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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超声废纸脱墨设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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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子间距调节装置及双辊洗浆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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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最新进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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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网纸机抄造低定量工业包装纸

的湿部运行管理探讨
⊙ 赵恺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福建漳州 363107]

赵恺 先生

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专业从事

工业包装纸技术及管理工作。

摘 要：工业包装纸低定量化是产品开发方向；夹网纸机抄

造低定量工业包装纸有其独特优势。本文以某公司的现代高

速纸机为例，分析讨论抄造低定量瓦楞原纸的纸机湿部工

艺、装备及生产管理，包括流浆箱、脱水及真空系统、刮刀与

喷水管及接水盘系统、通风及水雾收集系统、化学品添加系

统等。

关键词：工业包装纸；瓦楞原纸；低定量；夹网纸机；湿部；

技术装备；运行管理

Abstract: Low basic-weight has become the tread of development 
for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And the twin-wire paper machine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production of it. Taking a 
company’s modern high-speed paper machi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wet end process and equip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low basic-weight paper producing, 
including headbox working, dehydration and vacuum system, 
scraper and spray pipe, water supply disk system, ventilation and 
water mist collection system, chemical addition system, etc.
Key words: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corrugated medium; low 
basis weight; twin-wire paper machine; wet en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A discussion on wet end oper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light basis weight
packaging paper in twin-wire paper machines
⊙ ZHAO Kai [Liansheng Paper Industries (Longhai) Co., Ltd., Zhangzhou 363107, Fujian,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64.5; TS734; TS75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8-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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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Jet™稀释水技术的MasterJet™Pro双层布浆流

浆箱，其横幅布浆的匀度对纸页的成形十分重要。

流浆箱基本组成：

(1）布浆装置：布浆总管、布浆元件和稀释水调节

系统。

(2）整流装置：堰池、阶梯扩散器、孔板和管束。

(3）上网装置：堰板、飘片。

2.1 流浆箱的作用

(1）保持稳定的上浆压头。

(2）浆网速比控制。

(3）沿纸机横幅均匀地分布纸料。

(4）有效分散纸浆纤维，防止纤维絮聚。

(5）压力均布、速度均布、流量均布。

这里重点强调一下飘片的管理：飘片由伸展到流

浆箱全幅宽的逐渐变薄的有机薄片组成，这些薄片由活

动铰链连接到孔板的出口端，将孔板的下游主流道分隔

为若干个子流道，由于飘片的特殊设计，使其在子流道

内上下漂浮。

飘片共有三片。中心分流漂片主体由碳纤维制

成，在其尖端覆盖钛合金；上下两片漂片是由聚碳酸酯

工业包装纸大多以单网或者叠网纸机抄造为主。

近几年由于低定量化，夹网纸机对于50～80g/m2瓦楞

原纸抄造有独特优势。但由于定量低、车速高、原料影

响等也给纸机抄造和运行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

下面以某公司的X号机为例，来讨论抄造低定量

工业包装纸的纸机湿部管理。此条生产线是VO I T H

纸机，2018年初投产，设计车速1400m/m i n，工作车

速1000～1300m/m i n，卷取幅宽6600mm，定量70～

140g/m2，生产纸种为箱纸板或者瓦楞原纸。目前经过

运行管理改善，运行车速已达到1400m/m i n,运行状况

良好。

1  湿部概述

我们通常所说的纸机湿部，包括流送部、网部、压

榨部，就是干燥部之前的部分。

纸机湿部是抄纸生产线的关键部位，在纸机运行

效率、化学品应用、产品质量等管理方面都是重中之

重。所以，这个工序也是运行管理技术含量最高的，大

多的断纸及纸病也发生在湿部。

1.1 湿部圈路图

下面我们分别了解一下纸机网部基本圈路（图1、

图2）、压榨部基本圈路（图3、图4）。

1.2 湿部的组成

为了更好地分析湿部生产管理要点，我们把纸机

湿部组成分解为八个系统来分析，分别了解各系统的作

用及基本工作机理。分别是：

(1）纸机流浆箱（含流送部）

(2）脱水及真空系统（真空箱及压榨辊）

(3）传动及辊筒部件

(4）纸机校正及张紧系统

(5）纸机刮刀及喷水管、接水盘系统

(6）化学品添加系统

(7）损纸回收系统

(8）通风及水雾收集系统

2  纸机流浆箱（含流送部）

流浆箱是纸机核心部件，X号机流浆箱是带有

图1  纸机网部基本圈路Ⅰ

图2  纸机网部基本圈路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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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材质制成，耐磨、耐化学性、无热变形和膨胀，热

稳定性好。在流浆箱中使用的飘片主要用于从流浆箱唇

口均匀喷射浆流到成形部。流浆箱飘片对最终的产品

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如成形、横向定量分布、厚度和

纸页边部等。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整个纸机的生

产效率。优点：改善纸页成形，松厚度更加均匀，提升

纸边性能，更加均匀地横向定量分布。

稀释水控制系统如图5。

纸张的强度是由流浆箱中的浆料决定的，例如纤

维浓度、纤维性能等。流浆箱的管理主要是唇板开度与

压头调节、飘片管理、稀释水控制。要想流浆箱布浆均

匀，短循环（流送部）的管理很重要。在前端，要把浆料

浓度、除气系统、压力筛压力稳定，白水系统要稳定，确

保前端浆料、白水洁净。

纸幅要有好的匀度及纵横幅定量的稳定，流浆箱

的唇板开度、压头控制、浆网速比、着网点的控制至关

重要，DCS操作员要重点监控这些点。

2.2 流浆箱重点控制参数

(1）总压头：为了获得均匀的从流浆箱喷到网上纸

料的流量和流速。

(2）浆位：为了获得适当的纸浆流速以减少横流和

浓度的变化，并且产生和保持可控的湍流以限制纤维的

絮聚。

(3）浆网速比：浆速网速比是影响纸页成形、结构

和性质的重要因素，控制浆速网速比是为了获得稳定的

纸页质量，减少定量横幅差，保证纸页质量。

3  脱水及真空系统（真空箱及压榨辊）

3.1 网部脱水及真空

夹网纸机网案短，快速脱水，浆料在成形区被两张

网夹住，快速在成形区真空抽吸强制脱去50%～60%水

分（面网：TW suction box1和TW suction 2），出

网部干度23%～25%。而普通长网纸机出网部干度18%～

22%。

网部脱水是依靠成形辊、真空箱。压榨部依靠四辊

三压区，靴辊、中心辊、真空压榨辊、一压下辊、压榨部

真空箱。压榨部注意回湿和压溃，其核心在靴辊和真空

压榨辊。

3.2 脱水真空区分布

(1）夹网初始脱水50%～60%。

(2）成形辊真空8～12kPa，脱水量3%～5%。

(3）顶网脱水靴Ⅰ区真空13～16k P a，脱水量15%～

20%。

(4）顶网脱水靴Ⅱ区真空23～26k P a，脱水量3%～

5%。

(5）底网低真空脱水箱真空26～28k P a，脱水量

2%。

(6）出复合辊纸页干度10%左右。

湿部真空配备是透平真空泵，真空分配是湿真空

图3  纸机压榨部基本圈路Ⅰ

图4  纸机压榨部基本圈路Ⅱ

图5  稀释水浓度调节原理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8
第40卷第18期 2019年9月



箱8～28kPa，后端真空分配40～65kPa。

4  湿部水雾收集、网部清洁、水针及引纸系统

4.1 水雾收集系统

由于纸机运行车速1300～1400m/m i n,浆料温度

40～60℃，大量白水湿部脱出，加上高压喷水管，纸机

湿部会产生大量水雾（混合白水及蒸发气体、细小纤维

及淀粉填料等）。纸机湿部除了配置必要的风机外，还

要在关键部位配置抽风机，把接水盘、辊筒、真空箱、

压区内水汽抽走，确保纸机机架清洁，不会产生积垢，

减少细菌滋生，提高运行效率。

4.2 网部清洁系统

(1）喷水管管理：纸机喷水管分高、低压喷水管，高

压水、低压水是纸机多盘的超清白水过重力筛后的滤

液。高压喷水管是移动式，水压30b a r，喷嘴形式柱状

0.9mm。

(2）接水盘的管理：

①每两小时对湿部接水盘巡检一次。

②工艺清洗时，对湿部接水盘上下清理一遍。

③停机检修时对湿部各接水盘清理，对各接水盘

排污管检查疏通。

4.3 水针及引纸系统

水针喷嘴设计很重要，水针水是软水带过滤系

统。定边水针水压28～30b a r，网部移动水针水压28～

30bar，干部引纸水刀水压900～1000bar。

5  湿部化学品系统

5.1 保洁类化学品

纸张定量低、纸机车速高，对各

部位织物保持高度清洁。

(1）网部有成形网保洁剂系统，

采用在线稀释后对成形网喷淋。

(2）压榨部有毛布保洁剂系统，

也是采用在线稀释后对成形网喷淋。

(3）湿部人员每2小时要检查保

洁剂系统各喷嘴喷淋是否正常，辅料

人员每3小时检查一次保洁剂原液消

表1  湿部化学品使用种类、添加量及加入点

化学品名称

高聚物（分子量600万)

高聚物（分子量800万)

AKD

硫酸铝

消泡剂

成形网保洁剂

毛布保洁剂

杀菌剂

染料

加入位置

网前筛前

网前筛前

冲浆泵前

冲浆槽

冲浆泵前

网部喷淋

压部喷淋

冲浆槽、成浆池、温水槽

面层冲浆槽

加入量/(kg/t)

面层

0.35～0.65

0.35～0.65

5～11

3.0～5.0

0.35～0.65

0.35～0.65

0～11

3.0～5.0

底层

0.25～0.45

0.03～0.06

0.1～0.2

 0.04～0.07

黄：2.4～3.2，红：0.25～0.55，

黑：0～0.45

耗是否正常。

5.2 改善纸张物理指标的化学品

正常抄造纸种为定量80～100g/m2A3牛卡包装

纸。主要物理指标有定量、水分、耐破指数、耐折指数、

环压指数、颜色值、平滑度、Cobb值（吸水性）。由于国

产废纸原料的影响，对耐破、环压的控制除抄造条件

外，必须添加必要的化学助剂。

5.3 湿部化学及环保管理要点

(1）随着国废的大批量使用，导致废纸浆料原水

COD由4000m g/l上升到6000～8000m g/l，所以在湿

部要控制阴离子垃圾含量，重点要控制湿部浆料电荷。

杀菌剂、淀粉、干强剂、高聚物的使用及白水浓度的控

制和检修时浆池、水池的排空，这些都对水处理车间带

来一定的压力。提高网部留着率，降低网下白水浓度，

减少细菌残留，保持网部清洁生产，提高白水在系统的

回用率，污水负荷会大大降低，这样是对环保的最大贡

献。

(2）湿部化学品使用种类、添加量及加入点，如表

1。

6  湿部织物管理

6.1 湿部织物种类

成形网、毛布。

6.2 湿部织物选型及生产运行管理

(1）选型：纸机成形网、毛布的选择与网部结构、

原料结构、抄造纸种、纸机车速有关，要综合考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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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湿部仪表常见故障解决方案

部位

网部

（面、

底网）

压榨

部

解决措施

查看程序，接近开关位置，调整位置。

因水汽影响，应定期更换。

更换比例阀，用工程电脑与比例阀

进行通讯连接，下载参数，复位报警

后，正常。

定期校验

溢流阀卡死，动作不正常，调整后，

流量正常。做好油站防水工作。

控制点

高压喷淋水控制

润滑水控制

真空控制

水针控制

真空阀

压区开闭控制

引纸水刀

靴压液压油系统

故障名称

摆动器故障：报警

吸移辊真空阀和破

空阀线圈故障

一压、二压比例阀通

讯故障，压榨部跳停

位置移动

冷却油流量故障，压

榨部跳停

重点考虑网子和毛布的透气和脱水的平衡。不同厂家

毛布的选型会有一定差异，要通过上机试验，才能摸索

出合适的毛布配型，基本以进口毛布为主。成形网国产

化，目前条件已基本成熟。

(2）湿部织物生产运行管理：成形网注意喷水管及

保洁剂的管理，注意各部真空调节。毛布要注意新毛布

上机前一周、旧毛布下机前一周的管理。第一周期，注

意毛布喷水管的使用，后一周期注意保洁剂的使用。

7  纸病分析及处理

(1）纸面偶有施胶条纹，主要是低定量刮棒型号

小，用到后期容易堵塞造成。可通过控制刮棒使用周期

和稳定胶料黏度，以减少施胶条纹。

(2）纸面偶有蜡点、杂质点，主要是原料含纸种较

多、较杂，偶有蜡纸、涂布纸等进入系统造成。可通过浆

料筛选与净化处理而有效减少。

(3）成纸匀度不佳，主要是夹网脱水强度大、成形

时间短造成，可通过调整唇板开度、流浆箱喷射角度、

网部真空等对成形进行优化。

(4）成纸物理指标的影响，主要是原料结构对抄

造的影响。由于国家限制进口废纸准入，进口废纸原料

越来越少，原来配比30%，直至降为0，优质长纤维得不

到补充，国产废纸又因产地、回收机制等限制了纤维结

构，造成成纸的耐破、环压和裂断长等指标较难控制，

可通过调整原料结构、借助化学品进行改善。

8  湿部设备的控制与管理

8.1 辊及刮刀类管理

注意传动负载及刮刀的使用效果。

8.2 湿部岗位巡检控制

重点检查纸机网部、压榨部的水针有无积料、喷水

管是否堵塞、传动负载是否正常、真空是否正常、有无异

常噪音、备品张力是否正常、所有化学品添加是否正常

及有无缺料、堵料等。

8.3 机械检修控制

重点是做好检修计划和检修方案的确认，备品、备

件规格型号的确认，落实安全措施等（检修工作票的办

理）。

8.4 湿部传动控制

(1）注意观察传动电机负载和温度，及时与生产沟

通（每次检修更换不同厂家的网子和毛布后，传动负载

都比较高，负荷为80%～95%左右，待磨合3～5天之后负

载才会降到正常50%～70%）。

(2）传动室内空调温度需要控制在25℃左右。

8.5 仪表操作控制

8.5.1 流浆箱信号控制点

(1）唇板开度移动信号控制、喷射角方向控制（为

奥玛电机控制带角度编码器）。

(2）总压头及面、底层浆压差的3个压力变送器控

制。

(3）稀释水横幅控制（72个电动阀门，有单独QNX

横向控制服务器）。

8.5.2 网部仪表控制点

(1）气动刮刀摆动器：面、底网各

有4个气动刮刀摆动器，1个电磁阀控

制4个刮刀摆动器。面网刮刀在胸辊、

校正辊、张紧辊和转移辊上；底网刮

刀在驱网辊、校正辊、传动辊、张紧

辊上。MC S画面上有操作按钮，打为

Aut o,且网速>0m/m i n,摆动器开始

摆动；打为Off时，摆动器停止。

(2）张紧器与网子校正器：面、底

网张紧是由奥玛电机控制（电机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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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开关、扭矩开关），并有张力传感器检测网的张力

参与控制。网子两侧都装有跑偏开关进行网子校正，防

止网子跑偏。

(3）胸辊抬升装置：胸辊抬升也是由奥玛电机控

制。当胸辊抬升到换网位置时，按下锁定按钮，气缸带

动的插销会销进去，进行锁定，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4）网部喷淋控制：由喷淋阀控制，还有4台喷淋摆

动器，面、底网各1个，底网转移辊、成形辊各1个，对网

辊清洁起关键作用。

(5）网部润滑水控制：有6个流量开关进行控制，面

网1个，底网5个。当网部开始爬行，此流量开关报警，此

时网部联锁，不能爬行。

(6）网部真空控制：网部真空配置了阀门和压力变

送器，对真空度进行PID调节控制。

(7）网部水针控制：网部传动侧与操作侧各有定边

水针，控制水压为28bar。

8.5.3 压榨部仪表控制点

(1）蒸汽箱控制：蒸汽箱分为运行和引纸两个位

置，传动侧和操作侧都安装有限位开关检测位置的情

况。蒸汽箱有72个阀门横幅布置（有单独QNX横向控制

服务器），气动单独控制。蒸汽箱蒸汽管道上装有温度

变送器，设计温度>125℃时，延时300s，脱开蒸汽箱。

(2）毛布张紧和校正控制：压榨部四辊三压区，一

压下毛布、吸移毛布、三压上毛布张紧由普通电机控

制，限位开关装在导轨上。跑偏开关和网部一样。

(3）吸移辊升降控制：吸移辊有3个操作位，分别是

运行位、引纸位、换毛布位。通过奥玛电机控制，实现

吸移辊的抬升与下降。

(4）刮刀摆动器控制：压榨部4个刮刀摆动器控制

和网部一样。一个电磁阀统一控制。画面打为Au t o，压

部速度>0m/m i n,且中心辊专移刮刀、中心辊清洁刮

刀、三压毛布导辊刮刀、吸移辊毛布导辊刮刀加载，开

始摆动。

(5）高压喷淋摆动器控制：压榨部有5个高压喷淋

摆动器，摆动器上装有摆动指示开关，监测摆动情况，

并有限位，通过限位来实现摆动方向的切换。

(6）压榨部真空系统控制：重点注意吸移辊真空

阀和破空阀，当吸移辊抬辊时，即有运行位抬升到引纸

位，真空阀关，破空阀开。当吸移辊落辊时，即从引纸位

落到运行位，真空阀开，破空阀关。这两个阀门的操作

对压榨引纸及毛布安全至关重要。

(7）压区压力控制：一压和二压的闭合与打开都装

有限位开关，而三压的闭合和加载情况，则通过线压来

实现。一压和二压的压区压力由液压比例阀控制，传动

侧、操作侧背压和线压各有一个比例阀。三压的边压与

线压各有一个比例阀进行控制。

(8）辅助传动装置控制：吸移毛布与一压毛布均有

辅助传动装置，气动控制离合器，液压油控制液压马达

实现运转，保证检修时毛布能独自爬行。

(9）水刀控制：压榨部有一把引纸水刀，单独控制。

水针位置需要定期进行校验（通过触发传动侧接近开

关，即可进行校验）。

8.5.4 湿部仪表常见故障解决方案（如表2）

8.6 工艺操作主关键控制点

(1）生产参数：牛皮挂面箱纸板，定量100g/m2；车

速1350m/min。

(2）流浆箱参数设置：

纸页定量：100g/m2；面层定量：30g/m2；面层产

量：345t/24h；留着率：40%～55%；流浆箱浓度：0.7%

～1.2%；浆/网速比：0.95～1.05；唇板出流量：1176～

1400l/s；唇板开度：9.5～12mm。

9  结论

综上所述：夹网纸机抄造低定量工业包装纸，要注

意以下几点：

(1）理解纸机设计理念，用好设备，各个流程要点

控制到位。

(2）工艺系统控制：原料配比控制；化学品添加

量、添加点、流送压力、液位、浓度控制；工艺备品的匹

配选型控制。

(3）点检与维修质量控制。

(4）定期有目标的、有标准的工艺清洗。

(5）员工培训。

[收稿日期:201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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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30万t/a灰纸板项目制浆车间设计过程，从工艺

流程、设备布置、管道设计三个方面对整个车间设计做了阐

述。

关键词：制浆；工艺流程；设备布置；管道设计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process of pulping workshop 
for 300,000t/a grey board project, in this paper was discussed the 
process flowsheet, equipment layout and mechanical pipe design 
for the whole pulping workshop.
Key words: pulping; process; equipment layout; pi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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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废纸资源是保障造纸原料供给的重要措

施。目前国内的废纸浆一般经过脱墨后用于抄造白纸板

中的衬层或者配加木浆抄造新闻纸。

本项目属于扩建技改项目，产品为灰纸板，废纸制

浆线不需要脱墨，纸张定量为1500g/m2，由面、芯、底

三层组成，造纸车间有四台伟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产圆

网纸机，纸机幅宽3500mm，设计车速18～50m/m i n，

产能为180t/d。本项目的废纸碎解线已经由甲方建好，

主体设备除白水回收多盘外全部为国产，制浆车间由两

条650t/d的OCC制浆线、一条120t/d的ONP制浆线、

一条尾浆处理线、一条损纸浓缩线、一条白水回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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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造纸配浆线组成，本期技改除了需要处理本期的

尾浆和损纸外，还需要处理前两期的尾浆和损纸。可

见，本期技改需要设计的浆线很多，而留给制浆车间的

面积仅为4.98亩，这就给设备布置和接管造成了不小的

困难。另外，外购的纤维原料OCC和ONP质量较差，含

有较多的砂粒，这也给工艺流程的选择提出了不同的要

求。本文从工艺流程、设备布置和管道设计三个方面对

整个车间的设计进行阐述。

1  工艺流程

本项目的流程设计主要从外购原料的品质和节能

降耗两个角度来考虑。同时为节约成本，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还应该尽量减少工艺过程中纸浆的浪费。由于

本项目涉及的流程较多，仅以650t/d的OCC制浆线为

例介绍本项目流程的特点。

1.1 粗筛系统

经过水力碎解机碎解后的浆料以3%的浓度进入

粗筛系统，由于原料较差，其中含有较多的砂粒，因此

在粗筛阶段设置了高浓和中浓两段除砂系统，以尽量

多地除去浆料中的砂、石子、碎玻璃、金属钉等，这样

一方面可以提高浆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后续筛

选和净化系统。一段粗筛开孔率为17.9%，开孔直径为

2.0mm；二段粗筛开孔率19.1%，开孔直径2.2m。高浓

和中浓除渣器均带有集渣室，间歇式自动排渣[1]。粗筛

系统工艺流程见图1。

在粗筛系统中，二段粗筛出来的浆料以2.3%的浓

度进入中浓除砂器，经过处理后良浆进入分级筛，尾渣

进入纤维分离机和排渣分离机。排渣分离机上半部是

半圆形的筛选区，内部装有高速旋转的转子，转子上焊

接有轴向的扫浆片和螺旋状交替排列的分选刀片。浆料

从进浆口进入后，高速转子把尾渣抛向涡旋室，再撒落

到筛选区，完成纤维与杂质的分离过程。经过排渣分离

机处理后的良浆进入卸料浆池再进行循环处理。

在浆料进入分级筛前，设置了两段中浓除渣器，进

一步除去浆料中的砂粒，已达到保护分级筛和提高浆

料品质的目的。为保证系统良浆浓度的稳定，在浆料进

中浓除渣器前设置调浓，整个系统在浆塔前为一级调

浓。

1.2 分级、低浓除砂和精筛系统 图1  粗筛系统工艺流程

精筛选系统是废纸制浆线重要的环节，筛选效率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成浆质量的高低，因为85%的胶黏

物和轻杂质是通过精筛选除去的。在废纸制浆中设置

分级筛，对长纤和短纤进行分开处理，设备选型时可以

选择较小负荷的设备，减少投资费用和运行负荷。

从中浓除渣器出来的浆料进入分级筛，分级筛分

级率为50%，纤维分级后短纤浓度2%，一部分短纤进

入浓缩机浓缩，另一部分短纤进入浆塔；长纤浓度为

2.8%，进入低浓除砂和精筛系统处理。

高浓和中浓除砂器除去了浆料中大块的重杂质，但

是浆料中还残留一些细小砂粒，需要在低浓除砂系统除

去，以提高浆料品质，同时保护后续压力筛。在低浓除

砂系统中，为达到节约能耗的目的，在每段除砂器下设

置低浓白水池，以降低各段间低浓进浆泵的扬程。低浓

除砂系统出来的良浆和经过两段精筛处理后的尾浆进

入浓缩机浓缩。

分级筛开孔率7.69%，开孔直径0.25mm；三段低浓

除渣器中一段22支，二段8支，三段3支；一段精筛开孔率

7.69%，开孔直径0.25mm；二段精筛开孔率7.69%，开

孔直径0.25mm；系统中所有的压力筛为立式[1]。

分级，低浓除砂和精筛系统工艺流程如图2。

1.3 白水系统及废渣处理

浆料浓缩后浓度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浆塔可用

容积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后续造纸配浆的需要。浆

料进浆塔前设有一台浓缩多盘过滤机（中国联合装备集

团安阳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用来浓缩和洗涤浆料。浓

缩后清白水与浊白水之比为7∶3，分别进入清白水池和

浊白水池[2]。为了尽可能减小泵的扬程，节约能耗，经过

和甲方多次沟通，在二楼设置过渡白水池收集尾渣系统

和损纸系统的白水，用作浓缩机补充水和系统内压力筛

冲洗水。白水系统白水溢流顺序为：清白水池，浊白水

池，混合白水池，最后混合白水池中的白水用泵送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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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低浓除砂器布置

解车间。

30万t/a灰纸板制浆线，一天算下来产生大约60吨

的渣量（按绝干计算），因此废渣的处理应仔细考虑。

为此，生产线专门设置了两台螺旋提渣机，能将废渣浓

缩至40%的干度，然后由汽车外运填埋或烧掉。

2  工艺设备布置

本项目制浆车间生产线规模大，占地面积小，所有

布置相当紧凑，我们在进行工艺设备布置时，除了基本

的设备分区外，需同时考虑行车的高度、管道布置的需

要、桥架的空间、设备的高度，进行了仔细的核算。

2.1 整体布置方案

受到用地面积的限制，制浆车间采用三层布置，三

层平台布置精筛系统及浓缩机，二楼布置中浓除砂器、

高浓除砂器、排渣分离机、纤维分离机、浆池及低浓除

砂系统，一楼布置水池。由于大部分浆渣来自中浓和高

浓除砂器，因此把中浓和高浓除砂器下靠近马路的区域

设置为排渣区。下面就浓缩多盘的布置和低浓除砂系统

的布置作一下说明。

2.2 浓缩多盘的布置

浓缩多盘由中国联合装备集团安阳机械有限公

司提供，设备水腿安装高度需大于7m。本项目浆塔的

高度为12m，所以决定了浓缩多盘只能布置在三层平

台，而白水池布置在一楼，浓缩多盘中心到池顶高度为

12.5m，这样水腿高度就过高。考虑到二楼楼面距浓缩

机中心高度为9m，是比较合适的水腿高度，所以在二楼

设置一个水封池，浓缩多盘下来的白水经过水封池后溢

流去一楼白水池。溢流速度考虑1m/s，水封池尺寸按

照以往项目Anderiz提供的要求设计。

浓缩多盘及水封池布置如图3。

2.3 低浓除砂器的布置

传统的低浓除砂系统，低浓除砂进浆泵布置在一

楼，后段低浓除砂器来的良浆插入本段低浓除砂进浆

泵进浆管，与白水混合后进入本段低浓除砂器处理。这

样一方面增加了泵的扬程，从而增大了投资费用和运行

费用，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管道的磨损，增加维护费用和

检修难度。

为了节能降耗，与建设方多次沟通后，考虑在一段

和二段除砂器下设置低浓白水池，低浓白水池的补水管

加自动阀与低浓白水池液位联锁，低浓除砂进浆泵布置

在二楼低浓白水池旁，这样就使得一段除砂进浆泵、二

段除砂进浆泵和三段除砂进浆泵的扬程降低一个楼层

的高度，单根管道减少一个楼层的长度。初步估算，一

段除砂进浆泵电机功率250kW，二段除砂进浆泵电机

功率90kW，三段除砂进浆泵电机功率45kW，而传统的

从一楼取水的低浓除砂系统电机功率分别为350kW、

125kW、60kW，改变布置后节省装机容量约150kW，年

节约用电733333kWh。

低浓除砂器布置如图4。

图2  低浓除砂和精筛系统

图3  浓缩多盘及水封池布置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14
第40卷第18期 2019年9月



3  管道布置

3 .1 由于本项目所有管道材质为碳钢，容易磨损，因此

系统的管路设计除了满足工艺要求和要符合一般的管

道设计原则外，要尽量少拐弯。所有浓缩机和多盘的浆

管竖直或者以大于45°的角度插入浆池。

3 . 2 低浓白水池布置在低浓除砂器下，低浓白水池的

高度为1.5m，为了能够尽量抽空白水池内的白水，低浓

除砂进浆泵进口管端部加90°弯头，弯向池底，弯头底

部距离池底约300mm。

3 . 3 由于全部浆池都布置在二楼，为了集中排污，设计

时用一根DN300的排污总管，收集二楼浆池排污和地

漏排污去地沟。管道设计时为防止渣浆堵塞管道，除了

正常坡度外，就近从白水管上引一根DN50的白水管冲

洗排污管，并加开关阀控制。

[收稿日期:2019-07-01]

4  结束语

随着造纸工业的发展，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

线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就需要我们总结设计

和生产过程的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提高自身设计

水平。针对不同的废纸制浆线，充分了解其特点和要求，

正确进行流程设计和设备管路布置，保证产品质量和正

常生产开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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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7月30日，太阳纸业新品发布会在公司总部兖州召开。会上，新一代食品

包装用纸产品——“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震撼亮相。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太阳纸业再次展示了公

司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

“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是太阳纸业联手国内纸制品包装龙头企业——浙江庞度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成果。它集新技术、新工艺于一体，工艺创新,技术先进。产品符合食品级包装材

料BFR、FDA检测要求，其原材料符合GB9685《食品级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完全

具备商业化应用基础，可广泛应用于热饮杯、冷饮杯、冰淇淋、纸餐盒等食品包装用纸，实现了行业

革新、产业的纵向延伸。

“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发布会介绍，与传统淋膜纸相比，该产品采用无塑涂布一次成型工

艺，替代传统单淋、双淋工艺，实现了“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从实验室到量产的转化，实现在纸

机内利用传统刮刀涂布方式在线涂布阻隔材料，产品可直接打杯，生产效率更高，更加节能、高效，能

给客户带来更安全、更经济、更环保的舒适体验。

发布会介绍，“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实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和食品包装纸的循环利

用，提高了纤维利用率，解决了目前传统的PE塑料粒子淋膜产品再利用的难题。未来，随着科技研发

的深入，垃圾分类处理的实施，该类产品最终可实现完全生物可降解、可回收，更加绿色环保。

作为我国造纸行业的领军企业，太阳纸业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

于通过技术创新研发更环保、品质更优的产品，满足不同客户多样性需求，助推太阳纸业向着“可持

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迈进。

太阳纸业成功研发出“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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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4575/1000超级压光机成功运行的基础，介绍

了中国专利ZL201610078495.9“一种超级压光机的压光辊单

元”产品的结构特点、工作性能。

关键词：超级压光机；压光辊单元 

Abstract: Based on successf u l operat ion of 4575/1000 
super calender,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work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atent product 
ZL201610078495.9, “a kind of calender roll unit for super 
calender”.
Key words: super calender; calender rol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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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由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和仙鹤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4575/1000超级压光机”项目

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并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

4575/1000超级压光机应用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

术，压光辊单元是其中一项。本文以4575/1000超级压

光机为例介绍超级压光机的压光辊单元。

1  超级压光机的压光辊单元简述

如图1所示超级压光机压区由顶辊装置、中间压

光辊装置、底辊装置组成。中间压光辊装置分为热辊

装置、软辊装置。由中间压光辊装置、滑座装置分别与

内外侧导纸辊装置组合构成压光辊单元。压光辊单元

安装在超级压光机机架上，可沿机架导轨竖向滑动。

4575/1000超级压光机压区由十三套压光辊装置组成，

其中顶辊装置、底辊装置为带传动的可控中高包胶辊

装置。中间带传动的热辊装置、软辊装置交替排列，外

侧导纸辊装置与热辊装置、滑座装置组合构成热辊单元

（如图2所示），内侧导纸辊装置与软辊装置、滑座装置

组合构成软辊单元（如图3所示）。

2  机械结构

2.1 中间压光辊装置

如图4所示，热辊装置由热辊、热油旋转接头及其

保护装置、传动装置组成。

热辊由中间辊体与两端轴头组合而成。为满足超

级压光机高线压及提高纸质量、热辊维护等方面要求，

热辊辊体材质选用轧辊钢锻造，工作面表面硬化硬度

700HV；工作面加工表面粗糙度：Ra0.063。辊体为周

边钻孔型，热油加热[1]。双通旋转接头安装在操作侧轴

头上，配备旋转接头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实时监测旋转

接头扭矩，超过设定值时报警停机保护设备。热辊传动

侧配置同步带传动装置，传动电机支架安装在滑座装置

上，通过张紧轮调节同步带的张紧。

如图5所示，软辊装置由中间包胶软辊、热水旋转

接头、传动装置组成。

软辊辊面包覆进口复合材料。硬度91SHD；工作面

粗糙度Ra0.4。辊体为周边钻孔型，通循环热水冷却。

双通旋转接头安装在操作侧轴头上，软辊传动侧配置

同步带传动装置，传动电机支架安装在滑座装置上，通

过张紧轮调节同步带的张紧。

中间压光辊辊体均采用周边钻孔结构及其相应的

导热介质加热、冷却方法，由于导热面积大，导热介质

经接近辊体外表面的孔道对辊体加热、冷却，因此辊体

图1  压光辊组布置

1-顶辊装置 2-热辊装置 3-内侧导纸辊装置 4-软辊装置 5-滑座

装置 6-外侧导纸辊装置 7-底辊装置

图2  压光辊单元：热辊单元

1-热辊轴承座 2-热辊装置 3-机架外导纸辊装置 4-机架 5-平衡

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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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对温度反应迅速灵敏。采用合理设计及加工的辊

体周边钻孔结构，对于热辊，在无外加辅助功率源加

热、冷却情况下，辊体工作表面温度在工作范围内可控

制在±1℃范围内。对于软辊，能迅速排除包胶层在高

频压缩回弹聚集在胶层内部的热量，使胶面温度均匀，

较好地解决了中间压光辊工作表面温差对压光质量的

影响。

中间压光辊精加工在数控轧辊磨床上轴承挡、辊

体外圆在一次装夹中精磨出。并进行了动平衡试验，动

平衡精度G1.0。通过这些加工工艺措施满足了中间压

光辊适应高车速工况下的使用要求。

2.2 内外侧导纸辊装置

内外侧导纸辊装置安装在中间压光辊两侧，交错

排列。内侧导纸辊通过支架与软辊装置安装滑座装置

联接，外侧导纸辊通过支架安装在热辊轴承座上。

内外侧导纸辊装置均含支架、轴承座、引纸绳轮。

导纸辊（如图6）由辊筒与整体锻钢轴头组成。辊筒用无

图6  内外侧导纸辊

图5  中间软辊装置及其传动装置

1-大带轮 2-软辊轴承座 3-中间软辊 4-热水旋转接头 5-传动侧

机架 6-平衡油缸 7-垫板 8-传动电机 9-传动电机支架 10-小带

轮 11-张紧轮 12-圆弧齿同步带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图3  压光辊单元：软辊单元

1-软辊轴承座 2-软辊装置 3-机架 4-平衡油缸 5-机架内导纸辊

装置

图4  热辊装置及其传动装置

1-大带轮 2-热辊轴承座 3-热辊 4-热油旋转接头保护装置 5-热

油旋转接头 6-传动侧机架 7-平衡油缸 8-垫板 9-传动电机 10-

传动电机支架 11-小带轮 12-张紧轮 13-圆弧齿同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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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工作车速Vma x=1000m/m i n；D=400mm；

d=370mm；g=9.81m/s2；

E =E 1= 2 .1×1 0 5N /m m 2；b = 4 8 4 0 m m；

G=9698.166N；d 2=72mm；d 3=90mm；d4=110mm；

d 5=130mm；λ=5440mm。

将各参数带入式（2）、（3）得：

a = 3 0 0 m m ；I = 3 3 6 6 6 0 4 3 1 . 9 m m 4；

I 1= 6 43 6 63 0.70 6m m4；α=52.3；f 0= 0.35m m；

ω0=167.42r a d/s；n m a x=1000×1000/（π×400）

=795.77r/m i n；ωmax=（π×795.77）=83.33r/m i n；

ω ma x≤（0.6～0.8）；ω0=100.45～134r a d/s；满足要

求。

2.3 滑座装置

如图7所示滑座装置由滑座、过渡块、压板、自润滑

板等组成。滑座方形凹槽内安装L形自润滑板，通过压

板螺栓安装在机架导轨上，压板与机架导轨配合处在

压板上安装自润滑板。滑座两侧安装过渡块。滑座安装

在机架导轨上时，内侧引纸辊装置可通过联接板安装

在滑座在朝向机架内侧的过渡块上。压光辊传动装置

通过联接板安装在传动侧滑座在朝向机架外侧过渡块

上。过渡块上加工有油缸耳环用槽、孔，平衡油缸通过

销轴与过渡块联接。滑座与压光辊轴承座采用V型槽配

合，定位销定位。滑座与压光辊轴承座V型配合斜面端

面、轴承座上中心至配合端面距离尺寸公差、滑座上配

合斜面端面至与导轨配合面距离尺寸公差、及它们的行

位公差采用合理工艺措施在数控机床精密加工，保证了

安装后压光辊与机架导轨面平行度及滑座与压光辊轴

缝钢管加工，表面镀铬，辊面精磨抛光。导纸辊动平衡

试验，动平衡品级G1.6。轴头为优质钢锻造，轴承锥面

安装。辊筒表面镀铬增加了辊筒表面的耐磨性，从而提

高了辊筒的使用寿命，降低了更换的频率，既提高了工

作效率，又降低了设备的维护成本。内外侧导纸辊辊面

加工左右旋螺旋状的展纸槽，将纸幅上的褶皱自中间向

两侧展开，从而避免在对纸幅压光时纸幅上带有褶皱

产生不合格品，同时纸幅在展纸过程中不会发生偏移；

展纸槽与辊筒表面连接处为圆弧实现光滑过渡，保证了

辊筒表面的光滑程度，从而避免在纸幅上留下印痕，避

免该双向螺旋导纸辊破坏纸幅的表面质量。展纸槽的

头数随辊体外径的增大而增大，从而保证了展纸槽的展

纸效果。内外侧导纸辊辊面左右旋展纸槽的螺旋升角、

展纸槽的头数和辊体的外径满足以下条件[2]：

tgβ=nP/πD                          （1)

其中：β—展纸槽的螺旋升角，P—展纸槽的螺

距，D—导纸辊辊面外径，n—展纸槽的头数。

4575/1000超级压光机内外侧导纸辊辊面展纸槽

参数：P=35.2mm；D=400mm；n=5；代入式（1）：

tgβ=5×35.2/（π×400）=0.140056 

由此得：β=7°58′22″。

内侧导纸辊辊筒横向振动的临界角速度校核：[3]

                              （2)

式中：g—重力加速度；f 0—辊筒自重引起的挠度

（包括轴径部分的挠度在内）；

        (3) 

式中：G—辊筒自重；b—辊筒幅宽；a=（λ-b）/2

辊体端面至轴承中线距离；λ—辊筒轨距；α=E I/E 1I 1

辊体和轴颈截面刚度转换系数；E I—辊体截面刚度；

E1I 1轴颈平均截面刚度；D—辊筒外径；d—辊筒内径；

d i—轴径（i=2、3、4、5）

根据已知参数带入式（2）、（3）可求出内侧导纸辊

辊筒横向振动的临界角速度ω0。为了保证辊筒的安全运

转，不产生共振现象引起振动或发生事故，辊筒最大工

作角速度应满足：ωmax≤（0.6～0.8）ω0
 [3]

4575/1000超级压光机内外侧导纸辊参数（如图6

所示）：

图7  滑座装置

1-平衡油缸 2-限位装置 3-过渡块 4-压板 5-滑座 6-自润滑板 

7-自润滑板 8-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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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座互换性。

3  功能

超级压光机的各压光辊单元通过滑座装置、螺栓

与机架导轨形成“T”形联接，各压光辊单元在机架导

轨上运动平稳可靠，拆装方便。当机架导轨或滑座需要

维修时，只需拆卸相应滑座而不需拆卸所有滑座，方便

超级压光机的维修。

各压光辊单元通过滑座装置在机架导轨上有限范

围内做上下滑动，大型超级压光机压光辊单元重量较

重，因此为降低摩擦阻力，合理选择压光辊单元与机架

导轨配合部位材质的选择很有必要。4575/1000超级压

光机最重的压光辊单元是软辊装置、滑座装置和外侧

导纸辊装置组合（双面压光时），其重量17865kg。机架

导轨材质为碳素结构钢，滑座装置中与机架导轨配合处

选用自润滑板，其材质为高力黄铜+石墨。使用时定期

添加润滑油。自润滑板摩擦系数无润滑时＜0.16，有润

滑时0.03[4]。可长时间在无油润滑条件下工作，具有耐

腐蚀和抗化学性。更适合重载低速工况条件，具有很好

的耐磨性。选用自润滑板有效地降低了摩擦阻力，降低

了机架导轨的加工难度，减少了导轨磨损。当因磨损配

合间隙增大或损坏时只需更换自润滑板，延长了导轨和

滑座的使用寿命，减小了维修难度。

压光辊单元中滑座与压光辊轴承座采用V型槽配

合，定位销定位。当压光辊需要下机维护时，只需拆卸

轴承座联接螺栓即可方便地拆下压光辊，不需要拆卸

滑座。安装压光辊时，只需对正定位销拧紧轴承座联接

螺栓，不需对压光辊平行度、间隙等进行调整。拆装方

便、定位准确，节省了时间。

压光辊单元以滑座装置为主体，压光辊装置安装

在滑座装置上，压光辊传动装置通过过渡板安装在滑

座装置上，在超级压光机脱辊、合辊及工作过程中，传

动装置与相应压光辊位置不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各压光

辊单元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工作单元，并保证了传动装

置与压光辊之间传动精确。内外侧导纸辊装置可通过

联接板安装在相应滑座装置上或安装在压光辊轴承座

上，保证了同一压区的导纸辊和压光辊的相对位置不发

生改变并随滑座装置同步移动，减少了调整时间。整个

压光辊单元在机架导轨上保持直线运动，与摆臂式运

动相比压光辊运动空间变化小、平稳、整体刚性好，工

作、操作过程中问题少，能够保证所有压光辊的中心都

在同一竖直面上，避免了压光辊间产生“剪刀叉”，保证

了压光质量。

压光辊单元中滑座两侧过渡块上通过销轴与平衡

油缸联接，使压光辊单元在平衡系统作用下受力更平

稳，避免了滑座与导轨面之间因偏载损伤滑座装置或导

轨。

压光辊单元中滑座装置与压光辊装置、内外侧导

纸辊装置的组合具有互换性，为实现通过小范围简单调

整，使同一台超级压光机具备对纸幅单面正、反面压光

及双面压光的功能提供了条件。

4  结束语

压光辊单元技术应用在4575/1000超级压光机于

2017年投产使用。至今该机工作车速已达到1000m/

m i n，生产的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标要

求。

通过压光辊单元技术对各相关装置的集成形成

单元，为超级压光机模块化设计、安装、调试奠定了基

础。提高了设计、生产、组装效率，缩短了并行的产品开

发和测试的设计周期，同时也缩短了采购、生产制造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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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软辊压光机的分区可控中高辊的结构，包括

支承活塞、芯轴、辊面复合材料包覆层和传动方式；并对分区

可控中高辊的挠度补偿计算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软辊压光机；分区可控中高辊；结构；挠度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of multi-zone crown 
controlled roll for soft calenders, including supporting piston, 
central shaft, composite material cover and drive type. It discusses 
the deflection compensation calculation of multi-zone controlled 
crown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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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背景

软辊压光机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

压光整饰设备，可用于绝大多数纸种。经过多年研发与

改进，国产压光机已经成功替代进口设备。在造纸设备

技术领域，尤其是分区可控中高辊及其辊面复合材料包

覆层和高温热辊的技术发展，软辊压光机得到了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满足了不同纸种压光整饰的需要。

软辊压光机是采用高温热辊及特殊软辊组成的压

区，其压光过程是一个热能和机械能向纸幅传递的过

程。当纸幅通过压光机时，热辊和可控中高软辊相互挤

压，可控中高软辊的包覆层发生形变，压区内部的半径

减小，线速度减小，热辊辊面与纸幅在压区内发生相对

滑动，纸张的紧度、平滑度和光泽度在高温高压下得到

改善。

2  分区可控中高辊的结构

分区可控中高辊的优点是：可以根据压纸情况分

区控制压区辊面中高，保证最佳压光效果。利用纸机

QCS检测控制系统并配置工程师站，可以根据厚度曲线

直接调节中高。操作方便，控制灵敏，显示直观，效果显

著。辊内仅存在回油压力，密封简单可靠。辊子的修磨

拆卸方便、安全。

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区可控中高辊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国家专利。它采用静压支承技

术，不但可以控制辊壳的中高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

控制最大中高量在辊壳的位置。在可以转动的辊壳内，

在不动的芯轴上设置多个静压支承活塞。活塞内有四个

小孔径的节流孔和对应的“田”字形油腔。在活塞下方

通入压力油时，活塞上升并对辊壳产生所需的压力。压

力油经过节流孔和油腔，在活塞圆弧面和辊壳之间产生

一定厚度的压力油膜，并且活塞自动保持平衡。该油膜

具有很好的润滑和减震功能，使辊壳与支承活塞之间

不会发生金属的直接接触，所以高速旋转的辊壳内表

面不会有机械磨损。

2.1 静压支承活塞

静压支承活塞的大小及间距与辊径相匹配，按照

优先数系进行优化组合。现有标准活塞分为φ80mm、

φ100mm、φ125mm三种规格，与之对应的间距分别为

125mm、160mm、200mm。辊径以纸幅宽度和线压力

为设计依据，再适配标准活塞。分区数量根据纸幅宽

度划分，国内某厂幅宽4460mm，软辊辊径635mm，27

个φ100mm标准活塞共15区，各区段加压活塞数量为：

1+1+1+1+2+2+3+5+3+2+2+1+1+1+1。

2.2 芯轴

1-芯轴 2-静压支承活塞 3-筒壳 4-排油孔 5-筒体轴承 6-可控中高辊安装部 7-筒壳安装部 8-容置槽 9-油管接头 10-进油孔 11-导油孔 

12-油管 13-过渡孔 14-安装孔

图1  芯轴的结构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22
第40卷第18期 2019年9月



芯轴上设有多个静压支承活塞

安装孔，结构见图1。

2.3 辊面复合材料包覆层

软辊是指辊面包覆有复合材料

的分区可控中高辊，包覆层的原料目

前主要由外商供货，按纸种和压光要

求不同，来选择材料和硬度。在高线

压、高温和高速的复合运行条件下，

包覆层要保持适度的弹性、抗斑痕、

使用寿命长。应用于软压光的包覆层

硬度一般为88～92SHD，厚度约12.5

～15mm。

软辊辊面与热辊辊面应该避免

直接接触，为此软辊辊面两端通常都

需要倒出1～2°的斜角，尽量保证纸

页宽度大于压辊接触面的宽度。在正

常的生产中，压区内高速运行的纸页

能够迅速带走热辊的热量，使软辊的

辊面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包覆层

的理想运行温度为50～90℃。

为了保护昂贵的软辊包覆层，压光机配有冷风系

统和辊面温控系统。冷风系统主要是对软辊辊边的无

纸部位进行吹风冷却，冷风温度控制在25℃左右，避免

过低时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在辊面形成水珠。在软辊的

两端和中间近辊面处，安装有红外线传感器，用以检测

辊面温度，温度信号自动传送至计算机控制系统。当辊

面温差≥5℃时，软辊两端的吹风嘴打开吹冷风，直至

温差降为零；当辊面温差≥20℃时，先降低线压力，如

果温度不能迅速降下来，底辊将自动分离；当辊面温差

≥30℃时，底辊将立即分离并发出视觉和声音警报。

为软辊配备的刮刀为气囊式加压并带摆动机构，如

图2。摆动行程20mm。常用刮刀线压力为50～80N/m，

加压侧气囊的压缩空气压力为0.01～0.015M P a。正常

工作时刀片与辊面角度：钢制刮刀片为17°～19°，碳纤

维刮刀片为20°～25°。刮刀的作用是刮除附着在辊面包

覆层上的脏物，建议间歇式使用，闭合10秒打开60秒，

运行时刮刀要始终摆动。刀片压力的施力点是可以调整

的，建议使用尽可能低的、刮刀仍然可以运行的压力，

这将有利于保护辊面、刀片和节省能源。

软辊包覆层的研磨周期与运行条件有关，而研磨

精度至关重要，并且在实际生产中发现，压光机振动是

影响软辊包覆层研磨周期的关键因素。最直观的现象

就是辊面出现严重的斑马纹，引起辊面较大的振动和噪

音并在纸页上留下明暗相间的条纹，严重影响纸张的质

量。纸页厚度不均，压光辊制造精度，压光机基础稳定

性，设备共振频率等及其它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压光机

图2  刮刀摆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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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

2.4 分区可控中高辊的传动方式

分区可控中高辊的传动通过驱动辊壳来实现，有

齿箱传动和同步带传动两种方式。齿箱传动的结构复

杂，密封要求高，设计制造依赖性强，一般用在纸机压

榨部。同步带传动结构简单，适应性强，传动效率达到

93%～98%，广泛应用在软压光机上。大带轮固定于辊

壳传动侧，小带轮固定于软辊支承座的侧面，通过转动

偏心套张紧和更换圆弧齿同步带。

3  分区可控中高辊的挠度补偿分析

可以把辊壳看成是一个支承在两个支点上的梁，

在自重和线压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一定的挠度，辊壳

的挠度是按照材料力学中有关简支梁应变的方法来计

算的。适当选用支承活塞的压力，很容易补偿辊壳的挠

度，使辊间线压力在幅宽上的分布保持工艺所要求的良

好状态。假定一种最简单的情况进行分析：两个压辊的

轴线在同一铅锤平面内，热辊固定在上，可控中高辊作

为加压底辊在下。

线压力下的热辊挠度f1为:

Q—线压力，N/mm；

q01—热辊自重折算到幅宽上的线压力，N/mm； 

B—纸幅宽度，mm；

L1—热辊轴承中心距，mm；

E1—热辊弹性模量，MPa；

I1—热辊惯性矩，mm4。

为此，可控中高辊的辊壳要进行相应的挠度补偿，

才能保持辊间线压力的均匀分布。相应的可控中高辊补

偿挠度f2为:

qf—附加线压力，N/mm；

q02—辊壳自重折算到幅宽上的线压力，N/mm；

B—纸幅宽度，mm；

L2—辊壳内轴承中心距，mm；

E2—辊壳弹性模量，MPa；

I 2—辊壳惯性矩，mm4。

令f1=f 2，整理后可得：

还可以写为：

qf=k(q-q 01)+q 02

k为将已知数据L1、L2、B、E1I 1、E2I 2代入后计算所

得系数。

工作状态的支承活塞加压后，既要使辊壳产生补

偿挠度f 2，还要满足线压力q。所以，活塞供油压力P s与

线压力q关系式为：

(q+q f)B=n(π/4)d 2Ps 

再简化得：

n—活塞数量；

d—活塞直径，mm；

Ps—活塞供油压力，MPa。

从f 2计算公式分析，在压光机的轨距、纸幅宽度、

压光辊的材质和辊径一定的情况下，加大辊壳轴承中心

距L 2可有效提高辊壳补偿挠度的灵敏性，降低辊壳边

缘效应的影响，使纸张得到均衡的线压力，这在实际生

产中也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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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重量平衡系统在超级压光机压光中的应用，

提高了压光机的生产能力和对纸幅的整饰效果，以及平衡系

统平衡液压缸拉力的计算，压光机压区线压力四种工作状

态。

关键词：重量平衡系统；平衡缸拉力；计算；压区线压力；工

作状态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weight balancing 
system in super calenders, which improved calender capacity and 
finishing effect. Furthermore balancing hydraulic cylinder tension 
calculation and four operation conditions of calender nip linear 
pressure were also introduced.
Key words: weight balancing system; balancing cylinder tension; 
calculation; nip linear pressure; work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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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压光机机架加工有垂直方向导轨，多个压光

辊组件可以上下滑动地安装在导机架导轨上。压光辊组

件重力平衡油缸安装在机架上与压光辊组件相连，通过

油缸拉力实现压光辊组件重力平衡。平衡缸的缸体铰

接在超级压光机机架上，平衡缸的活塞杆与压光辊装

置铰接相连。

压光辊装置开设有与机架导轨相配合的滑槽，通

过滑槽与压板安装在机架导轨上，使压光辊装置沿导轨

上下直线滑动，实现对压光辊装置的重力平衡。

超级压光机压光辊组件重力平衡系统是通过平衡

液压缸的拉力，实现压光辊的重力平衡，同时也可以实

现压光辊的合辊、分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节压

区间的线压力，从而提高了实用性与生产能力，改善压

光效果的同时也延长了压光辊的使用寿命。平衡油缸拉

力由高精度比例减压阀进行控制，可以准确地控制压光

辊重力的平衡，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使平衡油缸拉力

按比例大于或小于压光辊组的自重，从而让压光机满足

不同纸种的压纸工艺要求。

2  超级压光机压光辊组重力平衡系统平衡液压

缸拉力P的计算

本文以热辊传动侧为例进行公式推导。

首先将各力进行简化，并绘制出计算简图（图2）。

令Z轴在机架导轨中剖面，X、Z轴在机架中心平

面内。而W、W1、W3、P、N1、N2、f N1、f N2均在XZ平面

内。

图2中：W、L—压光辊组件重力以及重力作用线到

O点距离；

W1、L1—压光辊外侧导纸辊组件以及重力作用线

到O点距离；

W3、L 3—压光辊传动装置重力以及重力作用线到

O点距离；

P、α—平衡油缸提升力以及提升力与水平线夹

角；

PCosα、Z1—P水平分力以及与X轴距离；

PSinα、X1—P垂直分力以及与Z轴距离；

N1、f N1—机架导轨对压光辊上部滑道作用力以及

提升时的摩擦力；

N2、f N2—机架导轨对压光辊下部滑道作用力以及

超级压光机适用于整饰铜版卡纸、铜版纸、画报

纸、电容器纸、格拉辛纸、低定量涂布纸、半透明高档包

装纸等高档文化用纸及包装用纸、特种纸，用以提高纸

张的平滑度、光泽度、紧度及厚度的均匀性，改善纸张

的外观质量、物理性能和印刷适应性能。

超压机用表面很光滑的压辊组压光纸幅。由于具

有弹性的包胶辊受很大压力后产生比相邻硬辊大得多

的变形量，在压光工作过程中，变形后的压区内因软辊

半径不同，因而与硬辊表面产生相对滑动摩擦，导致通

过压区的纸幅表面平滑度、光泽度和紧度的提高。

传统的超级压光机因压光辊自重的影响，在不加

压的情况下，底辊已有相当大的线压力，工作中各压区

线压力自上而下逐渐增加。通常所谓线压力是工作时加

压后底辊所承受的线压力。本超压机配备了压光辊重量

液压补偿系统，压纸作业中各压区线压力基本一致、大

小可以调节。所以在相同线压下，本超压机的生产能力

比传统超级压光机提高50%左右，并且在双面压光时可

以精确控制纸幅平滑度、光泽度两面差。

1  超级压光机压光辊组平衡系统结构

图1  压辊平衡系统结构

图2  压光辊装置传动侧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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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时的摩擦力；

f—滑动面摩擦因数

列出力和转矩的平衡方程如下：

∑FX=0 PCosα+N1-N2=0                (1)

∑FZ=0 PSinα-f（N1+N2）-(W+W1+W3)=0 (2)

∑M O=0 P C o sαZ 1+（N 1+N 2）Z N+W3L 3- 

PSinαX1-W1L1-WL=0                      (3)

对以上（1）、（2）、（3）进行联立整理并解方程后

得：

     (4)

其它热辊操作侧、软辊两侧平衡液压缸拉力P可以

同理得到，这里不再一一进行推导。由P和油缸尺寸、数

量可确定其压力。

3  超级压光机压光辊重力平衡系统优越性

图3为没有压光辊重力平衡系统的压区线压力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压光辊自重的影响，压区线压

力由上至下逐渐增大，为了让纸幅两面的光泽度和平滑

度的指标较为接近，只能采取压光机上部纸幅经过的

压光次数多于下部的压光方法。以十二辊超级压光机为

例，上部七个压区压纸的一个面，下部三个压区压纸的

另一个面，采用此压纸工艺纸幅两面差较大而且无法

控制。

图4是带有压光辊重力平衡系统的压区线压力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超级压光机在工作过程中，各压区间

线压力不受压光辊自重的影响，各压区间产生相同的线

压力，纸幅两面经过压光机时压光次数相同，使纸幅两

面的各项质量指标更为接近。

由图3、图4比较可以看出，图4比图3多一块三角形

的区域A，这说明图4所示的压光整饰能力优于图3。

超级压光机压光辊组重力平衡系统，可以实现各

压区间线压力的不同，从而满足不同纸种和不同工艺

条件的需求，适用的工作场合将更加广泛。当双面压光

时，可按图5、图6的方式，调节平衡压力。可精确控制纸

幅两面差，方便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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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过度平衡调节两面差 图6  平衡不足调节两面差

图3  无平衡系统各压区线压 图4  完全平衡加压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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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纸机真空系统的组成及各部件的结构原理出发，介绍了纸机真空量的估算，纸机真空分组设

计要点，水环真空泵系统和透平风机真空系统设计要点，为纸机真空系统的设计和采购提供依据。

关键词：真空系统；真空量；水环真空泵；透平风机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vacuum system of paper machines,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the calculation of vacuum capacity for paper machines, the key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vacuum 
point, the key points for water-ring vacuum pump system and turbine fan system, which provided some basis for 
designing and purchasing.
Key words: vacuum system; vacuum capacity; water-ring vacuum pump; turbine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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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O Jian-wu 
(Pulp & Pape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ina CEC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angsha 410114, China)

曹建武 先生

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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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系统在纸机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真空

系统影响到纸页的成形，进而影响纸张的质量；真空系

统设计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吨纸耗电量，有些老式

纸机，由于真空系统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纸机低速度和

低效率的运行；真空系统影响纸页进烘干部的干度，从

而影响吨纸蒸汽消耗量。因此，从工程设计的角度，科

学合理地设计真空系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EPC总

承包纸机真空系统的采购中，只有对纸机真空系统正确

计算，才能在保证纸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节约采购成

本。

本文从纸机真空系统的组成及各部件的结构原理

出发，结合作者在EPC总承包纸机真空系统采购积累的

资料，介绍了纸机真空元件组成，纸机真空量的估算，

真空脱水元件的设计要点，纸机真空分组设计要点，水

环真空泵系统和透平风机真空系统设计要点。一方面为

纸机真空系统的设计和采购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

为提高纸机的车速、产能和设备利用率，并提高成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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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质量提供保障。

1  纸机真空元件的基本组成

纸机成形部脱水元件包含胸辊、成形板、案辊、湿

真空箱、干真空箱等。根据纸机类型、车速及纸张定量

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真空元件。按照真空度的不同，

上述真空元件，主要分为重力脱水元件、低真空脱水元

件和高真空脱水元件。本文主要对低真空脱水元件和高

真空脱水元件真空量的计算进行初步探讨。

压榨部的脱水元件包含转移吸水箱、真空压榨辊、

毛布吸水箱以及靴压等，一般压榨部的真空度要高于网

部的真空度。根据纸机车速、定量等的不同，压榨部会

有不同的配置。

2  纸机真空量的估算

纸页的成形过程是一个浆料脱水形成湿纸幅的过

程，影响纸页脱水成形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两类。一

类是浆料特性的影响，一类是抄造条件的影响。在给定

的浆料特性、纸种、上网浆浓、浆网速比的条件下，纸机

脱水元件的真空度和真空量对纸页脱水有较大的影响。

而脱水元件的真空量与纸机车速、纸张定量、真空度及

脱水元件结构等都有关系。在计算脱水元件的真空量

时，一般把纸机车速，纸张定量对真空量的影响程度称

为真空因子，一般情况下，低真空度和高真空度对真空

因子的影响不同，在计算真空量时，需要区别考虑[1]。

2.1 成形部低真空脱水元件真空量计算 

总真空量=网宽×真空因子×单元数 

成形部低真空脱水元件真空量与成形网宽度、脱

水元件数量和真空因子有关。成形部低真空脱水元件

主要指真空度小于0.005MPa不需要外接气水分离器的

脉冲水腿箱等真空元件。真空因子可参考美国造纸协会

TAPPI标准TIS0502-01长网纸机成形部低真空真空因

子选择表，计算可以根据纸机车速、纸张定量找出对应

的真空因子。

2.2 成形部高真空脱水元件真空量计算

成形部高真空脱水元件的真空量与面板开孔面

积、真空因子和脱水元件数量有关。成形部高真空脱水

元件主要指真空度大于0.005MPa需要外接气水分离器

的真空元件。成形部高真空脱水元件吸水箱为条形面

板，真空辊为钻孔面板，需要区别考虑。

钻孔面板真空箱真空量计算： 

总真空量=网宽×面板宽度×开孔率×真空因子×

真空箱数量

条缝面板真空箱真空量计算： 

总真空量=网宽×条缝数×条缝宽×真空因子×真

空箱数量

真空因子可参考美国造纸协会T A P P I标准

T IS0502-01长网纸机成形部高真空真空因子选择表，

计算可以根据纸机车速、纸张定量找出对应的真空因

子。

2.3 真空伏辊真空量计算

从堰板下移到长网机网部或夹网装置，真空度需

要逐渐增加，到伏辊时达到最高，多数纸种设计一般为

65kPa，但可在39～71.5kPa范围内波动。伏辊真空箱真

空区宽度是由辊子的尺寸和成形网包角来确定，伏辊有

效表面积的计算： 

有效表面积=成形网包角×真空伏辊周长×网宽

/360

计算出有效表面积后，可以根据2.2中公式计算出

真空量，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真空元件的数量是1。

2.4 压榨部真空量计算

和真空伏辊真空量的计算一样，压榨真空辊真空

量同样是基于真空因子乘以有效表面积，具体如下：

总真空量=箱体长度×有效箱体宽度×毛布宽度×

列出的真空因子 

关键参数的变化对真空量的影响很大，如真空辊

的包角、毛布定量和纸张定量，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当

纸机车速超过1000m/m i n，计算真空量时，需与纸机

厂家和毛布供应商协商，根据车速评估得到合适的真空

因子。

3  纸机真空分组设计要点

真空系统的分组，关系到纸机上每个真空点的真

空度是否合适，关系到真空泵或者透平风机的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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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真空系统管道的设计：

(1）一般情况下，网部低真空脱水元件真空点的

真空度在0～20k P a范围内，推荐使用真空风机；网部

高真空脱水元件真空点及压榨部的真空点真空度低于

20kPa，推荐使用真空泵或者透平风机。

(2）一般情况下，真空度在15k P a范围内的真空点

可以合并成一台真空泵抽吸，尽量按照每组真空点的真

空量相近的原则来分组。这样真空泵选型时，能够做到

真空泵的型号最少，备品备件最少。

(3）为了保证较好的气水分离效果，除了纸机所带

的一级气水分离器外，一般每台真空风机和真空泵之

前还需设计二级气水分离器，分离出来的白水依靠重力

排入网下白水池或者单独的压榨白水池，但是下毛布吸

水箱之后的气水分离器由于位置较低，需要依靠动力排

水，需要设计克负泵；透平风机一般不需要单独设计前

置二级气水分离器。

(4）压榨部每条毛毯的使用寿命不一样并且抽吸的

真空量比较大，对真空泵系统，每条毛毯配置独立的真

空泵，对于透平系统，每条毛毯在透平水池上有单独的

进气点。

(5）一般气水分离器出口克负泵上接有回流管进

气水分离器，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克负泵前后压差而顺

利排水。一般情况，回流管管径不宜过大，一般设置为

DN15，并设置手阀调节开度[1]。

4  水环泵真空系统设计要点

4.1 工作原理

水环真空泵是一种正排气式泵（图1）。叶轮与泵体

呈偏心配置，当叶轮旋转时，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沿泵

体内壁形成近乎等厚的旋转水环，水环内表面与叶轮轮

毂外表面构成月牙形的工作腔，并被叶轮叶片分割成大

小不等的数个空腔。当叶轮旋转时，在吸气侧小空腔的

容积逐渐扩大，腔内压力降低，空腔通过吸气孔从外界

吸气，空腔逐渐旋向排气侧，空腔容积逐渐减小，气体

被压缩，当压力达到大气压时，气体通过排出口排出，从

而完成吸气、压缩、排气三个工作阶段。工作时一部分

工作液会随气体排出，因此需连续不断地向泵内注入一

定量的新鲜工作液（通常为水）。

在纸厂，工作液通常采用湿真空气体分离出来的白

水。工作液随着其在壳体内不停地高速旋转，其温度

将不断升高，高温将导致蒸发增加甚至沸腾，这将显著

降低抽真空的效率甚至破坏整个液环。为了避免这个

问题，工作液被间歇地排出，然后通过冷却重新返回泵

体。

4.2 工艺流程

湿真空气体经过气水分离器初步分离后被吸入水

环真空泵内，然后气体和部分水环真空泵工作液被间歇

地排出，通过消音沟汇入消音坑进行二次水气分离，分

离出来的白水通过泵送入冷却塔进行冷却，冷却塔前设

弧形筛过滤掉白水中的纤维，防止纤维进入水环泵内造

成严重结垢现象和降低效率，冷却后的白水自流进工作

图1  水环真空泵

图2  水环真空泵真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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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an多级透平风机

水槽，稳压后再自流返回水环泵体内。

一般单台年产10万t以上产量的纸机需要配置10台

左右的水环真空泵。图2为某年产30万t纸机配置的水

环真空泵真空系统。

4.3 设计注意事项

(1）水环真空泵体积较大，电机又多为高压电机，

泵体和电机上方需设置单轨吊车方便吊装和维修。

(2）泵体上方的管道和电缆桥架要预先规划，避免

与单轨吊打架。

(3）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工作水槽布置在二楼，让

循环水带压进入水环真空泵内，效果更好。

(4）消音坑上的排气管（消音囱）流速控制在25m/s

以内就不会产生过大的噪音，如果单个管直径过大，可

以考虑设置两根排气管。

5  透平风机真空系统设计要点

透平风机是电机旋转经增速变速箱带动轴、旋转

元件高速旋转，把动量传输给气体或气体分子，被驱向

排气口，在进气口产生抽吸力。因此透平风机是电能转

化为流体动能的动量传输设备。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

透平风机，第一类是Ma n为代表的单/多级透平风机，

通常也称为定速透平风机，通过风机内部的腔室结构

来调节各点的真空度；另一类是Runtech为代表的透平

风机，设备通过变频器驱动，使得电机可以在零和最大

之间无级调速。透平机（涡轮）的叶轮直接安装在电机

轴上，使得系统非常紧凑、机械可靠，无需齿轮箱及耦

合器。特制的交流电机在操作范围内无共振频率[2]。

5.1 透平风机的布置要点

图7  典型的Man透平风机布置图图6  典型的Runtech透平风机布置图 

  图4  Man单级透平风机 图5  Runtech透平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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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n透平风机一般布置在造纸车间辅房二楼，需

要设置行车用于安装和检修，设计时需要考虑辅房的层

高，以留出足够的检修空间；Runt e ch透平风机一般布

置在造纸车间辅房一楼，一般设置轨道用于单个透平风

机的检修，设计布管时需要考虑检修的空间。

5.2 透平风机的噪音防治

由于透平风机噪音很大，因此最好砌墙将混凝土

分离室隔离开来，减少车间噪音。尾气管道上，须采用

适当的噪音消除装置。为达到尾气管末端低于85d B的

要求，有时需要安装两套连续的-25d B消音器。尽可能

在消音器内部配置滤筒，以显著降低噪音。如果连续安

装2个消音器，必须保证二者之间用至少1倍管径的直管

连接，或90°弯头连接。消音器应尽可能靠近透平机尾

气出口，避免噪音随管道传到建筑物。通常使用焊接的

带100mm厚减震材料的不锈钢消音器。

5.3 透平风机的尾气利用

透平风机相对于水环真空泵，最大的优势是节

能。除了电耗小，尾气的利用也是节能的一方面。一般

透平风机的尾气温度达到160℃，需要加以利用。造纸

车间一般利用气罩尾气和新鲜蒸汽用于吊顶和新风加

热，利用气罩尾气和透平风机尾气加热可以节约蒸汽耗

量[3]。

5.4 透平风机的真空度控制

在调节和优化真空系统真空度时，最重要的是要

知道真空脱水量。对于纸机脱水来说，由于水流中含有

大量的空气和纤维，所以磁力式流量计不合适。在这些

位置，最精确和可靠的脱水测量是采用基于堰流原理

的Ecof low脱水流量计。当测量从纸幅脱除的水量时，

脱水流量计应安装于气水分离器水腿、水盘排水管或排

水泵压力侧。由于Ecof low体积较大，且是基于堰流原

理，设计时需要考虑其安装空间和位置。  

   

6  结语

纸机真空系统设计的优劣对整个造纸车间的设计

尤为关键，它不仅关系到造纸车间的能耗，还影响到成

纸质量和设备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认真核算真空量，

合理进行真空分组，并对不同的真空系统进行合理的布

置。只有深入了解纸机真空元件的配置、元件真空量的

计算、真空设备的选型、真空系统的设计要点，才能真

正做到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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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透平风机排气热能回收流程

图9  Ecoflow脱水流量计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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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废水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受到重视。分别对氢

氧自由基（.OH）和硫酸根自由基（SO4
-.）的催化氧化原理进行

了介绍，归纳总结了目前不同光催化剂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

应用条件及存在的不足，并对光催化氧化技术在造纸废水处

理中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氢氧自由基（.OH）；硫酸根自由基（SO4
-.）；光催化

氧化技术；造纸废水

Abstract: ore and more a t t ent ion has been pa id to t 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wastewater. The catalytic 
oxidation principle of hydrogen-oxygen free radicals (·OH) 
and sulfuric acid root free radicals (SO4

-.) were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The cur rent condit ions and shor tcomings of 
different photocatalysis in papermak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were summari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about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technology in 
papermak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Key words: hydrogen-oxygen free radicals (·OH); sulfuric acid 
root free radicals (SO4

-·);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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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显示，造纸和纸制

品业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为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多的四个行业，排放量共

占所调查的重点排放企业废水排放总量的45.5%。其中

造纸和纸制品业废水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13.1%，废水

中排放的COD达321万t，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1%。面

对如此现状，2015年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

特别指出，要专项整治造纸业等十大重点行业，进一步

加强制浆造纸企业等重污染行业的污染治理。

目前造纸废水的处理方法大多为生物法或生化法[1,2]，

但存在工艺相对复杂，要考虑微生物固化技术中菌种的

选择、培养等问题，对技术层面的要求较高，但COD去

除率不高。因此研发新型高效处理技术是造纸行业污

染控制的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光催化氧化技术能够有

效地处理造纸废水[3～7]，且具有能量利用率高，成本相

对较低，有效避免二次污染等突出特点，在近年来越来

越多地被关注和研究。

1  光催化氧化技术原理

1 .1 以氢氧自由基（.O H）做氧化剂的光催化氧化技术

的原理

传统的光催化氧化技术是通过模拟太阳光或自然

光照射一些具有能带结构且禁带宽度相对较小的半导

体催化剂(如T iO2、ZnO等)，当其价带电子受到大于或

等于禁带的光能照射时，会被激发而跃迁到导带之中，

此时价带上会形成正电形空穴（光生空穴），导带上会

产生具有高活性的电子，从而形成了电子-空穴对。光

生空穴具有很强的捕获电子能力，是一种相当于标准

氢电极的良好的氧化剂，它可以将吸附于半导体颗粒表

面的H2O和OH-氧化为氢氧自由基（.OH）。导带上的电

子会使吸附于半导体颗粒表面的溶解氧捕获电子，并经

过一系列反应生成HO2
.、H2O2、.OH等[8,9]。.OH拥有

强氧化性，可将体系中的有机物氧化为无污染的H2O、

CO2等物质，且对作用物几乎无选择性[10]。

1 . 2 以硫酸根自由基（S O4
-.）作氧化剂的光催化氧化

技术的原理

随着人类社会和工业技术的进步，环境中污染物

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研究人员逐渐发现一些有毒

有害物质难以被.OH完全氧化，需要寻找更优良的氧化

剂。早年间在生物和无机化学领域中应用的SO4
-.具有

强氧化性，后被Anipsitakis[11]应用于污水处理中，且结

果较为理想。

SO4
-.是一种氧化性非常强的过氧化物。在某些情

况下其氧化性能（氧化还原电位2.5～3.1eV）超过.OH

（氧化还原电位1.8～2.7eV），是目前应用在环境领域

中的氧化性最强的自由基，可将有机物氧化为无污染的

H2O、CO2等物质。SO4
-.产生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过一硫

酸氢钾加热、紫外或过渡金属活化[12]。同时SO4
-.也可

以与H2O或者OH-反应生成.OH。

2  光催化氧化技术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1 不同光催化剂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1.1 TiO2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在众多的光催化氧化反应催化剂中，T iO2因为活

性高、相对稳定、成本低、无毒、二次污染小等优点备

受欢迎[13]，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戴前进[14]以锐钛矿型T i O2为催化剂，在优化的

实验条件下，用光催化氧化技术处理造纸废水，2h

后25m l废液中COD的去除率和脱色率分别为60%和

90%。虽然T iO2具有良好的催化性能，但由于自身带隙

宽度大，对可见光的利用率低，极大程度限制了T iO2在

实际中的应用。近年来，提高T iO2光催化性能的手段和

途径不断丰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手段包括离

子掺杂[15～17]、非金属掺杂[18]、贵金属表面沉积[19～21]、复

合半导体[22～23]、表面光敏化[24]、TiO2纳米膜[25]或负载技

术[26]和表面赘合、衍生等[27]。

2 .1. 2 其他金属氧化物光催化剂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

用

除T i O2之外，目前常见的半导体光催化剂包括

氧化物光催化剂(如T i O2、Z n O)、硫化物光催化剂

(如C d S、Z n S)和复合氧化物光催化剂(如S rT i O3、

LaCoO3)。

在上述催化剂中，已有部分被应用于造纸废水

的处理中。Fe2O3的禁带较窄，为2.2eV，对可见光表现

出较好的光电化学反应。朱亦仁[28]等人以纳米Fe2O3/

F e3O4做催化剂处理造纸废水，结果表明该体系对草

浆纸厂废水的处理有较好效果。当造纸废水初始COD

为800m g/l，在室温、300W高压汞灯照射下，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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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条件为Fe2O3/F e3O4投入量0.5g/l、30%H2O2用

量0.5%、pH值3.0，4h后废水的COD降到48m g/l，去

除率达到94%。进一步研究溶液中铁离子的浓度，表明

Fenton反应所引发的作用可以忽略。

光催化剂WO3粒子的禁带宽度为3.2eV，激发波长

为388n m。朱亦仁[29]等人，在WO3投入量0.03g、H2O2

投入量0.24m l、pH值为6.0、光照6h的条件下利用光

催化氧化法处理造纸废水，COD的去除率为93.84%。

欧阳明[30]等人采用微波法，将WO3制成了具有一定优良

结构的介孔材料，并掺杂Ce，进一步提高其活性，在初

始pH=6、催化剂（1%Ce/WO3）用量0.4g/l、紫外光照

的反应条件下，光催化降解造纸废水12h，废水的色度

和COD去除率分别为100%和83.4%。

Z n O与T i O2具有相近的带隙，能为光催化氧化

反应提供强驱动力。朱亦仁[31]等人用Z nO作为光催化

剂，在500W汞灯照射，在投入ZnO粉末0.4000g/l、

H2O2  235.3mmol/l、pH=4.00条件下反应7h，废水

的COD去除率为98.8%。赵敏[32]等人使用片状结构ZnO

在pH9、Z nO和H2O2添加量分别为0.8g/l和4g/l、汞

灯照射7h条件下，废水的COD总去除率可达85%以上。

2.1.3 新型光催化剂及技术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有机聚合物类石墨结构氮化碳(g-C3N4)是一种

新型的半导体光催化剂，具有化学稳定性高、原材料

便宜、节能环保、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和可见光响应等优

点，成为了半导体光催化材料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刘

琦[33]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可见光作用下，对于初始

COD浓度为500mg/l的造纸废水，在pH值为3.0、催化

剂的用量为1.0g/l条件下进行光催化氧化反应，6h后体

系中CODCr去除率达到84.72%。

相较于.OH，S O4
-.据有更强的氧化性。费聿超

[34]通过实验证明，当投入过一硫酸氢钾（PMS）3g/l，

pH=3，紫外灯照射条件下处理造纸废水，出水完全达

到排放标准。而在最优条件下，使用.OH的光催化氧化

体系对废水进行处理，结果不能达到排放标准。这表明

相较于羟基自由基氧化体系，硫酸根自由基氧化体系拥

有更强的处理效果。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表明，将O 2和紫外光引入

Fenton试剂中，可显著增强其氧化能力，从而节约H2O2

的用量。由于其基本过程与Fe n t o n反应相似，故称之

为类Fent on反应。徐美娟[35]等人在光-Fent on反应处

理二次纤维制浆废水的研究中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光

-Fenton法对体系中CODCr的去除率为95%。反应呈现

出初期光照对有机物的降解速率影响很小，但会提高最

终降解程度的规律。

2.2 光催化氧化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2.2.1 催化剂的性质及用量

不同光催化剂的催化性能不同。同一种光催化材

料，由于物理或化学性质的不同也会具有不同的光催化

活性，如晶型结构、粒径等都会对其活性产生影响。目

前催化剂的改性方法是一大研究热点，如增大催化剂

的表面积、降低光生电子-空穴的复合速率和提高催化

剂对可见光对的利用率等。

在某一确定的光催化氧化体系中，催化剂的用量存

在最佳值。当体系中催化剂用量较少时，对紫外光的吸

收和利用率较低，产生的羟基自由基较少。随着催化剂

投入量的增加，生成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增加，从而生

成更多的羟基自由基，使反应速率增加，达到最大值。

此时若继续增加催化剂的用量，会使.OH生成速率加

快，进而发生自身复合，导致氧化能力下降。同时光催

化剂的浓度过大，会屏蔽和散射入射的紫外光，降低光

能的利用率，影响催化剂颗粒对光能的吸收，使体系的

COD去除率下降[36]。

2.2.2 初始pH值

光催化氧化体系的pH值不同，.OH与.O2
-的浓度

会产生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光催化氧化的效率。研究

表明，较低的pH值有利于水分子转化为.OH，较高的

pH值有利于氢氧根转化为OH，因此在酸性和碱性条

件下，都会发生生成羟基自由基的反应，且整个pH范围

内，光催化氧化反应都是热力学可行的[37]，不同的光催

化氧化体系有不同的最佳的pH值范围[38～40]。

2.2.3 光强及光照时间

研究表明，光源的波长、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均

会影响催化剂的活性。当增大光强时，生成的光子数目

增加，从而生成更多电子－空穴对，使溶液中生成更多

的.OH。罗洁[41]分别使用功率为0W、300W和500W的

紫外灯对印染废水进行降解，结果表明体系脱色率和

COD的去除率都会随光强的增大而增大。但当光强过

大时，由于中间氧化物在催化剂表面的竞争性复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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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速率的增加并不明显[10]。当光强一定时，体系脱色率

和COD的去除率随光照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一定时间

后，由于体系中有机物浓度逐渐减少，增长趋势减缓。

常见光催化剂的光响应范围大多处于紫外或近紫

外波段。目前，如何提高光催化剂对可见光的利用率是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朱亦仁[28]研究发现，在太阳光

光照下以纳米Fe2O3/Fe3O4为催化剂的光催化体系对废

水的处理效果也较为理想。除此之外，以T iO2溶胶为

光催化剂深度处理造纸中段废水[13]的实验证明，该体

系并非必须在阳光或高压汞灯下才能发生降解，在阴

天也具有一定的降解能力。刘琦[33]等人通过实验证明，

g-C3N4光催化剂有效解决了如T i O2等传统半导体光

催化剂存在的太阳能利用率偏低、光响应范围较窄等

问题，并且经其处理后的造纸废水能达到国家排放标

准。

2.2.4 其他影响因素

溶解性盐类和离子对光催化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硝酸盐和高氯酸对光催化氧化反应速率几乎没有

影响，而氯化物、磷酸盐、硫酸盐则会迅速被催化剂吸

附导致氧化速率下降20%～70%；自来水中的离子、Fe2+

和M n2+等会对反应速率产生影响[42]；金属离子对反应

的影响很复杂，既可能产生协同作用，也可能产生毒害

作用，结果因金属离子的种类不同而不同[43]。

研究表明，外加氧化剂（如H2O2、O2）会捕获光生

电子，使电子-空穴的复合减少，从而提高光催化效率。

除上述因素外，污水的流速、水中污染物的含量和

温度也会对反应速率产生影响。

2.3 光催化氧化法的不足

2.3.1 .OH寿命短

.OH自身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几毫秒，且一般的

光催化氧化反应需要将有机物吸附到催化剂表面后，才

可对其进行氧化降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OH的使

用效率。同时，反应产生的光生电子-空穴对很容易复

合，导致没有足够的ROS参于氧化还原反应，使反应速

率下降。

2.3.2 需联合预处理

.OH容易受多种离子或者有机物的影响被淬灭
[44]，且对反应体系的透光度有一定要求，透光度不足，

会影响催化剂对光能的利用率，而造纸废水普遍存在

色度高的污染问题，所以需要进行预处理。

硫酸根自由基虽然有更强的氧化性，但在碱性条件

下会与氢氧根反应，产生氧化性相对较弱的羟基自由基
[45]，使氧化能力降低，所以在使用前需调节反应体系的 

pH值。除此之外，一些离子也会对体系的氧化能力产生

影响。如使用硫酸根自由基处理含铁废水时，废水中的

铁离子会不断的被氧化、还原，继而反复消耗、淬灭硫

酸根自由基，使反应停止。

2.3.3 处理成本较高

粉末状催化剂由于粒径小、质量轻等原因难以回

收，需借助膜过滤等方式，增加了成本；且目前光催化

氧化技术所采用的多为悬浮相体系，虽然降解效率高，

但易造成催化剂随水流失。

硫酸根自由基的大量使用会给水体中带入过量的

硫酸根（S O4
2-），而去除硫酸根会增加系统的运行成

本。

禁带较宽(如T iO2)的光催化剂需要紫外光才能激

发，因此需补充紫外灯管作为光源，增加了功耗。

3  结语

光催化氧化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污水处理技术，

在造纸废水的处理中可以取得理想效果。但由于光催

化剂自身和应用条件存在的不足和限制，目前尚无法

大规模工业化推广。因此，建议今后主要研究方向可包

括：

(1）开发新型较窄禁带宽度和稳定性好的光催化

剂，充分利用可见光；加强负载和固化技术研究，解决

催化剂回收利用的问题。

(2）当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单一组分污染物的污

水进行处理，难以适用于复杂多组分污染体系的实际

造纸废水。今后要加强复合污染联合效应研究，逐步提

升光催化技术处理实际造纸废水的能力。

(3）研发光催化氧化法与其他方法的连用，取得更

好的处理效果。如絮凝-沉降法与光催化法连用，光电

处理方法等。

(4）结合具体光催化原理与条件，设计应用于大规

模工业化处理的完整流程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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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YZ-139两性淀粉作为增强剂，采用浆内添加方

式，研究了YZ-139两性淀粉不同添加量对种子袋纸性能的影

响。试验结果表明：浆内添加YZ-139两性淀粉，可提高种子袋

纸的干强度和耐破度，同时对纸张的湿强度和吸水速度也有

一定的影响。当添加量超过1.5%后，干强度、湿强度以及耐破

度增加幅度趋缓；当添加量超过1.0%后，吸水速度下降幅度

较为明显。从试验情况综合分析，当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

为1%时，可满足种子袋纸的性能要求，适合作为种子袋纸的

增强剂。

关键词：YZ-139两性淀粉；种子袋纸；增强剂

Abst rac t: YZ-139 amphoter ic s t a rch was selected as a 
strengthening agent,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ddition amount of 
YZ-139 amphoteric st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seed bag paper 
was studied by means of slurry additio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 of YZ-139 amphoteric starch in internal addition can 
improve the dry strength and bursting strength of seed bag paper, 
and also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wet strength and water 
absorption speed of the paper. When the addition exceeds 1.5%, 
the increase of dry strength, wet strength and bursting resistance is 
slowed down; when the addition exceeds 1.0%, the decrease is more 
obvious.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est situation,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 of YZ-139 amphoteric starch is 1%, it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seed bag paper, and is 
suitable as a strengthening agent for the seed bag paper.
Key words: amphoteric starch; seed bag paper; strengtheni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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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播种

技术是实施精准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节约资源、降

低成本、提高作物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保

护环境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种子

袋纸是精准播种的配套用纸，在精准播种中起着固定

种子播种间距，播种后吸收水分并在分解时将吸收的水

分及自身分解物作为养分提供给种子发芽的作用。

国内现有种子袋纸存在干强度不足、耐破度过低、

难分解等问题。美国、日本等精播农业发达国家的种

子袋纸性能好，但其存在价格昂贵、使用成本高等方面

的问题[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我国现代农业目前

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若长期依赖进口，使用国外种子袋

纸，不利于国内现代农业发展。

因种子袋纸需具备对环境友好、绿色环保、能满足

精确播种技术要求等特点，但单靠打浆无法满足其要

求，故需要添加一定量的增强剂，以提高纸张性能。同

时种子袋纸要求添加的增强剂对土壤无污染、易分解，

在增加纸张干强度的同时，对湿强度的影响较小。因此

有必要寻找一种合适的增强剂来满足种子袋的使用要

求。本课题选择YZ-139两性淀粉作为添加剂，采用浆

内添加工艺进行了试验研究，旨在探索其用作种子袋纸

增强剂的可行性。

1  材料与试验方法

1.1 原材料

漂白针叶木浆（加拿大进口，加拿大标准游离度

185ml）

YZ-139两性淀粉（白色粉末状，含阴阳离子取代

基，国内某企业提供），使用前配制成淀粉糊液。

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85-2磁力搅拌器，上海沪析实业有限公司；高速组

织分散机，上海标本模型厂；纸样成形器，咸阳通达轻

工设备有限公司；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四川长江造纸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高精度电动厚度仪，四川长江造纸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锦屏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BSM-20球型耐破度仪，中建材轻工业自

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1.3 淀粉糊液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YZ-139两性淀粉放入200m l烧杯

中，按5%浓度加入适量的水，用85-2磁力搅拌器进行搅

拌（转速约100r/m i n），搅拌均匀后在92℃水浴条件下

保温30min，使用前用清水稀释至0.5%浓度并过滤。

1.4 纸张抄造

按15g/m2的定量抄片，称取一定量针叶木浆（已打

浆处理）用高速组织分散机分散均匀，在分散均匀的浆

料内加入一定量的YZ-139淀粉糊液，搅拌均匀后加水

稀释，将稀释后的浆料倒入纸样成形器内，待浆料基本

滤干后，抄取湿纸页，最后在105±2℃的条件下烘干。

1.5 纸张性能的检测

(1）定量：按GB/T 451.2-2002纸和纸板定量的

测定进行测试。

(2）厚度：按GB/T 451.3-2002纸和纸板厚度的

测定进行测试。

(3）抗张强度：按GB/T 12914-2008纸和纸板抗

张强度的测定进行测试。

(4）湿抗张强度：按GB/T 465.2-2008纸和纸板

浸水后抗张强度的测定进行测试。

(5）耐破强度：采用GB/T 24328.7-2009卫生纸

及其制品　第7部分：球形耐破度的测定进行测试。

(6）吸水速度：按GB/T 461.1-2002纸和纸板毛

细吸液高度的测定进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添加YZ-139对种子袋纸强度的影响

为保证种子袋制作过程和精播机播种过程的顺利

进行，纸张须具备一定的干强度。虽然木浆等植物纤维

可通过打浆提高打浆度的方法来增加纸张的干强度，

但浆料打浆度的提高后会使纤维之间的结合更加致密，

降低种子的出苗率。因此种子袋纸既要有一定的干强

度，以满足种子袋的加工和播种要求，同时又要具备较

低的湿强度，以免影响种子的出苗率。

种子袋纸强度随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增加的

变化趋势见图1和图2。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的

增加，种子袋纸的干强度不断提高，添加量超过1.5%，

干强度提高幅度变小。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的

增加，种子袋纸的湿强度也呈上升趋势，当添加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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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湿强度提高的趋势变缓。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

添加不同比例YZ-139两性淀粉的纸张，其湿强度的绝

对值较低，湿强度与干强度的比值均小于5%，可以满足

种子袋纸的性能要求。

2.2 添加YZ-139对种子袋纸耐破度的影响

种子袋纸要有合适的耐破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

低。过高的耐破度会导致种子出苗困难，降低种子的出

苗率；过低的耐破度容易使种子袋内的种子在种子袋加

工过程、精播机播种过程因纸张破损而散落。由图3可以

看出，随着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的增加，种子袋纸

的耐破指数不断提升，添加量超过1.5%，耐破指数提升

放缓，添加量超过2%，耐破指数提升幅度趋于平缓。

2.3 添加YZ-139对种子袋纸吸水速度的影响

吸水速度是衡量种子袋纸吸水能力的一个技术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种子袋纸的分解速度，吸水性差

的种子袋纸分解速度慢，分解速度慢的种子袋纸会导

致苗根扭曲生长，无法正常发育，进而对幼苗的生长产

生不利影响[3]。图4为种子袋纸吸水速度随YZ-139两性

淀粉添加量的变化情况。

从图4可以看出，种子袋纸的吸水速度会随着YZ-

139两性淀粉添加量的提高而降低，当添加量超过1.0%

时，种子袋纸的吸水速度降低幅度增加。

3  结论

3.1 YZ-139两性淀粉可提高种子袋纸的干强度、湿强

度和耐破度，当添加量超过1.5%后，干强度、湿强度和

耐破度增加幅度趋缓。

3 . 2 YZ-139两性淀粉会降低种子袋纸的吸水速度，

当添加量超过1.0%后，吸水速度的下降较为显著。

3.3 从试验情况综合分析，当YZ-139两性淀粉添加量

为1%，能满足种子袋纸的性能要求，可作为种子袋纸单

一增强剂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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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微波消解方法处理样品，用原子吸收火焰光谱

法测试卷烟纸中钙、镁含量，该方法消除了磷酸盐对钙、镁测

试的影响，操作简单、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准确度好。适

用于卷烟纸中钙和镁的测定。

关键词：原子吸收火焰光谱；卷烟纸；钙；镁

Abstract: The samples were processed by microwave digestion 
and the contents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in cigarette paper 
were measured by atomic absorption flame spectrometry,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in 
cigarette paper.
Key words: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cigarette paper; 
calcium; magne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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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优级纯，德国默克）。

1.2 试样处理

准确称取0.1g（精确至0.1m g）试样于洁净的消解

罐中，加入6.0ml HNO3、1.0ml H2O2和0.5ml HF，

预消解30m i n。摇动消解罐，保证溶液完全浸没试样。

按照表1条件进行消解。冷却后，将溶液转移至100m l

塑料容量瓶中，加入5.0m l的5%氯化镧溶液，同时加入

5.0m l 25%硝酸溶液用水定容至100m l，摇匀，稀释相

应倍数（钙稀释100倍，镁稀释20倍）后用于测试。同时

做试剂空白实验。

1.3 测定

在表2的仪器参数条件下进行测试。

卷烟纸是一种专供包卷烟草制作香烟的薄页型

纸。虽然卷烟纸最初始的功能是包裹烟丝，质量只占烟

条质量的5%左右，但由于其处在卷烟燃烧组分的最外

围，并且是卷烟中唯一直接参与燃烧的非烟丝组分，其

与空气直接接触，所以它对卷烟的燃烧性能、主（侧）

流烟气和灰分等都有较大影响，这些指标都将影响卷

烟纸的燃烧、降焦减害、包灰效果和吸味等。卷烟纸中

加入无机镁盐，可以降低烟支最大分解温度,从而减少

香烟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毒害物质。卷烟纸使用的主要

填料是碳酸钙，其含量影响卷烟纸的物理性能（如：透

气度、灰分、匀度、抗张强度）和燃烧性能。因此,准确检

测卷烟纸中的钙、镁含量,可以作为评估卷烟纸性能和

质量的重要依据。

目前，卷烟纸中钙、镁元素含量正受到越来越多

香烟生产企业的关注。中烟公司已明确将卷烟纸中钙、

镁元素的含量作为其招标中的一项关键控制指标，并

要求卷烟纸生产企业提供相关项目的检测数据。因此

开发出重复性好、分析速度快的卷烟纸中钙、镁含量检

测方法，无论对于卷烟纸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还

是满足用户中烟公司的需求，都有一定意义。国内卷烟

纸生产企业钙、镁含量检测执行的标准为烟草行业的

YC/T 274-2008《卷烟纸中钾、钠、钙、镁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1]，但该方法未考虑卷烟纸中可能

含有的磷酸盐成分对钙、镁含量测试结果的影响，即

容易造成测试结果偏离真实值。本课题在其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研究，提出了更好的试样消解方法，考虑了磷

酸盐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建立了一种操作简便、分析快

速、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的卷烟纸中钙、镁含量的优化测

试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i C E 330 0 A A S原子吸收火焰光谱（赛默飞

世尔）；C E M-M a r s 5型微波消解仪（美国C E M

公司）；卤素水分测定仪（M E T T L E R T O L E D O 

C OM PA N Y）；实验室用水为一级水（18.25MΩ.

cm）；钙标准溶液（1000m g/l，中国计量研究院）；镁

标准溶液（1000m g/l，中国计量研究院）；氯化镧（优

级纯，上海国药）；浓硝酸（优级纯，德国默克），过氧

表1  微波消解条件

步骤

1

2

3

温度

/℃

120

150

190

5

10

20

保持时间

/min 

表2  仪器参数条件

测试

元素

Ca

Mg

波长

/nm

422.7

285.2

积分时间

/s

4

4

通带

/nm

0.5

0.5

燃气流量

/(L/min)

1.4

1.1

背景

校正

无

氘灯

燃烧头高度

/mm

11

7

图1  钙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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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方法精密度

元素

Ca

Mg

RSD/%

3.83

1.80

平均值

12.162

0.128

含量/%

分次测量结果

12.750

0.125

11.780

0.130

12.130

0.128

12.500

0.128

11.650

0.131

1.4 计算公式

按下式计算卷烟纸中钙、镁含量

 

式中：X—试样中钙、镁含量，%；

c—测定样中钙、镁元素的浓度，mg/l；

c 0—试剂空白钙、镁元素的浓度，mg/l；

V—试样消解定容体积，ml；

m—绝干试样质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浓度范围的选择

根据卷烟纸中钙、镁稀释后浓度及仪器灵敏度线性

范围，选择将钙标准曲线的浓度上限设为6.0mg/l，镁标

准曲线的浓度上限设为1.0mg/l。配制钙、镁混合标准工

作溶液，在仪器参数条件下进行测试，分别以浓度为横坐

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见图1、图2。

钙元素线性范围为0.0～6.0mg/l，线性系数r=0.9997，

线性良好；镁元素线性范围为0.0～1.0m g/l，线性系数

r=0.9998，线性良好。 

2.2 试样处理方法优化

样品的前处理对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有很大影响。

样品的前处理，目的在于除去干扰因素，完整保留被测

组分，或使被测组分浓缩[2]。微波密闭消解具有加热

快、升温高，消解时间短；消耗溶剂少，空白值低；样品

不易损失和污染等优点。本课题采用微波密闭消解方

法处理样品。实验中发现按照YC/T 274-2008《卷烟

纸中钾、钠、钙、镁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中规

定的试样微波密闭消解程序处理样品时，有些样品不

能完全消解。这是因为一些卷烟纸中可能添加有钛白粉

等一些常规消解试剂难以消解的成分。本研究对消解

试剂进行了优化，发现消解试剂为6m l HNO3+1.0m l 

H2O2+0.5ml HF时，消解效果最为理想。

2.3 原子吸收分析光谱分析条件的选择

在原子吸收测定中,分析条件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测

定的灵敏度、准确度、精密度和方法的选择性。本课题

通过对一系列实验条件(包括燃气的流量比,单色器通

表4  方法加标回收率

钙

镁

加标前 

/(mg/g) 

121.4

1.29

加标后 

/(mg/g) 

145.4

143.2

154.1

150.4

196

195.8

1.76

1.77

2.25

2.23

3.21

3.28

加标量 

/(mg/g) 

22.52

22.12

31.53

30.7

67.56

68.18

0.45

0.442

0.901

0.877

1.802

1.818

回收率 

/%

106.6

98.6

103.7

94.5

110.4

109.1

104.4

108.6

106.5

107.2

106.5

109.5

表3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测试

元素

Ca

Mg

检出限

/(mg/l)

0.02

0.01

线性范围

/(mg/l)

0～6.0

0～1.0

相关

系数

0.9997

0.9998

定量检出限

/%

0.07

0.03

图2  镁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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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曲线斜率进行计算。检出限

(mg/l)=3SA/b

SA—试剂空白标准偏差；

b—工作曲线斜率。

方法检出限结果见表3。

2.6.2 方法加标回收率

称取一定量卷烟纸进行加标实验,实验结果见4，

加标回收率均在90%～110%之间，满足要求。

2.6.3 方法精密度及准确度

对卷烟纸样品和国家标准物质绿茶（GBW10052）

进行测试，计算方法精密度和准确度，结果见表5、表

6。

从表5数据可以看出，本方法测试精密度良好，可

以满足卷烟纸中钙、镁元素含量的测试要求。

根据公式 计算t值，其中μ为标准物质的

规定值，S为标准偏差，n为测试次数，x-为平均值。当

显著水平α=0.05时，查t值表，得t（0.05,5）=2.571，可见

Ca、M g的t＜t（0.05,5）。说明本方法测试结果准确性良

好，在95%置信度下，无显著误差。

2.7 样品测定

采用本方法对我公司的部分卷烟纸中的钙、镁含

量进行了测试，结果见表7。

3  结论

本研究采用了6ml HNO3+1ml H2O2+0.5ml HF

为微波消解的消解溶液，以原子吸收火焰光谱测定卷

烟纸中钙、镁元素的方法。实验证明该方法线性好，灵

敏度高、分析速度快、准确度好,可用于卷烟纸中钙和镁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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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国家标准物质绿茶测定结果

元素

Ca

Mg

标准偏差 

/%

0.018

0.0040

测定值/%

1.19,1.22,1.20,1.19,1.17,1.21

0.220,0.224,0.217,0.212,0.217,0.216

平均值 

/%

1.20

0.218

规定值

/%

1.21±0.03

0.220±0.008

t

1.362

1.225

表7  样品测试结果

卷烟纸1

卷烟纸2

卷烟纸3

钙含量

/%

11.17

11.57

13.44

0.163

0.096

0.141

镁含量

/%

[收稿日期:2019-01-16]

带宽度以及燃烧器高度和位置)等的选择和优化,选定

测定钙、镁的最佳测定条件。结果见表2。

2.4 试样溶液酸度影响

实验发现，试样溶液酸度对钙、镁在空气-乙炔火

焰中释放程度有影响，加入一定量的酸可以使灵敏度增

大。移取5份5m l钙、镁标准溶液于100m l容量瓶中,分

别加入0.0m l、2.0m l、4.0m l、6.0m l、8.0m l 25%硝

酸溶液,定容，测定钙、镁的吸光度。结果表明：25%硝

酸溶液加入量为2.0～8.0m l时,吸光值最大且稳定。因

此，选择采用加入5.0m l 25%硝酸溶液来调节试样酸

度。

2.5 影响因素及消除

2.5.1 基体干扰

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发现，样品基体容易对测

试溶液的吸光值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测试结果的偏离。

本方法选择对测试液进行稀释，基本避免了基体干扰。

2.5.2 电离干扰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为了调节卷烟纸燃速，有的卷

烟纸中会添加一定量的磷酸盐，磷酸根的存在对钙、镁

测试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由于磷酸根可与钙、镁形成稳

定的沉淀，从而干扰钙、镁的测定[3]。加入一定量的氯化

镧可与磷酸根形成更稳定的化合物，释放出钙、镁，从

而消除干扰。

2.6 方法评价

2.6.1 方法检出限及线性范围

检出限是通过测试20次试剂空白液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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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rofibus是工业控制领域中的主流现场总线标准，应

用广泛且快速高效，但是故障率高，很难维护。本文介绍了

Profibus现场总线概念，Profibus总线传输技术，Profibus网络拓

扑方式，影响Profibus通信稳定性的几个主要因素以及Profibus

网络检测办法和通信故障的快速排查等六方面的内容。结合

本厂Profibus通信应用的部分实例和部分成功案例，参考多年

通信控制的现场维护经验，简要分析了影响Profibus通信稳定

性的因素，并介绍了几种故障的快速排查方法。

关键词：Profibus；传输速率；中继器；OLM；终端电阻；三分网

络法；等分网络法；补锅法；拔萝卜法

Abstract: Profibus is a main standard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 
It’s a widely used system with high speed and efficiency, but 
its failure rate is high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fibus fieldbus, Profibu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Profibus network topology method, several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poib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tection method and 
rapid troubleshooting for communication faults. Combined with 
some examples of Profibus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 and some 
successful cases, and referring to many years of field maintenance 
experience of communication control,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Profibus communication and 
introduces several quick troubleshooting methods.
Key words: Profibus; transmission rate; repeater; OLM; terminal 
resistance; three-part network method; equal network method; 
“pot-patching” method; “pulling-radis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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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fibus总线简介 

P r o f i b u s是一种应用范围广泛的、开放的数字通

信系统，适用于快速、复杂的通信任务，Pro f i b u s是工

业控制领域中的主流现场总线标准，特别适用于工厂

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领域。Profibus DP是一种高速通

信连接方式，主要侧重用于工厂自动化控制，适用于分

布式控制系统的高速数据传输，其传输速率（波特率）

高达12M b p s。它应用广泛，目前，DP的应用占据整个

Profibus应用领域约80%。

在一个Profibus DP网络中包含有三种设备，它们

分别是：一类主站、二类主站和从站。

一类主站(DPM1)：是中央控制器，它在设定的周

期内与从站设备交换信息。典型的DPM1如PLC。 

二类主站(DPM2)：是用于工程设计、硬件组态、逻

辑程序编写或者设备操作，即通常说的工程师站，主要

用于系统维护、故障诊断和报警信息收集和分析。

从站：是接收主站控制命令并将自身的状态信息

反馈给主站的外围设备（智能设备、马达保护器、变频

器、I／O设备、驱动器、阀门、变送器

等）。 

在一个网络系统中，可以没有二

类主站，但必须包括一类主站和从

站。依据其主站个数，可分为单主站

表1  传输速率与距离关系

传输速率/kbps

传输距离/m（A类）

传输距离/m（B类)

19.2

1200

1200

500

400

200

9.6

1200

1200

93.75

1200

1200

1500

200

不使用

187.5

1200

600

12000

100

不使用

和多主站系统，其中单主站系统最为常见。

一个单主站网络中有多个从站设备。如分布式I/

O、变频器、智能马达保护器、软启动器、电量测量装

置、各种变送器、智能仪表等都可以通过通信模块作为

一个从站设备（站点）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

2  Profibus传输技术

RS-485传输是Pro f i b u s最常用的一种通信传输

方式，传输电缆的选择，可以根据使用工况环境、设备

运行可靠性影响和成本，选择A类和B类两种通信电

缆，A为屏蔽双绞线，B为普通双绞线。在网络布线时往

往选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以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

基本特征：(1）网络拓扑有线型、树型和星型三种，

两端有终端电阻。(2）传输速率为9.6K b i t/s到12M 

b i t/s，电缆最大长度取决于传输速率。(3）采用屏蔽双

绞电缆，或者尽可能地采用光纤替代电缆。(4）最好使

用9针D型插头。

由表1可见，传输速率（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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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短，系统抗干扰能力就越差；同时，在通信质量要求

较高的场所，建议不要采用普通双绞线。

3  Profibus网络拓扑

3.1 中继器的拓扑

3.1.1 中继器

如果一个Prof ibus网络系统所包含的站点超过32

个，则必须分割成多个总线段。每个总线段最多可拥有

32个站点，各个总线段可通过中继器（线路放大器）相

连。中继器可以对传输信号进行放大，同时增加的中继

器也会导致传输信号的相位信号的失真和延时，因此将

串联连接的中继器数目限定为3个。然而，随着在中继器

电路中信号整形已得到了实现，SIEMENS公司制造的

型号为6SE7972-0AA00-0XA0的中继器，最多可串联

连接的中继器数目达到9个。

3.1.2 网络安装规则

(1）一个网段最大有32个元件，为了保持阻抗的连

续，通常工程配置为：每个段内最多24个站；

(2）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网段最大有31个元件；

(3）两个中继器间最大有30个站；

(4）每个站的地址必须“唯一”；

(5）每一个网段终端必须有终端电阻。

岳纸40万t系统的两台复卷机、沅纸六抄车间纸机

就是采用的这种中继器的PROFIBUS网络拓扑结构。

3.2 OLM的拓扑

OLM的拓扑主要分为4种拓扑结构方式：点对点

连接、线型拓扑、星形拓扑、冗余光纤环网，下面介绍使

用中证明比较好的冗余光纤环网结构。

3.2.1 OLM冗余光纤环网的通信结构

3.2.2 网络安装规则

(1）一个网段最大有32个元件，通常工程配置为：

每个段内最多24个站；

图3  西门子Profibus总线连接器

图2  OLM冗余光纤环网的通信结构 图4  进入控制柜时剥开电缆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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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站的地址必须“唯一”；

(3）每一个网段终端必须有终端电阻；

(4）每个冗余光纤环网最多只能由4个OLM组成。

岳纸40万t系统的智能MCC DCS系统、MCS系统

以及新脱墨浆车间智能MCC DCS系统均采用的这种

OLM冗余光纤环网Profibus网络拓扑结构。

4  影响Profibus通信稳定性的因素

影响P r o f i b u s通信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如网络

结构的设计，电缆的敷设安装，屏蔽接地，元器件质量

性能，甚至外部环境变化等等，均有可能成为影响通信

稳定的因素。接下来选取其中五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   

4.1 Profibus总线连接器（DP头）

要求：（1）安装规范，Profibus电缆屏蔽层长8mm

左右，并保证屏蔽层压在压夹下，屏蔽层不能接触红绿

线芯；（2）最好采用用螺丝紧固的DP头。

4.2 Profibus总线电缆

4.2.1 Profibus电缆的安装

由于Pro f i b u s电缆的铜质线材的特性，不可避免

地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Pr o f i b u s电缆与动

力电缆在较长距离上并行敷设，动力电缆产生的电磁干

扰，势必会进入P r o f i b u s电缆产生电容性和电感性干

扰，干扰网络中的数据通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最

初铺设电缆时就应确保Prof ibu s电缆和其他的电力电

缆之间至少维持10c m间距，应当始终铺设在相互分离

的电缆桥架内。

4.2.2 Profibus电缆的屏蔽

由于外部环境所产生电磁干扰或者容性干扰可以

通过Profibus电缆进入通信网络，那么Profibus电缆的

屏蔽层与地电位之间的可靠连接显得非常重要，在日常

应用中，通常必须将电缆屏蔽层的两端可靠接地，特别是

在高频干扰环境中（如存在较多的变频器控制设备等），

这种方法可以提供较为有效的干扰抑制。如果在一个通

信网络系统中，不能提供等电位连接，各个总线各站点

之间存在电位差，势必会在Prof ibu s电缆上产生等电位 图5  西门子的Profibus网络连接插头（DP头）

连接电流，电缆屏蔽中的等电位连接电流会大大降低信

号屏蔽效果。那么最好只把电缆屏蔽层的一端接地。

对于固定的总线站，建议在Pro f i b u s电缆进入控

制柜时剥开电缆屏蔽，并使用合适的电缆夹将其连接

至地电位。注意在剥去电缆外皮时不要损伤线芯。

4.2.3 Profibus电缆的连接

Profibus电缆采用9芯Profibus总线连接器（DP头）

进行总线站间的电缆互连。剥去Prof ibu s电缆外皮至红

绿线芯长20mm，屏蔽层长8mm左右（如图4），总线连接

器与总线站连接，而总线连接器则与总线电缆连接。

4.2.4 Profibus电缆的网络电阻

如果是连接在profibus网络上的站点内部通信模块

或是节点的连接有短路或接地等的问题，就会改变整个

网络的电阻特性，从而引起网络不稳定。2011年7月，脱墨

浆车间有一条网络不时报通信故障，测试发现网络电压

波动较大，经检查发现节点连接的端子下有根铜丝与电

气柜外壳有接触现象，从而改变了整个网络的电阻特性，

造成通信网络电压的变化，继而引起网络通信不稳定。

4.3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是在一条Profibus网络的两端（首端和尾

端），并联在通信线上的电阻。根据网络传输理论，终端

电阻可以吸收网络上的干扰反射波，有效地增强通信电

平信号强度。两个终端电阻并联后的电阻值应当基本等

于Profibus电缆在通信频率上的特性阻抗，其作用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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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除通信信号在通信电缆传输过程中的信号反射。

按照R S485传输要求，在P r o f i b u s网络搭建

时，必须按其特征阻抗匹配相应的终端电阻。就是在

p r o f i b u s网络的两端（首端和尾端）分别串入一个与

电缆特征阻抗相同的电阻。R S485的典型终端匹配

是120Ω，实际应用中可以稍有偏差，但一般不得低

于90Ω；在P r o f i b u s-DP规范中，其终端匹配电阻为

220Ω。可见它的线缆（ON/OFF）比较特殊。除非有中

继器，总线上终端匹配电阻数目为2个。

缺少总线终端将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干扰，而

过多的终端电阻的组合也会产生问题，这是因为每个总

线终端都是一个电负载，负载过多就无法确保在数据传

输中维持一个稳定的传输电平。总线终端过多或过少也

会导致零星的传输干扰，在总线段达到最大总线站点

数目、最大网络传输长度以及最大传输速率等情况下，

这种现象尤其可能会发生。

图5所示西门子的P r o f i b u s网络连接插头（DP

头），本身已经内置了一个220Ω的终端电阻，通过一个

拨码开关（ON/OFF）很方便地接通或断开。终端电阻

值完全符合西门子通信端口和Pr o f i b u s电缆的（ON/

OFF）要求。合上网络中网络插头的终端电阻拨码开关

（ON/OFF），在确保整个P r o f i b u s网络静态电阻约

110Ω的同时，可以非常方便地切断插头后面的部分网

络的信号传输。

在一条Profibus通信网络中，网络终端的插头（DP

头），其终端电阻拨码开关必须放在“ON”的位置；中

间站点的插头其终端电阻开关应放在“OFF”位置。

4.4 传输速率（波特率）

用Profibus诊断工具PB-T3对PM10智能MCC光

纤网环MCS-DP304进行通讯测试，波特率为1.5M，测

图7  Profibus诊断工具对PM9智能MCC光纤网环通讯测试

结果

图6  Profibus诊断工具对PM10智能MCC光纤网环通讯测试

结果

图8  PM8纸机传动通信3#CPU改造前各传动点通信质量

图9  PM8纸机传动通信3#CPU改造后各传动点通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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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图（图8、图9）。

5  Profibus网络检测

5.1 总线电阻的检测

5.1.1 断开终端电阻时总线电阻的检测

图10显示了在标准总线插头连接器上检测数据线

是否反接的测试原理。这种测试要求总线电缆上装配

的总线插头连接器未与总线站连接，并且，在总线线路

的总线插头连接器上也绝不能有任何总线终端电阻。

要执行测试，需要两个单端9针P r o f i b u s网络连

接器。辅助插头连接器1包含一个1针转换开关，其底板

触点与具有插槽触点的9针P r o f i b u s网络连接器的屏

蔽（外壳）相连，另外两个电路触点分别与针3（数据线

B）与针8（数据线A）相连。

5.1.2 有终端电阻时总线电阻的检测

如果在带有总线终端电阻测试时，先断开一类主

站（PLC）的电源，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测，那么检测到

的网络静态电阻，应小于或等于110Ω。

5.2 Profibus网络通信检测

在P r o f i b u s通信网络的维护过程中，我们往往要

借助于较先进的检测工具。P r o f i b u s网络检测仪是一

种对P r o f i b u s通信网络进行有效的检测、分析、诊断

试结果如图6，有几个站点通信质量不好。

同时，也对PM9智能MCC光纤网环MCS-DP304

通讯测试，波特率为500K，测试结果如图7，所有站点

通信质量良好。

显然，网络的传输速率（波特率）越高，通信效果越

差，系统抗干扰能力就越差；岳纸40万t纸机MCS系统共

有8条通信网络，原来的传输速率（波特率）为1.5M，经

常出现通信故障，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2010年底，将传

输速率（波特率）改为500K后，系统稳定多了。  

4.5 网络结构设计

根据通信网络所包含设备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

通过分类组网、分段组网、分部组网等“三分网络法”，

合理设计、量身定做最合适网络结构，可增强通信信

号、提高网络抗干扰能力，有效减轻Prof ibus网络通信

负荷，提高通信系统的稳定性。下面通过图示本厂PM8

纸机传动通信改造前后通信质量对比，简要说明网络设

计对通信稳定的重要性。

PM8纸机传动通信3#CPU改造前后各传动点通信

图10  断开终端电阻时总线电阻 

图11  Softing的Profibus诊断工具PB-T3 图12　拔萝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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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系统维护的专业工具。Soft ing的Profibus诊断工具

PB-T3（图11），通过工具自带光盘，在电脑上安装检

测软件，将按要求连接上，除了能够自动检测网络通信

波特率以及分析和识别网络中各个主、从站设备以外，

还可判断Profibus总线中所有通信站点的信号质量，提

供总线中信号状况的概览视图，并通过内置的有存储功

能的示波器直观地显示物理信号的形态，以便于迅速

地发现并纠正错误，指导维护人员对通信网络进行有的

放矢的检查和维护处理。

不稳定的P r o f i b u s通信通常是由错误的物理

状态或不匹配的总线参数选择造成的。正在运行的

Profibus网络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完全可靠地运行，更不

能进行自动优化；只有配合网络诊断工具套件，在网络

维护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及早消除隐患，达到预防性

维护和故障排除的目的。                                    

6  Profibus通信故障的快速排查方法

外部环境的各种干扰均可引起设备通信故障，故障

现象隐蔽多变、难以捕捉，且故障随机性、瞬时性等特

点，给维护和故障排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通过多年现

场维护工作，总结出快速排查通信故障，找准故障点的

四个方法：等分网络法、步进法、拔萝卜法和补锅法等。

6.1 等分网络法

等分是个数学概念，就是用若干个点，把一条线段

平分，它的中点就是它的二等分点，这个点把线段分成

长度相同的两段。沿用这个概念，一条通信网络就如一

条线段，假设这条网络上有30个通信站点，当通信故障

发生时，整段网络上的多台设备可能随机性、瞬时性出

现通信丢失现象。怎样能快速找到故障点呢？可以采用

等分网络法，即选取网络中间的设备（站点）作为等分

点，将DP头上的拨码开关拨到“ON”，将网络中断，这

时中断后的网络后面的15个点都会报通信故障，中断后

的网络前面的15个点会出现两种情况：（1）不报通信故

障，就说明前面15个点正常，这时可将等分点一个一个

后移，直到等分点出现通信故障时，说明问题就出现在

那里，进行检查处理；（2）报通信故障，说明问题就出

现在前面15个点，这时可将等分点一个一个前移，直到

等分点设备不出现通信故障时，表示故障点已找到，进

行检查处理。当然也可将等分点直接前移至第8站点位

或后移至第22个站点位，操作方法相同。

6.2 步进法

在等分网络法将网络“分割”后，基本确定了故障

点的范围，可能还有三五个站点，这时可以用“等分法”

继续排查，但是意义不是很大。这时可结合“步进法”，

即将故障段站点按照距离PLC的远近顺序，将拨码开关

逐个依次“ON”，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直到找到故障

点。

6.3 拔萝卜法

当一条通信网络出现通信故障时，如果是智能抽屉

控制柜的设备（站点），那么，采用“拔萝卜”的方式是个

比较快捷找到故障点的方法。每个抽屉就像填埋在通信

网络上的一个一个“萝卜”，出现故障时，将抽屉一个一

个拔出来（图12），使其脱开通信网络，直到不出现通信

故障时，表示故障点就出现在这里，进行检查处理。

6.4 补锅（手术）法

由于影响通信故障的因素很多，对于单独一台通

信控制的设备来讲，包含有DP头、Prof ibus通信线、通

信模块、通信端子或通信插接件等，如果在等分网络

法、拔萝卜法找到故障设备后，就需要对故障点（病灶）

进行手术清除，将该设备相关的通信元器件拆开检查，

该处理的处理，该更换的更换，俗称“补锅法”。

在实际生产应用中，由于造成通信故障的因素很

多，故障现象千变万化。等分网络法、步进法、拔萝卜法

和补锅法只是通信故障快速排查方法的一小部分，在

处理通信故障时，不能拘泥于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而

要多种方法交叉配合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

况具体解决，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才能找到

破解通信故障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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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直接染料在碎浆时添加、配浆时添加，和碎浆添加染色时间的长短分别进行抄片

实验，通过感官和色相检测对比发现，直接染料在配浆时直接添加与在碎浆添加时有同等染

色效果。

关键词：直接染料；碎浆染色；配浆染色；对比

Abstract: The addition of direct dyes in pulping and pulp mixing, as well as the length of dyeing 
time were studied through sheet sample test. The comparison of sensory and chroma values showed 
that direct dyes in pulping had the same dyeing effect as those in pulp m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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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时间碎浆染色抄样感官对比

直接染料是凭借与纤维之间的氢键及范德华力，不需媒染剂的帮助，即能染色的染料[1]。因

其对纤维有天然的亲和力，特别适用于纸浆的浆内染色，目前在造纸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常用

的直接染料有直接湖蓝、直接大红等[2]。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工厂依然采取碎浆机加染料的染色方式。为了探讨直接染料在碎浆机染

色与配浆池染色效果究竟有多大差别，选择了4种不同颜色的染料，采取碎浆染色与配浆染色两

种染色方式进行了对比试验，旨在探讨两者之间染色效果及染色时间长短效果差别，为工厂生产

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1  材料与试验方法

1.1 原材料

试验用纤维浆料：对进口化学阔叶木浆纤维进行疏解处理，疏解所得浆料的打浆度为

28°SR，湿重4.5g。

试验用染料：嫩黄3GN液体染料、直接大红4BE固体染料、直接湖蓝4BB固体染料、直接耐

晒黑G固体染料等。

稀释用水：蒸汽冷凝水。

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实验室SHZ-D(Ⅲ)型循环水真空泵、JYL-C010型多

功能疏解机、抽滤瓶、上光干燥机、YT-ACM全自动色度

仪、取样器、聚酯滤网、烧杯及滤纸若干。

表1  碎浆染色与配浆染色步骤

方案

步骤

染料

配浆染色

⑴称取浆量，放入疏解机中

⑵加入适量水，碎浆待用

⑶取样，加入对应染料量，

染色20min以上时间

⑷加水，抄样，烘干

⑸检测纸片色相

碎浆染色

⑴称取浆量，放入疏解机中

⑵加入对应染料量

⑶加入适量水，碎浆

⑷染色20min以上时间待用

⑸取样，加水，抄样，烘干

⑹检测纸片色相

染料加入量

均按照浆量的同等绝干染料量进行添加

嫩黄3GN液体染料0.5kg/t

直接大红4BE固体染料20kg/t

直接湖蓝4BB固体染料20kg/t

直接耐晒黑G固体染料20kg/t

表2  不同时间的碎浆染色步骤

方案

步骤

染料

碎浆染色

⑴称取浆量，放入疏解机中

⑵加入适量水，碎浆待用

⑶取样，加入对应染料量 

⑷染色20min取样；染色1h取样；染色2h取样

⑸对分时间段取的浆样分别加水，抄样，烘干

⑹检测纸片色相

染料加入量

按照浆量的同等绝干染料量进行添加，同一份浆对比

直接大红4BE固体染料20kg/t

直接湖蓝4BB固体染料20kg/t

图1  碎浆染色和配浆染色抄样感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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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3-10]

1.3 试验方法

按定量200g/m2抄片，分两步分别进行试

验，一是对比碎浆染色与配浆染色同等时间下染

色效果，染色操作步骤见表1；二是对比不同时间

的碎浆染色效果，染色操作步骤见表2。

1.4 抄片色相的检测

使用YT-ACM全自动色度仪，测试抄样色

相L*、a*、b *值和R457白度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相同时间下碎浆染色与配浆染色效果

通过对嫩黄3GN、直接大红4BE、直接湖蓝

4BB和直接耐晒黑G等4种染料分别进行碎浆染

色和配浆染色进行抄片，通过表3可以看出配浆

染色比碎浆染色色相检测值L *、a *、b *值基本一

致，通过图1可以看到感官色相基本一致。

直接染料不耐硬水，大部分能够与钙盐或

镁盐结合生成不溶性沉淀，降低染料的色彩表

现。

2.2 不同时间下的碎浆染色效果

对直接大红4BE和直接湖蓝4BB等2种染料

分别进行碎浆染色20m i n、1h、2h进行抄片，通

过表4检测值可以发现随着染色时间延长，染料

颜色表现值稍有下降，亮度和白度稍有下降，细

微变化、影响不大，通过图2对比感官色相基本一致。

3  结论

碎浆染色与配浆染色，在同等染色时间下，两者的感官色相基本一致，色相检测值基本一

致。同是在碎浆时加入染料染色的条件下，不同的染色时间，感官色相基本一致，但通过检测值

发现随着染色时间延长，染料颜色表现值稍有下降，亮度和白度稍有下降。但变化细微、影响不

大。

由此可以预见到在造纸染色工艺过程中，直接染料在配浆时添加与碎浆时添加染色效果基

本上一致。染料添加点由碎浆机调整至配浆箱，因白水循环和损纸回用等因素影响成纸色相变化

时，能够快速调整染料添加量，减少同批次内纸张色差，保持产品品质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闫鹏飞.精细化学品化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王广玲,陈嘉川,褚夫强.彩色纸生产的理论基础[J].黑龙江造纸,2007(04):33-37.

表3  碎浆染色和配浆染色抄样白度色相检测值

项目

嫩黄3GN染料

加入量0.5kg/t

直接大红4BE染料

加入量20kg/t

直接蓝4BB染料

加入量20kg/t浆

直接耐晒黑G染料

加入量20kg/t浆

染色方式

碎浆染色

配浆染色

碎浆染色

配浆染色

碎浆染色

配浆染色

碎浆染色

配浆染色

抄片白度色相值检测

R457

68.28

67.91

67.76

66.42

8.21

8.09

7.85

8.04

33.12

33.37

34.34

33.52

15.72

16.52

17.62

16.53

L

91.98

91.80

91.09

90.82

48.54

48.22

47.66

48.33

47.50

47.69

48.28

47.43

43.98

44.91

46.27

44.89

a

-3.83

-3.99

-4.35

-4.49

41.03

41.03

41.02

40.79

-9.41

-9.44

-9.84

-9.72

-7.13

-7.20

-7.65

-7.47

b

13.30

13.28

12.20

12.88

25.94

25.82

25.70

26.19

-26.36

-26.37

-26.66

-27.02

-2.55

-2.70

-2.70

-2.75

表4  不同时间碎浆染色抄样白度色相检测值

项目

直接蓝4BB染料

加入量20kg/t浆

直接大红4BE染料

加入量20kg/t

染色时间

20min

1h

2h

20min

1h

2h

碎浆染色

R457

34.00

33.97

33.46

8.81

8.78

8.67

L

48.08

48.72

47.98

49.98

49.52

49.18

a

-9.29

-9.24

-9.07

42.23

41.27

41.08

b

-26.54

-25.41

-25.99

26.39

25.71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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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实验室进行探究，并抄片模拟，再结合实际生

产进行验证，同时利用起毛测试仪检测“起毛指数”，证明了

随着针叶纤维帚化率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纤维与填料的结合

强度，并可以增强普通滤棒成形纸表面的耐磨性能，从而减

少在卷制滤棒过程中掉粉的现象。

关键词：帚化率；打浆度；起毛指数；掉粉

Abstract: Through exploring in the laboratory, simulating the 
handsheets, verifying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production, and 
testing the “lint index” with the fuzzing tester, it is proved that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fibers and filler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ibre fibrillation, and the surface wear resistance of the plug 
wrap paper can be enhanced, therefore the dust dropping in the 
process of rolling filter rod is reduced.
Key words: fibrillation; pulp beating degrees; lint index; dusting

提高普通滤棒成形纸纤维与填料结合强度的实践
⊙ 纪军  耿群  李彦伟（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A practice on improving the bonding strength between fiber and filler 
in ordinary formation paper
⊙ JI Jun, GENG Qun, LI Yan-wei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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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8-0056-03

纪军 先生

工艺研究工程师；负责卷烟配套用纸

的研制与开发工作。

普通滤棒成形纸是卷烟用滤嘴外部包覆丝束的纸

张，是生产基础料棒及多元棒必不可少的原料。由于普

通滤棒成形纸中除了纤维还有部分填料（CaCO3），如

果纤维与填料的结合强度低，会在实际使用时由于各部

导轮的摩擦以及在冷却槽内冷却过程中出现掉粉问题，

导致滤棒的各项理化指标不达标，需停机处理，严重影

响工作效率和成品率，会给卷制过程带来很多麻烦。针

对此问题并通过研究发现，由起毛测试仪测定“起毛指

数lint index”指标可以衡量纤维与填料的结合强度。

1  实验探究

帚化率即纤维分丝的程度，检测方法依照《GB/T 

22836-2008纸浆 纤维帚化率的测定》。纤维主要靠氢

键结合来保证强度，分丝程度高，纤维之间的结合点增

加，会形成网状的结构，利于包覆填料，防止外力摩擦

而产生掉粉现象。

2  实验室验证过程

在这里主要提高的是针叶浆纤维帚化率，因为阔

叶浆纤维短而细，不利于分丝帚化，不予以研究。为保

证同样的脱水速率，都将浆料打到同一范围的打浆度

来进行实验，打浆度相差不超过3°SR。

2.1 实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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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打浆机。

2.2 取同品种针叶浆分为两组进行打浆

(1）更换以切断为主的飞刀和底刀（刀齿窄，利于

切断），浆浓设定1%，实际打浆度61°SR，湿重5.5g。

(2）更换以帚化为主的飞刀和底刀（刀齿宽，利于

揉搓），浆浓设定1%，实际打浆度62°SR，湿重7.5g。

2.3 纤维分析数据

如表1。

2.4 实验室抄片

两组浆以相同灰分进行抄片，每组共10片平行样，

数值取平均值，检测数据如表2。

2.5 数据分析

①组浆偏向于切断，纤维长度较短，帚化率较低；

②组浆偏向于帚化，纤维长度较长，帚化率较高。抄片

后在相同的定量和灰分下②组强度高。掉落颗粒物及起

毛指数②组明显小于①组。帚化率的提高可提高纸张的

抗张强度及表面强度。

3  纸机实际生产过程及检测结果

以生产普通滤棒成形纸为例，为避免实验室结论

表1  纤维分析

组别

纤维平均长度/mm

纤维帚化率/%

②

1.354

46.8

①

1.151

31.7

表3　不同打浆条件下的纤维分析数据

组别

纤维平均长度/mm

纤维帚化率/%

②

1.205

47.9

③

1.347

54.3

①

1.043

34.8

表4  成纸检测数据

组别

定量/(g/m2）

纵向抗张强度/(kN/m)

灰分（CaO计）/%

起毛指数lint index

50μm

100μm

200μm

500μm

750μm

1mm

2mm

3mm

②

28.2

2.03

8.6

3.8

10606

890

186

129

16

1

0

0

③

28.3

2.23

8.5

0.9

1490

108

29

3

8

0

0

0

①

28.5

1.87

8.5

7.9

15941

1395

228

234

178

127

15

0

表2  相同灰分抄片检测数据

组别

定量/(g/m2）

抗张强度/(kN/m)

灰分（CaO计）/%

起毛指数lint index

50μm

100μm

200μm

500μm

750μm

1mm

2mm

3mm

②

30.2

1.79

8.2

8.9

11659

1647

905

173

31

9

0

0

①

30.5

1.46

8.1

18.3

19383

5015

4369

1195

337

197

34

7

注：10μm～2mm为摩擦掉落粉尘的尺寸，所对应数值为掉粉数量；l i n t 

index为换算的起毛指数，值越大掉粉越重。

的偶然性，实际生产时依靠更换磨片类型，使针叶浆纤

维帚化率分三个梯度逐次上升，每组针叶浆配50%阔叶

浆进行抄造，纸机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3.1 选取相同品种针叶浆进行打浆

设备为三台双盘磨，按以下打浆条件进行打浆试

验。

(1）三台盘磨机全部更换切断磨片进行打浆，打浆

度78°SR，湿重7g。

(2）三台盘磨机第一台保持不变，后两台更换帚化

磨片进行打浆，打浆度78°SR，湿重8.5g。

(3）三台盘磨机全部更换帚化磨片进行打浆，打浆

度78°SR，湿重9.5g。

3.2 纤维分析数据

如表3所示。

3.3 成纸检测

数据如表4所示。

3.4 数据分析

(1）随着帚化率的梯次提升抗张强度随之增长，起

毛指数随之降低，所得趋势与实验室结论相符。

(2）再一次验证了针叶浆纤维帚化率的提高可以

提高纸张表面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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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DF4高速滤棒成形机使用效果

4.1 试验机型

许昌烟机ZL29；试制车速600m/min；嘴棒类型：

基础棒。

4.2 复卷分切

将上述三组针叶浆所抄造出的产品经复卷分切成

盘纸，适应成形机的宽度，每组共试验20盘；每组试验

完毕后停机清理机台各部粉尘，保证所有试样开始在同

一水平上。

4.3 试验效果

4.3.1 外部导轮处

由图1可见，每组连续使用20盘后外部导轮处掉落

的粉尘量由多到少顺序为①＞②＞③。

4.3.2 冷却槽内
[收稿日期:2019-07-01]

图1  外部导轮处掉落的粉尘量

图2  冷却槽内粉尘量

由图2所见，冷却槽内掉落粉尘量由多到少顺序为

①＞②＞③。

5  结论

5 . 1 无论在导轮处的干摩擦还是在冷却槽内的湿摩

擦，三个梯度样品③组使用效果均最佳，②组次之，①

组最差。

5 . 2 提高针叶浆纤维的帚化率可有效提高纤维与纤

维、纤维与填料间的结合强度以及纸张表面的耐磨性。

5 . 3 针叶浆纤维帚化率的提高使成纸在干湿环境下适

应性更高，更能适用于滤棒成形机。

5 . 4 通过本实验，总结出针叶浆纤维帚化率在≥50%

时效果提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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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RC-APMP废水浓度高、COD含量高、难生化处理成

为行业难题。本文详细介绍了山东江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恢

复厌氧系统正常运行前后水质变化。结果表明：PRC-APMP高

浓废水与其他低浓废水混合经厌氧处理后，COD去除率高达

68%，产气量约为335m3/h。

关键词：PRC-APMP高浓废水；厌氧系统；COD；VFA；产气量

Abstract: PRC-APMP (preconditioning refiner chemical Alkaline 
Peroxide Mechanical Pulping) wastewater is featured by high 
concentration and high CO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treat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The water quality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anaerobic system of Shandong Jianghe 
Paper Co., Ltd.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naerobic treatment of PRC-APMP high-concentration 
wastewater mixed with other low-concentration wastewater, COD 
removal rate reached 68%, and gas output was about 335 m3/h.
Key words: PRC-APMP high concent rat ion wastewater; 
anaerobic system;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volatile fatty 
acids (VFA); gas output

厌氧处理PRC-APMP高浓废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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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公司水处理厂经理；负责污水处理的

运行管理和公司生产车间的供水工作，从事污

水处理工作近18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引进了多套化机浆

生产工艺和设备。化机浆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来自

于木片的洗涤工段和制浆过程。木片洗涤工段废水一

般污染负荷不大，主要为木片原料中的泥沙、木屑及少

量水溶出物，这部分废水因COD较低可单独分开处理。

制浆段则是对洗涤后的木片进行蒸汽渗透、机械挤压

疏解、化学药品浸渍、盘磨磨浆以及漂白处理。其机械

挤压、化学浸渍和漂白过程产生的废水浓度很高。

化机浆的主要污染负荷来自制浆过程，这部分高

浓废水的主要特点为：（1）由于受原料、生产工艺和产

量的变化影响，废水的产生量、有机物成分和浓度变化

频繁，变化幅度也较大；（2）有机物浓度高，COD浓度

大都在10000m g/l以上，高的可达20000m g/l以上，

可溶性COD浓度也都在3000m g/l以上；（3）水中悬浮

物的浓度也很高，一般都在2000m g/l以上，并含有大

量的胶状物质，浊度大；（4）由于磨浆过程产生大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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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蒸发进入碱回收系统，国内太阳纸业、广西金桂等少数

企业采用该方式处理废水[1]。另一种为厌氧系统处理[2]。

山东江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10万t化机浆生产线为

2015年引进的整套Andr it z设备，配套废水处理为芬兰

帕克公司的IC厌氧反应器。2017年3月，因厌氧反应器

颗粒污泥大量流失，导致该系统瘫痪。为重新启动该系

统，外购颗粒污泥，现将重新启动的过程及其运行结果

作一探讨。

1  厌氧系统介绍

本生产工艺主要采用帕克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提供的BIOPAQ IC（内循环）反应器，IC反应器（见

图1）：有效容积为1680m3，设计处理废水5600m3/d，

设计容积负荷为19.6k g S COD/(m3.d)，进水的溶解

性COD为5900m g/l，COD总量设计为33t/d，处理

后出水的溶解性COD为2000m g/l，污水处理能力为

5600m3/d，COD去除率设计为不低于66%。

厌氧系统的实质是利用接种的厌氧颗粒状污泥将

废水中的COD转化为沼气，该沼气是一混合气体，主要

成分为甲烷气、二氧化碳及少量的硫化氢等[3]。

2  化机浆高浓废水处理流程

处理流程见图2。

3  厌氧恢复前后对比

3.1 厌氧系统污泥流失后指标

厌氧系统出现问题，具体表现为：（1）颗粒污泥

流失，污泥总量减少；（2）处理水量减少，产气量减少；

（3）大量废水直接进入好氧系统，导致氧化沟去除率

下降，费用升高。

从图3可以看出，2015年6月底至2017年2月，污泥

总量为70～80t，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污泥流失严

重，总量约为20～30t，流失初期厌氧系统出水pH值降

至5～6附近，VFA（volatile fatty acid）升高至7.0以

上，COD升高将近一倍，约2000～2200m g/l，高时达

到2500m g/l，产气量明显减少，为保证厌氧系统正常

运行，厌氧系统总进水量（化机浆高浓废水与其他车间

低浓废水）由正常的280m3/h左右降至80m3/h左右。

3.2 厌氧系统恢复运行措施

汽，而且生产过程水耗低，因此废水的温度较高，废水

进入到污水处理时的水温一般都在50℃以上；（5）由

于化学浸渍溶出较多的多酚类物质，因此废水的色度也

大，毒性物质含量高，可生化性较差。

化机浆高浓废水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处理难度较

大，目前化机浆高浓废水常用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为

图1  BIOPAQ IC®反应器

图2  化机浆高浓废水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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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厌氧系统处理能力大幅降

低，不能满足公司废水处理要求，公

司立即外购补充某厂颗粒污泥，表1为

外购颗粒污泥指标数据。

3.3 厌氧运行调试数据

调试数据跟踪如表2所示。基本

要求：（1）产气量稳定；（2）出水VFA

低（≤5mmol/l）；（3）出水pH稳定；

（4）COD去除率稳定；（5）出水中几

乎没有污泥颗粒。

从表2可以看出，调试期间出水

VFA均小于等于4.0mmol/l，出水pH

值稳定保持在7～8，出水中偶尔有颗粒污泥析出，约每

升2～3个。由于调试期间进水量及水质有所波动，故产

气量及COD去除率均有所波动。调试期间，化机浆高浓

废水平均进水量约115m3/h，COD平均10155.6mg/l，

低浓废水进水量平均170m3/h，COD平均1385.3mg/l，

则进水总COD含量约为1403.4kg/h，平均出水COD为

1545.7mg/l，则COD去除率约为68.6%，产气量在280

～350m3/h之间波动。

3.4 厌氧系统运行正常数据

厌氧系统恢复正常后，结合车间实际生产情况、厌氧

系统处理能力、水处理综合成本等方面，稳定数月后技术

指标如下：化机浆高浓废水进水量80～100m3/h，COD约

15000～24000mg/l，低浓废水进水量约170～200m3/h，

COD约1000～1300mg/l，出水COD约为1500～1800mg/

l，COD去除率约为68%，产气量约290～380m3/h。

4  小结

(1）厌氧系统恢复前，颗粒污泥流失严重，污泥总

量20～30t；恢复后污泥总量维持在70～80t，且出水中

偶尔有每升2～3个颗粒污泥析出，几乎无流失。

(2）厌氧系统恢复前，总处理水量约为80m3/h，不

能满足日常需求，且好氧系统负荷大；恢复后总处理水

量约为275m3/h，能够满足生产需求。

(3）厌氧系统恢复前，出水pH低，V FA含量高达

7mmo l/l，抑制了产甲烷菌的活性，故产气量低；恢复

后产气量明显提高，但因进水水量、COD处于动态变化

中，故产气量也有所波动，约为280～350m3/h。

(4）厌氧系统恢复后，出水水质稳定，pH稳定在7

～8，VFA含量小于等于4mmol/l，COD稳定在1500～

1800mg/l，去除率稳定在6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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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厌氧系统颗粒污泥总量统计

表2  厌氧系统运行调试数据跟踪

日期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平均值

进水水质

化机浆高浓

废水/(m3/h)

75

90

90

130

120

120

120～140

140～160

130

115

10689

9421

9641

9421

8650

11900

12065

10192

9421

10155.6

COD/

(mg/l)

90

110

130

180

160

200

220

200

240

170

低浓废水

/(m3/h)

COD/

(mg/l)

2025

1276

1488

1174

1281

1190

1273

1540

1221

1385.3

COD/

(mg/l)

947

1411

1796

1316

1471

1488

1796

1802

1884

1545.7

7～8

-

pH

1.0

3.2

4.0

4.0

3.0～4.0

1.2～1.7

2.2

2.0

2.0

-

VFA/

(mmol/l)

出水水质

表1  外购某厂颗粒污泥质量指标

指标

结果

VSS/TSS 

/%

65±10

TSS/

(g/l)

80～110

颗粒直径

/mm

0.3～3

沉降速率

/(m/h)

50～150 ≥65

有效颗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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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病在线检测系统的灯梁冷却装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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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to cooling system of the light beam in online de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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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泉 先生

自动化工程师；从事自动化仪表系统

维护设计工作。

目前国产纸病在线检测系统软件部分，基本可以

达到不同纸机使用要求。硬件部分随着相机性能的提

高，检测精度也在不断提高，已经可以满足不同特种纸

和高低速纸机的应用。

1  纸病在线检测系统概述

双元科技的纸病高速在线检测系统，一般安

装在卷取设备之前，如图1纸病在线检测系统所示。

“SYW I S3200”是双元科技纸病在线检测系统的型

号，其中WIS是英文Web inspection system的首字母

缩写，是纸页表面缺陷检测系统的简称。该系统的检测

横向精度0.30mm，纵向精度0.30mm，检测范围为大

于直径0.3mm缺陷，如浆点、裂口、孔洞、亮斑、暗斑、

水印、蚊虫等。

1.1 纸病在线检测系统结构组成

纸病在线检测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在线检测系统

结构由影像传感、图片处理、检测控制等组成。

影像传感部分是专用相机和LED灯梁。当纸面上

发生纸病缺陷时，通过光梁照射发出不同强度光信号，

相机根据这个信号进行感光成像。该系统安装2套双曝

光线性矩阵CCD传感器，像素时钟频率60MH z，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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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灯 梁

架体是铝合金结

构，水冷却是根

据热传导方式进

行冷却，风冷却

是根据对流方式

进行冷却。根据

热传递原理水冷

却方式要比风冷

却方式效率高很

多。

2 .1 L E D灯梁水

冷却原理

LED灯梁水

冷却原理与电脑

CPU芯片冷却方

式一样，将L E D

铝基板产生热量

迅 速 传 导 给 铝

合金架体。所以

只要保证铝合金

架体有合理的温

度，就可以保证

LED铝基板使用

寿命。如图5水冷

却原理所示。

2.2 LED灯梁结

构

风冷却对灯

梁结构和密闭性

要求不严格，只

要把LED铝基板产生热量吹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水冷却

必须保证灯梁的冷却水不能进到带电LED铝基板上，

也不能有泄漏点。采用铝合金灯梁如图6灯梁结构所

示，该灯梁分为两个腔室，分别是冷却水腔和安装LED

铝基板腔。四个螺栓口用于端口封闭。

2.3 灯梁端口封闭

如图6所示的灯梁结构的灯梁端口，四个螺栓口需

要用丝锥进行加工螺纹。灯梁是铝合金材质，必须进行

分辨率为4K。

图片处理部分是一块图像信息处理电路板，它把

CCD传感器转换过来的数字信号，快速并连续进行前

期处理，包括纸页表面上呈现出纸病的类别、尺寸、形

态、纵向和横向的位置，并通过以太网通讯到上位机进

行信息的详细显示。

检测控制部分由检测工作站和灯梁控制执行设备

组成。检测工作站功能是接收图像识别处理单元的图

像信号进行分类，然后根据纸病缺陷定义进行分类显

示。

1.2 纸病在线检测原理

纸病在线检测原理如图3所示，当没有纸病缺陷

的纸幅通过在线检测灯梁上方的时候，CCD相机接收

的光强信号如图3(a)所示，图像处理部分根据光强信号

没有发生突变状态，判断当前纸幅没有纸病缺陷。当有

暗斑纸病缺陷的纸幅通过在线检测灯梁上方的时候，

CCD相机接收的光强信号如图3(b)所示，图像处理部分

根据光强信号发生下降突变状态，判断当前纸幅有暗斑

纸病缺陷。当有亮斑或孔洞纸病缺陷的纸幅通过在线

检测灯梁上方的时候，CCD相机接收的光强信号如图

3(c)所示，图像处理部分根据光强信号发生上升突变状

态，判断当前纸幅有亮斑或孔洞纸病缺陷。

2  灯梁冷却装置的改造

当前纸病在线检测系统都是采用LED灯梁，冷却

方式都是采用风冷却方式。经过多年运行发现，风冷却

方式不能够满足生产运行。时常发生LED铝基板上有

一个或多个LED灯珠因为温度过高烧毁，从而导致在

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那么不但增加了公司维修成本也

严重影响纸机正常生产。

下面介绍一下灯梁冷却装置改造过程。首先看

看两种冷却方式实物外观构造，如图4灯梁冷却方式

所示。风冷却方式是厂家原有系统配置，冷却风由

0.25kW冷却风机提供。冷却风是从灯梁传动侧下方进

入，是从灯梁操作侧下方出来。这种冷却方式即使在北

方地区冬季时节，LED铝基板也会因为温度高而烧毁。

改造成水冷却方式后，冷却水从生产分厂清水管道引

入，从灯梁传动侧下方进入，是从灯梁操作侧下方出来

后回收。 

图1  纸病在线检测系统

图2  纸病在线检测系统结构

图3  纸病在线检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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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丝锥后再用二次丝锥。为了保证端口密闭性，还要

根据四个螺栓口距离制作一个胶皮密封垫。在灯梁端口

四周再涂上密封胶，保证胶皮垫和灯梁端口的密闭性。

安装之后的灯梁端口结构如图7灯梁端口所示。待密封

胶凝固后，将冷却水出口关闭，从冷却水入口用压缩空

气打压到0.6M P a。如果压力能够保持1h以上，证明端

口 封 闭 及 进 出

水口密封没有问

题。       

以前风冷灯

梁更换LED铝基

板时，需要将固

定端口装置的上

盖拆开，再将灯

梁端口装置卸下

来，取下密封条

抽出亚克力板，

最后更换LED铝

基板。现在的水

冷灯梁将操作侧

端口装置上面切

割掉0.5c m，可

以将亚克力板直

接拆下来进行更

换LED铝基板，

从而缩短了更换

LED铝基板的时

间。

2.4 LED铝基板

安装

风 冷 灯 梁

LED铝基板是使

用自攻螺丝固定

在铝合金架体上

的，水冷灯梁为

了保证冷却腔的

密闭性就不能用

自攻螺丝进行固

定。采用L E D铝

基板端面四点用

502胶固定，底面

用导热膏进行粘

合。这样既保证

LED铝基板稳固

性也保证LED铝

基板散热性。

风 冷 灯 梁

LED铝基板电源

接线是直接焊接

的，如图8所示。

每次更换LED铝

基板需要现场放

置临时电源，用

电烙铁进行拆

除和安装。当前

的L E D铝基板

电源线安装了冷

压端子子弹头

公母电线对接

头，在更换LED

铝基板时，只要

将焊接好的冷

压端子子弹头公母电线对接头的备用LED铝基板直接

安装上就可以了。

3  结语

水冷灯梁已经运行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换过LED

铝基板。将亚克力板拆下后未发现LED灯珠有温度过

高出现发黄现象，其它机台已经陆续进入灯梁风冷改造

水冷状态。已证明这个灯梁冷却装置改造是非常成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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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水冷却原理

图6  灯梁结构

图7  灯梁端口

图8  风冷灯梁LED铝基板电源接线图4  灯梁冷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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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控制铜版纸油墨吸收性的技术方法
⊙ 袁健1  王涛2 

（1.潍坊市产品质量检验所，山东潍坊 261031；2.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250023）

油墨吸收性是印刷用纸的一项重要印刷适性指

标，也是铜版纸的重要特性指标，该指标影响到印刷过

程中油墨需用量、油墨连接料的吸收速率及油墨的固着

时间。

目前国内外已普遍采用油墨脏污试验法来测定印

刷时纸张的吸墨能力，其中最著名的要属K&N值油墨

实验法。K&N值越大,表示油墨吸收性越强；K&N值

越小,表示油墨吸收性越弱。

纸张的孔隙结构是决定纸张吸墨性的最主要因

素。以下方法可以改善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l)增加涂

料中整饰性好的胶乳配比及更换效果较好的胶乳；(2)

合理控制涂料中碳酸钙颜料的配比；（3）使用抗水剂改

善纸张的适印性；(4)通过生产技术工艺中的过程控制

来改善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

1  涂料方面的改善措施

1.1 胶乳的型号及用量

胶乳的种类及用量是影响铜版纸油墨吸收性的重

要因素。由于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偏高，为了控制油墨

吸收值，我们采用粒径较小的丁苯胶乳和自制的生物胶

来降低控制铜版纸的油墨吸收。如果在胶黏剂中增加

淀粉比例，涂料黏度升高较快，流变性变差，这时光泽

度、平滑度、印刷光泽度及拉毛强度均降低，涂层表面

粗糙，表现为PP S值和K&N值升高。而胶乳的成膜性

强，随着胶乳用量的逐渐增加，纸张的平滑度、光泽度

及印刷光泽度会逐渐升高，这时胶乳与颜料粒子相互

作用后，建立的涂层孔隙体积较小，表面封闭，K&N值

低，微观粗糙度较小。所以为使铜版纸的油墨吸收值降

低地更明显，应合理降低淀粉类生物胶用量及提高胶乳

的用量。

为了研究不同型号及用量的胶乳对油墨吸收性的

影响，我们分别使用丁苯胶乳和生物胶乳对铜版纸油

墨吸收性的影响进行试验。使用生物胶乳代替丁苯胶

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替代份数的增加，

纸张的表面强度变低，干湿拉毛效果变差，油墨吸收值

明显上升；并且丁苯胶乳和生物胶乳都会随着用量的增

加，使得铜版纸的表面强度增大，干湿拉毛效果变好，

油墨吸收值相对降低。

因此，适当调整胶黏剂的用量及改变胶黏剂的牌

号，能够控制铜版纸的油墨吸收值，并改善铜版纸的指

标性能。

1.2 颜料配比的调整

颜料是铜版纸涂层的主要成分，约占涂层重量的

70%～90%。铜版纸所用的颜料绝大多数是用GCC（研

磨碳酸钙）。

通过改变GCC在颜料中的配比，研究预涂后铜

版纸的油墨吸收性及干拉毛速度等指标。随着颜料中

GCC含量的降低与瓷土含量的升高，铜版纸的表面强

度降低，油墨吸收值变小。这是因为碳酸钙的临界颜料

体积浓度高于瓷土的临界颜料体积浓度，GCC含量越

中图分类号：TS762.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8-00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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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颜料粒子间的空隙越大，对胶黏剂的需求量越多；

瓷土为规则的六角片状结构晶形，随着涂层中无定形

GCC粒子含量的降低，涂层表面平整，孔隙率降低，油

墨向涂层表面的迁移降低，铜版纸的油墨吸收值变小。

因此，适当调整碳酸钙的用量，可以控制铜版纸的

油墨吸收值。

1.3 抗水剂的选择

抗水剂起到减少干燥成膜后的水溶性、提高抗湿

摩擦和拉毛强度的作用，并且减少掉毛、掉粉等现象发

生。抗水剂的种类、用量对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有着一

定的影响。

聚胺聚脲树脂（PA PU）是目前常用的抗水剂，因

其具有不含游离甲醛、熟化速度快等特点，能够赋予淀

粉、丁苯胶乳、大豆蛋白等胶黏剂良好的抗水性。PAPU

属微弱阳离子性，可以同涂料中的阴电性物质形成微絮

凝作用，从而引起涂料层特性的改变。

锆盐类抗水剂也是一种常用的抗水剂，其应用最

广泛的是碳酸锆铵抗水剂。碳酸锆铵的化学活性较高，

具有良好的抗水性，易溶于水，水溶液在60℃时以阴离

子羟基化锆聚合物的形式存在，并对羧基、羟基等有机

物具有较强的结合力。此外，高pH值下的碳酸锆铵不容

易失效，特别适合于碳酸钙等弱碱性颜料。由于碳酸锆

铵熟化速度较快、耐湿摩擦性好，干燥过程中固化速度

快，因此可节省热能、提高车速。

通过试验对比PAPU抗水剂和锆盐类抗水剂在铜

版纸预涂涂料中作用，研究对铜版纸油墨吸收性及其

他指标的影响。锆盐类抗水剂抗水性良好，湿拉毛指标

效果明显，纸张的油墨吸收值较PAPU抗水剂也有所降

低。碳酸锆铵的作用原理是与黏合剂中活泼基团反应，

生成防水膜；其与淀粉和乳胶发生反应，并在pH值大于

7时取得最佳效果。并且锆盐类抗水剂的抗水性随着其

用量增加而增大，油墨吸收值随着其用量增加而降低。

2  生产工艺中的改善措施

2.1 调整纸浆打浆度

打浆能使纤维吸水润胀和细纤维化，从而增加纤

维的可塑性和比表面积，提高纤维的交织能力和结合

力，进而影响成纸的孔隙结构。提高打浆度，能够降低

纸张的孔隙率，从而使成纸的吸墨性能降低。

2.2 干燥条件的调整

涂布的干燥曲线是影响胶黏剂迁移的重要因素之

一, 而胶黏剂的迁移程度对铜版纸油墨吸收有较大的

影响。所以在涂布干燥的最初阶段，应选择缓慢的干燥

速率曲线，避免急干燥，这样能较好地提高铜版纸油墨

吸收的均匀性。

2.3 涂料分散时间和黏度的调整

在涂料制备中控制涂料的分散时间。通过把涂料

分散时间由15m i n延长至20～25m i n，从而提高涂料在

分散过程中的均匀性，提高涂料的流变性，使纸张的光

滑度更好；降低铜版纸的粗糙度，提高其表面细腻性，

从而降低油墨吸收值。通过相应提高铜版纸涂料的黏

度，来提高并稳定铜版纸的表面强度，从而能降低油墨

吸收值。

2.4 压光条件的调整

压光操作能提高纸页紧度、降低其孔隙率。增加纸

页水分和压光温度，铜版纸的塑性提高，在相同的线压

下，松厚度的降低更为明显。通过合理控制软压光速度

及提高硬压光线压力，或者提高超压温度，降低超压线

压力，均可使纸张的平滑度上升、松厚度降低，进而降

低油墨吸收值。

2.5 涂料酸碱度的控制

涂层酸碱度会影响油墨吸收性。油墨干燥速度受

铜版纸涂层表面pH的影响较大。由于油墨的干燥剂遇

酸会降低活性，所以酸性涂层有延缓干燥的作用，能够

抑制印迹氧化结膜生成速度。而中性或碱性涂层有利

于油墨的干燥。一般来说，铜版纸K&N值会随涂料的

pH值降低而升高。在铜版纸生产过程中，颜料分散及

涂料制备均是在碱性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涂层的表面

pH一般为碱性，但涂料pH值在熟化后会有所下降。

3  结论

为合理控制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可采取如下措

施：在涂料制备方面调整胶乳、颜料、抗水剂的牌号及

配比；在生产工艺方面调整纸浆的打浆度、干燥条件、

涂料分散时间和黏度、压光条件及涂料pH值等。同时

还要对铜版纸其它的各项相关质量指标进行综合测

定。

[收稿日期:2019-06-16(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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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克缸的制造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055802 A

发明人：约瑟夫·克拉塞尔　马库斯·迈尔　路德

维希·卡瑟夫斯基　鲁珀特·施密特霍费尔

申请人：安德里特斯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扬克缸通常具有非常大的直径。它们使用蒸汽

从内部加热，并且难以制造，因为要满足非常严格

的要求，涉及缸筒必须应对的内部压力、缸筒的渗

漏密封度以及大的直径。

标 准 扬 克 缸 具 有 如 下 尺寸：缸 筒 直 径

2000～6500毫米，中空轴的直径1000～2500毫

米，缸筒长度3000～8500毫米，缸筒质量35～140

吨。绝大多数缸筒是由铸铁制成，少部分由钢制

成。

通常，扬克缸包括圆筒状的壳体表面，其在端

部由端盖封闭。两个端盖可以螺栓连接到或焊接

到缸壳上。

扬克缸通过轴转动并且内部具有中空轴或

杆，用于加热缸筒的蒸汽通过该中空轴或杆被导

入，并且废蒸汽和冷凝水通过该中空轴或杆被移

除。

缸壳通常在其内表面具有很多槽，槽在大体

不降低外壳部件强度的情况下改善从缸的加热内

部到缸表面的热转移。

传统的由铸铁制成的扬克缸总是在特定的制

造场所被制造，并且整体运输到将来作业的场所。

迄今为止，由钢制成的扬克缸也总是必须在特定

的制造场所制造。

在传统的制造钢制缸的方法中，单个的壳板

被切割、卷曲并焊接到一起来形成精加工的缸壳。

然后，在精加工的缸壳的内部和外部进行耗时的

加工，尤其是车削。这就需要非常大的车床，以便

扬克缸能够在其中垂直地加工。只有少许设备工

程公司能够制造超过6米长的扬克缸。

用这种传统的制造技术，向许多潜在的客户

供给直径大于6.5米且宽度大于6米的缸是不可能

的，因为通常没有办法将这么大且重的部件运输

到客户那里，或者因为这种运输将耗费太多力气

和费用。

因而，提供一种扬克缸的制造方法，使得向以

前由于运输困难不能供给的客户供给大型的扬克

缸成为可能。

图1示出了扬克缸。该扬克缸包括圆筒形的钢

制外壳，该外壳与两个端盖焊接或螺栓连接。

在扬克缸的内部存在具有中心部分的中心轴

和两个轴承轴，两个轴承轴在轴承中旋转。

在作业期间，蒸汽通过蒸汽进给装置被供给

到扬克缸。废蒸汽和冷凝水分别通过冷凝水管道

从扬克缸排出。

在缸筒内部上存在大量的槽，槽在扬克缸的周

向上延伸。通过槽，加强了热向缸筒外部转移，并

且有利于冷凝水的移除。

目前为止现有技术使用的制造方法中，单个壳

板被切割、卷曲并焊接在一起以形成缸段。之后，

在内部、外部以及端面上加工整个缸壳。最后，端

盖被螺栓连接上或焊接上。机械地车削需要非常

大型的机器，尤其是对于超过5米长的大型扬克缸

的加工来说。然后，完成的扬克缸通过合适的运输

工具被运输到作业场所。

专利技术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钢制扬克缸

1—扬克缸  2—钢制外壳  3,4—端盖  7—中心轴  11—槽  15—缸
筒内部  16—缸筒外部  17—轴承  18—蒸汽进给  19,22—冷凝水
管道  20—轴承轴  21—中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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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发明的钢制扬克缸的制造方法包含如

下步骤：（1）在特定的制造场所切割和卷曲单个壳

板；（2）在制造场所将壳板焊接到一起以形成两

个或更多的缸段；（3）将单个的缸段从制造场所运

输到组装场所；（4）在组装场所将缸段焊接到一

起以形成完整的扬克缸壳体。

本发明中，单个钢制壳板被切割并卷曲，壳板

被焊接到一起以形成两个或更多的缸段，这两个

步骤在制造场所完成。然后，在内部和端面上加工

缸段。此时，该机械车削可以用比当前使用的小许

多的机器来完成，例如，其加工高度只有3米而不

是6米。理想地，单个缸段在制造场所内部完整地

被精加工。

然后，单个的缸段被相应地稳固或固定，装载

到合适的运输工具上，并运输到安装场所。精加工

的缸段直到它们到达安装场所才焊接到一起来形

成完整的缸壳。

在将单个缸段焊接到一起之前，两个端盖可以

安装到端面上。该装配阶段优选地在制造场所完

成，因为缸段通过连接到其端面被稳定。

图2示出了一个完全组装的缸壳实例。该图示

出了两个缸段以及两个焊缝，焊缝连接卷曲的壳

板以形成一个缸段。一个缸段可以由若干个单个

的壳板连接在一起来形成。图2还示出了焊接的圆

周焊缝，圆周焊缝连接两个缸段。焊缝不是在制造

场所焊成的，而是在安装场所焊成的，更进一步，

是在单个的缸段内部被精加工之后。

例如，缸壳可以由两个单个缸段组成，如图2

和图3a所示，然而其也可以由三个（如图3b所示）

或更多的单个缸段组成。

窄槽焊接法尤其适合将单个的缸段焊接到一

起。窄隙焊接是一种完善的焊接圆周的方法，其

使施加到材料上的热量最小化，因而使热变形最

小化。在该过程中，2～20毫米之间的缝隙被焊接，

优选地，使用TIG焊接并用振荡电极和/或窄隙焊

炬。

该焊接法至少可以从内部执行，通过移动焊

接机器人或安装在缸段上的辅助轨道上行进的机

电焊接车执行。该类焊接机器人同样能不费力地

运输到扬克缸未来的作业场所。

图4示出了缸段之间的焊缝的不同方案。在压

力容器如扬克缸中，焊缝通常由在缸筒内部上的内

焊缝和在缸筒外部上的外焊缝构成。图4a和图4b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4  焊缝的不同方案

1—扬克缸  2—钢制外壳  3,4—端盖  5—圆周焊缝  6—焊缝  7—
中心轴  8,9,10—缸段  11—槽  12—槽的底部  13—内焊缝  14—
外焊缝  15—缸筒内部  16—缸筒外部  17—轴承  18—蒸汽进给  
19,22—冷凝水管道  20—轴承轴  21—中心部分

图2  完全组装的缸壳

图3  焊缝的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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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了在缸筒的内部上开有槽的缸壳。内焊缝可

以焊接在两个槽之间，如图4a所示，或可以焊接在

一个槽上，因此在槽的底部上。该类型的内焊缝如

图4b中所示。

图4c示出了在一个没有槽的缸壳上的一个内

焊缝和一个外焊缝。

机、液联动调节进、退刀与磨浆比压
的锥形磨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0093801 A

发明人：胡庆喜　李萌　沈子建　周文彬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目前，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利用大多采用粉碎

机或切碎撕裂机械设备，或普通的盘磨机，能耗较

高；制浆造纸企业处理纤维也大多采用单盘磨或

双盘磨进行磨浆，磨浆质量稳定，但能耗较大。也

有企业采用锥形和圆柱型磨浆机，但运行效果一

直不太理想。锥形磨浆机有采用单锥、双锥、三锥

的，锥度大小不同，但结构复杂；而圆柱磨浆机两

圆柱定刀与转刀磨片间隙调节机构非常复杂，使用

极不方便。在能保证磨浆质量与效率前提下，追求

使用简单、方便、节能、环保一直是制浆造纸企业

的目标。不管是目前常用的单盘磨，还是较少使用

的锥形磨还是圆柱磨，其适用性均较单一，结构有

待进一步优化。

针对目前磨浆设备能耗高、适用性单一缺点，

提供一种广泛适用中药渣、废菌棒等生物质废弃

物磨浆与制浆造纸纤维精浆的机、液联动调节

进、退刀与磨浆比压的锥形磨浆机。

如图1所示，该种机、液联动调节进、退刀与磨

浆比压的锥形磨浆机包括锥形磨浆机和机、液联

动调节单元。

锥形磨浆机包括底座、主轴、依次固定在底座

上的锥形磨浆机、轴承体机座和主电机。主轴后

端通过轴向位移联轴器与主电机驱动连接，中部

与间隔设置的前轴承体组件和后轴承体组件的轴

承内圈固定连接，主轴前端与锥形磨浆主体驱动

连接，前轴承体组件和后轴承体组件的外周壁与

轴承体机座对应的安装孔滑动配合。

机、液联动调节单元包括机械调节单元、液压

调节单元。如图1a示，液压调节单元包括电机、液

压泵、压力调节阀、电磁方向阀、保压阀、滤油器、

油箱、液压缸，机械调节单元包括手轮微调螺母。

如图1c所示，液压缸包括缸体、带中心孔的活

塞及活塞杆套筒、压力表，缸体位于前轴承体组件

与后轴承体组件之间并固定于轴承体机座上，缸

体的上端设置安装有螺塞的排气螺塞孔；液压缸

活塞滑动设置在缸体内且其中心孔固定地套在活

塞杆套筒上，活塞杆套筒的内孔间隙配合地套在

主轴上，活塞杆套筒的前后端延伸至缸体外且与

缸体两端的中心孔往复密封，活塞杆套筒前端固

定在前轴承体组件压盖上，手轮微调螺母设置在

活塞杆套筒后端，与活塞杆套筒外周壁螺纹配合，

手轮微调螺母圆周上标有进、退刀尺寸刻度；电机

与液压泵驱动连接，液压泵的输入端伸入油箱内

且末端连接滤油器，输出端依次连接压力调节阀、

电磁方向阀，电磁方向阀的另外三个接口通过管路

分别连接液压缸活塞两侧的油腔和油箱。

液压缸下方前后端即液压缸活塞前、后端均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机、液联动调节进、退刀与磨浆比压的锥形磨浆机结构

1—锥形壳盖  2—锥形定子  3—锥形转子  4—转子座  5—环形
壳体  6—轴密封  7—前轴承体组件  8—轴承体机座  9—液压缸  
10—液压缸活塞  11—活塞杆套筒  12—压力表  13—缸体  14—
主轴  15—手轮微调螺母  16—后轴承体组件  17—鼓齿联轴器  
18—主电机  19—底座  20—油润滑系统  21—机、液联动调节单元  
22—电机  23—液压泵  24—电磁方向阀  25—保压阀  26—滤油
器  27—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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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进油口，通过电磁方向阀与连接油管控制进油

口。进刀时，液压缸后端进油，推动整个转动部件

向锥形定子方向移动；退刀时，液压缸前端进油，

推动整个转动部件向电机方向移动。

锥形磨浆机包括相连接形成锥形腔室的锥形

壳盖和环形壳体、相对设置在锥形腔室内的锥形

定子和锥形转子，主轴前端密封地穿过环形壳体

延伸至锥形腔室内，通过转子与锥形转子固定连

接。

锥形磨浆机由锥形壳盖、锥形定子及锥形转子

的小端前盖板构成进浆室，由锥形转子、转子座、

环形壳体及轴密封构成出浆室；出浆口位于环形

壳体的正上方，由锥形转子、转子座、主轴、前轴

承体组件、后轴承体组件组成转动部件。

主轴前端通过轴密封与环形壳体密封配合，

轴密封通过密封水阀接通密封水。主轴前端通过

转子座与锥形转子固定连接。锥形定子和锥形转

子均为整体结构，或由分片式定刀、转刀安装在定

子与转子上构成。同时，分片式定刀、转刀上根据

所磨浆原料不同、进浆浓度与方式不同，设置有相

应的齿纹，以满足不同工况的需要。

轴向位移联轴器采用鼓形齿式联轴器，此结

构联接保证了转子部件旋转的同时也可轴向移

动。

前轴承体组件和后轴承体组件的外周壁上安

装有与前轴承体组件和后轴承体组件移动方向相

一致的导向键，轴承体机座对应的安装孔内壁上

设置有与导向键滑动配合的导向槽，进一步保证了

转子部件旋转的同时也可引导其轴向移动。

如图1b所示，还包括油润滑系统，前轴承体

组件和后轴承体组件上均设置有与油润滑系统管

路连接的油道，用于向轴承和轴承体机座对应的

安装孔循环注入润滑油，如图1所示，润滑油按

c→a→d→c、c→b→d→c循环，可保证转子系统的

高效运行。

工作时，先开启密封水阀，确保轴密封接通密

封水，启动独立油润滑系统，确保轴承及转动部

件润滑良好；启动液压泵，调节电磁方向阀至退

刀位，再启动主电机，调节手轮微调螺母至刻度0

位，调节电磁方向阀至进刀位，液压缸活塞推动活

塞杆套筒及整个转动部件向锥形定子方向移动，

直至锥形转子与锥形定子间隙为零。调零后，调节

电磁方向阀至退刀位，根据所处理的生物质废弃

物原料或制浆植物纤维原料和质量要求，调节手

轮微调螺母，设定磨浆或精浆间隙，调节压力调节

阀，观察压力表的数值，设定磨浆或精浆比压，进

行高效、节能磨浆或精浆，降低能耗。

与现有磨浆设备比较，本发明有如下优点：

（1）适用范围广，可适用中药渣、废菌棒等生物质

废弃物磨浆与制浆造纸植物纤维的精浆。（2）设

有调零手轮微调螺母及液压进退刀控制系统，可

实现机、液联动，方便调节磨浆或精浆间隙和比

压。（3）设有独立的油润滑系统，轴承体可及时

散热，整个转动部件移动摩擦损耗少，节省能耗。

（4）手轮微调螺母圆周上标有进、退刀尺寸刻度，

可以很清楚地确定锥形定子及锥形转子的损耗，

及时维修与更换。

造纸用磨浆效果好的磨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0055800 A

发明人：吴云锋　吴天明　王建中

申请人：嘉兴大洋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出一种造纸用磨浆效果好的磨浆机，能够

对纸浆进行两道研磨处理，纸浆纤维细化程度更

高，纸浆质量更好。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用磨浆效果好的磨浆机

包括磨浆机上壳体、磨浆机下壳体、定磨盘、动磨

盘、驱动机构、进料斗、若干支撑腿、出料口。磨浆

机上壳体下端设有磨浆机下壳体，磨浆机上壳体

与磨浆机下壳体之间可拆卸连接；磨浆机上壳体

与磨浆机下壳体之间互相配合设有磨浆腔，磨浆

腔内部上端设有定磨盘，定磨盘上端与磨浆机上

壳体固定连接；定磨盘下端设有可以与其配合的

动磨盘，动磨盘下端与磨浆机下壳体可旋转连接，

磨浆机上壳体上端设有可以驱动动磨盘旋转的驱

动机构；磨浆机上壳体上端还设有进料斗，进料斗

下端贯穿磨浆机上壳体；定磨盘上设有可以与进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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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斗配合的定磨盘进料通道，定磨盘进料通道上

端连通进料斗、下端出口处设于定磨盘与动磨盘之

间的间隙处；磨浆机下壳体下端设有出料口，出料

口与磨浆腔底部连通，磨浆机下壳体下端还设有

若干支撑腿；动磨盘包括上平磨盘、下锥型磨盘、

动磨盘固定轴、旋转轴承，上平磨盘下端设有下锥

型磨盘，上平磨盘与下锥型磨盘一体成型；磨浆腔

下端设有可以与下锥型磨盘配合的下锥型腔，下锥

型磨盘下端设有动磨盘固定轴，动磨盘固定轴下端

通过旋转轴承与磨浆机下壳体可旋转连接；驱动

机构包括动磨盘驱动轴、电动机、减速机、第一齿

轮、第二齿轮；动磨盘驱动轴下端贯穿磨浆机上壳

体和定磨盘与动磨盘上端中心固定连接，动磨盘

驱动轴上端设有第一齿轮；磨浆机上壳体上端设

有电动机，电动机旋转轴上设有减速机，减速机旋

转轴上设有可以与第一齿轮配合的第二齿轮，第二

齿轮与第一齿轮传动连接。

工作过程：将待磨浆的纸浆通过进料斗导入

定磨盘进料通道内，通过定磨盘进料通道导入定

磨盘与动磨盘之间的间隙，电动机驱动动磨盘旋

转，动磨盘上端上平磨盘与定磨盘下端配合对纸浆

进行第一道研磨，第一道研磨后的纸浆由于重力作

用流入下锥型腔，动磨盘的下锥型磨盘与下锥型腔

内壁配合对纸浆进行第二道研磨，第二道研磨后

的纸浆通过出料口导出。

有益效果：通过设置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的

配合能够对纸浆进行第一次研磨，通过下锥型磨

盘和下锥型腔之间的配合可以对纸浆进行第二道

研磨，两次研磨后的纸浆纤维细化程度更高，纸浆

质量更好。

实验室超声废纸脱墨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055791 A

发明人：王昊　陈勇　刘华国　翁作森　田爽

申请人：南宁学院

现有技术中，由于脱墨过程中高碱度介质的存

在，会造成纸浆纤维发生结构改变，使得制得的再

生纸张强度等性能变差。因此，提供一种实验室超

声废纸脱墨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废纸脱墨需

要采用大量的化学试剂，且脱墨后再生纸性能变

差的技术问题。

如图1所示，实验室超声废纸脱墨设备包括：

可水平转动(相对水平面转动)的搅拌桶，以及可相

对搅拌桶上下移动的反应器；反应器可以通过相

对的运动插入或者移除搅拌桶。

搅拌桶的顶部开设有圆形的开口；搅拌桶为圆

筒形结构，且为一个可以盛放废纸溶液的容器。

反应器包括：用于插入搅拌桶内的正多边形

结构，以及用于密封开口的圆筒；正多边形结构固

定在圆筒的下端，正多边形结构为密闭的腔体；正

多边形结构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超声波换能器；

超声波换能器可以布置在正多边形结构的侧面和

底部，从而增加了超声波换能器的布置位置，能够

提高布置的密度，从而提高单位体积下的超声功

率。

正多边形结构能够使搅拌桶在搅拌过程中，

使废纸溶液在局部不断地被压缩和解压，非常有

助于提高废纸溶液的搅拌性能。

一般情况下，正多边形结构为正五边形、正六

边形、正七边形或正八边形；优选为正六边形和正

七边形。工业化过程中一般采用正六边形，便于制

造和维修。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造纸用磨浆效果好的磨浆机结构

1—磨浆机上壳体  2—磨浆机下壳体  3—定磨盘  4—动磨盘  5—
驱动机构  6—进料斗  7—支撑腿  8—出料口  9—磨浆腔  10—
定磨盘进料通道  11—上平磨盘  12—下锥型磨盘  13—动磨盘固定
轴  14—旋转轴承  15—动磨盘驱动轴  16—电动机  17—减速机  
18—第一齿轮  19—第二齿轮  20—下锥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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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桶的内侧壁上设置有多个破碎齿，破碎齿

均垂直固定在搅拌桶的内侧壁上；搅拌桶的底部

设置有多个疏解齿，疏解齿一般也垂直固定在搅

拌桶的底部。破碎齿和疏解齿均为平板型结构，

该平板型结构垂直于搅拌桶的内壁，且与搅拌桶

的搅拌方向呈30°～60°的夹角。破碎齿和疏解齿

起到随搅拌桶转动，且不断地翻动废纸溶液的作

用。

在使用过程中，首先将废纸溶液注入搅拌

桶内，废纸溶液中废纸（绝干废纸）质量含量为

18％～42％（此时可以注入少量的脱墨化学试

剂）。然后通常升起搅拌桶，使反应器插入搅拌桶

内，然后开启超声波换能器，并且转动搅拌桶，转

速为60～600转/分，反应5～10分钟。然后，移除反

应器，静止30～60分钟，即可分离出大部分油墨；

少数不能脱除的油墨可以采用专用的化学试剂脱

除。即可进入废纸再生制造环节。超声波换能器的

功率为3.6～8.2瓦/升废纸溶液，这样能够取得最

好的废纸脱墨效果。

通过将超声波换能器设置在反应器中，超声波

换能器能够布置在反应器的侧壁和底部，大大增

加了反应器的设置密度；并且利用反应器中空的结

构使超声作用能够很好地作用在搅拌桶的内壁附

近，通过搅拌和超声的双重作用，并且利用多边形

结构在旋转过程中不断地压缩水流和超声空化作

用对废纸进行脱墨，从而使得脱墨过程中的化学

品用量大幅度降低，且脱墨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本发明合理地利用了超声波的作用，同时结合

搅拌桶和正多边形结构实现了超声、搅拌和搅拌

过程中的压缩三者的相互强化作用；不仅能够利用

超声波的空化和渗透作用尽快地使油墨析出，同

时提高了药剂深入废纸内部的速度，而且能够高

效率地进行持续地搅拌和压缩，因此采用纯机械

的手段即可脱除大部分的油墨。另外，超声波也具

有一定的漂白和脱色的作用，也降低了化学漂白剂

的使用量。

实验室超声废纸脱墨设备的底座上设置有转

轴；搅拌桶的底部固定在转轴上，能够随转轴转

动，并通过转轴安装在底座上。底座为升降式；底

座升高，以使反应器插入搅拌桶的开口。

超声波换能器包括：多个设置于正多边形结

构内壁上的超声波振板，以及设置于反应器底部

（即正多边形结构底部）的多个超声波振子。

开口处设置有用于和圆筒相接触的密封环，密

封环的底部设置有内折边。从而提高开口的密封

性，避免转动过程中液体渗漏。

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搅拌桶转速过高时），破

碎齿和疏解齿上均设置有导流孔；导流孔的开孔

方向与搅拌桶的旋转方向相同；疏解齿的顶端与

反应器之间的最小距离为6～18mm；在此距离下，

能够保证底部的废纸尽快地疏解和脱墨，同时在

搅拌的作用下，与周围的废纸混合均匀。

多边形结构具有外接圆，该外接圆的半径与

搅拌桶的半径比值为0.82～0.91∶1。在这样的情

况下，搅拌的时间可以缩短至6分钟之内，具有最

优的搅拌和压缩效果。

瓦楞纸回收处理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093797 A

发明人：刘伟锋　赖耀康　刘志锋

申请人：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瓦楞纸回收处理设备及其使用方

法。

如图1所示，瓦楞纸回收处理设备机体的底面

两端对称焊接有支撑脚，通过支撑脚对机体起到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实验室超声废纸脱墨设备的结构

1—正多边形结构  2—超声波振板  3—超声波振子  4—搅拌桶  
5—破碎齿  6—疏解齿  7—密封环  9—圆筒  10—底座  11—转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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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撑作用，机体的顶部转动安装有刀辊和槽辊，

刀辊上均匀固定安装有若干切刀，切刀与刀辊一

体成形，槽辊上开设有与切刀对应的切槽，通过切

刀与切槽的配合作用将瓦楞纸切割成条状，从而

便于对瓦楞纸进行粉碎。刀辊的中部转动安装有

同轴的第一转轴，第一转轴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

与机体的内壁转动连接，第一转轴的一端通过焊

接的方式固定安装有主动轮，第一转轴的另一端

伸出机体外与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第二电

机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支撑板上，支撑板焊接在

机体的外侧面上，且支撑板的底面与机体之间焊

接有加强筋，从而有效提高了第二电机安装的稳

定性。槽辊的中部焊接有同轴的第二转轴，第二转

轴上对应主动轮的位置焊接有从动轮，主动轮和

从动轮之间在机体的内壁上通过轴承转动安装有

传动轮，主动轮和传动轮之间通过皮带连接，传动

轮和从动轮之间通过皮带连接。使用时，通过第二

电机带动第一转轴转动，第一转轴带动主动轮转

动，主动轮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通过

第二转轴带动槽辊转动，刀辊和槽辊之间在传动

轮作用下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动，从而对瓦楞纸进

行切割。

机体的内部中部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安装有

导向凸台，通过导向凸台对切条后的瓦楞纸进行导

向，导向凸台的中部焊接有水平的支架，支架的底

面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第三电机，第三电机的输

出轴竖直向上与粉碎轴的底端固定连接，粉碎轴

的顶端伸出到支架上方且粉碎轴的侧面通过螺栓

固定安装有若干粉碎刀片。使用时，通过第三电机

带动粉碎轴转动，粉碎轴带动粉碎刀片转动，粉碎

刀片从而对瓦楞纸进行粉碎，粉碎后的瓦楞纸沿

着导向凸台落到机体的内部底部。

机体的侧面通过进水管与外部水源连通，进

水管上设有电磁阀，机体的内壁中部通过螺栓固

定安装有水位传感器，水位传感器与进水管均匀外

部控制中心电连接，当机体的内部水位低于水位传

感器时，水位传感器将信号传输给控制中心，控制

中心控制电磁阀打开，从而使外部的水源进入到

机体内，每次注水的时间限定为30秒，避免注水过

多。

机体的底面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

第一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伸入到机体内与搅拌

轴的底端固定连接，搅拌轴的侧壁上通过螺栓固

定安装有搅拌杆，通过第一电机带动搅拌轴和搅

拌杆转动，对落到底部的瓦楞纸进行搅拌，从而使

瓦楞纸与水混合均匀，从而提高瓦楞纸的回收效

果。

机体的底面设为斜面，斜面的底端开设有出料

口，从而方便机体中的物料能够全部排出机体外。

出料口连通回收箱的侧面，出料口内焊接有竖直的

固定杆，固定杆与水平安装的转动杆的一端通过

轴承转动连接，转动杆的另一端与第四电机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第四电机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机

体的底面且第四电机为防水电机，转动杆位于出

料口内的部分表面焊接有螺旋叶片，通过第四电

机带动转动杆转动，转动杆带动螺旋叶片转动，

从而通过螺旋叶片将物料通过出料口推到回收箱

中，有效避免了出料口堵塞的情况发生。

回收箱的内部中部设有滤网，滤网通过支撑环

支撑作用固定在回收箱内，支撑环通过焊接的方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瓦楞纸回收处理设备的结构

1—机体  2—支撑脚  3—搅拌杆  4—第一电机  5—搅拌轴  6—
潜水泵  7—回收箱  8—支撑环  9—滤网  10—循环水管  11—导
向凸台  12—主动轮  13—刀辊  14—切刀  15—粉碎刀片  16—
粉碎轴  17—第一转轴  18—第二电机  19—支架  20—第三电机  
21—进水管  22—水位传感器  23—出料口  24—固定杆  25—螺
旋叶片  26—转动杆  27—第四电机  28—第二转轴  29—槽辊  
30—切槽  31—传动轮  32—从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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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固定在回收箱的内壁上，回收箱的内部底面通

过螺栓固定安装有潜水泵，潜水泵的输出端与循

环水管的一端固定连接，循环水管的另一端伸入

到机体的侧面中部，当物料落到滤网上后堆积，一

部分水由瓦楞纸吸收，另一部分水透过滤网落到

回收箱的底部，并在潜水泵作用下通过循环水管重

新回到机体内，极大节约了水资源。

使用方法：（1）将瓦楞纸放置到刀辊和槽辊

之间，通过第二电机带动刀辊和槽辊转动，从而对

瓦楞纸进行分条，方便进行粉碎，提高粉碎效果；

（2）分条后的瓦楞纸在导向凸台的作用下进入粉

碎刀片中进行粉碎；（3）通过进水管向机体内注

水，水与瓦楞纸混合，第一电机带动搅拌杆和搅

拌轴转动，提高了水和瓦楞纸的混合效果；（4）在

第四电机作用下带动转动杆和螺旋叶片转动，从

而将物料推到回收箱中，有效避免了出料口堵塞；

（5）与水混合后的瓦楞纸落到滤网上，一部分水

由瓦楞纸吸收，多余的水在潜水泵作用下重新回到

机体内，极大节约了水资源；（6）当机体内水位低

于水位传感器时，电磁阀打开向机体内注水，每次

注水的时长限定为30秒。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使用过程中，首先通过刀

辊和槽辊将瓦楞纸进行分条，分条后的瓦楞纸再

通过粉碎刀片进行粉碎，从而有效提高了瓦楞纸

的粉碎效果；粉碎后的瓦楞纸通过导向凸台进入

机体的底部并与水进行混合，且进行搅拌，提高了

水与瓦楞纸碎片的混合效果，通过水与瓦楞纸的

混合作用形成纸浆，从而便于进行回收；出料口内

安装的螺旋叶片将瓦楞纸和水推送进回收箱中，

有效避免了出料口处发生堵塞；回收箱内对水回收

进行利用，从而极大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

靴形双面脱水机构

申请公布号：CN 110106734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纸浆脱水的方式主要有刮板脱水、真空脱

水、挤压脱水和烘干脱水，理论上纸幅出来的含水

量每降低1％，则烘干时就可节省5％的蒸汽消耗

量，因而，如何让成形网出来的纸幅的含水量尽可

能的降低，是一件非常具备研究意义的事情。

因此，提供一种靴形双面脱水机构，该机构能

够对成形网上的湿纸幅进行双面脱水，以实现降

低纸幅含水量的目的。

如图1所示，该种靴形双面脱水机构包括上网

部和设在上网部下方的下网部。上网部包括上网

辊组、上驱动辊和上成形网，上成形网套接在上网

辊组与上驱动辊之间，上驱动辊一侧设有上驱动电

机，上驱动电机连接上驱动辊以驱动上成形网运

行；下网部包括下网辊组、下驱动辊和下成形网，下

成形网套接在下网辊组与下驱动辊之间，下驱动辊

一侧设有下驱动电机，下驱动电机连接下驱动辊

以驱动下成形网运行。上成形网的底部与下成形

网的顶部相接触形成夹网区，夹网区上方设有靴

形脱水装置。靴形脱水装置包括底板和连通外部

真空系统的真空泵抽气管，真空泵抽气管通过排

水通道连通底板，底板上开设有若干通孔。在下

成形网的输送作用下，纸幅在上成形网和下成形

网之间运行。纸幅通过夹网区时，在上成形网和下

成形网的挤压作用下，纸幅上的水分脱离出纸幅，

纸幅下表面脱离出来的水分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通

过下成形网上的网孔而离开纸幅，纸幅上表面脱离

出来的水分在靴形脱水装置的真空抽取作用下脱

离出纸幅，从而实现纸幅的双面脱水，进而实现降

低纸幅含水量的目的。

其中，底板包括水平部和弧弯部。水平部设在

夹网区的上方，被夹网区挤压出来的纸幅上表面的

水分在真空泵抽气管的真空抽取作用下，通过水平

部上的通孔离开上成形网进入到排水通道中，以实

现纸幅上表面的脱水目的。弧弯部与下成形网的

顶部之间的空间形成夹网区进口，弧弯部与下成形

网顶部之间的距离在沿纸幅的运行方向上逐渐减

小，纸幅从夹网区进口进入到夹网区中，在真空泵

抽气管的抽取作用下，进入到夹网区进口的空气会

被快速压缩并通过通孔进入到排水通道中，被快

速压缩了的空气可以起到将排水通道中的水分带

离出排水通道的作用。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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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部的底部贴附于上

成形网的底部，如此设置有

利于提高脱水效率。

通孔向纸幅的运行方向

上倾斜，通孔与下成形网顶

部之间的夹角为30°～80°，

即通孔的轴线与下成形网顶

部所处的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为30°～80°，在真空泵抽气

管的真空抽取作用下，向纸

幅的运行方向倾斜的通孔能

更有利于把纸幅表面上的水

分吸入进底板中。

靴形脱水装置还包括集

水箱，真空泵抽气管设在集水箱的顶部，集水箱通

过排水通道连通底板，集水箱上设有排水管。集水

箱起到回收利用水分的目的，有利于节约资源。

排水通道的第一端部连通集水箱，排水通道

的第二端部连通底板，排水通道第一端部的口径

小于排水通道第二端部的口径，排水通道的口径

在排水通道的第二端部至第一端部的方向上逐渐

减小，进入到排水通道中的空气进一步被口径逐

渐缩小的排水通道压缩，被进一步压缩的空气更

有利于将排水通道中的水分带离出排水通道，排

水通道与集水箱的连通口设在集水箱的顶部，可使

集水箱有更多的空腔用于收集水。

集水箱上设有挡水板，挡水板设在连通口与真

空泵抽气管之间，挡水板可以起到避免进入到集

水箱中的水分直接被真空泵抽气管抽走的作用。

工作时，首先通过控制上驱动电机和下驱动电

机的正反转以及转速，使处于夹网区内的上成形

网与下成形网都能以相同的速度同向运行，也即是

使夹网区内的上成形网与下成形网能同步运行。由

于夹网区是由上成形网和下成形网相接触而形成

的，因此在夹网区内的上成形网和下成形网之间

的接触是可分离的。当纸幅在下成形网的输送作用

下，从夹网区进口进入到夹网区中时，即纸幅进入

到上成形网和下成形网之间时，相分离的上成形

网和下成形网就会对纸幅产生挤压作用，纸幅上

的水分随即就会脱离出纸幅。纸幅下表面脱离出

来的水分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通过下成形网上的网

孔而离开纸幅，纸幅上表面脱离出来的水分在靴

形脱水装置的真空抽取作用下被抽离出纸幅，从

而实现纸幅的双面脱水，进而实现降低纸幅含水

量的目的。集水箱中收集的水可以通过排水管进

行回收利用，有利于节约资源。

有益效果：结构简单，设计合理，通过夹网区

对纸幅的挤压作用和靴形脱水装置的真空脱水作

用，实现了对纸幅进行双面脱水的目的，进而实现

降低纸幅含水量的目的。设置集水箱可以起到回

收利用水的作用，节约资源。

辊子间距调节装置及双辊洗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0004758 A

发明人：陈超　马焕星　王瑞凤　王永金

申请人：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传统的洗浆机无法对压榨过程的辊间距进行

监控，导致浆料在被压榨的过程中难以准确把握

其压力大小。当两辊之间的间距过小、压榨过程的

压力过大时，对压榨辊造成损伤。

提供一种辊子间距调节装置及双辊洗浆机。

如图1所示，辊子间距调节装置包括机架、驱

动机构、第一辊、第二辊、第一轴承座和第二轴承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靴形双面脱水机构的结构

1—上网部  2—上网辊组  3—上驱动辊  4—上成形网  5—上驱动电机  6—下网部  7—下网辊组 
8—下驱动辊  9—下成形网  10—下驱动电机  11—夹网区  12—夹网区进口  13—靴形脱水装置  
14—底板  15—真空泵抽气管  16—排水通道  17—通孔  18—水平部  19—弧弯部  20—集水箱  
21—排水管  22—连通口  23—挡水板  24—纸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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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第一辊安装在第一轴承座上，第二辊安装在第

二轴承座上，第一辊和第二辊形成压榨间隙。第一

轴承座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二轴承座与机架活动

连接，从而可以使第一轴承座和与第二轴承座之

间的距离可调，使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间距可

调，从而防止两辊由于浆料压力过大而损坏，以适

应不同的生产要求。驱动机构包括伸缩缸和位移

传感器，伸缩缸的一端与第一轴承座连接，另一端

与第二轴承座连接，伸缩缸用于驱动第一轴承座

和第二轴承座靠近或者远离；位移传感器固定在

伸缩缸上，且用于检测伸缩缸的缸杆行程。位移传

感器能够直接反应伸缩缸缸杆的行程，进一步地

可以获得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距离，然后使用

者可以根据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实际间距去判

断是否要调整该间距，以匹配后续的生产，避免因

为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间距过小，导致第一辊

和第二辊受到的压力过大，以降低辊子间距调节

装置损坏的几率。

伸缩缸的两端分别与第一轴承架和第二轴承

架铰接。

驱动机构可以为液压驱动机构，其中，伸缩缸

可以为液压缸。

液压驱动机构为伺服液压缸系统：包含伺服

液压缸、管路、伺服液压站、伺服控制系统，实现了

辊子摆动时的驱动及位置、压力检测，通过伺服系

统实现精确的自动控制及调节。

如图2所示，液压驱动机构包括液压泵、电磁

比例阀、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控制器可以采用分

布式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位于液压泵内。

液压泵通过油管与电磁比例阀相连，电磁比

例阀通过油管与液压缸相连，电磁比例阀可以控

制液压缸运动。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均与控

制器连接，控制器能够接收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

感器反馈的信号；控制器与电磁比例阀连接，控制

器能够控制电磁比例阀，以调节输入液压缸的油

压。

电磁比例阀控制是通过控制器来实施的，实

现了毫米级辊子间隙的调整，位移传感器和压力

传感器的信号输入到控制器内用以形成反馈。当

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压力值超过阈值时，控制器

可以控制比例电磁阀，进而控制液压缸的推杆伸

长，以增加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距离，从而降低

辊面受到的压力。距离传感器又能够检测到推杆

的运动距离，从而反应出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

距离。通过上述的液压驱动机构可以对第一辊和

第二辊的辊面压力和距离进行实时监控和在线调

节。

液压驱动机构还设有溢流阀，溢流阀并联在

液压泵两端，使得系统最高压力得到控制。

辊子间距调节装置还可以包括数显控制器，数

显控制器与压力传感器连接，可以用来显示压力

图1  辊子间距调节装置的结构

1—机架  2—液压驱动机构  3—第一辊  4—第二辊  5—第一轴承
座  6—第二轴承座  7—第一限位块  8—第二限位块  9—第一限
位部  10—第二限位部  11—第一止挡块  12—第二止挡块  13—第
一止挡部  14—第二止挡部  15—锁紧螺丝

图2  辊子间距调节装置的液压驱动机构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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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数据。同时，数显控制器可以与用于驱动第一辊和

第二辊的驱动电机连接，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

浆料对辊面的压力值超过阈值时，数显控制器还

可以关闭用于驱动第一辊和第二辊的驱动电机，

避免第一辊和第二辊损坏。

数显控制器内还可以设置有发送模块，发送

模块为现有技术。例如，可以通过SIM卡、网线或

者蓝牙等将信息发送给工作人员的终端机内，实施

远程的监控。

辊子间距调节装置还可以包括报警器，数显控

制器连接报警器，压力达到上限报警点则报警器启

动，以提醒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报警器可以包括声

音播放器和警报灯，可以从声、光两个方面发出提

醒信息。

第二轴承座与机架铰接，通过转动的方式实

现与第一轴承架距离的调节。机架上设置有第一

限位机构，第一限位机构位于第二轴承座的摆动

路径上，以限定第二轴承架的最大摆动范围。第二

轴承座与第一限位机构具有间隙，因为间隙较小，

所以间隙在图1中未显示，通过液压缸的驱动带动

第二轴承架摆动。

通过铰接的形式将第二轴承架与机架进行连

接，使第二轴承架以摆动的方式代替现有技术中

的平移，更为省力，且提高了第二轴承架移动的灵

活度，从而提高第二辊的动作速度，更有效地防止

辊的损坏，同时，提升对浆料的压榨效果。

限位机构包括位于第二轴承座相对两侧的第

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第二轴承座的两侧边上

设置有与第一限位块抵接的第一限位部，以及用

于与第二限位块抵接的第二限位部，从而限制了

第二轴承架左右摆动的最大位置。

第一限位块和/或第二限位块与机架可拆卸

连接，通过拆卸的方式，可以调整第一限位块和/

或第二限位块的高度。例如，可以调整第一限位块

的高度，改变第一限位块与第一限位部之间的距

离，从而增加第二轴承架的摆动幅度。第一限位块

和/或所述第二限位块与机架可以为螺栓连接。

第二限位块比第一限位块更远离第一轴承座，且

第二限位块朝向第二限位部的端面上设置有接触

开关。也就是说，当第一辊和第二辊之间的间距逐

渐增加到第二限位部压在第二限位块的接触开关

上，接触开关可以控制驱动机构的关闭，避免第一

辊和第二辊过度张开。

第一轴承座与机架铰接，机架上设置有止挡

机构，止挡机构位于第一轴承座的摆动路径上，

止挡机构用于阻止第一轴承座与机架发生相对运

动。止挡结构与第一轴承架采用抵接的方式阻止

其与机架发生相对运动。止挡机构包括位于第一

轴承座相对两侧的第一止挡块和第二止挡块，第一

轴承座上设置有与第一止挡块抵接的第一止挡部，

以及用于与第二止挡块抵接的第二止挡部。

第一辊和第二辊的结构相同，方便生产和后

期的维修更换。同理，第一轴承架和第二轴承架的

结构可以相同。

如图1所示，第一止挡块比第二止挡块更接近

第二轴承座，第一止挡块朝向第一止挡部的端面上

螺纹连接有锁紧螺丝，锁紧螺丝用于与第一止挡

部抵接。通过旋动锁紧螺丝，可以使锁紧螺丝抵住

第一轴承座，进而使第二止挡部与第二止挡块抵

接，从而使第一轴承座相对于机架固定。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瑞典利用纤维制造纸基电池技术新
进展

本刊讯（Pulpapernews 报道) 瑞典乌普萨拉大

学研究人员日前开发出能够使用普通纸纤维制造

电池的技术，并在当地一家企业支持下，首次在一

台专用造纸机FEX上实现了试验性生产。这被认为

是迈出电极材料工业化生产的重要一步。

乌普萨拉大学功能材料、纳米技术及工程科

学学部纳米技术教授玛丽亚·斯托米表示：“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大步，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出生在试管

中的概念应用在一台大型造纸机上。”她介绍说，

目前，电池材料已经准备好进行商业测试，继续致

力于在储能和其他电化学应用领域寻找可能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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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下一步是进一步进行产品开发和寻找合作

伙伴，为工业化规模生产。

RISE公司造纸和包装副总裁康斯坦丁·松丁

表示:“我们很高兴参与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这

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它展示了这台试验性设备的

潜在价值。”鉴于在造纸机上确定可以运行是纸基

电池生产的重要里程碑，研究团队创新主管拉尔

斯·桑德伯格表示：“试生产证实，我们能够真正

有效地大规模生产这种材料。”

纸基电池有多种潜在的应用场景。一是包装互

联网，即包装数字化，为智能化包装材料提供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既创造性地保护产品，也为消费者

提供新的体验。另一个是智能电网领域的大规模、

低成本的储能。

瑞典利乐发明新型纸吸管，可与纸盒
一起回收

本刊讯（利乐 报道) 瑞典利乐公司发明了一种

新型纸吸管，可以和纸盒一起使用，目前该公司正

在加大力度，推出一种完全由植物材料制成的包

装。

这种新型纸吸管由经FSC认证的纸张制成，可

与包装的其他部分一起回收利用。这种吸管最初可

用于两种小纸盒包装，通常用于儿童乳制品和饮料

产品，为利乐Brik Aseptic 200系列和利乐Brik 

Aseptic 200 BaseCrystal系列。 

利乐的客户已经开始在欧洲对饮料产品的吸

管进行实地测试。

该公司表示，打算推出并分享其在纸吸管开发

方面的创新技术，以支持工业合作，替代用于饮料

纸盒一次性塑料吸管。

利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dolfo Orive说:“我

们很高兴开发出一种功能齐全、符合国际认可的食

品安全标准的纸吸管。这是我们愿景中的重要一

步，即提供完全由植物性包装材料制成的包装，为

低碳循环经济做出贡献。”

利乐决定不为其在设备和材料上所做的大量

技术改进申请专利保护，而是将创新投入公共领

域。

“为了实现行业推动低碳循环经济的共同目

标，整个纸吸管供应基地必须迅速扩大和增长。我

们邀请所有的供应商和客户使用我们的知识，并与

我们合作，尽快提高产量。”Adolfo表示。

利乐公司还宣布，正致力于探索生物可降解的

产品，如聚羟基烷酸酯(PHA)，一种从植物基材料

中提取的聚合物。此前，利乐公司还推出了利乐经

典无菌65毫升立方体包装，适用于乳制品、果汁、

冰淇淋和液体食品，可优化分配和存储空间的使

用。

英国Kite包装公司研发新型温控纸类
绝缘包装，实现环保效能双丰收

本刊讯（Kite 报道) 英国Kite包装公司研发了

一个包含五种不同产品的最新温度控制包装，可以

为各类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产品提供优质、恒温

的保护。

通常，对于像食品、饮料、药品或者其他温度

敏感产品的运输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难点在于

如何确保整个运输途中保持产品存放的温度。这

些产品需要在特殊的温度下保存，以确保特殊的功

效。因此，要有适合的包装为这类产品在整个运输

途中提供良好的保护。

Kite公司的最新恒温环保包装主要利用的是

带有绝缘纸特质的材料，这些材料比普通的聚苯乙

烯（即泡沫）效果要好。纸箱的外层是100%可回收

的环保牛皮纸，内层是100%可降解的淀粉材质松

散充填料，不仅有效维持纸箱内部的温度，而且有

很强的缓震效果。

对于那些需要处理大托板数量库存且在运输

途中对环境温度敏感的产品业务，Kite强烈推荐采

用其配套的温控托板保护套。这些恒温保护套同

样具有绝缘属性，既可以保持低温，又能防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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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途中受到损坏。

由于这些托板保护套可折叠存放，体型轻巧，

因此可有效减少库房成本及运输成本。

从最近各龙头包装企业的动向可以看出，环保

包装的研发是当前全球包装行业的主旋律。Kite公

司的最新恒温环保包装采用了100%可回收材料，

既保证了包装的实用性，同时对环境十分友好。响

应了环保政策的同时，有利于提升客户对其的认可

度。

意大利拓斯克降低钢制扬克缸维护
成本的技术方法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对于每个生活用纸企

业来说，降低卫生纸机维护成本十分重要。

其中，扬克缸是卫生纸机的重要部件，对于生

活用纸质量的影响毋庸置疑，影响扬克缸性能的

主要因素是蒸汽、进气系统和冷凝水排除系统等，

这些因素决定着扬克缸表面温度的均匀性和持续

性。

据意大利拓斯克（Toscotec）最新消息，经过

多轮研发发现，改善钢制扬克缸生产管理可以有

效降低扬克缸维护成本和纸机停机风险。

周期性结构检查和无损检验

钢制扬克缸正式投入使用两年之内，以及每五

年，应该对扬克缸的主要部件和连接螺栓进行一

次结构性检测。

检测应该根据无损检验方法（NDE）的要求，

分别进行磁粒子检测（MPI）、单光束超声测试 

（UT）和自动超声波测试，从而确保扬克缸压力

设备和配件的正常运转。

检测扬克缸内部结构和冷凝水排出系统

每年都需要对扬克缸内部和冷凝水排出系统

进行一次检测，一定要确保彻底清洁虹吸管，因为

扬克缸内部虹吸管堵塞在钢制扬克缸中尤为普遍

和严重，虹吸管孔径较小，堵塞现场出现频率较

高，每次堵塞之后清理比较困难，由于空间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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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较为不易。

检查清洁虹吸管时，要检查吸管内部是否有分

散的黑色铁元素微粒，因为杂质的积聚可能是腐蚀

的迹象。清洁虹吸管还将确保生产的纸张更加均

匀。此外，还应检查冷凝水排除系统的密封系统，

以确保传热效率达到最大。

检查蒸汽系统和冷凝水水质

蒸汽水循环的化学指标和冷凝水必须符合水

质标准，以确保蒸汽系统和冷凝水系统各个部件

的正常运行。

因此，需要实时或定期监测水的主要化学指

标，尽可能地提高监测频率，确保系统内循环的水

质安全。

如果水质达标，可以看到扬克缸内仅有薄薄的

一层铁的氧化物附着在内壁，这种内壁薄薄的一层

氧化物能够有效防止或减少腐蚀，铸铁和钢在没有

污染物的情况下都能自我形成防腐层。

仔细观察金属表面

每次停机时，要仔细观察设备金属表面，检查

是否有破损，如有刮痕或损坏应及时修复。此外，

还要检查刮刀和纸机框架等。

检查金属表面粗糙度

每年检查一次设备金属表面的粗糙度，可以了

解设备表面情况，并及时发现表面孔隙等状况，以

便及时补救。

检查绝缘袖套

绝缘袖套起到保护轴承的作用，尤其在扬克缸

温度升高时可以及时保护轴承，防止变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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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每年使用接触性热力表检查一次绝缘袖套的

性能。为了确保轴套运行正常，每五年，应当进行一

次压力测试或更换一次绝缘管（也要根据设备性

能而定）。

检查绝缘螺钉

至少每年在正常运行期间，检查一次扬克缸绝

缘螺钉的松紧度，可以有效防止配件散落，也保护

了工作人员的安全。

此外，至少每年完整清洁一次绝缘板，防止绝

缘板或扬克缸周围设备意外损坏。

检查刮刀设置

刮刀应当保持合适的位置和长度，确保刮刀在

扬克缸内平稳运行，有助于降低意外损坏金属表面

的风险，以及提高刮刀的使用寿命。

检查蒸汽旋转接头

根据供应商指标检查密封石墨的磨损水平，如

果超过磨损度，应当在停机期间及时更换密封石

墨，并在室温下更换蒸汽旋转接头。

检查总指示器读数（TIR）

每 年 检 查 一 次 扬克 缸 的总 指 示 器 读 数

（TIR），也可以在寒冷条件下进行测量，以获得更

加完整的数据。TIR测试可以帮助识别在各种情况

下可能发生的问题，并记录数据为以后的扬克缸

维护工作提供参考。

长期停机

如果需要长期停机，应该去除扬克缸内部的所

有冷凝水，清洁绝缘板，并每两天90°旋转一次扬

克缸。

采用尖端新技术，世界现代化纸机在
瑞典投产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近日，福伊特KM7机在

瑞典成功试生产，这台福伊特XcelLine智能纸机

配备了开拓性的新技术，为四个纸种的生产设立了

新的性能基准。这条新XcelLine生产线的设计速

度为1200米/分，网宽8.8米，产能可达5.5万公吨/

年。

采用最尖端技术

流浆箱：Mas t erJe t Pro F流浆箱配备了

IntraDamp模块。

成形部：采用了DuoFormer D II成形技术的

三叠网概念、纤维排布控制系统和最先进的数字

化DuoShake摇振。

压榨部：采用串联式双靴压榨技术，同时配备

了SolarPress包胶材料，保证了最佳的脱水性能。

干燥部：EvoDry钢制烘缸首次用于纸板机。

凭借更高的热传导效率和更大的工作面宽度，

EvoDry钢制烘缸可以实现更高效、更安全的纸幅

干燥效果。

涂布：为了获得最大的生产灵活性和最佳的产

品质量，该生产线配备了四个不同的涂布单元：两

个SpeedSizer AT系统、两个配置了JetFlow F的

DynaCoat AT。而无论是SpeedSizer AT系统还

是DynaCoat AT均采用碳纤维横梁，能够确保纸

幅横向涂布的均一性。

压光、卷取部：KM7号机还是世界上第一台在

该部位安装翘曲控制的纸板机。

复卷：高性能复卷机VariFlex Performance

首次成功运用于欧洲纸厂。

综合性数字化解决方案

造纸4.0解决方案OnEff ic iency和OnCare

也是KM7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客户能够采用

用户友好的模式在线监控所有流程数据。其中，

OnEfficiency Forming使脱水、留着和絮凝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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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持稳定和协调。OnCare包含了集成资产管

理功能，在整台造纸机的维护方面具有高效预防

性，从而可确保最大的纸机适用性，同时也有助于

降低运行成本。

开机织物

KM7的开机织物也由福伊特提供。此外，作为

BillerudKorsnäs纸机的主要供应商，福伊特将在

未来三年为其提供CleanWeave干网、Kinetic和

Infinity压榨毛毯以及I-Series成形网，这将确保

纸机持续生产高质量的纸张，也进一步证明了客户

对福伊特的信任，以及福伊特作为整线供应商取得

的成功。

维美德 N T T技术帮助墨西哥S a n 
Francisco公司创造新生产纪录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近期，维美德在世界范

围内投产首台商业化NTT纸机，帮助墨西哥San 

Francisco公司创造了新的产量纪录。

该纸机采用了NT T技术，虽然幅宽仅有

2540mm，但已实现日产量180～185吨的连续生

产。

NTT技术主要特点是具有强大的压榨脱水系

统，不仅可以节省能耗，还能实现非常高的产能。

在高定量下，干燥能力通常是常规纸机产能增加的

瓶颈。然而，NTT纸机能够实现非常高的出压区干

度，与普通新月型纸机相比，可以将产能提升30%

左右。

据维美德的试验测试结果显示，在塑纹模式

下，与传统方式生产的生活用纸相比，采用NTT技

术可以实现松厚度增加约50%～80%，具体取决于

定量和模型带设计。大多数欧洲常规产品的TSA

柔软度范围在85～90。采用NTT技术，产品TSA柔

软度值可以达到90～97，可为生活用纸生产企业带

来更大的附加收益。

王子制纸利用“KAMIWAZA”技术生
产新型瓦楞纸板材料，可用于包装、
设计和施工等领域

本刊讯（王子控股 消息）王子控股与日本清水

建设株式会社合作，共同开发了“KAMIWAZA”

技术，用于生产环保型、可灵活运用的纸质材料，

适用于建筑和包装等领域。

利用“KAMIWAZA”技术，王子控股灵活处

理纸张素材，生产可用于包装和施工纸张材料，替

代钢材、木材等重型材料，提高工作效率。目前根

据该技术生产了“HiPLE-ACE®”纸板，该纸板是

一种三层结构的瓦楞纸板材料，用作重物包装材

料，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能和强度。此外，还利用

木纤维为原料开发了Hatosheet无纺布，能够控制

其吸收液体的扩散性、保水性和挥发性，可用作包

装辅助材料或个人护理材料等。

福伊特DuoFormer CBh成形器技术
在荷兰Smurfit Kappa包装纸工厂首
次应用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今年9月，福伊特最新

研发的DuoFormer CBh成形器（shoe-blade 

gap former DuoFormer CBh）经历了在德国

Heidenheim工厂的试应用之后，终于在荷兰首次

投入使用。

DuoFormer CBh成形器最大的特点是空间

紧凑、成本低，主要用于包装纸及纸板机，灵活性

高，且投资小、投资回报更快。

DuoFormer CBh成形器良好地结合了高

脱水效率和低能耗，与市场标准解决方案相比，

DuoFormer CBh放弃真空伏辊而采用全陶瓷冲击

设计和高真空吸水箱（HiVac），可确保实现最高

的干燥水平和最低的维护成本。

成形器最高车速1600m/min，脱水部可根据

所需产能灵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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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Former CBh成形器概念机首先在福伊特

德国工厂进行了试验，之后首次在Smurfit Kappa

位于荷兰的Roermond纸厂PM1纸机上使用，经过

改造，成形部全部换成DuoFormer CBh成形器。

使用之后，Smurfit Kappa荷兰Roermond纸厂总

监Wouter Lap表示，开机之后生产效率提高，该

纸机产量提高了20%。

Metsa Board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纸板机生产管理，实时调整制造参数

本刊讯（Metsa Board 消息）8月底，欧洲纤维纸

板生产企业Metsa Board宣布将开始使用人工智

能技术进行箱纸板机质量管理。

人工智能软件可以实时监控生产数据和质量

指标，通过将各种生产参数和数据模型的结合，实

时调控生产过程，提高纸板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

提高了箱纸板的质量稳定性，改善了不同批次产品

质量的不稳定性。

对此，Metsa Board副总裁Ari Kiviranta表

示，人工智能技术是全球化的大趋势，在造纸行业

也应逐渐展开使用，这一技术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和

精确程度十分有利。此外，还能在技术软件实时监

控的辅助下减少生产污染，降低成本，纸种的生产

转换也将更加便捷。

加拿大林业产品供应商R e s o l u t e 
Forest Products生物精炼技术最新
进展

本刊讯（Resolute Forest Products 消息）2018

年初，加拿大林业产品供应商Resolute Forest 

Products与非营利性创新机构FPInnovations携

手在安大略省桑德贝（ThunderBay,Ontario）投

资建设热机械制浆项目生物工程试点，该项目总投

资2300万加元，主要利用木材生产创新性生物化

学品，进一步发展生物经济。

今年5月，该工厂正式落成，生物精炼试验

厂计划每年处理100吨生物质，主要生产木质素

和糖，用于开发创新生物产品，如木材黏合剂、

动物饲料和复合材料等。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

能源部、安大略北部发展促进会、桑德贝市政府

等领导，以及加拿大林业产业相关方出席了落

成典礼。

热 机 械 制 浆 以 及 生 物 工 程 技 术 是 由

FPInnovations开发，用于生产大批量生物材料以

及化学品，包括高质量纤维糖和木质素等，将在该

厂进行应用，致力于为未来林业产业发展开发新的

经济增长点。

桑德贝议会成员Don Rusnak表示，该项目不

但是林业产业的重要分支，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安大略省是林业创新集中区，希望今后这一项

目能够进一步促进生物经济发展。

安大略自然资源部成员John Yakabusk表

示，政府一直扶持安大略北部地区林业产业的发

展，今后也会与行业共同努力，支持林业经济创新

创业，为当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桑德贝市长Bi l l Mauro表示，希望该项目

能持续不断地促进林业产业增值，带动桑德贝就

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政府也会全力支持项目的发

展。

加拿大林业产品协会主席Derek Nighbor表

示，这个项目的实施离不开多方的努力，发展生物

经济是全球化趋势，希望这一项目能挖掘生物经

济增长点，带动全球生物产业的发展。

FPInnovations是全球领先的非营利性行业

组织，主要致力于推动加拿大林业产业创新创业，

为行业成员提供帮助和技术支持，进行林业产业

链的研究、开发与服务，在魁北克市、蒙特利尔和

温哥华拥有研发实验室。

Resolute Forest Products是全球领先的林

业产品生产商，主要生产商品浆、生活用纸、木产

品、新闻纸和特种纸，产品销往全球70多个地区，

拥有40多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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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黄山市歙县省级化工园内，是一家致力于制浆造纸化学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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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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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施胶剂、胶乳、乙二醛抗水剂、PA P U抗水剂、碳酸锆盐抗水剂、润滑

剂、除臭剂、湿强增效剂、填料包裹剂、表面增强剂、层间结合剂、杀菌剂、

消泡剂、有机增稠保水剂等。

●华南、华北、华中、华东区域销售经理各一名。

●售后服务工程师若干名。

●产品研发工程师若干名。

●联系人：凌先生，18055999191、13958127017

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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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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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启事：

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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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专业生产引纸绳、引纸带、吊装带、平衡吊梁、五金工具等产品。

●引纸绳:采用进口机械和杜邦丝材料精制生产，完全替代进口。

●吊装带：柔性吊带和扁平吊带等。

●柔性吊带：轻便、柔软、操作安全、简便。

●扁平吊带:耐化学品、腐烂、霉变、潮湿等影响，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我厂奉行“质量信誉至上，用户满意第一”的宗旨！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科技创业园许田路(225324)   

电话：0523-86110982  传真：86116788   

手机：13801432315  山东代理：15061001388 

网址：www.yongkui.com

吊装带引纸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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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9年印度国际纸展

（Paperex2019）

时间：2019年12月3-6日；地点：

印度新德里Pragati Maidan展馆

展会简介：Paperex 2019印度新

德里国际纸展，是世界最大、最成功

的国际性纸业展会之一。上届展会吸

引了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家参

展商和3万多位专业观众，展位面积超

过25万平方米。中华纸业杂志社为本

届展会的国内一级代理，将带领国内

优秀企业以“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

际联盟”、“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

团”的名义联合参展，盛大亮相本届

纸展。

● 2 0 2 0年亚洲纸展&世

界生活用纸展(As i a n Pa p e 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20)

时间：2020年6月3-5日；地点：泰

国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展会简介：始于1992年，每两年

举办一届，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规

“走出国门 走出精彩”

模最大的制浆造纸专业展览会，涵盖

了该地区制浆造纸产业每个环节，为

制浆造纸生产商创造了与全球顶尖纸

业机械、设备、服务供应商会晤洽谈

的最佳平台。上届展会（2018亚洲纸

展）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家展

商参展，以及来自92个国家的3000余

名专业观众参观。

中华纸业杂志社为亚洲纸展中国

区的独家代理。

以上展会展位预订工作已经开始。

更多详细信息请详询：中华纸业杂志社

电话：0531-88522949；传真：0531-

88926310；

邮箱：cppi8@cppi.cn/adv@cppi.cm 

联系人：崔晓萃 18954139170 

QQ:940438201 

宋 雯 琪  1 5 6 2 8 8 4 5 7 9 6 

QQ:172708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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