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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长度为6mm的碳纤维和皮芯型复合纤维，通过

湿法抄造、酚醛树脂浸渍、热压等工艺制得高含量碳纤维的

导电纸。不同碳纤维含量的碳纤维原纸、浸渍纸和浸渍后热

压纸的理化性能数据表明：皮芯型复合纤维能够有效提高碳

纤维的疏解分散和成纸强度，碳纤维含量为70%的碳纤维纸

具有较好的抄造性、透气度、强度、电阻率等综合性能。

关键词：碳纤维导电纸；皮芯型复合纤维；湿法抄造；热压

Abstract: Carbon Fiber Conductive Paper with high content 
of carbon fiber were prepared by method of wet papermaking, 
phenolic resin impregnating and hot pressing with a length of 6 
mm carbon fiber and sheath-core composite fiber.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 base paper, impregnated 
paper and hot pressed paper with different carbon fiber content 
show that the sheath-core composite fib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persion and paper strength of carbon fiber, and carbon fiber 
paper with 70% carbon fiber content has better comprehensive 
properties papermaking, air permeability, strength and electrical 
resistivity.
Key words: Carbon Fiber Conductive Paper; sheath-core type 
composite fibers; wet papermaking; hot pressing

碳纤维导电纸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 唐婷婷  张园园  张佳琳  黄德飞  吴立群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上海 201702）

A study on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 conductive paper
⊙ TANG Ting-ting, ZHANG Yuan-yuan, ZHANG Jia-lin, HUANG De-fei, WU Li-qun
(R & D Center, China Haisum Engineering Co., Ltd., Shanghai 20170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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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具有密度小、强度高、刚度大、耐高温、抗

摩擦、高导电、高导热及耐腐蚀等物化性能[1,2]，从而使

得碳纤维纸被广泛应用于扬声器器材、电磁波屏蔽材

料、防静电包装材料、吸附分离功能性材料、发热材料、

电极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等领域[3]。

碳纤维纸是完全使用碳纤维或在碳纤维中混入其

它纤维，通过湿法抄造或干法制备所得[4]。碳纤维一般

经过高温碳化甚至是石墨化的纤维，因此不可能像植

物纤维或聚合物纤维一样在打浆阶段分丝帚化。在碳

纤维纸的制备过程中，由于碳纤维表面含有-OH和微

量的-COOH，这两种基团吸附水分子中带正电的H+离

子，使得水分子发生极化，其正电端朝向纤维内部，负电

端朝向纤维外端，从而使得纤维表面带负电性，影响碳

纤维的分散性[5]。

高性能碳纤维纸一般对碳纤维的含量、均匀性、

松厚度、透气度、拉伸强度、电阻率等参数提出较高的

要求[6]。对于高性能碳纤维纸而言，碳纤维含量越高，

其电导率越高、稳定性越好。但是由于碳纤维的成分和

结构特性决定了高碳纤维含量的碳纤维纸抄造难度极

大。一般碳纤维纸抄造是依靠配抄的植物纤维或者胶

黏剂使碳纤维实现分散和黏结，而且碳纤维纸中的碳

纤维含量约为5%～60%。碳纤维含量高于60%的高性能

碳纤维纸研究较少。目前高性能的碳纤维纸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能够批量成熟制造。

皮芯型纤维是由两种及以上组分以皮层和芯层

的形式沿纤维轴向嵌套构建而成的同轴结构多组分纤

维。皮芯结构对各组分间黏合力的要求并不严格，因

此，皮层和芯层选择组分时比较灵活，可选纤维种类多

样。皮芯结构纤维不同组分起到不同的作用，从而增强

主体纤维的可抄造性和产品的理化特性[7]。

本论文采用的双组分同轴皮芯结构纤维主要有如

下作用：（1）皮层纤维提高碳纤维的分散性；（2）皮层

纤维提高碳纤维成纸强度和可抄造性；（3）在纸页成形

后的热处理过程中，皮层纤维融化黏接碳纤维和芯层

纤维，从而提高纸页强度和产品性能；（4）芯层纤维提

供抗张强度和柔韧性，从而提高纸页的性能和后续加

工性能。

表1  碳纤维纸中不同纤维的抄造比例

样品

1#

2#

3#

4#

皮芯型复合纤维

/%

40

30

20

10

碳纤维

/%

60

70

80

90

由于碳纤维很少含有非碳元素，因此碳纤维所含

有的基团很少，亲水性差，疏解困难，碳纤维在水中分

散性差。而皮芯型复合纤维在水中分散性远优于碳纤

维，因此可以通过皮芯型复合纤维和碳纤维混合疏解来

提高碳纤维的分散特性。

本文拟采用皮芯型PE T纤维[8]和含量不低于60%

的碳纤维，研究碳纤维纸的可抄造性和碳纤维纸的强

度。在成形后辅以酚醛树脂-乙醇溶液浸渍和酚醛树脂

热压交联固化，研究碳纤维纸的强度、稳定性和加工性

能[9]。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及设备

原料：皮芯型复合纤维（皮层为低熔点PET纤维，

芯层为普通PET纤维；上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碳纤

维超短T700-6mm（日本东邦公司），PAM分散剂（上

海沃杉化工有限公司），HK-D20消泡剂（上海享金化

工有限公司），PF-8211酚醛树脂（山东嘉颖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无水乙醇（AR，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设备：TD15-A纤维标准疏解机（咸阳通达轻工设

备有限公司），TD10-200A标准纸页成形器（咸阳通达

轻工设备有限公司），HX-6505A平板硫化机（汇翔检

测仪器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YG461E-Ⅱ数字式透气量仪（宁波纺

织仪器厂）、XLW(PC)型智能电子拉力试验机（济南兰

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辰华CH I 660D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FEI Quanta 600扫描电

镜（美国赛默飞世尔，原FEI)、布鲁克D8 X射线衍射仪

（德国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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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碳纤维纸透气度的测定

利用数字式透气量仪，按照《GB/T 458-2008

纸和纸板透气度的测定》对碳纤维纸的透气性进行测

试。

1.3.2 碳纤维纸拉伸强度的测定

利用智能电子拉力试验机，按照《GB/T 12914-

2008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恒速拉伸法》对碳纤

维纸的力学性能进行测试，拉伸速率10mm/min。

1.3.3 碳纤维纸电阻率的测定

从碳纤维纸中央部位选取2c m2的圆片，按照负极

壳、碳纤维纸、不锈钢垫片、不锈钢弹片、正极壳组装

CR2032纽扣式电池，利用CHI660D电化学工作站采用

交流阻抗的方式测试，得到电阻与频率之间的变化关

系，频率为10MH z～0.1H z，选取低频区域稳定后的电

阻值按照下述公式来计算电阻率。

电阻率(Ω.cm)=电阻值(Ω)×圆片面积（m2）/圆片

厚度（m）

1.3.4 碳纤维纸扫描电镜测试

将裁切的小块样平整地贴在带有导电胶带的样品

台上以观测表面形貌。样品制备后不做增强导电处理，

直接置于SEM的样品室中抽真空后常规方法观测。

1.3.5 碳纤维纸XRD测试

测试仪器为反射式，工作于θ-θ模式，40kV，

200mA，扫描速度5º/min，室温环境。

2  结果与讨论

2 . 1 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对碳纤维原纸抄造性能的

影响

实验抄造的1#和4#手抄片如图1所示。从图1中看

出，1#手抄片均匀性良好，这表明碳纤维∶皮芯型复合

纤维=60∶40的配比能够得到外观较好的样品。但是4#

样品外观较差，手抄片均匀性较差，这是由于碳纤维分

散性较差所导致。本实验中四种样品的外观品质质量

为：1#>2#>3#>4#，这与一般文献报道一致。

2 . 2 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对碳纤维原纸理化性能的

影响

电阻率是碳纤维纸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本论文

1.2 实验方法

将长度为6.0mm的碳纤维、皮芯型复合纤维和去

离子水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到纤维标准疏解机中疏解，加

入一定量的PAM分散剂，2～3滴消泡剂，用标准纸页成

形器进行抄造，得到碳纤维原纸，实验抄纸纤维浓度为

0.1g/l。

将碳纤维原纸浸渍在浓度为5%的热固性酚醛树脂

乙醇溶液5m i n，取出后自然干燥，得到浸渍的碳纤维

纸。然后用平板硫化机在温度为145℃、压力为2MPa条

件下热压20min，得到浸渍后热压的碳纤维纸。

1.3 性能检测

图1　实验抄造的1#和4#手抄片

图2  1#碳纤维原纸的电阻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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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样品的电阻率采用电化学工作站测试交流阻抗的

方式进行测试。电阻率测试研究情况以碳纤维原纸1#

样品的交流阻抗测试为例，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a可以看出，碳纤维原纸的交流阻抗虚部对

实部关系呈现出有限小区域内随机分布，且交流阻抗的

虚数阻抗约为实数阻抗的1%，可以认为碳纤维原纸是

一种纯电阻器件，分析其电阻特性时只需考虑实数阻抗

即可。从图2b可以看出，碳纤维纸的实数电阻率与频率

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且低频区域（＜50H z）电阻率

不随频率变化，因此低频区域的电阻率可以作为碳纤维

纸的典型电阻率。

进一步对抄造得到的原纸手抄片进行理化检测，

其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碳纤维

原纸的透气度和松厚度增加，其拉伸强度降低。这主要

是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降低，

碳纤维的分散性变差，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的减少，纤

维之间氢键作用减弱，纤维间的结合强度降低，导致原

纸的松厚度增加，透气性增加，拉伸强度降低。1#碳纤

维原纸的拉伸强度为2.06M P a，而4#碳纤维原纸的拉

伸强度低于1MPa，很难用于机械化抄造。

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碳

纤维原纸的电阻率先降低后升高，这是由于碳纤维的电

阻率较低[10]（约1.8Ω.m），碳纤维含量的增加有利于

降低其电阻率。但是碳纤维含量为90%时，由于碳纤维

含量过高，碳纤维原纸的松厚度过大，碳纤维原纸内部

纤维间的接触电阻升高，从而使得其电阻率升高。

2 . 3 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对浸渍后碳纤维纸理化性能

的影响

通过湿法抄造得到的碳纤维原纸拉伸强度在0～

2MPa，拉伸强度较低，可以通过乙醇-酚醛树脂溶液浸

渍提升其拉伸强度。对浸渍后的碳纤维纸（浸渍纸）进

行理化性能检测，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a中可以看出，原纸的定量约为33g/m2，但

是浸渍量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逐渐从17g/m2提升到

32g/m2，这主要是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纤维之间

氢键作用减弱，纤维间的结合强度降低，导致纤维间空

隙增加，从而使得纤维吸液量增加。

从图4b可以看出，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浸渍纸

的松厚度降低，透气度先降低后增加，这主要是酚醛树

脂渗入到碳纤维原纸的孔隙中，使得碳骨架之间结合紧

密，从而使得浸渍纸的松厚度和透气度降低。而碳纤维

量高于80%时，透气度增大，是由于碳纤维含量增加，碳

纤维原纸的透气度升高，酚醛树脂浸渍作用降低，相对

图3  四组碳纤维原纸样品的理化性能

a-碳纤维原纸定量和浸渍量；b-浸渍纸的理化性能

图4  浸渍纸的定量变化情况和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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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碳纤维为80%的浸渍纸来说，其透气度还是增加的。

而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浸渍纸的拉伸强度和

电阻率先增加后减小。这主要是酚醛树脂的增加，使得

纤维孔隙减小，碳骨架之间结合紧密，拉伸强度提高，

电阻率增加。当碳纤维高于70%时，浸渍纸的拉伸强度

和电阻率减小，是由于碳纤维含量增加，碳纤维原纸的

拉伸强度减小，酚醛树脂浸渍作用降低，相对于碳纤维

为70%的浸渍纸来说，其拉伸强度和电阻率还是减小

的。

2 . 4 皮芯型复合纤维含量对热压后碳纤维纸理化性能

的影响

酚醛树脂浸渍后未交联固化，因此浸渍后的碳纤

维纸需要经过热压处理，促使其中的酚醛树脂交联固

化，以进一步稳定碳纤维纸的性能。浸渍后热压纸的定

量变化情况和理化性能如图5所示。

从图5a中可以看出，浸渍后热压纸定量比浸渍纸

降低3g/m2左右，浸渍量越大，定量降低越多，这主要

是热压过程中碳纤维纸吸附的水分、酚醛树脂中的乙醇

和酚醛树脂固化过程中释放出小分子物质所导致。

从图5b可以看出，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热压纸

的松厚度、透气度和电阻率先降低后升高，这主要是热

压过程中，皮芯型复合纤维的皮层会软化并产生一定的

粘接作用，使得纤维孔隙减小，碳骨架之间结合紧密，

热压纸的松厚度减小，透气度减小，同时，酚醛树脂浸

渍量减少，热压纸的电阻率降低。当碳纤维含量高于

70%时，热压纸的松厚度、透气度升高。这是由于碳纤

维含量增加，浸渍纸的松厚度、透气度升高，酚醛树脂

浸渍作用降低，相对于碳纤维为70%的浸渍纸来说，其

松厚度、透气度还是升高的。当碳纤维高于70%时，热压

纸的电阻率升高，是由于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酚醛

树脂浸渍量减少量不变，酚醛树脂相对量是增加的，从

而导致热压纸的电阻率升高。

而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热压纸的拉伸强度先

升高后降低，这主要是热压后，碳骨架之间结合紧密，

松厚度减小，拉伸强度升高。当碳纤维高于70%时，热压

纸的松厚度、透气度升高，拉伸强度降低。

2 . 5 碳纤维原纸、浸渍后的碳纤维纸、原纸浸渍后热

压的碳纤维纸的理化性能对比

通过对比各碳纤维纸在不同状态下的理化性能指

标，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其性能和各种性能潜在的变化关

系。四组样品的原纸、浸渍纸、浸渍后热压纸的理化性

能指标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看出，各组样品的松厚度、透气度均表

现出原纸＞浸渍纸＞浸渍后热压纸；各组样品的拉伸强

度表现为原纸＜浸渍纸＜浸渍后热压纸；各组样品的电

阻率表现为原纸＜浸渍后热压纸＜浸渍纸。

浸渍纸的松厚度、透气度低于原纸的松厚度、透气

度，浸渍纸的拉伸强度高于原纸的拉伸强度，主要是酚

醛树脂的加入，碳骨架之间结合紧密。浸渍纸的电阻率

高于原纸的电阻率，主要是由于酚醛树脂不导电，酚醛

树脂的增加，提高了碳纤维纸的电阻率。

浸渍后热压纸的松厚度、透气度低于浸渍纸的松

厚度、透气度，浸渍后热压纸的拉伸强度高于浸渍纸的

拉伸强度。这主要是热压后酚醛树脂释放出小分子，且

碳纤维纸在热压后碳纤维结合更紧密。浸渍纸的电阻a-浸渍后热压纸定量的变化；b-浸渍后热压纸的理化性能

图5  浸渍后热压纸的定量变化情况和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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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于浸渍后热压纸的电阻率，主要是热压后酚醛树

脂释放出小分子，酚醛树脂的量减少，降低了碳纤维纸

的电阻率。

各组样品间比较前文已经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从四组样品的浸渍后热压碳纤维纸的可抄造性、

松厚度、透气度、拉伸强度、电阻率测试结果可以得出，

1#、2#样品虽然在大部分指标中表现较好，但是1#样品

过高的电阻率成为制约其应用的因素，而2#样品的综

合性能则比较均衡。

2 . 6 碳纤维原纸、浸渍后的碳纤维纸、原纸浸渍后热

图7  2#碳纤维纸的SEM图片

图6  四组样品的原纸、浸渍纸、浸渍后热压纸的理化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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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碳纤维纸的纤维形貌与结构

通过SEM和XRD测试可以进一步研究碳纤维纸

的形貌与结构，2#碳纤维纸的原纸、浸渍纸、浸渍后

热压纸的SEM图如图7所示，对应的XRD图谱如图8所

示。

从图7a中可以看出，在碳纤维原纸中，碳纤维表面

光滑，形态为直线型，皮芯型复合纤维随机分布在碳纤

维纸之间。碳纤维之间交叉接触少于碳纤维-皮芯型复

合纤维之间的交叉接触。这与碳纤维的表面特性有关。

从图7b中可以看出，浸渍后的碳纤维纸形态明显异于

碳纤维原纸。浸渍后碳纤维表面变粗糙，这是由于酚醛

树脂附着于碳纤维表面导致。纤维交叉接触部位边界

稍有模糊，这是由纤维接触处缝隙的毛细管效应吸附

较多的酚醛树脂所致。这与浸渍后碳纤维纸的强度增

加、电阻率降低和透气度的降低相一致。热压时皮芯型

复合纤维皮层软化，酚醛树脂软化，因此在外界压力作

用下碳纤维之间距离降低，排列有序化提高，且纤维接

触部位被软化的酚醛树脂填充或者被皮芯型复合纤维

粘接在一起，粘接部位物质迁移而平滑，从图7c中可以

明显看出来。由于热压过程纤维的粘接和酚醛树脂固

化，因此其强度进一步增强，这与检测结果一致。

从图8可以看出，碳纤维原纸呈现出非晶态结构，

从右上角的局部放大图看，在2θ=26.4°位置出现一个

明显的衍射峰，这个衍射峰对应于石墨的(002)晶面[11]，

说明实验用的碳纤维有一定的石墨化程度。浸渍纸和浸

[收稿日期:2019-09-27]

渍后热压纸的XRD图谱与原纸没有明显差异，仅表现

为2θ=26.4°位置石墨的(002)晶面衍射峰略低，这可能

是附着于碳纤维表面的酚醛树脂所造成。

3  结论

本研究采用长度为6mm的碳纤维和皮芯型复合纤

维，通过湿法抄造、酚醛树脂浸渍、热压等工艺制得高

含量碳纤维的碳纤维纸。不同碳纤维含量的碳纤维原

纸、浸渍纸和浸渍后热压纸的理化性能数据表明：皮芯

型复合纤维能够有效提高碳纤维的疏解分散性能和成

纸强度，碳纤维含量为70%的碳纤维纸具有较好的抄造

性、透气度、强度、电阻率等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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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该条件下制得的高湿强型纸基功能性地膜性能优良，

撕裂指数为12.5m N.m2/g，干抗张指数为23.7N.m2/g，湿强

度指数为7.9N.m2/g，湿强度保留率达到了33.4%，透明度为

65.2%，透气量为1.8mm/s。

关键词：废旧短棉纤维；高湿强；纸基地膜；强度

Abstract: A new type of high-humidity paper-based functional 
mulch is prepared by using waste short cotton fiber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and adding a series of additive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effects of the degree of pulping of waste cotton fibers, 
the basis weight of raw paper and the amount of additives added 
on the relevant properties of the film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ew paper base film were: cotton fiber beating degree 60°SR, base 
paper weight 30g/m2, cationic starch dosage 1.3%, reinforcing 
agent cationic polyacrylamide dosage 0.7%, wet strength agent. 
The PAE dosage is 0.4%, and the fiber base paper obtained by 
the wet process is immersed in liquid paraffin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Under the condition, the high wet strength paper-
based functional film h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the tear 
index is 12.5 mN.m2/g, dry tensile index is 23.7 N.m2/g, wet 
strength index is 7.9 N.m2/g, wet strength retention rate is 33.4%, 
transparency is 65.2%, air permeability is 1.8mm/s, and it is high. 
A new paper-based functional mulch that is wet and strong.
Key words: waste short cotton fiber; high wet strength; paper 
base film;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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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湿强型纸基功能性地膜的制备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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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paration of high wet strength paper base mulching film 
and i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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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废旧短棉纤维为主要原料,并在抄造过程中添加一

系列助剂制备出新型的高湿强型纸基功能性地膜。研究了废

棉纤维打浆度、原纸定量及助剂加入量对地膜相关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制备该新型纸基地膜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棉纤

维打浆度60°SR，原纸定量为30g/m2，阳离子淀粉用量1.3%，

增强剂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用量0.7%，湿强剂PAE用量0.4%，

经湿法抄造得到的纤维原纸在液体石蜡中浸渍以改善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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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试剂

试剂名称

氢氧化钠

30%过氧化氢（H2O2）

蒽醌

乙二胺四乙酸（EDTA）

十二烷基磺酸钠

液体石蜡

阳离子淀粉（CS）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M)

聚酰胺环氧树脂（PAE）

松香胶

碳酸锆胺

生产厂家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等级

分析纯

分析纯

化学纯

分析纯

分析纯

化学纯

工业级

工业级

工业级

工业级

工业级

表2  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电热蒸煮锅

瓦利打浆机

PFI磨浆机

标准游离度测定仪

纤维标准解离器

纸样抄取器

平板纸样干燥器

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

撕裂度测定仪

全自动透气量仪

电脑测配色仪

生产厂家

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长春市小型试验机厂

陕西科技大学机械厂

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纺织仪器厂

绍兴县精博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型号

PL1-00

PL4-2

PL11

PL26-1

GBJ-A

ZQJ1-B-Ⅱ

PL7-C

DC-KZ300C

SLY-1000

YG461E-Ⅲ

CI7800

1.3 制备工艺

利用瓦利打浆机对已经蒸煮过的棉纤维进行打

浆，因棉纤维较长，容易缠绕到飞刀辊上，因此，尽量少

量多次取棉纤维加入打浆机中。所加重铊为2k g，转速

设置为20r/m i n，浆浓控制在0.65%左右，在纤维完全

疏解，且被切短从而逐渐在浆池中分散均匀后，测定其

打浆度。待打浆度达到40°SR后，停止打浆，后续利用

PFI磨浆机制备更高打浆度的棉浆。

取适宜打浆度的棉浆，分别加入阳离子淀粉、阳

离子聚丙烯酰胺，然后加入不同湿强剂，疏解后在纸样

抄取器上抄取一定定量的原纸，干燥成形后，用液体石

蜡浸渍，制备一定定量的纸基地膜，在自然条件下晾干

后，进行性能测试。

1.4 透明度测试

土地资源及水资源的匮乏是限制农业发展的瓶

颈。而农用地膜有着保温保湿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抗虫

抗菌，抑制杂草生长，对农作物有显著的增产作用[1]。现

今市场上的农用地膜多为塑料薄膜，塑料薄膜完全满

足了农用地膜所需的一切性能，具有优良的拉伸强度、

透光性能以及保温保湿性能。但是，农用塑料地膜的使

用，田间极易残留其塑料碎片，而这些塑料碎片会使土

壤板结，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和土壤肥力。由于这种农用

塑料地膜在田间几十年不会降解，会造成严重的白色污

染，作物严重减产[2,3]。因此，为了保护环境，使农业发

展高效可持续，必须有一种可以取代塑料地膜的环境友

好型地膜产品[4,5]。

纸基地膜是以非织造技术生产的一种可完全降解

的植物纤维基地膜。因其原料为天然植物纤维，可以在

被土壤完全降解的同时起到肥田的

作用，是一种塑料地膜的理想替代品
[6,7]。本设计拟以湿法非织造技术为基

础，通过对制备过程中的一系列条件

的探索，优化出合理可行的纸基地膜

制备工艺，并对工艺参数进行优化，

获得最佳性能的纸基功能性地膜。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料

废旧短棉纤维，6mm，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纺织实验室。

对废旧短棉纤维进行蒸煮，

除杂。取绝干棉纤维150g，用碱量

4.5%，H2O2用量6%，十二烷基磺酸

钠用量2%，EDTA用量0.1%，蒽醌用

量0.05%，液比采用1∶5，蒸煮时间

165m i n，采用二段升温式蒸煮（第

一段升温50m i n至105～110℃，保温

95m i n，随后进行一次放气，然后继

续升温至118±2℃，保温20m i n），蒸

煮完的浆料，充分洗涤，备用[8]。

1.2 所用试剂及仪器（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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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打浆度对地膜透明度的影响

 图2  打浆度对地膜透气量的影响

图3  打浆度对地膜强度的影响

使用CI7800型电脑测配色仪，取多张纸样叠至不

透明后，测定其蓝光（450n m）波段的反射率R∞，再取

单张试样，背衬反射率小于0.5%的黑天鹅绒垫，测定其

反射率R0，利用式（1）计算试样的透明度。

透明度（%）=(1-R0/R∞)×100             (1)

1.5 透气量测试

使用YG461E-Ⅲ型全自动透气量仪，在100P a压

差、20cm2测试面积的条件下，测试试样的透气量。

1.6 撕裂强度测试

使用SLY-1000型撕裂度测定仪测定试样的撕裂

强度．试样大小为60×60mm，测试层数为2层。

1.7 抗张强度及伸长率测试

使用DC-KZ300C型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测定试

样的抗张强度及伸长率。试样大小为15×100mm。

2  结果及讨论

2.1 打浆度对纸基地膜性能的影响

本次实验中用瓦利打浆机将棉浆打至40°S R，

随后利用PF I磨浆机分别将棉浆磨至50°SR、60°SR、

70°SR，并分别测试试样的各项性能。

如图1所示，随着打浆度的提高，地膜的透明度也

随之上升。一种物质是否透明，不取决于它的密度，而

取决于它是否为光学均匀物质。光学均匀物质是指光在

传播路径上，不遇到或少遇到光的折射、散射相界面，

使光不改变原来的方向而传播过去。而因为随着打浆度

的提高，纤维彼此间产生磨断效果，纤维被切的更短且

细纤维化程度更大，纤维间结合更紧密，纤维间空隙率

下降，纤维与空气的相界面更趋于一种纤维的光学均

匀物质，光在纸基地膜中传播时就不容易产生折射、散

射的现象，因此透明度上升。

如图2所示，随打浆度的提高，纸基地膜的透气量

逐渐减小。这是因为随着打浆度的提高，纤维的分丝帚

化及细纤维化程度上升，同时，纤维吸水润胀，变得柔

软可塑。因此纤维之间结合更加紧密，孔隙更小更少，

从而降低了纸基地膜的透气量。

如图3、图4所示，在打浆初期，地膜的撕裂指数及

抗张指数都随着打浆度的提高而上升，但在到达60°SR

左右后，其撕裂指数及抗张指数开始下降。

据研究，纸页存在两种被撕裂的情况，第一种是

纤维被拉出而导致纸页撕裂，也就是说纤维本身的强

度大于纤维间的结合力，外力作用只克服了纤维间的结

合力使纤维被拉出从而导致纸页撕裂。第二种情况是

外力将纤维逐根拉断从而导致纸页撕裂，也即是外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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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打浆度对地膜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5  打浆度对地膜伸长率的影响

用还未能克服纤维间的结合力就已经使纤维本身断裂

了。

在打浆初期，纤维间结合力迅速上升，此时结合力

还未高于纤维本身的强度，同时，纤维本身并未被严重

切断，因此撕裂指数随打浆度提高而上升。但随着打浆

进行，纤维的平均长度开始下降，此时纤维被从纸页中

拉出的机会大大增加，在一个临界点之后，纤维由于纤

维间结合力提升而带来的撕裂强度上升已经及不上由

于纤维过短而导致的撕裂强度下降，因此，随打浆度的

继续提高，撕裂指数开始下降。

同理，抗张强度在打浆初期也随纤维间结合力增

加而上升，但随着打浆的进行，纤维逐渐被切短之后，

此时，影响纸基地膜干抗张强度的主要因素变成了纤维

的平均长度，因此抗张强度下降。

如图5所示为打浆度与纸基地膜伸长率的关系，伸

长率是由纸基地膜的裂断长计算所得，如式（2）：

伸长率=裂断长÷地膜试样的测试长度      (2)

地膜试样的测试长度为一固定值，因而伸长率与

裂断长为线性关系。而裂断长首先取决于纤维的结合

力，其次取决于纤维平均长度及纤维自身强度。那么如

上述分析，打浆初期，纤维结合力上升，伸长率也增加，

之后随打浆进行，因纤维平均长度下降，导致伸长率增

长减缓，最后因纤维平均长度严重下降，导致伸长率反

而下降。

经实验分析，可以认定打浆度为60°SR时，纸基地

膜的各项性能综合比较优异。

2.2 定量对纸基地膜性能的影响

根据以上得到的最佳打浆度，改变地膜定量，分别

抄造定量为30g/m2、40g/m2、50g/m2、60g/m2的纸

基地膜，浸渍液体石蜡后，自然条件晾干，并测试其性

能。

如图6所示，为地膜定量对透明度的影响。从曲线

上可以看出，随着定量的增加，透明度呈直线下降。当

纸基地膜的定量上升，抄造时滤水会变得更加缓慢，原

图6  地膜定量对透明度的影响 

 图7  地膜定量对透气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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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均匀的纤维悬浮液可能因滤水时间过长，导致不匀。

而纸基地膜纤维分布不均匀则影响了地膜的光学均匀

性，使透明度下降。

如图7所示，为地膜定量对透气量的影响。可以看

出透气度随定量提高基本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定量上

升后，纸基地膜的厚度也会增加，单位面积的地膜中存

在更多的纤维，因此导致地膜纤维间空隙减少，地膜透

气量下降。30g/m2时，纸基地膜定量很低，因此定量增

加后对其透气量影响很大。但在定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地膜的透气量已经降至很低，此时稍微增加定量对于

其透气量的影响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如图8和图9所示，为纸基地膜定量对其强度和伸

长率的影响。曲线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而撕裂指数、

抗张指数、伸长率本身都是和地膜定量有关的函数。表

3给出了不同定量地膜的撕裂强度及抗张强度的数据。

从表3中可以看出，随着地膜定量的上升，地膜的绝对

撕裂强度及抗张强度是呈上升的趋势的。但是关联到

地膜的定量后，在定量少量上升时，其相对强度（撕裂

指数及抗张指数）其实并未上升。在定量达到一定程度

后，地膜的相对强度才开始大幅度上升。

如图10所示，为地膜定量与湿抗张指数的关系。曲

线基本趋势与地膜定量与干强曲线相同，即绝对强度提

高了，但相对强度提高较慢，在30g/m2定量时，地膜的

湿强比较好。

经实验分析可知，地膜的定量为30g/m2最佳。

2.3 碳酸锆胺用量对纸基地膜性能的影响

选用打浆度为60°SR的棉浆，在抄纸过程中最后加

 图9  地膜定量对伸长率的影响

图10  地膜定量对湿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11  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透明度的影响

表3  地膜定量与地膜撕裂强度及抗张强度的关系

地膜定量

/(g/m2)

30

40

50

60

抗张强度 

/N

10.8

11.5

16.8

25.8

撕裂强度 

/mN 

370.8

396.1

517.5

634.3

图8  地膜定量对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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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多时，地膜中存在的游离的羟基化锆聚合物反而会

降低纤维间的结合力，使地膜强度下降。

如图14所示，为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湿强的影响。

加入碳酸锆胺后，地膜的湿抗张强度确实有一定提高，

但相比空白样，提升幅度很小。这是因为碳酸锆胺作为

抗水剂，其与纤维上的羟基和羧基反应后，形成架桥效

应，赋予纸页优良的抗水性，但对于纸基地膜被润湿后

的湿抗张强度提升很小。曲线上呈现的数值波动，并非

碳酸锆胺对于湿抗张强度的影响，而应当是来自于测量

误差。

如图15，显示了纸基地膜的伸长率与碳酸锆胺用

量的关系。在前文中已经陈述了伸长率与裂断长的关

系，本质上，伸长率就是干抗张强度的另一种表现形

式。因此伸长率的曲线与干抗张强度曲线趋势基本一

致。

经实验分析可知，在60°SR的棉浆中，加入相对绝

干浆用量为0.4%的碳酸锆胺是最合理的选择。

图12  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透气量的影响

图13  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强度的影响

图14  碳酸锆胺对地膜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15  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伸长率的影响

入相对绝干浆用量为0.2%、0.4%、0.6%、0.8%、1.0%

的碳酸锆胺，利用标准纤维解离器疏解均匀后，抄造成

纸，浸渍液体石蜡后对试样进行性能测试。

如图11所示，为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透明度的影

响。可以看到透明度随碳酸锆胺用量的增加呈现一定波

动，但整体来看，透明度比不加碳酸锆胺的空白样都要

低。可以认为测量中存在误差，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透

明度的影响不明显。

如图12所示，为碳酸锆胺用量与地膜透气量的关

系。透气量随碳酸锆胺加入，逐渐下降，这是因为碳酸

锆胺可以与地膜纤维中的羧基与羟基反应，增加纤维间

的结合力，从而使地膜更加紧密，透气量下降[9]。

如图13所示，为碳酸锆胺用量对地膜强度的影响。

碳酸锆胺本身可以与羧基及羟基反应，其化学活性很

高，无需加热即可在纸页干燥过程中形成交联。但是碳

酸锆胺作为一种无机盐抗水剂，其分子量较低，且无法

自身交联进一步增加分子间结合力。因此当碳酸锆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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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强度增加[10]。但在松香胶用量过大时，地膜强度下

降，这是因为过量的松香胶可能破坏了纤维间原有的氢

键结合，使其更多地与松香胶分子形成新的氢键，这种

氢键远不如原有氢键对于纤维间结合力的影响，因此地

膜强度下降。

如图19所示，加入松香胶后，纸基地膜的湿强没有

太大的变化，湿抗张指数在2.0N.m/g左右波动。这是

因为松香胶本身只是一种抗水剂，松香胶分子中同时具

有亲水基和疏水基，其通过静电作用或机械作用，可以

留着在纤维表面，其亲水基会和纤维结合，疏水基会转

向纤维外侧，从而赋予纸页一定的抗液性。因此，在纸

基地膜被完全润湿后，加入的松香胶对于其湿抗张强

度基本没有影响。

如图20所示，伸长率曲线趋势与干抗张强度曲线

基本一致，原因上文已述。

经实验分析可知，松香胶对纸基地膜的湿强并没

有什么影响，综上考虑，相对绝干浆用量为1.0%的松香

图19  松香胶用量对地膜湿抗张强度的影响图17  松香胶用量对地膜透气量的影响

图18  松香胶用量对地膜强度的影响

2.4 松香胶用量对纸基地膜性能的影响

选取60°SR棉浆，在抄纸过程中最后加入用量相对

绝干浆为0.5%、1.0%、1.5%、2.0%、2.5%的松香胶，在

干燥成形后，浸渍液体石蜡，自然条件下晾干后测试其

性能。

如图16所示，为松香胶用量对地膜透明度的影响。

可以看出，随着松香胶用量的增加，地膜透明度逐渐下

降。但下降幅度不明显，可以认为是透明度的测量中存

在的误差。

如图17所示，地膜的透气量随松香胶用量增加而

下降。因为松香胶在加入纤维的水溶液中后，会吸附到

纤维表面，松香胶用量越多，吸附到纤维表面的松香胶

也就越多，降低了纤维间的空隙率，因而导致透气量下

降。

如图18所示，松香胶用量较低时，可以显著提高地

膜的强度，这是因为松香胶中的羧基氧原子可能与纤维

上的羧基形成了氢键，增加了纤维间的结合力，从而使

图16  松香胶用量对地膜透明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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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PAE用量对地膜强度的影响 

胶可以达到较好的浆内施胶效果。

2.5 湿强剂PAE用量对纸基地膜性能的影响

取60°SR棉浆，在抄纸过程最后分别加入相对绝

干浆用量为0.2%、0.4%、0.6%、0.8%、1.0%的湿强剂

PAE，抄取纸样后浸渍液体石蜡，然后分别测试其性能

并比较。

如图21所示为添加湿强剂PA E后，纸基地膜的透

明度的变化。除零点外，加入湿强剂PAE后，地膜的透

明度均发生了下降，但程度不一。可以认为是测量中存

在误差，PAE加入后会使地膜透明度稍稍下降，但PAE

的用量对透明度的下降影响不明显。

如图22所示，为湿强剂PA E添加量与纸基地膜透

气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PAE用量的增加，地

膜的透气量逐渐降低。因为PA E带有正电荷，能溶于

水，且分子量较大，因而能够增加细小纤维与填料的留

着率，从而使地膜纤维间的空隙更少，降低了地膜的透

气量。

如图23所示，为纸基地膜的撕裂指数、干抗张指数

与PA E用量的关系。可以看出，在用量较低时，撕裂指

数及干抗张指数都随着PA E用量的提高而上升，但在

PAE用量达到一定值时，地膜强度反而下降，之后其强

度又会随着PA E用量的增加而上升，但是上升幅度远

不如PAE较低用量时。PAE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能溶

于水中，并吸附到带负电的纤维上并形成聚合物网络结

构，同时也能与纤维发生交联反应，增强了纤维间的结

合力。由前文可知，在打浆度为60°SR时，决定地膜强度

的主要因素仍然为纤维间的结合力，因此PAE用量较低

时，会显著增加地膜的强度。但是，PA E同时也是一种

助留剂，随着它用量的提高，地膜中细小纤维的留着率

也随之提高，反而会使地膜的强度下降，在某一个临界

点之后，细小纤维的大量留着对强度的影响已经超过了

PAE对纤维结合力的影响，因此反而导致了地膜强度的

下降。不过地膜中细小纤维的数量是有限的，当其留着

率达到一定值后，它对地膜强度的影响也就达到了最大

值，之后随着PAE用量的增加，地膜强度仍会小幅度上

升[11]。

图21  PAE用量对地膜透明度的影响  

图22  PAE用量对地膜透气量的影响图20  松香胶用量对地膜伸长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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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4所示为PA E用量对地膜湿抗张强度的影

响。曲线趋势与PA E用量对地膜干抗张强度的影响趋

势基本一致。但在PAE用量较低时，其对地膜湿抗张强

度的提升幅度相比干抗张强度更加大。PA E的增湿强

机理仍在于它自身的交联以及与纤维的交联。在形成网

状交联结构后，相当于赋予了地膜一层致密的抗水层。

在纸样干燥时，PAE上的活性基团还能继续交联，使树

脂熟化，即在纸样加热干燥时，PAE树脂才发生缩合反

应，此时，地膜的湿强才达到最大。同样，细小纤维更

多的留着也会对地膜的湿强造成影响，这也是曲线产生

转折的原因。

如图25所示，为PAE用量对地膜伸长率的影响。伸

长率的影响因素已经在打浆度与地膜伸长率的关系中

提及，当细小纤维留着率过高时，其也会使地膜伸长率

严重下降。但整体来讲，PAE的使用仍然提高了地膜的

伸长率。

经上述实验分析可知，在打浆度为60°SR时，湿强

剂PA E的用量相对绝干浆为0.4%时，可以达到较好的

增湿强效果。

3  结论

3 .1 以废旧短棉纤维（打浆度为60°SR左右）为主要原

料制备的纸基地膜，最佳原纸定量为30g/m2，助剂最

佳用量分别为：阳离子淀粉1.3%，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0.7%，湿强剂PAE0.4%。

3 . 2 以废旧短棉纤维为原料制备的高湿强型纸基地

膜，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厚度为0.095m m，抗张指

数为23.7N.m2/g 撕裂指数为12.5m N.m2/g，湿强

度指数为7.9N.m2/g，湿强度保留率达到了33.4%，

物理强度已经达到了塑料地膜要求，并具备塑料地膜

不具备的透气性和透明性，对农作物的生长起着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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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喷墨打印技术在装饰纸领域的发展对装饰纸的印刷

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论文以普通装饰纸为原纸进行表面

颜料涂布，研究了颜料、胶黏剂、固色剂等涂料成分对涂布后

装饰纸的透气度、渗透性以及喷墨打印效果的影响，提出了

较佳的涂料配方。结果表明：喷墨打印装饰纸涂层中，颜料应

以二氧化硅为主，可以添加不超过10%的轻质碳酸钙；聚乙烯

醇和聚醋酸乙烯酯的用量分别为20%、10%，固色剂的用量为

12%，涂布量为8g/m2左右。非接触式帘式涂布方式比接触式

涂布方式更适合喷墨打印装饰纸的涂布，可以获得更好的透

气性、渗透性和打印效果。

关键词：喷墨打印；装饰纸；涂层；帘式涂布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ink-jet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decorative paper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intability of decorative paper. In this paper, pigment 
coating colors were prepared and applied on ordinary decorative 
paper, and desirable coating formulations were proposed by 
estimating the influence of ingredients such as pigment, binder, 
and fixing agent on air permeability, penetrability, and ink-jet 
print performance of coated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coating weight should be about 8g/m2 and the pigment 
should be mainly based on silicon dioxide with no more than 
10pph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CC); the dosage of 
polyvinyl alcohol (PVA), polyvinyl acetate (VAE), and fixing 
agent was 20pph, 10pph, and 12pph, respectively. Non-contact 
curtain coating method provides decorative paper with better air 
permeability, penetrability and ink-jet printing effect than contact 
coating methods, indicating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decorative 
paper coating.
Key words: ink-jet printing; decorative paper; coating; curtain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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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纸是装饰原纸印刷后浸渍树脂并干燥制成胶

膜纸，在高温条件下压贴在板材表面上，对人造板起装饰

和保护作用的一种特殊纸张[1,2]。随着近年来人们环境保

护意识的增强和“以纸代木、以塑代木”趋势的发展，人

造板和装饰纸的产量和消费量在逐年增长，据中国林产

工业协会装饰纸与饰面板专业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2017

年我国装饰原纸销售达到97.2万t，同比增长14.49%，其

中印刷用原纸的销量为62.8万t，同比增长9.60%。

目前装饰纸的印刷以凹版印刷为主，该印刷方式具

有上墨量大、套印精度高、质量控制简单等优点，但存在

印前版辊制作周期长、技术复杂、小批量印刷时单位成

本高等缺点，而且对于表面凹凸不平的木纹纸印刷，容

易出现露白点的质量缺陷[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个性化、多样化

和定制化的装饰装修，希望将家人照片、个人设计作品、

企业标志、一些新颖别致及有特殊意义的图文印刷在家

具表面[3]，显然，凹版印刷难以满足这个新的需求。

喷墨印刷是20世纪70年代开发出来的一种非接触

印刷方式，通过电信号控制高速流动的极小液体墨滴

或极细的固体墨粒在记录体表面生成影像，具有承印物

广泛、印刷幅面灵活、墨层厚实、附着力强、色域宽广、

色彩鲜艳、图文质量高等优点[4,5]。而且，由于喷墨印刷

无需制版，因此生产周期短、印刷成本较低，可以实现

短时交货、缩短运转周期、减少库存，在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的装饰纸市场逐渐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6]。

普通印刷用装饰原纸由优质木浆和钛白粉为主要

原料加工而成，直接进行彩色喷墨印刷时，墨水快速向

纸张内部渗透，造成图案的色密度低、分辨率较差，因

此从色彩上和清晰度上都达不到装饰纸的印刷质量要

求。本课题以颜料和胶黏剂作为主要原料配制涂料，施

涂在装饰原纸表面形成吸墨层，通过研究颜料种类和

配比、胶黏剂种类和配比、固色剂用量、以及涂布方式

尤其是帘式涂布对涂布装饰纸透气度、渗透性及喷墨打

印后色块的反射密度和图案耐水性的影响，提出了较佳

的喷墨打印装饰纸涂层工艺方案，为装饰纸厂家的新产

品开发和升级提供了参考。

1  实验

1.1 原材料

装饰原纸，定量为80.9g/m2，山东鲁南纸业提

供；二氧化硅，平均粒径为8μm（激光法），吸油值为

200～300g/100g，北京赛德公司生产；轻质碳酸钙，山

东兖州东升化学品公司，固含量为65.8%；固色剂I J-

450，日华化学公司生产，固含量60%；聚乙烯醇，聚合

度1700，水解度99%，日本可乐丽公司生产；聚醋酸乙烯

酯，固含量62.6%，瓦克贸易公司提供；消泡剂、非离子

型表面活性剂，取自河北意达印花公司；三乙醇胺，化

学纯，北京化工厂生产。 

1.2 仪器及设备

高速分散机，CFJ-0.4型，上海涂料工业机械厂；

缠丝刮棒，日本KRK公司；帘式涂布机，CRC-100，自

制；电热鼓风干燥箱，DHG-9145A型，上海一恒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电动搅拌机，HW60，上海恒川仪器设

备公司；恒温水浴锅，HH1型，江苏金坛美特仪器厂；

喷墨打印机，R330型，E P S ON有限公司；色密度计，

X-r i t e，北京天保利特科技有限公司；葛尔莱透气度

仪，4110N-4320型，美国Gurley公司。

1.3 实验方法

涂料的制备：将称量好的二氧化硅粉末和水放入

高速分散机中，高速分散20m i n，得到固含量为20%

左右的二氧化硅分散液；在加热和搅拌条件下，将聚

乙烯醇缓慢加入到水中，保温温度为90～95℃、时间

30m i n，得到固含量为10%的聚乙烯醇溶液；根据涂

料配方，将所需量的二氧化硅分散液、轻质碳酸钙浆

液、固色剂、胶黏剂及其他助剂混合在一起，中速搅拌

20min，得到涂料。

装饰原纸的涂布：使用刮棒涂布时，将装饰原

纸裁成250×350m m的面积，将刮棒横向平放在纸

的前端，在刮棒后端施加适量涂料，手工将纸从刮

棒下方匀速拉出，放入温度为105℃的鼓风干燥箱

中进行干燥；使用帘式涂布时，将原纸裁成A3纸大

小（420m m×297m m），用胶带将装饰原纸正面朝

上、平整地贴在涂布机施涂板上，根据需要的涂布

量设定合适的螺杆泵转速和涂布机车速进行涂布，

揭开胶带，将涂布后的纸张放入105℃干燥箱中进行

干燥。

1.4 检测方法

透气度的测定：按照GB/T 458-2008《纸和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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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颜料的选择

以二氧化硅、轻质碳酸钙和煅烧高岭土为颜料，调

整三者的用量比例，与胶黏剂、固色剂等混合制备成涂

料，涂料的固含量为20±0.5%，配方如表1所示。

采用刮棒施涂的方式将上述涂料施涂在装饰原纸

上，干燥后的涂布量为(8±1)g/m2，检测涂布装饰纸的

透气度和渗透性，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以轻质碳酸钙、煅烧土替代部分

二氧化硅后，涂布装饰纸的透气度升高，轻质碳酸钙替

代量为10%时，透气度比全二氧化硅颜料涂布纸样的上

升1.7s（约2.7%）；轻质碳酸钙替代量为20%时，对透

气度的影响较大，透气度上升16.5s（约26.2%）。煅烧

土对涂布装饰纸透气度的影响较大，替代量为10%时，

透气度上升12.5s（约19.8%）。以轻质碳酸钙、煅烧土

替代部分二氧化硅后，涂布装饰纸仍具有良好的渗透性

（均在5s左右）；使用少量轻质碳酸钙可以略加速涂布

装饰纸的渗透性，替代量为20%时，渗透时间减少0.42s

（约9.2%），而煅烧土略影响涂布纸的渗透性。

将上述涂布装饰纸纸样使用EPSON喷墨打印机打

印青、品、黄、黑四个标准色块，检测色块的反射密度，

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二氧化硅被部分取代后，打印的

青色块反射密度基本不变，为0.946左右；品红色块的

反射密度明显降低，从1.925下降到1.677；黄色块的反

射密度略有下降，从0.711降至0.665；四个色块的反射

密度平均值从1.332下降至1.214。以轻质碳酸钙取代

10%二氧化硅后，青色块的反射密度基本保持不变，品

红色、黄色的反射密度分别降低约6.1%、4.4%，黑色块

的反射密度略有提高；以轻质碳酸钙取代20%二氧化硅

后，青色块的反射密度略有升高，品红色、黄色、黑色块

的反射密度均略降低，分别降低约6.1%、2.5%、4.0%。

使用煅烧土替代少量二氧化硅时，各色块的反射密度降

低幅度较大，当煅烧土的用量为10%～20%时，青色块

的反射密度值降低约1.5%～3.2%，品红色块的降低约

7.7%～12.9%，黄色块的降低5.6%～6.6%，黑色块的降

低3.2%～8.5%。由此可知，煅烧土对涂层喷墨打印效果

的影响比沉淀碳酸钙大，图案的反射密度较低、色彩还

透气度的测定 葛尔莱法》的规定进行，以透气阻力表

示，单位为s/100ml。

渗透性的测定：按照GB/T 28995-2012《人造板

饰面专用纸 渗透性》的规定进行检测，用80%三乙醇胺

（化学纯）完全渗透试样所需要的时间表示试样的渗

透性：将试样剪裁成10c m×10c m大小的圆形或方形，

将三乙醇胺溶液调节至25±1℃，将试样放在溶液上（试

样毛面接触液体），用秒表开始计时，并从试样上方垂

直观察试样，当试样完全浸透（试样表面渗出树脂光泽

即表示完全渗透）后停止计时，读取测试时间。

反射密度的测定：参考GB/T 21301-2007《喷墨

打印纸》的相关检测方法，将纸样裁成A4纸大小，用

EPSON彩色喷墨打印机在涂布面打印GB/T 18271-

2002印刷技术 印前数据交换CMYK标准彩色图像

数据》中定义的S7图像，用反射密度计分别检测青

（100%C）、品（100%M）、黄（100%Y）、黑（100%K）

四个色块的密度。

防水性的测定：参考GB/T 21301-2007《喷墨打

印纸 防水性》的测定方法，使用EPSON彩色喷墨打印

机在涂布装饰纸上打印GB/T 18271-2002《印刷技

术 印前数据交换CMYK标准彩色图像数据》中定义

的N1图像和S7图像，将纸样放在清水中浸泡2m i n，水

温为20～25℃，取出后自然晾干，用反射密度计检测青

（100%C）、品（100%M）、黄（100%Y）、黑（100%K）

四个色块的密度。

表1  不同颜料的涂料配方

二氧化硅/pph

轻质碳酸钙/pph

煅烧土/pph

聚乙烯醇/pph

聚醋酸乙烯酯/pph

固色剂/pph

消泡剂/pph

方案2

90

10

-

20

10

10

0.5

方案1

100

0

-

20

10

10

0.5

方案3

80

20

-

20

10

10

0.5

方案4

90

-

10

20

10

10

0.5

方案5

80

-

20

20

10

10

0.5

表2  不同颜料配比的涂布纸的主要性能

葛尔莱透气度/(s/100ml)

渗透性/s

方案2

64.7

4.38

方案1

63.0

4.57

方案3

79.5

4.15

方案4

75.5

5.18

方案5

74.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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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颜料配比的涂布装饰纸的喷墨打印色块的反射

密度值

图2  不同颜料配比的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色块浸水后的

反射密度值

原性不太好。

将上述喷墨打印的图案在清水中浸泡2min，自然晾

干后，再次检测四个色块的反射密度，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五种方案涂布纸喷墨打印色块浸

水后，青色块的反射密度为0.892左右，黄色块的反射密

度为0.616左右，比未浸水前的略有降低；品红色块的反

射密度值为1.686～2.147，黑色块的反射密度值为1.653

～2.026，比未浸水前的略有提高，即浸水后青色、黄色

变浅，而品红、黑色变深。全二氧化硅颜料配方的涂布

纸的各色块的平均值仍最高，其次为含轻质碳酸钙的涂

层，而含有煅烧土的涂层最低。

喷墨打印过程中，墨水在电信号控制下从喷头中高

速喷射到纸上形成图案。要达到高质量的图文打印效

果，涂层应能够均匀快速地吸收墨水，不发生渗色、蹭

脏，不透印；同时，印刷墨点的真圆度高、边缘锐利，图

像分辨率高，色彩还原性好、饱和度高，有较高的颜色

密度和颜色强度，而且图像和文字具有良好的耐水性、

耐光性、耐摩擦性及保存性[4,5]。颜料是涂料中的主要

组成部分，占涂料总质量的70%甚至更多，其主要作用

是填充、覆盖原纸的粗糙表面，以提高纸张的白度、不

透明度，改善油墨吸收性和纸页外观等[7]。喷墨打印装

饰纸的打印效果主要决定于吸墨涂层的性能，颜料的

种类和性能对打印效果起决定性作用。颜料的比表面

积、吸油墨量、液体转移量的大小将影响涂层的油墨吸

收性和打印图像的网点圆度，颜料的吸光系数和散射系

数将影响打印图像的光学密度和色彩的鲜艳性[8]。

本研究中对比了二氧化硅、煅烧高岭土、轻质碳酸

钙三种常见的高油墨吸收性和大比表面积的颜料。二氧

化硅是喷墨打印纸常用的颜料之一，其白度高、比表面积

大、吸收能力强，能够快速吸收墨水中的液体、抑制墨水

向X、Y方向扩散，从而提高图像分辨率[4,5,7]。轻质碳酸钙

有较高的白度和不透明度，能改善涂层的松厚度，并使纸

张具有非常均匀的涂层孔隙及较高的纸面平滑度，同时

涂层的遮盖性能也能明显改善。二氧化硅与碳酸钙混合

使用，可改善光泽度和平滑度，并有助于提高墨点的真圆

度[5]。但由于轻质碳酸钙、煅烧土的吸墨性比二氧化硅小

的多，仅有50～60g/100g[5]，故吸墨层的吸墨性和油墨的

光密度值均有所下降。因此，喷墨打印装饰纸的涂层应采

用二氧化硅为主的颜料体系以保证良好的光密度和吸墨

性。为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添加少量沉淀碳酸钙（10%左

右），不会对涂布成纸的透气度、渗透性以及打印图案的

分辨率、色彩还原性和耐水性等造成明显影响。

2.2 胶黏剂的选择

胶黏剂在涂料中是第二大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

是使颜料粒子及颜料与原纸间牢固地结合、使涂层达到

一定的强度，涂层中胶黏剂的用量及其分布对涂布纸的

光学性质和油墨吸收性影响很大，不同的胶黏剂对颜料

的黏结力和对墨水组分的化学亲和性都是不同的[4,5]。胶

黏剂的种类很多，有聚乙烯醇（PVA）、改性聚乙烯醇、

聚醋酸乙烯酯（VAE）、苯乙烯丁二烯共聚乳液、羧甲基

纤维素、明胶等，喷墨打印涂层中以聚乙烯醇的应用最

广泛。聚乙烯醇自然亲水，当涂层表面承接墨滴后，自

身会迅速吸收墨水中的连接料而发生轻度膨胀，有助于

墨滴的吸附、防止打印图像的毛刺和渗色现象[8]。聚醋

酸乙烯酯具有用量少、黏结力强、亮度高、光泽度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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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生产的涂布纸具有高的亮度和光泽度、良好的油

墨接受性和耐候性。本研究选择了聚乙烯醇、聚醋酸乙

烯酯作为涂层的胶黏剂，与颜料、固色剂等组分配制涂

料，固含量为(20±0.5)%，配方如表3所示。

用刮棒将上述涂料施涂在装饰原纸上，干燥后涂

布量为（15.0±1）g/m2，检测涂布装饰纸的透气度和

渗透性，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当聚乙烯醇和聚醋酸乙烯酯用

量分别为20%和10%、涂布量为15.0g/m2时，涂布纸的

透气度为67s/100m l、渗透性为8.1s；胶黏剂用量增加

时，涂布纸的透气度和渗透性变差，单位体积气体的通

过时间延长、液体渗透的时间增加。当总胶黏剂用量从

30份增加至60份时，葛尔莱透气度增加了65.7%，渗透

性增加了133.3%。这主要是因为胶黏剂过多时，有大量

胶黏剂吸附在颜料粒子上，并填充在颜料粒子之间的孔

隙中，降低了涂层的孔隙率和吸收性能。

将涂布装饰纸使用E P S ON喷墨打印机打印青、

品、黄、黑四个标准色块，检测色块的反射密度值，结果

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胶黏剂用量对青色、品红、黄色

的影响较大，而对黑色的影响相对较小。胶黏剂用量为

30%时，青色的反射密度为0.823，品红为1.704，黄色为

0.589，黑色为1.787；当胶黏剂用量增加至60份时，青

色的反射密度增加至1.014、提高了23.2%，品红的增加

6.3%，黄色的增加21.7%，黑色的降低0.8%。聚乙烯醇

自然亲水并能迅速吸收墨水中的水分，有助于将墨水中

染料保留在涂层表面，从而提高色密度。

将上述喷墨打印的图案在清水中浸泡2min，如图4

所示。可以看出，当图案遇水浸泡时，墨水向水里扩散，

图案变模糊。胶黏剂用量为60份时，扩散现象最严重，

这一方面可能与过多的胶黏剂影响二氧化硅对墨水的

吸收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固色剂的用量较低、对

墨水的固着程度不够。因此，在涂布装饰纸涂层中，聚

乙烯醇和聚醋酸乙烯酯的适宜用量分别为20%和10%。

2.3 固色剂用量的确定

喷墨打印机通常使用水基墨水，且多数使用酸性

染料或直接染料等阴离子染料型墨水；当图像被水浸

湿时染料容易流失、耐水性变差。因此，在喷墨打印材

料的涂层中经常添加阳离子性固化剂，如聚乙烯亚胺、

聚乙烯胺、聚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等，用以提高喷墨

打印的效果。本研究将固色剂I J450用于装饰纸的涂料

中，配方如表5所示。 

将上述涂料分别施涂到装饰原纸上，干燥后涂布量

为8g/m2，检测透气度和渗透性，结果如表6。可以看出，

固色剂用量对透气度影响较大、对渗透性影响相对较

小。固色剂用量为12%时，透气时间最短、渗透性较好。

将涂布装饰纸使用EPSON喷墨打印机打印图案和

表3  不同胶黏剂配比的涂料配方

二氧化硅/pph

聚乙烯醇/pph

聚醋酸乙烯酯/pph

固色剂/pph

消泡剂/pph

方案6

100

20

10

7

0.5

方案7

100

30

15

7

0.5

方案8

100

40

20

7

0.5

表4  不同胶黏剂配比的涂布装饰纸的主要性能

葛尔莱透气度/(s/100ml)

渗透性/s

方案6

67.0

8.1

方案7

67.1

15.0

方案8

111.0

18.9

图3  不同胶黏剂配比的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反射密度

图4  不同胶黏剂配比的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浸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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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品、黄、黑四个标准色块，色块的反射密度值结果如

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三种固色剂用量下，喷墨打印后的

青色块的反射密度基本相等；固色剂用量为10%时，品

红、黑色块反射密度最低；固色剂用量为12%时，黄色块

反射密度最低。四种色块的反射密度平均值在固色剂用

量为8%时最高，而在10%时最低。

将上述喷墨打印的图案在清水中浸泡2min，如图6所

示，发现图案仍保持清晰、没有变花，墨水没有溶到水中，

色彩没有明显变化；测定晾干后的色密度，结果如图7。 

从图7可以看出，上述涂布装饰纸图案浸水后，青

色、黄色的反射密度略下降，而品红、黑色的反射密度

上升。固色剂用量为12%时，各色块的反射密度平均值

最高。在涂料中添加阳离子固色剂，会起到双电子层或

桥联作用，使颜料粒子表面呈阳离子性，具有适当的电

荷中和性能，把阴离子染料分子吸引到比表面积大的二

氧化硅颜料上，并被二氧化硅截留，从而阻止染料分子

的横向移动，提高图案的光学密度、分辨率和喷墨打印

效果[4,5,7]。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喷墨打印装饰纸涂

层中固色剂用量高于7%，喷墨打印图案都具有一定的

耐水性；综合考虑涂布纸的透气性、渗透性、喷墨打印

色彩还原性、图案分辨率、耐水性等，认为固色剂用量

为12%时最佳。

2.4 帘式涂布方式的应用

帘式涂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新型涂布方式，始于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来随着机械设备、控

制系统、配套设施的完备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目前已广

泛应用于无碳复写纸、热敏纸、彩色喷墨打印纸、压敏

不干胶带以及涂布牛卡纸等多种涂布纸的生产。其原理

是涂料流体从一个带有狭窄缝隙的喷嘴（也称为涂布缝

图5  不同固色剂用量的涂布装饰纸的喷墨打印色密度

图6  不同固色剂用量的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图案浸水后

图7  不同固色剂用量的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图案浸水后

的色密度

表5  不同固色剂用量的涂料配方

二氧化硅/pph

聚乙烯醇/pph

聚醋酸乙烯酯/pph

固色剂IJ450/pph

消泡剂/pph

方案9

100

20

10

8

0.5

方案10

100

20

10

10

0.5

方案11

100

20

10

12

0.5

表6  不同固色剂用量的涂布装饰纸的性能

涂布量/(g/m2)

葛尔莱透气度/(s/100ml)

渗透性/s

方案9

8

67.7

4.21

方案10

8

70.3

5.09

方案11

8

63.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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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匀；（2）涂布量预计量、容易精准控制，计量部件

不与纸张表面直接接触，减小了设备的磨损、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不会出现表面刮痕、橘皮纹和涂料

飞溅等现象；（3）涂布速度和涂布量的操控范围更广；

（4）不影响涂层和原纸的紧度，涂层具有比刮刀涂布更

细小更均匀的孔隙分布。对于透气度和渗透性要求高、

加填量高（35%～45%的二氧化钛）的装饰纸来说，非常

适合采用帘式涂布方式来进行施涂，因此本研究对此进

行了尝试。

帘式涂布涂料配方中，二氧化硅用量为100%、聚

乙烯醇20%、聚醋酸乙烯酯10%、固色剂12%。为了保证

涂料从涂布头中流出后稳定成帘，还添加了1.25%的表

面活性剂；涂料的固含量为20.0%。帘式涂布后装饰纸

的主要性能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当涂布量为8.9g/m 2时，透气度为

54.4s/100m l、渗透性为3.52s，非常接近进口喷墨打印

装饰纸的指标；同时，该指标明显优于采用刮棒涂布的

装饰纸，如方案11的涂料配方与该帘式涂布相同（二氧

化硅100%，聚乙烯醇20%，聚醋酸乙烯酯10%，固色剂

12%），涂布量为8g/m2时，测得的透气度63.0s/100ml、

渗透性5.00s。这主要是因为帘式涂布通过上料泵转速

和车速预先控制涂布量，不像刮棒、刮刀等方式经过计

量设备挤压，涂料自由落体以一定速度喷射到原纸表面，

然后通过渗透和蒸发干燥，涂层相对疏松，透气性、渗

透性好。随着涂布量增加，涂布纸的透气度增大、透气性

变差，渗透时间略延长、渗透性略变差，当涂布量增加到

21.1g/m2时，透气度增加至72.9s/100m l、渗透性增加

至4.35s。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以植物纤维和填料为主的

多孔结构原纸来说，由颜料和胶黏剂为主组成的涂层结

构比较紧密，孔隙度和吸收能力较低。

使用EPSON喷墨打印机在帘式涂布装饰纸和进口

装饰纸上分别打印图案和青、品、黄、黑四个标准色块，

可以看出五种纸样都具有很好的打印效果，图像分辨率

高、色彩还原性好；检测色块的反射密度值，结果如图9。

由图9可以看出，四种不同涂布量的装饰纸都具有

较高的色密度，色块平均值都高于进口纸样。涂布量为

8.9g/m2的纸样，青、品、黄、黑四个色块的色密度分别

为0.954、1.857、0.666和1.772，都非常接近进口纸样

（0.970、1.830、0.674、1.728）；涂布量增加时，品红、

隙模头）中以一定初速度流出，产生一幅薄的液体幕帘

膜层，自由下落到高速运行的纸幅表面，并在纸幅表面

上形成涂层；这一过程包含液体幕帘在喷嘴中的形成、

幕帘下落和加速以及在移动纸幅上的冲击三个主要阶

段。实验室帘式涂布机如图8所示。

帘式涂布有许多优点，如：（1）仿形涂布、涂层厚

表7  帘式涂布装饰纸的主要性能

进口喷墨打印装饰纸

自制A

自制B

自制C

自制D

装饰原纸

涂布量/

(g/m2)

-

21.1

17.4

10.2

8.9

-

定量/

(g/m2)

86.7

102.0

98.3

91.1

89.8

80.9

透气度/

(s/100ml)

52.3

72.9

73.6

62.6

54.4

37.1

渗透性 

/s

3.33

4.35

4.15

4.09

3.52

2.60

图9  帘式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后的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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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反射密度高于进口纸样，黄色的反射密度与进口

纸样相等，青色略低于进口纸样。涂布量高时，涂层中

二氧化硅颜料的含量也较多，有利于吸附墨水中的染

料，提高色密度。

将上述喷墨打印的图案在清水中浸泡2m i n，如图

10所示。由图10可以看出，所有纸样的图案都仍保持清

晰，分辨率高、色块边界清楚，没有墨水扩散到水中，即

图10  帘式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图案浸水后

图11  涂布装饰纸喷墨打印图案浸水后的反射密度

都具有良好的耐水性。纸样晾干后青、品红、黄、黑四个

色块的反射密度结果如图11所示。

由图11看出，各纸样浸水干燥后仍具有较高的色密

度，四个色块反射密度平均值分别为1.369（涂布量8.9g/

m2）、1.436（涂布量10.2g/m2）、1.465（涂布量17.4g/

m2）、1.456（涂布量21.1g/m2）、1.333（进口纸样），均

略高于浸水前的相应纸样（1.312、1.333、1.361、1.372、

1.301）。浸水后帘式涂布纸样和进口纸样的青、黄色块

的反射密度均下降，而品红、黑色块的反射密度增加；涂

布量增加对品红、黑色的反射密度影响比较明显，而对青

色、黄色相对影响不大。由此可见，当涂布量为8.9g/m2

时，自制帘涂纸样可以接近进口纸样的指标。

3  结论

喷墨打印装饰纸涂料配方中，颜料应以二氧化硅

为主，可以添加不超过10%的轻质碳酸钙以降低生产

成本；胶黏剂为聚乙烯醇和聚醋酸乙烯酯，用量分别

为20%和10%；固色剂I J450的用量为12%；最佳的涂布

方式为非接触式帘式涂布方式。当涂布量为8.9g/m2

时，成纸的葛尔莱透气度为54.4s/100m l、渗透性为

3.52s；E P SON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的图案清晰，青、

品、黄、黑四个标准色块的反射密度值分别为0.954、

1.857、0.666和1.772，接近于进口纸样（0.970、1.830、

0.674、1.728），印刷图案具有良好的耐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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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防油纸是食品包装领域常用的一种包装材料。随着

人们健康和环保意识的增强，对无硅与无氟型防油纸的需求

日益增加。采用阳离子淀粉（CS）、羧甲基纤维素（CMC）和环

保防油剂复配，采用一次性涂布，开发了一种环保型防油纸。

实验结果表明：CS/CMC复配液与环保防油剂按照质量比1∶1

混合后，涂布量为2.5g/m2的条件下，所制备的食品防油纸接

触角达到99.6°，KIT防油等级达到8级。

关键词：防油纸；阳离子淀粉；羧甲基纤维素；防油剂

Abstract: Oil-proof paper is a widely used packaging material in 
the field of food packaging. As people’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mprove, the demand for fluorine-free oil-proof paper 
is increasing. A Silicon-free and f luorine-free oil-proof paper 
was prepared by using cationic starch ,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fluorine-free oil-proof ag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S/CMC 
are mixed with silicon-free and fluorine-free oil-repellent agent 
according to mass ratio 1:1, the coating weight is 2.5g/m2, 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prepared paper reaches 99.6° and the oil-
resistant level reaches level 8.
Key words: oil-proof paper; cationic starch;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oil-proof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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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

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传统的食品防油包装一般采用聚

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等塑料包装膜，这些塑料膜

属于高分子材料，在自然条件下较难降解，处理不当易

造成白色污染[1]。防油纸是一种抗油脂渗透的纸张，常

用作食品类防油包装材料，由于纸张的可降解性，在食

品包装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2]。

而传统的纸张由密集的纤维相互交织而成，具有

较高的孔隙率，因此未经加工处理的纸张一般不具有

防油能力。防油纸的加工处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通过淋膜的方式在纸张表面涂布一层聚乙烯、聚氯乙烯

类高分子薄膜，但涂布的塑料薄膜仍属于高分子材料，

较难降解[3]；另一种加工处理方式是在纸张表面涂布防

油剂，经过这种方法制备的防油纸，表面张力低，具有

一定的防油性能，又保持了原来的可降解性，满足食品

防油包装的要求[4]。但是目前我国防油剂主要以硅氟类

为主，研究表明硅氟类防油剂内微量的PFOA会转移到

食品内部，对人体有致癌风险[15]，欧洲和美国等部分国

家已经开始禁止使用，未来我国也将会减少硅氟类防油

剂的使用，无硅无氟型食品防油纸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无硅无氟的环保防油剂的价格远高于造纸

工业中的其它助剂，单独使用成本较高，如何降低成

本，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阳离子淀粉（CS）和羧甲基纤

维素（CMC）作为造纸行业中常用的施胶剂，成本低，

具有优良的成膜性和兼容性，涂布到纸张表面能赋予

纸张一定的防油性能[6]。本论文拟采用CS、CMC与环

保防油剂复配，开发一种性价比较高、环保型的防油

纸，并研究其防油性能。

1  实验

1.1 原料及仪器

原料：加拿大进口原纸（未漂白），见表1；阳离子淀

粉；羧甲基纤维素；日本旭硝子环保防油剂（无硅氟），

黏度25mPa.s；蓖麻油，正庚烷，甲苯，均为分析纯。

表1  加拿大原纸部分物理性能

定量

/(g/m2)

50

透气度

/SU

75

厚度

/μm

93

粗糙度

/SU

190

吸水度/

(g/m2)

30

抗张强度

/(kN/m)

3.4

撕裂强度

 /mN

400

仪器：DF-101S恒温水浴锅，RW20顶置搅拌器，

S-CU5300辊式自动涂布机，DCAT21动态接触角测量

仪，S3700N扫描电镜，DV-I转子粘度计。

1.2 实验方法

1.2.1 复配防油剂的制备

淀粉糊化：称取50g阳离子淀粉放入1000m l的烧

杯中，倒入450g的水，将烧杯放置在恒温水浴锅中保

温，温度为95℃，时间60m i n，期间用顶置搅拌器不断

搅拌，最后得到质量分数10%的淀粉糊化液。

羧甲基纤维素溶解：称取50gCMC缓慢加入到盛

有450g水的烧杯中，并用顶置搅拌器不断搅拌，室温

条件下搅拌成为澄清透明的溶液，无块状絮聚物，得到

10%的CMC溶液。

CS/CMC复配液的制备：将淀粉糊化液与羧甲基

纤维素溶液按质量比1∶1混合，50℃恒温水浴锅中保

温，顶置搅拌器搅拌30min，得到CS/CMC复配液。

复配防油剂的制备：将适量的环保防油剂倒入反

应器中，按一定质量比加入CS/CMC复配液，顶置搅拌

器搅拌30min，得到复配防油剂。

1.2.2 涂布工艺

将配制好的复配防油剂倒入辊式涂布机的胶槽

中，原纸接入涂布机，调节涂布机压力辊与背料辊间的

压力控制涂布量，涂布后70℃热风干燥。经过上述工艺

后得到食品防油纸，恒温恒湿条件下平衡水分24h，测

试其防油性能。

1.3 防油性能检测

1.3.1 防油等级测试

纸张根据防油能力的差异可划分为不同的防

油等级，防油等级测试采用O i l K i t Te s t-TA PP I 

T559c m-12的国际通用标准检测方法[10]。防油测试液

按照蓖麻油、甲苯、正庚烷三种试剂的不同体积比配制

而成，具有不同的表面张力，防油等级最高为12级，最

低为1级。根据食品行业包装的要求，纸张防油等级6～

9级能满足大多数防油包装的要求[16]。

1.3.2 接触角测试

防油剂作为一种表面活性剂，涂布到纸张表面时

降低了纸张表面张力，赋予纸张一定的防水防油能力，

纸张的防水性能可由接触角反映，接触角越大，纸张的

防水性能越高[11]。利用动态接触角测量仪测量不同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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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纸张接触角，测试液为蒸馏水。为防止纸张涂布

不均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每个样品取5个不同位置，测

量其接触角，计算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复配防油剂配比对防油性能的影响

环保防油剂一般只能降低纸张表面张力于水之

下，却不能低于油，因此防油效果较硅氟类防油剂差，

若想获得与硅氟类防油剂相同的防油效果，需提高防

油剂的涂布量，增加纸张表面防油薄膜的厚度[4]。但是

单独提高环保防油剂的涂布量势必会增加生产成本，配

合成本较低的CS/CMC复配液使用，能有效降低成本，

同时减少对防油性能的影响。将环保防油剂按照不同质

量比与CS/CMC复配液混合，对纸张进行表面施胶处

理，涂布量2.0g/m2，结果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CS/CMC复配液配比的增

加，复配防油剂的黏度呈现线性增长，而防油等级随之

下降。可见，影响纸张表面防油性能的主要在于环保防

油剂的含量，CS/CMC复配液对防油能力的提升较环

保防油剂弱。在CS/CMC复配液与环保防油剂质量比

1∶1时，纸张的防油等级达到了7级，满足了市面上大多

数食品包装的防油要求。CS/CMC复配液配比的增加，

虽然有助于降低成本，但是纸张的防油能力减弱，且黏

度过高不利于涂布工艺。因此，CS/CMC复配液和环保

防油剂的配比最终优化为1∶1。

2.2 复配防油剂涂布量对防油性能的影响

在确定CS/CMC复配液与环保防油剂的最佳配比

后，探讨复配防油剂涂布量对防油性能的影响。复配防

油剂的涂布量分别为0.5g/m2、1.0g/m2、1.5g/m2、

2g/m2、2.5g/m2、3g/m2、3.5g/m2、4.0g/m2，结果

见图2。

由图2可知，随着复配防油剂涂布量的增加，纸张

防油等级逐渐增大。由于纸张由纤维交织而成，组织结

构疏松，具有多孔性，表面涂布的防油剂能够填堵纸张

表面的孔洞，阻止油滴或水滴渗透到纸张内部，提高纸

张的防油性能[13]。同时，复配后的防油剂防油能力整体

低于复配前的防油剂，主要是由于复配防油剂中加入了

CS/CMC复配液，虽然CS/CMC中的羟基、羧基、叔氨

基等基团有一定的亲水疏油性，但整体效果没有环保防

油剂好，对纸张表面张力的降低效果有限。当复配防油

剂涂布量为2.5g/m2时，制备的食品防油纸防油等级为

8级，满足食品包装的要求。

2.3 防油剂复配前后对防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纸张在涂布过程中受到设备、温度、湿度等外部环

表2  防油剂复配前后防油等级的测试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防油等级

标准差

防油等级

环保防油剂纸

10

11

9

8

10

10

7

11

9

11

9.6

1.28

8

8

7

8

9

8

8

7

8

8

7.9

0.54

复配防油剂纸

图1  CS/CMC复配液与环保防油剂配比对防油性能的影响

图2  复配防油剂涂布量对防油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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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著。

2.5 表面形貌分析

图4（a）为油滴在防油纸原纸上的渗透情况，可以

看出油滴已向纸张内部渗透扩散；从SEM图5（a）可以

看出，未经涂布防油剂的原纸表面粗糙，存在完整的纤

维形态，表面羟基与外界接触，有利于液体的吸收渗

透，并且纤维之间存在较多明显的孔隙，促进了液体向

纸张内部的渗透。图4（b）为油滴在涂布防油剂后的纸

张上的渗透情况，可以看出油滴被阻隔在纸张表面，并

未向纸张内部扩散渗透；防油纸表面涂层的均一性也

是影响纸张整体防油效果的重要因素，涂布不均就会出

现上述防油等级差异的现象。图5（b）为涂布复配防油

境的影响以及涂料、纸张等内部条件的影响，其涂布后

的纸张防油等级稳定性有所差异。为探讨防油剂复配前

后对防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本次实验中每个纸样测

试10个不同位置的防油等级，实验中两种防油纸的涂布

量均为2.5g/m2，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涂布量为2.5g/m2时，环保防

油剂纸的平均防油等级在10级左右，复配防油剂纸的

防油等级在8级左右，两种防油剂涂布后的纸张均出现

了局部防油等级差异的现象，由于纸张是由不同长径

比的纤维互相交织而成，其表面各处的孔径大小、粗糙

度、光滑度等性能有所差异，在涂布时防油剂在纸张表

面的成膜性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设备的压力波动、外界

的温度、湿度等因素都会影响涂布工艺，因此在生产过

程中防油等级差异现象在所难免。不同防油剂的成膜

稳定性不同，选择合适的防油剂能提升纸张表面的防

油稳定性，弥补其它因素对防油稳定性造成的影响。从

表2可以直观地看出，未经复配的环保防油剂纸的局部

防油等级差值最高达到了4级，而复配后的纸样局部防

油等级差值最高为2级，通过标准差分析两种纸样防油

等级的离散程度，计算后得知环保防油剂纸的标准差

为1.28，而复配防油剂纸的标准差仅为0.54，由此可见

复配后的防油剂虽然防油等级有所下降，但是防油性

能稳定性更好，更适合实际生产的要求。

2.4 复配防油剂对防水性能的影响

纸张的防水性能可由接触角来表示，一般疏水的

纸张表面接触角高于90°，亲水的纸张表面接触角低于

90°。原纸、环保防油剂纸（涂布量2.5g/m2）、复配防

油剂纸（涂布量2.5g/m2）的接触角及其变化趋势如表

3和图3所示。

从表3和图3中可以看出，原纸、复配防油剂纸、环

保防油剂纸的接触角分别为62.3°、99.6°、113.4°，且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降低。原纸的接触角在20s后下

降了13.2°，复配防油剂纸下降了11.7°，环保防油剂纸

下降了10.3°，原纸的接触角下降最快，复配防油剂纸

次之，环保防油剂纸下降最慢，这主要是由于原纸表面

未经防油处理，孔洞较多，防渗透能力差；此外，复配防

油剂纸表面涂层含有一定量的CS/CMC组分，该组分中

含有一定量的羟基、羧基、叔氨基等亲水基团，导致复

配防油剂纸的防水性能较环保防油剂纸差，且下降趋势

表3 涂布前后纸张接触角的测试结果

纸样

原纸

环保防油剂纸

复配防油剂纸

初始接触角

/°

62.3

113.4

99.6

20s后接触角

/°

49.1

103.1

87.9

接触角变化值

/°

13.2

10.3

11.7

图3  不同纸样的接触角变化趋势

图4  油滴在纸样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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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纸张表面的SEM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涂布防油

剂后的纸张表面更加匀整，复配防油剂不仅填补了纸张

表面的孔洞，还在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均匀的薄膜，再

结合图1以及表2，说明环保防油剂与CS/CMC体系复

配后，黏度提高，涂布过程中涂料不易产生局部流动，

在纸张表面形成的薄膜更为匀整。同时，CS/CMC体系

中的CS呈正电性，能与表面带负电的纤维紧密结合，涂

层与纸张的结合性更好，不易发生涂层剥落的情况，进

一步提高了纸张的防油稳定性。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环保防油剂与CS/CMC复配液混合

后配制成新型复配防油剂，将该种复配防油剂对纸张

进行表面施胶处理后，赋予纸张防油性能及一定的防水

能力。研究发现当CS/CMC与环保防油剂按质量比1∶1

配比后，该复配防油剂的防油性能较为稳定，且黏度适

中；当复配防油剂涂布量为2.5g/m2时，纸张防油等级

达到8级，纸张表面初始接触角达到99.6°。利用SEM

分析了制备的食品防油纸的表面形貌，发现其表面覆盖

了一层CS/CMC与环保防油剂复合而成的涂层，覆盖了

纤维表面的亲水基团和纤维之间的孔隙，且薄膜较未

复配的防油剂薄膜更为致密均匀，防油稳定性更高。本

实验中研制的食品防油纸在满足无硅无氟以及低成本

的条件下，达到了所需的防油性能，为开发新型绿色环

保食品包装材料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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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黏土、膨润土为主要原料，采用高温焙烧法制备出

新型水处理陶粒填料，对填料的配方和制备工艺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填料最佳性能条件为：铁炭质量比为4∶1，原料

质量比黏土∶膨润土为1∶1，黏土、膨润土和助剂量占总填料

80%，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硫酸铵分别占总填料1%。焙烧温度

500℃，焙烧时间30m i n，在此工艺下填料的压溃强度为52N，

孔隙率为28.9%。采用铁-炭微电解法处理造纸二沉池出水，

反应70min，其CODCr去除率达71%。

关键词：微电解；压溃强度；孔隙率；陶粒填料

Abstract: Using clay and bentonite as main raw materials, a 
new type of water-treated ceramsite filler was prepared by high-
temperature roasting method. The formulation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of the f iller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performance condition of the filler is that the mass 
ratio of the raw material is 1:1 than that of clay: bentonite, and 
the amount of clay, bentonite and auxiliary agent accounts for 
80% of the total filler,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Sodium and 
ammonium sulfate account for 1% of the total filler, respectively. 
The calcination temperature was 500 ℃ and the calcination 
time was 30 min. Under this process, the crushing strength 
of the filler was 52N and the porosity was 28.9%. The iron-
carbon microelectro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treat the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water of the paper, and the reaction rate was 71%, 
and the CODCr removal rate reached 71%.
Key words: microelectrolysis; crushing strength; porosity; 
ceramsite f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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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随着造纸业的不断

发展，对废水的治理得到了极大的重视［1］。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每生产1t纸，就会产生5～20m3的废水，造纸行

业废水的排放量大［2］。对造纸废水进行有效处理，可节

约大量的水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目前造纸废水

处理的方法为一级物化处理，二级生化处理，对于不达

标的废水进行三级深度处理［3］。近年来，铁炭微电解工

艺受到广泛的关注，微电解法［5～6］，也称铁炭法或零价

铁法，是一种重要的预处理方法［7］。微电解技术是处理

成本低，效率高的一种水处理技术［8］。随着运行时间的

增长，填料出现了铁屑板结、填料更换困难、铁的钝化

等问题［9］。笔者以廉价易得的黏土和膨润土［10～11］，加

入废弃的铁屑、活性炭和造孔剂，通过造粒，焙烧制备

出了陶粒填料，探讨了原料的不同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

响，并将性能最佳的填料用于处理造纸二沉池出水。针

对实际生产中，填料板结、钝化等问题，采用高温焙烧

法制备微电解陶粒填料，并对填料配方和制备工艺进行

研究和优化，从而确定最佳填料制备工艺。为后续微电

解填料的制备做出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

黏土取自山西省，将黏土自然晾干，于105℃下在

烘箱中干燥24h，之后研磨成粉并用100目筛子筛分，筛

分后的黏土置于干燥器中保存；铁粉为商品铁粉，购自

天津科密欧公司，纯度98.5%，粒径小于200目；粉末活

性炭购自天津广成公司，粒径小于200目，将铁粉与粉

末活性炭保存于干燥器中备用；实验用水取自陕西省

咸阳市某造纸厂制浆造纸二沉池废水，CODCr为180～

240mg/l。

1.2 实验仪器

中药制丸机：瑞安市百信制药机械有限公司；电

炉：宜兴市万石电炉厂有限公司；PHS-3C型pH计：上

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5B-6C型COD快速测

定仪：连华科技有限公司；鼓风干燥器：吴江南亚烘箱

电热设备有限公司。

1.3 填料制备

采用高温焙烧的方法来制备微电解陶粒填料。以

黏土、膨润土、还原性铁粉、活性炭粉和一定含量的添

加助剂为原料，按一定的比例将其混匀，同时加入一定

量增强剂（羧甲基纤维素钠），混匀，加入适量的水搅

拌均匀后，人工造粒，将其放入中药制丸机中转十分钟

后，再将其放入105℃烘箱中干燥2h，将填料放在坩埚

中,在其表面铺大约占坩埚三分之二的细沙以隔绝氧

气，放入电热炉中在500℃下焙烧30min，自然冷却后即

制得微电解陶粒填料。

1.4 实验方法

取100m l废水,调节其pH为4，并取其3g不同工艺

条件下的陶粒填料对废水进行30min处理，取处理过的

废水50ml静止10min，取其上清液2.5ml测定其COD。

取另外的50m l废水加入氢氧化钠液体调节其pH为7

并加入0.25g PAM絮凝剂后静止10m i n，取其上清液

2.5m l，测定其COD。从而得出COD去除率。将其处理

过的陶粒填料放入烘箱中恒重，测出其陶粒填料的消

耗率。

取处理废水效果最佳的一组（即CO D去除率最

好），进行以时间为变量的连续性实验。分别取3g最佳

工艺条件下的陶粒填料，进行30min、50min、70min、

110m i n水处理实验，然后取处理后的废水测定其

COD，从而得出其COD去除率。

1.5 分析方法

1.5.1 压溃强度的测定

用数显推拉力机对陶粒进行压溃强度测量，测几

组求出平均值，单位N。

1.5.2 气孔率的测定

将制备好的陶粒放入烧杯中加入水浸泡24h后倒

掉水，用滤纸轻微擦干陶粒表面水，放在电子天平上称

重，记录湿重m1，记录后将陶粒放入电热恒温热风干燥

箱烘4h,4h后取出放入干燥器至恒温，然后称重，继续

放入电热恒温热风干燥箱烘干30m i n，再次称重直至

恒重为m2。

气孔率=（m1－m2）/m1×100%             (1)

2  结果与讨论

2.1 黏土与膨润土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响

黏土与膨润土作为填料的骨架结构，其比例对填

料的性能有极大的影响，黏土的加入量过多，将形成封

闭的孔洞，不利于有机物的附着；黏土的加入量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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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的结构可能发生坍塌。控制铁炭质量比为4∶1，烧

制时间30m i n,烧制温度500℃条件下，改变黏土与膨润

土的比例，考察其对填料压溃强度和孔隙率的影响。从

图1可以得出，黏土和膨润土的比例3∶2时，陶粒填料的

气孔率最高,达到26.3%。在黏土与膨润土为1∶1时，压

溃强度最大，达到50.4N。为获得高强度的陶粒填料，

因此，选择黏土与膨润土比例为1∶1进行后续实验。

2 . 2 羧甲基纤维素钠用量占总陶粒比例对填料性能的

影响

羧甲基纤维素钠作为填料中的增强剂，合适的加

入量，显著地影响填料的压溃强度性能。因此，需通过

单因素变量，改变羧甲基纤维素钠的加入含量（质量分

数），从而确定其对填料性能的影响。由图2可知，当其

比例为4%时，填料的气孔率达到最大，其值为25.7%；

而其比例为1%时，填料的压溃强度最大，其值为52N。

为获取较高强度的填料，选取羧甲基纤维素钠占总陶粒

比例为1%，进行后续实验。

2.3 硫酸铵占总陶粒的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响

硫酸铵在填料中作为造孔剂，添加造孔剂可以调

节孔隙率的大小和气孔的形状，其工艺简单。所以，

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加入硫酸铵的量从而确定其

对填料性能的影响。由图3可知，硫酸铵占总陶粒的比

例为1%时，微电解陶粒的气孔率达到最大，最大值为

24.2%；而且在此比例下，填料的压溃强度最大，其值为

52N。因此，选择比例为1%的硫酸铵作为最佳工艺。

2 . 4 黏土、膨润土和助剂量占总陶粒比例对填料性能

的影响

助剂的用量要适当，助剂的加入对填料性能有显

著的影响。因此，通过实验获得最佳助剂的量。控制铁

炭质量比为4∶1，烧制时间30m i n,烧制温度500℃条件

下，改变黏土、膨润土和助剂的量占总陶粒的比例，考

察其对填料压溃强度和孔隙率的影响。由图4可知，在

比例为90%时，气孔率达到最大，最大值为28.9%。在

比例为60%时，气孔率最小，最小值为19.7%。而黏土、

膨润土和助剂量占总陶粒比例为80%时，其压溃强度最

大，达到52N。要将填料应用于废水处理，就需要获得

高强度的填料，因此选择黏土、膨润土和助剂量占总陶

粒比例为80%进行后续实验。

2.5 影响孔隙率的工艺因素

图1  黏土与膨润土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响

将4个不同工艺中的最佳孔隙率收集并统计，从而

确定影响孔隙率的主要因素，由图5可知，第二组工艺

条件下，气孔率达到最大，最大值为28.9%。即黏土、膨

润土和助剂量占总陶粒比是孔隙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2.6 填料的微观结构分析

通过图6与图7对比，焙烧前后填料表面没有明显

的变化。填料表面粗糙，有很大的比表面积，焙烧后填

料表面出现微小的、不规则的裂隙，有利于增大有机物

图2  羧甲基纤维素钠用量占总陶粒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响

 

图3  硫酸铵占总陶粒的比例对填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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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铁炭质量比为4∶1，原料质量比黏土∶膨润土为

1∶1，黏土、膨润土和助剂量占总填料质量分数为80%，

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硫酸铵分别占总填料质量分数为

1%，焙烧温度500℃，焙烧时间30min。

3 . 2 填料的表征结果显示，填料表面粗糙多孔，内部

具有发达的孔隙。可为有机物提供稳定的栖息和繁殖

环境，填料可用于废水处理［11］。将此填料处理造纸废

水，其COD去除率达71%。该填料制备工艺简单，原料

廉价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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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在高速纸机上开发一种彩色喷墨印刷纸，通

过纸张表面处理提高彩色喷墨纸印刷效果的几个重要过程，

主要包含有市场调查、实验室开发、纸机验证等。

关键词：彩色喷墨印刷；a-淀粉酶；二氧化硅；瓷土；GCC；高

分子物质

Abstract: This essay introduces how to develop a kind of color 
ink-jet printing paper on high-speed paper machine, and how 
to improve the printing effect by surface treatment of paper. It 
mainly includes market investigation, laboratory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in paper machine. Based on the native surface starch 
sizing technology, we choose chemical recipe to improve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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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公布了《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

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将“数字化喷印设备”列

入其中，数字化喷印设备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高新

技术产品。《印刷机械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出

“十二五”期间，印刷装备制造行业要加大数字印刷

机，尤其是喷墨数字印刷机的研发力度[1]。

喷墨数字印刷作为新兴印刷技术，受到市场广泛

关注，彩色喷墨印刷机配上自动折页机可以做到从原纸

到书籍一次成型，接单灵活，起订量低，客户可以根据

市场情况随时加印，降低库存成本，相较于传统印刷具

有巨大优势，可变印刷作为新兴的印刷技术前景广阔，

但对纸张的要求较高，尤其在色彩展现性能上要求较为

突出。纸张要求吸墨速度快、墨滴不扩散、墨滴形状接

近圆形，由于墨水快速地吸收入纸内，墨水密度高、保

存性好，具有一定的耐水性和耐光性[4]。本文探讨如何

开发一种在高速文化纸机上通过膜转移技术批量生产

的彩色喷墨纸产品。

1  纸机介绍 

纸机抄宽为8650mm，网部带有夹网脱水装置,压

榨部为双靴压装置，采用膜转移表面施胶技术，通常

施胶量为每面1～1.5g/m2，硬压光装置。设计车速为

1800m/m i n，抄纸车速1700m/m i n，纸浆配比包括漂

白针叶木浆（30%～50%）、漂白阔叶木浆(50%～60%)，

产品定位为60～150g/m2的高档文化用纸。本次开发主

要是想利用表面施胶技术，在配方上进行一定的优化，

开发一种适合于彩色喷墨印刷的纸张。

2  实验室实验

2.1 原料准备

原淀粉、a-淀粉酶、盐、高分子物质、二氧化硅，

瓷土，GCC，未施胶的原纸。

2.2 实验方法

称取原淀粉粉末，放置到120℃的烘箱内烘干至恒

重，计算水分。然后取原淀粉粉末，使用去离子水，按照

10%的浓度备料，在90℃下糊化0.5h，用a-淀粉酶进行

黏度控制，将黏度控制在10～20mPa.s，使用高温120～

130℃将酶灭活，保温50℃备用。

将GCC按65%浓度进行高速分散，备用。

将瓷土按65%浓度进行高速分散，备用。

将二氧化硅按10%浓度进行高速分散，备用。

施胶方法：光棒刮涂。

干燥方法：加热夹板，温度设置80℃。

打印机效果：选择施胶量1～1.5g/m2的纸张，采

用EPSON进行四色打印，用分光光度仪检测色块的色

密度，然后将色块用去离子水湿润1min，用干净的吸水

纸吸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用分光光度仪检测色块的色

密度。

2.3 过程与结果分析

2.3.1 使用高分子物质改善抗水性

经过多次实验和分析，发现一些高分子基团可以

帮助墨水附着在纸张上，根据不同的化学品高分子基

团的大小程度，墨水锁定效果会不一样，过高的高分子

基团会使墨水在纸上产生色斑块，影响美观，过小的又

会起不到效果，经过多次实验，我们选择了一种高分子

物质，该物质可以大大提高墨水的稳定性，按一定比例

加入到配方中，可以吸附墨水使之尽量多停留于纸表

层，减少墨水的扩散，提高墨水密度，同时提高喷墨打

印后图片耐水性，遇水不扩散的问题[2]。

通过配方梳理，设定了6个配方方案，高分子物质

与原淀粉按照一定比例搭配，施胶量按1～1.5g/m2涂在

纸张的表面，然后进行喷墨打印，对比墨水密度和耐水

性，实验结果如图1和表1。

从图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纸张表面使用“原淀粉

+盐”配方，纸张KCMY四色打印墨水密度有4%提高，

图1  不同高分子物质用量KCMY墨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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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纸张湿润后褪色明显，褪色提高了39%；纸张表面使

用“原淀粉+盐+高分子物质”的配方，墨水密度随着高

分子物质的比例提高，墨水耐水性提高，使用量达到2%

时褪色率在1%左右。

2.3.2 通过添加不同的填充物改善墨水密度

根据纸张不同填充物的性能进行筛选，本次实验

选用GCC95、煅烧瓷土、超细二氧化硅。通常在生产涂

布纸时，一般会选择GCC、瓷土，GCC价格便宜、粒径

小、白度高，涂在纸的表面很平整；煅烧瓷土，粒径小、

结晶状态，具有较好的光泽度和墨水吸收性[3]；比较高

档的纸会选择超细二氧化硅或者纳米二氧化硅，本次

实验选用的是超细二氧化硅，粒径小、比表面积大、吸

附能力超强、独特的透明特性[4]。

根据这三种填充物的特性，与原淀粉按照一定比

例搭配，施胶量按1～1.5g/m2涂在纸张的表面，然后

进行喷墨打印，对比墨水密度和稳定性，实验结果如图

2。

从图2可以看出，添加填充物可以提高湿润前的墨

水密度，但打印后纸张湿润褪色非常明显；从表2可以

看出，在纸张表面采用“原淀粉+盐+二氧化硅”配方，

纸张墨水密度平均可以提高11%，效果最好；其次是添

加瓷土和GCC的配方，分别提高了8%和5%。

2.3.3 同时添加高分子物质和填充物

通过图1可以发现通过添加高分子物质2%时色块

湿润基本没有褪色现象，墨水稳定性良好；通过图2可

以发现，添加填充物，可以明显提高表面墨水密度，将

二者结合搭配使用是否可以同时解决这2个问题呢？于

是设计了一个让这2个化学品进行搭配涂在纸张表面的

实验，实验结果如图3。

从图3可以看出，纸张表面添加

“原淀粉+盐+二氧化硅+高分子物质

2%”配方，纸张墨水密度最高，湿润

后KCMY的墨水密度仍然能保持，效

果最优；于是我们通过实验的结果制

定纸机生产的方案。

3  纸机中试

采用工厂自转化原淀粉、盐、二

氧化硅分散液、高分子物质这4种原

料按照实验室的比例进行添加，利用

膜转移施胶技术，在纸页正反面各形

成1.2～1.3g/m2的施胶膜，经过干

燥和压光处理，纸张的处理结果如图

4。

对比处理结果如表3，通过表面

施胶添加原淀粉、盐、二氧化硅、高分

子物质，纸张KCMY四色打印后，纸

张墨水密度明显提高，KCMY墨水的

密度提高了15%以上，改善结果见表

3。 

通过该配方的优化，KCMY四

色打印后色块湿润的褪色性也大有改

善，褪色现象可以明显改善，KCMY

表1  纸张湿润后不同配方KCMY褪色率

原淀粉

原淀粉+盐

原淀粉+盐+高分子物质0.2%

原淀粉+盐+高分子物质0.5%

原淀粉+盐+高分子物质1%

原淀粉+盐+高分子物质2%

K褪色率 

/%

25

66

19

17

11

-2

3

58

27

7

3

7

C褪色率

/%

11

50

25

14

7

1

平均

/%

17

54

43

28

13

3

M褪色率 

/%

Y褪色率 

/%

-4

21

10

4

0

-4

表2  使用不同填充物对KCMY墨水密度的改善效果

原淀粉+盐

原淀粉+盐+GCC

原淀粉+盐+瓷土

原淀粉+盐+二氧化硅

K墨水密度

/%

7

10

18

23

13

14

15

14

C墨水密度

/%

4

5

8

11

平均

/%

2

3

0

0

M墨水密度

/%

Y墨水密度

/%

-6

-6

0

6

表3  四色打印墨水密度提升效果

原淀粉+盐+二氧化硅+高分子物质2%

K密度

提高/%

23 16

C密度

提高/%

20

平均

/%

18

M密度

提高/%

Y密度

提高/%

21

表4  褪色率

原淀粉

原淀粉+盐+二氧化硅+高分子物质2%

K褪色

率/%

30

0

5

0

C褪色

率/%

14

0.5

平均

/%

16

1

M褪色

率/%

Y褪色

率/%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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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褪色率最高1%，改善结果如表4。

4  结论

市场调查表明，喷墨印刷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适

应于喷墨印刷的纸张具有广阔的发展市场前景。本文在

应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表面施胶液配方的改进，就喷

墨印刷纸张进行初步开放和探索，小试及中试结果表

明，通过表面施胶淀粉内添加的方法可以提高纸张的

喷墨印刷墨水密度20%，大幅度改善纸张湿润后褪色的

问题。通过本次中试，主要的收获有：

4 .1 彩色喷墨纸通过添加高分子物质可以明显改善彩

色喷墨打印纸的色彩稳定性，减少湿润后的褪色性，添

加量改善的效果呈相关性。

4 . 2 彩色喷墨纸通过添加填充物可以提高湿润前的墨

水密度，二氧化硅的效果最好，其次是瓷土和GCC，但

湿润后颜色褪色严重。

4. 3 通过在普通纸张上表面施胶涂“原淀粉+盐+二氧

化硅+高分子物质2%”，纸张打印后KCMY密度最高，

湿润后KCMY的墨水密度仍然能保持，效果最优。

4.4 通过实验室的结果，在纸张表面添加原淀粉、盐、

二氧化硅、高分子物质后，纸张KCMY四色打印后，墨

水密度明显提高，纸张的KCMY墨水的密度平均提高了

20%，KCMY的褪色率最高仅为1%，纸张的墨水密度和

褪色性均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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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填充物对KCMY墨水密度的影响

图3  高分子物质和不同的填充物对KCMY墨水密度的影响

图4  纸机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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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机网部的胸辊在正常工作中不仅需要支撑成形

网，而且需要沿自身轴线做一定频率的振动，以实现浆料在

成形网上横向均匀分布，实现胸辊的这种振动就需要摇振系

统。本文对目前最先进的高频摇振系统进行研究，建立起数

学模型，对此种摇振系统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摇振；双偏重块；新型摇振

Abstract: Breast roll not only must support the forming net, 
but also do reciprocating vibration along its axis with a certain 
frequency,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uniform transverse 
distribution of paper pulp on the forming net; In order to this 
result, a shaking system is needed. In this paper, the most 
advanced high frequency shaking system is studied, and a 
mathe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this type shaking system.
Key words: shaking system; double bias block; new type sh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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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网纸机网部的胸辊作为网案上的第一根辊，在

正常工作中不仅需要支撑成形网，而且需要沿自身轴线

做一定频率的往复振动，以实现纸浆在成形网上横向均

匀分布，并降低纸浆纤维纵向排列的方向性，实现胸辊

的这种振动就需要摇振系统[1]。

传统的摇振系统是采用的曲柄摇杆机构，这种机

构虽然结构上十分简单，但由于工作时产生较大的不平

衡力，冲击大，故障率较高，振幅调节不方便。为了克服

这些缺点，国外采用了一种新式的摇振系统，它采用两

组偏重块，通过改变这两组偏重块的相位角来实现胸

辊振幅的变化，并且除了胸辊轴线方向的摇振力外，无

其他多余分力，工作十分可靠，无额外冲击力，是一种理

想的摇振系统，特别适合于高速纸机[2]。

本文对该种高频摇振系统建立起数学模型，对摇

振系统设计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1  几何模型建立

摇振系统对纸张成形质量的影响用摇振强度表

示，摇振强度计算公式[3]为：

I=(n 2×a)/v

其中，n—摇振频率，次/min；

a—振幅，mm；

v—车速，m/min。

摇振强度数值为3000～4000时，效果最佳。从上

式易知振幅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车速的提高，摇振频率

也随之增大，这对传统的曲柄摇杆式的摇振系统十分

不利，而采用四块偏心块组成的双振子新型摇振系统

则十分适合高速纸机的工作需要。

(1）对于一块偏重块，设其质量为m，绕起圆心Q1

转动，很显然，会产生不平衡力（即离心力），其受力如

图1所示。

离心力大小为：

F=mrω2 

其中，m—偏重块质量；

r—偏重块质心到圆心半径；

ω—偏重块转动角速度。

我们将其离心力分解为x和y两个方向，如图2所示

图1  偏重块示意图

图2  单偏重块摇振力示意图

Fx=mrω2cosα 

Fy=mrω2sinα   

若是x方向为胸辊轴线方向（摇振振幅方向），则

希望y方向分力越小越好。

(2）在摇振系统中，我们往往只需要一个方向上的

摇振力（x方向），就需要将另外一个方向的离心分力消

除或是平衡掉，为此采用如图3所示结构。

在此种情况下，有两个偏重块完全相同，上下对称

分布，旋转方向相反，旋转角速度相等，两块偏重块离

心力如下：

Fx1=mrω2cosα 

Fy1=mrω2si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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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掉了。

(3）使用一对对称的偏重块组成一个摇振系统，虽

然可以平衡掉一个方向的力，但是在转速一定（ω为固

定值）的情况下，最大摇振力F x也为固定值，即是胸辊

振幅不能调节。采用如图4所示的结构即可实现摇振力

的调节。

通过改变两对偏重块之间的相位角之差θ，即可实

现摇振力的连续变化，也就实现了振幅的连续可调。

2  数学模型

系统产生摇振力为：

F=Fx1+Fx2-Fx3-Fx4 

易知， 

Fx1=Fx2=mrω2cosα

Fx3=Fx4=mrω2cos(α+θ)  

经变形后为：

F=4mrω2sin(θ/2)sin(α+θ/2)

其中，θ—两组偏重块之间的相位角之差。

由上式可知，摇振力F为一正弦函数，当α=(2k+1)

π/2-θ/2时（k为整数），摇振力最大，其最大值为：

Fmax=4mrω2sin(θ/2) 

即为最大摇振力是关于θ的函数。当θ=0时，摇振

力F=0；

当θ=π时，摇振力F达到极值，值为Fm=4mrω2。

3  总结

通过对高频摇振系统进行研究，推导出了该摇振系

统的数学模型，为摇振系统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摇

振系统需要找到摇振力、振幅以及所需功率等参数之间

的关系，将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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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2=mrω2cosα 

Fy2=mrω2sinα 

这两块偏重块组成后产生的合力为：

Fx=Fx1+Fx2=2mrω2cosα

Fy=Fy1-Fy2=0

此时系统只有x方向的分力，而y方向的分力被平

图3  双偏重块摇振力示意图

图4  双振子摇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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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双辊挤浆机的结构、分类、工作原理、设备规格及

选型要点及应用实例进行了介绍，并与其他洗涤脱水浓缩设

备性能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双辊挤浆机；结构；规格；比较；应用实例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working 
principle,specifications, selection points and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twin roll press washer, as well as compares it with other 
washing and concentrating equipment.
Key words: structure; twin roll press washer; specification; 
comparison; applicatio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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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辊挤浆机是我国在消化吸收了国外同类产品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制浆造纸行业的实际情况，

开发研制的一种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新型洗涤浓缩设

备，该设备集浓缩、置换和压榨多个功能于一体，能够

高效地除去浆料中可溶性固形物[1]。该机单位体积生产

能力大、效率高、自动化程度好、结构紧凑、密封性能优

异、安装维护简单，从而在同样洗净指标下降低吨浆耗

水量；该设备占地面积小，现场整洁干净，可用于纸浆

中、高浓工艺过程的配套，如化学浆粗浆黑液提取、漂

白工段的氧脱木素、无元素氯（ECF）或全无氯（TCF）

漂白、中高浓过氧化氢漂白等工艺过程后的洗涤，高浓

打浆前的预浓缩处理等，对于降低制浆造纸企业废水

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意义重大。 

1  结构分类

双辊挤浆机分为压力折流布浆和螺旋布浆两类，两

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布浆装置，布浆越早，有利于增加设

备有效过滤面积，压辊利用率越高；图1为折流式布浆内

部结构及原理图，图2为螺旋布浆内部结构及原理图。

图1布置方式可使两压辊之间根据线压及浆层厚度

动态自动调整；图2布置方式布浆角度增加，有效过滤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7
Jan., 2020  Vol.41, No.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辊面上形成连续浆层，随着压榨辊的转动，到达置换区

时，浆料浓度约为10%左右，在置换区浆料与洗涤液接

触，置换浆中原有黑液，这种置换作用一直进行到浆料进

入压榨区为止。在压榨区浆料被挤压到要求浓度20％～

35%，然后通过剥浆刮刀剥离辊面，当出浆碰到上部的破

碎螺旋输送机时，转速快、有锯齿的螺旋叶片把成毯状

的浆层打碎，同时向挤浆面的出料口输送到机外[3]。

双辊挤浆机的进浆浓度范围较宽，一般为2%～

10%，但送浆方式稍有不同，浓度5%（含）以下采用离

心浆泵供浆，浓度＞5%时采用中浓浆泵供浆，对槽体流

道也需作相应的调整；双辊挤浆机出浆浓度较高，一般

≥25%，在较高线压下，其最大出浆浓度可达35%以上；

进浆压力一般为0.02～0.08M P a（由进浆泵的扬程决

定）；两辊间隙一般设置为5～20mm（动态布置式），或

10～15mm（静态布置式）；线压应控制在20N/mm以

内，防止辊面滤板压溃，如果需要出浆浓度保证在35%

或以上，则辊面筛板厚度必须加厚，筛板下部的支承筋

板加密。设备产能和规格国内已有相关的推荐标准可以

查询，其标准号为：QB/T 5020-2017，特殊情况下，也

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非标配置。

3  设备规格及选型要点

3.1 当前国内规格

目前国产挤浆机辊子有φ700m m、φ900m m、

φ1200m m、φ1500m m、φ2200m m等多种规格，

长度从1500m m开始，按500m m递增，最大规格为

φ2200m m×8000m m。该设备产能针对草类纤维、竹

浆、木浆有较大的不同，表1分别列出挤浆机规格参数

表及每平方米每天的产浆量，可根据该表选择适合规格

的设备。此外，在过滤面积相当的条件下，可选择小辊

径、长辊型和大辊径、短辊型两种规格，产能上都可达

到用户需求，但从厂房结构来考虑，大辊径挤浆机占地

面积更小些。

3.2 浓度对产能的影响

中浓进浆（6%以上）时，产量是常规3%～5%进浆

的1倍以上。

3.3 双辊挤浆机应用的注意要点

(1）原料的生片率和大块硬杂质对辊面损伤很大，

必须在进入本设备前去除节子和重杂质，保护辊面和筛

面积大，压辊利用率高，但两压辊间隙考虑到密封的复

杂性，需预先设定，生产过程中无法动态调整，结构更

复杂，动力配置增加，两者各有特点。

2  工作原理 

压力折流布浆和螺旋布浆双辊挤浆机的布浆装置

虽有差异，但工作原理类似，每个压榨辊的工作状况可

分为脱水、置换、压榨、剥浆及清洁等多个区。

浆料进入浆槽后开始脱水，浆中黑液通过压榨辊面

上的滤孔进到辊内流道，然后经辊两端开口排出槽外。

图1  压力折流布浆的双辊挤浆机

1-破碎螺旋 2-压辊装置 3-静刮刀装置 4-固定槽体 5-动刮刀装

置 6-纵向密封装置 7-同步装置 8-升降槽体 9-气罩 10-喷水管 

11-密封

图2  螺旋布浆的双辊挤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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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不变形；本机用于粗浆黑液提取时，进浆之前必须设

有除节设备，以防节子及大块硬杂质损伤辊面[4]。

(2）草类原料粗浆的黑液提取要特别注意，由于碱

性条件下，特别是pH值10～12之间，硅的析出导致的筛

孔堵塞，直接影响浓缩效率，滤孔堵塞会大大降低出浆

浓度，设备产能急剧下降，必须充分利用洗网装置，辊

面清洁采用酸性水不间断喷淋的方式，可有效防止积

垢。例如：利用厌氧工段处理后的酸性废水作为洗辊水

（必要时调节pH值），既可充分利用资源，又可降低成

本，同时节约了用水。

(3）注重液压驱动系统的维护

双辊挤浆机采用液压驱动系统，需要供应商对自

己的用户进行相关的培训，同时使用工厂必须严格进行

设备操作维护，定期检查液压油品质，使设备保持良好

的运行状态。

4  与其他压榨脱水浓缩设备比较

制浆生产厂家洗浆浓缩设备目前主要有真空洗浆

机、螺旋挤浆机、双辊挤浆机、双网挤浆机等。双辊挤

浆机在中浓生产流程中应用优势更明显，如氧脱木素工

段洗涤、中浓漂白工段洗涤，也可用于粗浆的黑液提取

和废纸浆的浓缩，该设备因进浆浓度范围广，出浆浓度

高，比传统的真空洗浆机更有优势。

与真空洗浆机、双网挤浆机相比，目前选用双辊挤

浆机的比例明显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新开发的双辊挤浆

机吨浆耗水量少，洗涤后的浆料COD浓度显著降低，洗

涤效率、洗涤质量、生产能力均大幅提高。表2是各种洗

涤浓缩设备性能比较[5]。

5  应用实例

目前双辊挤浆机已成功应用在山东晨鸣280 t/d

木浆生产线、山东太阳150t/d草浆生产线、上海新伦

120t/d废纸浆生产线、广西博冠蔗渣浆黑液提取、贵

州赤天化粗浆洗涤及氧脱木素工段、山东博汇等造纸

厂，表3是双辊挤浆机部分应用实例列表。

实践证明：国产双辊挤浆机适用于木浆和非木浆，

表1  挤浆机规格参数

挤浆机

型号

712

720

920

925

930

935

940

945

1240

1245

1250

1255

1260

1532

1540

1550

1560

1572

2232

2260

2272

2284

单辊过滤

面积/m2

2.6

4.4

5.7

7.1

8.5

9.9

11.3

12.7

15.1

17

18.8

20.7

22.6

15.1

18.8

23.6

28.3

33.9

22.2

41.4

49.7

58

挤浆辊辊筒

长度/mm

1200

20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3200

4000

5000

6000

7200

3200

6000

7200

8400

挤浆辊

直径/mm

700

900

1200

1500

2200

进浆浓度

/%

3.5～10

6～8 

6～8

6～8

7～8

出浆浓度

/%

20～35

30～35

30～35

30～35

30

单位面积生产能力/[t/(m2.d)]

草浆

11.5～15.4

9.1～13.6

9.6～14.9

9.9～14.1

10.0～14.7

11.1～15.2

10.6～15.0

12.6～14.2

13.2～19.9

14.1～20.6

14.9～21.3

15.5～21.7

15.5～22.1

14.6～23.2

16.0～23.9

20.3～23.3

19.4～23.0

19.2～26.5

-

-

-

-

23.1～30.8

18.2～25.0

21.9～28.1

20.4～25.4

19.4～25.9

22.7～28.3

22.1～27.4

22.4～27.6

26.5～36.4

28.2～38.2

29.8～39.9

30.9～41.1

31.0～42.0

29.8～39.7

31.9～42.6

33.9～42.4

35.3～45.9

38.3～50.1

-

-

-

-

竹浆

30.8～38.5

27.3～34.1

30.7～36.8

31.0～35.9

28.8～37.1

31.3～37.4

31.0～35.4

31.5～37.8

39.7～53.0

41.2～58.8

42.6～63.8

43.5～62.8

44.2～61.9

46.4～79.5

47.9～63.8

67.8～76.3

63.6～77.7

73.7～88.5

81.1～90.1

72.5～96.6

70.4～80.5

69.0～77.6

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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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种洗涤浓缩设备性能比较

设备

类型

双辊

挤浆机

螺旋

挤浆机

双网

挤浆机

真空洗

浆机

进浆浓度

/%

3～10

4～12

4～8

1.5～2.5

出浆浓度

/%

20～35

20～25

25～45

10～12

主要优缺点

置换、挤压于一体，设备结构紧凑，液压传动，单位面积的产量约是真空洗浆机的6倍以上，脱水

能力是真空洗浆机的6～8倍，洗涤效率高，产能选择范围广，操作可自动化、易损件少、易维护。

挤压为主，结构简单，单机产能有一定限制，封闭性良好，安装比较简单，但螺旋轴易磨损，发生

堵塞时维护困难，纤维流失较大。

挤压为主，对各种浆的适应性好，设备结构简单，相同产能下占地面积大，出浆浓度高时需外加多

道压榨，网为易损件，更换成本较高，要求维护空间大、设备密封性较差。

置换为主，对各种浆的适应性较好，进、出浆浓度较低，相同产能下占地面积相对较大，无外配真

空系统时，要求安装楼层高，操作时辅助设备较多，维护简便，吨浆电耗较低。

已成功应用在各纸厂，且产品的各种技术指标均能达到

生产要求，该设备已是大型制浆企业的关键设备。其广

泛应用标志着国产洗浆设备已能满足各种规模的建设

项目，达到同类设备国际领先水平。

6  结束语

国产双辊挤浆机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液压驱动系

统、洗涤系统、布浆装置等技术，可直接置于浆料的喷

放之后用于黑液提取,，也可用于氧脱后的浆料洗涤以

及漂白工艺E/O段后的洗涤以及高浓漂白的纸浆浓缩。

该设备结构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高效、节

水、降耗和清洁生产的特点，对造纸工业的持续性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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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次冷凝水的分级处理，可有效实现二次冷凝水的

回收利用，既节约了水资源，又避免了环境污染。汽提塔可大

大降低二次冷凝水的污染负荷，使其重新回到工艺系统中使

用，提取出来的汽提汽可以直接入炉燃烧，还可以提取甲醇，

从而避免了大气污染。本文还对工程设计上二次冷凝水系统

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二次冷凝水；分级；汽提

Abstract: Secondary condensate can be reused effectively by 
being treated to water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COD,which makes 
mill water used less and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Stripper can 
reduce the content of pollutant in secondary condensate which can 
be reused in the process.The gas extracted from the stripper can be 
burnt in the recovery boiler and also be made to produce methanol 
so that atmospheric pollution is reduced.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matters tha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about the secondary 
condensate system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
Key words: secondary condensate;  classification;  steam str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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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浆厂二次冷凝水主要来自于蒸发工段，还

有少量的污冷凝水来自于制浆车间。蒸发工段是将制浆

车间蒸煮工段的稀黑液蒸发浓缩到可以燃烧的浓度，

从而进一步回收利用其中的化学品，是节约资源，减少

污染的重要手段。而在回收化学品的同时，蒸发出大量

的二次冷凝水。这些污冷凝水,由于其中含有浓度较高

的硫化氢、有机硫化合物(称总还原硫TRS)、菇烯类化

合物及甲醇等物质,因而具有恶臭和较高的生化需氧量

及毒性。这些污冷凝水如果不处理是不能二次利用的，

这将对水资源是一种极大浪费，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

1  蒸发站二次冷凝水分级

老式蒸发站的二次冷凝水不经分级，产生的二次

冷凝水污染负荷很重，无法直接回收利用，只能排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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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厂或者作为废水排掉。这些二次冷凝水排到污

水处理厂增加了污水处理的难度和成本；作为废水排掉

更是直接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又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

是被明令禁止的。

1.1 蒸发器自汽提

现代化硫酸浆厂的二次冷凝水是分级的，它通过

蒸发器的自汽提装置实现。如图1所示，以板式降膜蒸发

器为例，在蒸发器的加热板片里设置一个隔板分割出约

10%的面积，二次蒸汽从蒸发器板片的下部进入蒸发器，

二次蒸汽在上升过程中与下降的冷凝水进行逆流换热，

从而形成了冷凝水的自汽提。富含污染物的剩余加热气

体进入上部隔板内的部分进一步冷凝，由于污染物含量

较高，称为重污冷凝水。而自汽提后进入板片下部的冷

凝水污染负荷低，称为轻污冷凝水。流量关系为轻污冷

凝水89%，甲醇含量10%；重污冷凝水占10%，但甲醇含量

更高，为80%。轻污冷凝水根据甲醇等污染物的含量不

同，又进一步分为轻污冷凝水A和轻污冷凝水B。

1.2 七效蒸发站二次冷凝水分级流程

图2所示的是某项目的七效板式蒸发站的二次冷凝

水分级流程。在此蒸发站中，从II效到V效在蒸发器板片

的底部分级出轻污冷凝水A；V I效到V I I效和表面冷凝

器底部分级出轻污冷凝水B,重污冷凝水则来自于I I效到

VII效和表面冷凝器上部以及蒸汽喷射器冷凝器。

由于冷凝水的温度等于上一效二次蒸汽的温度，

高于本效蒸发出来的二次汽，所以每一效的轻污冷凝水

A先要经过各自的闪蒸罐，这样闪蒸汽可以通入二次汽

管道作为下一效

蒸发器的加热汽

源，从而回收部

分热量。

对于轻污冷

凝水B,只设置一

个闪蒸罐，通过V

效出来的轻污冷

凝水B的闪蒸以

回收热量。V I效

及表面冷凝器出

来的轻污冷凝水

B温度较低，焓值 图1  蒸发器内部自汽提构造示意

较低，不需闪蒸，因此接管到闪蒸罐的出水管线即可。

重污冷凝水，由于其量小，也只需设置一个闪蒸

罐。同样，II到V效的重污冷凝水温度较高，焓值较大，

需要进入闪蒸罐闪蒸，回收热量，V I效、V I I效、表面冷

凝器及真空系统的重污冷凝水温度较低，焓值低，无需

闪蒸，接入闪蒸罐的出水管线，由泵打入重污冷凝水槽

作为缓冲，然后进入汽提塔进行汽提处理。

1.3 重污冷凝水汽提

重污冷凝水的处理方法有生物氧化法、活性炭吸

收法和氯气脱臭等,但使用最普遍的处理方法是汽提。

由于重污冷凝水中的污染物质主要是挥发性气体,故可

以用蒸汽汽提或空气气提的方法去除。

目前硫酸浆厂对重污冷凝水通常处理方法是在蒸

发站内设置汽提塔，采用二次蒸汽进行蒸汽吹提。蒸汽

汽提可以抽提出冷凝水中的低沸点的还原性硫化物、醇

类和菇烯类化合物。

1.3.1 汽提的原理

汽提是一个物理过程，它采用一个气体介质破坏

原气液两相平衡而建立一种新的气液平衡状态，使溶

液中的某一组分由于分压降低而解吸出来，从而达到分

离物质的目的。例如，A为液体，B为气体，B溶于A中达

到气液平衡，气相中以B气相为主，加入气相汽提介质C

时，气相中A、B的分压均降低从而破坏了气液平衡，A、

B物质均向气相扩散，但因气相中以B为主，趋于建立一

种新的平衡关系，故大量B介质向气相中扩散，从而达

到气液相分离目的。

汽提塔是解吸塔的一种，如图3所示，汽提塔一般

直径0.6～2m，配备20～24个阀板，冷凝水从塔顶喷淋

而下，由一个阀板逐级溢流到下一个阀板，二次蒸汽从

塔底通入，气液两相逆流接触，溶质从液相转移到了气

相。汽提后的液体从塔底排出，汽提后的气体从塔顶排

出，经进一步的分离可以获得溶质产品。

1.3.2 典型蒸发站汽提系统流程

蒸发站的汽提系统一般由汽提塔、重污冷凝水预

热器、黑液预热器和调整冷凝器组成。

如图4所示，来自I效的二次蒸汽作为载气从塔底通

入汽提塔，重污冷凝水先经过预热器预热到80～90℃，

再送入塔的顶部和二次蒸汽逆流接触进行汽提，汽提

后的冷凝水再经过这台预热器冷却降温，送入轻污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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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水B槽与轻污冷凝水B混合。

塔顶的富含甲醇的汽提汽在经过I I效的单独板片

作为I I效的部分热源，用于黑液的蒸发。未冷凝的汽提

汽再进入黑液预热器对来自Ⅲ效的黑液进行预热，最后

在调整冷凝器中降温之后进入碱炉直接燃烧或者进入

甲醇提取系统进一步提取甲醇。提取的甲醇可以外销，

也可以到气化炉或碱炉作为燃料燃烧。而在黑液预热

器和调整冷凝器中的含有甲醇等的污冷凝水再次回到

汽提塔顶部进行循环汽提。

汽提塔的效率不仅取决于汽提塔的塔板形状和数

量，还与二次蒸汽量和重污冷凝水的比率有关。当汽提

用的二次蒸汽量为污冷凝水量的9%～13%时，BOD的

去除率为80%以上，TRS去除率为95%以上。某项目汽

液比为20%，TRS和甲醇去除率可达98%。

2  二次冷凝水的分级利用

众所周知，制浆造纸行业是国内企业用水大户，由

于产能的扩大，用水量的绝对值相应地愈来愈大。因

此，制浆造纸企业的节水减排工作尤为重要。现代硫酸

浆厂以成熟的工艺，尽量做到了工艺用水的循环利用。

其中，蒸发站的污冷凝水的分级处理，使其回用到对水

质要求不同的工段成为可能。

轻污冷凝水A，温度约为80℃，由于污染负荷低，

可以用于制浆车间洗浆工段纸浆的洗涤，在漂白之前的

洗浆机加入进行逆流洗涤。表1中某项目七效蒸发站的

轻污冷凝水A的量为3.94m3/t风干浆，而双辊洗浆机洗

涤水量为4.7m3/t风干浆，所以只需另外补充洗涤水用

量0.76m3/t风干浆，从而节省了大量水资源。

轻污冷凝水B，温度约为62℃，污染物含量较轻污

冷凝水A高，主要用于碱回收车间苛化工段白泥洗涤。

表1  某项目七效蒸发站二次冷凝水分级

注：COD含量是基于稀黑液中甲醇含量1160mg/l。

冷凝水分级

轻污冷凝水A

轻污冷凝水B

重污冷凝水

汽提后冷凝水

流量/

(m3/t风干浆)

3.94

4.46

2.25

3.04

冷凝水来源

II、III、IV、V效

VI、VII、表面冷凝器

II-VII效及表面冷凝凝器

蒸发及蒸煮重污冷凝水汽提

COD含量

/(mg/l)

300

1360

423

回用

洗浆工段

苛化工段

苛化工段

备注

双辊洗浆机洗涤水用量4.7m3/t风干浆

有臭味

很浓的臭味

甲醇汽提去除率98%

图2  某项目七效蒸发站二次冷凝水分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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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轻污冷凝水B洗白泥，对其中的硫化物有固定作用。

轻污冷凝水B中的硫化氢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硫化钠与

稀白液一起作为原料回到系统。一般情况下，蒸发工段

的轻污冷凝水B完全满足苛化工段的热水用量。

重污冷凝水，温度约62℃，污染负荷最大，如直

接回用将导致污染物扩散,故不处理不能直接回收利

用。汽提后的二次冷凝水的污染负荷得到极大降低，其

COD含量比轻污冷凝水B要低，仅高于轻污冷凝水A。

根据厂内实际情况汽提后的二次冷凝水可选择与轻污

冷凝水A或B混合，用于制浆车间或者苛化工段，通常

是与轻污冷凝水B混合用于苛化工段。表1是某项目七

效蒸发站二次冷凝水的分级情况。

3  工程设计上的注意事项

系统方面，为保证理想的去除率，控制好汽提塔的

图3  汽提塔外形及汽提原理

图4  汽提系统流程

汽液比，需在汽提塔系统中设置联锁控制，使得进汽提

塔的二次汽（I效的二次汽）根据污冷凝水流量自动调

整。只有在运行稳定时，汽提效果才非常好，所以蒸发

站要设置一个重污冷凝水贮存槽作为进汽提塔污冷凝

水波动的缓冲，使得进汽提塔的重污冷凝水流量始终

保持恒定。

布置方面，汽提系统宜布置在I效和Ⅱ效之间，可大

大缩短汽提汽管道，而从I I I效来的黑液经过黑液预热

器到I I效蒸发器，管道走向也比较顺畅。另外二次冷凝

水闪蒸汽到二次汽管道的接管应从高处接入，不应从

底部接入主管，因二次汽管流量大，避免对闪蒸管造成

冲击。蒸汽喷射器冷凝器的布置要高于重污冷凝水闪蒸

罐，因为蒸汽喷射器冷凝器内是负压，避免重污冷凝水

的倒流。

4  结论

4 . 1 二次冷凝水在蒸发站通过自汽提，达到了分级处

理，使得低COD含量的二次冷凝水直接回用于工艺系

统。而重污冷凝水经过汽提进而也回用到系统中。

4 . 2 二次冷凝水的分级和汽提既回收了热量又能使其

重新回到工艺系统，节约了能源和水资源，保护了环境。

二次冷凝水的分级处理技术的成熟性，使其成为现代

浆厂蒸发站的标准配置。

4 . 3 对于没有自汽提装置的老式蒸发站，如果投资有

限，完全可以通过更换带自汽提装置的板片式降膜蒸发

器进行改造。

4 . 4 工程设计中，对于汽提塔系统的设计，一定要通过

自动控制系统，维持一个理想的汽液比，使得TRS和甲

醇达到最高去除效率。布置上，汽提系统宜布置在I效和

Ⅱ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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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同步电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同步电机功率越

来越大，对于系统的影响在设计初期就需要考虑，文章通

过对同步电机的各种工作状态进行分析，综合对比各种方

式的优缺点，针对不同的电力系统，探讨了大型同步电机启

动方式对系统的影响，并分析各种启动方式的经济性及安

全可靠性。

关键词：大型同步电机；制浆造纸；磨浆机；启动方式

Abstract: As synchronous motor is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 the power of synchronous motor is getting larger, the 
influence on the system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working states 
of synchronous moto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des are compared comprehensive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ower systems, the influence of starting modes of large 
synchronous motor on the system is discussed.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y and safety reliability of various start-up modes are 
also analyzed.
Key words: Large synchronous motor; pulp and paper; grinding; 
start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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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大造纸巨头面对国内环保要求的提高，对

美废进口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进口量受到了巨大影响，

应对国家层面政策及环保影响，不少企业采用直接进口

木材或者进口浆板来减少这一政策的冲击，国内不少企

业开始自建化机浆车间来替代之前的废纸线，而化机浆

生产线最核心的设备磨浆机就是配套采用同步电机。

目前市场上主流设备配置的同步电机功率约为

20MW左右，随着产能的不断加大，磨浆机电机功率也

不断提高，目前国内最大磨浆机同步电机的电机功率高

达27MW。同步电机在启动或者停止瞬间对电气系统产

生较大的冲击，甚至破坏原有系统，因此同步电机的各

种状态对系统的影响在设计初期应进行分析以确保不

破坏原有系统。

1  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同步电机的基本作用是将电能转为机械能，因为

转子的转速与电源的磁场转速一致，故称之为同步电

机。将电机定子通入三相对称电流后，定子中产生圆形

旋转磁场。此时如果转子中已经送入直流励磁电流，转

子磁极显示为固定极性，旋转磁场的磁极对转子异性

磁极的磁拉力牵引转子随旋转磁场旋转。

同步电机具有功率因数可调、效率高、运行稳定等

特点，一般不采用直接启动。

同步电机按转子结构形式分为两种[1]：

凸极式：转子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一般运用于容

量较大、转速较低的情况。

隐极式：转子呈圆形，无明显磁极，制造工艺比较

复杂，适用于极少数转速高的情况。

同步电机的启动，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2]：

(1）辅助电机法：通常用一台与同步电机极数相同

的异步电机将其拖动到异步转速，投入励磁电流，再利

用同步转矩牵引到同步转速，一般应用较少。

(2）变频启动：这种方式启动电流小，对电网冲击

小，但价格较高。在变频器发展较差的时代，这种方式

比较昂贵。但随着大功率大电流变频技术的不断发展，

变频启动应用也越来越广，成为将来的趋势。

(3）异步启动：启动过程分为两步，异步启动和牵

入同步阶段。异步启动过程与笼型电机启动过程完全一

样，此时直流励磁回路一般需要串一电阻闭合。牵入同

步的过程就是将励磁电流投入，再将电机由准同步牵入

同步。

2  同步电机的启动过程分析

2.1 电气一次方案及电气参数

以某实际项目为例进行分析，系统单线图见图1。

根据项目现有厂区的线路构架，目前厂区电源主要

引自电网110kV，厂区内设置110kV/35kV变电站，本期

电源单独设置一台80MVA 110kV/35kV变压器给化机

浆车间供电，变电站距离化机浆车间大约1.2k m，主要

设备为2台27MW同步电机，6台3000kW异步电机，其

中异步电机需要考虑远期预留。图1  系统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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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数据：110k V侧按照无穷大系统计算，经

计算在图2中B点启动变压器入口侧的短路容量为

640MVA。

磨浆机变压器参数：40M VA，36.5/10.5kV，

Dy11，10.5%。

低浓磨变压器参数：31.5M VA，36.5/10.5kV，

Dy11，10.5%。

原厂区发电机参数：

功率：62.4M W；功率因数：0.8；额定电压：

11kV；额定转速：3000r/m i n；额定电流：4094A；超

瞬态电抗：21%；发电机对35kVⅠ段侧短路电流5kA，

35kV II段侧短路电流1.8kA。

磨浆机同步电机参数：

功率：27M W；功率因数：0.9 5；额定电压：

11k V±5%；额定转速：150 0 r/m i n；额定电流：

1515A；超瞬态电抗：26.7%；启动转矩/同步转矩：

68.76/152.8 kN.m；负载转矩（启动过程）：7.64kN.

m。

低浓磨异步电机参数：

功率：300 0kW；功率因数：0.88；额定电压：

10kV±5%；额定转速：1500r/min。

2.2 同步电机不同启动方式产生的电压降

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启动时，由于接入系统A点的短

路容量远大于B点的短路容量，所以电压降仅分析接入

B点时各种方式的启动状态。

方式一：变压器-电机组全压启动过程，参考工业

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电机启动时电压暂降的计算[3]：

S scB≈S sc                            （式1)

根据式1母线短路容量：S sc=640MVA

同时，启动回路的计算容量：

S st=1/[1/S stM+(u k%)/(100S rT)+X1/Uav
2]   (式2)

其中：SrM=P/cosφ=27/0.95=28.4MVA

启动电流倍数在直接启动时取6，S s t M=k s 

S st=6×28.4=170.5MVA

线路长度忽略不计，得S st=117.8MVA

u stB=S scB/(S sc+QL+S st) 

母线电压相对值u s t B=0.84<0.85，启动时母线电

压不满足要求。

方式二：采用自耦变降压启动时：

S st=1/[1/(t r
2S stM)+X1/Uav

2]             (式3)

当自耦变触头选择65%时，S st=72MVA

u stB=S scB/(S sc+QL+S st)

母线电压相对值u s t B=0.9>0.85，启动时母线电压

满足要求。

此时启动转矩t r
2M s t=0.652M s t=29k Nm，大于负

载转矩7.64kNm。因此采用自耦变可以启动。

方式三：采用高压变频器启动的过程分析

造纸厂目前广泛采用DC S控制所有工艺设备，当

电机主回路断路器断开，同时变频器回路高压断路器合

闸，DCS经过判断是否具备启动条件，满足条件并发出

启动信号到变频器，变频器输出交流电流，频率不断增

加，频率及电流幅值会根据负载设备特性设置，在制浆

造纸业磨浆机启动一般磨盘不闭合，故启动转矩很小。

主回路启动时，励磁回路同时工作，发出强励磁电流，该

电流介于额定励磁电流与最大短时励磁电流之间，此

时励磁发电机转子电流近似为零。由于同步电机无励

磁电流，仅靠剩磁运行，电机启动电流可能约为额定电

流的2～3倍，转速不断上升。随着同步电机励磁电流不

断增大，电机不断加速，最终加速至同步状态。电机启

动过程完成。电机可以在该转速下加载运行，或者根据

表1  三种启动方式对比

启动方式

变压器-电机组

电抗器启动

变频启动

空间需求

低

中

高

成本对比

低

中

高

对系统要求

高

中

低

图2  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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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减小对原有系统的冲击。

如表3所示，考虑将电机M1～M7设置在图2中B

点，这样可以避免对原有老系统的冲击。本次系统中

10.5kV没有接入其他负荷。

异步电机10kVⅠ段短路电流有效值16.1k A，同步

电动机10kVⅡ段母线段短路电流22.5kA，35kVⅡ段短

路电流为11.3kA，对原有系统影响较小，电气设备选型

也可以选择市场主流产品，大大降低工程成本。

2.4 同步电机的运行对功率因数的影响

6台3 0 0 0 kW的低浓磨，额定状态下功率因数

0.87，电机效率0.95。单台电机无功功率1788k v a r，

视在功率3155kVA，同步电机有功功率27Mv a r，功

率因数按0.95考虑，无功功率为8087k v a r，在35kV

高压侧，总有功功率为44.4kW，无功功率为1788×6-

8086=2642kvar，最终功率因数大于0.98，可以完全补

偿异步电机所产生的无功功率，因此在35kV段不设置

无功补偿。

3  结束语

在制浆造纸领域，因国家对于废纸进口进行了严

格的管制，目前很多大型纸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不同的造纸原料，化机浆生产线就是其中的一种。当前

单条化机浆生产线产能要求越来越高，其产能的瓶颈

就是磨浆机的产能，目前产能750万t/a的生产线单台磨

浆机电机功率需求基本为20MW。面对工艺不断的改进

和提高，需要同时处理的对象及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同步电机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根据不同的电力系统采

用合适的启动调试方式，可以大大减少对设备及其供电

线路的冲击，提高设备寿命及运行率，缩短调试时间和

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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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需要，加速至期望的转速运行。

由于上述电机启动过程一般较短（一般为15～30s

左右），启动电流也较小（大约150A），不存在电压降

超标的风险，且通常启动前励磁发电机和同步电机绕组

温度不高，因此这一过程不会导致励磁发电机和同步电

机过热。

三种启动方式对比见表1。

2.3 同步电机停机过程

收到停机命令后，将停止向同步电机的定子电枢绕

组输出电压，同时通知励磁器灭磁，励磁发电机的励磁

电流快速衰减，同步电机的励磁电流通过灭磁电阻快

速衰减，电机在负载和阻力作用下减速直至停止。

同步电动机进线侧发生短路时，本期电源接入图2

中A点及B点比较分析。

按接入图2A点分析，当进线侧发生短路时，短路

电流大小如表2。

根据短路电流表2，如果将同步电机及所有的高压

异步电机连接图2中A点，10kVⅡ段短路电流有效值将

超过30.8k A，对原有系统的稳定性及开关有影响，同

时也大大增加了工程成本，经济性很差。因此本次系统

设计过程中将同步电机与10kV异步电机设置在图2中

B点，将两段电机负荷与原有发电机分设在不同的35kV

表2  接入A点时短路电流值

同步电机M1（27MW）

系统S（无穷大系统考虑）

异步电机M2～M7（6×3000kW）

发电机G1（62.4MW）

发电机G2（62.4MW）

同步电机

10.5kVⅡ段（kA）

5.5

8.6

6.7

5

5

35kVⅡ段

（kA）

1.3

5.6

/

3.3

3.3

表3  接入B点时短路电流值

同步电机M1（27MW）

系统S（无穷大系统考虑）

异步电机M2～M7（6x3000kW）

发电机一（62.4MW）

发电机二（62.4MW）

异步电机

10.5kVⅠ段

（kA）

1

8.5

1.6

2.5

2.5

35kVⅡ段

（kA）

1.3

7.4

/

1.3

1.3

同步电机

10.5kⅡ段

（kA）

5.5

10.8

/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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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辊洗浆机作为浆线重要的洗浆设备，配套动力设

备可靠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重点介绍了液压传动改为

电机减速机传动的竞争优势、性能特点、控制原理。

关键词：双辊洗浆机；电机减速机；传动系统；主从控制

Abstract: Twin-roll pulp extruder is an important washing 
equipment for pulp line, and its supporting power equip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its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principle of 
changing hydraulic drive to electric motor reducer drive.
Key words: twin-roll pulp washer; motor reducer drive; host-sla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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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辊压榨挤浆机（简称双辊洗浆机）是制浆工程浆

料洗涤的主要设备，相比其它洗涤设备，双辊洗浆机具

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产能高、出浆浓度高、自动化

程度高等优点，是目前国内外浆厂首选的洗浆设备。该

设备具有不同的传动结构，各有自身特点，汶瑞公司通

过系统的对比分析，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相关传动技

术，自主研发了新型传动系统，将原液压传动改为电机

减速机传动，在不影响设备传动性能的前提下，合理地

优化了传动结构，降低了设备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本文重点介绍传动结构改进后的特点及其运行案例。

1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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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优势。因此，汶瑞公司根据双辊洗浆机的结构特点，

自主研发了电机减速机传动系统，其机械结构如图3。电

机直接装配在星型减速机上，星型减速机装配有力臂，

两只力臂进行铰链，电机扭矩经减速齿轮放大后驱动两

只压榨辊旋转，该方式传动效率可达98%。

2.1 液压传动的结构特点

液压传动被广泛使用，液压传动系统有液压马达、电

动机、液压泵、控制系统、管道系统、液压元件等组成。

液压传动系统在双辊洗浆机设备上的多年运行，

已经体现了其优势性，可以大扭矩启动、无级调速、抗

高负载冲击等，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液压元件精密，对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故障诊断和排除故障较困难，不易排查原因，不易快速

恢复生产。液压油为工作介质，易泄漏并可压缩，故不

能用在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液压传动存在机械损失、

压力损失、效率较低、不宜作远距离传输等缺点。液压

传动对液压油温度敏感，需要冷却系统，对油品污染敏

感。液压元件制作精度高，造价高。

图4为液压系统扭矩和速度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液

双辊洗浆机由两只旋转方向相反的压榨辊组成，

辊子的表面覆盖筛板，根据浆种及产能对辊子之间设置

一定的间隙，浆料用泵送经布浆器进入设备，先后经过

过滤、置换洗涤、挤压脱水三个过程，在达到30%以上

的出浆干度后由刮刀刮下并经设备顶部的破碎螺旋输

送出挤浆机，滤液从压榨辊筛板下的格仓流道从两端

流出。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2  液压传动与电机减速机传动的结构及特点

原先应用的双辊洗浆机，均采用液压马达驱动压榨

辊，运行稳定可靠，但液压马达主要依赖进口，价格高、

投资大。其机械结构如图2，两只压榨辊端部装配液压马

达，两辊之间通过力臂进行铰链，配套液压驱动单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外体积小、大扭矩的高性能

行星减速机技术已经成熟，如SEW、FLANDER等质

量稳定可靠，同样高性能、大功率矢量、伺服变频器已

经推出，如西门子、ABB等，以及成熟的控制方式，所

以电机减速机传动方式完全可以满足双辊洗浆机低转

速、大扭矩的要求，并且相对液压传动具有价格低的明

图1  双辊洗浆机工作原理

图2  双辊洗浆机液压传动结构

图3  双辊洗浆机电机减速机传动结构

图4  液压系统的扭矩和速度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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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传动启动扭矩高，转速越快扭矩越小。

2.2 电机减速机的结构特点

电机减速机有电机、行星减速机、初级减速机等组成。

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传动平稳、散热好、噪音

低、输出扭矩较大、功率覆盖广、传动效率高、故障率

低、故障诊断容易等。

但也存在以下缺点：扭矩调节范围较液压传动小，

抗高负载冲击能力较弱。所以设备配套时需要根据双

辊洗浆机的扭矩和速度要求进行精确计算选型，同样

配套的变频器选用重载变频器。

图5为机械传动扭矩和速度简单示意特性曲线，可

以看出当电机速度调节超过100%额定转速时电机扭矩

开始下降，启动扭矩须在电机额定扭矩以内。

3  电机减速机传动的控制及原理

电机减速机传动相对液压传动具有自身的控制方

式与原理。

3.1 电机减速机传动控制方式

电机减速机传动双辊洗浆机采用主从控制方式，

两只压榨辊采用钢性耦合，所以主机为速度控制，从机

为转矩控制。

主电机和从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主从变频器之

间进行通信。主变频器和从变频器设定速度相同，从变

频器在设定值基础上再加一定附加值，由于速度偏差的

存在，这样主从辊开机后会迅速胀紧。主变频器将扭矩

值传输给从变频器，从变频器和主变频器扭矩控制值相

同，这样就保证了主从辊同步，同时保证扭矩值相同。

电气控制架构如图6。

3.2 电机减速机传动控制原理

双辊洗浆机生产控制过程：进浆料加大→负载加

大→电流加大→扭矩加大→转速提升，进浆料减小→负

载减小→电流减小→扭矩减小→转速降低。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主机根据DC S扭矩设定值或

速度设定值进行速度调节。从机跟随主机为转矩控制，

采用速度环饱和与转矩限幅的控制方式，控制原理为双

闭环控制系统，速度环是外环，电流环是内环，速度环

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输入，当速度环积到最大，速度控

制器以最大值输出，电流环将收到最大值，变频器控制

电机输出最大转矩，通过调节转矩限幅值可以控制输

出转矩。其特点是，当速度环饱和时通过转矩限幅控制

传动设备输出力矩，在负载急剧变小（如断轴）时速度

环立刻退饱和，速度环起作用，有效防止飞车。同时启动

瞬间主机和从机的速度环都起作用，张力的建立比较平

稳，避免了系统产生振荡，使设备运行平稳，既保证了主

从电机速度和扭矩的分配，也对设备进行了保护。

3.3 电机减速机传动控制各信号联锁

上位机DC S显示两台电机扭矩偏差过大报警，任

一台变频器扭矩过大报警。两台电机扭矩实际值显示、

电流显示、速度显示等。任一变频器故障，联锁另一台

变频器迅速停机。扭矩过大、主从电机扭矩偏差过大时

联锁停止进浆。

4  电机减速机传动和液压传动的特点对比及前景

表1所示，电机减速机传动较液压传动的优势主

要方面有：传动效率高，节电，设备成本较低，维护成本

低，不需要液压维护专员，几乎不需要维护，速度控制、

图5  机械传动的扭矩和速度特性曲线

图6  电气控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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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控制精度高，控制速度响应快等。

双辊洗浆机采用电机减速机传动，完全符合技术进

步对节能降耗的基本要求，尤其是目前制浆企业越来越

注重成本控制，高性价比产品必定会受到企业越来越多的

关注，新的项目客户会优先选择电机减速机传动方式。

5  电机减速机传动控制的实施案例

在贵州某制浆厂500t/d本色竹浆项目中，制浆系统

采用了5台双辊洗浆机，全部应用新型电机减速机传动

方式。

该项目工艺过程为，蒸煮来粗浆先经过封闭筛选，

然后经过两段洗浆机洗涤，洗后浆料进入氧脱木素工

段，继而再进行三段洗涤。在筛选后的首台双辊洗浆

机为两侧低浓进浆，进浆浓度为2%～4%，出浆浓度为

≥27%，双辊洗浆机的规格为S JA I I945（压榨辊直径

φ900，压榨辊长度为4500m m）,主传动2台电机的功

 图7  网络架构

表1  电机减速机与液压传动特点对比

性能特点

/类别

传动效率

维护成本

设备成本

供货周期

噪声

速度调节范围

扭矩调节范围

故障率

使用寿命

调节响应速度

控制精度

耗能

液压传动

低

高

高

长

差

大

大

较低

长

滞后

低

高

电机减速机

传动

高

低

低

短

较好

较大

较小

低

较长

极快

高

低

率为55kW；其它部位的4台双辊洗浆机均为两侧中浓进

浆，进浆浓度为5%～7%，出浆浓度为≥30%，双辊洗浆

机的规格为SJA I I930（压榨辊直径φ900，压榨辊长度

为3000mm）,主传动2台电机的功率为37kW。

根据电机减速机传动的原理及其控制理念，对双

辊洗浆机控制具有不同的控制方式，在该项目中根据产

能、工厂条件、浆种及其工艺参数等，确定了适宜的控

制方式，其控制方式如图7。

主从变频器及PLC之间采用P r f i b u s-DP通讯，

PLC负责处理信号和控制并使主从变频器进行信息交

互。DCS和PLC之间Prfibus-DP通讯或Prfinet通讯，

DC S进行监控：电机启停、故障复位、电流显示、速度

显示、扭矩显示等。

变频器采用西门子G120系列,G120是一款中高性

能变频器,主从电机采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

自动计算电机速度实际值、扭矩实际值、温度实际值、

电流实际值、功率实际值等。

西门子G120变频器配套调试软件：STARTER、

SCOUT、STARTDRIVE，设备调试可以通过操作面板

或调试软件，实现硬件配置、参数设置、调试、诊断等。

6  结语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双辊洗浆机

的研发，现已形成不同规格的系列产品，其中目前产能

最高、规格最大的2284mm（压榨辊直径φ2200mm，压

榨辊长度8400mm）双辊洗浆机出口国外市场，已能满

足不同规模制浆项目的生产。现在电机减速机作为双辊

洗浆机的新型传动机构已推向国内市场，必将进一步提

升双辊洗浆机高效、节水、降耗、高自动化和清洁生产

等特点，为项目减少投资，为客户创造效益。在今后新

建项目或改造项目中，尤其是大规模的木/竹浆项目，双

辊洗浆机是首选的洗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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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福建省生产领域近五年的卫生纸进行随机抽样

和质量分析，分别检测了产品的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

黄色葡萄球菌、溶血链球菌。结果显示：卫生纸生产企业主

要集中在福州、漳州、泉州三个地市，企业共占比64.4%；大

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检出，细菌菌

落总数共5批次不合格，卫生指标合格率为97.7%；合格产品

卫生性能逐年提升，呈现较高质量水平，细菌菌落总数检出

率2014年为74.5%，近四年在39.5%～60.0%之间，呈现下降

的趋势；细菌菌落总数统计均值，由60.8CFU/g下降至15CFU/

g左右，从国标最高限值的10.1%下降到2.5%左右；按地域统

计，不合格产品主要分布在福州地区；泉州、三明、厦门三地

市生产的卫生纸合格产品质量较高，细菌菌落总数均值分别

为14.7CFU/g、16.8CFU/g、12.6CFU/g，分别为国标最高限值的

2.5%、2.8%、2.1%。按产品质量等级统计，在所有产品中，卫

生纸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质量等级产品的卫生合格率分

别为97.53%、96.97%、100%。

关键词：卫生纸；质量分析；卫生性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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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were carried out to detect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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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纸一般指日常生活中的厕用卫生纸，不包括擦

手纸和厨房用纸。卫生纸国家标准规定，卫生纸可使用

原生纤维、回收的纸张印刷品、印刷白纸边作为生产原

料，但必须对回收纸张印刷品进行脱墨处理，明确规定

不得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包装用纸作为生

产原料[1]。

据中国生活用纸委员会统计，我国2017年生活用纸

总消费量851.1万t，人均年消费量6.1kg，其中卫生纸总

消费量469.9万t，人均年消费量3.37k g，占比55.2%，

厕用卫生纸仍然是中国生活用纸的主要消费纸种[2]，卫

生纸的质量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在国家标准《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GB/T 

20810-2006中，对卫生纸的卫生指标进行了规定，具体

指标如表1。

福建省现有卫生纸原纸生产企业8家，包括福鼎安

诺纸业、福鼎南阳纸业、三明华闽纸业、铭丰纸业、恒安

纸业、恒利纸业、厦门新阳纸业、漳州凤竹纸业、金红

叶纸业（集团调配）、福建歌芬纸业[3]。卫生纸加工企

业，主要是购买原纸进行分切、加工，企业规模小，技

术简单[4]，资金门槛低。在福建省卫生纸市场除了恒安、

金红叶、维达等大型生产商提供的产品外，充斥着不少

中小企业的加工产品，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卫生纸原纸的生产过程中，经过浆板碎解、除渣、

疏解/磨浆、配浆、上浆流送、成形、压榨、高温干燥、

卷取得卫生纸原纸，通过在系统中添加一定量杀菌剂以

及高温干燥后，原纸从生产线下线后微生物水平都能达

标。卫生纸细菌菌落总数超标主要是以下两个环节引

入的：一是分切，二是运输。中小规模的加工企业，设备

简陋，生产环境较差，缺少必要的消毒环节，在分切过

程中极易发生微生物污染；成品卫生纸从生产线下线再

到消费者的手中，要经过各种复杂的运输环境，中小加

工企业从成本考量，产品包装通常质量较差，运输过程

中的微生物二次污染是更加不可控的因素[5,6]。

根据上级部门下发的2014～2018年福建省生产领

域卫生纸双随机抽查任务，本文对随机抽查和微生物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用以呈现福建省生产领域卫

生纸的行业状况和卫生质量水平。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

S P-250生化培养箱，南京实验仪器厂；JA PEN显

微镜。

1.2 实验方法

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链球菌按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卫生纸（含卫生纸原

纸）》GB/T 20810-2006进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结果

enterpris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Fuzhou, Zhangzhou 
and Quanzhou, accounting for 64.4%; coliform,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hemolytic streptococcus were not detect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was 5 batches. The second pass 
was unqualified, the pass rate of health indicators was 97.7%; the 
hygienic performance of qualified product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showing a higher quality level,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bacterial 
colonies was 74.5% in 2014, and the decline was between 39.5 
and 60.0%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tren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decreased from 60.8 CFU/g to 15 CFU/
g, from 10.1%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maximum limit to 2.5%; 
according to regional statistics, the unqualified produc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Fuzhou; Quanzhou The quality of qualified 
products of sanitary paper produced by Sanming and Xiamen is 
higher. The average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is 14.7 CFU/g, 
16.8 CFU/g and 12.6 CFU/g, respectively, which are 2.5% and 2.8%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maximum limit. 2.1%; Quanzhou toilet 
paper has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of qualified products is the lowest, 
being 47.06%.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quality grade, the hygiene 
pass rate of all grades of sanitary paper, first-class products, 
and superior quality products were 97.53%, 96.97%, and 100%,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oi let t issue paper; qual it y analysis; health 
performance; statistical

表1  卫生纸产品微生物指标国家质量标准

项目

限值

大肠

菌群

不得检出

细菌菌落总数 

/(CFU/g)

≤600

金黄色

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溶血性

链球菌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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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进行统一编号，开封，按《卫生纸（含卫生

纸原纸）》GB/T 20810-2006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

试，结果如表2所示。

2.2 福建各地市样本分布

根据历年的抽查任务，机构对福建省生产领域的

卫生纸企业进行随机抽查，抽查企业的样本在福建各

地市的区域分布如表3所示。

抽查结果显示：2014年度共抽查卫生纸企业39

家，其中福州11家、莆田3家、漳州7家、龙岩3家、泉州

7家、三明2家、宁德2家、厦门4家，分别占比为28.2%、

7.7%、17.9%、7.7%、17.9%、5.1%、5.1%、10.3%。

2015年度共抽查卫生纸企业33家，其中福州、莆田、漳

州、龙岩、泉州、三明、宁德、厦门，分别占比为27.3%、

6.1%、18.2%、6.1%、21.2%、12.1%、0%、9.1%。2016

年度共抽查卫生纸企业28家，其中福州、莆田、漳州、龙

岩、泉州、三明、宁德、厦门，分别占比为32.1%、7.1%、

14.3%、10.7%、21.4%、10.7%、0%、3.6%。2017年度

共抽查卫生纸企业25家，其中福州、莆田、漳州、龙岩、

泉州、三明、宁德、厦门，分别占比为28%、8%、16%、

12%、16%、8%、0%、12%。2018年度共抽查卫生纸企业

28家，其中福州、莆田、漳州、龙岩、泉州、三明、宁德、

厦门，分别占比为28.6%、14.3%、7.1%、7.1%、32.1%、

7.1%、0%、3.6%。近五年随机抽查覆盖了福建省八个地

市，抽查结果可以较客观地反映福建省生产领域的卫生

纸产品质量。

2014～2018年历年样本统计福州、漳州、泉州企业

占比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福州地区的企业

近五年占比稳定在27.3%～32.1%之间；漳州地区2014～

2017年企业占比在14.3%～18.2%，2018年下降为7.1%，

部分企业停产、倒闭；泉州地区2014～2017年企业占比

在16.0%～21.4%，2018年上升为32.1%，部分企业复

产、扩产、同时有新企业投产。

其中2014～2018年抽查样本分布如图2所示。按

企业统计，近五年共抽查企业59家，福州17家、莆田6

家、漳州8家、龙岩3家、泉州13家、三明6家、宁德2家、

厦门4家，分别占比为28.8%、10.2%、13.6%、5.1%、

22.0%、10.2%、3.4%、6.8%。按批次统计，近五年共

抽查产品215批次，福州59批次、莆田14批次、漳州35批

次、龙岩21批次、泉州51批次、三明15批次、宁德4批次、

厦门16批次，分别占比为27.4%、6.5%、16.3%、9.8%、

23.7%、7%、1.9%、7.4%。

近五年的随机抽查企业分布结果显示：福州、漳

州、泉州产地卫生纸生产企业分别占比28.8%、13.6%、

22.0%，此三个城市有生产卫生纸原纸的企业，纸机为

新月型，产量大、质量好，包括金红叶、凤竹、恒安、恒利

等[3]，由于成品卫生纸行业生产资金与技术门槛准入较

低，因此规模企业对中小企业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故而

卫生纸企业在福建省内分布呈现一定的区域集中，产地

主要集中在福州、漳州、泉州三个地市，企业合共占比

64.4%。

2.3 质量分析

2.3.1 合格统计

备注：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检出；细菌菌落总数单位为CFU/g。

表2 卫生纸产品质量测试结果（细菌菌落总数）

项目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d龙岩

e泉州

f三明

g宁德

h厦门

2015

12，＜4，28，＜4，＜4，＜

4,140,52，210，100，4，8

＜4,4

280,＜4,170,32,＜4,150,

＜4,12, 36,8,16

＜4,＜4,480,68

＜4,＜4,＜4,＜4,8,4,＜4,

＜4,＜4,12,＜4,4,12

＜4,＜4,12,40

-

12,32,12,20

2014

16,28,76,＜4,4，＜4，

120，12，24，12，20，

860，290,16，40,540

470,16,＜4

480,76,＜4,＜4,＜

4,8,210,8,16,190,4,＜4

＜4,32,＜4,52,8

12，8，8，380，20，88，

8,12，8，88,8,12

8,76

4,＜4,＜4,＜4

＜4,8,20,＜4,＜4,52

2016

3600,＜4,＜4,＜4,

＜4，92,＜4,20,＜

4,2900,＜4

＜4,＜4,16,

150,72,24,16,12,＜4

4,＜4,20,24,20

＜4,4,＜4,＜4,＜4,＜

4,＜4,8,＜4,＜4

60,＜4,＜4

-

＜4,＜4

2017

＜4,76,＜4,

＜4,110,＜＜

4,8,

12,4

＜4，44，

40,16

＜4,4,32

＜4,＜4,＜

4,12

36,＜4

-

16,1500,4

2018

＜4,＜4,8,8500,32,

＜4,＜4,＜4, 60,＜

4,36,12,＜4

＜4,＜4,20,16

＜4,340

16,＜4,＜4,8

＜4,＜4,＜4,4,＜4,＜

4,＜4,＜4,16,＜4,4,8

4,4,8,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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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合格与否的角度定性分析卫生纸质量，福

建卫生纸生产领域历年随机抽查不合格项目统计的企

业数和批次数如表4所示。

2014年共抽查39家企业60批次卫生纸产品，2015

年共抽查33家企业50批次产品，2016年共抽查28家企

业40批次产品，2017年共抽查25家企业25批次产品，

2018年共抽查28家企业40批次产品。按项目统计，大

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检出，合

格率为100%；细菌菌落总数2014年、2015年、2016年、

2017年、2018年分别检出不合格产品1、0、2、1、1批次，

产品合格率分别为98.3%、100%、95%、96%、97.5%。

近五年共抽查59家企业215批次卫生纸产品，细菌菌落

总数共5批次不合格，产品卫生指标合格率为97.7%，卫

生纸产品呈现较高的卫生质量水平。

按地域统计，2014～2018年卫生纸产品合格率如图

3所示。近五年，福州地区出现4企业4批次产品不合格，

其中2014年1批次、2016年2批次、2018年1批次；厦门地

区在2017年出现1批次不合格；其他地区未出现不合格

产品。目前大部分卫生纸中小企业的生产和仓储条件简

陋，未见有通风设施、消杀设备，福州地区产品较其他

地区出现更多的不合格产品的原因可能是，在同等生产

条件下，福州地处乌龙江、闽江两江流域，属河口盆地，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湿度较高，如企业未重视生产

卫生条件，细菌更易繁殖，一旦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污

染，极易造成卫生纸细菌菌落总数超标。

按产品质量等级统计，近五年不同等级卫生纸产

品合格率如表5所示。近五年共随机抽查215批次产品，

合格品等级产品出现4批次不合格，卫生指标合格率为

97.53%；一等品出现1批次不合格，产品卫生合格率为

96.97%；优等品未出现不合格产品，产品卫生合格率为

100%。

2.3.2 合格品检出数统计

剔除不合格产品数据，同时菌落总数＜4按未检出

来统计，对历年细菌菌落总数指标的检出批次数进行统

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和图4可知，福建省生产领域卫生纸合格

图1  历年样本统计福州、漳州、泉州企业占比趋势

图2 卫生纸样本区域分布统计（2014～2018年）

图3 近五年卫生纸产品合格率统计（按地域）

表3  历年福建样本市域企业数分布统计

项目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d龙岩

e泉州

f三明

g宁德

h厦门

总数

2015

9

2

6

2

7

4

0

3

33

2014

11

3

7

3

7

2

2

4

39

2016

9

2

4

3

6

3

0

1

28

2017

7

2

4

3

4

2

0

3

25

2018

8

4

2

2

9

2

0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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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2014年为74.5%，近四年在

39.5%～60.0%之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卫生纸行业整体

合格产品的质量水平有所提高。

按地域统计，2014～2018年卫生纸合格产品细菌菌

落总数检出率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在福建省卫生纸

生产领域，泉州卫生纸质量最高（宁德近五年共抽检4

批次，样本数太少，不参与分析），合格产品细菌菌落总

数检出率为47.06%；漳州和三明卫生纸质量最差，高于

福建省卫生纸合格产品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平均水平，

分别达到71.43%和66.67%。

按产品质量等级统计，2014～2018年卫生纸合格

产品的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如表7所

示。表7显示，一等品的合格产品中，

细菌菌落检出率为46.88%，检出率最

低；优等品检出率次之，为55.00%；

合格品等 级的检出率最高，达到

60.13%。

2.3.3 合格品指标均值统计

从产品质量指标定量地分析福建省生产领域卫生

纸的质量，在对历年不合格项目统计的基础上，剔除不

合格产品数据，菌落总数＜4按未检出来统计，对细菌菌

落总数指标进行数据统计平均，其结果如表8所示。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

检出，近五年共出现5批次细菌菌落总数不合格产品，

剔除不合格产品数据，对数据进行分项目统计平均，细

菌菌落总数指标质量呈现上升的趋势，由60.8CFU/g

下降至15CFU/g左右，从国标最高限值的10.1%下降到

2.5%左右。说明福建生产领域卫生纸达标产品的卫生

性能逐年提升，呈现较高的质量水平。

表4　历年不合格项目统计

项目

微

生

物

细菌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企业数

1

0

0

0

2014 2015

0

0

0

0

2016

2

0

0

0

2017

1

0

0

0

2018

1

0

0

0

1

0

0

0

2014 2015

0

0

0

0

2016

2

0

0

0

2017

1

0

0

0

2018

1

0

0

0

批次数

表5  历年不合格项目统计（按质量等级）

产等级

合格品

一等品

优等品

总批

次数

162

33

20

不合格

批次

4

1

0

合格率 

/%

97.53

96.97

100.00

表7  细菌菌落总数项目检出批次统计（按质量等级）

产品

等级

合格品

一等品

优等品

总批次

158

32

20

检出

批次

95

15

11

检出批次

占比/%

60.13

46.88

55.00

表6  细菌菌落总数项目检出批次统计（按年份）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4～2018

合格

总批次

59

50

38

24

39

210

检出

批次数

44

30

15

14

18

121

检出批次

占比 %

74.58 

60.00 

39.47 

58.33 

46.15 

57.62

图4 近五年细菌菌落总数项目检出趋势

图5 近五年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按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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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近五年产品细菌菌落总数均值统计（按地域）

按地域统计，2014～2018年卫生纸合格产品细菌

菌落总数均值统计如图6所示。图6显示，在福建省卫

生纸生产领域，泉州、三明、厦门三地市生产的卫生纸

合格品质量较高，细菌菌落总数均值分别为14.7CFU/

g、16.8CFU/g、12.6CFU/g，分别为国标最高限值的

2.5%、2.8%、2.1%。漳州卫生纸合格品卫生指标最低，

细菌菌落总数均值为68.9CFU/g，但仅为国标最高限

值的11.5%，仍呈现较高的质量水准。

按产品质量等级统计，近五年卫生纸合格产品细

菌菌落总数均值统计如表9所示。表9显示，合格品、一

等品、优等品的合格产品中，细菌菌落总数均值分别为

36.4CFU/g、17.3CFU/g、41.0CFU/g，一等品的细菌

菌落总数均值最低。

3  结论

(1）近五年卫生纸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内分布呈现一

定的区域集中，产地主要集中在福州、漳州、泉州三个

地市，企业合共占比64.4%。

(2）近五年共抽查59家企业215批次卫生纸产品，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检出，

细菌菌落总数共5批次不合格，产品卫生指标合格率为

97.7%，卫生纸产品呈现较高的卫生质量水平。

(3）近五年卫生纸合格产品的卫生性能逐年提升，

呈现较高的质量水平。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2014年为

74.5%，近四年在39.5%～60.0%之间，呈现下降的趋势；

细菌菌落总数统计均值，由60.8CFU/g下降至15CFU/g

左右，从国标最高限值的10.1%下降到2.5%左右。

(4）按地域，近五年不合格产品主要分布在福州

地区；泉州、三明、厦门三地市生产的卫生纸合格品

质量较高，细菌菌落总数均值分别为14.7C F U/g、

16.8C FU/g、12.6C FU/g，分别为国标最高限值的

2.5%、2.8%、2.1%；其中泉州卫生纸质量最高，合格产

品细菌菌落总数检出率最低，为47.06%。

(5）按产品质量等级统计，在所有产品中，卫生纸

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质量等级产品的卫生合格率

分别为97.53%、96.97%、100%；在合格产品中，合格

品、一等品、优等品的细菌菌落检出率分别为60.13%、

46.88%、55.00%；在合格产品中，合格品、一等品、优

等品的细菌菌落总数统计均值分别为36.4C FU/g、

17.3CFU/g、41.0CF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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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历年细菌菌落总数均值统计（按年份）

年度

细菌菌落总数/(CFU/g)

2015

39.6

2014

60.8

2016

14.3

2017

17.3

2018

15.4

表9  细菌菌落总数均值统计（按质量等级）

产品等级

细菌菌落总数/(CFU/g)

一等品

17.3

合格品

36.4

优等品

41.0
[收稿日期:2019-05-20(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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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变恒温的导热油烘缸

申请公布号：CN 110592994 A

发明人：苏伟光　王丽　许崇海　高永法　秦士

友　刘亚　李亚男

申请人：齐鲁工业大学

常用的烘缸有蒸汽烘缸、导热油烘缸、热辐射

烘缸等，但以导热油和蒸汽为热源的烘缸表面温

差较大，虽然目前经过结构改进，已经成功将温

差降低。例如，山东鲁台集团枣庄市鲁都造纸机械

有限公司发明的“一种旋转式多孔多腔导热油交

换器”（申请号201810798729.6）利用导热油为热

源，创新设计了一种旋转式多孔多腔导热油交换

器，包括外筒、内筒、上封头、下封头，在内筒的外

部套有一个外筒，内筒和外筒之间设有导油腔，内

筒的两端与上封头、下封头连接，在上封头固定连

接有通油操作侧轴头，在下封头固定连接有通油

传动侧轴头，内筒外周面上沿轴向设有数个隔板，

将内筒的外周面的导油腔分隔成数个油腔单元

一，每个油腔单元一内设有折流板，将油腔单元一

划分为两个连通的油腔单元二，同一个油腔单元

一内的两个油腔单元二同一端的内筒上分别设有

导油腔入口和导油腔出口。在共有多个导油腔的情

况下，每两个导油腔相连通；多根金属软管，将热

油分别从两侧导入；这样实现了两侧入油，油缸两

侧温差降低为0.48℃的效果。但内部结构较为复

杂，且表面温差无法消除。

提供一种具有相变恒温的导热油烘缸。

如图1a所示，出油槽或进油槽通过导热油管

相互连接。

进油槽的侧壁上设置若干油孔，若干的导热

油管分别与油孔连接，进油槽的外侧导热油管呈

辐射状排布；若干导热油管的出口端分别与进油

槽连接，出油槽外侧的导热油管呈辐射状排布；导

热油同时从进油槽进入到若干导热油管，进入到

内缸壁和外缸壁之间的部分，然后再呈辐射状地

全部流回至出油槽。

相变材料填充在内缸壁和外缸壁之间，固液

相变材料可以在内缸壁和外缸壁之间进行流动。

导热油管的一部分在烘缸的内缸壁和外缸壁

之间分布，导热油从烘缸的一端经过侧壁到达烘

缸的另一端，解决了烘缸的换热不均匀问题。

与现有技术不同，在烘缸的两端分别设置了

出油槽和进油槽，可以实现导热油的暂时储存，然

后能够均匀地、呈辐射状地排出导热油。导热油

在进入到内缸壁和外缸壁之间后，导热油在烘缸

侧壁内进行均匀地导热换热，解决了导热油烘缸

的换热不均匀问题。

从侧面看，导热油缸类似于车轮的形状。烘缸

是一种圆筒体的结构，当烘缸旋转之后，在离心力

的作用下，相变材料沿着外缸壁的内壁进行流动，

液体的相变材料形成液膜。相变材料遇到烘缸外

表面出现温差后，进行放热，使烘缸表面的温度差

减小，同时使烘缸表面温度均匀分布。解决了现有

的烘缸内外表面温差较大的问题。

导热油管的两端分别穿过内缸壁，并与内缸

壁保持密封，避免了相变材料从内缸壁和外缸壁

之间漏出。

导热油管在内缸壁和外缸壁之间螺旋排列，

如图1b所示。导热油的流动方向从进油槽到出油

槽，然后从出油槽到进油槽，之后再从进油槽到出

油槽，穿过内缸壁之后进入出油槽。在这个流动过

程中，与相变材料充分地换热，加热相变材料。

进油槽连接进油管，出油槽连接出油管，进油

管用于进油，出油管用于出油，同时进油管和出油

管可以使整个烘缸实现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不

专利技术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导热油烘干的端口面内部结构及俯视的内部结构

1—烘缸  2—内缸壁  3—外缸壁  4—进油槽  5—出油槽  6—导
热油管  7—进油管  8—出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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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导热油的流动。

进油槽和出油槽的直径和高度不能太大，直

径为烘缸直径的20％～30％，高度为烘缸长度的

5％～10％。例如烘缸的直径为2500mm，长度为

2000mm，进、出油槽的直径为600mm，高度为

200mm，导热油管的直径为40mm，内缸壁和外

缸壁之间的距离为70mm。

有机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如表1所示。

低熔点金属如锡铋合金，相变温度可以

47～280℃之间通过合金比例调整，例如：Bi58Sn42

的相变温度为138℃、铟156.8℃、锂186℃。

可以根据工艺的需求更换相变材料，使烘缸

表面温度始终维持在相变材料的相变点，因此可

以有效减小烘缸表面温差；对于腐蚀性相变材料，

需要对内缸壁和外缸壁做防腐处理。

有益效果：导热油烘缸实现了烘缸表面的温

度均匀稳定，且表面温度稳定在相变材料的相变

点，避免了传统烘缸表面温差大使导热油烘缸使

用过程中导致干燥不均匀的问题。在实际使用中，

可以根据使用温度，更换相变材料，不同的相变

材料相变点不同，可以方便实现导热油烘缸温度

的控制；在转筒高速转动过程中，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固态与液态相变材料相互掺混，可以强化蓄热

层的传热过程，使得蓄热层温度更均匀。

导热油烘缸的结构简单，制造难度低，成本

低，应用方便。

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578262 A

发明人：江思琼

申请人：江思琼

现有瓦楞纸板制作过程中，需要将废纸破碎

做纸浆，而现有的破碎机构只采用底部搅拌叶轮

搅拌粉碎，其效率低，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搅拌破

碎是连续进行，使得浆料破碎不充分，需要后续再

加工，其效果不好。

提供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它采用

上搅拌叶轮和搅拌叶轮进行破碎和搅拌，可以在

搅拌破碎时停止浆液输出，提高搅拌效果，大大降

低破碎碎片的颗粒大小，减少后续加工的时间和

次数，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如图1至图3所示，该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

装置包括主支撑架和上旋转碎纸架。主支撑架的

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部外侧壁上固定有多个支

腿，支腿固定在地面上，上放置安装槽体中插套有

内搅拌壳体，上放置安装槽体下方的地面上固定

有减速箱和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

速箱并与减速箱的输入齿轮相连接，减速箱的输

出轴伸入内搅拌壳体中并固定有搅拌叶轮。

上旋转碎纸架固定在主支撑架一侧的地面

上。上旋转碎纸架顶板的底面固定有旋转伺服电

机，旋转伺服电机的输出轴穿过上旋转碎纸架顶

板的顶面并固定有旋转支撑梁，旋转支撑梁的端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表1  材料的相变温度

材料

富马酸甲酯

琥珀酸酐

丙戊酸

苯甲酸

二苯乙烯

非那西丁

水杨酸

102

119

120

121.7

124

137

159

相变温度/℃

图1  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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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于内搅拌壳体的上方并固定有上搅拌机构，

上搅拌机构的上搅拌叶轮插套在内搅拌壳体中。

内搅拌壳体为上端直径大、下端直径小的圆

台形壳体，内搅拌壳体的底端固定在上放置安装

槽体底板的顶面上，内搅拌壳体的顶端外侧壁成

型有环形折弯部，环形折弯部的底面成型有环形

卡槽，上放置安装槽体的顶端部卡置在环形卡槽

中。

内搅拌壳体左侧板的下部成型有出料通孔，上

放置安装槽体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固定有压紧油

缸，压紧油缸的推杆伸入上放置安装槽体中并固定

有压紧块。压紧块右侧壁压靠在内搅拌壳体左侧

板的下部外侧壁，压紧块右侧壁与内搅拌壳体左

侧板的下部外侧壁相对应。压紧块右侧壁上固定

有弹性堵块，弹性堵块嵌套在出料通孔中，弹性堵

块的外侧壁弹性压靠在出料通孔的内侧壁上。

压紧块左侧壁的上部固定有折弯块，折弯块

的顶面固定有导向块，导向块插套在上放置安装

槽体左侧板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导向条底面的

导向凹槽中。

上放置安装槽体底板的左部成型有总出料通

孔，总出料通孔前部和后部处的上放置安装槽体

的底板上固定有挡板，挡板的一侧壁固定在上放

置安装槽体左侧板的内侧壁上，挡板的另一侧壁

固定在内搅拌壳体的外侧壁上，总出料通孔与出

料通孔相通。

总出料通孔上通接有下出料管，下出料管对着

地面上固定有接料槽体。接料槽体的下部内侧壁

上固定有定位边，过滤板固定在定位边上，过滤板

的中部具有多个漏水过滤通孔。接料槽体的下部

侧壁通接有排水连接头。

上搅拌机构的升降油缸固定在旋转支撑梁的

端部顶面上，升降油缸的推杆穿过旋转支撑梁的

端部底面并固定有升降支撑架，升降支撑架的底

面固定有压紧盖。压紧盖压靠在内搅拌壳体的顶

面上，压紧盖的顶面固定有上搅拌电机，上搅拌电

机的输出轴穿过压紧盖的底面并固定有上搅拌叶

轮，上搅拌叶轮处于内搅拌壳体中。

压紧盖的底面固定有密封垫，密封垫的外侧

壁紧贴内搅拌壳体的上部内侧壁，压紧盖的边部

底面成型有环形套，环形套的内侧壁紧贴环形折

弯部的外侧壁。

升降支撑架的顶面固定有多个导向竖直杆，导

向竖直杆插套在旋转支撑梁端部上成型有的导向

通孔中。旋转支撑梁的端部顶面固定有多个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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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局部放大图

图3  内搅拌壳体与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局部剖视

1—减速箱  2—主支撑架  3—上放置安装槽体  4—支腿  5—导向条  

6—导向凹槽  7—总出料通孔  8—下出料管  9—接料槽体  10—定位

边  11—过滤板  12—漏水过滤通孔  13—排水连接头  14—环形折

弯部  15—环形卡槽  16—出料通孔  17—内搅拌壳体  18—搅拌叶轮  

19—压紧油缸  20—压紧块  21—弹性堵块  22—折弯块  23—导向块  

24—驱动电机  25—上旋转碎纸架  26—旋转伺服电机  27—旋转支撑

梁  28—上搅拌机构  29—上搅拌叶轮  30—升降油缸  31—升降支撑

架  32—导向竖直杆  33—导向通孔  34—导向套  35—压紧盖  36—

上搅拌电机  37—密封垫  38—环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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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导向竖直杆插套在对应的导向套中。

压紧盖上成型有与密封垫上具有的排气通孔

相对齐的上通孔。

使用时，将纸质废料和水倒入内搅拌壳体中，

通过旋转伺服电机运行使得压紧盖处于内搅拌壳

体的上方。通过升降油缸的推杆推动，使得压紧盖

压靠在内搅拌壳体的顶面上；通过上搅拌电机运

行，使得上搅拌叶轮旋转实现辅助搅拌；通过驱动

电机运行，带动搅拌叶轮运行，实现主搅拌，从而

使得内搅拌壳体中的纸质废料和水搅拌粉碎，而

产生的气体通过排气通孔排出；通过压紧油缸的

推杆回缩，使得压紧块和弹性堵块向左移动，使得

搅拌粉碎料从出料通孔流出，并从下出料管流出到

接料槽体中。搅拌粉碎料中的水透过过滤板进入

接料槽体的底边并通过排水连接头排出，而过滤

板上的破碎料可以抓取使用。

旋转伺服电机、上搅拌电机和驱动电机均通

过连接线与控制主机电连接，升降油缸和压紧油

缸通过连接管与液压站相连接。液压站上的控制

阀等电气部件均与控制主机电连接，通过控制主

机上的按钮进行人工控制，实现对瓦楞纸板用废

纸碎纸装置的控制。

压力筛新型高浓度双区转子

申请公布号：CN 110629579 A

发明人：石鑫浩　张亚林　徐莉莉

申请人：新乡市新平航空机械有限公司

提供新型高浓度双区转子，解决现有转子能

量消耗大，且不能够在不增加转子表面凸块的前

提下解决良浆浓度过高的问题。

由图1至图5给出，新型高浓度双区转子包括外

表面带有多个凸块的外壳体，各凸块在外壳体表

面排布，各凸块在外壳体表面阵列排布；转子外设

置筛鼓与外壳体之间共同组成环形的筛选区，外

壳体一端设置中心开孔的封头，封头向远离转子内

部的方向鼓起，可以使转子的连接位置升高，便于

留出充足的空间来适应传动系统；封头顶部有排

气孔，封头中心位置设置轴套并通过开孔沉入转

子内部，封头与轴套焊接成型，轴套由封头部件焊

接成型，避免螺栓连接的转子在高扭力作用下螺

纹咬死现象的发生；外壳体内设置与外壳体同轴

的内筒体，内筒体的设置缩小了浆液流动的空间，

从而减小浆液湍流所造成的阻力，降低能量损耗；

内筒体一端与封头连接，内筒体另一端延伸至外

壳体中间位置；内筒体远离封头的一端与外壳体之

间设置有隔板，隔板与内筒体连接并与外壳体之

间形成开口；隔板连接与内筒体对应的下筒体，下

筒体外表面光滑并与外壳体形成一个内壁光滑不

挂棉的空间；外壳体表面依次交错设置有长孔状

的B区浆液进口和菱形的粗渣进口，粗渣进口与隔

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将浆液自粗渣进口导流至转子

下半部的导流板，长孔靠近封头的一端设置有导

流条；隔板上靠近内筒体与外壳体之间的封头表

面设置有供浆液进入转子内的第二入口，通过第

二入口进入转子的浆液在内筒体与外壳体形成的

空间内随转子运动同步旋转；内筒体的外表面以

及外壳体的内表面光滑，以保证两者形成的空间

壁面光滑不挂棉；各菱形的粗渣进口外设置便于粗

渣进入的粗渣进口壳，粗渣进口盖外表面呈流线

型。

轴套由防腐蚀的不锈钢材料加工而成，轴套

供压力筛传动轴通过，轴套与压力筛传动轴之间

通过设置胀紧套实现紧密配合，以达到传递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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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型高浓度双区转子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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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扭矩的目的，轴套的内孔加工与胀紧套适配

连接，胀紧套与压力筛传动轴抱紧；外壳体由钢板

卷圆焊接而成并与封头焊接固定，外壳体内外均

机械加工，保证壁厚均匀一致；内筒体由钢板材

料卷圆后焊接成型并与封头焊接固定，内筒体在

与封头进行焊接时，保持与外壳体同心；下筒体由

耐腐蚀的钢板材料卷圆焊接成型，并与由耐腐蚀

材料钢板切割成型的隔板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

接；隔板将转子内部分割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

由内筒体充当内壁，下半部分由下筒体充当内壁。

导流条由钢板条卷圆成型用于减少浆液流动

时的阻力，导流条内表面弧度与外壳体外表面完

全贴合，并与外壳体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导流条

高于重渣进口壳底面，导流条与重渣进口壳底面之

间的距离在20～25mm之间；各导流板由一块矩形

钢板折弯后切割成形，各折弯的板面呈三角形且

向远离矩形主板的方向倾斜，与主板形成大于90°

的夹角，各导流板折弯后形成的空间完全覆盖外

壳体上呈菱形的粗渣进口，且下部与隔板与外壳

体之间形成的开口完全照应，形成一个可供粗渣自

粗渣进口流向转子下半部分的平滑通道；各粗渣

进口壳由一块弧形板和两块类三角板组合焊接而

成，类三角板包括一条弧行的长边和两条相互垂

直的短边，弧形长边与弧形板固定焊接；各粗渣

进口壳的一条短边焊接在外壳体外表面，并与外

壳体上的各粗渣进口一一对应，保持一致，以便配

合使用；各粗渣进口壳高度低于凸块高度，粗渣进

口壳与外壳体表面菱形的粗渣进口连接处衔接光

滑，无台阶及尖角，以保证不挂棉。

第二入口有多个，各第二入口在封头边缘位置

绕封头中心呈环形状等距排列、均匀圆周分布。外

壳体上用于出渣的长孔状的B区浆液进口的开口面

积总和不小于封头上第二入口开口面积的总和，以

保持浆液不会因入口面积大、出口面积小而造成浆

液在腔体内滞留导致堵塞或流通不畅。

各凸块是由耐腐蚀钢材铸造成型，当转子旋

转，凸块与筛鼓形成工作区域，可以保证筛选工作

连续进行。

转子内部由隔板分割为两个部分，转子带有

内筒体的上半部分为A筛选区，转子带有下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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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浆液流动路径结构

图3  浆液流动路径俯视结构

1—轴套  2—封头  3—外壳体  4—内筒体  5—粗渣进口壳  6—
导流板  7—凸块  8—下筒体  9—导流条  10—隔板  11—第一
开口  12—第二入口  13—筛鼓  14—B区浆液进口  15—粗渣进口  
16—排渣区  17—A筛选区  18—B筛选区

图4  粗渣进口壳结构 图5  导流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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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分为B筛选区；当含有纤维和重渣的浆液进

入压力筛腔体内后，浆液由进入转子的方式不同

分为两部分，分别进入A筛选区和B筛选区。

液浆进入A筛选区的流程为：浆液进入压力

筛腔体后，在A筛选区内，合格的纤维和黑液通过

筛缝进入良浆管，剩下的重渣和不合格纤维则继

续向下沉淀；当重渣和不合格纤维到达导流条上

表面时，旋转的转子把重渣和纤维带入菱形的B区

浆液进口，通过导流板在粗渣进口和隔板之间形

成的通道后进入转子下半部分由外壳体和下筒体

形成的空间，最终到达底部的排渣区。

液浆进入B筛选区的流程为：浆液从转子封头

上的多个第二入口进入转子腔体内由内筒体和外

壳体之间形成的空间，然后从外壳体表面的长孔

状B区浆液进口排出至B筛选区，合格的纤维和黑

液会通过筛缝进入良浆管，剩下的重渣和不合格

纤维则继续向下沉淀到转子底部的排渣区。

技术效果：通过在转子内部设置内筒体、隔板

和下筒体，将转子内部分割为两部分，以液浆的流

向不同将原本的整个筛选区域分为上下两层，每一

层从进浆到排渣区域的高度缩小，缩短后的距离

为原始设计的一半，在不增加转子外凸块数量的

前提下，达到浆液不明显增浓的目的，而且完全不

需另外注入稀释水，转子可以适应更高浓度的浆

液，满足核心的筛选功能，不仅平均能耗低，而且

可以大大降低稀释黑液的使用量，节能环保，较少

能源消耗。

纸芯机的复合机构

申请公布号：CN 110626044 A

发明人：应树丰　应海全　王文中

申请人：启东市美迅机械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复合牢固，同时适用于低、高定量纸

张纸芯机的复合机构。

如图1所示，该种纸芯机的复合机构包括涂胶

部件及复合部件，涂胶部件包含配合使用的芯纸

涂胶机组和纸芯表面涂胶组件，复合部件包含低

强度复合组件和高强度复合组件。纸芯表面涂胶

组件设置在高强度复合组件的前方。纸芯加工采用

低定量纸张时，纸张较薄，涂胶后纸张会有收缩，

纸张经二次涂胶会出现首次涂胶和二次涂胶的位

置发生变化，造成蜂窝孔径不正，不能形成正六边

形，这样的蜂窝受力不均匀，抗压强度较弱。为避

免这样的问题，低定量纸张采用同时涂胶，即多层

芯纸经芯纸涂胶机组同时涂胶，多层芯纸经低强度

复合组件复合成纸芯板。因低定量纸张较轻薄，经

低强度复合组件即能复合牢固，无需高强度复合组

件复合。若纸芯采用高定量纸张时，因纸张厚重，多

层芯纸复合后容易分离，多层芯纸经芯纸涂胶机组

涂胶时，保留表层芯纸不涂胶，其他芯纸则正常涂

胶。由于表层芯纸表面未涂胶，多层芯纸进入高强

度复合组件复合成纸芯板，高强度复合组件延长复

合的时间，使纸芯板复合更加牢固，避免芯纸分离。

复合后的纸芯板再经纸芯表面涂胶组件进行表面涂

胶，因高定量涂胶后纸张收缩不明显，不会出现低

定量纸张二次涂胶的问题，保证蜂窝板的强度。本

发明既适用于低定量纸张的复合，也适用于高定量

纸张的复合，一机多用，满足不同的加工需求。

高强度复合组件、低强度复合组件、纸芯表面

涂胶组件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第

一种，低强度复合组件设置在纸芯表面涂胶组件的

前方，若低强度复合组件采用上齿辊和下托辊压

合的方式复合，上齿辊和下托辊可以作为牵引辊，

这样就可以省略齿辊牵引组件。若低强度复合组件

仅采用一复合辊，没有压合的辊，那么可以在该低

强度复合组件的前方设置齿辊牵引组件，由齿辊牵

引组件牵引纸芯向前输送。为了提高牵引的效果，

也可以在高强度复合组件和纸芯表面涂胶组件之

间设置有齿辊牵引组。纸芯采用低定量纸张时，因

高强度复合组件及纸芯表面涂胶组件在低强度复

合组件的后方，因此上胶后的纸芯则需要避开高

强度复合组件和纸芯表面涂胶组件，上胶后的纸

芯可以采用绕开高强度复合组件和纸芯表面涂胶

组件，直接进入低强度复合组件；纸芯为高定量纸

张时，上胶后的纸板可以依次进入高强度复合组

件、纸芯表面涂胶组件及低强度复合组件，无需绕

开低强度复合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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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低强度复合组件设置在纸芯表面涂胶

组件和高强度复合组件之间，纸芯表面涂胶组件的

前方设置有齿辊牵引组二，不管低强度复合组件采

用向压合的齿辊还是单个复合辊，在纸芯表面涂

胶组件的前方需要齿辊牵引组二进行牵引。同样，

纸芯为低定量纸张时，上胶后的纸芯绕开高强度

复合组件进入低强度复合组件，再绕开纸芯表面涂

胶组件进入下道工序。

第三种，低强度复合组件设置在高强度复合组

件的后方，纸芯表面涂胶组件的前方设置有齿辊

牵引组三，齿辊牵引组包括有上齿辊和下托辊，上

齿辊和下托辊压合对纸芯板进行牵引。

芯纸涂胶机组包括有若干组涂胶组件，涂胶

组件的数量为双数，现有的涂胶组件可以设置八

组，可以同时对八层芯纸进行涂胶。涂胶组件的结

构为现有技术，具体结构不再详述。为提高复合效

果，复合部件与涂胶部件之间设置有预热辊，预热

辊就是加热辊。低强度复合组件包括有上齿辊和

下托辊，上齿辊和下托辊压合进行复合作业；高强

度复合组件包括有上输送件和下输送件。若纸芯

板不采用绕开的方式绕开高强度复合组件，可以

采用上输送件相对下输送件升降。低定量纸张无

需进行高强度复合，此时上输送件和下输送件分

离。高定量纸张进行高强度复合时，上输送件和下

输送件压合，高强度复合组件延长复合时间、增加

复合压力，增强复合的牢度。

为提高预热效果，预热辊设置在高处，纸芯板

的向下牵引，牵引方向与水平方向形成夹角，这样

芯纸包覆在预热辊上，提高预热效果。同样，上输

送件和下输送件的向下输送，并且输送方向与水平

方向形成夹角A，夹角A小于90°，上输送件和下

输送件的输送方向与牵引方向一致。上输送件包

括有上输送带，下输送件包括有下输送带，上输送

带相对下输送带上下升降（上下升降的意思是上输

送带竖直升降或者是相对下输送带垂直升降）。同

样，高定量纸张的复合时，上输送带下移与下输送

带压合对纸芯板进行高强度复合、输送。为进一步

提高复合效果，上输送件还包括有上辊，下输送件

还包括有下辊，上辊设置在上输送带内，下辊设置

在下输送带内，上辊相对下辊上下升降。同样，上

辊的升降包括有竖直升降，也包括相对下辊垂直

升降。纸芯板在高强度复合时，上辊和下辊增加复

合压力，提高复合效果。为了便于上输送带和上辊

的升降，上输送带和上辊安装在升降架上，升降

架与驱动其升降的动力件连接。动力件可以采用

气缸或丝杠机构，还可以增加导向件，直线导轨和

滑座，提高升降的稳定性，即直线导轨安装在机架

上，滑座安装在升降架上，动力件驱动升降架沿直

线导轨升降。纸芯表面涂胶组件包括有涂胶辊，同

样，若纸芯板不采用绕开的方式绕开纸芯表面涂

胶组件，可以采用涂胶辊上下升降的方式，涂胶辊

的升降可以采用气缸，低定量纸张同时涂胶，包括

表层芯纸，因此复合后无需二次涂胶，此时涂胶辊

上移，纸芯板的上表面不涂胶直接进入下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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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纸芯机复合机构的结构

1—涂胶部件  2—复合部件  3—预热辊  4—高强度复合组件  5—齿辊牵引组  6—纸芯表面涂胶组件  7—低强度复合组件  8—涂胶组件  
9—涂胶辊  10—上齿辊  11—下托辊  12—下辊  13—上辊  14—下输送带  15—上输送带  16—上齿辊  17—下托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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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定量纸张的表层芯纸未涂胶，因此复合后需要

二次涂胶，此时涂胶辊下移进行涂胶作业，纸芯板

的上表面涂胶后进入下道工序。

绝缘纸加湿流水线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626831 A

发明人：王勇　单常清　康文杰

申请人：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绝缘纸是一种广泛用作电缆、线圈等各类电气

件的绝缘层用料，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

度，以及其他一些特定性能。绝缘纸的生产过程中

有一道加湿的工序，便于对线圈等进行包裹。当绝

缘纸通过加湿设备湿润后，在下料过程中不能受

摩擦，或仅受较小的摩擦，才能确保加湿过的绝缘

纸下料后仍能满足质量和性能的要求。而现有的

绝缘纸加湿设备中，并没有一种能让大幅的绝缘

纸完成自动上料、加湿和下料等过程，且下料过程

中受摩擦较小的设备，使得绝缘纸加湿生产的加

工效率和质量偏低，生产成本偏高。

提供一种绝缘纸加湿流水线设备。

如图1所示，该种绝缘纸加湿流水线设备包括

上料装置、加湿装置和下料装置。上料装置包括上

料输送线和设置在上料输送线末端的上料机构，

在链板式的上料输送线上设置有一纸堆托盘，待

加湿的绝缘纸堆叠放置在纸堆托盘上，由上料输

送线驱动纸堆托盘移动，进而将待加湿的绝缘纸

搬运至上料输送线的末端。

如图2所示，在上料输送线的末端设置一上料

机构，能将运送至上料输送线末端的绝缘纸逐张

地搬运至后续的加湿装置内。上料机构包括设置

在上料输送线两侧的传动机箱，在每个传动机箱

内均设置有一连杆机构，在两个传动机箱之间设

置一真空吸盘连杆，其两个端部分别与其中一个

连杆机构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因而真空吸盘连杆

可在传动机箱内的连杆机构带动下运动。在真空

吸盘连杆上设置多个真空吸盘，通过真空吸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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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绝缘纸加湿流水线设备的整体结构

图2  上料装置结构

图3  下料装置结构

图4  下料板细节

1—上料装置  2—上料输送线  3—传动机箱  4—连杆机构  5—
真空吸盘连杆  6—真空吸盘  7—滑槽  8—防撞立柱  9—液压
升降台  10—加湿装置  11—加湿架  12—加湿滚筒  13—下料装
置  14—下料架  15—下料板  16—下料输送线  17—万向球安装槽  
18—万向球  19—气喷嘴  20—气缸  21—过渡托辊  22—尼龙矫
正板  23—纸堆托盘  24—限位杆  25—绝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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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作用，将纸堆托盘最上层的第一张绝缘纸端

部吸附住，再控制真空吸盘连杆的运动提升绝缘

纸端部并移动至加湿装置的入口。同时，真空吸盘

连杆的两个端部分别滑动设置在两个传动机箱侧

壁上开设的滑槽内，滑槽设置呈倒L型，使得真空

吸盘连杆的运动轨迹也为倒L型，实现将绝缘纸

端部提升后再横向移动的搬运轨迹。

在上料输送线的两侧还分别设置有一防撞立

柱，在纸堆托盘的侧面设置配套的限位杆。当装

载绝缘纸的纸堆托盘向上料输送线末端移动时，

可通过防撞立柱对限位杆进行限位，防止纸堆托

盘的位移超过预设的位置，导致纸堆托盘或绝缘

纸堆与其他结构产生碰撞、干涉等，影响上料的精

准度。

在上料输送线的底部还设置有一液压升降

台。当上料输送线上的纸堆托盘内绝缘纸逐渐减

少时，其最上层的绝缘纸高度也会逐渐降低，为了

保证真空吸盘能紧贴吸附住最上层绝缘纸的上表

面，需通过上料输送线底端的液压升降台将上料

输送线和纸堆托盘整体逐渐地抬升，使得其高度

位置一直保持在真空吸盘能到达的最低位置。

加湿装置的第一端紧接设置在上料输送线的

末端，包括加湿架和转动设置在加湿架上的多个

加湿滚筒。其中加湿滚筒呈上、下两排设置在加湿

架上，绝缘纸从两排加湿滚筒的中间通过。而位于

加湿架第一端的两个加湿滚筒中间即为加湿装置

的绝缘纸入口，上料机构将绝缘纸的端部移动至

此处。随后，加湿滚筒通过滚动作用将绝缘纸向加

湿装置的第二端驱动，同时由于加湿滚筒内部能

持续地加水使其表面保持湿润，因而能通过在绝

缘纸两个表面的滚动对绝缘纸加湿。

如图3所示，当绝缘纸的表面全部加湿后从加

湿装置第二端逐渐移出时，紧接设置在加湿装置

第二端的下料装置，通过设置在下料架两侧的两

块下料板，将完成加湿的绝缘纸两侧逐步托起。同

时，每块下料板均可绕其固定边转动，当绝缘纸完

全移送至下料板上后，下料板的自由边绕其固定边

向下转动，使得两块下料板进行类似“门”的打开

方式，将到位的绝缘纸自由下落放置至正下方的

下料输送线上。由于在下料输送线上也设置有一

纸堆托盘，因此加湿后的绝缘纸将逐张地堆叠在

纸堆托盘上。最终由链板式的下料输送线将绝缘

纸堆运走。

如图4所示，设置在下料板上的多个万向球安

装槽、滚动设置在每个万向球安装槽内的万向球，

以及多个气喷嘴，均用于减小在下料板上移动的

绝缘纸所受摩擦力。万向球通过与绝缘纸表面的

滚动接触减小摩擦力，而各个气喷嘴则能向上喷

出一定速率的气体，通过气压将绝缘纸向上托起，

使得其与下料板整体的接触压力减小，因而能进

一步地减小摩擦力。万向球安装槽在下料板上按

排分布，每排万向球安装槽包括一个或多个万向球

安装槽，每相邻两排万向球安装槽之间设置一气

喷嘴，使得气喷嘴和每排万向球安装槽相间分布，

以均匀地减小下料板上的绝缘纸各处所受的摩擦

力。

下料架的两侧还设置有多个气缸，气缸的伸缩

杆与同侧下料板的自由边固定连接。下料板的自由

边绕固定边转动的过程通过气缸控制，当绝缘纸

到位后，气缸的伸缩杆收缩，将下料板的自由边向

下拉动，驱动两块下料板打开将绝缘纸放下。完成

后准备下料下一张绝缘纸时，气缸的伸缩杆伸长，

驱动下料板逐渐恢复至水平位置。

在下料架的第一端还转动设置有一过渡托

辊，其位置与下料板的位置以及加湿架第一端的

两个加湿滚筒中间位置相对应。过渡托辊主要用

于在初始的先于下料板的位置转接绝缘纸，使得

从加湿滚筒中间输送的绝缘纸能顺利进入下料板

的上表面，防止绝缘纸下移、阻塞而无法顺利进行

上料。

在下料架的第一端和第二端还分别设置有一

组尼龙矫正板，每组尼龙矫正板包括两块，分别设

置在两块下料板的端部，并位于下料板的下方。当

绝缘纸到位后，下料板向下打开使得绝缘纸逐渐

下落，其边缘逐渐划过尼龙矫正板。由于尼龙矫正

板为向绝缘纸一侧凸起的弧形状，因此能将下落

的绝缘纸逐渐捋顺，确保其自由下落后顺利与前

一张绝缘纸堆叠，防止散落导致纸堆托盘难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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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绝缘纸加湿流水线

设备，能自动化地完成绝缘纸的加湿过程。通过上

料装置将绝缘纸逐张上料，由加湿装置完成绝缘

纸两表面的加湿；通过下料装置对加湿后的绝缘

纸进行下料，在下料板上设置的万向球和气喷嘴，

分别从改为滚动摩擦方式和减小接触压力两方面

减小绝缘纸在下料板上移动时所受的摩擦力，提

升绝缘纸的加工质量和性能。整个装置布局合理，

使用可靠性高，有效提升了绝缘纸加湿生产的加

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降低了人工操作的劳动强度，

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农作物废料（秸秆）处理机械

申请公布号：CN 110629574 A

发明人：贺洪祥

申请人：安徽省华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多农民感觉秸秆是一种难以处理的废料，依

照传统方式收回家中用处不大，因为现在生活中更

习惯使用环保的电、气，秸秆失去了作为传统的燃

料价值，而就地烧毁又污染环境，就地深埋操作

麻烦。

科学处理秸秆的方法：经过切断，除去杂质，

除尘，再进入蒸煮锅。秸秆深度软化后的糊状物

里，含有三成左右的纤维素，这正是造本色纸的好

原料。秸秆深度软化后，纤维素用于造纸后，造纸

剩下了大量木质素，可制成一种易于吸收的有机

肥，提高作植物内的酶让其具有超强的防御力。传

统制作工艺中，由于人工操作的不稳定，容易造成

秸秆软化程度不够。因此一种能实现自动化加工

处理秸秆废料的高压加工炉成为当今行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提供一种农作物废料处理机械。

如图1所示，该种农作物废料处理机械的高压

炉内设有通道腔，通道腔顶部外侧滑动配合连接

有打断切割装置，通道腔内固定连接有驱动箱，

驱动箱内设有驱动腔，驱动腔内设有驱动组件。其

中，驱动组件内设有上下延伸的螺纹轴对打断切割

装置进行控制，打断切割装置内设有自动开门组

件。当工作一段时间后可将打断切割装置与通道

腔自动连通，保证秸秆在深度软化前被充分打断。

驱动箱内设有位于驱动腔下端的研磨腔，研磨腔与

驱动腔之间设有贯通口，研磨腔内设有往复研磨装

置受驱动组件动力控制，其中，往复研磨装置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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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作废料处理机械的结构

100—高压炉  101—通道腔  102—驱动腔  103—驱动链杆  104—

升降块  105—从动锥齿轮  106—驱动箱  107—挂臂轴  108—研磨

腔  109—斜导板  110—间歇轴  111—四杆盘  112—拨杆  113—扩展

轴  114—限位弹簧  115—推杆  116—间歇板  117—限位环  118—

悬摆（椭圆盘）  119—电热泵  120—撵辊  121—滑轨  122—摇摆

杆  123—摆臂  124—传动轴  125—卡锁环  126—移动门杆  127—

铁门  128—取料腔  129—球轴  130—水管  131—球阀  132—开关

轴  133—按钮转杆  134—筛选板  135—滑槽  136—恢复弹簧  137—

输出皮带轮  138—皮带  139—贯通口  140—输入皮带轮  141—驱动轴  

142—电动机  143—主动锥齿轮  144—启停板  145—铰接块  146—阶

梯槽  147—环槽  148—螺纹轴  149—轴承座  150—螺旋刀轴  151—

工作箱  152—跟随锥齿轮  153—切割腔  154—驱动锥齿轮  155—出

货口  156—挡门  157—门轴  158—链杆  159—启动杆  160—拉伸弹

簧  161—滑道  162—球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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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悬摆。驱动箱底部外侧转动连接有石墨撵辊装

置，其中，石墨撵辊装置受悬摆控制。当驱动组件

工作时，往复研磨装置与石墨撵辊装置同步开始工

作，筛选和深度软化秸秆废料。通道腔底部内壁固

定连接有电热泵，通道腔右端内壁贯通设有进水

组件且位于驱动箱下端，加热容器内的水实现蒸

煮秸秆。高压炉内设有取料组件且位于通道腔下

端，方便后续制纸与肥料制作。

打断切割装置的工作箱内有开口向上的切割

腔，切割腔内设有滑动配合连接左右对称的轴承

座，轴承座靠近对称中心端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

延伸的螺旋刀轴，螺旋刀轴靠近对称中心端末端

设有跟随锥齿轮。工作箱内设有位于切割腔下端的

自动开门组件，从而充分切断秸秆。

自动开门组件的工作箱下端端面设有开口向

下的环槽，工作箱内设有位于环槽远离圆心端且与

之相通连接的左右对称的阶梯槽，阶梯槽远离对

称中心端内壁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启动杆，

启动杆远离对称中心端固定连接有铰接块，铰接

块与工作箱相互靠近侧顶压连接有拉伸弹簧，铰

接块上铰接有链杆。工作箱内贯通设有位于轴承座

下端且左右对称的出货口，出货口上固定连接有前

后延伸的门轴，门轴上转动配合连接有用于链杆

铰接连接的挡门，从而切割完成后自动开门。

驱动组件包括驱动腔内转动配合连接有上下

延伸至切割腔内的螺纹轴，螺纹轴上设有与跟随

锥齿轮啮合连接的驱动锥齿轮，螺纹轴上螺纹配

合连接有位于驱动腔内的升降块，升降块上铰接

有左右对称的驱动链杆，螺纹轴上设有位于升降

块下端的从动锥齿轮。驱动腔上端贯通设有左右

对称的滑道，滑道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位于环槽的

启停板，启停板与驱动链杆之间铰接连接，驱动腔

底端内壁设有电动机，电动机内动力连接有左右

延伸的驱动轴，驱动轴上设有与从动锥齿轮啮合

连接的主动锥齿轮，驱动轴上设有位于贯通口上端

的输入皮带轮。联动装置的同时延迟启动落料。

往复研磨装置包括研磨腔顶端内壁转动配合

连接有上下延伸的挂臂轴，挂臂轴下端末端固定

连接有四杆盘，四杆盘下端固定连接有上下延伸

的扩展轴，扩展轴下端末端固定连接有椭圆盘，研

磨腔左右内壁上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间歇

轴，间歇轴靠近对称中心端设有斜导板，斜导板

相互靠近侧固定连接有用与四杆盘相抵连接的拨

杆，右端间歇轴上设有输出皮带轮，输出皮带轮与

输入皮带轮之间动力连接有皮带，研磨腔左右内

壁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对称的推杆，推杆近对称

中心端固定连接有限位环，限位环与研磨腔相互

靠近侧顶压连接有恢复弹簧，推杆远对称中心端

固定连接有筛选板，研磨腔左右内壁设有滑槽，筛

选板与滑槽相互靠近侧顶压连接有限位弹簧，驱

动箱左右端面固定连接有位于筛选板下端且左右

对称的间歇板，从而过滤石子类杂质。

石墨撵辊装置包括驱动箱下端端面转动配合

连接有上下延伸的传动轴，传动轴下端末端设有

摇摆杆，摇摆杆另一端固定连接有左右对称的球

轴套，球轴套上滑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球轴，

球轴上设有左右对称的撵辊，驱动箱下端滑动配

合连接有与摇摆杆相抵连接且左右对称的摆臂，

摆臂与椭圆盘相抵连接，摆臂上设有上下对称的卡

锁环，从而确保深度软化秸秆。

进水组件包括通道腔右端内壁贯通设有水

管，水管上端端面转动配合连接有位于高压炉右

部外侧的开关轴，开关轴上设有位于水管内的球

阀，开关轴上设有按钮转杆，视情况加水。

取料组件包括通道腔前端内壁贯通设有取料

腔，取料腔右端内壁固定连接有滑轨，滑轨上滑

动配合连接有移动门杆，移动门杆上设有铁门，从

而方便后续加工。

在初始状态时，启停板位于环槽内，移动门杆

滑至取料腔最右端，使取料腔关闭，转动按钮转

杆通过开关轴使球阀关闭，电动机关闭，挡门关闭

出货口。

工作时，转动按钮转杆，通过开关轴将球阀与

水管接通，满水后停水，将秸秆倒入切割腔内，启

动电动机通过驱动轴驱动主动锥齿轮与输入皮带

轮，主动锥齿轮通过啮合连接带动从动锥齿轮，从

动锥齿轮通过螺纹轴驱动升降块上移与驱动锥齿

轮转动，驱动锥齿轮通过啮合连接带动跟随锥齿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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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跟随锥齿轮带动螺旋刀轴切割秸秆。当升降块

上移至启停板同一高度时，推动启停板至阶梯槽内

带动工作箱转动，且通过启动杆推动铰接块，再通

过链杆带动打开挡门。同时，输入皮带轮通过皮带

带动输出皮带轮，输出皮带轮通过间歇轴、斜导板

带动拨杆拨动四杆盘，四杆盘通过扩展轴转动椭

圆盘，椭圆盘通过摆臂拨动摇摆杆来回运动，通过

撵辊碾压秸秆。

结束工作后，关闭电动机，拉动移动门杆，将

铁门与取料腔打开，取出深度软化的秸秆待进一

步加工。

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

先打断切割、再研磨筛选、最后蒸煮深度软化，提

取秸秆中的所需物质。通过机械结构的传动配合实

现延时性的先切割再落料的工序，确保进入下一步

工序前的秸秆被充分切割成小段状，方便后续的深

度软化。同时利用往复的筛选结构，过滤秸秆中的

颗粒状杂质，保证秸秆软化的效率。在蒸煮过程中，

使用撵辊来回挤压破坏秸秆自身的物理结构，加速

了深度软化的工作效率。通过对秸秆农作物的回收

再利用，实现环保的同时增加其自身的利益。整体

装置利用机械配合联动，避免了装置因传动件不灵

导致的不良加工现象，方便农民处理农作废料的同

时，增加农民副业收入，实现废物利用。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特约撰稿人徐红霞提供）

研发创新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美卓全新阀门技术设备现场图

美卓在2019印度新德里纸展展示用
于造纸行业的最新阀门技术

本刊讯（美卓 消息) 美卓（Metso）的阀门业

务分部Neles Corporation，在2019年12月3-6日

印度新德里纸展上展示了可用于制浆、造纸和生

物制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新阀门技术。

全球大趋势以及对可持续生产和环境绩效日

益提高的意识正在改变着制浆造纸行业，对于减

少废弃物排放、减少水和化石燃料消耗以及提高

生产流程效率的需求日益提高。

在这方面，造纸行业也在不断创新。例如，利

用纸类产品部分取代不可持续的塑料、微塑料、纺

织面料和化石燃料等。

美卓也在致力于帮助该行业满足不断增

长和变化的需求，并抓住新兴生物产品带来

的机遇。在此次展会上，美卓重点展示了其

Jamesbury®EasyFlow阀门解决方案，与一整套

产品一起设计，可以一起工作，以轻松创建自动阀

组件，从而提供可靠的高质量性能，有助于推动纸

浆、造纸和生物制品行业的流程朝着提高效率、可

靠性和环境绩效的方向发展。

美卓旗下的Neles Corporation主要服务于石

油和天然气精炼、纸浆、造纸和生物制品行业、化

学制品及其他加工行业。

Neles拥有2900名员工，业务遍及40多个国家，

2018年全年未经审计的分批销售收入为5.93亿欧元

（2019年1月至9月：4.93亿欧元），分部营业利润为

8300万欧元（2019年1月至9月：75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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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roma在2019印度新德里纸展上
展示创新化学品技术

本刊讯（Archroma 消息) 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

品企业Archroma在2019年12月印度新德里纸展

上展示了其最新的创新解决方案系统，旨在帮助

包装和纸张制造商优化生产力或在其市场中创造

价值。

Archroma致力于研究各种包装和纸张的白

度、着色、特殊涂层和强度等。该公司提供了针对

性的产品系列，以及来自其全球纸张专家的应用服

务，以增强包装、纸张和纸巾的光学和功能特性。

2019年7月，Archroma宣布有意收购巴斯夫

基于二苯乙烯的荧光增白剂（OBA）业务，应用于

纸张和粉末洗涤剂的生产。这项交易在2019年年

底完成，其中包括巴斯夫在印度Ankleshwar的制

造部门，该部门目前雇用约100名员工。

Archroma不断追求技术创新，例如最近推出

了Cartastrength®DST.03干强度液体添加剂，

可用于更牢固的包装纸，并在生产过程中改善粘

性控制；推出Leucophor®AFCN liq光学增白

剂，专门为食品包装和纸张而设计，并已获得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食品接触许可；推出

Leucophor®MT liq新型四磺化OBA，经过改性

可在表面应用中提供高白度性能。

在印度展会上，Archroma还推出了四种专为

包装和纸张应用开发的新技术：

第一，Bright N’Safe技术。可应用于将高白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度和亮度与食品安全性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用于符

合FDA标准的包装，可控制并降低停机频率。

第二，Hold Tight技术。可用于纤维粘合力改

善系统，促进造纸循环可持续发展，并保护森林。

 第三，Print It Brite。一种使我们的纸张更

白、更亮，我们的打印更清晰、更生动，生产效率

更高的系统。

第四，Smart White。即使在最高白度水平

下，也可以优化生产高质量纸张、减少资源使用的

系统。

维美德推出用于浆厂石灰窑的新型
可见光热成像系统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日前，维美德推出一种

全新的Valmet Visible Thermal Imaging 可

见光热成像系统。该系统对浆厂石灰窑的运行实

施高效监控。相机温度信息与过程控制的结合，可

进一步优化燃烧工艺，提高回收石灰的质量，减少

排放。与此同时，强化点火及正常生产期间的可视

性，降低维护费用。

新系统是一种结构牢固且配有空气冷却设备

以及高分辨率热传感器的高精度成像方案。它以

实时方式对产品温度加以测量。其设计目的是对

石灰窑的环境进行综合监控和分析。从点火一直

到正常生产，都可确保独一无二的成像质量。

Valmet Visible Thermal Imaging可见光

热成像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为多种严苛复杂的生产

维美德可见光热成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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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提供一种耐久、耐高温、耐粉尘且可降低维护

需求的方案。作为选择项，自动回撤硬件装置可确

保相机在冷却空气不足的情况下，防止镜头过热。

纯数字化传输方式可提高图像传输的可靠性，并

消除不必要的干扰及信号衰减。

Valmet Visible Thermal Viewer可见光

热成像观察器，将高精度可视图像与高分辨热传

感器相结合。借助多达8个可灵活调节的温度计算

区，用户可对数据实施全面监控。

该系统与一套用户友好型界面相链接，可使图

像记录、历史数据趋势浏览以及温度临界报警的

设定都更易进行。

澳大利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用香蕉
种植废弃物制成的纸类包装可作为
塑料替代品

本刊讯（新南威尔士大学 消息) 悉尼新南威尔

士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可以将香蕉种

植园的废弃物转化为可生物降解、可回收的包装

材料。

副教授Jayashre e Arcot和教授Mar t ina 

Stenzel正在寻找方法，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可以

为其行业带来增值的产品，同时又可以解决其他问

题。

因此他们瞄准了香蕉种植业，据Arcot教授表

示，该行业会产生大量有机废物，仅使用了12％的

植物（水果），其余的则在收获后被丢弃。与其他

水果作物相比，香蕉种植业特别浪费的是这种植

物在每次收获香蕉后都不能再次生长，每次收获

后都会砍掉，大部分在田间丢弃。其中一些用于纺

织品，一些用作堆肥，但除此之外，这是巨大的浪

费。

因此，Arcot教授和Stenzel教授致力于研究

香蕉假茎是否可以成为纤维素的来源。如果可以，

那么香蕉的残余就可用于包装、纸制品、纺织品甚

至是医疗应用（例如伤口愈合）和药物输送。

他们利用悉尼皇家植物园种植的香蕉假茎材

料，开始着手提取纤维素以测试其作为包装替代

品的适用性。

在研究中发现，假茎中90％是水，固体物质最

终减少到大约10％。将假茎带入实验室并将其切

成碎片，在非常低的温度下干燥箱中干燥，然后将

其研磨成非常细的粉末。之后，将这种粉末拿去，

并通过非常柔软的化学处理对其进行清洗，得到

了纳米纤维素成分，这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的高价值材料，因此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

Arcot教授说，根据预期的厚度，提取制成的

该材料可以在食品包装中以多种不同的形式使用。

目前，有一些选择，例如，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购物

袋;或者根据倒入材料的方式和制作的厚度，制作

出您所看到的用来盛肉和水果的托盘。它不会产生

泡沫，而且完全无毒、可生物降解并且可回收。

Arcot教授表示，她和Stenzel教授在测试中

证实，将纤维素材料的“薄膜”放入土壤6个月后，

该材料会有机分解。结果表明，纤维素薄片在土壤

样品中的分解过程良好。这种材料也是可回收的，

可以对其进行三次循环利用，而不会改变其属性。

食品测试证明，它没有污染风险。

Stenzel教授表示，用食物样本测试了材料，

看是否会渗入细胞。利用哺乳动物细胞、癌细胞、

T细胞进行了测试，发现均无毒、无渗透。

Stenzel教授表示，从理论上讲，每一种植物

都可以得到纳米纤维素，只是有些植物比其他植

物更好，因为它们的纤维素含量更高。而对于香

蕉，除了纤维素含量的高品质之外，香蕉的吸引力

还在于它是一年生植物。

研究人员说，要使香蕉假茎成为塑料袋和食品

包装的替代品，对于香蕉行业来说，开始将假茎加

工成粉末，然后将其出售给包装供应商是很有意

义的。

而在供应链的另一端，如果包装制造商更新

其机器，以将纳米纤维素膜制成袋子和其他食品

包装材料，那么香蕉假茎将有很大的机会使食品

包装更具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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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Feldmuehle开发基于纸浆和回收
纤维的新产品

本刊讯（Feldmuehle GmbH 消息) 德国标签和包

装纸企Feldmuehle GmbH在2009年已经启动了

废纸含量为40％的标签纸新开发项目（LabelSet 

PCW）。

为了追 求 可 持 续 性 发 展 和 环 保目 标 ，

Feldmuehle正在进行基于回收纤维的新产品开发

工作。即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将利用纸浆和回

收纤维生产出一种新型湿强度标签纸，并将投放

市场。

这种高质量再生纤维标签纸在白度、不透明性

和外观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并且还将提供良好

的可运行性和印刷质量。

Feldmueh le还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

求，并为客户提供基于纸浆和回收纤维的一种产

品。Feldmuehle GmbH为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国

际市场开发和生产高质量的白色涂布标签纸和包

装纸。在这两个业务领域中，公司为标签和包装行

业、印刷厂、品牌所有者和加工商提供广泛的产品

组合。

Sight Machine推出了适用于造纸行
业的持续改进解决方案

本刊讯（Sight Machine 消息) 美国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技术服务商Sight Machine最近宣布推出

其下一代制造数据平台（MDP），以及其针对造

纸、包装和化学品的第一套垂直解决方案。 Sight 

Machine的SaaS平台使用实时数据分析和AI来解

锁下一级别的持续改进，并为制造公司在生产率、

利润率和可持续性方面创造快速而具体的收益。

15年来，尽管美国制造商在自动化和其他技术

上进行了投资，但制造业工厂生产率却在降低。根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从1992年到2004年，美

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2％，但是从2004

年到2016年，生产率却每年平均下降0.3％。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初期，诸如lean 

manufacturing和Six Sigma之类的方法帮助提

高了生产率，但潜在的收益已基本实现。这些方法

通常使用历史数据的有限快照专注于单个计算机

或进程。

Sight Machine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Jon 

Sobel说：“制造商已经挤出了优化单个机器和工艺

的大部分收益。今天的制造商获得竞争优势的最

大机会是来自数据，特别是通过实时的全系统优

化。我们正在投资针对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以提

高造纸、纸巾、包装和化学等行业制造商的能力，

以彻底改变运营方式，并在生产力、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性方面取得持续突破。”

Sight Machine提供唯一的平台，实现实时、

全系统范围的可见性和分析，以及可将制造数据的

见解转化为行动。Sight Machine的MDP对整个

生产线、工厂和企业进行建模，使客户能够找到复

杂生产过程中质量和生产率问题的根本原因，并确

定对收益影响最大的投资。

Sight Machine成立于2011年，致力于应用大

数据分析来解决制造问题。在过去的8年中，随着

遍及四大洲的工厂部署，Sight Machine已从专注

于解决单个生产问题发展成为持续改进的平台。

新的MDP为企业主管、工厂管理层和生产线工人

提供了更多功能，使他们能够使数据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

除了MDP之外，Sight Machine还宣布了其

它几个针对纸和薄纸、包装和化学领域的行业解

决方案。Sight Machine提供了专门针对每个行业

的机械、过程和输出而设计的工具，包括推动系统

范围内的持续改进计划所需的预测性和规范性分

析工具。Sight Machine建立在最初三个行业的基

础上，现在正在为其它行业开发解决方案。

通过提高泵的性能和黑液处理能力，
减少制浆造纸水浪费的技术方法

本刊讯（John Crane公司 消息) 到2030年，世

界人口预计还将增加10亿，保护水资源等重要资源

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目标。联合国估计，目前缺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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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影响了40％的人口，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

题。

由于水消耗量大，制浆造纸厂以及相关工业

加工过程中因为使用大量水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审

查。

造纸过程中最常见的液体之一就是各种形式

的纸浆，包括黑液、白液、绿液等。世界各地都面临

缺水问题，考虑到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制浆造纸

业正在研究如何处理纸浆，以减少水浪费并提高可

持续发展能力。

据德国John Crane公司最新研究显示，在纸

浆加工的中心环节，整个纸浆和造纸厂的重型离

心泵中都需要使用机械密封，将旋转轴密封在固定

的泵壳上。这些泵在使用过程中，将包括黑液、水、

化学药品或污泥在内的液体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

个地方，这就使得密封件的选择对于工厂生产和安

全至关重要。强调机械密封选择的重要性、可靠性

记录显示，高达60％的密封件离心泵的问题源于机

械密封故障。

如果想最大程度地减少水浪费以减少工厂的

环境足迹，同时提高泵的可靠性，那么正确的机械

密封可以帮助纸厂克服许多挑战。例如，限制旋转

设备的泄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支撑密封件所需的

用水量、降低密封处的功耗、减少热量的产生和密

封处的摩擦、提高能效等。

在制浆造纸厂中，考虑以下7个关键环节，可以

减少水浪费：

第一，将压缩填料转换为单个机械密封，以减

少水消耗并消除泄漏。填料不断泄漏将对轴和轴

承造成严重影响，尤其会对设备维护产生负面影

响。从填料密封转换为机械密封，可以有效降低负

面效应。

第二，如果工厂使用外部水源作为单个机械密

封件的冲洗水，冲洗水的压力应高于密封室的压力

才能合理运行。如果外部水源不受控制，则耗水量

会增加，造成更多的水浪费。因此，最佳实践是安

装用于单个密封件或填料的流量计，这样能够帮助

纸厂调节外部供水，从而减少用水量。

第三，通过选择具有增强的密封面技术的双

重机械密封来进一步优化泵，以减少水消耗并克

服恶劣的条件，克服低润滑性、高热量和摩擦力等

不利条件。密封面技术的升级可以解决制浆造纸厂

水质差和水压低的难题，同时提高泵的可靠性并降

低维护成本。

第四，使用双机械密封和密封支持系统（例如

API Plan 53A）配合使用，可进一步优化泵并延

长机械密封在其自身清洁环境中的运行寿命。在密

封失效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减少了水的消耗，其中

仅仅损失了密封支撑系统中的水，这通常仅相当于

8升。

第五，安装机械操作类似于家用水龙头的控制

阀。为了获得最佳的密封水减少量，仅在需要冲洗

系统时才监视并打开这些阀，不要保持阀门连续

打开。

第六，安装流量计以通过控制密封水流量和

压力来减少密封水。流量计与机械控制结合使用，

可以减少密封用水，同时提高机械密封的可靠性。

第七，使用智能水控制系统，与流量计产生的

节水量相比，它最多可减少97％的用水量。这些控

制系统根据密封温度调节耗水量，仅在需要冷却

密封时允许密封水流经系统。与流量计不同的是，

密封水一次流经系统并排出，而智能水控制系统

则多次重复使用相同的水，从而进一步减少了用水

量。

世界水资源短缺将继续影响所有与用水密切

相关的工业，使用大量水的过程（例如纸浆和造

纸、采矿等）将面临有关如何减少用水和能源节约

的重要决定。这些问题，以及需要增加平均维修间

隔时间的需求，将继续驱使运营商做更多的事情。

选择最适合该应用的设备，可以在这些感兴趣

的领域中有所作为。密封，包括填料和单或双机械

密封，是任何纸浆和纸张生产中的关键组件。选择

正确的密封件，可以节省数百万加仑的水，以及相

关的成本和减少环境影响。

加拿大Slave Lake Pulp浆厂利用制浆
废水生产生物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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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Slave Lake Pulp 消息) 加拿大纸浆厂

Slave Lake Pulp是West Fraser Mills Ltd.的

子公司，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北部，年产能24万吨

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主要以白杨树为原料生产面

向全球市场的商品浆。

Slave Lake Pulp在制浆过程中会产生高强

度废水流，该废水流先前已在能源密集型常规活

性污泥（CAS）系统中进行处理。由于该工厂经常

交替生产不同白度等级的纸浆，导致废水中的化学

需氧量（COD）浓度从5000到19000mg/l波动，这

意味着在选择厌氧消化系统时，工艺稳定性以及处

理水力和有机负荷变化的能力是重要因素。

出于环保目的，以及为了节省成本，该公司决

定开发生物质甲烷用于发电。在气候变化与排放管

理公司（CCEMC）和艾伯塔省政府的协助下，公司

开始了一项生物质甲烷和发电项目，该项目将厌氧

消化纸浆厂的废水产生沼气，以用作绿色能源。

Slave Lake Pu lp的工程总监Shannon 

Fehr表示：“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会大量消耗我们

的资源。”

项目详情：

Slave Lake Pulp公司为该项目选择了ADI-

BVF技术，而ADI系统设计并安装了一个12万立方

米（420万立方英尺）的反应器，用于厌氧废水的预

处理。据悉，低处理率系统是加拿大制浆和造纸领

域中的第一个系统。升级后的废水处理系统始终可

实现较高的有机去除效率和沼气生产率，但该技

术相对简单，活动部件少。该反应堆构造为土盆，

混凝土周壁衬有土工织物衬里、土工膜衬里和隔热

罩。

生 物 质 甲 烷 和 发 电 项 目 还 包 括 装 有

BioGasclean生物质洗涤器的ADI系统，以减少

BVF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中的硫化氢（H2S）含量。

BioGasclean系统由两个平行的550立方米的洗涤

池组成，其中装有填充的培养基和硫杆菌属细菌，

这些细菌将生物质气中的硫化物生物化学转化为

硫酸盐。就硫化氢负荷处理而言，它们是世界上最

大的生物质洗涤器之一。系统中产生的沼气迁移到

反应器盖周边，鼓风机将气体从沼气洗涤系统中抽

出，提高气体压力，并将洗涤后的沼气传输到为沼

气应用设计的三个3MW发电机组中。

ADI Systems设计的废水处理系统，可以帮助

工厂提高最终废水质量的一致性。BVF反应器可以

应对水力和有机物负荷的波动和峰值，并且可以厌

氧消化85％以上的BOD负荷，而无需曝气且混合

最少。

厌氧预处理使Slave Lake Pulp可以从四个

现有曝气池中减掉两个，从而简化了整个处理系统

并降低了与传统有氧处理系统相关的运行成本。

该系统几乎不需要人工操作关注，并且没有颗

粒状的污泥，并且减少了整个废水处理系统的污泥

产生。厌氧消化还减少了化学品的使用，厌氧消化

过程中产生的沼气为浆厂提供了绿色能源，并显著

降低了与生物质废水处理相关的电力和污泥处理

成本。通过沼气洗涤和利用可产生高达6MW的电

力，Slave Lake Pulp的生物质甲烷和发电项目极

大地改善了该厂的长期经济可持续性及其对环境

的承诺。

造纸工艺新突破：索理思增强剂
G-PAM现场制备技术

本刊讯（索理思 消息) 由于原生纤维资源的局

限以及再生纤维原料质量的不断降低，如何在包

装纸板生产中以最小的成本提高纸张强度，是造

纸工作者正面临着的一个巨大挑战。近来，一种新

型的增强剂——乙二醛基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简称

为G-PAM)开始进入造纸企业的视野。

G-PAM有不同的制造生产技术。目前中国绝

大多数供应商使用的技术是在纸厂外生产，随后将

产品直接运往纸机使用；而国际化学品企业索理思

在中国的专利技术则是在纸厂车间现场反应制备。

索理思开发出了两种现场制备的G-PAM产

品：Hercobond®Plus 555和Hercobond®Plus 

HC。该系列产品在客户生产现场进行反应制备，

以确保产品能发挥其最佳的性能，具有以下几点特

性：通过纸机运行车速的提高来增加纸机产能；通

过使用更廉价的浆料纤维来有效节降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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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降低纸张克重(品质强度与降低克重前纸张一

致)来有效节降生产成本；让产品品质提高档次；用

更高性价比的化学品来替代传统干强剂。

Hercobond系列产品与目前市场上现有的所

有普通干强增强剂相比，具备更高的性价比。以往

通常纸厂会通过使用组合的增强添加剂，例如添

加淀粉和大量的两性聚丙烯酰胺干强剂，来达到

纸张所需要的强度指标。而使用Hercobond Plus 

555后，浆内淀粉和传统干强剂的添加量就能大幅

度地降低甚至被完全取代。Hercobond Plus 555

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的一大区别就是，有别于市售

G-PAM以成品供应到客户纸机现场使用，固含量

在8%-12%之间，而Hercobond Plus 555在客户

现场生产，固含量为2%左右。市售G-PAM虽然看

起来经济实用，但却存在关键劣势：产品的醛基占

比大约在1%左右。此外，其保质期特别是在夏季只

有2-3周的时间。

Hercobond Plus 555使用索理思专利技术，

其非常重要的优势在于使用了更高分子量的主链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产品的醛基占比成倍增加，这

样产品就有能力和纤维反应生成双倍的共价键，

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纸张强度。所使用的主要原

料C-PAM和乙二醛存储在客户现场，保质期可长

达6个月，成品的Hercobond Plus 555的存储保质

期也长达1个月以上。在确保产品供应、保证产品现

制现用的新鲜度以及产品寄库等方面的优势，完全

可以弥补并超过产品以较低固含量供应的劣势。

不久前，索理思开发出了最新一代的高阳电

荷密度的Hercobond产品——Hercobond Plus 

HC。该产品专为阳电荷需求量较高的纸机系统设

计，在亚洲和欧洲地区尤其适用。

华泰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再添4位
博士后

本刊讯（任爱丽　周景蓬 报道) 2019年年底，

华泰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举行开题报告会，泰

山学院校长秦梦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

学工业研究所副所长房桂干等组成的专家组对南

京林业大学刘鸿斌、福建农林大学苗庆显、齐鲁工

业大学田中建和李聪等4位博士开题报告的研究内

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点评，对研究课题的可行性、

应用性、创新性、研究路线及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

会上，刘鸿斌就“制浆造纸废水处理过程的潜

变量建模方法及应用”进行了汇报。项目针对制浆

造纸工业过程特性，研究先进软测量建模和过程

监测新理论，提高整个制浆造纸废水监控系统的

运行效率，减少因故障导致未达标排放废水对环

境的污染。

苗庆显就“聚苯乙烯树脂微球的磺化改性及其

应用”进行了汇报。项目利用高度钙化的聚苯乙烯

树脂对溶解浆预水解液中的糖类物质进行定向吸

附分离，提高溶解浆预水解液与黑液混合液的蒸发

效率和燃烧值，促进企业碱回收工段的工作效率。

田中建就“脱墨污泥基除臭防霉剂的制备及应

用”进行了汇报。项目将创制脱墨污泥过渡金属定

向调控技术，实现脱墨污泥基活性炭自催化活化，

将脱墨污泥自身含有的过渡金属元素调控成特定

金属化合物。

李聪就“植物纤维对生物基复合材料的补强研

究及高值化开发”进行了汇报。项目将通过原位分

散的方式实现对水性聚氨酯补强的效果，实现木

质素磺酸盐的高值化开发。

会议期间，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表示，将切

实把博士后工作站与公司发展方向结合，充分发挥

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科研、人才引进与培育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实施，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

华泰集团自2000年获批成立全国造纸行业首

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来，充分利用和发挥博士后

人才的作用，推动产学研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解决

了企业技术难题，多次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

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效果。自首位博士后刘全校

从华泰成功出站以来，至今华泰集团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已累计招收博士后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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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高品质芳纶项目通过
验收

本刊讯（株洲时代 消息) 近日，由株洲时代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2016年度湖南

省科技重大专项“高品质芳纶绝缘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顺利通过省科技厅的综合验收，

产品性能达到国外进口产品水平。

芳纶纤维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工合成材料之

一，与碳纤维、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并称为全球三

大特种纤维，其纤维制品具有优异的物理性能、化

学性能及热稳定性，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芳纶材料技术

开发，但在关键工程化技术上难获突破，规模化生

产和应用起步较晚。目前，仅少数企业实现了产业

化，但在高端应用领域仍严重依赖进口。

时代新材以省科技专项为契机，加快布局该产

业项目研发生产。经过3年攻关，项目团队顺利解决了

原材料纯度、回收率等关键技术问题，完成了核心工

艺技术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分析和性能评价体系。

产业推进方面，成果更加喜人。时代新材方面

表示，公司已建成具有批量产能的高品质芳纶绝缘

材料生产线，具备了专业化开发和制造芳纶纸基材

料及其相关制品、电容隔膜材料、超级电容隔膜等

产品的能力，产品性能可比肩国外进口产品。

据悉，湖南造芳纶材料已成功应用在轨道交

通、新能源装备及智轨电车等领域。此次项目验收

成功，将进一步加速上下游产业的整合，促进湖南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智能制造水平。

华邦古楼博士后工作站授牌暨开题
报告会近日举行

本刊讯（南京林业大学 消息) 2019年年底，南

京林业大学华邦古楼博士后工作站授牌暨开题报

告会在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举行。衢州市人力

社保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国忠，华邦古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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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胡丁根等出席此次会议。南京林业大学曹云

峰教授担任此次专家评审组组长。

会上，谈继淮博士向专家评审组阐述了研究课

题“医用透析纸助剂解析及研究”，详细介绍了课

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研究意义内容及研

究经费、进度安排，并对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建议

进行答辩、交流。专家组在进行充分讨论后，认为

谈继淮博士的研究方案合理、技术路线可行，同意

开题。

根据浙江省博管办“先建站、后授牌”的要求，

省博士后工作站建站企业需在引进博士以后方可

申请授牌。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为2019年首家

建立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同时也是2019年首

家在建站当年引进博士的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落户亚太森博

本刊讯（亚太森博 消息) 2019年年底，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通知，亚太森博（山东）

浆纸有限公司获准成为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据了解，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企业引进和

培养高层次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

合作、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基地

的主要职责是发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人才技术

优势，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

才，重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近年来，亚太森博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南

京林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等多所科研单位及知名高校建立了长期

的合作关系，依托雄厚的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联

合开展产学研工作，为开发高精尖产品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此次成功获批设立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是继2018年5月公司成立科学技术协会之后对公司

科研创新平台实力的又一次肯定，对公司进一步拓

宽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技

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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