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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技术 ●

用于涂覆涂布介质的帘式涂布机和方法(66) 

PLA淋膜纸用淋膜系统以及淋膜工艺（67） 

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69） 

纤维分散设备（71） 

浆渣清洗除杂装置（73） 

陶瓷刮刀减震装置（75） 

“微”观“大”纸业（33） 《中华纸业》征订启事（77） 组

团出国参加“亚洲纸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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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要目┃THE PREVIOUS

《中华纸业》作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

我国制浆造纸行业的主流媒体，对收稿、审

核、编辑、出版等工作程序一直有严格的规

定，创刊40多年来在投稿收稿方面，从未委

托中介机构代理代办。近期，发现部分作者

通过中介网站（百度中输入“中华纸业”后

的网页前面几条）向我社投稿，并被中介机

构收取了一定数额的费用。在此，提醒广大

作者，投稿时请直接投向我社采编部邮箱：

cbb@cppi.cn（设有自动回复）。

我社官方网站为：www.cppi.cn和www.

cppinet.com。

采编部联系电话：0531-8893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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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光叶楮(杂交构树)林纸饲结合(三符合)

新模式  完成产业孵化器和示范工程
⊙ 聂勋载  刘尚文

聂勋载 先生

1933年12月生于重庆（祖籍江津），1956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制浆造纸工程专

业，2005年退休，教龄49年，桃李满天下。曾任教天津大学、轻工业部干校（天津、

北京）、轻工业部轻工业学院（北京、咸阳、西北）、湖北工业大学。历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天津

轻工业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造纸学会理事、碱法草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从1978年碱草委成立

至结束连任副主任31年），陕西省与湖北省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美国

制浆造纸技术协会会员，轻工业部制浆造纸专业教材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高校教师职务评议组成员，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成员，甘肃省庆

阳行政公署等地方技术顾问，农牧渔业部农垦造纸协会、华泰集团、汶瑞机械等

单位技术顾问。

主要成绩：提出课题和组织完成研究的科研项目甚多，有24项获奖(其中12项

获省部级科技奖)、申报专利7项、主持工程7项、主编专著或教材5本、参编4本、发

表科研论文100多篇，代表性文章“碱法草浆发展战略及其对策”和“中国碱法非

木材纤维制浆造纸可持续发展纲要”获中国科协优秀政策建议奖。对草浆助剂、

草浆置换蒸煮、特种纸、胡麻制浆、光叶楮全树综合利用及速生韧皮纤维小径材

资源化产业化等项目有较深入的研究。

刘尚文 先生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构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湖北省暨武汉市微生物

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构树产品(饲料、营养保健品、食

品、饮料等）系列7项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TS721; TS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24-0006-05

A new model of combining paper and forage for Guangyechu (hybrid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forest to complete industrial incubator and 
demonstration project
⊙ NIE Xun-zai, LIU Sh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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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前文——“关心重视探索中国造纸工业的原料出

路”，已在《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特刊（2019年7月第

13期）发表，论述的“改造国家扶贫政策支持的构树饲

料林地为光叶楮（杂交构树）全树综合利用林地”是笔

者的共识和建议；提出三种(三符合)林纸结合新模式的

设想(双结合林纸结合新模式、出国建林纸结合基地的

新模式、纸厂与有资源的单位建立市场关系的新模式)。

我们商定：由刘尚文理事长提供构树饲料林场(林地)和

光叶楮(杂交构树)资源，由构树饲料林场、造纸企业、

武汉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四方组建联盟，合作共建光叶

楮(杂交构树）林纸饲结合的示范工程。这一安排解决了

光叶楮造纸生产(研究)所需要的原料，为完成示范工程

创造了条件。

联盟的任务是：完成孵化器（实现转产）和示范工

程（实现工业化生产）。完成示范工程既可完成本项目

的全部科研程序（从科研到实现工业化生产），又完成

了造纸新树种（光叶楮）的全部研发工作。还可以创造

出造纸工业林纸饲结合的新模式（纸厂与有资源的单

位，建立市场关系的新模式），为造纸工业和林业实现

光叶楮规模化大生产打好基础，为我国造纸工业、饲料

工业和林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作为前文的补充，提出一种林纸饲结合新模

式的具体实施方案。纸厂与国家扶贫办政策支持的林场

（有资源的单位）建立原料的供求市场关系。现邀请造

纸企业加盟，合作共建产业孵化器和示范工程。

本文将简要介绍光叶楮(杂交构树)造纸研究成

果，小径材造纸工业生产特点和生产管理模式，产业孵

化器和示范工程的实施方案和扩大工程及其展望，合

作共建细则的设想意见、投资风险评估及措施、示范工

程的意义等，并回答有关问题，供加盟纸厂考查项目和

决策参考。

2  光叶楮小径材的特点和生产管理

2.1 光叶楮小径材的特点和生产管理模式

小径材与大径原木的特性大不相同。大径原木的

传统备料方式：将林场分散的大径原木砍伐后集中运

送到大型原料场堆放贮存，使用时转送到大型备料车

间加工。若光叶楮小径材直接套用此模式会产生三个问

题：（1）小径材远途运输较困难；（2）光叶楮放干后难

剥皮；（3）光叶楮堆放储存较困难。解决方案：改变小

径材的林场建制，由一级管理改成具有小径材特色的

两级管理模式。林场下分设若干个林地单元，每个林地

单元配套一个相应规模的小型备料厂。光叶楮不再采用

齐伐制(每年初冬伐)，改用“轮收”制。根据生产的需要

和林地单元备料厂的产能，有计划地均衡地轮收原料。

即用多少、伐多少、加工多少，不设置大型的原料场和大

型的备料车间，不堆放储存原料，原料收割后立即在林

地单元的备料厂完成加工打包，由林场将各林地单元备

好的原料集中运送到大型制浆造纸厂生产使用。示范

工程要实现和完善此设想，为造纸工业化大生产作出榜

样。

2.2 林地单元模式

示范工程先建一个1万亩规模的林地单元(含配套

的备料厂，建一条产能2万吨的不剥皮生产线，暂定)，见

效后扩建成2万亩规模的林地单元(增建一条2万吨产能

的剥皮生产线)。即造纸备料厂共建两条生产线，生产

造纸原料4万吨/年（皮杆混合料2万吨、皮料4000吨、

杆芯木1.6万吨，另有饲料2万吨）。

通过试点示范工程的生产实践，进行考核和总

结。确定小径材林地单元制的林地规模以多大为好。1

万亩？2万亩？或更大？或其他方式？作出结论并使小

径材林地单元的规模、型式和装备定型化、系列化。

2.3 小径材“轮收”制

通过试点示范工程的生产实践，考核和总结小径

材“轮收”制。确认小径材“轮收”制是否能很好地解

决小径材远途运输问题?是否能很好地解决原料的剥皮

问题?是否能很好地解决原料的存放问题?是否能很好

地解决林地单元制的其他问题?找出差距，提出改进完

善小径材“轮收”制的意见和计划。

2.4 光叶楮小径材的种植方式

2000年确认的光叶楮小径材的种植方式是：一年

生，每亩666株。改为“轮收”制后，要以每亩地产生物

质的总量和纸厂使用的效果为依据，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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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光叶楮小径材的最佳种植方式。

2.5 小径材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种植与收割

小径材种植与收割耗费劳力比大径原木多，要求

小径材实现全盘机械化种植与收割。现林场已有较好

机械化生产基础，通过试点示范工程的实践，可进一步

改进提高和完善，考核和总结示范基地的全盘机械化

种植与收割是否能满足生产的要求。找出差距，提出改

进完善的意见和计划。

2.6 小径材林场应有较完善的育苗基地

小径材林场耗用树苗量较大径原木更多。现林场

的育苗基地较小，通过试点示范工程的生产实践进一

步改进提高和完善。通过考核和总结研究育苗基地是

否能满足小径材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找出差距，提出改

进完善的意见和计划。

3  产业孵化器及示范工程的实施方案设想和扩大

工程展望

严格按科学程序办事，从改造1万亩构树饲料林地

单元起步。生产4万～5万吨/年湿原料，将约1/3的原料

(树叶嫩枝)归饲料厂生产1万吨(风干)饲料。纸厂以较少

的投资，快速建成孵化器(新建一条不剥皮造纸备料生

产线），将约2/3的原料（树杆和枝桠材）生产出2万吨

（风干）皮杆混合原料。孵化器承担项目的转产任务。

孵化器投入生产后，开始建示范工程。林地扩大

成2万亩林地单元(暂定，再增加改造1万亩构树饲料林

地，增建一条产能2万吨/年的剥皮备料生产线)。通过

生产实践，完成小径材众多特点和模式研究，经严格考

核和验收鉴定，要求达到示范工程的预期效果，共生产

出饲料2万吨/年，优质造纸原料4万吨/年（皮杆混合料

2万吨、皮料4000吨、杆芯木1.6万吨）。预期获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

全面完成孵化器和示范工程的任务后，开始推进

10万～30万亩饲料林地的扩大改造工程，扩大成功后向

全国广大构树饲料林场推广，并以此成果争取国家和湖

北、河南、陕西三省的支持，在丹江口水库筹建30万亩

(各省10万亩)光叶楮林纸饲三结合新模式试点示范工

程。三结合试点示范工程成功后，在丹江口水库(隔离

带)和国内外大力推广(上述三种)光叶楮林纸饲结合新

模式。

加盟纸厂与林场是联盟+购买原料的关系，纸厂

以市场价(协商)收购饲料林场的杆料；纸厂与饲料厂是

协作关系，共同完成全树综合利用（饲料厂用树叶和嫩

枝，纸厂用杆料)；武汉大学和湖北工业大学提供技术与

装备，协助企业完成生产任务。

为了节省投资，便于消化造纸原料，要求加盟纸厂

有化机浆制浆能力，是生产高强瓦楞原纸、牛皮箱纸板

的大型纸厂。最好还具有特种纸、生活用纸和文化印刷

用纸的生产能力。希望加盟纸厂能消化更多的原料，多

余的原料可以通过市场出售。

纸厂加盟不仅是为企业自己，更是为造纸行业寻

找开拓原料出路，为中国造纸工业能摆脱依赖进口原

料、自力更生解决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短缺做出特殊的贡

献。

4  试点示范工程的细则设想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8
第40卷第24期 2019年12月



4.1 工程投资主体确认

示范工程要建造纸备料厂，由谁投资?有人问改造

饲料林地需要建造纸备料厂，造纸备料厂投资少、利润

高、经济效益好，那么构树饲料林场为什么不投资自建?

为什么要邀请纸厂加盟？还要求纸厂投资建造纸备料

厂?

饲料林场改造构树饲料林地为光叶楮全树综合利

用林地，目的是增加林场的生物总产量，使林场获得更

大的经济效益；另一目的是学习掌控新的管理模式和

造纸备料厂建设，为进一步扩大林场规模做好准备。林

厂要求纸厂加盟并投资建造纸备料厂，是因为杆料不是

饲料原料，而是造纸原料。

林场与纸厂是联盟+购买原料的关系。为了减少双

方在分割原料和定价时的矛盾，建议造纸备料厂和林

场全盘机械化，均由纸厂和林场联合投资（林场与造纸

备料厂独立核算，产权归投资方所有），按股分红，效益

双方共享。联合投资，能更好地体现各取所需。对林场

而言，既解决了杆料出路的后顾之忧，还增加了利润收

入，又学到新模式技术与管理；对纸厂，既保证了学习与

掌控，又获得原料，还减轻了备料厂的投资负担。杆料

全归纸厂所有，更是双方共同的愿望。

本模式在全国构树饲料林场推广时，林场不会再

让纸厂加盟，而是要求纸厂通过市场向林场购买光叶

楮树杆原料。众多构树饲料林场建造纸备料厂，自然是

由林场自己投资建设。

4.2 造纸备料厂建设方案设想

4.2.1 孵化器新建配套的造纸备料厂

方案一：建一条产能2万吨/年的不剥皮备料生产

线，需要投资设备费<100万元（不包括厂房及其他配套

投资），加盟纸厂获得皮杆混合料2万吨/年和丰厚的利

润回报。

方案二：纸厂与林场联合投资，各投资一半（<50

万元），各分一半利润，纸厂仍获得造纸原料2万吨/

年。

4.2.2 示范工程完善配套的造纸备料厂

方案一：孵化器见效后再扩大改造构树饲料林地1

万亩，增建第二条产能2万吨/年的剥皮生产线，加盟纸

厂另需投资设备费<100万元，纸厂另获得造纸原料2万

吨(白皮料4000吨、杆芯料1.6万吨) ，纸厂共获得造纸

原料4万吨/年。

方案二：纸厂与林场联合投资，各投资一半（<50

万元），各分一半利润，纸厂仍获得造纸原料4万吨/年

(皮杆混合料2万吨、白皮料4000吨、杆芯料1.6万吨)。

4.3 产品售价方案建议

4.3.1 林场原料售价

(1）林场饲料原料现售价500元/吨，建议不变（林

场改造后，饲料原料的品质显著提升，原料售价可以适

当提高，但为了保证饲料厂有增值空间，故建议售价不

变）。

(2）林场树杆和枝桠材原料的建议售价：300～320

元/吨（粗杆剥皮料建议售价400元/吨，细杆剥皮料建

议售价320元/吨，不剥皮的枝桠材及细杆料建议售价

200元/吨），杆料平均售价300～320元/吨。   

(3）结论：林场改造后生物总产量显著增加，林场

总收入将大大高于现构树饲料林场的收入。

4.3.2 饲料厂产品售价

改造后因饲料的品质显著提高，饲料的售价可以

提升，因原料价不变和饲料的产量增加，故饲料厂的总

收入将大大高于现饲料厂的收入。

4.3.3 造纸备料厂产品售价

(1）皮杆混合料产品售价

因皮杆混合料的品质显著优于废纸（含有优质的

皮料），建议皮杆混合料的售价等于或略高于市场废纸

价（保证皮杆混合浆的性价比优于美废）。此售价广大

造纸厂定能认可和接受。

(2）白皮料产品售价 

现国内白皮料的市场价1.5万元/吨，皮浆价3万元

/吨，因量很少国内尚未形成白皮料和皮浆市场。建议

我国特种纸厂对白皮料和皮浆进行试验试用，对白皮

料制浆的性价比和皮浆造纸的性价比进行测算。当白

皮料制浆性价比和皮浆造纸的性价比优于进口马尼拉

麻与麻浆及棉与棉浆，甚至优于进口特种纸木浆时，建

议采用国产白皮料和皮浆去生产某些特种纸。这将有

利于我国特种纸业的发展，并希望加盟纸厂尽快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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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白皮料和皮浆市场。

(3）光叶楮杆芯木产品售价 

现构树杆芯木市场价比杨木片价低50元/吨，建议

光叶楮杆芯木与杨木片同价出售。

(4）结论：按上述数据测算，加盟纸厂新建备料厂

投资少、产值大、利润高、效益好，为企业和行业找到一

条原料出路，为摆脱依赖进口原料和缓解我国造纸工业

原料严重短缺作出了特殊贡献。

5  投资风险评估和措施

本项目是研究开发造纸新原料光叶楮，科研已取

得成功(数据优秀达标)，但尚未完成批量生产，现建产

业孵化器、试点示范工程，为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作好

准备。

具体建设内容是备料，所选用的备料设备是成熟

的，没有风险，故未详述；制浆造纸很成熟，没有风险，

也未详述。收割与备料设备有两台，有点风险，但不大，

并建议这点风险由机械厂承担，应当得到加盟纸厂与林

场的支持与认可。

(1）叶杆分离机

这台设备由谁投资，待四方协商时确认，拟由林场
[收稿日期:2019-10-08(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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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单台试点产量130吨/日(湿料，风干产量3万吨/

年)，报价30万元。机械厂要求先付材料费(一半)，机械

厂参加试车。允许机械厂修改完善，直至设备达到合同

的产量质量要求后付款。若有机械设备厂对此设备有兴

趣，愿参加投标，欢迎竞标入选。

(2）粗杆剥皮机

本项目仍选用干法剥皮机(无废水)，以保证剥皮质

量和能够扩大产能为首要目的。单台试点产能86吨/日

(湿料，风干产量2万吨/年)，报价25万元。要求同上述的

叶杆分离机。

6  四方合作共建光叶楮林纸饲结合新模式试点示

范工程的意义

邀请有创新开拓奉献精神的造纸企业加盟，是一

项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合作，是互利多赢的合作。试点示

范工程成功，林场的生物总产量显著增加，林场的收入

大大增加，并为造纸工业和饲料工业生产出更多原料；

造纸行业和企业完成优质新树种光叶楮的研发，并开拓

一条原料的出路，摆脱过度依赖进口原料；农民增收，

脱贫致富。

光叶楮是否会破坏土质或影响其他植物生长？

笔者不是林业专家，不作正式回答。据笔者所知，构树生命力强，耐干涝，在含盐0.3%以

下的土地和贫瘠的深山荒地均能快速繁殖旺盛生长，它不像桉树(似抽水机)会影响其他植物

的生长。构树根系浅而发达，据研究树根可以水平延伸到25米之外，防水土流失能力强，是防

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好树种。它又是优质的环保植物，不会破坏土质，不会影响其他植物

生长。故提出“光叶楮林纸双结合新模式”，期盼这一新模式的试点示范工程早日实现，完成

丹江口水库隔离带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的任务，改善丹江口水库隔离带的生态环境。

                                                 （聂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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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热水预处理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炼制过程中

的目的与作用。介绍了近年来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热水预处理

的部分研究成果与进展，并着重总结了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

维素生物质化学组分、微观结构和酶水解效率的影响，以期

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热水预处理研究和工业化应用提供借

鉴。

关键词：热水预处理；化学组分；微观结构；酶解效率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urpose and role of hot water 
pretreatment in the refining process of lignocellulosic biorefinery. 
It introduces som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of hot 
water pretreatment on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in recent years, 
and also the effects of hot water pretreatment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microstructure and enzymatic hydrolysis efficiency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hot water pretreatment. We hope to 
help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hot water 
pretreatment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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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化石资源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资源危机日

益凸显，世界各国对能源和资源争夺愈演愈烈。寻求可

再生资源替代化石等不可再生资源已成为关乎国家安

全的战略性问题。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作为一种重要的绿

色、价廉、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而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炼制作为解决能源、资源危机的重要

途径之一，对其研究与应用也日益广泛。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会形成复杂

的化学和空间结构：其主要组分，即纤维素、半纤维素

和木质素，相互交织构成致密的网络状结构；纤维素本

身具有特殊的晶区结构；木质素和纤维素及半纤维素间

通过醚键、苯基糖苷键等化学键联接，形成木质素-碳

水化合物复合体（LCC）。这些特殊化学与空间结构对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转化为生物质基燃料、生物质基材料

和生物质基化学品具有很强的顽抗性，是木质纤维素

生物质高效、综合利用的主要障碍。为此，对其进行预

处理，破坏这些结构减小顽抗性，成为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炼制的重要技术环节。目前研究或应用较多的预处

理方法主要有化学法，如酸法、碱法、热水预处理、有

机溶剂法、离子液体预处理等方法[1～5]；物理法，如机械

粉碎法、辐射法预处理等[6～8]；物理化学法，如蒸汽爆

破法、氨纤维爆破法、超临界CO2预处理等方法[9～11]；

生物法，如真菌预处理等[12]。热水预处理（Hot Water 

Pr e t r e atment），或称水热预处理（Hydrotherma l 

P r e t r e a t m e n t）、液态热水预处理（L i q u i d Ho t 

Water Pretreatment）或自水解（Autohydrolysis），

因其具有不需额外添加化学药品，绿色环保，成本低，

半纤维素回收率较高，后续纤维素易处理等特点，已成

为研究的热点，并在部分企业得到工业化推广应用。本

文主要对近年来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化学

组分、微观结构和酶水解效率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

总结，旨在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炼制的工业化应用提供

理论支持。

1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主要化学组分

的影响

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原料进行热水预处理，不同

的预处理条件对原料主要化学组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但整体上遵循以下规律，半纤维素受影响最为显

著，木质素次之，纤维素再次。即使在较为温和的条件

下，大部分半纤维素仍能被脱除。通常在较剧烈的条件

下，纤维素才会发生大规模降解从而使其得率降低。

Jac ly n等[1]研究了水热预处理（Hyd rot he rma l 

P r e t r e a tment）对杨木原料化学组分的影响，结果显

示预处理对杨木的解构过程是首先破坏木质素-碳水

化合物复合体（LCC），同时有果胶和阿拉伯半乳聚糖

溶出。随后大量木聚糖和木葡聚糖被溶出去除。水热预

处理能引起杨木化学组成和结构的显著变化，且预处

理时间越长，其变化越明显。180℃下预处理70m i n，样

品中木聚糖含量由未处理前的17%降至5%，而葡聚糖

和Kl a s on木质素分别由42%和25%增至62%和33%。此

外，该研究还认为木质素含量不影响顽抗性，而LCC对

顽抗性起着更大的作用。Sya f t i k a等[13]的研究也得出

了相似结论。部分文献[14～18]报道了不同种类木质纤维

素生物质原料经热水预处理后的化学组分的变化，研

究结果表明，热水预处理对原料中半纤维素的脱除效

果最为明显，并认为水在高温高压下生成的水合氢离子

（H3O
+）或温度的内在作用和乙酸的共同作用是热水

预处理的作用机理。Ing ram等[14]利用流动式热水法处

理黑麦秸秆，在液料比10∶1、200℃下预处理10m i n，

原料中的半纤维素几乎完全被除去，而木质素含量变

化极小。S a n t u c c i等[15]在190℃下对蔗渣热水预处理

67m i n，实验结果显示半纤维素去除率可达94.5%，木

质素也有35%被脱除，有75%左右的纤维素保留在固体

残留物中；而在170℃、90m i n条件下，61.7%的半纤维

素转化为寡聚糖和单糖，90%的纤维素保留在固体残留

物中，超过30%的木质素被脱除。此外还有研究认为，

热水预处理只能脱除原料中的半纤维素、蜡质，并使木

质素发生迁移再沉积，而不能破坏纤维素纤维结构。如

Kris tens en等[19]用热水法和蒸汽爆破法分别对小麦秸

秆进行了预处理，实验结果表明195℃、6m i n，进料速

率65k g（绝干）/h时，热水预处理能够脱除原料中的蜡

质、大部分半纤维素，并发现木质素再沉积现象，同时

还发现细胞壁的纤维素原纤维结构是完整的，并未受

到破坏，通过蒸汽爆破预处理的小麦秸秆也产生了类似

的变化。

2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微观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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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原料经热水预处理后，除化学

组分发生变化外，其微观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1）原料微观结构出现碎片、孔洞和

裂纹，比表面积增大；（2）纤维素结晶区和无定形区发

生改变；（3）木质素迁移、沉积重排或假木质素沉积到

纤维表面，引起微观结构改变。

2.1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微观形貌的影响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微观形貌会产生

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破坏程度认识不一，这可能和原

料类型、预处理条件等有关，同时作用机理尚无定论。

Kristensen等[19]在小麦秸秆热水预处理实验中观

察到完好无损的纤维，并认为热水预处理未改变纤维

的结构。U l l a等[20]将小麦秸秆分别在190℃下和200℃

下热水预处理15m i n和20m i n，实验表明与未经预处

理的样品相比较，预处理导致秸秆碎片降解成较小的

碎片，但不会完全破坏结构。徐绍华等[21]在180℃下，以

固液比1∶20热水预处理桉木粉20m i n后，发现与未处

理前相比，纤维素的结晶度基本保持不变，但纤维出现

断裂，碎片化现象明显，碳水化合物的结构变得松散，

纹孔膜出现破裂。邢靖晨等[22]采用加压热水预处理毛

白杨木粉时发现，200℃加压预处理后，样品中纤维结

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纤维表面和内部均出现了很多

孔隙，纤维长度变短。Nitsos[23]在220℃下，热水预处理

15m i n葡萄树枝桠材发现较未处理前样品表面积和孔

体积增加了9倍。

2.2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结晶度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23～26]表明热水预处理会导致木质纤维

素生物质结晶度增加，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这可能和原料类型、预处理条件等因素有关。

Nit s o s[23]对杨树和葡萄树枝桠材及松木屑三种林

业废弃物进行热水预处理实验。结果表明，220℃下，预

处理15m i n，能够导致杨木和葡萄枝结晶度从未预处

理前的72%和70%分别增加到83%和86%，而松树结晶

度则从77%增至85%。Su n等[24]对玉米芯进行热水（170

～230℃）预处理，实验结果表明：在预处理温度低于

200℃时，样品结晶度随预处理温度提高呈增加趋势，

超过200℃后，结晶度逐渐下降，但与未经预处理样品

相比整体上是增加的。邢靖晨等[22]在对毛白杨木粉加压

热水预处理过程中也发现了相似但有所不同的结晶度

变化规律：预处理温度为120～160℃时，样品结晶度迅

速增加，并在160℃时达到最高；在180～200℃时，样品

结晶度迅速下降，并在200℃降至最低点，仅为未经预

处理样品的51.9%，但当温度超过200℃后，样品结晶度

又呈迅速增加的趋势。徐绍华等[21]在180℃下热水预处

理桉木粉，发现与未处理前相比，纤维素的结晶度基本

保持不变。

2.3 木质素重排或假木质素沉积

热水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会使其细胞壁内的

木质素发生迁移、聚合沉积进而构成位置重排的木质

素；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糖类降解产物重新聚合或者与

木质素聚合成新的物质沉积在纤维表面，这类新物质被

称为假木质素（Pseudo-lignin），是含有羟基、羰基官

能团的芳环和脂肪族结构物质[19,27～37]。

Kristensen[19]和Donohoe等[36]分别研究了热水预

处理对麦草细胞结构和顽抗性的影响，均发现预处理后

原料纤维表面覆盖有一层球形沉积物，并认为沉积物是

预处理使木质素熔融，然后又聚结成更大的熔融体，在

细胞壁内外迁移，再沉积而导致位置重构的木质素。Ma

等[28]利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傅立叶变换红外光

谱（FT-I R）和固态交叉极化魔角旋转核磁共振（CP/

MAS 13C-NMR）对热水预处理综纤维素过程中产生

的假木质素进行了化学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假木质素中

存在较多的环状结构、羟基和脂肪族结构，其中脂肪族

结构在预处理中可以变为芳香族结构。L i等[33]在对玉米

秸秆进行热水预处理时，发现在下述的条件下（180℃、

10m i n；190℃、15m i n；200℃、10m i n），经预抽提的

玉米秸秆没有假木质素出现，而在200℃、20m i n条件

下则观察到了假木质素。Ya n g等[34]在对玉米秸皮热水

预处理时，观察到了类木质素微球，微球呈游离态或

吸附态，对于游离的微球，在180℃达到最大，当温度

≥200℃或≤120℃时，未观察到游离的微球；对于吸附

的微球，在120℃～200℃范围内都能观察到，不同的只

是微球的大小和覆盖的面积。

3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酶水解效率的

影响

热水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酶水解既有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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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整体上有利于后续生物

质原料的酶水解。热水预处理对生物质酶水解的促进，

作用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认识：（1）热水预处理使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中半纤维素和木质素脱除，破坏了

LCC结构，减小了LCC对生物酶的顽抗性[39,40]；（2）半

纤维素和/或木质素的脱除，使细胞壁产生微孔洞或破

损，比表面积增大，提高了酶制剂的可及性[41～45]；（3）预

处理使木质素细胞壁内外迁移、重排，使细胞壁产生微

孔洞或裂纹，提高了酶制剂的可及性[1]；（4）预处理使生

物质结构变得松散，出现碎片化，提高了酶制剂的可及

性[46]；（5）预处理部分破坏了致密的纤维素结晶区，暴

露出了更多的纤维素多糖链，提高了水解效率[47,48]；（6）

以上五种因素中两项或更多项协同作用提升了水解效

率[39,48,49]。热水预处理对后续酶水解的不利影响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重排木质

素和假木质素会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原料表面形成一

层涂层，增大纤维素表面的空间位阻，阻断活性纤维素

表面结合位点，形成对微生物酶的物理障碍；（2）假木

质素通过非生产性吸附，使酶失去或降低水解纤维素

的能力，造成无效吸附[29,31,50～52]。

L i等[39]研究了不同强度因子下，预处理对速生杨

化学结构和顽抗性的影响，研究认为木聚糖的溶解，

半纤维素分子量和纤维素聚合度的降低，以及木质素

中烷基-芳基醚键的断裂是降低顽抗性的关键因素。

Z h a n g等[43]酶水解200℃下热水预处理蔗渣，酶水解

产物中葡萄糖最大产率达到37.27g/100g原料，甘蔗渣

中葡萄糖回收率90.13%，并认为预处理使半纤维素脱

除是提高葡萄糖产率的原因。Imm a n等[44]采用热水预

处理玉米芯，在160℃预处理10m i n，然后再用纤维素

酶（10F PU/g原料）水解预处理后的玉米芯，葡萄糖回

收率可达到73.1%。实验中观察到预处理破坏了生物质

结构增大了比表面积，从而认为这可以增加酶对纤维

素微纤维的可及性。Kou等[46]利用复合纤维素酶，在用

量30F PU/g残渣下水解72h热水预处理后的芦苇秆，

纤维素转化率最大可达到99.8%，研究者认为预处理使

芦苇秆原料粒径减小，结构受到严重破坏，比表面积和

孔体积增大，这些因素是提高酶水解效率的主要原因。

Ja c l y n[1]采用热水预处理小麦秸秆，实验表明，热水预

处理不会影响纤维结构，但会导致木质素位置重排，通

过木质素的重排和部分半纤维素的去除，增加纤维素酶

的可及性，从而提高了酶水解效率。Kumaga i等[50]在研

究热水预处理对不同木质素含量的木质纤维素纳米纤维

酶水解性能的影响时发现，假木质素的主要抑制作用是

纤维素表面的空间位阻，而不是假木质素对酶的无效吸

附；李梓木[30]则认为假木质素的空间阻碍作用和抑制纤

维素酶活性是纤维素酶水解效率下降的关键因素。

4  结语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是一种重要的绿色、价廉、可再

生资源，对其进行生物质炼制是替代日益枯竭的化石资

源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预处理是木质纤维素生物质

炼制的关键步骤，也是生物质炼制过程中所占成本最

高的部分，研发高效、低成本、易于工业化应用的预处

理技术，是生物质炼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热水预

处理因具有不需额外添加化学药品，绿色环保，成本较

低，半纤维素回收率较高，后续纤维素易处理等优点，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在部分企业得到工业化推广应

用，但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重聚木质素和假木质素也会

给后续的酶水解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在工业化过程中

出现的溶解木质素和糖类降解产物失稳沉积结垢问题

也影响了热水预处理规模化应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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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伴随汽车数量的增加，滤清器配套材料市场

也日趋增大，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内生产汽车用固化滤纸的企

业日益增多。这些企业使用酚醛树脂浸渍用木浆生产的原纸，

再通过高温固化得到固化滤纸。由于酚醛树脂浸渍固化滤纸

具有耐高温、耐酸以及耐油性等特性，因此汽车燃油滤芯、机

油滤芯及部分空气滤芯都使用该类固化滤纸。

关键词：固化滤纸；酚醛树脂；浸渍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automobiles, the 
market of filter matching materials is also increasing.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domestic companies have been 
producing automobile curing filter paper. These enterprises use 
phenolic resin impregnated wood pulp to produce base paper, 
which is cured by high temperature. Because the phenolic resin 
impregnated and curing filter pap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cid resistance and oil resistance, it is used 
in automobile fuel filter, oil filter and part of air filter.
Key words: cured filter paper; phenolic resin; impre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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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滤清器的作用是滤除机油中的杂

物、水分，向各润滑部位输送清洁的

机油。空气滤芯是一种过滤器，又叫

空气滤筒、空气滤清器等。其中燃油

滤芯、机油滤芯工作环境温度高，而

且与油直接接触，空气滤芯工作环境

温度低，与空气接触，因此燃油滤芯

与机油滤芯对固化滤纸要求具有耐温

性、耐油性以及抗氧化的特性。汽车滤纸浸渍树脂一般

选用苯酚甲醛树脂，苯丙乳液、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浸

渍基材一般选用纸张、布料、人造纤维、无纺布等。苯

酚甲醛树脂浸渍固化滤纸具有较好的耐破度以及高硬

挺性能，同时具有一定的防水性和耐溶剂性等。而空气

汽车滤清器主要分为燃油滤芯、机油滤芯以及空

气滤芯三种，其中燃油滤芯主要作用是滤除燃油中的

杂质，属于微孔纸质滤芯。机油滤芯就是机油滤清器，

图1  酚醛树脂浸渍固化滤纸电镜扫描

图2  酚醛树脂浸渍固化滤纸

图3  全自动卧式含浸干燥生产线

表1  浸渍固化滤纸对酚醛树脂技术要求

型号

PF-1

PF-2

PF-3

PF-4

PF-5

黏度/

(mPa.s/25℃)

200～400

35～55

100～300

200～400

90～150

游离酚

/%

7.0～10.0

3.0～6.0

2.5～5.5

7.0～10.0

5.0～8.0

固含量

/%

55.0～59.0

48.0～53.0

56.0～60.0

55.0～59.0

54.0～59.0

特性

色泽浅，高耐破度

低游离酚，适合单面浸胶

色泽深，硬挺性好

防水性能好

低温快速固化

图4  润湿角测定

图5  耐破度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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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水性酚醛树脂固化滤纸

针对国内市场需求，客户对固化滤纸要求具有较

高的防水性能，尤其是酚醛树脂浸渍的燃油滤纸，普通

酚醛树脂已不能满足要求。圣泉公司产品PF9406通过

对酚醛树脂改性，引入疏水性基团，浸渍后收到了防水

性的效果。

性能数据对比：

(1）产品润湿角（见图4）

测试方法：在纸张表面滴加一滴蒸馏水，通过润湿

角测定仪拍摄图片。滤纸固化条件：150℃固化10min。

(2）固化滤纸防水性测定

试验方法：取氯化铁配制成1%浓度的溶液，硫氰

化钾配制成2%的溶液，滤纸叠成小船状放入氯化铁溶

液中，在滤纸上面滴2滴硫氰化钾溶液，当硫氰化钾变

红为终点，并记录时间（表3）。

5  快速固化酚醛固化滤纸

国内固化滤纸生产后续固化工艺为：打折后需要

高温固化（约180℃固化15m i n，不同的客户要求的时

间温度不同）成型，然后剪裁黏结在滤清器壳上使用。

PF-5产品生产的固化滤纸，改变了该固化工艺，打折后

只需在180℃烘烤30～60s，快速成型。达到了原来产品

滤芯要求较低，大部分产品都使用苯

烯酸乳液浸渍原纸生产，但是部分高

端车型以及部分要求高的工业用车、

乘用车和商用车要求使用酚醛树脂浸

渍原纸生产。

酚醛树脂浸渍固化滤纸电镜扫

描，见图1。酚醛浸渍固化滤纸，见图2。

1  酚醛树脂特性

酚醛树脂是一种重要的黏结剂，可以与各种有机

和无机填料相容，设计正确的酚醛树脂，浸润速度特别

快。水溶性或者醇溶性酚醛树脂可用来浸渍纸、棉布、

玻璃纤维等物质。并且树脂在高温固化交联后，能够具

有所需的机械强度、耐热性。而且交联后酚醛固化物使

用条件较为广泛，在石油、汽油、乙二醇和各种碳氢化

合物存在的环境条件下都能使用。

2  浸渍固化滤纸对酚醛树脂技术要求（表1）

3  酚醛浸渍纸烘干生产工艺 

全自动卧式含浸干燥生产线（图3）。

3.1 酚醛树脂胶液配制

客户根据生产滤纸的技术要求，对酚醛树脂液用

甲醇稀释至所需浓度，同时可加入调配颜色的小料，混

合均匀后打入浸胶槽内。浸胶槽可设置保温和降温装

置，以维持酚醛树脂胶液黏度的稳定，保障原纸浸胶后

上胶量的一致性。

3.2 烘干过程

根据设备烘道的长度以及设定的车速，同时对于

滤纸耐破度、硬挺度等方面的要求，可设定烘道不同的

温度段，以满足挥发物能完全挥发，而且产品不能固化

度太高，以免影响下游客户使用时出现打折断裂的问

题，影响加工性能。

3.3 指标检测

根据固化滤纸的要求，对烘道出来的固化滤纸进

行各项指标检测：定量、含胶量、耐破度、硬挺度、透气

度、孔径等。

3.4 酚醛树脂固化滤纸特性和指标（表2）

表3  固化滤纸防水性测定结果

型号

PF-4

PF-1

固化条件

(180℃/10min)

＞50min

15min变色

固化条件

(150℃/10min)

＞50min

5min

表4  聚合速度

型号

PF-1

PF-5

聚合速度

(150℃)

65s

＜15s

聚合速度

(105℃)

＞5min

68s

表2  酚醛树脂固化滤纸指标

滤纸

某品牌

某品牌

挥发份

/%

4.2

3.2

定量/

(g/m2)

209.3

121.2

含胶量

/%

21.2 

19.6

455

302

透气度/

(L/m2.s)

25

9.2

挺度/

(mN.m)

368

312

耐破度

/kPa

76.3

68.3

孔径

/μm

42.1

29.6

固化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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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化纸性能数据对比（表5）

耐破度检测设备：固化纸浸胶后室温下晾干，然后

在不同温度固化后检测。

(3）固化度数据（表6）

固化度检测方法：丙酮抽提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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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该产品的开发大幅度提高了下游客户生产工

艺，降低了生产能耗。该产品目前国内没有相类似的产

品竞争，属于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

性能试验数据对比：

(1）聚合速度(表4）

聚合速度检测方法：取1m l树脂，胶合时间聚速仪

上面用玻璃棒搅拌至凝胶状态。

表5  固化纸性能数据

型号

PF-1

PF-5

耐破度/kPa

（150℃/3min)

260

381

浸胶量

/%

19.5

19.65

耐破度/kPa

(180℃/1min)

310

380

表6  固化度数据

型号

PF-1

PF-5

固化度

（150℃/3min)/%

18

89

固化度

（180℃/1min)/%

23

95

[收稿日期: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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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甲酸浓度88%、液比12∶1的条件下，蒸煮时间和

最高蒸煮温度对麦草浆性能的影响，从而优化甲酸法制浆工

艺参数，并对甲酸制浆应用实例Chempol is法中试及DDS蒸煮中

试系统进行了简单介绍。

关键词：甲酸制浆；Chempolis法；蒸煮时间；蒸煮温度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cooking time and maximum 
cooking temperature on the performances of wheat straw pulp 
were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88% formic acid concentration 
and the liquid ratio of 12:1, so as to optimize the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of formic acid pulping. Moreover, the pilot production 
line of Chempolis process and DDS cooking pilot system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Key words: formic acid pulping; Chempolis process; cooking 
time; cooking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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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制浆原料结构中非木材原料比重高达

40%，常规碱法制浆工艺，存在纸浆性能差、碱回收率

低（一般70%左右）、生产成本太高、环境污染严重等缺

点。甲酸法制浆属于有机溶剂制浆，有较高的脱木素选

择性，对纤维的损伤小于碱法制浆，对原料中的硅元素

保留高，既能有效提高制浆得率，同时保留的硅在该制

浆过程中碱性条件下的过氧化氢漂白工段中得到溶解，

形成硅酸钠，在漂白过程中有稳定剂作用，与此同时废

液中的甲酸经回收后可以循环再利用，对提高纸浆质

量、解决非木材原料制浆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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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的苷键稳定性较差，易断开发生降解，形成寡糖或

单糖溶出，如图3；而纤维素大分子葡萄糖单元之间苷

键遭到破坏，形成低聚糖，进一步水解为葡萄糖单糖，

如图4所示[3]。 

2  实验

蒸煮条件中影响化学组分溶出的因素主要有甲酸

浓度、蒸煮温度和保温时间等。蒸煮液中较高的甲酸浓

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木素的脱除效率，然而并不是

100%的甲酸是脱木素最佳的选择，并且随着甲酸浓度

的升高，碳水化合物会发生大量降解，并且木素的缩合

反应会增加，造成部分木素和纤维素的甲酰化，从而影

响纸浆的性能和得率，研究发现，浓度在90%左右的甲

酸能更好地溶解木素。与蒸煮时间相比，纸浆得率、木

素脱除率及糖类得率受蒸煮温度影响更大，提高蒸煮

温度，脱木素反应速率迅速增加，但不会改变脱木素的

选择性[4，5]。本实验探讨蒸煮时间和最高蒸煮温度对纸

浆性能的影响，优化甲酸蒸煮工艺，为实际工业生产提

供工艺参考。

2.1 实验原料

甲酸，质量分数88%；麦草，取自于河南省南阳

市，切成20～30mm的草片，筛除尘土、砂粒和碎片。麦

草化学组分：戊聚糖21.06%，木素18.23%，综纤维素

69.31%，冷水抽出物6.67%，热水抽出物21.42%，以上

数据测定方法参考文献[6]。

2.2 蒸煮

蒸煮是在特制防腐蚀蒸煮锅中进行，液比12∶1，甲

酸浓度88%，加热升温至所需最高温度，再保温一定时

间后放锅。蒸煮后草浆先用热甲酸溶液洗涤，再用热水

洗涤，置于密封袋中平衡水分并进行质量指标测定。

2.3 结果与讨论

实验采用固定的甲酸浓度和液比，固定升温时间

25m i n，测定不同蒸煮时间和最高蒸煮温度对纸浆硬

度、得率、白度的影响，见图5、图6。

从图5中可以看出，蒸煮时间对麦草浆性能的影响

是很大的，蒸煮时间40m i n纸浆得率最高，时间延长，

浆得率迅速下降，蒸煮时间对白度影响不大，40m i n是

较优蒸煮时间；由图6可以看出：蒸煮温度110℃，纸浆

硬度太高，表明木素脱除少，说明脱木素反应主要是在

大意义[1]。

1  甲酸法制浆蒸煮过程反应机理

木素是由苯基丙烷结构单元通过醚键和碳碳键连

接[2]而成的具有三维空间结构的天然芳香族化合物，甲

酸分子在解离过程中产生的H+、HCOO-等离子（如图

）与麦草中的木素发生降

解反应。H+可与木素中的醚键形成氧盐，断开α-芳基

醚键，在以往的麦草甲酸常压制浆的研究中，也证实蒸

煮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α-醚键或β-醚键断裂，并产生

了较多的共轭和非共轭C=O基团，反应机理如图1、图2

所示。

甲酸蒸煮脱木素的过程中，碳水化合物也发生了

降解，包括大部分的半纤维素和少量的纤维素。半纤维

图1  α-芳基醚键断裂反应机理

图2  β-芳基醚键断裂反应机理

图3  戊糖水解反应过程

图4  纤维素水解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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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温度下进行的，当温度升到140℃后，纸浆得率和

卡伯值急剧降低，表明温度太高时，部分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已发生降解，造成纸浆得率的显著下降。经实验确

定甲酸浓度88%，液比12∶1，最高温度140℃，蒸煮时间

40m i n，此时纸浆得率48.2%，卡伯值28，纸浆性能良

好。

3  甲酸法制浆生产应用实例

甲酸法制浆确实在节能降耗、COD减排、保护环

境和提高纸浆质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优势，但由于甲酸

具有很强的爆炸性，运行过程中防止跑、冒、滴、漏，与

碱法制浆设备在结构、材质、密封等方面有较大区别，

因此该制浆方法还未实现大规模工业应用。实际生产

中，必须解决好设备防腐问题，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根

据甲酸腐蚀性随温度改变的特性，不同工段的设备选

用不同的材料，做到安全经济适用[7]。

3.1 芬兰甲酸Chempolis法中试

3.1.1 工艺概况

Chemp o l i s法以甲酸为主要蒸煮药液，蒸煮温度

较高，110～160℃，蒸煮时间不超过1h，大大提高了脱

木素率，适合中小型浆厂。

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与Chempol i s公司合作开发

2t/d甲酸法连续蒸煮和废液提取系统于2008年底试车

成功，该生产工艺：蒸煮压力≤0.5Mpa，蒸煮时间最短

20m i n，最长40m i n，最高蒸煮温度160～180℃，甲酸

提取率≥96%，吨浆耗水量≤20m3，废水COD排放量

≤2k g，两段H2O2漂后，白度可达82%。工艺流程如图7

所示。

3.1.2 设备生产运行

主体设备包括转子喂料器、匀料螺旋、螺旋喂料

器、T型管止逆阀、横管式连续蒸煮器、立式卸料器、鼓

式真空洗浆机和过程控制系统。设备材质采用316L，双

向不锈钢2205或钛钼镍合金TA10。蒸煮后的麦草浆经

洗涤筛选漂白后，与木浆配抄中高档文化用纸，各项性

能指标良好；废液蒸发浓缩进入蒸馏塔，可回收甲酸、

乙酸和糠醛等化学品，冷凝后的甲酸再返回到蒸煮段；

浓缩后剩下的有机物作为燃料，并能大幅度节水和节

电。该生产线也试验了其他非木材类原料包括秸秆、芦

苇、蔗渣、竹片等，均取得良好效果。Chempol is公司甲

酸法连续蒸煮中试生产线的成功验证了甲酸法制浆工

业化的可行性，该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和工业化应用，对

推动我国制浆造纸行业工艺和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3.2 甲酸法DDS蒸煮中试系统

3.2.1 工艺概况

2016年，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为Chemp o l i s公司

奥鲁的试验工厂设计了置换蒸煮系统，该DDS中试生产

系统设计产量800～1000k g/d绝干粗浆，适用的原料

有木片、竹片等，最大蒸煮压力1.0M Pa，最高蒸煮温度

180℃，工艺过程：木片→蒸煮器→装锅操作→初级蒸煮

→中级蒸煮操作→升温和保温操作→回收操作→洗浆

图5  蒸煮时间对纸浆硬度、得率、白度的影响

图6  蒸煮温度对纸浆硬度、得率、白度的影响

图7  甲酸法连续蒸煮和废液提取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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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两次→放锅操作→粗浆。

3.2.2 设备生产运行

主体设备包括皮带输送机、热甲酸槽、蒸煮锅、料

塞管、自动出料阀和管道系统，由于甲酸的强腐蚀性，皮

带输送机材质不锈钢304，热甲酸槽、蒸煮锅、自动出料

阀及管道采用TA10，料塞管采用双相钢2205，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

4  未来展望

Chempol i s公司甲酸法连续蒸煮中试生产线的成

功验证了甲酸法制浆工业化的可行性，该技术和装备的

推广和工业化应用，对推动我国制浆造纸行业工艺和技

术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

研究：

(1）国内一些重要原料(如速生杨、稻草、竹子等)的

研究。

(2）甲酸蒸煮动力学、各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

木素）的溶出历程及脱木素机理研究。

(3）优化制浆工艺流程，获得蒸煮、漂白和溶剂回

收等工段的优化参数，从而达到工艺的最优化。

(4）开发研制连续蒸煮设备和废液提取的装备。

(5）开发产品潜在价值，包括糖类的加工利用和木

素功能化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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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苛化碳酸钙（Causticized Calcium Carbonate，CCC）作为

轻质碳酸钙（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CC）的替代品对

纸张进行加填可以大幅降低造纸生产成本。然而CCC加填纸

张时会降低烷基乙烯酮二聚体（AKD）的施胶效率，因而其应

用受到限制。在本研究中，利用聚丙烯酸钠（PAAS）协同CCC的

碳化，改善其加填纸的施胶性能。结果表明：与直接碳化所

得白泥碳酸钙相比，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所得的白泥碳酸钙

表面结构得到了有效地改善，显著提高了其施胶性能。

关键词：苛化碳酸钙；碳化；聚丙烯酸钠；施胶效率

Abstract: As the replacement of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CC), causticized calcium carbonate (CCC) can be used as 
paper filler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However, CCC filling can 
reduce AKD sizing efficiency, so its application is limited. In this 
paper, PAAS was used to co-carbonize CCC to improve the sizing 
efficiency of filled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white mud calcium carbonate from the addition of 
PAAS co-carbonized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alcium carbonate of white mud obtained from direct carbon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causticized calcium carbonate(CCC); carbonization; 
sodium polyacrylate; siz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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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业固废物的回收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

关注，这种回收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1]。苛化碳酸

钙（CCC）是造纸工业的副产品，可作为造纸填料轻质

碳酸钙（PCC）的替代品[2]。CCC作为造纸填料有诸多

优点，如减少二次污染，节约成本等等[3]，但它会降低烷

基烯酮二聚体（AKD）的施胶效率，因而其应用受到限

制[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技人员进行了许多研究。

赵丽红[5]采用控制白泥粒径的方法降低白泥对AKD的

吸附。何柳[6]采用阳离子苯乙烯-丙烯酸酯对白泥进行

疏水化改性，使纸张施胶度得到提升。胡剑榕[7]采用淀

粉-硬脂酸钠复合物对白泥进行了包覆改性，降低了其

对AKD的吸附，显著提高了白泥加填纸的AKD施胶效

率。Wang[3,8～10]等人通过控制苛化反应制备了具有规则

形貌的苛化碳酸钙，有效改善了加填纸的AKD施胶效

率。这些研究均表明，白泥精制碳酸钙填料的表面特性

与颗粒形貌显著影响了其加填纸的AKD施胶效率。

聚丙烯酸钠（PAAS）是一种具有亲水和疏水基团

的水溶性直链高分子聚合物，常用作碳酸钙、硫酸钙等

盐类的分散剂。研究发现[11,12]，PAAS可以调控碳酸钙

的结晶形式和微观形貌。根据这个理论，L i u[13]等人研

究了PAAS对过饱和溶液中无定形碳酸钙形成的影响。

Jiang[14]等人使用PAAS来调节碳酸钙复合物的微球。

本研究主要介绍了使用PAAS协同碳化白泥碳酸

钙，通过扫描电镜、比表面积分析仪等现代仪器分析了

PAAS协同碳化对白泥碳酸钙微观结构的改变，同时，

研究了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对白泥碳酸钙施胶性能的

影响。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轻质碳酸钙PCC（平均粒径为5.98μm）；白泥

碳酸钙（平均粒径为10.71μm）；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CPAM（分子量为12MDa）；聚丙烯酸钠（固体，分子量

500万）；AKD乳液；CO2气体；实验抄造所用的针叶木

浆及阔叶木浆均为商品浆板。

1.2 白泥碳酸钙中氢氧化钙质量分数的测定

白泥碳酸钙中氢氧化钙的质量分数是采用热重分

析法确定的[15]，在这种方法中，采用热重仪测定白泥碳

酸钙样品的TG-DTG曲线。本方法测试原理为氢氧化

钙的热分解反应，在热重曲线400℃左右的失重即为失

去水的重量，由此可计算出氢氧化钙在白泥中的占比：

                        (1)          

式(1)中：

ωCa(OH)2
—样品白泥中氢氧化钙的质量分数（%）；

mH2O—400℃氢氧化钙失水质量（g）；

m样品—被测样品白泥的质量（g）。

1.3 白泥碳酸钙微观形貌分析

实验采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型号为S-4800的

场发射式扫描电镜对白泥碳酸钙表面微观结构进行分

析。

1.4 白泥碳酸钙晶型结构分析

实验检测白泥晶型结构的仪器为日本岛津公司生

产的X射线衍射仪，型号为D/max2200PC。

1.5 碱回收白泥碳酸钙加填纸张的制备

将白泥精制碳酸钙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不加任何

添加剂，另外一组加入PAAS，加热至40℃，通入CO2气

体，控制反应终点pH值约为9.5。

图2  聚丙烯酸钠用量对碳化白泥碳酸钙加填纸张施胶性

能的影响

图1  白泥碳酸钙原料TG和DTG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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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0.35％的AKD（基于绝干浆）添加到分散的原

料中，再加入含有25％（基于绝干浆）的PCC或白泥精

制碳酸钙。然后，在搅拌30s后加入0.03％的CPAM，将

原料倒入Rap id-Koe then抄纸机中制备定量为80g/

m2的手抄纸。将湿纸在105℃温度、0.5MPa的压力下干

燥8min，即得成纸。

1.6 白泥碳酸钙加填纸张施胶性能的检测

本实验根据GB/T1540-2002测定纸张C o b b60

值，检测仪器为纸张表面吸收重量测定仪。

2  结果与讨论

2.1 白泥碳酸钙中氢氧化钙含量测定

实验中由热重仪测试所得热重图如图1所示。

图1显示了白泥在氮气氛中的TG和DTG曲线。它表

明有两个主要的热降解阶段，范围从约360℃到400℃和

660℃到780℃。从360℃到400℃，白泥的重量损失率为

1.81％，这是由于白泥中氢氧化钙的热分解。因此，氢氧

化钙含量根据公式（1）计算，其结果为7.44％。

2.2 聚丙烯酸钠用量对白泥碳酸钙加填性能的影响

实验通过采用不同用量的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白

泥碳酸钙，来研究聚丙烯酸钠用量对白泥碳酸钙加填

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当PAAS质量分数从0增

加到5％时，白泥碳酸钙加填纸的Cobb60从106.5g/m2

减少到25.7/m2。相同条件之下，PCC加填纸的Cobb60

为22.9/m2。

在碱性环境中PAAS的黏度较高。当PAAS的用

量不断增大时，PAAS在碳化体系中的溶解能力不断降

低，体系中的白泥大颗粒出现聚集趋势，对碳化反应的

进行存在不利影响。根据实际应用要求，PAAS的合适

用量为2.00％。

2 . 3 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对白泥碳酸钙结晶形式的影

响

实验通过XRD测试使用PAAS协同碳化与直接碳

化两种碳化方式所得白泥碳酸钙的结晶形式。结果如

图3所示。结果表明，当PAAS用于协同白泥碳酸钙的碳

化时，白泥碳酸钙的结晶形式没有改变。

2 . 4 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对白泥碳酸钙微观形貌的影

响

通过SEM对白泥的形态分析（图4）显示PAAS协

同碳化白泥将显著改善白泥的微观形态。如图4所示，

直接碳化的白泥的表面是分层的，并且每层彼此重叠以

形成更大的孔隙。2％PAAS协同碳化白泥表面更致密，

颗粒之间的孔隙更小。

根据聚丙烯酸钠调控碳酸钙形貌相关理论[10,16]，

PAAS溶解在水中的PAA（COO-）基团可能是高度负电

性的，通过静电作用促进钙的配位，形成PAA（COO）

Ca+络合物。该复合物可以有效地调控碳酸钙晶体晶核

的形成及生长，从而使碳酸钙晶体规则化生长。

2 . 5 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对白泥碳酸钙微观结构的影

响

实验利用比表面积分析仪对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

白泥碳酸钙微观结构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当加入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时，碳化白

图4  白泥碳酸钙微观形貌分析

图3  白泥碳酸钙的结晶形式分析

表1  不同碳化方式白泥碳酸钙的微观结构

直接碳化白泥

加PAAS碳化白泥

比表面积

/(m2/g)

17.4459

5.6812

孔体积

/(cm3/g)

4.3788×10-2

0.1883×10-2

孔径

/nm

9.4978

2.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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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比表面积为5.6812m2/g，约为直接碳化白泥比表面

积的三分之一。碳化白泥的孔体积及孔径也随着聚丙烯酸

钠的添加而减小。当白泥的碳化方法从直接碳化改为2％

PAAS协同碳化时，孔体积由4.3788×10-2cm3/g降低至

0.1883×10-2cm3/g，孔径从9.4978nm减小到2.7469nm。

结合碳化优化工艺中的施胶性能分析，PAAS协同

碳化白泥时，新生成的碳酸钙的晶核将在白泥的表面上

形成。随着晶核的生长，新形成的碳酸钙将固化并涂覆

在白泥表面上。降低碳化白泥的比表面积、孔体积和孔

径，从而改善白泥的施胶性能。

3  结论

研究了使用PAAS协同碳化白泥时，对白泥碳酸钙

微观结构的改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白泥加填纸张施

胶度的变化，结果表明：

3.1 当使用PAAS协同碳化白泥时，白泥加填纸张的施

胶性能将得到明显的改善。随着聚丙烯酸钠用量的增

大，碳化精制白泥加填纸的Cobb60值将会降低。但考虑

实际应用的要求，聚丙烯酸钠的适宜用量为2.00%。采

用2%含量聚丙烯酸钠协同碳化后，白泥碳酸钙加填纸

的Cobb60值由106.5g/m2降为42.3g/m2。

3.2 当使用PAAS协同碳化白泥时，新生成的碳酸钙的

晶核将形成在白泥的表面上。随着晶核的生长，新形成

的碳酸钙将固化并涂覆在白泥表面上。降低碳化白泥的

比表面积、孔体积和孔径，从而导致了白泥的施胶性能

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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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出不同类型的四种消泡剂，通过改变消泡剂种类和

用量评价合成纸基强度和透气率，并观察成纸后纤维分散和

絮聚情况。研究了聚烯烃双组分纤维分散性能，得出消泡剂

GTC对纤维分散性最佳，最佳用量2%，最佳添加位置疏解时。

此时聚烯烃双组分纤维在水中分散均匀，隔膜纸基初始强度

较高、透气率低、匀度好。 

关键词：双组分纤维；消泡剂；分散性

Abstract: The d ispersion cha racte r is t ics of polyolef in 
bicomponent fiber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by physical 
indicators evaluation and anti-foaming agen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persing effect of GTC is the best 
and the amount of anti-foaming agents was 2%. The polyolefin 
bicomponent fiber were uniformly dispersed in the wa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initial permeability of separator of paper-based 
battery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initial strength was relatively 
high.
Key words: polyolefin bicomponent fiber; anti-foaming agent;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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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率按照GB/T5453-1997标准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纤维原料分析

聚烯烃双组分纤维皮层为聚乙烯，芯层为聚丙烯，

其电子显微镜扫描图如图1。可以看出，聚烯烃双组分纤

维表面光滑，截面近圆形。

2 . 2 消泡剂种类和用量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性能的影

响

2.2.1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率的影响

图2为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率的影响。

可以看出，添加消泡剂纸基的透气率比未添加消泡剂

纸基的透气率明显降低。说明添加消泡剂可以明显改

善原料分散性能，提高纸基匀度，降低纸基孔径，所以

透气率降低。从图2也可以看出，消泡剂用量1%与未加

消泡剂相比，分别添加四种消泡剂的纸基透气率不同

程度降低。当消泡剂用量在1%～4%，添加四种消泡剂

纸基的透气率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波动。但是，当消泡

剂用量大于3%，添加消泡剂CS、消泡剂GTC和消泡剂

ZFC纸基的透气率再次快速下降，而添加消泡剂GL纸

基的透气率上升。当消泡剂用量大于4%，添加消泡剂

CS、消泡剂GTC和消泡剂Z FC纸基的透气率迅速上

升，这是因为消泡剂用量大于4%，发现抄纸时会出现较

多的小气泡，从而使纤维上浮，纸基分散不均匀，所以

透气率上升。可见，消泡剂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消泡剂

反而引起气泡增多，从而透气率上升，因为消泡剂属于

表面活性剂，过量的消泡剂影响液体的表面张力，其可

以代替原有发泡剂成为新的发泡剂，纸张的气泡增多，

使纸张空隙增多，透气率增大。同时，

可以看出，在消泡剂用量相同时，添

加消泡剂GTC的纸基透气率低于添

加其他三种消泡剂的纸基。

透气率可以反映纸基纤维之间

孔隙的大小和匀度，从而间接反映出

原料分散情况，原料纤维在水溶液中

分散越好，成纸后纸基的孔隙越小和

匀度越好。消泡剂GTC对纤维分散情

造纸常用的纤维为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具氢键，亲

水性好，所以在水溶液中分散较均匀。但是，对于特种

纸行业，需要添加具有特殊功能的化学纤维[1,2]。聚烃

类纤维具有优良的耐酸碱性能、化学稳定性和电绝缘

性能。但是聚烃类纤维是疏水纤维，不具有亲水性能，

所以在水溶液中难均匀分散。因此，聚烃类纤维在水中

均匀分散是隔膜纸工业生产的一大问题[3,4]。

本论文主要研究了聚烯烃纤维分散性能对纸基各

项指标的影响，通过对比消泡剂种类和用量对聚烯烃

双组分纤维在水中分散性能的影响，得出消泡剂种类、

最佳用量和添加位置，使纤维在水中分散均匀，纸张匀

度好，满足隔膜纸性能指标要求。

1  原料和设备

1.1 实验原料

聚烯烃双组分纤维，长度为1.1dtex*，3～6mm，产

自江苏某化纤厂。其他原料如表1。

1.2 实验设备

本实验主要设备仪器见表2。

1.3 实验方法

抗张强度按照GB/T 22898-2008标准测定；

表2  设备仪器

仪器

疏解机

抗张强度测定仪

压榨机

透气率仪

纸页成形器

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

规格

EZM-4430

WZL-300B

MASP-22H803

YG-461E

ASM-32N2F

CDM-201

KYKY-2800B

厂家

EMKO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宁波纺织仪器厂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上海荼明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表1  实验原料

原料

消泡剂CS

消泡剂ZFC

消泡剂GTC

消泡剂GL

来源

江苏某化工厂，属于高碳醇类消泡剂

浙江某有限公司，属于脂肪醇类消泡剂

山东某工厂，属于高碳醇类消泡剂

山东某工厂，属于有机硅类消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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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优于消泡剂GL、消泡剂ZFC和消泡剂CS，消泡剂用

量4%时，纸基的透气率最低，为960.0mm/s。

2.2.2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3为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抗张强度的影

响，由图3可见，消泡剂用量小于4%时，添加消泡剂纸基

的抗张强度高于未添加消泡剂的纸基。但在1%～4%纸

基抗张强度有所波动，消泡剂用量大于4%时，纸基的抗

张强度迅速下降。这是因为抄纸时添加过多的消泡剂，

分散相水中气泡增多，纤维上浮，分散性能差，纸基匀

度差。当消泡剂用量相同时，添加消泡剂GTC纸基的抗

张强度大于添加消泡剂GL、消泡剂ZFC和消泡剂CS的

纸基，这说明消泡剂GTC分散纤维的性能优于其他三

种。同时，可以看出，消泡剂GTC用量为1%～4%时，纸基

的抗张强度波动较小，抗张强度最高值为1.2kN/m。

2.2.3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率的影响

图4为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率的影响。

由图4可见，添加消泡剂GTC和消泡剂ZFC的纸基伸长

率高于未添加消泡剂的纸基，但是随着消泡剂用量的

增加，纸基伸长率的变化未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消泡

剂用量小于3%时，添加消泡剂GL纸基的伸长率波动很

小；消泡剂用量大于3%时，添加消泡剂GL纸基的伸长

率降低。添加消泡剂C S纸基伸长率，随着用量的变化

也未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对于纸基来说，伸长率的变化

一般比较大，可以辅助抗张强度，评价纸基的性能。

综上所述，消泡剂的添加提高了纤维的分散性和

纸基的性能，消泡剂的用量和种类对纤维分散性能有一

定影响，消泡剂GTC对纤维的分散性能优于另外三种

消泡剂，消泡剂用量为1%～3%时，纸基的性能最佳。

2.3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性能的影响

根据消泡剂种类对原料分散性能的优化，选定消

泡剂GTC，用量0～5%，进行消泡剂添加位置对原料分

散性能的优化。

2.3.1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率的影响

图5为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

率的影响。可以看出，消泡剂用量相同时，疏解时添加

图3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4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率的影响

图1  双组分纤维原料的电镜图

图2  消泡剂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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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泡剂纸张透气率低于抄纸时添加消泡剂纸基的透气

率。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疏解时添加消泡剂，浆料中

气泡较少，所以纸基成形时纤维分散均匀。抄纸时添

加消泡剂不能破坏疏解时产生的大量气泡。消泡剂用

量相同时，抄纸时添加消泡剂纤维分散较差，成纸匀度

差，透气率高。对于消泡剂在抄纸时和疏解时一半用

量两次添加，可以看出，消泡剂用量小于3%～4%时，纤

维分散效果优于抄纸添加和疏解时添加。但两次添加

设两个药品加入点，需要两套设备，增加工艺难度和生

产成本。抄纸时和疏解时一半用量两次添加，其效果好

于疏解时添加，但是两者成纸透气率均较低，且相差不

大。综合考虑，疏解时添加消泡剂利于纤维分散，用量

为2%时，纸基的透气率最低。

2 . 3 . 2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抗张强度的

影响

图6为消泡剂添加位置对纸基抗张强度的影响。可

以看出，消泡剂用量相同时，疏解时添加消泡剂纸基的

抗张强度大于抄纸时添加消泡剂纸基抗张强度。同时，

随着消泡剂用量的增加，疏解时添加消泡剂纸基的抗

张强度先快速增加，后逐渐平稳。

2 . 3 . 3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率的影

响

图7为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

率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消泡剂用量和添加位置的

变化，纸基的伸长率未呈现一定规律变化，对于纸基来

说，伸长率的变化一般比较大，可以辅助抗张强度，评

价纸基的性能。

综上所述，消泡剂的添加对纤维分散具有一定的

影响，疏解时添加消泡剂比抄纸时添加或一半一半两

次添加消泡剂的效果更好，GTC消泡剂用量2%，纸基

的透气率最低，抗张强度适中。

2.4 聚烯烃纤维纸基的显微镜分析

图8为显微镜观察隔膜纸表面，放大倍数20倍。可

以看出，图8A为分散不均匀的纸张，图8B为分散均匀的

纸张。可以看出，图8A纤维絮聚，孔隙较大，分散不均

图8  显微镜观察隔膜纸基表面

图7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伸长率的影响

研究开发  R & D

图5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透气率的影响

图6  消泡剂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类纤维纸基抗张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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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而图8B纤维分散均匀，孔隙较小，分布均匀。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评价消泡剂对聚烯烃双组分纤维分散性能的

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消泡剂的添加有利于提高聚烯烃纤维在水中

的分散性能，并提高纸基的物理性能，但是消泡剂用量

不宜过大，适宜的添加量为1%～3%，具体添加量由消泡

剂性能决定。

(2）消泡剂的添加位置对聚烯烃纤维有一定影响，

疏解时添加消泡剂比抄纸时添加或一半一半两次添加

消泡剂的效果更好。

(3）消泡剂种类和用量对聚烯烃纤维有一定影响，

消泡剂用量相同时，消泡剂GTC对纤维的分散性能优

于消泡剂GL、消泡剂ZFC和消泡剂CS。消泡剂GTC 

用量2%，添加位置在疏解处，此时透气率最低，抗张强 [收稿日期:2019-06-21(修改稿)]

度最佳。

化学纤维作为特种纸原料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湿

法成形，但化学纤维不同于植物纤维，难以分散于水溶

液中。解决化学纤维在水中的均匀分散问题是其应用于

特种纸行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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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收集到的45个不

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样品进行检验，根据显色

层中各元素的含量比对无碳复写纸样品进行区分，并利用

SPSS24.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效果良好。该方法无损检材、方

便快捷、检测限低、稳定性好，可用于无碳复写纸物证的检验

鉴别。

关键词：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无碳复写纸；检验鉴别；

SPSS聚类分析

Abstract: In this paper, X-Ray fluorescent spectrum was used 
to determine 45 kinds of carbonless copy paper samples form 
different brands and types. The samples wer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contents of the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samples. Also, SPSS24.0 was well used for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The method, with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non-dest ruct ive, 
convenient and rapid, with low limit of detection, as well as of 
good stability,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carbonless copy paper 
as physical evidence.
Key words: portable X-Ray f luorescent spectrum; carbonless 
copy paper; identification; SPSS clustering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TS77; TS7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24-0034-05

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验无碳复写纸的研究
⊙ 王丹  姜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A study on the test of carbonless copy paper by portable X-ray 
fluorescent spectrum
⊙ WANG Dan, JIANG Ho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9年拔尖人才培养专项资助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9ssky008。
    *通讯作者：姜红女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微量物证分析的研究工作；E-mail：jiangh2001@163.com。

王丹 女士

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化检

验。

研究开发  R & D

34
第40卷第24期 2019年12月



SPSS24.0软件对样品进行系统聚类。 

1  实验

1.1 仪器及测试条件

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X-M E T80 0 0 

E x p o r t（英国牛津公司）；测试条件：Mg～S c元素：

15kV，10μA，F i l t e r3，DX P4；T i～U元素：50kV，

30μA，Filter2，DXP4；测试模式为Plastic-FP模式，

测试时间110s。

1.2 实验样品

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样品共45个（见

表1）。

1.3 实验方法

1.3.1 重现性实验

随机选取12#“兴达”牌餐饮单第二联正面样品空

白区域，在上述测试条件下，平行测定10次，计算标准

偏差和相对标准偏差。

1.3.2 均匀性实验

随机选取13#“百畅”牌收据第二联正面样品，选

无碳复写纸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类特种纸张，作为

单据广泛应用于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在银

行、通信、餐饮、服务等行业中，无碳复写纸主要充当交

易证明与知情同意的证据材料。因此，在涉及上述领域

的各类经济犯罪与民事纠纷案件中，无碳复写纸往往发

挥着重要的证据作用。快速、准确地检验无碳复写纸物

证，对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物证进行区分

鉴别，能够帮助侦查人员判断涉案无碳复写纸物证的

真实性，从而查明案件事实，进一步为法庭诉讼提供依

据。

无碳复写纸最早由美国NCR（Na t i o n a l Ca s h 

Re g i s t e r）公司于1954年发明，包含自显色与它显色两

种类型，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它显色无碳复写纸。它显色

无碳复写纸一般由上页纸（CB纸）、中页纸（CFB纸）、

下页纸（CF纸）构成，如图1所示。CB纸是在原纸的背

面均匀涂布含有微胶囊的涂层，微胶囊中含有由力敏色

素、不挥发性油、乳化剂、保护胶体、液膜硬化剂等组成

的涂料。CF纸是在原纸的正面均匀涂布含有显色剂的

涂层，显色层涂料由显色剂、胶黏剂、其他助剂等组成。

CFB纸的正面为显色层，背面为微胶囊涂层[1]。显色层

相较于微胶囊涂层含有更多种类的无机元素，且不同厂

家所生产的无碳复写纸中无机元素的种类、含量不同，

因此可以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不同品牌、不同类型

无碳复写纸进行区分。

目前，国内外对无碳复写纸的检验方法主要包括

红外光谱法、拉曼光谱法、扫描电镜/能谱法、X射线衍

射法、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等[2～6]。便携式X射线荧

光光谱仪体积小、操作方便、无损检材、无需特殊的前

处理步骤、检测限度低，是目前检测无机元素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纸张等多种材料的

检验鉴定[7～11]。

本课题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45个不同

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样品进行检验，根据样品

中元素的种类推断无碳复写纸中添加剂的成分，同时

依据Zn元素与Ca元素的含量比对样品进行分组。结合

表1　无碳复写纸样品

样品编号

1#～17# 

18#～36#

 

37#～45#

样品名称

出（入）库单、收据、销售小票、餐

饮单等

申请表、存（取）款凭证、进账

单、服务合同等

销售单、批发单等

样品类型

手写单据类

银行及通信单

据类

针式打印纸类

图1　无碳复写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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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样品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及中间空白区域共5处，

在上述测试条件下对每处区域平行测定3次，取平均

值，计算标准偏差和相对标准偏差。

1.3.3 无碳复写纸样品的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将上述45个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第

二联正面样品的空白区域，置于X射线荧光光谱仪采样

池中，在上述测试条件下平行测定3次，取平均值。

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分析结果导入SPSS24.0软

件，采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重现性与均匀性实验结果

12#样品重现性结果见表2，各元素含量的相对标

准偏差均小于5%，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重现性。13#

样品均匀性结果见表3，样品5处区域各元素含量较为

稳定，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5%，表明无碳复写纸样品

表4  手写单据类样品X射线荧光光谱结果

样品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Fe/

(μg/g)

1237

432

391

655

1216

1294

523

281

427

515

305

914

1289

716

324

319

1009

Zn/Ca

0.0316

0.0074

0.0238

0.0117

0.0234

0.0155

0.0272

0.0003

0.0069

0.0261

0.0194

0.0350

0.0215

0.0139

0.0321

0.0332

0.0275

Cl/Fe

0.2579

-

1.7187

1.2351

0.4194

-

1.8948

-

0.7588

4.2544

3.6033

-

-

0.6899

7.4537

7.0690

0.5441

Ca/

(μg/g)

7383

39857

11258

20757

5352

11178

7015

65466

34443

8390

11593

23436

44619

9393

11771

8500

47892

Zn/

(μg/g)

233

293

268

243

125

173

191

19

237

219

225

820

958

131

378

282

1318

Fe/Zn

5.3090

1.4744

1.4590

2.6955

9.7280

7.4798

2.7382

14.7895

1.8017

2.3516

1.3556

1.1146

1.3455

5.4656

0.8571

1.1312

0.7656

298

123

149

136

230

340

63

603

381

131

160

233

222

68

82

21

215

Ti/

(μg/g)

Cl/

(μg/g)

319

-

672

809

510

-

991

-

324

2191

1099

-

-

494

2415

2255

549

Ti/Ca

0.0404

0.0031

0.0132

0.0066

0.0430

0.0304

0.0090

0.0092

0.0111

0.0156

0.0138

0.0099

0.0050

0.0072

0.0070

0.0025

0.0045

表2  12#样品重现性实验结果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Fe/

(μg/g)

918

922

898

951

939

914

936

863

905

935

918.1

25.3178

2.7576

Ca/

(μg/g)

23008

23476

23464

23688

23499

23436

23563

23354

23546

24164

23519.8

288.2425

1.2255

Zn/

(μg/g)

797

821

823

819

810

820

817

807

820

839

817.3

11.0860

1.3564

Ti/

(μg/g)

257

241

260

258

269

233

248

248

259

272

254.5

12.0853

4.7487

表3  13#样品均匀性实验结果

区域编号

1

2

3

4

5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Fe/

(μg/g)

1296

1289

1394

1374

1349

1340.4

46.6079

3.4772

Ca/

(μg/g)

43561

44619

46098

44464

44749

44698.2

910.5447

2.0371

Zn/

(μg/g)

932

958

997

955

976

963.6

24.3578

2.5278

Ti/

(μg/g)

237

222

241

251

233

236.8

10.6395

4.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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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类样品分组结果

组别

第Ⅰ组

第Ⅱ组

第Ⅲ组

第Ⅳ组

手写单据类样品编号

2#、8#、9#

4#、6#、11#、14#

3#、5#、7#、10#、13#、17#

1#、12#、15#、16#

Zn/Ca

＜0.01

0.01～0.02

0.02～0.03

＞0.03

银行及通信单据类样品编号

36#

25#、26#、28#、31#、32#、35#

18#、19#、27#、29#、34#

20#、21#、22#、23#、24#、30#、33#

针式打印纸类样品编号

38#、39#、40#、41#、43#

42#、44#、45#

-

37#

成分较为均匀，使用该方法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实验结

果。

2.2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实验收集的45个无碳复写纸样品主要包括手写单

据、银行及通信单据、针式打印纸三种类型，手写单据

类样品的元素种类及含量见表4，银行及通信单据类、

针式打印纸类样品结果略。

目前国内外无碳复写纸的显色层涂料使用的显色

剂主要包括锌改型的对烷基酚醛树脂显色剂以及水杨

酸锌显色剂，并且会与氧化锌、二氧化钛等颜料一起使

用[12]。同时，为提高纸的白度和不透明度，改善纸面的

光滑性和光泽度，使纸页具有良好的油墨吸收性，无

碳复写纸在生产时往往会添加轻质碳酸钙等助剂[13]。

因此，无碳复写纸样品显色层含有Ca、Zn、T i元素。此

外，造纸所使用的植物原料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Fe元

素，制浆过程中设备磨损等也会使无碳复写纸样品中含

有Fe元素[14]。C l元素则来源于纸浆漂白过程中使用的

二氧化氯或次氯酸盐[15]。

不同品牌的无碳复写纸显色层涂料所使用的显色

剂种类不同，或显色剂种类相同，其他助剂的种类和配

比不同。因此不同厂家生产的无碳复写纸中，各元素的

含量比存在差异（见表4）。根据各类样品Zn/Ca的值，

可将样品进行分组（见表5），各组样品可根据Fe/Z n、

T i/Ca、Cl/Fe的值进一步进行区分。比如银行单据类

第Ⅳ组样品，Zn/C a的值均大于0.03，但24#样品Fe/

Zn＜1.0，20#、21#、23#、30#样品1.0＜Fe/Z n＜2.0，

22#样品2.0＜Fe/Z n＜3.0，33#样品Fe/Zn＞3.0；21#

样品不含Cl元素，20#样品1.0＜Cl/Fe＜2.0，30#样品

2.0＜Cl/Fe＜3.0，23#样品Cl/Fe＞6.0。同理，其他类

型与组别的样品也可使用上述方法进行区分。

2.3 SPSS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根据个案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将其分

类，以形成几个性质不同的类别，从而使类内同质、类

间异质。系统聚类的基本思想是将n个样品视为单独的

的n类，根据类间距离进行合并，直到所有样品归为一

类为止。将样品的X射线荧光光谱数据导入SP S S24.0

图2  手写单据类样品聚类树状图 图3  银行及通信单据类样品聚类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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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中，采用最远邻距离法作为类间亲疏程度的度量方

法，采用平方欧式距离作为个体间距离的计算方式进行

系统聚类。三类样品的结果树状图见图2～图4。

如图2所示，当并类距离为2时，手写单据类样品可

分为4类；当并类距离为5时，样品可分为3类；当并类距

离为6时，样品可分为2类；当并类距离为25时，手写单

据类样品凝聚为1类。如图3所示，当并类距离为2时，银

行及通信单据类样品可分3类；当并类距离为3时，样品

可分为2类；当并类距离为25时，银行及通信单据类样

品凝聚为1类。同理，如图4所示，当并类距离为2时，针

式打印纸类样品可分为3类；当并类距离为3时，样品可

分为2类；当并类距离为25时，针式打印纸类样品凝聚

为1类。因此，当并类距离为2时，手写单据类、银行及通

信单据类、针式打印纸类样品均能获得良好的区分效

果。

3  结论

实验表明，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无碳复写纸样品

显色层的元素种类与含量不同，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

仪可以根据无碳复写纸样品中不同元素的含量比对其

进行区分。利用SP S S24.0软件可以对无碳复写纸样品

进行系统聚类，采用最远邻距离法作为类间亲疏程度的

度量方法，采用平方欧式距离作为个体间距离的计算方

式，当并类距离为2时，能够获得较好的聚类效果。该方

法快速、准确、可靠且无损检材，可用于各类案件中无碳
[收稿日期:2019-08-16(修改稿)]

复写纸物证的检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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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香菇菌渣中生物酶生物降解的特性，可以采用

热水预浸工艺进行机械法制浆。50%～60%菌渣生物机械浆

与包装箱废纸浆配抄，具有较好的抄造性能。纸样主要指标

能达到或超过瓦楞芯纸国家标准合格品的要求。

关键词：食用菌菌渣；制浆工艺；纤维形态；制浆性能；化学

成分

Abstract: By using the biodegradable properties of bioenzymes 
in mushroom slag, mechanical pulp can be carried out by using 
hot water pre-immersion process. Using 50% to 60% bacterial 
slag biological mechanical pulp and box waste pulp shows better 
pulping performance. Main targets of paper samples can meet or 
exce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corrugated 
medium qualified products.
Key words: edible fungus residue; pulping technology; fiber 
structure; pulping property; chemical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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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食用菌的生产大国，占世界食用菌总产量

的70%以上，每年食用菌的废料约有1580万t，食用菌快

速增长的同时，菌渣的回收利用变得更加迫切，菌渣的

综合利用越来越被广泛关注。

香菇是最主要的食用菌品种，我国香菇的产量占

食用菌总产量的27%，每年袋装香菇种植淘汰下来的

菌渣约为400多万t。香菇菌种对原料树材有选择利用

特性，优质高产香菇原料树材，富含有香菇生长发育所

必需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多糖类、氨基酸、有机

氮、维生素和无机盐等。香菇种植常采用复杂多样的木

屑、锯末等原料来满足香菇所需的营养成分均衡互补，

有利于香菇生长。香菇、木耳的菌棒使用了78%以上的

木屑作为主要原料，菌渣中其他杂质少，原料比较洁净，

纤维易被回收利用。

1  食用菌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

我国目前用于香菇种植的原料很多，主要使用桃

木、李木、苹果木等果木，榆木等硬杂木及麦麸等多种

表1  食用菌菌棒原料配比及降解情况

项目

香菇菌棒

木耳菌棒

硬杂木屑

(锯末)/%

0

44

菌棒单重

(绝干)/g

860

600

硬杂木块

/%

78

44

辅料

三/%

1

1

辅料

一/%

20

10

菌渣单重

(绝干)/g

384

194

辅料

二/%

1

1

重量降幅

/%

55.3

67.6

表2  菌渣中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

原料

木块

香菇菌渣

木耳菌渣

综纤维素

/%

75.08

54.25

59.14

灰分

/%

3.16

8.10

15.39

纤维素

/%

45.24

34.35

27.48

木素

/%

29.83

17.51

34.12

2.65

25.53

14.92

冷水

3.01

30.93

19.37

热水 苯醇

1.32

8.04

2.38

20.74

57.66

46.66

1%NaOH

溶液抽出物/%

表3  菌渣原料主要化学组分减量分析

项目

木耳菌渣

木耳菌棒

减少比例/%

香菇菌渣

香菇菌棒

减少比例/%

纤维物料

重量/g

194

528

63.3

384.2

671

42.7

59.14

75.08

54.25

75.08

含量/%

114.7

396.4

71.1

208.4

503.8

58.6

重量/g

综纤维素

含量/%

34.12

29.83

17.51

29.83

重量/g

66.2

157.5

58.0

67.3

200.2

66.4

木素

27.48

45.24

34.35

45.24

含量/%

53.3

238.9

77.7

132.0

303.6

56.5

重量/g

纤维素

混合原料。这些原料除含有纤维素、半纤维素、多糖类

等物质外，还含有食用菌必须的蛋白质、氨基酸等有机

质，营养物质丰富，满足香菇菌类生长的需要。与制浆

造纸常用的原料（如杨木、桉木、松木等）不同的是，这

些木材质地坚硬，纤维较短，纤维素含量相对较低。

食用菌培养一般经过：原料混合、菌棒装袋制作、

高温灭菌、菌种接种、出菇管理、采收、养菌、二次出菇

等过程。在培养香菇的过程中，真菌借助菌丝或菌丝体

在木材内蔓延，菌丝端头能分泌酶，通过自身分泌生物

酶的酶解作用，分解木材细胞壁组织中的纤维素、半纤

维素和木素，使长链大分子断裂，同时还能消化胞腔中

内含的淀粉、糖类等。菌棒中纤维素、半纤维素被降解，

含量降低，木材纤维形态遭到破坏，纤维变短等，使菌

棒重量减轻幅度达到50%～70%。

本实验所用木块、香菇菌渣、木耳菌渣均由山东博

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木块主要成分为苹果木、榆木等木材枝桠材，规格

为3～5mm。

香菇菌棒、木耳菌棒的主要原料

配比及降解情况见表1。

按照相关标准，对木块、香菇菌

渣、木耳菌渣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

果如表2。

分析结果表明：

(1）菌渣溶液抽出物量不同程度

提高。

香菇、木耳培养后的菌渣与木块

相比，其溶液抽出物（冷水抽出物、

热水抽出物，1%NaOH抽出物、苯醇

抽出物）均有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

在食用菌培养过程中，木材原料中的

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等物质均被

生物酶酶解成为小分子的糖类、蛋白

质、淀粉、有机酸类物质，转变成食用

菌的营养成分，从而增加了抽出物的

含量。

(2）食用菌渣纤维素、木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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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降低。

在食用菌培养过程中，木材纤维原料中的综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素均因微生物降解而减少。由表2和表

3可以看出，与降解前的菌棒相比，木耳菌渣中综纤维

素减少71.1%，纤维素减少77.7%，木素减少58.0%；香

菇菌渣中综纤维素减少58.6%，纤维素减少56.5%，木

素减少66.4%。两种菌渣相比，香菇菌渣生物降解程度

相对轻微，综纤维素、纤维素降解幅度相对较少，木素

的降解比例较大。由于生物降解作用，菌渣原料的纤维

结构变得松散，有利于制浆过程中药品的浸透和纤维

组织的离解。

2  菌渣的纤维形态分析

对香菇菌棒降解前后的纤维形态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4、图1、图2所示。   

分析结果表明：经过降解后的菌渣与硬杂木块相

比，纤维平均长度由0.94mm降低到0.83mm，纤维壁

厚度由2.30μm降到2.19μm，细胞腔直径由8.98μm增

加到9.37μm。从而导致菌渣纤维的长宽比、壁腔比均

有下降。这是因为香菇培养期间，菌

丝分泌的生物酶，降解了木材组织中

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使纤维木

材纤维出现横向断裂、纵向分丝，细

胞壁出现孔洞、裂纹、变薄现象。导致

纤维强度降低，纤维间的结构疏松，

纤维组织更易于吸水、渗透、润胀。

3  食用菌渣制浆性能研究

3.1 原料的选用

根据食用菌的原料结构及菌渣的特点，本项目选

用香菇棒为制浆原料。试验采用的木块、香菇菌棒（三

茬香菇菌棒）均取自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食用菌基地。

3.2 菌渣制浆工艺及流程

食用菌菌渣经过了生物酶的降解，纤维强度低，

结构疏松，易于吸水、渗透、润胀，容易机械解离。项目

采用热水预浸、高浓机械法制浆工艺。由于不添加任何

化学品，整个工艺过程没有化学污染物的产生。热水预

浸、高浓机械制浆的工艺流程如图3。

3.2.1 备料

将原料菌棒去除表面遗留的塑料杂物，在常温、干

燥环境自然风干，然后菌棒破碎，均匀分散开，形成2cm

左右的菌渣块。

3.2.2 菌渣预浸

预浸是将菌渣放于带盖的常压容器中进行。液比

表4  原料纤维形态分析结果

原料

木块

香菇菌渣

毛白杨

雷林桉

平均纤维长度

/mm

0.94

0.83

0.97

0.88

60.4

52.6

42.0

57.5

长宽比

15.56

15.77

22.87

15.3

平均纤维宽度

/μm

胞腔直径

/μm

8.98

9.37

12.06

7.23

2.30

2.19

4.90

3.21

细胞壁厚

/μm

0.51

0.47

0.81

0.9

壁腔比

图1  木块纤维形态 图2  香菇菌渣纤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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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预浸温度95～100℃，时间60min。

菌渣预浸主要作用：

▲ 在热水浸泡过程中，溶解出菌渣原料在食用菌

培养过程中因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等物质被生物

酶酶解成小分子的糖类、蛋白质、淀粉类等非纤维类物

质。

▲ 使菌渣纤维组织吸水、软化、润胀，在磨浆过

程中易于解离纤维，减少纤维断裂及损伤，增加纤维强

度，提高纸浆纤维的质量。

▲ 降低磨浆能耗。

▲ 高温灭菌。95～100℃的高温，可以使菌渣中的

生物酶失去活性，纤维组织不再继续受到降解，同时杀

死残留的食用菌菌种。

3.2.3 磨浆

将浸渍保温处理的原料，在约95℃条件下高浓

磨浆，二段磨浆，磨浆浓度15%～25%。磨浆设备采用

GNM300高浓磨浆机，磨盘直径φ300mm，主轴转速

3000r/m i n，给料螺旋转速30～45r/m i n，斜齿，齿宽 表5  香菇菌渣机械制浆结果

项目

细浆得率 /%

筛渣率/%

打浆度/°SR

湿重/g

纤维长度 平均值/mm

 最大值/mm

 最小值/mm

预浸液pH

备注

主要为韧皮类物质

59.6

3.1

56

0.9

0.71

2.06

0.24

3.88

结果

3mm，磨齿间距5.5mm。第一段为高温磨浆，磨浆间隙

为3mm；第二段为常温磨浆，磨浆间隙为1mm。

3.2.4 筛选

磨后的纸浆，用长缝筛浆机进行筛选处理，筛出

韧皮物质及未裂解的纤维束等，然后挤干备用。筛选条

件：筛缝宽度为0.25mm。

4  结果与分析

对筛选的香菇菌渣纸浆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如表

5，纤维形态如图4。

根据纸浆检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香菇菌渣机械

浆得率仅为59%，收获率较低，预浸液pH为3.88，具有

较强的酸性。在食用菌培养过程中，木材原料中的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素等物质均被生物酶酶解成为小分子

的糖类、蛋白质、淀粉，有机酸类物质，在热水预浸过程

中溶出物质较多。同时有部分韧皮类纤维物质不易被酶

图4  香菇菌渣机械浆纤维形态

图3  高浓机械制浆工艺流程

图5  菌渣机械浆配抄瓦楞芯纸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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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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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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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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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陕西商洛市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一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废纸除胶(黏)剂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解，在磨浆过程中也不易解离从而形成筛余物。

香菇菌渣机械浆打浆度为56°SR，湿重为0.9g,平

均纤维长度为0.71mm。香菇菌渣机械浆纤维较短，且

大部分起毛脱毛，具有较差的滤水性能。

5  香菇菌渣机械制浆配抄瓦楞芯纸应用试验

根据食用菌菌渣机械浆滤水差、纤维长度较短、强

度较低的性能特点，与包装箱废纸浆配抄瓦楞芯纸。

5.1 试验条件

原料：快递包装纸箱废纸浆：打浆度20°SR，纤维

湿重6.4g。

香菇菌渣机械浆：打浆度56°SR，纤维湿重0.9g。

辅料配比：阳离子淀粉1.0%，PAM0.01%。

干燥温度：90℃。

5.2 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瓦楞芯纸性能要求，将香菇菌渣机械浆与废
[收稿日期:2019-07-17]

表6  菌渣机械浆配抄瓦楞芯纸主要指标

项目

定量/(g/m2)

抗张指数/(N·m/g)

裂断长/km

撕裂指数/(mN·m2/g)

环压指数/(N·m/g)

70%MP+

30%废纸

106.4

15.13

1.54

3.67

5.28

60%MP+

40%废纸

106.7

17.8

1.81

3.83

5.93

50%MP+

50%废纸

106.5

21.33

2.17

4.65

6.07

100%废纸

浆

109.5

27.04

2.76

7.48

7.31

国标合格

品标准

110±5.5

2.5(纵向)

3.5（横向）

纸浆按照不同配比混合，按照工艺要

求添加助留剂、施胶剂等助剂混合均

匀后进行抄片，然后经过压榨、干燥等

工序，制成符合要求的纸页。按照相关

标准与方法对纸样进行检测，结果如

表6、图5。

5.3 试验结论

随着菌渣机械浆用量的增加，纸

样抗张指数、撕裂指数、环压指数等指标逐渐降低。菌

渣在生物酶的作用下发生了酶解，纤维被降解，纤维壁

被破坏，纤维强度降低。同时在菌渣机械法制浆过程

中，纤维长度受到切断。包装废纸浆的强度和平均长度

均优于菌渣机械浆。

采用50%～60%的菌渣机械浆与包装废纸配抄，

具有较好抄造性能。纸样的裂断长、环压指数等主要

指标，均能达到或超过瓦楞芯纸国家标准合格品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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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的特性，通过研究涂布液

中烟粉细度、保湿剂比例和胶黏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

剥离度、水分、紧度、抗张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烟粉

细度为150～200目、保湿剂比例为6.0%～7.5%、胶黏剂比例为

1.0%～1.3%的工艺配比制作的薄片，其综合指标最佳。

关键词：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烟粉细度；保湿剂；胶黏剂；

抗张指数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ting non-burning 
reconstituted tobacco, effect on the viscosity of the coating liquid, 
peeling degree, moisture, density, and tensile index were studi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obacco powder mesh, the proportion of 
moisturiz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adhesive in the coating solu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ating non-burning reconstituted 
tobacco prepared by a process rat io of 150 -200 mesh, a 
moisturizer ratio of 6.0%-7.5%, and an adhesive ratio of 1.0%-1.3%, 
has the bes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Key words: heating non-burning reconstituted tobacco; tobacco 
powder fineness; moisturizer; adhesives; tensil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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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加热不燃烧卷烟，采用加热不燃烧的方式，因加

热温度低于燃烧温度，而挥发出烟丝中的尼古丁及香味

物质，产生烟气来满足吸烟者需求。因其不发生高温燃

烧裂解过程，从而降低了主流烟气中焦油和有害物质的

释放量。抽吸间歇期烟芯处于不加热状态，基本不产生

侧流烟气，大大降低二手烟的危害。加热不燃烧型电子

烟，因其特有的方式，采用特制的烟草，它是一种以烟

草成分为主体，负载大剂量发烟剂及其他助剂，使用时

通过低温加热释放发烟剂、尼古丁等有效成分，形成烟

雾效果的功能型再造特制烟叶[1～4]。

近年来，菲莫烟草、日本烟草和英美烟草三大跨国

烟草公司均在市场上推出了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菲莫

国际公司开发出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电子烟“IQOS”，

成功地打开了新的烟用市场，其采用稠浆法，将疏解后

研究开发  R & D

44
第40卷第24期 2019年12月



别按照GB/T1024-2008、GB/T451.2-2002、GB/

T451.3-2002、GB/T462-2008、GB/T19214-2008方

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结果

表2为不同烟粉目数、保湿剂比例、胶黏剂比例的

涂布液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打分制，满分10

分）、定量、水分、紧度、抗张指数的影响。

2.2 不同的烟粉目数对涂布液黏度及薄片性能的影响

图1和图2为烟粉目数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

度、紧度、抗张指数的影响。由图1可以看出，烟粉为50

～100目涂布液黏度高达8930mPa.s，而烟粉高于100目

后涂布液的黏度稳定在2633～3200m P a.s；随着烟粉

目数的增加，剥离度得分基本呈线性递增。由图2可以

看出，随着烟粉目数的增加，薄片紧度呈线性递增，烟

粉目数在150目后趋于平稳；薄片抗张指数呈微弱线性

递增。

由此可知，烟粉目数低于100目黏度较高不利于生

产中制备和输送，同时薄片剥离度得分较低薄片难剥离

掉，则烟粉目数需高于100目；烟粉目数在150～200目和

高于200目时薄片紧度较好，由于大于200目烟粉制备成

本相对较高，所以选用150～200目烟粉较合适。

2 . 3 不同的保湿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及薄片性能的影

响

的烟草梗精制纤维与烟粉、添加剂混合成浆，流延制备

出再生烟草薄片，但所制备的烟草薄片强度偏低，后续

加工难度大。加热不燃烧薄片采用不同于现有烟草制备

的技术工艺，需要开发出成套的新工艺、新设备，国内

各大烟草公司也进行了研究开发，但尚处于初级阶段。

本研究采用烟粉溶液高浓涂布后复合植物纤维纸的薄

片成形技术，研究各组分的变化对薄片制备过程和薄

片物理指标的影响，得出最佳制备工艺参数，为开发出

一种生产稳定、工艺先进、创新实用的电子烟用薄片的

新工艺奠定基础[5～8]。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

烟草碎片，取自某烟草集团；麻纤维超薄纸，取自

某纸业公司；PET膜，甘油，丙二醇，CMC。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多功能粉碎机；电子天平；标准筛，50～200目；搅

拌机；黏度计，美国Br o ok f i e l d；自动涂膜机，上海现

代环境；厚度测定仪,长春纸张试验机；抗张强度测定

仪，济南兰光机电；恒温干燥箱，上海荣丰科学仪器；

S-4800扫描电镜（SEM），日本Hitachi。

1.3 实验方法

1.3.1 备料工艺

取一定量的烟草碎片使用多功能粉碎机粉碎后放

入标准筛中进行筛分，制得50～100目、100～150目、150

～200目、大于200目烟粉（水分6%）样品各200g备用；

取一定量的CMC粉末制备成固含量为2%的胶黏剂溶液

备用；取一定量的丙二醇和甘油按照1∶4的比例混合制

作成保湿剂备用。

1.3.2 烟草薄片制备工艺

按表1中的涂布液配比称取一定量的烟粉加入相

应比例的胶黏剂、保湿剂和水混合搅拌均匀制备成

固含量为20%的涂布液，使用自动涂膜机（涂布厚度

650μm）将涂布液涂布到PET膜上，随后立即复合上薄

纸。将载有涂布液和薄纸的PE T膜放入到恒温干燥箱

内70℃干燥20～30min，取出剥离掉PET膜得到加热不

燃烧烟草薄片。

1.3.3 物理性能测定

黏度、定量、厚度、水分、抗张指数指标检测分

表1　涂布液配比

涂布液

不同烟粉

目数

不同保

湿剂比例

不同胶

黏剂比例

烟粉比例

/%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烟粉目数 

/目

50～100

100～150

150～200

＞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150～200

保湿剂

比例/%

6

6

6

6

3

4.5

6

7.5

9

6

6

6

6

6

胶黏剂

比例/%

1

1

1

1

1

1

1

1

1

0.3

0.6

1

1.3

1.7

水比例 

/%

73

73

73

73

76

74.5

73

71.5

70

73.7

73.4

73

72.7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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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图4为涂布液中保湿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和

薄片剥离度、水分、抗张指数的影响。由图3可以看出，

保湿剂比例在3.0%～6.0%时，涂布液黏度变化较小，保

湿剂比例高于6.0%时，涂布液黏度增长速率相对较快；

随着保湿剂比例的增加，剥离度得分

呈缓慢下降的趋势。由图4可以看出，

随着保湿剂比例的增加，薄片水分呈

线性递增，而薄片抗张指数基本呈线

性递减。

由此可知，保湿剂比例对涂布液

黏度和薄片剥离度影响较小，而对薄

片水分和抗张指数影响较大。综合加

热不燃烧薄片对水分和抗张强度的要

求，保湿剂比例选择在6.0%～7.5%较

合适。

2 . 4 不同的胶黏剂比例对涂布液黏

度及薄片性能的影响

图5和图6为涂布液中胶黏剂比例

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紧度、

抗张指数的影响。由图5可以看出，随着胶黏剂比例的

增加，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都增长较快；由图6可

以看出，随着胶黏剂比例的增加，薄片抗张指数呈线性

表2  不同涂布液及制得薄片的物理指标

4

7.3

8.3

8.3

8.3

8

7.7

7.7

7

1

7

8

9

9

剥离度

/分

定量/

(g/m2)

154.4

158.2

166.0

163.8

152.0

165.0

168.9

173.4

197.3

195.8

181.8

177.6

177.1

169.2

水分

/%

19.1

19.2

21.1

22.4

14.6

17.8

22.1

25.5

29.6

26.5

24.9

23.2

22.2

21.1

紧度/

(g/cm3)

0.627

0.780

0.857

0.860

0.793

0.829

0.819

0.892

0.954

0.859

0.942

0.985

1.020

1.001

抗张指数/

(N.m/g)

1.771

1.768

1.824

1.905

4.539

2.809

1.754

1.809

1.024

0.967

1.676

2.079

3.081

3.292

8930

2633

2530

3200

1660

1530

1700

2650

3030

633

1800

2200

5230

6000

黏度/

(mPa.s)
涂布液

烟粉目数

保湿剂

比例

胶黏剂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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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0

＞200

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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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9%

0.3

0.6

1

1.3

1.7

图1  烟粉目数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的影响

图2  烟粉目数对薄片紧度和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3  保湿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的影响

图4  保湿剂比例对薄片水分和抗张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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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水分、紧度、抗

张指数的影响可知，选用烟粉目数为150～200目、保湿

剂比例为6.0%～7.5%、胶黏剂比例为1.0%～1.3%制作

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最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降

低薄片厚度提高薄片紧度，应在复合薄纸时给予一定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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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制薄片与国外薄片物理指标比较

定量/

(g/m2)

176

166～177

水分

/%

23.1

22～25

紧度/

(g/cm3)

1.1

0.82～1.02

抗张指数/

(N.m/g)

≥1.392

≥1.754

薄片

样品

国外

自制

厚度

/μm

160

170～200

递增，薄片紧度则先快速增长再缓慢增长。

当胶黏剂比例高于1.3%时，涂布液黏度偏大，则胶

黏剂比例低于1.3%适宜；当胶黏剂比例高于1.0%时，薄

片剥离度、紧度、抗张指数较好；所以，胶黏剂比例选择

在1.0%～1.3%较合适。

2.5 与国外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对比

表3为自制薄片（采用最佳工艺参数）与国外某品

牌电子烟薄片物理指标比较，图7为自制薄片与国外某

品牌电子烟薄片截面的SEM照片。由表3可知，与国外薄

片相比，自制薄片的定量和水分相近，厚度稍偏高，紧

度偏低，抗张指数略好。所以，自制薄片要通过降低厚

度的方法提高紧度。由图7可以看出：（1）国外薄片中纤

维细小且在截面中分布较均匀，（2）自制薄片中纤维相

对粗,且分布在截面上半部。自制薄片与国外薄片相比纵

截面结构相对更均匀。

3  结论

通过研究涂布液中不同烟粉目数、保湿剂比例和胶

图5  胶黏剂比例对涂布液黏度和薄片剥离度的影响

图6  胶黏剂比例对薄片水分和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7  薄片截面的SEM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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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汶瑞公司根据浆厂的实际需求，研发了白液精细过

滤机并应用到常规苛化项目中。该精细过滤工艺及设备获取

的白液澄清度不高于25mg/l，适合非木苛化项目和中、小规模

的木浆苛化项目，通过生产实践，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词：常规苛化；精细过滤机；澄清度；结垢；环保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pulp mills, Wenrui 
developed the white liquor fine filter that can be applied in routine 
causticization process. The fine filtration process and equipment 
obtained white liquid with clarity not higher than 25mg/l, which 
was proved suitable for non-wood caustic projects and small-
scale wood pulp causticization projects. Expected goals have been 
achieved through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routine causticization; fine filter; clarity; scal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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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华  李卫芹  孟令启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山东安丘 262100]

Application of the fine filter in routine causticization 
process
⊙ YIN Hua, LI Wei-qin, MENG Ling-qi 
[Wenrui Machinery (Shandong) Co., Ltd., Anqiu 262100, Shandong, China]

尹华 先生

工程师，总经理；长期从事制浆造纸技术开发

和管理工作。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8
第40卷第24期 2019年12月



随着造纸行业的进步和纸产品品质的不断提高，

为满足节能降耗的需要，相应地对碱回收白液的质量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木浆苛化项目中已采用白液盘式

压力过滤机和白液管式压力过滤机过滤苛化乳液以达

到澄清度不高于25m g/l的白液，前者过滤机主要适合

中、大型的木浆项目，后者过滤机主要适合小型木浆或

含硅量较低的苛化项目，而用于非木制浆常规苛化的

沉降式澄清器，获得的白液澄清度在100m g/l左右，已

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形势需求。因此，汶瑞公司为进一

步提高白液的品质，降低白液的浊度，借鉴国际先进技

术，自主研发了新一代白液精细过滤设备，对澄清后的

白液进行二级过滤，使苛化白液的澄清度达到25m g/l 

以下，满足了蒸煮工段对白液高品质的需求。推广应用

的非木碱回收苛化工艺，达到了预期目标。

1  精细过滤设备在常规苛化工艺中的位置

在实际生产中，非木浆线碱回收过程由于含硅量

高，苛化乳液过滤性能差，一般都采用常规苛化工艺。常

规苛化工艺的苛化乳液澄清设备是采用重力式沉降原

理的白液澄清器，苛化乳液送至白液澄清器，上清液即

为需要的白液，这些白液的澄清度一般都在100mg/l左

右。根据白液盘式压力过滤机生产理念为解决常规苛

化白液澄清度低的问题，研制了精细过滤设备应用在常

规苛化工艺中。如图1所示，苛化过程将澄清器澄清的白

液和1#白泥预挂过滤机分离的滤液一起送入精细过滤

设备过滤，获得的白液澄清度可以达到25m g/l左右，

图1  常规苛化工艺流程

用于制浆蒸煮和氧脱木素。该工艺相当于提高了白泥出

料干度，一方面提高了绿液的转化率，从而提高了白液

收获率；另一方面提高了白液澄清度，减轻制浆及其碱

回收设备的结垢现象，以提高运行效率和减少维保费

用。该工艺将白液澄清器和精细过滤器优化组合，对澄

清后的白液进行二级过滤，以达到最为理想的白液澄清

度，满足现代化大生产对白液高质量的需求。

2  白液精细过滤单元工艺流程

图2所示，经过白液澄清器澄清后或白液澄清器和

1#预挂过滤机分离的白液，由白液喂料泵送入白液精

细过滤器，借助喂料泵的正压作用产生过滤压差使较

高浊度的白液通过滤套进入过滤器上部，并溢流到白液

贮存槽，然后送往蒸煮工段。白液中含有的白泥在通过

滤套时被截留于滤套的表面，经反冲进入白泥放空槽，

用白泥泵送往绿液稳定槽。

白液精细过滤器的工作过程主要分为过滤、反冲、

水洗、酸洗等四个阶段。正常工作时，过滤阶段、反冲阶

段和水洗阶段是根据实际设置间隔时间通过自动控制

进行循环工作。当过滤器滤套的过滤能力降低到一定程

度，就要由人工操控将设备切入酸洗阶段，严格按照酸

洗程序进行酸洗操作，待酸洗完毕后再用热水将槽体

内的酸液冲洗干净，以恢复滤套的过滤性能。

2.1 过滤阶段

经供料泵送来的白液通过开关阀HS1进入白液精

细过滤器底部，喂料泵产生的正压作用使白液通过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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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过滤器上部，通过出口开关阀HS2流出进入白液贮

存槽，同时白泥被截留于滤套的表面。白液过滤后浊度

一般在25m g/l以下，生产过程一般要求控制进料白液

的浊度不高于150m g/l，如果乳液浊度提高将会影响

过滤产能和反冲循环的时间周期，如遇这种情况可适当

加长过滤的间隔时间，并适当加强酸洗操作。

2.2 反冲洗阶段 

随着精细过滤器滤套表面吸附白泥的增多，白泥

厚度会逐步增加，使过滤阻力明显增大，滤套内、外压

差会明显提高，当过滤器上、下压差PDI9升高值达到设

定值便进入反冲循环操作阶段，开始反冲洗。生产过程

反冲洗操作也可通过时间控制器进行周期性的开启或

人工干预进行操作。在反冲过程中，白液进料泵停止运

行，开关阀HS1和HS2自动关闭，开关阀HS3和HS4自

动打开，留在过滤器上部的清白液借重力通过过滤管反

流回到过滤器的底部。压缩空气开关阀HS4打开，滤套

上的白泥会落到过滤器底部，经反冲液冲洗后，通过排

泥阀HS3排到白泥放空槽内，再泵送至绿液稳定槽。

该设备的设计操作压力为420kPa，生产中PDI5的

正常压差一般控制在70～140k P a内，最高压差不能超

过210kPa，否则会造成滤管严重变形。

2.3 水洗阶段

当精细过滤器排空液体后，打开开关阀HS6，用热

水清洗容器5～10min。过滤器被彻底清洗干净，清洗后

的废水排至放空槽，切换白泥泵输送到稀白液槽或稀绿

泥槽。当过滤器被排空后，排水阀HS3关闭，白液过滤

循环重复进行。

2.4 酸洗

白液精细过滤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滤套逐渐被

白泥堵塞，过滤压差PDI9逐渐升高，很快上升到其最大

值，使循环频率加快，造成过滤器生产能力明显下降，

即使经过滤布清洗也不能使白液精细过滤器的生产能

力上升至原有的正常水平。当PDI9压差达到210k P a或

明显影响产能时，则停止设备运行，对滤套进行彻底的

酸洗处理。在酸洗前必须对滤套进行彻底的水洗，以避

免过滤器内残留的白泥和碱液混入酸液。水洗完成后，

即可按程序对过滤器进行酸洗。酸洗所用酸液应临时

制备，立即使用，因为所用酸为氨基磺酸（H2NSO3H），

该溶液分解快且有异味，致使贮存时间非常有限，一

般在18～20h后将会快速失效。酸液浓度配制要控制在

10%左右，酸液温度约为60～75℃。酸洗操作时要关闭

所有阀门，打开开关阀5和阀6，用酸液泵将酸液泵入过

滤器内，把酸液充满管板为止，浸泡反应2～3h后，器内

白泥已全部与酸液反应完毕，则打开开关阀7，排出酸

液。酸洗结束后，过滤器内残留少量酸液，所以必须再

用热水冲洗。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滤套酸洗的周期，

一般情况是连续运行4～8周酸洗一次。

3  白液精细过滤器结构图4  过滤元件图3  白液精细过滤器结构

图2  白液精细过滤单元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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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所示，白液精细过滤器主要由筒体、过滤元件

和支架等组成。设备的设计压力为0.52、-0.1M Pa，设

计温度为100℃。

(1）筒体：白液精细过滤器是一个立式压力容器，

筒体顶部是弓形封头，底部是锥形封头。筒体中间有一

个布管板，将筒体分为上下两腔室，工作时筒体下腔室

压力高于上腔室，上下腔压差作为介质过滤的动力。筒

体上开有进、出料各管口和人孔检修等。

(2）过滤元件：过滤元件由滤管和滤套组成，滤

管是布满筛孔的细长钢管，规格为φ60m m（外径）

×1807mm，金属滤管表面钻有一定数量的圆孔。滤套

套在滤管之外，材质为聚丙烯，过滤元件固定在筒体内

部中间的管板上，用压板和螺柱连接件压紧，根据物料

性质及过滤精度对滤套的编织结构、定量、厚度和透气

度等有明确的要求。

4  精细过滤器的过程控制及系列规格型号

4.1 过程控制要点

根据设备特点以及物料性质，对苛化工艺过程的

温度、时间、过量灰和硅含量等要进行适当的控制，并

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过滤操作参数，才能达到最佳的

生产效果。

4.2 产品规格型号

根据生产实际，以木浆苛化白液为基础，结合不同

规模产能的白液量，汶瑞公司开发了系列产品，形成了

不同规格白液精细过滤器，其规格型号如表1。

5  白液精细过滤器特点

(1）精细过滤器为压力容器，上端采用蝶形封头下

端采用锥体结构，整个设备完全密封，筒体内正压由喂

表1  白液精细过滤器的规格型号

型号

BYGⅡ1000

BYGⅡ1200

BYGⅡ1600

BYGⅡ2000

BYGⅡ2400

BYGⅡ3000

进料浊度

/(mg/l)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滤管直径×数量

/(mm/个)

φ60/48

φ60/60

φ60/116

φ60/208

φ60/304

φ60/450

工作压力

（kPa)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工作温度

/℃

90

90

90

90

90

90

出料浊度

/(mg/l)

≤25

≤25

≤25

≤25

≤25

≤25

生产能力

/(m3/d)

800

1000

2000

4000

6000

8000

浆种

类

木浆

木浆

木浆

木浆

木浆

木浆

料泵产生，可有效防止白液被空气中

氧气氧化，以免降低活性碱浓度及硫

化度。

(2）过滤作业在密封正压状态下

进行，可有效防止白液热量散失，且

无臭气散发，工作环境清洁。 

(3）设备是无减速机传动结构，

操作维护简单，能耗低。

(4）白液过滤精度高，完全满足蒸煮及碱回收的要

求。

6  生产案例

在印尼某厂化学木浆32000m3/d白液的苛化项

目中，配套了4台BYGⅡ2400型白液精细过滤机，作为

CD过滤生产线出现异常的备用设备，单机过滤能力为

6000m3/d。通过性能测试，其过滤产能达到设计要求，

白液澄清度不高于20m g/l。在近期国内某厂竹浆项目

2400m3/d白液和某化学木浆2200m3/d白液项目中也

采用了白液精细过滤机。

7  结语

汶瑞生产的首台白液精细过滤器过滤白液通过在

印尼某项目中运行实践，达到预期的设计指标，得到用

户的认可，继后又推广应用到国内某公司苛化项目中，

也达到了理想的使用效果。目前在国内中、小规模的新

建、扩建和改造的苛化项目中，常规苛化工艺和白液精

细过滤器优化组合的白液精细过滤技术得到较为普遍

的应用，在提高白液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了项目

投资，满足了现代浆厂节能环保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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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YY-02渗透剂和热碱液装锅，棉纤维进

行了初始部分脱脂，过氧化氢分2～3次加入，创造了过

氧化氢匀质、和缓反应条件，显著减少过氧化氢无效分

解，提高白度，降低COD。

关键词：YY-02渗透剂；脱脂；过氧化氢；分段蒸漂 

Abstract: Cotton f ibers were degreased initially and 
hydrogen peroxide was added 2-3 times in a pot f illed 
with YY-02 penetrating agent and hot alkali solution. The 
conditions of homogenization and slow reac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were created,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effective decomposi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and 
increased whiteness and reduced COD. 
Key words: YY-02 osmotic agent; degrease; hydrogen 
peroxide; multi-stage steaming and bl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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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中造成部分过氧化氢无效分解；120℃保温，保温

60m i n后，过氧化氢已耗尽，棉纤维白度达到最高点。

为去疵点及杂质，继续保温60min，棉纤维白度下降2%

～3%；保温中蒸球内氧压0.4～0.5M P a，氧压过高，降

低了过氧化氢利用率。

2  币浆蒸漂过氧化氢分二次加入的工艺

2.1 装锅蒸漂液配制

配碱槽中，加碱135k g，加2%过氧化氢，即30%过

氧化氢129k g，加YY-02渗透剂2k g，配制9t常温蒸漂

液。YY-02渗透剂，耐强碱，耐高温，属阴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活化剂。在碱液中形成胶束、胶团吸附水体中

氮、磷、钙、镁等重金属离子，可以取代精炼剂。

2.2 二次蒸漂液配制

加3%过氧化氢，即30%常温过氧化氢193k g，加

15k gNaOH,配制成1t常温蒸漂液，使用时用过氧化氢

泵打入蒸球。

2.3 二次加过氧化氢冷蒸漂液升温曲线

图3中，装锅加入2%过氧化氢，升温60m i n，100℃

钞票纸、证券纸、滤纸等特种纸，一般都用棉纤维

碱-过氧化氢一步法蒸漂生产，脱脂棉也采用碱-过氧

化氢一步法蒸漂生产，脱脂棉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无纺

布等，也用于特种纸。

一步法蒸漂，采用冷碱液+冷过氧化氢装锅。冷碱

液脱脂慢，造成部分过氧化氢无效分解。蒸漂新工艺，

应用热碱液装锅，棉纤维进行了部分初始脱脂，过氧化

氢分2～3次加入，创造了过氧化氢匀质、和缓反应工况，

缓和了过氧化氢氧化漂白反应速率，并显著减少过氧化

氢无效分解。新工艺可以提高成浆白度，降低COD。

1  币浆现行工艺

币浆分大钞币浆和小钞币浆两种，大钞币浆用三级

棉和一道棉短绒生产，棉纤维质量好、杂质少，容易生

产。50元以下的小钞币浆，用二道棉短绒生产，棉短绒

中还夹有棉籽碎片、棉桃碎片等杂物，生产中要去除疵

点和黄皮，给生产上带来一定难度。

1.1 投料工艺

25m3蒸球投料工艺：二道棉短绒绝干量2000k g 

/球，液比1∶5,碱浓15g/l，用碱液量10t，碱液温度：常

温，精炼剂2kg，过氧化氢用量：6%。

1.2 蒸漂液配制

配碱槽中，加碱150kg，30%浓度过氧化氢386kg，

精炼剂2kg加水至10t，开碱泵循环20min，碱液温度：

常温。

1.3 现行币浆蒸漂流程

图1中，配制的碱+过氧化氢蒸漂液为常温，目的是

防止过氧化氢遇热碱无效分解，常温碱液装锅，造成碱

液预渗透不均匀，直接降低了蒸漂均匀性。

1.4 币浆现行蒸漂升温曲线

见图2。用6%过氧化氢蒸漂，升温60m i n，保温

60m i n后，过氧化氢已耗尽，继后的60m i n保温，使币

浆白度下降到78%～80%，大的疵点难以去除。

1.5 常温碱液装锅蒸漂存在的不足

蒸球内初始温度20℃，温度低，棉纤维脱脂很缓

慢，过氧化氢不能与未脱脂棉纤维起化学反应[1]；在升

温过程中，皂化反应速度始终慢于过氧化氢分解速度，

图1  现行币浆蒸漂流程

图2  币浆蒸漂现行升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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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40m i n，过氧化氢已消耗90%。此时再次加入3%

过氧化氢，增加了过氧化氢浓度，120℃保温60m i n，白

度达到78%～82%，节约过氧化氢1%，疵点减少，COD

低。

3  热碱液装锅

3.1 热碱液装锅币浆蒸漂流程

见图4。碱液入球温度≥90℃，加快碱液渗透，加

快棉浆脱脂。

3.2 热碱液装锅币浆蒸漂升温曲线

图5的蒸球加温采用对流加温技术，即蒸球从底部

进蒸汽，蒸汽自下而上对流加温，使球内温度分布均匀

一致[2]，工艺采用热碱装锅，碱液渗透快,经30m i n升温

到80℃，棉纤维已进行了初始脱脂，初始脱脂后加入过

氧化氢，蒸漂氧化漂白充分，乳化去杂质多，保温50min

后，过氧化氢已消耗90%，二次加过氧化氢，增加过氧

化氢浓度, 棉浆白度始终处在上升阶段，经过保温1h，

棉浆白度78%～80%，蒸漂残液呈清淡茶色，COD低，杂

质少，疵点少，纤维水中沉降≤5s，工艺缓和，保留纤维

天然强度高，纤维耐折度高，节省过氧化氢2%。

3.3 币浆先脱脂后蒸漂

脱脂温度在100～120℃，温度高，脱脂快；过氧化

氢蒸漂温度在80～100℃。蒸漂温度低，过氧化氢无效

分解少。

100℃蒸漂升温曲线见图6。    

图6中，脱脂保温时间长短，根据棉纤维品质好坏

而定，脱脂保温时间20～40m i n，80～100℃蒸漂，过氧

化氢反应较为缓和，过氧化氢无效分解少，工艺时间近

4h，脱脂充分，乳化去杂质多，蒸漂均匀性好。

3.4 对流加温

币浆装锅液比1∶5，币浆蒸漂时碱液多,是以煮为

主，必须用对流加温的方法,提高球内下部温度,对流加

图4  热碱液装锅币浆蒸漂流程

图5  热碱液装锅币浆蒸漂升温曲线

图6  100℃蒸漂升温曲线

图3  二次冷蒸漂液升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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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立锅脱脂棉蒸漂升温曲线

温使球内上下温度分布均匀。

对流加温改造见图7。

如图7，单管、单篦子布汽，保留了中通管，长管加

温的优点，可以实现多样操作。即停球升温，停球保温，

转球升温，转球保温等。A、B阀改成先导电磁阀，可以

实现自动控制：图中蓖子与加温管在同一平面内，当加

温管进入液相时（篦子在汽相），先导电磁阀B开启，进

汽加温，当加温管离开液相时（蓖子在液相），B阀关

闭，停止进汽，A阀开启进汽，这样就周而复始地实现

液相对流加热，提高了球内温度分布的均匀性。

4  立锅棉纤维碱-过氧化氢蒸漂

4.1 立锅棉纤维碱-过氧化氢蒸漂工艺

见图8。图中45kW循环泵，强制进行碱液、蒸漂

液、洗料循环渗透，提高渗透效果，缩短蒸漂时间。

4.2 立锅装锅工艺

一道棉短绒绝干量1500k g,液比1∶8,碱浓10g/l,

用碱液量12t，碱液温度90℃，精炼剂3k g，过氧化氢用

量6.5%。

4.3 蒸漂液配制

配碱槽中，加碱100kg，30%浓度过氧化氢314kg，

精炼剂3kg加水至12t，开碱泵循环20min，碱液温度为

常温，备用。

4.4 立锅脱脂棉蒸漂升温曲线

如图9。加入冷蒸漂液，冷蒸漂液存在不足：蒸球

内初始温度20℃，温度低，棉纤维脱脂很缓慢，过氧化

氢不与未脱脂棉纤维起化学反应；在升温过程中，皂化

反应速度始终慢于过氧化氢氧化蒸漂速度，势必造成

部分过氧化氢无效分解；115℃保温，保温60m i n后，过

氧化氢已耗尽，棉纤维白度达到最高点，为去疵点及杂

图7  对流加温改造

图8  立锅棉纤维碱-过氧化氢蒸漂工艺 图10  热碱装锅蒸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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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继续保温40m i n，棉纤维白度下降2%～3%。；保温

中蒸球内氧压0.4～0.5M Pa，氧压过高，降低了过氧化

氢利用率。

4.5 热碱装锅蒸漂

如图10。

4.6 装锅工艺

一道棉短绒绝干量1500k g，液比1∶8,碱浓10g/t,

用碱液量12t，碱液温度90℃，YY-02渗透刘3kg，过氧

化氢用量4%。

4.7 碱液配制

配碱槽中，加碱100k g，加YY-2渗透剂3k g，开碱

泵循环20min，碱液温度：常温，备用。

4.8 蒸漂液配制

过氧化氢槽中加10k g N a OH，加30%过氧化氢

97kg，加水至1t，开循环泵10min。备用。

4.9 立锅热碱升温曲线

图11  立锅热碱升温曲线

图11中，循环是指开启循环泵，热碱装锅，碱液渗

透快,经30min升温到80℃，棉纤维进行了初始脱脂，初

始脱脂后加入过氧化氢，蒸漂氧化漂白充分，乳化去杂

质多，保温50m i n后，过氧化氢已消耗90%。二次加过

氧化氢，增加过氧化氢浓度，棉浆白度始终处在上升阶

段，经过保温1h，棉浆白度≥85%，蒸漂残液呈清淡茶

色，COD低，杂质少，疵点少，纤维水中沉降≤5s。

4.10 立锅

立锅有压力立锅和常压立锅之分，常压立锅升温曲

线见图12。

常压立锅采用热碱装锅，碱液渗透快,经30m i n升

温到80℃，棉纤维进行了初始脱脂，初始脱脂后加入过

氧化氢，蒸漂氧化漂白充分，乳化去杂质多，保温50min

后，过氧化氢已消耗90%，二次加过氧化氢，增加过氧

化氢浓度，棉浆白度始终处在上升阶段，经过保温1h，

棉浆白度≥85%，蒸漂残液呈清淡茶色，COD低，杂质

少疵点少，纤维水中沉降≤5s。脱脂棉浆可以用特殊纸

浆生产。

5  结语

币浆和脱脂棉生产中，应用YY-02渗透剂，热碱

液投料，螺旋挤压机装锅，提高碱液的预渗透均匀性。

采用对流加热技术，蒸漂液循环，使锅内上下温度一

致，预渗透均匀，锅内温度分布均匀。二者为蒸漂均匀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热碱装锅，预脱脂后，过氧化氢分2～3次加入，减

缓过氧化氢分解速度，减少过氧化氢用量2%，白度提

高2%～3%，提高了纤维吸湿度，纤维在水中沉降速度

≤5s，COD低。新工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纤维的强度，

特种纸张强度好，耐折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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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碱回收锅炉和电站锅炉性能设计工

作。

在纸浆生产过程中，碱回收炉有三项重要的化学

工艺作用，碱回收炉是生产碳酸钠和硫化钠的化学反应

器；是燃烧黑液有机物的燃烧器和蒸汽发生器；它烧掉

了溶解于黑液中的有机物，消除污染，保护了环境[1]。碱

回收锅炉为我国制浆造纸行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回收制浆用碱，回收黑液中可燃物质的热量，产

生生产所需蒸汽和电，一举多得。碱回收锅炉也逐渐从

一味追求回收碱，燃烧黑液中的有机物，进入到了追求

低排放、高效率的时代。

1  碱回收锅炉常规系列

目前碱回收锅炉根据所处理的黑液固形物量可分

为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几种，常见的容量系列见表

1[2]；根据压力等级可分为低压、中压和次高压三类，其

蒸汽参数系列见表2[2]。

随着我国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小型纸浆厂由于

种种局限性无法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的要求，这部分企

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小型碱回收锅炉的需求

也急剧萎缩。目前日处理黑液固形物750t D S/d以上的

中大型碱回收锅炉，深受市场青睐。中大型碱回收锅炉

以其高参数、高效率、低排放为纸浆厂带来巨大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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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碱回收锅炉的高效率除

了自身的热效率高，还必须体现在综合发电效率上。因

此，根据纸浆厂自身的情况，合理选取碱回收锅炉主蒸

汽参数（主要指主蒸汽压力和温度）就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

2  各种参数碱回收锅炉的综合比较

碱回收锅炉主蒸汽参数的选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考虑，即安全性和经济性。下文将从此两方面进行综合

比较，为纸浆厂提供参考。

2.1 安全性

众所周知，碱回收锅炉如果水冷壁泄漏，水冷壁

中的水进入炉膛内与炉底的熔融物接触后，很快产生

蒸汽，汽化后，体积膨胀，压力迅速升高，产生冲击波，

具有很强破坏能力，据估计，0.45k g水，在0.001s内汽

化，产生相当于0.225kgTNT的机械能。

使碱回收锅炉水冷壁泄漏一般有两种原因：对接

焊口质量问题造成的泄漏和水冷壁腐蚀造成的泄漏，为

了保证水冷壁对接焊口的质量，工厂和工地在制造、安

表1  锅炉容量系列

注：参考蒸汽产量仅供参考，以实际热量平衡计算为准。

类型

固形物处理量Q/(tDS/d)

参考蒸汽产量D/(t/h)

中型

750≤Q＜1500

80≤D＜220

小型

Q＜750

D＜80

大型

1500≤Q＜3000

220≤D＜420

超大型

Q≥3000

D≥420

表2  锅炉蒸汽参数系列

压力等级

蒸汽压力/MPa

蒸汽温度/℃

中压

3.8

450

低压

1.6

204

1.25

193

2.5

350

次高压

5.3

450

8.4

480

6.8

480

6.8

450

9.2

490

表3  各参数蒸汽压力对应的饱和蒸汽温度列表

压力等级

蒸汽压力/MPa

饱和蒸汽温度/℃

中压

3.8

248

低压

1.6

204

1.25

193

2.5

226

次高压

5.3

269

8.4

299

6.8

480

6.8

285

9.2

306

装时均要求对水冷壁对接焊口采用100%射线探伤。从

以往的案例中也可知，基本没有因为对接焊口质量造成

的泄漏事故。而水冷壁腐蚀造成的泄漏事故却是屡见

不鲜。由于碱回收锅炉炉底诸多的化学反应，熔物中含

有大量的Na2S、Na2S O4、Na2CO3等无机物，这些物质

都存在不同的腐蚀性，而这种化学物质对水冷壁管子产

生的腐蚀作用又与水冷壁管子的金属壁温有直接关系，

见图1。而水冷壁管子金属壁温又与主蒸汽压力直接相

关，因为水冷壁管子内介质为饱和汽水混合物，饱和汽

水混合物的温度是由蒸汽压力定的，蒸汽压力越高，饱

和汽水混合物的温度越高，详见表3。

为保护水冷壁管，减轻腐蚀，目前采用的主要措施

有：在炉膛下部与熔融物有密切接触区域敷设铬矿砂

或使用复合钢管（内层碳钢，外层不锈钢）。中低压碱回

收锅炉金属壁温较低，化学物质对水冷壁的腐蚀速度

较低，敷设铬矿砂能起到一定减轻腐蚀的作用，故中低

压碱回收锅炉水冷壁的防腐手段一般是敷设铬矿砂，敷

设铬矿砂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铬矿砂经常脱落，维

护工作量大。根据实践经验和图1所示，当管子金属壁

温超过330℃时，腐蚀速度大增。使用

敷设铬矿砂的手段已不能保证水冷

壁安全。于是水冷壁下部使用复合钢

管成为更加有效的手段。这也是GB/

T36514《碱回收锅炉》标准推荐过热

蒸汽压力在5.3M Pa以上的碱回收锅

炉使用复合钢管的原因。复合钢管被

广泛应用在国内外中大型碱回收锅炉

上，安全性高，但由于需求面较窄，国

内外生产厂家较少，复合钢管价格很

高。

2.2 经济性

大中型碱回收锅炉由于产汽量

较高，用碱回收锅炉产生的蒸汽先发

电，再作工艺用汽是最佳的蒸汽利用

方案。通过对目前国内外主流汽轮机

和发电机的效率进行统计，梳理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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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主蒸汽参数与发电耗汽量间的关系，详见表4。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碱回收锅炉主蒸汽参数与发电

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主蒸汽参数产生的成

本和收益差别，下面以一台日处理黑液固形物800t D S

的碱回收锅炉为例进行验算如下：800t D S/d碱回收锅

炉蒸发量约为85t/h（不同蒸汽参数间的蒸发量有些微

差距，这里忽略不计），碱回收一年的工作时间以340

天计，电价以0.5元/（kW.h）计，汽轮机排汽压力以

1MPa计，不同蒸汽参数之间的发电产生的经济效益见

表5。

从表5中能清楚地发现压力参数越高，发电收益越

高，并且主蒸汽参数6.8MPa、480℃和8.4MPa、480℃

的碱回收锅炉，各项技术国内和国际

均十分成熟，但此蒸汽参数碱回收锅

炉需要使用复合钢管，还以800tDS/d

碱回收锅炉进行计算，约需增加复合

钢管的投资1200万元，而且汽轮机等

的初投资也需增加约300万元，需要一

年多收回复合钢管和汽轮机等增加的

投入。

3  结论

综上所述，中型以上碱回收锅

炉选取的主蒸汽参数应以6.8M P a、

480℃为基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尽

量使用更高参数，相对而言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并且现有各种技术手段也

能保证锅炉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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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的回收[ M ]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1998.

[2] GB/T36514-2018碱回收锅炉[D].

表5  不同蒸汽参数见发电收益列表

锅炉蒸汽压

力/MPa

3.82

5.3

6.8

8.4

9.2

锅炉蒸发

量/(t/h)

85

85

85

85

85

锅炉蒸汽

温度/℃ 

450

450

480

480

490

汽轮机排汽

压力/MPa

1

1

1

1

1

年发电收益

/万元 

4783

5782

6800

7089

7528

0.1342

0.1633

0.1877

0.1971

0.208

发电效率

/%

耗气量/

[kg/(kW.h)]

14.49

11.99

10.21

9.78

9.21

表4  锅炉主蒸汽参数与发电耗汽量间的关系

排汽压力

/MPa

1

1

1

1

1

0.5

0.5

0.5

0.5

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锅炉

蒸汽温度

/℃

450

450

480

480

490

450

450

480

480

490

450

450

480

480

490

蒸汽压力

/MPa

3.82

5.3

6.8

8.4

9.2

3.82

5.3

6.8

8.4

9.2

3.82

5.3

6.8

8.4

9.2

汽轮机

440

440

470

470

480

440

440

470

470

480

440

440

470

470

480

进汽温度

/℃

进汽压力

/MPa

3.52

5.1

6.5

8.1

8.9

3.52

5.1

6.5

8.1

8.9

3.52

5.1

6.5

8.1

8.9

发电机

耗气量/

[kg/(kW.h)]

14.49

11.99

10.21

9.78

9.21

10.10

8.98

7.94

7.66

7.32

4.20

4.08

3.89

3.84

3.74

发电效率

/%

0.1342

0.1633

0.1877

0.1971

0.208

0.1841

0.2085

0.2309

0.2411

0.2505

0.3738

0.388

0.3994

0.4076

0.4164

[收稿日期:2019-04-26]

图1  碱回收锅炉中管子金属壁温与腐蚀速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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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进口废纸缩减明显，原料多为100%

国废，纸页中含砂量大，网部各辊胶面磨损较快，通常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为提高胶层硬度由SHA95°逐步提

高至SHA98°，但是过高的硬度及粗糙度会降低驱动性

能，或胶层中添加纤维或直接采用复合

材料投资过大，常规驱网辊包覆的丁腈

橡胶在高车速下逐步升温变形更易被

磨损胶层及网子，尤其底网驱网辊一般

1～3月辊面磨出深度超过1.5mm沟纹，

造成网耗及辊耗增大，更换此辊必须拆

出底网，费时费力。

纸机网部50%～70%动力由驱网辊

传递[1]，传递效率的高低同时将影响电

机的功率消耗。

综合以上因素，通过与数家专业

关键词：驱网辊；包覆层；耐磨性；聚氨酯

Key words: wire-drive roll; inhibitory coating; wear resistent; polyurethane

造纸机驱网辊包覆材料的选用及应用效果
⊙ 徐庆洋（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潍坊 262400)

Selection of coverage rubber for wire-drive roll in paper machines 
and its applying effect
⊙ XU Qing-yang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 Ltd., Weifang 262400,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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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原橡胶包覆使用磨损照片 图2  包覆聚氨酯后驱网辊磨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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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层包覆厂家的交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尝试应

用，决定驱网辊辊面包覆型式由优质耐磨橡胶改为优质

缠绕聚氨酯包覆方案进行实施，聚氨酯材料硬度选择P

＆J12°～15°。弹性良好、硬度适中，可满足驱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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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化学性能比较

放置时间

/h

矿物油

植物油

链烃类

乙醇

酯/酮

醋酸

热水100℃

硫酸20%，80℃

盐酸20%，80℃

铬酸49%，20℃

硝酸30%，20℃

硝酸/氢氟酸5∶1，75℃

碱性氧化物

氢氧化钠25%，90℃

P3酸90℃

优质耐磨

橡胶

2

2

2

1

2

1

2

4

4

4

4

4

4

3

3

优质缠绕

聚氨酯

1

1

1

1

3

1

1

3

3

3

3

3

3

3

3

注：1代表优秀、2代表良好、3代表较好、4代表不推荐。

耐磨橡胶表面粗糙度Ra1.6μm，聚氨酯辊表面粗糙度

R a1.0μm，后期试用证明不存在打滑问题。聚氨酯本

身内部热聚少、抗机械冲击性能好、表面形态稳定、新

型基材设计具有更强抗水性能，同时可满足耐磨性能。

该聚氨酯采用缠绕式包胶非模具浇注，可有效避免整

体吸水、分层及气孔或意外脱胶情况。

优质耐磨橡胶（国内某包胶厂优质耐磨橡胶）化学

性能对比如表1[2]。

由表1可见，优质缠绕聚氨酯在多数情况下化学性

能优于优质耐磨橡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要防止各种油

脂类对聚氨酯辊面的侵蚀，例如：避免轴承室中的油或

脂玷污辊面或用沾满油脂的吊装带吊装辊面。

优质耐磨橡胶（国内某包胶厂优质耐磨橡胶）性能

对比[2]如表2所示。

可见：优质缠绕聚氨酯拥有更好的弹性、可逆性，

即更优秀的拉伸变形量，适合高线压力及较大网张力的

工况。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优质缠绕聚氨酯的阿克隆磨耗

（胶辊标准[3]≤0.6c m3/1.612k m）只有优质耐磨橡胶

的1/8，经试用达到预期效果。

原橡胶包覆后使用3个月磨损情况见图1，单边磨损

量超过1.2mm。

更换为聚氨酯包覆后的驱网辊使用6个月磨损情况

见图2，单边磨损量不足0.3mm。

在运行负载方面更是较优质耐磨橡胶辊平均降低

15.5%,综合研磨费用、胶层磨损量，推算使用1.5年即

可收回成本，本次改造成功。使用对比情况如图3、图

4、图5所示。后期逐步实现其他白纸板机及纱管纸机驱

网辊包覆层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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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常磨面磨削量对比 图4  磨削费用对比 图5  总使用年限对比

表2  国内某包胶厂优质耐磨橡胶性能对比

硬度/SHA

密度/(g/cm)³

回弹性/%

拉伸强度/MPa

扯断伸长率/%

阿克隆磨耗/(cm３/1.612km)

优质耐磨

橡胶

98

1.4

30

16.09

132

0.13

优质缠绕

聚氨酯

98

1.2

32

50

36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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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福建省生产领域近五年的卫生护垫产品进行随机

抽样和质量分析，检测了产品的吸水倍率、pH值。结果显示：

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指标呈现产品合格率为100%；近五年卫

生护垫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内分布占比有所下降，仍是主要产

地；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指标有所提高，由7.9倍提升到8.4倍，

达到国标最低限值的4.2倍；历年卫生护垫pH值在6.2～7.2之

间，整体接近中性。按地域统计，莆田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最

高，达到9.10倍，是国标最低限值的4.55倍；各地市卫生护垫

的pH值未呈现显著差异。

关键词：卫生护垫；质量分析；吸水倍率

Abstract: Random sampling and quality analysis of sanitary pad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were carried out 
to test water absorption ratio and pH val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ter absorption rate index of the sanitary pad showed 
a product qualification rate of 100%;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distribution of sanitary pad manufacturers in Fujian decreased 
although it is still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The sanitary pad’s 
water absorption rate index has improved from 7.9 times to 8.4 
times, reaching 4.2 times the national standard minimum limit. 
Over the years, the pH value of the sanitary pad is between 6.2 
and 7.2, and the whole is close to neutral. According to regional 
statistics, Putian sanitary pad has the highest water absorption 
rate, reaching 9.10 times, which is 4.55 time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limit; the pH value of sanitary pads in different cities has 
not show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Key words: sanitary pad; quality analysis; water absorption ratio

近五年福建省卫生护垫吸水倍率和pH值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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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water absorption rate and pH value for sanitary p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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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卫生巾产量934.0亿片，市场规模约459.7亿

元，而卫生护垫市场规模是女性卫生用品仅次于卫生巾

的产品，2017年其产量407亿片，市场规模约67.7亿元，

比2016年下降了12%，其原因为消费者在经期前后用裤

型卫生巾、卫生棉条、卫生巾取代卫生护垫的缘故[1]。卫

生护垫市场规模仍为卫生巾市场规模的14.7%。

多数女性会在生理期的前期和后期用卫生护垫替

代卫生巾来使用，源于卫生护垫比卫生巾更轻便，具有

更好的透气性和穿戴舒适性，同时具备更高的性价比，

为消费者所欢迎。同时，卫生护垫没有同卫生巾一样，

对渗入量进行规定，对产品的吸收速度未做要求。

在国家标准《卫生巾（含卫生护垫）》GB/T 8939-

2008中，对卫生巾的物理指标进行了规定：吸水倍率≥2.0

倍。

卫生护垫的产品质量应在保证其卫生质量水平的

基础上，吸水倍率应以满足产品日常功用为保证，使其

具有足够的吸液能力、较快的吸收速度和均衡的液体

扩散能力，以保障女性在生理期的前期和后期能进行正

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其次再开发产品的特殊功能（如

抗菌、亲肤等）。

吸水倍率是指征卫生护垫核心使用功能的指标，

其指标高低决定了卫生护垫的基本功用水平，较高的吸

水倍率意味着卫生护垫有较好、较快的吸液能力，可以

为消费者提供舒适、卫生、安心和便利的使用环境，从

而进一步发挥卫生护垫有别于卫生巾的产品定位优势，

如轻便和性价比。虽然卫生护垫对吸收速度指标未有

规定，但吸收速率[2]在新版国标中替代渗入量[3]指标进

一步科学规范地用于衡量卫生巾吸收液体的速度，可

见，行业对女性卫生用品的产品质量要求正逐步提高。

一般认为，pH值是衡量卫生巾护垫对皮肤的剌激

性指标，过酸过碱都会剌激皮肤，引发皮肤过敏等不适

症状，因此，卫生巾pH值的合理控制值得关注。

根据2014～2018年福建省生产领域卫生护垫双随

机抽查任务，本文对随机抽查卫生护垫的吸水倍率及

pH值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用以表现福建省生产

领域卫生护垫的行业状况、吸水倍率和pH值指标质量

水平。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

BS-200S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吸水倍率按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卫生巾（含卫生护

垫）》GB/T 8939-2008进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结果

将试样进行统一编号，开封，

按《卫生巾（含卫生护垫）》G B/T 

8939-2008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试，结

果如表1所示。

2.2 样本分布

根据历次抽查任务，机构对福建

省生产领域的卫生护垫企业进行随机

抽查，抽查产品的样本在福建各地市的

区域分布，如表2所示。

2014～2018年抽查卫生护垫样本

分布如图1所示。近五年的随机抽查企

业分布结果显示：卫生护垫生产企业在

表1 卫生巾产品质量测试结果

序号

14-1e

14-2e

14-3e

16-1e

16-2d

16-3b

16-4e

17-1d

17-2c

17-3c

17-4e

18-1b

18-2b

18-3a

序号

14-4e

14-5e

14-6e

16-5e

16-6e

16-7e

16-8e

17-5e

17-6e

17-7e

17-8e

18-4a

18-5e

18-6c

序号

14-7e

14-8e

14-9h

16-9e

16-10e

16-11e

16-12b

17-9e

17-10e

17-11e

17-12e

18-7e

18-8e

18-9e

序号

14-10e

14-11e

14-12e

16-13e

16-14e

17-13e

17-14e

17-15b

17-16a

18-10e

18-11e

18-12e

吸水

倍率

6.9

16.1

7.3

9.3

6.8

6.5

6.7

7.5

8.3

7.1

6.7

8.1

16.5

8.0

吸水

倍率

7.3

9.0

7.4

7.0

10.3

7.4

7.6

7.3

7.3

12.5

6.8

7.3

9.0

8.1

吸水

倍率

7.9

5.9

7.8

7.0

6.1

6.9

6.2

7.0

10.6

5.6

7.1

6.9

6.3

7.9

吸水

倍率

5.3

6.2

7.8

7.0

7.2

7.1

7.5

8.2

7.6

9.4

7.9

5.9

pH值

7.1

8.3

7.9

6.6

6.5

6.4

5.8

7.1

8.1

7.0

6.9

6.6

8.0

7.6

pH值

7.2

6.8

7.6

6.1

8.2

4.2

5.7

6.8

6.1

7.9

6.4

7.9

7.6

8.0

pH值

6.4

6.6

7.2

6.0

6.0

6.9

5.8

6.9

7.0

7.0

6.7

6.4

7.0

6.4

pH值

7.0

6.9

6.9

6.8

6.0

6.4

5.5

6.9

7.1

7.0

6.8

6.4

备注：a福州，b莆田，c漳州，d龙岩，e泉州，h厦门；“-”前的序号代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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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内分布呈现较强的区域集中，产地主要集中在泉

州地区，企业占比72.4%。

2014～2018年历年样本统计各地市企业占比如表

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福州、莆田的企业近五年占比

有所上升，占比分别达到16.7%、16.7%，合计占比达到

33.4%；泉州的企业占比近五年呈现下降趋势，由90.0%

下降至58.3%，仍是福建省卫生护垫产品的主要产地。

2.3 质量分析（按年度统计）

2.3.1 合格统计

根据吸水倍率合格率可以直接分析卫生护垫质

量，福建卫生护垫生产领域历年随机抽查不合格项目统

计的批次数如表4所示。

2014年共抽查10家企业12批次卫生护垫产品，

2016年共抽查14家企业14批次产品，2017年共抽查16

家企业16批次产品，2018年共抽查12家企业12批次产

品。近五年卫生护垫的吸水倍率和pH值均未出现不合

格产品，合格率达到100%。

2.3.2 吸水倍率、pH值均值统计（按年度）

从产品质量指标高低，定量地分析福建省生产领

域卫生护垫的质量，对卫生护垫的吸水倍率数据进行

统计平均，其结果如图2所示。

历年卫生护垫吸水倍率均值统计如图2所示。吸水

倍率指征产品的最高携液能力，作为卫生护垫使用功能

的核心指标，其吸水倍率越大，产品携液能力愈强。图2

显示，卫生护垫吸水倍率近五年有小幅度的提升，由7.9

倍提升到8.4倍，达到国标最低限值的4.2倍，显示出行

业较高质量水平和成熟度。

历年卫生护垫pH均值统计如图3所示。图3显示，

卫生护垫pH近五年基本保持稳定，其值稳定在6.2～

7.2之间，一般认为适宜的pH值可以降低卫生用品对皮

肤的刺激作用，接触物更亲肤、对人体更友好。但是有

报道指出：在pH在2.0～10.0中卫生巾对皮肤的屏障功

能破坏作用较弱[4]。

同时有报道指出[5]，阴道微生态优势菌为厌氧乳杆

菌和乳杆菌功能正常发挥作用时，阴道正常pH值应小

于4.5。因此，卫生巾和护垫pH值与阴道环境pH值相近

时，有助于阴道微环境pH值的稳定保持，从而不破坏

人体自身对有害细菌繁殖的抑制能力。但卫生巾和护垫

pH值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程度未见详细报道，因此

卫生巾和护垫微环境中的pH值对阴道微环境的影响有

待业界进一步探究。

表3  历年福建样本市域分布统计（企业占比/%）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d龙岩

e泉州

h厦门

2014

0 

0 

0 

0 

90

10

6.3

6.3

12.5

6.3

68.8

0

20172016

0 

14.3

0 

7.1

78.6

0

2018

16.7

16.7 

8.3

0 

58.3 

0

表2  近五年卫生护垫样本市域分布统计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d龙岩

e泉州

h厦门

总数

2

2

2

1

21

1

29

企业数批次数

3

5

3

2

40

1

54

6.9 

6.9 

6.9 

3.4 

72.4 

3.4 

企业占比/%批次占比/%

5.6 

9.3 

5.6 

3.7 

74.1 

1.9 

表4  历年卫生护垫不合格项目统计

2014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吸水

倍率

0

0

0

0

12

14

16

12

总批

次数
pH值

0

0

0

0

合格率

/%

100

100

100

100图1  卫生护垫企业区域分布统计（201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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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吸水倍率、pH值均值统计（按地域）

对各地市卫生护垫的吸水倍率数据进行均值统

计，结果如图4所示。

近五年各地市卫生护垫吸水倍率如图4所示。图4显

示，莆田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最高，达到9.10倍，是国标最

低限值的4.55倍。龙岩市的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最低，其

他地市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指标接近，福建省卫生护垫吸

水倍率均值为7.82倍，是国标最低限值的3.91倍。

按地域统计，2014～2018年卫生护垫pH均值统计

如图5所示。图5显示，在福建省卫生护垫生产领域，各

地市卫生护垫的pH值较为接近，在6.71～7.70之间；福

州、漳州、厦门三地市的卫生护垫pH值较高，分别为

7.53、7.70、7.20，莆田、龙岩、泉州三地市的卫生护垫

pH值较低，分别为6.74、6.80、6.71。各地市卫生护垫

的pH值未出现显著的地域性差异，表明福建省卫生护

垫行业在pH指标上呈现一致性。

3  结论

3 .1 近五年泉州地区卫生护垫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内分

布占比有所下降，仍是主要产地。

3.2 近五年卫生护垫吸水倍率、pH值指标呈现极高的

产品合格率，达到100%。

3 . 3 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指标近五年有所提高，由7.9倍

提升到8.4倍，达到国标最低限值的4.2倍；历年卫生护

垫pH值在6.2～7.2之间，整体接近中性。

3 . 4 按地域统计，莆田卫生护垫吸水倍率最高，达到

9.10倍，是现行国标最低限值的4.55倍；各地市卫生护

垫的pH值未呈现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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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涂覆涂布介质的帘式涂布机和

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325683 A

发明人：佐佐忠　平野明男　河野弘幸　C.海

宁格　U.弗罗利希　片野敏弘

申请人：福伊特专利有限公司

在制造纤维料幅（纸幅或纸板幅）时，为了改

进表面性质，通常将涂层（涂料）涂覆在材料幅的

一个或两个侧面上，为此近些年借助帘式涂布机

设置涂层。在此，液态或膏状的介质薄帘从喷嘴

中在重力作用下安置在材料幅上。为了确保涂层

介质尽可能均匀地涂覆，必须基本上避免对薄帘

的干扰。

这种帘幕是特别敏感的，特别容易被空气流

干扰。尤其在需要和预期较大帘幕高度的应用情

况下，或者在涂布颜料的流通量很低时。

空气流在造纸机中出现在多个位置处：（1）

通过材料幅本身携带可能干扰帘幕的牵引气流，

通常用于空气边界层去除的设备来解决。（2）机

器的运动部件以及室内通风设备或操作人员的运

动。为保持该类型的空气流远离帘幕，过去为帘

式涂布机设置防护外壳，但这种较大的防护外壳

不仅需要在车间中相对较大的场地，而且此外还

带来明显的成本。另外，操作人员在养护和控制时

必须进入防护外壳中，通过操作人员的运动形成

防护外壳内部的空气流也会干扰帘幕。

如图1所示，帘幕从帘式涂布机的涂布喷嘴中

在重力作用下涂覆在材料幅上。材料幅在此借助

转向辊转向导引，从而使材料幅的走向在帘幕下

方基本上水平地延伸。帘幕的碰触点在此沿材料

幅的运行方向观察大体位于转向辊之后或者说下

游。在此通过刮除设备（空气刀，Air-cut）保持

由材料幅携带的牵引空气远离帘幕。通常，刮除

设备延伸至紧邻帘幕的碰触点之前。

在图1a中，阻挡设备为两个板件的形式，板件

直接固定在涂布喷嘴上。相较而言，在涂布喷嘴

上直接固定的优点在于：板件相对于帘幕的间距

极其小。在此能够实现小于100mm的间距，并且

甚至小于50mm的间距，这实现了极紧凑的结构

方式。此外，涂布喷嘴周围的范围，例如转向辊或

刮除设备为了养护作业等在运行期间是可自由触

及的，而不会通过环境空气所形成的运动干扰帘

幕。

在图2b中，帘式涂布机的阻挡设备是通过空

气罩实现。空气从空气喷嘴或喷嘴列排出，以便

形成空气罩。空气的流动方向和由此空气罩的定

向在此可以是垂直向上的，或者略微与垂直向上

的方向倾斜。有利地，斜度相对于涂布喷嘴远离

且进而远离帘幕定向，从而避免通过空气罩影响

帘幕。空气罩可以至少在帘幕沿机器横向的整个

宽度上延伸。

空气喷嘴或喷嘴列直接固定在刮除设备上。

专利技术

图1  帘式涂布机

1—涂布喷嘴  2—帘幕  3,3a—转向辊  4—材料幅  5—刮除设备  
6—空气喷嘴  7—空气罩  7a,7b—板件  8—第二阻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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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罩相对于涂布喷嘴的间距可以小于150 cm

（优选小于50cm）。在间接为80cm且更小时，操

作人员能够穿过空气罩进行干预操作，并且能够

在喷嘴或帘幕上进行作业（如采样）。通常还在

帘幕之后设置另一个转向设备（转向辊），该转向

辊相对于帘幕的间距可以在不同的安装情况下改

变。

图2c所示的涂布机与图2b的区别在于：该涂

布机包括第二阻挡设备，第二阻挡设备设置在帘

幕或涂布喷嘴之后。第二阻挡设备同样通过空气

罩实现。

针对该第二阻挡设备与帘幕的间距适用第一

阻挡设备的间距。而且在此80cm与50cm之间的

间距是极有利的。鉴于相应的结构情况，例如辊

子的布置或材料幅的导引部，然而也可以选择更

大或更小的间距。

在图2d中，阻挡设备为两个用于分别形成空

气罩的空气喷嘴，其中一个空气喷嘴设置在帘幕

之前，且另一个空气喷嘴设置在帘幕之后（沿材

料幅的运行方向观察）。两个空气罩的空气流动

方向分别具有面向材料幅指向的分量。

在此，两个空气喷嘴邻近帘幕地安置，与帘

幕的间距可以小于100mm（优选小于50mm）。多

个喷嘴直接固定在涂布喷嘴上，由此可以实现帘

式涂布机极其紧凑的结构方式。

此外，两个空气罩或者多个空气喷嘴以与帘

幕相同的间距设置，为此可以使用结构相同的喷

嘴。两个空气罩是对称的，也即空气罩的方向、空

气速度、空气量是相同的，由此即使在空气喷嘴

相对于帘幕的间距很小时也能通过空气罩本身

避免对帘幕的干扰。其空气速度可以在5～50m/s

（优选10～15m/s）。

固含量63％的涂布颜料流量与生产速度和涂

布重量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清楚示出，能够稳定地实现较低流量的

涂覆。此外，与帘幕的100mm或更大的高度相结

合。在8g/m2与14g/m2之间的涂布重量是极其常

见的。然而也可以实现高达20g/m2或更高的涂

布重量。涂布颜料可以是CaCO3、高岭土和/或

TiO2等，其固含量可以在55％至72％之间。

PLA淋膜纸用淋膜系统以及淋膜工

艺

申请公布号：CN 110282482 A

发明人：唐宏霞

申请人：武汉鑫亚泰科技有限公司

聚乳酸也称为聚丙交酯（po ly l a c t i d e，

PLA），属于聚酯家族。聚乳酸是以乳酸为主要

原料聚合得到的聚合物，原料来源充分而且可以

再生，主要以玉米、木薯等为原料。聚乳酸的生产

过程无污染，而且产品可以生物降解，使用后能

被自然界中微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完全降解，最终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实现在自然界中的循环，因

此是理想的绿色高分子材料。

聚 乳 酸 的 热 稳 定 性 好 ，加 工 温 度

170～230℃，有好的抗溶剂性，可用多种方式进

行加工，如挤压、纺丝、双轴拉伸，注射吹塑。由

聚乳酸制成的产品除能生物降解外，生物相容

性、光泽度、透明性、手感和耐热性好，还具有一

定的耐菌性、阻燃性和抗紫外性，因此用途十分

广泛，可用作包装材料、纤维和非织造物等，目前

表1  固含量63％的涂布颜料流量（l/min·m）与生产速度

和涂布重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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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服装（内衣、外衣）、产业（建筑、农业、

林业、造纸）和医疗卫生等领域。

相对于传统的PE淋膜纸产品，PLA淋膜纸可

回收利用，大幅降低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的负担。

传统是将热熔的PLA玉米塑料通过淋膜机将

涂覆在纸上后通过压辊进行平整，再经过冷压辊

进行冷却，为了使得纸上均覆盖PLA玉米塑料，压

辊的长度大于纸的宽度，这种方式使得PLA玉米

塑料容易受压后从纸的两侧滴漏到设备上。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PLA淋

膜纸用淋膜系统，环境友好。

如图1，自PLA淋膜纸用淋膜系统机架一端

至另一端依次安装有放卷辊、预热辊组、划痕装

置、淋膜装置、挤压辊组、冷却辊组、收卷辊。放

卷辊和收卷辊转动连接在机架上，收卷辊通过安

装在机架上的电机驱动转动。

预热辊组、挤压辊组和冷却辊组均由上下设

置的两个辊组成，预热辊组的辊为加热辊，内部

通导热油；挤压辊组的辊采用冷压辊；冷却辊组

的辊采用冷却辊，其内部通冷气或冷液。冷却辊

组中冷却辊的温度低于冷压辊的温度。

预热辊组和划痕装置之间的两侧均设置有折

边机构，折边机构包括固定在机架上水平设置的

第一支撑片、固定在第一支撑片上的第一导向片、

与第一支撑片平行的第二支撑片、固定在第二支

撑片上的第二导向片，第一导向片自与第一支撑片

的连接处沿机架宽度方向向外倾斜向上设置，第

二导向片和第一导向片平行，第二导向片通过连

接板与第一导向片固定。第一导向片上还连接有

第三导向片，第三导向片自与第一导向片的连接处

沿机架长度方向倾斜向下设置，且第三导向片沿

机架宽度方向自内向外倾斜向上，两片第三导向

片通过固定板连接。

划痕装置包括弹簧、固定在弹簧两端的固定

块、与两块固定块螺纹连接的双向螺纹杆、固定

在机架上的限位滑轨、固定在弹簧上且均匀间隔

分布的滑针，双向螺纹杆与机架周向转动连接且

一端固定一把手。固定块包括块体和与块体转动

连接的盘体，块体为长方体结构，且底部位于限

位滑轨内；盘体为环状结构，双向螺纹杆穿过弹

簧以及盘体的中心与盘体间隔设置，双向螺纹杆

与块体螺纹连接。

弹簧与盘体固定，块体上插入一可上下活动的

插条，盘体侧壁上开设与插条对应的插槽，插槽

沿圆周方向均布。滑针包括与弹

簧固定的连接部、与连接部螺纹

连接的接触部，连接部为圆柱状

结构，其一端与弹簧焊接，另一

端开设内螺纹孔；接触部整体为

圆柱状，接触部的上端形成外螺

纹，与内螺纹孔连接，下端形成

不同种类的针尖。

PLA淋膜纸用淋膜系统的

淋膜工艺步骤：对淋膜纸进行

进行预热；对淋膜纸进行滑膜

处提升淋膜纸表面的粗糙度；淋

膜；挤压；冷却。

图1  PLA淋膜纸用淋膜系统的结构

1—机架  2—放卷辊  3—预热辊组  4—划痕装置  5—弹簧  6—固定块  7—块体  8—盘体  
9—插条  10—插槽  11—双向螺纹杆  12—限位滑轨  13—滑针  14—连接部  15—接触部  16—
淋膜装置  17—挤压辊组  18—冷却辊组  19—收卷辊  20—第一支撑片  21—第一导向片  22—
第二支撑片  23—第二导向片  24—连接板  25—第三导向片  26—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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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284351 A

发明人：王雪明　廖邦红　许力　张珠　周

巍

申请人：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司

现有的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包括箱体、

左支腿、右支腿和第一导管，箱体的内部设置有

第一腔体，第一腔体的顶端左侧连通设置有入料

口，箱体的底端左侧和右侧分别与左、右支腿的

顶端连接，第一导管的左端与第一腔体的右端

下侧连通，第一导管的中部连通设置有排泄阀；

使用时，首先将材料通过入料口放入第一腔体内

部，人工将外界磨片刀通过入料口伸入第一腔体

内并对第一腔体内的材料进行研磨浆化处理，材

料浆化后，打开排泄阀，浆化材料通过第一导管

排出即可；第一腔体内的材料进行研磨浆化处理

时，需人工进行操作，人体体力消耗较大，人工操

作磨片刀的效率较低，第一腔体内材料的浆化效

率较低，同时材料浆化的效果较低，导致实用性

和可靠性较低。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通过电机带

动四组磨片齿转动的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

方便第一腔体内的材料浆化处理，节省人工操作

时的体力消耗，四组磨片齿转动速度较快，使材

料的浆化效率提高，同时四组磨片齿匀速转动，

提高材料的浆化效果，提高实用性和可靠性。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包

括箱体、左支腿、右支腿和第一导管，箱体的内部

设置有第一腔体，第一腔体的顶

端左侧连通设置有入料口，箱体

的底端左侧和右侧分别与左、右

支腿的顶端连接，第一导管的左

端与第一腔体的右端下侧连通，

第一导管的中部连通设置有排

泄阀；还包括横板、第一电机、

第一减速器、转轴、第一皮带

轮、磨轴、第二皮带轮、皮带和

四组磨片齿，横板的左端和右端

分别与左支腿的右端下侧和右

支腿的左端下侧连接，横板的顶

端左侧与第一电机的底端连接，

第一电机的顶端与第一减速器

的底端连接，第一减速器的顶端

与转轴的底端连接，转轴的顶端

与第一皮带轮的底端中部连接，

磨轴的底端位于箱体的底端中

部下方，磨轴的顶端穿过箱体的

底端并伸入至第一腔体内部，磨

图1  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的结构

1—箱体  2—左支腿  3—右支腿  4—第一导管  5—横板  6—第一电机  7—第一减速器  8—转
轴；9—第一皮带轮  10—磨轴  11—第二皮带轮  12—皮带  13—磨片齿  14—支板  15—支撑块  
16—混合箱  17—第二电机  18—第二减速器  19—搅拌轴  20—搅拌杆  21—第二导管  22—过
滤箱  23—过滤板  24—第三电机  25—吸泵  26—第三导管  27—第四导管  28—加强杆  29—
加强套  30—清扫板  31—第五导管  32—碱液箱  33—第六导管  34—进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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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底端与第二皮带轮的顶端中部连接，第二皮

带轮与第一皮带轮通过皮带可同步转动，四组磨

片齿均位于第一腔体内部，四组磨片齿的内端均

匀安装在磨轴的外壁上；打开第一电机，第一电

机带动第一减速器转动，第一减速器带动转轴转

动，转轴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第一皮带轮带动

第二皮带轮转动，第二皮带轮带动磨轴转动，磨

轴分别带动四组磨片齿转动，转动状态的磨片齿

对第一腔体内的材料进行研磨浆化处理，通过机

械带动四组磨片齿转动，方便第一腔体内的材料

浆化处理，节省人工操作时的体力消耗，四组磨片

齿转动速度较快，使材料的浆化效率提高，同时

四组磨片齿匀速转动，提高材料的浆化效果。

造纸车间添加木纤维装置还包括支板、支撑

块、混合箱、第二电机、第二减速器、搅拌轴、两

组搅拌杆和第二导管，支板的左端与右支腿的右

端下侧连接，支板的底端右侧与支撑块的顶端连

接，第一导管的底端连通设置有过滤装置，过滤

装置的底端与支板的顶端左侧连接，混合箱的顶

端与支板的顶端右侧连接，混合箱的内部设置有

第二腔体，过滤装置的右端与第二腔体的顶端左

侧连通，第二电机位于混合箱的上方，第二电机

的底端与第二减速器的顶端连接，第二减速器的

底端外侧与混合箱的顶端中部连接，第二减速器

的底端中部与搅拌轴的顶端连接，搅拌轴的底端

穿过混合箱并伸入至第二腔体下侧，两组搅拌杆

的内端均与搅拌轴的下侧外壁均匀连接，第二导

管的顶端与外界废纸浆输送装置连通，第二导管

的底端穿过混合箱的顶端并伸入至第二腔体的

顶端右侧；第一导管排出的浆化后的材料通过过

滤装置进入第二腔体内部，外界废纸浆通过第二

导管输送入第二腔体内部，打开第二电机，第二

电机带动第二减速器转动，第二减速器通过搅拌

轴带动两组搅拌杆转动，通过转动状态的两组搅

拌杆对第二腔体内的废纸浆和浆化后的材料进

行搅拌混合，使废纸浆和浆化后的材料混合更加

充分，提高混合后液体的质量，提高纸质的成品

率。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箱、过滤板、第三电机、

吸泵、第三导管和第四导管，过滤箱的底端与支

板的顶端左侧连接，过滤箱的内部设置有第三腔

体，第一导管的底端穿过过滤箱并伸入至第三腔

体左上侧，过滤板竖向安装在第三腔体中部，第

三电机的底端与过滤箱的顶端中部连接，第三电

机的右端与吸泵的左端连接，吸泵的底端与第三

导管的顶端连通，第三导管的底端穿过过滤箱并

伸入至第三腔体的右下侧，吸泵的右端与第四导

管的左端连通，第四导管的底端穿过混合箱并伸

入至第二墙体的左上侧；第一导管排出的浆化后

的材料进入第三腔体内，过滤板对第三腔体内的

材料进行过滤，打开第三电机，第三电机带动吸

泵转动，吸泵通过第三导管将第三腔体内过滤后

的材料抽出并通过第四导管排入第二腔体内部，

通过对浆化后的材料进行过滤，使材料中的木材

节、未磨碎木屑得到有效阻挡，使浆化后的材料

纯度得到提高，提高纸质的质量。

两组加强杆均位于第一腔体内部，两组加强

杆的外端均与第一腔体的内壁连接，两组加强杆

的内端均与加强套的外壁连接，加强套的中部设

置有上下贯穿的通孔，加强套通过通孔套装在磨

轴的中部，加强套与磨轴可转动连接；通过设置

两组加强杆和加强套，可对转动状态的磨轴进行

支撑，防止磨轴上侧转动时产生晃动，防止磨片

齿的外端与第一腔体内壁产生碰撞。

两组磨片齿均位于第一腔体的下侧，两组清

扫板的内端均与磨轴的下侧外壁连接，两组清扫

板的底端和外端均设置有软刮板；通过设置两组

清扫板，可对第一腔体底端的材料进行搅动，同

时可对通第一腔体内浆化后的材料通过第一导管

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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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导管的左端与第二腔体的右端下侧连

通，第五导管的中部连通设置有输出阀；通过打

开输出阀，第二腔体内的混合浆液可通过第五导

管排出至外界，关闭输出阀，第二腔体内的浆液

继续混合作用。

碱液箱的底端与箱体的顶端右侧连接，碱液

箱的左端下侧与第六导管的右端连接，第六导管

的底端穿过箱体并伸入至第一腔体上侧，第六导

管的上侧连通设置有控制阀；打开控制阀，碱液

箱内的碱液通过第六导管排入第一腔体内部，关

闭控制阀，碱液箱内碱液停止排出。通过设置碱

液箱和第六导管，可使碱液箱排出的碱液对第一

腔体内的材料进行软化处理，加速材料浆化，提

高工作效率。

进料斗的底端与入料口的顶端连通，进料斗

的上侧为漏斗状；通过设置进料斗，可方便外界

材料倒入第一腔体内部。

在工作时，首先将材料通过进料斗和入料口

放入第一腔体内部，然后打开第一电机，第一电

机带动第一减速器转动，第一减速器带动转轴转

动，转轴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第一皮带轮带动

第二皮带轮转动，第二皮带轮带动磨轴转动，磨

轴分别带动四组磨片齿转动，转动状态的磨片齿

对第一腔体内的材料进行研磨浆化处理，材料浆

化后，打开排泄阀，浆化后的材料通过第一导管

进入第三腔体内，过滤板对第三腔体内的材料进

行过滤，打开第三电机，第三电机带动吸泵转动，

吸泵通过第三导管将第三腔体内过滤后的材料抽

出并通过第四导管排入第二腔体内部，外界废纸

浆通过第二导管输送入第二腔体内部，打开第二

电机，第二电机带动第二减速器转动，第二减速

器通过搅拌轴带动两组搅拌杆转动，转动状态的

两组搅拌杆对第二腔体内的废纸浆和浆化后的

材料进行搅拌混合，打开输出阀，混合后的浆液

通过第五导管排出至外界即可。

纤维分散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241645 A

发明人：赵亮

申请人：赵亮

提供一种造纸用湿式纤维纸浆分散设备，解

决了一般的纸浆纤维分散设备在使用的时候，不

容易将结成团的纤维打散开，甚至会将少量纤维

绕成团沉在底部造成纤维分布不均，影响造纸质

量的问题。

如图1～图4所示，该种造纸用湿式纤维纸浆

设备包括下壳体、上壳体、纤维分散外罐和纤维

分散内罐。上壳体位于下壳体的正上方，下壳体

的顶壁呈倾斜状；纤维分散内罐的外径比纤维分

散外罐的内径小，纤维分散内罐的高比纤维分散

外罐的高要高；下壳体的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支

撑杆，连接支撑杆远离下壳体表面的一端与上壳

体的表面固定连接，上壳体的内壁与纤维分散外

罐的外表面固定连接，纤维分散外罐的表面与下

壳体的内壁固定连接；纤维分散外罐的底部固定

连接有隔绝板，隔绝板的表面呈环形状，隔绝板

的内径比纤维分散外罐的内径小；隔绝板的内壁

固定连接有轴承，隔绝板上的轴承的表面套接有

密封垫，轴承的内圈与纤维分散内罐的外表面固

定连接；纤维分散外罐的内壁与纤维分散内罐的

外表面之间设置有纤维分散腔，纤维分散腔的内

壁固定连接有活动分割抖布，活动分割抖布的表

面呈弧形状，若干个活动分割抖布以纤维分散内

罐的中心为圆心呈圆周分布；纤维分散外罐的表

面开设有若干个分散出料口，分散出料口的内壁

呈倾斜状，分散出料口位于上壳体的底部和下壳

体的顶部之间；分散出料口的内壁固定连接有纤

维分散簧，纤维分散簧的数量与分散出料口的数

量相同，纤维分散簧与分散出料口一一对应，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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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分散簧远离出料口的一端与纤维分散内罐的外

表面固定连接，纤维分散簧的表面呈倾斜状；纤

维分散簧的表面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纤维分散齿，

隔绝板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气涌口，气涌口的内

部固定安装有逆止阀。

下壳体的内壁设置有轴承，轴承的内圈固定

连接有转杆，转杆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抖动盘，抖

动盘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复位簧，复位簧的表面与

纤维分散内罐的内壁固定连接，纤维分散内罐的

内壁固定连接有风流扇叶，纤维分散内罐的顶部

固定连接有连接体，连接体的表面呈倾斜状，连

接体的顶部密封套接有压力风管，压力风管底部

一段的材料包括布料，上壳体的表面固定连接有

顶封板，顶封板的表面呈圆环形状，顶封板的内

壁与连接体的外表面固定连接，下壳体的表面固

定连接有集料槽，集料槽的内壁铰接有若干个抖

动板，抖动板固定连接弹簧，弹簧远离抖动板底

部的一端与集料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抖动板的表

面呈倾斜状，集料槽的内壁固定连接配合板，配

合板的表面呈倾斜状，配合板的俯视图呈圆环形

状，配合板的表面固定连接若干

个微调分散簧，微调分散簧的一

端与抖动板的表面固定连接，顶

封板的表面铰接密封操作板，密

封操作板的表面固定安装扣锁，

密封操作板的表面通过扣锁与顶

封板的表面固定连接。

使用时，将纸浆输入到纤维

分散腔内部，然后通过压力风管

向连接体和纤维分散内罐的内部

吹风，强劲的风在压力风管底部

的布袋作用摆动并在摆动的时候

吹向风流扇叶，风流扇叶受到无

序风力的作用带动纤维分散内罐

转动，抖动盘上的复位簧配合风

力使得纤维分散内罐来回小幅度

转动，纤维分散内罐转动带动纤

维分散簧摆动，纤维分散簧摆动

在水受阻力也会自身弹动，抖动

的纤维分散簧带动纤维分散齿

将纸浆纤维打散，打散的纤维通

过各个分散出料口流出去，未能

打散到适合通过孔径的不能通过

分散出料口并会被纤维分散簧和

纤维分散齿持续抖动打散，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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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湿式纤维纸浆分散设备的结构

图2  纤维分散外罐结构

1—下壳体  2—上壳体  3—纤维分散外罐  4—纤维分散内罐  5—连接支撑杆  6—隔绝板  7—
纤维分散腔  8—活动分割抖布  9—分散出料口  10—纤维分散簧  11—纤维分散齿  12—气涌
口  13—逆止阀 14—转杆  15—抖动盘  16—复位簧  17—风流扇叶  18—连接体  19—压力风
管  20—顶封板  21—扣锁  22—集料槽  23—抖动板  24—弹簧  25—配合板  26—微调分散簧  
27—密封操作板

72
第40卷第24期 2019年12月



在下壳体的内部压强增大并通过各个气涌口挤入

到纤维分散腔的内部，纤维分散腔的内部持续性

地吹起气泡，水中由下而上的气泡将被气泡冲击

的限位撞散，气泡在纤维分散腔内部施加压力，

压强对纸浆施加挤压力量，挤压力使得分散的纤

维更加轻易地通过分散出料口，纤维通过分散出

料口排出去的时候，纤维落在抖动板上，纤维和

水的重力配合着弹簧使得各个抖动板不断地抖

动，抖动的抖动板带动各个微调分散簧不断地拉

开伸缩，伸缩的微调分散簧内径发生着变化，且

微调分散簧之间的距离不断地缩小和扩大，落下

的纤维再次经过微调分散簧的伸缩挤压分散开，

从而完成了整个造纸用湿式纤维纸浆分散设备

的使用过程。

浆渣清洗除杂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184844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为解决现有废纸再造设备中的高浓除渣器处

理浆液过程中由于处理的浆液浓度过高容易产生

纤维流失、损耗过大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造

纸浆渣清洗除杂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浆渣清洗除杂装置的

高浓除渣器呈上宽下窄的中空圆锥状，顶部设有

良浆出口，高浓除渣器上部的侧壁上设有进浆口，

且高浓除渣器由切线方向与进浆口连接，高浓除

渣器的下端设有高浓集渣装置，高浓集渣装置的

底部设有浆渣出口；高浓集渣装置包括上阀、下阀

和具有内腔的集渣室；集渣室的上端和下端分别

与上阀和下阀连接，

上阀的顶部连接高

浓除渣器的底部；下

阀的底部连接浆渣

出口，原浆料以一定

压力通过进浆口沿

切线方向进入高浓

除渣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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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浓除渣器内产

生轴向分层，比重较

轻的纤维被甩向高

浓除渣器的器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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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浆渣清洗除杂装置

的结构

1—高浓除渣器  2—良浆出口  
3—进浆口  4—高浓集渣装置  
5—上阀  6—下阀  7—集渣室  
8—浆渣出口  9—第一进水口  
10—第二进水口  11—第三进
水口  12—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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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纤维分散簧结构正视

图4  密封操作板结构俯视

10—纤维分散簧  11—纤维分散齿  20—顶封板  21—扣锁  27—
密封操作板

73
Dec., 2019  Vol.40, No.2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纤维在作圆周运动的同时还沿高浓除渣器的器壁

向上运动，进而实现比重轻的纤维从良浆出口离

开高浓除渣器的目的，比重较大的重杂质被甩向

高浓除渣器的器壁后同时受重力作用而做向下运

动，上宽下窄的圆锥状高浓除渣器使下沉旋转运

动的重杂质浆料的流速得到补偿，离心力加强，

使得出现由上至下比重逐渐增大的杂质轴向分

层，即使得越往高浓除渣器底部重杂质的含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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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除渣器底部的侧壁上设有第一进水口，

且由切线方向与第一进水口连接，第一进水口的

进水方向与进浆口的进浆方向相反，第一进水口

中通入清水，其作用是将在高浓除渣器底部高速

旋转的纸浆速度减慢，进而可以使更多的处于平

衡运动状态下的重杂质落下到高浓集渣装置的

集渣室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重杂质的沉淀收集

效率，同时使高浓除渣器中浆料的转速减缓，大

大地减轻上阀的磨损程度。

集渣室下部的侧壁上设有第二进水口，且由

切线方向与第二进水口连接，第二进水口的进水

方向与进浆口的进浆方向相同，第二进水口用于

通入清水，清水通过第二进水口以与进浆口的进

浆方向相同的形式进入到集渣室中，可以提高高

浓除渣器中浆料的旋转速度，起到保持浆料循环

旋转的目的，从而提升纤维的回收率。

集渣室上部的侧壁上设有第三进水口，第三

进水口用于通入清水。当关闭高浓集渣装置的上

阀，并开启下阀时，集渣室中重杂质就会通过浆

渣出口离开高浓集渣装置，在排空集渣室内杂质

的同时，通过第三进水口往集渣室中通入清水，

从第三进水口进入的清水用于清洗集渣室内残留

的杂质，以实现冲洗干净集渣室的目的。第三进

水口上设有电磁阀，方便控制第三进水口内清水

的通入与断开，当排空并清洗完集渣室后，通过

电磁阀关闭第三进水口，之后关闭下阀，打开上

阀，即可进行下一次的浆渣分离排空操作。

工作时，首先关闭下阀，打开上阀，然后将原

浆料以切线的方式通过进浆口进入到高浓除渣器

中，在离心力和重力作用下，比重轻的良浆纤维从

良浆出口离开高浓除渣器，比重大的重杂质则向

下作旋转运动，从而实现分离轻纤维和重杂质的

目的；高浓除渣器的上宽下窄使得下沉旋转运动

的重杂质浆料流速得到补偿，离心力加强，进而

出现杂质的轴向分层，质量最大的重杂质会沉降

到集渣室内；在沉淀过程中，通过第一进水口往

高浓除渣器中通入与纸浆旋转方向相反的清水，

起到减缓高浓除渣器底部高速旋转纸浆速度的

作用，使更多的处于平衡运动状态下的重杂质落

下到高浓集渣装置的集渣室中，以提高重杂质的

沉淀收集效率，同时可以开启第二进水口，处于

集渣室底部的第二进水口可以实现保持集渣室内

的纸浆继续做旋转运动的目的，在第二进水口的

设计上，使第二进水口的进水方向与进浆方向相

同的同时使进水方向轻微朝上，从而可以实现使

集渣室中的轻质纤维再次回流至高浓除渣器中的

目的，以降低纤维的损失；当集渣室中杂质沉淀

到一定量时，关闭上阀和第二进水口，然后打开

下阀，集渣室中的重杂质即可从下阀排出高浓除

渣器，以实现分离重杂质并回收纤维的目的；当集

渣室中含有重杂质的浆渣排出后，通过电磁阀开

启第三进水口，往集渣室中通入清水，以起到清

洗集渣室的作用，避免重杂质遗留在集渣室中，

提高排渣效率，清洗完毕后，重复上述操作即可

进行下一次分离重杂质并回收纤维的操作。

有益效果：（1）相比于传统的洗浆除渣操

作，该造纸浆渣清洗除杂装置通过在高浓除渣器

下端设置高浓集渣装置对原浆料进行旋转分层沉

淀，最大程度地实现纤维的回收，避免因由于处

理的浆液浓度过高而产生的纤维流失、损耗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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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问题；（2）结合生产实际设置上阀与下阀

的开、关时间，配合第三进水口的清洗作用，实现

充分排渣的目的，通过第二进水口的持续通水作

业，不间歇地对高浓除渣器内的原浆料进行减速

分离，以实现收集更多重杂质的目的，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重杂质的收集效率；（3）在第三进水口上

设置电磁阀，起到方便控制第三进水口内清水的

通入与断开的作用。

陶瓷刮刀减震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284355 A

发明人：张家勤

申请人：马鞍山市智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生活用纸（Tis sue Pap er）一般属于薄型

纸，主要通过木浆纤维碎解、纸浆成形、脱水干

燥、刮刀起皱等工艺制成。高档生活用纸的关键

在于烘缸刮刀的起皱工艺，从而获得良好的柔软

性和手感舒适度。

烘缸刮刀直接与高速旋转的烘缸表面接触，

属于一种极易磨损的生产物料，为保证产品质

量，需要定时更换、研磨刮刀，既而刮刀的宽度也

会随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得狭窄。目前刮刀配置

的刮刀夹具有固定的内置隔板，根据其不同高度

以满足不同宽度的刮刀有

效宽度进行选择使用。这

种结构的刮刀夹需要根据

刮刀宽度进行更换，自身没

有调整空间，且只能确保刮

刀有效宽度在一定范围内

保持一致，影响刮刀起皱工

艺的一致性，导致一定的产

品质量差异。同时，由于缺

少减震装置，这种刮刀夹内

置的隔板表面容易被磨损，

降低固有的高度，影响刮刀的有效宽度。生产过

程中，可通过更换不同刮刀夹来满足生产工艺要

求，但由于刮刀夹长约5.6m，呈扁平状，中间无

支撑，频繁性的更换会使刮刀夹弯曲变形，影响

使用寿命，增加生产成本。

提供一种陶瓷刮刀减震装置，以解决上述问

题。

如图1至图5所示，该种陶瓷刮刀减震装置包

括刀架、刀具固定板、丝杆、刀具、刀具弹簧、调节

装置、连接装置等。

刀架中部开设有滑槽；两个刀具固定板设置

在滑槽的两端，刀具固定板向上凸设有滑块，滑

块与滑槽滑动连接，通过滑块的移动以适应不同

长度的刮刀，刀具固定板相对的表面中部向内凹

设有刀具槽；丝杆穿设于滑槽内，且丝杆螺纹连

接两个滑块；刀具连接在两个刀具槽之间；刀具

弹簧设置于刀具槽底部，用于对刀具缓冲。

具体工作原理及步骤：根据不同的刮刀长度，

调节两个刀具固定板之间距离，具体方法为：转

动丝杆，滑块在丝杆的作用下，在滑槽内发生相向

和反向运动，以适应不同长度的刮刀，刀具连接

在刀具槽内，刮刀在工作时，刀刃方向受到压力，

通过刀具弹簧的缓冲，可以卸掉一部分刮刀的压

力，避免刮刀出现豁口，或者出现跳刀和断刀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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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陶瓷刮刀减震装置

1—刮刀夹侧板  2—刮刀  3—护板  4—转轴  6—螺纹孔  7—调节插孔  8—调节块  9—中心轴  
10—调节杆  11—调节插销  12—调节连接杆  13—连接插销  14—T型块  15—凹槽  16—滚球  
17—刀架  18—滑槽  19—丝杆  20—转盘  21—刀具固定板  22—刀具槽  23—橡胶球  24—滑
块  25—刀具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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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刮刀夹侧板靠近，并对刮刀夹紧。在调节刮

刀高度的过程中，先拧松螺栓，通过转动调节杆，

带动调节块发生同步转动，调节块在转动的过程

中，调节块边缘与刮刀的接触点始终位于调节块

的最上方，当调节块最上方距离中心轴逐渐增大

时，刮刀逐渐抬高，刮刀的位置调整好后，拧紧螺

栓对刮刀进行固定，为了防止调节杆自由摆动，使

用调节插销穿过调节杆插入到调节插孔中，对调

节杆的转动角度进固定。

连接装置包括调节连接杆，调节连接杆的两

端分别与相邻两调节装置的调节杆转动连接，调

节连接杆的两端设有圆孔，圆孔内插入连接插销

并与对应的调节杆连接，T型块的伸出端卡接在

刀具槽内，对刀具的位置进行固定。

调节插孔在距其中心轴的圆周上分布六个，

其对应圆心角分别为30°、90°、150°、210°、

270°、330°。

调节块是由不同的面形成的多面体，为凸轮

体。

当某个调节装置上的调节杆被转动时，在调

节连接杆的作用下，同时带动刮刀夹侧板上的所

有调节杆同步转动，保证了刮刀的调整高度处于

同一水平位置。

T型块伸出端侧表面嵌有若干滚球，刀具槽

内壁凸设有若干橡胶球。T型块表面的滚球与橡

胶球配合，当T型块插入到刀具槽内壁后，通过这

种配合，保证了T型块与刀具槽卡接，并且橡胶球

具有一定的缓冲力，不会对滚球表面造成磨损，

延长了T型块的使用寿命。

丝杆的伸出端固定设置有转盘。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2  刀具轴测图

1—刮刀夹侧板  2—刮刀  3—护板  4—转轴

图5  T型块的结构

14—T型块  15—凹槽

图4  调节装置左视图

1—刮刀夹侧板  2—刮刀  8—调节块  9—中心轴  10—调节杆  
11—调节插销

图3  刮刀夹侧板主视图

1—刮刀夹侧板  12—调节连接杆  13—连接插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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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插1



中插2



单广1



单广2



单广3



单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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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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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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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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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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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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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陕西商洛市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一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废纸除胶(黏)剂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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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7



彩广18



彩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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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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