用纸、无碳复写纸9个纸种，涵盖

了广东省造纸企业生产的典型纸种，

能效对标活动还开展了“能效领跑

者”的评选。2018年，广东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公布了2017年广东省造纸行业“能效领跑

者”，分别是：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卫生纸原纸

直接生产系统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为237.21kgc e/t），亚

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文化用纸直接生产系统

能耗191.5k g c e/t），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箱纸

板直接生产系统能耗199.06kgce/t）。

4  低碳配额方案变更

2018年广东省造纸企业共56家被纳入碳排放控排

企业管理，9家企业被纳入新建项目企业管理。2018年

配额与2017年相比，基准值并未改变，但其它方面还有

较大变动，主要有：

(1）有纸浆制造的企业由原来的使用基准值法改为

历史强度下降法。

(2）能源修正因子由原来的自备电厂能源修正因

子为1.35改为：使用天然气的自备电厂能源修正因子

取值1.35，使用非天然气的自备电厂能源修正因子取值

1.25，其他情况取值1。

(3）文化用纸生产企业由原来的基准值法改为：文

化用纸生产比例高于40%的企业采用历史强度下降法，

低于40%的企业采用基准线法。

可见，省内造纸行业碳排放配额逐年收紧，且紧跟

省内煤改气等相关政策，对使用天然气的自备电厂给予

了更高的能源修正因子。

行 业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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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政策对造纸行业的影响分析

5.1 进口废纸限制的影响

自2017年以来，国家对进口废纸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2017年年底前，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废纸，2018年1

月，又规定进口废纸其他夹杂物的比重不得超过0.5%。

自2018年5月4日起，规定对来自美国的废物原料实施

100％开箱，100％掏箱检验检疫，对疑似热固性废塑

料、含有粉状物的金属废料、废纸中夹杂难以识别的特

种纸（硅油纸、浸蜡纸、热敏纸、防潮纸等）、夹带疑

似危险废物的，实行100％实验室检测分析。2018年6月

1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对从美国进口的废纸等产品征收

25%的关税。且近几年，进口废纸批复额度逐年下降。

广东省以进口废纸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包装纸等

纸种，进口废纸原料占废纸原料消耗的50%以上。受国

家对进口废纸限制等一系列政策影响，进口废纸和国产

废纸价格变化呈现完全不同的情形。

自2017年7月进口废纸受限后，进口废纸价格逐步

下跌。2018年，进口废纸价格逐步上涨，主要是由于国

家对进口废纸限制后，国外为了将废纸输送到中国，对

进口废纸分拣得更细，进口到国内的废纸质量明显提

高，国外分拣的成本上涨，价格也随之小幅增长。

由于国内废纸原料不足，进口废纸受限后，进一步

加剧了国产废纸供应紧张的局面，国产废纸的价格一路

上涨，最高高达3700元/吨，下半年由于下游需求不足，

造纸企业库存较大，不少企业停工检修和减产，降低了

废纸的需求量，废纸价格小幅下降。目前废纸价格仍在

2200元/吨上下浮动。

随着国家对进口废纸收紧的决心进一步加强，国

产废纸的供应将更加紧缩。为了解决国产废纸不足的

问题，造纸企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建议可采取以下几

点：

(1）采用进口本色木浆或脱墨浆代替废纸。

(2）有实力的企业可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建厂生

产包装纸或废纸浆，再运回国内使用。

(3）在国内建立废纸打包厂，加强国产废纸回收

量。

(4）加大国内化学品的研发，避免因为进口废纸减

少产生的纸品质量下降等问题。

5.2 “煤改气”政策影响

2018年5月7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印发关于《广

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年工作方案》的通知（粤环

【2018】23号），要求“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强化

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双控”措施。省

工信厅也发布政策，要求狮子洋地区实现绿色转型升

级——周边地区自备电厂集中供电供热。加快推进煤改

气工程。早在2018年4月7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东莞市蓝天保卫战行动方案》的通知[东府（2018）56

号]，要求逐年压减煤炭用量推动火电厂和自备电厂煤

改气，2018年底前完成自备电厂煤改气工作。后来又将

自备电厂煤改气的实施时间延迟到2019年9月底。

除了东莞，广东省其它各市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中山市要求除了保留一个大型燃煤发电厂外，其它所有

图1  进口废纸价格走势图

图2  2017～2018年国产废纸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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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都要进行“煤改气”。江门市也提出将蓬江区、江海

区、新会区会城街道设为禁燃区。佛山市也提出到2020

年，35蒸吨以下锅炉进行煤改气，35蒸吨以上锅炉实施

超低排放。

“煤改气”政策的实施，将对广东省造纸行业造成

巨大的影响，省内造纸企业要支付巨额资金进行煤改气

设备改造，此外，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将大幅提升，预计

每吨纸成本将上涨300～400元，对比外省造纸企业，

广东省造纸企业将失去本省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的

竞争力。在目前低迷的造纸环境下，企业的利润本已微

乎其微，成本的大幅上涨对广东省造纸企业造成严重

行 业industry

打击。部分造纸企业尤其是目前运营困难的中小型造纸

企业将逐步转型，某些生活用纸企业改为仅后加工生产

或搬迁到外地去生产。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明朗的外部国际形势和国内环

保政策高压等背景下，广东省内造纸企业仍继续加强自

身建设，做好内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等技改措施，增

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并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原材料减少

且价格上升等一系列因素对企业的影响，预计2019年

广东省造纸行业将延续低迷态势，行业整体形势不容乐

观，将进行新一轮的洗牌。通过这轮洗牌后，广东省造

纸行业将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

维美德先后为韩、印纸企的纸机改造提供技术支持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维美德将以一种创新性的套筒辊技术对韩国亚进（Ajin）公司3号

纸机成形部进行改造，将于2020年重新投入运行。

通过技术升级，亚进（Aj i n）现有长网部将通过增设一套顶网成形装置被改造成

OptiFormer Hybrid混合成形部。顶网成形装置采用创新性的套筒辊技术。这种辊采用一

种特殊的套筒状外层结构。其脱水所需的压差由成形靴产生，因此，顶网成形器不再有真空

需求。该结构脱水能力强，节能效果显著，因此特别适用于改造项目。所有改造设备均借助

Valmet DNA自动化系统加以控制。

3号机幅宽5.9米，设计车速1300米/分，以废纸浆为原料生产定量90～120克/米2的瓦楞

纸。

  此外，维美德将向印度ITC有限公司下辖的 Bhadrachalam纸厂7号机折叠箱板纸机提供

改造业务。改造的目的是大幅提升ITC生产线的产量与产品质量。纸机预计2020年下半年完

成改造并投入运行。

ITC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下辖的纸板与特种纸分部是该国最大的纸及纸板

生产企业。主导产品包括包装、美术用纸板、其它特种纸和纸板。

维美德供货包括新的OptiFlo Foudrinier 流浆箱、OptiCalender Compact结构紧

凑型硬压光机、配有OptiDry Coat热风箱的OptiCoat Roll涂布站以及配有初级卷取设

备的OptiReel Primary卷纸机各一套，并对成形、压榨和烘干部进行改造。硬压光机配有

Valmet IQ Induction执行器，可改善厚度控制，为后续涂布工艺准备更好的原纸，最终使产

品质量得到提高。改造后，设计车速将达到600米/分，生产定量在200～450克/米2的优质折

叠箱纸板和单一浆种漂白纸板（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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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0%；2018年共生产竹、木浆生活用纸原纸120万

吨，同比增长4.34%；2018年共生产纸制品385.68万

吨，同比增长23.75%，其中：竹、木浆生活用纸加工140

万吨，同比增长12%；全省纸及纸板生产、生活用纸加

工共计526万吨；纸及纸板、生活用纸销量520万吨，

基本达到产销平衡，全行业纸及纸板、竹、木浆生活用

纸加工、纸包装制品共实现营业收入523.7亿元，同比

增长6.6%。2018年四川制浆造纸总产量全国排名第14

位，总产量增长全国排名第2位，总产量增速全国排名

第4位。

2  行业原料结构、产品结构

四川省制浆造纸原料结构：木浆7%（进口或省外

商品纸浆）；自制竹浆43%；废纸50%（省内或进口）。

四川省造纸行业2018年生产经营情况

及2019年发展目标

1  2018年四川省造纸行业概况

2018年造纸行业遭遇了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成

本上升，利润下降等困境，同时外部环境发生许多变

化，诸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化问题及环保管理力

度加大等，使得今年造纸行业整体生产和运行问题增

多，困难加大，尤其是经济效益大幅下滑，行业加速整

合。2018年，全省制浆造纸企业160家（含规模以下企

业），较2017年164家减少4家。其中：规模以上制浆造

纸企业110家，2018年生产纸及纸板261.47万吨，同比

增长10.29%；规模以下企业50家，2018年共生产纸及

纸板124.54万吨，同比增长18.61%；制浆企业13家，

2018年共生产原生纸浆42.9万吨，同比增长14.40%；

2018年共生产未涂布印刷书写用纸15.76万吨，同比增

长119.6%；2018年共生产箱纸板55.68万吨，同比增长

⊙ 四川省造纸学会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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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商品竹浆板、食品包装纸板、包装纸

板（高强瓦楞原纸、牛皮箱板纸、箱板纸、涂布白纸板、

工业纸板等）、生活用纸原纸及生活用纸加工（卷筒、非

卷）、办公文化用纸（静电复印纸、双胶纸、书写纸、打

字纸、无碳复写原纸等）、工业用纸（绝缘纸、电缆纸、

电容器纸、育果袋纸等）、牛皮包装纸、牛皮食品包装原

纸、特种纸及其它纸种。

3  行业生产企业

四川省制浆造纸重点企业：四川永丰纸业集团、宜

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银鸽竹浆纸业有限

公司、夹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包装纸板重点生产企业：四川新津晨龙纸

业有限公司、四川华侨凤凰纸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田纸

业有限公司、玖龙纸业（乐山）有限公司。

四川省生活用纸重点生产企业：中顺洁柔（四川）

纸业有限公司、维达纸业（四川）有限公司、宜宾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夹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四川

蜀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沐川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圆周实业有限公司、成都居家生活造纸有限责任公

司、成都鑫宏纸品厂、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友邦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津诚纸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生活用纸重点加工企业：四川石化雅诗纸

业有限公司、四川佳益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成都市苏氏

兄弟纸业有限公司、崇州市倪氏纸业有限公司、四川兴

睿龙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纤姿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什

邡市望风青苹果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什邡市迪邦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成都市阿尔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4  基建与技改

2018年四川省造纸行业新建项目和重点技改项目：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纸

项目,该项目由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

（EPC），备浆采用全套安德里茨设备，造纸采用五台

亚赛利2850/1600新月型卫生纸机，以100%自制竹浆为

原料生产高档竹浆生活用纸，已顺利投运，实现了生活

用纸由零到12万吨/年的目标，其金竹牌竹浆生活用纸

荣获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竹产业博览会金奖。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扩建年产5万吨高档竹

浆生活用纸加工项目已投产。

凤生纸业新增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已部

分投产。

四川金红叶在遂宁市新建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

纸项目二期年产6万吨正在建设中。

四川金红叶在雅安市新建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

纸项目正在建设中。

5  科研与技术进步

2018年6月12日，为构建新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竹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陕西科技大学、中国轻工业成都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为

了发展“产-学-研”优势，在犍为凤生纸业成立“竹产

业技术研发中心”。至此，四川省造纸行业已批准成立省

级技术研发中心4个，市级技术研发中心5个。

6  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

为贯彻国家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

能的相关政策，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为保护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省环保厅对全省制浆造纸企业实行严格监管

措施，对企业排污口实施全天候监控管理，每个企业必

须达标排放。省经信厅每年向制浆造纸企业下达节能

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目标，根据四川省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2018年全省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全省制浆造纸企业淘汰落

后产能16家企业，淘汰落后产能30.5万吨，关闭造纸企

业12家。

7  2019年发展目标和重点拟建项目

2019年四川省造纸行业总体发展目标是：转型升

级，结构调整，狠抓重点，稳步发展。

竹浆：根据竹子资源情况，按照国家及省上相关环

保政策适度新增化学和机械竹浆生产线，技改部分现

有竹浆生产线。

纸板：根据废纸资源情况，按照国家及省相关环保

政策适度新增部分纸板产能。

生活用纸：重点抓好竹浆生活用纸的有序发展，制

定竹浆生活用纸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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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内外盘磨机磨片粗糙化改性的研究与应用进行

了综述，归纳了盘磨机磨片粗糙化优化改性的方案、改性后磨

片性能及可应用性，并对未来磨片粗糙化改性的发展及研究

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造纸；盘磨机；磨片；粗糙度；磨浆性能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oughening modification of 
refining area in disc refin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oughening 
modification scheme for refining plates,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ified refining plates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for future modification of 
refining plat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papermaking; disc refiner; refining plate; roughness; 
refining performance
 
中图分类号：TS734+.1; TS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4-0020-06

盘磨机磨片粗糙化改性及其磨浆性能的研究综述
⊙ 刘欢1,2  董继先1,2*  罗冲3  郭西雅1,2  杨瑞帆1,2  景辉1,2  王莎1,2  乔丽洁1,2 

(1.陕西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2.中国轻工业装备制造智能化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21；3.河南卷烟工业烟草薄片有限公司，河南许昌 461100)

A review on research for roughness mod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disc refiner plate
⊙ LIU Huan1,2, DONG Ji-xian1,2*, LUO Chong3, GUO Xi-ya1,2, YANG Rui-fan1,2, JING Hui1,2, WANG Sha1,2, QIAO Li-jie1,2 
(1.Colleg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2.Key 
Lab of China Light Industry Intelligent Machinery, Xi’an 710021, China; 3.Henan Cigarette Reconstituted Tobacco Co., 
Ltd., Xuchang 461100, Henan, China)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0745048）。

   通讯作者：董继先，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化工过程机械、造纸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刘欢 先生

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造

纸盘磨机磨浆机理及齿型优化。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20
第40卷第14期 2019年7月



在制浆造纸工业中，盘磨机作为制浆工段能耗较

大的部分，约占整个制浆过程能耗的70%左右[1]。近年

来，随着电价的不断升高，制浆过程的高能耗问题越来

越受到工厂的重视。目前降低盘磨机磨浆过程能耗的

方法主要有：材料预处理、优化磨浆过程参数及设计新

型低能耗磨片[2]。磨盘是盘磨机的直接工作部件，直接

影响纤维的细纤维化及切断情况，从磨盘设计及优化的

角度分析降低磨浆过程能耗是最为直接的方法。

本文从磨片粗糙化改性出发提高磨区内磨齿与纤

维之间的摩擦力，提高磨浆过程浆料的处理效果。对国

内外关于盘磨机磨片粗糙度提升的方法及优化后磨浆

性能进行综合分析及阐述，并为今后磨片粗糙度优化提

供发展方向。

1  磨区与纤维的摩擦作用

磨浆过程中磨盘以冲击的形式将能量传递给纤

维，使其形态发生改变，其中核心作用部分为磨齿齿面

及边缘。在冲击的过程中，纤维会受到多种力的作用，

如法向力、边角力及剪切力[3,4]，纤维在力的作用下被拉

伸，从而使其发生破坏，如图1。因此，磨区表面与纤维

间的摩擦力可能是低浓磨浆过程中纤维处理的主要作

用机制。磨齿表面的摩擦影响特定磨浆条件下磨齿对纤

维的冲击作用，通过对磨齿表面进行改进能够提高或

降低纤维与磨齿表面之间的摩擦力。

动摩擦力表示为两个相邻表面接触时为阻止滑动

或滚动运动而产生的切向力，其大小取决于法向力及摩

擦系数，在磨浆过程中法向力取决于磨盘间隙的大小，

而摩擦系数取决于磨齿表面的材料特性、转速及停留时

间等，还与磨齿表面的微观结构及硬度直接相关，因此

对磨区磨齿表面的微观结构进行改进会影响纤维的处

理效果。

经以上分析，从磨盘设计的角度优化磨浆过程，降

图1  磨浆过程纤维处理示意图

图2  带有破碎区及无齿粗糙区域的磨盘

低磨浆能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对磨齿的几何

形状进行改进，如合理选择磨齿走向，设计磨齿、沟槽

等的宽度及高度，磨齿倾角，合理布置挡坝等；其二对

磨齿表面粗糙处理，增加齿面、沟槽以及磨齿边缘的粗

糙度进而增大磨齿对纤维的摩擦力，使得更多的能量用

于纤维形态的改善，提高磨浆过程的效率。

经过国内外文献研究，磨区表面粗糙处理的途径

主要有以下几种，磨区增加无齿区域，增加无齿区域的

表面粗糙度；磨齿表面特殊设计，提高齿面粗糙度；沟

槽表面涂层或填充；磨齿边缘特殊处理。下面将做以介

绍。

2  磨区无齿区域粗糙处理

磨区无齿区域粗糙处理是将传统磨片的部分区域

进行改进，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在其表面熔覆一层较粗糙

的金属最终达到提高表面粗糙度的一种改进方法。

Ma r t o n等[5]第一次在传统磨片进行改进，如图2

（a），将破碎区之外的磨区的无磨齿区域，表面铜焊一

层金属，使得表面十分粗糙，粘结材料采用镍-铬-硼

图3  激光金属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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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体。通过对松木片进行压力磨浆发现，配备此种粗糙

处理的磨区，与常规磨片相比，达到相同的浆料特性能

够减少13%的能耗。

MI Stat ionwala[6]对Marton等提出的磨片进行

了工厂规模实验,将图2（b）所示的粗糙磨片安装在定

盘位置，发现在同样比能耗条件下，生产出的纸具有较

高的散射系数及拉伸强度，但撕裂强度较低。经过7h的

试验并未发现盘面粒子发生磨损，并于1994年[11]对其在

单盘及双盘磨机上进行检测，将定盘换成粗糙磨片，发

现其效果与传统磨片基本一致，无明显优点。

Shar p e及Sandven[7]对传统磨片进行了改进，通

过激光束在磨片金属基体需改进位置熔融特定薄层的

金属，同时在其表面熔覆粗糙金属颗粒，通过激光熔融

使得待熔覆金属与金属基体的结合能力显著增强。如图

3、图4。

Kanou S等[8,9]开发了用于低浓机械制浆过程的无

磨齿与沟槽的平面表面粗糙磨齿，如图5，并对其实际

的磨浆效果进行了测试，发现将其应用于高浓磨浆过程

并没有明显的节能效果，但在同等成纸条件下，将其用

在低浓磨浆过程有较好的节能效果，但此种磨片在实

际生产中并无应用。

Pregetter等[10]设计了用于浆料浓度为4%～30%的

表面粗糙磨片，表面用孔径为2mm的多孔金属材料制

成，并在多孔粗糙磨区间设计了类似于沟槽的装置用于

控制浆料的流动，此种磨片对多种浆料均进行了实验室

磨浆实验，但没有经过工厂试验。如图6。

3  磨齿齿面粗糙处理

磨浆过程中，动、定盘磨齿相互交错，两盘齿面

间形成浆料层，由于磨齿与纤维、纤维与纤维之间的摩

擦，使得纤维表面分丝起毛，形态发生变化、比表面积

增加，可见齿面的粗糙程度会对磨浆

的质量产生影响。众多学者对齿面进

行了改进研究，主要包括齿面整体特

殊处理，如齿面熔覆金属、齿面粗糙

化结构设计；齿面局部粗糙化处理；

磨齿边缘粗糙化处理等。

3.1 齿面整体特殊处理

Stationwala等[11]运用等离子喷

涂方法将36目碳化钨磨粒涂覆于普

通磨片磨区的磨齿表面，设计了如图7

的磨片。通过对其安装在定盘进行试

验，发现由于两盘之间的摩擦，负载

仅为正常负载的60%，且成纸拉伸及

剪切强度较低，表明此种磨片无明显

优点。2008年，Phichit Somboon等
[12,13]以Mesto RG 4202磨片为基体，

利用激光将熔性碳化钨粉末和镍基合

金粉末包覆在磨齿表面，如图8。经实

图5  Kanou S等提出的无齿粗糙磨片

图6  Pregetter等设计的粗糙磨片

图7  齿面涂覆金属层磨片

图8  激光包覆过程简图

图4  Sharpe等开发的粗糙处理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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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现，此种磨片在1.3MWh/t能耗时，纤维长度迅速

下降，切断较强，在二段磨浆中浆料打浆度上升较快，

在不影响纸张性能的前提下，潜在节能至少10%。

Lund in等[14]对三种齿面粗糙度的磨片进行了磨浆

实验，如图9，由于粗糙磨粒的磨损，其对纤维的切断作

用较弱、细纤维化程度较高，表明磨齿表面粗糙度是影

响磨浆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

初嘉鹏[15]采用爆炸喷涂将钴碳化钨粉末材料均匀

牢固地涂覆于磨片表面，不仅提高了盘磨机磨片的硬度

及耐磨性，还提高了磨区的摩擦系数，可有效提高磨片

的寿命及磨浆效果。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对齿面进行粗糙化设计，在提

高磨齿边缘长度的同时提高了磨齿表面的粗糙程度，增

大了磨齿对纤维施加摩擦力的能力。

Arjanmaa等[16]在设计磨齿时，在传统的磨齿上再

次布置细小磨齿及沟槽，如图10。磨齿表面布置磨齿，

磨齿边缘长度增加。同种条件下进行磨浆，磨浆强度较

低，表面摩擦力较大，促进了浆料的分丝帚化，有利于

提高成纸的强度。此种磨片可用于低浓及高浓磨浆过

程，通过磨浆实验对比此种磨片与传统磨片发现，若浆

料游离度从700m l降至300m l，传统磨片耗能185kW.

h/t，而细小磨齿磨片仅为140kW.h/t，节能25%。同时

细小磨片有较好的分丝帚化效果，切断较少。Me s t o的

Microbar™磨片、Duramtal公司及韩国Ji-Young Lee 

等[17,18]均提出相关类似磨片，认为此种磨片具有较好的

水力性能及较高的切断长，能够实现低强度磨浆，磨齿

表面相对粗糙度较高，有利于提升磨浆性能。

3.2 齿面局部粗糙化

D o d d等[19]对磨齿表面进行了局部粗糙化处理，如

图11。在磨齿表面开一不同截面的长槽，并在其中喷涂

或熔覆耐磨粗糙金属材料，以增加磨齿表面的粗糙度，

增加磨齿对纤维的摩擦力，促进纤维的细纤维化。但这

款磨齿并未得到实验验证。

4  磨齿边缘特殊处理

帚化理论以及比边缘负荷（SEL）理论认为大部分

纤维是在磨齿边缘被捕获而进行磨浆的[20]。浆料纤维

只有被磨齿边缘所捕获，才能受到磨齿施加的力，进而

产生磨浆作用使纤维形态发生改变。磨齿边缘对于磨

图9  三种粗糙度齿面

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磨齿进行特殊处理，如

磨齿边缘镀层、磨齿边缘结构改进，一方面提高磨齿边

缘的摩擦效应，其次还可能提高磨齿的寿命。

Do dd等[19]不仅提出了齿面局部粗糙的改进，还对

磨齿边缘的粗糙度进行了改进，如图12。将原有磨齿的

边缘替换成具有粗糙金属颗粒材料，提高了磨齿边缘

的摩擦力，一个磨齿边缘达到多个“微小磨齿边缘”摩

擦合力的作用。

Gingras等[21]改进设计了磨齿边缘，对普通磨齿的

单个磨齿边缘结构进行重新改进，如图13，以台阶的形

式在单个磨齿上呈现出多个磨齿边缘，不但增大了磨齿

对于浆料的摩擦力，而且随着磨齿的不断磨损，下方台

图10  细小磨齿布置图

图11  磨齿齿面局部粗糙处理

图12  磨齿边缘粗糙处理开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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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磨齿边缘仍然锐利，理论上基本不会由于磨齿磨损变

钝而使得磨浆能耗增加，但目前此种磨齿没有进行实验

验证。

5  沟槽粗糙处理

5.1 沟槽填充粗糙处理

Ko i d e等[22]第一次针对低浓磨浆过程提出磨盘沟

槽填充，随后1984年，M i l e s等[23]针对于木片磨浆设计

了磨盘沟槽填充磨片，其原理与Ko i d e的完全一致，通

过环氧树脂与60目碳化钨磨粒混合熔覆在沟槽内，沟

槽粗糙金属表面低于齿面0.75mm，如图14(a)。经盘磨

机械浆磨浆过程检测，应用此种磨盘能够减少8%的能

耗；经热磨机械浆磨浆过程检测，盘磨机的加载性能

较差，所需能耗较高。M i l e s等[11]对盘磨机定盘换成图

14（b）磨盘进行了生产试验，发现其效果与传统磨盘基

本一致，经过485h的检测，填充材料会从沟槽中脱落，

寿命较低。

5.2 沟槽表面粗糙处理

Was ikowsk i[24]通过将金属颗粒材料与酚醛树脂

混合并将其应用到磨齿沟槽表面，如图15，不仅提升了

磨齿边缘的粗糙度，加强了磨浆的作用，同时将磨盘沟

槽二次利用通过提升沟槽的粗糙度增大了沟槽与其中

流动浆料的摩擦作用，提升了磨浆过程对于纤维的细纤

维化程度，从理论上能够增大纤维的比表面积。

6  磨盘粗糙改性发展及研究趋势

6 .1 常规磨齿表面粗糙度对于能耗及磨浆效果的综合

表征

齿面粗糙度会影响磨齿对纤维的作用机制，研究

齿面粗糙度对于磨浆过程的能耗及纤维形态改善的影

响能够提升磨浆机理的探究及常规磨片的优化，促进

磨浆过程节能降耗。

6.2 表面细齿磨片的加工及磨浆性能

研究表明同等条件下细齿磨片能够促进纤维的分

丝帚化，减少切断，若在齿面布置微型齿纹或其他几何

形状，不仅能够增加磨齿边缘的长度，还能提升磨齿表

面的粗糙度，将有利于磨浆过程中纤维的处理，应进一

步研发用于加工此类磨片的材料及加工工艺，并比较其

相对于传统磨片的优势。

6.3 磨齿边缘粗糙化处理研究

磨齿边缘是捕获纤维的磨齿部位。研究表明，磨齿

边缘的锋利程度会影响纤维的切断，同样增加磨齿边

缘的粗糙程度会加强磨齿对纤维的捕获，进而增强磨

浆效果。应着重研究磨齿边缘材料的局部替换，以增加

磨齿边缘的硬度和粗糙程度，并分析验证其对磨浆效

果的影响。

6.4 磨齿表面熔覆金属颗粒提高其硬度及粗糙度

随着3D打印等新型加工技术及新材料技术的发

展，为磨齿表面进行改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选择合适

的材料用新型方式在磨齿表面覆盖一层具有高硬度、

图13  磨齿结构设计

图14  沟槽填充磨片

图15  沟槽表面粗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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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粗糙度的材料，进而提高磨盘表面的硬度及粗糙

度，延长磨片的寿命、保证磨浆质量。

7  结论

磨浆过程中磨区内磨齿与纤维之间的摩擦力会直

接影响纤维的形态改变，研究两者之间关系能够促进磨

浆过程的优化。随着磨浆过程机理的不断深化以及先

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对磨片粗糙化处理存在的难题将

会逐步得到解决。这将会进一步促进磨齿的优化以及

磨浆过程的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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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低定量涂布纸是高档低定量涂布纸的升级换代产

品，广泛用于广告、宣传彩页印刷，适用于轻量化要求的印刷

品。在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纤维原料的选

择、化学品的选用、浆料的处理、涂料配方及调制等各方面进

行分析和实验，总结制定出了一套超低定量涂布纸的生产工

艺。

关键词：超低定量涂布纸；纤维原料；化学品；涂料配方

Abstract: Ultra low basis weight coated paper is the upgrading 
alternative products of LWC. It’s widely used in low-weight 
printing, such as advertising printing, color supplement printing, 
etc.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targets, the analysis 
and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rom fiber material selection, 
chemicals selection, pulp treatment, coating formula, etc. Finally 
a set of production process for ultra low basis weight coated paper 
was summarized.
Key words: ultra low basis weight coated paper; raw f iber 
material; chemicals; coating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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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定量涂布纸是高档低定量

涂布纸的升级换代产品，广泛用于广

告、宣传彩页印刷，适用于轻量化要

求的印刷品，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

要，增加市场竞争力，我们广泛收集信

息，了解市场需求变化和发展趋势，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研制开发

超低定量涂布纸，旨在产品质量接轨国际水平，促进我

国造纸工业发展。

为了顺利研制开发出新产品，我们成立了技术开发

小组，广泛收集纸张样品，与印刷厂交流品质要求，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信息，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论证，

并确定了超低定量涂布纸的主要指标。

在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纤

维原料的选择、化学品的选用、浆料的处理、涂料配方

及调制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实验，总结制定出一套合理

的生产工艺方案，然后根据工艺进行生产实验，根据产

品的指标情况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调整方

案，修改工艺，经过试生产，研制出了各项指标均符合

要求、彩色印刷效果满意的超低定量涂布纸。

1  实验室小试

1.1 原料配比

国外的同类产品基本采用针叶浆加热磨机械浆

（TMP）或化学热磨机械浆（CTMP）的原料配方，但

根据我国国内造纸工业的具体情况及消费习惯看，运用

漂白化机浆生产白度较高的超低定量涂布纸具有较大

市场，更适合广告等印刷质量要求高的印刷品，同时为

了平衡产品不透明度、粗糙度和强度指标，故我们选用

化学针叶浆、阔叶浆配用漂白化机浆的方案。

在实验室分别采用不同的纤维配比进行手抄样实

表1  浆料配比实验数据

浆种

针叶浆/%

阔叶浆/%

漂白化机浆/%

手抄片定量/(g/m2)

裂断长/km    

不透明度/%

方案2

30

55

15

60.8

3.91

83.7

方案1

20

70

10

60.5

3.75

80.2

方案3

40

40

20

60.3

4.21

86.7

方案4

50

25

25

60.4

4.37

88.5

表2  打浆实验数据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序号

针叶浆

4.0 

4.5

4.6

打浆浓度

/%

310

232

128

游离度

/CSF

阔叶浆

4.0 

4.4

4.7

打浆浓度

/%

游离度

/CSF

331

250

190

漂白化机浆

4.5

5.4

5.6

打浆浓度

/%

180

130

70

游离度

/CSF

手抄片

5.92

6.10 

5.95

裂断长

/km

粗糙度

/μm

5.75/4.93

5.51/4.96

5.48/4.88

验，其结果如表1。

为满足该产品的强度要求，并适合高速纸机抄造,

同时考虑涂布后的强度损失,结合以往经验原纸裂断长

应达到4.0km以上，根据轻涂的生产经验，不透明度尽

量要高，同时结合打浆设备的处理能力，最后确定纤维

配比：针叶浆45%；阔叶浆30%；漂白化机浆25%。

1.2 打浆工艺

从纸样分析及收集到的资料看，超低定量涂布纸

要求重打浆,旨在提高纸张的匀度、降低粗糙度，将两面

差降到最小。为了确定最适宜的打浆工艺条件及指标，

我们在不同的打浆浓度及打浆比压下进行实验，然后抄

取手抄片，比较其强度和粗糙度指标，实验及检测数据

如表2。

从表2三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打浆游离度的降低,

手抄片的粗糙度降低,但同时随着游离度的进一步降

低,纸的强度也有所下降。根据实验结果，结合现有设

备的打浆能力，确定打浆工艺如下。

针叶浆：打浆浓度4.0%～4.5%，游离度150～

200CSF；阔叶浆：打浆浓度4.2%～4.7%，游离度200～

250C S F；漂白化机浆：打浆浓度5.0%～5.5%，游离度

100～150CSF。

1.3 化学品应用 

添加化学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纸机运行的稳定性，

提高纸机网部的留着率，赋予纸页特有的性能、提高纸页

的匀度。不同品种、不同用量的化学品作用相差较大，依

据我们的生产经验，暂定主要化学品添加工艺，见表3。

1.4 涂料配方

涂料的质量直接影响超低定量涂布纸主要质量指

标，如光泽度、油墨吸收性、印刷适应性等。为寻找最佳

的涂料配方，我们进行了多次实验。采用不同的颜料配

比搭配不同的胶黏剂组合配制涂料，然后在原纸上进

行涂布，压光后进行对比检测，从中选出较优的涂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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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测试数据如表4。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方案3的配方成纸具有较高

的光泽度和不透明度，印刷光泽度也较高。经过对比分

析，确定基本涂料配方如下：

瓷土         70%

碳酸钙       30%

胶乳         12%

涂布淀粉     5%

润滑剂       1.0%

抗水剂       1.0%

CMC        0.3%

增白剂       0.5%

颜料蓝       150mg/kg

颜料紫       200mg/kg  

在实验室小试的基础上，为保证大生产的可靠性，

按照我们所选定的涂料配方，进行了涂布中试实验,并

对涂布样品进行了指标检测和印刷适性检测，达到了预

期效果。

2  生产原料要求

2.1 纤维原料

(2）针叶浆

游离度       ≥650CSF

纤维长度     ≥2.0mm

白度         ≥86%

水分         ≤10%

抗张指数     ≥105N.m/g

细小纤维含量 ≤5%

(2）阔叶浆

游离度       ≥450CSF

纤维长度     ≥0.7mm

白度         ≥86%

水分         ≤10%

抗张指数     ≥60N.m/g

细小纤维含量 ≤8%

(3）漂白化机浆

游离度     （200±50）CSF

纤维长度    ≥0.6mm

白度        ≥75%

水分          ≤10%

松厚度        ≥1.8cm3/g

纤维束含量    ≤0.1%

2.2 化学品

(1）填料碳酸钙

＋45μm粒径   ≤0.02%

～2μm粒径含量≥65%       

盐酸不溶物    ＜0.4%

白度         （93±1）%

固含量       （60±1）%

碳酸钙含量    ≥98%

(2）ASA

C16含量      100%  

外观         琥珀色液体 

密度         2.0～2.5g/cm3

pH值        2.0～4.5

(3）阳离子淀粉

白度         ≥90%

表4  涂料配方数据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方案5

序号

70/30瓷土/90级碳酸钙

13胶乳/3淀粉

70/30瓷土/95级碳酸钙

13胶乳/3淀粉

70/30瓷土/95级碳酸钙

12胶乳/5淀粉

70/30瓷土/95级碳酸钙

15胶乳

50/50瓷土/95级碳酸钙

15胶乳

配方

39.2/41.8

49.3/47.4

46.7/45.5

43.8/42.5

46.3/45.4

成纸光泽度

/%

48.3/49.4

59.0/54.6

59.6/56.7

50.2/50.6

57.7/59.2

印刷光泽度

/%

89.7

90.4

90.8

91.2

86.2

不透明度

/%

2.17/2.43

1.9/2.35

1.69/2.06

1.74/1.92

1.61/1.8

粗糙度

/μm

表3  化学品加入量

化学品 

重质碳酸钙

助留剂  

膨润土

超微粒

ASA

阳离子淀粉

增白剂

用量/%

（10±2）

（0.03±0.01)

(0.2±0.05)

(0.02±0.01)

(0.1±0.01)

(1.1±0.1)

(0.3±0.2)

型号

65级

分子量800～1000万

白度70%

M8

C16

取代度0.035

二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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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纸机型         带顶网的长网纸机

车速                1000m/min

上网浓度            0.5%～0.6％

流浆箱压头          100～120kPa

真空吸水箱总管真空度 -30～-40kPa

真空伏辊真空度      -25～-30kPa

高压区              -0.04～-0.05MPa

低压区              -0.02～-0.04MPa

(2）压榨部

真空吸移辊真空度    -0.06～-0.08MPa

真空压辊真空度:     -0.04～-0.06MPa

低真空             -0.02～-0.04MPa 

高真空             -0.06～-0.07MPa

一压下可控中高辊    0kN/m

三压上可控中高辊    -8kN/m

一压压力            60kN/m

二压压力            80kN/m

三压压力            110kN/m

(3）烘干部

出前烘水分：3%

前烘  一段汽压力     0.46～0.5MPa

      二段汽压力     0.08～0.10MPa 

      三段汽压力     0.04～0.05MPa

后烘  一段汽压力     0.2～0.25MPa

      二段汽压力     0.1～0.12MPa

成纸水分             6.0%

(4）机内涂布机

使用30mm光棒      

压区压力             20kN/m

涂布量               (12±0.5)g/m2(每面）

(5）软压光

一压区温度           210℃

表5  浆料配比及打浆工艺条件

序号

浆料配比/%      

游离度/CSF

打浆浓度/%

湿重/g

针叶浆

45

150～200

4.0～4.5

8.0～8.5

阔叶浆

30

200～250 

4.2～4.7

2.5～3.0

漂白化机浆

25

100～150

5.0～5.5

1.0～2.0

水分         ≤14%

取代度           ≥0.035

100目筛余物      ＜1.0%

(4）涂布碳酸钙

＋45μm粒径      ≤0.005%

～2μm粒径含量   ≥95%   

碳酸钙含量       ≥98%

白度             90±1%

固含量           ≥68%

(5）涂布瓷土

325目筛余物      ≤0.005%

白度             ≥87%

水分             ≤1%

～2μm 粒径含量  ≥90%

黏度             ≤250mPa.s

(6）胶乳

固含量           50±1%

黏度             ＜300mPa.s

pH值            5.5～7.0

(7）涂布淀粉(木薯 )

水分             ＜13%

白度             ≥90%

100目筛余物      ≤1.0%

3  试生产

在经过一系列实验室小试与涂料配方中试试验

后，取得了较为实际的工艺数据，据此制定了可行的生

产工艺条件。 

3.1 浆料配比及打浆工艺条件（表5）

3.2 化学品用量

碳酸钙          10%

阳离子淀粉       1.1%

ASA            0.1%

助留剂           0.03%

膨润土           0.2%

超微粒           0.02%

增白剂           0.3%

3.3 纸机主要运行参数

(1）网部

研究开发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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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区压力           280kN/m

二压区温度  210℃

二压区压力  280kN/m

3.4 涂料配方 

瓷土        70%

碳酸钙      30%

胶乳        12%

涂布淀粉    5%

润滑剂      1.0%

抗水剂      1.0%

CMC       0.3%

增白剂      0.5%

颜料蓝      150mg/kg

颜料紫      200mg/kg  

涂料固含量  (67±1)%

涂料黏度    500～700mPa.S

保水度      ≤1.5g    

采用机内薄膜涂布方式,并配套有世界先进的涂料

制备系统,涂料上料系统筛选、除气等系统完备,整套系

统全部自动控制，从原料的准备、到涂料的制备全部由

DCS控制，涂布量能得到有效调节,计量准确。

压光是决定超低定量涂布纸质量的重要因素。我们

采用目前世界上先进的双压区软压光设备,压光温度可达

250℃，线压可达350kN/m，在赋予超低定量涂布纸较高

的光泽度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了低的松厚度等指标。

4  试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根据以上工艺进行实际生产实验,生产出的纸样送

到印刷厂进行试印,对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综

合的分析与研究，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微调生产工

艺，生产出了合格的超低定量涂布纸。印刷效果精美,部

分指标甚至超过进口产品，见表6。 

虽然经过了多次实验室实验和充分的准备，但在实

际生产中仍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成纸反面粗糙度偏大，纸

页光泽度偏低，印刷时油墨吸收性变化大等，针对这些

现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加以解决。

反面成纸粗糙度大，从原料使用到打浆、抄纸均对

其有影响。我们分别进行了以下改进：选用易于打浆的

针叶木与阔叶木浆；生产中采取适当加大压榨部压力，

调整顶网与底网脱水量等措施，使纸页的粗糙度降低到

要求的范围内。

纸页印刷光泽度不够，主要是涂布配方的问题。为

此，又进行了优化实验，最终确定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

进：(1）在涂料配方中加入5份塑性颜料，以提高纸页光

泽度及印刷光泽度；(2）咨询胶乳供应商，对胶乳的玻

璃化温度指标作了调整；(3）调整配方中润滑剂等的用

量；(4）提高压光机的温度及压力。经过以上调整，纸张

的光泽度达到要求，印刷效果非常理想。

纸的油墨吸收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在原纸表面吸

收重量和涂料性能两大方面，它们质量的不稳定必然

会导致油墨吸收性不稳或不好。经过分析，采取以下

措施进行调整：(1）提高施胶剂加入量，由0.1%提高到

0.12%；(2）控制白水浓度稳定在0.3%以下；(3）稳定涂

料制备参数,保持涂料化学品组分相对稳定；(4）调节

涂料的保水性。

通过以上措施，纸的油墨吸收率稳定在16%～23%

范围内，改善了纸的印刷适性。

表6  试产51g/m2超低定量轻涂纸实测指标

定量/(g/m2)

定量横幅差/(g/m2)²

水分/%

灰分含量/%

横幅厚度/μm

松厚度/(cm3/g)

匀度/%

粗糙度 正/反 /μm

平滑度 正/反 /S

平滑度两面差/%

白度D65/%

L * 

a * 

b * 

不透明度/%

光泽度 正/反 /%

裂断长(平均)/km

耐折度(CD)/次

油墨吸收率 正/反 /K&N 

表面吸收重量 正/反 /(g/m)

表面强度 正/反 /(m/s)

尘埃≤0.04m2

项目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技术标准

51+1-0.5

≤2

5.2～5.7

30～32

47±2

0.85～1.0

≥35

≤2.2

≥600

≤10

81-82

90±1

0±0.3

-2.5±0.3

≥86

≥45

≥4.0

≥8

16～23

≤65

≥0.8

≤50

实测值

50.5

1.64

5.24

30.33

47.3

0.93

39.84

1.76/1.91 

931/957 

2.72

78.32

89.45

0.07

-2.42

87.66

48.9/49.4 

3.84

10

20.99/20.71 

56.6/47.7 

0.9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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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在纸张表面形貌及断面分析

中的应用。使用离子溅射仪对纸张表面进行喷金处理，使纸

张表面形成导电层，在10kV加速电压、适宜的工作距离等条件

下，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纸张表面及断面进行成像分析，包括

纸张表面形态，填料分布状态，纤维结合状态等。

关键词：扫描电子显微镜；纸张；表面形貌；断面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n paper products surface and section 
analysis. Paper surface was gilded by ion sputtering equipment and 
a conducting layer was formed in surface. 10kV of accelerating 
voltage, and suitable working distance should be selected for the 
samples in which the surface and the section were analyzed by 
SEM, including surface morphology, filler distribution, fibers 
combination state.
Key word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paper products; 
surface morphology; fractur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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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子显微镜在材料的微观形貌分析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图像分辨力高，钨灯丝扫

描电镜的分辨力可以达到3nm，景深深、成像有很强的

立体感，对于表面凹凸不平的样品可以直接进行观察，

样品放大倍数在几倍到几十万倍之间可连续调节，而且

样品在样品仓中可旋转、移动，方便全方位地对样品进

行成像分析。扫描电镜还可以连接能谱仪等，方便进行

微区成分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是把聚焦后的电子束照

射至样品表面，激发出试样表面的二次电子、背散射电子

等，其中二次电子是形貌分析的主要信号源，二次电子

是样品表面1～10n m深度的试样中的核外电子，它对样

品表面状态很敏感，通过二次电子探测器对这些信息进

行收集成像，就可以获得样品的表面形貌特征[1]。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中，纸张样品的特点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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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较差，这样在入射电子对其表面进行轰击时会产生

电荷聚集，阻挡入射电子束穿透样品及电子束从样品表

面射出，使成像发亮，为避免这种情况需对纸张样品表

面进行处理，比如对表面进行喷金镀层处理，使之形成

导电层，防止样品放电及损伤。

1  仪器

1.1 K570离子溅射仪

靶材料：金；离子电子最大电流：50m A；最高电

压：-160DCV。

1.2 EVO10扫描电子显微镜

像素：1024×768；分辨率：＜5n m；放大倍数：最

大1000000倍；探测器：E-T型二次电子探测器。

图1  纸张表面500×图像

图2  纸张表面3000×图像

2  试样制备

(1）双手佩戴无尘手套，将干燥的待测纸样用专用

刀片切成0.5mm×0.5mm的小块，过程中保证试样平

整、无污染，将样品粘贴在样品台的导电胶上，为了避

免累积电荷，也可将样品四周用导电胶封边处理，但应

注意保留样品待测区域。

(2）使用离子溅射仪进行喷金处理。将离子溅射仪

的真空度用真空泵抽至0.02k P a左右，用10mA左右的

电流进行溅射，溅射时间为40s左右，溅射后的纸样表

面喷涂了一层纯金，保证样品的导电性。

3  样品扫描

将样品台固定在样品舱内，为保证光学系统正常工

作及避免对系统的污染，将真空度调至1.3×10-4P a以

研究开发  r & d

图3  纸张表面1000×图像   

 图4  纸张表面1000×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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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速电压EHT选择10kV，粗调选择适宜的工作距离

（一般为8.5～11mm）后，选择“f i n e”细调模式，降噪

模式选择线平均模式，选择适中的扫描速度进行扫描，

为获得更清晰的图像，可使用消像散进行操作。在调节

过程中，要关注工作距离，如果工作距离过近样品可能

接触到物镜，造成损伤，但在极限工作距离内，工作距

离近会得到分辨率较高的图像，工作距离远会增加景深

深度。如果仍无法获得清晰的图像，可进行合轴操作，

手动调整镜筒上物镜光栏的X、Y旋钮，将电子枪、聚光

镜、物镜和物镜光栏的轴线进行调整。

冻结图像后，成像完成，观察成像中纤维及填料的

结合情况。图1为无填料纸张的500倍电镜图片，在图片

中可看到纸张由纤维结合导致的表面凹凸不平，这主要

是通过二次电子图像的明暗反差来实现的。10kV的加

速电压可以在纸张表面形成清晰的图像，信噪比也满

足成像要求。如果在实际扫描过程中出现较多的噪点，

也可考虑增加扫描时间及减慢扫描速度，但是扫描速度

太慢也会提高试样表面电荷累积从而使图片发亮的风险

（如图2所示）。

如图3所示，将纸张放大1000倍可清晰地看到针

叶纤维表面的纹孔，从而可以对纤维种类进行鉴别[2]。

纸张表面喷金效果不佳会导致图像表面发亮，如图4所

示，且随着扫描次数的增加，图像会越来越亮。

图5、图6为添加碳酸钙填料的纸张表面电镜图。可

看到在纤维结合的空隙中填充了大量的填料，碳酸钙的

存在改善了植物纤维无法紧密排列成光滑表面的缺陷，

从而保证纸张的光滑度和印刷性能等。

图7～图10为纸张的断面图，图7、图8为同一试样

图5  纸张表面500×图像

图6  纸张表面1000×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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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纸张断面500×图像

图8  纸张断面1000×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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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倍及1000倍的电镜图片，图9、图10也为同一试样。

在断面图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纤维及纤维与助剂、填料

等的结合情况，图7、图8中纸张纤维排列较紧密，碳酸

钙填充较好，图9、图10的纤维排列不够紧密。

4  后期调整

在图像形成后，可以通过后期调整来得到更好的

图像。如，可通过调节前置放大器输入信号来调节图像

的亮度，或通过调节光电倍增管的高压来改变输出信

号的幅度。较平坦的试样表面衬度可加大，表面高低起

伏大的试样可降低表面衬度。如果试样表面亮、暗对比

明显，可通过使用γ来调节，从而改变图像灰蒙蒙的状

况。

5  结论

因纸张样品的不导电性，所以在试样制备过程中

需要使用导电胶对试样进行固定，样品表面也需要进行

镀膜处理。在扫描过程中，选择适宜的加速电压、工作

距离、扫描速度等，必要时可进行合轴处理，也可通过

后期调整来获得清晰的图像。通过这些处理方法，真空

扫描电子显微镜在纸张检测领域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

应用，可为纸张表面形貌分析、断面分析、填料形态分

析等提供有效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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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加热不燃烧卷烟用卷烟纸的性能评价方法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箱式电阻炉加热观察法观察加热后卷

烟纸颜色的方法较为直观；氧指数检测的方法虽然更直接，

但是由于该检测方法并非针对卷烟纸设计，检测过程中误差

较大；热失重法准确性高，较为科学。在今后的实验中可采用

多种检测方法结合的方式对加热不燃烧卷烟用卷烟纸进行

评价。

关键词：加热不燃烧；卷烟纸；评价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heated-not-burning cigarette paper. It’s proved that the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color of cigarette paper after heated is more 
intuitive. Although the method of oxygen index detection is more 
direct, it’s not specially designed for cigarette paper, due to the 
larger error in the detection process. Thermogravimetry method 
is more accurate and scientific compared with the others. In the 
future experiments, various detection methods can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applied in the evaluation of heated-not-
burning cigarette paper.
Key words: heated-not-burning; cigarette pap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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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卷烟的抽吸温度高达900℃，烟叶或烟草材料在

高温条件下因燃烧、热解、热合成等反应产生很多潜

在有害物质（Harmful and Potential ly Harmful 

Const ituents, HPHCs）。而加热不燃烧卷烟抽吸温

度在500℃以下，可减少燃烧过程中HPHC s的产生[5]，

其加热段在低温条件下可使烟草提取物迅速从基体中

释放出来，使消费者能达到与传统卷烟抽吸时同等程

度的生理反应强度，但释放更少的有害成分[6]。

国外烟草公司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烟气成分、毒理学评价等方面，国内目前研究重

点是通过热重和热裂解分析等方法对加热不燃烧烟草

制品中加热段烟草基体的热行为进行研究[6～9]，且加热

段基体主要集中在再造烟叶[10]。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加

热段卷烟纸的研究很少。本文针对加热不燃烧卷烟用

卷烟纸的评价方法进行初步的探讨，为加热不燃烧卷

烟用卷烟纸的评价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品

1.1.1 材料

不添加助燃剂卷烟纸、普通卷烟纸、加热不燃烧

卷烟纸HF1#、HF2#、HF3#。

1.1.2 仪器

箱式电阻炉（SX2-5-12，天津中环实验电炉公

司）、氧指数测定仪（J F-3型，承德市大加仪器有限公

司）、热重差热分析仪（TGA Discovery，美国TA）。

1.2 方法

1.2.1 箱式电阻炉加热观察法

将箱式电阻炉温度分别设置为150℃、250℃、

300℃、350℃，加热5m i n后，观察纸张颜色的变化情

况。

1.2.2 氧指数法

现在行业内外并没有卷烟纸的氧指数测定的相

关标准，各类文献资料也没有卷烟纸氧指数定义及测

定方法的记录。参考GB/T2406.2-2009《塑料 用

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2部分室温试验》和GB/

T5454—1997《纺织品燃烧性能测定 氧指数测定

随着世界各国公共场所吸烟禁令范围的逐步扩

大，新型烟草制品逐渐成为各大跨国烟草企业应对传

统烟草制品销量日趋下滑的现实选择[1]。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是新型烟草制品的重要一类，受到各大烟草公

司的高度重视，并成为长期战略目标之一[2]。与传统卷

烟不同，加热不燃烧卷烟是利用特殊热源对烟丝进行

加热（500℃以下甚至更低）、烟丝只加热而不燃烧的

新型烟草制品[3]。以“加热不燃烧”为思路设计的低温

卷烟，能使烟叶或烟草材料刚好加热到足以释放出味

道的程度，而不点燃烟叶或烟草材料[4]。通常情况下，

图1  氧指数测定仪

图2  150℃、250℃、350℃温度加热下加热不燃烧卷烟纸

颜色的变化
注：第一行纸的加热温度为150℃，第二行纸的加热温度为250℃，第三

行纸的加热温度为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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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常氧指数是指在氧、氮混合气流中，测定试样

刚好维持燃烧所需要最低氧浓度，亦称极限氧指数。

1.2.3 热失重法

样品重量根据供试样品的实际情况进行添加，

检测升温速率：10K/m i n，氛围：空气，最高温度：

600℃。

2  结果与讨论

2.1 箱式电阻炉加热观察法

从图2中可以看出：加热至150℃时，各纸样无明显

变化；加热至250℃时，正常卷烟纸产品变黄，而未加助

燃剂的卷烟纸和HF1#、HF2#、HF3#纸样只是略微变

黄；加热至350℃，所有纸样均碳化。

因此，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加热到300℃时各纸样的

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加热至300℃时，普通卷烟纸碳

化为黑色；无助燃剂卷烟纸和HF1#、HF2#纸样均变为

深褐色，HF3#样为深黄色，比其他纸样略浅一些，因此

其耐温性能要优于其他纸样。

通过观察加热后纸的颜色变化，可以直接地反映

加热不燃烧卷烟纸的耐热性能，但是我们希望找到一

种更为科学的检测方法，可以用数据来衡量其燃烧性

能。

2.2 氧指数法

根据实验，五种卷烟纸的氧指数大致在17.5%左

右，按照五种样品的氧指数大小排序，其顺序是：普通

卷烟纸＜无助燃剂卷烟纸≈HF1#样＜HF2#样＜HF3#

样，即恒丰3#样的燃烧性能是最差的，也最符合加热不

燃烧卷烟纸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氧指数是维持样品燃烧的极限氧

气浓度，对临界燃烧过程的判断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实

验过程发现通常存在4种燃烧情况：（1）明火燃烧，样

品燃尽后熄灭；（2）明火燃烧一部分样品后，转为阴燃

至样品燃尽；（3）阴燃，以纵向传播为主至样品燃尽后

熄灭；（4）阴燃数秒以后，熄灭。燃烧的临界状态应该

介于后两者之间，但是实际运用中燃烧情况很难准确进

行判定。另外，点火器所用的燃料为丙烷或丁烷，以丁

烷为例，其理论燃烧最低氧气浓度为11.2%，但在实际

操作中，低于17%时，燃烧火焰很容易熄灭，因此会对实

验产生影响。

2.3 热失重法

图4为在空气氛围下五个样品的热失重曲线，可以

看出：H F3#样开始发生热失重的温度要高于其他样

品，无助燃剂卷烟纸、HF1#样和HF2#样相差不大，均

略低于HF3#样，普通卷烟纸热失重的温度最低，说明

HF3#样燃烧需要较高的温度。该方法与前两种方法的

评价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且不存在人为误差，有一定

的科学性。

3  结论

通过用箱式电阻炉加热观察法、氧指数法和热失

重法评价加热不燃烧卷烟纸，可得出以下结论：采用箱

式电阻炉加热观察法观察加热后卷烟纸颜色的方法较图4  试样的热失重曲线

图3  300℃温度加热下加热不燃烧卷烟纸颜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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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28]

为直观；氧指数检测的方法虽然更直接，但是由于该检

测方法并非针对卷烟纸设计，检测过程中误差较大；

热失重法准确性高，较为科学。建议采用多种检测方法

相结合的方式对加热不燃烧卷烟用卷烟纸进行全面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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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扎把纸是自动捆钞机捆扎纸币用的一种热压黏合纸。

在捆钞机捆扎拉力和热封温度（160～200℃）下，能够迅速热压

黏合。本文根据扎把纸使用要求，对研制扎把纸工艺技术进

行梳理总结，希冀对该纸生产工艺的不断优化提供帮助。

关键词：自动捆钞机；扎把纸；挤压涂布；热熔涂布

Abstract: Tape paper is a kind of thermal-pressed adhesive paper 
used in automatic banknotes packer. It can be quickly pressed and 
bonded under hot sealing temperature (160 ~ 200℃).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ape paper usag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jor technologies of tape paper to provide a guidance in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ape paper production process.
Key words: automatic banknotes packer; tape paper; extrusion 
coating; hot melt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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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扎把纸简介

1.1 扎把纸的用途和使用要求

扎把纸是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自动捆钞

机捆扎纸币时，配套使用的一种热压黏合纸，该纸要

求捆扎纸币时，在捆钞机捆扎拉力和热封温度（160～

200℃）下，能够迅速热压黏合，达到捆扎纸币的作用，

改变了传统手工捆扎纸币的方式。捆扎完的纸币非常平

整、且易于成捆堆放。

1.2 扎把纸的结构

扎把纸是直径约160～180m m、宽约20m m的盘

纸，盘纸芯是内径为75mm的纸制或塑料制盘芯；纸基

为65～75g/m2的白色或本色牛皮纸，在纸基上涂布一

定厚度的热熔性涂层。见图1。

1.3 使用要求

一是扎把纸用基材纵向抗张强度要高，一般大于

6kN/m，保证在捆扎时不断裂。二是热封涂层与基材结

合要牢，以免捆扎作业时胶轮带动涂层脱膜。三是涂层热

封性能要好，保证在捆钞机作业时能够迅速热压黏合。

研究开发 r & d

□ 基金项目：辽宁省1999年科技攻关项目。

39
Jul., 2019  Vol.40, No.1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度是由聚合物链排列的紧密度决定的。如果聚合物链排

列得很紧密，就形成了高密度聚合物，链的支化可以阻

止聚合物链紧密排列。支化程度是决定聚合物密度的主

要因素之一，支化程度越高，密度越低。密度对最低热

封温度、黏合力和可挤出性有很大影响，密度增大，热

封性降低。熔融指数反映聚合物挤出的容易程度、黏合

力和韧性，熔融指数越高，熔融黏度越低。综合考虑挤

压涂布质量和热封性能，扎把纸挤压涂布通常采用熔融

指数相对较高的低密度聚乙烯，比如1C7A、1C10A等，

涂布量10～20g/m2。

乙烯共聚物也是挤压涂布常用的聚合物，如乙烯醋

酸乙烯酯共聚物、乙烯丙烯酸共聚物、离子聚合物等。这

些共聚物与聚乙烯聚合物相比，具有更好的热黏性，尤

其是离子聚合物，它具有相对更低的热封温度和更高更

好的热黏性，是用做自动捆钞机用扎把纸的最佳选择。

2.3 热熔涂布所用聚合物

常用的热熔涂布聚合物有：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

物、乙烯丙烯酸共聚物和热熔胶，热熔胶是由乙烯醋酸

乙烯酯（EVA）或乙烯丙烯酸乙酯(E EA)为主体，添加

增黏剂（如松香和松香脂、萜烯、碳氢化合物）、蜡类、

稳定剂和抗氧化剂等配制而成。

乙烯醋酸乙烯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热封性能取

决于聚合物中醋酸乙烯酯或丙烯酸乙酯含量。使用醋

酸乙烯酯或丙烯酸乙酯含量高、熔融指数低的EVA或

EEA涂布生产的扎把纸热封性能较好，EEA比EVA热

封性更好。

3  结语

根据自动捆钞机用扎把纸使用要求及多年对该纸

的研制经验，提出采用挤压涂布或热熔涂布制造扎把纸

的工艺方法及各自应采用的最佳共聚物。用自动捆钞机

捆扎纸币，改变了传统手工捆扎纸币的方式，捆扎后的

纸币非常平整、且易于成捆堆放。本产品一经推出，就

得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J P凯西.制浆造纸化学工艺学（第3版）[M].第4卷.

2  扎把纸的制造工艺

扎把纸一般是在65～70g/m2牛皮纸基材上涂布一

定厚度和定量的热熔性涂层，涂布量约10～25g/m2。经

盘纸分切机分切成直径约160～180mm、宽约20mm的

纸盘。流程如下：

基材（纸）→涂布机→成纸→盘纸分切机→扎把纸

2.1 涂布的工艺方式

涂布的工艺方式有两种：挤压涂布、热熔涂布。

挤压涂布是利用挤出机及口模装置，将熔融的高

分子聚合物涂布于运动的基纸表面并形成薄膜。其涂布

过程如下：（1）将聚合物喂入挤出机，通过挤出机内螺

杆的转动，使聚合物融化和混合而得到均匀的混合物；

（2）聚合物在高压下定量地通过口模出口，形成无依

托薄膜；（3）由于基材运动速度高于聚合物薄膜在口模

出口的速度，薄膜受到拉伸作用而减薄到要求的厚度；

（4）由金属冷却辊和包胶压辊组成一个压区，在这个

压区内聚合物薄膜与基材相遇并压合在基材表面上。

热熔涂布是通过辊式涂布机、帘式涂布机、缝隙-

模头涂布机，将加热熔融高分子聚合物或热熔胶，涂施

到基纸的表面上，经冷却形成平滑涂层。热熔涂布主要

优点是不需要干燥或溶剂回收系统，也不需要预先处

理基材，热熔涂料可以调配，以便在涂层和基材之间获

得极好的黏结力。

2.2 挤压涂布所用聚合物

聚合物包括均聚物和共聚物，均可用于挤压涂布。

其中聚乙烯是挤压涂布应用最普遍的聚合物，它具有成

本较低、热封性较好和可挤出性良好的特性。聚乙烯挤

压涂布性能取决于两个主要参数：密度和熔融指数。密

图1  扎把纸
[收稿日期: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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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机浆系统中非过程元素氯和钾主要来源是主原料（木材）、清水和

副原料（化学品），其会在生产系统中积累，造成碱炉燃烧时碱灰熔点下降，进

而加速锅炉受热面积灰和结焦，造成碱炉运行周期缩短，生产效率下降。氯含

量累积升高也会造成系统中设备和管道的腐蚀。如何降低非过程元素氯和钾

的积累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大型浆厂近几年已有实际应用的除氯、钾系

统，包括：析滤、蒸发/结晶、冷却结晶和离子交换等方法，而目前应用较多的是

蒸发/结晶法。

关键词：化机浆；碱回收炉；碱灰；氯；钾；腐蚀；去除率；回收率

Abstract: In chemimechanical pulping system, the main sources of non-process 
elements chlorine and potassium are from wood, clean water and chemicals. 
Chlorine and potassium accumulate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 causing the alkali ash 
melting point decreasing when the alkali furnace burns, which causing more alkali 
ash and crystallization in the heating area, resulting in alkali furnace operating 
cycle shortened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decreased. Increased chlorine levels can 
also cause the corrosion with equipment and pipes in the system. How to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of non-process elements of chlorine and potassium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Some large pulp mills have developed 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chlorine and potassium removal, including filtration, evaporation/
crystallization, cooling crystallization and ion exchange methods. At present, 
evaporation / crystallization method is more popular and widely used.
Key words: chemimechanical pulp; alkali recovery boiler; alkali ash; potassium 
chloride; erosion; removing rate; recove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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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过程元素氯的来源

从表1可看出7，化机浆非过程元素氯72%来源于

主原料木材，清水虽然氯的含量低但耗量大，也占约

13.47%的比例，双氧水稳定剂占13.38%。

1.1 木材氯离子含量

同树种氯含量有高低之差，主要是因为当地土壤

中氯含量不同所致。

表2为不同批次木材的氯离子含量和对应当地的土

壤氯离子含量数据，土壤氯离子含量高的，种植出来的

木材氯离子含量也高。

实验结果显示，海水浸泡的木材

氯离子含量突涨十几倍，可排除此疑

虑。

表3为海水浸泡24h的木片，放置

至无滴水，再将木片加入1L纯水浸泡

24h，取其纯水浸泡液进行滴定，检验

参照GB/T 13025.5-91《制盐工业

通用试验方法—氯离子的测定》的电

位滴定法进行测试。

1.2 液碱氯离子含量

如表4所示，外购液碱执行GB/

T11199高纯氢氧化钠国家标准，优等

品的氯化钠含量≤80mg/k g，管控情

况良好。

1.3 相思木的氯离子含量

普遍高于桉木，这是因为相思木

表1  主副原料氯离子数据追踪

物料

日均量/T

平均浓度/ppm(mg/kg)

小计/kg

占比/%

自切

桉木片

250.0

196.5

49.1

3.13

外购

桉木片

1900.0

330.1

627.1

39.93

750.0

626.0

469.5

29.89

相思

木片

15.0

14013.3

210.2

13.38

稳定剂

11000.0

19.2

211.5

13.47

清水

40.0

34.4

1.4

0.09

外购

液碱

0.012

146755.5

1.8

0.11

PAM

表2  不同批次木材及其氯离子含量数据

木材批次

地方

木材Cl-含量(mg/kg)

土壤Cl-含量(mg/kg)

第一

批次

B地

295

836

第二

批次

C地

360

1052

B地

258

836

第三

批次

E地

574

1453

第四

批次

C地

385

1052

第五

批次

E地

522

1453

第六

批次

A地

801

2464

第七

批次

第八

批次

A地

813

2464

表3  海水浸泡前后木片氯离子含量数据

木片样品

正常木片氯离子（mg/kg)

海水浸泡后木片氯离子（mg/kg)

桉木片

362.3

11634.1

733.6

13812.6

相思

木片A

相思

木片B

673.7

13098.4

相思

木片C

714.7

13150.6

的砍伐周期较桉木要长的原因。

1.4 突破点

对进入化机浆系统的化学品执行严格的管控标

准，除双氧水稳定剂和PAM，其它化学品未检出氯离

子，此两种化学品的氯离子含量将是一个突破点，控制

进入系统中的氯离子含量是首要之计。

控制进入系统中的氯离子含量，短时间内立竿见影

的方法是排放除尘器的碱灰。

表5为某化机浆厂投产后碱灰氯、钾离子的数据，

表4  GB/T11199高纯氢氧化钠国家标准

项目

氢氧化钠（以NaOH计）  ≥

碳酸钠（以Na2CO3计）   ≤

氯化钠（以NaCl计）     ≤

三氧化二铁（以Fe2O3计） ≤

二氧化硅（以SiO2计）   ≤

氯酸钠（以NaClO3计）  ≤

硫酸钠（以Na2SO4计）  ≤

三氧化铝（以Al2O3计）  ≤

氧化钙（以CaO计）     ≤

型号规格

指标

HS

I

99.0 

0.5 

0.02

0.002

0.008

0.005

0.01

0.004

0.001

优等品

98.5 

0.8 

0.04

0.004

0.010 

0.005

0.02

0.005

0.003

一等品

HL

I

45.0

0.1 

0.008

0.0008

0.002

0.002

0.002

0.001

0.0003

优等品

45.0

0.2 

0.01

0.001

0.003

0.003

0.004

0.002

0.0008

一等品

II

32.0

0.04 

0.004

0.0003

0.0015

0.001

0.001

0.0004

0.0001

优等品

32.0

0.06 

0.007

0.0005

0.003

0.002

0.002

0.0006

0.0005

一等品

III

30.0

0.04 

0.004

0.0003

0.0015

0.001

0.001

0.0004

0.0001

优等品

30.0

0.06 

0.007

0.0005

0.003

0.002

0.002

0.0006

0.0005

一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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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碱灰氯、钾离子含量（质量百分数）

检测时间

(投产后)

Cl-/%

K+/%

第2年

2.80

-

第3年

5.33

5.71

14.20

-

第4年

15.43

7.70

第5年

15.87

-

第6年

16.35

8.12

第7年

17.64

-

第8年 第9年

18.42

11.07

表6  除尘器排放碱灰后氯、钾离子的数据

检测时间

Cl-/%

K+/%

排放碱灰前

18.42

11.07 

第1个月

14.07 

9.40 

13.20

9.21 

第2个月

11.45

8.16 

第3个月

8.96

6.90 

第4个月

6.49

6.00 

第5个月

表7  碱炉一个运行周期内的产汽比变化

运行时间

产汽比(t/tds)

第一周

3.82

第二周

3.80 3.75

第三周

3.68

第四周

3.56

第五周

3.43

第六周

3.32

第七周

因化机浆得率高，碱耗低，碱回收率只有75%，相对化

学浆95%要低得多。氯离子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即趋

于平衡，上升幅度缓慢。

表6为某化机浆厂在碱回收炉超负荷运行后，运

行周期严重缩短，已经严重制约浆产量的提升。为尽快

延长碱回收炉的运行周期，通过排放除尘器的碱灰来

降低氯离子含量，以达到延长运行周期的目的。从表6

可以看出，排放第五个月后氯离子含量从18.42%降到

6.49%，钾离子含量从11.07%降低至6.00%，而碱回收

炉的运行周期较之前翻番，可达到立竿见影的目的。

2  非过程元素氯和钾的积累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2.1 氯和钾对碱回收炉的影响

碱灰在碱回收炉管壁上堆积，降低传热系数，蒸汽

产量随之降低；碱灰易黏附在管壁上，必须增加吹灰频

次，因此增加了吹灰蒸汽的消耗，降低蒸汽产量；碱回

收炉运行周期下降，启停炉所需油耗等运行成本增加；

碱回收炉启停频繁造成制浆产量受制约。碱炉一个运行

周期内的产汽比变化如表7所示。

2.2 氯对设备和管道的腐蚀

水溶液中氯离子腐蚀金属设备的机理及原因分

析：水溶液中的氯离子在与氢氧离子竞争的吸附过程

中，能够破坏金属钝化膜，进而导致点蚀、孔蚀和缝隙

腐蚀的现象发生，使金属设备更易被腐蚀。其中既包含

有电化学腐蚀，也有部分原因是氯离子的配位能力所导

致。腐蚀过程中，氯离子不仅在蚀坑区

域富集，而且还会在周围区域附近富

集，这就是腐蚀形成的前期过程。

如图1所示，停机拆开设备检查

发现，纤维在设备内壁的钢板附着，

扒开纤维发现，S S316L、S S304L、

S S304和碳钢都会出现点蚀、孔蚀或

缝隙腐蚀，检测这些纤维的氯离子含

量，高达10000mg/kg以上。 

产生腐蚀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方

面：一是金属设备在加工后残留的应

力造成这些部位氯离子很容易积聚进

而产生腐蚀；二是氯离子具有催化作

用而使金属设备产生应力腐蚀开裂，

从点、缝、沟槽腐蚀到最后呈枝状裂纹；三是高温会对

氯离子腐蚀产生诱导作用；四是溶液静止或流速低时氯

离子不易扩散，也是造成腐蚀的重要因素。

氯离子的危害不容忽视，对于设备寿命以及生产

安全都会造成直接影响。因此，控制和降低氯离子的产

生，减轻对金属设备的腐蚀十分必要。

3  化学浆与化机浆ESP碱灰全分析

从表8可看出，化学浆ESP碱灰以Na2SO4为主，而

图1　内壁腐蚀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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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化学浆与化机浆ESP碱灰全分析

检验项目

化学浆/%

化机浆/%

Na+

30.50

35.61

CO3
2-

4.89

34.35

57.47

6.48

SO4
2-

0.04

0.15

Ca2+

-

0.01

Mg2+

4.02

8.42

K+

3.08

13.54

Cl-
水不

溶物

-

1.44

化机浆ESP碱灰以Na2CO3为主，其它成分包括NaCl、

KCl、K2SO4、Na2SO4等。

碱灰的黏着温度是指混合物中液相分数高到导

致混合物黏着在金属表面时的温度，当有15%以上

的碱灰熔化时就会发生黏着的现象。由图2中可以看

出黏着温度随着C l/(N a+K)的比率而降低。当C l/

(Na+K)≥8%，黏着温度趋于恒定。Cl元素含量低时，K

元素对黏着温度的影响很小，Cl元素含量高时，K元素

对黏着温度的影响较大。

针对金桂浆纸现在提供的碱灰成分分析，经过计

算黏着温度为530～540℃左右，碱炉在此温度范围内

的设备只有沸腾管屏，且烟气流通面积较窄，碱灰更易

富集在管壁上，造成该处堵灰。只要碱灰的黏着温度高

于沸腾管屏和过热器，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碱炉的堵灰，

减少了非计划停机的次数。若碱灰中的C l元素含量降

低到1.5%w t，K元素降低到3.2%w t，则黏着温度高达

750℃，避开了容易堵灰的温度区域。这就能够有效地

避免碱炉的堵灰，减少非计划停机的次数。

碱灰的主要成分是Na2CO3，含有少量的NaC l、

KCl、K2SO4、Na2SO4。将碱灰溶解在水中后，形成混合

溶液。我们利用结晶点的不同，通过将混合溶液加热至

一定温度，再冷却浓缩形成结晶物，从而达到去除C l-

和K+离子的目的。

通过与高校的合作，绘制了适用于碱炉碱灰的相

图，用于判断碱灰结晶过程和工艺计算，由此可知化机

浆的碱灰也可通过结晶法去除氯、钾离子。如图3。

4  去除非过程元素氯和钾的方法

由于氯和钾在高温下极其不稳定的性质，其化合物

(氯化钠和氯化钾)从碱回收炉的流化床蒸发，并富集在碱

灰中。因此需针对碱灰才能有效去除系统中的氯和钾。

多年来，许多浆厂都是通过排掉一部分碱灰，以控

制Cl和K水平。然而,尽管Cl和K富集在碱灰中，但他们只

占碱灰重量比的4%～20%。其余的物质

随同碱灰一起被排掉，它们是钠(Na)、

硫酸盐(SO4)和碳酸盐(CO3)。这意味

着，当碱灰被排掉时需补充更多的钠

和硫到系统中。

所有商业化可行的Cl和K去除方

法，都是着手于碱回收炉除尘器的碱灰。主要分为四项：

（1）析滤，（2）蒸发/结晶，（3）冷冻结晶，（4）离子交

换。如表9所列。

前三种方法利用各种盐之间溶解度的差异,主要

是碱硫酸盐(Na2S O4和K2SO4)和碱氯化物(氯化钠和氯

化钾),而离子交换的方法采用一个专用树脂选择性地

吸附氯化钠。这四种方法都是在排放系统中，去除Cl和

图2　黏着温度与氯、钾离子含量的关系

图3　五元干基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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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并回收更多的碱和硫酸盐至循环液中。

4.1 析滤法

基于溶解度差异的方法必须处理复杂的碱性盐溶

液。在纯溶液中，Na2S O4和氯化钠的溶解度比较接近,

尤其是在35～100℃温度范围内。然而，在混合盐溶液

中，氯化钠的存在会大大降低Na2SO4的溶解度，这是由

于离子共同效应而导致。

这将允许更多的NaCl从碱灰中溶出，而非Na2SO4

溶出(如浸出),或者说允许更多的Na2S O4从碱灰中结

晶，而非结晶出NaCl。

然而，Na2S O4和氯化钠不是唯一存在于碱灰的成

分。K2S O4、KC l、Na2CO3和K2CO3也存在，这将进一

步使整个溶解系统复杂化。浸出和结晶这两种方法，从

Na2SO4中去除NaCl，同时也会导致去除Na2CO3。这就

意味着会损失宝贵的钠，必须从系统补充碱。解决这个

问题可通过酸化浸出碱灰浆液或硫酸化碱灰结晶母液,

从而使碳酸盐转化成更多的可回收硫酸盐。然而,这会

使得更多的硫添加到系统中，从而影响系统的硫平衡。

酸化还会增加设备腐蚀的风险,而伴随着耐酸材料的使

用会使得设备成本上升。

因为钾的不同存在形式，除钾比除Cl更加复杂。因

氯化钾和氯化钠的混合物比单纯的盐溶液更可溶，故氯

化钾的存在并不造成问题。然而,钾也以K2SO4的形式存

在，或在溶解后再结晶以双盐钾芒硝(3K2SO4
.Na2SO4)

的形式存在。这些化合物在系统中的表现，具有Na2SO4

类似的行为方式，即因K2SO4和3K2SO4
.Na2SO4的溶解

性，而降低了氯和钾浓度的增加。这阻碍了在浸出和蒸

发/结晶两种方法中钾的去除。因为钾化合物在用浸出

法时保持不溶性，在结晶法时会再沉淀。在这些情况下,

钾不能再从循环液中去除,而浓度将继续增加。此类情

况下，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单纯地排掉碱灰，直到

钾浓度下降到钾芒硝不再生成，然后

再开启去除操作系统。

浸出利用了氯化钠和氯化钾与

Na2SO4相比溶解度高的优势，尤其是

NaC l的饱和溶液。浸出过程包括两

个主要操作单元。在第一阶段，碱灰

与水混合(回收滤液)形成悬浮物或泥

浆。添加的水量必须严格控制以促进

氯和钾盐的溶解，而不溶解硫酸钠。更高的温度也会提

高浸出过程的选择性，而使得更多的氯盐和更少的硫酸

盐溶解在系统中。在搅拌槽混合后，泥浆通常经过滤器

或离心机，进行分离处理。固体(主要是硫酸盐)返回到

硫酸盐循环液中，而浸出液(富含Cl和K)通过系统被排

掉，而去除Cl和K。

该系统通过离心机实现固-液分离。第一套单元装

置于2002年在巴西的阿拉克鲁兹公司启动，国内第一套

装置于2004年在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启用。报道

称，Cl和K去除率约为70%，同时回收了80%的钠和85%

的硫。该技术的优点是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缺点是

去除率和回收率较低。

4.2 蒸发/结晶法

蒸发/结晶过程也是利用与Na2S O4相比氯化钠和

氯化钾溶解度较低的优势，但采用相反的方式浸出。碱

灰首先溶解在水中(或回收系统的冷凝水)，然后溶解液

被蒸发。Na2S O4由于其较低的溶解度,首先结晶出来，

Cl-离子的存在有助于进一步降低Na2SO4的溶解度。通

过过滤纯化的Na2S O4以固体形式返回到循环液中。而

大部分的母液(富含Cl和K)，被送到结晶器中，但一小部

分溶液被用来清洗Cl和K。

商业化的蒸发/结晶过程有三个:（1）HPD公司的

CRP“氯去除工艺”、（2）Andritz ARC再结晶工艺、

（3）Eka Chemicals的PDR“碱灰回收工艺”。尽管每

个工艺设计使用的蒸发器不同，但工作原理是相似的。

所有的工艺都使用蒸汽驱动蒸发器/结晶器，这可以是

单效或多效设计，取决于设计和纸浆厂的需求。

自1995年第一套安装运行以来，设计已经进行了改

进。当时是专门为BFR“漂白滤液回收”项目设计的。蒸

发器与外部再沸器在真空下运行。单效和多效系统都可

以使用，取决于碱灰的量和CRP黑液处理蒸发器的集成

表9  除氯、钾方法及去除率和回收率统计表

Ash LeachAsh

Re-Crystallization

Chloride Removal Process

Precipitator Dust Recovery

Freeze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Ion Exchange System

去除氯、钾方法序号

1

2

3

4

供应商

Kvaerner

Andritz

HPD

Eka

Mitsubishi

Eco-Tec

2002年

2004年

1995年

未应用

2001年

未应用

应用

时间

69

90

70～85

90

90

97

氯去除率

/%

69

-

50～85

90

75

5

钾去除率

/%

80

80

80～82

-

70

94

钠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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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CRP现在采用内部清洗柱进行固液分离，取代原有

的盐泥浆过滤器。

至2018年，HPD在全球共有34套CRP运行操作实

例，国内第一套于2009年在金海浆纸投入使用。公布的

Canton装置数据显示，氯的去除率达95%和回收了80%

的硫酸盐。除钾的差异性相差很大，从50%～85%，这

取决于K在碱灰中的含量，以及除K和回收Na和S所希

望达到的平衡。

ARC使用降膜式蒸发器浓缩碱灰溶液。硫酸钠晶

体使用一个鼓式过滤器被移除出来，同时部分的富含氯

和钾的溶液被排掉。在Pietarsaari运行的一个中试工厂

UPM Kymmene，结果显示氯去除率达90%和碱回收率

80%；就CRP来说，钾的去除与Na的程度成反比。整套

完整的ARC2004年在葡萄牙的硫酸盐浆工厂运行。

Ek a化学品公司的PDR工艺，也是一个循环蒸发

/结晶器，在真空与外部再沸器下操作，PDR还尚未商

业化，但实验室和中试工厂试验表明，氯和钾去除率达

90%，硫酸盐和碳酸盐的回收率为80%。该技术的优点

是去除率和回收率较高；缺点是设备和工艺复杂，投资

费用较高。

4.3 冷却结晶法

冷却结晶依赖于十水硫酸钠在较低温下的溶解度

急剧下降的特性。大约30℃以下，Na2S O4会突然大量

地沉淀，生成Na2SO4
.H2O，留下Cl和K在溶液中。那么

这两个阶段可以被分离，纯化的硫酸钠晶体回收到硫酸

盐循环液中，而Cl和K在母液中被去除。

有六个三菱的冷却结晶系统在日本的浆厂运行。

碱灰与足够大量的水混合，以溶解氯和钾盐，还有一部

分硫酸钠。如前所述，酸可能被添加以促进钠的回收。

泥浆被转移到沉淀槽，将冰加入到槽里面以将温度降

低至15℃，从而导致Na2SO4结晶成Na2SO4
.10H2O。然

后，泥浆排出分离并回收十水硫酸钠结晶体及不溶的

Na2SO4，同时排掉废液。据报道，Cl的去除率为90%、

K的去除率为75%，以及70%的钠回收率。该技术的优点

是氯元素去除率较高；缺点是能耗大，生产成本高。

4.4 离子交换法

商业化专业的离子交换树脂，含有阳离子和阴离子

交换组在各自的组件中，所以可同时去除两种离子。因

为氯离子是唯一存在于碱灰中的单价阴离子，树脂将会

优先吸附氯化钠，其次是硫酸盐和碳酸盐。

因树脂的应用，离子交换处理系统被称为PDP(碱

灰排掉)由Eco-Tec和Papr ican研发。由于树脂的敏感

性，碱灰溶液必须事先过滤，以使树脂污染降到最低。

树脂可通过水洗非常容易地实现再生。

PDP系统还没有商业化，虽然在Papr ic an实验室

有一套中试设备在运行。报告显示氯去除达97%，以最

小程度的钠、硫酸盐和碳酸盐损失代价(分别为6%、1%

和6%)。然而,由于钠的浓度超过钾许多数量级，钾去除

较低，仅为5%。因此相比去除钾，离子交换系统更适合

去除氯。

离子交换过程与其他过程的区别是，纯化的硫酸

钠以液体形式返回到硫酸盐循环液中，而不是以结晶

或泥浆形式。如果工厂在黑液蒸发系统有多余的产能，

那么这将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离子交换工艺过程最

终消耗的蒸汽可能会低于一个蒸发/结晶的过程工艺。

因此，如果没有额外的黑液蒸发能力，这可能需要额外

的预蒸发阶段，以降低现有蒸发器上的蒸发负荷量至

最低。此外，硫酸盐溶液返回到黑液蒸发系统很关键，

因为相对高浓度的碳酸盐可以促使碳酸钠矾的形成和

结垢。从循环回收液中去除氯化物。供选择的一个方案

是，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氧化白液，而非碱灰。

最近，巴西的研究人员调查了碱灰中使用两性离子

/阳离子交换树脂除去钾和氯离子。初步的实验结果表

明，Cl-和K+的去除率达95%，硫酸盐回收率98%。该技

术的显著优势是工艺简便，投资低，运行成本低，占地

少，氯元素去除率高，回收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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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风机是通过叶轮转动产生负压，进而从系统（设

备）抽取空气的一种设备，一般安装在锅炉尾端，用于排出

炉膛内的热烟气。虽然经过了静电除尘设备，但是湿热气体中

仍会夹杂着少量的粉尘，吸附在叶轮上会改变风机的平衡状

况，引起较大的振动。本文介绍了一种风机平衡的分析和诊

断方法，用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关键词：引风机；叶轮；不平衡；诊断

Abstract: Induced draf t fan is a kind of equipment which 
produces negative pressure by rotating the impeller and extracts 
air from the system. It is usually installed at the end of the boiler 
to extract hot flue gas from the furnace. Although it has passed 
through the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there will be a small amount 
of dust in the humid and hot gas. Adsorption on the impeller will 
change the balance of the fan, causing greater vibration.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an analysis and diagnosis method for fan 
balance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induced draft fan; impeller; unbalanc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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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减震垫或减震圈，属刚性基础。 

设备资料：

电机型号：三相异步电动机YVF2-355L1-4

风机型号：SD J Z500，悬臂式水冷却风机，地脚

螺栓预埋于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基础，正常工作转速

1324r/min，图1中箭头指向为介质的流动方向。因风机

运行时振动加剧，车间要求协查找振动原因。

2  振动检测与原因分析

引风机产生的异常振动，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

(1）轴承损坏严重，造成振动值偏大。

(2）联轴器未校准或未考虑热膨胀系数的差异等

原因，造成的对中不良。

(3）地脚螺栓松动（裂纹或断裂）造成预紧力不

足，或基础出现裂纹。

(4）输送介质中的粉尘吸附在叶轮上或叶轮叶片出

现了非均匀性腐蚀，造成的平衡不良。

(5）叶轮与壳体之间存在周期性或间歇性碰磨。

(6）叶轮出现磨损或平衡配重块脱落，产生了不平

衡分量。

该风机轴承采用稀油润滑的方式，且轴承座腔体

内通有冷却水。经观察油品清澈度良好，颜色无变化，

液面未见泡沫，说明轴承运行温度正常，没有明显的磨

耗。而且图2所示的振动频谱中未见轴承故障可疑信

息，因此可以排除因轴承故障而引起的异常振动。

频谱中一倍频幅值占主动，达到了23.39mm/s,且

谐波较多，但谐波的幅值较小，未见轴承异常信号，排

除了因轴承的严重损伤造成的异常振动。

对风机及电机的检测数据，见表1、表2。

表1、表2中的测量数据显示，风机轴向的振动较

大，这与介质进出风机的方式、基础的强度有关，说明

风机受到较大的轴向力，引起了大的振动，具体分析如

下：

(1）风机联轴器采用的是弹性套柱销联轴器，起到

减震的同时，在径向位移上有一定的不对中补偿量，对

中要求的敏感程度不高，对比联轴器两侧径向方向的振

动值，有明显的差异，说明振动并非由对中不良引起。

(2）现场噪声正常，时域波形中未见异常碰磨信

息，电机的负载平稳，电流无异常变化，由此可排除风

引风机是通过叶轮转动产生负压，进而从系统（设

备）抽取空气的一种设备，一般安装在锅炉尾端，用于

抽取炉膛内的热烟气。

引风机的工作原理与透平压缩机基本相同，只是

由于气体流速较低，压力变化不大，一般不需要考虑气

体比容的变化，可以把气体作为不可压缩流体处理。引

风机属一种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旋转设备，通过提

高管道内局部压力来实现气体排放与输送，广泛用于

热电厂的引风和送风系统，矿井、隧道的通风，凉水塔

和建筑物的通风和冷却，锅炉和工业炉窑的通风、排风

等。

1  故障描述

某厂生物质燃烧锅炉燃烧烟气经过静电除尘后，

由引风机送往脱硫脱硝设备，现场结构如图1所示。风

机基础为混凝土浇灌，槽钢紧固在预埋的地脚螺栓上，

表1  电机的检测数据

位置

方向

幅值

驱动端/(mm/s)

11.71

H

6.454

V

20.09

A

自由端/(mm/s)

H

24.27

V

13.33 17.75

A

表2  风机的检测数据

位置

方向

幅值

联轴器端/(mm/s)

23.39

H

17.82

V

21.75

A

叶轮端/(mm/s）

H

52.75

V

40.97 21.61

A

图1  现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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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叶轮与机壳存在明显的碰、磨现象。

(3）对比电机端与风机端的振动值，发现异常的振

动来源于风机侧，而风机侧叶轮端的振动又相对较大，

由此判断风机的振动与叶轮的异常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叶轮的平衡因某种原因被打破，振动会有明

显的增加。该风机的输送介质是生物质炉燃烧后的气

体，虽然经过了静电除尘，但也会有少量的粉尘和湿气

（含硫酸根、硝酸根等腐蚀性物质），经引风机输送到

脱硫脱硝设备，在此过程中会有部分湿热的粉尘吸附

到叶轮上，不均匀的分布会改变风机的平衡状况，造成

振动值的增大。

图3为引风机的结构简图。

图3中标记了部分测量点的位置及方向，其中H

（Horizontal）代表水平方向，V（Vertical）代表垂直

方向，A（Axia l）代表轴向，三个方向的测量图谱如图4

所示。

从频谱中发现，风机垂直方向的振动值明显大于

图2  风机联轴器端检测点振动频谱

图3  引风机的结构简图 图4  叶轮端测点三个方向图谱

(a）叶轮端水平方向

(b）叶轮端垂直方向

(c）叶轮端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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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正常情况下，如果基础的刚性和强度正常，

水平方向的数值应该略大于水平方向，而此案例正好相

反，检查风机叶轮端基础情况，如图5所示。

分别对风机结构简图中的平面（1）、平面（2）、平面

（3）的垂直方向测量振动值，平面（1）与平面（2）的振

动值接近，相位相同，平面（3）的振动值明显较小且与

平面（2）的相位相反，说明在平面（3）处有基础松动。

但基础的松动不足以引起如此大的振动值，应该和风

机叶轮的不平衡有关系。

于 是 对 风

机基础进行了紧

固，有个别螺栓

因 为 锈 蚀 的 原

因，紧固时出现

了断裂。紧固后

的 测 量 值 见 表

3。

对比表2与

表3中的测量数

据不难发现，基

础 地 脚 螺 栓 紧

固后，显然轴承

座两侧径向的振

动 值 有 明 显 的

减小。这说明风

机 基 础 的 松 动

情况有很大的改

善，但轴向振动

值却有了轻微的

增加，且达到了

29.18m m/s,由

此可见风机的振

动情况并没有明

显的好转，进一

步佐证了叶轮的

平衡不良是造成

风机异常振动的

根本原因。

由于车间生 [收稿日期:2019-01-02]

图5  风机基础情况

图6  锈蚀的叶轮

表3  基础紧固后的振动测量值

位置

方向

幅值

联轴器端/(mm/s)

13.68

H

9.821

V

27.64

A

叶轮端/(mm/s）

H

18.10

V

25.39 29.18

A

表4  叶轮更换后的测量值

位置

方向

幅值

联轴器端/(mm/s)

4.419

H

1.517

V

1.456

A

叶轮端/(mm/s）

H

4.700

V

0.776 1.657

A

产任务重，在风机轴承无损伤异常的情况下，车间并不

急于处理，决定根据生产计划合理安排择期更换。

该风机叶轮于9月份车间大修时更换，换下的叶轮

照片见图6所示，叶轮表面有严重的锈蚀。

叶片及衬板的两侧的锈蚀、脱落，改变了风机的平

衡状态，使得风机径向及轴向的振动明显增大，更换叶

轮后风机运行正常。三个方向上的振动值有明显的降

低，更换叶轮后的振动测量值见表4。

对比表3与表4的测量值，风机的振动得到明显的

改善，虽然水平方向的值相对较大，但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解决了风机的平衡问题。

3  总结

状态监测作为设备异常状态的一种诊断手段，已

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造纸等行业。设备特定位置的

三维振动图谱可为查找设备异常振动的原因提供可靠

依据，准确查找出振动产生的原因。进而实现设备的预

知维修和减少因设备损坏失效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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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纸机各部对水质的基本需求，结合国际先进的

技术水平，通过改进多圆盘过滤机的扇形板结构及其连接方

式，规范水腿安装等，多圆盘处理白水使得超清滤液澄清度

明显提高，其中OCC浆造纸白水回收的超清滤液澄清度不高

于50mg/l，全木浆卫生纸白水回收的超清滤液澄清度不高于

25mg/l。增加了纸机清水代替量，提高了白水回收利用率。

关键词：多圆盘过滤机；结构改进；超清滤液；澄清度；清水

Abstract: Guided by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paper 
machines and glob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sector plate in 
multi-disc filters and its connection method, as well as water pipe 
installation can be modified to get  ultra clear filtrate. Among 
them, OCC recovered ultra clear filtrate is not higher than 50mg/
l, and recovered ultra clear filtrate from wood pulp and tissue is 
not higher than 25mg/l. It helps to save the water and improve the 
white water recovery efficiency.
Key words: multi-disc filter; structure modification; ultra clear 
filtrate ; clarity; clea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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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纸机各部位对使用水质的基本要求，多圆盘

过滤机滤液澄清度的高低及其稳定性直接影响到白水

的回收利用率和清水代替量。通过市场运行情况比较，

国产多圆盘过滤机与国外同类设备的滤液澄清度还有

一定差距，尤其是超清滤液澄清度差距比较大（见表

2），严重地降低了多圆盘过滤机的使用价值，影响了产

品市场竞争力。

汶瑞公司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跟踪市场调研，进

行系统分析，紧密结合纸机用水特点，对关键指标超清

滤液的澄清度确立了改善目标（见表3）。

3  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影响多圆盘过滤机滤液澄清度的因素很多，主要

涉及设备结构、扇片结构、装配安装和运行操控等方

面。根据综合分析，在常规条件下，白水泄漏是影响澄

清度的主要原因，而扇形板的结构与组合装配是漏液的

关键部件；设备水腿的安装质量是影响运行稳定性的

多圆盘过滤机是目前用于白水回收的主要设备，是

实现纸机节水和降低纤维流失及减轻污染负荷的重要

环节。多圆盘过滤机在白水回收过程加入适当比例的垫

层浆，通过水腿真空作用过滤脱水，并借助分配阀的功

能实现浊清分流，依次得到悬浮物含量不同的浊、清、

超清滤液[1]，根据各区水质情况回用到适宜的用水点，

其中超清滤液可替代大部分清水用于纸机的网部及压

榨部。汶瑞公司根据纸机各部水质的基本要求，系统分

析多圆盘过滤机过滤精度的影响因素，对设备关键部

件的结构、装配以及安装要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分

析与改进，有效地改善了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提高了滤

液的澄清度。

1  纸机各部使用水质的基本要求

造纸过程因受浆种、纸种、纸机性能及技术管理等

许多因素的影响，纸机各部对所用水质的悬浮物含量有

所不同，尤其是高速低定量纸机的要求更高，目前在一

般情况下纸机网部和压榨部的水质要求见表1。多圆盘

过滤机过滤白水后的清/超清滤液澄清度应尽量达到相

应要求，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白水的循环利用率，减少清

水用量。

2  国产多圆盘过滤机滤液澄清度与国外同类设

备的差距

表1  目前高速低定量纸机某些部位对工艺水质的一般要求

区

域

网

部

压

榨

部

供水方式

连续

连续

连续

连续

连续

间断

连续

连续

连续

连续

间断

间断

连续

间断/连续

部位或用途

清洗流浆箱

成形网高压冲洗

刮刀湿润

压区冲洗

冲边水

化学品冲洗

压榨毛布湿润

刮刀湿润

毛布清洗

毛布高压喷淋

毛布化学品喷淋

真空压榨清洗/润滑

切纸水针

压榨毛布喷淋

水质

澄清水

澄清/过滤水

澄清水

澄清水

澄清/过滤水

清水

澄清水

澄清水

澄清/过滤水

澄清/过滤水

清水

清水

清水

澄清/过滤水

悬浮物含量

TSS/(mg/l)

0～50

0～25

0～50

0～50

0～25

0～10

0～50

0～50

0～25

0～25

0～10

0～10

0～10

0～25

表2  汶瑞多圆盘澄清度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汶瑞公司

80～100 

30～50

应用工段

OCC浆造纸白水回收/(mg/l)

全木浆卫生纸白水回收/(mg/l)

国外先进

产品 

30～50 

20～30

表3  汶瑞多圆盘改善目标：超清滤液澄清度

改善前基准值

/(mg/l)

80～100

30～50

纸种

OCC浆造纸白水回收 

全木浆卫生纸白水回收

标杆值

/(mg/l)

30

20

≤50

≤25

目标值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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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应重点从这几方面入手进行系统

性的改进与提升。

3.1 扇形板的结构改进

汶瑞公司多圆盘过滤机主要有插入式格栅网袋和

无网袋两种形式的扇形板，前者如果能保证网袋无破损

就不会发生板面白水泄漏现象；后者是不锈钢波纹状

孔板结构，也不会轻易产生白水泄漏现象。其关键点就

是扇形板与中心轴的装配密封，如密封不严密则会产生

大量漏液而影响滤液澄清度。

3.1.1 改进前结构及缺陷

(1）扇形板的密封问题

改进前多圆盘过滤机的扇形板结构组合形式如图

1a。扇形板与大轴之间有两道密封，第一道密封为固定

支架与主轴之间，二者之间连接可靠，接触面也比较

大，密封性能有保证；第二道密封为扇形板上连接模

块与扇形支架上的漏斗之间，二者的连接接触面比较小

（见图2），而且中间的密封垫为海绵橡胶，在使用过程

中海绵橡胶由于比较柔软，在真空作用下容易被吸入漏

斗腔内，从而失去密封作用。在实际使用中在此处会经

常发生白水泄漏，导致多圆盘过滤机在使用中各种滤液

澄清度波动大，不能稳定可靠地满足使用要求。

(2）扇形板结构问题

扇形板格栅中扁钢比边框窄，即中间窄，外缘宽，

从而使得扇形板与网袋结合不贴实，网袋过水性差，从

而导致滤液澄清度波动。

3.1.2 改进措施及特点

针对扇形板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对以下几方面进

行了改进。

(1）扇形板密封结构的改进，见图1b。在扇形板支

架上去掉固定支架上的漏斗，将此漏斗与扇形板焊为一

体，减少一道密封，避免该处白水渗漏。改进后由于体

积变小，重量也随之减轻。扇形板支架用螺栓直接固定

在大轴上，安装方便。支架上设有滑道，扇形板装入滑

道内，扇形板底部漏斗与大轴腔相贯通。

(2）密封垫结构的改进，见图2。扇形板比较大，安

装人员进入槽体较困难，此处密封垫结构改为“鞋套”

式，直接挂在扇形板漏斗底板上，不容易脱落，保证密

封性。

(3）扇形板格栅的改进，见图3。提高扇形板的过滤

性，把扇形板中的格栅改为上窄下宽，根据水流动性的

特点，滤液自然流入扇形板底部的漏斗内，从而进入大

轴腔内，中间的扁钢宽度加大，即中间宽外缘窄，使得网

袋紧密地贴合在扇形板上，可有效提高滤网的使用寿命

和运行的可靠性。

3.2 设备其它方面的改进

图4  水腿管的安装

图3  扇形板格栅的结构

图2  密封垫改进前后的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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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5-31(修改稿)]

(1）分配阀静动环配合改进。分配阀静盘与大轴上

的动环间隙调整，原装配时要求保持0.25mm的间隙，

但很难保证此处间隙，容易造成过大，不容易形成水

膜，滤液容易从此处泄漏，影响滤液澄清度；因此不留

间隙，让其自然形成水膜密封，并减少静盘磨损和稳定

真空度。

(2）分配阀腔内隔板上的密封垫材质的改进。原材

质聚四氟乙烯材质过硬，密封性差，因此改为氟橡胶，

这种材质既有一定的硬度，又有一定的弹性，既保证了

密封性，又节省了成本。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改进，简化了组合结构，保证了

密封的可靠性，彻底避免了漏液现象，有效地提高了滤

液澄清度。

3.3 水腿管的安装

多圆盘过滤机的工作原理如同鼓式真空洗浆机，

形成真空的水腿管的安装、走向及其水封槽结构均是

影响其运行稳定的关键环节，真空度的稳定性对产能

和滤液澄清度也都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对多圆盘过滤

机水腿管的安装及其水封槽的基本结构也提出了以下

基本要求（见图4），以保证多圆盘过滤机辅助系统的规

范安装，确保设备稳定可靠地运行。

(1）水腿垂直安装高度需尽量满足9m，最小也不

应低于7m；

(2）水腿管与设备应采用柔性软连接，需单独支

撑。

(3）当水腿管垂直插入水封槽时，管道终端的出水

口须有1.5倍管径的距离在滤液槽液面以下。

(4）当水腿管需水平进入水封槽时，只允许在水腿

铅垂下的底部接变径管，沿水平方向进入水封槽，水平

走向管的直径应为水腿管径的1.5～2.0倍，水平走向距

离不宜大于4m。

(5）水封槽结构尺寸应能满足水腿管内滤液流动

能量的自由释放。

4  结语

通过对多圆盘相关结构的进一步改进和切实规范

水腿安装要求，经过生产过程的实践验证，多圆盘过滤

机的生产效率明显提升，滤液澄清度达到预期目标，有

效地提高了白水循环利用率，设备整体性能已基本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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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各生产分厂纸机使用压缩空气情况，介绍各分

厂空压站联网改造方案，以及改造后压缩空气合理使用和节

能控制方案。

关键词：空压机；压缩空气；节能；恒压控制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ssed air 
for paper machines, networking upgrading plan for compressed 
air stations, and proper application of compressed air as well as 
energy saving solution after upgrading.
Key words: air compressor; compressed air; energy saving; 
constant pressur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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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是保证纸机运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

公司空气压缩机设备分布在各生产分厂，有三套空压机

组及其附属设备。随着纸机自动化程度提高，不但纸机

本身对压缩空气压力有恒定要求，现场大量的气动阀

门、QCS系统、WIS系统等设备对压缩空气压力恒定也

有较高要求。在纸机生产过程中，凡是使用到压缩空气

的设备，首先要求压缩空气能够达到额定范围和恒压工

作能力，其次要保证压缩空气质量（不含水、不含油）。

现探讨如何保证压缩空气系统的恒压与节能。

1  压缩空气系统产气和用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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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恒压自动控制

随着公司发展，公司纸机已经由2008年9台纸机发

展到15台纸机。而且新增机台产能相对较大，自动化程

度都非常高，用气设备比较多且控制频繁，依靠手动启

停某台空压机的方式，难以实现恒压控制。经过对空压

机系统测量计算，存在着耗能高的问题。

2.1 空压机控制改造

恒丰公司11台空压机都是工频手动控制。由于机

台的增多和用气设备启动频繁无规律，经常导致压缩

空气联网系统压力波动，影响设备正常运行。为了保证

压缩空气联网系统压力恒定，将一分厂空压机组的1号

132kW空压机由工频控制改为变频控制。同时将控制

变频信号和联网系统压力信号引到一分厂DCS系统中，

通过软件编程为一个压力PID控制回路。

经过一段测试运行发现，压缩空气联网系统压力

还存在一定的波动且比较剧烈。简单的压力PI D控制回

路不能实现恒压控制，经常因为某一个或多个用气设备

压缩空气产气和用气如图1所示。公司有三套空

压机组，分别安装在一分厂、三分厂和六分厂。一分厂

有五台空压机，其中1号空压机功率为132kW，其余2

号、3号、4号、5号空压机功率为75kW，工作压力能够

达到0.85M P a。三分厂有四台空压机，分别是8号、

9号、10号、11号，其功率都是75kW，工作压力能够

达到0.75M P a。六分厂有两台空压机，分别是6号、7

号空压机，其功率分别为75kW，工作压力能够达到

0.97MPa。

在2008年以前，三个分厂空压机组都是独立运行。

其中一分厂和三分厂空压机组各有1台为备用，各有1台

根据生产情况进行手动压力调节。六分厂两台空压机

24h全天运行，如果空压机发生故障，就需要将相应机

台停止运行。2008年在检修期间对全厂11台空压机进行

联网改造，解决了三个分厂空压机组独立运行的弊端，

提高了空压机使用效率。初步实现了恒压运行并收到了

节能效果。

图1  压缩空气系统分布

图2  恒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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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停止运行，压力小于0.59M P a时，变频器开始启

动。

经过上述控制后，恒压控制效果比较好。但是当联

网系统压力突然大幅变低或1号空压机启动的时候，压

力调节非常缓慢，不能满足生产要求。基于这种情况，

在08P IC00C控制输出基础上加相应控制联锁，如图4

恒压联锁控制08PIC00B所示。                     

通过图5所示，当压力低于0.6M P a时，1号空压机

变频器直接输出97%。当P I D控制输出调节到大于97%

的时候，1号空压机变频器再进入PID压力控制。这样就

解决了压力过低时调节过慢的弊端。

3  空压机运行状态监测

恒丰公司每台纸机不但有自己的DCS系统，还有覆

盖全公司的MIS管理信息系统。基于这个平台，一分厂、

三分厂、六分厂三组空压机运行状态都引入到各自DCS

系统中，便于一线操作人员了解本分厂空压机组运行状

态。一分厂空压机组运行状态如图5所示。

由于三组空压机组已经联网，使用压缩空气设备

繁多。所以需要掌握所有空压机运行状态，包括运行压

力。根据上述要求，将所有空压机运行状态和联网系统

压力也引入到公司MIS系统中进行监测，如图6所示。这

样不但每个生产分厂和调度室都可以监测到所有空压

机运行状态和压力情况，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可以进行相

应调配操作。

4  结束语

相对纸机等设备，空压机组是高能耗设备。各分厂

空压站实现联网和恒压控制，不但提高了空压机运行

效率，而且能够保证压缩空气随着用气设备启停实现恒

压控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节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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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机运行或停机原因，发生变频器在0H z或50H z情

况下运行。针对这种运行方式，在压力控制P I D回路基

础上增加一些联锁控制，控制原理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以看出，压缩空气联网系统压力设定

值和测量值构成一个压力PI D控制回路。在公司所有纸

机正常情况下，压力设定值为0.61M P a，当压力低于

0.55M Pa时延时30s后，一分厂现场会发出一个低压警

笛报警。警示操作工注意压缩空气联网系统运行情况。

为了保证1号空压机变频不经常在0H z或50H z

控制，在上述P I D控制输出上加入了恒压联锁控制。

如图3恒压联锁控制08P I C00C和图4恒压联锁控制

08PIC00B所示。

通过图3可以看出，压缩空气联网系统压力大于

0.614M P a或小于0.608M P a时，1号空压机变频器受

P I D输出控制。当压力在6.08～6.14之间时，变频器控

制输出不变，保持上一次输出值。这样就会避免小压

力波动对恒压控制的影响。当压力大于0.64M P a时让

图5  空压机运行状态

图6  空压机运行监测 [收稿日期: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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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铜版纸生产过程涂布工序，每次进行清

洗均会产生大量含涂料的废水（以下简称涂料废

水）。通过实验，将涂布废水经过一系列的预处理，

将其应用到碳酸钙矿粉研磨工序，替代部分清水，

减少了涂布工序废水排放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关键词：涂料废水；碳酸钙研磨；废水排放

Abstract: Large amount of coating eff luent can be 
produced after the washing and coating process in 
coated paper production. Research proves that coating 
eff luent can be pre-t reated and used in calcium 
carbonate grinding to partly substitute fresh water, thus 
reducing both effluent discharge and production costs.
Key words: coating eff luent; calcium carbonate 
grinding; effluent discharg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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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不同处理条件下浆钙的基本指标（表3）

由于涂料废水中存在部分固形物，清水研磨的浆

钙固含量稍低，黏度相差不大。从研磨好浆钙在200目

筛网过滤时间来看，使用涂料废水来进行矿粉研磨不影

响过滤性能。

1.3.2 不同处理条件下浆钙的粒径

由表4可见，用清水和涂料废水对矿粉进行研磨，

对浆钙的最终粒径影响不大。

2  涂料废水在研磨碳酸钙车间中试及正常使用

2.1 涂料废水在碳酸钙研磨的试用

根据实验室试验结果，运用涂料废水来进行碳酸

钙研磨，过滤性能及研磨指标都可以满足浆钙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碳酸钙研磨中的效果，运用20m3

罐车将收集好的废水运至碳酸钙车间，每天两车约

40m3，经过一个月的运用，研磨效果较好，浆钙的各项

指标均在控制范围之内。研磨好的浆钙在运用至纸机

湿部和涂料中时，对湿部系统的电荷和留着率没有明显

影响。

铜版纸是在铜版原纸表面进行施涂，再经过一系

列的压光整饰，能够使纸页更适应高档印刷的需求。

涂布的主要原料是颜料（高岭土、碳酸钙等），胶黏剂

（PVA、丁苯胶乳、淀粉、CMC等）以及各种助剂（分

散剂、润滑剂、消泡剂、有机颜料等）。在涂布过程中清

洗配料罐或涂布机断纸会产生涂料废水。这些涂料废

水的固含量在5％～15％之间，最终收集起来的废水的

总固含量在10％左右，为乳白色悬浊液，CODCr在2000

～6000m g/l之间。这种废水具有产生量少、污染物浓

度高、难沉淀、可生化性差等特点，直接排入中段水会

给好氧系统造成一定的障碍，通常涂布厂都采用超滤

膜等方式来进行浓缩回用（一般在30％左右）。但随着

涂料固含量的升高，如此低的固含量很难在涂料制备

过程完全添加。针对这种情况，华泰集团铜版纸公司协

同集团技术研发中心共同对涂料废水进行了分析与研

究，并成功运用于碳酸钙研磨车间来代替部分清水。

废物再利用减少了排放、降低了成本（已申请专利号：

2017107228559，一种铜版纸涂料废水的综合利用技

术）。

1  实验

1.1 原料及仪器

涂料废水：涂布机断纸清洗废水以及涂料槽罐清

洗废水，固含量：5%～15%，乳白色悬浊液，沉降性差，

可生化性差；325目碳酸钙矿粉（广西矿粉）。

仪器：实验室小型研磨机。

1.2 实验数据及分析

1.2.1 涂料废水预处理（表1）

用325目筛子将涂料废水进行过滤，去掉较大杂质

取上述过滤后的涂料废水600ml，备用。

1.2.2 矿粉研磨

按表2所示的研磨条件，分别用涂料废水、清水

对同种碳酸钙矿粉进行研磨，研磨过程添加聚丙烯酸

钠中性分散剂，添加量为4k g/t绝干矿粉。研磨时间

70m i n。后从卸料口将研磨好浆料倒出，计算流出液体

量，然后迅速倒入200目分样筛中进行过滤，记录滤过

时间，以此来判断浆料过滤性能是否良好。并检测其

pH值、固含量、黏度和粒径。

1.3 小试结果与讨论

表1  涂料废水检测结果

固含量

/％

10

黏度/

(mPa.s)

12

pH值

7．9

灰分

/％

85

表2  矿粉研磨条件

组别

清水

涂料废水

用水量

/g

428

457

200目筛

时间/s

6.8

5.2

矿粉量

/g

1000

1000

出料质量

/g

520

557

研磨

温度

72

72

表4  Sedegraph 5120沉降粒径仪检测磨后粒径

组别

清水   

涂料废水

≤1μm粒径

37.0               

36.8

≤2μm粒径

58.0

57.5

表3  研磨后浆钙的基本物性指标

组别

清水

涂料废水

pH

9.1

9.1

固含量/%

73.8    

74.1

黏度/(mPa.s)

9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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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酸钙指标对比（表5～表7）

从表5～表7中4、8、12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试用

涂料废水后对不同级别的碳酸钙的粒径、黏度没有产生

大的影响，可以满足碳酸钙矿粉研磨的需求。

2.3 湿部系统PCD电荷的指标对比

表8可见，研磨60级浆钙运用至湿部添加时，没有

引起湿部系统阴离子垃圾的增多。

2.4 涂料废水收集及管线改造

通过2017年6～8月的罐车运输研磨试用，涂料废

水用于碳酸钙研磨是可行的。因此，对涂料废水管道进

表8  湿部系统电荷

时间

4月份

8月份

12月份

白水PCD/(μmol/l)

-61.98

-95.16

-58.08

行了改造，并于9月底全部竣工。将涂料废水全部送至

碳酸钙研磨使用。使用两个月结果来看，不管是粒径还

是固含量、黏度均在控制范围之内；从过滤效果来看，

在涂料白水pH值≥7.5的情况下，矿粉研磨时，白水用

量多少不会影响研磨和滤过效果。但是当pH低于7后，

由于其微生物的过度繁殖，导致酸腐殖质过多，系统会

出现发黏发臭的现象，从而影响出磨机的滤过效果，造

成浆钙糊筛、难过滤的现象。于是从10月份开始，将收

集好的废水用管道输送至GCC车间，并添加适当的100

目振动筛对输送过程中纸毛等杂质进行去除，而且每

有涂料废水产生，会及时送至碳酸钙研磨车间，保证了

废水的新鲜程度。为进一步将产生的废水全部运用于

研磨，引进了有机溴快杀型杀菌剂来进行杀菌，能够快

速将废水中产生的细菌杀死，然后用异噻唑啉广谱杀菌

剂进行防腐，保证了废水的新鲜度，保证了研磨运行性

能。

3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成功的小试和上机试运用，车间改造管道

输送，于9月底完工，实现了涂料废水的零排放，每天

减少废水排放100m3，节约清水100m3。废水处理费每

吨3.32元，清水1.8元/t，涂料废水含绝干涂料的价格

1920元/t，共计创造效益7040元/天，每月21.12万元，

年可创效253.44万元。

4  结论

4 .1 从浆钙的研磨情况来看，利用涂料废水来进行矿

粉研磨是可行的，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中段废

水的处理负荷，并节约清水。

4 . 2 磨好的浆钙运用于纸机生产时没有造成纸机湿部

系统阴离子垃圾的增多。

4. 3 利用涂料废水进行碳酸钙研磨不但起至废物利用

的作用，还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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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60级碳酸钙指标

日期

4月份

8月份

12月份

2μm

粒径

61.25

59.64

60.93

1μm

粒径

36.59

36.31

35.56

166.38

161.92

149.66

回黏
固含量 

%

70.33

70.07

71.14

10.06

10.05

9.98

pH值黏度

154.36

147.89

131.13

注：上述指标中4月份为没有使用废水的指标，8月份为
运用部分废水的指标，12月份为全部运用废水的指标。

表7  98级浆钙指标

日期

4月份

8月份

12月份

2μm

粒径

95.33

97.81

98.42

1μm

粒径

81.72

82.03

82.39

964.08

641.07

867.73

回黏值
固含量 

%

76.85

76.33

76.37

9.70

9.52

9.42

pH值黏度

727.43

498.77

607.65

注：上述指标中4月份为没有使用废水的指标，8月份为
运用部分废水的指标，12月份为全部运用废水的指标。

表6  65级浆钙指标

日期

4月份

8月份

12月份

2μm

粒径

65.79

65.78

64.97

1μm

粒径

41.57

41.96

41.22

353.90

332.92

325.17

回黏值
固含量 

%

76.92

76.30

76.01

10.49

10.33

10.18

pH值黏度

337.12

316.92

295.70

注：上述指标中4月份为没有使用废水的指标，8月份为
运用部分废水的指标，12月份为全部运用废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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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碳-6防油剂在防油纸中的应用性能进行了研

究，结果显示碳-6有机氟防油剂的使用可以满足纸张的防油

要求。可以采用碳-6有机氟防油剂与淀粉共混表面施胶的方

式实现纸张的防油要求。浆料打浆度、上胶量、防油剂用量

等均会对纸张防油性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较为有利的工艺

控制为：浆料打浆度约50°SR，表胶上胶量不低于1.2g/m2，防

油剂用量不低于6.0kg/t纸。

关键词：防油纸；碳-6有机氟防油剂；表面施胶

Abstract: LResearch found that C6 organic fluorine anti-grease 
ag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rease proofing. So it can be 
mixed with starch for surface coating to proof grease. Several 
factors could affect paper’s grease proofing performances, such 
as pulp beating degree, sizing degree, anti-grease agent amount, 
etc. Favorable process control is as follows: pulp beating degree 
50°SR; surface sizing weight not less than 1.2g/m2; anti-grease 
agent dosage not less than 6.0kg/t.
Key words: grease-proofing paper; C6 organic f luorine anti-
grease agent; surface 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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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食品接触包装材料得到了

快速发展。在食品接触包装材料中，绿色可再生的纸张

已经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包装食材的特点，较多

的食品包装对纸张具有较高的防油要求[1]。早期，为了

使纸张具有良好的防油效果，普遍的防油处理方式是在

纸张表面进行淋膜处理。淋膜材料有聚苯乙烯、聚丙烯

树脂塑料、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2]。淋膜处理后

纸张具有良好的防水防油效果，缺点是淋膜材料很难

在自然界降解，并且不耐高温，在高温环境下会释放出

有毒有害物质。为了克服淋膜材料的上述缺陷，造纸工

业利用碳-8有机氟作为防油剂，实现了防油纸的绿色

化。然而，随着环保要求的进一步提高，美国与欧盟在

防油纸生产中严禁使用碳-8防油剂，要求必须使用达

到环保要求的碳-6防油剂或者不含氟防油剂，导致了出

口防油纸的生产必须要使用碳-6有机氟取代碳-8有机

氟。为了对碳-6有机氟的应用性能进行详细探讨，本文

以应用于汉堡包装的防油纸为对象，探讨了以表面施胶

方式的碳-6有机氟防油剂的应用，以期为造纸行业对

碳-6有机氟防油剂的应用提供参考。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绿叶牌漂白相思木浆、凯利普漂白针叶木浆、碳

-6有机氟防水防油剂、阴离子玉米淀粉、蓖麻油、正庚

烷、甲苯。

1.2 实验设备

立式磨浆机TD7-PFI、纸页成形器TD10-200B、

纤维标准疏解机TD15-A、可控硅恒温水浴锅GKC、

百分天平、热风干燥箱、普利赛斯涂布机、打浆度测定

仪。

1.3 实验方法

1.3.1 纸样准备

按照15∶85的比例将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混合均

匀，利用PFI打浆至一定打浆度，抄片备用。

1.3.2 防油纸的制备

将阴离子表面胶淀粉按照常规工艺进行熬制，在

保温备用的表面施胶淀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碳-6有机氟

防油剂后进行表面施胶，控制不同的上胶量，干燥后测

试纸张防油等级。

1.4 分析与检测

采用TAPPI559pm-96《Grease resistance test 

for paper and paperboard》测试方法测定纸及纸板

的耐脂度（防油等级）。12个等级的测试液是由一系列

不同体积比例的蓖麻油、甲苯、正庚烷配制而成，其中1

级的防油性能最低，12级的防油性能最高。

2  结论与讨论

2.1 浆料打浆度对防油等级的影响

在防油剂用量6kg/t、表面上胶量控制在1.2g/m2，

探讨打浆度对纸张防油等级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浆料打浆

度的提高，纸张防油等级不断提高。纸张是一类多孔性

材料，纸张内部的致密程度决定着纸张内部毛细管分

布情况。油脂通过毛细管的作用向纸张内部迁移，从而

造成纸张透油。防油剂是一类低表面张力的表面活性

剂，其防油机理就是通过防油剂的低表面张力，防油

剂在纸张中渗透一定厚度后改变纤维的表面张力，从

而产生防油效果。打浆度的提高，有效地降低了纸张内

部的孔隙，从而导致了混杂有防油剂

的表面施胶淀粉更多地停留于纸张表

面，导致了更高的防油等级。但过高的

打浆度并不能显著增加纸张内部的孔

隙，因此，打浆度超过50°SR后，纸张

防油等级维持不变。

2.2 表面上胶量对防油等级的影响

在浆料打浆度50°S R、防油剂用

表1  打浆度对防油等级的影响

打浆度 

/°SR

35

40

45

50

55

防油等级

0级

3级

5级

6级

6级

表2  表面上胶量对防油等级的影响

上胶量

/(g/m2)

0.8

1.0

1.2

1.4

1.6

防油等级

0级

3级

6级

8级

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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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6k g/t，探讨

上 胶 量 对 纸 张

防 油 等 级 的 影

响，结果如表2所

示。

实验结果表

明，随着上胶量

的不断提高，纸

张的防油等级不断增加，当上胶量达到1.4g/m2后，纸

张的防油等级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由于上胶量的增加，

在纸张表面引入的防油剂含量增大，从而提高了纸张的

防油等级。但当防油剂含量增大至一定程度后，已经达

到其防油极限，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增加上胶量并不能

改变其防油等级。实验结果显示，上胶量在1.2g/m2，

防油等级已经达到6级，可以满足产品质量要求。

2.3 防油剂用量对防油等级的影响

在浆料打浆度50°SR、上胶量1.2g/m2，研究了防

油剂用量对纸张防油等级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防油剂用量增加，防油等级增 [收稿日期:2019-02-26]

表3  同防油剂用量对防油等级的影

响

防油剂用量

/(kg/t纸)

4.0 

5.0 

6.0 

7.0 

8.0 

防油等级

5级

5级

6级

8级

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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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当防油剂用量达到6.0kg/t纸，防油等级达到6级。

虽然进一步提高防油剂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纸张的防

油等级，但从生产成本控制出发，选择防油剂6.0k g/t

较为有利。

3  结论

3.1 碳-6有机氟防油剂的使用可以满足汉堡包装纸的

防油要求。同时，可以采用碳-6有机氟防油剂与表胶淀

粉共混进行表面施胶的方式实现纸张的防油要求。

3 . 2 浆料打浆度、上胶量、防油剂用量等均会对纸张

防油性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较为有利的工艺参数为：

浆料打浆度约50°SR，表胶上胶量不低于1.2g/m2，防

油剂用量不低于6.0kg/t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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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纸企Norske Skog引入新锅炉降低能耗

本刊讯（Norske Skog 消息）为了降低能耗、提高利润、开拓新业务领域，欧洲造纸

企业Norske Skog投资7200万欧元在其奥地利Bruck纸厂新增一台50MW锅炉，提高

废气和造纸废渣回收利用率，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Norske Skog是欧洲领先的印刷和杂志纸生产企业，总部位于挪威，主要生产高

级印刷纸，旗下共拥有7家纸厂，产能260万吨，包括170万吨新闻纸和90万吨杂志纸（包

括超级压光杂志纸和机械涂布杂志纸），2018年总收入126亿挪威克朗，EBITDA利润

10亿挪威卡朗。

Norske Skog董事长兼CEO Sven Ombudstvedt表示，Norske Skog旗下的

Bruck 纸厂主要生产新闻纸和轻量涂布纸，其中新闻纸产能12.5万吨，轻量涂布纸产

能26万吨。

投资新锅炉符合公司绿色多元化发展战略，未来还将继续加快新能源研发，拓展

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学领域市场，预计新锅炉将于2022年正式启用，启用后将大大降低

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在循环经济领域迈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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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经过裁剪后，须进行外观检视，如对纸张的砂

眼、褶子、浆疤等进行检查，把不合格的纸张剔除出去。

纸的种类很多，物理特性各不相同。例如胶版纸，质地

紧密、纸面平滑，不透明度和白度较高；特种纸，多数纸

张表面有条纹或花纹，部分纸张表面呈絮状颜色的变

化。

以前，大量的外观检视工作是在切成平张纸之后

进行人工捡选。这种方法对检测人员的经验要求高，而

且由于工作量大，只能对每个批次实行抽检，无法对每

张纸进行检测。有的企业引入了基于光电扫描法或机

械接触法的检测设备，缺点是这些设备设计复杂、成本

昂贵、维护要求高。而基于图像处理的纸张检测剔除系

统，可以克服这些缺点，提高检选纸张的可靠性。

1  系统功能分解

针对现有检测方式存在的上述缺点，进行研究及

改进，设计了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纸张检测剔除系统。

该系统能够对不同种类纸张存在的缺陷进行检测并将

其剔除，避免不合格产品流入下一道工序。   

如图1所示，基于图像处理的纸张检测剔除系统，

包括光电开关、高清摄像头、图像采集单元、图像处理

单元、剔纸机构、触摸屏。图像采集单元采用FPGA，配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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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光电开关和高清摄像头实现对图像的高速采集。图

像处理单元采用DSP，实现对图像的高速处理。剔纸机

构为利用气动电磁阀控制高压空气喷嘴的机构，利用喷

嘴的高压气体进行剔除。作为控制界面，触摸屏包括纸

种选择按钮、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复位按钮。纸种选

择按钮可调取不同纸种的特征库，用于检测与剔除。启

动按钮、停止按钮直接控制系统的启停。复位按钮是对

一个周期的纸张数量和坏品率数据进行初始化。

2  纸张检测剔除系统设计

系统工作时，首先在触摸屏上设定纸种和流水线

速度，然后按下启动按钮，整个系统进入检测状态。纸

张在物料输送带的作用下进入采集现场，光电开关检

测到来纸后，发送“来纸”信号至图像采集单元，图像采

集单元立即记录下同一时刻高清摄像头采集的纸张图

像。采集区纸张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6m/s，高速运行

给图像的采集带来了挑战，采集图像的清晰度必须得到

保证。因此系统采用线扫描频率高达9600线/s的高分

辨力真彩色线阵CCD摄像头。图像采集单元以FPGA为

图1  纸张检测剔除系统结构

图2  触摸屏界面

数据缓冲和逻辑控制单元。鉴于高速纸张检测会采集

到大量图像，系统采用乒乓操作缓存每一帧图像数据，

以满足实时性要求。图像处理单元以DSP为核心，接收

来自图像采集单元的纸张图像并进行检测。DSP的专长

在于计算，其内部是大量加法器和乘法器，在复杂算法

运算上优势明显，特别适用于数字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单元采用模板匹配法识别纸张的砂眼、

褶皱、浆疤等，并在保证识别准确性的前提下，结合特

征量提取方法，提高模板匹配的效率。模板匹配分以下

几个步骤：预处理、瑕疵分类、瑕疵精确匹配。图像预

处理是对输入的图像进行一系列变换处理，采用的方

法是图像二值化，把灰度图像转换为仅包含两个灰度

值的图像，一个灰度用于背景，另一个灰度用于识别瑕

疵。瑕疵包括砂眼、缺口、褶子、浆疤等，不同的瑕疵有

不同的特征，对其进行快速而高效地分类，可以大大缩

小下一步模板匹配的瑕疵范围，提升系统的识别速度。

最后通过精确匹配算法，获得各种瑕疵的数量和位置，

从而判定出不合格的纸张。

剔纸机构是整个系统的最终执行机构，采用气动

电磁阀控制高压空气喷嘴机构，由气动电磁阀和配套的

控制线路组成。空气喷嘴（气动电磁阀）横向安装在距

离采集现场15c m的区域。图像处理单元检测到不合格

纸张后，立即输出“剔除”信号使气动电磁阀动作，空气

喷嘴喷射高压气流将不合格纸张击飞，完成剔除。

触摸屏是整个系统的控制与监控界面，如图2所

示，包括纸种选择按钮、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复位按

钮。纸种选择按钮可调取不同纸种的特征库，用于检测

与剔除。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直接控制系统的启停。触

摸屏可监控一个周期内已检纸张、剔除纸张、坏品率等

数据，复位按钮是对一个周期的纸张数量和坏品率数

据进行初始化。

3  结语

针对传统视检方法工作量大、效率低以及现有设

备设计复杂、成本昂贵等现状，设计了一种纸张检测剔

除系统，该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减少检测员工繁重

的工作量，大大提高选纸效率，且成本低，运行可靠，为

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收稿日期: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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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估了各类技术经济模型研究成果，描述了其发展及在不同漂白浆生产中的应用与优点。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发现漂白浆厂向水域排放大量的氯化有机物，这导致了漂白化学品的广

泛研究与开发，以淘汰漂白过程中氯和次氯酸盐漂白化学品。随着时间的推移，100%的二氧化氯无元

素氯（ECF）漂白替代氯成为工业标准，研究重点转向了ECF漂白流程化学品的优化。脱木素模型与漂白

模型的开发与完善已应用于漂白浆厂化学品性能模拟优化；计算机能力的提高、封装电子表格的应用

与模拟程序一起引导了漂白浆厂详细物料与能源平衡模型的发展。这些模拟已应用于使漂白与生产成

本的最小化、协助资本支出规范评价与减少结垢生产条件的预测，并被广泛应用于新建与改造漂白浆

厂环保指标的预测。

关键词：技术经济；模型；硫酸盐浆；漂白；模拟；评价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f indings of various techno-economic models, and describes it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advantages in bleached pulp production.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research found that bleached pulp producers discharged large amounts of chlorinated organic effluent into 
waters, which started extensive R&D of bleaching chemicals to eliminate chlorine and hypochlorite chemicals 
during bleaching process. Over time, ECF bleach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become a industry standard. 
Now the research focus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ECF bleaching chemicals. First, delignification 
models and bleaching mode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of bleaching 
chemicals; seco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er capability, the application of spreadsheets package and 
simulation programs quicke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ailed material and energy balance model of pulp 
bleaching mills. These simulations have been used to minimize bleaching and pulp production costs, and 
meanwhile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evaluation. Till now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predic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both new and rebuilding bleaching plants.
Key words: techno-economic model; kraft bleaching; simulation;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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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漂白硫酸盐浆

技术经济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 单连文　编译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CF BKP techno-economic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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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技术 oversea tech

66
第40卷第14期 2019年7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识到基于氯漂纸浆的漂白

流程对环境长期显著的不利影响，美国颁布了“Cluster 

Ru l e s”[1]，其他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法规[2～6]，由此开

始了氯漂白替代化学品的广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数种：过氧化物[7]、过氧乙酸[8]、过氧甲酸[8]、过硫酸

钾(Oxon e)[8]、二甲基二氧烷[9](由丙酮和过硫酸钾[9]原位合

成）、单磷酸[10]、各种酶[11,12]、多氧钼酸盐[13]、Monox-L[14,15]、

连二亚硫酸盐[16]、臭氧[17～21]、二氧化氯[22～24]和氧气[25,26]。　

对可吸附有机卤素(AOX)、三氯甲烷及其它漂白污

染物生成的研究表明：进浆的卡伯值越高，这些污染物

生成量就越大[27～29]。基于此发现，对降低漂白进浆卡伯

值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蒸煮改

良以延长蒸煮器中的脱木质素时间[30～34]，用二氧化氮

(Prenox)[35]、亚硝基硫酸(NSA)[36]进行预处理、进行氧

漂白[37,38]提高氧脱木素效率，以降低漂白进浆卡伯值。

20世纪90年代末，漂白流程的发展逐步淘汰常规

的氯与次氯酸盐漂白[22]。大多数硫酸盐浆厂已采用无

元素氯（ECF）漂白，二氧化氯、苛性碱、氧气和过氧化

物成为主要的漂白化学品[39,40]。

因环境动因淘汰了落后漂白流程，但影响漂白流程

改良的因素较多。更好地控制生产成本和工艺效率、实

现产品质量不断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和大气排

放是最终目标。所以，在各种形势的压力及一系列的特

定因素（工厂规模、地点、现有设备、水资源、接收水体

特征等）下形成了不同漂白目标的具体工厂战略[41]。

漂白化学品和/或新设备成本是ECF漂白技术应用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42]。个别奇异的漂白流程导致漂白成

本超过100USD$/t，通过蒸煮改良和预漂白降低卡伯值

的方法资金投入大且回报率低。因而，漂白成本和漂白

浆厂的运行对工厂的盈利水平至关重要已是共识[43]。

伴随着全面而深奥的化学品、奇异的漂白流程终

结，对ECF漂白的转换、漂白替代化学品成本的研究及全

无氯（TCF）漂白的明显优势，漂白研究的工作和方向发

生了改变。在漂白化学品的新领域研究明显减少，而更强

调现有ECF运行问题并致力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43]。

1  优化ECF漂白流程的建模方法

ECF漂白流程主导硫酸盐纸浆漂白后，多数研究

专注于确定单个漂白阶段基础运行[44～51]。对每个漂白

阶段的单独优化可导致整个流程的优化，对流程中一个

阶段调整不可避免地对前后阶段的运行造成影响；而漂

白塔的动态特性成功模拟，需通过确定、调优和实验验

证大量参数[45,52～59]，然而漂白装置模型原理的非线性

性质难以进行计算优化。

模型优化的另一种方法是过程控制系统中采用 

“黑匣子”神经网络法，统计确定从变量与主变量之间

的关系、结合启发式算法进行设计以获得特定的运算目

标。基于工厂生产数据的神经网络系统对过程干扰相对

不敏感[60]，模型的预测能力仅局限于开发时的运行数

据范围，输入变量的范围窄、最佳操作条件有可能超出

输入变量，从而限制了这类模型的应用[61]。

最近，建模方向从整体和经济的角度优化ECF流

程，这类模型忽略工艺的动态，从漂白的稳态平衡优化

工艺。通常是工厂具体经济数据与模型相结合优化经济

数据确定运行条件。

2  稳态模型

早期典型的稳态模型通常将漂白分为脱木素[52,62]

和漂白两个阶段[46]、并只能分别对各段的受限模型进行

优化。研究人员已成功地整合脱木素和漂白两部分形成

以覆盖全部漂白浆厂的统一模型[63～69]。多数模型专注

于将棕色浆漂白至规定白度时的化学品消耗与成本最

小化，用来预测一定漂白化学品用量条件下kappa值降

低与白度增加之间的化学计量关系。

尽管ECF漂白流程模型的开发取得了实质性的进

展，但在工厂实际运用中仍然受一些因素制约；主要是无

法处理进入漂白段的棕色浆或氧脱木素浆波动及卡伯值

的波动。如果与蒸煮器、洗浆机及碱炉结合到一起的浆厂

优化稳态模型，则漂白流程模型的实用性受到了限制。最

近的漂白稳态流程模型已经成功克服了这一缺陷并表现

出了对不同针叶木浆kappa值波动良好的适应性[60,70]，研

究人员已经成功完善了氧脱木素化学计量学模型，把氧

气强化提取效果纳入到更通用的建模工作中[54,71]。

3  稳态模型的发展

稳态模型不同创建方法与发展已有着详细描述

与介绍[72]。本文主要回顾不同模型[63,70 ]的分阶段集

成与Wi nGEMS过程模拟程序（Me t s o;He l s i n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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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58,59,70,73,74]两种显著不同稳态模型的发展。开

发两种漂白流程模型的精确建模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数

据，实验室与工厂工艺数据均可以应用于模型的开发。

多数情况下，工厂数据结合实验室数据进行模型开发；

少数情况下，文献数据可作为现有生产或实验室数据的

补充[73]。本节将描述用于两种不同稳态模型开发研究的

实验室与工厂典型数据[63,70]。

一种研究方法是实验室内蒸煮并漂白，模拟延时

脱木素改良连续蒸煮（EMCC），利用实验室蒸煮器硫

酸盐法蒸煮南部针叶木以获得实验数据。调整温度与

有效碱获得k ap p a值13～34之间的8个蒸煮浆试样，测

定蒸煮得率，洗涤、筛选后经木聚糖酶处理后漂白。

实验室结合工厂运行数据是进行模型开发研究的

另一方法。利用工厂木片与白液进行实验室蒸煮，以获

得不同k ap p a值的纸浆得率与黑液特性。通过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ICP）分析法对运行工厂的滤液试样与硝

酸溶解的浆样进行漂白段碱损分析。对工厂多段洗涤后

的本色浆进行实验室漂白，测定本色浆的洗涤效果对

酸与漂白化学品用量的影响。从运行工厂中收集不同

k ap p a值（20、26和28）的评估浆试样，同时获得稀释

因子为3.0和3.5时的洗涤研究的数据。

对蒸煮运行部分收集连续11周生产的两个周期的

工厂数据，第一个11周进行降流式蒸煮，第二个11周进

行EMCC蒸煮[70]。

实验室和工厂数据用来调整各种工艺模型，并覆

盖全部的生产控制范围的评估。利用工厂与实验室数据

调整以WinGEMS模型开发的稳态工艺模型。没有获得

工厂的实际化学品成本，成本是随机选取2005～2007

年浆厂相对有代表性的成本。

在获得充足的数据后，工艺模拟模型可合并成一个

可操作的虚拟漂白工厂，或与不同的模型结合起来模拟

整个工艺流程。McDonough报道了利用多段工艺模型

发展起来的整个漂白浆厂的仿真模型[46]，并证明了D1或

D2段白度与二氧化氯(C lO2)用量的方程式关系（1），b 0

与bg之和表示模拟条件下D段可获得的最大白度。

y=b 0+bg(1-exp[x/r])                   (1) 

式中，y—白度（极限最高白度）；x—C lO2用量；

b 0—加入CIO2之前白度；b g—加入无限量CIO2时的白

度；r—接近白度上限时的速率，等于62%白度时CIO2的

用量。

图1曲线刚好与D1、D2段相吻合,DE kappa值对应D0

段CIO2用量，DE kappa值为第一段碱抽提后的kappa值。

y=k0-kd[1-exp（x/r)]                  (2)

式中，y—DE kappa值；x—ClO2消耗；k0—棕色

浆初始kapp a值；k d—恒定E段条件下与棕色浆比，DE 

kappa值最大降低。

该等式把白度极限概念转变成了kappa值极限最小

值，DE kappa值是指加入ClO2之前可降低的kappa值。

利用上述方程式，可以确定研究过程中每个DE浆

样的kapp a值变化。模型研究评估的卡伯值范围内，参

数（k d,r）与棕色浆的k ap p a值几乎呈线性关系。为建

模，对所有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得到下列方程式：

y=k0-kd×[1-exp（x/r)]                 (2) 

kd=a+bk0 　　　　　                 (2-1) 

r=c+dk0 　　　　　                 (2-2) 

已知常数(a、b、c和d)，可根据给定的k0和x计算y

值，如图1所示，这种方法示例的计算曲线与实验数据

吻合，图2为模型的等值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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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述研究的28个不同白度与卡伯值的D(E P)浆

样，在D1段分别进行2、3或4组不同ClO2消耗量的处理，

据方程式（1）确定相对应的白度曲线。参数b g&r与初始

白度呈线性回归，这是基于初始白度与b g=a+b×b 0与

r=c+d×b 0等式计算化学品消耗的模型白度预测结果：

y=b 0+bg[1-exp(x/r)]　　　　　          (1) 

bg=a+b×b 0 　　　　　　　           (1-1) 

r=c+d×b 0 　　　　　　　　          (1-2) 

图3中的系列曲线证明方程式与先前报道的数据

十分吻合[63]。这些曲线分别为卡伯因子（KF）为0.15、

0.25和0.45的浆样C，卡伯因子（KF）为0.10、0.25和

0.40的浆样D，卡伯因子（KF）为0.10、0.20和0.40的

浆样H，卡伯因子（KF）为0.15和0.35的浆样F。实验数

据与最佳拟合曲线极为一致，图4显示了完整模型的等

值曲线图。 

在实验室过氧化物用量恒定的条件下模拟EP段，

假设EP段kapp a值与白度之间存在一个恒定关系。图5

显示了预测kapp a值的D0(EP)模型与以EP白度作为变

量D1模型之间的联系。成功地把加强氧化作用抽提段纳

入阔叶木[71]和针叶木[64]漂白的统一模型的研究替代了

这种假设。曲线线性方程为：

y=a+bx+b/x                  (3) 

式中，y—白度；x—EP段kappa值。

利用前述研究的实验数据对P段进行建模，与方程

式（2）相似。利用这四个方程，可对D(E P)DP漂白对化

学品消耗与本色浆kappa值可进行电子表格建模。

4  过程模拟程序的应用

开发稳态漂白工厂模型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

商业过程模拟程序（如W i n G E M S）。最初开发的

Wi nGEMS程序是用方框表示的一系列操作单元与线

条表示的管道组成的简单流程图，用户可在流程的主

要单元编号与分类；流程图已满足简单的物质和能量平

衡，如水、纤维（或总悬浮物）、总溶解物和温度。为进

行更复杂的模拟，需要明确如漂白化学品、漂白反应产

物和各种离子等附加单元。 

流程单元表示W i n GEM S计算的物料与物料特

性，流程由所有流程单元组成，每一模拟项目设置单一

流程结构[75]。了解特定项目的漂白过程反应的复杂性至

关重要，如改变或变更设备旨在影响相对简单的水平衡

变化，限制流程单元的数量仅限于水、温度、悬浮物和

溶解物的简单的单元。如果考虑更复杂的建模任务，需

要增加流程反应产物和化学品单元，可以预测漂白浆厂

新设备结垢或腐蚀的电位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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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D1段模型 图6　Kappa值优化与化学品与能源成本关系

图5　EP白度与EP kappa值关系 图7　棕色浆kappa值与原木与化学品总成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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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EMS中各种计算模块分别表示具体的操作

单元，如洗涤模块与分离模块分别表示洗浆与筛选设

备，用户可在操作系统上设定模块效率并发现低效率

模块。稀释模块是各种输入流体稀释其它流体而表示

浓度，反应模块是从流程一个单元转变成另一单元表

示化学反应。然而，Wi nGEMS没有供用户使用足够详

细计算的特殊操作单元模块。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

采用一个通用计算块，以其适应特定的操作单元。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几个计算块表示某个操作单元。

Wi nGEMS控制模块可尝试将某一特定流程强制控制

为一定值。

Wi nGEMS具有DDE（动态数据交换）功能并允

许从(向)E x c e l电子表格获取(发送)数据。将DDE打捆

到Ex c e l中的平衡解算器，Wi nGEMS成功应用于预

测漂白浆厂草酸钙和硫酸钡水垢的形成[76,77]。单个阶

段的性能方程与电子表格程序结合[63]的稳态模型、以

WinGEMS[58,59,70,73,74]或MAPPS[78]为代表过程模拟或简

单的电子表格程序模型[79,80]一旦完成，以几种不同的方

式应用。这些模型可用于协助浆厂漂白过程设计或资本

支出评价[70,73,76,79,81]，控制漂白化学品用量[52,57,59,82]，降低

漂白[52,54,56,57,61]与纸浆生产成本[63,66～68,70]。稳态模型也可

用于工艺变更对运行[76,77,80]或环境性能影响的评定[82]。

5  稳态模型的过程优化

模拟既可以非常详细也可以是通用的，这取决于

最终用户需求。通过详细的模拟可以查找系统中的瓶

颈来帮助解决问题、检查测量仪器的准确性、确定草酸

盐或钡盐结构的潜在可能，用于优化特定的操作单元

或工艺过程。更广泛的物料和能源平衡模拟通常用于

工厂主要资本项目的经济核算，并评估经济效益[83]。 

稳态漂白装置模型通过平衡每种漂白化学品的相

对成本预测其用量，成功地将漂白流程成本降到最低。

尽管化学品的成本增加，也可保持成本相对不变。因

此，漂白浆厂往往倾向于按多年前制定运行的目标或一

致认同的某一最佳运行方式生产，其中许多指标(如卡

伯值、洗涤用水量与电导率、不同漂白阶段的漂白化学

品用量)直接影响到工厂的可变运营成本。

对某一区域的次优化很容易进行，但要考虑次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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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其它操作区域的负面影响。次优化的典型例子是不计

对原木或蒸发成本[63]的影响而试图降低漂白成本，或不考

虑发电或漂白成本的影响而试图提高蒸煮得率[73]。

几十年来，化学和能源成本交互变化相对缓慢，这

种运营目标很好地服务于各浆厂。几年前，能源成本的

迅速上升，打破了化学和能源成本相对缓慢的交互变

化趋势[84]。在2000年中期，能源成本的迅速上升与价格

的波动，节约能源成了重点关注的焦点[85,86]。

最近，化学品价格不稳定地急剧上涨。廉价化学品

的价格上涨了几倍，如传统低成本的硫酸，随着在化肥

生产中的应用，价格上涨了百分之百[87]。因新投资项目

放缓而导致氯碱需求失衡，历史上长期价格低廉的苛

性钠价格也上涨了100%[88]。由于需求变化和能源成本

的增加，其它化学品价格也大幅上扬。

化学品成本的上涨，需要更好地了解并平衡控制使

用不同漂白化学品以达到漂白白度。研究漂白流程不同

阶段化学品用量指标，确定最小成本结构的详细的化学

品使用和能源消耗。这种方法可应用于化学品与能源变

化的情况下的建模[63,70]。如图6，以化学品和能源成本为

变量，通过模型优化并确定最优的kappa值[70]。

通过研究参数，开发不同目标结果的系列曲线，

并优化操作运行成本目标。例如在降低总生产成本时，

确定最佳纸浆白度指标和漂前浆的最佳卡伯值是很重

要的。木材成本占纸浆生产总可变成本的60%，因而，

得率在制浆成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卡伯值的增

加漂白成本增加，但因卡伯值-产量关系而木材成本下

降；借助于稳态模型可预测漂白浆厂不同最终白度指

标的木材与漂白化学品的成本。图7的成本曲线显示了

某漂白浆厂蒸煮卡伯值对不同白度的木材与漂白总成

本的函数关系。84%～88%I S O白度时，最佳k a p p a值

为34；在89%I S O白度时，最佳k a p p a值为27；而90% 

I S O白度时，最佳k ap p a值为21。白度值影响了生产中

kappa值的优化成本。

6  均衡模型在项目建设设计中的应用

除了优化化学品的应用与降低纸浆生产成本外，稳

态漂白浆厂模型还成功应用于预测不同的资本投资对

漂白浆厂运行的影响[76,77,79,82,89～91]。通常，达到特定的

项目目标可有多个资本方案。通过对不同性能的设备进

行建模，可以预测不同资本支出对工厂化学品应用、生

产成本和环境性能的影响。如利用足够详细的仿真模

拟，可以预测设定的操作条件对草酸盐[76,82,89]和钡盐[77]

结垢的潜在影响，在漂白浆厂建成前改进操作条件，以

减少或消除结垢[76]。

ECF漂白技术出现以来，对压榨式洗浆机替代鼓

式扩散式洗浆机效果的评估做了很多研究[76,79,82,83,90]。

其中部分研究评估了压榨式洗浆机减少污水排放的能

力，及改进的漂白各段之间浆中残余化学品的减少对最

终化学品使用的影响，也可通过化学药品用量减少的预

测作为控制采购的依据。

工艺模型的另一广泛应用领域是预测氧脱木素运

行成本、碱回收炉运行和污染减排[91]。更详尽的模型已

证明氧脱木素对漂白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对碱回收炉的

运行影响较小；而对来自漂白浆厂的污染物排放与资本

支出的影响较大。

7  结论

稳态漂白模型，从简单的电子表格程序到结合外

部平衡解算器进行动态数据交换的详细过程模拟程

序，已成功用于化学品应用、漂白化学品和纸浆生产成

本的优化。这些程序用来预判漂白浆厂运行过程和资本

变化对运行成本与环境指标的影响。甚至在漂白厂改

造之前，就进行工艺操作条件的优化，以预防草酸盐与

钡盐引起的结垢。

研究人员已成功地改进并提高了过程模型预测能

力。对漂前棕色浆kap p a值、抽提段氧化剂的使用及在

漂白最后段二氧化氯综合应用的影响做了很多工作。

近几年来，各种漂白化学品和能源的成本彼此相

对独立波动，在化学品与能源价格峰值时，漂白过程模

型的应用使成本影响最小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的

参数研究足以确定最佳条件；不复杂的方程解算器用

来优化解决运行方案。随着建模和计算能力的进步，参

数化研究的速度已提高到熟练的工艺工程师可每天进

行工艺条件修改与调整，在保证白度等重要运行参数的

同时保持运营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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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靴式压榨结构

申请公布号：CN 109577062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靴式压榨设备主要由一对压辊组成，其中一

个叫靴辊，另一个叫靴压对辊。在靴辊内部有一个

承受高线压力的高强度结构钢梁。在钢梁上有一

排输出压力顶在靴板上（产生线压力）的油缸。靴

板的外部就是带有纵向沟纹的由高强度、高韧性

的分子聚合物材料制成的环形靴套。靴压对辊可

以是普通的钢辊，也可以是可控中高辊。产生线压

力的压区压力是由靴辊内部的一排加压油缸产生

的。加压油缸在有自动控制的压力油作用下顶向

靴板，靴板压住靴套，靴套与靴压对辊相互挤压，

形成纸页脱水的压区压力。

但是，现有的靴式压榨结构在使用时存在较

多的缺陷，如靴套经常磨损，使用六个月左右就要

进行更换，导致纸页出现压溃等纸病，增加后续干

燥部能耗。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高效靴式

压榨结构，具有耗能低且稳定性高的优点。

如图1、图2所示，该种高效靴式压榨结构包括

靴套以及与靴套配合安装的背辊，靴套内部设置

有支撑梁，且支撑梁两侧对称设置有轴套支撑杆，

支撑梁顶部设置有加压组件，加压组件包括呈弧

形结构的壳体，且壳体底部设置有油膜，加压组件

上设置有喷嘴，且喷嘴之间设置有挡块，加压组件

顶部设置有压靴。靴套内部设置有油缸，油缸一端

设置有喷油管与回油管，回油管上设置有碎片侦测

装置，喷油管与回油管的游离端均靠近靴套内侧

设置，油缸内部相邻设置有柱型过滤器与板式过

滤器，油缸出油端设置有板式换热器，支撑梁一侧

设置有液压缸，且液压缸一侧设置有横梁。

靴套与背辊呈上下结构设置，且靴套与背辊中

心线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提高装置结构的合理性，

便于对纸张的压榨。

液压缸设置有若干个，且液压缸均匀分布在

支撑梁底部，有利于提供均匀的压纸压力。

压靴呈弧形结构，且压靴与靴套之间配合安

装，便于纸页压榨。

支撑梁呈工字型结构，且支撑梁两端为弧形

结构，有利于对靴套进行支撑。

轴套支撑杆设置有两个，且轴套支撑杆对称

设置在支撑梁两侧，便于对靴套提供张紧力，便于

造纸的进行。

设备运行时，靴套与背辊转动，靴套内部油缸

内的柱型过滤器与板式过滤器对加压组件上形成

的油膜进行双重过滤，严格控制油膜质量，解决靴

套易磨损的问题，避免出现纸页压溃的情况，同时

回油管上设置有碎片侦测装置，利用不锈钢滤网筛

选靴套碎片，在光幕传感器的作用下记录碎片，为

专利技术

图1  高效靴式压榨结构

图2  加压组件结构

1—靴套  2—背辊  3—支撑梁  4—轴套支撑杆  5—加压组
件  6—壳体  7—油膜  8—挡块  9—喷嘴  10—压靴  11—油
缸  12—喷油管  13—回油管  14—碎片侦测装置  15—柱型过滤器  
16—板式过滤器  17—板式换热器  18—液压缸  19—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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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套的使用情况提供有力依据，有利于使用者对

靴套使用情况的监控。

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著优点：（1）采

用柱型过滤器加板式过滤器的双重过滤系统对油

膜进行过滤，严格控制油膜质量，解决靴套易磨损

的问题，避免出现纸页压溃的情况；采用板式换热

器对油温进行控制，同时辅助靴压压力控制，保证

合适的靴压温度。（2）回油管道上安装靴套碎片

侦测装置，利用不锈钢滤网筛选靴套碎片，在光幕

传感器的作用下记录碎片，为靴套的使用情况提供

有力依据，有利于使用者对靴套使用情况的监控。

（3）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实用性强，适合推广使

用。

竹浆碎浆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403112 A

发明人：何虹颖

申请人：重庆三好纸业有限公司

在现有的竹材制浆中，首先需要进行破碎，

然后再利用蒸煮锅对破碎的竹材进行蒸煮，目前

普遍采用的破碎方式是利用切割机的刀片将竹节

切割成小段，然后再进行蒸煮。而单根竹纤维细

长、两端尖、呈纺锤状，纤维内壁较平滑、胞壁甚

厚、胞腔小，纤维平均长度1.5～2.5mm、宽度为

12～16μm、壁厚约5μm，如果直接利用切割刀对

竹材进行切割破碎，位于切割面的竹纤维会被破

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竹浆碎浆设备，在

竹材破碎时，保护竹纤维的完整性。

如图1所示，竹浆碎浆设备中的支架左侧上端

固定有盛放竹材的投料箱，投料箱左高右低倾斜

设置，且投料箱右侧较低端的底部侧面开有竹材

的出料口，出料口的下方通过销轴转动连接有转

动板，转动板的右端为自由端，转动板下方的支架

的前后两侧均固定有凸轮，两个凸轮通过驱动轴同

轴连接，驱动轴由凸轮驱动机驱动，凸轮的边缘与

转动板的底端相抵。

转动板的上方设有破碎板，破碎板和凸轮的

侧面连接有驱动杆，驱动杆的下端与凸轮的侧面

铰接，且驱动杆铰接于凸轮上远离突出部分的位

置，驱动杆的上端穿过转动板后与破碎板的底端

铰接。凸轮转动时，凸轮的边缘始终与转动板相

抵，凸轮的边缘为转动板提供支撑，在凸轮转动

过程中，破碎板被驱动杆不断上、下推拉。

破碎板的左右两侧与支架滑动连接，破碎板

上设有凸起，支架上开有与破碎板的凸起配合的

滑槽，由于转动板运动时是绕转动板的左侧转动，

为使破碎板与转动板在靠近过程中能相互平行，

支架上的滑槽是具有弧度的弯曲滑槽。当凸轮转

动到的突出部分与转动板的底端相抵时，转动板

的自由端向上运动，同时驱动杆在凸轮拉动下，驱

使破碎板在支架上向下滑动，破碎板和转动板相

互靠近，破碎板和转动板之间的间隙变小，位于破

碎板和转动板之间的竹材被破碎；当凸轮转动到

图1  竹浆碎浆设备的结构

图2  竹浆碎浆设备中破碎筒的俯视图

1—支架  2—投料箱  3—转动板  4—凸轮  5—破碎板  6—驱动
杆  7—破碎筒  8—驱动电机  9—转轴  10—转动钢条  11—固定
钢条  12—槽口  13—收集槽  14—过滤网  15—蓄水槽  16—喷
淋管  17—弧形滑槽  18—滤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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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的突出部分与转动板的底端远离时，转动板

的自由端向下转动，同时驱动杆推动破碎板沿支架

向上滑动，破碎板与转动板相互远离，在凸轮的周

期性震动下，投料箱内的竹材原料不断滑入到转

动板的上端被破碎。

转动板右侧（即转动板的自由端）下方设有破

碎筒，破碎筒固定于支架上，破碎筒的筒口能承接

转动板上落下的竹材，破碎筒下方的支架上通过

螺丝固定有驱动单元，该驱动单元为驱动电机，驱

动电机的输出轴朝上，且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固

定连接有转轴，转轴的上端穿过破碎筒的底部并

延伸至破碎筒的内部，转轴与破碎筒同轴设置且

与破碎筒的底部之间固定有滚动轴承。

处于破碎筒内的转轴上由上至下焊接有六层

转动钢条层，结合图2，每层转动钢条层内包括六

根转动钢条，每层转动钢条层的转动钢条沿转轴

径向均匀设置，相邻转动钢条层的间距由破碎筒

的筒口向底部方向依次递减，破碎筒的内壁设置有

与转动钢条数量相等的固定钢条。固定钢条的设

置方式与转动钢条的设置方式相似，沿破碎筒的

轴向分为六层固定钢条层，每层固定钢条层均包括

六根沿破碎筒径向均匀设置的固定钢条。每层固

定钢条层均位于相邻的转动钢条层之间，使相邻

的转动钢条层转动时，相邻转动钢条之间的固定

钢条层将相邻转动钢条层之间的空间分为上下两

部分，上下相邻的转动钢条层和固定钢条层在沿转

轴的轴向上形成可破碎竹材的间隙；转动钢条和

固定钢条的横截面均为圆形，以使转动钢条和固

定钢条与竹材接触时均为面接触，以增大与竹材

的接触面积。

破碎筒底部右侧开有槽口，经破碎筒破碎后的

竹材可由槽口排出，槽口的下方设有收集槽口排出

竹材的收集槽，收集槽的横截面为倒梯形，收集槽

的底部开有通槽，通槽上通过螺丝固定有过滤网，

过滤网下方固定有蓄水槽，蓄水槽和破碎板之间

连通有喷淋管，喷淋管上加装水泵进行施压，使蓄

水槽内的水经喷淋管后由破碎板的底端喷向转动

板的上端，转动板的上端开有沿竹材滑动方向的

弧形滑槽，用于对投料箱内投入的竹材进行导向，

转动板上开有滤水孔。

具体实施过程：竹材原料被去除枝条后截成

长的圆柱状的竹材，将竹材放置入投料箱内，由于

投料箱左高右低倾斜设置，在竹材自身重力和转

动板震动下，竹材由投料箱滑向转动板，并沿转动

板上端的滑槽向下滑动。

与此同时，凸轮旋转，当凸轮转动到的突出部

分与转动板的底端相抵的过程时，转动板的自由

端向上运动，同时驱动杆在凸轮拉动下，驱使破碎

板在支架上向下滑动，破碎板和转动板相互靠近，

使转动板上端的竹材原料被挤破形成初次破碎，

初次破碎的竹材由圆柱状变为竹条，方便竹材进

入破碎筒，且能提升破碎筒破碎竹材的效率；当

凸轮转动到凸轮的突出部分与转动板的底端远离

时，转动板的自由端向下运动，同时驱动杆推动破

碎板沿支架向上滑动，破碎板与转动板相互远离，

在凸轮的周期性震动和转动下，转动板上端的初

破碎竹材不断落入破碎筒中，投料箱内的竹材原料

不断滑入到转动板的上端被破碎。

启动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驱动转轴旋转，转动

带动转动钢条快速转动，转动钢条与固定钢条发

生相对运动，由转动板落入破碎筒的竹材在自身重

力或者转动钢条的带动下插入到破碎筒内，依靠

转动钢条和固定钢条的剪切，使竹材不断被撕裂

成小段的竹块，由于竹材是被撕裂的，因此竹块撕

裂面的竹纤维得到有效保护。

在凸轮转动的同时，喷淋管不断对转动板的

上端进行喷水，喷出的水对竹材表面的泥沙、杂质

等进行初次清洗，被清洗走的泥沙、杂质等沿滤水

孔流走。

同时，大部分由喷淋管喷出的水混合竹材一

起流向破碎筒，混合在竹材内的水流可润滑破碎

的竹材，有利于竹材在破碎筒内下落；而且，由于

竹材在破碎筒内不断发生相互摩擦，以及转动钢

条和固定钢条不断撕裂竹材，使得竹材表面的泥

沙、杂质等能被有效清除，且转动钢条和固定钢条

与竹材的表面相互摩擦，可使竹材表面的竹青被

摩擦掉，泥沙、杂质和竹青等均与水相互交融，当

竹材由破碎筒的槽口被排到收集槽后，泥沙、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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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竹青等均跟随水由过滤网过滤走，一方面有利

于减少竹材中杂质，另一方面可减少竹材中的竹

青含量，使后续漂白工序的成本减少且提升漂白

速度。

优点：（1）有利于保护竹材的竹纤维：相比于

使用切割刀切割竹材，切割面的竹纤维会被切割

刀切断，本方案利用转动钢条和固定钢条之间的

相对运动，进而对竹材施力，使竹材在剪切力作用

下发生撕裂，其中撕裂面处的竹纤维保存完好，可

防止竹纤维被切断，保障竹纤维间有效的缠结和

交织，对于提升纸质有很大益处，使生产的纸具有

更好的吸湿、透气、抗菌抑菌、除臭等性能。（2）

有利于提升竹材蒸煮速率：相比于使用刀切割竹

材形成光滑的切割面，本方案中竹材是被撕裂的，

其断面凸凹不平，在破碎工序后的蒸煮工序中，撕

裂的断面有利于增强蒸煮液中化学药品与竹材的

接触，进而减少竹材蒸煮的时间。（3）有利于除去

竹材表面的竹青：竹材在破碎筒内被撕裂过程中，

竹材与转动钢条和固定钢条发生摩擦，使竹材表

皮上的竹青在摩擦力下与竹材发生脱离，便于后

续快速漂白。

带自搅拌功能的浆液浓缩机转子轴
及浓缩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518510 A

发明人：李克雷　庞同国　崔利胜　王泽刚　刘

卫平　宋振建

申请人：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浓缩机是造纸制浆行业中用于浆料浓缩处理

的重要设备，转子轴是该设备的核心部件。如图1

所示，现有技术中浓缩机的转子轴安装在槽体内；

槽体上设置有进料口和出料口；转子轴外径设计为

近乎圆形的18棱等份结构，设置有18个独立结构

的滤液排出通道，每一个棱边在圆周方向上对应

安装一组滤盘，转子轴一端与分配阀连接，滤盘

内部的滤液通道与转子轴、分配阀上对应的滤液

通道相互对应连通；析出的滤液通过滤液通道输

送到设备外面；滤盘由直径4mm的不锈钢丝焊接

成网格状形式，便于滤液进入滤液通道中，滤盘外

敷40～60目的聚酯网，当滤盘浸入到浆液中时，纤

维吸附在聚酯网上，滤液通过聚酯网间隙进入滤

盘内部经转子轴上的滤液通道和分配阀的通道并

排出到设备外部；剥浆管通过高压水将吸附在滤

盘外部的浓缩浆料从聚酯网上剥离掉并进入到接

料槽中，并通过卸料输送螺旋轴送至出料口。浓缩

机利用滤液水腿产生的真空作为过滤推动力，并

由分配阀使转子轴上的过滤滤盘处于自然过滤、

真空过滤、剥浆区、清洗区四个工作状态，依次往

复循环，从而达到浆料浓缩的作用，滤液从滤液

通道中排出到设备外部指定容器，浓缩之后的浆

料经过剥浆后落入到卸料输送螺旋轴中输送到出

料口，一般进浆浓度为0.5％～1.2％，出浆浓度为

8％～12％。

图1  现有技术中的浓缩机转子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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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转子轴外径为近乎圆形结构，不能对槽

体内部的低浓浆液形成有效的搅拌作用，当进浆

浓度超过1.2％时，低浓度浆液中的纤维将会发生

重力沉降，因此限制了设备进浆浓度。因此，提供

一种带自搅拌功能的浆液浓缩机转子轴，解决了

现有技术中浓缩机进浆浓度受限制的问题。

参见图2，提供的一种带自搅拌功能的浆液浓

缩机转子轴，转子轴截面为多边形，可转动于浓

缩机的槽体内，通过转子轴上的安装孔连接有滤

盘；滤盘内部的滤液通道与转子轴上的排液通道

连通；位于槽体内部的浆料经滤盘浓缩后的滤液

经过排液通道排出，浓缩后的浆料通过卸料输送

螺旋轴输送至槽体的出料口。

由于转子轴截面为多边形，多边形每一条棱

线上均具有搅拌结构；当转子轴旋转中，搅拌结

构跟随转子轴一起旋转，实时搅拌槽体内部的浆

料，防止浆料发生重力沉降，由此可以降低设备对

于进浆浓度变化的敏感程度，进浆浓度可以由现

有技术中的0.5％～1.2％提高至0.8%～2.0％；进

而有效地提高了设备的生产能力和运行效率。

转子轴截面优选为六边形，每一个搅拌结构

与对应的六边形的一棱边一体连接；转子轴截面

采用六边形，增加了搅拌结构的搅动空间，防止浆

料发生因重力沉降。

有利的是，搅拌结构截面为翼型结构，其顶部

凸出高度大于六边形各棱边相对其中心的长度；

其底部向六边形内部凸出；搅拌结构内部为滤液

主干道，滤液主干道与排液通道连通。采用此方

案，有利于将排液通道内的滤液汇聚于滤液主干

道，方便后续滤液的再分配；搅拌结构中的翼型结

构可以类似于飞机的机翼，机翼尾部用于搅拌，机

翼的前端用于与转子轴棱线焊接固定。

转子轴为外壁上具有多条排液通道，相邻的

排液通道之间开设有一个落料通道；转子轴内部

中空形成落料区L；浆料自落料通道进入与落料通

道连通的落料区L；卸料输送螺旋轴插入落料区

L，将落料区L内浓缩后的浆料输送至出料口。

现有技术中，由于接料槽与槽体焊接为一体，

相对固定不动，当滤盘带动浆料进入到剥浆区时，

部分残余浆料将会进入到接料槽顶部缝隙内越聚

越多，当设备长期运行时，该部分残余浆料将会腐

败变质，形成腐浆区，影响浆料的质量。而采用本

方案，浆料经过滤盘过滤后，滤液经过滤盘上的

滤液通道至转子轴上的排液通道排出设备外；浓

缩后的浆料直接经转子轴上的落料通道至转子轴

内的落料区L，由此浓缩后的浆料直接落入转子轴

内部，通过插接于落料区L的卸料输送螺旋轴将

浓缩后的浆料送至出料口；由此与现有技术相比，

在转子轴上形成了浓缩后浆料的无障碍的落料区

L，消除了腐浆区；而本方案内转子轴上附着的少

量浆料可以通过转子轴旋转时，再次进入到浆液

中冲洗，从而彻底消除腐浆区。

其中，落料通道等间距布置于转子轴上。其中

落料通道可以为矩形、圆形、椭圆形中的任一种；

尺寸大小根据浓缩机的型号进行选择。

滤液主干道由一端至另一端形成一个α角。其

中该角度滤液主干道由一端（靠近出料口一侧）至

另一端（靠近分配阀的一侧）；采用此方案，有利

于滤液在重力作用下留置分配阀，方便排液，提高

浓缩效率。

图2  带自搅拌功能的浆液浓缩机转子轴的结构

1—槽体  2—转子轴  3—滤盘  4—剥浆管  5—接料槽  6—卸料
输送螺旋轴  7—滤液通道  8—搅拌结构  9—落料通道  10—排
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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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α角为4°～6°，保证了最佳的滤液排除

效率。

用于中浓纸浆臭氧漂白反应器的塔
顶卸料器

申请公布号：CN 109505181 A

发明人：黄德山　徐国华　陈华

申请人：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臭氧是一种高效并且对环境友好的全无氯漂

白剂，用于漂白纸浆不会产生二噁英和可吸附性卤

化物AOX，所以在制浆造纸行业应用越来越多。

纸浆漂白过程按纸浆浓度分为低浓漂白、中浓

漂白和高浓漂白，其中中浓纸浆臭氧漂白需要将臭

氧漂白剂与中浓纸浆混合均匀后在漂白反应器内

完成漂白反应过程。该反应器通常是塔式结构，混

合后的纸浆通过管道由塔底部进入，从塔顶部的出

口喷出，沿喷放管道喷入漂后纸浆储存容器。

中浓纸浆臭氧漂白的工艺过程：中浓纸浆→螺

旋输送机内加化学品→中浓泵喂料立管→中浓浆

泵→中浓混合器（加臭氧）→臭氧漂白反应器→储

存容器→送后续工段。

中浓纸浆臭氧漂白属于带压漂白，反应压力对

反应结果有明显影响，因此要求反应压力稳定。同

时由于臭氧漂白反应过程非常短，对于流量基本恒

定的系统要求在中浓混合器中加入的臭氧量是恒

定的，才能保证漂后纸浆的白度稳定，因此要求臭

氧漂白反应器的塔顶压力也必须是基本稳定的。

但由于臭氧中含有大量的氧气，这些氧气绝大

多数不参与漂白反应，过量的臭氧和氧气会聚集

在塔顶附近造成臭氧漂白反应器塔顶压力波动影

响漂白效果稳定，压力波动又造成进入中浓混合

器的臭氧量波动而影响纸浆漂白质量。

此前，有数个湍流型的塔顶卸料器发明，但均

适用于其他的漂白工段，如中浓纸浆氧脱木素反

应塔，不适用于臭氧中浓漂白反应塔。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塔顶卸料器，该卸

料器安装于反应器塔顶，在实现卸料的同时可以

稳定漂白反应器塔顶压力。

如图1所示，用于中浓纸浆臭氧漂白反应器的

塔顶卸料器包括剪切室筒体、剪切转子、出浆口、

排气管道和排气孔，剪切室筒体竖直地设置在反

应器的塔顶，剪切室筒体的下部与反应器的塔顶

固定连接，剪切室筒体的上端设置后盖，剪切室筒

体的侧壁上设置出浆口，剪切室筒体内设有剪切转

子；剪切转子为中空结构，剪切转子的下端设有进

料开口，剪切转子的上端通过挡板与转子传动主

轴连接，在挡板的上端面设有二次分离叶片，在二

次分离叶片与后盖之间设有气体聚集区，排气管道

穿过后盖与气体聚集区上的排气孔连通，同时在

挡板上有通气孔连通气体聚集区与剪切转子内的

中空结构。

其中挡板的外径略小于剪切室筒体的内径，使

得挡板与剪切室筒体的内壁之间形成纸浆回流通

道。排气管道上设有自动调节阀，自动调节阀根据

设置在反应器塔顶的压力传感器自动控制流量。剪

切转子的下端伸入到反应器的塔顶内。剪切转子

的剪切叶片数量为3～6个，二次分离叶片的数量为

3～10个，保证气液分离的效果。

工作时，完成漂白反应过程的中浓纸浆和气体

图1  塔顶卸料器的结构

1—剪切转子  2—剪切室筒体  3—出浆口  4—通气孔  5—二次分
离叶片  6—气体聚集区  7—后盖  8—排气孔  9—排气管道  10—
压力传感器  11—自动调节阀  12—转子传动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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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顶部出口附近，被高速旋转的剪切转子剪切

后湍流化，具有流动性后流入剪切室筒体内。纸浆

和气体在剪切室内旋转过程中由于离心力的作用

导致两者分离，纸浆在外侧旋转并不断流出出浆

口，而气体向剪切转子的中间部位聚集，聚集在剪

切转子中间部位的部分气体和部分纸浆的混合物

通过通气孔流向尾部，被二次分离叶片再次分离，

纸浆沿径向回到外侧，而气体则进入后盖的气体聚

集区，通过排气孔进入排气管道排出反应器。在排

气管道上安装有自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实时将塔

顶压力信号传输给DCS控制系统，当反应器顶部压

力偏离DCS系统的压力设定值后，DCS系统输出信

号给管道上的自动调节阀，自动调节阀的执行器将

改变阀门开度而改变排出气体流量，通过调节排出

的气体流量实现稳定塔顶压力的目标。

与现有技术相比，用于中浓纸浆臭氧漂白反应

器的塔顶卸料器在实现湍流化卸料的同时能自动

保持臭氧漂白反应器塔顶压力稳定，使系统稳定

运行；并且，通入系统的臭氧量基本恒定，使漂后

纸浆的白度稳定。

低定量高挺度胶水原纸制造的工艺及
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898360 A

发明人：陈建斌　胡丁根　王盼盼　黄婷　杨刚

申请人：浙江华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胶水原纸具有良好的匀

度、强度和挺度，还需要有

良好的毛细吸液能力，从而

达到快速脱膜和脱膜均匀一

致的效果，因此，打浆方式

的选择和两种纤维打浆度的

要求成为其技术关键。目前

对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采用

分离打浆的处理方式，在打

浆完后，由于对打浆度要求

十分严格，需要对其进行打

浆度的检测，但在检测时，

需要停下打浆设备，从而浪费检测打浆度的那段

时间，影响产线造纸的效率，为此，提出一种低定

量高挺度胶水原纸制造的工艺及装置。

如图1～图5示，该种低定量高挺度胶水原纸制

造的装置包括打浆组件、检测组件、驱动组件和支

撑架，支撑架固定在打浆组件顶部，且检测组件安

装于支撑架顶部，驱动组件固定在打浆组件一侧，

且与检测组件连接。

打浆组件由底座、打浆筒、顶板、转动轴、打

磨叶和凹形槽块组成，打浆筒安装在底座上，且顶

板固定在打浆筒顶部内壁，转动轴设有两个，且两

个转动轴承对称分布在顶板底部，转动轴两端分

别通过轴承与顶板和打浆筒底部内壁转动连接，

打磨叶设有多个，且多个打磨叶等距交叉固定在两

个转动轴外侧，凹形槽块设有两个，且两个凹形槽

块分别固定在打浆筒两侧内壁上，多个打磨叶分

别位于多个凹槽内，检测组件固定在打浆筒顶部，

且驱动组件固定在打浆筒一侧外壁上，通过打浆

组件实现打浆。

打浆筒顶部开有进料口，且底部对称设有两

个出料口，便于出料和进料。

检测组件由支撑架、检测筒、检测轴、检测叶、

凹形检测块和连接齿轮组成，检测筒通过支撑架

固定在打浆筒顶部，检测轴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

检测筒两端转动连接，连接齿轮固定在检测轴顶

部，且与驱动组件连接，检测叶设有多个，且多个

检测叶等距固定在检测轴外侧，凹形检测块固定

图1  低定量高挺度胶水原纸制造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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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测筒内壁，且多个检测叶分别位于多个凹槽

内，通过检测组件实现优先打浆检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先将针叶木浆或者阔叶

木浆倒入检测筒内，再通过驱动电机转动，带动与

之输出端固定的主动齿轮转动，由于从动齿轮与主

动齿轮啮合，所以使驱动轴转动，即带动驱动轴顶

端固定的传动齿轮转动，传动齿轮和连接齿轮啮

合，所以使连接齿轮转动，开始使检测筒内的检测

叶转动，从而开始进行打浆。

驱动组件由驱动电机、固定架、L型板、驱动

轴、主动齿轮、从动齿轮、传动齿轮、连接件和调

节件组成，驱动电机通过固定架与打浆筒一侧固

定，且驱动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与主动齿轮固

定，驱动轴两端通过轴承分别与顶板和L型板转动

连接，且驱动轴依次滑动贯穿支

撑架和打浆筒顶部，L型板与固定

架一侧固定，传动齿轮固定在驱

动轴外侧，且与主动齿轮啮合，连

接件固定在顶板上，且调节件固

定在驱动轴外侧，通过驱动组件

提供动力，带动转动。

连接件由连接主齿轮、连接

从齿轮、固定轴、带动齿轮和带动

套组成，连接主齿轮固定在固定

轴外侧，且固定轴通过轴承与顶

板表面转动连接，连接从齿轮设

有两个，且分别固定在两个转动

轴顶部外侧，两个连接从齿轮均

与连接主齿轮啮合，带动齿轮通

过轴承与驱动轴转动连接，且带

动齿轮与连接主齿轮啮合，带动

套内开有限位槽，且带动套套在

驱动轴外侧，带动套与带动齿轮

顶部固定，通过连接件带动转动

轴转动。

调节件由限位板、滑动套和

卡接件组成，限位板设有两个，

且两个限位板对称分布固定在驱

动轴两侧，滑动套套在驱动轴外

侧，且滑动套内壁与限位板和驱

动轴外侧滑动连接，限位板外侧

等距开有多个卡槽，卡接件设有

两个，且对称分布固定在滑动套

两侧，卡接件与卡槽卡接，通过调

节件实现带动连接件转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先使驱

1—打浆组件  2—检测组件  3—驱动组件  4—底座  5—打浆筒  6—顶板  7—转动轴  8—打磨
叶  9—凹形槽块  10—进料口  11—出料口  12—支撑架  13—检测筒  14—检测轴  15—检测
叶  16—凹形检测块  17—连接齿轮  18—驱动电机  19—固定架  20—L型板  21—驱动轴  22—
主动齿轮  23—从动齿轮  24—传动齿轮  25—连接件  26—调节件  27—连接主齿轮  28—连接
从齿轮  29—固定轴  30—带动齿轮  31—带动套  32—限位板  33—滑动套  34—卡接件  35—
卡槽  36—卡接壳  37—卡接柱  38—滑动板  39—弹簧

图4  连接件结构 图5  驱动组件结构

图2  打浆组件剖视整体结构 图3  检测组件剖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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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机停止转动，向打浆筒内倒入针叶木浆或者阔

叶木浆，再向外抽出卡接柱，使卡接柱一端与卡槽

脱离，再向下移动滑动套，使滑动套一端插入带动

套表面开设的限位槽内，再松手，通过弹簧弹性形

变产生弹力，推动滑动板向内移动，从而使卡接柱

一端与另一个卡槽卡接，再通过驱动电机转动，带

动驱动轴转动，从而使滑动套转动。由于滑动套底

部与带动套卡接，从而使带动齿轮转动，带动连接

主齿轮转动，并使与连接主齿轮啮合的连接从齿

轮同步逆向转动，实现打磨叶对针叶木浆或者阔

叶木浆的打浆处理，从而避免了因检测打浆度和

湿重引起打浆设备停机的情况发生，合理利用了

检测打浆度的这段时间，从而不需要停机，增加了

产线设备的工作效率

卡接件由卡接壳、卡接柱、滑动板和弹簧组

成，卡接壳固定在滑动套外壁上，卡接柱一端依次

滑动贯穿卡接壳和滑动套，且与卡槽卡接，滑动板

位于卡接壳内，且固定在卡接柱外侧，弹簧套在卡

接柱外侧，且两端分别与滑动板和卡接壳内壁固

定，通过卡接件实现对滑动套的固定。

卡接柱远离卡槽一端外侧刻有防滑纹，便于

抽拉。

该种低定量高挺度胶水原纸制造的工艺：

（1）选择阔叶木的纤维配比为85%～92%，针叶木

的纤维配为8%～15%；（2）采用分离打浆的处理方

式，并要求其打浆度和湿重分别满足：阔叶木浆打

浆度21～26°SR、湿重2.3～5.0g；针叶木浆打浆

度31～36°SR、湿重8.0～11.0g。

本方案中，驱动电机优选Y80M1-2型号，电机

运行电路为常规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电路运行

为现有常规电路。

有益效果：（1）通过检测组件优先对针叶木

浆和阔叶木浆进行打浆处理，然后再检测其打浆

度和湿重，从而避免了因检测打浆度和湿重引起

打浆设备停机的情况发生，合理利用了检测打浆

度的这段时间，从而不需要停机，增加了产线设备

的工作效率。（2）通过驱动组件提高打浆的动力，

并通过调节件实现对打浆组件和检测组件同步一

起打浆。

新型湍流发生器

申请公布号：CN 109826040 A

发明人：董国太

申请人：潍坊同步造纸技术有限公司

目前国内外造纸行业现有纸机中流浆箱湍流发

生器，采用二级阶扩，湍流强度及湍流规模不理想，

同时出浆口横截面浆速不一致，结果使纸页成形横

幅定量不一致。为此，提出一种新型湍流发生器，具

有浆料分散均匀无絮聚、成纸匀度好等特点。

如图1所示，该种新型湍流发生器包括矩形

管、过渡板、圆管、支撑板，支撑板上设置有与圆管

相对应的支撑板通孔，支撑板通孔与圆管入口端相

联接，过渡板一端设置有与圆管对应的圆管通孔，

过渡板另一端设置有与矩形管对应的矩形通孔，过

渡板圆管通孔与圆管出口端联接，过渡板矩形通孔

与矩形管入口端相联接。支撑板的厚度为50mm；

圆管为管束圆管，数量为多根，其长度为125mm；

矩形管的数量为多根，其长度为120mm。

工作原理：浆料依次通过支撑板、圆管、矩形

管喷出，在紧靠喷口的一个短的区域内，射流体与

湍流发生器中流体的速度差造成了剪切层，由于剪

切层自然不稳定性的迅速增长而形成涡流，正是

由于射流体之间较强烈的涡流，使射流组有比单

股射流更强的湍流脉动，这种强烈的湍流脉动，促

进了湍流发生器中浆流的均匀混合和纤维分散，

同时它又耗散浆料的动能量，一定程度上衰减了

压力脉动。

由于湍流发生器作用是将从混合室来的小股

图1  新型湍流发生器的结构

1—矩形管  2—过渡板  3—圆管  4—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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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流，均匀而稳定地送达上下唇板收敛区，通过湍

流发生器浆流速度必须达到湍流状态，流速大于

1.4米/秒。

湍流发生器矩形管长度是射流组初始长度

（数据来自射流组初始长度的计算公式）。矩形管

长度和圆管的长度以及支撑板的宽度保障了摩擦

面积和较长的摩擦时间。而其他湍流发生器二、

三阶由管束变径一体制成，变径矩形长度不超过

40mm，出口端满足不了初始组长度。

有益效果：该种新型湍流发生器，通过湍流发

生器，浆料处于湍流状态，浆料分散均匀无絮聚，

成纸匀度好。通过湍流发生器的浆料，因满足了出

口初始组长度，横幅布浆均匀，横幅定量差小。

减噪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853285 A

发明人：宋荣台　鲍滨钦　冯红升

申请人：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打浆设备用减噪装置，具备可静音

化进行打浆的优点。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设备用减噪装置包括水

箱和造浆桶，造浆桶的两侧均焊接有连接杆，连

接杆的正面等距离连接有拉绳，拉绳远离连接杆

的一端连接有拉簧，拉簧的顶部与底部均焊接有

一号支撑杆，一号支撑杆远离造浆桶的一端与水

箱的内壁焊接，拉簧远离拉绳的一侧等距离焊接

有止震片，水箱内壁的两侧均连接有吸震层，造浆

桶²底壁的中部焊接有一号轴承，一号轴承的内

圈插接有传动杆，传动杆的顶部套接有套管，套管

的外侧套接有粉碎桶，传动杆的顶部焊接有粉碎

杆，粉碎杆的两侧均焊接有一号粉碎刀，粉碎桶内

壁的两侧均等距离焊接有二号粉碎刀，传动杆的中

部套接有齿盘，造浆桶内底壁的左侧焊接有驱动

电机，驱动电机输出轴的顶部焊接有齿轮，齿轮的

右侧与齿盘的左侧啮合，粉碎桶的底部焊接有内

齿环，齿轮的左侧与内齿环的内圈啮合，粉碎桶的

顶部开设有物料出入口，造浆桶的顶部开设有密封

口，密封口的顶部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通过止震片、拉簧、造浆桶、水箱、吸震层和拉

绳的配合使用，在使用时，通过向水箱的内腔中注

水，使水对造浆桶进行淹没，从而通过拉绳将造浆

桶产生的震动传递给拉簧，由于拉簧为弹性材质的

设计，使拉簧将震动进一步弱化，从而配合止震片

将拉簧上的震动传递并分散到水中，进而使水对

震动产生的噪音和震动进吸收，从而通过吸震层的

再次吸附，使水箱内腔中的水不会发生大幅波动，

从而使水箱内腔中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可被完全消

除，从而使此装置可静音化进行打浆，解决了传统

打浆设备在使用时会发出巨大噪音的问题。

水箱底部的中部连通有排水管，排水管的底部

螺纹连接有密封塞，水箱顶部的中部开设有开口，

水箱底部的两侧均焊接有支撑腿，粉碎桶两侧的

图1  打浆设备用减噪装置结构

1—水箱  2—造浆桶  3—连接杆  4—拉绳  5—一号支撑杆  6—
拉簧  7—止震片  8—吸震层  9—一号轴承  10—传动杆  11—套
管  12—粉碎桶  13—粉碎杆  14—一号粉碎刀  15—二号粉碎刀  
16—齿盘  17—驱动电机  18—齿轮  19—内齿环  20—物料出入
口  21—密封口  22—密封盖  23—开口  24—排水管  25—密封
塞  26—支撑腿  27—二号支撑杆  28—轮轴  29—二号轴承  30—
滑轮  31—环形槽  32—震动传导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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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顶部与底部均焊接有二号支撑杆，二号支撑杆底

部远离粉碎桶的一侧焊接有轮轴，轮轴的外侧套

接有二号轴承，二号轴承的中部套接有滑轮，造浆

桶内侧壁的顶部与底部均开设有环形槽，滑轮的

外侧与环形槽的内壁滑动连接，造浆桶的底部等

距离焊接有震动传导杆，震动传导杆为铝合金材

质。

通过一号粉碎刀、二号粉碎刀、粉碎杆、粉碎

桶和驱动电机的配合使用，在使用时，通过驱动电

机的启动，进而带动齿轮转动，从而使齿轮带动粉

碎桶和粉碎杆转动，使粉碎桶和粉碎杆呈反方向

运转，进而使一号粉碎刀和二号粉碎刀可相互呈

反方向转动，从而使一号粉碎刀和二号粉碎刀可

在低转速的工况下对位于粉碎桶内的纸浆进行粉

碎，进而使此装置的噪音发生分贝进一步的降低，

使此装置的使用更加的安静。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江河纸业获中轻联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刊讯（郭胜利 报道）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引

领未来。日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为贯彻《国家科

学奖励条例》，对在我国轻工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与开发、科研成果推广和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科技大学、

大唐国际发电公司、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申报的“粉煤灰提取氧化硅生产高填

料文化用纸技术”项目荣膺中轻联科技进步一等

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是由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设立的最高轻工科技奖项，属于国

家部级科技奖励，代表了轻工行业技术奖励的最高

级别，被认为是轻工业的“荣誉勋章”。

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奖项目共182

项，其中授予了26项成果科技进步一等奖，而造纸

领域仅2项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次获奖体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以及社会各

界对江河纸业及联合申报单位创新理念及创新能

力的肯定和认可，并将激励江河纸业继续坚持“全

员创新”与“全面创新”并举，为推动我国轻工行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亚太森博的14个项目国际先进、国内
领先

本刊讯（亚太森博 消息）在一段时间内，有14

个技术创新项目分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

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这是哪家公司？

5月25日，来自制浆造纸、材料工程等专业的著

名专家，对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承担完

成的14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了验收评价。

本次验收评价会由山东省工信厅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主任伊继文主持，山东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

张登方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天津科

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山

东省工信厅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知名专家听取了项

目组汇报、考察了生产现场和产品。

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4个项目的验收评价结果

等级全部为优秀。其中，5个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7个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个项目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专家指出，亚太森博的这14个项目技术创新点

突出、有明显突破，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保效益显著，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对全国或全省

制浆造纸行业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对推动浆纸

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

行业进一步做好节水、节能以及资源化利用工作，

实现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

浆纸一体化企业，也是浆纸行业产业升级、技术进

步、绿色发展的标杆企业。公司是国家漂白硫酸盐

木浆行业标准和涂布白卡纸板国家标准的起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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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系统的浓度波动，并确保湿部运行的稳定性。借

助对助留剂流量的控制，稳定白水浓度。

断纸期间对流浆箱中浆料的灰分含量加以控

制，其目的是保持纸幅灰分含量的稳定性，从而简

化引纸过程，缩短停机时间，并在恢复运行后，立

即使纸幅灰分含量达到目标值。断纸发生时，该控

制系统自动启动运行。

两套控制均安装在机柜室的维美德硬件中，可

缩短交货期，加速纸厂项目的实施及设备调试进

程。

以安全方式与Valmet RET系统的远程连接，

可确保从维美德遍布全球的服务中心迅速采取措

施，向客户提供远程支持。与纸厂系统的连接可借

助标准的4.20mA接口或其它数字化链接进行。

维美德超高分辨率光学纤维分析技
术，拓宽纤维原料测试范围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基于超过35年实验室和

在线纤维测量经验的基础上，维美德推出一套重

新设计的超高分辨率光学纤维测量设备。该系统

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可以测量更多的纤维，扩展应

用范围，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自2013年推出后，在不需特别的操作培训、样

品准备及实验设备的条件下，维美德纤维图像分析

仪（Valmet FS5）就以精准方式对纤维的形态特

征加以测量分析。现在，新的光学部件具有更宽的

测量单元，可以改善纤维束颗粒的测量;具有更大

位。今年5月，公司上榜“山东省制造业百家高端品

牌培育企业”名单和“山东民营企业品牌价值100

强”榜单。

维美德推出全新的纸机湿部独立控
制系统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日前，维美德推出

了Valmet Stand-Alone Retention Control

（Valmet RET，维美德留着率独立控制）的全新

控制系统。

该系统对留着率以及断纸时流浆箱中浆料

的灰分含量加以控制。它向纸、纸板及生活用纸

生产商提供多种优势。以前这些优势只有在使用

Valmet DNA工艺控制和Valmet IQ质量管理系

统时才显现出来。

Valmet Retention Measurement（Valmet 

RM3，维美德留着率测量）是具备一流建模预测控

制的低浓测量和控制的设备，使纸机湿部控制跃

上一个新台阶。

维美德自动化产品经理Timo Rantala说：

“两套基于Valmet IQ MD Optimizer优化器的

控制系统，均拥有良好的供货纪录。众所周知，在

几乎所有纸种的生产过程中，湿部稳定性对提高纸

机的运行性能和产品质量，降低化学品及能源消

耗，都至关重要。”

迅速灵活的湿部控制

Valmet RET可降低纸幅定量、灰分及水分的

波动，因此提高纵向纸幅质量。其它优势还包括减

少湿部断纸、降低化学品与干燥蒸汽用量以及开

机和改产过程中更好地控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提高产量。

如同新系统的首家用户所指出的那样：“留着

率测量及控制是一种极其可靠的方案。两套系统

在不间断地使用中。可以说，这些已成为我们纸机

的标配。”

关于留着率控制系统的技术信息

Valmet RET留着率控制系统旨在降低短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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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面积，可以测量更多更长的纤维;以及超高

分辨率相机，可以加快分析速度，提高分丝帚化以

及细小颗粒测量的清晰度。所有这些新功能均可

通过对现有FS5系统的升级改造而实现。

Valmet FS5产品经理Tommi Niskanen说：

“维美德研发团队再创佳绩！与此前相比，光学测

量的改进使得用户可以看到例如腺体细胞之类的

细小颗粒，也可以测量更长的纤维或更大的纤维

束。”

Valmet FS5旨在向客户提供常规纸厂测试

的同时，满足研发型实验室的需求。测试结果符合

ISO标准要求，可全面追踪。它可使客户对浆料在

造纸过程中的潜能有更深的理解，并对工艺过程实

施有效管理，最终实现既定的产品质量目标。

Valmet FS5系统的维护需求量极低，所有设

备均在芬兰维美德Kajaani生产中心用专门校验工

具校准。目前该系统已在全球100多家厂商得以验

证。

超高分别率技术可测量更小的颗粒

维美德纤维图像分析仪可使制浆造纸客户充

分挖掘原材料真正的价值潜力，以实现更高的产品

质量。这种结构紧凑、易于使用的新设备，为客户

带来的优势包括更广的测量范围、提高设备利用

率和可靠性、节省时间与其它资源。

除需要水、排水和电源外，分析仪没有其它特

殊要求。当需要迅速准确的浆料测试结果时，可摆

放到纸机旁边或倒班实验室。FS5可根据客户对测

量和报告的要求不同进行个性化设定。基本测量

信息包括纤维尺寸（长度和宽度）、细小纤维、粗

度及卷曲度等，可选择测量包括混合比、外部帚化

分丝、扭结、细胞壁厚度以及导管细胞神经网络分

类、纤维束、腺体细胞、纤维交织等。

Smurfit Kappa创新纸包装技术，为
巴西零售企业设计新型电商包装

本刊讯（Sm u r f i t  K a p p a 消息）为了开拓电

商市场，拉丁美洲领先的鸡蛋供应商Gr a n j a 

Mantiqueira与Smurfit Kappa合作，推出了适合

鸡蛋运输的电商包装。

这种新型包装轻便保鲜，易于提拿，还能保护

鸡蛋，使网络端的消费者获得了良好的购物体验。

此外，制作这种包装所用的纸100%可回收，并且易

于生物降解。

福伊特推出VariFlex Performance新
型双辊复卷机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福伊特双辊复卷机产品

系列再添锐器——VariFlex Performance。为满

足客户的最高要求而开发，为实现最大产出能力而

设计。全新的VariFlex Performance，3000米/

分的设计车速，25秒的换卷时间，工作宽度可达10

米。

VariFlex Performance双辊复卷机为高性能

复卷机设定了新的性能基准，将大幅提高效率和产

量。

独特的Gecko OneStep系统可确保可靠换卷

打底和封边的喷胶。使用SmoothRun技术可进一

步提高卷纸性能。这种主动式底辊减震系统可显

著减少振动，提高产量并实现优异的卷取效果。

实时状态监控和清晰的系统分析是自动化系

统的特征。此外，该系统还可以轻松地与纸机系统

进行数据交换，并集成可实现母卷自动识别功能。

仅有的五个主要组装模块实现Va r i F l e x 

Performance。所有模块都安装在共同的基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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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上，这简化了校准工作以及土建工程的步骤。福

伊特负责整个设备的配置。通过车间测试也确保

系统从一开始就处于可靠的运行状态。

此款产品力求达到最佳的卷取质量，最高的可

靠性，以及最大化的产量。

福伊特全球产品经理Daniel Juergens表示：

“VariFlex Performance使得造纸过程的完成工

段实现了数字化和全方位连接，结合我们在完成工

段的产品开发，VariFlex Performance将成为核

心关键，它将预测性卷纸、全自动过程通讯，最高

卷纸产量等功能发挥极致，实现造纸新一代。”

美国Cascades Sonoco公司研发的
FlexSHIELD水性涂布技术取得新进展

本刊讯（Cascades Sonoco 消息）国际领先的功

能和隔离涂布技术供应商Cascades Sonoco近期

投资了约1700万美元扩建位于美国伯明翰的纸厂，

致力于研究环保型水性涂布技术，用于食品卡。

Cascades Sonoco成立于1992年，由当时行业

内领先的两家辊子包装企业Cascades和Sonoco合

并而成，主要服务文化纸等企业。

近几年，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文化纸市场每

年以8%～10%的速度萎缩，给Cascades Sonoco带

来了很大的挑战。

2010年开始，Cascades Sonoco便开始向包装

领域倾斜，为了取代传统的蜡涂布技术，Cascades 

Sonoco开发了FluteSHIELD和SurfSHIELD两种

涂布技术，已经在瓦楞包装领域流行多年。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包装要求的提高，行业内开

始寻找能够替代聚乙烯的食品卡隔离材料，对此，

Cascades Sonoco利用三年多的时间研究开发了

FlexSHIELD水性隔离涂布技术。

这种水性隔离涂布技术灵活性强，生产的食品

卡可以适应复杂和极端的环境条件，可以根据客户

的温度条件、运输需求等调整涂布要求和细节。市

场经理Jeff Stacy说道：“我们拥有自己的研发中

心和研发人员，从开发到商用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此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始终相信这种技

术可以得到规模化使用，非常感谢首批尝试我们新

技术的客户。”

目前，运用FlexSHIELD水性隔离涂布技术

生产的食品卡已经开始运用于北美多家商超，

Cascades Sonoco公司表示，该技术能够在折叠、

弯曲、剪切等条件下仍然保持良好隔离性能。

该技术提出之初，行业内还没有能够适合水性

涂布的涂布机，因此Cascades Sonoco自行研究组

装了涂布设备。

为了进一步深入发展该技术，将新型涂布设

备安装于美国伯明翰纸厂，新的涂布生产线总投资

1600万美元，能够处理宽110英寸、直径72英寸的

纸卷，并辅助最先进的干燥和冷却系统，可以生产

多种用途的纸种。

斯道拉恩索EcoFishBox包装强势引
领挪威市场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斯道拉恩索的

EcoFishBox是著名的鱼类产品绿色包装方案，并

继续带动挪威市场的绿色包装趋势。

最 近，芬 兰 渔 业 包 装 公 司 T u o m a a n 

Ka l a t u k ku（简称TK）便选择了斯道拉恩索

EcoFishBox环保包装，取代了之前的EPS（一种泡

沫材质）包装。

当前，基于环保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纸包装

替代塑料包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一方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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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拉恩索一直走在前列。

EcoFishBox是一款基于可再生材料（瓦楞纸

板）的防水、防漏包装概念，用于包装鱼类产品。

包装两侧的衬垫有防潮层。用这种材料可取代EPS

并且可回收、可持续。运输和存储过程中节省空间，

可以折成扁平纸板递送，具有很好的印刷可能性，

看起来更高端，可以给产品增值。

TK公司每年在鱼类的包装数量高达1000吨，

因此，从塑料材质包装转变为获奖瓦楞包装方案，

对环境保护是重要的一步。这种转变不仅将塑料包

装的使用降至最低，同时节省了储存空间和成本。

TK公司CEO Jari Tainio说到：“对于我们

这样的公司来说，环保材质的包装是我们要衡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成本和运输

效益。现在我们转向瓦楞材质包装，对于我们的客

户——水产批发商来说，既可以回收这种很容易压

扁的包装，也可减少废物处理成本。”

Stora Enso商业发展部经理Vesa Penttinen

也说到：“我们非常高兴有新的客户选择我们，认

可纸质包装的好处，并逐渐减少非环保包装的使

用。EcoFishBox包装方案既为水产行业提供经济

实惠的包装以替代塑料包装，同时又满足了该类产

品高含氧标准的需求。”

密封性极强的EcoFishBox包装在使用前保持

扁平的纸板状态，在需要使用时只需要用手或者

相关设备将其折成包装纸盒即可，因此，可以节省

85%左右的储存空间。

未来，诸如EcoFishBox这种环保又实用的包

装材料会更多地出现并应用在各个行业。国内的瓦

楞包装厂在创新方面也需要多加努力，不断创新，

为环保尽一己之力。

瑞典Mycorena公司利用造纸厂废水
生产生物饲料

本刊讯（Mycorena 消息）最近，瑞典Mycorena

公司利用纸厂废水为原料生产鱼食，并取得了成

功。

Mycorena是首家获得“LignoCity2.0”项目

支持的公司，该项目由瑞典研究所推出，获得了瑞

典有关高校的支持，主要致力于研发多种木质素产

品，公司生产的鱼食取材于纸厂废水，据悉，该鱼

食已经具备大批量生产的条件。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末 ，瑞 典 哥 德 堡 大 学

（Gothenburg University）开展了一项类似的

研究项目，Mycorena公司就是在该项研究的基础

上成立的新兴公司，成立的第一家工厂位于瑞典

Bächammar地区，并在此进行“LignoCity2.0”

木质素项目试验。因为项目基地靠近北欧纸业位于

瑞典的Bächammar纸厂，便使用该纸厂废水为原

料进行试验，试验证明，废水经过处理可转化为真

菌蛋白。

“利用真菌消化吸收废水中的细颗粒，将其

转化为蛋白丰富的材料，再进一步生产鱼食。在

生产鱼食的过程中，废水逐渐变得清澈，可继续

循环使用于造纸环节，进一步提高了这项技术的

附加价值，这也是生物经济所提倡的生产模式之

一。”Mycorena公司创始人兼CEO Ramkumar 

Nair表示。

Mycorena公司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处

理造纸废水生产鱼食，未来可能还会在此基础上

进行深入探索。例如，使用特殊真菌生产更多的功

能材料，将木质素和黏合剂加入到真菌内不含蛋白

的部位，或许可以生产出更多生物复合材料，可用

于包装领域。

Mycorena公司正致力于将该研究付诸实践，

预计到2020年，将可以进行批量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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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Fabio Perini公司生活用纸加
工技术发展历程

本刊讯（Fabio Perini 消息）意大利知名造纸和

生活用纸加工企业Fabio Perini曾在10年前推出了

Aquabond卫生纸压花技术，该技术致力于提高压

光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环保水平。

最初，为了在纸卷层压工艺中减少胶黏剂的使

用，Fabio Perini推出了Aquabond系统，在层压

中大大降低了胶的使用量，同时也提高了机械特性

和产品质量。从此之后，Fabio Perini便继续致力

于提高生活用纸层压工艺的环保性和创新性。

2013年，Fabio Perini彻底实现了纸卷的无胶

化加工，随着技术研发的深入，现在的Aquabond

压花系统即使在高速运行之下，也能实现高效无缝

生产。

该技术在意大利WEPA纸厂成功应用，纸厂

经理Antonio Gallina表示，使用该系统之后，卫

生纸加工生产工艺更加清洁，提高了工作效率，产

量提高了5%，使用该技术加工的3～4层卫生纸的

柔软性和平滑性都很高，以前在压花过程中出现

的纸张钻孔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未来Fabio Perini计划

进一步优化这一技术。

Fabio Perini S.p.A.是一家意大利工程公

司，是德国科尔伯集团子公司，属于科尔伯工艺解

决方案部门，专门从事造纸行业和纸巾加工行业

的工业机械设计和制造，总部设在卢卡，公司在欧

洲、美洲和亚洲三大洲拥有11家海外分支机构。

凯米拉得到欧盟支持，参与研发可用
于制浆造纸的100%生物化学品

本刊讯（凯米拉 消息）凯米拉加入了一项欧

盟研发项目，将从可再生材料中研发可用于造纸的

100%生物基聚合化学品，以替代石油聚合物。

该项目由欧盟投资，历时四年，目标是利用可

再生原材料开发100%生物化学品，同时提高浆厂

的木材资源利用率，开发提高浆厂生产效率的新方

法。

该项目于2019年5月启动，预算为960万欧

元，致力于提高欧洲生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除

了凯米拉之外，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或组织还有

Ecohelix、Avantium Chemicals BV、Metgen 

Oy、Novamont Spa、Fundacio Universitaria 

Balmes、Graanul Biotech Ou和Spinverse。

四年之内，凯米拉将与其他参与者合作，在

欧洲一家溶解浆工厂进行试验，生物技术公司

Ecohelix负责模拟演示环节，凯米拉主要负责对生

物产品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评估，最终开发出可

用于纸和纸板生产的100%生物聚合化学品，替代

石油聚合物。

凯米拉研发全球项目部经理Ve l i-Ma t t i 

Vuorenpalo表示，制浆环节产生了许多低价值产

品，因此，我们还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研发更多

高性能化学品，提高制浆流程的生产效率和环保效

益。

意大利纸企Fabio Perini开发纸及生
物塑料复合包装

本刊讯（Fabio Perini 消息）环保和替代塑料是

行业的大趋势，在这一趋势推动下，意大利知名造

纸加工企业Fabio Perini推出了针对性的一次和

二次包装方案。

通过在其最新一代设备CMW1000和Carbon 

T上进行大量试验，发现了一种环保型包装，将纸

和生物塑料结合起来，取代纯塑料包装，这种纸和

生物塑料复合材料既具有塑料的多用途性，又可以

进行生物降解，保护性能和印刷性能良好。

Fabio Perini公司认为，降低塑料的使用量是

大趋势，不过到目前为止，单纯纸类材料还并不能

完全取代塑料的功能，因此采用了“Mater-Bi”生

物塑料加入到包装材料之中，与纸类材料互补。

这种复2合包装材料既可以采用原生纤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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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也可使用回收纸，在纸张定量方面也有多种选

择，适用性较强。

俄罗斯将建全球最大包装纸生产线，
福伊特提供技术支持

本刊讯（I l i m  消息）近日，俄罗斯伊利姆集

团（Il im Group）宣布福伊特将为伊利姆在俄

罗斯乌斯季伊利姆斯克的新纸浆和纸板厂提供

XcelLine造纸机。

根据Ilim的公告，新纸机幅宽9400mm，将生

产80～175克/米2的牛皮箱纸板，日产量可达2150

吨，年产量可达60万吨，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

包装纸生产线。

该项目位于西伯利亚的Ust-Il imsk，是伊利

姆集团未来大规模投资计划中的重点项目，旨在提

高西伯利亚地区的生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该生

产线投产后，产品并不是在俄罗斯当地消化，而是

主要销往中国，这无疑对中国的高档包装纸市场又

带来冲击。

中国是伊利姆集团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截

至2017年底，伊利姆每年可向中国出口浆纸产品达

150万吨。集团战略目标是到2023年，将出口量增

加到240万吨。

该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底正式投产。

PMP将为Convertipap提供Intelli-Tissue® 

Advanced 2100新月型卫生纸机

本刊讯（PMP 消息）Convertidorde Papel, 

S..A de C.V.(Convertipap)是一家家族式造纸

企业，在墨西哥拥有两家工厂。为了进一步扩展业

务，公司选择了PMP为其提供一台全新的Intelli-

Tissue® Advanced 2100新月型卫生纸机。

该纸机最大产能可达4.1万吨/年，幅宽

2850mm，最大平衡车速为2100m/min，可生产定

量12.5～40g/m2的高质量生活用纸。

这台Intelli-Tissue® Advanced 2100新月型

卫生纸机将配备PMP设计和制造的核心部件，包

括Intel l i-JetV®水力式流浆箱，Intel l i-Former®

新月成形器，Int e l l i-Pre s s ®压榨部，Int e l l i-

Hood®燃气加热气罩，Intelli-YD® 15英尺钢制扬

克缸以及搁纸架加长版的Intel l i-Reel®卷取部。

供货范围还包括备浆系统、除尘&除雾系统、蒸汽

&冷凝水系统、回收蒸汽发生器、真空系统、润滑系

统、机械&电气驱动、纸机控制、基础板、开机监管

以及培训服务。该纸机计划2020年中交付并投产。

整个项目无疑将为Convertipap和PMP打开成

功的大门，Convertipap在墨西哥市场将不断发展，

PMP也将完成在墨西哥的第一个生活用纸项目，该

项目将成为PMP在拉丁美洲市场的案例标杆。

英国Bobst Manchester公司涂布技术
革新

本刊讯（Bobst Manchester 消息）英国真空涂

布设备供应商Bobst Manchester针对纸类包装

行业提供了新的涂布隔离技术，新增一条AlOx-

optimized CO 750涂布线。

新的生产线进一步提高了真空和湿涂布技术，

致力于满足行业对可持续包装的要求。市场上最紧

凑的AlOx涂布机CO 750和全球生产率最高的镀

膜机K5 EXPERT，可实现工艺开发加速，实现产

品快速量产的能力。该方案可生产高阻隔透明可回

收薄膜，在加工过程中对于薄膜的阻隔性能至关

重要。

首先在真空镀膜机上镀出AlOx镀层的薄膜，

然后在涂布线上运用专门开发的顶层涂布，从而在

不破坏AlOx层的前提下对膜进行常规加工。来自

单一供应商的干、湿涂层专有工艺以及顶层涂布配

方使得生产速度更快。通过真空镀膜工艺提供更宽

的镀膜工艺窗口，然后进行顶层涂布，与其它真空

在线蒸镀表层涂层解决方案不同的是，这种涂布

方案能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以最高速运行，进一

步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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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新阳纸业有限公司决定整体转让一批资产，并拟于近期在厦门

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1、一条年产 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生产线：

生产线为 2012 年投产，现在正常生产运行。纸机幅宽 5600mm，设计车速 2000m/

min，定量范围 12-40g/m2，起皱率 10-20%，扬克缸直径 5500mm。生产线的设备主

要配置为 metso 的 DCT200HS 纸机、高浓除沙、器锥形磨浆机、压力筛、DCS 和

QCS系统等，ABB 纸机传动系统，以及附属配套的水、电、蒸汽、天燃气等系统的国

内设备。

2、一台意大利亚赛利复卷机：

生产线为 2012 年投产，现在正常生产运行。主要参数：最大操作速度 1600m/min，

原纸幅宽 5600m，原纸最大直径 3000mm，成品卷最大直径 2400mm，成品卷最小直

径 800mm，4 个退纸架。

3、后加工设备：

两套佛山宝索 YD-PL350C 有芯 / 无芯集成卫生卷纸复卷设备生产线。最大设计车

速 350m/min，原纸最大幅宽 2850m，成品复卷直径 90-150mm。

两套佛山宝索 YH-PL 抽式面巾纸机组合型生产线。生产能力 0-90m/min，最大原纸

规格￠1800×1400mm，成品对折展开后规格206mm。

两套台湾全利手帕纸生产线。折叠速度 2000 张 /分钟，原纸宽度420mm，成品规格

（单张长×宽）210×210mm、10 张 /叠。

4、一座日处理 3000 吨污水处理站。

5、公司占地面积约94000m2。地上建筑面积约47000m2，共有7幢厂房和综合办公楼。

欢迎有意者垂询或实地考察。

招商启事

厦门新阳纸业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龙门岭南路 88 号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0592-6197698  邮箱：linw@itgasset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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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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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黄山市歙县省级化工园内，是一家致力于制浆造纸化学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型精细化工企业。公司占地面积50余亩，具有DCS自控生产设备20余套，年

产10万吨各类造纸化学品的能力。公司距黄山高铁站15公里、距黄山机场25公里，交通便利。

表面施胶剂、胶乳、乙二醛抗水剂、PA P U抗水剂、碳酸锆盐抗水剂、润滑

剂、除臭剂、湿强增效剂、填料包裹剂、表面增强剂、层间结合剂、杀菌剂、

消泡剂、有机增稠保水剂等。

●华南、华北、华中、华东区域销售经理各一名。

●售后服务工程师若干名。

●产品研发工程师若干名。

●联系人：凌先生，18055999191、13958127017

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黄山市歙县循环经济园纬一路29号  邮编：245200
电话：86-0559-6732888  传真：86-0559-6731999  

电子信箱：hsjx8899@163.com  网址：www.hsjuxing.cn

招聘启事：

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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