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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蓝天铜版纸车间

（8#机）年产70万吨机外涂布纸的质量控制系统，该纸机采

用Metso paper IQ SELECT质量控制系统。对整条生产线的产品

质量实行全方位的控制，主要包括：定量、水分、灰分、颜色、

厚度、施胶量、涂布量和CD、MD方向的控制。

关键词：质量控制；定量；水分；厚度；灰分；颜色；横向；纵向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quality control system of PM 
8 in Shandong Huatai Paper’s coated paper factory. PM 8 has an 
annual output of 700,000 tons of coated paper, and installs Metso 
paper IQ SELECT quality control system, which controls the 
product quality of the entire production line, mainly including: 
basis weight, moisture, color, thickness, sizing amount, coating 
amount, CD and MD control.
Key words: quality control; basis weight; moisture; thickness; ash 
content; color; cross direction; machine direction

Metso Paper IQ质量控制系统

在机外涂布机上的应用
⊙ 许霞  魏国华  李占文  魏小杰  张金芝  葛海军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 257300）

Application of Metso Paper IQ quality control system in off-machine coaters
⊙ XU Xia, WEI Guo-hua, LI Zhan-wen, WEI Xiao-jie, ZHANG Jin-zhi, GE Hai-jun
(Shandong Huatai Paper Industry Co., Ltd., Dongying 2573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6+.3; TS735+.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06-0006-08

许霞 女士

自动化工程师；主要负责蓝天铜版纸公

司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维护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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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70万吨机外涂布机

（以下简称8#机）于2011年开机投产，纸机网宽8.15m、

抄宽为7.51m，纸机设计车速1800m/m i n，涂布机设计

车速为2000m/m i n，原纸：58～140g/m2；涂布纸80～

250g/m2。可生产高档铜版纸、覆膜原纸、静电纸、转

移印花纸、双胶纸，具备“一机多能”的特点。

该项目由芬兰美卓造纸机械和美卓在中国的合资

企业维美德西安合作提供。是美卓向山东华泰纸业提

供的第一台纸机。芬兰美卓的供货范围：纸机、再卷机、

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复卷机；整个车间自动化配套系

统由芬兰美卓提供。

该项目采用了美卓Me t s oDNA CR 2008自动

化控制系统，包含DC S、MCS、QC S、PQV断纸和纸

病检测系统、S e n s o d e c振动分析系统，用于测量、分

析和完整的过程控制。美卓DNA将这些控制系统集

图1  Metso paper IQ系统网络结构

成在一个平台上，操作方便、维护简单，具有经济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其中QC S系统采用美卓最先进的

Metso paper IQ SELECT质量控制系统，共有Paper 

IQ SELECT Scanner-I 9台扫描架，配有定量、水

分、灰分、厚度、颜色等传感器，用于纸张的指标测

量。IQ DilutionPro、IQ SteamPro、IQ AquaPro、

OptiSizer、OptiCoat Jet用于横向、纵向纸幅调整，能

对整条生产线的产品质量实行全方位监控，在纸张质量

控制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质量控制系统的配置

如图1所示，蓝天铜版纸车间（8#机）的质量控制

系统为美卓最先进的Metso paper IQ质量控制系统。

其配置为：纸机2台扫描架、涂布机5台扫描架、超压2

台扫描架、1套流浆箱稀释水阀、1套蒸汽喷箱、1套回湿

技术进步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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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1台施胶机控制、4套涂布头控制、1台电红外控制。

纸机有2个扫描架，分别位于施胶机前、纸机卷取

前。施胶机扫描架装有定量、水分、灰分传感器，可测量

施胶前原纸定量、水分、灰分指标；卷取扫描架装有定

量、水分、厚度、颜色传感器，可测量纸机原纸定量、水

分、厚度、颜色指标。

涂布机有5台扫描架，分别位于背辊前、卷取前。

C0扫描架位于1#背辊前，装有定量和水分传感器，测量

原纸定量和水分；C1、C2、C3扫描架位于2#、3#、4#背

辊前，C4扫描架位于涂布卷取前，测量和控制4个涂布

站涂布后定量、水分，并计算和控制涂布量。

2台超级压光机分别配有1台扫描架，分别位于卷

取前。装有厚度、水分、上下光泽度传感器，可测量成纸

厚度、水分和光泽度。

Metso paper IQ SELECT是美卓质量控制系统

中的扫描架，可配置定量、水分、厚度、灰分、颜色、光

泽度等传感器探头。涂布机配有7台ACNRT过程站，用

于连接C0、C1、C2、C3、C4扫描架、4台OptiCoat Jet

涂布量控制、1台电红外、纵向CD、横向控制MD。超级

压光机配有1台ACNRT过程站，用于连接OL1、0L2 2

台扫描架。与MCS、DCS系统共用ES工程师站、DA诊

断站、INFO站、BU备份站、ＯＰＳ操作站。

2  质量控制系统扫描架硬件组成

如图2所示，扫描架采用M E T S O p a p e r I Q 

SELECT IQSc anner-I系列双工字钢承重梁型扫描

架。大体构架为传动侧和操作侧各有一个控制柜，大架

上有上下两个扫描头用于安装各个传感器。

传动侧控制柜配置为：（1）机械部分：上下传动

轴、离合器、扫描架行走传动电机、离合器、扫描架气

路控制单元、同步带托轮。（2）控制部分：操作面板、

电源、编码器、传动电机变频器、PFC板、MIU卡、PCR

卡、网络交换机switch、接线端子排。

操动侧控制柜配置为：（1）机械部分：冷却水泵、

冷却水槽、加热器、热交换器、供水管路、上下同步带张

紧装置、同步带托轮；（2）控制部分：操作面板、冷却水

电机变频器、电磁阀、接线箱等。

机架内配置为：上下扫描头、表面加热恒温装置、

纸边检测装置、上下探头对中、上下间隙检测、导纸轮

等附属装置。上下轨道内装有拖链，分别敷设电缆、气

图2  美卓扫描架平台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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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水管；大架上下两侧共4个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上

下梁温差。配有过滤等级EU7的大功率风机，保证机架

内正压循环，保持良好的通风，减少温差变化带来的测

量偏差和工字钢变形。

扫描架的上下两个扫描头，通过传动侧柜内的离

合器进行相互锁定，在正常运行中，扫描头沿着安装在

扫描架上的4根导轨来回运行，通过装在扫描头上头的

两个光电开关检测纸边。扫描头的位置则由装在DS侧

传动轴顶部的编码器进行测量，通过扫描架传动电机

变频器控制行走速度。PFC板是扫描架的核心部件，

它负责处理所有扫描架相关的数据，包括传感器测量

数据，离合器、传感器温度，扫描头位置等；M IU卡和

PCR卡则负责数据通讯。测量部分主要是各种传感器上

下探头，主要有定量、水分、厚度等传感器，传感器平行

安装在扫描头上，可安装6个也可以进行扩展，必须保证

所有的传感器测量点与纸机运转方向一致，在纵向是同

一个位置。扫描架在整个纸幅上来回扫描，每一个来回

扫描周期约40m s，采集正向和反向二次数据，通过光

纤传输给控制器进行分析，最后通过计算对比得出数

据，传输给执行器进行控制。

3  传感器测量原理

主要介绍定量、水分、灰分、厚度、颜色传感器的测

量原理。

3.1 定量传感器

如图3所示，定量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分为源头和

检测头两部分。源头位于下探头，内有放射源K r85、内

部样本、快门组件、气缸、冷却水管等。检测头位于上探

头，内有电离室、前置放大器、电路板、间隙测量、多个

温度测量等。放射源β射线穿过纸页时一部分被纸页

吸收,另一部分穿过纸页在电离室上形成微弱的电流信

号，经过前置放大器放大和模数转换后可计算出电压

值。被纸页吸收的β射线量与纸页定量大小成一定比例

关系，从而计算出被测纸张的定量值。源头采用放射源

Kr85，半衰期为10.5年。

3.2 水分传感器

如图4所示，水分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分为源头和 图4  水分传感器探头内部构造

图3  定量传感器探头示意图

检测头两部分。源头位于下探头，内有红外水分灯泡

OSRAM 64342 HLX100-15、斩波器、反光镜等组成

检测头位于上探头，内有滤光片、前置放大器等。以１.９

ｍｍ光作为测量波长光，以１.８mｍ光作为参考波长

光，对两种红外光衰减的差值大小对比来测量水分。

3.3 厚度传感器

如图5，厚度传感器的测量原理：采用非接触式IQ 

Laser Caliper光学厚度传感器，测量范围25.750μm。

IQ Laser Caliper厚度测量是磁通量测量和激光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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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磨损，延长使用寿命。围绕参考板平面的环状区域和

中部光学区域表面是蜂窝状，钻有大量小孔来形成真

空，保证纸页吸附在参考板上。传感器的校准是通过参

考板在已知数值范围内上下移动测量数值，环境温度差

异大会影响测量，应进行温度补偿更正。

3.4 灰分传感器

如图6，灰分传感器的测量原

理：灰分传感器原理类似定量传感

器，不同的是利用X射线，采用放射

源Fe55。灰分传感器的结构及测量原

理与定量传感器基本一致，分为源头

和检测头两部分，源头位于下探头。

放射源F e55的X射线穿过纸页时一

部分被纸页吸收，另一部分穿过纸页

在电离室上会形成微弱的电流信号，

经前置放大及模数转换可计算出电

压值。被吸收的量与纸页的灰分成一

定关系，从而计算出被测纸页的灰分

值。源头采用放射源Fe55，半衰期为

2.6年。

3.5 颜色传感器

如图7，颜色传感器的测量原理：

分为源头和检测头两部分，采用氙气

灯泡和LED灯泡。其中源头位于下探

头，源头由超两百色L E D、空气动力

板稳定系统、冷却器等组成；检测头

包括疝气灯泡、双通道光谱仪、内部

反射标准等组成。颜色传感器是一个

双面传感器，在一个80m s的测量周期

内，测量两个反射光谱（包括u v和不

包括uv）、透射光谱和暗电流光谱。

在这些光谱中，计算所选光源D65和

观察者c i e三色激励x,y,z、颜色以及

亮度，此外还计算了X、Y、Z、L、A、

亮度、不透明度。

4  质量控制系统的控制

扫描架用于纸张质量参数的测

量，安装在扫描头上的各传感器通过

图5  Laser Caliper厚度传感器测量原理

图6  灰分传感器上下探头内部构造

图7  颜色传感器探头示意图

测量相结合的结果。磁通量测量是测量激光器到参照

板的距离；非接触式激光传感器，是测量激光器到纸张

表面的位置，两者相减所测距离计算出实际的厚度。为

保证测量纸幅的准确性，被测纸张必须稳定在参考板

表面上。参考板的表面涂有坚硬光滑的涂层材料，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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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箱和IQAquaPro回湿箱。IQSteamPro蒸汽喷箱配

有97个执行器，调节执行器的开度，控制蒸汽量来提高

压榨部的脱水控制水分。IQAquaPro回湿箱配有130个

执行器，调节各执行器的开度，从而使水雾喷射到纸页

调整水分。    

(3）厚度控制：通过调整压光机实现。本机采用

Soft Calander control压光机控制，配有5２个正压、

4个反压液压比例阀，根据卷取扫描架厚度趋势与设定

趋势对比，计算出液压比例阀的压力设定值，通过调节

液压阀的压力控制软辊内各压区液压加载单元的压力

变化来调节辊壳变形，从而调整厚度。

(4）施胶机控制：本机采用Optis i z er control施

胶机控制，施胶机上下梁各有53个执行器，每个间隔

150m m，通过调节各执行器的位置，从而推动施胶棒

的位移来调整施胶量。

(5）涂布量控制：本纸机采用Opticoat control涂

布量控制。共有4个涂布头，每个各安装103个执行器，

每个间隔72mm，通过调节各执行器的位置，从而推动

刮刀的位移来调整涂布量。

定边扫描、纸边光眼扫描和定点扫描三种扫描方式任

意选择进行测量。测量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纸幅

指标。保证纸张在更改品种、改变车速、出现扰动时快

速地生产出合格纸张。纸幅的控制分为纵向MD和横

向CD控制。如图8，扫描架同时测量MD和CD方向的数

值，纸页两个方向都在不停地变化，确认真实的变化，

有效的计算和调整对纸幅的控制至关重要。各自的调节

虽然是单独的控制方式和执行机构，但相互之间也会

相互影响。

4.1 纵向MD控制

MD方向就是指纸张纤维与造纸机运转方向一致

的方向，主要通过施胶机、卷取扫描架测量的数据控制

定量、水分以及灰分。由单独的控制方式和执行机构来

调节。

(1）定量控制：通过施胶机或卷取扫描架测量的绝

干定量，调节上浆泵转速大小，调整上浆流量。

(2）水分控制：通过施胶机扫描架调节前烘主蒸汽

阀门进汽压力，从而控制烘缸温度；卷取扫描架调节后

烘主蒸汽阀门进汽压力，从而控制烘缸温度。

(3）灰分控制：通过施胶机扫

描架调节湿部化学品GCC流量的大

小。

(4）颜色控制：通过卷取扫描架

调节湿部化学品品红、品蓝流量的大

小。

4.2 横向CD控制(图9)

C D方向就是纸机横向上的控

制，主要通过施胶机、卷取扫描架测

量的数据控制定量、水分以及厚度。

由单独的控制方式和执行机构来调

节。

(1）定量控制：通过调整流浆箱

稀释水阀实现，本机采用IQDi lut ion

稀释水控制，配有131个执行器，每个

控制区域61mm，通过调整流浆箱稀

释水阀的开度，实现全幅横向定量的

均匀控制。

(2）水分控制：通过调整蒸汽喷

箱实现，本机采用IQSt e amPro蒸汽 图9  CD控制示意图

图8  MD、CD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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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向的波动反映在曲线上有时会一样，所以我

们分析问题时必须多采集数据，以准确地判断出波动的

来源。为了克服各个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有效地把它们

之间的影响进行补偿，在控制上采用了串级控制、前馈

控制、多变量预测控制、上下级控制等方式。

5  日常巡检和保养

扫描架属于高精度的测量装置，其使用寿命、出现

问题的频率、测量的准确性，与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是密

切相关的。做好日常巡检、卫生清理、周期性维护记录

是工作重点。

(1）通过微机操作界面查看QCS系统报警记录、检

查扫描架上梁、下梁温度，定量、水分等各传感器上下探

头内部外部温度，标准化数值变化情况、水箱温度。这

些数值尽量稳定，只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才能减少对测量

系统的影响。

(2）每天清理一次扫描架卫生。打开离合器，将上

下探头分开清理扫描架平台、传感器窗口卫生，用压缩

气吹扫厚度参考板、导纸轮、纸边检测光眼。清理完毕

后进行一次标准化，减少纸末、灰尘等覆盖传感器探头

表面对测量造成偏差。检查膜片有无破损，防止因破损

造成灰尘进入和表面产生冷凝水。

(3）每周清理一次风机过滤网、冷却水过滤网、检

查压缩气源内油水含量、检查传动轴离合器、各处轴承

有无异响、检查干燥机有无报警、传动电机齿轮油箱有

无漏油，保证气、水、风、油状态良好。防止灰尘进入，

每六个月更换一次风机过滤网。

(4）每次计划停机（周期为35天）吹扫上下梁内外、

TS、DS两侧柜内、风机机箱内卫生。检查上下同步带、

皮带托轮、导纸轮、密封带磨损情况，注意4个皮带托轮

受力一致，导轨上轴承受力一致。 

(5）每半年更换一次冷却水箱内的蒸馏水，并将

循环水管路、探头内的管路用压缩气进行吹扫，保证管

路内无杂质、水垢等，防止在探头内淤堵造成循环不畅

通、温度上升影响测量。检查扫描架上下梁拖链，检查

电缆、水管、气管有无泄漏。来回移动扫描架，检查拖链

有无磨损情况，如有磨损及时调整角度，防止因拖链磨

损造成的电缆磨损和设备损坏。

(6）每年对上下传动轴、上下探头各加油点轴承进

行加油润滑。加油时控制油量并清理干净卫生。每年用

酒精清理一次轨道卫生，轨道刷按照微机设定值6百万

米后更换，更换周期基本为6个月。保证轨道干净、光

滑、无油污。

6  故障分析和处理

出现问题时首先询问生产人员发现的具体问题和

具体现象。再通过微机操作界面查看

QCS系统报警记录，再查看各个传感

器操作界面的报警信息和数值，从而

分析故障原因。大部分故障原因都是

现场问题造成的。以图10所示厚度传

感器为例，可看出微机界面上详细显

示每个传感器的状态和参数。

6.1 扫描架不能运行

通过查看报警记录，确认报警

原因，再有针对性地查找问题。一般

情况下都是现场硬件故障造成的，例

如：现场未送电、现场操作面板处于

手动状态、离合器未闭合、冷却水槽图10  厚度传感器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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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低、变频器故障、拖链损坏造成

卡塞、传动电机温度高、传动电机过

流、断纸信号等。

6.2 扫描架扫描的数据不更新

如果扫描的数据在横向控制30

界面上不更新，首先检查扫描架97界

面是否更新。测量的数据是否正确。

内部通过计算和对比确认扫描的数

值正确率没有通过90%，在横向控制

上会不更新。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和

稳定性，一般情况下要收集6条曲线

用于控制。

扫描架97界面数据不更新，通过查看报警记录，

根据报警信息处理。一般情况下为上下探头未连接造成

的，检查紫色Ethe r n e t电缆、绿色RS485+电源、菲尼

克斯SFN8TX/FX交换机、控制器通讯连接问题。

6.3 扫描架扫描的数据不连续（图11）

如果出现数据不连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为拖链

内电缆出现磨损造成的。通过界面具体确认哪一个传

感器数据不连续。如果是定量有问题，它参与水分的计

算，也会造成水分数据不完整。但水分不会影响定量。

在拖链内有一根总的紫色Ether ne t数据线和一根绿色

RS485+电源线，在探头内各有5根分支，用于探头连接

和备用；2根18芯多芯电缆，提供24V DC电源、内部温

度、纸边检测光眼等硬连线信号。可确认具体哪条线出

现问题，进行调换处理。

6.4 厚度测量值出现波动

厚度测量通过导纸轮调整纸页走向，吸附在下方

参考板上，参考板上有蜂窝状的小孔通有压缩气形成

真空，将纸页紧紧吸附在上面。通过激光检测到纸页

的距离和线圈磁通量测量到参考板的距离相减来计算

厚度。所以真空度的大小、纸页的抖动、纸页光滑度对

激光的分散反射都会影响厚度测量。必须每天清理一

次参考板，保证小孔无堵塞。调整Coi l 1 th ickne s s 

voltage值为2.4左右，Coil 1 reference voltage值为

2.0左右。参考板上有一个温度检测，测量纸页温度进

图11  扫描架平台电缆、交换机布置

行温度补偿，直接参与厚度计算。如果此温度异常会造

成测量值调动。

7  总结

本文主要针对70万吨机外涂布纸的质量控制系

统作了介绍，纸机的质量控制是一个复杂、多样、相

互影响和干扰的工况。美卓提供的Met s o p ap e r IQ 

SELECT质量控制系统，为整条生产线的工艺和质量控

制提供了精确的控制方案。通过这些控制手段，保证了

纸页均一性、横向纵向稳定性、生产能力最大化，给车

间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每一套好的系统和设备还需

要后期的巡检、维护和保养，操作界面、操作记录、报警

记录、事件跟踪记录详细具体，为设备的维护和检修提

供了良好的依据。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更好地服务于纸

机、涂布机，更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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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ZYX预浸催化法处理植物纤维的成浆技术，包

括工艺流程、技术设计、设备配置、技术特点等。 

关键词：ZYX预浸催化；植物纤维；成浆技术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the scale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paper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and the demand for paper raw material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years of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by our R & D team, the pulping technology of 
ZYX impregnation catalytic process for plant fiber pulping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each pulping method .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aw material pulping,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this technology, unique technical design, 
special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new technology featur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Key words: historical evolution; technological process; technical 
design; special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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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作为农业的废弃物用于其它行业受到了限制，

却是造纸很好的原料，国内对于秸秆的利用不断地进

行研究，把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农副产

品的附加价值作为目标。秸秆ZYX预浸催化法制取植

物纤维技术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Z Y X法清洁制浆新工艺，是一项自主研发、

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技术，已取得发明专利公布号

（CN109537352A）“ZYX预浸催化植物纤维成浆的催

化剂及应用工艺”、发明专利公布号（CN109680529A）

“一种制浆系统”等8项发明和应用专利授权。该技术

一改传统制浆工艺，以全新的清洁制浆方式用于非木

质纤维或木质纤维制浆，制浆过程中无高温蒸煮、无黑

液产生，对我国造纸工业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具有重大

意义。

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麦秆、稻草、玉米秸秆、棉花

秆、甘蔗渣等多种常见农作物废弃原料以及芦苇、龙须

草、竹子、树木枝桠材、木片。

1  工艺流程

1.1 工艺流程

以杨木纤维为例，如图1。

1.2 流程介绍

切碎除尘好的原料由装载机分别载入计量料仓，

由均料器均匀分散原料，永磁铁去除原料中混入的铁

屑、螺钉等金属杂质，以利于保护后续设备。分散好的

原料首先连续均匀地进入螺旋预浸器，与催化助剂充

分搅拌混合，然后进入浸渍槽与复配液充分浸渍，浸渍

好的原料经螺旋脱水机滤出多余的药液，经平板输送

机、分料器输送至移动平板输送机。移动平板输送机安

装在模块化反应池上方，可前后往复移动，依托输送机

上面的往复分料器可以将预浸好的原料均匀地分送至

催化反应池各个地方。

原料输送至催化反应池后，自然堆放发酵反应2～3

天，依据特效的催化助剂，均匀预浸，常温堆放，自然升

温，软化成熟。原料自然发热升温软化，一般72h左右原

料堆内温度可达82℃，而且升温均匀，全反应池内的原

料自内至外、自上而下均能达到可观的温度，保证原料

软化均匀，软化好的原料由装载机运送至下一道工序，

为下一步磨浆、搓丝、帚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搓丝机选用专用定制的双螺杆搓磨分丝机，机上

预留4个注药孔，用作漂白浆时加注漂白剂、螯合剂、

EDTA、稳定返黄剂等药剂用。搓磨后的纤维需疏解消

潜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帚化磨浆和分丝磨浆。通过调节

催化剂各组分比例、催化反应时间、磨片纹路、磨浆比

压，达到不同打浆度和湿重的制品。磨好的浆料再经过

恒压挤干压滤机挤出多余的残液，用液压自动打包机打

包成规格统一的纤维包（长1.8m×宽1.2m×高0.8m）。

经此一系列处理后，纤维制品的干度达到35%～40%。

1.3 产品介绍

利用山东荷泽地区富有的杨木夹板加工边角料，

采用ZYX法生物软化机械搓丝清洁制备技术，制得质

量好、得率高、用途广泛的本色杨木纤维浆。

1.3.1 产品质量指标

打浆度：16～23°S R；湿重：4.2～6.6ｇ；灰分

≤5%；pH值≤9；CODCr＜3000m g/l；干度≥35%；外

观：金黄色丝绒状。

1.3.2 产品特点及用途

本技术由于很好地保护了植物纤维的有效长度，同

时处理方式主要以软化、帚化、搓丝为主，因而纤维强

图1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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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韧性好，适用性强。由于植物原料为原生态纤维，

依本技术模式处理后得到的纤维成品，外观为金黄色

松绒丝状物，更好地保护了纤维本身的强度和韧性，因

而呈现优质的特性，可广泛适用在：

(1）在纤维人造板、纸质家具、餐具、工业地膜、建

筑模板、商品模具上作主要原料成分；

(2）用于皮革、纺织行业作必需的有机填料；

(3）用于农用地膜纸作增强原料；

(4）可开发出日用纸质手袋，代替白色污染难降解

的塑料包装；

(5）用于造纸行业抄造高强瓦楞原纸、牛皮挂面纸

板以及特种需求的纸种。用此纤维浆料作原料，掺兑

15%～50%比例。

1.3.3 用于挂面箱纸板

用于高强牛皮挂面箱纸板的面料上，可部分代替进

口本色木浆板及美废、牛皮卡纸等，且具有价格优势。

基于杨木纤维为原生态植物纤维，抄造牛皮箱纸板用于

挂面中掺兑20%～50%，不仅可以节约企业生产成本，

而且成纸的物理指标还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

高。

1.3.4 用于高强瓦楞原纸

由于目前高强瓦楞原纸发展趋势为低定量、高强

度，而国内纸板生产企业大量使用国废这类二次纤维

原料，不仅得浆率愈来愈低，而且因二次纤维原料的多

次反复使用，纤维强度越来越低。为增强环压，大多数

企业目前采用的是大量使用淀粉表胶及各类化学添加

剂加填，不仅增大了制造成本，而且随着淀粉等增强剂

的超量使用，抄纸循环用水中的阴离子垃圾积累愈来愈

高，造成表胶后的瓦楞原纸极易返潮，降低环压指数，

同时增大造纸中段废水的环保治理难度。经生产实践

表明，如在抄造的瓦楞原纸中掺兑15%～50%本色杨木

纤维，在其它抄造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成纸横向环压指

数可提高20%～35%。

1.3.5 用于砂管原纸

在抄造的砂管原纸原料中掺兑25%～45%本色杨

木纤维，在其它抄造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成纸横向环压

指数可提高20%～35%，耐破指数增加15%～25%，同时

可改善砂管原纸层间结构，增强成纸内在结合力。

1.3.6 用于地膜纸

作为白色污染——塑料薄膜的有效代替品，纸质

地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来低定量、高湿强的系

列地膜纸开发技术已臻于成熟。而原生态的植物纤维

是抄造地膜纸的优选基材原料，用50%～70%的原生

态纤维配30%～50%的上好国废，加填专用湿强剂及

相关化学助剂，可抄造定量30～60ɡ/m2、规格1200～

1800mm可降解、多用途的系列地膜纸。

1.3.7 用于超高强瓦楞原纸

目前定量60ɡ/m2、横向环压指数≥12.00N.m/

g、耐破指数≥2.40k P a.m2/g的超高强瓦楞原纸成为

市场新宠。而用这种本色杨木浆，可达到这个质量要

求。

2  专用设备配置

本技术所配装备，很多是研发团队自主设计、委托

专业机械公司加工制作的。

2.1 备料除尘系统

无论是秸秆类较软的原料（如稻草、麦草、龙须草

等），还是较硬质的木片、竹子、棉秆之类，还有芦苇、

玉米秆等秆类的原料，市场上都有相应的处理设备，可

优选一家性价比适中的厂家定制，配套专业的除尘系统

即可。一般有ZCQ型切草机、切片机、粉丝机、粉碎机

可遴选。本系统设备处理的原料，须达到均匀、细化、

无粉尘等基本要求。 

2.2 预浸催化系统

(1）计量料仓：主体由3根φ450mm渐开式螺旋组

成，上部为料仓，容量30m3，传动部分为变频调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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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根据原料及产量不同，调节出料快慢，达到均匀

输出原料的目的。

( 2）均料器：连接在计 量 料仓之后，是一根

φ219mm钢管作导辊，上面均分焊接φ20mm×270mm

钢丝。由变频器调速调节旋转快慢，对计量料仓输出的

原料进行均衡接拔，确保进入工序的原料连续均匀，不

出现断料或堆料。

(3）双螺旋预浸机：2台φ600mm×8000mm双辊

左右旋向的螺旋组成，基圆φ219mm，螺旋为渐开式，

叶片对径开口，利于充分搅拌原料与原生态催化助剂充

分混合。

(4）多辊浸渍器：6×φ500mm×1200mm叶片式槽

体，将复配的催化液与原料在槽体内充分浸渍，同时泥

尘等重杂质沉入槽底，定期排出。

(5）链板式输送机：由皮带输送机改装而成，依据

两连接设备的特点，形成下端平行、上端倾斜的皮带输

送机，倾斜角度可实时调整，确保输送原料平稳畅通。

(6）移动平板输送机：桥梁框架式结构，铺设平行

移动轨道，满足输送机在催化反应池上往复移动，输送

带采用聚酯干网，利于脱去原料中多余的药液。

(7）分料器：其作用是将输送带上的原料能自由地

分送到催化反应池每一个角落。由往复移动板、分料挡

板、移动滑轮、电动卷扬机及遥控电源组成。

(8）催化反应池：砖混结构，依原料特性和产能设

计规格为长30～50m、宽20m、高3.5m的方形地上池，

一端为敞开式，利于装载机出入，池子均分为3格，每1

格为1日的堆放催化反应量，3天一个循环，确保能连续

稳定地生产，池子后端留有药液溢流口，与回用地沟连

通，用于收集原料中溢流出的药液，继续复配回用。 

2.3 催化剂复配及检测系统 

本系统的主要设备为搅拌罐、复配罐，规格为

φ5000mm×3000mm，上部配置搅拌装置，以及计量

泵、喷液管等。检测设备包括打浆度仪、PT I95568疏解

器、MARK VI649 PFI磨、LABTECH手动抄片器、

L＆W062抗张强度测定仪、L＆W248压溃测试仪、L＆

WCE180耐破度测定仪等。 

2.4 搓磨分丝系统

(1）双辊双螺杆搓磨分丝机：φ400m m双辊正反

藕合的螺旋结构，中后部依原料不同，配置了3～7组合

金螺旋刀具。考虑到要处理不同种类的原料，以及同种

原料要求做本色浆或漂白浆的综合要求，选择搓磨分丝

机加工时新增4个注药孔，利于加注各种漂白助剂。由

于处理负荷比较大，一般配置高效节能的高压电机及配

套的高压电组柜。

(2）帚化高浓磨浆机：由进料机构、磨浆机构、传

动机构、润滑冷却机构组成。由于此磨兼具帚化功能，

选择的磨片为C型半渐开式。传动机构仍优选高压电机

及配套的高压电组柜。

(3）搓丝高浓磨浆机：结构及传动机构与帚化高浓

磨浆机一样，只是磨片有异，为H型封闭磨片，利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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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0-18(修改稿)]

3.4 搓磨分丝、确保质量

对软化好的纤维原料充分搓磨和分丝、帚化，而不

是切断、磨粉，从而有效保护了原生态的纤维束。 

3.5 确保“八化”，提高档次 

做到备料系统处理的原料“细化”及“净化”；预

浸催化系统的纤维“软化”；搓磨分丝系统浆料的“熟

化”“帚化”“丝化”及“润化”；废液净化处理回用系统

水质的“洁化”。

做到这八点，既可以确保纤维浆料的质量，又能

通过调整各工艺参数，生产出强度高、韧性好的纤维浆

料。 

3.6 节能环保

由于催化加药精准，又自然发酵升温，没有外源

加热，故无蒸汽消耗。吨浆耗电仅为280～330kW.h。

由于只最大限度软化纤维素和木素，没有如浸泡或蒸

煮那般浸溶出过多的木质素、果胶、单宁和糖分，从而

用水量少，吨浆用水量仅3m3，且排出的废液pH值小

于9，COD3000～5000m g/l，大大减轻了废液处理的

压力。 

3.7 投资金额低，生产成本低

综合生产成本在1800元/t左右，比传统制浆降低

成本30%。按日产100t“ZYX法植物纤维生产线项目”

精算，其设备购置、安装等工程费用可控制在600万元

以内。

4  结束语

在湖北、安徽等地的实践基地运行现状表明，生产

过程中由于催化剂用量精准、残液含量小、挤出残液浓

度低且量少，因而残液易处理，处理后的废液可全部循

环回用。

ZYX预浸催化法处理植物纤维制浆新技术，具有

显著技术优势、投资优势、成本优势。      

                     

本技术的实验、生产及推广得到了齐鲁工业大学博士

生导师赵传山教授的大力支持和精确指导，在此深表感

谢！ 

丝。

(4）恒压挤干压滤机：挤出多余的残液，选用恒压

的双螺杆挤干压滤机，出料干度可达35%～40%。

( 5 ）全 自 动 打 包 机 ：统 一 形 成 规 格 为

1500mm×1000mm×800mm的机械包。

2.5 废液净化处理回用系统

选用当前流行适用的平流式溶气气浮机来处理压

滤机滤出的残液。在物化处理系统采用WPCC一体化

设施；生化处理系统采用适于生料浆废水的EGSB反应

器+综合生物流化床工艺及专用设备。

加注适用于处理生料纤维废液的助剂。絮凝剂：

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PAM），白色晶体颗粒，分子式：

C3H5NO,分子量1500万；沉淀剂：聚合氯化铝10%PAC

（聚合氯化铝，黄色粉末，分子式：A l2C l n(OH)6-n）；

吸附剂：12%硅藻土，灰白色蓬松状(分子式：S i O2
.

n H2O)。所有助剂分别用专用搅拌罐搅拌好，再计量加

注。 

3  技术特点

3.1 分级预浸、精准加药

采用分级二道预浸方式，原态催化助剂第一道螺

旋搅拌预浸；第二道复配液以旋转叶轮浸渍。既让原料

充分与催化剂混合，又不过度用药，避免浪费，减轻后

续废液处理的环保压力。之所以原生态催化助剂与回

用复配液不混用，是最大限度避免回用药液多次循环使

用后的钝化作用，引起催化剂的药效下降。克服了浸泡

法过度饱和用药导致的残液多、浆料残碱高、含量大等

不利因素；又避免了喷淋法用药不均，导致纤维生熟不

一、质量不稳的弊端。 

3.2 催化升温、自然反应

本技术借助独特的催化剂配方和高效自然的催化

反应池，让浸透药液后的原料在催化反应池中自然酵

化、原料自身发热升温，纤维逐步软化。

3.3 实时检测、高效复配

回用的药液经过检测有效成分后，及时计量补足

催化助剂消耗的部分，确保原料预浸及浸渍的催化剂药

效含量稳定在要求范围内，以此来确保原料后续的软

化、分丝能得到均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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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湿法非织造斜网试验机的发展过程及趋势，详细地

阐述了斜网试验机产品系统参数、产品图片，同时通过研究特种功

能纸（湿法非织造布）的单位及企业应用情况举例，展示斜网试验

机在特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布）研发方面的作用与各种特种纤维

的利用相结合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斜网试验机生产线所需流

程及设备。

关键词：斜网试验机；系统参数；特种功能纸；应用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inclined-
wire pilot paper machine, clarifies the system parameters and product 
pictures of the inclined-wire pilot machine. Moreover, by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cases of specialty functional paper (wet-laid nonwovens) 
in related paper compan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the 
inclined-wire pilot mach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functional 
paper (wet-laid nonwovens) and the use of various special fib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and equipment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ion line of 
inclined-wire pilot machine are briefly introduced. 
Key words: inclined-wire pilot machine; system parameters; product 
pictures; specialty functional pap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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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非织造技术是在传统的长纤维造纸技术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是以水作为分散介质的

纤维成形的非织造形式，是水、特种纤维或可能添加的

化学助剂在设计好的成形器中脱水而制成的纤维网状

物，再经物理或化学处理及后续加工后而获得的特定

性能的非织造产品。它沿用了许多现代造纸的工艺和制

造设备，而且它与纸机的外观和某种性能上十分相似，

但是，由于近代非织造布技术的日新月异，不同领域或

者交叉科学知识的应用，产品更趋于专业化和系列化。

这就需要在生产初期使用适合满足高性能纤维长度与

细度要求具有性能优异的试验机进行开发与验证，满足

特种功能纸在透气度、强度、特殊结构的要求。因此通

过斜网试验机研究分析特种纤维的性能和适用范围，

明确了斜网成形器更适用的纤维状态与规格，为生产运

行提供更好的基础数据成为必要。本文以特种纸行业

斜网试验机的发展过程及趋势，结合湿法成形斜网试

验机的组成、应用示例进行探讨交流，以更好地推进特

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布）生产技术的发展。

1  国内外斜网造纸工艺与斜网造纸试验机的发展

趋势与近况

早在1846年，斜网成形法被发明，并取得了英国专

利权。但在发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广

泛应用与推广。日本人采用长纤维马尼拉麻浆抄造高品

质的“和纸”,为解决一般的长网或圆网在抄造长纤维

的困难,选用了类似的斜网成形器。20世纪30年代，欧

洲开发出第一代正式的斜网成形器装置，用于茶叶袋滤

纸的生产。美国D ex t e r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对斜网成

形器作了改良和完善的工作。上世纪60年代之后，欧洲

的造纸工业开始应用合成纤维，比如德国Fe l dmüh l e

公司的工厂1959年在德国菲尔森建立了实验生产线，

这是1965年德国兰施泰因纸厂建立的规模化斜网生

产线的基础，这台斜网纸机成形部角度为40°，用于生

产合成纤维纸和过滤材料。福伊特在20世纪60年代建

立了实验生产线，并且为德国盖恩斯巴赫的Scho e l l e r 

& Hoesch公司提供了第一台斜网纸机，用于生产茶袋

纸。在电池工业与玻璃纤维电池无纺布方面，20世纪

60年代中期，在德国Gemmrigheim建立了一条实验生

产线，并将相关技术应用到瑞士劳芬堡（也就是后来的

Royalin无纺布）用玻璃纤维来生产电池隔离纸。

直至20世纪末，斜网成形器及斜网试验机只有国

外个别公司可以生产制造。最初杭州新华纸业从德国

斜网试验机公司引进斜网试验机，用于开发非织造特

种纸，是中国较早开展斜网造纸技术的厂家。此外杭州

造纸研究所也引进了VOITH一台单层的斜网成形器，

用于生产和实验。国内陕西科技大学、民丰特纸开始研

制制作斜网试验机，主要要求模拟大型斜网纸机的生

产条件，能开发新产品，采用了斜网与长网相结合的形

式，这样既可生产单层纸，又可生产双层纸。这种形式

的斜网试验机既是一种新尝试，又满足开发产品的需

求，在特种纸与湿法无纺布方面做出了贡献。

当前斜网试验纸机的发展：在斜网成形器的工艺

设计和生产制造上需深入研究，加强与生产使用客户的

衔接配合，注重在网前流送短流程的设计和自动控制方

面，特别是浆、网速比的调节，脱水速率的控制设计，真

空系统控制调整的设计问题。同时借鉴目前已运行的斜

网纸机自动控制如DCS、QCS以及MCC运行经验，将

对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起关键作用。

2  斜网试验纸机主要结构与要求 

图1  双层斜网系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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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网试验纸机是用于实验室连续抄造特种功能纸

产品的，可以实现小规模生产和优化技术工艺。同时具

备设备模块化设计，可选项目多，结构精巧，易于操作，

运行稳定，控制精度高，安全性高的优点。这样既可以

用于产品研发、实验开发，也可以小规模连续化生产，

满足特种功能纸的需求，实现开发实验与生产的目的。

2.1 试验机生产线具体参数及常见配置

幅宽310mm、620mm；车速2～20m/m i n,可实现

连续调节；定量10～1000g/m2范围内在线根据需要调

节，实现横幅定量差±3%;斜网部成形系统：流送系统、

布浆器、多层斜网流浆箱、斜网成形部等。

常用配置还包括:（1）称重计量设备；（2）制浆设

备与储存设备，浆池2～3个，容积1m3，搅拌器：2个特

殊叶轮；（3）加药分散添加设备；（4）等压布浆器设备；

（5）浸渍系统与水刺系统；（6）二层、三层流浆箱根据

需求选择；（6）烘干系统：根据需求配置烘缸系统、热

烘箱、热风穿透等；（8）收卷系统；（9）智能控制的电

控系统；（10）质量控制系统。

2.2 试验机生产线所需常见配置的要求与选择

2.2.1 斜网试验机的功能与流浆箱形式的选择

从斜网试验机的功能来看，要充分考虑试验机的

组合型与产品的方向，需选择多层斜网结构，一般为二

层或三层，这样可以提高多层结构的功能产品，满足生

产分层纤维结构的产品需求，满足粗细纤维分层复合抄

造脱水功能良好，同时既保证产品质量，大大降低生产

成本和节约资源，也可考虑斜网与长网的结合形式，目

前也是很好的结合形式，对于开发新品种十分有利。

2.2.2 流送系统及其定量控制

通过控制上网的浆料流量与浓度实现定量的控

制。根据上网浓度的前馈控制与通过定量水分控制系

统的绝干浆反馈数据来调节控制上浆泵流量。系统分

别配有流量控制以及流量传感器与浓度传感器。通过

电脑及触摸屏调整纸张的定量，涉及因素(速度、固体含

量、流量、宽度)自动控制。同时根据需求配置等压布浆

器设备，进一步提高横幅定量的稳定性。流浆箱控制系

统可在运行期间调整参数，提高运行效率。流浆箱开口

可以调节，可升级多层喷浆系统。

2.2.3 完善的备浆与白水系统调控

浆槽带在线浓度传感器（可选两个或多个可互相

联通/切换的浆槽）所有的浆槽都装有液位传感器，泵

的频率由PLC控制。阀门由PLC直接控制，网下白水单

独收集和再利用。

2.2.4 烘干形式

针对化学纤维性能的要求，合理选择烘干方式与

温度，使用导热油或燃气加热，满足产品的实验要求。

根据需求可配置小型热压机，提高产品性能。

2.2.5 控制系统及仪器特点

完整的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单元，PLC控制器带触

图2  三层斜网系统布置 图3  单层斜网系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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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屏：所有重要的工艺参数将显示并持续检查状态，连

续检查调整值与实际值。参数可通过PLC/触摸屏进行

调整和控制。PLC有配方管理，可以创建许多不同的配

方自动和标准化生产所有控制系统集成在一个电脑的

软件上。同时电动机由一个特殊的运动系统控制可以创

建不同的程序。

关键参数与仪表精度：对于流量传感器、浓度传感

器、网速、真空度、压光温度、复卷扭矩，要做好控制要

求及要求的范围。

目前作为一种小型组合灵活的斜网造纸试验机生

产线将会用于提供测试样品和特种纸试生产，以便清

楚地了解某种特种功能纸在投入产业化生产后将具有

哪些特性，有利于研发适应不同用途的特种纸与非织

造布产品品种，成为提供一个特种纸与非织造布实验

基地，以便达到快速、经济有效的效果。在确定一个适

合斜网试验机的特种功能纸产品项目前，第一，要将各

种使用的纤维进行试验室抄片试验，以验证其生产的

可行性；第二步是“小试”，也就是根据试验室效果在

斜网造纸试验机进行放大测试；第三步是“中试”，就

是根据小试结果在造纸试验机进行产品连续试生产，

提供给下游客户试用。因此同时通过产品中试过程，可

实现非织造产品生产线的各个阶段进行小规模的真实

工况模拟，可对斜网试验机配置、生产工艺和纤维产品

的有效组合进行更为创新和高效的测试和审核。特种

功能纸产品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斜网试验机产品图片如

图1～图3。

斜网试验机必须结合长期的生产经验设计、制造，

其要求易于使用和运行，输送管道和侧墙是透明的，可

以用来观察和评估生产过程。通过提高设备的自动化

程度，可以用最低的水耗，最少的原料、化学品，最低的

人员成本来获得理想的实验结果。所有的材料都是根

据水质和化学品来选择的。搅拌器、浆泵配件、机架、基

础等与浆料接触的部位一般采用耐酸不锈钢材质。

所有的操作流程都可以根据要求的设定和重复，

可以一次实现单机空运转、带水试运转、空机联动试运

转，通过在线质量控制系统实现上浆调试，稳定生产

等。  

3  斜网试验纸机的应用与举例

特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布）所用的纤维原料主要

品种有马尼拉麻纤维、韧皮类纤维、黏胶纤维、芳纶纤

维、碳纤维和玻璃纤维、PET/PA/PE/PP纤维等。特

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布）所用纤维随资源不同、产品

的最终用途不同、采用的设备不同而没有统一的标准，

其主要应用领域为工业过滤净化、医疗卫生、服装装

饰、家用擦拭的无纺布和特种纸，主要代表产品有汽车

三滤产品、空气滤器产品、摩擦材料产品、电池隔膜类

产品、医疗卫生用纸、电气绝缘产品等。

作为实验用斜网成形试验机，要结合当前先进的

斜网多层成形技术，满足在斜网成形器的生产线上集

成创新的需要，也要适应为今后一个时期特种功能纸

发展趋势的新产品开发（如特殊用纸与新兴产品：燃

料电池用碳纸、高性能膜材料等）与小批量生产。建设

新型的斜网成形试验机生产线对产品品种开发具有示

范性与引导性，有利于提高特种纸产品研制能力和研

制质量，保持斜网试验机在特种功能纸领域的领先地

位。

斜网试验机在研究特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布）的

单位及企业应用情况举例介绍如下：

3 .1 欧洲某机械设备公司利用斜网试验机开发特种功

能纸设备及产品试验图4  斜网试验机系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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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某机械设备公司斜网纸机非织造技术中心

配置了灵活的湿法非织造生产线试验机，以最先进的

湿法实验线设备为客户提供实验、产品开发和专家服

务。斜网试验机生产线包括碎浆机、制浆打浆贮存罐系

统、三个流送系统、一个封闭的白水系统、一个带分配

器的三层水力式斜网箱、一个斜网脱水部（角度10°～

20°）、一个加压装置、烘干部、卷取部等。三层式结构

的流浆箱带有固定分流装置飘片装置，允许每层浆流

能够以不同的流量与浓度被流送到成形网。这种可变性

可提高成纸品质，特别是提高纸层的纯度和强度，产生

极好的纸页匀度与力学性能，可实现功能与成本的最佳

结合。

通过多层的斜网试验机生产线可以实现使用天然

和合成聚合物纤维组合各种结构的纤维（包括回收纤

维）生产非织造布的半成品及成品，流程优化,为新产

品开发试验做准备。

3.2 国内斜网试验机生产特种功能纸

基本特征：主要设备有600m m斜、长网特种功

能纸试验机，直径1250m m的双缸造纸机及配套的打

浆设备和上浆系统等；纸机可抄造的纸幅最大宽度为

600mm，定量为15～150g/m2，车速5～30m/m i n，最

低抄造试验量为10公斤以上（绝干纸）。

斜、长网特种功能纸试验机由斜网部流浆箱，平网

部流浆箱、网部、压榨部、烘干部，压光机，水平式卷纸

机，基础部，机械传动，电控部分，压缩空气系统，汽罩

部等组成。纸机采用一道气动加压的压榨方式，真空吸

移揭纸，双缸干燥，水平卷纸装置。该设备是一条专门

用于试验研究的小型试验纸机，是国内自主设计的斜网

试验中试设备，试验纸机采用斜网加圆网的复合成形方

式，可以适应纸张定量从15g/m2到150g/m2的稳定抄

造，配以槽式打浆机加盘磨的浆料处理设备，可以适应

各种木浆、化学纤维以及改性纤维的浆料处理，可以用

于特种功能纸新产品的小试、中试研究。

从国内外斜网试验机的发展来看，国内斜网试验

机还处于从最初的单层上浆的斜网形式，正向实现双
[收稿日期:2019-09-30]

层、三层飘片式斜网试验机的发展阶段。飘片式斜网试

验机的开发与使用，将会为特种功能纸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重要的设备条件，抄造的纸页层间结合好，结构合

理，适应过滤材料和复合材料的需求与发展，适用于特

殊功效的复合材料。通过斜网试验机针对不同应用条

件下的各种纤维备料、抄造、干燥等技术进行试验与研

究，特别是纤维改性分散处理和分层混抄搭配技术的

使用研究，是实现特种功能纸产品技术升级的发展趋

势。当前开展复合材料技术研究工作也会促进斜网试验

机的开发与应用。

4  总结

通过斜网试验机在研究特种功能纸（湿法非织造

布）中的应用，展示斜网试验机在特种功能纸（湿法非

织造布）研发方面的作用与各种特种纤维的利用相结合

的意义。

在现代特种功能纸制造中，斜网试验机生产线取

得了特殊地位和广泛应用，也推动了特种功能纸与特种

纤维产品的不断变革和完善。建设先进的斜网成形试

验机作为创建一流的研究特种功能纸成形的试验手段，

对提高研制能力和研制质量，为高新技术行业配套的特

种功能材料的研究开发搭建优异的平台，有利于加快研

究进度。必将在开发特种功能纸的新品种、新规格，提

高产品质量和推广应用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与现

有特种纸企业的斜网生产线相结合，可缩短成果转化周

期，全面提高特种功能纸技术含量。作为科研院所和高

新技术研发中心也可为国内外特种功能纸行业提供技

术服务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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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层复合滤纸的设计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性

能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了不同总定量及不同定量比的双层

复合空气滤纸原纸，探究定量变化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总定量的增加，孔径减小，透气

度减小，过滤效率增加，容尘量减小；120g/m2时过滤效率为

99.68%，容尘量为117g/m2；改变复合滤纸定量比，容尘量先

上升后下降，过滤效率基本不变，结合载尘纸样内部结构图，

定量比1∶3为最佳值；与单层滤纸相比，复合滤纸过滤效率高

于单层滤纸，最大差值为0.1%。

关键词：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定量；过滤效率；容尘量

Abstract: The design of double-layer composite filter paper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double-layer 
composite air filter paper. Double-layer composite air filter papers 
with different total quantification and different quantitative ratios 
were studi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quantitative changes on 
the properties of double-layer composite air filter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otal quantification, the pore 
size and the gas permeability decreases,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increases, and the dust holding capacity decreases;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is 99.68% at 120g/m2, and the dust holding capac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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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对于空气滤

纸的性能需求也在不断提高[1,2]。目前，市场上大多是单

层滤纸，但是单层滤纸的内部结构单一，无法较好地调

节过滤阻力与过滤效率的矛盾。为了在过滤效率、过滤

阻力和容尘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很多厂家把目光投

向了复合滤纸。

复合滤纸包含两种结构：一种是多层结构复合过

滤纸，即将不同种复合材料通过层叠复合的方式制成的

复合滤纸[3,4]；第二种结构是内部梯度结构复合过滤纸，

即通过对工艺条件的有效控制，在内部实现孔径在剖面

方向上的梯度分布，以实现逐层过滤的效果[5,6]。

本课题主要研究定量变化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过

滤性能的影响。对于复合滤纸，不同的定量分配、不同

的纤维分配、不同的原料选择等对其性能都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Cameron Thomson发现复合滤纸不同层间的

定量比可以根据过滤介质的实际特性而变化。在一些实

例中，过滤介质的入流层具有比出流层更大的定量。例

如，入流层和出流层之间的定量比例可以大于1∶1、大于

1.5∶1或大于2∶1。在其它实例中，过滤介质的入流层也

有比出流层更小的定量，如入流层和出流层之间的定量

比例可以小于2∶1、小于1.5∶1。而在某些具体的实施方

案中，入流层和出流层的定量比为1∶1。可见，不同的定

量设计对于双层复合空气滤纸性能的影响是不同的[7]。

表1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滤纸原纸孔径的影响

定量

/(g/m2)

80

100

120

140

160

孔径/μm

最大孔径

49.1

40.2

34.6

30.9

30.5

23.7

20.3

17.8

14.9

14.7

平均孔径

因此，需要研究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影响，

以此为多层复合结构滤纸提供设计依据。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纤维原料：针叶木浆（美国G P公司），阔叶木浆

（巴西Suzano公司），北极光浆（瑞典Billerud公司）；

试验粉尘：标准A2细灰（上海瑞贝贸易有限公司），符

合ISO12103-1标准。

1.2 实验仪器

纤维标准解离器（瑞典L&W公司，970154）；动

态纸页成形器（法国TECHPAP SAS公司，BP251-

38044）；弧形干燥器（法国TECHPA P SAS公司，

DRY ER）；P a l a s M F P3000滤料测试系统（德国

PA L A S公司，M F P3000）；抗张强度测试仪（瑞典

L&W公司，062969921）；毛细流孔径测量仪（比利时

PorometerNV公司，Porolux 100）；厚度测量仪（瑞

典L&W公司，051970243）；透气度测量仪（中国宁波

纺织厂，YG461E）；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

JSM-IT300LV）。

1.3 实验方法

1.3.1 实验设计

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入流层和出流层的纤维

原料均是针叶木浆（长度为2.7mm，宽度为36.0μm）、

阔叶木浆（长度为0.7mm，宽度为20.0μm）和北极光浆

（长度为1.9mm，宽度为30.6μm）的混合纤维，配比为

1∶1∶1。根据实际抄造需求，分别抄造总定量为80g/m2、

100g/m2、120g/m2、140g/m2、160g/m2的双层复合

空气滤纸原纸。以入流层与出流层的质量之比为定量

117g/m2. When changing the quantitative ratio of composite filter 
paper, the dust holding capacity first rises and then decreases,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is basically unchanged. Based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dust-loaded paper sample, the 
best quantitative ratio is 1:3.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layer filter 
paper, the filtration effect of composite filter is higher, and the 
maximum difference is 0.1%.
Key words: double-layer composite; air filter paper; basis weight; 
filtration efficiency; dust hold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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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定量比按1∶11、1∶5、1∶3、1∶2、5∶7和1∶1进行设

计。

1.3.2 复合纸样的制备

称取相应质量的针叶木浆、阔叶木浆和北极光浆，

并用纤维疏解机进行疏解，先将出流层的浆料加入动

态纸页成形器中喷浆上网，待出流层的纤维原料喷空

后不进行真空脱水处理，让机器持续运转；将入流层的

浆料加入动态纸页成形器中喷浆上网，使浆料完全涂覆

在出流层上，待入流层的浆料喷空后进行抽真空脱水处

理，取下湿纸幅进行干燥处理，在干燥过程中不进行加

压处理[8]。

1.4 滤纸性能检测

1.4.1 滤纸容尘量和过滤效率的测定[9]

根据ISO 5011-2014标准，利用Palas MFP3000

滤材测试系统测试双层复合空气滤纸的容尘量和过滤

效率。规定测试条件为终止压差2000P a；发尘浓度为

1000m g/m3；额定气体流量为66L/m i n；试验粉尘标

准A2粉尘，试样面积100cm2。

1.4.2 滤纸物理性能的测定

透气度测定标准为QC/T 794-2007内燃机工业

滤纸中透气度的测定，规定的试样压差为127Pa。

1.4.3 滤纸孔径的测定

孔径测定采用的标准为GB-T 2679.14-1996过

滤纸和纸板最大孔径的测定，测试样品直径为25mm。

1.4.4 内部结构表征

采用JSM-I T300LV型电子显微镜对内部结构进

行表征。

2  结果与讨论

2 .1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孔径及透气度的

影响

2.1.1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滤纸原纸孔径的影响

在表1中可看出，双层复合滤纸原纸的孔径随定

量增大而减小，最大孔径从49.1μm到30.5μm减少

37.9%；平均孔径从23.7μm到14.7μm减少38.0%。对

于双层复合滤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两层空气滤纸在

复合成复合滤纸的过程中，在两层之间会发生“层叠作

用”，复合滤纸的层间会出现新的孔隙，这些孔隙的孔

径都小于复合前的单层滤纸的孔径。因此，在检测过程

中不断出现小孔径，孔径逐渐变小。

图1显示不同总定量下双层复合

空气滤纸原纸的孔径分布，随着定

量的增加，孔径分布面积增大，顶点

峰值不断右移，在定量为100g/m2与

120g/m2时分布面积大致相同。可以

说明定量增加，纤维数量增加，滤纸

结构紧密细致，孔径分布在小孔径周

表2  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总定量对过滤效率和容尘量的影响

定量

/(g/m2)

80

100

120

140

160

过滤效率/% 

1000[Pa]

99.25

99.25

99.43

99.55

99.57

99.50

99.62

99.68

99.69

99.70

2000[Pa]

99.41

99.49

99.52

99.65

99.67

1500[Pa]

容尘量/(g/m2)

1000[Pa]

79

70

70

68

66

96

92

89

83

82

1500[Pa] 2000[Pa]

132

124

117

114

112

图1  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孔径分布图

图2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透气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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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定量比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过滤效率的影响

图4  定量比对双层复合滤纸容尘量的影响

边且分布范围较窄。此外，滤纸的孔径是指与具有相同

压力的圆柱形毛细管所对应的直径大小，过滤纸的孔

径间接反映了纤维网的内部结构情况[10]。从分布图可明

显看出，不同定量的滤纸孔径分布都呈单峰分布，其滤

纸内部浆料混合均匀与单层纤维原料混合无异，未出现

多峰分布即梯度分布结构。结合表1可知，定量可以改变

复合滤纸的孔径大小，但入流层与出流层定量与浆料配

比相同条件下，并不能出现梯度过滤效果。

2.1.2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透气度的影响

图2为总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透气度的影

响，透气度随定量增大而减小。透气度是指在规定试样

面积和压差下，气体分子通过试样的速率大小，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滤纸的多孔性以及气体分子透过滤纸内

部的流畅程度[11]。当气流通过空气滤纸内部时，气体分

子与纤维产生碰撞效应，气流运动速度降低，气体分子

运动阻力增大，单位时间内穿透空气滤纸的气体分子

数降低，透气度减小。在定量增加过程中，孔径减小，气

体分子与纤维间的碰撞几率增大，透气度减小[12]。另一

方面，双层复合使内部结构变得复杂，同样造成气流穿

过空气滤纸时，气体分子与纤维的碰撞程度增大，气流

量减小，透气度降低。因此两种原因共同导致透气度减

小。同时，不同的定量，影响透气度不同，孔径不同，这

对于今后设计不同孔径梯度的复合滤纸具有很好的参

考作用。

2 . 2 总定量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过滤效率及容尘

量的影响

设计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入流层和出流层的定

量比为1∶1。表2为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定量对过滤

效率和孔径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双层复合滤纸的容尘量随定量

增大而减小，在120g/m2后减小缓慢；过滤效率随定

量增大而增大，在120g/m2后增加趋于平缓。压差为

2000P a时过滤效率由99.50%到99.70%最大增幅为

0.20%；容尘量由132g/m2到112g/m2最大减幅为15%。

相比于80g/m2，120g/m2时过滤效率增幅达0.18%，容

尘量减幅达12%。双层复合滤纸的过滤过程中主要的粒

子捕获机制是布朗扩散和截取，布朗扩散与纤维尺寸、

面速度和纤维堆积密度（坚固性）直接相关[13]。定量越

大，纤维数量越多，填充密度越高。导致纤维之间搭建

的立体网状结构愈加紧密，粉尘颗粒通过纤维层时，增

加了对于粉尘颗粒的拦截和吸附作用，过滤纸的过滤效

率增大。但是因为纤维数量增加，未改变纤维属性，因

此过滤效率增加幅度较小。另一方面，结合孔径分布，定

量越小，孔径分布主要集中在大孔径区域，使复合滤纸

不容易产生堵塞，减缓压差上升，容尘量增加[14]。

2 . 3 入流层与出流层的定量比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

纸过滤性能的影响

2 . 3 .1 入流层与出流层的定量比对双层复合滤纸过滤效

率的影响

本实验选用了针叶木浆、北极光浆与阔叶木浆之

比为1∶1∶1作为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入流层与出流

层的纤维配比，探讨入流层与出流层的定量比对双层

复合空气滤纸原纸过滤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3所

示。

由图3可知，不同的粉尘粒径下，随着定量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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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过滤效率变化相差不

大，粉尘颗粒为0.627μm时，不同定量比的过滤效率

分别为99.69%、99.70%、99.70%、99.70%、99.69%、

99.69%。这是因为在实验过程中仅改变了定量比而每

一层的纤维配比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单一改变双层复合

滤纸的定量比不能有效地改善过滤效率。但是从图3中

可以看出，随着粉尘粒径增大，过滤效率也随之增加。

由此可知，粉尘颗粒粒径增大，拦截效应与惯性效应增

强，粉尘随气流通过纸样内部过程中捕集几率增大。

2 . 3 . 2 入流层与出流层的定量比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

纸容尘量的影响

探讨过滤性能除了过滤效率外还应该考虑容尘

量，2000Pa时容尘量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容尘量呈上升再减小的趋势。从定量

比1∶11到1∶5时，容尘量增加了2.9%；从定量比1∶5到

1∶3时，容尘量增加了5%；在定量比为1∶3时达到最大

值。当定量比从1∶3到1∶2、5∶7和1∶1时定量比下降分

别为5.5%、6.2%、10.2%，远超于同期增长的比例。容

尘量是指过滤装置到达终止压差时所能储存的粉尘数

量。当定量比为1∶11与1∶5时，上层定量小孔径大，多

数粉尘颗粒通过入流层进入复合滤纸内部，增加储尘

数量，导致容尘量增大。随着定量比的增加，入流层面

图6  定量比为3∶1时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不同层面的扫面电镜

图5  定量比为1∶3时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不同层面的扫面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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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定量比在1∶3和3∶1时的过滤效率和容尘量对比

定量比

容尘量/(g/m2)

过滤效率/%

1∶3

143

99.86

141

99.84

3∶1

的定量增大，孔径减小，粉尘颗粒进入到纸样内部过程

中，造成了内部沉积导致孔径堵塞，压力急剧上升到终

止压差，最终容尘量减小[14,15]。

2 . 4 不同定量比对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过滤效果的

影响

本文中对于双层复合过滤纸原纸主要的设计依据

是密度梯度复合原则，密度梯度复合是指复合后孔隙结

构、孔径分布和大小不同，以达到对不同粒径的颗粒进

行阶梯式过滤的效果[16,17]。双层复合过滤纸分为精滤层

（出流层）和粗滤层（入流层），精滤层（出流层）主要

保证滤纸的过滤效率，粗滤层（入流层）主要保证滤纸

的容尘效果。表3为定量比在1∶3和3∶1时的过滤效率和

容尘量测试结果。

由表3可知，定量比1∶3时的容尘量和过滤效率皆

大于定量比为3∶1时的容尘量和过滤效率。这是因为，

定量比1∶3时入流层为小定量孔径较大，出流层为大定

量孔径较小，符合梯度复合结构。梯度结构滤纸入流层

的孔径大，承受的过滤阻力小，内部可形成较大的储尘

空间。出流层由短细纤维形成，结构紧密，保证滤纸有

较大过滤效率。当过滤粉尘开始通过滤纸时，首先进行

表面过滤，大于表层孔径的粉尘颗粒沉积在表层，小于

表层孔径的粉尘颗粒进入滤纸内部，形成深层过滤，过

滤一段时间后，在滤纸表面堆积的粉尘形成粉尘滤饼，

进行滤饼过滤，更小直径的粉尘颗粒会通过滤饼继续

进行进一步的深层过滤[18～20]。图5、图6分别是定量比为

1∶3与3∶1时双层复合空气滤纸经过滤性能测试结束后

不同层面的扫描电镜截面图片。

从图5和图6中可以看出，在入流层中定量比1∶3的

复合滤纸所截留的粉尘要明显少于定量比3∶1时的复合

滤纸，而在出流层中定量比1∶3的复合滤纸所截留的粉

尘要多于定量比3∶1的复合滤纸。由此可知，定量比1∶3

的复合滤纸在过滤粉尘时粉尘一部分被截留在了入流

层，另一部分则通过入流层被出流层截留。通过定量比

3∶1的复合滤纸的粉尘则大部分堆积在入流层，甚至堵

住部分小孔。

这是因为，定量比1∶3时指上层为定量30g/m2下

层为定量90g/m2，即入流层为小定量出流层为大定 图7  2000Pa压差时单层与双层滤纸过滤效率对比

量。出流层为大定量滤纸，透气度低、孔径小。以大定

量为尘面，灰尘颗粒穿透了过滤介质的深度。沉积的颗

粒桥接孔隙并逐渐堵塞毛孔。捕获在过滤介质内的灰

尘颗粒降低了孔隙率并导致更高的孔隙率。小于入流层

孔径的粉尘颗粒在出流层被截留，形成了一种递进过滤

的方式，达到最佳的过滤效果。定量比3∶1时上层为大

定量，下层为小定量，以小定量纤维层作为尘面，滤纸透

气度高、孔径大。粉尘通过时，较少的灰尘颗粒渗透过

滤介质的深度且使表面负载速度加快，会造成堵塞，使

压力大幅度上升，快速达到终止压力，缩短滤纸寿命。

因此，在设计复合滤纸时上层小定量、下层大定量会优

化滤纸的过滤效果，定量比为1∶3时即为优选。

2 . 5 单层滤纸与双层滤纸在不同定量下的过滤效率对

比

图7是单层滤纸与双层滤纸纸样在压差为2000P a

时的过滤效率对比。

根据对比图7可知，在定量增加的过程中双层滤纸

的过滤效率一直大于单层滤纸，在定量为100g/m2时单

层滤纸与双层滤纸过滤效率的差值最大为0.1%，是因

为过滤纸在复合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小孔径，而平均孔径

受单层中平均孔径最小的那一层的影响较大[8]。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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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过滤器所捕集的粒子质量或数量与通入过滤器的粒

子质量或数量之比为过滤效率。双层滤纸较单层滤纸

的内部空间结构更加复杂，会形成具有不同填充密度的

纤维网，粉尘颗粒通过纸样内部时，颗粒与纤维的碰撞

率逐层增加，双层滤纸的过滤效率较大。

综上所述，双层复合滤纸复合后的厚度、紧度和透

气度等性能有一定的增强[21]，且在过滤性能上有一定程

度提升。

3  结论

本实验采用不同定量及不同定量比抄造双层复合

空气滤纸原纸，分析不同定量及不同定量比对双层复合

空气滤纸原纸的过滤性能及过滤效果的影响。

(1）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总定量影响滤纸的

过滤性能。通过对复合滤纸的孔径、孔径分布、透气度、

过滤效率及容尘量的分析，发现总定量越大，透气度越

小，导致孔径变小，截留效果增强，过滤效率增大，容尘

量减小，且大孔径分布居多的滤纸的容尘量大于小孔径

分布居多的滤纸。

(2）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内部结构复杂，增加

了粉尘颗粒与纤维的碰撞次数，提高了双层复合滤纸的

过滤效果，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过滤效率优于单层

空气滤纸。

(3）双层复合空气滤纸原纸的总定量不变，改变入

流层与出流层的定量比，当定量比发生改变，双层复合滤

纸的容尘量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但是过滤效果基本保

持不变。此外，以入流层小定量、出流层大定量为原则设

计的双层复合滤纸其过滤效果要优于以入流层大定量、

出流层小定量原则设计的双层复合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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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酸钙作为涂布颜料应用研究较少，而草酸钙具

有优异光学性能提供纸张高亮度和良好不透明度的特性。

本研究初步探讨草酸钙对涂布纸光学和印刷效果的影响，       

通过实验掌握了草酸钙的应用可以提供纸张高白度和不透明

度以及良好的光泽差数值，以使印刷效果更醒目，同时可作为

生产低光泽纸的一种技术解决方案。

关键词：草酸钙；涂布颜料；应用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calcium oxalate as a coating 
pigment has been less studied before. Actually calcium oxalate 
has excellent optical properties to provide the paper with high 
brightness and good opacity. This study initiall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calcium oxalate on the optical and printing effects of 
coated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calcium oxalate can provide high 
whiteness and opacity of the paper and good gloss difference 
values to make the printing effect more eye-catch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technical solu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low-gloss paper.
Key words: calcium oxalate; coating pigm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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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钙具有优异光学性能，可用作颜料和填料用

于制造具有高亮度和良好不透明度的纸，且对造纸网

的磨损比其它常用的颜料小。草酸钙颜料的性质对生产

无光表面纸（丝光品质）的生产线，可不再需要单独的

离线压光机，仅采用纸机压光就能达到高的光泽。芬兰

M-r e a l公司发明专利“生产涂层纸幅的方法”中就提

出草酸钙作为丝光纸中的颜料应用[1]。另外草酸钙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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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后产生的灰分比其它颜料少，利于废纸的利用；但是

草酸钙的工业生产量并不是很大，且价格较高，所以草

酸钙在涂料中的应用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主要依据草酸

钙与PCC搭配的优良特性，初步于实验室探讨PCC与

草酸钙搭配使用对涂布纸的光学性能和印刷效果的影

响。

1  实验

1.1 原料与仪器

草酸钙，化学式：Ca（OOC）2，分子结构如图1。             

从结构可知：草酸钙应是草酸两个羧基上的H原

子被Ca2+取代而成的，它不溶于水，但溶于盐酸或稀硝

酸。

其它原料主要为沉淀碳酸钙(PCC)、研磨碳酸钙

（GCC)、高岭土（Clay)等，主要特性如表1。                      

实验仪器：高速 搅 拌器；电子天平；全自动

BRO OK F I E L D黏度计；保水度仪（AA-GWR)；

HERCULES高剪切黏度仪(KALTEC)；MLC高速涂布

机（TAKETSUNA)；实验室压光机(KAUNIAINEN 

F I N L A N D)；S E M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日本电

子)；白度仪S E0 70（L&W)；75°光泽度仪T48 0A

（Technidyne）；PPS粗糙度仪(MESSMER)；Bekk平

滑度仪（TMI）；IGI印刷适性仪AIC2-5等。

1.2 草酸钙的生产

在自然界中，草酸钙存在于多种植物细胞，特别是

尿结石和肾结石中。作为纯物质，它一般被划归实验室

化学品类并被用于测定钙的分析目的。

木材中存在的草酸为草酸钙工业生产提供了一种

较好的原料，草酸钙的生产工艺如图2[2]。

木材中提取草酸的方法较多，可通过碱性试剂或

是亚磷酸盐法生成，但草酸的得率只有10%～20%，所

以草酸钙的工业生产量并不是很大，且价格较高，市场

价格45000元/t。

1.3 草酸钙的晶形及分散性能分析

实验室本着研究的精神，对新型颜料草酸钙的晶

形、分散性能先做研究，以便后续全面综合的研究对涂

料特性的影响以及与PCC搭配使用对涂布纸的覆盖和

印刷效果的影响。

草酸钙不溶于水，也不易分散，分散时易成石膏

状，最高分散固含量约为30%；黏度2800m P a.s；草酸

钙溶于盐酸或稀硝酸，分散时加入少量的稀盐酸可利

于分散并提高固含量，但酸性的草酸钙易于在涂料配制

时与CaCO3反应，造成颜料体系的改变。

取搅拌均匀的颜料乳液约1m l，放入烧杯中，加水

稀释搅拌均匀，逐级稀释直至溶液接近无色,取一滴稀

释好的溶液滴在洁净的显微镜样品台上，置于不高于

100℃的红外灯下干燥，经喷金处理后采用SEM扫描式

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表面形貌及晶形，观察时的加速

电压为15kV。

1.4 涂料的配制

将不同的颜料乳液按表2配比混合均匀，高速搅

拌下加入一定量的胶黏剂和少量的添加剂协助颜料分

散等，并用NaOH调整pH值在8.5～9.5之间。配制好

的涂料使用全自动BROOKFIELD黏度计、保水度仪及

HERCULES高剪切黏度仪检测其黏度、保水度及高剪

切黏度等基本特性。

1.5 纸样的制备

将配制好的涂料使用MLC高速涂布机涂布涂布量

10±0.5g在准备的原纸纸样的一面，涂布完成的纸样裁

切成A4尺寸样品，使用实验室压光机超级压光后制备

成品纸样。

1.6 纸样的物性测试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 S O536:2012纸和纸板-定

量的测定, 测试定量。

表1  不同颜料的主要特性

沉淀碳酸钙

2.7

1.46～1.65

＞93

9.0～10.2

0.35～0.45

相对密度

折射率 

白度/%

pH值

平均粒径/μm

项目 草酸钙

2.2

-

＞91

7.0～8.5

-

高岭土

2.58～2.6

1.56

85～90

6.0～7.0

0.25～0.35

研磨碳酸钙

2.7～2.9

1.66

＞92

8.5～9.0

0.3～0.5(C95)图1  草酸钙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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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SO2470-1:2016纸、纸板和

纸浆-蓝光漫反射因数（ISO亮度）的测定,测试ISO亮

度。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SO2471:2008纸和纸板不透

明度（纸背衬）的测定 漫反射法，测试不透明度。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SO8791-4:2007纸和纸板-

粗糙度/平滑度的测定（空气泄漏法），测试粗糙度。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 S O5627:2002 纸和纸板 

平滑度的测定（BEKK法），测试平滑度。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SO8254-1:2009纸和纸板-

镜面光泽度的测定 第1部分：会聚光束75°光泽度，测

试光泽度。

将制备好的纸样按照I S O3783:2006 纸和纸板 

抗拉毛性的测定 用IGT仪器的加速法（电动式），测试

IGT拉毛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草酸钙的晶形分析

图3所示为草酸钙SEM晶形与PCC、GCC、高岭

土晶形比较，从图中可知草酸钙颗粒较粗，粗于PCC、

GCC(C-95)、高岭土，且晶形呈块状[3]。PCC晶形主要

为棒状，Clay晶形呈片状，GCC(C-95)晶形呈不规则状

且颗粒大小差异大。

2.2 不同配比涂料的特性

按照表2配比配制好的涂料，及时测试不同编号的

涂料固含量和保水度特性如图4所示，测试涂料的流动

性能高剪切黏度如图5所示。    

从图4涂料特性可以看出，草酸钙因颜料分散固含

较低，所配制的涂料固含受到限制，且对涂料的保水性

能有负面影响，数值越大，保水性能越差。可能是因为

草酸钙颗粒大，比表积小，对胶黏剂的结合力不够，造

成涂料水分的流失。

从图5高剪切黏度可以看出，在流动性能方面，草

酸钙与PCC的高剪切黏度相当，PCC与高岭土搭配的

高剪切黏度较高，流动性能差，可能跟它们的晶形有

关。

2.3 成纸物性

将制备好的涂料涂布制作成品样，准备好的成品

表2  涂料配方

2#

-

-

70

30

GCC/%

Clay/%

PCC/%

草酸钙/%

配方编号 1#

70

30

-

-

3#

-

30

70

-

4#

70

-

30

-

5#

70

-

20

10

图2  草酸钙的生产工艺流程 图4  不同配比的涂料固含量与保水度

图3  不同颜料的SEM晶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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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按照ISO或GB标准测试成纸物性，图6所示为不同颜

料搭配编号1#～5#的光泽差。从图6可以看出草酸钙白

纸光泽较白土差17.9度，但其印后光泽仅相差5.4度，尤

其是PCC/草酸钙涂层纸能提供最好的光泽差数值，这

跟草酸钙特性颗粒大、比表面积小、表面反射率低相

关。

草酸钙和PCC搭配对纸面平整性也略有正向帮

助，且草酸钙在提高纸张白度和不透明度方面强于

PCC、高岭土，这可能跟其草酸钙良好的覆盖性有关，

其白度和不透明度物性比较如图7所示。                 

图8所示为不同颜料搭配的IG T表面强度比较，

可以看出，在相同胶黏剂用量下，草酸钙表面强度高于

PCC、高岭土，这跟草酸钙比表面积小、所需胶黏剂量

小有关。

3  结论

通过本次实验与分析，草酸钙在应用上有其独特

优缺点：草酸钙不易分散，分散时易成石膏状，现场操

图8  不同配比涂料的IGT表面强度比较

图7  不同配比涂料的ISO白度和不透明度比较

 图6  不同配比涂料的光泽差比较

图5  不同配比涂料的高剪切黏度的影响

作性较差；草酸钙对涂料流动性能影响不大，但其保水

性能略差；草酸钙的应用可以提供纸张高白度和高不

透明度以及良好的光泽差数值，以使印刷效果更醒目，

尤其是草酸钙/PCC配合使用，能使涂层具有优异光泽

差；在强度方面，草酸钙有较大优势，这跟草酸钙比表

面积小、需要胶黏剂用量小紧密相关；草酸钙作为涂布

颜料，价格较高岭土高200多倍，但其作为生产无光表

面纸（丝光品质）有其独特优势，可不再需要单独的离

线压光机，减少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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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板是制作古籍装具的重要材料，其质量决定了装

具的安全性。满足文物保护要求的纸板能够对古籍起到保护

作用，延长藏品保存寿命。考察了14个纸板样品的安全性，结

果表明：大部分纸板的pH值和碱储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要

求，而卡伯值是目前制约纸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纸板；古籍装具；安全性；保存寿命

Abstract: Paperboard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container 
of ancient books, because the safety of container is determined by 
the quality of paperboard. The paperboard which meets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could protect the ancient books and prolong the 
preservation life. The safety of fourteen paperboard samples was 
analyz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pH value and 
alkali reserve could atta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quality of paperboard was kappa number.
Key words: paperboard; container of ancient book; safety; 
preservati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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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的保存和保护中，装具是接触古籍的首要

屏障，不仅能够起到保护古籍的作用，同时其庄重典雅

的造型也成为古籍附加值的重要体现。制作精良的古

籍装具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颗粒物、有害气体和紫外光

对古籍的侵蚀，也能有效防止和降低虫害风险[1]。

制作古籍装具的材料一般有纸张、纸板、纺织品、

木材、黏结剂以及部分塑料或骨质材料等。目前的古籍

装具中，一类形制是传统的函套、轴套和木函等，这类

装具一般沿用旧的装具形式，属于仿古设计，需要使用

多种材料进行复合加工制作而成，从而可以保持文献装

具的传统风格；另一类是新型的装具形制，主要以瓦楞

纸板或纯棉纸板制作的书盒、书套为代表，其特点是使

用的材料简单、轻便、易于加工，有些成品甚至只含纸

制品和少量的黏结剂，在材质把控上较为容易。

不论是传统风格的函套，或是新型材料制作的书

盒，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具有一定厚度和强度的纸板作为

基础支撑物。因此，作为制作装具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纸

板的质量是决定函套、书盒等装具质量的重要参数，只有

物理化学指标满足文献保护要求的纸板才能对古籍起

到保护作用，而劣质的纸板不仅不会保护古籍，还会对古

籍产生危害。例如，酸性的纸板不仅不会保护古籍，反而

会加速纸张的酸性降解[2]，从而危害藏品的整体保存环

境；碱储量过低或无碱储量的纸板无法中和古籍纸张在

老化过程中挥发出的酸性气体[3]，也无法中和环境中的

外源性酸，起不到保护古籍免受酸性物质侵害的作用；

编号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样品来源

瑞德博物馆服务中心

瑞德博物馆服务中心

北京全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全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瑞德博物馆服务中心

北京美大文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全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瑞德博物馆服务中心

北京美大文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全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美大文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全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美大文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大文博科技有限公司

样品名称

文物保存瓦楞纸板

文物保存蜂窝纸板

灰纸板

灰纸板

纯棉白纸板

中性灰板

灰纸板

灰纸板

灰纸板

灰纸板

灰纸板

灰纸板

无酸硬纸板

单层瓦楞纸板

生产年份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2016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表1  纸板样品基本信息

卡伯值过高的纸板木素含量高、强度低，在存放过程中

容易发生加速老化现象，耐久性较差[4]，且老化后易挥发

出有害气体，有进一步加速其中藏品老化的风险等。

本文对不同厂家制作装具用的纸板的化学指标进

行考察，测定其pH值、碱储量和卡伯值，并与相关的国

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进行对比，以此为基础探讨这类纸

板的耐久性和安全性，以期为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提

供一定的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样品来源

购买和收集了近几年部分文物保护装具生产厂商

用于制作函套、档案盒和其他书盒类装具的纸板样品，

挑选其中14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纸板样品，按年代和种

类进行整理，然后对其各种物理化学指标进行测定。纸

板样品主要包括灰纸板、白纸板和瓦楞纸板等，具体样

品信息均为厂商提供，见表1。

1.2 主要仪器和试剂

主要实验仪器包括：PP-15-P11型酸碱度计，德国

Sartorius公司；METTLER T5型自动电位滴定仪，瑞

士METTLER TOLEDO公司；GBJ-A型纤维标准解

离器，中国长春永新实验仪器有限公司；EH20A p l u s

型可调温电加热板，美国Lab Te c h公司；帕恩特超纯

水机，中国北京湘顺源科技有限公司；ME 614-S电子

天平，德国Sartorius公司。

主要实验试剂包括：0.1m o l/l

盐酸标准溶液；0.1mo l/l氢氧化钠标

准滴定液；0.1mo l/l高锰酸钾标准溶

液；0.2m o l/l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

溶液；1mo l/l碘化钾溶液；2.0mo l/l

硫酸溶液等，均按照GB/T 601《化

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进行

配制。实验中所用其他试剂均为分析

纯，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3 纸板性能的测定

（1）所有纸板样品进行测定前，

均按照GB/T 10739-2002《纸、纸

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实习生验的标

准大气条件》进行样品预处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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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所用温湿处理条件为温度（23±1）℃，相对湿度

(50±2)%，样品在此环境中预处理24h以上。

(2）纸板的干热加速老化按照GB/T 464-2008

《纸和纸板的干热加速老化》中的方法C进行，即样品

在（105±2）℃下恒温处理（72±1）h。处理后的纸板均

放入暗室存放，以避免光照条件引入的影响。

(3）测定pH值、碱储量和卡伯值的方法依据分别为

GB/T 1545-2008《纸、纸板和纸浆水抽提液酸度或碱

度的测定》、GB/T 24998-2010《纸和纸板 碱储量的测

定》和GB/T 1546-2004《纸浆 卡伯值的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纸板的pH值

酸碱度是影响纸张耐久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有研究

表明，纸张的pH值为3.0～5.0时，破损较为严重，pH值

在6.0以上时，破损则较轻[5]。古籍等纸质文献的主要载

体就是纸张，因此，周围环境的酸碱度对这类文献的影

响是较为显著的，例如有研究表明，乙酸的存在会显著

降低暴露于其中的纸质文献的耐久性和保存寿命[6]。若

使用酸性纸板制作的装具，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酸度，

对包裹其中的藏品不仅无法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加速

其老化进程，对文献形成一种外源的“保护性伤害”，

这是古籍保护工作中绝对不允许的。国家标准GB/T 

30227-2013《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中规定书盒、

函套的制作材料和文献包纸应采用无酸纸板和无酸

纸张制作，其pH值应在7.5～10.0之间[7]。ISO 16245：

2009E《信息与文献 由纤维素树脂制成的、用于储存

纸质和羊皮纸文稿的文件盒、文件夹及其他附件》[8]和

GB/T 35662-2017《古籍函套技术要求》[9]也规定耐

久性纸板的pH值应在7.5～10.0之间，只有满足无酸要

求的纸板才被允许用于制作装具。实验中对收集的所有

纸板样品进行干热老化，测样品在老化前后的水抽提

液pH值，并进行对比分析，检测结果见图1。

由图1可见，实验中测定的14个纸板样品均为无酸

纸板，除B-13号样品外，其他13个样品在干热老化前和

老化后的pH值均满足7.5～10.0的要求，且老化后pH值

与老化前相比较变化很小，说明在pH值这一参数上，

这些样品的耐老化能力较好。因此，大部分纸板都可以

达到文献保护中的酸碱度限值。同时，B-13号样品为

中性硬纸板，这类纸板虽然对古籍等纸质文献的保护

能力较弱，但是可以用于保存那些对碱性环境敏感的藏

品，如部分老照片藏品和缩微胶片等。由此可见，在pH

值这一参数上，目前用于制作装具的纸板整体表现良

好，均能满足无酸要求。

2.2 纸板的碱储量

纸板的碱储量是指添加在纸板内的碱性缓冲物质

的含量，这类物质主要包括氧化钙和氧化镁等。在满足

无酸的前提条件下，用于制作古籍装具的纸板应具有

一定的碱储量，这些碱性物质主要用于中和藏品本身

和周围环境中产生的酸性物质，可以延缓藏品的酸化老

化，最终延长其保存寿命。GB/T 35662和ISO 16245

都规定了纸板中添加的碱储量应该满足不低于相当于

0.4m o l/k g酸的限值，换算为碳酸钙即为至少应具有

2%质量分数的碳酸钙含量。对试验中的14个纸板样品

的碱储量进行测定，并对比分析，结果见图2。

由图2可见，14个样品的碱储量均满足不低于

0.4mo l/k g的限值，达到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要

图1  纸板的pH值

图2  纸板的碱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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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说明所有样品均具有中和环境中产生的酸性物质

的能力。在碱储量这一参数上，所有纸板的表现依旧良

好。但是也要看到，不同厂家的产品碱储量也有明显区

别，碱储量最高者可以达到接近2mol/kg，说明这类纸

板具有较强的缓冲能力，能够中和较多的酸性物质，而

有些样品的碱储量则刚刚达标，缓冲能力一般，这类纸

板制作的装具应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定期抽检其pH值，

如果发现已经趋于中性或酸性，则应及时进行更换。这

是因为随着周围环境中酸性物质的产生，装具纸板中的

碱性物质也会随之消耗，这是一个持续的反应过程。

2.3 纸板的卡伯值

制作装具用的纸板一般有灰纸板、白纸板、瓦楞

纸板和其他类型的纸板等。由于纸板的生产标准不一、

工艺不同，导致其某些性能差异较大，尤其是在木素含

量上，不同纸板的脱木素程度明显不同。对于文献保护

工作而言，脱木素较为彻底的纸板一般被认为耐久性

较好。而木素含量高的纸板，在使用时更易发生木素的

降解反应，进而产生酸性或氧化性物质，对藏品尤其是

纸质藏品的保存不利。纸板中木素含量的高低一般由

纸板的卡伯值来表征，卡伯值越低则木素含量越少，纸

板的耐久性越好，反之则耐久性越差。GB/T 35662和

I S O 16245中规定，用于藏品保存装具的纸板卡伯值

最好不高于5.0，以降低木素含量较高的纸板带来的风

险。实验中对所有纸板样品的卡伯值进行测定，并对比

分析，结果见图3。

由图3可见，14个纸板样品的卡伯值具有较大的差

异。其中B-01、B-02、B-05、B-13和B-14号纸板样

品的卡伯值低于5.0，说明这5个样品的木素含量很低，

能够满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对古籍装具用材质的

要求，且这5个样品均为纯棉材质纸板。另外9个卡伯值

较高的纸板均为灰纸板，这主要是因为灰纸板的原材

料来源较为复杂，废纸、半漂浆、半化学浆均可用于制

作灰纸板，脱木素不完全的纸浆就会导致卡伯值偏高。

其中6个灰纸板样品的卡伯值在20.0～50.0之间，虽然

不宜用于古籍等珍贵藏品的保存，但是目前依然可以作

为普通文献装具的制作材料。另外3个灰纸板样品的卡

伯值高于50.0，属于木素含量很高的纸板，其抗老化能

力很差，不能起到保护文献的作用，反而可能对文献的

长期存储产生严重伤害，因此不建议用于制作文献保护

装具。由此可见，在卡伯值这一参数的表现上，只有约

三成的样品满足古籍保护的要求。可以说，脱木素程度

是目前制约古籍保存装具用纸板质量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各种纸板样品的实验数据来看，所有14

个样品的pH值和碱储量表现基本良好，能够满足纸质

文献保存的要求，但是卡伯值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所有

样品中完全达到古籍保护要求的纸板只有4个，分别为

B-01、B-02、B-05和B-14号样品，仅占所有样品数量

的28.6%，而其他纸板未完全达到古籍保护要求的主要

制约因素正是纸板的卡伯值。

3  结论

通过考察收集的14个纸板样品的pH值、碱储量和

卡伯值，并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进行分析，可

以得到如下结论：

(1）目前，制作古籍装具的纸板pH值基本可以满足

无酸要求，且pH值在7.5～10.0之间者居多，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参数要求。因此，仅从pH值这

一项来看，现在用于制作装具的大部分纸板都能满足

保护古籍等纸质藏品的要求。

(2）制作古籍装具的纸板的碱储量基本都满足不低

于0.4mo l/k g的限值，说明其中含有的碱性物质可以起

到缓冲作用，能够中和藏品本身以及周围环境中产生的

酸，从而延缓藏品的酸化老化，有利于古籍的保存。但是

需要注意，随着周围环境中酸性物质的产生，纸板中的

碱性物质也会随之消耗，因此，对合格的装具也要进行

定期的检测，当pH值或碱储量降低到限值附近时，应及

时进行装具的更换，以防止文献保存环境的恶化。图3  纸板的卡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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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伯值是制约纸板耐老化能力的重要因素，在

pH值和碱储量都达标的情况下，纸板中的木素含量进

一步决定了其耐久性。木素含量过高的纸板对于古籍

等藏品具有潜在的危害，可能加速包裹于其中的纸质文

献的降解，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在文物

保护经费充足的情况下，最好选用木素含量较低的纸板

作为古籍装具的制作材料，以增强保护古籍等纸质文

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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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trom-Munksjö推出特种食品包装纸系列产品

本刊讯（Ahlstrom-Munksjö 消息) 近日，芬兰纸企Ahlstrom-Munksjö推出了一系

列针对糖果市场的可再生、安全的特种纸，名为Delicitera®糖果纸。Delicitera®糖果纸

可回收利用，同时具有视觉、功能和可持续性多重优势。

Ahlstrom-Munksjö食品包装解决方案业务部副总裁Jeff Murphy解释说：“我们

的糖果纸由天然纤维制成，可直接与食品接触，帮助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Del i c i t e r a®产品组合的新增产品还包括Cr i s t a l®透明纸，Roc a londe®捻纸

（twisting paper）和用于光泽印刷应用的Gerstar®印刷用纸。此外还生产用于可持续

食品包装的特种纸，可用于面包店、快餐、奶酪、糖果、微波爆

米花、水果和蔬菜、宠物食品等。

Ahlstrom-Munksjö总部位于芬兰，是纤维材料的全球

领导者，为客户提供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其使命是扩大

基于纤维的解决方案在可持续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产品包括过

滤材料、离型纸、食品和饮料加工材料、装饰纸、胶带原纸、电

工纸、玻璃纤维材料、医用纤维材料，以及特种纸等。年净销

售额约为30亿欧元，拥有8000名员工，股票已在纳斯达克、赫

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上市。

● 技术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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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方法，它具有

明显的优点：可解决因原料短缺，榨季到来新鲜蔗渣不能使

用的技术难题，同时可提高细浆利率，减少大量黑液，节省蒸

汽消耗。

关键词：甘蔗渣；湿法备料；蒸煮；制浆；黑液；液比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method for direct cooking and 
pulping of fresh bagasse. This method has obvious advantages, 
which can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 of fresh bagasse that cannot 
be used due to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fine pulp rate, reduce a large amount of black 
liquor, and reduce steam consumption.
Key words: fresh bagasse; wet material preparation; cooking; 
pulping; black liquor; liqui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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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资源覆盖率低，能够利用于造纸的木材资

源十分有限，非木材纤维原料仍将是我国造纸的重要原

料。甘蔗渣属于较好的非木材纤维原料之一，甘蔗渣浆不

仅可以生产优质生活用纸，配以少量商品木浆亦可以生产

优质文化用纸。综合利用甘蔗渣造纸，可减轻我国森林资

源的负担（每吨甘蔗渣可以代替1～1.25m3造纸木材）。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粤桂]是一家最

早综合利用甘蔗渣制浆造纸的传统企业之一，蔗渣利

用技术水平和先进性在业内享有盛誉。2017年12月份至

2018年4月份，摸索和创造出了一种新鲜蔗渣直接蒸煮

制浆的方法，解决了因原料的短缺引起的停机问题，创

造出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1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方法背景

甘蔗渣是糖厂的副产品，约有50%的纤维可以用来

造纸，其纤维形态虽然比不上木材和竹子，但是比稻、

麦草纤维则略胜一筹。甘蔗渣在我国南方算是一种已经

高度集中了的原料资源，它不需要长途运输，就地即可

加以利用，在甘蔗生产基地附近很容易建成年产数万吨

经济规模的制浆造纸厂，甘蔗渣的利用极大程度地促进

了南方地区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

刚从糖厂压榨出来的蔗渣，水分约50%，称为半干

蔗渣。半干蔗渣经打包堆垛长时间贮存后，水分可降至

20%～30%左右；而半干蔗渣经淋水发酵贮存，水分可达

到70%～76%范围。

蔗渣制浆从备料的方式可以分为干法备料制浆和

湿法备料制浆。我国使用甘蔗渣制浆的历史首先是从干

法备料制浆开始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各地方陆续淘

汰了干法备料制浆，才逐渐发展为现在的湿法备料制

浆。上世纪90年代前的干法备料制浆过程中，制糖厂首

先把甘蔗渣打包，通过车辆运输到备料场地，然后用大

量人工进行堆垛，再用茅草或帆布覆盖。重新使用时再

次打碎甘蔗渣块，造成备料间粉尘飞扬、环境差。另外

干法备料制浆存在着场地利用率低、人工费用大、蔗渣

贮存后容易变质、损失率高、火灾消防要求高等缺点。

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蔗渣湿法备料制

浆，蔗渣无需打包成块，通过高空皮带输送，直接把制

糖厂榨出来的散的蔗渣堆放到备料场地。湿法备料实

现了大规模机械化操作，通过推土机对蔗渣进行压紧压

实，再用清水对蔗渣堆喷淋，让蔗渣进行一两个月的发

酵。湿法备料制浆虽然克服了干法备料制浆的部分缺

点，提高了场地使用率，防火要求低，蔗渣保鲜率大为

提高；但是蔗渣湿法堆垛需要1个多月发酵才能使用，场

地需求大，备料投入高，蔗渣喷淋废水COD榨季高峰时

段达到7000～800mg/l，喷淋废水酸性大，易腐蚀设备

和场地，增加了环保处理难度，大多数厂需要建立投资

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IC厌氧系统来处理高浓喷

淋废水，运行费用大。

甘蔗属于一年生长作物，因此甘蔗渣的供应量受

季节性影响比较大，甘蔗渣的贮备主要集中在每年榨季

中的3～4个月内，榨季之后甘蔗渣产量几乎为零，因此

需要在甘蔗榨季备好足够的甘蔗渣量供停榨之后使用。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大气环保要求日益严格，许多糖厂为

确保大气排放达标，宁愿烧蔗渣也不愿烧煤，导致了甘

蔗渣市场供需日益紧张，利用甘蔗渣制浆的部分企业经

常在停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原料短缺，开榨之后有原料

但又因需要湿法堆垛发酵1～2个月后才能使用，导致了

“无米下锅”的现状，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效益。

2017年下半年广西来宾市某制浆厂在8月份就因蔗渣用

完，又未到开榨时间而停产，员工被迫放假。同年广西

粤桂的蔗渣也仅能用到10月底，而到开榨时间最早也要

等到11月中旬。但尽管是糖厂开榨后有了蔗渣原料，还

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新鲜的蔗渣按湿法备料的发酵

要求，至少也要再等1个多月才能使用。在这1个多月的

时间里，企业仍然面临着停机停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

个难题，广西粤桂进行了探索，摸索出了一种新鲜蔗渣

直接蒸煮制浆的方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效益。

2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方法

2.1 主要内容

(1）选择糖厂经过一级除髓后的新鲜蔗渣，水分含

量约为48%～53%，在无淋水无发酵的条件下堆于室外料

场存放5～7天，待蔗渣水分均衡时，即可送去进行蒸煮。

(2）将蒸煮助剂按照比例溶于碱回收的白液中，制

成碱液，存储于碱液槽中备用。

(3）按照蒸煮器的大小和蒸煮液比确定装料量，将

蔗渣经地磅称量后经过皮带输送机输送到预浸器，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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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和黑液注入到预浸器中对蔗渣进行预浸渍，让蔗渣、碱

液和黑液在预浸器里搅拌混合均匀，使蔗渣充分浸透。

(4）经预浸渍后，蔗渣、碱液和黑液送入蒸煮器

内，往蒸煮器内通入高温蒸汽，按照生产工艺要求确定

蒸煮升温曲线，按升温曲线设定蒸煮压力进行蒸煮。

(5）蒸煮结束后，通过喷放锅喷放蒸煮好的浆料，

喷放结束后对蒸煮器装料进行下一轮蒸煮，浆料移送

到洗浆工段进行四段逆流洗浆，一段洗浆得到的黑液

进入黑液槽暂时储存，然后送去碱回收和蒸煮使用；

(6）将洗完的浆料进行常规筛选和漂白，得到漂白

浆，所得漂白浆可以直接移送造纸车间进行抄纸或者用

双网挤浆机挤干后外卖。

2.2 流程改造

(1）将第一段洗浆的黑液槽中的黑液通过一台泵

输送走，在泵的出口分出两条管路，一条出口管路通往

蒸煮车间，供蒸煮使用；另一条出口管路通往黑液过滤

机，把黑液送往碱回收车间。每个出口管路处均安装有1

个开关阀门。

(2）在预浸器的进口端配有两个进液管，将碱液和

黑液的来液管道分别与两个进液管连接，碱液和黑液

在预浸器进口端均匀注入，与原料均匀混合搅拌；碱液

和黑液的来液管道均安装了流量计和累积器。

3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质量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甘蔗渣制浆的认识：

干法备料制浆或者湿法备料制浆，但是对于新鲜蔗渣

直接蒸煮制浆的质量情况等相关知识，很少报道。

本次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和湿法备料制浆的质量结

果对比如表1。从表1蒸煮质量对比来看，新鲜蔗渣直接

蒸煮制浆的检验项目：残碱和粗渣率与湿法备料制浆

都在合格要求范围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新鲜蔗渣由

于在蒸煮过程中加入了黑液，对于蒸煮后的成浆K值就

有区别，约有50%的K值在合格范围内，约有50%的K值

大于14，意味着有一半K值不在要求的质量范围，主要

原因是蔗渣蒸煮时除了蒸煮液的加入，还额外增加了黑

液的使用，致使成浆中的各种物质成分浓度升高，相应

引起蒸煮浆K值升高。但从生产实践中来看，对后序的

漂白影响不大。其次，新鲜蔗渣蒸煮中，残碱浓度普遍

比湿法备料制浆高，主要原因是加入黑液参与蒸煮，能

够充分利用黑液中的残碱和70℃的温度，在预浸阶段，

提前让蔗渣进入部分脱木素的预反应阶段，大大减少

后期脱木素反应的碱消耗，提高了残碱浓度。残碱浓度

的提高，则有利于碱回收的碱炉燃烧效果。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蔗渣采用湿法堆垛制浆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新鲜蒸煮一般都要堆垛发酵一段时间，

待蔗渣里面的残余糖类等有机物质发酵分解后，再送去

蒸煮制浆，成浆的质量才有保障。即使是90年代之前的

干法备料制浆，新鲜蔗渣一般也是堆垛风干储存若干

个月，使蔗渣水分降到20%～30%后才使用，也是认为让

蔗渣的残余糖类等有机物质分解挥发，以免影响蒸煮

时的浆质量。但是我们经过生产性实验，采用添加黑液

蒸煮新鲜蔗渣，蒸煮出来的浆质量与湿法备料制浆的

结果没有多大差别。采用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浆强

度如何呢？我们采用该方法生产出来的蔗渣漂白浆，与

25%～30%的桉木浆配比，经过纸机抄造出生活用纸，

纸的各项检测指标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该法制成的蔗渣浆搭配25%

～30%的桉木浆，经过纸机抄造出的纸产品，各项物理

表1　蒸煮质量结果对比

检测项目

硬度/K

残碱/(g/l)

粗渣率/%

工艺

要求

10～14

2～12

3～7

新鲜蔗渣直接制浆

1#

11.8

8.0

3.1

2#

13.4

2.2

3.7

15.3

4.8

3.2

4#3#

16.9

6.8

4.9

湿法备料制浆

5#

13.5

4.0

3.4

19.7

2.8

6.9

8#

13.1

5.6

4.7

7#6#

12.6

6.8

3.6

表2  抄纸质量结果

指标

定量/(g/m2)  

白度/%   

抗张指数（纵横平均）/(Ｎ.m/g) 

柔软度（成品层纵横）平均/mM

洞眼/(个/m2)      

      总数

      2～5mm

      ＞5mm,≤8mm

      ＞8mm 

尘埃度/(个/m2)

       总数 

 0.2～1.0mm2 

 ＞1.0～2.0mm2 

 ＞2.0mm2

国家标准 实测

数据

15.2

84.5

6.1

82

1

1

0

0

10

10

0

0

一级

15.0±1.0

≥75

≥3.0

≤250

20

20

2

不应有

50

50

10

不应有

优等品

15.0±1.0

≥83.0

≥3.5

≤180

6

6

2

不应有

20

20

4

不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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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渣原料里面，装锅的蔗渣更加压紧和结实，因此装锅

量获得明显增加。

湿法备料制浆的装锅量与新鲜蔗渣直接制浆的装

锅量对比如表5。从表5可看出，使用新鲜蔗渣直接蒸煮

制浆的方法后，蒸球装锅量明显增加，提高了12.48%。

提高了装锅量，意味着每球产浆量的提高，对于降低蒸

汽和用碱量等物耗具有明显优势。

4.4 蒸煮液比得到明显降低

在使用湿法备料制浆时，由于储存的蔗渣长期处

于压紧和淋水潮湿状态。在用来装料蒸煮的时候，蔗

渣水分一般达到70%～76%范围内，因此在添加蒸煮液

（碱回收碱液，浓度110～125g/l）后，蒸煮液比高的达

到4.5，低的达到3.9。遇到雨天，水分

有时甚至达到77%～78%，蒸煮液比可

以达到4.9，非常高。

液比高，对于蒸煮来说，各有利

弊。有利的一面是蔗渣液能够比较均

匀地与物料接触，达到蒸煮与物料充

分混合，利于后序反应；但是也有不利

的一面，蒸汽消耗大，蒸煮时间长。

一般来说，根据长期以来制浆蒸

煮总结出来的液比经验值，木浆类的

蒸煮液比在2.7～3.2范围，草浆类的

指标都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指标要求。说明新鲜蔗渣

直接蒸煮制浆的方法是可行的。

4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特点

4.1 流程改造

原来湿法备料制浆流程里是没有补充黑液的，改

造后，从洗浆第一段分出一部分黑液，通过流量计和累

积器等计量方式定量加入在蒸煮段预浸器。

4.2 蒸煮工艺调整

改造前工艺参数：蔗渣水分70%～76%，装锅量5.1t

（绝干），液比4.2，用碱17.6%，蒸煮时间3h。

改造后工艺参数：蔗渣水分48%～53%，装锅量5.6t

（绝干），液比3.5，用碱16.1%，蒸煮时间2.5h。

改造前升温曲线见表3。改造后升温曲线见表4。

4.3 装锅量明显增加

本次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蒸煮器为40m3蒸球。

在湿法备料制浆的情况下，由于使用的蒸煮液为

碱回收工段回收的液碱，浓度为110～125g/l范围，蒸

煮用碱量为每球900k g烧碱（100%N a OH），每球添

加的液碱量约为7～8m3。尽管所使用的蔗渣水分达到

70%～76%，但蔗渣原料还是呈松散状态，因此所加的

液碱量对装锅量影响很大。液碱的添加，在装锅器的

搅拌下，能够增加蔗渣的压实，增加球内单位体积的蔗

渣量。使用新鲜蔗渣直接制浆的方法后，所添加的蒸煮

液：液碱体积没有变化，但是为了使半干的新鲜蔗渣液

比达到3.5，需要设定额外添加黑液与蒸煮液合计体积

为12.5m3。由外界加入原料中的总液体量比湿法备料制

浆增加了4.5～5.5m3的情况下，通过在预浸器里补充到

表3  改造前升温曲线

内容

时间/h:min

压力/MPa

小放气

0:05

0.20

一次

升温 

0:40

0.40

二次

升温

0:55

0.65

保温

1:20

0.65

0:15

0

喷放

表4  改造后升温曲线

内容

时间/h:min

压力/MPa

小放气

0:05

0.20

一次

升温 

0:40

0.40

空转

0:20～0:30

0

二次

升温

0:40 

0.65

保温

1:05 

0.65

0:15

0

喷放

图1  改造前后的蒸煮流程

生产实践PRoDucTion

表5  装锅量查定结果

编号

新鲜蔗渣每球装锅绝干量/t

湿法备料每球装锅绝干量/t

5.69      

5.16

2#1#

5.65

5.11            

3#

5.72

5.03      

4#

5.66

4.88            

平均

5.68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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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在3.2～3.8范围，才比较合适，处于比较经济和效

率高的状况。

湿法备料制浆生产中，由于原料自身的水分含量已

经很高，再加入蒸煮液后，液比一般都在4.2左右，因此加

入的蒸煮液体积也有限。加多了，液比更高，蒸汽消耗加

大，蒸煮时间延长；加少了，蒸煮液与原料混合又不均匀，

粗渣增多，得浆率低。另外湿法备料制浆中，原料水分相

对高，因此蒸煮蒸汽消耗达到吨浆消耗2.5t蒸汽左右。

而采用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蔗渣水分平均

50%，可以很好地控制蒸煮液比处于比较经济的范围

内。例如，我们要求装锅时，通过流量计与累积器，设定

添加的黑液与蒸煮液合计为12.5m3。在蒸煮液浓度为

108g/l时，按用碱量为900k g（100%NaOH），所加入

的两种液体体积分别为8.3m3碱液和4.2m3黑液。如蒸

煮液浓度为125g/l时，所加入的两种液体体积分别为

7.2m3碱液和8.3m3黑液。这样蒸煮时我们就固定好了

外界加入蒸球的液体体积这一因素，然后在装锅量尽可

能多地控制要求下，蒸煮液比能够处于3.5左右。比湿

法备料制浆液比低0.4～1.0，蒸煮液比明显降低。这样

的结果是蒸汽吨浆消耗降到2.0t以下，节省蒸汽消耗幅

度达到25%；另一个结果是液比降低了，整体蒸煮的水

量减少了，蒸煮时间可以从3h减少到2.5h。

4.5 减少制浆黑液量

采用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借助于添加黑液，实

现合理的蒸煮液比。蒸煮成浆后，添加的黑液又在一段

洗浆洗涤排出，形成的黑液又部分回用于蒸煮，形成一

个内部循环。整体上，进入蒸煮系统的水量比湿法备料

制浆少了很多，因此生产出同样的浆量，形成的黑液量

相对来少，解决了浆产量越大，黑液越多的问题。这种

借助于黑液实现蒸煮液化，但制浆黑液量反而减少的

蒸煮制浆方法，有别于湿法备料制浆与干法备料制浆，

是该制浆方法的最大特点。

我们来对比一下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和湿法备

料制浆的两种制浆方法相关理论参数（按细浆得率50%

计），如图2。

从上面两种制浆流程理论参数对比来看，要生产

同样的250t漂白绝干浆量，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使

用湿重1000t新鲜蔗渣（水分含量50%），湿法备料制浆

（以较低的下限水分70.5%）就要用到1700t湿重原料，

意味着湿法备料制浆法比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法将

多生产出700m3的黑液量。

而生产实践情况如何呢？我们对生产进行了数据

查定（表6）。从表6实际生产数据查定得知，若同样

日平均生产250t漂白绝干浆，新鲜蔗渣法产稀黑液量

2615m3，而湿法备料产稀黑液量3315m3，比新鲜蔗渣

法制浆多了700m3稀黑液量，实际生产数据与上述两种

制浆法流程理论参数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是吻合的。由

于湿法备料制浆的原料水分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

如果原料水分变到75%左右，则湿法备料制浆将产生比

700m3更多的稀黑液。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每

使用100t新鲜蔗渣（50%水分）制浆，相比湿法备料制

浆，制浆过程中能够减少70m3左右的黑液量。

4.6 经济效益高

广西粤桂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份，在这四个

月采用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法生产，使用新鲜蔗渣

量累计折算绝干量为35566t，生产出了18326t蔗渣绝干

浆，成品细浆得浆率约52%，超出正常

得浆率50%，意味着多生产出了543t

漂白浆，按当时售价5000元/t，仅细

浆得率该项增加产量，多创造经济效

益272万元。

此外碱回收按平均日产绝干浆

250t计算，每天可少处理700m3的稀

黑液量，按一般板式蒸发站热效率

≥3.8（H2O）k g/（蒸汽）k g，每天

可减少使用0.5M P a的蒸汽184t，按

2018年蒸汽成本价（不含税）158元/t图2  直接蒸煮与常规蒸煮参数对比

3黑液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4
第41卷第6期 2020年3月



表6  实践生产数据查定

湿法备料法 产浆量/t

稀黑液量/m3

1

13.259

吨浆产

250

3315

平均

2390

31689

合计
 2015年5月

251

3601

2日

277

3415

8日

262

3512

1日 3日

232

3282

9日

278

3693

272

3492

11日

283

3695

12日

255

3256

13日10日

280

3740

新鲜蔗渣法 产浆量/t

稀黑液量/m3

1

10.459

吨浆产

250

2615

平均

2311

24170

合计
2018年4月

8日

249

2800

11日

269

2739

12日

261

2831

261

2742

7日

263

2569

10日9日

253

2729

2018年3月

249

2534

11日

256

2626

12日

250

2600

10日

计算，可节约2.9万元/天，一个榨季4个月（春节节假日

外）约110天，则可节约蒸汽费用319万元。

采用湿法备料制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为：备

料时产生高浓蔗渣喷淋废水，榨季高峰时段COD达到

7000～8000mg/l，酸性大、易腐蚀设备和场地。为了处

理这些废水，2006年广西粤桂曾投资了2600万元，在行

业中，首次建立了专门处理蔗渣喷淋废水的IC厌氧处理

系统。此后，该系统陆续在行业推广普及，成为以蔗渣

为制浆原料的新厂或旧厂的环保治理基本配套设施。

尽管解决了喷淋废水污染，但是IC厌氧处理系统日常运

行费用，达到污水处理成本1.5元/m3。而新鲜蔗渣直接

蒸煮制浆，无需喷淋水环节，无该使用的新鲜蔗渣喷淋

水污水处理费用。以往的湿法备料制浆，蔗渣堆垛和储

存期间，按比较节水的12h/d喷淋方式，最终吨浆耗清

水10t左右计算，即吨浆产10t喷淋废水，则平均每天产

绝干浆250t计算，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可节约污水

处理费用3750元/天。一个榨季4个月（春节假日除外）

约110天，可节约污水处理费用41万元。

5  结论和建议

5 .1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的方式在生产实践中证明

是可行的。是有别于以往的干法备料制浆和湿法备料制

浆的方式。浆质量与以往的湿法备料制浆无明显区别。

5 . 2 新鲜蔗渣借助于黑液，实现蒸煮的合理液比，能

够减少进入蒸煮系统的水量，每使用100t（50%水分）

原料，相比湿法备料制浆，可减少约70m3的稀黑液量，

减轻碱回收的蒸发负担，节省大量的蒸汽消耗。

5.3 新鲜蔗渣直接蒸煮制浆，由于备料方式的改变，无

需淋水，无需发酵，因而可解决以往原料短缺，榨季到

来之后原料又不能立即使用的技术难题，同时可减少所

使用的新鲜蔗渣的喷淋污水处理费用。

5 . 4 新鲜蔗渣添加黑液的蒸煮方式，同样可适用于横管

式连续蒸煮，只需在加蒸煮液的地方进行稍微改造即可。

5 . 5 由于以蔗渣为制浆原料的浆厂，甘蔗渣的贮备主要

集中在每年榨季中的3～4个月，因此采用新鲜蔗渣直接

蒸煮时，每天进场的蔗渣量远大于使用的量，建议以平衡

使用的新鲜蔗渣量作为一个堆放场，按储存5～7天就循

环使用的方式。而额外多出的蔗渣进场量，则还是按湿

法备料的方式作为另外一个堆放场，进行堆垛喷淋和维

护。否则无淋水，超过15天后，蔗渣内部温度迅速上升，

可高达60～70℃左右，造成蔗渣原料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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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浆造纸生产线中的仪表种类多、数量大、技术含量

高，仪表安装调试工作量大，因此要管理好制浆造纸EPC项目

上的仪表工程，需要提前做好施工规划、调试规划。本文通

过在制浆造纸项目安装调试期间所遇到的问题，结合多年的

制浆造纸项目的施工经验，讲述制浆造纸工程如何进行仪表

施工管理。

关键词：制浆造纸；仪表；控制系统；自控阀门；安装调试 

Abstract: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s 
in pulping and paper mak ing and the heav y work load in 
instrument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 good construction
＆commissioning plan in advance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instrument engineering in pulp and 
paper EPC proje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pulp and paper projects and 
illustrates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instruments in the projects.
Key words: pulp and paper; instrument; control system; automatic 
valve;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EPC制浆造纸生产线的仪表安装和调试
⊙ 黄光明（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长沙 410004）

Instrument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of EPC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line
⊙ HUANG Guang-ming (China CEC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angsha 410004,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06-0046-05

黄光明 先生

CEC项目管理部自控仪表安装调试专业带头

人；从事自控仪表工程管理和调试工作。

制浆造纸工程项目的仪表控制点较多，安装调试

工作量大，要熟悉掌握仪表安装内容，首先需要熟悉工

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和电缆清单、I/O清单及各种仪

表安装资料，以及需要熟练掌握制浆造纸现场仪表、自

控阀门和特殊分析仪器（如浓度变送器、卡帕分析仪、

残碱分析仪、pH分析仪和电导率分析仪）安装和调试，

以及QCS、WIS、MCS、PLC和DCS控制系统程序、逻

辑联锁、画面的组态和调试。

1  制浆造纸项目仪表安装前期工作 

根据制浆造纸项目的工程总量和进度要求进行总体

规划，主要包含设计管理、材料采购、安装和调试规划。

(1）根据制浆造纸项目进度情况，排定总体进度计

划，包含设计出图进度计划、设备采购进度计划、安装

调试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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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总体进度计划排定之后，需要将现场仪表、

自控阀门、分析仪器、电缆、桥架和DC S控制系统制定

详细的采购计划和采购要求，告知采购人员，要求采购

人员按此计划进行采购。

(3）在总体进度计划排定之后，需要对设计人员采

购提资、图纸出图、晒图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包含仪

表平面布置图、电缆清单、仪表数据表、工艺流程图、I/

O清单等出图时间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设计人员按此

要求提资和出图。

(4）根据制浆造纸项目工程量多少，编排安装人力

需求计划，需要安装公司提前排定人力需求计划和机

具使用计划。

(5）仪器仪表和自控阀门的安装要求，编制仪表、

分析仪器和自控阀门安装程序文件，以及整个项目的仪

表施工组织设计、质量控制点等程序文件。

(6）根据制浆造纸项目仪表回路数量，编制调试计

划，包含现场仪表回路调试、自控阀门动作调试、特殊

分析仪器调试和DCS逻辑联锁、画面调试计划，并制定

相应的调试表格。

2  制浆造纸项目仪表安装时期

鉴于制浆造纸项目仪表种类多、数量大、施工情况

复杂，在安装之前需要进行图纸会审和各类仪器仪表安

装前检查，另外在安装期间需要长驻现场，熟悉掌握各

种仪表的安装质量和进度情况，发现安装质量和进度

问题时，及时解决。还需熟悉掌握常规仪表和分析仪器

的安装要求和要点。  

2.1 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1）在制浆造纸项目仪表安装前由设计人员进行设

计交底，阐明重要施工部位和要求，特别是卡帕、浓度、

pH等分析仪器和QCS、WIS、DCS控制系统的安装要求,

再由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各方提出相关问题进行协商

解决，把相关问题记录入纪要形成文件，便于各方执行。

(2）在制浆造纸项目仪表安装前需要进行图纸会

审，一是，为了使建设和安装单位熟悉设计图纸和设计

意图，找出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

案；二是，因图纸多、工作量大，需要安装前找出图纸中

的问题，减少差错，将图纸中的问题在安装前消灭掉。

在图纸会审时需要做好记录并各方签字存档。

2.2 检查安装单位准备情况

(1）要检查安装单位的施工资质，审核安装单位施

工计划是否满足现场要求；其次检查施工场地、材料库

房等是否准备好。

(2）检查安装单位材料准备情况，桥架是否到现

场，材料是否预制好。

2.3 仪表安装管理

(1）平时需深入现场，了解现场安装质量进度， 

熟悉安装的各个环节，并及时将剩余工作量和遇到的问

题总结，反馈给安装人员，以便安装班组及时调整安装

方式和人员，保证安装质量和进度。

(2）在仪表安装之前需熟悉图纸，提前校审仪表清

单、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I/O清单、标准安装图等

仪表图纸和熟悉设备说明书。

(3）安装期间各个专业需要沟通，比如与管道专业

沟通，确认仪表、自控阀门安装位置、安装方向，流量计

前后直管段距离，浓度变送器测量筒安装方式，取样阀

安装位置等。与设备和非标专业沟通，确认仪表接口方

位、角度，比如液位计法兰安装的位置，温度计套管安

装的方位，放射源安装的角度和方位等，在安装之前需

要沟通清楚，防止装错而返工。

(4）在制浆造纸项目仪表施工前需要进行安装交

底，将仪表、自控阀门、分析仪器的安装要求和要点向

安装单位人员讲解清楚，比如仪表安装图集、仪表和桥

架平面布置图安装位置、工艺流程图、分析仪器的安装

图1  电磁流量计

带金属接地环 不带金属接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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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等。

(5）因仪表贵重、易碎、容易碰撞损坏等特性，因

此在安装期间需要对仪表进行成品保护，确保仪表在安

装期间不至于碰撞损坏，比如在毛细管变送器旁焊接

作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好仪表，特别注意焊渣不能掉到

毛细管上，焊把不能碰到毛细管，焊接接地线不能搭接

在仪表上，以免因过流烧坏仪表等。

(6）几种常规仪表、自控阀门和分析仪器安装要求

① 执行机构安装要求

执行机构安装方向无限制，一般安装在阀门正上

方，安装要求便于维护、检修和操作。

② 控制阀门安装要求  

其一、控制阀一般安装在便于操作、维护和检修的

位置，周围空间要求较大；其二、控制阀周围无腐蚀性

液体和气体，管道无剧烈振动。为了控制稳定，有极少

数控制阀直管段一般要求前10D后5D。对于部分有方向

性的阀门按阀体箭头指向安装。

③ 孔板流量计安装要求

孔板流量计直管段要求，孔板计算书有明确要求，

一般情况是直管段要求前20D后10D。

④ 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 

电磁流量计一般安装在水平或垂直管道上，要求

安装管道能充满介质，不宜安装在最高点容易产生气泡

的位置，直管段要求一般前10D后5D。

电磁流量计接地环安装要求：其一带金属接地环

的电磁流量计（一般指塑料或者玻璃钢工艺管道安装

的电磁流量计）直接从流量计机壳通过4mm2黄绿接地

线就近与电气接地网连接；其二不带金属接地环的电磁

流量计（一般指金属工艺管道安装的电磁流量计）需要

从电磁流量计两端及流量计机壳通过4mm2黄绿接地

线就近与电气接地网连接。如图1所示。

⑤ 刀式浓度变送器安装要求

为了防止传感器损坏，在刀式浓度计前后需安装导

流片，直管段严格按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注意事项：

其一管道内径必须大于100mm；其二传感器必须安装

与泵的中轴线成90°；其三最短直管段要求为L1=KD、

L2=0.3L1+250。参照图2。 

例如D=250mm,c s=3%,v=2m/s,则L1=8.5×250

图2  纸浆浓度与流速的函数关系中系数K及安装尺寸的确定

表1  DN300管道的直管段尺寸

管道

口径

DN300

DN400

DN500

DN600

DN700

DN800

垂直管道

L1/min

10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500

600

750

900

1050

1200

L 2/min

水平管道

L1/min

1500

1800

2250

2750

3150

3600

L 2/min

500

900

1125

1350

1575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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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mm，L2=0.3×2125+250=887mm。

⑥ 旋转式浓度计安装要求

安装位置要求：传感器尽量安装在靠近稀释水的

地方，可以防止测量结果滞后；传感器尽量避免安装在

管道弯曲部位；传感器避免安装在振震动大、易产生气

穴现象的地方；因传感器需要打开后盖，注意预留足够

的空间。

在低压管道上安装要求（表1、图3）：压力小于

1MPa、管道直径小于300mm，需要将测量筒直管段直

接安装在主管道上，测量筒直管段安装方向指向浆料

的实际流向；压力小于1MPa、管道直径大于300mm，

根据浆的浓度选择测量筒直管段，测量筒直管段(H)为

70mm或150mm。首先在管道上开一个308mm直径的

孔，并将孔的边缘磨成斜角方便焊接，测量筒直管段

(H)为70mm时在测量筒上游安装3个导流板，使金属板

的锋利一端面对上游，将测量筒插入管道内，并做好记

号，确定测量套筒，注意测量筒必须渗透焊接。

⑦ 残碱分析仪安装要求 

分析取样部件应安装在压力稳定、能灵活反映真

实成分变化和取得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样品的位置。

取样点不应设在有层流、涡流、空气渗入、死角、物

料堵塞等位置。

2.4 仪表安全管理

仪表施工期间，和各个专业的交叉面多，高空作

业的地方多，工作量大，因此在仪表施工过程中必须重

视仪表安全管理，既包含施工人员、施工器具的安全管

理，又要包括仪表设备的安全防护管理。

(1）因部分仪表测点位置较高，安全期间施工人员

务必做好安全防护，系好安全带。

(2）因仪表容易被砸坏、被强电流、被焊渣等损

坏，因此在安全期间需要做好仪表防护。

2.5 仪表设备和材料管理

因制浆造纸项目中仪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在施

工期间需做好材料管理，主要包含到货前仪表追踪管

理，到货后仪表设备检验、分类及进出货管理以及安装

期间设备防护管理。

(1）设备到货前要根据采购到货计划表，定期追踪

供货商，要求按时将仪表设备和材料供到现场。

(2）设备到货时，要对设备进行清点验货，按合同

量进行清点，确定所有仪表设备、备件以及仪表材料都

按合同数量提供，另外检查仪表设备型号、材质，接口

方式是否满足设备选型要求。

(3）设备到货验收后入库时，因设备种类多、数量

大，因此入库时需按类别进行存放，比如各类接头、手

动阀、气源分配器等应放在一个货架，差压变送器、压

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等放在一个货架，

各类分析仪器放在一起，自控阀门放在一个区域，各类

法兰放在一个区域。

(4）安装期间因仪表容易碰撞损坏，因此需要做好

防护措施。

3  制浆造纸项目仪表调试

制浆造纸项目在工程正式投运前的仪表调试至关

重要，更是对仪表安装质量和数量及功能完整性的检

验，在水运转前仪表必须完成仪表回路调试、仪表参

数设定和控制阀门动作调试以及DC S画面、逻辑和联

图3  管道及测量筒的安装方式

小于DN300管道安装方式 大于DN300测量筒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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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调试。在仪表逻辑调试完成后需要配合各专业完成

联动调试，各种设备动作正常，逻辑报警满足生产要求

后，开始进行水运转和试运行调试。仪表调试主要分为

仪表单机调试、仪表回路的调试、DCS系统联合调试三

个部分。

3.1 仪表单机调试前工作

(1）检查DCS接地网阻值，必须等于或小于1欧姆，

在阻值合格后才能进行送电，然后检查DCS网络通讯状

况，待通讯正常后，将程序上传。

(2）UPS送电，在UPS送电前检查各个回路接线是

否正常，蓄电池正负极是否接反，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待所有接线、参数正常后送电。

(3）气源管吹管，在控制阀门调试前必须将气源管

吹扫干净，保证仪表用气清洁干净，吹管原则是先主管

后分支，主管吹扫半小时以上、打靶无明显脏物后再进

行分支吹扫，确保仪表用气合格。

3.2 仪表单机调试

(1）调节阀门回路测试，DCS给25%、50%、75%、

100%信号，检查现场阀门开度是否与DC S开度保持一

致，如果差别较大，需要将定位器自行整定。

(2）开关阀门动作调试，DCS给出开关信号，检查

现场阀门是否开或关到位，DCS回馈信号是否正常。

(3）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等，用

HART模拟4mA、8mA、12mA、16mA、20mA信号，检

查DCS显示值是否为0、25%、50%、75%、100%，并对变

送器设置单位、阻尼、量程等参数及输入相应的位号。

(4）现场为PT100信号的温度仪表，用电阻箱模拟

电阻值，用PT100温度对照表检查DCS显示温度是否与

电阻箱模拟阻值温度一致。

(5）液位开关、流量开关回路测试，现场接通和断

开接线，检查DC S显示是否接通或断开，判断现场与

DCS信号是否一致。

(6）压力开关回路调试，用FLUKE压力信号源缓

慢增加压力至报警点，观察DCS信号状态，然后减少压

力至报警点，观察DCS信号状态。

3.3 DCS控制系统调试

(1）DCS程序组态及逻辑联锁调试，按照控制逻辑

图或控制描述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和逻辑联锁程序，

DC S模拟相应的参数，检查相关的阀门或电机是否动 [收稿日期:2019-11-08(修改稿)]

作或者联锁动作。

(2）DCS画面以PID图为依据参照相关标准和操作

人员习惯而定，画面遵循从左至右流向原则，画面显示

主要设备，信号进DCS系统的仪表测点，一般手动阀、

截止阀、旁路管线不必进入DCS画面。

3.4 制程系统联动调试

待仪表回路调试、DCS系统调试完成后进入生产

制程联动调试阶段，需要根据联锁条件检查设备动作

情况，设备联动情况是否与要求一致，然后进行水运转

调试，根据调试情况，对调节回路进行PI D参数设定，

确保调节回路动作平稳正常。

4  结语

仪表工程处于施工过程的中后期，仪表工程管理涉

及到的专业面较多，而且施工工期紧，因此仪表规划很

重要。在仪表规划阶段将做好仪表设计出图计划、仪表

材料和设备采购进度计划、仪表安装和调试进度计划，

另外做好仪表安装调试时期需要的各种仪表安装程序

和调试文件及表格。在安装准备阶段需做好仪表设计交

底和图纸会审，检查仪表安装单位的准备情况，组织安

装单位技术人员对仪表施工面涉及到的各种专业的仪

表接口进行检查，特别是与管道设备上的接口进行检查

确认。仪表工程技术人员在项目全过程中要有预见性，

发现问题，需及时与安装、设计、业主等进行沟通解决。

现场仪表和控制系统调试阶段相当重要，是关系到工程

成败的关键阶段，因此在仪表调试期间要求每条控制

电缆进行校线，在校线完成后开始测试仪表的回路、温

度、压力，流量仪表和分析仪表参数进行设定校正。调

节阀和开关阀、各类开关进行动作测试，在仪表单回路

试验完成后，开始着手联动调试，确保DCS系统程序正

确，报警信号正常，控制系统逻辑、联锁正常，控制阀门

和电机动作正常。在施工过程中仪表安装质量和调试是

保证设备稳定运行的关键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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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化工设计,2010,20(04).

[2]崔其松.浅谈EPC项目中仪表施工管理[J].山东工业技术,2014(05).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50
第41卷第6期 2020年3月



摘 要：对一种桉木片进行纤维形态和化学分析，评价其制

浆造纸价值。同时，对桉木片进行化学预处理和机械制浆，

把制成的桉木浆和工厂已有的国废浆进行浆料特性分析。通

过实验室小试，把桉木浆与国废浆按不同比例混合来抄片，

对抄造出的纸张进行物理性能的检测，包括环压指数、耐破

指数、裂断长和耐折度。结果表明：纸张环压指数随着桉木

浆比例的增大而增加。因此，可采用一定比例的桉木浆替代

废纸来生产瓦楞原纸。

关键词：桉木浆；纤维特性；纸张性能；瓦楞原纸

Abstract: The f iber morphology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Eucalyptus chip were evaluated to evaluate its value in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At the same time, Eucalyptus chips were 
chemical ly pret reated and mechanical ly pulped, and the 
Eucalyptus pulp produced and the existing domestic waste paper 
pulp were analyzed for pulp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laboratory 
tests, the Eucalyptus pulp and domestic waste paper pulp were 
mixed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 papermaking. After it,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per produced were tested, including the ring 
crush index, burst index, breaking length and folding endur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ng crush index of paper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Eucalyptus pulp proportion. Therefor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Eucalyptus pulp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of waste paper to produce corrugated medium.
Key words: Eucalyptus pulp; f iber characteristics; physical 
properties; corrugated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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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装行业的多元发展，包装纸板产品在人民

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包装纸板的依赖性也越

来越强。包装纸板的需求占据着造纸行业总体的约

60%，高定量瓦楞纸板替代木箱包装受到市场的欢迎，

由于美国加增关税25%，用于制造瓦楞纸板芯层的瓦楞

原纸废纸从美国进口量造成一定影响，国内瓦楞原纸废

纸的需求量增大[1]。

我国造纸原料供求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逐年增

高，其中对进口废纸和木浆、木片的直接依存度已经超

过50%。如果从纤维结构看，我们每年使用的纸张中含有

国内生产的纤维比例只有约9%，90%以上使用的纤维都

需要依靠进口[2]。目前，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加严和贸易

摩擦，进口审批额度大幅缩减，国废短缺且价格上涨。纸

企面临造纸原料供给和成本问题。如何寻找替代原料稳

定生产，保证产品质量，是纸企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研究的桉木片来自家具制造等行业抛下的废

料，绝大多数的桉木边角料是通过焚烧或填埋处理，不

仅带来环境污染，还造成可再生资源的极大浪费。现通

过化学机械制浆，把按木片制成高得率桉木浆，用于抄

造瓦楞原纸，既可以缓解造纸原料的紧缺，也具有良好

的经济和环境价值。

1  桉木片的纤维分析

1.1 主要原料

建筑业或家具制造留下的废弃桉木片。

1.2 方法与检测

(1）纤维形态测定：用50％硝酸和氯酸钾在一定条

件下处理小块原料试样，使纤维分散，制成分离片，在

纤维测量仪上进行观察和测定。

(2）化学成分分析：硝酸乙醇纤维素、酸不溶木素

测定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

1.3 结果与讨论

(1）经纤维形态观察，桉木片为阔叶木材质，可观

察到导管、杂细胞较少，纤维平均长度1.06m m，平均

宽度21μm，长宽比50.48；一般桉木纤维的长度范围

在0.55～0.79mm，宽度范围在13.2～18.3μm，长宽比

43。与本实验测试的结果相比，桉木片纤维的长宽比

较大。从成纸时纤维交织次数、纤维分布细密程度来考

虑，桉木片有制浆造纸的价值[2]。

(2）纤维素是植物纤维原料的最主要化学成分，原

料纤维素含量的高低，是评价原料的制浆造纸价值的

基本依据，常用的阔叶木纤维素含量为45%左右，本次

测试方法是硝酸-乙醇法，测得的硝酸乙醇纤维素含量

为49.58%，桉木片的硝酸乙醇纤维素含量较高，因而此

种桉木片的制浆得率会较高[3,5]。

(3）木素是造纸植物纤维原料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之

一，在制浆、漂白过程中，大都伴随着木素的脱除和木

素化学结构的变化，是蒸煮、漂白工艺条件制订的重要

依据。一般阔叶木原料木素含量在20%～30%之间，本

次测试的酸不溶木素含量为31.45%，有点偏高，蒸煮、

漂白过程物耗、能耗会稍高[3,5]。

2  桉木浆的制备

(1）按一定浓度溶解片状的烧碱，1t绝干桉木浆用

0.1t的烧碱。

(2）制备流程：桉木片→化学浸渍（烧碱）→两段

双螺杆搓丝机→洗涤→未漂浆(图1、图2）

3  桉木浆与国废浆的性能对比

3.1 原料

工厂已有的国废浆(成浆池)、由桉木片制备得出的

桉木浆。

3.2 方法与检测

(1）纤维形态测定：在纤维测量仪上进行观察和测定。

(2）浆料得率计算

桉木浆绝干质量（t）/桉木片绝干质量(t)×100%

(3）白度检测：用R457白度仪进行测试。

4  抄片后纸张性能分析图1  桉木片              图2  桉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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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测仪器

抄片机（咸阳泰思特）、纸张耐破度仪、压缩试验

仪、纸张拉力试验机。

4.2 方法与检测

纸页抄造方法，参照GB/T24324-2009。

根据GB/T10739-2002方法进行纸张试样的处理。

根据GB/T2679.8-2016方法测定纸张的横向环压

指数。

根据GB/T12914-2008方法测定纸张的纵向裂断长。

根据GB/T454-2002方法测定纸张耐破度。

4.3 结果与分析

由表1、表2可见：对比国废浆抄造出的纸张，桉木

浆抄出的纸张耐破指数和耐折度偏低，说明桉木浆比较

挺硬，纤维自身柔韧性差，纤维结合力弱；桉木浆抄出的

纸张环压指数很高，纸张挺硬，纸页松厚度较高；随着桉

木浆的比例增大，纸张环压指数增大；桉木浆抄出的纸

张纵向裂断长稍微偏低，说明纤维之间的结合力较低。

5  结论

本研究的桉木纤维来自广西的桉木，不是优质的

桉木纤维，经过分析，由于桉木酸不溶木素含量高，蒸

煮、漂白过程物耗、能耗会稍高，适用于对白度要求不

高的浆种，结合纤维平均长度、纤维素含量考虑，此种

桉木纤维具有制浆造纸价值。

对比国废浆抄造出的纸张，桉木浆抄出的纸张耐

破指数和耐折度偏低，纸张纵向裂断长稍微偏低，因

此，该种通过简单的钠碱方法处理过的桉木纤维不适

合用于抄造对耐破度和耐折度要求高的牛卡纸。

对比国废浆抄造出的纸张，桉木浆抄出的纸张环压

指数很高，随着桉木浆的比例增大，纸张环压指数增大。

可以适用于用来抄造对环压指数要求高的瓦楞原纸。但

工厂要结合成本，选取适合的比例添加。

从实验证明和实际生产实践证明：适

量添加短纤维，对提高纸张的环压指数有

积极影响。

由于该桉木纤维成本较其他木纤维

低，可以弥补造纸原料紧缺的局面。但工

厂必须做好每一批桉木浆的进货检验，保

证桉木浆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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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测结果

种类

桉木浆

国废浆

白度 

/%

30～40

22～25

得率 

/%

80

-

纤维长度

/mm

0.71

0.75

纤维宽度

/μm

29.7

29.4

24

26

长宽

比

表2  采用100%桉木浆和100%国废浆分别单独抄片

种类

桉木浆

国废浆

耐破指数/

(kPa.m2/g)

0.79

1.66

定量/

(g/m2)

130

130

横向环压指数

/(N.m/g)

8.52

7.06

裂断长

/km

2.19

2.69

2

10

耐折

度/次

表3  桉木浆与国废浆按不同比例混合抄片

名称

95%国废浆+5%桉木浆

90%国废浆+10%桉木浆

85%国废浆+15%桉木浆

80%国废浆+20%桉木浆

耐破指数/

(kPa.m2/g)

1.34

1.26

1.35

1.30

定量/

(g/m2)

132

132

130

135

横向环压指数

/(N.m/g)

7.94

8.18

8.21

8.32

裂断长

/km

2.50 

2.48

2.33 

2.02

6

6

5

5

耐折度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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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造纸打浆过程中合理添加浆料处理剂FC-706，可

以明显防止白水系统中游离树脂絮聚，减少白水中胶黏物含

量，达到改善成纸表观品质的目的。

关键词：浆料处理剂FC-706；游离树脂；分级浊度；纸张外观

Abstract: Rational addition of pulp treating agent FC-706 in the 
beating process of papermaking can obviously prevent free resin 
to be flocculated in white water system, purify sticky content in 
white water,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per.
Key words: pulp treating agent FC-706; free resin; classified 
turbidity; paper appearance

浆料处理剂FC-706在中性造纸生产中的应用
⊙ 翟红周（镇江大东纸业有限公司，江苏镇江 212001）

Application of pulp treating agent FC-706 in neutral papermaking production
⊙ ZHAI Hong-zhou (Zhenjiang Dadong Pulp & Paper Co., Ltd., Zhenjiang 212001, Jiangsu,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27+.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06-0054-03

翟红周 先生

高级工程师，公司生产厂长助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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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以及环保污水处理达

标排放高压要求的形势下，不少客户对更多的纸张提出

了增加松厚度指标的要求，为此纸厂在生产过程中增加

了机械浆、高松厚度的硬杂木浆的使用比例。生产过程

还要注意尽量减少白水排放以降低污水处理工段的压

力，导致抄纸过程中使用机械浆、化学商品浆带来的树

脂问题，包括原料中含有的树脂、游离脂肪酸或脂肪酸

酯的积累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各种高分子聚合物添加

剂的加入使阴离子垃圾问题更加复杂化，同时白水封闭

程度的提高使阴离子含量不断积累，再加上各种物质间

的相互作用，阴离子垃圾的来源更加难以判断。这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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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浆料处理剂FC-7060在中性系统上机使用

考虑到浆料处理剂必须与硬杂类阔木或机械浆等

纤维原料中的树脂充分混合反应，故应在磨浆的进口部

分的管道上稀释后泵入，添加设备应与浆泵联锁；由于

其本身为高分子合成有机物，较高的黏度会影响药品的

正常添加，所以必须经过高倍的稀释方可使用。药品添

加相对用量：0.1～0.2kg原液/t绝干浆。

3  浆料处理剂FC-706使用前后的浆料、系统以

及成纸表观状况对比

3.1 添加FC-706前后的浆料状况

用显微镜分析观测浆料杂细胞和树脂颗粒的分散

和定着处理的状况。

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图1中黑色的点是比较明

显的树脂，纤维周围存在大量的杂细胞、较大尺寸的导

管分子、阴离子颗粒。图2中细小的杂细胞和导管分子

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均匀分布，可以明显看出游离在纤维

附近的阴离子垃圾、树脂点等分散和定着处理较好。

3 . 2 测试F C-706添加前后的纤维浆料分级浊度的状

况 

按图3所示的纤维分级方法，系统中的纤维及细小

纤维、填料等可以通过脱水网、助留系统完成留着。树

脂及浆料阴离子垃圾等细小胶体颗粒，由于尺寸很小

阴电性的树脂胶体物质，具有很强的聚集、沉积倾向，

同时由于其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与湿部添加的化学品

作用后更容易絮聚成大颗粒，并沉积在白水系统中被带

出形成纸面的黄色或白色的树脂亮点。此问题给众多的

纸张生产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尤其是生产薄型纸时

就限制了浆料的使用种类，如何解决则成了企业技术攻

关的难题。

超细滑石粉曾被作为树脂处理药剂应用于造纸生

产，其具有优异的比表面积、吸油性和树脂吸附作用，

它是一种疏水而亲有机物的物质，它与树脂、脱墨浆中

所含的胶黏成分有很强的亲和性，与绝大多数物质的接

触角均为0°。具体的用法就是在商品木浆碎浆时将一

定比例的滑石粉投入粉碎机，使得树脂和滑石粉相混合

吸附，滑石粉将部分树脂或胶黏物包裹起来，成为固形

物随着纤维浆料一起进入抄纸系统中，但是白水封闭系

统循环的增多，少量投用的滑石粉已根本不能满足系统

树脂物的需求，导致白水系统中的树脂障碍逐步体现出

来。随之高分子类型的树脂控制处理有机化合物应运

而生，并逐步成为浆料中树脂及胶黏物处理的主流。

1  浆料处理剂FC-706的处理机理

主要是先通过物料本身所带的阳离子电荷，包裹吸

附磨浆和贮浆过程中产生的树脂和杂细胞或树脂胶黏

物，然后再通过疏水基团分散在系统中，避免阴离子垃

圾的聚集，从而控制树脂体积，最终是通过白水置换或

纸层带出系统，既改善造纸的白水环境，又避免由此而

引起的纸张品质的问题。同时对造纸白水系统其它的阴

离子垃圾也有优良的处理作用，具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浆料处理剂FC-706的技术参数：

化学成分：水溶性阳离子聚合物       

化学类别：高分子类聚合电解质

离子性：阳电性                     

容积密度：约1050kg/m3

黏度（0.5% DW SOL）：约1000mPa.s   

外观：浅黄色透明液体

pH：约为4.0

图1  未加FC-706处理前浆料的显微镜下的形态

图2  添加FC-706处理后浆料的显微镜下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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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阴离子易聚集，引起抄造障碍的特性，添加FC-

706则主要是处理该部分物质。

对添加FC-706并经过磨浆处理前后的针木、阔木

纤维浆料进行浊度测试，可以间接反映出浆料中所含的

木素、树脂等溶出物以及阴离子胶体物质垃圾的含量，

见图4。

通过试用可以看出：

(1）阔叶木浆就阴离子垃圾和树脂而言，品质较之

针叶木浆差；在同等FC-706加入量的处理条件下，结

果也比针叶木浆略差。

(2）在试验中看出FC-706对于纤维中树脂类物质

有很好的处理效果，测试浆料白水浊度下降明显。上机

后系统浆料的阳离子需求量正常，阔木浆经过磨浆处理

后浊度分级测试略差于针木浆。综合对针、阔木纤维的

处理的浊度分级并结合纤维本身的质量差异，单独在

阔木浆磨浆管道中添加FC-706即可。

3 . 3 浆料处理剂F C-706使用前后的纸张外观表面状

况

使用含硬杂阔木浆以及部分漂白阔木机械浆后，

部分纸张的表面呈现数量不等黄色或白色的树脂点以

及聚集物，直接影响到纸张的外观品质，部分大的树脂

点就可能直接影响到后续客户使用印刷。经过对FC-

706浆料处理剂试用前后的纸张表面进行对比，结果见

图4。

添加浆料处理剂FC-706并运行4h前后的纸张：

经过添加FC-706处理后，纸张表面的黄色和白色树脂

点或树脂聚集物明显减少，纸张外观品质趋于正常化，

基本未检测到树脂点的存在，减少了纸张印刷过程中的

问题隐患。

4  使用结论

(1）浆料处理剂FC-706添加在阔木浆、机械浆等

磨浆管线上，可以明显地分散和定着处理游离在纤维

附近的阴离子垃圾等物质。具体添加量可根据使用浆种

树脂含量适当调整。

(2）对于纤维浆料中的树脂类物质有很好处理效

果，能明显降低浆料白水浊度。

(3）可以明显降低树脂点在浆水系统中的絮聚，纸

张表面树脂点或树脂聚集物明显减少，减少纸张印刷障

碍。

(4）长时间连续使用后，造纸白水系统中阴离子胶

体物质的聚集、沉积现象明显改善，不扰乱系统电荷需

求量。

参考文献

[1]何凤鸣,童建平.滑石粉-解决树脂和胶黏物的新方法[J ].西南造

纸,2002(05):29-31.
[收稿日期:2019-09-19]

图3  纤维分级示意图

图4  纸张经FC-706处理的效果

表1  浆料处理前后的对比

浊度,NTU

未加FC-706针木浆

加FC-706针木浆

未加FC-706阔木浆

加FC-706阔木浆

网下白水

288

71.5

280

63.5

76μm

93.1

11.9

103

25.7

30μm 2μm

15

4.84

20

6.78

PCD/(μeq/l)

-41

-10

-25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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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健康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无

荧光和食品级纸质包装材料越来越受到青睐。当造

纸车间需要严格控制荧光物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

力对整个流程彻底串洗，此时可以使用荧光消除剂

来消除各罐体、管道表面的荧光物来减少洗车时间，

提高生产效率。

关键词：荧光增白剂；荧光消除剂；白度；荧光点

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concern of food-grade paper packaging 
materials which fabricated without f luorescent agent. 
For paper mill, it requires large amounts of energy to 
wash the whole process thoroughly when the paper mill 
needs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fluorescent agent. For these 
cas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shing time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fluorescence quenching agent can 
be used for removing the fluorescent materials from the 
surface of tanks and pipelines.
Key words: fluorescent whitening agent; fluorescence 
eliminating agent; whiteness, fluorescenc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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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抄片荧光点个数

荧光消除剂用量/%

3组荧光点/个

4组荧光点/个

0.5

53

48

0

88

75

1

35

33

1.5

25

17

2

20

13

1  荧光增白剂的作用机理

荧光增白剂是一种色彩调理剂，具有亮白增艳的

作用，广泛应用于合成洗涤剂、纺织、造纸和塑料工业

等领域。荧光增白剂是一类吸收紫外光、发射蓝紫光的

荧光物质，其中二苯乙烯类最为常用，使用量占荧光增

白剂的80%以上。

荧光物分子结构具有平面结构的π电子共轭体系，

吸收紫外线后，电子从基态激发到活跃态，在极短时间

内又回到基态，可放出波长为420～450n m的荧光。当

光线照射至吸附有荧光增白剂的物质时，不仅能反射可

见光，而且还将不可见的紫外光转为可见光反射出来，

增加了物体对光的反射率，反射光量增加，起到增白效

果，荧光增白剂吸收光波的波长为300～400n m，反射

荧光波长为420～500nm。

2  荧光消除剂的作用机理

荧光消除剂的主要成分是对苯二甲酸和N－（2－

氨乙基）－1,2－乙二胺共聚物，属于阳离子性水溶高分

子聚合物，有效中和光学增白剂效应中的荧光，降低纸

张增白白度，达到消除纸张中荧光物的作用。

3  荧光消除效果及评价

3.1 荧光白度-非荧光白度

在含有荧光增白剂的浆料中加入荧光消除剂，随

着用量增加，抄片后利用白度仪测量荧光白度与使用荧

光消除剂后白度变化百分比，反映荧光消除效果，即荧

光消除率=（荧光消除前白度-荧光消除后白度）/荧光

消除前白度。

表1  抄片检测白度数据

荧光消除剂用量/%

1组白度/%

1组荧光消除率/%

2组白度/%

2组荧光消除率/%

0.5

86.34

6.71

85.33

6.09

0

92.55

　

90.86

　

1

81.82

11.6

81.26

10.57

1.5

78.05

15.67

77.81

14.36

2

75.78

18.12

75.88

16.49

3.2 紫外灯下荧光点个数

在含有较少荧光增白剂的浆料中加入荧光消除

剂，随着用量增加，抄片后在紫外灯光下，观察纸张荧

光点的个数及减少趋势。并记录荧光点未完全消除，可

存在允许个数时，荧光消除剂的用量。

4  荧光消除剂产品参数

浙江某公司生产（B21）型荧光消除剂。

4.1 理化特性

外观：琥珀色透明液体

pH值：3.0～5.0

固含量：≥30%

黏度：≤500（25℃，mPa.s）

离子型：阳离子

4.2 性能特点

属于阳离子性水溶性高分子共聚物，有效中和光

学增白剂效应中的荧光。

可以有效中和废纸和白水中的荧光。

4.3 加入位置

可以添加到含荧光的损纸和废纸浆中；纸机湿端

再循环系统的清洗液中。

可以添加在纸机白水中。

4.4 使用方法

加在浆料中，一般用量在0.1%～0.2%。

使用系统pH值，建议控制在4.0～9.0。

5  试验方法

5.1 打浆

抄片使用浆料为进口针叶浆和本公司生产化学

浆，磨浆前对针叶浆和化学浆用标准纤维解离机进行

疏解，使交织的纤维解离成单根纤维，浆料浓度调整为

10%，用PFI磨进行打浆。

化学浆：打浆度45°SR，湿重1.2g。

针叶浆：打浆度45°SR，湿重12.7g。

浆料配浆：20%针叶浆+80%化学浆。

5.2 抄片

把试验浆料分为4组，每组5样，1组加入（1%绝干

浆料）二磺酸增白剂，2组加入（1%绝干浆料）四磺酸增

白剂，3组加入（0.01%绝干浆料）二磺酸增白剂，4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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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0.01%绝干浆料）四磺酸增白剂，分散均匀。

6  结果表征

6.1 荧光消除剂对荧光白度的影响

在1组和2组实验样品中（pH值8.2、温度23℃），分

别加入不同用量(0、0.5%、1%、1.5%、2%)荧光消除剂，

搅拌10min，抄片检测白度数据如表1。

随着荧光消除剂用量的增加，荧光消除率增加，但

消除幅度有所降低；荧光消除剂对二磺酸增白剂作用效

果优于四磺酸增白剂。

6 . 2 纸张含较少荧光物时，荧光消除剂对荧光个数的

影响

在3组和4组实验样品中（pH值8.2、温度23℃），

分别加入不同用量(0、0.5%、1%、1.5%、2%)荧光消除

剂，搅拌10min，抄片检测荧光点个数（面积0.0314m2）

如表2。

随着荧光消除剂的增加，荧光点个数减少，但不能

[收稿日期:2019-09-28]

完全消除。

7  试验结论

7. 1 在使用荧光增白剂的系统中，随着荧光消除剂用

量的增加，纸张白度降低，荧光消除率增加，但消除幅

度有所降低。

7. 2 荧光消除剂对二磺酸增白剂作用效果优于四磺酸

增白剂。

7. 3 可以添加荧光消除剂来消除各设备表面的荧光物来

减少洗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添加到含荧光物的损

纸中，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纸机系统的荧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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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推出新型UpElement压榨毛毯，提高卫生纸生产效率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2020年2月，福伊特介绍了其新型UpElement压榨毛毯，主要用于

卫生纸机。该压榨毛毯采取模块化处理技术，能加快启动时间，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毛

毯表面增强技术，福伊特进一步改善了毛毯的脱水性能。

此外，毛毯运行中的平稳性能对于提高卫生纸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福伊特借助模块

化技术大大提高了UpElement压榨毛毯的平稳性。此

外，模块化处理技术也应用到了其他福伊特Pres sMax 

AdvancedPRODUCTS压榨系列产品中。

总之，福伊特UpElement压榨毛毯具有以下几个特

性：

第一，启动时间更快，运行条件稳定。由于其独特

的技术，毛毯脱水性更强；此外，与标准压榨织物相比，

UpElement可使启动速度提高50％，而不会影响操作稳

定性或长期性能。

第二，大大提高产量。UpElement运行速度快，可以

将能耗降到最低，大大提高产量，投资回报更快。

福伊特UpElement压榨毛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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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助与支持的手工纸产业
⊙ 李玉华

□ 本文经造纸老专家王菊华高级工程师审阅。    

2019年12月21日，四川夹江“复

原大千古法书画纸专家研讨会”在

北京广西大厦举行。会议主要内容

是应四川自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要求，对“复原大千书画纸”及生

产“高仿手工书画纸”提供技术帮

助。

四川自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

始人王祥兵总经理首先介绍了公司

现在的生产情况，以及为什么要复

原大千书画纸及研发高仿手工书画

纸。因为手工方式生产书画纸需有

75道工序，劳动强度大，故准备过渡

到机器上生产，但要保留手工抄造的

特点；又因环保问题，拟将自制浆改

为商品浆，也要保留自制浆的特点。

王祥兵带来了五张书画纸样品，其

中两张是收集的夹江早年生产的大

千书画纸，另两张是他们近期生产

的书画纸，还有一张是高仿手工的

机制纸。负责分析检测的专家介绍

了五张样品通过分析得出的物理性

能、纸张吸墨性、纸中胶填料等指

标，参会人员对如何生产大千书画

纸提出各自的想法与建议，研究院

所专家还提出可为该公司设计所需

● 专家建言 ●

的造纸机器。上述发言，王祥兵听后

很高兴。

在手工纸企业中，像王祥兵这

样渴望得到技术上帮助的绝不止四

川自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家。据

我们平时的接触再多介绍一些情

况，提点个人意见，供造纸行业有关

领导决策参考。手工纸从蔡伦发明

造纸术起已延续近2000年，无论产

量、品种、用途都大有发展，手工纸

作坊遍布各地。在原料产地边远山

区，一家一户继承祖业较多；相对集

中的也有几个地方，如安徽泾县、四

川夹江、河北迁安等地区。再简单介

绍几个作坊。前年在福建开会，福建

省造纸学会名誉理事长张道沛安排

参观了一家手工纸作坊，有100多年

历史，一对50岁左右夫妇带领几位

师傅在山沟中就地采用原料自制成

浆，废液、废水直排，当年抄的手工

纸一半积压在库，业主很少与外界

接触，希望有人帮助销售。又据资料

介绍，贵州某山村有一家手工纸厂，

老板自己是第19代传人，企业能生产

160个品种，每年订单能销售手工纸

李玉华女士，纸史专家，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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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张。该企业老板的愿望是希望

全村300多户人家都参与进来，不再

外出打工，自我脱贫致富，并提出规

划：企业规模化、经营商业化，希望

有钱的老板来投资。再比如，北京一

家德承贡纸坊与我保持经常联系，

10年前创业时就请造纸老专家王菊

华高工做技术上支持与指导，生产

的手工纸能满足一般客户需要。后

来该企业对原料做进一步研究，推

出六种原材料、三种长纤维、三种

短纤维的近百套不同搭配方案，用

于不同手工纸的抄造。最近应画家

要求，该企业用浇注法生产百米长

的书画纸。上述介绍虽存在挂一漏

万，但有一定代表性。在产品质量上

需要技术支持，销售上需要畅通渠

道，自制浆产生的废液、废水需要治

理。

再拓展一点想法。解放后轻

工业部造纸局只管机制纸，从未管

过手工纸。从中国造纸年鉴上可以

查到逐年生产量，1949年机制纸的

产量是10.8万吨，手工纸的产量是

12.0万吨，市场手工纸供应大于机

制纸；发展到2018年，机制纸产量

为10435万吨，69年间机制纸产量增

长千倍，已基本能满足国内各行业

的需求，而手工纸呢？目前只统计到

1998年，产量是24万吨（中间缺少4

年统计资料），49年间增长一倍，其

中产量最高年份是1981年为29.1万

吨，能生产的品种也不多。手工纸处

于自生自灭状态，未被灭掉，主要是

文化人像书法家、画家离不开。近期

文房四宝组织为手工纸办过展览，

安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汤书昆院长为手工纸办过培训班，

最近该院为云南手工纸做过调查。

2019年在北京又成立一个组织“中

国手工造纸联盟”，设在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据北京德承贡纸坊贡斌介

绍，自己是发起人之一，又成立一个

组织“中国汉纸研究与发展中心”。

这些与手工纸有关的组织机构成立

的性质、目的是什么？没做过深入调

查。轻工业部造纸局成立初期为什

么只管机制纸也无从追究，但中国

造纸学会成立之初下属分支机构中

就有造纸史委员会，我略知一些。从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再一次挑起蔡

伦造纸术是发明还是改进的问题，

历届造纸局与学会领导都十分重

视，组织人员对考古界发掘的碎纸

片进行调查、分析，开研讨会，其结

果“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记载不

能改变”，国家主流媒体也是这样宣

传的。中国造纸学会会适时将造纸

史委员会改名为手工纸与造纸史委

员会。最近王菊华高工又接一例咨

询“富阳竹浆制作技艺废水排放与

治理”，这项咨询难度较大，有技术

问题，还有资金问题，摘录一段富阳

老板的自述“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手工造纸行业，前景越来越黯淡，虽

然有非遗立法保护，但毕竟低小的

夕阳产业，加上自身工艺上有废水治

理的薄弱环节，总感到政府不为真

心全力扶持……”。手工纸是老祖宗

发明的，因为有了手工纸，造就了名

文、名画、名字，手工纸绝不是夕阳

产业。虽然管起来难度极大，一家一

户、边远山区、产量低，但是不能因

污染问题，像小纸厂一样关闭不行，

那样的话画家、书法家就会断粮。谁

管合适？应当属于造纸行业，机制纸

是老大，手工纸是老二。造纸行业有

技术有人才，退休的、在职的；污染

问题，行业应当出措施解决；销售渠

道，行业主管可以联合社会上共同

拿出解决方案。总之，手工纸产业需

要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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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纸生产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644275 A

申请人：王育安

提供一种铜版纸生产装置。

如图1～图6所示，该种铜版纸生产装置包括桌

板、放纸架、木浆、切割机构、一号打浆机构、二号

打浆机构和搅拌机构。桌板底面的两端均垂直固

定连接有桌腿，桌板上表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放

纸架，放纸架顶端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一号挡板，

放纸架一侧的中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二号挡板，

放纸架表面且位于一号挡板和二号挡板之间放置

有木浆，桌板上表面的另一端设有切割机构，桌板

下表面且位于切割机构下方设有一号打浆机构，

一号打浆机构下方设有二号打浆机构，二号打浆机

构下方设有搅拌机构。

切割机构由切割箱、气缸、一号电机和切割刀

专利技术

图1  铜版纸生产装置的结构

图2  切割箱俯视剖面 图3  螺旋辊结构

图4  搅拌箱背面传动 图5  L型支架俯视

图6  连杆与底板连接

1—桌板  2—桌腿  3—撑板  4—放纸架  5—一号挡板  6—二号
挡板  7—木浆  8—切割机构  9—切割箱  10—气缸  11—导轨  
12—滑板  13—一号电机  14—进口槽  15—切槽  16—排料槽  
17—一号主动齿轮  18—齿轮轴  19—一号从动齿轮  20—切割刀
片  21—连杆  22—凸起  23—一号打浆机构  24—一号打浆箱  
25—进料筒  26—二号电机  27—螺旋粉碎刀片  28—耐磨豆  29—
锯齿  30—安装台  31—连接杆  32—一号落料槽  33—二号打浆
机构  34—二号打浆箱  35—进料孔  36—三号电机  37—齿轮槽  
38—二号主动齿轮  39—一号螺旋辊  40—二号落料槽  41—二号从
动齿轮  42—二号螺旋辊  43—搅拌机构  44—搅拌箱  45—进料
漏斗  46—搅拌叶  47—出料管  48—L型支架  49—蓄水箱  50—
三号主动齿轮  51—四号电机  52—三号从动齿轮  53—松香胶储
存箱  54—淀粉储存箱  55—滑石粉储存箱  56—硫酸铝储存箱  
57—复位弹簧  58—活动板  59—刮板  60—底板  61—圆形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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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组成。切割箱位于木浆一侧的底端设有进口槽，

切割箱远离木浆一侧的上端固定连接有气缸，切

割箱位于气缸一侧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导轨，导轨

表面滑动连接有滑板，滑板表面固定连接有一号

电机，一号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滑板和切割箱，且位

于切割箱内侧的表面固定套设有一号主动齿轮，切

割箱内部且位于一号主动齿轮两端均滑动连接有

齿轮轴，两个齿轮轴表面均固定套设有一号从动齿

轮1，两个齿轮轴和一号电机的输出轴端面均固定

连接有切割刀片，切割箱底面的一端设有排料槽，

通过气缸带动一号电机上下移动。从而在一号电

机的驱动下，通过三个切割刀片来对移动至切割箱

内部的木浆进行切割，保证落入一号打浆箱内的木

浆可以缩小面积。

一号打浆机构有一号打浆箱、二号电机和螺

旋粉碎刀片。桌板底面且位于切割机构下方固定连

接有一号打浆箱，一号打浆箱与切割箱底面的排

料槽之间固定贯穿连接有进料筒，桌板上表面且

位于一号打浆箱正上方固定连接有二号电机，二

号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桌板和一号打浆箱，且位于

一号打浆箱内侧的表面固定套设有螺旋粉碎刀片，

一号打浆箱底面设有一号落料槽，一号落料槽内

部通过多个连接杆固定连接有安装台，二号电机

的输出轴底端活动连接在安装台上，一号打浆箱

内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多个锯齿。通过二号电机来

带动螺旋粉碎刀片高速旋转，从而与锯齿配合来

对切割后的木浆进行初步粉碎工作。

二号打浆机构由二号打浆箱、三号电机、一

号螺旋辊和二号螺旋辊组成。二号打浆箱水平固

定连接在两个桌腿之间，且二号打浆箱通过进料

孔与一号打浆箱的一号落料槽相互贯通，二号打

浆箱一端且位于桌腿外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三号电

机，三号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桌腿和二号打浆箱，且

位于二号打浆箱内侧一端的表面固定套设有一号

螺旋辊，二号打浆箱内部且靠近三号电机的一侧

设有齿轮槽，三号电机的输出轴位于齿轮槽内部的

表面固定套设有二号主动齿轮，二号主动齿轮一侧

啮合连接有二号从动齿轮，二号从动齿轮内部固定

套设有二号螺旋辊，二号螺旋辊贯穿二号打浆箱且

与一号螺旋辊啮合连接，二号打浆箱底面且位于

进料孔另一端设有二号落料槽，通过三号电机带

动一号螺旋辊旋转，在二号主动齿轮和二号从动

齿轮的啮合传动下，二号螺旋辊与一号螺旋辊相

互啮合转动，从而对初步粉碎后的木浆进一步地

粉碎，且不断输送至二号落料槽一端，直到掉落至

搅拌箱内为止；二号打浆箱的内部安装有活动板，

且活动板的顶部设有若干个弧形的刮板，且活动

板的一端连接复位弹簧；活动板外部顶端设有底

板，且底板上设有圆形凸起，圆形凸起与设置在滑

板底部的连杆上的凸起抵触；通过滑板的上下往

复运动带动连杆上下往复运动，连杆的运动带动

圆形凸起与凸起间歇性地抵触，带动活动板左右

移动，活动板的左右移动实现将二号落料槽侧壁

上的原料刮除下来，同时，在活动板恢复的作用下

实现抖动，将刮板上的原料抖落下来。

搅拌机构由搅拌箱、搅拌叶和四号电机组成。

两个桌腿底端之间水平固定连接有撑板，搅拌箱

固定连接在撑板上表面，搅拌箱顶端通过进料漏

斗与二号打浆箱的二号落料槽相互贯通，搅拌箱一

侧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四号电机，四号电机的输

出轴贯穿搅拌箱，且位于搅拌箱的侧壁内固定套

设有三号主动齿轮，三号主动齿轮的表面啮合连接

有四个三号从动齿轮，四个三号从动齿轮的中心轴

均贯穿搅拌箱，且位于搅拌箱内侧的一端均固定

套设有搅拌叶，搅拌箱一侧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出

料管，撑板上表面且位于搅拌箱一侧固定连接有L

型支架。L型支架顶面依次固定连接有蓄水箱、松

香胶储存箱、淀粉储存箱、滑石粉储存箱和硫酸铝

储存箱，且蓄水箱、松香胶储存箱、淀粉储存箱、

滑石粉储存箱和硫酸铝储存箱均通过管道与搅拌

箱相互贯通。通过四号电机驱动带动三号主动齿

轮转动，从而带动四个三号从动齿轮转动，即带动

四个搅拌叶高速旋转。与此同时，依次向搅拌箱内

灌入水、松香胶、淀粉、滑石粉和硫酸铝制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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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混合后得到铜版纸浆液。

切割箱底面且位于三个切割刀片的正下方设

有切槽，便于三个切割刀片对木浆进行切割。

螺旋粉碎刀片的上表面镶嵌有耐磨豆，方便对

一些面积大的木浆在粉碎的同时还会向上移动，

从而更好地粉碎。

使用时，首先将木浆从放纸架慢慢移动至切

割箱中，通过气缸带动一号电机上下移动。而一号

电机高速旋转带动一号主动齿轮转动，两个一号

从动齿轮跟随转动，从而带动三个切割刀片对木

浆进行切割，切割后的木浆会受到推力作用移至

排料槽中，同时受到重力作用直接脱落，从进料筒

滑至一号打浆箱中。二号电机驱动带动螺旋粉碎

刀片旋转，在锯齿的配合下，对木浆进行初步粉碎

工作，粉碎后的木浆从一号落料槽掉落至二号打

浆箱中。三号电机驱动带动一号螺旋辊旋转，同时

二号主动齿轮带动二号从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

二号螺旋辊转动，一号螺旋辊与二号螺旋辊啮合

传动。由于一号螺旋辊和二号螺旋辊的辊面为刀

面，所以会对初步粉碎后的木浆进一步粉碎，且不

断地输送至二号落料槽一端，直接掉落至搅拌箱

内。四号电机驱动带动三号主动齿轮转动，进一步

带动四个三号从动齿轮转动，从而四个搅拌叶不停

地对浆屑进行搅拌。与此同时，需要按量一次灌入

水、松香胶、淀粉、滑石粉和硫酸铝制剂，充分混

合后可从出料管中排出即可。

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切割机构，利用气缸

与电机的配合，可对木浆进行初步切割，从而为后

期粉碎工作做铺垫，减少打浆的时间，提高生产

效率；同时，通过滑板的上下往复运动带动连杆上

下往复运动，连杆的运动带动圆形凸起与凸起间

歇性地抵触，带动活动板的左右移动，活动板的

左右移动实现将二号落料槽侧壁上的原料刮除下

来，同时，在活动板恢复的作用下实现抖动，将刮

板上的原料抖落下来。（2）通过设置一号打浆机

构和二号打浆机构，保证在搅拌前木浆可以尽可

能地降低至最小面积，从而便于搅拌液体可以与

粉碎后的木浆屑充分混合，使得混合液体纯度更

高，增加浆液的浓度，提高铜版纸原料的质量。

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

申请公布号：CN 110512454 A

发明人：刘建涛　刘建坡　李雷鸣

申请人：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低浓连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用于处理经D型

碎浆机碎解后的浆料，经杂质分离机后的尾浆再进

圆筒筛；高浓连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是用来处理

高浓碎浆机碎解后的浆料，经粗选机后再进圆筒

筛。由于连续碎解系统位于废纸制浆工艺流程最

初始位置，浆料杂质比较多，体积比较大，所以一

般选用的是10mm左右的孔筛，筛选出来的轻杂质

体积也比较大。

而连续碎解系统处理后的良浆还要再经过粗

筛选系统的筛选，以实现对尾浆中轻杂质进行彻

底的分离。传统制浆工艺是选用粗筛尾渣筛进行

尾浆中轻杂质的分离，效果不好。并且由于进入粗

筛选系统的浆料与连续碎解系统的浆料状态不一

样，里面杂质的种类、体积大小也不一样，现有圆

筒筛不能适用于粗筛选系统内尾浆中轻杂质的彻

底分离，造成通过能力小、纤维流失率高的缺陷。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用

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

如图1至图5所示，该种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

筛包括卧式布置的机体及设于机体内的筛筒，筛

筒上阵列布置有沿轴向方向延伸的筛缝。机体为

封闭式结构，实现封闭式筛选，减少环境污染，且

机体上设有检修口，检修口处设有与其开合式连接

的封板，方便后续检修。

筛筒的轴向两端分别形成进浆口和尾浆口，筛

筒与机体之间形成良浆回收腔，机体的下部设有与

良浆回收腔连通的排浆口。机体的下部设为向下

收缩的接浆盘结构，排浆口设于接浆盘结构的低

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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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筒连接有用于驱动其转动的传动装置。传

动装置包括支撑设于机体上侧的驱动轴、驱动电

机和减速器，驱动电机通过减速器驱动驱动轴转

动，驱动轴的两端部分别设有皮带主动轮，筛筒上

与主动皮带轮对应处设有皮带从动轮，对应的皮带

主动轮和皮带从动轮通过皮带传动连接，从而形

成置顶式传动结构，传动平稳，减少空间，结构紧

凑。皮带主动轮上还设有防护罩。

机体设有与筛筒滚动配合的托轮，筛筒上与托

轮对应处设有轴向限位配合部，从而形成托轮限

位支撑机构，使筛筒运行更平稳。

筛筒内壁设有沿筛筒轴向方向螺旋排列的导

流板，从而在筛筒内壁上形成螺旋导流通道，螺

旋导流通道处沿其输送方向间隔布设有提料板，

图1  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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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筛选分离效果。

机体的上部设有沿轴向贯穿良浆回收腔的喷

淋水管，喷淋水管上排布设有指向筛筒的喷淋喷

头，喷淋喷头的喷出水形为与筛筒轴向垂直的扇

形状，使喷淋无死角。

机体的上部还设有沿轴向贯穿良浆回收腔的

清洗水管，清洗水管上排布设有指向筛缝的清洗

喷头，且清洗水管与机体形成轴向导向配合。清洗

水管连接有清洗驱动装置，清洗驱动装置驱动清

洗水管沿其轴向往复运动，能够不断地清洗每条

筛缝，使筛选区无堵塞地连续进行。

机体轴向两端与清洗水管对应处分别设有导

向孔，清洗水管由导向孔滑动密封穿过，形成清洗

水管与机体的轴向导向配合。

清洗驱动装置包括与清洗水管水平布置的电

动推杆，电动推杆的一端传动连接有伺服旋转电

机，伺服旋转电机位于机体外并与机体固定连接，

电动推杆的另一端通过抱环与清洗水管固定连

接。伺服旋转电机旋转驱动电动推杆往复运动，从

而带动清洗水管沿轴向往复运动。

喷淋水管和清洗水管位于筛筒的同一侧，结

构紧凑，且方便供水。

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适用于废纸制浆

工艺流程连续碎解系统后面的粗筛选系统的末

端，选用缝筛结构，主要用于对尾浆中轻杂质进行

彻底分离。

图3  清洗水管部位的结构 图4  喷淋喷头部位的结构

图2  喷淋水管部位的结构

图5  废纸制浆系统的结构

1—机体  2—筛筒  3—筛缝  4—导流板  5—提料板  6—尾浆口  7—D型碎浆机  8—杂质分离机  9—用于连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  10—
链板输送机  11—进浆口  12—中浓粗筛机  13—浮选轻渣机  14—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  15—排浆口  16—高浓除渣机  17—传动装置  
18—驱动轴  19—驱动电机  20—减速器  21—皮带主动轮  22—封板  23—接浆盘  24—托轮限位支撑机构  25—伺服旋转电机  26—防护
罩  27—喷淋水管  28—喷淋喷头  29—清洗水管  30—导向孔  31—电动推杆  32—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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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可以用来代替传

统制浆工艺中的粗筛尾渣筛。相对来说，此圆筒筛

安装的电机要小得多，同样的产量粗筛尾渣筛要

配200kW电机，这个只要11kW，节能效果明显。

如图5所示，该种废纸制浆系统包括依次布置

连接的连续碎解系统A和粗筛选系统B。连续碎解

系统A与粗筛选系统B之间还设有用于去除重杂质

的高浓除渣机，连续碎解系统A的输出端与高浓

除渣机的进口连接，高浓除渣机的良浆出口与粗筛

选系统B的输入端连接。

连续碎解系统A包括依次连接布置的D型碎浆

机、杂质分离机和用于连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圆

筒筛为孔筛结构。D型碎浆机、杂质分离机、圆筒

筛为现有技术。

废纸经链板输送机进入D型碎浆机，D型碎浆

机产生的含轻杂质浆料由沉渣井处理后进入杂质

分离机，经杂质分离机的再次分离后进入用于连

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圆筒筛把浆料里面较大的

轻杂质分离开，圆筒筛中分离出的良浆再次进入D

型碎浆机，D型碎浆机分离出的良浆进入高浓除渣

机。

粗筛选系统B依次连接布置的中浓粗筛机、浮

选轻渣机和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中浓粗筛

机、浮选轻渣机、圆筒筛为现有技术。

经高浓除渣机去除重杂质后的浆料，进入粗

筛选系统B。浆料经过中浓粗筛机后，尾浆进入浮

选轻渣机，轻渣机的尾浆再进入用于粗筛选系统

的圆筒筛，圆筒筛把细小的轻杂质和浆料彻底地

分离开，达到净化浆料的目的。

用于连续碎解系统的圆筒筛为孔筛结构，用

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为缝筛结构，从而实现系

统化筛选，提高制浆筛选效率。

有益效果：

用于粗筛选系统的圆筒筛选用缝筛结构，主

要用于废纸浆粗筛选系统末端对尾浆中轻杂质进

行彻底分离，能够连续运行，通过能力大，纤维流

失率低。

机体的上部设有沿轴向贯穿良浆回收腔的喷

淋水管，喷淋水管上排布设有指向筛筒的喷淋喷

头，喷淋喷头的喷出水形为与筛筒轴向垂直的扇

形状，使喷淋无死角。

机体的上部设有沿轴向贯穿良浆回收腔的清

洗水管，清洗水管上排布设有指向筛缝的清洗喷

头，且清洗水管与机体形成轴向导向配合。清洗水

管连接有清洗驱动装置，清洗驱动装置驱动清洗

水管沿其轴向往复运动，能够不断地清洗每条筛

缝，使筛选区无堵塞地连续进行。

传动装置包括支撑设于机体上侧的驱动轴、驱

动电机和减速器。驱动电机通过减速器驱动驱动

轴转动，驱动轴的两端部分别设有皮带主动轮，筛

筒上与主动皮带轮对应处设有皮带从动轮，对应的

皮带主动轮和皮带从动轮通过皮带传动连接，从

而形成置顶式传动结构，传动平稳，减少空间，结

构紧凑。

机体设有与筛筒滚动配合的托轮，筛筒与托

轮对应处设有轴向限位配合部，从而形成托轮限

位支撑机构，使筛筒运行更平稳。

机体为封闭式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且机体上

设有检修口，检修口处设有与其开合式连接的封

板，方便后续检修。

废纸回收除杂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35866 A

发明人：李建勋　李建汶

申请人：湖南建勋环保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废纸回收除杂装置。具备除杂效果

较好，可以除去多种杂质的优点，解决了除杂效果

不好和除杂太过单一的问题。

如图1所示，该种废纸回收除杂装置支撑板的

底部固定连接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的底部固定

连接有连接柱，连接柱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叶，旋

叶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电磁铁装置。当工人启动电

磁铁装置时，电磁铁装置会通过磁性将纸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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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杂质吸附在旋叶表面；支撑板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支撑杆，支撑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纸浆收集

箱；纸浆收集箱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出浆口，纸浆收

集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接管；连接管的顶部外

侧固定连接有废纸处理室，废纸处理室的顶部开

设有进料口；废纸处理室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排杂

阀，通过排杂阀将废纸处理室中纸浆所产生的漂

浮沉淀物分离出处理器系统；废纸处理室的右侧

内部开设有通孔，通孔的内部套接有过滤网，过滤

网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握把；过滤网能过滤出纸浆

中的大颗粒固体杂质，而且当旋叶内部的电磁铁

装置停止供电时，金属杂质受重力作用掉落在过滤

网上，通过握把与过滤网的配合，达到了使用者拉

动握把即可去除纸浆中金属杂质和大颗粒固体杂

质的效果；废纸处理室与纸浆收集箱的材质都采

用不锈钢作为箱体的材质，使其不会因为长时间回

收纸浆而导致装置内部生锈，进行二次污染的效

果。

工作原理：首先，使用者将废纸由进料口放入

废纸处理室中，并加入水，然后开启旋转电机，旋

转电机带动旋叶开始工作，并且开启电磁铁装置，

来吸附纸浆中的金属杂质，过滤网能过滤出纸浆

中的大颗粒固体杂质。打碎纸浆后，纸浆由连接管

流入纸浆收集箱中，并由出浆口排出处理器系统，

图1  废纸回收除杂装置的结构

1—支撑板  2—旋转电机  3—连接柱  4—旋叶  5—支撑杆  6—
纸浆收集箱  7—出浆口  8—连接管  9—废纸处理室  10—排杂阀  
11—过滤网  12—握把  13—进料口  14—通孔

通过废纸处理室与排杂阀的配合使用，使纸浆所

产生的漂浮沉淀物分离出处理器系统。然后停止

电磁铁装置，电磁铁装置上吸附的金属杂质掉落

在过滤网上，使用者通过拉动握把，取出金属杂质

和大颗粒固体杂质。

激光孔分区接装纸和香烟

申请公布号：CN 110810906 A

发明人：孙景锋　胡霄鹏　赵广超

申请人：长葛市大阳纸业有限公司

接装纸是安装在香烟尾端、包裹着过滤嘴的

材料。接装纸上面具有激光孔，吸烟时外面的空气

可以从激光孔处进入香烟中。这样设置激光孔的

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尼古丁的吸入，减少有害

成分，另一方面，设置激光孔还可以调整吸烟的口

味，所以激光孔位置的设置不同直接影响着吸烟

的口味。现有技术中，接装纸上面的激光孔是一排

设置的，即进入烟卷内的空气是均匀分布的，不能

满足一些人群需要口味的要求。

针对上述缺点，提供一种生产的香烟进入烟

卷内的空气是不均匀的，可以满足一些人群口味需

要的接装纸和香烟——一种激光孔分区接装纸和

香烟。

如图1所示，该种激光孔分区接装纸具有接触

图1  接装纸的结构

1—接装纸  2—尾端  3—前端  4—外面  5—一单元  6—激光孔
群  7—颜料标识  8—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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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部的尾端和安装在烟卷上的前端，接装纸还具

有外面和里面，外面是制成香烟时朝向外面的一

面，反之是里面。接装纸上面有一个或多个安装在

一支香烟上的一支烟接装纸单元，即制造一根香

烟用的接装纸，这个一支烟接装纸单元是一单元，

接装纸上面具有激光孔。其特征是：激光孔是在一

单元内形成的一个或多个的激光孔群。

制成的香烟进入口部的空气不是均匀的，例如

有的人喜欢从香烟的上面（眼睛看到的部位）进入

的新鲜空气较多，可以将激光孔群朝上进行吸食；

有的人喜欢从香烟的下面进入的新鲜空气较多，

可以将激光孔群朝下含在口中进行吸食；有的人还

喜欢从香烟的两侧（朝向嘴角的部位）进入新鲜空

气较多，可以将激光孔群朝下含在口中或激光孔群

两侧朝向嘴角含在口中进行吸食，可以满足这些人

群的需要。

激光孔群外面具有反光颜料画出的显示标

志，制成的香烟人们更容易发现激光孔群（三角形

或梯形的结构）的位置。这样，进入香烟内的空气

效果更明显，也可以使进入香烟内的新鲜空气更为

集中称为一绺，满足吸食者的要求。激光孔群以外

的区域，是无激光孔或激光孔稀疏的区域。

秸秆加工用制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20395 A

发明人：李一鹏　贾奎增　张培勋　孙炜　张德

全

申请人：大连中歆一品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每年农作物产生的

秸秆数不胜数，秸秆在土壤中降解速度较慢，直接

焚烧对环境有极大的破坏，秸秆是很好的制浆原

料。但是现有的技术中，因秸秆比较散乱导致切碎

效果不理想，不利于对秸秆的加工，为此，现提供

一种秸秆加工用制浆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如图1～图3所示，该种秸秆加工用制浆装置的

切碎装置包括切碎电机、传动轴和旋切刀片。切碎

电机驱动连接传动轴用以提供切碎的动力，传动

轴远离切碎电机的一端设置有旋切刀片，旋切刀片

上方设置有切碎进料管；已经初步切割的秸秆经

由切碎进料管输入，切碎进料管的内壁上设置有

螺旋导板，螺旋导板中间形成螺旋形的通道；切碎

进料管内还设置有转轴，转轴转动带动切碎进料

管内的秸秆沿着螺旋形的通道前进，如此，秸秆在

出口处将被挤压成束状；旋切刀片距离切碎进料

管的出口较近，且其在切碎电机的驱动下高速旋

转，可以将秸秆彻底切碎，切碎后的秸秆经由输送

管进入下一工序；还设置有切碎罩体，可以防止在

切碎过程中秸秆的碎屑乱飞。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进料管和搅拌箱。搅拌进

料管端部连接在搅拌箱的上端，搅拌箱侧面设置

有流出口，流出口上设置有开关；搅拌箱内下端设

置有起支撑固定作用的上底板和下底板，下底板下

端设置有搅拌电机，搅拌电机上端驱动连接有主

动齿轮，主动齿轮设置在上底板和下底板之间，且

其周围还均匀设置有和其啮合连接的从动齿轮；

主动齿轮上端中心连接有主动轴，从动齿轮上端

图1  秸秆加工用制浆切碎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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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连接有从动轴，主动轴和从动轴上均设置有

搅拌杆，可以充分搅拌搅拌箱内的溶液。

搅拌箱内还设置有过滤层（滤网），过滤层靠

近搅拌箱的上端，可以起到过滤作用，将较大的秸

秆隔离在上端，可以防止秸秆在搅拌过程中纠缠

在搅拌杆上导致出现故障。

输送管上连接有搅拌进料管，在输送管侧面

还设置有吹风机，吹风机位于搅拌进料管的对面

位置，输送管为竖直设置，搅拌进料管在输送管侧

面并呈向下倾斜状。在吹风机的风力作用下，竖直

输送管内颗粒较小的秸秆被吹到搅拌进料管内，

并经由搅拌进料管进入到搅拌箱内；颗粒较大的

秸秆竖直落下，经由输送管输送至切碎装置前端

再度进行切碎。

本装置还设置有防尘罩和防尘盖。防尘罩设

置在切碎电机和传动轴的外侧，防尘盖连接在切

碎进料管上，位于旋切刀片的上方，可以防止在切

碎过程中因秸秆纠缠在传动轴或旋转刀片上引发

故障。

有益效果：切碎进料管内设置有螺旋导板，使

得其中输送的秸秆呈束状，更利于切碎；输送管上

设置有吹风机，可以将切碎的秸秆吹入到搅拌进

料管内进而进入到搅拌箱，颗粒较大的秸秆将流

入到切碎工序再度切碎。

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820407 A

发明人：贾少军　颜建秋　张先荣　王传颂　王勇

申请人：山鹰华南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用的压榨毛布（主要用于压榨部脱水）所

受的污染源主要有：纤维、湿强树脂、施胶剂、黏

土、碳酸钙等。压榨毛布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

此类填充物占据织物结构的内部空隙，织物的性

图2  秸秆加工用制浆搅拌装置的结构

图3  秸秆加工用制浆装置中齿轮啮合的结构

1—切碎进料管  2—螺旋导板  3—转轴  4—防尘盖  5—旋切刀片  
6—传动轴  7—防尘罩  8—切碎电机  9—切碎罩体  10—输送管  
11—搅拌进料管  12—吹风机  13—搅拌箱  14—过滤层  15—主
动轴  16—从动轴  17—搅拌杆  18—上底板  19—从动齿轮  20—
流出口  21—主动齿轮  22—下底板  23—搅拌电机

图1  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的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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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就降低。另外，在废纸造纸中，随着二次纤维

回用量的增加，其中的压敏胶、热熔物、涂布胶黏

剂、施胶剂和油墨残余物等多种人工合成有机物

常常和无机填料、细小纤维等黏附在一起沉积在

压榨毛布上，缩短毛布使用寿命，影响纸页脱水。

传统的毛布保洁设备，是在每床毛布都有

一根低压喷淋水管，喷淋水主要为清水，压力在

0.3～0.5MPa，每根喷淋水管里加入毛布保洁剂，

喷洒在毛布表面，缓慢渗透至毛布内，经浸透、溶

解后再经过真空吸水箱抽出，实现一个毛布的在

线清洗循环过程。

该方法存在以下问题：清水用量大，因为要专

门的清洗管导致额外增加了清水用量，不符合纸

机节能降耗的要求；在清洗过程中受车速、清水质

量（由于造纸车间使用污水回水含杂高）影响消泡

剂的浸透及清洁效果且喷嘴容易堵塞，导致毛布

保洁效果不好，从而影响毛布使用周期。

为此，需要提供一种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用

于解决现有技术的技术问题。

如图1至图3所示，该种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

包括压榨部、喷淋装置、消泡剂添加装置、清水

池、毛布保洁剂添加装置、静态混合器、摆动装置

以及转动装置。压榨部上设置有压榨毛布，压榨毛

布绕在压榨辊上；喷淋装置与压榨部相对设置，喷

淋装置具有喷淋管；喷淋管相对设置在压榨毛布

上方。

消泡剂添加装置与静态混合器相连接，清水

池通过水泵与静态混合器相连接。消泡剂添加装

置用于添加消泡剂，通过静态混合器保证消泡剂

与清水的充分混合。

静态混合器是一种没有运动部件的高效混合

设备，其基本工作机理是利用固定在管内的混合单

元体改变流体在管内的流动状态，以达到不同流

体之间良好分散和充分混合的目的。该设备应用

广泛，不可拆卸。

在喷淋管上设置有长度为80cm的静态混合

器。

消泡剂针对造纸工业的抄纸工艺起泡特点而

设计，可以有效控制纸浆、泡沫漫溢和提高抄纸

质量。消泡剂可以用清洁水稀释1～3倍滴加成浆

池、高位箱、网槽等发泡部位；使用量为发泡体系

的0.01％～0.2％；被稀释后须尽快在短时间内使

用。

在使用过程中，抄纸后下来的白水要回流到污

水处理池中，因为有大量的纸浆纤维和表面活性

剂，再在机械作用力下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很厚、

图2  压榨部的结构

图3  喷淋管的正视图

1—压榨部  2—压榨毛布  3—喷淋管  4—通孔  5—导辊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71
Mar., 2020  Vol.41,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很难消除。处理不好，泡沫会漫出白水渠，漫到整

个工厂车间到处都是，影响很大。在白水中使用消

泡剂时，要选择由高碳醇、矿物油类的物质组成，

才能真正把这泡沫给消除。

消泡剂不仅起到良好的消泡作用，也可以起

到相当好的防水防潮作用。同时，它也可以提高纸

箱的柔韧性。还可以添加乳化剂和杀菌剂，它们的

成分分别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卡松类等物质。有

了乳化剂，即使硅脂不相溶也没关系，消泡剂可以

迅速乳化并能分散进入起泡体系中。有了杀菌剂的

话，就不用担心成品纸会被细菌破坏了。还可以添

加水基增稠剂或者羧甲基纤维素，有了这种成分，

就可以使得消泡剂保持消泡稳定性和一定的黏

性。

消泡剂添加装置通过静态混合器与喷淋管相

连接，清水池通过水泵、静态混合器与喷淋管相

连接。毛布保洁剂添加装置通过增压泵与喷淋管

相连接，其中，喷淋管上设置有多个通孔，通孔朝

向压榨毛布设置。

采用BpegSpray MTDC—9068毛布保洁

剂，是一种液态的被设计用来预防毛布上有机和

无机的沉积物的保洁和清洗剂，它对制浆和造纸

生产中所使用的毛布上可能出现的沉积物有很明

显的保护作用，尤其是针对碳酸钙、高岭土和滑石

粉等。具有多种有效成分的BpegSpray MTDC—

9068能提供优异的表现，并保持毛布的清洁和减

少有机或无机的沉积物在毛布表面的累积，从而

改善了毛布的脱水能力和相应地延长毛布使用寿

命，并且改善了纸及纸板的品质。

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还包括静态混合器，消

泡剂添加装置、清水池通过静态混合器与喷淋管

相连接。此时，通过静态混合器可以保证消泡剂和

水的充分混合，然后使用增压泵把毛布保洁剂添

加到高压水中，借助毛布高压水的强大压力把消

泡剂均匀渗透到毛布中，达到毛布保洁的效果。

由于采用的是高压水，可以去除原来的低压

喷淋清洗水管，降低了清水消耗，吨纸节约0.5吨

左右；在清洗过程中采用高压水和消泡剂充分混

合后强制浸透穿透毛布，清洁效果好且喷嘴不易

堵塞，有效提高毛布保洁效果，提高了出压部干

度。同时可以根据车速及清洁情况对清洗摆动做

调整优化，保证清洗效果。

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还包括摆动装置，摆动

装置与喷淋装置相连接，并用于驱动喷淋装置相

对压榨毛布进行摆动。

喷淋装置包括增压泵，增压泵与喷淋管相连

接，用于给喷淋管增压。喷淋管上靠近起始端的通

孔与喷淋管的起始端之间的距离为100cm。在喷

淋管的起始端与靠近起始端的通孔之间设置有长

度为80cm的静态混合器。如此，可以直接将静态

混合器设置在喷淋管上，无需单独再设置混合结

构。

如图2所示，压榨部的前后方均设置有导辊，

用于对纸进行牵引。

如图 3所 示，通孔 与竖 直 方向的角度 为

20°～50°。

造纸用毛布保洁设备还包括转动装置，转动

装置与喷淋管传动连接，用于转动喷淋管。如此，

可以通过转动装置来调节通孔与压榨毛布之间的

角度，以适应各种压榨毛布的需求。

区别现有技术，本实施例降低了清水消耗；

采用高压水和消泡剂充分混合后强制浸透穿透毛

布，清洁效果好且喷嘴不易堵塞，有效提高毛布保

洁效果，提高了出压部干度，降低了蒸汽用量；延

长毛布使用周期，降低了成本。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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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安德里茨推出全新PrimeLineVRT卫
生纸机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2020年2月底，安德

里茨宣布推出新型卫生纸机——PrimeLineVRT

卫生纸机。

PrimeLineVRT卫生纸机的特点是在成型部

具有一个立式新月型成型器（CrescentFormer），

可增强纤维网的脱水能力，可以在压榨部之后迅

速提高干度，显著改善干绉纸生产环节。与标准的

新月型成型器构造相比，这种新型立式新月型成

型器可以将压榨部之后的纸浆干度提高2～4个百

分点。

“这项新技术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进一步节

约纤维原料，设备安装节约空间，不需要任何额外

空间。与同类技术相比，这不仅降低了建筑成本，

而且使操作和维护更加轻松。”安德里茨生活用纸

创新和应用中心研发组织总监Stefano Marenco

说道。

PrimeLineVRT在奥地利格拉茨（Graz）的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创新和应用中心成功开发，并经

过了一系列测试。

更多技术细节暂未透露。据悉，安德里茨将

在3月召开的美国迈阿密生活用纸展会（Tis sue 

World Miami）上展示该纸机的更多细节。

BTG推出该公司首个工业4.0产品——
SMART智能监测技术装备

本刊讯（BTG 消息) 2020年2月，BTG宣布推

出SMART Monitoring智能监测技术设备，这是

该公司首个工业4.0产品，能为制浆造纸厂提供实

时的设备运行性能数据和信息。

制浆造纸厂能否高效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测量各种变量数据的传感器是否高效，测量过

程是否具有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但是手动传感器

需要进行定期检查，过程复杂、耗时且成本昂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BTG研发了SMART 

Monitoring智能监测技术。借助该技术，浆纸企

业可以实时获得实时性能信息，还可以连续监控

传感器和相关的过程测量值，以检测异常操作。

BTG后台专家可以远程访问和诊断问题，立即识

别测量或校准问题，过程如图1所示。

SMART Mon i t o r i n g智能监测技术基

于bCONNECT TM平台，bCONNECT TM围绕

Microsoft Azure平台构建。通过BTG开发的核

心硬件可以将BTG过程仪器设备连接到云端，是

BTG通往工业4.0的重要门户。

bCONNECTTM包含现场和云服务双重服务

环节，可以满足各个工厂内的多种精准需求，并通

过数据汇总，后台解决当今纸浆和造纸厂面临的

诸多挑战。

借助SMART Monitoring智能监测技术，制

浆造纸厂可以消除传统的时间和距离障碍，多方

共同协作，加速生产和工作效率，最终将获得可观
安德里茨新卫生纸机在奥地利格拉茨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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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每年可节省大量资金。总之，该技术具有

三大优势。

第一，促进了多方合作。云监测消除了时间和

距离障碍，促进本地工厂与后台服务人员以及全球

过程和仪器专家之间的实时协作，可以更快地解

决运营问题和突发事件。

第二，制浆造纸厂生产成本降低，测量精度更

高。每年可节省7万欧元的光纤，节省21万欧元的

化学品，并降低了产品质量变化。

第三，提高生产力。通过SMART Monitoring

实时数据分析，进一步提高工厂运营整体效

率，减少停机时间，从而最大限度调度工厂人

员设备。

安德里茨向巴西Bracell新建浆厂提供
主要生产技术和关键工艺设备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收到

Bracel l公司的订单，为其设在巴西圣保罗州伦索

伊斯保利斯塔市的“STAR”项目提供节能环保的

纸浆生产技术和关键工艺设备。

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第三季度投产。合同在

2019年7月已宣布授予安德里茨，但当时客户名字

处于保密状态。

安德里茨将供应新浆厂最重要的6个工艺系统

中的4个，而且是以EPCC（设计、采购、安装和土

建）总包形式交付：

一套完整的原木备料工段。采用安德里茨的

成熟技术，包括削片生产线、堆取料机、木片筛、

BioCrusher生物质处理，以及生物质堆存设备。每

一条桉木削片生产线都由安德里茨独特的水平喂

料式HHQ削片机（EXL型号）组成，在保证高产

能的同时，又不影响木片质量。备料工段采用一系

列先进的工业物联网产品提升生产运行性能，包

括削片机EKG、石子探测设备、木片分析仪Scan 

Chip和可测量木片密度和水份从而优化制浆工艺

的FlowScanner。

一台安德里茨HERB高效碱炉。蒸汽压力101 

bar（a）、蒸汽温度515℃，以最大限度地发电。该

HERB高效碱炉具有提高能效的烟气冷却和给水

预热技术，为发电提供尽可能多的蒸汽。它采用不

需要水洗而保持较长运行周期的设计。2019年12

月初，安德里茨成功完成了第一个碱炉钢柱的组

装。

环保的阔叶木制浆生产线。确保低废水排放，

可生产硫酸盐浆和溶解浆，包括木片进料系统、

带预水解塔（PHV）的低固形物连续蒸煮系统

LoSolids、筛选工段和漂白车间，以及安德里茨的

鼓式置换洗涤技术，确保了低运营成本、低排放、

极高的洗涤效率、优秀的纤维品质。制浆生产线的

图1  BTG SMART Monitoring智能监测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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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设备采用最新的连续蒸煮工艺技术生产溶解

浆。

一套创新节能的EvoDry纸浆干燥系统。采用

高产能的双网成型技术、气垫干燥机、切板码放机

和打包线。配有浆料净化的上浆系统，确保两种纸

浆（溶解浆和硫酸盐浆）生产在后续工艺过程的

均匀进料。湿部包括一台带稀释控制的流浆箱、一

台双网成型机、一个有组合压榨和两个靴压的压榨

部。安德里茨纸浆干燥技术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很

好的验证。此外，安德里茨EvoDry浆板机节能效

果优于同类产品。可靠的安德里茨切板码放机提

供浆垛，在后续的高产能打包线上进行加工处理，

生产出最终浆包产品。

威立雅集团为巴西世界级制浆项目提
供关键的化学去除技术

本刊讯（威立雅 消息) 威立雅（Veolia）将为

巴西某大型浆厂扩建项目提供化学品技术支持，

帮助浆厂建设氯化物去除系统，致力于优化木浆

加工。

巴西的桉树林生长速度快于世界上几乎所有

国家和地区。在巴西，桉木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溶解

浆生产，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服装及其他相关行业

对可再生纤维的需求。

在这种趋势下，世界最大的纸浆生产商之一正

在巴西扩展其溶解木浆业务，以将阔叶木纤维素

转化为原料，不仅生产人造短纤维（人造丝级）或

粘胶长丝纱线，而且还生产用于制造各种药品和

食品的特种纤维。

制浆生产使用洗涤和清洁工艺来提高纸浆的

纯度，该过程的最终产物是富含有机物的液体流。

如果这种液体不仔细管理和清除化学物质，就会

在回收周期中积累氯化物和钾；如果不加以控制，

会造成腐蚀和锅炉结垢。

为防止因腐蚀和结垢造成的锅炉容量大幅减

少，以及防止运营成本增加，威立雅每天将处理

650吨沉淀灰。

基于先进的结晶技术手段，HPD®增强型氯

化物去除工艺（ECRPTM）将被应用于该浆厂扩

建项目中，控制钠回收和氯化物去除。预计该技

术还将继续应用于巴西其他大型纸浆厂相关项目

之中。

Sappi推出新型隔离纸

本刊讯（Sappi 消息) 2020年1月，Sappi扩大产

品范围，宣布推出新型隔离纸，用于纸类包装。这

种隔离纸可以有效隔离氧气、水蒸气、油脂和矿物

油等，还增加了定量为91g/m2的纸张品种。

此外，随着人们对低克重纸张需求的提高，

Sappi的隔离纸系列还特别引入了定量为75g/m2

的纸张。“我们在功能性包装纸方面加大了研发力

量。低定量的隔离纸同样具有高的油脂屏障，轻

型纸张特别受欢迎。”Sappi Europe业务开发包

装和特种纸主管RenéKöhler说：“它们可防止任

何矿物油进入最终产品，例如大米、谷物、茶、巧

克力等等。”

福伊特Qualiflex压榨靴套在俄罗斯纸
厂运行创造新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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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2020年2月，俄罗斯

Hayat Kimya Alabuga纸厂宣布，其安装使用

的福伊特QualiFlex CrownT压榨靴套创造了新

的使用记录。

Hayat  K imya A l abu g a表示，福伊特

QualiFlex CrownT压榨靴套安装于其TM4卫生

纸机，于2017年安装使用。该纸机主要生产原生纤

维卫生纸、餐巾纸和厨房用纸。

福伊特表示，其QualiFlex CrownT靴套此

次创造了661天的使用记录，达到4.7831亿转。它

打破了之前的世界纪录，上一次曾在中国创下了使

用585天的世界纪录。

福伊特表示，借助QualiFlex CrownT压榨

靴套，纸厂的机器运行条件更加稳定，效率更高。

压榨靴套采用精选的聚氨酯材料，可确保在苛刻

的高温条件下具有最高的耐磨性。

为了使卫生纸达到最佳脱水效果，靴套表面

的沟槽必不可少，沟槽的开口面积和空隙体积也

可以根据纸厂需求进行设计。与传统压榨靴套相

比，QualiFlex CrownT专为卫生纸机而设计使

用。

Hayat Kimya Alabuga纸厂隶属于Hayat 

Kimya集团，其主导业务包括家庭护理与卫生用

品以及生活用纸等。

六大造纸装备供应商谈2019年卫生
纸机技术突破与2020年计划

本刊讯（Tissue World Magazine 消息) 近日，

安德里茨、PMP、福伊特、维美德、拓斯克、川之

江六家卫生纸机供应商分别就2019年卫生纸机

技术发展和未来趋势发表了见解。

◆ 关于2019年卫生纸机技术突破及2020年预

测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及干燥业务总监Guenter 

Of fenbacher表示，2019年，我们推出了全新塑

纹型卫生纸机Pr imeLineTEX，此卫生纸机与

普通干法起皱型纸机相比，可节省高达25%的纤

维；与TAD纸机相比，可节省高达50%的能耗。

Pr imeLineTEX塑纹型卫生纸机和市场上其他

类型纸机相比，整体设计长度大大缩短，其仅使

用一张织物，而不是同类型纸机的两张。

2020年初，我们还将继续进行技术优化。在

完成PrimeLineTEX技术开发计划后，我们位于

奥地利格拉茨的PrimeLineTIAC卫生纸机技术

中心会继续进行各种试验和研发活动，以改善现

有的TAD纸机技术。

川之江：工程总经理Shinji Goda表示，我

们预计到2020年，行业将更加关注能够生产多

类型纸种的纸机，既能生产传统产品，又有改造

升级潜力的纸机会更受欢迎。我们去年运行的一

台纸机，就是既能够湿法起绉又能干法起绉的

机器，该机器因出色的流浆箱技术而受到广泛关

注。

PMP：业务开发副总裁Maja Mejsner表示，

世界范围内，多国卫生纸机机龄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以中国为例，机龄还很年轻，大多平均在八

到十年，而在美国则接近三十年。人均消费数据

也完全不同，成熟市场是新兴经济体的三到四

倍。因此，关注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市场和需求

的差异至关重要。

2020年，我们预计大趋势不会发生剧烈变

化，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行业应该继续以创新为

动力。2020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展产品，以满足

更多市场业务需求。

拓斯克：技术总监Paolo Raffael l i表示，拓

斯克当前正在开发低能耗的TAD技术，我们预计

该技术将在2020年投放市场。2020年我们决定

继续优化TAD技术，并创新纸巾生产技术，争取

在优化质量与降低能耗之间取得平衡。

维美德：卫生纸 业务销售经理 I n g m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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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son表示，在卫生纸领域，几乎所有新技

术的开发都是由两个因素驱动，即减少能耗，以

及能够用更少的纤维生产更多的产品，即降低纤

维原料消耗。

如 今，维美德 通 过完善的A d v a n t a g e 

ThruAir、TAD工艺不断升级以及多种混合工艺

（如Advantage NTT、e-TAD和QRT）满足了

纸巾产品差异化的需求，目前已扩展到最重要的

市场，这些市场已经启动或正在交付中。

对高效率的追求将推动工业互联网服务的使

用，维美德也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工业物联网的发

展，支持客户改善和优化其生产系统。

福伊特：高级副总裁Martin Jauch表示，由

于全球平均生活水平和个人卫生水平的提高，纸

巾、餐巾纸、面巾纸和卫生纸等生活用纸产品的

全球消费量正在迅速增长。

卫生纸是生活用纸业务中最大的品类，柔软

度是鉴别卫生纸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卫生

纸领域中，福伊特正在开发新的制造技术以提高

纸张质量，努力追求差异化，同时提高生产率和

降低能耗。运营成本必须保持尽可能低的水平，

以确保制造商的竞争力。福伊特造纸在终端产品

质量方面继续取得了进步，2020年还将继续致力

于卫生纸机技术改进和研发。

◆ 关于市场技术需求变化趋势及对策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及干燥业务总监Guenter 

Of fenbacher表示，全球生活用纸行业的竞争非

常激烈，与此同时，该行业也在不断发展。创新是

成功的关键，生产成本以及产品功能是关注的焦

点。我们希望继续进行从常规级别到高级级别的

生活用纸研发。

此外，强烈要求充分利用每一次生产投资机

会，提高生产速度，减少非计划停机的所有可能

性。我们位于奥地利的Pr imeLine TIAC生活

用纸应用和创新中心拥有中试工厂，为了满足客

户的需要，我们将继续进行技术革新，在我们的

Metr is性能中心，我们将致力于开发数字化技术

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提高传统造纸行业的自动化

水平。

川之江：工程总经理Shinji Goda表示，卫

生纸生产商未来的主要需求之一就是造纸过程

的可视化，因为如果该过程具有操作参数不透明

或者不统一，那即使很小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生

产效率。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开发了易于操作

且价格合理的运行监测系统，帮助纸厂实现即时

调控。

PMP：业务开发副总裁Maja Mejsner表示，

多年以来，生活用纸制造商一直在谈论每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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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以及如何在保持纸张质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

减少纤维消耗。但是有时候越复杂的技术反而起不

到好的作用，因此技术研发应该讲究实用性。

数字化正在迅速改变世界，在不断变化的环

境中，缺少创新的公司将失去竞争力，因此我们

也正在开发和实施卫生纸机新技术。

此外，效率是关键。如果我们想象在20世纪

70年代，建造工厂有时需要四年。如今，作为一

个行业，我们已经成功地将这一时间范围缩短到

平均1.5年。作为PMP，我们认为需要牢记两个重

要因素：安全性和透明度。无论如何，我们所有人

都需要确保应用解决方案对用户和整个过程都

是安全的。机械供应商应该给人们一个选择并保

持透明，以确保购买者可以进行比较，以及明确

某些选择的后果（例如，低碳钢代替不锈钢、较

低质量的泵代替优质泵等）。我们所有人都有责

任保持卫生纸业务的合理状态并发展壮大。 

例如，与前十年相比，以前的生活用纸生产

线坚固耐用，可连续运行35年，如今的却短了。

预计要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亚洲还需要三到四

年，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则需要五到六年。

拓斯克：技术总监Paolo Raffael l i表示，消

费者和零售商正在推动向更可持续产品的真正转

变。造纸工业对于高能耗工艺进行减碳脱碳存在

着广泛的需求。作为机械制造商，我们致力于提

供最有效的技术，这将使生活用纸生产商节省和

回收能源，从而减少碳排放量。我们还可以通过

设计节能布置和节省水/化学/纤维图纸，为优化

其工艺做出有效贡献。简而言之，我们的设计和

制造工作专注于提高机器性能、提高效率并减少

其生态足迹。此外，我们还了解到，替代塑料的

纤维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拓斯克也正在开发使

用替代纤维的技术，旨在研究纤维特性，提高最

终产品的质量，并减少备料过程中热能和电能的

使用。

维美德：卫生纸 业务销售经理 I n g m a r 

Ande r s s on表示，目前，纸厂越来越多地对生

产运营效率提出了要求，要求提高生产速度，减

少停机。如果设备可靠，在预定的时间间隔内

维护就最少。目前，我们的纸机已经达到了超过

2200m/min的最大运行速度，但是由于这时速

度的能耗迅速增加，因此没有更多的动力来进一

步提高这一速度，这也是未来需要继续改进的地

方。此外，保持所有设备的美观和清洁，并密切监

视所有过程参数是实现高生产率的基础，这也符

合未来市场需要。

福伊特：高级副总裁Martin Jauch表示，当

前无论哪个行业，都在向数字化转型升级，造纸

行业也不例外。如果错过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窗口

期，就有可能在诸多领域失去竞争力。生活用纸

生产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正在开发和实施一系列

有关的数字化新技术。

福伊特 造 纸 是 造 纸 4 . 0 的先驱 之一，已

经发布了适用于生活用纸行业云应用程序。 

OnEfficiency系列产品提高了效率，改善了产品

和过程的质量，并改善了机械和过程控制。此外，

福伊特还提供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以及虚拟传感

器。福伊特自动化平台ComCore上的所有产品都

易于实施，并为卫生纸机的性能控制提供了灵活

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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