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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芳纶纤维作为合成纤维，长度均一、表面光滑、活性

极性基团少而具有强疏水性，对位芳纶纤维在水介质中也因

此易絮聚不易分散，导致其高模高强耐高温阻燃等特性在各

领域应用时效果不是很好。本文将从芳纶纤维的结构、水介

质中分散性差的原因以及改善措施三方面阐述芳纶纤维的改

性处理，以期对芳纶纤维功能化或提高对位芳纶短切纤维的

亲水性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芳纶纤维；分散性；改性处理

Abstract: As a synthetic fiber, aramid fiber has uniform length, 
smooth surface, less active polar groups and strong hydrophobicity, 
which make it easy to flocculate in aqueous medium. So it doesn’t 
perform well in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In this paper, the 
modification treatment of aramid fiber was described from the 
structure of aramid fiber, the reason of poor dispersibility in water 
and related solu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aramid fiber 
functionalization or hydrophilicity upgrading of para-aramid 
short-cut fiber.      
Key words: aramid fiber; dispersion; modification treatment

芳纶纤维的改性处理综述
⊙ 刘倩  惠岚峰（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457）

A review on the modification of aramid fiber
⊙ LIU Qian, HUI Lan-feng (Tianjin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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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 女士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位芳

纶纤维的分散性。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1  芳纶纤维

芳纶纤维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芳香族聚酰胺，美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其定义为至少有85%的酰胺键直接

与两个苯环相连的长链聚酰胺[1]。分子链段上大共轭

苯环以及刚性致晶单元的存在使得芳纶纤维具有高强

高模量特性[2]，作为有机合成纤维，其比强度可媲美钢

筋。我国研究最多的芳纶纤维是间位芳纶纤维和对位

芳纶纤维，其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

芳纶纸基复合材料是将芳纶纤维和芳纶浆粕通

过湿法抄造、热压成形得到的，应用于航空航天的宽

频透波材料、工业上的隔热绝缘材料、公共设施影剧

院的阻燃材料等方面[3]。近年来对位芳纶纸突出的高

温稳定性，以及低密度、抗冲击、高比强度等特点，广

泛受到高温绝缘材料、高性能电子器材、以及军用领域

防爆服、防弹头盔等的青睐。

分子链段的高度规整性使芳纶纤维表面极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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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少，高度结晶度使其表面光滑，导致芳纶纤维强疏

水、分散性差、低界面结合力，特别是具有皮-芯结构

的对位芳纶短切纤维[4]。芳纶纤维分散性的改善以及

功能化改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将总结近几年来

研究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新

思路，低成本即可高效改善分散性并具有环保绿色特

性。

2  芳纶纤维分散性的影响因素

2.1 纤维自身影响因素 

纤维长度是影响纤维间接触面积和成键数的关键

因素，决定着纤维絮聚体的尺寸，粗度会影响纤维柔软

性、纤维间结合力以及成纸匀度[6]，因此可通过控制纤

维的长短及粗度改善分散性；纤维表面带有的氨基使

纤维带负电荷，表面活性剂的加入可以改变分散介质

的电荷性或黏度以减少絮聚[7]，同时纤维表面的芳环

和酰胺基团为亲水性和界面相容性的改善提供了一种

化学改性的方法。

2.2 纤维所在介质的黏度、湍流强度

浓度越大，纤维间的相互缠结、絮聚现象越明显
[8]，通过改善介质黏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纤维在

悬浮液中的运动自由度，也可以在纤维表面形成保护

膜使纤维间相互滑过，从而增强体系的分散性[9]。此

外，流体力学强度也会影响纤维的分散，湍动产生的剪

切力会破坏纤维间网络，减少纤维絮聚，但湍动一旦衰

减，纤维就会再次絮聚在一起。因此，高强微湍流才有

利于纤维的分散[10]。 

3  改善芳纶纤维分散性的措施

针对影响芳纶纤维分散性的因素，从纤维自身形

态、悬浮液黏度以及纤维表面改性三方面入手改善纤

图1  芳纶纤维的分子结构

维的分散性。

3.1 改善纤维自身特点

芳纶短切纤维作为化学合成纤维，在合成过程中

可塑性强、表面光滑、长短均一。因此可通过选用低长

度、高粗度、高挺度等的纤维来改善其在水介质中的

分散性。李金宝等人[11]研究发现纤维长度≤5mm时易

絮聚成小球状，但可以完全分散，而纤维长度＞6m m

时，纤维间却不会产生絮聚成球现象。通过测定纸张

的抗张指数、撕裂指数和耐压强度得出[5]：当芳纶短切

纤维长度为5mm时各项指数均最大，成纸效果好，同

时还探究了上网浆料浓度对成纸匀度的影响，发现浆

料浓度控制在0.006%时成纸效果最佳，可见浆料浓度

对芳纶纸抄造性能影响也很大。为确保纸张的正常抄

造，我们一般选用长度约4～7mm、直径20μm的对位

芳纶短切纤维，为保证纸基材料的匀度和性能，须降

低纤维悬浮液浓度。

3.2 改善纤维悬浮液黏度

分散剂同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两种相反特性，

因可以稳定悬浮液分散性被用作造纸助剂，主要改善

合成纤维悬浮液难分散的问题。分散剂作用机理一般

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增大纤维间静电斥力，限制纤维

的自由运动；另一方面是在纤维表面形成亲水保护层，

使纤维间相互滑过而不缠结[12]。根据作用机理，将分

散剂分为以下两种[8]：

第一种是电解质类无机盐，包括焦磷酸钾、六甲

基磷酸钠等。

第二种是表面活性剂，包括非离子型分散剂烷基

酚的聚氧乙烯醚类、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类，阴离子型

分散剂烷基苯磺酸及其衍生物，还有水溶性高分子动

植物胶类、海藻类、聚丙烯酰胺、聚氧化乙烯等，需要

注意的是选择合适的分子量[13]。

聚氧化乙烯（PEO）因良好的分散性，在造纸特别

是合成纤维的分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斌等人
[5]先用LA S除去芳纶短切纤维合成过程中附着在纤维

表面的有机憎水物质，再以PE O分散纤维悬浮液，同

年该课题组又探究了PEO分散机理和分散效果[14]。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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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差易絮聚的合成纤维不止芳纶纤维，玻璃纤维、

聚烯烃纤维、陶瓷纤维等的分散性也备受关注。陈清

等人[15]利用指定时间段上清液吸光度的变化和悬浮液

的沉降时间，对比了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羟乙基纤维

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和电解质类无机盐六偏磷酸

钠对玻璃纤维分散性的影响，发现：电解质类无机盐

分散效果最好：沉降高度最低、沉降速率最慢，非离子

型表面活性剂作用效果次之。对于非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和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分散效果，非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优于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16]。总的来说，对于

合成纤维的分散性，电解质类无机盐、非离子型或阴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以及水溶性高分子都有明显的改善效

果，但是这几种表面活性剂对合成纤维的分散效果没

有一个标准规范的评价体系。

3.3 改性处理芳纶纤维

探本求源，从结构出发，改变芳纶纤维的晶态、表

面形貌及表面能，提高纤维表面的润湿性能。近年来

研究最多的表面改性方法主要有物理改性和化学改性

两大类[17,18]。

3.3.1 物理改性芳纶纤维

物理改性是指采用物理方法处理纤维，通过在纤

维表面形成自由基反应活性中心,引入极性基团提高纤

维浸润性和粗糙度的，主要包括表面涂层[4,19,20]、等离

子体处理[21～24]、超声波处理[25,26]、高能射线辐照处理
[21,22]等。

表面涂层法是通过选取一种与纤维相容性好、表

面带有极性基团或活性基团的有机物并将其涂覆在芳

纶纤维表面的方法。当前较常用有机溶剂主要有聚氨

酯类、脂肪族类聚合物等，Wang wen C[19]等采用多

巴胺仿生法在PM I A纤维表面引入活性基团羟基和氨

基，并以改性后的间位芳纶作为二次反应枢纽，通过

化学镀银法在纤维表面沉积一层纳米银得到导电性能

优越的导电芳纶；司帅[4]如法炮制，采用提拉法制得集

优异力学性能、热稳定性、导电性、耐腐蚀性于一体的

PP TA@PDOPA@Ag复合导电纤维并可实现工业化

生产；复配特种材料实现双层或多层涂覆，开辟了一条

芳纶纤维多功能化的新路，聚多巴胺和氧化石墨烯的

双层涂敷，使芳纶纤维具有更好的表面活性、抗紫外

性、机械性能和出色的耐热性能[20]。由此可见表面涂

层法的关键是活性基团的引入，以此提高芳纶纤维表

面的反应活性。 

等离子体表面改性是利用等离子体技术使芳纶

纤维表面变的粗糙或生成新的极性基团活化芳纶的方

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借助冷等离子体空间的反

应活性中心进行裂解、氧化或自由基转移等反应，改善

材料的表面性能[17]。Wang J[21]等人用氧等离子体处理

PPTA纤维，分析处理前后纤维表面的表观形貌变化、

结构变化、以及单根纤维的动态接触角变化，发现：浸

润效果显著提升；用空气作为等离子电介质处理芳纶

纤维，可以暴露出更多的活性基团[22]；等离子体处理

还能增大比表面积、粗糙度和界面结合能力[23]等。

超声浸渍是利用超声波产生的空化效应，在空化

泡破裂产生的能量刺激下对纤维产生强烈冲击，增加

纤维表面的毛化作用，并达到纤维均匀分散的目的[24]；

这和张美云等人[25]探究的结果如出一辙，用扫描电

镜、光学显微镜、红外光谱、Ｘ-射线衍射和动态接触

角的分析以及纸张机械性能的检测发现：超声作用的

纤维表面出现程度不一的凹槽和沟壑，裸露的活性基

团增多，对位芳纶纸的抗张指数和撕裂指数随超声时

间的增加先增大再减小。

高能射线辐照处理是指采用γ射线、X射线、紫

外辐射等高能射线辐照纤维，暴露出更多极性基团来

改善表面活性的一种方法。钴-60高能辐照源在氮气

保护的密封玻璃中处理国产芳纶-12，并在后续实验

中成功接枝环氧氯丙烷，不仅提高了芳纶纤维的润湿

性，还提高了与环氧树脂的界面作用力[26]。 

物理改性方法对芳纶纤维的分散性有显著影响，

但对仪器设备要求高，也有可能产生电子污染，成本也

较高，寻找低成本绿色环保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3.3.2 化学改性芳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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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芳纶纤维的分子结构特点，其上有两个活性

结合位点，即芳环和酰胺键中的胺基，因此芳纶纤维

的化学改性主要围绕这两方面进行，涉及的化学反应

主要有磷酸化、硝化、氯磺化、金属化、溴化等[27,28]。

通过上述反应在芳纶纤维表面引入极性基团，增加纤

维的表面活性，从而改善芳纶纤维的润湿性。常用改

性方法有表面化学刻蚀[29～31]和表面化学接枝[32～34]。

表面化学刻蚀是通过磷酸、硫酸、乙酸酐等化学

品刻蚀纤维表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凹槽刻痕和多种活性

基团，使纤维表面变得粗糙、易润湿、极性增强的方

法。磷酸氧化法处理得到的芳纶纤维,表面出现高低不

平的凹槽和刻痕，暴露出羟基和羧基等活性基团，粗

糙度也有所增加，唯一的缺点是磷酸处理后的芳纶纸

强度性能下降[29]；Yue C Y等人[30]用醋酸酐处理对位

芳纶纤维，测定处理后纤维的X P S数据得到纤维表面

含氧量增加，同样增强了纤维的表面极性；L iCl-乙醇

体系作为络合剂，刻蚀纤维表面、破坏氢键作用显著
[28]，用L iC l-乙醇溶液处理得到的芳纶纤维含氮官能

团增加、表面有刻蚀沟槽、粗糙度增大[31]。不难发现，

凹槽刻痕的增加、活性基团的裸露是表面刻蚀的直观

表现，与此同时纤维表面比表面积、粗糙度的增大都

是有利于纤维的分散的。

表面化学接枝反应是化学研究中改性芳纶最常使

用的方法。此方法旨在亲水性差的芳纶纤维表面接枝

一些极性基团或可作为二次反应的枢纽的活性基团以

达到亲水效果。常见反应类型有硝化还原反应、氯磺

化反应、金属化/取代反应等。

硝化反应与氯磺化反应均是通过在纤维表面接

枝上-NH2、-S O3H等极性基团来提高纤维表面的润

湿性。Every H A等人[32]氯磺化PPTA后，制备出具

有较好水溶性和液晶行为且稳定性良好的的两种不同

聚合物作为燃料电池膜；PP TA的硝化/还原过程，则

是在芳纶表面引入硝基和氨基来改善纤维表面极性的
[33]；金属化/取代反应是发生在酰胺键上的反应，常见

的改性试剂有氢化钠、氢化钾、萘基钠等[27]；如Kim E 

Y等人[34]采用金属化取代反应在Ke v l a r-49上接枝了

己内酰胺，有效提高了纤维与尼龙的界面结合力。通过

接枝反应在芳纶纤维表面连接极性基团，不仅活性位

点增多利于功能化，而且极大地改善了水介质中的分散

性。

化学改性芳纶效果较显著，因此更容易被科研学

者采用。但化学改性方法因为反应条件难控制，所用试

剂多为有机试剂，不仅会对纤维本身有所损害，而且会

破坏环境卫生，工业化生产也较难实现，因此反应条

件的优化以及试剂的环保化选择将成为研究热点。

4  结语

芳纶纤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改善芳纶纤维的

分散性乃应用技术的重中之重。总结近年来对芳纶纤

维分散性的研究，以期为对位芳纶纤维的分散性研究

提供新思路，寻找到经济、环保、操作简便的改性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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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5-04(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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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食品用纸杯中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两

种紫外吸收剂的气相色谱-质谱快速检测法。将纸杯样品剪

碎或粉碎，用正己烷超声萃取，经0.22μm有机系滤膜净化过

滤后，采用气相色谱-质谱仪上机测定，外标法定量，结果显

示：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分离程度高、峰型好，可以实

现准确定量，两种目标物在3种添加水平下的回收率为90%～

96.1%，相对标准偏差为1.4%～4.1%，相关系数为0.999以上，

方法的检出限（S/N=3）为0.2mg/kg。方法简单高效、准确度

高、灵敏度高，可用于食品用纸杯中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

酮的快速检测。

关键词：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食品用纸杯；二苯甲酮；4-甲

基二苯甲酮

Abstract: A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rapid detec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two UV absorbers 
of benzophenone and 4-methylbenzophenone in catering paper 
cups. The paper cup samples were cut or pulverized and extracted 
with N-hexane. After purifying and f iltering with 0.22 μm 
organic membrane, the sample was determined by GC-MS and 
quantified b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paration rate of benzophenone and 4-methylbenzophenone 
was high, which can be accurately calculated. 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two item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addition was 90% to 96.1%, the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测定食品用纸杯中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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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benzophenone and 4-methylbenzophenone in catering paper cups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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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目前，我国没有制定食品用

纸杯中BP和4-MBP的检测方法，且文献资料和报道也

很少。本文研究建立了一种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分析

检测食品用纸杯中BP和4-MBP的快速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安捷伦7890B-5977B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 g i l e n t公司；M E204电子天平，感量：0.1m g，

METTLER TOLEDO；KQ-500DE型，数控超声波萃

取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二苯甲酮，纯度为99.5%,Dr.Ehrenstorfer；4-甲

基二苯甲酮：纯度为98%，TRC；乙酸乙酯、正己烷、丙

酮均为色谱纯，默克公司；实验室用水为二级去离子超

纯水。

标准储备液：用正己烷配制浓度为500m g/l的储

备液，于冰箱中4℃储存，备用。

标准工作溶液：将标准储备液用正己烷稀释为

0.01mg/l、0.02mg/l、0.05mg/l、0.1mg/l、0.2mg/l、

0.5m g/l系列的标准工作溶液。于冰箱中4℃储存，备

用。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样品的准备

实验样品来自批发市场、超市、网络购买，每一种

形式下采样10批，共计30批次，样品均有印刷。将批发

市场、超市、网络购买的样品编号均为：1#、2#、3#、

4#、5#、6#、7#、8#、9#、10#，对30批次样品中含有的

BP和4-MBP进行检测，并进行加标回收率实验。

1.2.2 样品的提取

将纸杯剪碎成＜3mm碎片，准确称量0.50g(精确

至0.1m g)样品，将样品放置于螺纹刻度试管（带密封

盖）中，加入10ml正己烷，于常温下超声萃取15min，用

10m l正己烷再提取1次，将提取液都倒入于25m l棕色容

量瓶中，用正己烷定容至刻度，提取液经0.22μm有机

系滤膜过滤后，上机测定，同时做空白试验。视试液BP

和4-MBP含量高低作相应的稀释。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was 1.4% to 4.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999 or more.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S/N=3) was 0.2mg/kg.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efficient, high 
in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and can be use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benzophenone and 4-methylbenzophenone in catering paper cups.
Key words: GC-MS; cater ing paper cups; benzophenone; 
4-Methylbenzophenone

中图分类号：TS77; TS761.6; TQ3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22-0011-05

纸杯是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接触用纸容器单元

的产品，是一种量大面广和对食品安全有重要影响的

产品，并具有回收利用率高，对环境污染少的优点[1,2]。

目前，市场上最普遍的是淋膜纸杯，纸杯内壁有一层食

品级的聚乙烯材料，若采用工业用聚乙烯、废纸或回收

纸、防油剂等生产纸杯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多

氯联苯、荧光增白剂，铅镉铬砷等[3～5]；有的企业为降低

成本，生产中添加回收料或增白剂或使用经氯气漂白的

纸浆[6]，如果此种纸杯用于盛热水或热饮等食品，有害

物质会发生迁移，导致食品污染，危害人的身体健康。 

纸杯的生产工艺中有印刷工序，油墨会使用在纸

杯外部，印刷在纸杯外部的UV油墨固化后，残留的紫

外光引发剂可能会迁移，对内装的食品造成污染[7～9]。

2009年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在盛放麦片袋中检出

4-甲基二苯甲酮，二苯甲酮(BP)和4-甲基二苯甲酮(4-

MBP)是紫外线吸收剂和引发剂，也是有机颜料、香料、

杀虫剂的中间体。2009年欧盟要求：食品包装材料所用

的油墨中BP和4-MBP的迁移量要低于0.6mg/kg，新

的国家标准GB 9685-2016[10]规定包材所用油墨中BP

的特定迁移量限为0.6mg/kg。BP和4-MBP被证明具

有皮肤接触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作用[11，12]。开发同时

检测纸杯中两种紫外吸收剂的方法，可以很好地为国家

风险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BP和4-MBP在食品包装材料的油墨中被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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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条件

气相色谱条件：色谱柱D B-

5MS（30m×0.25m m，0.25μm）；

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60℃，保持

1m i n，以20℃/m i n升温至220℃，

保持2m i n，再以5℃/m i n升温至

280℃，保持5min。进样口温度：280℃；载气（He）纯度

≥99.999%，载气流速：1m l/m i n，进样模式：不分流

进样，进样量：1μl。

质谱参数条件：离子化方式为E I；离子化能量

70eV；离子源温度230℃；四级杆温度150℃；质谱接口

温度280℃；溶剂延迟5m i n；测定方式：选择离子监测

模式S IM。监测范围（m/z）：40～500amu，二苯甲酮

和4-甲基二苯甲酮的气相和质谱参数信息见表1。

2  结果与讨论

2.1 萃取溶剂的选择

根据相似相容的原理，BP和4-MBP均可以溶于正

己烷，而油墨在正己烷中溶解性很差。乙酸乙酯、丙酮

对两种目标物和油墨均有溶解能力，本底值高，背景干

扰严重，不利于目标物的分离和定量，且丙酮为易致毒

试剂，毒性大。正己烷的萃取能力强、效果好，因此选

择正己烷作为提取溶剂。

2.2 萃取条件的优化

有机化合物的萃取方式很多，目前常使用的方法

有：超声萃取法、索式抽提法、振荡萃取法、加热浸提

法和微波萃取法等。根据纸制品包材的特性，一般选择

超声萃取法、振荡萃取法、加热浸提法进行比较，结果

显示BP和4-MBP很容易被萃取出来，超声萃取法和振

荡萃取法提取效率基本相同，均高于加热浸提法。本文

进一步研究超声萃取法、振荡萃取法对BP和4-MBP

萃取效率随萃取时间的变化，以BP为例进行说明，结果

见图1。

超声萃取法前处理具有简捷高效、污染小的优点，

该方法能满足国内大部分实验室的检测要求。试验结

果显示，超声提取在15min即可获得最大的提取效率，

而30min振荡萃取效率与15min超声萃取效率相当，因

此选择超声提取30min。

2.3 色谱柱的选择和色谱-质谱条件的优化

选用弱极性DB-5MS色谱柱和极性FFAP色谱柱，

对BP和4-MBP混合物进行分离，结果发现二者在DB-

5MS色谱柱上两种目标物可以很好地分离，且峰形好；

而F FA P为强极性色谱柱，柱流失较大，最高耐受温

度为260℃，分离效果差，且BP和4-MBP的沸点均在

300℃以上，不宜选用此色谱柱，所以选用DB-5MS色

表1  BP和4-MBP的气相和质谱参数信息

序号

1

2

化学物质登

记号（CAS）

119-61-9

134-84-9

化合物名称

二苯甲酮（BP）

4-甲基二苯甲酮(4-MBP)

保留时间 

min

9.428

10.340

特征离子

/(m/z)

51、77、105、182

91、105、119、196

定量离子

/(m/z)

105

119

图1  两种提取方法的结果比较

图2  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标准溶液在DB-5MS

柱上的气质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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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0个纸杯样品的检测结果(mg/kg)

化合物

名称

BP

4-MBP

BP

4-MBP

BP

4-MBP

来源

批发市场

超市

网店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5#

1.8

-

-

-

-

-

6#

-

-

-

-

-

-

7#

-

-

-

-

-

-

8#

0.92

-

-

-

-

-

9#

-

-

-

-

-

-

10#

-

-

-

-

-

-

表2  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的保留时间、线性范围和线性方程

浓度范围

/(mg/l)

0.01～0.5

0.01～0.5

化合物

名称

二苯甲酮（BP)

4-甲基二苯甲

酮(4-MBP)

保留时间 

/min

9.428

10.340

线性方程

y=136860x-439.36

y=128742x-583.52

相关系

数/r

0.9999

0.9997

0.2

0.2

检出限/

(mg/kg)

0.5

0.5

定量限/

(Mg/kg)

表3  方法的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

添加水平/

(mg/kg)

0.5，2.0，5.0

0.5，2.0，5.0

化合物

名称

二苯甲酮(BP)

4-甲基二苯甲酮(4-MBP)

回收率 

/%

90，95.6，96.1

90.3，93.9，92.3

RSD

/%

3.1，1.5，1.4

4.1，2.8，2.1

和4-MBP的标准溶液进样分析后，以两种目标物的质

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制作BP和4-MBP

的标准曲线及其相应的线性方程，在信噪比S/N=3条

件下，将目标物的含量作为方法检出限，由表2可知，两

种目标物的相关系数均在0.999以上，两种目标物在各

自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见表2。

2.5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分别对样品进行0.5m g/

k g、2.0m g/k g、5.0m g/k g3个添加水平的加标回收

实验，每个水平平行测定6次，计算B P加标回收率为

90%～96.1%，相对标准偏差为1.4%～3.1%；4-MBP

加标回收率为90.3%～93.9%，相对标准偏差为2.1%～

4.1%，如表3。结果显示：方法具有很高的准确度和可靠

性。

2.6 实际样品的测定

使用本文方法，对来自批发市场、超市、网络购买

共30批次样品中含有的BP和4-MBP进行检测，结果见

表4。发现批发市场中的2批次样品中检出BP，其余均未

谱柱。30m×250μm×0.25μm规格

的DB-5M S毛细管柱为通用型弱极

性色谱柱，柱流失低，灵敏度高，BP

和4-MBP在DB-5MS色谱柱分离效

果见图2。

经过优化，选择 不分流 进样

模式，质谱扫描范围（m/z）为40～

550a m u。采用高灵敏度的、能有效

消除基质干扰的选择离子监测模式

(SIM)。在全扫描监测模式（SCAN）

下，B P的定性离子（m/z）：105、

51、77和182；4-M B P的定性离子

（m/z）：119、91、105和196。BP和

4-MBP保留时间分别为：9.428m i n

和10.3 4 0m i n，B P和4-M B P在

11.5m i n内可以很好分离，B P和

4-MBP选择离子标准质谱图见图3。

2.4 线性方程和检出限

在本实验条件下，把不同浓度BP

图3  二苯甲酮和4-甲基二苯甲酮的标准质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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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BP和4-MBP。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食品包装用

纸杯中BP和4-MBP的快速检测方法。本方法与文献资

料方法相比定性定量准确、抗干扰能力强、灵敏度高、

重复性好、检测范围宽，可有效分析食品用纸杯中BP和

4-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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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浆纤维的帚化率对成纸强度有很大影响，造纸行

业中提高纤维帚化率常用的方法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

三种。其中物理法是通过优化和调节盘磨机的相关参数来实

现，化学法是通过添加一些打浆助剂（如表面活性剂、改性

木素、CMC）来改善纤维的打浆效果，而生物法就是向浆内加

入打浆酶对纤维进行预处理。想要确定这三种方法对纤维

帚化率的提高程度，就需要分别对其进行实验分析。

关键词：帚化率；盘磨机；CMC；打浆酶

Abstract: Fibrillation of fiber has a great inf luence on sheet 
strength. In paper industry, there are three comm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fiber fibrillation: physical method, chemical method 
and biological method. The physical method refers to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of disc refiners; chemical 
method refers to add some beating additives (such as surfactant, 
modif ied lignin, CMC) to improve the f iber beating effect; 
biological method refers to add some beating enzymes to the pulp.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fiber fibrillation by these three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m.
Key words: fiber fibrillation; disc refiner; CMC; pulp beating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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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纤维帚化率与电动机

转数和磨片间距的Pe a r s o n相关系数都大于0.8，有较

强的正相关性。利用Minitab软件对电动机转数与纤维

帚化率进行回归分析的拟合线见图1，从图中可以得出

纤维帚化率与电动机转数成较好的线性关系[帚化率

=15.99+3.062×转数/（k r/m i n）]。转数越大帚化率

越高。磨片间距、电动机转数变化对帚化率的影响折线

图见图2，在电动机转数相同的情况下，磨片间隙越小

纤维帚化率越大,只是增加幅度较小。

纸浆纤维经过物理或化学的打浆作用，纤维壁产

生起毛、撕裂、分丝等现象称之为纤维的帚化，纤维帚

化的程度与所测纤维端头数之比是纤维的帚化率。纤

维帚化率的测定可以参照国标GB/T 22836-2008《纸

浆纤维帚化率的测定》进行。提高纤维帚化率可以使纸

浆纤维的比表面积增大，提高纤维在抄造成纸时的结合

点和结合强度，最终达到提高纸张强度的目的。

用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来提高纤维帚化率都

有各自的优缺点，选取同一种漂白针叶浆作为实验浆

料，用三种不同方法来处理漂白针叶浆进行打浆测试，

收集数据对纤维帚化率作比较分析。

1  物理法

1.1 盘磨机打浆原理

盘磨是造纸工业中的一种连续打浆设备。纸浆在

高速盘磨的旋转产生的巨大离心力的作用下，从盘磨中

心向圆周方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纤维受到摩擦力、

扭力、剪切力和水力等多种作用，因此使纤维经过盘磨

后发生撕裂、分丝、帚化、压馈和搓揉。

1.2 盘磨机的参数调节实验设计

选定我公司在用的一台PF I盘磨机，其磨片齿形固

定，将磨面间隙程度调控为小距离、中等距离、大距离

三个程度，分别用1、2、3来代替，电动机转数设置在2

～10k r/m i n之间进行打浆实验，分析纤维帚化率的变

化。

1.3 帚化率数据分析

1.3.1 数据收集

根据实验设计取不同盘面间隙和不同电动机转数

下打浆的样品，每个调整参数后的样品取两组进行纤

维帚化率的测试，实验数据见表1。

1.3.2 数据分析

利用Minitab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下：

相关：转数, 帚化率 

转数和帚化率的Pe a r s o n相关系数=0.970，P值

=0.000

相关：磨片间距，帚化率 

磨片间距和帚化率的P e a r s o n相关系数= 

0.869,P值=0.025

表1  调整盘面间隙和电动机转数后浆料的纤维帚化率

（单位：%）

间距

1

2

3

1

2

3

转数/(kr/min)

2

21.3

23.5

24.2

22.2

24.1

23.9

25.6

26.4

27.2

26.0 

26.8

28.1

3

27.7

28.1

29.2

28.1

27.9

28.8

4

33.2

32.9

35.1

32.6

33.4

34.5

6

33.7

34.6

36.1

34.2

35.6

36.0

7

36.1

35.8

39.5

38.4

39.7

40.2

8

43.3

45.6

47.4

44.0

46.8

47.6

95

29.1

29.7

30.2

29.6

29.3

31.2

10

48.5

48.2

49.1

47.8

48.6

48.9

图1  电动机转数与帚化率拟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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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理法实验总结

对于同一种漂白针叶浆而言，用同一型号盘磨机

和同一齿形磨片时，调节磨片间距越小、电动机转数越

大会使打浆效果提高，纤维分丝帚化越好。对于收集的

整体数据来说，转数在10kr/min比转数在2kr/min时

的帚化率提高了110.9%，磨片间隙为间距1时比间距3的

纤维帚化率提高了1.06%。所以对于使用物理法提高纤

维帚化率，加大电动机转数要比减小磨片间距更有效

果。

通过提高打浆机转数可以有效提高纤维帚化率，

但是随着打浆机转数的提高打浆能耗会随之增大，用

电量也就越大。减小磨片间隙可以在不增加打浆能耗

的前提下小范围内提高帚化率，但是磨片间隙越小对磨

片损伤越严重，生产正常时不建议采用此方法。总之物

理法可以大大提高纤维帚化率，只是生产成本也会相

应增大。不宜一味地用高成本来换取纸张的高性能。应

该在打浆能耗适度的情况下，合理的调整打浆机转数在

适中的范围内来增大纤维帚化率。

2  化学法

2.1 打浆助剂的作用机理

选 择一种 常用的 打浆 助剂 羧甲基 纤维素 钠

（CMC）作为实验助剂。CMC是一种重要的纤维素醚，

是天然产物经过化学改性后所获得的一种水溶性好的

聚阴离子化合物。CMC具有乳化分散性，可以提高纤维

间的润滑性、结合力和结合面积，减少打浆过程中的过

度切断，促进纤维的分丝帚化。

2.2 化学法帚化率实验

2.2.1 CMC用量

选择与物理法相同的打浆设备和打浆配套系统，

根据生产经验固定电动机转数在4kr，CMC用量调整在

0.1%～0.8%之间，每个用量做3组重复实验，分别对每

组漂白针叶浆的纤维帚化率进行测试，结果见表2。

2.2.2 结果分析

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CMC用量在0.1%～0.5%之

间时，随着CMC用量的增加纤维帚化率呈上升趋势，

CMC用量超过0.5%时纤维帚化率不再进一步增大,甚

至有下降趋势。

2.3 化学法实验总结

打浆助剂CMC的加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纤维

帚化率，本次针对漂白针叶木浆的实验，当CMC用量为

0.5%时，纤维帚化率最高可提升20.1%。

可以看出，纤维帚化率不随CMC用量的增加而单

向增大，在最佳用量时也只能在一定程度提高纤维帚化

率。当对纤维帚化率要求适中，不需要大幅度增加帚化

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化学法打浆，处理起来简单方便,

并且成本增幅也不高。

3  生物法

3.1 打浆酶作用原理

打浆酶是一种造纸打浆专用的复合酶制剂，用于

表2  CMC用量对纤维帚化率的影响

序号

1

2

3

CMC用量/%

0.1

26.4

27.1

26.9

0.2

28.0

27.6

27.3

0.3

27.6

28.5

28.8

0.5

32.6

32.0

32.1

0.6

31.2

31.2

32.8

0.7

31.6

31.2

30.7

0.8

30.9

30.4

31.6

0.4

29.1

30.5

29.3

图4  三组实验帚化率数据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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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纤维帚化率的残差

浆料的磨前预处理从而改善打浆性能。打浆酶可以通

过对纤维内部进行分解，促进打浆过程中纤维的分丝

和帚化，使打浆变得更容易，以降低打浆能耗。通过对

纤维表面进行改性，对纤维末端进行分化，在促进纤维

润胀的同时使纤维表面和末端的游离羟基数量增多，

达到增强纤维之间的结合力，收到增强成纸性能的效

果。

3.2 打浆酶适用条件

为了验证打浆酶对提高纤维帚化率有帮助，选用

UTD-110打浆酶进行打浆实验。以下是UTD-110打浆

酶的几个适用条件：

酶活性：1350～1450IU/ml

pH值：6.0～8.0

温度：40～70℃

作用时间：一般要求30m i n以

上，最佳为60～120min

添加点：碎浆机

加入量：60～100g/t绝干浆

3.3 帚化率测试实验

3.3.1 实验设计

针叶浆在不添加任何打浆助剂，打浆系统参数与

物理法和化学法相同的情况下，电动机转数同样设为

4k r，对打浆酶的加入量和反应温度进行调节。由于作

用时间太长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又要使作用效果达

到最佳，最终决定将打浆酶与针叶浆的作用时间控制

在60min，取各个节点的浆料进行纤维帚化率的测定，

做3组重复实验找到帚化效果最好时的加入量和反应温

度。

3.3.2 测试数据分析

打浆酶的使用温度和添加量实验数据如表3所示，

将表中数据用M i n i t a b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图5纤维帚

化率残差图和图6纤维帚化率主效应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打浆酶的最佳温度是60℃，打浆酶的最佳添加量是

表3  不同温度下打浆酶添加量对纤维帚化率的影响

添加量

/(g/t)

60

70

80

90 

100

温度/℃

40

29.5

39.9

45.6

45.0 

44.3

50

33.6

41.2

47.8

46.8

45.3

60

35.2

44.0

49.9

49.5

47.1

40

27.6

40.3

45.4

46.9

44.7

40

28.1

40.8

46.0

45.2

44.8

50

32.0

43.0

47.9

46.9

45.9

50

33.5

43.2

48.6

47.2

45.1

60

35.4

45.1

49.3

49.1

46.8

60

35.6

44.4

49.5

48.6

46.2

70

38.2

43.7

48.3

48.2

44.1

37.1

42.9

48.1

47.5

45.6

7070

37.5

43.8

48.8

47.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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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g/t)。在温度和添加量都在最佳点位时纤维帚化率

较不加打浆酶时提高70.9%。

3.4 纤维形态对比与实验结论

用显微镜观察未加打浆酶的纤维和打浆酶处理后

的纤维形态如图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加打浆酶后的

[收稿日期:2019-03-03]

图7  打浆酶加入前后纤维形态对比

图6  纤维帚化率的主效应

纤维端部分丝帚化更加明显，在纤维切断较少的情况下

达到较高的帚化率，从而实现纤维在成纸时有更好的

结合力，提高纸张强度。 

用打浆酶处理纤维浆料，可以在提高纤维帚化率

的同时降低打浆能耗，对纤维打浆有重要帮助。但是打

浆酶对使用温度有一定要求，并且打浆酶在保存过程中

要注意酶活性的保证，一旦失去活性将对打浆作用没有

任何意义。

4  总结

根据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三种方法的对比实

验，可以看出这三种方法对纤维帚化率的提高都有效

果，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纤维的帚化率，从而实现对

成纸强度的提高。无论用哪种方法来提高纤维帚化率

都有其利弊，在生产需求不同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

如有必要时也可以将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进行相应

的组合，以便于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帚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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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吸附是一种成本较低、去除水中染料污染效果好的

工艺。本文以废报纸为基材，通过静电吸附自组装法制成了

具有高吸附性能的可简单回收的氧化石墨烯（GO）复合纸，研

究了其对含亚甲基蓝（MB）废水的吸附效果。结果表明：使用

7mg/m l的GO溶液中制备的复合纸、在MB溶液pH=11、吸附剂

用量为3.7g/m2、反应温度45℃时，对100ml的MB溶液的吸附效

果达到103.5mg/g。并考察了使用木质素磺酸钠作为GO分散剂

的效果，发现使用生物质基的表面活性剂分散GO制备的复合

纸的吸附量相比使用十二烷基磺酸钠作为分散剂的吸附效

果提高了9.02%，可达113.76m g/g。这种易分离、吸附效果好

的环保型材料在污水处理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吸附；亚甲基蓝 

Abstract: Adsorption is a comparatively cheap process which is 
effective on the removal of dyes. A simple recoverable graphene 
oxide composite paper with high adsorption performance was 
prepared through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self-assembly method 
based on recovered newspaper. The adsorption effect of composite 
paper on wastewater containing methylene blu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 composite paper prepared in 7 mg/ml GO solution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towards 100 mL methylene 
blue solution was 103.5 mg/g, when the condition of pH value 
of MB solution was 11, the adsorbent dosage was 3.7g/m2,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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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纺织、制浆造纸、皮革等工业应用中已

经使用了超过100000种类型的染料[1]。染料有机废水

是一种非常难处理的污染废水，一是水量非常庞大，二

是有机污染物的含量比较高，三是废水中氮磷含量低，

四是染料废水的色度深而且碱性大，五是废水的水质

变化频繁[2]。而亚甲基蓝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有毒有色染

料，在本次实验中被选做吸附质具有代表性。

众所周知，水可以通过脱盐、过滤膜、浮选、吸附、

消毒、沉淀等多种工艺处理和纯化[3]。现在使用的污水

处理技术有混凝、沉淀、离子交换法、过滤法、氧化法、

生物法等[4]。但由于染料有着各种复杂并且稳定的分

子结构难以通过生物降解、臭氧处理等传统的污水处

理技术处理[5]。吸附法与其他的处理方法相比，操作方

便，成本较低，为首选的污水处理技术。而碳基材料是

众所周知的染料吸附剂[6]。自从曼彻斯特大学的Andre 

K. Geim和Konstantin S. Novoselov发现了二维碳

材料石墨烯荣获了2010年诺贝尔奖之后，引起了世界的

广泛关注[3]。石墨烯凭借自身优异的物理、机械等性能，

在吸附材料方面有了新的应用进展。而且石墨烯及其衍

生物已被用于污染治理，如气体吸附[7]。

综上所述，石墨烯因为具有比表面积大、多活性

位点、多含氧官能团等特点可以高效吸附水中的染料

污染物，但因为制备成本高、不易回收等问题限制了其

应用。本课题以低成本的废报纸为基材，利用纸页的多

孔、吸附特性通过自组装法制备低成本氧化石墨烯复合

纸并研究其对水中染料的吸附性能。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仪器

废旧报纸，石墨（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AR），

亚甲基蓝（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紫外分光光

度计（美国VARIAN Cray100-300），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美国PerkinElmer Spectrum TwoTM）。

1.2 废纸基GO复合纸的制备

氧化石墨烯是根据改进的hummer s法制备的[8]。

取23ml硫酸，称取0.5g硝酸钠，1g石墨放入三口烧瓶，

置于冰浴环境，反应30m i n后，将3g高锰酸钾缓慢加

入，反应时间共计2h。然后让烧瓶在35℃的温度下反应

1h，量取46m l去离子水，缓慢加入烧瓶中，此时大量放

热，体系温度开始上升，在95℃下反应15m i n，再加入

60m l去离子水中止反应。待温度冷却至65℃时，逐滴加

入H2O2（30%），直至无气泡产生。然后洗涤至中性，冷

冻干燥，制成氧化石墨。

称取一定质量的氧化石墨，配制成1m g/m l、

3m g/m l、5m g/m l、7m g/m l的氧化石墨溶液，分别

加入0.2%十二烷基磺酸钠，超声2～3h，制得不同浓度

的氧化石墨烯水溶液。将10c m2（约0.041g）的废报纸

浸泡在不同浓度的GO溶液中4h，取出纸页，干燥得到

四种不同GO浓度下的自组装纸页（标记为GO1、GO3、

GO5、GO7）。

1.3 吸附实验

将四种功能纸和一张未浸泡的纸页（G O0）分别

加入到体积为100m l，浓度为40mg/l的MB溶液中，在

25℃下进行静态吸附，吸附时间为12h，吸附结束后从

MB溶液中取样，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波长664n m下

测定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得出剩余浓度。吸附量

和吸附效率由以下公式计算:

qt=[(c 0-ct)×v]/m

er=[(c 0-ce)/c 0]×100%

其中，qt为某一时刻的吸附量（mg/g）；c0为染料的

初始浓度（mg/l）；c t为某一时刻的染料浓度（mg/l）；

v为染料体积（l）；m为吸附剂的质量（g）；e r为吸附效

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GO与GO复合纸的表征

2.1.1 GO的FTIR

the adsorption was carried out at 45℃. The effect of introducing 
sodium lignin sulfonate as dispersant of GO was also investigated.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composite paper contained 
sodium lignin sulfonate reached to 113.76 mg/g and increased 
by 9.02 % than the sodium laurylsulfonate contained one. Th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low-cost material is easy separation, 
exhibited good adsorption for dyes, and could be used for the 
application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Key words: graphene oxide (GO); absorption; methylene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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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一定质量的采用改进的humm e r s法制备的

氧化石墨，加入分散剂超声，制得氧化石墨烯溶液，

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得氧化石墨烯和石墨

的F T I R并进行比较。图1为原料石墨和产物氧化石墨

烯的FT I R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特征峰比较接近。在

3409.03cm-1处的特征峰为O-H的伸缩振动，是吸附水

及与氧化石墨烯结构中含氧官能团形成的氢键伸缩振

动峰；在1626.27c m-1处的特征峰为C=C的伸缩振动，

在1386.59c m-1处的特征峰为C-OH的弯曲振动，在

1146.1c m-1处的特征峰为C-O-C的伸缩振动，但只有

氧化石墨烯谱图中在1728.86c m-1处出现了一个小型特

征峰，此峰为羧基上的C=O伸缩振动峰，表明石墨已经

被氧化，形成了新的含氧官能团羧基，这是对亚甲基蓝

起到主要吸附作用的官能团。

2.1.2 GO和GO复合纸的SEM

图2分别为石墨、氧化石墨烯、废报纸基材及G O

复合纸的扫描电镜图像。图2（a）是石墨的SEM图像，

从图中看出原料石墨呈破碎的颗粒状或者是由于石墨

堆叠造成的不规则较厚片层。图2（b）是氧化石墨烯的

SEM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GO呈单片层，由于氧化石墨

烯边缘有含氧官能团，表面光滑，边缘褶皱，些许片层

呈卷曲状。图2（c）为未经组装纸页的SEM图像，从图中

可以看出空白纸页中的细长的单根纤维非常明显，且成

横纵无规则排列，存在孔洞结构。纤维表面在打浆和疏

解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丝帚化。图2（d）为经过氧化石

墨烯溶液浸泡的组装纸的SEM图像，在图中可以看见

单根纤维的形态结构，但在一些纤维交联的孔洞中有单

层的氧化石墨烯填充，纤维表面的分丝帚化现象都被负

载上的氧化石墨烯遮盖，说明氧化石墨烯在纸页表面负

载成功。

2.2 废纸基氧化石墨烯复合纸的吸附性能

2.2.1 GO浓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将干燥所得的氧化石墨配制成1m g/m l、3m g/

m l、5m g/m l、7m g/m l的氧化石墨溶液，经过超声分

散得到氧化石墨烯溶液，将废纸放入其中进行浸泡，得

到四个GO浓度的复合纸，然后进行吸附。从实验数据

图3 （a）不同GO浓度下的吸附量 （b）不同GO浓度下的

吸附效率（a）石墨 （b）氧化石墨烯 （c）未组装纸 （d）GO基组装纸

图2  SEM图像

图1  石墨和氧化石墨烯FTIR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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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空白纸样GO0对MB溶液也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可

能是因为空白纸样主要成分为带负电荷的纤维及其特

有的孔隙结构可以吸附一定的MB。具体吸附数据如图

3所示，当使用GO0、GO1、GO3、GO5、GO7对MB溶液进

行吸附时，吸附量分别为10.22，13.41，18.99，28.74，

41.35mg/g。GO浓度越高，GO基自组装纸的吸附量越

大，对MB的去除效果越好。GO浓度增加时，在纸页上

负载的GO增多，吸附位点增多，吸附量增加。同时，吸

附效率也随着GO浓度的增加而提高。

氧化石墨烯本身的二维多孔结构和其边缘的

-COOH、-OH等含氧官能团的存在，使得氧化石墨烯

对阳离子染料有很强的静电吸引力，从而达到去除阳离

子染料的目的。为此对亚甲基蓝溶液和GO溶液进行了

Z e t a电位的检测，发现亚甲基蓝的ζ电位为15mV，GO

溶液的ζ电位为-25mV，说明亚甲基蓝溶液表面带正电

荷，GO溶液表面带负电荷。故GO溶液可以通过静电吸

附很好地处理亚甲基蓝溶液。

2.2.2 溶液pH对吸附的影响

图4  不同pH下的吸附量

图5  不同吸附剂用量下的吸附量和吸附密度

图6  不同温度下的吸附密度和吸附效率

图7  木质素磺酸钠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使用NaOH溶液和稀HCl将MB溶液的pH值分别

调为2、6、8、11，剪取四份10cm2的GO7纸页浸泡12h，

进行吸附实验，得到数据如图4所示。

MB的正常pH介于6～7之间，属于弱酸性。当使

用稀HCl将MB溶液的pH调至2，显示强酸性的时候，

结果发现它的吸附量有所降低，可能是因为引入了H+

离子，与氧化石墨烯边缘的-CO O-离子结合，占据了

氧化石墨烯表面的负离子活性吸附位点，减少了阳离

子染料可以接触的位点，使得组装纸的吸附能力下

降。当使用NaOH把MB溶液调至显弱碱性时，我们就

发现GO基组装纸的吸附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吸附

量也随着pH的增大而增加。这说明当负载了氧化石墨

烯的纸页置于酸性或弱酸性的环境中时，起到吸附作

用的官能团并没有展示出自己最大的吸附能力，也可

以说不处于工作状态。当往MB溶液中引入OH-之后，

氧化石墨烯边缘的-C O OH离子化，脱去H原子，变

成—COO-，此时便能更好地与阳离子染料结合。随着

OH-数量的增多，更多的—COOH被离子化，增大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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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能力。

2.2.3 吸附剂的用量对MB吸附的影响

吸附剂用量对M B吸附的影响如图5所示。以

10c m2为单位增量，增大GO基组装纸的面积的时候，

纸页质量增大，导致吸附量以及吸附密度显示出降低

的趋势，但实际上MB的剩余平衡浓度是逐步减少，吸

附的效果越好，当使用50c m2的纸页时，经过12h吸附

之后，溶液基本趋于无色。这是因为面积增大，GO的

质量增大，活性位点增多，吸附效果越好，但由于质量

的增大幅度大于吸附浓度的差值变化幅度，可被吸附

的阳离子染料分子减少，故使得单位面积的组装纸的

吸附减少，吸附量和吸附密度呈下降的趋势。当面积

从10c m2增加到50c m2，吸附量从58.74m g/g降低至

26.72mg/g。

2.2.4 温度对吸附的影响

使用10cm2的GO7组装纸进行不同温度下的MB溶

液吸附，组装纸的吸附效果如图6所示，发现随着温度

的升高，吸附量从58.74mg/g升高至72.46mg/g。吸附

效率和吸附密度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说明升高温

度有利于吸附的进行。这是由于温度升高，染料分子热

运动剧烈，与GO表面的吸附基团接触次数增多，吸附

效果增强。

2.2.5 木质素磺酸钠代替十二烷基磺酸钠的测试

将纸页浸泡在使用木质素磺酸钠作为分散剂的

GO溶液中，干燥得到自组装纸（简称SGO7）。用SGO7

纸页吸附MB溶液，测得的吸附容量为88.87m g/g。比

GO7的吸附容量增加了30m g/g，去除效率和吸附密度

也有所增加。吸附效果如图8所示。这是由于加入木质

素磺酸钠之后，氧化石墨烯的分散性更好，增加了氧化

石墨烯的表面积，使得吸附剂的结构更加疏松，有利

于吸附，可吸附阳离子染料的活性位点增多，加强了吸

附效果，也可能是木质素磺酸钠本身就对MB有吸附作

用。当使用SGO7进行平衡吸附实验时，在2000m i n左

右达到吸附平衡，吸附量为113.76mg/g，相比使用十二

烷基磺酸钠时提高了9.02%。

3  结论

本次实验通过改进的humm e r s法制备了氧化石

墨烯，再通过浸泡的方式组装在废报纸上，对亚甲基 [收稿日期:2019-04-22]

蓝溶液进行吸附。通过对氧化石墨烯的FT I R和SEM

证实了氧化过程，通过对GO基组装纸的S EM证实了

GO和纸页牢牢地连接在一起。吸附实验表明，组装纸

对亚甲基蓝有很好的吸附效果。当使用100m l，浓度

为40m g/l的亚甲基蓝溶液，pH=11，GO基组装纸的

面积为10c m2,在45℃下吸附1440m i n时，吸附量达到

103.5m g/g，当加入0.2%的木质素磺酸钠之后，在同样

的条件下，吸附量达到了113.8m g/g。使用此组装复合

纸吸附剂吸附染料时，与其它吸附剂相比，更容易把吸

附剂从溶液中分离。因此，GO基组装纸可以作为一种

高效又清洁的吸附剂使用。将石墨烯与其他载体进行复

合，也可以使得石墨烯能够吸附更多类型的染料或者有

机物、重金属离子，把石墨烯推向更深入、更广泛的应

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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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DAT1122动态接触角及吸收测试仪阐述接触角测试方法，并对此方法在烟用接装纸原纸应

用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分别研究接触角数值表示样品的施胶性能高低、接触角异常数据产生的原因，震

荡脉冲对接触角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接触角；震荡脉冲; 润湿；吸收；施胶性能；液滴

Abstract: Based on DAT1122 dynamic contact angle and absorption tester,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contact 
angle method and analyzed the detection data of the tipping base paper by this method. The magnitude of the 
dynamic contact angle gave an indication of sizing performance, the cause of abnormal dynamic contact angle 
data, and the impact of shock pulse on dynamic contact angle and measures taken.
Key words: contact angle; shock pulse; wetting; absorption; sizing performance; drop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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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射器卡槽位置。安装并固定注射器后再通过泵单元

把注射器输出端与管尖液滴（2μl）输出端之间的管路

注满水并排出管路中的气泡。

1.4 校准

打开 接触角软件D A T 3 并在 主 界面中点击

Cal ibrat e进入校准界面，随着界面信息提示把校准块

（表面上镶嵌一个全球和一个半球）送入进样系统，依

据提示要求进行操作，首先极限值校准数值应处在（70

～160）范围内，超出此范围需调整光路系统，校准目的

是为了选择区别于黑色像素的白色像素水平；其次半球

校准包含高度（0.94±0.02）mm、基径（2.00±0.05）

mm、体积（1.90±0.05）μl、接触角（86.4±1）°，如校

准符合参数要求时，数值显示绿色则表示校准通过。否

则显示红色，根据显示数值与标准数值的差异，调整相

机侧面T I LT手轮，直到所有值变为绿色为止，校准通

过。按仪器位置步进按钮将校准块从进样系统输出口退

出。

1.5 样品制备

选取无外观纸病的烟用接装纸原纸，并标识样品

编号及样品正/反面、纵/横向。相对于纵向切取45°角

（兼容纵横向）纸条，宽度为（14.5～15.0）mm，长度不

小于200mm，每组样不少于5条。制备的样品在GB/T 

烟用接装纸基本的功能是将过滤嘴香烟中的滤嘴

与烟支连接起来，同时卷烟生产厂家根据卷烟产品文

化内涵将烟用接装纸上进行装饰性图文设计，形成具

有特色的包装风格。这就要求烟用接装纸原纸具有相

适用的印刷性，印刷性主要体现在施胶性能上。实验

室常用评价施胶性能的方法有可勃法、EST法、接触角

法，这三种方法中可勃法样品定量要求大于50g/m2、

测试时间为30s～300s；E S T法吸水性测试点固定在

0.5s、2s、5s、10s、30s、60s；接触角法可以对每次测量

过程中10s内某个时刻的数据进行统计。而生产过程中，

常因为施胶性能如润湿、吸收时间的变化而引发问题，

其关键时间往往发生在接触第1s。基于接触角法测试时

间点的灵活性，本文对此测试方法及在烟用接装纸原

纸上的应用予以阐述。

1  接触角测试方法

1.1 测试原理

外形图像分析法的原理,将液滴滴于固体样品表

面,通过相机获得液滴的外形图像，再运用数字图像处

理和一些算法将图像中液滴的接触角、高度、基径、体

积等计算出来，液滴成形参数如图1所示。

1.2 仪器设备

实验室使用DAT1122动态接触角及吸收测试仪

(Fibro/瑞典)，此仪器提供动态质量控制需求，以CCD

高速（第1秒内高速拍摄50幅影像、快门速度0.001秒）

影像自动分析液滴与样本表面的相互作用，即1秒内的

瞬间动态变化也能完整记录，并具有极高的再现性（接

触角再现性：1%）。该仪器设备由以下部件组成：光源

及通道、相机、进样系统、液体输送系统（包括泵单元、

微型注射器）、计算机及视频图像捕获、图像分析和报

告的软件。

1.3 准备测试液

测试液应符合GB/T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简称

水。1m l注射器从液体输送系统中取下，并与注射器输

出端红色小帽分开然后排空注射器内残留水，再抽取在

GB/T10739标准环境大气压条件下平衡好的水，并将

注射口向上立起观察注射器内水中是否有气泡，如有气

泡轻弹注射器管壁直到排出气泡为止，然后连接红色

小帽并根据注射器及活塞的总长度调整液体输送系统

表1  仪器参数

名称

液体

检测时间

测试液滴数

液滴体积

震荡脉冲

检查时间

应用模式

名称

马达步进数

液滴最小高度

液滴最小宽度

液滴下落时间

管尖位置

液体低端位置

纸样位置

参数

水

0.2min

5

2μl

5.0

0.1s、1s、10s

2

参数

1

10

10

17

185

78

40

注：震荡脉冲：根据不同施胶性能的样品可以调整。

图1  液滴成形参数

注：W-液滴 S-样品 H-液滴高度 C-接触角 D-液滴接触面的直径 

M-液滴被分析的最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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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9-2002《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

大气条件》(即：温度（23±1）℃、相对湿度50%±2%)处

理4h。

1.6 测试

进入接触角界面对仪器参数设置如表1。

首先把十孔双面胶粘贴于样品块上，其次把制备

好的样品非测试面粘贴到样品块上，手不要触摸测试

面，并保证样品粘贴平整，再把样品块平行送入进样系

统，输入好标识，选择自动或手动模式，进入测试界面

开始测试，记录结果并保存。

2  结果与分析

2.1 接触角数值分析

从公司产品中选取3组不同施胶性能的烟用接装纸

原纸，做好正面标识分别标记为1#、2#、3#，制备符合

规格的纸样并在恒温恒湿实验室进行平衡，测试时每

组测试3条样品，每条样品测试5次，每组共测试15次，

接触角结果取平均值，数据如表2。

接触角数值的大、小表示施胶性能高、低，施胶

性能主要体现为液滴在样品表面润湿、吸收过程的时

间快慢。从表2数据中可以看到1#烟用接装纸原纸在

0.1s、1s、10s的接触角均值均大于100°，接触角变化最

大差值为1.9°，液滴在1#样表面主要体现润湿过程，表

示施胶性能高；2#烟用接装纸原纸在0.1s、1s、10s的接

触角均值分别介于90°～100°，接触角变化最大差值为

4.9°，液滴在2#样表面润湿、吸收过程基本同时进行，

表示施胶性能处于高、低之间；3#烟用接装纸原纸在

0.1s、1s、10s的接触角均值分别小于90°，接触角变化

最大差值为15.5°，液滴在3#样表面吸收过程大于润湿

图2  1#样不同震荡脉冲时的接触角

接
触
角
/°

时间/s

图3  2#样不同震荡脉冲时的接触角

接
触
角
/°

时间/s

图4  3#样不同震荡脉冲时的接触角

接
触
角
/°

时间/s

表2  震荡脉冲刚好满足液滴脱离管尖时接触角数据

项目

1#

2#

3#

接触角/°

1s

105.7

97.5

81.1

0.1s

103.6

98.2

85.8

10s

104.9

93.3

70.3

注：1#～3#样震荡脉冲分别为5.3、5.3、4.8。

表3   震荡脉冲5.5时接触角数据

项目

1#

2#

3#

接触角/°

1s

101.5

95.6

76.8

0.1s

100.3

95.1

79.7

10s

99.4

91.7

67.0 

注：1#～3#样震荡脉冲分别为5.3、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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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脱离管尖落在样品表面上。对于同一种样品液滴

自身重力（2μl）、液滴在管尖内的束缚力（液体温度

23℃±1℃）、样品表面的吸附力是不变的，这时5.5震

荡脉冲作用力造成样品表面初始吸收液滴量分别大于

5.3、5.3、4.8震荡脉冲样品表面吸收量，相当于捕捉图

像延时，即接触角数值变小。

如何合理设置震荡脉冲，减小震荡脉冲对接触角

结果的影响呢？首先每次增加或减少震荡脉冲以最小

刻度量0.1进行逐步调整，反复在震荡脉冲调整界面与

测试界面尝试，直到液滴脱离管尖达到样品表面；其次

保证在不同震荡脉冲参数下测试时液滴初始形状一致，

在测试界面点击上、下按钮重新播放计算机捕集的图

像，第一个图像标准形状如图5所示。如非此形状，调整

“Travel time”值（液滴到达样品表面所需时间），并

且第2个图像第20ms的液滴应从管尖端脱离。如非如此

则重复以上操作，直到如图5形状。

3  结论

由于接触角测量仪可以在10 s内捕捉任意时刻

液滴图像并依据软件中的计算方法得出数据，除了查

看0.1s、1s、10s接触角外，还可以设置其他查看时间

（0.01s～0.09s、0.1s～0.9s、1s～10s）。对于有特殊施

胶性能的纸种，在关注0.06s接触角时，可以得到很好的

上机粘接效果，目前是其他施胶测定方法无法实现的。

接触角法适用于不同施胶性能的烟用接装纸原纸的测

试，不但可以进行日常质量监控，而且对于生产施胶性

能工艺改进、新产品研发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YC/T 424-2011烟用纸表面润湿性能的测试 接触角法 透气度的

测定[S].2012:1-3.

[2]TAPPI T558OM-2010, Surface wettability and absorbency 

of sheeted mater ials using an automated contact angle 

tester[S].2010:2-5.

[3]FIBRO System AB，Stockholm.DAT 1121/1122 Dynamic 

Contact Angle and Absorption Tester User’s Instruction[M].

SWEDEN,1999:13-15.
图5  图像标准形状

[收稿日期:2019-03-25]

过程，表示施胶性能低。

2.2 接触角异常数据分析

根据接触角测试原理，液滴在纸张表面上随着时

间的变化接触角数值会逐渐降低，但是从表2中可以发

现1#样在1s接触角大于0.1s接触角的异常现象。原因分

析，接触角是样品表面和液滴的切线与液滴接触面的夹

角如图1所示，呈现的图片为球形，如果随着时间增加

相对于图片中的接触角变大，只有球形发生形变，平面

距离变长、上下距离变短，即为椭圆形才能达到接触角

数值变大。实践证明通过在1#样测试界面重新回放捕

捉到的87幅图片，可以看到前33幅与样品接触液滴的

图片呈现上、下颤动情况，即前33幅图片中液滴既有圆

形又有椭圆形，同时会存在1s接触角大于0.1s接触角现

象。

2.3 震荡脉冲对接触角的影响

震荡脉冲设置过小液滴无法脱离管尖达到样品表

面造成无接触角数据，震荡脉冲设置过大测试接触角

数据小于合理震荡脉冲参数接触角，如1#～3#样震荡脉

冲设置为5.5，数据如表3。

为便于比较，作成图2～图4的柱状图。1#～3#样

震荡脉冲设置为5.5时，接触角分别小于1#～3#样震

荡脉冲分别为5.3、5.3、4.8时的接触角。原因分析：

影响液滴是否脱离管尖达到样品表面上，首先了解液

滴脱离管尖时所受到的力：（1）液滴自身重力，（2）震

荡脉冲作用力，（3）样品表面的吸附力，（4）液滴在管

尖内的束缚力。当（1）～（3）作用力之和大于（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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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EST表面施胶度仪测试圣经纸样品，测量液体

渗透进纸张的动态过程，通过测试过程中的W值、MAX值、

A(t）值、t（I）值及动态曲线分析，可实现圣经纸印刷适性的快

速测试。

关键词：EST液体渗透仪；W值；MAX值；A(t）值；t(I)值 

Abstract: This paper tested the sample of the Bible paper with 
EST liquid osmosis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liquid infiltration into the paper. Through the W value, MAX 
value, A (t) value, t (I) value and dynamic curve analysis in the 
test process, the rapid test of the printing suitability of Bible paper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EST liquid penetrometer; W value; MAX value; A (t) 
value; t (I)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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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纸纸质纤薄、细腻、光洁、耐折，纸张表面具

有一定的抗水性，是一种由木浆生产的薄的高级印刷纸
[1]。圣经纸主要用于印刷字、词典，宗教经典书籍等一类

页数多，使用率较高，经常需要随身携带的书籍，其对

印刷工艺有较高的要求。为了适应印刷工业快速发展的

要求，圣经纸生产企业不断提高改善纸张性能，尤其是

纸张印刷适性性能。影响印刷品质量的因素有许多，其

中印刷用纸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2]。影响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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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印刷效果的指标有纸张匀度、表面强度及印刷适性

等，尤其印刷适性指标尤为关键。因此快速准确测试圣

经纸的印刷适性无论对于圣经纸的产品质量检测还是

生产过程控制都具有一定意义。

目前,测试圣经纸印刷适性的方法主要通过测试

纸张的粗糙度、吸水性及油墨吸收性能等特性来综合

反映纸张的印刷适性，但就导致分析测试操作繁琐，检

测耗时长，干扰因素较多，并且不能综合反映成纸的印

刷适性。本文研究了E S T表面施胶度仪综合测定圣经

纸印刷适性的测试方法。该方法测试简便、快捷、全面，

可对圣经纸印刷适性检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测试方

法。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E ST12型表面施胶度仪（德国MUTEK公司）；测

试用液体：蒸馏水。

1.2 测试原理

利用超声波穿过纸张时强度发生的变化，来测量

液体渗透进纸张的动态过程，从而获得纸张的涂布、印

刷、防水抗液特性，如图1。

1.3 试样制备及处理

按G B/ T  4 5 0 要求采取样品。在恒温恒湿

（23±1）℃、RH（50±2）%条件下，纸张、水、仪器均需

预处理4h以上。将处理后的样品切成80mm×50mm的

试样5张。如有必要，可正反面分别测试。实验应在GB/

T 10739规定的大气条件下进行。

1.4 测定

测量室内加入去离子水，达到液位标注点。从带

辊上取下一张专用双面胶，使用橡胶辊粘到样品架上，

胶条底边与样品架底部的标注处对齐，拆除背纸，将试

样放在样品架上，与胶条对齐，用一张干净的白纸将试

样盖住，用橡胶辊在白纸上滚动，这样既防止试样受橡

胶辊污染，又使试样和胶条接触紧密。将样品架固定装

置向上拉到顶部位置，带有试样的样品架向下滑入导杆

直到停止。按浸没设备顶部边缘的触发器开始进行测 图1  EST表面施胶度仪工作原理示意

试。此时样品架下移到测量室。预先设置好的浸水时间

到达后，抬起样品架固定装置，取下样品架，移除双面

胶和试样，用吸水纸擦拭干净样品架表面的水，完成测

试。

1.5 结果表示

W—代表表面粗糙度和孔隙率（需谨慎使用）。其

值随着相关表面性质的增加而增加。受表面透气度影

响较大。

MAX（s）—描述施胶纸表面抗水性和表面施胶度

（表面淀粉浓度），一般由表面疏水性和表面淀粉含量

决定。

A（t）—表示对应时间（t）纸的吸水性，A60～

A120等主要表示纸张内施胶性能，用于高施胶度纸

张，与Cobb值有较强的正相关；A0.5～A10等用于低施

胶或不施胶纸种，其表示为实验周期0.5、2、5或10秒

内的水吸收度。与Cobb值不相关。

t（I）—表示液体吸收参数。指曲线达到一个特定

强度所需的时间（如95%时）。

MAX或t95表示纸张表面的施胶性能，值越大表

示纸张表面润湿越慢，表面施胶度越高，抗水渗透的性

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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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液的选择

EST表面施胶度仪的测试液一般为水或酒精（15%

～20%），但薄型纸的吸收速度用水进行测量。测量时

必须严格遵守薄型纸的处理规则。

2.2 不同测试指标分析

E S T表面施胶度仪测试结果可分为：W值，MAX

值，A（t）值，t（I）值。这4个测试结果分别反映了纸张

的不同特性，其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纸张适印性能的

好坏。

2.2.1 W值分析

测试结果中的W值主要反映了纸张表面粗糙度和

孔隙率，其测试计算以在测试曲线基线上的面积值表示

（如图2）。面积越大表示纸张表面粗糙度越小，纸张

表面越平滑。纸张表面粗糙度和孔隙率大的纸张影响

印刷制品的品质，平滑性好的纸张能最大程度地接触印

版的图文，保障印刷过程中的油墨均匀、完整地转移。

这样就使得印刷品文字清晰，图像鲜艳，饱满。

同时，纸张的粗糙度还影响印刷时油墨的渗透性
[3]。圣经纸由于其轻薄，且需要两面印刷，因此要具有

较好的表面平滑度和小的表面孔隙率，这样就可以防止

印刷时出现透印现象。

W值主要反映了纸张表面粗糙度和孔隙率，其测

试计算以在测试曲线基线上的面积值表示。平滑度好

的纸张有压缩和部分闭合的表面纤维结构。气孔直径分

布不均匀，空气从一开始就被留存。因为纤维结构被压

缩，气孔极小，所以残存空气非常少。其造成非常小或

无超声波散射，当水浸透到表面：信号增加，水到达较

图2  W值测试曲线

图3  测试曲线与样品施胶关系

图4  t(95）测试曲线

图5  三组圣经纸产品测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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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结构，一般认为t（95）值可以有效反映纸张的液体渗

透性能，因此也能一定程度地反映纸张对油墨的渗透

吸收性能。t(95）值越大则表示纸张对油墨的渗透吸收

越慢，反之，则表示纸张对油墨的渗透吸收越快，此时

纸张的适印性则越差（如图4）。

从图4中可以看出，随着纸张孔隙率变小，t（95）

值增大，此时纸张的油墨渗透吸收变慢，纸张的适印性

变好。

综上所述，圣经纸要想获得好的印刷适性，在实际

生产时应控制纸张具有高的W值、MAX值及t（95）值，

同时应尽量减小A（t）值。

2.3 实际样品分析

采用本方法测试A、B、C（A样为日本圣经纸产

品，B、C为国产圣经纸）三组圣经纸的印刷适性，结果

见表1。测试曲线见图5。

从表1和图5测试曲线可以明显地看出三组产品印

刷适性的区别，经实际印刷实验与测试结果相符。

3  结论

本研究以E S T表面施胶度仪测试圣经纸样品，测

量液体渗透进纸张的动态过程，通过测试过程中的W

值，MAX值，A（t）值，t（I）值及动态曲线分析，从而

反映圣经纸的印刷适性。通过实际样品分析此方法可

快速、客观地测量圣经纸的印刷适性，无论对于产品

印刷适性监控还是生产工艺的快速调整都具有一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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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的较大气孔时，残存空气变大，超声波散射增加，

发射减弱，接收器的信号减弱。因为这些情况，曲线表

示纸张的表面气孔结构。

由图2测试曲线可以看出从红色曲线到绿色曲线W

值越来越高，在实际印刷时发现其透印现象也越轻。

2.2.2 MAX值和A（t）值分析

MA X值表示纸张表面的施胶性能，MA X值越

大，表示纸张越难湿润，纸张抗水渗透性越好（如图

3）。A（t）值主要反映纸张内部施胶性能，值越大，纸

张COBB值越大。A（t）值与COBB值的相关性在纸张

施胶度越高时越好。MAX值是曲线达到最大值的时间

点（通过电脑计算得出），在时间点t=0时，纸未润湿。

水和纸表面之间存在气体薄膜。这层薄膜可反射一小

部分信号。润湿周期过后，气体薄膜和反射信号消失，

信号强度增加。因为施胶，所以水缓慢浸透到表面纤维

结构。样品浸透部分的超声波发射增强，在特定时间后

（由施胶度决定），水被纤维吸收，纤维结构开始润胀，

超声波信号达到最大值（t=M a x）。因此MAX值越大

则纸张表面抗水性越强。分析曲线，PC自动计算180、

120、60、30、10、5、2和0.5s后特性A（t）作为水吸收

度。A（t）值越大说明纸张的吸水性越好，则纸张内部

施胶性能越差，在印刷时油墨容易渗透，影响印刷效

果。

图3中白色三角符号对应的t值表示MAX值，从图

中可以发现随着样品施胶性能增加，MAX值变大。

2.2.3 t（I）值分析 

t（I）值表示曲线达到一个特定点所需要的时间，

一般取95%强度即t (95）表示。它表示超声波达到最大

强度的95%的时间点。它可描述纸张表面施胶性能和孔

[收稿日期:2019-03-07(修改稿)]

表1  圣经纸样品测试结果

样品

A(日本进口)

B（国产）

C（国产)

MAX值

0.092

0.032

0.032

W值

0.050

0.003

0.002

A(10)值

30.1

34.6

40.1

t (95)值

0.86

0.40

0.36

实际印刷

效果

好

一般

一般（轻微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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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岳阳林纸沅江分公司化机浆生产线引进国际先进的

制浆设备，采用PRC-APMP工艺，年产20万t优质木浆。本文对

其DC S控制系统与电机通讯控制基本结构进行了简述；对控

制功能模块开发、数据采集、操作界面进行了介绍；对运行中

的故障现象及其诊断方法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化机浆；DCS；变频器；智能马达保护器；通讯应用；

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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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tons high-quality wood pulp annually. In this paper were 
briefly describ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DCS control system and 
the motor communicatio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 
function module, data acquisition and operation interface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fault phenomena and diagnosis methods in 
operation were expounded,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r maintenance of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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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组态调用，并且针对它们开发了专用通讯电机控制

功能模块和操作界面。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2  基本应用

2.1 VACON NX系列通讯变频电机控制功能模块开发

VACON NX系列通讯变频电机控制功能模块开

发基于DC S标准库里的硬接线变频电机控制功能模

块，在其基础上二次开发而成，功能模块外部接口的描

述可从DCS软件帮助文件中得知。PPO（参数/过程数

据对象类型）类型为PPO5，DCS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

数据如表1所示。操作界面如图2所示，可进行手/自动、

外部控制、参数设置、启停控制、正反转等相关操作；

对模拟量可进行量程设置与趋势查看；对各种信号进行

1  基本结构

化机浆生产线采用ABB AC800M DCS控制系

统，由2个PM866/T P830控制器分别控制，控制器间

通过TCP/I P协议进行数据交换。MCC电机控制方式

分为2种，其中除少量电机（2台高浓磨同步电机与6台

低浓磨高压电机）采用硬接线控制方式外，其它200多

台电机均采用通讯控制方式。通讯对象为VACON NX

系列变频器、施耐德电气TeSys U、TeSys T系列智能

马达保护器，它们共分成6个（L1至L6）通讯链路，分别

与DCS控制器上提供的CI854 DP接口模块相连，采用

PROFIBUS-DP总线，通讯速率1.5Mbps，通讯介质为

光纤，中间由DP光纤收发器转换。DCS控制系统通过安

装3种类型通讯对象GSD文件，将其集成在硬件库中供

表1  DCS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数据

Vacon NXS send to DCS

Bit8.3

Bit9.1

Bit9.4

Bit9.5

Byte10/11(Analog Value)

Byte12/13(Analog Value)

Byte14/15(Analog Value)

Byte16/17(Analog Value)

DCS to Vacon NXS receive

Bit8.0

Bit8.7

Bit9.2

Byte10/11(Analog Value)

Trip（故障)

Profibus Enable(local)

FC Run（运行）

FC Ready(准备好）

Torque (%)（扭矩）

Power (%)（功率）

Speed(Rpm)（速度反馈）

Current (A)（电流）

Start/Stop（启动/停止）

Fault Reset

Profibus Enable

Speed (Rpm)（速度设定）

表2  DCS与TeSys U系列马达保护器之间的通讯数据

TeSysT LTMR

send to DCS

Byte2/3(Analog Value)

Bit0.6

Bit1.4

Bit5.0

Bit5.3

Bit5.5

Bit7.0

DCS to TeSysT

LTMR receive

Bit0.1

Bit0.2

Bit0.5

Bit0.6

Average Current Ratio(电流位) 

System Fault（故障） 

Ready（准备好） 

Local Start（本地启动） 

Local Off（本地停止） 

Status-Remote Mode(0=LOC，

1=AUTO)（本地/远程模式） 

Status-forward（运行信号） 

Off 

Run forward（正转命令） 

Status-Remote Mode(0=LOC，

1=AUTO)（本地/远程命令） 

Reset 

表3  DCS与TeSys T系列马达保护器之间的通讯数据

TeSysU LUCL07 

send to DCS

Bit0.0

Bit0.7

Bit1.0-1.5

DCS to TeSysU 

LULC07 receive

Bit0.0

Bit0.1

Bit0.4

Ready（准备好信号） 

Run（运行信号，正反转使用一个） 

Average Current Ratio(%)（电流信号） 

Run forward（正转命令） 

Run reverse（反转命令）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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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TeSys U系列马达保护器电机操

作界面

图2  VACON NX系列变频电机操作

界面

图4  TeSys T系列马达保护器电机操

作界面

表4  DP通讯模块(LULC07)LED指示灯状态及描述

BF LED

The red (BF) LED has 3 different states:

On

Off

LED Blinks

•On=2500ms

•Off=500ms

Communication fault

Communication OK

Invalid Profibus DP address

Error (ERR) LED

The red error(ERR)LED has 3 different states:

On

Off

LED Blinks epeatedly

•On=500ms

•Off=500ms

internal fault

OK

Profibus DP bus connection 

is faulty.

24V LED

The green 24V LED has 2 different states:

On

Off

Outputs are supplied

Outputs are not supplied

显示，同时记录了第一个触发其停止运行的事件。

2.2 智能马达保护器电机控制功能模块开发

智能马达保护器电机控制功能模块开发基于DCS

标准库里的硬接线普通电机控制功能模块，在其基础

上二次开发而成，功能模块外部接口的描述可从DC S

图1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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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帮助文件中得知。TeSys U、TeSys T系列马达保

护器与DCS通讯采用DP V0模式（其中TeSys U为Sc 

Mu L Ms模块，TeSys T为MMC R模块）它们之间

的通讯数据如表2、表3所示。电机操作界面如图3、图

4所示，可进行手/自动、外部控制、参数设置、启停控

制、正反转等相关操作；对模拟量可进行量程设置与趋

势查看；对各种信号进行显示，同时记录了第一个触发

其停止运行的事件。

3  故障诊断

图5  对象显示(Object Display)窗口 图6  维修（Maintenance）选项 图7  TeSys U系列智能马达保护器

3.1 DCS侧故障诊断

打开DC S操作界面上的系统报警列表（S y s t e m 

A l a r m L i s t）查看，目前出现较多的故障报警信息是

通讯中断，从站无法找到（Connection down，Slave 

does not exist)，通过组态在线可得到更多信息，如状

态、时间、报警类型等。造成这类故障的原因是电机侧

断电、插接件接触不良、通讯地址错误、电磁干扰、网络

故障、或其他硬件故障等原因。出现这类故障时，检查

是个别从站，还是整个链路都有类似问题，结合系统结

构图逐步缩小故障范围。定期采用专业的仪器对通讯网

表5　TeSys T系列智能马达保护器LED指示灯状态及描述

LEDs

LTM R controller LED descriptions:

HMI 

Comm

Power

Alarm

Fallback

BF

LED na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TM R 

controller and HMI device, PC, 

or LTM E expansion module

LTM R controller power or 

internal fault  condition

Protection warning or fault, or 

internal fault

Indicates communications loss 

between the LTM R controller and 

network or HMI control source

Indicates network status

Describes

flashing  yellow

off

solid green

flashing green

off

solid red

flashing red-2 X per second

flashing red-5 X per second

off

solid red

off

off

red

Appearance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power on， motor off, no internal faults

power on， motor on, no internal faults

power off or internal faults exist

internal or protection fault

warning

load shed or rapid cycle

no faults， warnings， load shed or 

rapid cycle (when power is on)

fallback

no power (not in fallback)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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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故障时，马达保护器会停止。查看

L E D指示灯状态和闪烁频率可以初

步判断故障原因，马达保护器L E D

指示灯状态及描述如表5所示。HM I 

X BTN410可实时显示测量值或故障

/警告信息，在故障/警告信息代码

表格中找到相应代码，便可找到其产

生的原因。故障可用Test/Reset复位

键、HM I复位键或通过I/O端口手动

复位，也可通过参数设置成自动复位或远程复位。

通过PC连接智能马达保护器，打开SoMove Lite软

件查看状态监视界面（如图9所示），显示最近5次故障

的详细记录结合电机控制原理图确诊原因并进行处理。

4  总结

在项目设计时期应明确系统网络结构，是与通讯

对象直接连接还是与MCC侧后台控制器或服务器相连

接，DC S侧合理安排通讯接口并充分考虑通讯数据量

对控制器运行负荷的影响。在应用时通讯数据采集应

该满足工艺控制要求，同时兼顾设备保护、故障诊断

需要，操作界面简洁、功能全面。通讯电机控制功能块

基于硬线连接标准功能块上开发而成，但因为采集信

号方式不同需区别对待。如：如何区分通讯延时和通讯

故障、信号延时防抖等，减少因信号传输错误引起的停

机。故障处理时需仔细观察其故障现象，逐步锁定故障

范围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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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运行状况进行检测，并及时做出处理，是避免这类故

障较为有效的方法。

查看电机操作界面里的对象显示 (O b j e c t 

D i s p l a y)窗口，报警（A l a r m s）显示区域，根据报警

提示，结合电流趋势确认故障原因。对象显示(Ob j e c t 

Display)窗口如图5所示。

当电机重新开启后，可打开电机操作界面里的维修

（Maintenance）选项，如图6所示，查看最后一次停止

运行的原因（Reason for Last Stop)，可作为故障追

溯参考。

3.2 MCC侧故障诊断

3.2.1 VACON NX系列变频器故障

当变频器控制电路检测到故障时，变频器会停止并

且屏幕上会显示带有符号F和序号的故障名，错误代码

和一段很短的故障描述。故障可用控制面板上的复位

键或通过I/O端口复位。所有的故障均被存贮在故障历

史菜单（M5）中并可浏览。在故障代码表格中找到相应

故障代码，其产生原因以及纠正方法都显示在表格中。

PROFIBUS现场总线板接头旁边的三个LED指示

灯分别显示Profibus（红色）、Profibus板（黄色）和现

场总线模块（绿色）当前的状态，其状态描述可参考用

户手册。

3.2.2 智能马达保护器故障

TeSys U系列智能马达保护器由动力底座、DP通

讯模块（LULC07）、多功能控制单元（LUCM32BL）、

等其它辅助元件组成，如图7所示。D P通讯模块

（LULC07）LED指示灯状态及描述，如表4所示；多功

能控制单元（LUCM32BL）在前面板或远程终端上显

示状态值，可手动/自动复位参数。

TeSy s T系列智能马达保护器（如图8所示）检测

图8  TeSys T系列智能马达保护器 图9  SoMove Lite软件

[收稿日期:2019-04-17(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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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阳纸业生产自制浆时产生的黑液，通过碱回收，产生大量白泥

轻钙，如果采用填埋、电厂燃烧等方式，显然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以及会

对环境保护产生较大压力。我公司联合美国特矿对白泥轻钙重新筛选、研

磨与洗涤后，作为填料重新应用于纸机。本文着重介绍了文化纸机加入白

泥填料后对纸机以及成纸的影响。添加白泥代替在用的混钙后，纸张的

松厚度有一定的提高，某些强度指标有一定的下降；对整个纸机系统影响

不大，但是也会带来类似毛布透气率下降过快、增白剂用量增加、脱水速

率降低等问题。

关键词：填料；白泥；纸张强度；灰分；脱水效率

Abstract: The black liquor produced in Sun Paper’s pulp production process, 
if recovered by alkali, can discharge a large amount of white mud. If landfill or 
power plant combustion is used, it is obviously a waste of resources and will 
cause a great pressur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ur company cooperated 
with US SMI company to rescreen, grind and wash the light calcium of white 
mud, and reuse it as a filler in the paper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paper machine on the paper formation after adding the white mud 
filler. Adding white mud instead of the mixed calcium in use, the bulk of the 
paper is improved, some strength indicators have a certain decline; i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whole paper machine system, but it will also bring about a similar 
decrease in the air permeability of the felt. And it may also cause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whitening agent, the rate of dehydr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Key words: filler; white mud; paper strength; ash content; dewater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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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泥和商品碳酸钙的原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不

同，两者晶体特征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其扫描电镜的

图像也是有一定差距的，车间在用商品轻钙PCC为纺锤

状单体聚集成菊花状，商品轻钙GCC成无定型状，但是

白泥扫描电镜从整体来看是无规则状，但是颗粒也部分

成聚集态。再有就是白泥轻钙的pH值相对较高，因为

白泥本身的残碱含量相对较高，这样应用到接近中性

的纸机，对纸机整个系统的pH值有一定的影响。

白泥比表面积较大，可以填覆于毛布缝隙，这样随

着纸机运行时间的累积，毛布缝隙不可避免地被白泥堆

积，直接影响到纸机的脱水效率。所以，白泥在代替部

分混合用重钙后，纸机的脱水效率有所降低，那么出压

榨纸张的干度随之降低，干燥部的蒸汽压力会有所提

高，这可能影响到车间的生产效率。

1.2 对纸机用化工产品的影响

通常认为AKD施胶与碳酸钙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

在水解作用和吸附作用，因为碳酸钙可以催化AKD水

解，碳酸钙分散过程中会产生游离的钙离子，在高温条

件下AKD会与钙离子发生化学反应最终会生成无施胶

作用的酮。填料的吸附性与其比表面积有直接的关系，

填料的比表面积越大，AKD的吸附量越高，比表面积

越小，对AKD的吸附量会相对较低。从表1可以明显看

出，白泥比表面积高于纸机用混钙，所以，在AKD施胶

过程中，被填料吸附的相对较多，从而影响了AKD的施

胶效果。当纸机填料系统用白泥部分代替混钙后，纸张

的施胶性能会有所降低，如果想达到先前的吸水值，可

以考虑增加施胶剂的用量。

造纸加填用碳酸钙可以分为重质碳酸钙与轻质碳

酸钙。重质碳酸钙，简称重钙，其制造方法是用机械方

法直接研磨矿石，其沉降体积相对较小，所以称之为重

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简称轻钙，轻钙的原料来源于石

灰石的煅烧，煅烧后的石灰石先得到生石灰，然后生石

灰与水反应生成熟石灰，最后再通入CO2。由于轻质碳

酸钙的沉降体积（2.4～2.8ml/g）比重质碳酸钙的沉降

体积（1.1～1.4m l/g）大，所以称之为轻质碳酸钙[1]。根

据它们性质不同，太阳纸业纸机使用的碳酸钙填料主要

有重钙、轻钙以及两者混合钙，现公司通过与SM I（美

国特矿）合作，将碱回收得到的白泥混入填料一起应用

于文化纸机。

美特公司处理的白泥主要是900t碱回收苛化反应

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900t碱回收处理的黑液主要是

部分化学浆、化机浆产生的，由于此黑液成分基本不含

硫，所以其生成的白泥成分相对比较纯净。白泥形成的

主要工序是黑液经过蒸发燃烧，溶解后的绿液（主要成

分Na2CO3）和石灰（主要成分CaO）进行消化、苛化反

应后生成沉淀物白泥（主要成分CaCO3）。在白泥的形

成过程中由于存在诸多离子和硅酸盐等多种杂质，使得

形成的沉淀碳酸钙不但结构疏松，而且形状大小也相

差较大。由于绿液中S、Mg、S i等多种离子使得形成的

碳酸钙颗粒部分带电荷，从而众多的带电颗粒相互吸

附，就出现碳酸钙颗粒的结构疏松状态，造成CaCO3

颗粒比重小、强度低，因而在纸张中加填很容易出现掉

粉、掉毛的现象[2]。使用白泥轻钙对有些纸机是有一定

困难的，比如生产纸张加填量低的纸机以及生产低定

量产品的纸机，白泥加入后，纸张表面的尘埃度会有一

定的增加。

白泥属于轻钙，所以其基本特征与轻钙相似，加填

纸张后，与重钙相比，在加填一定量的条件下，可以提

高纸张的松厚度，但对纸张强度损失相对较大。

1  白泥加入对纸机的影响

1.1 对纸机脱水效率的影响

表1是白泥检测指标与纸机用混钙部分物理指标

的对比情况。

表1  白泥检测指标与纸机用混钙部分物理指标的对比

指标

白度%

残碱%

325目筛余物

PSD50/μm

黏度/(mPa.s)

固含量/%

pH

比表面积/(m2/μg)

纸机用商品混钙

92.4

0.001

0.002

2.36

17.9

24.5

9.43

6.52

白泥轻钙

87.1

0.343

0.01

3.25

25.1

23.3

10.36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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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泥白度较混钙低，比普通商品碳酸钙低5～

6个白度点（D65），所以在纸机连续使用的条件下，势

必对纸张的白度产生影响。尤其是像静电复印纸对白度

要求较高的纸种，在白度降低的条件下，增白剂的用量

肯定会有所增加。

1.3 对纸机毛布的影响

造纸毛布是造纸工业中的一种贵重材料，也是易

损耗材，所以毛布的适应性对纸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毛布的脱水、吸水效率影响到整个纸机的生产效

率。因此要求湿毯有良好的滤水性和耐用性。

白泥的粒径较混钙小，容易被毛布吸附，加入白泥

后纸机毛布透气率会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而大幅度降

低，这样势必影响毛布的脱水效率。文化纸机加入白泥

后，可考虑增加毛布喷淋压力与喷淋点。另外，文化纸

机可根据自身情况适当缩短更换毛布的周期。

1.4 对纸机系统的影响

因为白泥本身是通过碱回收得到，不可避免有些

杂质夹杂其中，即使对白泥重新研磨与洗涤，但是其残

碱含量、粘度以及细小杂质有时很难去除。所以在使用

过程中纸面或许会出现脏点、透明点

甚至树脂点等问题，再有就是白泥加

入后，整个系统会存在电导率、浊度

升高的情况。太阳纸业29#机在使用

过程中，一开始按小比例添加，对纸

张的质量控制实时管控；而后逐渐增

加白泥的添加比例，当达到一定的量

后，综合评估纸张外观、强度、松厚度

等指标，确定最终的白泥添加量。

2  白泥加入对成纸指标的影响

表2是我公司29#纸机生产70g/

m2天阳高白胶版印刷纸时所检测的

物理指标，白泥添加量的比例是指占

纸张加填量的比例。

从表2可以明显出，随着白泥添

加量的增加，纸张的一些指标在跟着

变化，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纸张在添加白泥填料后，纸张的强度指标有所

降低，包括裂断长、耐折度、表面强度均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而且随着加入量的增大，其强度指标下降越明

显。当白泥添加量达到20%时，裂断长大约下降14%；耐

折度下降21%；撕裂指数下降15%；表面强度最高下降

大约22%。

(2）白泥可以提高纸张的松厚度，随着白泥加入量

的增加，松厚度逐渐提高，当达到20%的添加量时，松

厚度可以最高提高5.7%。对于生产要求松厚度（比如静

电复印纸、轻型纸）较高的品种来说，无疑是其优势。

(3）白泥加入后，对纸张的色相影响不大，虽然加

入一定量后，纸张的白度有下降趋势，但是生产上为了

稳定纸张的白度以及色相，可以通过增加荧光增白剂以

及调节染料的加入量来稳定产品的质量。

(4）随着白泥的加入，纸张吸水值、不透明度有所

增加，如若不增加浆内施胶剂的用量，吸水值肯定增

加，所以生产上为了稳定纸张的品质，降低纸张吸水

量，增加了浆内施胶剂的用量。

(5）纸张透气度会随着白泥加入，有所降低，因为

表2  生产70g/m2天阳高白胶版印刷纸时所检测的物理指标

指标

横幅定量差/(g/m2)

厚度/μm

松厚度/(cm3/g)

水分/%

正反面吸水/(g/m2)

D65白度/%

L *

a *

b *

不透明度/%

正反面平滑度/s

透气度/(ml/min)

灰分/%

匀度/(g/m2)

裂断长纵横向/km

撕裂指数/(mN.m2/g)

横向伸缩率/%

纵横向耐折度/次

表面强度/(m/s)

白泥添加比例/%

0

2.0

86

1.23

6.0

21.9/21.6

92.17

90.99

2.21

-10.05

91.52

39/42

850

26.5

86

5.95/2.92

5.86

2.8

33/23

1.4/1.3

5

1.9

88

1.25

5.9

22.0/22.2

92.15

90.78

2.12

-10.08

92.12

37/40

778

26.7

85

5.75/2.88

5.66

2.9

30/22

1.3/1.3

10

1.8

89

1.27

5.8

22.2/23.2

92.12

91.10

2.14

-10.11

92.58

39/41

730

26.3

85

5.24/2.52

5.45

2.8

29/21

1.2/1.2

15

2.0

90

1.28

5.9

23.0/22.8

92.04

90.23

2.09

-10.10

92.87

39/40

698

26.5

84

5.15/2.34

5.21

2.7

28/21

1.2/1.3

20

1.9

91

1.3

6.1

23.4/23.2

92.07

90.13

2.20

-10.14

93.12

40/41

667

26.4

86

5.10/2.28

5.01

2.9

26/20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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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面积大，相对的遮盖力也大，而且白泥粒径较混钙

小，更容易加填于纤维之间的缝隙。当白泥加填量为最

大时，透气度可以下降大约21.5%。

(6）白泥加入后，对纸张的平滑度影响不大；纸张

的尘埃度有一定的增加，这可能与白泥的洁净度有关。

3  结论

3 .1 白泥加入后，由于自身来源与物理形态的原因，对

纸机的系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系统会存在电导率、浊

度升高的情况；由于白泥的粒径以及比表面积大小，导

致毛布脱水效率会有所降低，且对纸张施胶效果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3 . 2 白泥加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纸张的松厚

度、不透明度；但是纸张强度随着白泥的加入有所降

低，当白泥添加量占总填料的20%时，裂断长可以降低 [收稿日期:2019-04-19(修改稿)]

14%；耐折度下降21%；撕裂指数下降15%；表面强度最

高下降15%。

3.3 碱回收的白泥回用是固废资源化利用的重要举措，

白泥处理后再循环利用也是新技术的突破。纸机应用白

泥轻钙可以调整混钙比例，尽量保证原有重钙、轻钙比

例；在强度需要增加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提高针叶浆

的配比。总之，随着纸机系统的适应以及生产调整，白

泥轻钙加填后一定会给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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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主管；主要从事纸机设备日常维

护保养、设备优化升级改造工作。

我公司2008年上线一台辽阳金泰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制造的4800m m长网高强瓦楞芯纸纸机，卷取卷纸

宽度4950mm，纸机定量范围90～105g/m2、工作车速

500m/m i n、设计车速550m/m i n、动平衡车速800m/

m i n。2008年至2017年间，纸机在不进行大改造的情况

下经过多年潜能挖掘最高运行车速达到600m/min，并

稳定运行。2018年经过对纸机能力评估，从网部、压榨

部、干燥部制定了一系列提速改造方案，并逐个进行实

施，至2019年2月完成所有各部位改造，纸机定量范围

提至120～180g/m2，纸机车速已达到700m/m i n，并

稳定运行。

1  网部

1.1 流浆箱

流浆箱为浙江省诸暨市中太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Experiences on technological modification of 4800 high-stength corrugated 
paper machine
⊙ ZHOU Jian (Dongguan Shunyu Paper Co., Ltd., Dongguan 523200, Guang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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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度等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提高了网部脱水能力。

1.3 可调匀整箱

2018年引进IB S公司制造的可调匀整箱，可调匀整

箱脱水条分为，角度可调脱水条和高度可调脱水条，由

iTABLE可调节装置驱动调节脱水条的角度和高度。角

度可调脱水条的角度调节范围从+1°～－3°；高度可调

脱水条的高度调节范围从0～－5mm。角度可调脱水条

和高度可调脱水条的动作由自动程序控制，根据生产纸

种定量及车速情况，iTABLE可调节装置自动对脱水条

进行调节，使匀整箱上浆料跳动达到最佳状态，使纸面

达到最佳匀度，从而达到改善强度、干度和纸张表面性

能，并达到提高纸机车速的目的。

1.4 真空伏辊刮刀更新

原真空伏辊刮刀为接水斗上方设有2把橡胶刮刀，

只起到挡住飞溅水幕的作用。2018年引进了KᾹDANT

公司制造的AirSetTM B双刮刀系统。AirSetTM B刮刀

夹具工作原理为：使用通入的压缩空气通过刮刀夹具上

的出气孔以极高的速度和平行辊面的方向吹向主刮刀

背后，使主刮刀背后形成的真空度得到提高，从而可以

从辊子孔中吸出更多的水分，以提高辊子脱水效率并有

效地提高纸页的干度、改善纸页横幅水分均匀性、减少

断纸。改造前后结构如图1。

2  压榨部

原压榨部为两道大辊径压榨，上下辊直径均为

φ1500m m的橡胶材料盲孔压榨辊且没有配置刮刀。

2018年把一压、二压上下四根盲孔大辊径压榨辊重新包

胶，包胶材料改为聚氨酯，辊面设计优化为盲孔+沟纹

结构，开孔率提高了18.75%，提升辊面有效容水体积，

从而大大提升了脱水能力。在改压榨辊聚氨酯包胶的同

时，在一压上辊和二压上下辊增加了K ᾹDANT公司制

造的AirSetTM B双刮刀系统（此刮刀系统工作原理及作

用详见真空伏辊刮刀说明），一压下辊增加了一把固定

装置刮刀。压榨部通过以上辊子包胶和刮刀的改造后，

大大提升了压榨部脱水能力，纸页出压榨干度比改造前

提高了2%，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3  烘干部

2007年制造的水力式流浆箱，设计车速550m/m i n，流

浆箱唇口宽5250mm，唇口调节开度(5～90mm)，唇板

移动装置，移动量可达25mm，来调整落浆点。流浆箱

配有42个微调装置，微调装置采用差动机构，由高精

度蜗轮、蜗杆组成，配有百分表，每转一圈，调整量为

0.133mm。可对唇板的开度进行精确的局部微调，以补

偿横幅浆流差异，确保纸面横幅定量一致。由于流浆箱

已使用多年，各部件均有不同程度磨损，我们把流浆箱

整机拆下，送回原厂家进行全面大修，让流浆箱恢复到

全新性能。

1.2 脱水元件

网部原用所有脱水元件为辽阳金泰造纸机械有限

公司2007年设计制造，脱水元件以1Cr18N i9T i不锈钢

主体，面板为陶瓷，基体为高强玻璃钢，由T型条连接

面板与板体。原网案脱水元件分布为，1套（1+2组合）

成形箱+7套（5条陶瓷面板）重力脱水箱+3套（7条陶

瓷面板）水腿式湿吸箱+3套（11条陶瓷面板）低真空湿

吸箱+6套（11条陶瓷面板）高真空吸水箱。2018年引进

了I B S制造的1套（1+4组合）成形箱、2套（7条陶瓷面

板）重力脱水箱、4套（6条陶瓷面板）可调节匀整箱、1

套（22条陶瓷面板）双室高真空吸水箱。其余用原厂家

制造的脱水元件并重新布置。网案脱水元件布置为：1套

（1+4组合）成形箱，2套（7条陶瓷面板）重力脱水箱，

4套（7条陶瓷面板）可调匀整箱，4套（7条陶瓷面板）水

腿式湿吸箱，1套由更换下重力脱水箱改造而成的（2条

陶瓷面板）支撑刮水箱，3套（11条陶瓷面板）低真空湿

吸箱，4套（11条陶瓷面板）高真空吸水箱，1套（22条陶

瓷面板）双室高真空吸水箱。

网案通过改造并重新布置脱水元件后，纸页成形

图1  真空伏辊刮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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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烘干部分组排列

烘干部原分组排列布置为：前烘31只φ1800m m

烘缸（分组排列为1+6+8+8+8），斜列式施胶机，后

烘16只φ1800m m烘缸（分组排列为2+6+8）。经过对

原烘干部干燥能力检测核算后，烘干部干燥能力，可

满足纸机定量范围提至120～180g/m2、纸机车速提

至700m/m i n的要求。整个烘干部增加了1套直径为

φ1500mmVa c缸和3只直径为φ1800mm烘缸，把一组

原2#烘缸改为1套直径为φ1500m mVa c缸。四组增加

2只φ1800m m烘缸，六组增加2只φ1800m m烘缸。改

造后烘干部进行重新分组布置：前烘32只φ1800mm烘

缸，1套直径为φ1500mmVa c缸（分组布置为6/1(Va c

缸)+8+8+10），斜列式施胶机，后烘18只φ1800mm烘

缸（分组排列为2+8+8）。改造前原一组为上下层干网

结构，改造后把原2#缸改为1套φ1500mmVa c缸，一组

改为单挂网结构。烘干部增加烘缸改造后烘干部延长，

卷纸机卷取缸位置往后移动4375mm，卷取放纸架相应

缩短4375mm。

3.2 烘缸传动点移位改造和传动点布置

原烘缸传动方式均为过桥齿传动方式，改造后一

组至六组烘缸保持过桥齿传动形式，七组改为上下层干

网传动点分开，用小齿轮箱布置在上下干网最后一个烘

缸，进行单点传动，把原七组烘缸过桥齿传动装置全部

拆除。

3.3 一组干网外导辊拆除

原厂家设计的一组干网张紧器后第一根导辊为外

导辊，由于纸页从压榨部进入一组缸后纸页较湿，纸页

胶黏物极易转移到干网上，干网上胶黏物经过外导辊

后附着到辊面，当辊面胶黏物聚集到一定量时，就会成

块脱落，被干网带到纸面上造成断纸。通过将张紧器调

整把外导辊拆除后，彻底解决胶黏物结块造成断纸问

题。改造前后如图2。

4  传动升级

4.1 电机和减速机更新

由于原纸机传动设计车速为550m/m i n，纸机改

造提速至700m/min后，原部分传动电机功率无法满足

改造后所需负荷，同时提速后电机转速将超过电机额

定转速，为了满足提速后传动需要，把部分传动电机功

率相应增大，同时把传动减速机速比降低，保证传动电

机转速在额定转速范围内。

4.2 变频器升级

原传动系统配置变频器为R o c k w e l l 公司

制造的P o w e r F l e x70 0系列变频器，2019年把变

频器升级为R o c k w e l l公司制造P o w e r F l e x750

系列，P o w e r F l e x753-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和

PowerFlex755高精度伺服型变频器。PowerFlex750系

列变频器提供可供用户自主安装卡件的安装插槽，可选

择的卡件：通信卡，安全卡，I/O卡，编码器反馈卡和辅

助电源卡。该系列变频器电路板配置了加强涂层处理，

在恶劣环境中保护电子元器件免受灰尘和湿气的侵害，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且Pow e r F l e x750系列变频器比

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外形尺寸小很多，可以减小

柜体体积，减少空间占用。Powe rF l e x755高精度伺服

型变频器内置以太网接口，允许通过EtherNet/IP网络

方便的配置，控制和搜集变频器数据。

图3为改造前后纸机圈路图。

纸机经过2018年至2019年2月完成以上一系列改

造，纸机车速由600m/m i n，提升至700m/m i n，并稳

定运行。

图2  一烘干网改造示意图

图3  改造前后纸机圈路图 [收稿日期: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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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阳纸业生产的淋膜原纸一直在国内市场上属于领

军产品，其生产工艺以及产品质量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但

是高定量的淋膜原纸在生产过程中，内结合强度很难提高。

为了提高纸张的结合强度，减少因分层问题带来的客户投诉，

生产中尝试性地加入干强剂。结果表明：加入干强剂后，纸张

的内结合强度获得明显提高，而生产成本并未增加。

关键词：淋膜原纸；干强剂；纸张强度；滤水性

Abstract: The film coated paper produced by Sun paper have 
always been the leading product in the domestic market, so its 
inhere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aper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avored by the  majority of consumer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bond strength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or high basis weight base paper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paper and reduce customer complaints caused by 
layering problems, we try to add dry strength agent in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adding dry strength agent, the internal 
bond strength of paper is improved obviously,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is not further increased.
Key words: film coated base paper; dry strength agent; paper 
strength; drainage

淋膜原纸生产中加入干强剂提高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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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加入干强剂研究对比

2.1 干强剂的添加工艺

根据干强剂的产品特性及供货厂家提供的添加方

案，添加位置为芯层一级冲浆泵入口。在浆料配比、打

浆度、辅料添加量等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相同或

相近定量纸种的条件下，对比未添加干强剂、添加不同

量的干强剂对成纸结合强度指标的影响。

根据实验室小试、中试时干强剂用量以及成纸结

合强度值幅度提高情况，最终确定干强剂芯层添加量为

绝干吨浆15kg。

2.2 数据跟踪与对比

图1是280～300g/m2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与不加

干强剂的内结合强度的对比。

280g/m2、300g/m2的淋膜原纸，未添加干强剂时

成纸结合强度值在134J/m2左右；添加干强剂成纸结合

强度值在156J/m2左右，内结合强度提高大约16.4%。                             

图2是320～340g/m2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与不加

干强剂的内结合强度的对比。

从图2可以看出，320～340g/m2的淋膜原纸，未添

加干强剂成纸结合强度值在137J/m2左右；添加干强剂

淋膜原纸是一种专门用于淋膜制杯的卡纸，具有高

挺度和高抗水度，一般不进行涂布。在淋膜原纸上进行

淋膜（和印刷），制成淋膜纸，用于液体的盛装和储存[1]。

方便面的纸碗也属于淋膜纸的一个品种。淋膜纸是液体

包装纸的一种，盛装液体后使用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数

十分钟到一周。根据淋膜原纸的使用要求，它需要具有

抗水、抗油、抗乳酸、抗双氧水等性能[2]。

淋膜原纸一般是由面层、芯层和底层构成，所以内

结合强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淋膜的质量。现阶段淋膜的

两种主要方式分别为：中/低密度的聚乙烯(PE)以淋膜

的方式复合于淋膜原纸的单面或两面，称为单面淋膜

或双面淋膜。为了提高高定量淋膜原纸的内结合强度，

探索性地加入干强剂。本文从小试以及生产应用两方面

对加入干强剂后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浆料的滤水性得

到明显的改善；生产过程中灰分保留获得一定的提高，

且内结合强度也获得一定的提高。

1  实验室小试

1.1 材料及方法

取相同绝干量的芯浆抄前池浆料（已加阳离子淀

粉、硫酸铝），添加松香胶20k g/t浆，搅拌2m i n后，然

后分别加入干强剂5k g/t、7.5k g/t、10k g/t、15k g/t

搅拌3min，再添加滑石粉搅拌2min，浆料稀释后抄片，

检测纸张指标。

1.2 结果及结论

实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1）从静态滤水数据中可以看出，添加不同用量的

干强剂，浆料的游离度从340m l提高至385～410m l，浆

料的滤水性得到明显的改善。

(2）从抄片定量数据可以发现，在抄片用浆量一定

的情况下，随着干强剂用量的增加，成纸定量逐渐增

大，所以干强剂有利于浆料的保留。

(3）芯浆中添加干强剂5kg/t后，成纸定量、水分、

灰分相差不大，但成纸内结合强度提高15%～20%左右，

成纸耐折度没有变化；随着干强剂用量增加，成纸定量

提高，成纸内结合强度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耐折度

依然没有很大变化。

表1  小试实验结果

干强剂加入

量/(kg/t)

0

5

7.5

10

15

定量/

(g/m2)

89.3

90

95.6

97.1

99.7

静态滤水 

/ml

340

410

385

410

390

水分

/%

5.2

5.4

5.3

5.1

5.2

灰分

/%

8.5

8.6

8.5

8.0

8.3

182

228

193

228

284

内结合强

度/(J/m2)

5

5

5

5

5

耐折度 

/次

图1  280～300g/m2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与不加干强剂的

内结合强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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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纸结合强度值在156J/m2左右，成纸内结合强度值提

高13.8%。

图3是170～210g/m2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与不加

干强剂的内结合强度的对比。

从图3可以看出，170～210g/m2的淋膜原纸，未添

加干强剂成纸结合强度值在112J/m2左右；添加干强剂

成纸结合强度值在128J/m2左右，成纸内结合强度值提

高14.2%。

2.3 干强剂加入后对灰分保留率的影响

图4是添加干强剂后灰分保留率的变化情况。

从图4可以明显地看出，加入干强剂后，灰分的留

着率得到了提高，且加入干强剂后的灰分保留率比未加

的灰分保留率大约高1.3%左右。

3  成本分析

(1）以生产210 g/m 2普通淋膜原纸为例，车速

420m/m i n，芯浆流量290m3/h，浓度4.4%，干强剂芯

浆添加量15k g/t计算，每小时产纸量18t，每小时干强剂

量=290m3/h×4.4%×15kg=191.4kg，所以干强剂单耗为

191.4kg/18t=10.6kg/t，增加的干强剂成本为10.6kg×3.5

元/kg=37.1元（暂定干强剂价格：3500元/吨）。

(2）按添加干强剂灰分保留率提高1%，按一个月份

综合单耗计算，可降低成本：纤维总成本3566元/t纸

/0.86－滑石粉成本57.92元/t纸/0.118=36.6元/t纸。

(3）芯浆阳离子淀粉用量配比下调至1.0%～1.5%，

那么阳离子淀粉的流量可降低大约25%。则这部分降低

的成本大约为51.21元/t纸×25%=12.8元。

(4）综上所述：添加干强剂可降低成本=36.6+12.8 

-37.1=12.3元/吨纸；另外，添加干强剂，成纸结合强度高

时，化机浆用量上调1%～2%，纤维成本还有下降空间。

3  结论

3 .1 生产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后，灰分保留率可以提

高，这样可以适当降低阳离子淀粉的用量，降低生产成

本。

3 . 2 高定量的淋膜原纸加入干强剂后，内结合强度有

一定的提高，提升幅度最高可以达到16.4%，内结合强

度提高后，可以减少因分层问题导致的客户投诉。

3 . 3 综合成本分析来看，加入干强剂并未额外增加成

本，这更有利于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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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大型纸机烘缸直径规格通常为φ1500～

φ1800mm。为降低成品纸水分含量，工厂通常用增加

烘缸数量[1]、提升蒸汽压力等措施来实现。烘缸作为Ⅰ

类压力容器，正常使用维保尤为重要。

1  基本结构

造纸机用铸铁烘缸主要包括：缸体（根据使用工

况选择是否镀铬/喷涂）、缸盖（分含轴头一体式及不

含轴头的分体式）、旋转接头（虹吸管、视镜）、扰流棒

（车速较高时选择）、轴承室组件等。

电厂锅炉蒸汽经分汽包至闪蒸罐再由旋转接头通

入在烘缸内部进行冷凝，缸体被加热，从而烘干纸页。

高速纸机常用其他辅助干燥设备如红外线干燥设备

等。

烘缸内部蒸汽冷凝后形成冷凝水集聚，烘缸运行

过程中形成水环，水环的产生极大地影响导热效率。通

常金属热导率＞固体热导率＞液体热导率＞气体热导

率，如：30℃水的热导率为0.62W/(m.K），53℃铸铁的

热导率为48W/(m.K)。

法国科学家傅立叶于1822年提出的热力学定律：

在导热现象中，单位时间内通过给定截面的热量，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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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于垂直于该截面方向上的温度变化率和截面面积，而

热量传递的方向则与温度升高的方向相反[2]。

可见：烘缸内积水越多，水环截面积越大，即冷凝

水隔热越明显，及时排水尤为重要。

烘缸积水由虹吸管经传动侧壳体旋转接头排出，

图1为旋转接头及虹吸管示意图[3]。

活塞上安装弹簧，以做补偿轴向偏差，活塞导套要

求耐高温、耐腐蚀，材质建议选择00Cr19Ni10等材料。

通常密封环为凸球面（用以自动调心）、材质为石

墨，已达到软性密封。单边磨损量达到0.5mm即需要更

换。

进气壳体为耐高温铸造件，通常采用Q T500，盐

浴复合处理或光中氮化，以增加强度、耐磨、耐腐蚀性

能。

虹吸管的加工选材304不锈钢、整管大曲率折弯，

减少水阻，需要避免焊接，虹吸管底部安装吸水靴，不

可为金属，通常采用氟塑料或Teflon等耐磨材料。

扰流棒安装需要维修人员自人孔钻入，烘缸内壁不

得有任何形式的焊接避免应力集中造成破裂等恶性事

故，故多为涨紧式，环筋及纵筋应为不锈钢材质（耐腐

蚀）、中空结构（减轻烘缸重量）、较大涨紧范围。

扰流棒的使用同时可改善热传递曲线及纸页湿度

曲线。

2  缸体、缸盖的材料选择

图1  旋转接头及虹吸管结构

常规低速纸机（或低定量纸种纸机）缸体、缸盖的

材质要求应符合GB/T9439-2010。

设计压力为0.3M Pa时，不低于HT200（抗拉强度

≥200MPa，许用拉应力20MPa）

设计压力为0.5M Pa时，不低于HT250（抗拉强度

≥250MPa，许用拉应力25MPa）

设计压力为0.8M Pa时，不低于HT300（抗拉强度

≥300MPa，许用拉应力30MPa）[4]

想要进一步提高车速更改为球铁（QT400-18L、

QT400-18R设计压力可达到1.6MPa[5]）可进一步提高

耐压等级，起到更好的干燥效果。

3  缸面硬度要求

缸体外径不大于φ2000m m时，缸面硬度不小于

HB170；缸体外径大于φ2000m m，缸面硬度不小于

HB190[6]。且缸面两端硬度差不大于HB18～24，缸体在

铸造后应在工艺上采取措施，以消除铸造残余应力或

进行时效处理。缸盖在铸造后应进行时效处理。

4  缸面表面处理

根据需求可选择喷涂涂层或镀铬（喷涂费用较

高），以提高缸面耐腐蚀、硬度、良好的纸页剥离性能。

5  闷头螺栓选择

当烘缸压力0.3～0.6M Pa时，螺栓等级建议为8.8

级，压力更高时建议选择12.9级。

6  烘缸泄漏处理方案

烘缸在长期高温带压运行情况下通常不会漏水、

漏气，由于工厂定期检修或长时间停机检修，温度降到

室温再次开机时，温差变化大，烘缸微变形，易造成漏

水、漏气现象。以下介绍常规解决方式：

(1）停产换缸：在有备件的前提下下机打开返厂重

新开槽铅封、动平衡、水压试验等维保服务。

(2）更换密封：需要维修人员打开缸盖、更换直径

φ5mm石棉密封，重新装配。但如此操作极大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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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面圆跳动度超差（通常直径φ1800烘缸规定烘缸圆

跳动度≯0.12mm），一旦跳动超差，通常采用磨缸面解

决，但损坏缸面镀层及直径减小，此处易断纸。

(3）修补剂涂抹：国内有金属修补剂（环氧类树脂

+铁粉等混合）内外双面抹匀。维修人员自人孔进入涂

抹密封面，因开机运行后热胀冷缩原因涂抹位置可能出

现开裂或脱落，烘缸将重新泄漏。

(4）满焊解决：维修人员直接对密封面电焊满焊，

缺点同修补剂方案，同时因焊接应力无法消除，存在缸

面开裂的潜在风险。

(5）在机堵漏：采用便携式手持高压泵将耐温、耐

压、耐酸耐碱、抗老化、弹性强的胶柱强行注入缸面与

缸盖结合处（需要在缸盖上钻M8的孔，注入完毕后螺

栓封孔）。建议停机保压堵漏，便于查找泄漏点及查验

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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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回收锅炉和电站锅炉性能设计工作。

1  两种主流碱回收锅炉型式

目前，业界使用比较普遍的两种碱回收锅炉炉型

为——瘦高型和矮胖型。碱回收锅炉炉膛截面积小，炉

膛高度高则为瘦高型；碱回收锅炉炉膛截面积大，炉膛

高度低则为矮胖型。要搞清楚这两种炉型的特点需要了

解一下相关指标。

2  两种主流碱回收锅炉型式的主要指标

为了更加清楚地比较两种碱回收锅炉型式，下面介

绍几个公式：

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t D S/(d.m2)=碱回

收锅炉额定黑液固形物处理量（t d s/d）/[碱回收锅炉

炉膛宽度(m)×碱回收锅炉炉膛深度(m)]          (1)

烟气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s)=炉膛有效高度（m）

/炉膛中烟气的平均流速(m/s)                 (2)

炉膛中烟气的平均流速(m/s)=炉膛中烟气流量

(m3/s)/[炉膛宽度(m)×炉膛深度(m)]           (3)

炉膛有效高度（m)=炉膛出口烟窗的中心标高

（m）-二次风口中心标高（m）                 (4)

2.1 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

碱回收锅炉炉膛截面积选取的重要指标是“碱回

碱回收锅炉是制浆造纸厂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装

置，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停机，将造成制浆线全面停产，给

生产厂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如何保证碱回收锅炉的

安全稳定运行是使用者主要思考的问题。那么选择什么

样的炉型就变得十分关键，下面将针对目前业界使用的

较多的两种碱回收锅炉炉型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以便使

用者选择炉型时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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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2）可知，炉膛有效高度与烟气在炉膛中的

停留时间成正比，碱回收锅炉越“矮”，烟气在炉膛中的

停留时间越短；碱回收锅炉越“高”，烟气在炉膛中的停

留时间越长。

目前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和烟气在炉膛中

的停留时间的选取，各制造厂都有各自的考量，并没有

标准要求，所以下面就用两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3  两个案例的比较

目前甲乙厂有两台碱回收锅炉，相关数据见表1。

从表1数据的比较，并对照前述相关概念可知，甲

厂碱回收锅炉属于“瘦高型”，乙厂碱回收锅炉属于“矮

胖型”，甲厂的SO2排放量明显低于乙厂，可见炉膛断面

处理量越高，SO2排放量越低；甲厂的粉尘排放量明显

高于乙厂，可见烟气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相差不大的情

况下，炉膛断面处理量越高，粉尘排放量越高。上述数

据符合前面对两种炉型特点的描述，“瘦高型”和“矮

胖型”碱回收锅炉各具特点和优势。但是，甲厂的连续

运行时间远低于乙厂，可见烟气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相

差不大的情况下，炉膛断面处理量越高，连续运行时间

越短。具体原因通过相关数据比较，认为是瘦高型碱回

收锅炉炉膛内的烟气流速较高，容易将燃料中的灰分

携带到水平烟道和尾部烟道中，也就是形成了“烟囱效

应”。

4  结语

综上可知，碱回收锅炉的炉膛截面积和炉膛高度

需要与碱回收锅炉额定黑液固形物处理量相匹配，也

就是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和烟气在炉膛中的停

留时间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才能保证烟气中的粉尘

携带量较小，保证碱回收锅炉的连续运行时间长，以及

污染物排放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故“瘦高型”和“矮

胖型”的优劣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

分析，但比较而言，“矮胖型”更趋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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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见公式1），此指标直接影响

炉膛下部温度，碱回收锅炉还原率，NOx、SO2、TRS和

粉尘排放量。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小则炉膛下

部温度低；由于炉膛下部温度低造成垫层上的还原反

应不充分，碱回收锅炉还原率低；炉膛下部温度低还会

造成烟气中的碱性粉尘量下降，SO2、TRS因为没有足

够的碱性粉尘与其反应，而排放量上升；但是由于炉膛

下部温度低会减少热力型NO x的生成量。碱回收锅炉

炉膛断面处理量大则炉膛下部温度高；由于炉膛下部

温度高造成垫层上的还原反应充分，碱回收锅炉还原率

高；炉膛下部温度高还会造成烟气中的碱性粉尘量上

升，SO2、TRS因为有足够的碱性粉尘与其反应，而排放

量下降；但是由于炉膛下部温度高会增加热力型NOx的

生成量。

从公式（1）可知，在额定黑液固形物处理量下，碱

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的大小与碱回收锅炉炉膛截

面积的大小成反比，也就是说碱回收锅炉越“瘦”，碱

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越大；碱回收锅炉越“胖”，

碱回收锅炉炉膛断面处理量越小。

2.2 烟气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

炉膛高度选取的重要指标是“烟气在炉膛中的停

留时间”。炉膛高度决定了黑液在炉膛内燃烧反应的停

留时间、炉膛出口的烟气温度、燃烧完全程度和炉膛上

部发生熔融物的情况。炉膛具有足够的黑液燃烧停留

时间，减少炉膛上部发生黑液燃烧和熔融[1]，烟气在炉

膛中的停留时间越短，则炉膛出口温度越高，燃烧不完

全，越容易在水平烟道形成二次燃烧，在炉膛上部产生

熔融物，堵塞烟道。

表1  两种类型碱回收炉相关指标对比

名称

额定黑液固形物处理量/(tDS/d)

烟气流量/(m3/s) 

炉膛断面/mm 

炉膛有效高度/m 

炉膛断面处理量/[tDS/(d.m2)] 

烟气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s 

SO2排放量/(mg/Nm3) 

NOx排放量/(mg/Nm3) 

粉尘排放量/(mg/Nm3) 

连续运行时间/天

甲厂

400

99.52

4800×4800

15.6

17.36

3.61

2

184

29

≤50

乙厂

185

56.6

3850×3850

13.5

12.48

3.54

27

160.5

5.7

≥120 [收稿日期:201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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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机烘干部日常停机酸碱洗车及烘缸剥离剂、

纸张及干网上的胶黏物等的作用下导致烘干部导辊辊

面腐蚀，为解决该问题主流方案为镀硬铬[1]。镀铬厂家

质量参差不齐，质量好的镀铬厂家常规工艺为底层采用

0.03mm乳白铬，外层为0.07mm硬铬，表面抛光处理，

硬度HV900，表面粗糙度Ra0.8μm，实际使用效果不

佳。辊面锈蚀，严重时会出现凹坑，降低壁厚，在干网张

力作用下，断辊风险陡增。

辊面铬层耐腐蚀性差，轻度锈蚀图片见图1。

辊面重度腐蚀，出现凹坑、麻点。见图2。

镀铬辊面耐磨性不佳，断纸时塞纸造成的辊面磨

损情况见图3。

为解决此问题，目前主流的解决方案为两种：一种

为镀铬处理，厚度为0.03mm乳白铬加0.07mm硬铬；

另一种方案为底层喷涂碳化钨，外层喷涂特氟龙进行

处理，硬度1200±100，厚度80～100μm。

第一种方案，镀铬需要进行磨外圆处理，壁厚会

有相应的降低，且因镀铬厂家镀铬设备工艺控制不同，

使用效果一般，会出现镀铬层脱落，长时间进行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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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硝酸与氢氟酸的混合液，也溶于王水[3]，即造纸酸碱

洗车及烘缸剥离剂、湿部添加剂均对碳化钨无腐蚀。

碳化钨粉末采用超音速有氧喷涂，熔融喷射后仍

具有超高的硬度、附着力，使得耐磨性能佳。

特氟龙材料有极低的表面张力，因而产生其超强

的不黏效果，造纸机生产环境中纸张、干网中带有较

多的胶黏物，极易附着在导辊及干网表面，影响产品质

量，影响纸机运行。实际使用中胶黏物残留微乎其微，

达到产品质量要求。

特氟龙在已知固体中有最低的摩擦系数，摩擦系

数为0.05～0.2之间[4]，耐热问题方面可长期使用在

290℃，满足烘干部高温使用环境。

特氟龙极其细小的颗粒用以填充底层碳化钨粉

末颗粒的间隙，同时可将辊面粗糙度自2.0μm提升到

0.4μm，避免磨损干网。

实践证明：碳化钨及特氟龙两者结合替代镀硬铬

后，辊子连续在机使用超过1年，均未下机。且10支导辊均

被安装在一烘（腐蚀性最为严重的地方）及张紧辊位置。

上机前后图片对比见图4。

该方案有效地避免腐蚀烂辊子问题，提高了耐磨

性，大大提高了辊子的使用寿命，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胶

黏物剥离效果上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提高了运行稳定

性，减少了断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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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0%9F%E9%BE%99[EB].

处理，导辊壁厚降低，增加了导辊断辊停机的风险。第

二种方案，实际使用效果好，但价格高昂，约1～2万元/

m2，性价比不高。

我公司新瓦楞项目，采用全新材料Tecno guide进

行喷涂，全部用于腐蚀性较高的位置。目前使用效果较

好。该方案有效地提高了导辊的防腐及耐磨性能，表面

不黏，减少胶黏物残留，提高了纸机运行稳定性。

导辊Tecno gu ide喷涂特性：（1）酸碱及造纸化

学品耐腐蚀性良好，工艺备品的耐磨损性优异，在烘干

部使用耐高温性优异；（2）具有类特氟龙的不黏性，使

导辊表面极易清理，与镀铬相比较效果非常明显，尤其

是在施胶机及前烘附近使用的导辊，耐腐蚀及不黏性更

为突出；（3）涂层具有类PTFE的低表面自由性，耐用各

种化学品；（4）涂层厚度为400μm；（5）硬度77Sho r e  

A；（6）耐温180℃，不易黏，易释放。

价格相对特氟龙处理较低，性价比高，唯一缺点不

耐刮花，无法使用刮刀，非常适用于常规位置的导辊。

我公司自2018年6月起联系辊子加工厂家，对导辊

辊面进行升级改造试验，新做10支（直径400mm、面宽

3850mm、干网张力7kN/m），将原有镀铬层改为喷涂

碳化钨底层外层喷涂特氟龙以作封孔剂，加热烘烤固化

处理，成品辊涂

层总厚度0.08～

0.12mm之间[2]。

成分分析：

碳化钨纤维硬度

17300MPa（与金

刚石接近）、弹性

模量710GP a、抗

压强度56M Pa、

热 膨 胀 系 数

6.9×10-6/K，溶

图1  轻度锈蚀照片 图2  辊面重度腐蚀照片 图3  断纸时塞纸造成的辊面磨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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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志刚 先生 

高级工程师，昆钞公司设备保障部机

械技术组组长。

落辊，但是传动侧不能落辊。整根浮游辊呈倾斜状态，

要经过将近1h时间，辊子才会缓慢落下。这种情况存在

较大设备安全隐患，如果没有压光机前方及时断开纸

头，纸张将会缠绕在浮游辊上，更严重时将导致浮游辊

的包胶层直接开裂。        

1  控制原理

图1为一压的液压控制原理图。油泵（1）输出的高

压油经过溢流阀（2）之后，使系统油压保持在9.5MPa，

再经过油过滤器分成两路，一路去二压，另一路分别到

传动侧和操作侧油缸。（17）是电气转换器，4～20m A

的电信号控制该元器件对应输出0～0.5MPa的气压，也

就是说当给定4mA电信号时，该电气转换器的输出气压

为0；若给定20mA电信号时，该电气转换器的输出气压

为50.5M Pa，即电、气信号是成正比的。（14）是气液转

换减压阀，气压值与液压值是按照1∶28的比例相对应。

也就是0.1M Pa气压控制输出2.8M Pa的液压值。液压

油经过这几个控制元器件然后进入差动连接回路。差

动回路中的液压缸进口和出口连接的同一个进油口，该

回路利用液压活塞杆上下两个工作面积的差异实现动

作。在该液压缸中，由于下腔比上腔多一个活塞杆的面

积，所以相同的油压下，液压缸还能向上运动，实现抬

辊。液压油先进入一个带单向阀集成的节流阀（18）和

（19），在抬辊时液压油只通过该节流阀，单向阀不起

作用。调节传动侧和操作侧的节流阀可以使浮游辊两侧

实现同步抬辊动作。在落辊时，油缸下腔的液压油不经

过节流阀而是通过单向阀回流。

昆山 钞票 纸 业有 限 公司 安 装 有多台从德国

K Ü S T ER公司引进的机内软压光系统。一台纸机有一

压和二压两组压光辊，分别压光纸张的正反面，提高纸

张的光洁度和平整性。其中一压是钢辊在上，浮游辊在

下，钢辊为固定不动，浮游辊连接液压缸上下移动实现

抬辊和落辊动作。正常情况两辊间距有30mm左右，当

纸张引过压光辊，通过液压控制实现抬辊压纸。停机或

者有发生质量风险时则按按钮，浮游辊平行钢辊迅速

下落。近期我公司1#压光机一压发生故障，操作侧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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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

知道工作原理后，我们再来分析故障现象。在排除

机械卡死的前提下，浮游辊单侧无法落下，很可能是传动

侧液压缸下腔油压没有排空所致。在两侧液压缸的下腔

各接一个油压表，操作侧显示0.33MPa，而传动侧接近

0.5M Pa。我们首先检查与该液压缸直接相连的快插接

头是否堵塞，是否有只进不能出的问题。排除上述可能

性后，再检查与节流阀集成的单向阀是否正常工作。更换

了一个新的单向阀后还是无法落下。顺着油路图，检查了

（14）和（15）气液转换减压阀，先在传动侧油缸下腔测

油点接一根快排软管，将压力油排空，此时浮游辊可以

快速落下，然后开机检测抬辊状态时接在（14）和（15）气

液转换减压阀前的压力表的读数，两个读数较为接近，

都是2.8M P a。检查接在（14）和（15）气液转换减压阀

上的气管压力，此时两侧的气压表显示均为0.1MPa；随

后在操作电脑中不断提高压区的线压力，发现气液转换

减压阀输出的油压值也在提高，与之相连的气压也在提

高，但总体是按照1∶28的比例在运行，符合气液转换减

压阀性能特性，说明（14）和（15）气液转换减压阀没有问

题。然后检测，落辊的时候（14）和（15）气液转换减压阀

图1  抬辊落辊液压流程图

1-油泵 2-溢流阀 3-油过滤器 14-传动侧气液转换减压阀 15-操

作侧气液转换减压阀 16-操作侧电气转换器 17-传动侧电气转换器  

18-传动侧节流阀 19-操作侧节流阀

出口管路上的测量点接的油压表，显示的油压值操作侧

是0.33MPa，而传动侧接近0.5MPa。此时，将检查转向

（16）和（17）电气转换器。用钳形表检查电气转换器的控

制电流值，发现落辊状态时传动侧和操作侧均为4mA，

但是（16）和（17）电气转换器出口的气压检测点上接上压

力表后，操作侧显示1.2MPa，而传动侧显示0.018MPa。

此时再去比对另外一条生产线上的一压，发现同在落辊

状态，该条线上的一压操作侧油压为0.3MPa，但是传动

侧为0。原来这套系统的抬落辊都是依靠（16）和（17）电

气转换器给出的气信号，来控制（14）和（15）气液转换减

压阀输出压力油，抬辊时，给出的压力油较大，通过差动

连接回路实现抬辊；而落辊时给出的压力油较小或者几

乎为零，浮游辊是依靠辊子的自重下落，油缸下腔的高压

油通过单向阀回流变成低压或者为零，液压油通过（14）

和（15）气液转换减压阀内部的虚线回油管路流回油箱。

落辊时同样4mA的电信号，但是由于（16）和（17）电气转

换器内部漂移，使得输出气压不为0，导致有一定的油压

值存在。如果该油压大于辊子的重量，则辊子自然无法下

落；当油压低于辊子重量，则辊子可以下落。至于下落的

速度则取决于油压与辊子重量的差值，差值越大下落越

快，差值越小下落越慢。所以1#压光机的一压两侧的电气

转换器都有了一定的漂移，只不过，操作面的漂移不大，

虽然有油压，但是辊子还能自然下落。但传动面的电气转

换器漂移很大，使得输出的油压接近辊子重量，所以辊子

下落很缓慢，需将近1h时间才能落下。为了确定故障原

因，我们将（16）和（17）电气转换器进行互换，结果故障

现象就反过来了，即操作面的辊子不落下，传动面很快下

降。后来更换了新的电气转换器，开机后浮游胶辊可以实

现正常抬辊落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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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提高本科人才培养的工

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表现为较强的现

场能力和一定的设计与开发能力；创新能力表现为技术

创新能力，即在技术集成、技术移植、技术实施与技术

改造过程中所需的能力[1]。“卓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培养造就一大批创

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

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

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

国力。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特定要求，实施卓越计划

的高校和专业对卓越计划的解读以及培养计划、课程、

课堂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例如，清华大学工程教

育研究中心林健教授对“卓越计划”背景下的专业培养

方案[2]、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3]、教师队伍建设[4]、校企

全方位合作[5]、创新能力的培养[6]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

改革的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思考。随着新工科（又称“卓

越计划”2.0）建设的实施，“卓越计划”的内涵也从教

育教学理念、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模式、多方合作教育、实践创新平台、教师队伍建设和

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了丰富和强化[7]。但是“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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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要求，进行了《轻化工环

保》课程的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实施课堂教学内容的遴选、多

种教学方法协同、企业创新资源引入以及课堂教学的立体化评

价，实现了《轻化工环保》的课堂教学改革。初步实现了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引领，行业企业的工程创新资源融于课堂教学，课

堂效果形成性评价等课堂教学方面的改革提升，为轻化工卓越

工程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卓越计划；轻化工环保；课堂改革；教学方法；企业

创新资源；形成性评价

Abstract: Classroom teaching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Course was reformed in order to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educating and training outsanding engineers. 

Optimization of classes teaching contents,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were studi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rse of 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while teachers are just a guide of 
learning activities.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ources are introduced to 
serve the classes teaching.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en improved to a further level. And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s for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for 
training outstanding engine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Outstanding Engineers Pla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class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ources;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计划”依然是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热点领域[8，9]。

浙江科技学院轻化工程专业于2011年被列为教育

部“卓越计划”第二批试点专业。《轻化工环保》课程是

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的必修课。本课程是

培养轻化工程专业工程技术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课程学习可为实施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以及分析解决生产工艺的实际问题打下基

础。目前，《轻化工环保》课程的教授方式多采用PPT讲

授、课内实验和研讨课的形式，并结合工程实际和工程

案例。课堂教学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参与面和参

与度尚有欠缺。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是实

现教学目标的主要途径，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步

骤，课堂教学改革一直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10]。因此，课程组结合国内外现行的教学方法和现代造

纸行业的发展，对《轻化工环保》课程的内容进行遴选、

协同多种教学方法、引入企业创新资源，以实现轻化工

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

1  遴选与优化课程内容

针对现有教材中工程化案例、工程数据、新技术、

新方法等相对缺乏的问题，调研浙江造纸行业企业生

产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控制可能涉及的重要工

程技术和理论，面向废水、固废、VOC s，遴选相应的课

程内容，重点阐述污染物的特点、来源、控制手段和工

程化案例。增加生物法处理技术、膜法处理技术以及生

物法/膜法协同处理技术的内容，缩减热、噪声污染控

制技术内容，形成废水（生物法/膜法协同处理技术）、

废渣（污泥处理技术）、气（臭气控制技术）等课程内容

体系，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以普

适性知识点视频化、可重复化为目标，根据微课、慕课

（MOCC）制作的要求，改革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课程

教案，建立普适性知识点视频库。结合行业企业出现的

新问题、新技术、新理论，更新《轻化工环保》涉及的污

染控制技术和基础理论课内容配置，引入案例教学和自

主设计式课题，提高课程内容的先进性、趣味性，激发

学生的专业学习积极性。例如，包含慕课的教学大纲中

需包含课程名称、课程简介、课程先修要求、课程长度、

每周拟投入时间、课程教学安排、考核方式、课程通过

的标准等内容。并协同课程改革、MOOC课程建设和卓

越工程师培养需要，制定教学大纲、更新课堂教案。

2  协同多种教学方法

(1）利用微课、MOCC进行课前学习。根据课程设

置、教材和教师给予的课堂教学目标，利用第二课堂进行

微课或者MOCC学习，并记录下课前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

疑难问题，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将疑难问题在课堂教学之

前通过MOOC平台或者其他通讯工具反馈于主讲教师。

(2）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辩论式汇报展示。学生根据

课程内容设置、课程微课、文献查阅等资料制作课堂汇

报用PPT文件，授课教师根据课程小组的完成情况，随

机或者遴选相应的同学进行辩论式汇报，突出学生的主

体作用，并间接考核学生在微课学习中的效果。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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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课堂辩论式汇报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交流自主学

习的效果和存在的疑难问题，并进行知识的迁移运用

和课堂内容的提炼提升。通过课前学生主体的随机抽

取，增加学生第二课堂学习的参与度，并从一定程度上

杜绝参与小组成员消极学习的可能性。

(3）教师、学生双主体的互动式评价。以课堂教学

目标为导向，以概念理解、内涵外延、工作原理解读、工

程实例、有效解决途径、创新技术与理论等一项或者多

项为考察依据，实施学生-学生、教师-学生的互动性

评价模式，提高学生在学习效果评价上的参与度。学生

通过参与互动式评价，站在“教师”的角度有助于学生

对课堂学习的理解，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4）以教师为主体的理论精讲。教师根据课堂目

标，结合学生为主体的辩论式汇报、互动评价中存在的

问题，对课程中出现的重点、疑点和难点进行精讲，并

适当引入工程案例和前沿技术，减少常规性知识点的

重复性讲授，突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引领作用。

3  引入企业创新资源

企业逐渐成为科技推广和开发的主阵地，将企业

资源纳入人才培养中，有助于人才培养的准确性。课

程通过有偿引进企业高级工程人才参与课程设计和授

课，将课程涉及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历，通过

面授、视频和研讨课等形式应用于本科人才培养，引入

企业创新资源，有助于强化技术、理论、方法的实用性，

提高案例设计的真实性和可实施性，增强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课程设置特种纸中水回用技术、生物法废水处

理技术、膜法废水深度处理技术等多个企业案例教学，

实现学生与教师、学生与企业教师、教师与企业教师的

交流互动，实现大学教育与工程技术的互动发展。

4  形成课堂教学的立体化评价

突出形成性考核机制与执行手段。课堂考核以教学

目标考核、过程考核和效果考核为主的三个考核指标，各

占比为20%、40%和40%，同时在分类考核中将基础知识考

核、技术性考核和创新性考核并重。目标考核中包含“教

学目标的多维性”、“教学目标的普适性及挑战性”等；过

程考核包括MOOC学习频率、项目研讨、课堂问答参与度、

考勤；效果考核主要是结果性目标的达成度，包含作业、创

新性文献的查阅、工程案例的调研、工程技术难题破解方

案的提出、新技术的理解等内容。同时，借助“开元数字教

学平台”或“课通助手”等教学管理平台，实现课堂互动和

课堂效果的管理和评价，更好地实现教学过程的记录、评

价和改进，达到更好的形成性考核效果。

5  结束语

基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在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要求，《轻化工环保》课堂教学通过课堂教学内

容的遴选、多种教学方法协同、企业创新资源引入以及

课堂教学的立体化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初步实现了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领，行业企业的工程创新资源融

于课堂教学，课堂效果形成性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提升，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

课堂效果好，为轻化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的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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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网跑偏检测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258166 A

发明人：刘文明　李聪定　薛正松　徐经发　吴

高兴

申请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纸机烘干部的干网在导辊上高速传递纸幅，

导辊的微弱偏移或干网的收缩，都会造成干网在

导辊的横向摆动，在干网矫正装置无法校正的前

提下，不及时停止传动，干网会存在被撕扯断裂的

风险，带来不必要的停机和备品损坏；传统的干网

跑偏系统为单跑偏检测，当检测到干网跑偏信号

时，会停止干燥部传动，避免干网被撕扯。

现场由于各种导辊等机械装置在纸机的高速

运行过程中都会出现一定的振动，由于振动源的

影响，干网跑偏报警装置经常发生误报警，而跑偏

报警信号都和传动有连锁，这样很容易出现一些

异常情况的发生；且在干网跑偏安装检测装置时，

通过改变安装位置来调整检测装置的高度及长

度，操作复杂。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干网跑偏检测

装置。

如图1～图4所示，该种干网跑偏检测装置包括

安装座、底座、支架臂、滑座臂、支臂、检测座和绕

线筒。安装座内部安装有底座，底座顶部中心处安

装有支架臂，支架臂一侧开设有第一穿槽，便于第

一螺纹杆对着支架臂上下移动时沿着第一穿槽移

动，支架臂顶端安装有齿箱，底座顶部且位于支架

臂四周均安装有第一螺纹杆，第一螺纹杆顶端穿

过滑座臂且位于齿箱内部安装有从动轮，齿箱内部

中心处安装有转轴，转轴外侧套装有主动轮，主动

轮和四个从动轮相互啮合，通过主动轮带动四个

从动轮转动，保证四个从动轮的转速相同，保证滑

座臂在第一螺纹杆上竖直移动时始终保持水平状

态。

滑座臂一端安装有支臂，支臂内部中心处开设

有第二穿槽，便于容纳第二螺纹杆，支臂一端内部

安装有螺纹套座，螺纹套座套装有第二螺纹杆，通

过螺纹套座在转动的第二螺纹杆上移动带动支臂

在滑座臂上移动，第二螺纹杆一端位于第二穿槽

内部，且另一端贯穿过第一穿槽和滑座臂，滑座臂

一侧安装有绕线筒，对导线进行收放。

支臂一端安装有检测座，检测座内部贯穿安

装有轴鞘，轴鞘外侧套装有扭力弹簧，扭力弹簧一

端与轴鞘配合安装，且扭力弹簧另一端与挡板配

合安装，挡板底端位于检测座外侧，检测座一侧且

位于支臂上方安装有感应接近开关，对干网跑偏

进行检测，感应接近开关一端连接有导线，且导线

穿过绕线筒，与外界控制台电性连接。

绕线筒内部安装有绕线轴，绕线轴两端和中

心处外侧均安装有挡座，将绕线轴分为两个部分，

且绕线轴两个部分上的导线缠绕方向相反，中间

挡座开设有限位槽，限位槽内部安装有限位块，限

位块底部开设有线孔，便于将导线固定在限位块

的线孔内。

安装座内部四角均开设有第一限位槽，底座

外侧四角均开设有第二限位槽，第一限位槽和第

二限位槽之间安装有圆形橡胶块，安装座顶部且

位于底座底部安装橡胶座，便于将圆形橡胶块限

位在安装座的第一限位槽与底座的第二限位槽

间，装置使用时四周的圆形橡胶块和底部的橡胶

座能有效防止由有限振动源产生的干扰干网跑偏

信号，保证干网的安全性和生产稳定性。

第一螺纹杆底端通过轴承与底座转动连接，

便于保证第一螺纹杆的正常转动。

滑座臂内侧开设有滑轨，支臂两侧均开设有滑

槽，滑座臂和支臂通过滑轨和滑槽滑动连接，通过

滑槽和滑轨保证支臂在滑座臂上移动的水平和稳

定，进而完成对检测部位的长度调节。

转轴顶部安装有第一转轮，便于使用时通过

第一转轮方便转轴的转动，第二螺纹杆另一端安

装有第二转轮，便于使用时通过第二转轮方便转

动第二螺纹杆。

限位槽两侧均开设有卡槽，限位块两端均设

置有卡块，限位块通过卡块卡进卡槽安装在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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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限位块一侧且位于绕线筒外侧安装有转把，

便于将导线固定在限位块的线孔上。

绕线筒一端外侧底部开设有第一通孔，绕线

筒一端外侧顶部开设有第二通孔，导线穿过第一

通孔和线孔从第二通孔穿出，便于导线分别从绕

线筒两端穿过，使用时能够保证互不干扰，避免导

线出现缠绕打结的情况。

第一螺纹杆和滑座臂螺纹连接，当第一螺纹

杆转动时，滑座臂在第一螺纹杆上竖直移动完成高

度调节，且调节过程滑座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螺

纹套座和第二螺纹杆螺纹连接，第二螺纹杆贯穿

过滑座臂且和滑座臂转动连接，当第二螺纹杆转

动时，螺纹套座带动支臂在水平方向移动完成长度

的调节。

扭力弹簧的圈数为4圈，扭力弹簧夹角度数为

100°，通过改变扭力弹簧的圈数、夹角以及扭力弹

簧安装位置来改变挡板的弹力减少抗振动干扰，

保证检测信号的稳定，有效防止由有限振动源产

生的干扰干网跑偏信号，保证干网的安全性和生

产稳定性。

该检测装置的使用操作步骤：（1）将检测装

置安装在工作位置，将导线穿过的第一通孔和线

孔，然后将限位块通过卡块卡进卡槽安装在限位

槽内，导线再从第二通孔穿出与外界控制台连接；

（2）转动第一转轮带动转轴和主动轮转动，通过

齿轮啮合传动带动从动轮转动，进而带动四周的

第一螺纹杆转动，与第一螺纹杆螺纹安装的滑座

臂随着第一螺纹杆的转动上下移动调节高度，转

动第二转轮带动第二螺纹杆转动，与第二螺纹杆

螺纹安装的螺纹套座随着第二螺纹杆的转动带动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干网跑偏检测装置的结构

图2  检测座内部结构

图3  绕线筒内部结构

图4  安装座和底座剖面

1—安装座  2—底座  3—支架臂  4—第一穿槽  5—轴承  6—第一
螺纹杆  7—滑座臂  8—齿箱 9—第一转轮  10—支臂  11—滑槽  
12—挡座  13—滑轨  14—检测座  15—扭力弹簧  16—轴鞘  17—
挡板  18—导线  19—感应接近开关  20—绕线筒  21—转轴  22—
主动轮  23—从动轮  24—螺纹套座  25—第二螺纹杆  26—第二穿
槽  27—第二转轮  28—绕线轴  29—限位槽  30—卡槽  31—线
孔  32—限位块  33—卡块  34—转把  35—第一限位槽  36—橡
胶块  37—第二限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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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臂在滑座臂上水平移动，在伸长的同时，导线在

绕线筒内带动绕线轴旋转，将导线从绕线轴上放

出，保证导线长度与支臂和滑座臂的总长度一致，

当支臂在滑座臂收缩时，转动转把将导线重新缠

绕在绕线轴上；（3）调整完毕后，烘干机工作时的

干网在导辊上高速传递纸幅，导辊的微弱偏移或

干网的收缩，都会造成干网在导辊的横向摆动，通

过感应接近开关与干网边缘相接触，对干网的移

动进行检测。

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通过改变扭力弹簧的

圈数、夹角以及扭力弹簧安装位置来改变挡板的

弹力及增加支架臂的直径减少抗振动干扰，保证

检测信号的稳定，同时安装座内部四角均开设有

第一限位槽，底座外侧四角均开设有第二限位槽，

第一限位槽和第二限位槽之间安装有圆形橡胶

块，且安装座顶部且位于底座底部安装橡胶座，

使用时四周的圆形橡胶块和底部的橡胶座能有

效防止由有限振动源产生的干扰干网跑偏信号，

保证干网的安全性和生产稳定性；转动第一转轮

带动转轴和主动轮转动，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带动

从动轮转动，进而带动四周的第一螺纹杆转动，

与第一螺纹杆螺纹安装的滑座臂随着第一螺纹

杆的转动上下移动调节高度，其中第一螺纹杆顶

部的四个从动轮位于主动轮四周，且主动轮转动

传动带动四个从动轮转动的转速相同，即第一螺

纹杆的转速相同，带动滑座臂竖直移动时滑座臂

始终处于水平状态；转动第二转轮带动第二螺纹

杆转动，与第二螺纹杆螺纹安装的螺纹套座随着

第二螺纹杆的转动带动支臂在滑座臂上水平移

动，通过滑槽和滑轨保证支臂在滑座臂上移动的

水平和稳定，进而完成对检测部位的高度和长度

调节，便于在检测装置安装后进行局部调整，无需

重新拆卸安装；当支臂在滑座臂上移动调整整体

的长度时，感应接近开关与导线连接，其中导线

穿过的第一通孔和线孔，然后将限位块通过卡块

卡进卡槽安装在限位槽内，导线再从第二通孔穿

出与外界控制台连接，将导线固定在限位块的线

孔上，当支臂在滑座臂上伸长时，导线在绕线筒内

带动绕线轴旋转，两端导线从绕线轴上放出，始

终保证导线长度与支臂和滑座臂的总长度一致，

当支臂在滑座臂收缩时，转动转把将导线重新缠

绕在绕线轴上，避免导线过程对检测装置进行缠

绕，便于当检测装置进行整体调节时，对导线的长

度进行调节。

用于监控网筛的状态的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10273314 A

发明人：马克·埃克伦茨　约亨·霍诺尔德　克里

斯蒂安·戈梅林格　萨米·法拉杰

申请人：福伊特专利有限公司

在迄今为止公知的筛分拣器中，网筛的技术数

据在网筛的端部环形部上被打印。因为网筛布置

在相关分拣器的壳体中，所以读取技术数据是非

常耗费的。此外，网筛的磨损状态保持着不确定，

这是因为针对网筛使用的简历记录或历史记录并

不存在，并且运行数据也不可用。

提供一种用于监控和处理纤维材料悬浮物分

拣器网筛状态的系统，不仅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并

且确保了涉及网筛技术数据更快、无错误地读取，

能够实现从外部更全面地监控网筛的状态。

图1示出了用于处理纤维材料悬浮物分拣器网

筛状态的系统实施方式。系统包括配属于布置在

分拣器壳体中网筛的无线识别单元和外部的（尤

其是移动的）读取单元，用于从识别单元非接触地

读取涉及网筛的技术数据并且用于建立与包含另

外的涉及分拣器数据的外部数据库的连接。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用于处理纤维材料悬浮物分拣器网筛的状态

1—系统  2—网筛  3—识别单元  4—读取单元  5—技术数据  
6—数据库  7—端部环形部  8—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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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单元可以包括用于反映出另外涉及分离

器的从外部数据库检索到的数据显示器。

识别单元可以包括至少一个RFID芯片。在

该情况下，其包括至少一个配属于分拣器网筛的

RFID芯片。识别单元可以包括配属于分拣器网筛

的RFID芯片和配属于分拣器壳体的RFID芯片，

其中，配属网筛的RFID芯片可以通过软件联接与

配属于壳体的RFID芯片联接，并且配属于壳体的

RFID芯片可以通过读取单元读取。配属于分拣器

的网筛的RFID芯片也可以直接通过读取单元读

取。尤其是在配属于分拣器网筛的RFID芯片可以

直接通过读取单元读取的情况下，配属于分拣器

网筛的RFID芯片适宜地布置在分拣器可通过盖封

闭开口的区域中。

在此，配属于分拣器的网筛的RFID芯片尤其

是可以布置在网筛的与分拣器可通过盖封闭开口

相邻的端部环形部之上或之中。在当前情况下，配

属于分拣器网筛的RFID芯片相应地布置在网筛的

上方端部环形部之上或之中。配属于分拣器网筛

的RFID芯片例如可以布置在端部环形部面对分拣

器开口的上侧，或者也可以布置在端部环形部的径

向内侧。

配属于分拣器的网筛的RFID芯片以凹陷的方

式安置在端部环形部中。在此，以凹陷的方式安置

在网筛的端部环形部中的RFID芯片可以设有尤其

是由塑料和优选由聚四氟乙烯构成的覆盖部。利

用这种覆盖部考虑到如下情况，网筛通常被再加

工，即镀铬和电抛光。

另外的涉及分拣器的数据可以与涉及网筛的

技术数据一起存储在外部的数据库中。通过从各

自的网筛的识别单元读取的技术数据，另外包含

在外部数据库中的数据因此可以配属于网筛。

通过读取单元从外部数据库检索到的另外的

涉及分拣器的数据尤其是可以包括网筛的制造数

据、网筛的简历数据、分拣器的运行数据和/或类

似数据。在此，网筛的制造数据例如包括涉及网

筛的结构、材料、大小或类似参量的数据。网筛的

简历数据可以包括用于再加工网筛的数据、储存

时间等。分拣器的运行数据例如包括关于使用时

间、分拣器的输入端/输出端上的流量/压力的数

据、关于网筛的旋转速度的数据和/或类似数据。

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可以由分拣器的机器控制件提

供。

此外，系统可以例如包括整合在读取设备和/

或外部的数据库中的数据处理器件，以便基于之

前的网筛的使用寿命、所有之前由网筛处理的通

过量、网筛的旋转速度、在分拣器的输入端和若干

输出端之间的能量平衡和/或类似参量获知网筛

的磨损度，进而获知用于网筛的下一更换日期。

用于纤维幅材干燥部的联接器

申请公布号：CN 110172855 A

发明人：M·劳里凯宁

申请人：维美德技术有限公司

提出一种更可靠和更易于维护的联接器。

如图1所示，烘缸的轴不具有驱动齿轮，通过

来自筛选装置的力转动并支撑在轴承上。蒸汽通

过设置在蒸汽/冷凝水联接器框架上的连接件引

入，而冷凝水通过框架端部上的连接件排出。

烘缸包括壳体、端部和与该端部连接的中空

轴。该烘缸具有中心鼓形空间C，用于将同轴的蒸

汽管和冷凝水管安装在不可转动的联接器和缸的

内部部分之间。

烘缸轴被支撑在轴承上，该轴承通过轴承壳

体支撑在基底结构上，这进一步支撑联接器框架

及其法兰构件。

联接器的框架通过基底结构连接的法兰支撑

（在图中可见紧固螺栓）。这种与法兰连接的结构

保护弹簧和碳环密封部不受从外部侵入到环空间

狭窄通路中杂质的影响。

在联接器框架的环形空间中，环形活塞为了运

动被轴向地设置，使得环形活塞内侧的鼓形面支

撑在联接器框架外表面侧的滑动面上。该滑动面

和鼓形面被彼此精确滑动配合地设置。密封件通

过内部空间的蒸汽压力将这些滑动面压紧。活塞

由弹簧加载，为此活塞具有一空心点，其与销一起

控制弹簧。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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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弹簧力以外，台肩后方的蒸汽压力也提供

了有利的附加负荷，其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会使

强化压紧。弹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提供加载密封

面的基本负荷。

碳环密封部保持烘缸压力密封地支撑在密封

面上，但允许缸转动并引领处于固定位置中的管

道系统经由缸轴的内部空间进入到缸的内部。在

轴的端部上紧固有环形构件，在该环形构件上已

经机械加工出所提到的球形密封面。

碳环密封部由其磨损面根据平直的密封面与

球形密封面之间的载荷来调节。碳环密封部可以

在密封面上径向移动，并且轴沿相同方向延伸的偏

移会吸收球面的位移。转动发生在两个密封面中，

但主要发生在平直的密封面中。

活塞和联接器框架的延长部之间的滑动面

和鼓形面相对于彼此被机加工为滑动配合。支

撑面的有效轴向长度为碳环密封部的外径Du的

20%～30%。

活塞从其密封面和滑动面被硬化。

蒸汽联接器主要包括相对于彼此同轴调节的

组件。除了要紧固在轴的环形构件和碳环密封部

之外的所有其它组件都是可转动的，并且环形活塞

通过联接器框架连接在基底上。承载环形活塞的

鼓形支撑面在环形活塞的内侧鼓形面上形成滑动

面。碳环密封部布置在支撑面头部的凹部中。

活塞的弹簧载荷包括八个弹簧，它们另外由销

控制位置，使这些弹簧压缩在活塞中形成的鼓形

空间。相比于较少的弹簧数量，该弹簧数量能够更

平均地分配载荷并减少其倾斜度。鼓销F防止活塞

转动。

分束除渣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184845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为解决传统的轻质除渣器为单个结构、占地

大、耗能高、除渣效果不理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

种分束除渣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分束除渣装置包括进浆大管

和若干轻质除渣器，轻质除渣器内径呈由上往下

逐渐变小的中空倒锥状，进浆大管为具有内腔的

密封圆柱体，进浆大管上设有连通进浆大管内腔

的进浆口，进浆大管内部设有若干进浆头，进浆头

上设有进浆孔，进浆头由切线方向连接进浆孔，进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与烘缸相关联的联接器

1—烘缸  2—壳体  3—端部  4—中空轴  5—冷凝水管  6—蒸汽
管  7—连接件  8—轴承  9—轴承壳体  10—法兰  11—基底结
构  12—蒸汽/冷凝水联接器  13—框架  14—滑动面  15,22—碳
环密封部  16—环形空间  17—连接件  18—环形活塞  19—鼓形面  
20—弹簧  21—弹簧销  23,24—磨损面  25—环形构件  26,28—密
封面  27—台肩  29—反压力区域  30—紧固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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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头底部穿过进浆大管连通轻质除渣器；若干进

浆头的顶部均设有良浆管，若干轻质除渣器的底

端均设有渣浆出口。

进浆大管的上端设有良浆收集管，若干进浆头

顶部的良浆管穿过进浆大管连通良浆收集管；进

浆大管的下方设有渣浆收集管，若干渣浆出口连通

渣浆收集管，良浆收集管和渣浆收集管上均设有出

浆口，起到分别集中排出良浆和渣浆的作用。

进浆头的数量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多个进浆头

同时进行浆料的处理，提升处理速率，提高工作效

率，保证浆料的除渣质量。

进浆头相互并列设置在进浆大管的内部，并

列设置进浆头，方便浆料分开进浆，提升处理能

力，保证除渣质量。

若干进浆孔的半径之和小于进浆口半径，浆

料从进浆口进入进浆大管中并充盈满进浆大管

后，通过进浆孔进入到进浆头中，浆料从口径大的

进浆大管中进入到口径小的进浆孔中，由于进浆路

线存在的直径突变，旋转压力增大，形成内漩涡，

且流速得到提升，进而起到提高进入进浆头中浆

料流速的作用，提升浆料的除渣效果，使得浆料在

进浆头中切线进入的速度得到提升，以实现提高

浆料在轻质除渣器中的旋转速度的目的。

良浆管呈圆柱形，保证良浆平稳流出至良浆收

集管中，提升成品良浆质量。

使用方法：浆料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通过进浆

口进入进浆大管内，同时沿切线通过半径较小的

进浆孔进入进浆头内部，由于进浆路线存在的直

径突变，旋转压力增大，形成内漩涡，良浆在旋转

作用下上流并通过良浆管汇集到良浆收集管内，渣

浆中的杂质则下落至轻质除渣器中并通过渣浆出

口汇集到渣浆收集管内，轻质除渣器的直径逐渐

变小，浆渣受到的旋转离心力不断增强，质量较轻

的纤维就会旋转上升，以起到避免过多流失良浆

中轻质纤维的作用，最后良浆和渣浆分别通过出

浆口集中收集或排出。

有益效果：设置多个轻质除渣器和单个良浆

收集管以及单个渣浆收集管，多个并联结构在提

升浆料处理能力的同时，保证出浆的稳定性和易

控性，装置占地面积小，耗能可控，除渣后浆料品

质高；进浆头上设置半径较小的进浆孔，其作用在

于，浆料在进浆大管中由切线方向通过进浆孔进

入到进浆头的过程中，由于进浆路线存在的直径

突变，旋转压力增大，形成内漩涡，提升浆料的除

渣效果，保证浆料的纯净性；浆料中在内径由上往

下逐渐变小的轻质除渣器中旋转向下，由于旋转

离心力以及重量的不同，纤维和杂质会因其自身

重量的作用下在轻质除渣器内产生轴向分层，比

重较轻的纤维被甩向轻质除渣器的器壁后，因其

自身重力不能抵消器壁对其沿竖直方向上的作用

分力，从而使得质量较轻的纤维在作圆周运动的

同时还沿轻质除渣器的器壁向上运动，进而实现

比重轻的纤维从良浆管离开轻质除渣器的目的，

比重较大的重杂质被甩向轻质除渣器的器壁后同

时受重力作用而做向下运动，上宽下窄的倒锥状

轻质除渣器使下沉旋转运动的重杂质浆料流速得

到补偿，离心力加强，使得出现由上至下比重逐渐

增大的杂质的轴向分层，即使得越往轻质除渣器

的底部重杂质含量就越多，比重轻的纤维含量就

会越少，进而实现充分分离轻纤维和重杂质的目

的，起到保证浆料的除渣效果，提升成品质量，在

占地面积可控范围内实现了小耗能、高质量的除

渣。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分束除渣装置的结构

1—进浆大管  2—轻质除渣器  3—进浆口  4—进浆头  5—进浆孔  
6—良浆管  7—渣浆出口  8—良浆收集管  9—渣浆收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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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彩喷原纸压光处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318281 A

发明人：楼钱　王盼盼　郑宏亮　姚华

申请人：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现有的压光机在压光前通常简单地将纸张干

燥，然后压光，工厂内粉尘较多，当原纸表面有粉

尘时会导致压光成品纸出现条痕发花，纸张出现

不良，影响纸张加工。现有的压光机压光彩喷原

纸时会出现光泽度差、亮度不一致、压光黏带等缺

陷，而这些缺陷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压光带表面

出现附着物或者压光带磨损。而现有的解决方法

是，直接更换压光带或者拆下压光带抛光打磨，拆

卸麻烦，耗费时间，降低设

备生产效率，而且现有彩喷

纸的造纸方式较为繁琐，造

出成品纸质量较差，为此，

提出一种高性能彩喷原纸压

光处理装置及其原纸制造工

艺。

如图1所示，该种高性能

彩喷原纸制造工艺为：先将

原料阔叶木浆纤维和针叶

木浆纤维参照比例，阔叶木

浆纤维90%以上配以少量针

叶木浆纤维10%以下，再将

原料放入打浆机中打成糊状

物，糊状物加入一定配比助

剂和浆，通过筛网成形为原

纸，将原纸放置通风位置干

燥，将原纸再涂胶、干燥、压

光后分切，制成成品彩喷原

纸。

打浆前采用碳酸钙作为

填料进行加填10%～15%，通

过非离子型微粒助流助滤体

系过滤掉纸纤维中的杂质。

在打浆过滤前，使用非离子

型微粒助留助滤体系助留机理，也就是先在浆料

体系中添加电荷密度低、分子量高的阳离子聚合

物，通过桥联作用引起纸料的初始絮聚，初始絮聚

体在高剪切力作用下被剪切为大量小絮体，最后

加入带有负电荷的微粒通过吸附、静电中和及与阳

离子聚合物非带电荷段的配合作用，将细小絮体

重新联接起来，形成较初始絮聚体尺寸更小、结构

更致密的独特凝聚体结构，从而提高纸料留着率

和滤水性能。

在过滤时使用两层半网，纤维配比按照针叶

木浆6%～10%，阔叶木浆90%～94%，打浆度按

照28～36°SR，保证生产出来的原纸具有良好的

匀度，以便后续加工涂布过程中涂料吸收均匀一

致。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高性能彩喷原纸压光处理装置结构

1—升降装置  2—移动装置  3—转动装置  4—安装板  5—安装孔  6—升降固定板  7—升降
电机 8—丝杆  9—螺纹筒  10—导向装置  11—连接板  12—导柱  13—导套  14—移动固定板  
15—移动电机  16—连接杆  17—转动杆  18—连接块  19—滑板  20—滑块  21—导轨  22—转
动固定板  23—转动电机  24—金属轴  25—主动定位轮  26—限位板  27—皮带  28—从动定位
轮  29—连接轴  30—支撑块  31—抛光轮  32—保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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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胶度（cobb值）在26g/m2是比较合适的

值，过低过高的施胶度会引起涂布加工时胶液吸

收量不匀而影响其表面光泽，打印时墨点扩散影

响图像清晰度。

选用xbcc胶，硬度88～90（SHD），并且成纸

的水分控制在5.8%～6.5%，通过采用软压光半干

压光，配以硬压光四辊三压的组合压光方式，提

高纸页的紧度至0.86～0.90g/cm3，将纸页平滑

度提高至40s，较原先普通彩喷原纸平滑度提高

30%～40%。

该种高性能彩喷原纸压光处理装置包括升降

装置、移动装置和转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升降装

置一侧设有移动装置，移动装置与升降装置滑动

连接，移动装置顶部固定有转动装置。升降装置

提供升降位移，保证压光带随时可以打磨抛光；移

动装置移动转动装置，使抛光效果更好；转动装置

提供转动力，抛光压光带。

升降装置由安装板、升降固定板、升降电机、

丝杆、螺纹筒和导向装置构成，安装板内部开设有

安装孔，安装孔设有多个，安装孔之间设有升降固

定板，升降固定板与安装板固定连接，升降固定

板一侧固定有升降电机，升降电机输出端固定有

丝杆，丝杆外表面设有螺纹筒，螺纹筒与丝杆螺

纹连接，丝杆两侧设有导向装置，导向装置设有两

个，且对称分布于丝杆两侧，使用丝杆结合导向装

置提供稳定的升降运动，加强转动装置的抛光效

果。

导向装置由导柱和导套构成，升降固定板底

部固定有导柱，导柱外表面套有导套，导柱与导套

滑动连接，导套底部与移动装置固定连接，通过导

柱和导套之间的相对滑动，增加升降装置运动的

稳定性。

在压光带表面出现划痕等缺陷时，升降电机

运动，升降电机带动丝杆转动，丝杆带动螺纹筒下

降，螺纹筒带动移动装置下降，移动装置带动转

动装置抛光压光带。

移动装置由连接板、移动固定板、移动电机、

连接杆、转动杆和连接块构成，升降装置一侧固定

有连接板，连接板一侧固定有移动固定板，移动固

定板顶部固定有移动电机，移动电机输出端固定

有连接杆，连接杆一侧设有转动杆，转动杆与连接

杆转动连接，转动杆一端设有连接块，连接块与转

动杆转动连接，连接块与转动装置固定连接，通

过移动电机驱动转动装置循环往复运动，便于转

动装置抛光时，增大抛光的均匀性。

在转动装置抛光时，移动电机带动连接杆转

动，连接杆带动转动杆移动，转动杆带动连接块

左右滑动，从而带动转动装置左右移动抛光。

转动装置由滑板、转动固定板、转动电机、金

属轴、主动定位轮、限位板、皮带、从动定位轮、连

接轴、支撑块和抛光轮构成，移动装置顶部固定

有滑板，滑板一侧固定有转动固定板，转动固定板

顶部固定有转动电机，转动电机输出端固定有金

属轴，金属轴远离转动电机一端设有限位板，限位

板与金属轴转动连接，金属轴外表面套有主动定

位轮，主动定位轮设有三个，且等距排列，主动定

位轮一侧设有皮带，皮带一侧设有从动定位轮，从

动定位轮与主动定位轮通过皮带传动连接，从动

定位轮内部固定有连接轴，从动定位轮之间设有

支撑块，支撑块设有多个，支撑块与连接轴转动连

接，支撑块之间设有抛光轮，抛光轮与连接轴固定

连接，通过多组抛光轮直接抛光，抛光效果更好，

抛光效率更快，节省抛光时间，增大设备的产量。

滑板底部固定有导轨，导轨设有三条，导轨内

部设有滑块，滑块与移动装置固定连接，导轨与滑

块滑动连接，保证转动装置在移动装置上更加平

稳地滑动。

在升降装置和移动装置都启动后，同时转动

装置的转动电机转动，转动电机带动金属轴转动，

金属轴带动主动定位轮转动，主动定位轮通过皮

带带动从动定位轮转动，从动定位轮带动连接轴

转动进而带动抛光轮转动，使抛光轮与压光带接

触，并抛光。

移动装置外表面设有保护板，保护板与移动

装置固定连接，转动装置位于保护板内部，保护操

作者，防止操作者被抛光轮误伤。

升降电机、移动电机和转动电机均优选

Y100L-2-3型号，电机运行电路为常规电机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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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控制程序，电路以及控制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

进行过多赘述。

干燥罩、干燥设备及其用途

申请公布号：CN 110325682 A

发明人：安德烈亚斯·伯格尔斯豪森

申请人：福伊特专利有限公司

改进干燥罩，避免干燥罩出现可能导致损坏

的张力和变形状态。此外，通过高程度的预制度

来使结构不太复杂并且便于装配。

图1示出用于制造或处理材料幅，尤其形式为

纸张幅、纸板幅或生活用纸幅的纤维材料幅机器

的干燥设备示意性简化图。干燥设备装入在机器

中的情况下朝干燥缸转动轴线AL方向观察的侧视

图，转动轴线AL铅垂于图面地向内延伸。

干燥缸为具有封闭表面可加热的缸或者可抽

吸的缸。在干燥缸的转动方向上，由干燥缸的外周

边带动待干燥的纤维材料幅并使纤维材料幅被引

导通过干燥设备。因此，干燥缸的转动方向相应于

机器方向，即待干燥的纤维材料幅的纵向。

干燥设备还包括在周向上至少部分地包夹干

燥缸的至少一个干燥罩。为了在周向上在包夹干

燥缸的较大区域的情况下容易进行定位，干燥罩被

两件式地实施。原则上，干燥罩可以是气体加热的

起皱缸罩。

干燥罩包括多个喷嘴匣。这些喷嘴匣包括壁

部并且连同干燥缸的外周边一起在其外周边的至

少一部分上方限界出缝隙。每个喷嘴匣均具有多

个排出开口，以使干燥的空气朝干燥缸的外周边

的方向喷出到纤维材料幅上。借此，在周向上围绕

干燥缸的转动轴线AL布置的喷嘴匣，关于它们的

纵向轴线不仅彼此平行延伸而且相对于转动轴线

AL平行延伸。这些喷嘴匣因此可以如下布置，即，

使得它们的纵向轴线位于围绕干燥缸的周围圆上，

该周围圆具有比干燥缸本身更大的直径。纵向轴

线平行于机器横向，即纤维材料幅的宽度方向延

伸。喷嘴匣的长度使得它们至少在纤维材料幅的

整个宽度方向上延伸。

在当前情况下，彼此相邻的喷嘴匣共同构造有

充当吸走开口的空隙。经由这些空隙，可以将潮湿

的排气从干燥罩的内腔导出。

为了向干燥罩输送供气并自其导出排气，给

干燥罩配属有导气系统。该导气系统可以是干燥

设备的一部分。导气系统具有至少一个用于供气

的输送通道，该输送通道经由相应的分配通道以

导流方式与各个喷嘴匣连接。因此，每个喷嘴匣

可以配属有至少一个单独的分配通道。经由布置

在喷嘴通道之间的或由其构成的吸走开口，从干

燥罩（从其与干燥缸的周侧面限界的缝隙）导出

饱湿的排气。为此，各个吸走开口经由配属给它们

的各个吸走通道以导流方式与排气通道连接。经

由排气通道，使排气经由吸走开口从干燥罩中被

传送出去。吸走开口可以在各自的喷嘴匣的整个

长度上延伸。给干燥罩或干燥设备配属有用于送

气和备气的相应的装置（例如鼓风机、吸走器、加

热器）。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干燥罩和干燥缸的干燥设备的侧视

图2  支撑件布置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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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罩构成容纳壳体，该壳体部分地包围喷

嘴匣，这些喷嘴匣悬挂在壳体上。在干燥设备的运

行中，喷嘴匣由于供气和排气而被加载以不同的

温度，这可能导致局部不同的热膨胀，这就伴随

有必定被干燥罩的壳体截获的喷嘴匣的应力和移

动。

图2中示出了各个喷嘴匣的支撑件布置，喷嘴

匣经由两个支撑件支撑在壳体上。在此，支撑件布

置在喷嘴匣轴向端部的区域内。在此，第一支撑件

能够实现喷嘴匣相对于壳体沿着喷嘴匣的纵向轴

线L和相对该纵向轴线垂直的横向轴线Q运动。而

第二支撑件使得仅允许喷嘴匣相对于壳体沿着横

向轴线Q相对运动。因此，第一支撑件能够实现两

个这样的平移自由度，而第二支撑件仅允许一个

这样的平移自由度。通过四分之一圆来示出第一支

撑件旨在表示其具有相应的两个平移自由度。而

通过两个半圆来示出第二支撑件旨在表示其仅允

许一个平移自由度。在两个支撑件上方和下方的刻

度线旨在表示限制沿着所示方向相应直线运动的

止挡。这种限制通过槽的轮廓来实现：被嵌入到

槽中的销侧向地被槽的轮廓在其沿着横向Q朝两

侧的运动中，防止超过槽的轮廓边界的进一步运

动。

图3示出了干燥设备的局部剖视。分别示出

了喷嘴匣的两个轴向端部以及它们在干燥罩的

壳体上的悬挂部。在此，两个支撑件按照滑槽引

导件的形式来构造。在干燥罩的壳体中，确切而

言在喷嘴匣的轴向端部的区域内，设置有各一个

开口。通过每一个开口，将各一个销嵌入到喷嘴

匣各自的槽中，更确切地说从壳体的外部经由被

壳体包夹的干燥罩的内腔嵌入到喷嘴匣的轴向

端部的区域内。销可以在干燥罩背离喷嘴匣的

一侧（外部侧）上与该干燥罩或与壳体力锁合地

(kraftschlüssig)、形状锁合地(formschlüssig)

和/或材料锁合地，优选通过焊接来连接。为了避

免供气在销伸入喷嘴匣的部位处逸出，可以在喷嘴

匣上的相应位置处设置有相应的密封件。

两个支撑件中的至少一个支撑件的至少一个

槽也可以由干燥罩的壳体构成，而销可以由各自的

喷嘴匣构成。至少一个支撑件的槽或销也由与壳

体或喷嘴匣分立的元件构成。

在喷嘴匣的布置有第二支撑件的轴向端部的

区域内设置有第一直线止挡和第二直线止挡。这

两个止挡一方面用于防止第二支撑件沿喷嘴匣纵

向方向的直线运动，另一方面用于设定壳体和喷

嘴匣在喷嘴匣相关的轴向端部上朝向彼此的端侧

之间的限定缝隙。直线止挡阻止了喷嘴匣的轴向

端部在第二支撑件所布置的区域内的沿其纵向轴

线L向两侧的运动。因此，第二直线止挡可以是隆

起部，该隆起部布置在喷嘴匣和壳体朝向彼此的

轴向端侧之间并且优选被紧固在喷嘴匣上或与该

喷嘴匣一件式地实施。而另一方面，第一直线止挡

可以用作反向止挡，其一方面与销连接（或可以与

其一件式地实施）并以如下方式支撑在喷嘴匣上，

即，使得它挡住了该销沿着其纵向轴线反向移动。

图4  喷嘴匣沿纵向轴线L方向的结构

1—干燥设备  2—干燥罩  3—干燥缸  4—缝隙  5—部分区域  
6—外周边  7—吸走开口  8—喷嘴匣  9—排出开口  10—导气系
统  11—输送通道  12—分配通道  13—吸走通道  14—排气通道  
15—壳体  16—第一支撑件  17—第二支撑件  18—销  19—开口  
20—槽  21—密封件  22—直线止挡  AL—转动轴线  L—纵向轴线  
Q—横向轴线

图3  喷嘴匣沿其纵向轴线的局部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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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反向止挡以及隆起部也可以实施成与销连接或可

松开地连接。它们可以与销或它们所布置的元件一

件式地实施。借此，两个直线止挡可以是第二支撑

件的一部分或配属于该第二支撑件。

图4分别示出了两个支撑件的局部剖视。因

此，图4a中示出了沿着图3中的A-A线的剖图，而

图4b示出了沿着图3中的B-B线的剖图。两个支撑

件的槽实施为（限界出椭圆形轮廓的直线的）纵向

槽。槽的纵向轴线或对称轴线与相应的喷嘴匣的

横向轴线Q（或其平行线）重合。

销具有与槽的轮廓互补的外形，从而使得这

些销可以在干燥设备的运行期间所嵌入的槽中沿

着横向轴线Q运动。在此，销实施为旋转对称的个

体，即圆柱体。原则上可以想到其他形状（还有槽

的其他形状），只要它们相互构成滑槽引导件。

因此，槽的朝向彼此的端侧和销的周侧面形

成支撑件相应的支撑面。在两个支撑件构造为滑

动支撑件的情况下，支撑面是滑动支撑件的滑动

面。

根据图4a，第一支撑件可以如下方式实施，

即，使得它具有两个平移自由度，因此允许了喷嘴

匣沿纵向轴线L的方向和横向轴线Q方向的运动。

如图4b中通过虚线指明的，第一直线止挡（这

里为反向止挡）在其外轮廓方面如下实施，即，使

得其能在第一定位中轴向地引入到槽中并穿过该

槽地引入超过喷嘴匣的壁部并至后方。通过将销

绕其纵向轴线转动，该纵向轴线与喷嘴匣的纵向

轴线重合，使得该销相对喷嘴匣的壁部交叠。借

此，使该销防丢失地保持在喷嘴匣的壁部上，并且

阻挡了该销沿着其纵向轴线的运动。因此，在两个

方向上防止了喷嘴匣朝向第一支撑件的方向的相

对沿着各自的喷嘴匣的纵向轴线L的反向运动。在

所示的交叠的定位中，销可以力锁合、形状锁合和

/或材料锁合地与壳体连接。反向止挡或通常是第

一直线止挡可以按照可松开的卡口式连接的方式

实施。总之，利用该支撑件可以仅实现唯一的平移

自由度，即在横向轴线的方向上。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Metsä Tissue使用Tieto数字化技术
优化欧洲纸厂运营 

本刊讯（Metsä 消息）Metsä Group子公司

Metsä Tissue与Tieto合作，使用Tieto集成纸张

纸解决方案（TIPS），进一步开发纸厂的数字化技

术。新的制造执行系统（MES）将在其位于芬兰、

瑞典、波兰、斯洛伐克和德国的纸厂中实施。

Metsä Tissue是欧洲生活用纸和防油纸的领

先制造商之一。优化数字技术将提高效率，并协调

公司所有工厂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

新系统包括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功

能，并将提高造纸各个环节的透明度。集成纸张解

决方案还包括各种报告和分析功能，这些功能使所

有系统用户都可以使用总体设备效率（OEE）和其

他关键绩效指标（KPI）信息，并有助于进一步发

展运营。

“Tieto将向我们提供新系统，该项目有助于

我们协调运营和生产流程。”Metsä Tissue纸巾业

务高级副总裁Jari Tiura表示。

“我们很高兴扩大与Metsä Tissue的长期合

作关系，并为他们的生活用纸业务提供更全面的支

持。生活用纸行业正在发生变化，在更高水平的自

动化和数字化的支持下，Metsä Tissue纸巾的竞争

力将会提高。这也将使人们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更

快、更有效、更灵活的反应。”Tieto制浆造纸行业

全球销售和业务发展主管Timo Jäätvuori说道。

Tieto的TIPS解决方案主要针对纸浆、造纸、

纸板等行业，是领先的制造执行系统（MES），已

经在全球250家造纸厂安装运行。

安德里茨推出全新StrataPressTM SX
单接缝压榨毛毯技术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安德里茨推出了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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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德里茨StrataPressTM SX压榨毛毯

图2  应用范围

图3  同样厚度和容水空间下基布的比较

代“StrataPress TM SX”压榨毛毯（图1），采用集

成的单接缝技术，该技术受专利保护。

新一代“StrataPressTM SX”压榨毛毯的主要

特点：

●专利的、集成的接缝技术，安装更快更安

全；

●最有效地脱水，降低能耗；

●提供独有的“QS”技术，以获得卓越的纸页

平滑度；

●增加接缝的稳定性，延长使用寿命。

StrataPressTM SX专为包装纸板、文化纸和浆

板机中最严苛的位置而设计（图2）。其专利的集成

接缝确保了强度和耐用性，同时提供快速和安全的

安装。

该技术采用了创新型材料组合、基布结构和独

特的绒概念，基布性能优势明显（图3），可应用于

更快的车速，提高纸页质量，降低能耗，使纸机性

能更优越。

StrataPress TM SX具有独特的抗压性和压区

的抗震性能，即使在最严苛的压区应用中，也能

提供优异的脱水性能，并降低运营成本。”安德里

茨织物与辊子部门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Bil l 

Butterfield说。

由于StrataPress TM SX技术具有三种不同的

经纱组合，对于不同的应用具有各自精确的产品规

格，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纸机、纸板机和包装纸

机以及浆线的运行性能。

StrataPressTM SX还提供安德里茨“QS”快速

饱和技术。嵌入在基布结构中的亲水性组件确保

优化带水量，以在整个使用寿命内改善开机状态、

提高运行表现和更好的压区脱水。

瑞典Holmen纸业开发木材原料数字
扫描技术

本刊讯（Holmen 消息）瑞典纸企Holmen朝着

提高资源效率和数字林业又迈出了关键一步。通过

对森林公司木材的高级三维图像分析，Holmen将

能够提高木材收集和运输效率，并提高木材的附

加值。

“这是一种气候智能解决方案，可使木材扫

描更加准确，整个过程更加高效。无人值守的测量

终端提供了全天候开放的可能性，从而使访问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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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对工作环境和气

候都有利的运输资源。”Holmen Skog营销总监

Andreas Rastbäck表示。

在木材扫描过程中，卡车驶入无人驾驶的测量

平台，在那里以数字方式读取原木的直径和固体成

分百分比，然后将信息立即发送到测量仪，仪器随

后会迅速通知驾驶员已扫描负载，以及负载是否已

获准运往工厂。这意味着可以更精确地进行木材数

量扫描，并更快地卸载货物。

Holmen的新技术将首先在其Hallstavik纸厂

和Braviken纸厂进行试验。

森林价值链的数字化创造了收集和处理数据

的机会，从而使对林业行业智能规划和决策的支持

更加容易。从长远来看，Holmen有望实现木材处

理的完全自动化。借助人工智能，扫描可以变得更

加准确，交货时间进一步减少。

凯米拉在英国投资水处理化学品技
术研究 

本刊讯（凯米拉 消息）凯米拉宣布将扩建其位

于英国Goole的硫酸铁水处理化学品生产线，投资

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水处理能力。

该投资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变化的推动，目前浆

纸行业、能源行业等废水处理对混凝剂的需求持

续增长，因此凯米拉决定通过技术优化进一步提

高水处理效率和能力。

“化学处理是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

方案，可以从废水中捕获和去除磷，并将其回收利

用。这项投资将使我们Goole水处理线的处理能力

翻一番，显示我们对英国市场的承诺。”Kemira工

业与水务部门总裁Antti Salminen说。

日本制纸研发纸基隔离材料加工技
术

本刊讯（日本制纸 消息）日本制纸已决定投

资500万欧元，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芬兰Jujo 

Thermal Oy公司大规模生产SHIELDPLUS，该

产品是一种纸基隔离材料。

Jujo Thermal Oy一直在开发具有氧气和香

料阻隔性能的“SHIELDPLUS ®”，并且已经进入

市场评估阶段。通过这项资本投资，公司旨在欧洲

开始全面生产。

SHIELDPLUS ®系列产品已经在日本和海外引

起了关注，未来日本制纸将通过主打环保理念而使

SHIELDPLUS®系列全面进入欧洲市场。

英国纸企Mondi和Fiorini合作开发可
再生立式纸包装

本刊讯（Mondi 消息）全球领先的包装和纸业集

团Mondi和加工商Fiorini进行技术研发合作，日前

已成功推出了一种完全可回收的纸制立式包装袋，

该包装袋可用于食品包装行业，取代塑料包装。

面食生产商Girolomoni已经决定使用这种纸

包装，用于包装有机“Graziella Ra”小麦意粉和

一些面食产品等。

Fiorini希望用纸替代塑料包装，这使其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此外，该解决方案需要满足最高

的产品质量标准，同时也要保证完全可回收。这

种新型包装采用了Mondi的Advantage Smooth 

White强力特种牛皮纸，该牛皮纸由100％原生纤

维制成，具有高强度和优异的可印刷性，回收率非

常高。

Fiorini包装部销售总监Pietro Fiorini解释

说：“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更多与纸有关的创新型

产品，以满足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并使食品生

产商能够在新市场中不断成长。因此，我们一直在

寻找外观美观并具有相同保护特性的产品，从而

替代塑料。但是经过研究发现，我们独特的密封

技术需要一种特殊的纸张，要求纸张强度够高且

可以回收。蒙迪定量110克/平方米的Advantage 

Smooth White Strong牛皮纸刚好是最佳选择。

高质量的纸张可以加工为面食纸袋。通过与Mo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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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合作，我们成为了意大利纸质食品包装的

领先者。未来，我们将和Mondi开展更多的造纸行

业技术研发，并持续改善纸类包装的性能。”

M o n d i 特 种 牛 皮 纸 美 洲 地 区 负 责 人

Massimiliano Scotta补充说：“我们以客户为中

心开发了EcoSolutions技术，旨在支持客户实现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与Fiorini紧密合作，帮助他

们提高纸类产品的可持续性，以使纸类包装达到包

装强度要求和可回收性标准。我们的团队在研发机

构测试了不同强度等级的纸张，并最后找到了满足

Fiorini所有包装需求的食品接触纸。”

英国纸企Mondi是全球领先的造纸和包装企

业，其创新的包装和纸张解决方案通过设计可实

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客户和消费者满意。2018

年，Mondi的年收入为74.8亿欧元，其中EBITDA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自2008

年以来长期列入FTSE4Good指数系列，自2007年

以来被纳入FTSE/JSE责任投资指数系列。

美国纸企Twin Rivers Paper改进离
型纸底纸生产工艺

本刊讯（Twin R ive r s 消息）为了满足标签市

场技术进步的要求，Twin River s改进了旗下

Alliance Release离型纸的生产工艺。

Alliance Release是用于生产有机硅涂层的

离型纸的原纸。工艺技术的改良也优化了离型纸和

底纸的表面特性。

离型纸的需求日益增长，标签纸市场经理

Jason Courter表示，市场规模的扩大要求使用产

能更大、更快的设备，产品创新也十分关键，作为顶

级标签纸供应商，Twin Rivers要保持市场领先地

位，从而推动产品开发，并通过多元化和差异化的

产品为客户创造效益。

纤维和涂料配方的变化使Alliance Release

离型纸平整性更高，Jason Courter补充说：“我

们的制造能力非常适合离型纸生产。专有的差速涂

层技术、纤维处理技术和25年的行业经验使我们

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Alliance Release离型纸以其光滑度、模切稳

定性、尺寸稳定性和刚度而闻名。可以与所有有机

硅体系兼容，包括溶剂、非溶剂和紫外线等。

作为纸质产品，由于底纸具有可组合性和可回

收性，与薄膜相比，Alliance Release离型纸更加

环保，还可提供第三方监管认证。

Twin Rivers Paper总部位于美国，是一家

综合性特种纸公司，生产特种包装、标签和出版纸

以及针叶木材等。

包装纸企Thimm用草浆纤维生产瓦
楞包装纸板

本刊讯（Thimm 消息）包装纸企Thimm开始试

验用草浆制作瓦楞纸板，在其德国和捷克的工厂生

产资源节约型瓦楞纸板。目前，世界上第一个概念

购物中心“Bikini Berlin”已经开始使用第一批草

浆制成的瓦楞纸板展示架。

Thimm一直关注使用创新和可持续的原材

料。如今，除了木纤维瓦楞纸板之外，Thimm还为

客户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Thimm负责人表示，这种瓦楞纸板用回收草

浆纸制成，更加环保。草浆制成的瓦楞纸板由30％

的草屑和70％的废纸组成。每年从原生农业区购

买草，原生农业区尚未经过施肥或化学处理，此

外，耕种空间也能为农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

Thimm公司研发人员表示，草浆造纸需水少，

也有利于节能环保。目前Thimm已经开始在德国

和捷克的纸厂开展试验，在瓦楞纸板生产中加入

草浆。经过检测，草浆瓦楞纸板基本具有同样的性

能。

由草浆制成的瓦楞纸板可用于所有领域的包

装和展示，并促进了以纸为基础的可持续包装解决

方案的发展趋势。目前，Thimm已经为Foodbuzz

（食品营销商）生产了第一批草浆瓦楞纸板展示

架，将于2020年1月在柏林展会上亮相。

Thimm公司是商品包装和分销的领先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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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供商。其产品包括瓦楞纸板运输和销售包装，

高质量的促销展示架，结合了多种材料和印刷产品

的包装系统，以进行进一步的工业加工。覆盖整个

供应链的各种相关包装服务进一步增强了该公司

的产品范围。这家家族企业成立于1949年，目前在

德国、捷克、罗马尼亚、波兰、法国和墨西哥的20

个地点拥有3300多名员工，2018年的年收入约为

6.45亿欧元。

法国威立雅为理文提供氯化物去除
技术支持，改善制浆过程

本刊讯（威立雅水务 消息）法国威立雅水务将

提供采用HPD工艺的氯化物和钾去除系统，旨在

改善制浆操作，从而支持包装纸箱和生活用纸的

生产。

自1994年以来，理文就开始生产挂面纸板和

瓦楞纸包装产品，近几年也加入了生活用纸的阵

营。

理文的竹浆生产线将牛皮纸浆和环保竹纤维

混合在一起，保持其竹浆的生产率，理文与威立雅

签订合同，威立雅将为其提供HPD增强型氯化物

去除工艺（ECRP）。

威立雅的ECRP采用两阶段结晶工艺，每天处

理72吨沉淀，回收93％的钠，并去除沉淀中89％的

氯化物和96％的钾。这使理文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

钠的化学试剂，同时保持较高的氯化物和钾去除

率，防止过度沉淀，因为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由

于锅炉结垢而导致腐蚀，造成容量损失。

威立雅水务美洲分公司执行副总裁吉姆•布朗

说：“威立雅很高兴帮助理文进一步优化制浆工

段。正如我们向其他回收商和牛皮纸浆生产商证明

的那样，威立雅可以大幅减少持久性非工艺元素，

同时节省大量化学试剂，帮助制浆造纸企业降低

运营成本，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

响。”

威立雅水务集团是全球三大水务集团之一，据

集团提供的数据，其在全球拥有11个研发中心，拥

有8万名雇员，为世界10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维美德Advantage ReDry热风回用系
统助力生活用纸生产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传统的造纸工业，尤其

是生活用纸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是热和电。以此

为灵感的源头，维美德深入研究并开发了节约热、

电、能耗，同时减少废气排放的新技术。

Valmet Advantage ReDry就是以此为目标

的解决方案：回收利用仍含有热量的气罩废气（原

本仅被部分回用）。此应用改善了纸机的总体能源

利用效率，并减少了对大气的排放。 

Advantage ReDry在压区前提高纸幅温度，

由此，纸页在压区内的干度也有所提升。直到目

前，此类应用是通过蒸汽箱提升纸幅温度的。这

些蒸汽箱的低压蒸汽来源于燃气锅炉，为额外的

生产成本。并且，蒸汽箱在纸机的定位尤为关键，

会影响到纸机的清洁和运行效率。而Advantage 

ReDry并不是蒸汽箱。

维美德Advantage ReDry在压区前定位并不

苛刻。气罩排放的高湿度的废热空气，均匀地喷射

在纸幅上来提高纸页温度。此加热原理，是通过降

低纸幅中水的黏度，提高压区脱水，从而获得较高

的出压区干度。因此，在达到相同纸页干度时的总

能耗降低了。  

最初的设计原型是维美德1992年在意大利市

场纸机上的应用。原型设计与目前开发的解决方案

大有不同。当初，环境意识和能耗节约并没有当今

市场如此重视。于是，在重新整理了此产品的设计

理念后，维美德对此系统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并加

入了新开发的操作和控制模式，对能源的利用更加

高效，降低了废气的排放。专门设计的支架和固定

系统需要与压榨部进行联动，并且所配的气动装置

使系统能进一步向后移动以便于检查和清洁。尽管

维美德Advantage ReDry在空间位置的设计上没

有产生纤维堆积和堵塞的问题，此系统仍然配备了

对箱体表面自动定时清洁系统。此清洁系统由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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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防腐蚀的材料制成，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可以操

作使用。

芬兰Imatra纸厂智能仓储技术应用实
践

本刊讯（Paper 360 消息）斯道拉恩索公司是

全球可再生材料领域龙头企业，每年生产近900万

吨的纸和纸板。此外，还为食品和饮料行业以及高

端包装生产一些最复杂、技术上最具挑战性的纸

板产品。

斯道拉恩索公司旗下的Imatra纸厂位于靠近

芬兰东部的俄罗斯边境，Imatra纸厂有两个分厂：

Kaukopää和Tainionkoski，合计产能约为115万

吨。产品主要包括液体包装纸板、食品包装纸板，

以及各种定制类包装。几乎所有产品出口到欧洲，

部分还出口到东南亚和东亚。

其中Kaukopää纸厂是全球最大的液体包装

纸板制造商，还是食品和饮料特种包装卫生示范

企业。Kaukopää工厂运行着3台纸板机：1号纸板

机、2号纸板机和4号纸板机，主要生产纸杯、托

盘、印刷包装、香烟纸板以及液体包装纸板等。

此外，该工厂还拥有4台涂布机，严格按照行业

卫生标准，为食品和饮料包装纸板进行涂布。涂布

机主要使用聚合物和各种可生物降解的涂料为涂

布原料。

面临困难——内部物流

多年来，Kaukopää纸厂进行了多次扩建，大

量半成品需要存储，等待进一步涂布或加工，因

此纸厂的内部物流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

问题。Kaukopää纸厂主任Mikko Nieminen说：

“我们明白，内部物流的问题是早晚都要解决的。

2016年，纸厂决定再安装一台PE6涂布机，找到合

适的方法简化内外部物流压力，已经势在必行。”

Mikko Nieminen还表示，尽管在纸厂外还

增设了大量外部存储区域，仓库工作人员多达30

人，并且通过不断灵活调动车辆和人员来管理和

运输半成品，但无论驾驶员和仓库工作人员多么认

真，都无法完全避免纸卷和仓库内其他半成品的人

为损害。

寻找合适的智能仓储技术解决方案

经过可行性研究和调查，斯道拉恩索于2016年

5月与芬兰纸浆和纸张物流企业Pesmel签约，致力

于解决工厂的物流瓶颈。

Pesmel在制浆造纸行业已有40多年的技术经

验，已交付了约400个加工和包装项目以及约120个

存储系统。除了造纸行业以外，还为金属和轮胎行

业提供物流系统，专门从事圆形、圆柱形和扁平产

品的存储和运输。

Pesmel利用TransRoll高架仓储货架技术（图

1），为Kaukopää纸厂规划了内外部物流方案，为

图1  TransRoll高架仓储货架技术 图2  Kaukopää纸厂智能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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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设计了能存储30000吨产品或半成品的自动化仓

库（图2），既存储等待进一步涂布的半成品，又存

储即将交付给客户的成品，仓库内具有8个连接点，

使用方便。

Pesme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ony Leikas进一

步描述了该系统，他表示，Imatra纸厂占地面积

大，经常需要在不同车间甚至不同厂房之间运输木

材或者纸卷。Pesmel能够提供创新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改善纸厂的内部物流。既有从生产线到仓库

的专用运输通道，又有仓库运输到车间的快速路

线，相比人工操作，智能仓储在运输过程中对物品

的损坏大大降低。

此外，以前将纸卷运输到位于大约一公里之

外的同一工厂内进行涂布时，都要用牛皮纸包裹起

来，到了之后再次打开包装进行涂布，中间包装阶

段自然意味带来更高的人力、物力成本，降低了工

作效率。

智能仓储的运用使Kaukopää纸厂克服了内部

运输障碍，并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运输卡车几乎已

完全由自动化输送机系统取代，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可确保存储和包装操作无缝高效，工厂新的自动化

仓库简化了非常复杂的物流系统，不再需要增设外

部存储空间，全部物品存在自动化仓库的黑匣子中，

并且通过智能管理，可以确切知道每个纸卷或其他

产品的位置。此外，无需人工处理和包装卷轴，从而

减少了浪费和损坏。新系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管理，

并在管理供应链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从美国南部某纸厂案例看解决烘缸
溢流的方法

本刊讯（Paper 360 消息）当烘缸发生溢流，如

何达到原来的生产指标呢？将一台文化纸机转为

生产绒毛浆，又对烘缸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最近，

美国南部的一家制浆造纸厂的维护团队遇到了这

些问题。

这家纸厂与凯登约翰逊（Kadant Johnson）

合作，凯登维修人员对其进行了检查，使用烘缸表

面温度测量仪来精准测定烘缸溢流问题，发现11个

烘缸发生了溢流。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虹吸管位

置不正确，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倒置，还观察到有螺

母因高温融化。

此外，还检测到了由第三方提供的不合格的O

形圈，用于密封水平虹吸管，是蒸汽入口和冷凝水

出口之间短路的根本原因，从而造成了烘缸溢流。

专家解释说，纸厂的定期检查和维护十分关键，此

外，定期维护不建议外包给经验不足的承包商，而

应该找专业人员。

最终，利用计划内的停机服务，该纸厂纠正了

安装错误，并替换了不合格的组件，安装了PTX蒸

汽接头和虹吸系统，11个溢流的烘缸全部恢复正常

使用。

此外，该纸厂的文化纸机要改造为生产绒毛

浆，尤其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改造，这些也

给烘缸性能带来了挑战。经过研究，最终在原来的

文化纸机中添加40个烘缸，在高峰期，保证全部90

个烘缸正常运行，从而达到特种纸浆的生产要求。

烘缸是干燥部的关键设备，要使烘缸保持正常

运行，首先就要注意蒸汽冷凝水问题，以及蒸汽接

头和虹吸管，还有定期检查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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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工业4.0技术引入瑞典和俄罗
斯多家纸厂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爱生雅位于瑞典的

Obbola纸厂将安装一台新纸机，新纸机（PM2）

主要生产牛皮纸板，产能72.5万吨/年。纸机幅宽

10200mm，车速1400m/min，将成为同类型纸种

中产能最大的纸机之一。预计将于2023年第一季度

开机。

该纸机全线供应商为福伊特，福伊特主要

提供了BlueL i ne备浆系统和Xce l L i ne纸机，

此外，还提供详细的工程设计，以及所有子系

统和组件。其中，IntensaPu lp er节能碎浆机可

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被誉为行业标杆产品；

InfiltraDiscfi lter盘式过滤机不仅能确保有效去

除浆料悬浮液水分，而且几乎免于维护，核心设计

是无袋式BaglessPlus转盘，而表面褶皱设计又使

过滤机表面增大，因此其容量极高；多层成形部

具有DuoFormer Base成形器；此外还有福伊特

MasterJet Pro流浆箱、TripleNipcoFlex压榨部

和CombiDuoRun干燥部等。

双方签署了长期服务协议，Obbola纸厂PM1

纸机已经开始使用数字应用，而在福伊特DRIVE

学习平台、服务和培训团队的支持下，PM2纸机也

将顺利启动。PM2纸机还将加入预防性维护计划

和效率优化计划，从而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福伊

特EMEA项目总裁Christoph Mueller Mederer

表示：“包装纸板需求日益增长，我们收到了越来

越多此类订单，我们希望为客户定制适合自己的智

能控制模式，保证纸机的高效运行。”

Obbola纸厂新纸机的供应范围包括福伊特史

上种类最多、最具创新性的产品，并在数字化方面树

立了标杆，涵盖了福伊特造纸4.0技术的主要产品。

其中主要有OnEfficiency系列产品，能够更充

分地利用机器帮助人们进行工业操作；OnCare系

列产品具有监控应用程序和数字化服务，可以稳定

提高产品和工艺质量，为整个价值链的预测性维护

奠定基础。

爱生雅纸业总裁Mats Nordlander说：“市场

上最先进的牛皮纸机PM2，采用现有最好的技术，

将大大提高纸厂的竞争力和产品质量，并降低运营

和维护成本，未来在工业4.0技术的引领下，我们将

继续走工业数字化之路。”

俄罗斯Ilim集团的牛皮纸板机

I l im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浆纸企业，年产量

超300万吨，还在陆续扩大产能。为了继续提高牛

皮纸板产能，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Ust-Il imsk纸

厂投资建设新生产线，这是Ilim集团未来大规模

投资计划中的重点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投产。

福伊特将为Ust-Ilimsk纸厂提供XcelLine纸

机。根据Ilim的公告，新纸机幅宽9400mm，将生

产80～175克/米2的牛皮箱纸板，日产量可达2150

吨，年产量可达60万吨。

福伊特EMEA项目总裁Christoph表示：很荣

幸参与这个项目，建成之后，这将成为俄罗斯造纸

行业里程碑式的项目。

该生产线同样运用了福伊特4.0数字化技

术，包括OnCare Hea lth、OnCare As s et、 

OnEfficiency Strength系列产品，提高了产品

质量，保证高效生产。除了纸机之外，福伊特还提

供了两台BlueLine备浆系统，一台用于阔叶木浆、

一台用于针叶木浆，从制浆源头保证产品质量。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配件，例如FlowJec喷油计量

系统、两个Fourdrinier成形器、DuoShake胸辊

摇振器、CombiDuoRun烘缸以及EcoChange和

VariFlex Performance卷纸机等。  爱生雅Obbola Paper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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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广1



单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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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专业生产引纸绳、引纸带、吊装带、平衡吊梁、五金工具等产品。

●引纸绳:采用进口机械和杜邦丝材料精制生产，完全替代进口。

●吊装带：柔性吊带和扁平吊带等。

●柔性吊带：轻便、柔软、操作安全、简便。

●扁平吊带:耐化学品、腐烂、霉变、潮湿等影响，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我厂奉行“质量信誉至上，用户满意第一”的宗旨！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科技创业园许田路(225324)   

电话：0523-86110982  传真：86116788   

手机：13801432315  山东代理：15061001388 

网址：www.yongkui.com

吊装带引纸绳

单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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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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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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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施胶剂、胶乳、乙二醛抗水剂、PA P U抗水剂、碳酸锆盐抗水剂、润滑

剂、除臭剂、湿强增效剂、填料包裹剂、表面增强剂、层间结合剂、杀菌剂、

消泡剂、有机增稠保水剂等。

●华南、华北、华中、华东区域销售经理各一名。

●售后服务工程师若干名。

●产品研发工程师若干名。

●联系人：凌先生，18055999191、13958127017

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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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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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启事：

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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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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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9



彩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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