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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湘江纸业PM2纸机为3300包装纸机，主要产品

是伸性纸袋纸，根据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战略调整，湘江纸

业PM2纸机拟从湖南永州搬迁到湖南岳阳，同时进行升级改

造。本文重点从搬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升级改造和维修工

程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湘江纸业PM2纸机异地搬迁的特点、

方案及效果。为二手纸机的异地搬迁和升级改造提供技术

借鉴和项目建设经验。

关键词：运行状况调研；可行性研究；拆卸工程；升级改造；

维修工程

Abstract: PM2 paper machine in Hunan Xiangjiang Paper 
Industry is a 3300 packaging paper machine, mainly producing 
extensible paper bag.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he company, PM2 paper machine needs to be relocated from 
Yongzhou, Hunan to Yueyang, Hunan, and upgraded in the same 
time. In this paper were mainly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scheme and effect of the relocation of PM2 from three aspects of 
feasibility study, upgrade an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which 
provides a technical reference and project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n the relocation and upgrading of paper machine rebuilding.
Key words: operation status survey; feasibility study; demolition 
engineering; upgrading and repair engineering

纸机异地搬迁项目的特性及其关键控制要点
⊙ 周乐才(岳阳林纸集团岳阳分公司，湖南岳阳 414002)

The characteristics in relocation of paper machines and its supervising attentions
⊙ ZHOU Le-cai (Yueyang Branch, Yueyang Forestry and Paper Group, Yueyang 414002, Hu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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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纸机搬迁项目与新建项目的区别主要1在于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设备的升级改造和维修工程三个方

面。这也是二手设备项目比新建项目难度更大的地方，

关系着二手纸机搬迁项目成败的关键。

新建项目技术成熟、可靠，业主基本以项目管理为

主，而搬迁项目的特性则要求业主技术和管理并重，因

为搬迁项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能的突发事件都依

赖于技术而得以解决。

1  纸机概况

PM2纸机于2006年8月28日在湖南永州进入调试、

试生产，年底达标达产。

PM2造纸生产线由中国长沙轻工设计院负责整体

设计；纸机本体为中轻国泰公司和上海高新联合设计、

制作、安装；上浆系统设备由Andritz供货；蒸汽冷凝水

系统、锥形磨浆机、多盘回收机、顶网成形器、真空泵、

浆池搅拌器、高浓除砂器分别由费奥多、台湾川佳、安阳

机械厂、中轻国泰、佛山肯佛来、萧山美特、科创等设备

厂家供货。

1.1 纸机技术参数

品种：伸性纸袋纸

净纸宽：3300mm

定量：40～120g/m2

工作车速：500m/min

设计车速：600m/min

产量:120t/d（23h，60g/m2，车速500m/min，抄

造率95％，合格率96％）

轨距：4500mm

传动形式：交流变频分部传动

装机容量：1595.5kW

排列方式：左手机(从卷纸机向流浆箱看，传动侧

在左手边）

外形尺寸：105500mm×10500mm×7500mm。

1.2 纸机搬迁前运行状况调研

P M2纸机实际产量为160～180 t/d，远远超过

120t/d的设计产能，加上从计划搬迁到实施近1年时间

内设备失修，造成PM2纸机带病运行情况比较严重，部

分设备功能失效，大大增加了PM2纸机搬迁后设备更

新换代和恢复功能维修的难度，并对项目进度和投资造

成很大影响。主要问题如下：

(1）流浆箱挂浆严重，目前3～5天需要清洗一次。

流浆箱存在局部变形和调节机构失效，调整困难的问

题。

(2）纸机出网部横幅水分相差达到2%以上，出网部

干度为16%～17%，出压榨部干度为35%～36%。

(3）引纸绳磨损比较快，同时烘缸、引纸绳轮、卷

纸缸等引纸绳槽磨损严重。压光、卷取未配备单独引纸

绳传动，引纸困难。

(4）软压光机软辊内壁磨损且活塞密封泄露，软辊

磨削中高使用，压光效果差。

(5）伸性装置精度不够，喷硅、磨毯装置失效不能

使用。

(6）复卷机设计车速1500m/m i n，运行车速达到

1200m/m i n时震动大且张力控制不稳定，生产低定量

产品时因复卷机问题经常出现压轴现象。

(7）真空泵叶轮有裂纹；胸辊起落装置失效；热泵

系统运行不稳定，调节困难。

(8）砼类混凝土浆池瓷片脱落、混凝土返碱现象严

重。

(9）设备带病运行，维保不及时，造成部分设备磨

损严重，有的甚至失效。

2  项目可行性研究关键点

搬迁项目可行性研究决定项目的价值，二手纸机

搬迁项目可行性研究关键点及与新建项目主要区别在：

（1）项目产能和产品定位；（2）项目关联面的支持力度；

（3）项目搬迁资产损失。

2.1 项目产能和产品定位

项目产能和产品定位决定了搬迁项目投入总资金，

搬迁项目投入总资金决定项目搬迁的价值。搬迁项目投

入总资金主要包括搬迁改造项目所需的建设投资、流动

资金和利用旧设备的净值，以及搬迁过程中产生的损失

和职工安置费用等。除掉搬迁损失资金，影响搬迁项目

投入总资金的关键在新安装地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旧设

备净值利用率和升级改造费用。

新安装地公共设施是指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原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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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水电汽供应、物流和环保治理等公共设施，新地选

址的重要因素是其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公共设施的余量

利用和扩容建设直接影响项目总投资。

利旧设备的净值、利旧率和升级改造费用是相互

关联的，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项目产能和产品定位。根据

市场需求和二手设备现状，合理确定项目产能和产品定

位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关键点。

2.2 项目关联面的支持力度

搬迁项目的实施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规划要

求，符合城市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搬迁的技术装备水平

应接近目前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在分析市场条件后，

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1）搬迁工程不同于新建项目，涉及新老各种复杂

交错的问题，项目建设必须求得地方政府以及规划、国

土、环保、安全等主要部门密切支持，同时还需获得本

厂员工和社会的积极参与。

(2）当地的环境容量，是否能够满足本项目的排放

需求。

(3）搬迁项目的污泥、放射源、危化品的处置。

(4）解读政府针对搬迁工程相关政策，做好本厂员

工和社会公众的动员、安置和补偿工作，维护社会安定

团结。

(5）国有资产清理报废、债务处置、估计停产损失

等方面工作。

2.3 搬迁的资产损失

因搬迁造成的损失主要有停产造成的损失、搬迁

造成的公用资产损失和因搬迁淘汰落后设备需补齐产

能部分新增的设备费用三个方面：

(1）公用资产损失主要是搬不走的设施、如厂房、

构筑物池槽、专用铁路、道路、供电线路等。

(2）停产造成的损失包括无法持续经营造成的利

润损失、停产期间造成生产人员工资、福利和设备正常

折旧无法得到补偿、以及因生产线停产造成其他公用设

施的部分停产（如热电站）等。 

停产损失估算经验（湖南区域）：停产损失估算一

般按近3年平均毛利润加吨纸平均折旧金额计算生产线

停产损失；按年人均4万元工资、福利费计算停产期间生

产人员缺岗引起的损失；根据项目进度计划确定整个搬

迁可能会停产累计时间，直至新址全

部运行，停产损失不再计算。

(3）因搬迁淘汰落后设备的资产

和需补齐产能部分新增的设备费用

（升级改造不计入搬迁损失之列）。

3  纸机升级改造工程

二手纸机的升级改造工程是二

手纸机获得新生命周期的有效途径，

是解决纸机搬迁前生产瓶颈的良好

契机，也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之一。

针对PM2纸机停机前的产品质

量、运行状况及搬迁后的产品定位，

通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以新

增部分设备和局部升级改造方式来

解决PM2纸机系统运行缺陷，提升产

品质量。

表1  搬迁改造中的新增设备一览

1

2

2.1

2.2

2.3

3

4

5

设备

供货

引进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设备名称

高浓打浆线

引纸系统

干燥部无绳引纸系统

伸性装置独立引纸装置

压光独立引纸装置

透平真空系统

网案摇震系统

120t/d碎浆线

目标

提升伸性纸袋纸质量

解决烘缸绳轮槽磨损问题

解决引纸问题

解决引纸问题

节能措施

改善匀度和脱水效率

优化供浆系统

效果评估

达到目标

有未达标项

达到目标

达到目标

基本满足要求

有未达标项

达到目标

表2  升级改造设备一览

1

2

3

4

5

6

设备

供货

引进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国产

设备名称

流浆箱

压光机改造

网案加长

卷纸机改造

热泵

浆、水池改造

目标

解决挂浆和匀度的问题

解决软辊无法加压的问题

解决网案脱水能力不够的问题

解决卷纸质量差的问题

节能提效

砼类浆、水池改为钢制，稳定生产

效果评估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达到目标

基本满足要求

达到目标

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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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增设备（表1）

新增设备的目标是解决生产中瓶颈，提升产品质

量。 

主要新增设备内容：高浓打浆、无绳引纸系统改

造、伸性装置、压光机设计置单独引纸装置、透平真空

系统改造、网案摇震系统改造。

3.2 升级改造设备

升级改造设备的目标：对现有设备部分功能进行

升级改造，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

3.2.1 主要改造设备（表2）

3.2.2 关键设备升级改造实例

3.2.2.1 流浆箱升级改造

针对流浆箱挂浆严重，3～5天需要清洗一次；流浆

箱存在局部变形和调节机构失效，调整困难的问题，德

国博汉公司制定流浆箱升级改造方案，其核心技术是湍

流发生器升级改造。

图1为改造前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湍流发生器的

布置图，湍流发生器外径φ25m m；横向146排；竖向7

排；总计1022个单元。

升级改造后的湍流发生器依据准确的流量参数，

重新确定湍流发生器组的具体个数（排数）与流量的匹

图1  改造前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湍流发生器布置 图2  改造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湍流发生器的布置

配，并通过新插件获得理想的通径，使浆流的速度最优

化；同时设置更大的管束通径比与浆流导入角，避免浆

料纤维在此发生絮聚。

改造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湍流发生器的布置

为（图2）：湍流发生器外径φ30mm；横向122排；竖向5

排；总计610个单元。

这一改造在长纤维流浆箱的运行中证明是非常有

效的，有效延长流浆箱的清洗周期，并对改善横幅定量

差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生产伸性纸袋纸时，最佳

上浆浓度应在0.2%，由于老式流浆箱的结构形式限制

了上浆浓度（最低0.28%），一般在0.3%上浆浓度下运

行，成纸匀度达不到理想要求，这也是设备改造的局限

性所在。

3.2.2.2 压光机软辊升级改造

压光机为国产的分区可控压光机，运行3年后，出

现软辊中高难调整、压光效果较差现象，抽芯后发现

软辊内壁磨损严重、活塞密封泄漏（如图3），且无法修

复，只能放弃分区中高控制系统，将软辊磨成固定中高

使用。

通过广泛收集资料，综合考虑投资和设备可靠性，

决定利用现有辊体、辊芯、液压系统，将分区可控中高

技术进步Technology

9
Aug., 2019  Vol.40,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辊改造成游泳辊式。具体改造如下： 

(1）辊体改造

将原有辊芯加压油缸拆除；原有辊芯加支撑板和

密封装置，包括端面密封和横向密封；将辊芯原进油管

路废除，进油孔堵死，重新开孔。传动侧和操作侧各开

一对进油口和回油口，用来安装进油管道、回油管道和

差压器；辊壳内壁重新珩磨；辊壳胶层重新研磨。

(2）液压系统改造

辊端加装中高差压调节器；利用原有液压站和液

压泵，取消液压比例阀，重新布置液压站上液压管道；

增加气控箱，通过调节差压调节器气压大小，改变游泳

辊正负压室的压差，从而调节中高。

4  设备维修工程

搬迁项目中设备检修工程具备时间长、场地大和

检修检测工具齐备的优势，是优化和完善设备性能的契

机，也是设备维修工程必须实现的目标：优化或恢复设

备功能，完善设备档案，满足工艺需求。

4.1 检测、检修及检修计划

由于专业和行业的差异，设备检修、检测几乎是所

有安装公司的短板，因而搬迁项目中设备检修、检测成

了技术难度较大、流程申报繁琐、投资控制最困难的子

项。要圆满完成设备检修、检测工作，需把握以下关键

控制点：

(1）资料的收集整理：设备检测、检修的相关标准

和规范；特种设备、放射源、压力容器原始资料；设备

操作、维护手册；设备台账、检修记录等。

(2）将设备分类后，制定详尽的检修方案和验收流

程，实现设备检测、检修和验收的过程和结果都能控制

和溯源。

(3）配置强大的技术力量。填平补齐、现场测绘、设

备消缺、紧急加工制作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否则无

法控制项目风险、进度、质量和投资。只有技术力量雄

厚才能建立详细设备档案，优化完善设备图纸，才能为

以后的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例如，岳阳林纸PM3

纸机搬迁和广纸PM1、PM5纸机搬迁项目就配有10个

以上的机械工程师现场设计、测绘、指导检修，且历时

半年以上。

(4）配置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①保障备品备件的

按时、按质、按量的供给；②选择地址适宜、能力强的机

械加工基地，加工周期、加工质量、加工成本和物流成

本都取决于加工方式和基地的选择。

4.2 返厂维修（表3）

部分设备采用返厂维修方式实现设备功能修复的

主要原因是：(1）优化设备性能；(2）检修队伍不具备

设备检测和专业检修的手段；(3）备品备件不具备通用

性。

5  结束语

二手纸机异地搬迁项目中运行状况调研、可行性研

究、拆卸工程、设备升级改造和维修工程是搬迁项目的

几个关键控制点，也是搬迁项目与新建项目主要区别所

在，是二手纸机搬迁项目成败的关键。

只有充分研究、掌握二手纸机和建设地点的特性，

充分预估搬迁项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制

定完善的技术方案和应对预案，并通过技术创新和精

细管理，才能做到项目过程可控、质量可控、投资可控、

进度可控，实现项目搬迁工程的最优化。

[收稿日期:2019-01-17]

表3  返厂维修设备一览

供货商

上海复林

安阳机械

杭机所

台湾川佳

上海高新

上海高新

项目内容

复卷机

多盘中心轴

伸性装置

低浓磨机

网部吸水箱

卷纸机

返厂目的

检测和功能修复

优化和功能修复

优化和功能修复

零部件补充和功能修复

零部件补充和功能修复

优化和功能修复

效果评估

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1

2

3

4

5

6

序号

图3  软辊内部磨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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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大型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YP L245的主体结

构、工作原理，重点描述了设备主要控制要点及联锁控制。该

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稳定可靠。

关键词：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液位控制；压差控制；压力控

制；顺序控制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the main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YPL245 white liquor pressure disc filter, and 
described the main control points, especially interlocking of the 
equipment . The facility is featured by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easy, stabl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Key words: white liquor pressure disc f ilter; level control; 
pressure gap control; pressure control; sequence control

中图分类号：TS733+.9; TS7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6-0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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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L245 large scale white liquor disc filter and its automat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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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视镜清洗部分等构成[2～4]。

1.2 设备工作原理

图2所示，苛化乳液由乳液泵送至白液压力盘式过

滤机筒体内，为保证筒体与主轴正常运行的工作压差，

稳压压缩机增压后的压缩空气将持续不断地送入筒体

内保证正常的工作压力，白液在压差的作用下通过预挂

层滤网进入到主轴内并最终流到白液滤液槽。在白液滤

液槽内气体和白液分离，白液由白液泵送到白液槽，分

离后的气体从滤液槽上部进入稳压压缩机，增压后压

缩空气一部分循环回到筒体内；一部分进入增压压缩

机，增压后的气体既为空气搅拌器提供持续不断的气

体防止苛化乳液中的白泥在过滤机底部沉淀，又可为刮

刀短吹、长吹顺控运行时供反吹使用。

苛化乳液在扇形板表面的过滤网作用下分离出来

白泥形成白泥预挂层，白泥达到一定厚度后在刮刀的作

用下脱落到筒体溜槽，在稀释水冲洗下到达白泥搅拌

槽；白泥搅拌后一部分泵送到白泥槽，另一部分白泥在

循环泵作用下进行循环能防止白泥在斜槽中阻塞。设

备保持筒体内液位85%运行一段时间后，白泥预挂层表

面的细小颗粒增多导致过滤效果差，筒体内液位升高，

当液位达到92%后，刮刀自动执行深刮顺控，刮刀刮掉

最外面堵塞的白泥预挂层，液位下降。执行完深刮程序

后，液位不再下降或下降很少表示白泥预挂层已全部堵

塞，需要更新预挂层。

更换白泥预挂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短吹顺控，另

一种是长吹顺控。当预挂层需要更换时，先进行短吹程

序，短吹的原理是增压压缩机增压后的压缩气体通过分

配阀的反吹管依次进入中心轴内，依次在各通道内进行

反吹并将白泥预挂层的扇区上的白泥顺次从滤网上吹

掉，且白泥预挂层只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进行更新，

使设备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若短吹顺控执行完后液位下降不大，则需要执行

长吹顺控：停止乳液泵，先深刮完毕再将白泥预挂层从

滤网上全部反吹掉，打开排空阀将筒体内完全排空，然

后用高压水冲洗滤网约6m i n保证滤网清洗干净。当用

高压水对滤网冲洗后检查压差，若洗涤效果好，压差会

比清洗前显著下降；如洗涤效果不好，则要执行酸洗顺

控。一般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不定期用氨基磺酸酸洗

滤网，以保持良好的过滤性能。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是目前国际先进的苛化白液

过滤设备，是产能比较大的全封闭式的压力容器类设

备，具有结构紧凑、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白液质

量好和热能损失少等特点，是替代常规澄清器、ECO白

液压力过滤机或白泥预挂过滤机及简化工艺的理想设

备[2,3]。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不断学习创新，研发了

大规格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及其安全、可靠的先进自动

化控制，已推广应用到国外年产200万t阔叶木化学浆项

目中，投产使用后设备性能可靠、系统运行稳定，达到

预期效果，顺利通过性能测试。

1  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1.1 设备结构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的设备结构如图1示，由传

动部分、主轴、分配阀、筒体、刮刀部分、轴端密封、酸

洗及泥饼清洗装置、刮刀及出料口清洗装置、空气搅拌

1-空气搅拌器 2-酸洗及泥饼清洗装置 3-传动装置 4-筒体 5-主

轴 6-刮刀部分 7-分配阀 8-刮刀及出料口清洗装置

图1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结构

图2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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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控制

YPL245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分为设备本体控制、

顺序控制和刮刀自动控制系统。本体控制主要针对设备

系统内液位、压差、流量等P I D闭环、复杂的串级控制

及分层控制；顺序控制主要根据工艺要求以主体设备内

液位为基准（见表1）自动启动各自相应的顺控程序；刮

刀驱动是通过液压系统实现的，其自动控制包含在各顺

控程序里，也可手动启、停。主控画面见图3。

当设备出现故障或检修时可通过现场按钮箱CB01

的按钮转换到服务模式“Sevice Mode”,此时过滤机

主轴电机只能以最低速度1r/m i n运转或停止运转，此

时DCS不能操作主轴电机ME6056M1、喂料泵U2226/

U2227、稳压泵ME2036M1及增压泵ME2040M1，确保

现场检修人员的安全！

2.1 苛化乳液流量控制

苛化乳液由喂料泵U2 2 2 6/U2 2 2 7和喂料阀

FV0302来控制，因筒体内工作压力正常要求120K P a-

150K P a之间，为了确保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稳定的

进料流量，喂料泵以一定频率运行，根据流量控制器

F I C 0 3 0 2自动

调 节 喂 料 阀

FV0302。在短吹

程序运行时，要

减少进料流量，

控制器F IC0302

的 设 定 值 会 变

小，操作者可设

定一个正常设定

值的百分比作为

“短吹系数”，该数值可设定范围40%～100%。若设定

值为100%，在短吹程序中，按正常值进料；若为40%，

在短吹程序中，则按正常值的40%进料。

2.2 液位控制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的主机转速控制器S IC0310

通过其液位控制器LT0309实现控制，其转速范围1～

5r/min。其速度调节如下：

(1）在手动模式下，速度通过操作人员设定(1～5r/

min)。

(2）在自动模式下，速度通过液位控制器PID控制。

表1  速度与液位的对应关系

过滤机液位

 /% 

<85

85

87

88

89

90

92

>92

主轴电机速度

/(r/min)

2.0

2.4

2.8

3.2

3.6

4.0

4.4

5.0

图3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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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远程模式下，应按照速度与液位的对应关系

表，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2.3 压力控制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正常工作压力为1 2 0～

150k P a。其控制方法为压力控制器PIC0313输出值0～

50%时，过滤机的排气阀PV0313B开度100%～0（由开

到关）。压力控制器PIC0313输出值50%～100%时，过滤

机的充气阀PV0313A开度0～100%（由关到开）。压力

控制器输出值50%时，过滤机的充气阀PV0313A、排气

阀PV0313B处于关闭状态（开度0）。

在正常的运转中，过滤机压力控制器PIC0313的设

定值有个死区(120～150k P a)，在这个死区中，控制器的

输出值保持在50%。压力控制器不存在由操作人员可控

制的设定值，当压力低于120k P a时，充气阀PV0313A

开启，由充气阀控制压力；压力高于150k P a时，排气阀

PV0313B开启，由排气阀控制压力。另特别在短吹和

酸洗程序中，过滤机压力控制器设定值的死区为45～

55k P a，在这个死区中，控制器的输出值保持在50%。当

压力低于45k Pa时，充气阀开启，由充气阀控制压力；压

力高于55kPa时，排气阀开启，由排气阀控制压力。

图4  液压系统

2.4 泥饼稀释水流量控制

为降低白泥中的残碱含量，需要用二次冷凝水进

行泥饼洗涤，泥饼洗涤水流量由控制器FIC0304控制。

当控制器在自动模式时，洗涤水流量控制器控制流量调

节阀FV0304；当在远程模式时，洗涤水量与苛化乳液

进料量相对应，因洗涤水会减低白液浓度，所以苛化乳

液进料量与洗涤水量成正比，计算公式如下：

SV=MV0×k/100

S V：泥饼洗涤水流量控制器设定值；MV0：苛化

乳液进料流量；K:远程控制系数(0～15)，可在DC S设

定。

在长吹、停吹及酸洗顺控程序中，泥饼洗涤水调节

阀FV0304开度强制关闭到0。

2.5 白泥稀释水流量控制

白泥稀释水流量控制器F IC0311有三种模式：手

动、自动和远程。在远程模式下，白泥密度控制白泥

稀释水的流量，白泥密度控制由稀释水流量控制系统

FIC0311和白泥密度控制系统DICA0312组成的串级调

节系统完成。

在自动或远程模式状态，白泥稀释水流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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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小设定值。在顺控程序运行中，白泥稀释水调节阀

FV0311被强制打到“额外附加水”位置,设定阀门开度

60%～80%；同样，在手动模式下，阀门也发生这样的强

制控制。

2.6 白泥搅拌槽液位控制

白泥搅拌槽液位需要分层控制，液位控制器

LIC0321有两个独立的输出：

(1）控制器输出0～5 0 %时，对应液位调节阀

LV0321的开度0～100%。

(2）控制器输出50%～100%时，白泥输送泵的速度

从最小值上升到100%。

当白泥输送泵UE2234/UE2235的速度由控制器

L IC0321控制时，液位调节阀LV0321处于完全打开状

态，开度为100%；相反，控制器LIC032减小液位调节阀

LV0321的开度时，白泥输送泵要保持最低转速运行。

2.7 过滤分离器压差控制

过滤分离器的压差控制器PIDC0395有三种模式：

手动、自动和远程。在自动模式时，压差通过压差控

制器P I D控制调节阀PV0395，操作者根据工况可修改

控制器的设定值；在远程模式时，过滤机液位控制器

LT0309控制其压差设定值，其设定值与过滤机的液位

对应关系如表2。

2.8 液压系统控制

液压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刮刀装置来实现白泥

卸料。液压系统控制分为本地模式“Sevice Mode”和

远程模式“Ru n Mo d e”。当转到本地模式时，通过就

地控制箱CB02控制刮刀动作（见图4），主要是调试、

维护及检修设备时使用。本地控制时，两个电磁换向阀

HS0767和HS0768需保持同时动作，保证两个刮刀的

速度同步。电磁换向阀控制液压杠杆的运动，达到实现

图5  顺控流程

表2  液位与设定值的对应关系

过滤机液位

 /%

<80

82

84

86

88

90

>92

过滤机压差控制

器设定值/kPa

60

68

76

84

92

10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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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不同的工作状态，并在任意位置具有保压作用。当

Z SA0743和Z SA0747同时绿灯时代表到达前限位（即

深刮）位置；当ZSA0744和ZSA0748同时绿灯时代表到

达正常限位（即工作）位置；当ZSA0745和Z SA0749同

时绿灯时代表到达后限位（即后退）位置。

2.9 滤液槽液位控制

白液滤液槽液位控制器LT0391由调节阀LV0391A

或LV0391B控制，其液位控制在设备正常工作和酸洗

操作时所控制的阀门不同。当设备正常工作时，强制关

闭调节阀LV0391B，液位控制器L IC0391控制调节阀

LV0391A，将白液输送到白液槽；当设备进行酸洗时，

强制关闭调节阀LV0391A，液位控制器LIC0391控制调

节阀LV0391B, 将白液输送到稀白液槽。

3  顺控程序

为更好地方便用户操作、提高设备生产效率，发挥

其性能，本系统设计了六个顺控程序，在启动顺控程序

前先把开关“AUTO Swit ch”转换到自动模式，然后

根据现场实际工况分别启动深刮顺控、短吹顺控、长吹

顺控、停吹顺控、斜槽冲洗顺控或酸洗顺控，见图5。各

顺控程序要分别独立运行，避免程序出现混淆不允许两

个顺控程序同时运行。

3.1 深刮顺控

当白泥预挂层的过滤效果下降出现堵塞时表现在

液位的高低上，当液位达到92%后，依靠提高中心轴的

转速已经不能满足设备的工作要求，刮刀将自动进刀执

行深刮程序。深刮顺控步骤共六步依次为：（1）启动液

压电机ME6056M2；（2）刮刀前进到深刮位置；（3）在

深刮位置进行深刮；（4）刮刀后退到工作位置；（5）停

止液压电机ME6056M2；（6）顺控结束。

3.2 短吹顺控

短吹顺控程序运行时间约3～5min。启动条件是：

刮刀进刀次数计数器C01已经达到设定值（具体可根据

现场使用情况确定），同时筒体内液位控制器LT0309

达到设定液位的95%。此时，由反吹口通过分配阀吹入

高压气体，沿着各通道吹落预挂层，同时为保证吹落效

果，主轴转速降为1r/m i n，此时设备仍正常工作。短吹

顺控步骤共十一步依次为：

(1）启动液压电机ME6056M2；

(2）刮刀后退到后退位置；

(3）气吹盘移动到气吹位置ZSA0741；

(4）启动高压水泵UE2176；

(5）开启反吹阀HS0319；

(6）停止高压水泵UE2176并关闭反吹阀HS0319；

(7）气吹盘复位；

(8）启动液压电机ME6056M2；

(9）刮刀前进到工作位置；

(10）停止液压电机ME6056M2，复位刮刀进刀次

数计数器C01；

(11）顺控结束。

3.3 长吹顺控

长吹顺控程序运行时间约16～22m i n，启动条件

是：短吹次数计数器C02已经达到设定值或者由DC S

长吹启动开关“S t a r t/S t o p”启动。此时，停止来料的

供给，主轴转速变为5r/m i n，由反吹口吹入的高压气体

将会通过分配阀，沿着各通道吹落预挂层，然后用高压

水清洗滤袋。长吹顺控步骤共十五步依次为：（1）关闭

喂料阀FV0302；（2）刮刀前进到深刮位置；（3）深刮；

（4）排空苛化乳液；（5）启动液压电机ME6056M2；

（6）刮刀后退到后退位置；（7）气吹盘移动到气吹位置

控制器ZSA0741；（8）打开气体搅拌器控制阀HIC0318

已定开度；（9）开启反吹阀HS0319；（10）启动高压水

泵UE2176和高压冲网水阀HS0315；（11）冲洗；（12）

冲洗结束；（13）刮刀前进到工作位置；（14）停止液

压电机M E6056M2；（15）打开喂料阀，复位计数器

C01、C02顺控结束。顺控结束后DCS画面显示“长吹完

成”。

当苛化工段长时间停机时，停机时运行停吹顺控，

停吹程序与长吹程序基本相同。停吹程序结束后，不启

动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的喂料阀；DCS画面显示“停吹

完成”。

3.4 斜槽冲洗顺控

斜槽冲洗顺控通过斜槽冲洗开关“Star t/S top”

启动，第一步启动高压水泵U E2176和高压冲网水阀

HS0315，第二步冲洗完成关闭高压水泵UE2176和高压

冲网水阀HS0315顺控结束。酸洗顺控较复杂在此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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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顺控图

图6  逻辑图

技术进步Technology

17
Aug., 2019  Vol.40,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4  控制要求及联锁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是否可靠地运行将影响到整

条苛化线系统的正常工作，同时过滤机是压力容器必须

确保压力安全，配备了安全阀并设计了自动控制的安全

联锁。所以为了保证全线设备安全的运行，DCS系统采

用硬冗余设计，选择最强大的AC800M的PM891控制

器。

4.1 压力安全联锁

联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操作中那些可能导致人身

危害、设备损害的情况、解决工艺或设备上比较困难的

控制。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压力P IC0313高于190k P a

时，产生压力安全联锁，该联锁产生下列动作：

(1）关闭喂料阀FV0302；（2）关闭高压冲网水阀

HS0315；（3）关闭刮刀架冲洗阀HS0316；（4）关闭气

体搅拌器冲洗阀HS0317；（5）关闭封头冲洗阀HS0325

和HS0326；（6）关闭白泥稀释水控制阀FV0311；（7）

关闭泥饼洗涤水控制阀FV0304；（8）关闭压力进气阀

PV0313A；（9）打开排气阀PV0313B。

如果压力继续上升到200K Pa，安全阀自动打开排

气。

4.2 液位安全联锁

当白液过滤机高液位开关LSA0746动作或者过滤

机液位控制器LT0309超过上限(HH2=99%)时，停止喂

料阀FV0302和喂料泵并启动延时计时器T1。

当T1（900 s）计时满后，高液位开关L S A0746

仍然动作或者过滤机液位控制器仍然超过上限

(HH2=99%)，关闭下列阀门：(1）关闭高压冲网水阀

HS0315；（2）关闭刮刀架冲洗阀HS0316；（3）关闭气

体搅拌器冲洗阀HS0317；（4）关闭封头冲洗阀HS0325

和HS0326；（6）关闭泥饼洗涤水控制阀FV0304。联锁

条件消失后，T1停止计时并复位。上述阀门必须有操作

人员重新启动。

4.3 逻辑程序

该设备配套的D C S控制系统采用了A B B的

Indus t r i a l IT系统800xA系统，该系统是高集成、高

安全、高性能设计、双冗余高可靠、一体化操作的分布

式控制系统，运行可靠。系统配套提供了DCS系统编程

依据的新型逻辑图和顺控图，大大节省了编写时间和调

试时间，如图6、图7。

5  结束语

白液压力盘式过滤机YPL245是汶瑞机械（山东）

有限公司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机电一体化产品，也是目

前世界上规格最大、产能最高的固液分离设备[6]，其最

大特点是具备白液分离和白泥洗涤双重功能，在印尼某

浆厂已经平稳运行两年，在设计条件下运行的单机产能

不低于8000m3/d白液，白液澄清度不高于20m g/l，关

键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5]。完善的

控制理念和先进的控制方式，有效地提高了自动化控

制水平，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及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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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铁粉、造纸污泥、黏土为原料，制备微电解陶粒填

料。考察新型陶粒填料对造纸废水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

新型陶粒填料对于COD去除率最高可达到92.4%；对于烷烃类

有机物，去除率最高可达88.3%，且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大

幅度减小；通过SEM-EDS对陶粒填料进行表征分析，发现在

经过水处理后的填料表面出现微小的、不规则的裂隙，孔洞

丰富,有利于微生物的附着，更好地进行各类化学反应。

关键词：微电解；填料；孔隙率；造纸废水

Abstract: Using iron powder, paper sludge, and clay as raw 
materials, micro-electrolytic fillers can be prepared.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a new type of ceramic filler on wastewater treatment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type of 
ceramic filler can achieve a COD removal rate of up to 92.4%; for 
alkane organics, the removal rate can reach up to 88.3%, and the 
secondary pollu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process can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SEM-EDS characterization of ceramic 
packing, it’s found that after treatment, there are small and 
irregular cracks appearing on the filler surface. Rich holes on the 
surface is conducive to the attachment of microorganisms, which 
makes it easy to carry out various types of chemical reaction.
Key words: micro electrolysis; filler; porosity;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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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强度30.4N，气孔率13.26%，水处理前后陶粒损耗率

0.0897%。 

实验废水取自陕西省咸阳市某造纸厂制浆造纸二

沉池废水，COD在180～250m g/l之间，将废水加稀硫

酸调节pH值至4.5～5之间待用。

1.2 实验仪器

FW80型高速万能粉碎机；HP-500型数显式推

拉力计；MS P-2S型离子溅射仪；5B-6C(V8)型多参

数水质测定仪等。V EGA3S BH型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Octane Prime型能谱分析仪等。

1.3 实验过程

1.3.1 陶粒制备

将黏土用高速万能粉碎机粉碎后过200目筛待用，

然后将实验配方所需药品用电子天平称量出来放入烧

杯中混合均匀，加入水用玻璃棒搅拌使混合物黏结，通

过人工搓球，将搓出的球放入药机中滚十分钟左右取

出，放入坩埚，覆盖上40目筛筛过的细沙，球体不得超

过坩埚体积的三分之一，随后将坩埚放在万用电炉上，

温度计插入细沙中（温度计不得触到坩埚壁和底部），

打开万用电炉，当温度升至400℃时开始计时，时间持续

30m i n（保持温度在400℃到550℃之间），30m i n后关

万用电炉，将球体和细沙倒出，挑出球体放到表面皿中

放凉待测。

1.3.2 SEM-EDS分析

具有高分辨率，二次电子成像功能，可对有机、无

机、金属、非金属和复合材料等样品表面微区进行形

貌、结构观察和形貌研究，配备的E SDX-射线能谱仪

可对材料进行元素成分分析。

(1）制样

取一组配方焙烧后但未进行水处理、焙烧后进行

过水处理后的陶粒各制一个样，将陶粒掰碎取表面平

整的作为样品，用导电胶黏在样品台上，吹去碎渣使样

品及样品台干净，则制样完成。

(2）SEM操作

调节纳米样品台控制找到试样，点MAG调焦，点

WD对焦，调到适合的MAG，对焦，调亮度，合适的话

调扫描速度，拍照，保存。

(3）EDS操作

进行SEM操作找到要做能谱的图，点面扫描成像

研究开发  R & D

微电解法又称为内电解法或零价铁法，具有应用

广泛、工艺便捷、效果出色等特点[1,2]。对于高浓度、高

色度和高盐度的工业废水，微电解技术对于废水的处

理效果优于其它方法[3,4]。而近些年来，铁炭微电解工艺

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吴锦利和李飞飞[5,6]采用

铁炭微电解法对废水进行处理，发现CODCr去除率达到

70%左右。张默贺和赖波等[7,8]采用铁炭微电解法对废

水进行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处理效果。目前来说，受

制于铁炭微电解工艺自身的问题，如存在填料板结、填

料补充困难等问题，限制了该技术在废水处理工程中的

应用。

本文从影响微电解填料的板结难题出发，开发新

型微电解填料，并将其运用到对造纸废水的处理研究

上，为微电解工艺应用于造纸废水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及技术支持。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

药品：还原铁粉、羧甲基纤维素钠，分析纯（AR），

天津市天力化学药剂有限公司；活性炭（呈粉状），分析

纯（AR），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药剂有限公司；硫酸铵、

浓硫酸，分析纯（AR），天津市致远化学药剂有限公

司；氢氧化钠、PAM，分析纯（AR），天津北海药品有

限公司;

黏土基铁炭陶粒填料总填料为50g，采用铁炭比为

4∶1，助剂淀粉占总填料比例为2%（质量分数），黏土占

总填料比例为50%（质量分数），硫酸铵占总填料比例

为1%（质量分数）的配方进行制作。其基本物理参数压

图1  填料随时间运行COD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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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然后调输入计数率至1300～1800，点采集面分布

（预览后改变元素），选择可能有的元素后确认，然后

开始采集，采集完成后点完成。

完成后点报告，报告出来点Print，选择Cute PDF 

Writer文件夹，备注报告名，保存。

找到谱图，点Send to project，Send to folder，

再点击打印谱图，保存至Cute PDF Writer文件夹。

点分析的话，点点分析，调输入计数率，点采谱，不

用选金元素，保存同面扫描。

2  结果与讨论

2.1 填料加入后废水COD去除率的变化

选取3g左右陶粒填料为试样，做时间长度分别为

30m i n、50m i n、70m i n、90m i n、110m i n的废水处理

实验，每一次取100m l废水，取其上清液作为测其COD

的水样。分析陶粒填料以时间为变量对COD去除率的

表1  未经水处理填料主要元素种类和含量

元素

C K

O K

Al K

Si K

K K

Ca K

Tb L

Fe K

原子

/%

27.34

40.13

4.12

13.63

0.72

1.38

0.75

11.91

重量

/%

14.08

27.52

4.77

16.41

1.21

2.38

5.13

28.51

净强度

18.67

122.21

73.38

306.55

23.49

41.71

23.91

275.76

净强度误差 

/%

1.22

0.43

0.68

0.31

2.92

1.86

2.28

0.33

图2  填料处理废水前后SEM图

图3  未经水处理填料的EDS图像  

图4  经水处理后填料的EDS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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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废水的处

理效率开始逐渐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状态，处理效果

较为理想。加PAM后COD去除率与不加PAM后COD

去除率均在一开始表现出了较高的COD去除率，随着

时间增长，两者COD去除率趋于一致。

2 . 2 微电解陶粒填料烘焙前、烘焙后、处理废水后的

SEM图

图2是微电解填料焙烧前、后以

及处理废水后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像，分别为陶粒填料的全貌图以及放

大倍数为1000倍、2000倍、5000倍的

SEM图像。

对比烧后未处理水、烧后处理水

二组共8张图片，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明

显差异。但可以看出：烧后填料表面

有针状和片状物质，使得微生物能够

很好地进入其中并附着在骨架和空隙

间，更好地进行各类化学反应。

表2  经水处理后填料主要元素种类和含量

元素

C K

O K

Al K

Si K

K K

Ca K

Tb L

Fe K

原子

/%

20.58

50.38

3.83

12.59

0.51

0.77

0.6

10.74

重量

/%

10.96

35.37

4.58

15.67

0.89

1.37

4.24

26.58

净强度

13.3

167.1

64.1

267.6

15.6

21.8

17.9

232.5

净强度误差 

/%

0.01

0

0.01

0

0.05

0.03

0.03

0

表3  废水沉淀物EDS元素

元素

C K

O K

Na K

Al K  

Si K

K K

Sb L

Ca K

Fe K

原子

/%

20.74

55.82

0.51

1.88

3.07

0.07

0.54

16.72

0.46

重量

/%

12.01

43.06

0.56

2.45

4.16

0.12

3.16

32.31

1.23

误差 

%

8.29

9.89

13.65

6.28

4.76

14.08

6.19

1.17

5.58

净强度

24.52

83.75

3.08

37.54

78.88

2.45

21.94

493.52

9.50

净强度

误差/%

0.95

0.48

5.59

0.96

0.64

13.87

4.71

0.20

3.89

Z

1.0948

1.0544

0.9642

0.9476

0.9699

0.9050

0.7084

0.9226

0.8291

A

0.3362

0.1288

0.2512

0.5391

0.6543

0.9623

1.1351

0.9846

0.9644

K比率

0.0443

0.0585

0.0014

0.0126

0.0267

0.0012

0.0254

0.2940

0.0098

R

0.9337

0.9564

0.9841

1.0000

1.0073

1.0390

1.2511

1.0445

1.0715

F

1.0010

1.0004

1.0033

1.0097

1.0127

1.1394

0.9989

1.0015

1.0000

图5   废水沉淀物能谱图

对比图2可以看出，由微电解陶粒处理废水后的的

外观图可知，新型铁炭微电解材料在处理废水前局部粗

糙不大，而在处理废水后填料变得粗糙，填料表面无大

平面，出现掉渣现象，这是因为在电化学反应过程中，

填料组分发生了流失。

2.3 微电解陶粒填料各个阶段的能谱（EDS）分析

2.3.1 填料的EDS图像及分析

从图3和图4中可以发现，Fe、O、C、Al和Si元素为

填料的主要成分。而Al、Si和O来源自黏土里的矿物质，

其它微量元素如K在处理废水后，含量由1.21%下降到

了0.89%,C a元素在处理废水后，含量由2.38%下降到

了1.37%。由表1、表2可知，铁和碳重量的百分数接近

2.5∶1，而填料制备原料中加入的铁炭重量比是4∶1，因

而铁炭比期望与实际的不吻合，原因是陶粒样品表面不

平整，陶粒制备时原料没有混合均匀。其次填料中的O

元素在处理废水后的含量由27.52%上升到了35.73%。

主要是在处理废水后使得废水的COD降低，使得废水

的残留的氧元素增多。实验结论表明：通过陶粒进行了

电化学反应后，使得陶粒填料中的其他组分流失快，使

得内部结构松散，从而降低了废水的COD。

2.3.2 废水沉淀物EDS分析

由图5和表3可以看出废水沉淀物中含Fe、C、O、

Ca、S i等元素，O含量最高，Si次之。O含量最高的原因

是废水沉淀物中本身含水量高，且样品是用废水沉淀

物的水溶液自然风干而制成的。通过对填料在不同时期

的SEM-EDS扫描分析，结果表明：经过长时间的废水

处理后，填料中的一些元素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损失

量与废水浓度、处理废水时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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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雨知,高嘉聪,隋振英,等.微电解技术在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进

展[J].化工环保,2017,37(2):136-140.

[3]Wang Y, Feng M, Liu Y. Treatment of dye wastewater by 

continuous tron-carbon microelectrolysis[J].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16,33(5):333-340.

[4]Kuang J C. Effect of adding rare earths into iron-carbon micro 

electrolysis process on degradation of dyeing wastewater[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4,1021(2):25.

[5]吴锦利.铁炭微电解预处理聚酯树脂废水的试验研究[J].环境科学

与管理,2011,36(1):75-78+99.

[6]李飞飞,李小明,曾光明.铁炭微电解深度处理焦化废水的研究[J].工

业用水与废水,2010,41(1):46-49.

[7]张默贺,叶正芳,赵泉林,等.铁碳微电解预处理TNT红水[J].环境工程

学报,2012,6(9):3115-3120.

[8]赖波,周岳溪,王志刚.铁炭微电解对ABS树脂生产废水中典型特征

污染物的降解[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3,39(1):137-142.

3  结论

以还原铁粉、活性炭和黏土为原料，采用高温烧制

制备微电解填料，用二沉池造纸废水为研究对象，研究

废水处理后COD去除效果，得出填料处理废水后的废

水经调节pH值至7～9，加絮凝剂PAM后的COD去除率

比不经处理的废水高，且去除率随废水处理时间的增

加而减小。

通过对填料在不同时期的SEM-ED S扫描分析，

结果表明：经过长时间的废水处理后，填料中的一些元

素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损失量与废水浓度、处理废水

时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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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登为太阳纸业老挝再生纤维浆板线提供的

年产量40万吨制浆设备顺利投产

研究开发 R & D

本刊讯（凯登 消息) 2019年5月10日，凯登公司为太阳纸业老挝再生纤维浆板线提供的年产量

40万吨制浆设备顺利投产。该项目是太阳纸业在老挝基地投资的第一条以进口美废为原料的再生

纤维浆板机生产线，对世界废纸浆板市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制浆线设备选择与技术上先进成熟可靠的凯登公司合作，浆板机选择国内知名的浆板机厂家

合作，幅宽4.8米，年产能40万吨。

进口废纸2020年归零预期的政策，给国内纸厂原料紧缺问题带来诸多挑战。美废较国废相比

质量好、纤维强度相对高、价格低。太阳纸业主动采取“走出去”战略，该项目主要以进口美废等作

为优质原料，建设40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以浆板形式运回国内作为生产箱纸板原材料。太

阳老挝布局凸显成本优势，开启海外低成本废纸系扩张。预计邹城基地未来大部分原材料能够得

以解决，对国废的消耗量将大幅下降。

凯登公司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韦斯特福德市，制浆产品线和服务遍及北美、南美、欧洲和

亚洲。太阳纸业计划2020年年产40万吨的再生纤维浆板机生产线，再次选择凯登公司的制浆设

备，以突破制约中国造纸业发展的国内废纸原料紧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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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竹纸、宣纸、字典纸和新闻纸共4种文献用纸暴露

在含有乙酸气体的容器中，测定不同暴露时间下纸样的D65亮

度、耐折度、抗张指数和pH值等参数，分析乙酸对纸张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除D65亮度变化不明显外，4种纸张的理化

性能均有所降低。乙酸的存在会显著降低纸质文献的耐久性

和保存寿命。

关键词：乙酸；纸质文献；耐久性；保存寿命

Abstract: Four types of paper (bamboo paper, Xuan paper, bible 
paper and newsprint) were exposed in a container filled with acetic 
acid gas. The determination of D65 brightness, folding endurance, 
tensile index and pH value for the paper sample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cetic acid on paper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intervals of exposure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four types of paper decreased except D65 
brightness. So the presence of acetic acid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urability and preservation life of paper literature.
Key words: acetic acid; paper literature; durability; preservati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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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纸质文献的保存寿命不仅受到外界环

境的影响，也受到自身降解产物的影响。而室内污染物

对纸张的负面效应，正越来越多地引起档案馆和图书

馆研究人员的注意。由于纸张会发生自身降解反应，而

反应中产生的挥发性物质[1]会在纸张间形成，并部分地

进入到书库环境中，因此在混合存储的条件下，那些质

量较差的纸张的挥发物，例如有机酸和挥发性有机过氧

化物可能会对质量较好的纸张产生横向污染，使其受到

损害[2，3]。

乙酸是一种纸张降解的化学标记物，是纤维素和

其他木多糖（例如半纤维素等）的降解产物之一[4]。这

类有机酸对纸张中纤维素的降解具有酸催化加速作用
[5]，是一种对研究文献保存保护化学不稳定性有用的潜

在标记物，其机理是在酸的存在下，糖苷键会断裂，纤

维素聚合度下降，还原能力提高，最终导致纤维的机械

强度下降。如果酸水解使得纤维变为粉末时，纸张会完

全失去机械强度[6]。这种情况对于纸质文献而言无疑是

灾难性的，会导致纸张在失去机械强度的同时，其保存

的文化遗产信息也会随之消亡。

本实验将几种文献用纸暴露于含有乙酸气体的密

闭容器中，考察在高浓度目标物存在下，不同暴露时间

下纸张的变化情况和降解规律，从而探究乙酸对纸质

文献可能产生的影响，最终用物理化学指标进行衡量，

目的在于对文献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并提出更好的藏

品保存保护规划。

1  材料与方法

1.1 纸样的来源

由于纸质文献一般包括以手工纸为载体的古籍善

本和近现代机制纸为载体的印刷品等，因此选取纸样

的原则是包含两类纸：手工纸和机制纸。考察4种不同

的文献用纸，分别为竹纸、宣纸、字典纸和新闻纸，竹

纸和宣纸是古籍的常用纸张，也是目前文献修复中常用

的手工纸；字典纸和新闻纸是现代印刷书籍和报纸的

载体，应用也较为广泛。4种纸张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纸样信息见表1。

1.2 仪器设备

表1  4种纸样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类别

品牌

产地

原料

漂白情况

定量/(g/m2)

宣纸

手工纸

千年古宣

安徽泾县

青檀皮、沙田稻草田

日光漂白

27.0

竹纸

手工纸

-

浙江奉化

竹浆

未漂白

18.7

字典纸

机制纸

凤生

四川犍为

木浆

化学漂白

41.1

新闻纸

机制纸

华泰

山东东营

木浆

未漂白

47.1

Datacolor ELREPHO白度仪，美国Datacolor公

司；TMI卧式抗张强度测试仪，美国TMI公司；MIT耐

折度仪，美国Tin iu s Ol s en公司；PP-15-P11酸碱度

计，德国Sartor ius公司；帕恩特超纯水机：北京湘顺源

科技有限公司；ME 614-S电子天平：德国Sartorius公

司。

1.3 反应过程

(1）纸样预处理：4种纸样分别裁成60张22c m× 

22c m的正方形，每种抽出10张合在一起为一组，共分

为6组，分别对应在乙酸中的暴露时间0d、10d、21d、

33d、40d和50d。

(2）纸张与乙酸反应：将100m l乙酸注入小烧杯

中，置于大型玻璃干燥器底部。将5组纸样平放入干燥

器中，每组纸样之间用多孔隔离板支撑，放入温湿度

计，用凡士林涂抹干燥器进行密封。另一组纸样为0d暴

露的空白样。

(3）在反应时间为10d、21d、33d、40d和50d时分

别从干燥器中取出一组样品，得到乙酸气体中不同暴露

时间的纸样。

(4）每组纸样拿出后都放入暗室隔离保存。待所有

样品完成反应后，同时进行纸张性能的测定，在测定前

纸样均按照GB/T 10739-2002《纸、纸板和纸浆试样

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进行处理。

需要注意，试验中对温湿度没有进行特殊控制，但

是也进行了记录，基本保持在相对湿度55%～60%，温

度23～25℃。

1.4 纸张性能测定

分别测定每种纸样在不同暴露时间下的D65亮

度、耐折度、抗张指数和pH值。各性能参数测定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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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依据GB/T 7974-2013《纸、纸板和纸浆蓝光漫反

射因数D65亮度的测定》、GB/T 457-2008《纸和纸板

耐折度的测定》、GB/T 12914-2008《纸和纸板抗张

强度的测定》和GB/T 1545-2008《纸、纸板和纸浆水

抽提液酸度或碱度的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纸张的D65亮度

纸张的D65亮度有时会作为纸张老化程度判断的

参数，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纸张的耐老化能力。一般而

言，纸张老化后D65亮度会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一些纸

张的变化不明显。对所有纸样的D65亮度值进行测定，

结果见图1。

由图1可见，4种纸张暴露在乙酸中，D65亮度表现

出不同趋势。字典纸和新闻纸的D65亮度在50天时间里

缓慢降低，降低幅度不大；竹纸和宣纸的D65亮度随暴

露时间的增加并没有明显降低趋势，反而略微有所升

高。说明在乙酸气体存在下，纸张的酸化老化过程中，

其表面没有产生使亮度明显降低的产物，且乙酸本身无

色透明，较低浓度的乙酸附着在纸张表面也不会产生明

显的颜色变化。机制纸由于制作工艺导致纸张纤维分布

比较均匀，因此老化后亮度略有下降是正常的，而手工

纸由于纸张纤维分布不均匀，且纸样表面有些亮度较低

的杂质有可能与酸发生反应，从而导致亮度反而略有

升高。然而，理论上在酸性条件下纸张的强度性能应该

是有所下降的，因此，纸张的耐久性不能单一依靠D65

亮度进行评价，还需综合考虑其他指标。

2.2 纸张的耐折度

耐折度主要受到纤维长度、纤维柔软性、纤维结合

力、纤维本身的强度和纸张含水量等的影响[7]。耐折度

是衡量纸张机械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进行耐折度

测定时，4种纸样表现出的耐折能力不尽相同，同样的

拉力下，纸张耐折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竹纸、字典纸、新

闻纸、宣纸。为了使得试验中测定的所有纸样耐折次数

均能满足标准中规定的数值（10～10000次），我们对4

种纸张使用了不同的拉力，分别为竹纸5N、宣纸2N、

新闻纸3N、字典纸4N。试验中的所有纸样测定时都在

纵横向分别测定10个数据，最终耐折度用纵横向耐折度

的平均值进行表征，以更好地表现纸样的整体性能，结

果见图2。

由图2可见，4种纸样暴露在乙酸气体环境中，其

耐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降低的趋势一致。竹

纸、宣纸、字典纸和新闻纸的耐折度分别下降了19.6%、

12.8%、26.5%和11.7%。由此可以看出，乙酸对纸张的

耐折度影响很大，字典纸的耐折度甚至在50天内下降

超过四分之一。说明在乙酸气体存在的化学处理环境

中，纸张的纤维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因纤维素的降

解不可避免地直接导致纸张耐久性降低，所以在库房

环境中，纸质藏品的耐折度同样会产生明显降低，最终

导致在翻阅文献时，产生因纸页脆化而断裂的现象。

2.3 纸张的抗张指数

纸张抵抗外力拉伸的能力一般称为抗张强度。抗

张试验仪上测得的数值称为绝对抗张强度[8]。一般而

图1  纸张的D65亮度随暴露时间的变化

图2  纸张的耐折度随暴露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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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定量高的纸张抗张强度一般会高于定量低的纸张，

试验中为消除定量的影响，采用了抗张指数作为纸张

抗张强度的指标。试验中的所有纸样测定时都在纵横

向分别测定10个数据，求得纵横向平均抗张指数，以便

更好地反映纸张的整体性能。4种纸张的抗张指数随暴

露时间变化的情况见图3。

由图3可见，试验中4种纸样的抗张指数都有所下

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字典纸，50d暴露时间下降了约

20%。新闻纸下降的最少，约为6.3%。可见作为衡量纸

张物理强度的一项重要指标，4种纸张经过乙酸气体处

理后的抗张指数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文献保存

环境下纤维素的降解，导致纸张纤维更容易在拉力作用

下断裂。同时还可以看到，抗张指数下降的程度没有耐

折度明显。这也进一步说明，虽然乙酸处理的纸张的物

理强度有所下降，但是各个指标的下降趋势和特点不完

全相同。

2.4 纸张的pH值

纸张的pH值是衡量纸张耐久性的重要化学指标，

纸张老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酸碱度的降低。酸性条

件下的纸张更容易发生水解和氧化反应[9]，pH值越低

的纸张寿命越短，因此，酸化是纸质文献最严重的危害

现象之一[10]。一般而言，现代手工纸酸碱度为中性者居

多，部分呈弱碱性，普通机制纸为中碱性者居多，而耐

久性好的纸张一般都为弱碱性。这是因为其中的碱性

物质可以中和纸张本身及环境中产生的酸，达到缓冲的

目的。试验采用对纸张水抽提液测定pH值的方法，对4

种纸样进行测定，结果见图4。

由图4可知，4种纸样在乙酸中暴露后，pH值均有

所下降，且所有纸样在反应后均呈现酸性。这说明在乙

酸气体存在下，不论是中性纸张还是碱性纸张，都会以

较快的速度变为酸性纸张。这主要还是由于纸张具有

多孔性结构，可以吸附气体的物质，尤其是湿度较大的

情况下吸附酸性气体的情况更加明显。而吸附乙酸后，

分子级别下的纤维素水解加剧而促进了宏观状态下纸

张的进一步酸化。从图4中可以看到，宣纸和字典纸的

pH值都降低了1.8左右，下降明显。降幅较小的竹纸和

新闻纸，pH值也降低了1.0。这可能是因为两方面原因，

图3  纸张的抗张指数随暴露时间的变化

图4  纸张的pH值随暴露时间的变化

一是在55%～60%的相对湿度下，乙酸会在纸张内部和

表面吸附，从而直接降低纸样pH值，二是由于乙酸的

存在加速了纤维素的酸性水解反应，并生成酸性产物，

这也会导致纸样的pH值降低。需要注意的是，竹纸虽

然pH值下降不多，但最终pH值是5.3，仍然属于酸化较

为严重的情况。

3  试验结论及纸质文献保护措施

通过测定4种纸样在乙酸环境中暴露后的理化性

能，得到了如下结论：（1）乙酸对纸张有较强的破坏作

用，随着纸张暴露在乙酸中时间的增加，4种纸张的耐

折度、抗张指数和pH值均有下降，且耐折度和pH值下

降非常明显，说明酸对纸质文献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会导致纸张的耐久性降低，保存寿命缩短。（2）手工纸

和机制纸虽然生产工艺不同，但是经过乙酸处理后，其

各项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乙酸对各类纸质

研究开发 R & D

27
Aug., 2019  Vol.40,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文献中纸张纤维的影响是相同的。（3）D65亮度的下降

不能作为衡量纸张耐久性的唯一标准。试验中纸张的

物理强度和pH值均有降低，只有D65亮度变化不明显，

有些纸张的亮度还有所上升，说明D65亮度不能完全表

征纸张的保存状况，需要与其他理化性能指标进行综

合分析。

综上可见，乙酸的存在对纸张的老化具有显著的

加速作用，是文献保护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若

要增强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献的耐久性，使此类文化遗

产得以长久保存，必须尽可能地去除环境中的乙酸、减

少酸性挥发物质的产生。采取措施如下：

3 .1 尽量避免储存环境中的乙酸等酸性气体聚集，应

对存放文献的库房进行定期通风或采用空调系统对气

体过滤、吸附等，同时应定期对环境中的酸浓度进行监

测，防止其浓度过高而造成文献的酸化老化。

3 . 2 应使用中碱性装具包裹纸质文献，尤其是已经酸

化的纸质文献。例如在对古籍进行保护时，使用的档案

盒和函套等应满足无酸、具有一定的碱储量的要求[11]。

如果装具本身材质无法做到具有一定的碱储量（如木

函使用的木材大多为弱酸性），则应在纸质文献和装具

之间放入碱性耐久性纸张等作为缓冲，让其中的碱性物

质起到中和环境中产生的乙酸等酸性物质的作用，以增

强文献抵御酸性物质的能力。

3 . 3 对纸质文献库房的温湿度调控应遵循一定的原

则，例如《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中规定，对于善

本书库环境温度应控制在16～20℃，相对湿度50%～

60%[12]。保持恒温恒湿的环境条件对纸张耐久性具有积

极作用。尤其是温度，不宜过高，这样能够降低纸张的

降解反应速率，延缓纸张老化，进而减少文献本身和装

具中的乙酸等挥发性产物。同时湿度也不应超过限值，

否则会形成潮湿的环境，加速纸张中纤维素的酸性降

解。

3 . 4 对已经酸化的纸质文献，视其酸化程度和保存状

态，应进行必要的分类，最好可以单独存储，条件允许

的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脱酸方法，进行适当的脱酸

处理[13]，同时脱酸过程应遵循安全、及早干预、脱酸效

果较优和价格合理的原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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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IC P-M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法测试卷

烟纸锌含量，通过数学建模并运用不确定度评定的基本方法

和程序，分析了卷烟纸锌含量测量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按

照JJF1059-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1]的规定进行评

定，最终计算出卷烟纸锌含量的不确定度，为系统分析检测

结果的准确程度和可靠性研究提供参考，使检测结果更具客

观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卷烟纸；锌含量；不确定度评定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zinc in cigarette paper was determined 
by ICP-MS method, and the sources of uncertainty was identified 
and uncertainty was evaluated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 
establishment, basic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JJF1059-2012 Uncer tainty Evaluat ion and Determinat ion 
Standard , the uncertainty of zinc content in cigarette paper was 
calculated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and make the results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Key words: cigarette paper; zinc content; uncertain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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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确定度的来源及分类

序号

1

2

3

4

测量不确定度

评定分类

B类

B类

B类

A类

测量不确定度

来源

试样制备过程

标准物质

工作曲线拟合

测量重复性

测量不确定度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发展目前不确

定度已在很多领域广泛应用，如：建立国家计量基准、

标准及国际比对；科学研究及工程领域的测量；计量认

证、计量确认、质量认证以及实验室认可；测量仪器的

校准和检定；生产过程的质量保证以及产品检验测试

及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监测及资源测

量等。经过50多年的积累人们对不确定度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并制定了相关评定规范如：JJF1059-2012《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和CNAS-CL10：2018《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

明》等。本文依据上述技术规范，结合运用现代数理统

计方法评定了ICP-MS法测试卷烟纸中锌含量的不确

定度，并确定其主要来源，以期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设备与材料

30g/m2 50CU卷烟纸；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美国赛默飞公司）；CEM-Ma r s5型微波消解仪（美

国CEM公司）；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一

级水（电导率0.05μS/c m，电阻率18.2MΩ.c m）；锌

元素标准溶液1000m g/l（中国计量研究院标准物质中

心）；调谐液（美国THEMO FISHER公司提供，含Li、

C o、I n、U等元素）10p p b；内标溶液（含钪、锗、铟、

铋、钇）1000p p b（中国计量研究院标准物质中心）；

浓硝酸（浓度65%，Me r k，GR）；双氧水（浓度30%，

Merk，GR）。

1.2 测试过程

随机抽取样品，裁成5mm×5mm的碎屑，准确称

取0.2g碎屑试样，准至0.0001g，置于消解罐中。待消解

完成后，冷却至常温，中速滤纸过滤，定容至50m l容量

瓶，上机测试，同时做出试剂空白。

1.3 测试流程示意图（见图1）

1.4 数学模型

根据ICP-MS法测试卷烟纸中锌含量的测量原理

和过程建立以下数学模型：

x=[(c-c 0)×V]/(m×1000)                 (1)

锌虽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但却不是攫入越

多越好。研究表明，人体攫入过多的锌可致中毒。急性

锌中毒，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慢性锌中毒可有贫血等

症状；动物实验发现锌可致肝、肾功能及免疫力受损。

欧盟有害物质清单中对食品及食品接触材料中的锌进

行了限量，同时国外烟草生产商对卷烟纸中锌含量提出

了限量标准（≤25mg/k g），并要求其材料供应商提供

相关检测数据。但目前国内并没有卷烟纸中锌含量检测

的标准方法，我公司经过对卷烟纸中锌含量检测方法

的研究、开发和验证，研究了一套ICP-MS（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法对卷烟纸中锌含量进行检测和监

控。在向菲莫国际、日烟国际等全球卷烟材料客户提供

卷烟纸相关产品时，同时提供了锌含量检测相关报告，

并且检测数据在国际上得到了好评和认可。为了长期稳

定地对卷烟纸中锌含量进行有效监测以及保障直接客

户和间接客户的有效权益，找到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来

源并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和表征。无论对

我公司质量检测部门优化产品标准还是提高行业整体

检测水平都有所裨益。

1963年，美国标准技术研究学院(N I S T)首次提出

图1  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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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待测样品中锌元素的含量，mg/kg；

c—消化液中锌元素的浓度，μg/l；

c 0—试剂空白溶液中锌元素浓度，ug/l；

V—消解液的体积，ml；

m—待测样品的质量，g。

以上数学模型是ICP-MS法测试卷烟纸中锌含量

的理论公式，它未考虑测试过程中各种随机因素（人、

机、料、法、环、测）对检测结果的干扰。在评定不确定

度时，应考虑各种随机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为了优

化数学模型，引进一个代表随机因素的系数（设定值等

于1，不影响实际计算结果），这样就可以将各种随机因

素考虑进来，在不确定度评定时就不会忽略各种随机

因素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完整的数学模型如式（2）。

                       (2)

式中:frep—随机因素的系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和分析

ICP-MS法测试卷烟纸锌含量测试主要步骤：样

品前处理（样品制作，称重，消解，过滤，定容），仪器分

析测量等。从数学模型和测试步骤可以看出，ICP-MS

法测试卷烟纸锌含量结果的不确定

度主要来源有：样品前处理的不确定

度分量；所使用标准物质带来的不确

定度分量；通过标准工作曲线得到的

拟合值（锌浓度c）导致的不确定度分

量；随机因素（通过测量重复性计算）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等。具体列于表

1中。

2.2 不确定度的计算及评定

为便于计算，本文采用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进行计算。

2.2.1 A类标准不确定度

A类评定的数据来源是重复性

试验的观察列，然后求算样本标准

差、标准不确定度。采用的公式是贝

塞尔公式。测量重复性的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评定方法：取同一种卷烟纸，

对这同一样品进行10次重复性测量，

计算标准偏差（SD）和相对标准偏差

(RSD)，计算方法如式（3）和式（4）。

              

        (3)

在样品检测时，以2次检测的平

均值为报告值，并以卷烟纸中锌含量

平均值的相对标准偏差作为测量重复

表2  测量重复性的不确定度

项目

锌含量x- 

标准偏差μ(x) 

重复性相对不确定度μrel(f rep)

0.275

0.010

平行测量次数/n

2

19.5

1

19.4 18.9

3

19.3

4

19.6

6

19.1

7

18.8

8

19.2

95

19.5

10

19.0

表3  容量瓶不确定度

±0.10

0.10/ =4.1×10-2

2.1×10-4

±5

50×2.1×10-4×5/  

=3.1×10-2

0.0010

50ml容量瓶项目

20℃时允许误差/ml

K值（三角分布）

体积标准不确定度/ml

水的膨胀系数/℃-1

实验室温度变化/℃

K值（均匀分布）

与校正时温度不同引

起的标准不确定度/ml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100ml容量瓶

±0.20

0.20/ =8.2×10-2

2.1×10-4

±5

 

100×2.1×10-4×5/

=4.8×10-2

0.0010

表4  分度吸量管不确定度

±0.008

0.008/ =0.0033

2.1×10-4

±5

 

1.0×2.1×10-4×5/

=6.1×10-4ml

0.0034

1.0ml分度吸量管项目

20℃时允许误差/ml

K值（三角分布）

体积标准不确定度/ml

水的膨胀系数/℃-1

实验室温度变化/℃

K值（均匀分布）

与校正时温度不同引

起的标准不确定度/ml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5.0ml分度吸量管

±0.025

0.025/ =0.010

2.1×10-4

±5

 

5.0×2.1×10-4×5/

=3.1×10-3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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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不确定度，如式（4）所示：

                                       

           ( 4 )

ICP-MS法测试卷烟纸中锌含量重复性测量（随

机因素）不确定度评定结果列于表2。

此分量已经合并研究了各种随机因素，例如人员、

原料、方法、样品、环境影响等随机因素。在后续不确

定度分量计算时就无需重复考虑各种随机因素。

2.2.2 B类标准不确定度

B类评定的数据不是由重复测量得出，而是由相关

资料或信息给出，如：容量瓶、天平、分度吸管等的最大

校准允差是由其校准证书直接给出。

(1）测试过程中使用的玻璃器皿的不确定度（见表

3、表4）。

(2）样品制备过程中的不确定度

取样：本实验准确称取混匀试样，可忽略。

测试样品质量m的不确定度：校准证书给出此天

平的最大允差为±0.5m g，其分布为均匀分布，因此包

含因子k= ，标准不确定度u(m)=0.5/ =0.29mg。

样品的称量质量为0.2000g，进行了2次称量（样品盘1

次+样品1次），因此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rel(m)= =0.0021               (5)

试样消解处理导致的不确定度：由于样品消解

处理过程可能会导致样品中锌元素的污染、损失等，

将使试样中待测元素不能全部转移到到测试液中，经

加标回收率试验，得出样品的加标回收率为92.9％～

106.0％，以规范JJ F1059中规定的方法对样品进行加

标回收率的不确定度计算，计算公式如式（6）：

                     (6)

消解液定容的不确定度：样品消解液定容至

50m l容量瓶中，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 r e l (V 定)＝

urel(V50)=0.0010

从上述过程可知，样品制备过程引入的不确定

度：

  (7)

(3）标准物质的不确定度

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标准溶液，1000mg/l，扩展

不确定度为0.7%（k=2）,因此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el(ρ)=0.7%/2=0.35%                  (8)

标准溶液在稀释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度：

稀释过程：用1m l分度吸管吸取1000m g/l标液

1m l到100m l的容量瓶中，稀释至标准刻度，配制成

10m g/l一级储备液；再用1m l分度吸管移取1m l的

10m g/l溶液至100m l容量瓶中，稀释至标准刻度，配

制成0.1m g/l二级储备液；用5m l分度吸管分别吸取二

级储备液2.5m l、5.0m l，再用1m l分度吸管分别吸取

0.1m l、0.25m l、0.5m l、1.0m l的一级储备液，分别转

移至50ml容量瓶中，定容。

由上述稀释过程可知，标准物质引入的相对不确

定度为： 

× × × ×        

                                      (9)

表6  锌标准曲线拟合实验数据

y=1121.46c+10.56

10.56

5620.39

11039.20

23480.27

55718.63

113125.20

224256.2

计数值（3次平均）

锌

标准溶液

浓度c 0i

0.000

5.000

10.000

20.000

50.000

100.00

200.00

直线方程

各标准液浓度测定

值ci(3次平均）

锌

0.000

4.940

9.708

20.655

49.890

100.230

199.560

表5  试样消解的不确定度

项目

b-

b+

μrel(rec)

锌

7.1%

6.0%

0.038

研究开发  R & D

32
第40卷第16期 2019年8月



(4）标准工作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ICP-MS法测试卷烟纸锌含量使用标准工作曲线

的浓度水平为7，（标准曲线绘制过程：每个浓度水平用

ICP-MS法重复测量3次，得到相应的信号值取其平均

值，用最小二乘法对信号值和对应的浓度进行线性拟

合，得到线性方程）结果见表6。

线性方程y＝bx+a（b为斜率，a为截距）根据表6

数据得到拟合曲线，对样品中锌浓度进行测试，由标准

曲线线性方程计算得出待测样品的锌浓度c（μg/l），

则浓度c（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10)

回归曲线残差：  

                  (11)

式中：m＝n×重复次数(n为标准系列水平数，重复

3次)；

p＝2为样品的测定次数；

n＝7为工作曲线点数；

c—样品锌元素浓度的平均值（ppb）；

c—0—锌标准系列各水平浓度的平均值（ppb）；

c 0i—锌标准系列各水平浓度值（ppb）；

c i—锌标准液浓度测定值（ppb）；

yi为锌标准液的信号值的实测值。

[收稿日期:2019-02-20]

表8  相对标准不确定分量

不确定度

分量

μrel(rep)

μrel(pre)

μrel(C)

μrel(sta)

评定类别

A类

B类

B类

B类

不确定度

来源

测量重复性

试样前处理

曲线拟合

标准物质

μrel

0.010

0.038

0.0022

0.0099

表7  标准曲线拟合的不确定度

77.602

c元素

锌

Sy

419.96

μ(C)

0.170 0.0022

μrel(C)

相对不确定度urel(c)＝u(c)/c，计算结果见表7。

试剂空白c 0：本实验所用试剂为GR(优级纯)，因此

对空白所致的微小变化可忽略不计。

2.3 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分项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计算结果列于表

8中。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公式如式（12）。

                                     (12)

从表8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卷烟纸锌含量测量

不确定度主要由试样前处理过程引入。

2.4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和表示

卷烟纸锌含量X，则标准不确定度为：u(X)=u (x)

r e lX，选包含因子k=2，则在95%置信区间内，锌含量的

扩展不确定度为U（X）=2u(X)。

由 实 验 数 据 计 算 测 试 样 品 的 锌 含 量 ：

X=19.4m g/k g，故其扩展不确定度为：U（X）=2 

X=2×0.041×19.4=1.6mg/kg。

2.5 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锌含量X=（19.4±1.6）mg/k g，其扩展不确定度

U（X）=1.6mg/kg（k=2）。

3  结论

本文依据技术规范：JJ F1059-2012《测量不确定

度评定与表示》和CNAS-CL10：2018《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中的

规定，结合运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评定了ICP-MS法测

试卷烟纸中锌含量的不确定度，并确定其主要来源。发

现其主要来源于试样前处理过程。因此规范试样前处

理的操作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升ICP-MS法测试卷烟纸

锌含量的测试水平并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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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热水及盐酸分级萃取的方式处理样

品,加碘显色剂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试卷烟用纸

中淀粉含量。该方法测试精密度小于5%，回收率为

95.4%～103.5%，检出限为0.03%,方法操作简单、分

析速度快、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可靠, 适用于卷烟用

纸中淀粉含量的测试。

关键词：分光光度法；卷烟用纸；淀粉含量

Abstract: The samples were treated with hot water and 
hydrochloric acid fractionated extraction. The content 
of starch in cigarette paper was measured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er after adding iodine reagent. The 
precision of the method is less than 5%, the recovery is 
95.4%~103.5%,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is 0.03%. The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fast 
analysis speed, high sensitivity and reliable test results, 
which is suitable for starch content test in cigarette 
paper.
Key words: spectrophotometric; cigarette paper; starch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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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造纸工业重要的添加剂，以造纸原料消耗

计，其用量居纤维、填料后的第三位。在北美与西欧的

纸张增强剂中，淀粉占95%左右。淀粉被作为助剂广泛

应用于造纸工业中，湿部添加用于提高填料、细小纤维

的留着率和改善纸张的强度，表面施胶用于改善纸张

的表面性能及印刷适印性能等[1]。我们近年来对国外卷

烟用纸分析发现都有淀粉存在。但由于淀粉分离比较困

难，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较难进行定量检测的造纸添加

剂之一，国内未见相关检测标准。目前纸中淀粉含量测

试多采用传统的酸水解法[2]。但此方法操作过程繁琐，

测试时间较长，检出限差，难以满足卷烟用纸中淀粉含

量检测的要求。徐嵘等利用碘与淀粉能产生蓝色络合

物的原理，研究了分光光度法测定纸品中淀粉含量的方

法[3]。本课题在其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更好

的试样萃取方法，考虑了不同类型淀粉对测试的影响，

建立了一种操作简便、分析快速、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的

卷烟用纸中淀粉含量的测试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T6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公司）；卤素

水分测定仪（瑞士梅特勒公司）；实验室用水为超纯水

（18.2MΩ.cm），浓盐酸（优级纯，德国默克），稀盐酸

（1∶1），碘显色剂（0.01mol/l），LS-2氧化淀粉（广西

明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S-8型阳离子淀粉（广西明

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样处理

利用热水、稀盐酸和浓盐酸从纸样中分级抽提出

淀粉（参考TAPPI T419 OM-2002标准），可以将纸

中的淀粉完全萃取出来。

具体试验步骤：准确称取1g左右（准至0.001g）剪

成小块的绝干纸样，放入500m l烧杯中，加入150m l蒸

馏水，加热，保持微沸5m i n。将烧杯内的悬浮液移入安

放在吸滤瓶上的玻璃滤器（砂芯，容量50m l）中过滤，

加25m l稀盐酸（1∶1）于滤器中，放置175～180s后进行

吸滤，以抽去盐酸，按同样操作进行第二次抽提，最后

按同样的操作，用25ml浓盐酸抽提10～30s，吸滤后，摇

动滤瓶以便浓酸和收集在一起的滤液充分混合，用约

200ml热水洗涤残渣。加一滴稀碘液于残渣中如不出现

蓝色，则表明样品中淀粉已萃取完全。

1.3 标准工作曲线制作

准确称取淀粉0.500g（绝干重量），倒入500m l的

鱼口瓶中，注入300m l蒸馏水用玻璃棒搅拌使其溶解

均匀，浴箱加热至95℃时，把鱼口瓶放入水浴箱中开始

进行淀粉糊化，同时开启搅拌器搅拌均匀淀粉溶液，糊

化15m i n后，冷却至室温后加入50m l稀盐酸（1∶1）和

25ml浓盐酸，移入500ml容量瓶中，摇匀，定容。最后配

制成500ml浓度为1mg/ml的淀粉标准溶液。

用移液管分别移取0m l、1m l、2m l、3m l、4m l、

5ml配制好的淀粉标准溶液移至50ml容量瓶中，再分别

加入1m l碘显色剂，混匀定容后分别测量其吸光度，绘

制出淀粉标准溶液工作曲线。

造纸用淀粉按其离子类型可分为：阴离子淀粉、阳

离子淀粉和两性淀粉，其中阴离子淀粉又以氧化淀粉使

用最为广泛。所以我们绘制出此三类典型淀粉的工作曲

线，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1）氧化淀粉 c=108.8A-6.132  R=0.9997

(2）阳离子淀粉 c=104.1A-6.932  R=0.9998

(3）两性淀粉 c=99.62A-5.799  R=0.9996

如果可能，最好用纸样中添加的淀粉来制作标准

工作曲线，要不然就用已判明存在于纸中的淀粉类型的

淀粉，并需在测试结果中说明。

1.4 测量及计算

将吸滤瓶中的淀粉溶液移入500m l的容量瓶中，冷

却至室温，用水稀释至刻度，充分混合。移取一定体积

定容后的淀粉溶液于50ml的容量瓶中，再移取1ml碘显

色剂加入其中，然后定容、摇匀。最后用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为600n m处测定淀粉溶液的浓度c，并按下式计算

纸中淀粉的含量。

X=[(c×V×n)/(m×106)]×100% 

式中：X—试样中淀粉含量，%；

c—测定样中淀粉的浓度，mg/l；

V—试样定容体积，ml；

m—试样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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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稀释倍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方法原理

淀粉与碘形成螺旋状结构的淀粉-碘络合物，具

有特效的颜色反应，其色泽主要依赖于淀粉的结构和

成分[4]。将淀粉按照不同浓度配成溶液，其颜色深浅与

浓度在一定范围内成线性相关关系。

2.2 试样中淀粉的萃取

试样萃取是为满足测试需要或为消除干扰而在

分析前对试样进行的处理。试样萃取的结果直接影响

分析实验结果。传统的纸中淀粉分析方法的萃取处理

方法主要是利用淀粉在沸水中易溶解的特点采用热水

抽提的方式来完成，但此方法很难萃取完全，容易造

成方法加标回收率偏低。本课题结合热水抽提并参考

TAPPI T419 OM-2002标准，利用稀盐酸和浓盐酸从

纸样中分级抽提出淀粉。此方法为国际上通用的方法，

可以将纸中的淀粉完全萃取出来。加标回收率数据也证

明了此方法效果良好。

2.3 测定条件的优化

2.3.1 淀粉标准溶液的入射光波长的确定

用移液管移取10ml LS-2型氧化淀粉标准溶液于

50ml容量瓶中，加入1ml 0.1mol/l的HCl，加入0.5ml

碘显色剂显色，稀释定容后用T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测定溶液在540～640nm范围波长下的吸光度，LS-2型

氧化淀粉标准溶液选择入射光波长同CS-8型阳离子淀

粉。测定结果数据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淀粉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600nm处，故选择600nm作为最大入射波长。

按同样方法同时实验，得出阳离子淀粉及两性淀

粉的最大吸收波长均在600nm处。

2.3.2 淀粉溶液的吸光度控制范围

从吸光度测量误差来考虑，不同的吸光度读数对

测量会带来不同的误差。一般来说，当透射比为15%～

65%，即吸光度为0.2～0.8时，浓度测量的相对误差较

小，这就是说此为适宜的吸光度范围。我们通过调节淀

粉溶液浓度的方法，使其吸光度控制在0.2～0.8范围

内。

2.3.3 显色条件确定

(1）显色剂的用量 

在一定量的淀粉溶液中加入0.5～2.5m l的显色

剂，用分光光度计测量其吸光度，测量结果如下：

图2结果表明在显色剂浓度为2.0～2.5m l时，淀粉

溶液的吸光度出现稳定值，因此可在此范围内选择显色

剂的用量。

(2）显色时间 

当显色剂加入后会立即与淀粉溶液生成稳定的蓝

色配合物，因此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可进行测量，

但考虑到淀粉在水中进行水解，故测量时间不宜过长，

应在30min内完成测量。

2.4 方法评价

2.4.1 方法检出限及线性范围

本方法检出限采用测定标准空白液20次的标准

偏差及工作曲线斜率进行计算。按下式计算：检出限

(mg/L) =3SA/b

SA—标准空白标准偏差；

b—工作曲线斜率。图2  吸光度随显色剂用量变化曲线

图1  LS-2型氧化淀粉标准溶液吸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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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1-16]

表1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线性范围 

/(mg/l)

0～100

检出限

/%

0.03

相关

系数

0.9997

定量检出

限/%

0.10

工作曲线方程

c=-6.132+108.8A

表3  方法精密度

淀粉含量 

/% 

5.50 5.465.36 5.45 5.60 5.48

平均值 

/%

5.47

RSD 

/%

1.46

表2  加标回收率

编号

1

2

3

4

5

6

添加量

/(mg/l)

30.00

30.00

35.00

35.00

40.00

40.00

含量/ 

(mg/l)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测定量

/(mg/l)

59.79

60.92

64.00

66.11

71.2

72.0

回收率

/%

97.3

101.1

95.4

101.5

101.5

103.5

100.05

平均回收率

/%

表4  不同类型卷烟用纸样品中淀粉含量

样品

纸中淀粉含量/%

烟用接装

纸原纸

1.20

卷烟纸

0.74

铝箔

衬纸

0.32 5.80

高透滤棒

成形纸

见表2。

由测试结果可看出,方法的加标回收率在90%～

110%之间。说明本样品萃取方法可萃取完全，测试结果

准确、可靠。

2.4.3 方法精密度

称取卷烟用纸样品6份，按照2.2方法处理后进行

测定,计算测定结果的精密度,结果见表3。测试结果精

密度为1.46%。满足烟纸中淀粉含量分析方法要求。

2.5 实际样品分析

通过使用本研究方法检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卷烟

用纸样品中的淀粉含量，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4种不同

类型的卷烟用纸中均不同程度的添加了淀粉。

3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利用热水，稀盐酸和浓盐酸从

纸样中分级萃取出淀粉，加碘显色剂显色后用分光光度

法测试卷烟用纸中淀粉含量的方法。该方法操作简单、

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可靠，实际应用表明

可满足卷烟用纸中淀粉含量的检测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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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检出限及线性范围见表1。

2.4.2 方法加标回收率

称取样品同时加入一定量的待测物质,然后进行样

品前处理，最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分析测试,结果

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1)高浓碎浆机用除胶剂,提高纸浆白度，消除油墨点，每吨纸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填加的除胶剂,箱纸板、瓦楞原纸,吨纸用量1.0kg,单价25.0元/kg。

(3)卫生纸用量0.6～0.8kg,涂布白纸板面浆用量0.6kg,文化印刷纸用量0.4kg,新闻纸用量0.3kg,单价35.0元/kg。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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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纸巾纸横向抗张强度为例，分析了纸和纸板横向

抗张强度新检测标准GB/T12914-2018的不确定性评估。其不

确定度来源分别为：重复性实验引入的不确定度、材料试验

机引入的不确定度、定距块引入的不确定度和可调距切刀引

入的不确定度。最终依据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与表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提高了数据

的精准性。

关键词：纸；纸板；抗张强度；不确定度；评定

Abstract: The cross-direction tensile strength of tissue paper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uncertainty evaluation of GB/
T12914-2018, a new measurement standard. Sources of uncertainty 
were the uncertainty introduced by repetitive experiments, 
material testing machine, spacer block and adjustable cutter. 
Finally, the standard uncertainty and extended uncertainty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JJF1059.1-2012 Evaluation and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 and the accuracy of data was 
improved.
Key words: paper; paperboard; tensile strength; uncertainty 
degre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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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张强度是表征纸和纸板强度的重要指标，是

各类纸和纸板的基本测试项目。2019年7月1日G B/

T12914-2018《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恒速拉伸法

（20mm/m i n）》[1]正式实施替代GB/T12914-2008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本文以纸巾纸横向抗张

强度为例，依据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2]，分析了新版标准中的不确定度来源，合成标

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1  试验过程

1.1 主要仪器设备和材料

纸张材料试验机；可调距切纸刀；纸巾纸。

1.2 实验原理

使用抗张试验仪，在恒定的拉伸速度下将规定尺

寸的试样拉伸至断裂，记录其抗张力。通过记录的数

据，计算出抗张强度。

1.3 测试方法和步骤

依据GB/T10739-2002《纸、纸板和纸浆试样

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3]，在温度（22±1）℃、

湿度（50±2）%RH的环境下，至少调节6h。依照GB/

T450-2008《纸和纸板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

面的测定》[4]中给出的方法区分试样的横向，切取足够

数量宽度为（15±0.1）mm的试样条，以保证能取得10

个有效数据。按GB/T12914-2018《纸和纸板抗张强度

的测定恒速拉伸法（20mm/m i n）》测试试验条，得到

10个有效抗张力后，计算试样的抗张强度。

2  不确定度主要来源及其分析

2.1 测量模型

s=(1000×F-)/(n×LW)

式中：s—横向抗张强度，N/m；

F-—横向平均抗张力，N；

LW—试样的宽度，mm；

n—所测样品的层数。

表1  横向抗张力测量结果

样品号

三层抗张力/N

平均值/N

2

2.0012

6

2.0698

1

1.9201

5

1.9645

3

1.9563

7

2.0756

4

1.9876

8

2.1001

9

1.9342

10

1.9748

1.9984

2.2 不确定度主要来源及评定

2.2.1 输入量

根据测量模型，所测样品的层数(n=1)为已知常

数，无不确定度，因而输入量为两个，即：横向平均抗张

力F-和试样的宽度LW。

2.2.2 横向平均抗张力F-

横向平均抗张力F-的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重复性

测量引入的A类不确定度和测量仪器纸张材料试验机

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以及温湿度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因为本试验在恒温恒湿室进行，温湿度变化较小，因此

此处忽略温湿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2.2.2.1 重复性测量引入的A类不确定度

根据贝塞尔公式计算的样本横向抗张力标准偏差

为：

由重复性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u1(F
-
）=s（F-）=s（Fk）/  =0.0198N

2.2.2.2 纸张材料试验机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

查纸张材料试验机的计量证书，力值测量不确定

度：u=0.42%，k=2。因此，

u 2（F-）=(F-×0.42%)/2=(1.9984N×0.42%)/2=0.

0042N

2.2.2.3 合成横向平均抗张力F-的不确定度

相对不确定度为：

urel（F-）=u（F）/F-×100%=1.0108%

2.2.3 试样的宽度Lw

试样的宽度为15mm，通过定距块调节可调距切纸

刀的宽度，切取试样。试样的宽度Lw的不确定度来源

主要由定距块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和可调距切纸刀平行

性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

2.2.3.1 定距块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

查定距块的计量证书，定距块宽度的测量不确定

度：u=0.005mm，k=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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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1（Lw）=0.005mm/2=0.0025mm

2.2.3.2 可调距切纸刀平行性引入的B类不确定度

查可调距切纸刀的计量证书，切纸刀平行性的测

量不确定度：u=0.050mm，k=2，可得：

u1（Lw）=0.050mm/2=0.025mm

2.2.3.3 合成试样的宽度Lw的不确定度

相对不确定度为：

u rel（LW）=u（LW）/LW×100%=0.1667%

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

3.1 灵敏系数

3.1.1 横向平均抗张力F-的灵敏系数

n(∂ s/∂F-)=1

3.1.2 试样的宽度Lw的灵敏系数

∂ s/∂ L
W
=-(F-×1000)/(n×LW

2)=-(1.9984×1000)/

(3×152)=-2.9606

3.2 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由于输入量横向平均抗张力F-和试样的宽度LW之

间不相关，因此，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如下：

3.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3.3.1 横向抗张强度的估计值

s = (10 0 0×F-)/(n×L W)=- (1.9 9 8 4×10 0 0 )/

(3×15)=44.4N/m

3.3.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s）=s×u rel（s）=44.4×1.1249%=0.499N/m

3.4 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区间为95%，包含因子k=2，于是，

U（s）=u（s）×k=0.499×2=0.998N/m

4  结论

通过上述计算过程可得：横向抗张强度s=(44.4 

±0.998)N/m，其中不确定度U（s）=0.998N/m，包含因

子k=2。其中，由输入量横向平均抗张力引起的不确定

度主要取决于重复性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输入量试样

的宽度引起的不确定度主要取决于可调距切纸刀平行

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两输入量之间虽然由横向平均抗张

力引入的不确定度较大，但由于试样宽度的灵敏系数较

高，所以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合成不确定度

的结果。由此，若想降低试验结果的不确定度，可以通

过降低由重复性测量和可调距切纸刀平行性引入的不

确定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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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全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PCS7在工业污泥挤压

脱水自控系统中的应用。基于废水处理工艺流程特点，结合晨

钟公司自主研发的污泥螺压机控制机理和PCS7系统的性能特

点，从系统流程、结构、软硬件配置和实现功能几个方面阐述

了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着重论证了系统中螺压机的

输出转矩控制对污泥干度的影响，并通过实际运行情况说明

该系统确实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PCS7；污泥脱水；自控系统；转矩控制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TIA 
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7 in sludge screw press dewate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and control principle of SIMATIC PCS7, the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from several aspects was introduced, including 
construction of f low sheet, system structure,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nfiguration and function. Moreover, it elaborated 
empha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torque control on sludge dryness, 
and proved the system has more 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by the 
actual running results.
Key words: PCS7; sludge dewatering system;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torqu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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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艺流程描述

污泥挤压脱水系统主要用于污泥的高干度脱水。

如图1所示，来自污泥浓缩池的造纸污泥(浓度在2%～

5%)，经污泥输送泵，与来自药剂制备系统的絮凝剂按

一定比例混合，在立式污泥混凝槽内进行絮凝反应，产

生絮团后溢流进入旋转过滤机内进行初步泥水分离，

去除大量游离水后，形成半固态的污泥，浓度约为10%

～12%，落入螺旋挤压机进料斗内(料位检测，控制污泥

进料量)，污泥在锥度螺旋轴和变径螺旋的作用下，使料

液产生体积上的压缩，从而使料液中的水分通过孔状滤

筒迅速分离出去，而固体物在不断压缩的作用下含水率

逐渐下降而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滤饼，干度可达到45%～

50%，最后在螺旋的输送作用下排出机外，经后续破碎

螺旋和输送皮带运至指定地点。被分离出来的滤液在

重力的作用下被收集到设备的积水盘内，通过管路返回

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

药液制备、污泥配制(多种工业污泥混合处理)、污

泥流量和药液流量的比例控制、自动清洗、转矩检测

控制与保护、料位检测与联锁、零速保护、电流检测与

调速、组启组停，整个系统在严密的逻辑控制下实现连

续、密闭式运行。

2  控制系统构成

本系统软件版本为面向工业过程

的分布式全集成控制系统(SIEMENS 

PCS7 V8.0 SP1)，综合了DCS、PLC

及现场总线的技术。

本系统采用了西门子E T20 0 S

系列模块，采用I M151-8P N作主控

制器，外加ERROM程序和数据存储

卡。IM151-3PN作子站, 集成双端口

交换机，用于总线形拓扑结构。

所有模块采用内部独立电源供电。        

图2为系统结构拓扑图，图3为柜

体前视图。本控制系统的特点是，工

程师站和操作员站共用一台电脑，通

过工业交换机与主控制器实现以太网

通讯。模拟输入/输出信号(A I/AO)

共计78点、数字量输入/输出(D I/

D O)共计182点、P I D控制调节回路9

个。控制点包括变频器、电机、开关

阀、调节阀等。同时，所有A I、DI信号

均经过保险端子，DO输出信号均经过

ABB单点继电器隔离。外部信号所用

图1  工艺处理流程

图3  柜体图图2  系统结构拓扑图

图4  DO模块直接输出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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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电电源模块与模块供电电源完全分开，所有IO卡

件均可支持热插拔。

控制站采用CFC编程，使用西门子公司的标准块，

也可以由用户根据工艺要求自行创建定义。编辑器允许

向功能图表中插入块、分配块参数和互连块。

上位机软件采用S I M AT IC W i nCC，可以与

S T E P7完美集成，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整合。多语言支

持、图形系统、多用户管理、归档系统、报表和记录系

统、消息系统等是其最基本的功能。

3  控制系统完成

3.1 接线原理图设计

图4为数字量输出模块的三种接线原理图：直接输

出、无源继电器输出、有源继电器输出（见图5）。

直接输出方式用于直接驱动小型负载，例如功耗

不大于3W的DC24V电磁阀等。

继电器无源输出方式，提供无源触点，用于驱动电

机控制回路或者为其它系统提供无源信号等，在集中控

制系统中比较常见。

继电器有源输出方式，提供DC24V电源，用于驱

动功耗稍大的负载，如闸板阀等。

3.2 硬件及网络组态

根据流程图统计的控制点清单计算所需要的各类

模块数量，打开ET200配置工具软件进行选型组态。如

图6、图7所示，利用ET200配置工具可以极大缩短系统

配置和选型的时间。  

如图8所示，ET200S配置工具软件生成硬件组态

文件后，在STEP7软件的硬件配置中选择导入，就可以

整个硬件组态导入进来，再进行其他的配置；如图9所

示，激活以太网并设置网络参数。设置OB35的扫描周

期，设置A I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各个通道的信号输入类

型，存盘。打开网络组态程序，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站

点之间的网络关系。

3.3 CFC程序设计

整个工厂的运行可用连续的工艺过程进行描述。 

这可通过在PCS 7 CFC编辑器中建立CFC功能图来实

现。由于本应用较为简单，属于AS-OS单站结构，且控

制对象较少，所以不再划分太多的层级。在工厂视图下，

在项目层级下插入新的CFC块，并根据控制对象分别确

定名称，如电机M101，则CFC块名称为M101；如流量

控制回路FIC101，则CFC块名称为FIC101；手动控制阀

HIV101，则CFC块为HS101等。这种命名的基本规则就

是使得CFC名称与流程图中的设备位号、仪表位号、回

路编号一一对应，这样在编译上传标签后，在Wi n c c画

面中显示的各种位号也和工艺流程图中完全一致。

在编辑CFC块之前，从PCS7 Library标准库中

选择各种标准功能块和过程图符类型插入到主数据库

中。CFC块所需要的功能块要从主数据库中选择，以保

证在本工程中所使用的功能块的版本号是一致的，这一

图6  ET200S配置工具生成模块排列图 

图7  ET200S配置工具生成模块清单

图8  硬件参数设置 

图5  DO模块输出隔离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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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入通道分别点击，系统会自动生成一条连接线。

3.4 程序控制要点

污泥挤压脱水自动控制系统主要控制指标是螺旋

出料干度的稳定性。而出料干度的变化会动态反映到螺

旋挤压机的输出转矩值上。因此控制螺旋挤压机的转矩

恒定，也就相当于间接控制了螺旋出料干度。从实际运

行来看，处理不同的工业污泥，其运行时的转矩值也不尽

相同，在出料干度同为45%左右时，其运行转矩为22%～

88%，这需要在开机调试时进行数据摸底。另外，污水流

量控制、化学品流量控制、化学品浓度控制比较容易实

现，而污水中固形物浓度、污水温度却是较难掌控。螺旋

挤压机的进、出料变化又是一个大滞后环节，控制稍有偏

差，将会造成二种极端，要么出料干度极低(小于20%)，或

者出料干度极高(大于60%)，从而造成设备堵塞，严重时

甚至将设备筛鼓损坏。这种工况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在转矩发生大幅度变化时，要及时调整转速,在

转矩非常低时要合理控制转速。同时要考虑系统的大滞

后因素，这些控制靠人工操作是较难实现的。

4  运行情况

图10为广东某纸厂的运行画面，图11为设备在用户

现场的实际运行照片。二套污泥螺旋挤压处理系统同时

运行，一台电脑，每班单人操作，实现24小时连续生产。

初沉污泥与生化污泥按比例送至混合池里充分混合。           

经过流量比例控制、絮凝、预脱水、深度挤压脱

水、破碎、输送几个过程，出料干度达到47%,绝干污泥

产量达50t/d,吨泥功耗大大降低。相对其他同类产品

如板框、叠螺等，其操作简便直观、运行维护成本低、

出料干度稳定且产量高，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赞评。

5  结束语

PC S7系统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DC S过程控制系

统，是一个完全无缝集成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其功能非

常强大。在本次应用中，并没有选用PC S7专用的控制

器，而是选择了性价比相对较高的控制器。而选用PCS7

系统主要目的是应用其强大的集成功能和CFC编程功

能，这和传统的STEP7+W INCC解决方案比起来，编

程效率更高、维护更简单、操作更方便。

点非常重要。

以M1O1为例，双击打开M101。从主数据库中拖入

标准电机块MotS、AI信号测量块FbAnIn、DI信号模块

FbD i I n、DO信号模块FbD iOu。右键点击各功能块打

开属性，将块名称改为M101、M101-C、M101-RUN、

M101-STASTP。右键点击功能块的输入通道，选择连接

到地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已组态好的输入通道地址

即可。同理，右键点击功能块的输出通道，选择连接到地

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输出通道地址即可。功能块之间

的连接，只需在一个功能块的输出通道和另一个功能块

图10  系统运行画面 

图11  产品使用现场 [收稿日期:2019-06-04(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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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湿式电除尘器的基本原理、结构及在碱回收

烟气治理中的应用，并结合公司碱回收车间改造后运行情况，

详细说明湿式电除尘器在碱回收锅炉中减排增效的效果。

湿式电除尘器投用后，粉尘排放浓度由19.96m g/Nm3降至7.2 

mg/Nm3，减排效率提高了63.9%，回收碱灰2.04kg/h，回收碱

（以Na2CO3计）0.92kg/h，碱回收率提高了0.016%。

关键词：湿式电除尘器；碱回收锅炉；烟气治理；减排增效

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 structure and advantages of 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in the treatment of flue gas from alkali 
recovery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essay. The effect of reducing 
emission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in alkali recovery boiler was explained in detai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alkali recovery workshop in the company. 
When the 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was put into use, the dust 
emission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from 19.96 mg/Nm3 to 7.2 mg/
Nm3,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63.9%, the 
alkali ash recovered with 2.04 kg/h, the recovery of alkali (based 
on Na2CO3) was 0.92 kg/h, with the alkali recovery rate increased 
by 0.016%.
Key words: 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alkali recovery boiler; 
flue gas treatment;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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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对烟气排放的标准

要求越来越严格[1]，而碱回收锅炉燃烧浓黑液生产绿液

和蒸汽，在生产过程中，将SO2、NOX、粉尘等污染物排

入大气，对环境造成污染[2]。三明地区要求碱回收锅炉

烟气排放标准是：NOX排放浓度不高于200mg/Nm3，

SO2排放浓度不高于200m g/Nm3，粉尘排放浓度不高

于20m g/Nm3。然而，在碱回收锅炉中，尤其是当干式

电除尘器设备已用旧效率较低时，实现粉尘排放浓度不

高于20m g/m3是有困难的。笔者所在企业通过技术改

造，在生产中采用湿式电除尘器协同除尘，除尘效果显

著。实践证明在碱回收烟气治理中加设湿式电除尘器协

同除尘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1  湿式电除尘器简介

1.1 湿式电除尘器的原理

20世纪初，湿式电除尘器（WESP）技术就已经开

始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目前广泛地应用在

电厂、工业锅炉和窑炉等[3,4]。其主要原理是：高压直流

电源在两极之间形成了高压电场，电晕线周围产生电晕

图1  湿式电除尘器外形

区及大量的电子，粉尘粒子与电子相碰撞而荷电，带电

尘粒子由于受到高压电场力的作用，向集尘板运动并被

集尘板捕集，吸附在集尘板的粉尘在集尘板水膜的冲刷

下流入下部集水槽回收[5]。

1.2 湿式电除尘器的结构

湿式电除尘器相对于干式电除尘器而言，结构比较

紧凑，占地空间小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6]：

(1）本体系统：降温系统、阴极系统、阳极系统、壳

体、支撑部件等。

(2）电气系统：高频电源、热风吹扫系统、高压隔离

开关、电加热器等。

(3）水系统：循环水系统、冲洗水系统、事故喷淋系

统、加碱系统、废水回送系统等。

1.3 湿式电除尘器的优点

(1）对亚微米的颗粒，包括微细颗粒物（PM2.5粉

尘）、SO3酸雾、重金属（汞等）有较好的收集性能[7]。

(2）收集性能与粉尘特性无关，不受粉尘比电阻的

影响，能适应黏性大和高湿烟气。

(3）电极上无积灰，不需要振打，且能有效避免反

电晕现象，抑制二次扬尘的产生，除尘效率高。

(4）没有如干式电除尘器的刮板、振打等移动部

件，易损件少，维护简单，除尘性能稳定[8]。

2  湿式电除尘器在碱回收炉中应用

2.1 原除尘系统概况

公司1#碱回收锅炉燃料为浓度72%以上的黑液，

烟气量为1.6×10 5N m3/h左右，除尘设备为干式电

除尘器，两列三电场模式，已运行10年左右，部分极

板极线腐蚀掉落，电场电压、电流不稳定，除尘效率

较差，排放烟气粉尘浓度如表1所示，平均粉尘浓度

为19.96m g/Nm3。碱回收锅炉烟气粉尘主要成分是

Na2S O4、Na2CO3和Na2S等,粉尘颗粒很小，机械沉淀

困难，易溶于水易结晶。

2.2 湿式电除尘器设计方案

为达到排放烟气粉尘浓度低于15m g/Nm3要求，

需要在干式电除尘器和烟囱之间加装一台湿式电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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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技术改造采用湿式电除尘器，将企业平均粉

尘浓度由19.96m g/Nm3降至7.2m g/Nm3，同时碱回

收率提高了0.016%。湿式电除尘器在使用过程中具有

不产生废水，提高车间苛化稀白液的利用率，能有效解

决电场极板极线结晶搭桥短路故障和除尘器内部格栅

板、管道堵塞问题，是一种可靠的、稳定的碱回收锅炉

烟气治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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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干式电除尘器与湿式电除尘器协同除尘。本方案采

用板式湿式电除尘器，除尘器为单室双电场，每个电场

由208块长6m的阳极板和极线组成，内部烟气流速为

2.5～3m/s。

循环水系统采用苛化稀白液连续补水、工业清水

间断补水模式，循环废水部分分支回送碱炉溶解槽利

用，冲洗水系统、事故喷淋系统使用工业水补水方式，

系统采取液位控制，达到用水平衡。

2.3 湿式电除尘器效果分析

(1）湿式电除尘器投用后，排放烟气粉尘浓度如表

1所示。平均粉尘浓度为7.2m g/Nm3，相对于改造前

19.96mg/Nm3，减排效率提高了63.9%。

(2）烟气中的碱灰溶于循环水回送溶解槽，回收利

用其中碱成分。经测算，回收碱灰2.04k g/h，回收碱

（以Na2CO3计）0.92kg/h，碱回收率提高了0.016%。

(3）湿式电除尘器的水分为循环水和冲洗水，循环

水主要为苛化稀白液连续补水，冲洗水为工业水间断补

水，循环废水外送碱炉溶解槽，系统达到水平衡，不产

生无法利用的废水。

(4）循环水采用浓度为20%的苛化稀白液，不仅中

和了系统中SO3产生的酸性物质，使系统循环水呈中性

至弱碱性，避免了湿式电除尘器本体的酸腐蚀，又有效

提高了车间苛化稀白液的利用率。

(5）循环废水外送碱炉溶解槽，有效解决了因废

水重复循环使用造成循环水浓度偏高析出N a2S O4、

Na2CO3等晶体，导致电场极板极线间结晶搭桥短路故

障和除尘器内部格栅板、管道堵塞等问题。 [收稿日期:2019-03-19]

表1  1#碱回收锅炉改造前、后烟气粉尘排放浓度

检测项目

标干流量/(Nm3/h)

含氧量/%

实测颗粒物/(mg/Nm3)

颗粒物排放浓度/(mg/Nm3)

均值

1.66×105

12.6

4.6

7.2

检测数据

第一次

1.51×105

12.6

3.6

7.2

第三次

1.72×105

12.6

4.3

7.2

1.74×105

12.5

6.0

7.2

第二次
均值

1.61×105

12.3

11.5

19.96

检测数据

第一次

1.53×105

12.3

11.0

19.96

第三次

1.80×105

12.4

12.0

19.96

1.51×105

12.3

11.5

19.96

第二次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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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纸的生产线中，复卷机可以将机制纸机下

来的纸卷，根据产品的要求进行分切，同时会产生废纸

边。复卷机排废功能就是将废纸条吸走，通过排废管道

将废纸条吸到干损纸碎浆机中回收利用。      

机制纸生产过程中，复卷机排废电机大多数是工

频控制，通过复卷机操作台上的启动按钮，来控制排废

风机的运行，通过热继电器对排废风机进行过载保护。

长期50H z频率运行，排废风机会有大量的能量浪费。

通过优化机制纸复卷机排废控制方式，可以节能，提高

成品合格率。

下面为大家推荐两种优化复卷机排废功能的控制

方式：将排废风机由工频控制改为变频调速控制；将排

废风机管道上增加调节阀来控制风量。

1  排废风机由工频控制改为变频调速控制

方法一：在HW Config中组态一台变频器（先导入

变频器的GSD文件），以S7-400系列PLC、6S E70变频器

为例

P LC是S7-400系列（CPU 414-2 D P/6E S7 

414-2X G03-0A B0），在硬件组态中添加D r i v e 

Module,将PROFIBUS通讯地址定义为6，如图1。                                  

在Blo c k中加入功能FC78（EXHAUST），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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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方法二：组态一块AO模块

如果设备本身有剩余AO通道，可以直接利用，

如果没有，可根据实际需要在硬件组态中组态一块

AO4*12B i t模块，将模块相应端子定义为4～20mA或

者0～10V，如图4。                              

包括排废风机的状态字和控制字等相关控制程序。将

DB78定义为EXHAUST的背景数据块，调用背景数据

块DB78的数据来进行数据交换。通过与复卷机实际运

行车速联锁，再经过调用功能FC215，将输出的速度作

为排废风机的速度给定，实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同车速

联锁，低速的时候排废分风机转速低，随着复卷机实际

车速的升高，排废风机转速越来越快，从而实现节能的

目的。如图2、图3。                                  

其中DB50.D BD48是复卷机运行的实际车速，

D B3.D B D16 6是复卷机运行的最高车速，D B50.

D B D4 4 8是复卷机风机运行的最小转速，D B50.

D B D 452是复卷机风机运行的最大转速，D B50.

DBD456是吸纸风机的速度给定，经过调用FC124，再

经过转换将DB78.DBW48作为速度给定发给排废风机

变频器。  

用D r i v eMo n i t o r软件调试6SE70变频器，S7-

400PLC与6SE70变频器之间采用的是PPO 2的通讯方

式（PI V+PZD-6/6），主站PLC与从站变频器之间进

行数据交换，主站PLC发给从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K3001有16位，从

高到底为3115到3100），将从站变频器的参数P554的第

一个参数设置为3100，所以K3001的第一位3100就控

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

主站PLC发给从站变频器的第二个控制字P Z D

存储在变频器的K3002字里，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

速度给定值，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

字K3002就是主站PLC给从站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控制

字。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

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16384时，变

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

从站变频器的输出给主站P LC的第一个状态字

PZD是P734.1，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设为K32。

第二个P Z D字是P734.2，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

设为KK148（运行反馈速度）。第三个状态字P Z D是

P734.3，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3设为K24（电机实际

转矩）。第四个状态字PZD是P734.4，需要在变频器里

把P734.4设为K247（电机温度）。第五个状态字PZ D

是P734.5，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5设为K22（电机电

 图1  硬件组态

 图2  FC125功能

图3  PLC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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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O通道设置

在Block中加入相应的风机控制程序块，具体程序

设置，同方法一类似。

先将变频器的速度给定设置为端子给定，再将

变频器速度给定对应的参数设置为4～20m A或者0～

10V。

2  将排废风机管道上增加调节阀来控制风量

在人机界面上添加Ex h au s t功能操作界面，里面

包括：06选择自动/手动模式控制排废；07打开/关闭排 [收稿日期:2019-04-27(修改稿)]

废功能；08输入最大的排废速度；09输入最小的排废

速度；10输入最大的抽吸速度率11；输入最小的抽吸速

度率；12显示当前选择的排废输出曲线。如图5。          

在Block中加入EXHAUST的功能，里面包括排废

风机的启停条件，运行状态，调节阀的模拟量给定的运

算等功能，如图6。其中：A4.0、A4.1分别是气动调节阀

的开关；PEW514是气动调节阀的给定；PAW514是气

动调节阀的反馈。                       

本系统选用的气动调节阀动力源是压缩空气。通

过具体的程序把给定PEW514加到电气阀门定位器，实

现比例式调节。PAW514是阀位状况反馈，通过电信号

传给上位系统。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度，从而改变管道的

进气量，调整了管道的真空。利用这样的控制原理，来

完成管道压力的调节，改变管道的风量大小，从而实现

节能的目的。 

注意事项：变频器和调节阀严格按照设备说明书

进行安装；设备安装完毕后，认真检查接线；下载程序

前，先将程序做好备份。

图6  调节阀相关图纸

图5  排废风机功能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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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利用造纸污泥、废木材、枝丫材、旧

建筑模板、旧家具及边角料等废弃物品，进行蒸汽

软化热磨，同时添加造纸污泥，进行资源循环综合

利用，探索了一种高松厚度灰纸板的生产方法。

关键词：废木资源；造纸污泥；高松厚度；灰纸板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as discussed the utilization 
of waste materials such as paper sludge, waste wood, 
branch wood, old building form board, old furniture 
and leftover materials. After steam softening and heat 
grinding, with the addition of paper sludge, a production 
method of high bulk grey paperboard was developed.
Key words: waste wood resources; paper mill sludge; 
high bulk degree; grey paperboard

利用废弃物资源制造高松厚度灰纸板
⊙ 陈传勇  童含信  吴飞燕（浙江金龙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龙游 324401）

Manufacture of high bulk grey paperboard with waste resources
⊙ CHEN Chuan-yong, TONG Han-xin, WU Fei-yan (Zhejiang Jinlong Paper Co., Ltd., Longyou 324401, Zhejiang, China)

中图分类号：X793; TS76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6-0051-03

陈传勇 先生

工程师，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院士工

作站站长。

浙江金龙纸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国内外废纸为主

要生产原料的包装纸企业，积极探索利用废旧报纸、书

本、杂志、纸盒、纸箱等作为纤维原料，制造环保型高档

白面牛卡纸、纱管纸、箱纸板、高强瓦楞原纸和高松厚

度单面、双面灰纸板。为积极响应国家倡导造纸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和产品转型升级，我们优化了3400mm四叠

网多缸纸机的生产工艺流程，通过对废木纤维原材料

的削片破碎、金属去除、蒸汽蒸煮、热磨机疏解、消潜

调浓、重杂质去除、筛选浓缩、高浓磨浆等环节处理，制

成的浆料添加在灰纸板的芯层中，提高了灰纸板的松厚

度。同时我们采取了把废水处理中的全部物化沉淀污

泥通过筛选净化后也添加在灰纸板芯层中的办法，改

善了浆料层间结合强度，节约了纤维使用量，真正实现了

绿色环保生产，废弃资源得以合理有效处置。

单面灰纸板通过复合机多层裱合形成纸板，纸板

生产实践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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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可以控制在1～3m m。这种纸板由于具有高松厚

度、结构疏松、韧性好、挺度强、制造成本低等优点，广

泛应用于酒品包盒、鞋包盒、鲜花盒、文件夹封面、挂历

封面、儿童拼图等包装。

1  单面灰纸板的纤维原料结构

面浆使用50%废旧报纸和50%废旧书本、杂志，经

过轻度油墨解离和洗涤的浆料。衬浆和底浆使用100%

废旧国产箱板纸箱，浆料分级后长纤维用于底浆，中长

纤维用于衬浆。芯浆使用废旧国产箱板纸箱浆料中的短

纤维，占比约45%；制浆造纸过程排出的白水中含有的

细小纤维和填料，占比约10%；废旧木材、建筑模板和

家具边角料等进过热磨机处理的机械浆，占比约45%。

2  单面灰纸板的主要物理指标

其中高松厚度灰纸板的主要控制指标之一是紧度，

而松厚度在数值上是紧度的倒数，单位是cm3/g，表示

1克纸张体积的大小，松厚度是代表纸张结构的疏密程

度。如果松厚度越小，纸质就越密实，纸张容易脆裂。高

松厚度可以提高灰纸板的挺度，同时可以通过保证相同

厚度的前提下减少纤维用量，从而减少制造成本。

3  高松厚度灰纸板制造的关键环节

表1  单面灰纸板物理指标

定量/

(g/m2) 

300～650

纵向定

量差/%

≤4

水分

/%

8±2

横向厚

度差/%

≤5 ≤4

横向伸缩

率/%

层间结合力

/(J/m2)

≥120

纵向挺度/

(mN·m)

5.0～25.0

紧度/

(g/cm3)

0.56～0.60

图1  木纤维浆料生产流程

使用灰纸板作为包装纸品的表面需要印刷色泽饱

和鲜艳的各种图案，往往在多层灰纸板复合后再黏附

一层涂布白纸板或双胶纸等能够满足印刷需要的其他

纸张。为保证灰纸板在黏合过程中容易吸附硼砂、烧

碱、淀粉等熬制的黏合剂，灰纸板在制造过程中无需

添加浆内施胶和表面施胶，不特别要求纸张具备抗水

性能。但要求纸张表面洁净、平滑和手感好，正反两面

具有一定的纤维自身和结合强度。我们采用了面浆添

加少量造纸污泥、芯浆添加大量热磨机械木纤维和造

纸污泥的方法，提高了灰纸板的松厚度，改善了层间结

合力。

3.1 木纤维生产工艺流程（图1）

3.2 热磨部分主要设备

(1）鼓式削片机：生产能力80m 3/h；刀辊直径

800mm；主机转速1400r/min；刀辊转速900r/min;刀

片4片；喂料速度0.8m/s；配备电机132kW。

(2）双螺旋输送机：输送能力：120m3/h（堆积）；

输送长度8m；螺旋直径500mm；输送转速30r/m i n；

输送角度0°；电机功率2×11kW。

(3）皮带输送机：输送能力150m3/h（堆积）；输送

长度43m；输送宽度800mm；输送速度1.25m/s；输送

角度0～18°；电机功率18.5kW。

(4）三层摆动筛：输送能力：150～200m3/h（堆

积）;筛分面积10m 
2；筛网层数2；主轴转速：194r/

min；倾斜角度7°；电机功率11kW。

(5）斗式提升机：输送能力150m3/h;头尾轮中心

距27m；深斗斗容35L。

(6）热磨机（图2）:生产能力（绝干纤维）100～

150t/d;进料螺旋尺寸16英寸;电机功率：315kW；蒸煮

器规格φ950mm×7000mm；运输螺旋规格13.5英寸，

电机 11kW；带式螺旋22kW;主电机1800kW。

3.3 热磨消耗

热磨纤维加工过程中，每吨绝干木纤维需要耗电

约200kW·h，耗用新鲜蒸汽约350k g(12M Pa蒸汽），

热磨机喷放出来的木纤维含水率约

40%，废木片过干，热磨效率会大大

降低、能耗增加，通常需要在木片上

均匀洒水停滞5～7d，让木片充分吸水

润胀。热磨机不锈钢磨片使用寿命为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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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干产量约300t。

3.4 造纸污泥生产工艺流程（图3）

3.5 造纸污泥的特点

成分相当复杂，含有大量纤维素、半纤维素、淀粉

等有机物质和碳酸钙、滑石粉、高岭土等无机物质。在

芯层中添加适量的污泥，污泥中的少量氢键官能团有利

于污泥和纤维的结合，可以有效地调节污泥粒子在纸幅

网络结构中的分布特性，增强氢键结构和黏结强度，避

免了芯层中由于添加热磨木纤维浆料而产生衬芯底层

之间结合不良和芯层内部浆料纤维结合力差的弊端。

3.6 其他辅助材料

3.6.1 方解石粉

考虑到降低灰纸板的生产制造成本，纸张灰分控

制在13%～14%，当造纸污泥不足时，适当添加一些廉价

的方解石粉作为填料，和造纸污泥混合添加。

3.6.2 毛竹粉

这种原材料不需要经过热磨系统，省去电耗和汽

耗，企业周边地区的废弃毛竹和竹制品厂的下脚料，廉

价收购后通过粉碎机破碎，再经过40目的筛网过滤，按

照废木纤维总量的8%～10%和热磨机的出口熟料混合

使用。见图4。

3.6.3 聚丙烯酰胺助留剂 

造纸流送系统需要添加聚丙烯酰胺来确保细小纤

维和填料的留着率，分子量600～800万，吨绝干浆添加

250～300g，确保首程留着率不小于75%。

3.6.4 高分子污泥包裹剂

造纸污泥系统需要添加高分子污泥包裹剂，添加

位置在最后一台污泥转送泵出口，配备药剂在线稀释

设备，污泥浓度4%～5%，污泥包裹剂按照污泥流量的

0.3%～0.5%添加，从而降低网下白水浓度。

4  结束语

利用废旧木材和木制品通过蒸汽软化、不添加任

何化学药品来分离纤维，作为原生纤维添加在灰纸板芯

层浆料中，可以大幅度提高纸张松厚度。实际在纸机抄

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网部脱水过快、匀度差、复合层

间结合力差等不良现象，通过辅助加入造纸污泥能够

改善纤维结合力和缓解网案部的浆料快速脱水。进一

步优化木纤维和造纸污泥配合使用的灰纸板造纸生产

工艺，完全可以实现节约纤维消耗、降低制造成本、满

足包装纸板质量要求，真正实现绿色生产和资源化利

用。

[收稿日期:2019-05-11]
图4  筛选过的毛竹粉 

图3  污泥处理流程

 图2  热磨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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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压电机；真空接触器；合分闸控制；DCS；逻辑程序；改进实例

Key words: high-voltage motor; vacuum contactor; switch on/off control; distribution control system(DCS); logic 
program; example improved

DCS控制高压电机的改进实例
⊙ 张兴利 [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山东枣庄 277014]

An improved example of DCS controlled high-voltage motor
⊙ ZHANG Xing-li [Universal Pulp and Paper (Shandong) Co., Ltd., Zaozhuang 277014, Shandong, China]

张兴利 先生

工程师，公司项目部电仪经理；主要负

责工厂新项目电仪专业项目方案和技

术文本的确定，工厂电仪专业设备问

题的技术支持。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随着纸机产能的不断增大，单机设备的输入功率

也在逐渐变大；10kV高压电机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大家都知道，高压电机的控制不同于低压电机，真空接

触器有合闸线圈和跳闸线圈。当真空接触器合闸线圈得

电后，真空接触器合闸，高压电机启动；真空接触器跳

闸线圈得电时，真空接触器分闸，高压电机停止。现在

多数工厂都是用DC S输出两个高电平脉冲控制高压电

机的启动和停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高压电机控制中

中图分类号：TS736; TS73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6-0054-03

经常遇到的故障及改进实例。

1  故障现象

当DCS系统的CPU性能下降突然死机或者UPS电

源出现故障DO模块突然断电，会出现不能自动将运行

中的高压电机停止的情况。要停运高压电机，需要专门

通知电气值班人员到高压配电室手动停止或者跑到现

场按急停按钮停止。由于不能自动将运转的高压电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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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非常容易造成较大的设备损坏事故，存在着重大事

故隐患。

2  解决措施

图1为高压电机常规的二次控制线路。电机的启动

/停止命令无论是远程DCS控制还是本地控制，都是进

入高压微机综合保护器之后，再由高压微机综合保护器

输出到真空接触器的合闸/跳闸线圈得电动作；急停开

关则不通过高压微机综合保护器直接接到真空接触器

的跳闸线圈上面。DC S控制真空接触器需要的是合闸
图2  高压电机常规的DCS控制逻辑

图1  高压电机常规的二次控制线路

生产实践PRoDucTion

图3  修改后的高压电机二次控制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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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1-22(修改稿)]图4  DCS逻辑程序的修改

和分闸两个DI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是用的3s的脉冲输出

信号，真空接触器动作之后会自动储能。

由于在分闸回路中使用的是继电器K12的常开触

点，所以在高压电机运行过程中，继电器K12是不会得

电的。如图2，高压电机常规的DCS控制逻辑，只有当程

序发出停止命令时，才会输出3s的“1”上升沿脉冲信号，

继电器K12得电吸合，真空接触器的跳闸线圈得电，高

压电机停止。如果出现PLC的CPU死机或者DO模块突

然断电的情况，由于不会再有命令信号输出，此时就会

出现上述电机不能停止的故障现象。

线路改造具体如下：在图1高压电机二次控制回路

基础上，把停止控制回路中使用的继电器K12的常开触

点，改至K12的常闭触点上面，修改后的高压电机二次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控制线路如图3。

DC S逻辑程序的修改如图4。在原来的逻辑程序

脉冲功能块T P后面加一取反控制的程序块。正常运行

时DCS一直发出“1”的上升沿信号，让分闸的DO信号

一直有输出，继电器K12一直处于得电状态；由于已经

把继电器K12的常闭触点（K12继电器线圈得电时，触

点是断开的）接在跳闸线圈中回路中，此时真空接触器

的跳闸线圈是没有电的；当需要停止时；DO点停止输出

3s，即相当于输出3s的下降沿脉冲；停止继电器K12线

圈失电，此时继电器K12的常闭触点闭合，高压柜真空

接触器的跳闸线圈得电，控制高压电机停止。

这样改进之后，一旦出现CPU断电或者死机，系统

中所有的DO点全部没有输出，此时继电器K12线圈也

失电，K12的常闭触点闭合，高压柜真空接触器跳闸线

圈得电，所控制的高压电机就会停止。

3  结束语

高压电机控制系统经上述改进后，能够消除设备

的安全稳定运行隐患。如果是新建项目的话，可在项目

设计阶段直接会同高压成套厂家和DCS厂家共同设计，

在设备出厂前进行高压柜接线和DC S逻辑方面的线路

修改，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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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禁塑令”的不断推广在包装行业纷纷掀起以纸代塑的热潮。

本文介绍了用于酸奶纸杯的包装纸对原纸各方面性能的要求，简述了液

包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控制指标。

关键词：纸杯；挺度；粗糙度；抗渗透；内结合强度

Abstract: The “plastic ban” in packaging industry has made paper-
based product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ackaging paper for yogurt paper cups on all aspects of 
the performance of base paper, and briefly described the important control 
indicato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liquid packaging paper.
Key words: paper cup; stiffness; roughness; anti-osmotic performance; inner 
bonding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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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一次性塑料制品等不易降解材料被大量使用，给

“白色污染”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数据显示，仅快递塑料

盒（袋、箱）每年全国的使用量就达到100多亿个，且逐

年上升，造成了较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3]。因

此，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并升级“限塑令”已十分必要。

“禁塑令”的颁布对中国造纸行业来讲，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塑料制品之所以难降解是因为其化学组成

稳定、强度高，以纸制品代替高强度塑料制品存在很大

的技术难度[4]。尤其是在冷链包装行业，如酸奶纸杯包

装原纸，目前国内除太阳纸业、金桂纸业等大型纸厂可

以稳定批量生产外，主要依靠国外进口。

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国纷纷颁布禁

塑令，欧盟方面在2019年1月就该法案进行了最新修改，

3月该法案进入欧洲议会最终立法程序，随后欧盟计划

在今年6月全面开启该禁塑令[1]。欧盟表示将从2021年

开始，彻底禁止一切可选用纸板等其他替代材料生产

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包括塑料餐具、吸管、气球杆、棉花

棒，甚至包括用可分解塑料制成的袋子和外包装[2]。

在国际大趋势的推动下，包装行业纷纷掀起以纸

代塑的热潮。如纸质餐盒代替一次性塑料餐盒，以纸质

吸管代替塑料吸管等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随着新兴业态的发展，尤其是快递、外卖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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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酸奶纸杯原纸制成杯子使用过程中，需要低

温或常温储存数月之久，储存环境湿度变化较大，对于

纸张性能指标要求较高。分述如下。

1  定量及厚度

纸张的定量差、厚度差越小，均一程度越高，则

成纸的匀度、抗张强度、挺度、耐折度等指标才会越稳

定。定量差和厚度差也是纸张是否合格重要因素，通常

情况下，定量越高厚度差越大，对于250g/m2的酸奶包

装纸杯原纸来讲，定量差±3g/m2、厚度差±5μm较为

理想。

2  松厚度

松厚度在数值上是纸张紧度的倒数，是厚度与定量

的比值，单位cm3/g。松厚度主要反映定量和厚度的均匀

性、纸张的松紧程度，而且也是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3  耐折度

耐折度的测量方法有两种，常用的为MIT法，砝码

选择9.8N[5]。纸杯杯口需要翻卷，翻卷过程中杯口开裂

往往是由于耐折度低所致。此外，酸奶纸杯较普通的纸

杯杯体直径更小，杯口翻转度数更大，曲率大、应力相

对集中，故对耐折度的要求也更高。国标中并未对纸杯

原纸的耐折度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生产经验，普通中档

纸杯原纸耐折度≥50次即可满足生产使用要求，普通低

档纸杯原纸耐折度≥30次即可满足生产使用要求，而酸

奶纸杯原纸耐折度通常需≥200次。

4  挺度

挺度的定义为使一端夹紧的规定尺寸的试样弯曲

至15°角时所需的力或力矩，以mN或mN.m表示[6]。挺

度对制杯成型影响很大，挺度过小则制杯过程中易于压

溃，翘曲；挺度过大，难于成型且成型后有爆边的可能

性。对于250g/m2的酸奶包装纸杯原纸而言，纵横向挺

度控制在12/6mN.m较为合适。

5  粗糙度

粗糙度是评价纸和纸板表面凹凸程度的技术指

标，单位μm。粗糙度越小，纸面越平滑、细腻，印刷后

的图案也越清晰、逼真。高品质冷链酸奶纸杯原纸对印

刷面粗糙度要求严格，通常粗糙度≤4.5μm。当然，如

果原纸粗糙度过高的话，也可以通过提高PE淋膜量来

提高纸面的细腻度，但是这样PE用量增加、淋膜车速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得不偿失。

6  抗渗透性能

抗渗透性能指的是高品质冷链酸奶纸杯原纸制成

纸杯后，杯身接缝处截面抵抗渗透的能力。对于制杯厂，

可以直接将测试液倒入杯中，观察浸泡一段时间后的

渗透情况。对于造纸厂，大多数借鉴纸杯原纸测试边缘

渗透的方法进行测量，用重量法表征。具体操作如下：

用胶带黏贴试样的正、反面，将其裁成（75.0±0.5）

mm×（25.0±0.5）mm，置于浸泡液中浸泡一定时间后

取出，用吸水纸吸除试片表面多余液体，称取试片浸泡

前、后的质量，以试片浸泡前、后质量之差除以试片截

面面积所得结果表示为边渗透质量[7]。

酸奶纸杯原纸抗渗透测试中浸泡液的选择也有区

别，有些厂家直接以下游客户的产品——酸奶作为测试

液，也有些厂家以分析纯乳酸的水溶液作为测试液。浸

泡时间和边渗透质量要求范围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基本上是企业自定标准。测得进口某250g/m2的酸奶包

装纸杯原纸用20%乳酸水溶液浸泡1h后纵/横向边渗

透重量约为1.2/1.6k g/m2，用1%乳酸水溶液浸泡24h

后纵/横向边渗透重量约为1.4/1.8kg/m2。

7  内结合强度

内结合强度按照GB/T 26203-2010纸和纸板内

结合强度的测定（S c o t t型）进行测试，内结合强度是

表征纸张分层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内结合强度

越高，纸张越不易分层，抄纸过程中，衬芯层适当增加

长纤维针叶木浆的比例，可以有效提高成纸内结合强

度。通常，250g/m2的酸奶包装纸杯原纸内结合强度

≥250J/m2，即可满足使用要求。

综上所述，高品质冷链酸奶纸杯原纸较普通的纸

杯原纸对均匀性、耐折度、挺度、粗糙度、抗渗透性能和

内结合强度的要求普遍较高，这就对酸奶纸杯原纸生产

过程控制、工艺标准制定、成纸指标检测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近年来，国内许多纸厂不断提高研发力度，加快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58
第40卷第16期 2019年8月



新纸种开发进程，成纸质量逐渐赶超进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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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造纸中填料的预絮凝

申请公布号：CN 104755673 B

发明人：程卫国　凯瑟琳·M·布鲁德斯

申请人：纳尔科公司

一种制备用于造纸工艺中絮凝的填料颗粒的稳定

分散体的方法，包括在将第一絮凝试剂添加到填料颗

粒的水分散体之前、同时和/或之后，使用微粒，随后将

第二絮凝试剂添加到分散体并且还将所得到的填料絮

凝物剪切成所需的粒度，产生了具有规定且可控的粒度

分布的抗剪切填料絮凝物。另外，在添加微粒和/或第

一絮凝试剂之前，可以将中和凝结剂添加到分散体，以

部分地或完全地中和填料的电荷。

具有特定粒度分布的絮凝的填料颗粒的稳定分散

体的方法，包括：

（1）提供填料颗粒的水状的分散体，其中填料为

沉淀碳酸钙；（2）以足以在分散体中均匀混合而不引

起填料颗粒显著絮凝的量向分散体添加第一絮凝试

剂，并且第一絮凝试剂是两性的且具有净电荷；（3）在

添加第一、第二絮凝试剂之前，以不足以引起填料颗粒

显著絮凝的量向分散体添加微粒；（4）以足以在第一

絮凝试剂的存在下引发填料颗粒的絮凝的量向分散体

添加第二絮凝试剂，其中第二絮凝试剂具有与第一两

性絮凝试剂的净电荷相反的电荷；（5）剪切絮凝的分散

体，以提供具有所需粒度的填料絮凝物的分散体；以及

（6）在向纸料添加填料颗粒之前使填料颗粒絮凝，并

且其中在絮凝期间不存在纸料；其中填料是阴离子分散

的，并且在添加第一絮凝试剂或微粒之前，将低分子量

的、阳离子凝结剂添加到分散体以至少部分地中和其

阴离子电荷。

填料絮凝物具有10～100um的中值粒度。

第一絮凝试剂具有净阴离子电荷。第二絮凝试剂

是阳离子的，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甲基）丙烯酰胺

与甲基丙烯酸二甲基氨基乙酯（DMAEM）、丙烯酸

二甲基氨基乙酯（DMAEA）、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酯

（DEAEA）、甲基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酯（DEAEM）或

它们与硫酸二甲酯、甲基氯或苯甲基氯制得的季铵形式

的共聚物和三元共聚物及其混合物。

第二絮凝试剂为具有10～50摩尔%的阳离子电荷和

至少15dL/g的RSV的丙烯酰胺-丙烯酸二甲基氨基乙

酯甲基氯季铵共聚物。

第二絮凝试剂为具有0.1～2dL/g的RSV的烯丙基

二甲基氯化铵的均聚物。

溶胀淀粉在添加第一絮凝试剂之前和/或之后、且

在添加第二絮凝试剂之前被添加。溶胀淀粉为阳离子

的、阴离子的、两性的或非离子的。溶胀淀粉为溶胀淀

粉-胶乳配合物。

微粒是选以下组成清单中的一种：硅质材料、基于

二氧化硅的颗粒、二氧化硅微凝胶、胶态二氧化硅、硅

溶胶、硅胶、聚硅酸盐、阳离子二氧化硅、铝硅酸盐、聚

铝硅酸盐、硼硅酸盐、聚硼硅酸盐、沸石、以及合成或

天然存在的膨胀黏土、阴离子聚合物微粒、阳离子聚合

物微粒、两性有机聚合物微粒及其任何组合。

● 技术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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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纸机射流板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9487614 A

发明人：张弛

申请人：诸城市大正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卫生纸机的干燥部是主要耗能部位，其

包括压榨辊、大直径烘缸以及气罩，传统的气罩是

燃气气罩，但由于能源日益昂贵，在设计高速卫生

纸机时逐渐使用如图1所示的蒸汽气罩。干燥的工

作过程：湿纸幅经过气罩时，被射流板的开孔处高

速吹出的高温气流吹干，然后干纸幅输送到下一

道工序，气流自间隙处返回。干燥的热效率问题是

气罩设计的关键问题，即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如

何取得更大的干燥效率。现有的射流板结构中的

开孔尺寸、射流板与烘缸之间的间距等参数仍然可

以进一步优化以提高传热效果，而且，现有的结构

设计中，对于烘缸的高速转动考虑的较少，致使传

热与干燥效率下降。

提供将射流板的开孔设计、射流板与烘缸之

间的间距以及烘缸的转动综合考虑的一种卫生纸

机射流板结构。

如图1～图4所示，该种卫生纸机射流板结构，

在射流板上设置有开孔，创新在于：开孔直径D和

开孔之间的中心距L满足以下关系式：

其中，f为传热性能包络图中的面积系数。

传热性能包络图的横坐标为L/H，纵坐标为

D/H，H为射流板与烘缸表面之间的距离，f的取

值使导热系数平均值α得到最大值。

每一行开孔与相邻行的开孔错位设置，任意

一行相邻的两个开孔与相邻行且位于两个开孔之

间位置的第三个开孔呈三角形设置，优选为等边

三角形。

每个开孔向烘缸旋转方向倾斜设置，开孔与

竖直方向的倾斜角的正弦值为气流速度与烘缸转

速的比值。倾斜角为11～12°，优选为11.48°。

射流板朝向烘缸的底面为弧形形状，该弧形

形状的曲率半径为烘缸半径与射流板与烘缸表面

之间的距离之和。

卫生纸机射流板结构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选定D和H的取值，计算D与H的比值；

（2）将D与H的比值作为传热性能包络图的纵坐

标，查找该纵坐标使导热系数平均值为最大值时

对应的横坐标L/H；（3）根据气流速度和烘缸转

速计算开孔的倾斜角；（4）在基板上冲孔加工制得

射流板，冲孔加工选自①或②中的任意一种：①根

据L的数值、D的数值和倾斜角制作冲孔模具，如

图3所示的直接在基板上冲压出倾斜设置的孔；②

根据L的数值、D的数值制作冲孔模具，在基板上

冲压出直孔，根据倾斜角制作弧形模具，将直孔处

专利技术

图1  卫生纸机射流板结构

1—气罩  2—射流板  3—干纸幅  4—大直径烘缸  5—湿纸幅  
6—开孔  7—间隙  9—中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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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板冲压成弧形，使直孔轴线与竖直方向的夹

角为倾斜角。

例如，开孔直径D为6mm，射流板与烘缸表

面之间的距离H为30mm，则D/H＝0.2，有两种

方法计算L值，具体是：（1）将D/H作为纵坐标，

在图4中查找零点与该点相交的线，得到关系式的

f＝0.0161，此时对应的α/αmax＝0.99。（2）将D/

H作为纵坐标，在图4中查找该纵坐标对应的横坐

标，得到L/H＝1.5，此时对应的α/αmax＝1。

两种方法比较，结果非常接近，综合判断后，

得到L＝45mm。

又如，烘缸车速18 0 0 m /m i n，气体温度

160℃，气体速度129m/min，绝对大气压力1.1绝

对压力，喷嘴直径6mm，喷嘴到缸面距离20mm。

如图2所示，烘缸表面线速度（转动提牵连运

动速度）为Ve1，顺时针运动。固定的射流板吹出的

气流速度（气体流向绝对远动速度）为Va1，方向为

垂直于烘缸表面；气体相对运动速度为Vr1；气流对

烘缸的相对轨迹偏角为α1。

，由图4可知，tanα1＝Ve1/Va1。

当气体速度为烘缸转速的四倍时，tanα1＝

0.25，此时α1＝14.04°，此时导热效率下降很多。

开孔的气体吹到湿纸幅不同位置时的对流换

热系数W/(m·℃)差异很大，经过计算：

当α1为0°时，对流换热系数为792；当α1为

15°时，对流换热系数为438；当α1为30°时，对流

换热系数为396，可见，气体垂直的作用在湿纸幅

时的效果最好，而气体和湿纸幅的夹角使对流换

热系数相对于垂直作用降低了44.7％。

最优选的方案如图2所示： 则

sinα2＝Ve2/Va2，烘缸的线速度Ve2是Va2的四分之

一，由此计算出sinα2＝1/4，α2＝11.48°，这说明

风速大于等于车速的四倍时，α2角应等于11.48°。

此时，气体自开孔吹出后，相对于烘缸的转动，

能够垂直的作用在湿纸幅表面，换热效果大幅提

高。

技术效果：将开孔的直径、射流板与烘缸表面

之间的距离和开孔之间的间距综合考虑，在满足

导热系数平均值得到最大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具

体数值的选择，而且配合任意一行相邻的两个开

孔与相邻行且位于两个开孔之间位置的第三个开

孔呈三角形设置的结构，使射流板得到最优化设

计，另外再根据烘缸的转速以及开孔吹出气流的

速度得到开孔的倾斜角，使气流能够垂直地吹到

图3  直接加工倾斜孔的示意图

图4  传热性能包络图图2  射流板分别为直孔、倾斜孔时的速度、夹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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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缸表面的湿纸幅表面。通过上述各种结构、参

数的相互配合，大幅提高了对流换热系数，最终使

热损失降低了15％，节省了能源。

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管及其制备

申请公布号：CN 109706775 A

发明人：姜丰伟　刘铸红　祝红军　成国明　盛

海鹏　姜博恩　王永祯　李治国　张卫军　原小新　

千法军

申请人：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流浆箱主要分为三类：敞开式流浆箱、

气垫式流浆箱和水力式流浆箱。湍流发生器是由

多孔板和一组变径管束构成，作用是在浆流中产

生合理的微湍流，以使纤维充分分解，避免絮聚，

提供纸的各项功能。水力式流浆箱湍流发生器性

能的优劣主要以湍流强度和湍流尺度作为评价标

准，其目的和作用就是经过其流道的纸浆悬浮液

形成高强度且均匀的微湍流。圆变方管作为湍流

发生器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入口和出口截面的变化

方式直接影响纸浆的均匀程度。

如图1所示，以往的圆变方管采用一段方管和

一段圆管通过中间过渡板固定、利用芯轴定位，焊

接而成，该结构复杂、批量制作效率低、质量需要

人为把控、外观参差不齐，增加制作成本，而且变

径处是死角，不是渐变的过程，会造成浆流产生涡

流、影响均匀程度。

为此，提供一种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管及

其制备方法和设备。

如图2所示，提供一种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

管，圆变方渐变管包括圆形管段、过渡管段和多边

形管段，过渡管段连接位于两侧的圆形管段和多

边形管段，圆形管段的截面为圆形，多边形管段的

截面为多边形，过渡管段的截面从多边形管段向圆

形管段方向由多边形过渡为圆形。

圆形管段、过渡管段和多边形管段为一体结

构。多边形管段包括但不限于四边形、五边形和六

边形。

制备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管的设备，包括液

压缩管机和至少两组滚压轮，图5所示为液压缩管

机的结构，液压缩管机包括液压缸和锥套，液压缸

包括缸套、活塞和活塞杆，缸套外部周向连接有定

位板，定位板通过定位螺栓固定在缸套外部周向

图1  传统圆变方管的结构

图2  新型圆变方渐变管的结构

图3  未变径的圆管结构

图4  液压缩管机压缩后的圆管结构

图5  液压缩管机的结构

图6  滚压轮的结构

1—圆形管段  2—过渡管段  3—多边形管段  4—缸套  5—活塞  
6—活塞杆  7—定位螺栓  8—定位板  9—锥套  10—圆环形弹簧
座  11—冲压块  12—弹簧  13—  14—上滚轮  15—下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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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板上，活塞杆外侧端头连接有锥套，锥套内

部设置为中空结构，锥套设置在定位板内部，锥套

内设置有圆环形弹簧座，圆环形弹簧座上连接有

若干个冲压块，冲压块一端固定在圆环形弹簧座

上，冲压块另一端通过弹簧连接在定位板上；至少

两组滚压轮由连接减速机的电动机提供动力，至

少两组滚压轮通过链条同步传动，每组滚压轮包

括对称设置的上滚轮和下滚轮，上滚轮与下滚轮

的转动方向相反，上滚轮和下滚轮之间形成滚压

区，滚压区的形状从进口滚压区到出口滚压区依次

由圆形变为多边形。

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管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1）取一根如图3所示的内外抛光的薄

壁圆管，将圆管一端放入液压缩管机的圆环形弹

簧座内，液压缸推动活塞，冲压块外侧旋压推进圆

管，将圆管一端压缩成圆形管段，压缩后的圆形管

段被推进锥套内，过渡段通过冲压块压缩成圆台

形管段，如图4所示；（2）将压缩后的管段从锥套

中抽出，将圆管放入滚压轮的进口滚压区，启动电

动机，圆管从进口滚压区运动到出口滚压区，从出

口滚压区得到的即为圆变方渐变管。

在制备圆变方渐变管的过程中，当多边形为正

方形时，需要五组可以同步同向旋转的滚压轮，如

图6所示为制备圆变方渐变管的滚压轮结构，五组

滚压轮的滚压区由整圆逐渐变化为正方形，让圆形

管从滚轮的整圆滚压区域进入，由五组滚压轮依

次滚压后，从而达到由圆变方的效果。

有益效果：该种湍流发生器圆变方渐变管及

其制备方法和设备，圆变方渐变管的尺寸和外观由

设备控制，尺寸统一、简便高效、外形美观，变径

处通过过渡段渐变连接，减少浆流涡流的产生，提

高浆流的均匀程度，提高了使用寿命，设备结构简

单，制作方便，能够大批量生产，节约成本。

新型流浆箱

申请公布号：CN 109826041 A

发明人：董国太

申请人：潍坊同步造纸技术有限公司

流浆箱通常由上唇板、唇板微调机构、纵向调

整机构、横向调整机构喷水装置箱体、混合室、方

锥总管、阶梯扩散器、湍流发生器、下唇板等部件

组成，目前水力式流浆箱完全密闭的内部结构，流

送系统造成的浆料脉冲及产生的气泡无法消除、

释放，造成纸机流浆箱唇口喷浆形成纵向定量有

规律波动及气泡破裂，破坏纸张匀度，同时目前国

图1  新型流浆箱的剖视结构

图2  新型湍流发生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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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造纸行业现有纸机中流浆箱湍流发生器，采

用二级阶梯扩散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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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纸页成形横

幅定量不一致。

为此，提出一种新型流浆箱，具有浆料分散均

匀无絮聚、成纸匀度好等特点。

如图1～图3示，该种新型流浆箱包括气垫室、

湍流发生器，气垫室顶部设置有顶盖，气垫室四周

结构为墙板，墙板上设置有溢流口，气垫室下部通

过缝隙与混合室贯通，湍流发生器与混合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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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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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端连接，过渡板矩形通孔与矩形管入口端相

连接。

气垫室贯穿缝隙宽为40mm；溢流口的数量为

1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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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垫室工作原理：混合室中的浆料通过缝隙

在气垫室中形成溢流，溢流通道构成声学模型中

的支管。气垫室通过一定宽度即35～45mm的缝

隙在流浆箱横向全幅与混合室贯通。混合室中的

浆料通过缝隙在气垫室中形成溢流，把脉冲引向

气垫室。实验过程中，缝隙宽度大小对脉冲消减

非常敏感，当缝隙宽度为40mm时效果最好。小于

40mm，脉冲强度释放不彻底；大于40mm，脉冲

效果明显，但浆流速度一致性破坏明显。

气垫室除去衰减压力脉冲作用外，浆料中混

入的气泡、比重较轻腐浆，也可借助溢流通道通过

溢流除去。设备实验过程中，对比使用前后最终产

品指标及外观，因气泡造成纸页半透明斑块及因

腐浆形成的孔洞明显减少。

湍流发生器的工作原理：浆料从混合室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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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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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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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新型流浆箱，消除了流送系统

带给流浆箱纵向波动，纸页纵向定量波动改善明

显。同时解决了浆料内气泡及腐浆、纸机抄造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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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新型流浆箱的气垫室的剖视结构

1—气垫室  2—混合室  3—缝隙  4—墙板  5—顶盖  6—溢流口  
7—矩形管  8—过渡板  9—圆管  10—支撑板  11—流浆箱  12—
湍流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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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造纸机涂布施胶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811588 A

发明人：姜丰伟　刘铸红　祝红军　马晓　盛海

鹏　姜博恩　张攀　王军清　张卫军　原小新　千法

军

申请人：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目前，单纯的浸泡式施胶机或者膜转移施胶

机，已经不能够适应一台纸机生产多纸种的市场

要求。浸泡式施胶机对施胶量不容易控制，且不

能进行局部施胶量微量调节，所以纸幅施胶量的

横幅均匀度不高，同时浸泡式施胶机胶料固含量

低，施胶后纸页的水分大，很容易出现断纸，运行

效率低，但浸泡式施胶机结构简单，施胶量大，生

产和使用成本较低，所以低速、高定量纸机仍继

续使用。膜转移施胶机采用计量棒施胶，施胶量

容易控制，且设计有横幅微调装置可以局部调整

施胶量的大小，所以纸幅施胶量的横幅均匀度比

较好，同时膜转移施胶机胶料固含量高，施胶后纸

页的水分小，不容易出现断纸，有利于提高纸机车

速，所以高速纸机多采用膜转移施胶机，但膜转移

施胶机的结构相对复杂，生产和使用成本相对较

高。

在包装纸纸机生产线上，当生产大定量包装

纸时，需要施胶量大，因此浸泡式施胶机比较适

合；当生产高档低定量包装纸时，浸泡式施胶机施

胶量大、易断纸，膜转移施胶机更适合，故需要开

发一种使浸泡式施胶与膜转移施胶能在单台设备

上交替使用的功能。

为此，提供一种两用造纸机涂布施胶机。

如图1～图3所示，该种两用造纸机涂布施胶机

图3  膜转移式施胶系统的局部结构

1—机架  2—第一施胶辊  3—第一浸泡式上料管  4—第一施胶梁
装置  5—第一固定座  6—第一施胶辊的轴承座  7—第一控制阀
门  8—第二施胶辊  9—第二浸泡式上料管  10—第二施胶梁装
置  11—第二固定座  12—第二施胶辊的轴承座  13—第二控制阀
门  14—操作侧回料斗  15—传动侧回料斗  16—绳轮  17—上料
管  18—上料区  19—喷料口压盖  20—溢流区  21—计量棒图2  轴承座的侧视结构

图1  两用造纸机涂布施胶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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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浸泡式施胶系统和膜转移式施胶系统，其机

架上固定安装有施胶辊，施胶辊包括第一施胶辊

和第二施胶辊。浸泡式施胶系统包括浸泡式上料

管，第一施胶辊的上方设置有第一浸泡式上料管，

第二施胶辊的上方设置有第二浸泡式上料管，第

一施胶辊和第二施胶辊的操作侧设置有操作侧回

料斗，第一施胶辊和第二施胶辊共用一个操作侧

回料斗，第一施胶辊和第二施胶辊的传动侧设置

有传动侧回料斗，第一施胶辊和第二施胶辊共用

一个传动侧回料斗；膜转移施胶系统包括第一施

胶梁装置和第二施胶梁装置，第一施胶梁装置设

置在第一施胶辊外侧辊面的下部，第二施胶梁装

置设置在第二施胶辊外侧辊面的下部，第一施胶

梁装置和第二施胶梁装置的内侧均固定连接在机

架上，第一施胶梁装置和第二施胶梁装置的底部

均连接有气缸或液压缸，气缸或液压缸的另一端

均固定在机架上。

第一浸泡式上料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固定座，

第一固定座固定在第一施胶辊的轴承座上，第二

浸泡式上料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二固定座，第二固

定座固定在第二施胶辊的轴承座上。

传动侧回料斗固定在第二施胶辊的轴承座上，

操作侧回料斗的下部连接在机架上，操作侧回料斗

的上部通过气缸或液压缸连接在第二固定座上。

第一浸泡式上料管上设置有第一控制阀门，第

二浸泡式上料管上设置有第二控制阀门。

操作侧回料斗顶部设置有绳轮。

施胶梁装置上设置有上料管和上料区，上料

管的喷料口处设置有喷料口压盖，喷料口压盖通

过螺栓固定，上料区下部设置有溢流区，上料区设

置有计量棒。

第一施胶辊的中心和第二施胶辊的中心之间

的水平夹角为15°～30°。

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使用浸泡式施胶系统时，

将第一施胶梁装置和第二施胶梁装置底部的气缸

或液压缸收回，使施胶梁装置处于收回状态，将第

一浸泡式上料管上的第一控制阀门和第二浸泡式

上料管上的第二控制阀门打开，使胶料通过第一浸

泡式上料管和第二浸泡式上料管流到两个施胶辊

之间，多余的胶料沿施胶辊辊面分别流向施胶辊

两端面进入操作侧回料斗和传动侧回料斗，实现

浸泡式上料；当需要使用膜转移式施胶系统时，将

浸泡式施胶系统的控制阀门关闭，通过控制气缸

或液压缸使操作侧回料斗保持收回状态，启动膜

转移式施胶系统，通过气缸或液压缸将施胶梁装

置活动至工作位置，通过施胶梁喷料口将胶料送

至上料区，再通过计量棒均匀涂至辊面上，最后通

过第一施胶辊和第二施胶辊的压区将料转移到纸

面上，在上料区多余的料通过溢流区回到上料系

统重新使用。

有益效果：两用造纸机涂布施胶机的结构既

保留了浸泡式施胶机的上料回料装置，同时也增加

了膜转移施胶机所采用的施胶梁装置，膜转移式

施胶系统和浸泡式施胶系统可以在单台设备上交

替使用，能够满足多种造纸机的需求，降低生产成

本，提供生产效率，提高市场竞争力。

造纸用高效烘干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826042 A

发明人：倪士磊

申请人：安徽紫竹林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造纸用高效烘干装置，具有升温速

度快、温度控制精度高、装置机械结构简化的优

点，既提高了纸张烘干的效率又节约了设备成本，

同时也极大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响应了国家节能

减排的政策，相较于传统的煤炭、蒸汽、电加热，

具有重大的技术突破。

如图1～图2所示，该种造纸用高效烘干装置包

括：用于承载装置的机体，用于输送和涨紧纸张的

第一送纸辊、第二送纸辊、第三送纸辊和第四送

纸辊，用于自适应纸张延伸或收缩的压紧机构，用

于检测纸张表面温度的红外摄像机，用于升高纸

张表面温度的照射激光组，用于发出报警声的扬

声器。

机体能够承载各个机构，便于各个机构之间

展开配合。机体内送纸方向两侧的机体表面开设

有贯穿孔，贯穿孔的高度高于纸张输送的高度；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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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上安装有低速排风扇。贯穿孔和低速排风扇

有利于将机体内产生的水蒸气排出，提高了烘干效

率。

第二送纸辊和第三送纸辊安装在同一高度，

其间距达到机体长度的70％以上。第二送纸辊和

第三送纸辊之间的间距较大，这段空间用于容纳

压紧机构和照射激光组，纸张在第二送纸辊、第

三送纸辊和压紧机构上被拉直悬空，方便照射激

光组将激光投射到纸张上进行烘干。

压紧机构包括支撑柱、气压杆和涨紧轮，支撑

柱竖直安装在第二送纸辊和第三送纸辊之间的机

体底部，支撑柱顶部中央竖直安装有气压杆，气压

杆顶部连接在涨紧轮的滚轴处；压紧机构至少有

一个，压紧机构均匀分布在第二送纸辊和第三送

纸辊之间。

压紧机构在第二送纸辊和第三送纸辊之间涨

紧纸张，防止因为第二送纸辊和第三送纸辊之间

的间距过大，而导致纸张松垮或断裂，方便照射激

光组直接照射纸张。

压紧机构两侧安装有照射激光组，照射激光

组由激光灯组成，激光灯由激光发生器和镜片组

构成，激光发生器用于发出激光束，镜片组用于将

激光束整形成散射激光束，散射激光束照射在纸

张表面形成矩形照射区域，照射激光组在纸张表

面形成激光照射区域互不相连，照射激光组在纸

张表面形成的激光照射区域覆盖了第二送纸辊和

第三送纸辊之间90％以上的纸张面积，达到了升

高激光照射区域内纸张温度的目的。

照射激光组由激光灯组成，而激光灯中的镜

片组能够将激光发射器产生的高能点状激光束发

散，将点状激光束高度集中的能量分散到纸张表

面，进而使得纸张表面快速进入到加热状态，减少

了预热环节，提高了加热效率。

照射激光组在机体底板上按照“X”型均匀排

布，且每个激光灯在纸张表面形成的激光照射区

域不形成重叠。

激光灯按照设计方案排布，避免了激光照射重

叠的区域，同时由于激光灯在纸张两端开始排布，

形成了激光在纸张两侧的照射强度较高的现象，

因此纸张两侧最先开始干燥并逐渐向中心干燥；

从而消除了加热不均的现象，避免了纸张在干燥过

程中形变程度不统一的情况，降低了纸张局部温

度过高的风险。

红外摄像机的摄像区域完全覆盖被激光照射

的纸张，红外摄像机输出端与计算机电性连接，计

算机根据红外摄像机的实时数据，获得纸张表面

的温度分布状态。

红外摄像机能够准确记录下纸张表面的温度

分布，且温度根据图像的颜色不同，明显地显示出

纸张各区域的温度，有利于计算机统计纸张的表

面温度。

计算机内预设有报警阈值，报警阈值为110℃，

当计算机获得的纸张表面的温度超过110℃时，则

触发扬声器发出报警声，同时切断整个装置的电

源。

纸张达到130℃时就极有可能发生燃烧，因此

图1  高效烘干装置的侧面剖视

图2  机体底板装配

1—机体  2—第一送纸辊  3—第二送纸辊  4—第三送纸辊  5—第
四送纸辊  6—红外摄像机  7—扬声器  8—贯穿孔  9—低速排风
扇  10—支撑柱  11—气压杆  12—涨紧轮  13—激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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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设定报警阈值，防止出现意外温度升高的

现象，当温度超出110℃时，计算机自动切断装置电

源防止危害进一步发生，同时提醒工作人员进行装

置检修。

计算机与扬声器、装置电源控制器存在电性连

接。

有益效果：（1）采用照射激光组的方案进行

纸张的升温烘干，具有加热效率高、能量利用率

高、噪音小、设备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的优点，具

有重大的技术进步。（2）采用压紧机构，利用自身

的气压杆能够自适应纸张的松紧程度，并自动将

纸张拉直，使得照射激光组能够直接照射在纸张

上，提高了烘干效率。（3）采用了计算机、红外摄

像机、扬声器的安全装置，能够及时发现温度异常

升高，防止火灾的发生。

纸机干网保洁机构

申请公布号：CN 109837795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提出一种纸机的干网保洁机构。

如图1所示，该种干网保洁机构的两侧内壁上

设有干网，干网的一侧设有开设在干网保洁机构上

的放置腔，放置腔的一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电机，

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转动轴，转

动轴远离电机的一端固定安装有楔形盘，楔形盘

远离转动轴的一侧环形开设有滑动槽，滑动槽内

滑动安装有滑动杆，滑动杆的顶侧固定安装有位

于放置腔内的L型拉杆，放置腔靠近干网的一侧内

壁上开设有移动孔和调节孔，L型拉杆的一端贯

穿移动孔并固定安装有位于干网上方的放置块，

放置块靠近放置腔的一侧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

的顶侧内壁上转动安装有多个转动杆，转动杆的

底端均延伸至安装槽外，转动杆上均固定安装有位

于安装槽内的齿轮，多个齿轮的一侧啮合有同一

个齿条，齿条的一端贯穿移动孔并固定安装在放

置腔的一侧内壁上，放置腔的一侧内壁上转动安

装有V型转杆，V型转杆的一端贯穿调节孔并与干

网的底侧相适配，V型转杆的顶侧固定安装有凸起

块，滑动杆的底侧固定安装有调节杆，调节杆的底

端与凸起块相接触。

转动杆的底端固定安装有清洁块，清洁块的

底侧活动安装有多个毛刷，多个毛刷的底侧均与

干网的顶侧相接触，放置腔的底侧内壁上转动安

装有安装杆，安装杆的顶端开设有活动槽，V型转

杆的底侧转动安装有伸缩杆，伸缩杆的底端延伸

至活动槽内并固定安装有弹簧，弹簧的底端固定

安装在活动槽的底侧内壁上，安装槽的顶侧内壁

上开设有转槽，转动杆的顶端转动安装在转槽内，

干网保洁机构的一侧设有高压水管、气刀和真空

管，高压水管、气刀和真空管均与干网相适配。

工作原理：当干网保洁机构内的干网需要进行

清洁时，启动电机运作带动转动轴转动，转动轴转

动带动楔形盘转动，楔形盘转动带动在滑动槽的

作用下带动滑动杆移动，滑动杆移动带动L型拉杆

移动，L型拉杆移动带动放置块移动，放置块移动

带动转动杆移动，转动杆移动带动清洁块上的毛

图1  纸机干网保洁机构的结构

1—干网保洁机构  2—干网  3—放置腔  4—电机  5—转动
轴  6—楔形盘  7—滑动槽  8—滑动杆  9—L型拉杆  10—移动
孔  11—放置块  12—安装槽  13—转动杆  14—齿轮节  15—齿
条  16—清洁块  17—调节杆  18—V型转杆  19—凸起块  20—安
装杆  21—活动槽  22—伸缩杆  23—调节孔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8
第40卷第16期 2019年8月



刷刷洗干网，转动杆移动在齿条与齿轮的作用下

转动，从而带动清洁块转动，使得毛刷移动的同时

不断自转对干网进行清洁；滑动杆移动带动调节

杆移动，调节杆移动挤压凸起块，凸起块移动带动

V型转杆转动，V型转杆转动从而撞击干网，使得

附着在干网内部的胶黏物震动脱落，再配合高压

水对干网进行在线清洗，清洗下来的污垢物通过

真空抽走，气刀将网面残余水吹干，达到充分清洁

干网的目的。

有益效果：结构简单，使得干网被充分清洗干

净，使用方便。

抗水性防油纸的研磨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853287 A

发明人：陈建斌　胡丁根　黄婷　赵天君　马龙

虎　沙力争

申请人：浙江科技学院

抗水性防油纸，广义上指的是能防油脂吸收

渗透的纸，狭义上指的是使用漂白、半漂或未漂化

学木浆，通过高打浆度处理而抄造的一类纸，也包

括使用浆内添加或表面涂布防油剂而生产的能够

抗拒油脂渗透和吸收的纸种。

现有的抗水性防油纸在研制的过程中，常使

用双盘盘磨机对浆料进行打磨，在浆料研磨过程

中，由于出料口处不具有分离装置，导致未充分研

磨的浆料常会沿着出料口排出，进而导致了浆料的

研磨不充分，降低浆料研磨精度，且盘磨机中的打

磨盘长期使用容易造成损耗，而现有的研磨刀片

不便于更换，进而降低研磨效率，为此，提出一种

抗水性防油纸的研制用的研磨装置。

如图1～图4所示，该种抗水性防油纸的研制用

的研磨装置的壳体上设有可拆卸研磨装置，可拆卸

研磨装置包括打磨盘、卡接件、旋转轴、伺服电机、

入料管、搅拌件和入料壳，壳体内部对称设有两个

打磨盘，且两个打磨盘相互远离的一侧分别通过

卡接件与旋转轴活动连接，旋转轴远离卡接件的

一段穿过壳体与伺服电机输入端固定连接，旋转

轴通过轴承与壳体转动连接，入料管的一端与壳

体固定连通，且入料管的另一端与搅拌件输出端

固定连接，搅拌件输出端与入料壳固定连通，壳体

上设有防堵塞出料装置。

卡接件包括固定壳、缓冲弹簧、卡接杆和卡接

块，固定壳与打磨盘固定连接，缓冲弹簧的一端固

定连接在固定壳内部，且缓冲弹簧的另一端与卡

接杆接触，固定壳上对称设有两个限位槽，卡接杆

外侧对称设有两个卡接块，且两个卡接块分别与

限位槽滑动连接，卡接杆远离缓冲弹簧的一端穿

过固定壳与旋转轴固定连接，卡接杆与固定壳活

动连接，通过设有卡接件，进而便于打磨盘与旋转

轴之间的拆卸与安装。

限位槽为L形状，使卡接块在限位槽上转动，

同时实现限位槽对卡接块进行限位。

卡接块远离卡接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限位

板，且限位板位于固定壳外侧，通过设有限位板，

进而实现卡接块的限位。

搅拌件包括搅拌壳、搅拌电机、搅拌轴和搅

拌叶，搅拌壳的一侧与入料管固定连通，且搅拌壳

的另一侧与入料壳低端固定连通，搅拌电机固定

连接在搅拌壳外侧，且搅拌电机输出端穿过搅拌

壳与搅拌轴的一端固定连接，搅拌电机输出端与

搅拌壳转动连接，搅拌轴远离搅拌电机的一端通

过轴承与搅拌壳转动连接，搅拌叶固定连接在搅

拌轴外侧，通过设有搅拌件，进而实现对浆料初次

搅拌。

图1  研磨装置的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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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打磨盘进行安装时，转动打磨盘，使固定

壳上的两个限位槽入口对准两个卡接块，并推动

打磨盘，使固定两个卡接块的卡接杆连接入固定

壳内部，此时旋转打磨盘，使两个卡接块卡接入限

位槽内部，由于固定壳内部缓冲弹簧的弹力作用于

卡接杆，进而使两个卡接块紧密卡接入限位槽上，

从而实现了打磨盘的快速安装。当在使用时，将浆

料由入料壳倒入，且搅拌电机运行，从而使搅拌轴

带动搅拌叶实现浆料的充分搅拌，通过两个伺服

电机运行，实现两个打磨盘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使

浆料在壳体内部，通过打磨盘的离心力的作用下，

实现浆料在壳体内部进行研磨。

搅拌叶设有多个，且多个搅拌叶等距离固定在

搅拌轴外侧，通过设有多个搅拌叶，进而使浆料进

行充分的搅拌。

防堵塞出料装置包括出料壳、伸缩气缸、推

杆、活动板、过滤网和限位出料件，出料壳顶端与

壳体固定连通，伸缩气缸固定连接在出料壳外侧，

且伸缩气缸输出端穿过出料壳与推杆固定连接，

推杆远离伸缩气缸的一端与活动板固定连接，活

动板滑动连接在过滤网上，且过滤网固定连接在

出料壳内部，限位出料件固定连接在出料壳外部

的一侧，通过设有防堵塞出料装置，进而防止浆料

堵塞，同时使浆料进行分离。

限位出料件包括支撑壳、滑动定位套、挡板、

支撑轴、固定块、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驱动

轴、转动电机、第一支撑块和第二支撑块。支撑壳

与出料壳的一侧固定连通，滑动定位套设有两组，

且两组滑动定位套对称固定在支撑壳内部，挡板

的两端分别与两组滑动定位套滑动连接，出料壳

顶部设有开口，支撑轴的一端与挡板固定连接，且

支撑轴的另一端穿过开口与固定块固定连接，固

定块的两端分别通过转轴与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

撑板转动连接，第一支撑板与驱动轴的一端固定

图4  打磨盘结构

1—壳体  2—可拆卸研磨装置  3—打磨盘  4—卡接件  5—旋转
轴  6—伺服电机  7—入料管  8—搅拌件  9—入料壳  10—防
堵塞出料装置  11—固定壳  12—缓冲弹簧  13—卡接杆  14—
卡接块  15—限位槽  16—搅拌壳  17—搅拌电机  18—搅拌
轴  19—搅拌叶  20—出料壳  21—伸缩气缸  22—推杆  23—
活动板  24—过滤网  25—限位出料件  26—支撑壳  27—滑动
定位套  28—挡板  29—支撑轴  30—固定块  31—第一支撑板  
32—第二支撑板  33—驱动轴  34—转动电机  35—第一支撑块  
36—第二支撑块  37—开口图3  出料壳的结构

图2  搅拌壳俯视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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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且驱动轴的另一端穿过第一支撑块与转动

电机输出端固定连接，驱动轴与第一支撑块转动

连接，转动电机输出端通过固定板固定连接在出

料壳外侧，第二支撑板通过转轴与第二支撑块转

动连接，且第一支撑板与第二支撑板均固定连接

在出料壳外侧，通过设有限位出料件，进而便于未

充分过滤的浆料进行分离。

壳体内部浆料进行研磨时，研磨后的浆料由

过滤网排出，而研磨不充分的浆料由支撑壳流出，

通过转动电机运行，使驱动轴带动第一支撑板转

动，由于固定块通过转轴分别于第一支撑板和第

二支撑板转动连接，进而使两个支撑板带动固定

块转动，而挡板通过支撑轴与固定块固定连接，且

挡板通过两组滑动定位套进行限位，进而将挡板

进行限位，从而实现了挡板在两组滑动定位套上

相对滑动，进而实现了未充分研磨浆料的分离，同

时，通过伸缩气缸运行，使推杆带动活动板沿支撑

壳运行，进而避免了浆料的堵塞。

抗水性防油纸的研磨工艺：（1）采用针叶木

75%～85%、阔叶木15%～25%，采用特殊浆料处理

技术达到打浆度42～46°SR，湿重9～11g，同时确

保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2）通过所得的浆料投

入到可拆卸研磨装置，从而实现对浆料的充分研

磨过滤，提高浆料研磨精度；（3）通过改善表面施

胶工艺，在纸张表面施胶和添加胶黏剂以及提高

浆料打浆度，在纸张表面涂布施胶和胶黏剂可填

充纸张表面的纤维间隙，防止液体渗入，提高纸张

表面阻隔性；同时纤维表面的极性羟基与添加剂

中的成分反应后成功结合，纸张表面留下疏水疏

油的原子基团，降低纸张表面能，使纸张获得良好

的防水防油性。为了提高防油纸的阻隔性能，常对

防油纸进行表面施胶，用羧甲基纤维素（CMC）、

淀粉和聚乙烯醇等作为溶剂载体，通过加入一定

量的功能助剂，可以起到提高纸页抗液性能和减

少防油助剂使用量的效果。采用特殊改性淀粉、

防油助剂和食品级施胶功能助剂的复配使用，提

高纸页的防油等级到KIT≥11级，改善纸页的抗水

性，Cobb值≤20g/m2。

伺服电机优选N2311S020型号，搅拌电机优

选SH-00074型号，伸缩气缸优选MOB-63型号，

转动电机优选Y80M2-2型号。

有益效果：（1）使用时，通过打磨盘与旋转轴

之间通过卡接件连接，进而便于打磨盘的拆卸与

安装，同时，通过入料壳处的搅拌件，进而在将浆

料倒入入料壳内部时，搅拌件实现对浆料的充分

搅拌，进而便于浆料的充分研磨，通过在浆料的出

料壳上设有的过滤网，进而通过过滤网将打磨不

充分的浆料进行分离，且通过限位出料件，实现打

磨不充分的浆料的排出，进而提高了打磨的精度，

同时提高了浆料打磨的效率，同时，伸缩气缸带动

推杆运行，从而实现活动板的防堵塞，进而提高了

打磨效率。（2）通过限位槽为L形状，通过进而使

卡接块在限位槽上转动，同时实现限位槽对卡接

块进行限位。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一种增加纸制品灰分的造纸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05696406 A

发明人：饶庆隆  赵玉林  陈卫国  斯蒂芬·艾

什顿  亚历山大·托多罗维奇  阿兰·史密斯

申请人：埃科莱布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增加纸制品灰分的造纸方法，包括：向包

括填料颗粒和水的混合物中添加絮凝剂，其中，絮

凝剂具有5～16dL/g的比浓黏度（优选9～11dL/

g）、大于或等于1200000且小于或等于7500000

的分子量（优选3300000～4400000的分子量）和

5～50mol%的阳离子电荷（优选20～40mo1%）；

从而使填料颗粒与絮凝剂絮凝后形成絮凝物的粒

度分布中中值粒度在10～150um的范围内（优选

40～90um）；其中，填料不单独为沉淀碳酸钙。该

方法可以增加纸制品灰分且不损失所得纸制品的

品质，同时降低所得纸制品的生产成本。与灰分含

量相关的抗张指数的对比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

絮凝物的粒度分布跨度范围小于2；相对于

每吨填料颗粒，絮凝剂的用量为0.2～4kg（优选

1～3kg）。絮凝剂选自由以下单体中一种或一种以

上的单体形成的聚合物：丙烯酰胺、丙烯酰氧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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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基氯化铵、甲基丙烯酸二甲氨基乙酯、丙烯酸

二甲氨基乙酯、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酯、甲基丙烯

酸二乙氨基乙酯，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以及由

硫酸二甲酯与甲基氯化物或苄基氯化物形成的季

铵盐。絮凝剂为丙烯酰胺与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

氯化铵的共聚物和/或丙烯酰胺与二烯丙基二甲基

氯化铵的共聚物。

聚合物是由单体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体

形成的二元或三元共聚物。

填料选自碳酸钙、高岭土、二氧化钛、滑石粉、

硅石、硅酸盐、三羟基铝、硫酸钡和硫酸钙中的一

种或多种；其中，当填料为碳酸钙时，填料颗粒中

至少包括10重量%的研磨碳酸钙。

在添加絮凝剂前加入凝聚剂；其中凝聚剂选

自明矾、聚合氯化铝、阳离子聚丙烯酰胺、聚乙烯

亚胺、阳离子淀粉、阳离子瓜尔胶和聚酰胺聚胺中

的一种或多种。

在向包括填料颗粒和水的混合物中添加絮凝

剂的步骤之前、之中、或者之后添加微粒絮凝剂；

其中微粒絮凝剂选自网状或支链状高分子絮聚

物、膨润土及其改性产物、硅溶胶、胶体硅和胶体

铝中的一种或多种。

填料颗粒和水的混合物为填料颗粒的含水分

散体。

向造纸湿部添加增强剂；其中增强剂选自淀粉

及其改性物、壳聚糖、瓜尔胶、羟甲基纤维素、聚

丙烯酰胺、乙二醛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聚乙烯

亚胺和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或多种。

絮凝剂通过旋转混合设备添加，旋转混合设

备具有通过驱动器旋转的分配头，分配头被布置在

含有填料颗粒的浆料的容器中，且有与其旋转相

关联的旋转平面，并且分配头具有沿着分配头圆

周并包围旋转轴分布的出口和搅拌叶片，絮凝剂从

出口进入浆料，出口形成为开口，搅拌叶片形成为

横向于旋转平面延伸的条，并且搅拌叶片具有等于

浆料管的内径的至少一半的长度。

研发创新

图1  与灰分含量相关的抗张指数的对比检测结果

安德里茨推出全新PrimeLineTEX塑
纹型卫生纸机 

本刊讯（安德里茨 报道) 安德里茨全新卫生

纸机PrimeLineTEX，主要用于生产塑纹型卫生

纸，与TAD纸机相比，可节省高达50%的能耗，与

普通干法起皱型纸机相比，可节省高达25%的纤

维。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在塑纹网部仅使用一张织

物，区别于同类型其他纸机供应商两张的设计。

为了进一步介绍PrimeLineTEX塑纹型卫生

纸，安德里茨卫生纸机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总监

Klaus Gissing和卫生纸机技术研发总监Carlos 

Gallo具体诠释了PrimeLineTEX的技术优势。

请简单介绍下PrimeLineTEX纸机的概念，以及

它在生活用纸生产中的作用。

Klaus Gissing：在开始这个研发项目之前，我

们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全球客

户的需求，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特别是纸机

运行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以更低运营成本来生产

高质量的卫生纸以及可以生产多种产品的纸机需

求很大。

Carlos Gallo：卫生纸的消费量在不断增长，

以及市场趋向于使用更高质量的卫生纸产品。多年

来，TAD技术几乎是生产高品质卫生纸的唯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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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TA D以及市场上其他的替代选择相比，

PrimeLineTEX的解决方案更简单，而且安装空间

可以更小。

可以更深入地解释下PrimeLineTEX从塑纹型

到普通干法起皱型的转换能力吗？以及在塑纹网部

为什么只需一张织物，而不是通常的两张？

K l a u s  G i s s i n g ：提 到 转 换 模 式， 

PrimeLineTEX的概念在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这

个概念是使用靴套作为传送带，而其他概念则是使

用单独的传送带。这在维护和改造的时间方面具

有巨大优势，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成两个模式

的转变。

Carlos Gallo：PrimeLineTEX概念实际上是

相当简单的，它是基于众所周知的干法起皱型纸机

的部件，例如新月形成形器和扬克缸。它仅需一张

额外的织物，所以塑纹型与普通干法起皱型的转

换相比市场上的其他技术简单很多。

请您介绍一下格拉茨的新研究中心是如何使安

德里茨实现这种新卫生纸机概念的？

卫生纸机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总监Klaus Gissing

卫生纸机技术研发总监Carlos Gallo

位于奥地利格拉茨的安德里茨试验工厂生产的塑纹型纸卷

PrimeLineTEX提供接近于TAD纸的质量

择，但其能耗很高。PrimeLineTEX塑纹型纸机是

安德里茨提供给市场的替代选择，其成品的质量几

乎接近TAD纸，同时能够大幅降低能耗。

可以分别介绍一下PrimeLineTEX卫生纸机的主

要优势吗？

Klaus Gissing：在质量方面，全新纸机的成

品非常接近TAD卫生纸，特别是松厚度和吸水性

能方面。

在节约纤维方面，与欧洲生产四层干法起皱卫

生纸机相比，我们可节省高达25%的纤维用量，甚

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预期。这将帮助我们的客户大

幅降低成本。

节能或许是新纸机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和

TAD纸机相比，可节省高达50%的能耗。我们之所

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PrimeLineTEX的概

念创造了压榨的塑纹型卫生纸。由于在塑纹和干

燥前进行压榨，能耗比TAD生产干燥型卫生纸降

低50%。塑纹来自于从靴套到塑纹型织物的速差转

移。

Car lo s  Ga l lo：此外，在投资成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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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 Gissing：格拉茨的新研究中心拥有所

有我们所需的设备，包括专用的试验机，这使我们

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以PrimeLineTEX为例，我们的研发工作集中

在最主要的两个领域：用于压榨和纸张传送的靴

压概念，以及从靴套到塑纹型织物的速差转移。

PrimeLineTIAC卫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为我

们提供了真正的能力和自由，使我们能够像所需那

样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

Carlos Gallo：卫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是

开发新纸机概念的关键因素。可以测试和验证理论

的想法并作出必要的改变。此外，客户能看到正在

运行的新技术，会对订购新纸机更加充满信心。

另一个优势则是客户可以使用他们自己

的原料配比和重现他们自己工厂的条件，在

PrimeLineTEX塑纹型纸机上测试。成品可以运回

并经过后加工成最终产品以进行市场测试。

能给我们展现一些技术参数吗？例如幅宽、车

速以及定量？

Klaus Gissing：PrimeLineTEX塑纹型卫

生纸机可以提供单个幅宽和两个幅宽。产能为

100/200吨/天，车速可达1600米/分。

到目前为止，请问客户对PrimeLineTEX塑纹型

卫生纸机的反馈如何？

Klaus Gissing：我们目前收到的反馈都是非

常正面积极的。与市场上的其他纸机相比，客户喜

欢非常简单的概念，并且对可生产定量范围较广的

纸机印象深刻。PrimeLIneTEX塑纹型纸机弥补了

普通干法起皱型和TAD之间的差距。在我们进行

的测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其他概念相比，

客户正在密切关注PrimeLineTEX塑纹型纸机。

可以透露下安德里茨下一步会在实验中心进行

什么项目吗？

Klaus Gissing：快速浏览一下我们的研发计

划就会发现，节能和可持续发展是重中之重。毋庸

置疑，TAD的节能概念和卫生纸的纤维研发都是

我们即将开展的项目。

Carlos Gallo：安德里茨也正向IIOT的方向

发展。我们在试验工厂安装了自己的l loT解决方

案。Metris是安德里茨数字优化工业流程的技术

子品牌。我们在试验工厂也安装了一套Metris的解

决方案。我们蓄势待发，准备着为全球众多客户提

供解决方案。

斯道拉恩索探索利用木质素进行生
物基碳材料生产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报道) 斯道拉恩索投资

1000万欧元建设试验工厂，探索利用木质素为原料

来生产生物基碳材料。

木基碳材料可用作电池中的关键组件，通常用

于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工业以及大规模能源存储系

统。斯道拉恩索致力于通过探索生物基碳材料，来

研发更多可替代化石材料的新产品，提高新材料技

术。

试验工厂将建于斯道拉恩索旗下的Sunila浆

厂，Sunila浆厂位于芬兰Kotk，是斯道拉恩索的生

物材料事业部，每年可生产37.5万吨针叶木浆和5

万吨木质素。

生产生物基碳材料主要以木质素为原料，木质

素是树木的主要成分之一。Suni la工厂主要生产

Lineo木质素。斯道拉恩索将利用木质素生产碳接

触材料，在这一过程中，木质素可以加工成一种用

于锂电池的硬质碳阳极材料，这种材料特性几乎与

石墨相同。用木基碳材料加工生产的电池可用于手

机以及类似的便携电子产品、电动工具、电动汽车

以及其他工业应用等，用作能源存储。

对于这项投资，斯道拉恩索生物材料事业部副

总裁Markus Mannstrom表示，公司一直在探索

可再生、可循环的生物新材料，而使用木质素为材

料生产木基碳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未来

试验工厂还将继续探索木质素提取技术，并创造

更大的附加价值。木基碳材料主要针对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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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池市场，并致力于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电极材

料，取代价格昂贵的其他材料产品。

据悉，早从2015年，斯道拉恩索便已经开始探

索工业木质素利用技术，该厂建成之后，斯道拉恩

索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硫酸盐木质素生产商。

ABB推出用于优化卷取部运行效率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

本刊讯（ABB 报道) ABB推出了一款卷取部性

能优化系统，这是一种数字化智能应用，可以帮助

纸厂优化设备运行，在不更换现有复卷机的前提

下，改变生产的纸种或者提高纸机车速。

该方案的工作原理是使复卷机性能基准化，通

过改进和监控来维持设备性能，并通过使用在线

计算设备持续调整复卷机速度，从而进一步优化生

产率。这一系统能够使产能与需求保持一致，并可

以显著提高生产率。

这一解决方案性价比高，使用方便，不会造成

复卷机停机，也能够应用于高速和大型纸机，帮助

纸厂实现产能最大化。该方案可以持续监测和分

析关键指标，便于纸机维护，还能降低整台纸机和

纸厂的能耗。

ABB数字化事业部产品经理Shankar Singh

表示，公司了解当前纸厂对于提高效率和降低能耗

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使纸厂在更换生产纸种或

者更改车速时，在不更换卷取部的前提下，最大化

地提高产能。

此外，ABB卷取部性能优化系统还能够检测

和提升辊子运行效率，还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和分

析。该系统是ABB Ability数字化系列产品之一，

主要致力于提高制造业智能监控和关键指标分析

水平。

索理思推出Fusion强度及纸机运转效
率提升技术，改善纸张强度要求

本刊讯（Solenis 报道) 全球水处理技术公司索

理思（Solenis）推出了Fusion强度及纸机运转效

率提升技术。

该技术充分融合具有集群分析软件的成熟双

组分干强解决方案及索理思OnGuard监控系统，

不仅给予纸张及纸板基本的强度，还改善高强纸

种的强度要求。利用这一方案，可以解决传统的

单组分干强技术的弊端，满足多种操作配置和需

求。

单组分的阳离子解决方案，例如淀粉和一般聚

合物解决方案，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受阴离子纤

维配比吸收阳离子干强剂的能力的限制，这两种技

术只能提供有限的强度，随后它们的有效性便开

始逐步降低。

索理思研究发现，双组分干强解决方案能够

有效克服单组分体系的缺陷。最常见的双组分方

案结合了阳离子与阴离子干强树脂，并发挥它们的

协同作用，以产生更强大的静电结合和更牢固的干

湿纸幅。

这种阳离子-阴离子的方法扩展了传统强度

添加剂的性能，满足了造纸业对高强度的需求。相

反，对于高阳离子需求量的湿端系统而言，与阳离

子树脂的结合可以延展强度增益，从而能够突破单

组分解决方案的限制。

为了更好地满足造纸厂对更严格、更稳定的工

序控制的需求，进一步帮助造纸厂降低成本并提

升产品质量的一致性，Fusion强度及纸机运转效

率提升技术将领先的化学品与先进的工序控制技

术组合结合在了一起，打造完整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OnGuardTM监控报告系统；基于数据的

决策及故障排除工具Envoy*；正在开发中的包含

了一系列先进算法，用于预测强度结果并进行实时

优化和演练的全新预测工具。

Fusion强度及纸机运转效率提升技术的出现

为造纸厂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势，其中主要包括：提

升了纸张强度；以更低的成本提升产量与收益；减

少了制程波动；减少湿端淀粉的用量；减少清水的

使用；减少对原生纤维的依赖；增加对成本较低的

再生纤维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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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纸浆干燥创新型EvoDRY系
统

本刊讯（安德里茨 报道) 安德里茨设计的

EvoDry纸浆干燥系统是一种全新的、创新的系

统，它将精选的研发设备整合成一条完整、可靠、高

性能的干燥生产线。

在纸浆干燥系统的设计中，安德里茨设计了一

种高性能、低维护、一体式的干燥系统（如图1），

不同于其他干燥系统，它还同时兼顾了健康、安

全、环保等方面。

这条生产线的优异性能是由于各种新技术与

现有组件一起工作。新功能的设计，以实现更大的

可靠性和灵活性，提供一个高效和可靠的干燥线，

以生产高质量的纸浆。

为了提高整个干燥过程的性能，该系统主要包

括以下设计：

（1）专利的EvoDry气垫干燥器，增加蒸发能

力，提高性能，如图2；

（2）专利的纸幅定位传感器和可自动调节的

转向辊系统；

（3）专利的损纸检测系统，可快速可靠的重

新开机；

（4）全新的封闭式引纸，减少断纸；

（5）先进的特点，可快速、安全地清理气垫。

EvoDry除了具有较高的操作功能和性能外，

它的设计还考虑了健康和安全问题，这可以从集成

到系统中的许多自动化特性中看到。新设计的重点

是减少操作者与干燥线部件的直接接触，从而降

低事故风险。

这个新系统的特点是在整条干燥线中，采用全

自动引纸，使其更快、更安全，并减少了出错的机

会。

此外，EvoDry的毛布安装和拆卸方便快捷，

提高了系统的可操作性和安全性。

EvoDry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建一个纸

浆干燥系统，该系统有助于改善各种工艺过程对环

境的影响。这是通过优化新设计的关键设备，以减

少能源消耗和引进节能技术的新发展来实现的，如

锅炉排气热量回收系统或新设计的复合压榨。

除能源利用外，纸浆干燥生产线的另一个

环境问题是需要大量的清水。这一重要问题在

EvoDry系统的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考虑。新型纸

浆干燥系统可以通过回收利用大量的内部工艺水

来减少清水的用量。这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

也意味着运营成本的降低。

安德里茨在创造一种新型、高效、可靠的纸浆

干燥生产线的同时，还设计了一种运行成本更低的

系统。该系统更加环保，具有改善职业健康安全的

特点，维护成本更低，运行可操作性更强。更有效

的设备，更低的能源需求，以及从流程中回用水的

能力，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减少了运行干燥线的总

费用。

EvoDry纸浆干燥系统是一种高效、可靠的干

燥系统，比以往任何干燥系统都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图1  安德里茨EVODRY™纸浆干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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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活性。引入基于纸幅的解决方案“PREDICT”

（通过Metris安德里茨的工业物联网品牌）使性能

监控、数据分析、故障检测和维护效率成为可能，

并使EvoDry成为具创新性的一体化干燥系统之

一。

由福伊特供货的全球最大纸板机
落户瑞典BillerudKorsnäs公司

本刊讯（福伊特 报道)  今年6月底，由福

伊特供货的Xc e l L i n e 纸板机成功落户瑞典

BillerudKorsnäs公司Gruvön纸厂。

这台XcelLine纸板机成为了该纸厂BM7号纸

板机，福伊特表示，该纸板机是目前全球现代化程

度最高、效率和产能最大的纸板机。

Bil lerudKorsnä s是瑞典领先的可再生包装

材料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智能型包装方案。

公司有约4200名员工，8家生产单位，其中一家即是 

Gruvön工厂。BillerudKorsnäs公司总部位于瑞典 

Solna。

福伊特XcelLine纸板机可以生产四种类型的

纸板，设计车速1200m/min，幅宽8800mm，设计

产能55万吨/年。

福伊特造纸高级项目经理Patrick Romes评

价道，到目前为止，这台纸板机是世界最先进水

平，也体现了福伊特在造纸领域的技术实力。

技术先进性：出色的技术特征

成形部具有三层网部结构，配有DuoFormer 

D II复合成形器、两个先进的DuoShake摇振器

和一个浆料导向控制系统。压榨部使用Tandem 

NipcoFlex靴压，保证脱水效果。

在烘干部，使用EvoDry钢制烘缸，这是这种

烘缸首次应用于纸板机。这种特殊的烘缸传热效

率更高、烘干表面更大，有利于提高干燥效率和

安全性能。此外，还首次使用了VariFlex XL复卷

机，这是在欧洲纸厂的首次应用。

在完成部，BM7首次使用Cu r l  Cont r o l

卷曲控制功能。为了最大化提高生产灵活性和

产品质量，BM7安装了四个涂布单元，包括两

个Sp e e dS i z e r施胶系统、一个Je tF low F和

DynaCoat AT涂布系统。SpeedSizer施胶系统和

DynaCoat AT涂布系统都具有碳纤维支持结构，

确保横向涂布效果保持均匀连贯。

一体式数字化解决方案

BM7纸板机还采用了造纸4.0 OnEfficiency

和OnCare数字化方案，能够对工艺参数进行在线

监控和控制。其中，OnEff ic iency系统可以使脱

水、保留和絮凝过程更加稳定，OnCare系统可以

进行集成资产管理。通过对整个造纸机的高效预

防性维护。确保机器的最大可用性。有助于降低项

目总成本。

纸机织物

图2  安德里茨EVODRY™气垫干燥器

福伊特XcelLine纸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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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福伊特还将为BM7纸板机提供纸机用

织物，在未来三年提供CleanWeave干网、Kinetic

和Infinity压缩毛毯和I-Series成形毛毯等，进一

步保障纸机高效运行。

福伊特造纸4.0再添利器：
DuoShake DG数字化胸辊摇振器

本刊讯（福伊特 报道) 福伊特推出DuoShake 

DG数字化胸辊摇振器，是福伊特造纸4.0系列的

一部分，在纸页成形过程中，控制浆料流动的摇振

单元，从而提高纸页匀度。

DuoShake摇振器广泛应用于特种纸机、文化

纸机和纸板纸机，已有20多年的应用历史。通过对

胸辊的横向摇摆，优化纤维的排列方向，减小纵/

横向抗张强度比，提高纸页的匀度，从而整体提高

产品质量。

与其他普通的网案摇振器不同，福伊特

DuoShake胸辊摇振器不会对基础产生任何反作

用力，其安装相当简便，一个普通支架即可作为支

撑，系统坚固耐用，使用中几乎无需维护。在纸机运

行期间，客户可对摇振器的摇振振幅和频率进行无

极调整，无需机械式的振幅调节。

DuoShake DG数字化胸辊摇振器对原来的

DuoShake摇振器进行了技术改进，进一步提高了

纸机运行效率。

实时数据监测

新型DuoShake DG数字化胸辊摇振器的所

有相关操作参数都可通过固定操作面板或移动设

备进行现场输入。为了获得最大的数据透明度,福

伊特特别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应用软件，在操作界面

实时显示主要参数，例如案例可用性、操作准确性

和操作频率等。

现代数据可视化管理

设备具有先进的可视化界面和元素，触屏控

件非常直观。此外，包括静水压力、空气、机油和

电机温度等重要数据通过信号灯的形式呈现出

来，方便且易于观察，客户界面友好，警告消息可

以进行自定义，并在需要时快速响应。

使用遥控设备进行远程监控

便捷的远程监测系统可以监测所有运行参数

和机器数据，通过遥控设备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得

需要的信息，此外，数据准入系统还可根据个人习

惯进行设置。

设备维护优化服务

DuoShake DG数字化设备可以记录操作次

数和时间，实时数据可以为维护和设备使用情况

提供参考，尤其对于电机等重要设备。在智能化设

备的帮助下，操作人员可以在事故发生前进行设备

检修，大大降低了非计划停机时间，提高了生产效

率。

趋势分析和云连接

DuoShake DG还具有识别和分析故障趋势

的功能，在操作故障时，瞬时评估并立即进行设备

干预，借助于较长时间积累的数据分析，系统地优

化整个流程。

此外，该平台还能使DuoShake DG和Voith

数据平台OnCumulus连接起来，并最终云连接至

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为最终改进纸机的综合性

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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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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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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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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