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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漆酶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由于其反应后最终

产物是水，所以它是一种环保型多酚蛋白酶。随着环保

逐渐被人们重视，采用环境友好、绿色可再生的生物

转化过程正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本篇综述分析了近

年漆酶的研究趋势，发现漆酶在制浆造纸中的应用性

研究正逐渐被学界重视。因此，本文将主要围绕漆酶

在生物制浆、漂白、树脂控制和废纸脱墨四个方面的应

用性研究，以期总结前人工作并且发现存在的问题。在

漆酶参与的生物制浆过程中，菌株种类是影响生物制

浆最为重要的因素，如何培育出更有效的菌种将是未来

研究的主要工作；在漆酶介体系统参与的漂白过程中，

目前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漆酶的稳定性和介体的可重复

利用上。与此同时，漂白时间和处理温度目前尚有优化

的空间；在树脂控制的应用中，介体1-HBT因其具有显

著降低卡伯值和提高亮度等优点，依然是研究的热点。

在漆酶参与的废纸脱墨的研究中，pH值、漆酶用量以及

处理温度是众多影响白度的因素中最为显著的三个指

标。如何将这三者有效优化使其更为有效地提高白度

将是未来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关键词：生物制浆；漆酶；漆酶介体；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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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的高值化利用已经成为生物质可再生

利用的重要途径[1]。在众多的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的手段

中，造纸是最为有价值的转化过程[2]。然而在造纸过程

中，如何进一步减少能耗、水用量以及化学品消耗是造

纸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3]。生物过程因其过程友好、条

件温和、用水量少、选择性高等优点，一直以来都受到

学界的关注[4]。但是生物过程因其自身的低效和不稳定

性，限制了其广泛的应用。随着各国环境政策法规的不

断规范和排放要求不断升高，生物技术又重新获得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面对大量技术性难题，但是随着

研发资金的投入，以及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

图1  有关漆酶报道的不同文献和相关主题分类的统计分布

其中PT为医药相关领域（Pharmacology, Toxicology and Pharmaceutics）、EN

为能源相关领域（Energy）、AB为农业与生命科学领域（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BG为分子生物学领域（Biochemistry,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CE为化工相关领域（Chemical engineering）。 

步，生物技术，尤其是利用漆酶的生物过程在制浆造纸

过程的多个环节的应用，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5]。因此，

本文对近年来有关制浆造纸过程中使用漆酶以及辅助

使用漆酶介体的应用进行初步的综述，从而总结前人的

工作并发现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

的参考。

1  漆酶概述和研究趋势

漆 酶 作 为 一 种 苯 二 酚 氧 化 还 原 酶（ E C 

1.10.3.2），因为拥有多个铜金属催化活性位点，具有

可以催化降解多种芳香环有机物的功能。漆酶因最早

被发现于日本的漆树而得名[6]。漆酶广泛地存在于具有

腐化木材功能的真菌当中[7]。漆酶具有三个含铜的活

性位点：一类Ty p e1活性位点主要完成电子转移；二类

Ty p e2活性位点为氧原子活化位点；三类Ty p e3位点

完成氧原子吸附和传导。通常，在没有铜元素存在的条

件下，漆酶将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氧化还原反应。因

此，铜元素在漆酶的活化活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8]。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表明，有关漆酶的报道和相关

的应用型研究正在逐年增长。我们通过使用S c o p u s和

Google s cholar的文献相关统计，对有关漆酶的研究

领域大致地划分了五大类，即：医药相关领域（PT）、

能源相关领域（EN）、农业与生命科学领域（AB）、分

Abstract: Laccase is widely existed in nature. Because the final 
product of the reaction is water, it is an eco-friendly polyphenol 
protease. Thanks to th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studies of using bio-process such as laccase facilitated bio-
process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ttractive. In this review, 
we conducted a brief research survey in the area of bio-pulping 
process using laccase, and provided our own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se applications. To summarize the previous work 
and identify the research gaps, the following subdivision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laccase in biological pulping, bleaching, resin 
control and waste paper deinking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e 
process of biological pulping in which laccase is involved, strain 
typ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refore, how to cultivate 
strains with better capacity in degrading lignin compounds will 
be the main work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bleaching process 
involving laccase intermediate hybrid system, the main problems 
lie in the stability of laccase and the reusability of the laccase 
mediator. Meanwhile, there is still a room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bleaching time and treatment temperatu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resin control, the medium 1-HBT is still a research hotspot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kappa 
value and increasing the brightness. In the study of deinking of 
waste paper by laccase addition, the pH value, laccase dosage 
and treatment temperature are the most critical parameters that 
ultimately affect the whiteness of the paper, therefore, the future 
endeavor in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whiteness of paper by 
optimization of those above three parameters becomes pivotal.
Key words: bio-pulping; laccase; laccase mediato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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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物学领域（BG）、化工相关领域

（CE）。通过对发表论文的收集，对

过去五年当中有关漆酶在这五大类中

的报道进行了汇总。其结果如图1所

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年

中，在以上五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有

关漆酶的文献量（每年）都在500篇以

上。2019年虽刚刚过半，有关漆酶在

以上五个领域的报道也已经接近400篇，这说明在2019

年度，漆酶的研究仍然呈现稳中增长的趋势。从研究的

领域看，漆酶在化工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研究一直是

研究重点。而在相关的化工过程的研究中，漆酶在制浆

造纸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在环境控制方面的报道也是

许多学者近期关注的热点[9,10]。因此，我们将针对漆酶

在制浆造纸工艺中的研究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2  漆酶在生物制浆过程中的应用

目前，工业上广泛采用的制浆方式主要分为机械

制浆和化学制浆两种。机械制浆过程不仅能耗较高，通

常情况下也无法脱除木质素，所得的纸浆的色度通常无

法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化学制浆法虽然能够有效分离

和脱除木质素，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制浆过程中同时

伴随黑液的产生。如果采用木浆造纸，黑液可以通过碱

回收工段浓缩蒸发从而将蒸煮剂重新回收并将热能加

以循环利用[11]。但是对于草浆造纸，由于灰分特别是有

机硅的存在，不易实现碱的回收，从而使小规模草浆造

纸厂产生大量的黑液[1,2]。

生物制浆过程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制浆技术，随

着社会对环境友好制浆过程的关注增多，重新受到许多

学者们的关注[12]。在生物制浆过程中，漆酶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图2为生物制浆过程的简化流程。

生物制浆过程过程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

关键步骤：前处理过程（主要是去除许多影响生物活性

的杂质）、接种和培养过程（该过程的核心）。在培养过

程中，漆酶联合其他种类的氧化还原酶类催化剂催化木

质纤维素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将木质素为主的芳香环类

的木质纤维素从高分子有机物逐渐降解为小分子可降

解的化合物。这样为后续进行制浆过程节约了大量的化

学品消耗，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化学品消耗和相应的能

耗，最终实现更加环保和低排放的制浆过程。表1列出

了相关使用白霉菌以及其他菌类协助生物制浆过程的

比较。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菌株对于不同的生物质原

料在制浆过程中所需要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以培养

pH为例，菌株Phlebia brevispora BAFC 633（白腐

真菌）可以维持在酸性条件下进行生长（pH=3.6）。物

质中的木质素被大量有选择性地降解，同时少量的阿拉

伯糖也被降解。与此同时，生物质中绝大多数碳水化合

物被保留下来。对于使用专门降解木质素的微生物，以

芦苇秆作为造纸原料进行接种培养，过程pH可以接近

于7。从生物制浆过程的处理时间上来看，并未呈现出

草浆处理时间明显少于木浆处理时间的现象。这说明

原材料三组分，即半纤维素、木质素和纤维素的组成成

分对于使用漆酶进行降解木质素的过程不是唯一关键

的影响要素，其他初始操作条件例如：生物质的破碎程

度、接种量和菌株种类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时间。

从培养温度上看，绝大多数培养温度都在23～30℃。通图2  生物制浆过程简图

表1  生物制浆过程比较

生物质

种类

Pinus taeda树

油棕榈果树枝

木条

甘蔗渣

桉树

芦苇秆

松树

pH

3.6

4

5.2

4.8

5.5

7

4.8

菌株

Phlebia brevispora BAFC 633

Aspergillus sp. LPB-5

Hormonema spp

Basidiomycetes

Trametes versicolor

Lignin degradation bacterial consortium

P. sanguineus

温度

/℃

30

28

23

27

25

30

30

时间

/d

30

15

28

60

42

15

14

文献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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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T: 1-hydroxy benzotriazole

ABTS: 2, 2′-azino-bis(3-ethylbenzothiazoline-6-sulfonic acid)

ASP: Acetosyringone, syringaldehyde and p-coumaric acid

NHAA: N-hydroxy acetanilide 

SFCS: Sinapic acid, ferulic acid, coniferyl aldehyde, and sinapyl aldehyde 

表2  生物漂白过程比较

生物质

种类

混合木材

桉树

麦秆

亚麻

松树

云杉

剑麻

pH

6.0

4.0

8.0

4.0

4.5

5.0

4.0

介体

HBT

HBT

ABTS

ASP

HBT NHAA

ABTS

SFCS-HBT

菌株

Aspergillus fumigatus

Trametes villosa

γ-proteobacterium JB

Pycnoporus cinnabarinus

Coriolus versicolor

Trametes versicolor

Trametes villosa

温度

/℃

50

50

55

50

40

60

50

时间

/d

2.0

2.0

4.0

5.0

8.0

2.0

4.0

文献

[20]

[21]

[22]

[23]

[24]

[25]

[26]

常，温度越高，漆酶处理制浆脱除木质素所需的相对时

间越短。例如使用P. sanguineus菌株对松木进行脱除

木质素的处理，在30℃下，处理时间仅需要14天。而在

使用Basidiomycetes菌株对甜菜粕进行脱除木质素的

处理中，在27℃下，处理时间需要长达60天。另外，处理

时间长短除了与处理温度有关外，使用的菌株以及pH

条件对于脱除木质素的时间影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如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木质纤维素的生物质种类对

于生物制浆过程的脱除木质素影响不明显，草浆例如甜

菜粕的木质素脱除时间（60天）远远超过处理的木浆例

如松树的处理时间（15天）。从不同菌株使用效果上来

看，使用P. sanguineus菌株对松木进行脱除木质素的

处理的效果最佳（pH=4.8下，30℃，处理时间仅需要14

天）。在漆酶应用于生物制浆过程中，菌种的作用是最

为关键的。如何培育和分离出更为有效生产漆酶的真菌

或细菌微生物将是未来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环

节。

3  漆酶在生物漂白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特别是对漆酶-介体系统研

究的不断深入，利用漆酶-介体系统的高选择性、低污

染性的特点进行生物漂白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漆酶生

物漂白技术主要是利用漆酶对木质素的降解作用，从而

达到脱色漂白的目的。虽然漆酶可以直接降解木质素的

芳香环，但是漆酶无法有效氧化降解非芳香环类支链官

能团，这也是单独使用漆酶进行生物漂白最大的限制因

素。由于介体系统的引入，木质素中

的支链官能团的活化能被有效降低，

那些在单独使用漆酶无法降解的木质

素结构在添加介体系统后，都可以被

漆酶-介体复合系统有效降解。因此，

漆酶-介体系统备受关注。

从表2可以得出，不同生物质对

应的不同菌株所适配的介体系统有

所不同，因而所需要的条件也有所

区别。以木材类原料为例，处理云杉

类、桉树类以及混合木材类原料通常

只需要2h左右，反应的pH通常在4～

6之间。但是在松树生物漂白过程的

处理时间长达8h之久。其可能与原料中木质素的疏松

紧密程度有密切的关系[27,28]。从pH的角度来说，生物

漂白过程基本维持在酸性的条件下（pH=4.0～6.0），

γ-proteobacterium JB菌株配以ABTS处理麦秆是

一个例外，其所需要的pH为8.0，偏碱性。此外各类菌

株的培养温度基本相似，均为40～60℃。研究表明，高

温易使漆酶降解木质素的效率提高，即所需处理时间

变短。介体对于处理条件的影响最为明显，例如使用

Trametes vil losa菌株搭配HBT介体对桉树进行木质

素降解，在50℃、pH=4.0的条件下，处理时间仅需2h。

而对于使用Pycnoporus cinnabarinus菌株搭配乙酰

丁香酮、丁香醛和对香豆酸介体对亚麻进行木质素降

解，在相同温度和pH值的条件下，需要处理5h。当代主

流的漆酶-介体系统所使用的介体为HBT，因为许多研

究表明漆酶-HBT系统不仅能提高木材和非木材的纸

浆漂白率以及木质素降解能力，并且能有效去除影响

纸机运行效率的胶黏物，以达到优化纸浆性能的目的。

不同植物组织中的木质素种类对于生物漂白过程也存

在着一定的影响。从以上比较可得出，使用Tr am e t e s 

v i l lo sa-HBT系统对桉树进行木质素降解的处理效果

最佳（pH=4.0下，50℃，处理时间仅需2h）。然而，漆

酶-介体系统需要面临以下的技术问题：（1）如何研发

出更不易影响漆酶稳定性的合成介体；（2）提高介体的

重复利用率；（3）如何进一步缩短处理纸浆的生物漂白

时间；（4）如何能够进一步降低纸浆生物漂白的处理温

度。这样，才可能实现该过程在制浆造纸过程中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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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用。

4  漆酶在树脂控制环节的应用

纸浆中除了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外还含有少

量其他种类的有机物，即植物组织中的树脂类化合物。

由于残留的树脂会影响纸张的质量和制浆设备的运行

效率，所以控制和去除纸浆中的树脂成为提高纸浆质

量必不可少的一步[29]。漆酶具有选择性氧化酚醛类木

质素结构和作用于纸浆中不饱和脂类物质的功能。但是

其对通过低分子量烷烃类官能团作用有限。为了提高漆

酶的作用范围，通常使用介体来提高漆酶的氧化还原电

势，从而使漆酶能够作用于除酚醛类木质素结构以外

的低分子量烷烃类官能团。因此，漆酶介体联合系统被

广泛应用于纸浆树脂脱除阶段。表3比较了使用不用漆

酶联合介体系统对纸浆树脂的脱除效果。

甾醇也称为固醇，是一类通过使用硫酸盐蒸煮桉

树得到的亲脂化合物。Cristina Valls等人在不同操作

条件下使用漆酶介体对桉木浆中的甾醇去除进行了研

究。此研究中漆酶剂量、介质剂量和反应时间都对木浆

中甾醇的脱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最适宜的条件是在漆

酶浓度16μg/Lodp（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中间剂浓度为0.5%o d p，反应时间为4h时，纸浆中几乎

所有游离甾醇都被清除，除了固醇外，纸浆中残留的木

沥青或木树脂，也会对造纸机运行性能和产品质量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减少纸浆中木沥青或木树脂含量对成

本和设备会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木沥青或木树脂主要由

脂肪酸、树脂酸、甾醇酯和甘油三酯组成。T.v i l lo s a漆

酶和T.hirsuta漆酶能够通过一定程度上在空间层面修

饰脂肪酸和树脂酸，从而有效地达到处理木树脂的效

果。使用气相色谱分析仪(GC-Gas chromatography)

分析了工业亲脂性模型化合物的化学成分，结果表明松

香油脂肪酸(TOFA-Tal l oi l fatty acids)和松香油

树脂酸分别含有约84%和59%的单体成分[31]。而树脂酸

又是由共轭树脂酸、海松酸、去氢松香酸、异松脂酸组

成。Stina Karlsson等人使用T.hirsuta漆酶对纸浆中

木树脂进行处理。结果表明，纸浆中共轭树脂酸含量明

显减少约30%，而纸浆中海松酸和异松脂酸含量只下

降了约3%。与此同时，纸浆中的去氢松香酸反而升高了

约10%，而由于气相色谱分析仪表示的结果已经发生了

改性，对其产物的进一步分析还有待进行。可能的原因

在于T.h i r s u t a漆酶在空间的选择性和反应活性对于

不同的树脂酸显示出不同的效果。T.v i l l o s a漆酶对于

纸浆中树脂酸的作用显示出与T.hirsuta漆酶较为类似

的效果。T.v i l l o s a漆酶和T.h i r s u t a漆酶对于不同树

脂酸表现出不同的选择性，可能的原因在于共轭树脂

酸、海松酸、去氢松香酸、异松脂酸类在空间结构上的

差异，从而导致酶在接近这些化合物的难易程度产生

了不同。从选择性上看，纸浆中共轭树脂酸是最容易被

T.villosa漆酶和T.hirsuta漆酶降解去除。而对于去氢

松香酸的脱除，使用T.vil losa漆酶和T.hirsuta漆酶无

法达到脱除的效果。

比较表3中使用的介体体系可以看出，1-HBT是大

多数生物漆酶介体系统所选用的介质，而栓菌属也是

大多数研究者选用来解决树脂障碍的菌属类。这主要

是因为：（1）1-HBT体系能够最为有效地提高纸浆的

亮度；（2）最为有效地降低纸浆的卡伯值；（3）1-HBT

介体也是研究较为透彻的体系；（4）

栓菌属通常培养相对简便和经济。除

了树脂酸，其他类似树脂类物质包括

碳化氢、其他类固醇、三萜烯类化合

物和三酸甘油酯在内的亲脂类萃取

物，也是广泛存在于纸浆中的另一大

类树脂化合物。在这些树脂类化合物

中，亲脂类因其抽出物相对容易，从

而可以被绝大多数真菌有效降解。固

醇脂类化合物可以被一些子囊真菌

有效降解；而非共轭固醇类的一些

1-HBT（1-hydroxybenzotriazole）: MTL (Myceliophthora thermophile laccase)

S (Syringaldehyde); MS (Methyl syringate); TOFA (Tall oil fatty acids): GR (Gum rosin)

PLE（Pulp lipid extraction）; PC (Pycnoporus cinnabarinus)

MLC（Model lipophilic compounds, e.g. alkanes, fatty alcohols, fatty acids, resin acids）

表3  不同漆酶介体系统去除纸浆树脂

菌类

长绒毛栓菌

T. hirsuta

T. villosa

MTL

真菌

PC

pH

4～7

4.6

4.6

6.5

4

5

脂类

甾醇

TOFA,GR

TOFA,GR

PLE

脂类提取物

MLC

介体

种类

1-HBT

1-HBT

1-HBT

S/MS

1-HBT

1-HBT

温度

/℃

30

40

40

50

50

24

+15.6%

-

-

+4.7%

+16.5%

-

白度

-23%

-

-

-24%

-38%

-

卡伯值 文献

[30]

[31]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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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被微生物降解的化合物只能被某些担子菌类的白

腐菌有效降解[35]。由于不同真菌菌类产生的漆酶具有

降解不同树脂类化合物的特性，未来漆酶在纸浆树脂

脱除的应用中，应该采取多种类漆酶联合使用的方法，

从而使纸浆中的不同树脂能够脱除，更为有效地提高

纸浆质量。从漆酶介体体系脱除纸浆中树脂的类型上

看，目前针对利用漆酶介体体系对亲脂类萃取物降解

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我们认为这也将是未来值得深入

研究的方向。比较表3中的操作条件可以看出，不同漆

酶介体体系反应温度有很大的不同（24～50℃）。研究

显示，Pycnoporus cinnabarinus菌类所需处理温度

较低，而嗜热菌类例如Myceliophthora thermophile 

l a c c a s e等对于处理纸浆中的树脂需要较高的温度

（50℃）。使用不同的漆酶介体体系应该考虑到处理纸

浆所具有的温度，如果纸浆在脱除树脂之前的温度较

高，应该着重考虑使用嗜热菌类所产生的漆酶进行树脂

脱除。除了温度以外，纸浆的pH值是另一个较为重要的

操作参数。表3中pH值的波动范围在4～7之间，说明绝

大多数漆酶介体体系在降解纸浆中的树脂需要维持在

酸性或中性的范围内。由于通常制浆过程在碱性环境中

完成[36]。在使用漆酶介体系统进行纸浆树脂的脱除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纸浆pH值的调节，这样才能使漆酶介

体系统在最佳pH值下进行树脂的脱除。

5  漆酶在废纸脱墨过程中的应用 

废纸脱墨是使废纸可回收以实现造纸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相较于传统的化学脱墨法，酶法

脱墨具有效率高、能耗低和污染小等特点[37]。据国外研

究表明，利用漆酶/介体系统对废纸（如旧报纸）进行脱

墨，脱墨浆的白度和可漂性都有明显的提升[38]。漆酶/介

体系统进行废纸脱墨主要是利用了介体使漆酶可以氧化

降解木素的非酚型结构单元的特性，从而引发剥皮作用

使得纤维表面变得光滑，与此同时，通过介体的协助，漆

酶能够进一步使油墨的暴露面积增大，最终达到油墨与

纤维的分离目的[39]。根据Sigoi l lot等人的研究报道，半

纤维素酶与漆酶之间可能具有协同脱木素的作用[40]。为

了验证并将其真正投入工业应用，我国研究学者徐清华

等对上述两种生物酶与漆酶的协同脱木素作用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二者均可与漆酶进行协同脱木素作用[41]。

由于工艺条件的探索对于提高脱墨效率有直接的指导

意义，因此北京科技大学的汪顺才对于漆酶/介体系统

对废纸脱墨适宜的工艺条件进行了深度研究，通过控制

不同的变量来探寻最合适的条件[39]。 

由图3可得知，改变pH值对废纸的白度提升影响

最大。因为pH值对于有酶参与的化学反应是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素，pH值可提高酶的反应活性，并且漆酶在最

佳的pH值下（pH=9.0）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纸浆中的

木素含量和提高纸浆性能。漆酶用量也同样重要，在反

应过程中，由于部分漆酶可能失活，所以当漆酶用量不

足时，可能会导致木素脱除不充分，从而使纸张白度提

升不明显；该实验表明漆酶的最佳用量为8k g/t纸。适

宜的温度也是生物酶反应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废纸脱

墨的反应工艺来说，温度过高会使漆酶失活，而温度偏

低会使漆酶所催化的反应无法达到最佳的反应速率，

从而导致反应不完全。碎浆浓度、反应时间以及添加剂

（锆化合物）用量对于白度的提升并不明显，但如果这

三项变量的数值偏离最适宜的范围同样会导致脱墨不

充分。通过实验结果得出碎浆浓度需要维持在7.1%左

右，反应时间控制在30m i n左右，而添加剂锆化合物的

用量为2k g/t纸。综上所述，在使用漆酶/介体系统进

行废纸脱墨的过程中，找出最适宜的pH值、漆酶用量和

反应温度能使反应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如何将pH值、

漆酶用量以及反应温度控制在最适宜的范围内并且选

择相符的协同酶，是使其在应用于实际造纸过程前所

面临的最大挑战。

6  结论

图3  在控制不同变量变化10%条件下废纸白度提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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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制浆造纸工艺上漆酶的不同应用进行文献

调研，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如何培育和分离出更

有效生产的菌种；在漂白中，如何提高漆酶介体系统的

稳定性、重复利用性，降低其漂白时间和处理温度；在

树脂控制环节中对1-HBT型介体的研究中，如何更有

效地提高纸张亮度、降低卡伯值以及更简易的制备；在

废纸脱墨过程中，pH值、漆酶用量、温度为影响纸浆白

度的主要因素，而碎浆浓度、反应时间以及添加剂用量

对白度影响较小，即如何将主要因素控制在最佳范围

内。综上所述，随着对漆酶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使

用漆酶-介体系统的生物制浆技术将成为传统化学制

浆的重要技术补充。未来的制浆造纸工艺很可能将采

用取长补短的整合型工艺，即联合传统工艺中的高效和

生物工艺中低排的特点，开发出更为节能和环保的绿色

生态友好型制浆造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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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70万吨机外涂布

纸机过程质量视觉系统（PQV）的应用情况，包括：断纸

监控、纸病检测、硬件配置、工作原理、生产应用、日常

维护。

关键词：断纸监控；纸病检测；相机；灯梁；工作原理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P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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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s coating machine of Shandong Huatai Paper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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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70万吨机外涂布

纸机（以下简称华泰PM8）主要由纸机、再卷机、涂布

机组成，可生产双胶纸、铜版纸、轻涂纸等多个品种。

华泰PM8采用Valmet第一代PQV（Process Qual ity 

V i s ion）过程质量视觉系统，将断纸监控WBA和纸病

检测WIS功能整合在一个系统里。

断纸监控WBA的概念：检测、记录断纸原因、追

踪记录纸页边部形成纸病的原因。纸病检测W I S的概

念：检测尘埃、斑点、条痕、褶皱、孔洞、破边、漏涂、刮

线、背辊印等外观纸病。由于纸机生产的原纸需经过再

卷机补洞、修边处理，通过飞接装置用于涂布纸的生

产。对于断纸监控、纸病检测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要求非常高。生产过程中出现假纸病、漏拍等问题会造

成涂布机断纸，直接影响车间的运行效率。因此PQV系

统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当于操作人员的眼

睛，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PQV系统的组成

如图1所示，P QV系统由纸机和涂布机两套系统

组成：一部分为纸机PQV系统，由PM断纸监控WBA、

图1  纸机PQV系统组成

PM纸病检测WIS、标识器、再卷机CodeRe ade r读码

器、控制柜、DS服务器和CS服务器、操作站组成；另一

部分为涂布机PQV系统，由OMC断纸监控WBA、OMC

纸病检测W I S、控制柜、上位机D S服务器和C S服务

器、操作站组成。                     

2  硬件配置

2.1 PM&OMC断纸监控WBA

如图2所示，断纸监控摄像头在纸机PM安装22

台，在涂布机OMC安装13台。

纸机PM:网部2台、压榨部4台、前烘6台、施胶4

台、后烘2台、压光1台、卷取前切边2台、卷取1台。涂布

机OMC:放卷前2台、放卷后2台、四个涂布头8台、卷取1

台。

硬件组成如下：

(1）相机&镜头：黑白、高速、高分辨率逐行扫描技

术。

(2）LED灯板：采用LED光源，发热量小、寿命长、

亮度高。

(3）前置玻璃、雨刷、冲洗水喷嘴：高透光度、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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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冲洗保证光洁度。

(4）水源、气源：冲洗前置玻璃，摄像机内保持正

压。

(5）I/O卡：调节相机亮度I r i s、聚焦Fo c u s、变焦

Zoom。

(6）视频转化卡：连接相机视频信号转化为光纤信

号去机柜室IA P卡，并通过光纤接受来自系统的命令，

并将这些命令传输给摄像机。

(7）电磁阀：冲洗水电磁阀、雨刷摆动电磁阀。

2.2 PM纸病检测（WIS）

如图3所示，PM纸病检测摄像头共24台，位于纸机

卷取前、扫描架后。采用穿透式灯梁，用于检测原纸孔

洞、褶子、半透明、尘埃、异物、破边等纸病。其硬件组

成分为相机梁、灯梁、光纤箱、控制箱、操作箱。

2.2.1 相机梁

(1）相机&镜头：先进的高速逐行扫描技术，完全

可编程，高分辨率，渐进式扫描CCD黑白相机。

(2）相机快门：采用FESTO单作用气缸，用于推动

相机梁挡板，相机工作时打开，保持相机梁内卫生，保

持镜头的清晰度。

(3）供电电源、电缆槽：内有12V DC相机电源、

5VDC视频转化卡电源。

(4）冷却气：保证正压通风，由单独风机供风，相

机具有温度检测报警功能。

(5）同步卡：控制相机频率，保证相机与LED灯同

频率。

(6）视频转化卡：连接相机视频信号转化为光纤信

号，通过光纤箱去机柜室IA P卡，并通过光纤接受来自

系统的命令，并将这些命令转发给摄像机。

2.2.2 灯梁

(1）防护玻璃：位于LED灯板上方，用于密封。定期

清理表面灰尘、纸末。

(2）LED灯板：采用LED光源，发热量小、寿命长、

亮度高、衰减慢、可调整。

(3）供电电源、电缆槽：内有LED灯板电源、驱动模

块电源。

(4）驱动模块：接收同步卡的同

步频率信号，输出多路频率信号控制

灯梁板LED灯频率，保证相机与LED

灯同频率。

2.2.3 操作箱

位于操作侧，可进行手动/自动

转化。处于手动状态时，可进行手动

操作打开/关闭相机快门、灯梁上升、

下降操作和急停操作。

2.2.4 控制箱

(1）西门子C P U：用于控制灯

梁上升、下降；与P QV系统I/O卡和

MCS系统I/O卡采用硬连线信号。

(2）电源：向灯梁、相机梁提供

5VDC、12VDC、24VDC、48VDC、

220VAC电源。

(3）气动阀组：快门电磁阀、梁移

动电磁阀。

(4）同步卡：此卡用于控制灯梁

板L ED灯、相机的频率，保证两者同

图2  PM断纸监控硬件配置

图3  PM纸病检测硬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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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标识器

图4  OMC纸病检测硬件配置

步。

2.2.5 光纤箱

来自控制室多芯单股光缆，经光纤盒转化为2SC多

模光纤连接至相机的VicoTech卡。

2.3 OMC纸病检测WIS

如图4，OMC纸病检测共安装2套，每套31台摄像

头，位于涂布机卷取前。采用低角度反射式灯梁，分别

检测底涂和面涂的涂布纸病。检测背

辊印、刮线、气泡、漏涂等纸病。硬件

组成分为相机梁、灯梁、光纤箱组成

（同2.2，此处只介绍与PM不同的镜

头、灯板）。

2.3.1 相机梁

相机&镜头：黑白、高速、高分辨

率、逐行扫描技术。

2.3.2 灯梁

LED灯板：采用LED光源，顶部

有透镜、48VDC，发热量小、寿命长、

亮度高、衰减慢、可调整。

2.4 控制柜

纸机PQV系统与涂布机PQV系

统的控制柜布置和结构是一致的，分

别位于干部、涂布控制室。与现场断

纸监控、纸病检测、MCS、传动、标识

器、再卷机CodeRe ade r读码器等采

用不同的方式连接和通讯。柜门前后

开门分为前后两部分，具体如下：

(1）机架：采用24VDC、5VDC、

3.3VDC供电。

(2）IAP卡：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通过光纤电缆接收来自现场相机的

视频信号，对视频进行处理、分析、识

别、分类、存储，也可向相机发送命令

和参数。通过内部计算将分析的数据

通过网口通讯到24口交换机，另有2路

视频四通道输出50帧/秒流视频经同

轴电缆到操作室用于视频显示。每块

卡有4路输入接4台相机。

(3）开关电源：220V 9.5A可提供24V D C、

5VDC、3.3VDC。

(4）24口交换机：连接C S、D S服务器、操作站、

IAP卡、MCS通讯。

(5）Date ServerDS服务器：数据服务器采用HP

服务器Windows 2003 server，运行SQL数据库、I/O

卡件、通讯协议等多个组件，用于存储断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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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m e r a s e r v e rC S服务器：相机服务器采

用HP服务器Windows 2003 s e r ve r，运行Ser ve r 

Manager、Autol ight等多个组件，用于存储纸辊纸病

记录。

(7）操作站OPS：湿部、干部、再卷机、涂布机各有

一台操作站。

(8）I/O卡：来自MC S、标识器、控制箱等多处的

信号交换，如换卷、断纸、全幅、车速、引纸板位置、灯

梁位置、远程、纸边等均采用硬连线；与DS服务器采用

RJ45网线通讯；与ABB传动采用Profibus通讯。

(9）西门子DP-DP Coupler & OZD：与ABB传

动采用profibus通讯、信号转换和传输。

2.5 标识器

如图5，标识器将纸页长度通过喷码的形式将代

码标记在纸张上，由再卷机CodeReader读码器进行识

别。其由三部分组成：Marker站、操作站、墨水站。

2.5.1 Marker站

由纸边检测、喷嘴、喷枪电磁阀、喷气电磁阀、

φ6mm墨水管路、φ6mm气管路、φ6mm水管路、信号

线、行程限位、按钮箱等组成。

2.5.2 操作站

由CPU、接线端子、继电器、电源、与PQV系统的

信号交换、显示面板等组成。

2.5.3 墨水站

由墨水桶、液位开关、压力开关、气源、水源、电磁

阀、调压阀、过滤器等组成。

其工作原理为：当收到纸页全幅信号，处于自动状

态时，marker站自动进入纸页，当检测到纸边光眼时停

止运行，纸辊临落辊前1000m线长每200m喷码一次，

其余线长每1000m喷码一次。断纸时自动退回，检测到

后退行程限位时停止。根据车速、线长对纸辊进行喷

码便于再卷机读取标识，从而确定准确位置进行纸病

处理。手动状态下可以通过按钮箱进行操作，前进、后

退、喷码的功能。

2.6 再卷机CodeReader读码器

安装于再卷机传动侧，用于检测纸机原纸的

Ma rk e r标识线，通过Co d eRe a d e r相机进行逐行扫

描，并实时将所捕获图像转化为电信号通过光纤传输

至IAP卡。运用图像处理算法对Marke r标识线进行识

别，从而确定线长。在再卷机操作站上将PM纸病检测

记录的纸病进行选择，将可能会造成涂布机断纸的孔

洞、破边、褶子、裂纹进行选择，纸病选择后可精确到

具体的CD、MD位置。通过CodeReader相机读码同步

后，控制传动电机速度和停止位置。传动电机的控制

由板卡最后一个卡件Prof ibus s DP经西门子DP-DP 

Coupler和Profibus OZD信号转化后进行通讯的。可

将纸页停止的位置精确到2m，运行状态良好。

3  工作原理

断纸监控WBA与纸病检测W I S的工作原理基本

一致。

3.1 断纸监控WBA

如图6所示，断纸监控系统采用

高分辨率线CCD相机，同步控制LED

灯脉冲，经Ca m e r a l i n k线连接到

VicoTech卡，实时将所捕获图像视频

信号转化为数字光纤信号，传输IA P

卡，运用图像处理算法对纸幅图像进

行处理并储存。当接收到MC S发来

的断纸信号时，将断纸前8秒（可设置

项）图像视频进行存储记录，用于查

看断纸原因和断纸位置，从而分析断

纸原因，图像为完整的原始图像。

路径：WBA相机Cam e r a→经图6  断纸监控WBA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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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Link电缆→Vicote ch→光纤→IAP→以太网

→Switch→Server→以太网→Switch→操作站OPS

3.2 纸病检测WIS

如图7所示，纸病检测系统其基本原理是：运用多

台与车速同步的高分辨率线CCD相机，对经光源反射

（OMC）或透射(PM)的纸幅进行逐行扫描，并实时将

所捕获图像视频信号转化为数字10字节光纤信号传输

至IA P卡。对视频进行处理、分析、识别、分类、存储，

也可向相机发送命令和参数。通过内部计算将分析的

数据通过24口交换机与服务器、操作站进行数据交换。

将纸幅各种纸病图像进行处理并储存，并在操作界面

上实时显示和记录。可查看纸病类型、大小、数量等，

能精确到CD/MD位置，找到关键的质量问题点，并追

踪其在过程中形成的原因。纸病为裁剪的有缺陷的图

像。

路径：W I S相机C a m e r a→经C a m e r a L i n k

电 缆 →V i c o t e c h → 光 纤 → I A P → 以 太 网

→Switch→Server→以太网→Switch→操作站OPS

4  服务器运行组件

D S服务器和CS服务器运行各种组件，其中DS服

务器的组件为：（1）服务器管理器，负责所有组件的运

行，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某些组件关闭时，将自动重启

该组件；（2）与数据库SQL的通讯；（3）处理本地和远

图7  断纸监控WIS工作原理

程操作员站数据应用；（4）管理I/O以及其他外部接口；

（5）负责与IA P卡的通讯；（6）负责将影像（纸病、序

列）存储到磁盘并进行磁盘清理；（7）管理WBA、WIS

录制；（8）用于同步地向摄像机发送/接收信息；（9）

管理与纸辊有关的信息，如换卷、线长、速度等信息；

（10）与I/O模块一起生成喷涂所需的信号，出现周期

性纸病时标记和报警。

C S服务器的组件组成：（1）服务器管理器，负责

所有组件的运行，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某些组件关闭

时，将自动重启该组件；（2）负责纸病的处理，如合并、

剪切帧；（3）通讯管理；（4）磁盘管理；（5）相机管理；

（6）分类器将每种纸病最终分类和命名，与磁盘管理

器组件合作，将影像存储到硬盘；（7）根据参考相机的

Gray Level自动调整灯光；（8）计算纸页宽度，跟踪相

机的边缘位置等。

5  生产中的应用

操作室内显示器实时显示当前的断纸监控摄像机

的实时画面，出现断纸信号时，会将断纸信号前几秒的

视频进行存储，形成一次断纸记录（在管理员权限可以

自行修改存储时间和长度），自动检测出断纸原因并标

识出断纸位置，各个断纸相机记录断纸瞬间的录像，从

而查找出断纸具体原因，是裂口、破边、压榨部真空波

动、毛布赶褶等多种原因，从而有利于改善生产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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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指导性建议。

纸病检测界面实时显示纸病相

机拍摄的全幅纸病图片，图片信息包

括：大小、面积、CD/MD位置、纸病

类型、时间等信息。对周期性纸病进

行提醒和报警。当发生边部纸病裂

口、褶子时，会自动发出断纸记录存

储，从而查找形成纸病的原因，生产

人员可及时进行解决。

通过SN S软件可对断纸相机照

射的关注区域进行调整，可读取和修

改相机Zoom、Focus、Ir is、ROI等参

数并根据现场的工况进行调整。通过

TESTCLENT软件对IAP卡进行状况、

参数和版本的修改。通过Calibration 

Tool软件对相机温度、Gray Level、

Gain、camera、Windows等参数进行

监控和修改（图8）。

纸病检测界面实时显示纸病相

机拍摄的全幅纸病图片，图片信息包

括：大小、面积、CD/MD位置、纸病

类型、时间等信息，对周期性纸病进

行提醒和报警。当发生边部纸病裂

口、褶子时，会自动发出断纸记录存

储，从而查找形成纸病的原因，生产

人员可及时进行解决。纸页中的尘

埃、油污、黑异物、透明点等任一纸病

可以精确到0.5mm，根据数量的多少

和分布情况为生产提供良好的视觉界

面（图9）。

再卷机通过查看纸病记录选

择需要修补的纸病，将其选中，通过

code r e ad e r摄像机读取标识器的打

码线来确定当前线长具体位置，通过

ABB传动控制将设备停止在精确位

置，进行纸病修补（图10）。

6  日常维护

图8  断纸相机设置、纸病、断纸显示图像

图10  再卷机生产中的实时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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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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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巡检断纸监控、纸病检测

相机温度，保证温度低于50℃。

(2）每周清理供风风机滤网一次，

保证滤网完整和清洁；定期更换滤网。

(3）定期检查断纸摄像机水源、气

源质量，定期更换过滤器滤芯。

(4）每十天清理一次marker标识器喷

嘴卫生，保证喷嘴周围干净，防止溅料。

(5）每次停机，清理灯梁玻璃卫

生。

(6）每半年清洁一次相机镜头。

7  故障处理

P QV系统运行比较稳定，做好日常维护可大大降

低故障频率。

7.1 断纸监控未录像

(1）检查断纸信号是否正常。

(2）检查相机状态是否正常。

(3）手动录像一次是否正常。

(4）检查系统时间是否同步。

7.2 纸病检测无纸病显示

(1）检查现场灯梁、相机梁供电是否正常。

(2）与I/O通讯是否已连接，车速信号是否正常。

(3）CS、DS服务器组件是否已正常启动。

(4）全幅信号、卷取换卷信号是否为1。

(5）参考相机和同步相机信号是否正常。

(6）重启CS、DS服务器组件。

7.3 纸病检测某一相机无纸病

(1）通过Cal ibrat ion Tool软件查看该相机对应

的IAP卡状态，如显示蓝色为IAP卡故障，需更换IAP

卡。如果显示No signal表示此通道不正常。

(2）将该相机与其他通道相机对调光纤，再次确认

故障原因来自现场还是IAP卡；若来自IAP卡需要将此

卡更换。

(3）对调现场视频转化卡。

(4）对调现场光纤。

(5）对调现场相机。

8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纸张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外观纸病，如：尘埃、斑点、

褶皱、破边、背辊印等会严重影响纸张的质量，极易造

成纸张的成品率下降和客户投诉。纸病检测是生产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PQV过程质量视觉系统在华泰

PM8得到了良好的应用。相当于设备的眼睛，将问题发

现并记录下来。实践运行证明这套纸病检测系统具有

较高的准确率和稳定性，为稳定产品质量提供了很好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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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处理是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进行能源转化的重要

环节。成本低廉、操作方便、绿色高效的预处理方法对生物

质能源转化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一代绿色溶剂

-低共熔溶剂（DES）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经过DES预处

理后生物质的酶解效率得到很大提高，DES表现出优异的预

处理性能。本文探讨了DES的组成结构和物化性质，DES对木

质纤维生物质三大组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溶解能

力，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DES预处理相关研究进展，DES自身

物理化学性质对预处理效果的影响，DES在预处理过程中循

环回用的方法。最后，对DES预处理木质纤维使其高附加值的

资源化利用技术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对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大规模工业化应用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低共熔溶剂；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

Abstract: Pretreatment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for biomass energy conversion. Pretreatment with 
low cost, easy operation, green process and high effici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mass energy 
conversion. Recently, the new generation of green solvent-
deep eutectic solvents (DES)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have shown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pretreatment. In this 

DES在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领域

的研究进展
⊙ 徐环斐a*  彭建军a  孔毅a  车欣鹏a  宋晓明b  高珊珊b  田文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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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辅助预处理、微波辅助的预处理等）[7]。在诸多预处

理方法中，离子液体由于其稳定性好、木质素溶解能力

强、能快速破坏木质纤维的内部结构、提高纤维素的酶

可及度等优点一直被广泛关注[8]。但由于离子液体存在

价格昂贵、熔融温度高、合成工艺复杂、生物毒性高、生

物降解性差等诸多缺点[9]，制约了其在木质纤维预处理

领域的发展[10]。近年来，与离子液体有诸多相似性的新

一代绿色溶剂-低共熔溶剂（Deep Eutectic Solvent, 

DES）自2003年Abbott首次报道以来[11]，在多种应用领

域引起了极大关注。DES是用于各种化学过程的优异溶

剂，例如萃取、催化、有机合成和电沉积。在中科院与科

睿唯安联合发布的全球《2018研究前沿》中，DE S被评

为材料和化学领域十大研究热点之一。由于其在生物质

预处理方面表现出的优良性能，使其也成为了木质纤维

预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12]。本文将从DES的结构性质、

DES在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方面的应用、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等方面进行介绍总结。

1  DES的结构

DES是由氢键受体（HBA）和氢键供体（HBD）按

照不同的摩尔配比组成。与传统溶剂和离子液体相比，

DE S克服了许多缺点，具有许多优点，例如温和温度和

大气压下易于合成、无需任何纯化和废物处理的步骤、

可再生、广泛可用性、生物相容性和较低的成本。通常，

DE S通过简单地加热和混合两种或更多种组分而无需

另外的纯化步骤来制备，其熔点远远低于两组分自身

paper, the composition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dissolution ability of DES on th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cellulose, hemicellulose and lignin of 
DES were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chemical properties on the 
pre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method of DES recycling in the 
pretreatment process were reviewed. Finally, the technology of 
DES pretreatment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for high value-added 
chemicals was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large-scal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DES pretreatment were also analyzed. 
Key words: deep eutectic solvent (DES);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pretreatment

为应对日益减少的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

的消耗，基于可再生的木质纤维的生物燃料得到了极大

的关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可以生产制备各种类型的

能量，如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沼气等，使其成为一种有

吸引力的能源替代品。为增加生物质里面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的酶解效率，实现将木质纤维素有效地转化为各种

高附加值产品，高效的预处理技术是生物能源转换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的三大组成部分是纤维素、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在对木质纤维进行分级分离制备生物

燃料和平台化合物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打

破生物质内部固有的天然抗降解屏障，即如何解除木质

素和碳水化合物的牢固结合对纤维素的酶可及度，即对

后续进行酶解糖化制备生物燃料的限制[1]。将木质纤维

素类生物质转化为生物燃料，如生物乙醇，通常包括以

下主要环节：原料粉碎筛分、预处理、酶水解糖化、发酵

和蒸馏等[2]。预处理是生物质能源转化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关键步骤，可以降低生物质的顽抗性，打破木质素和

碳水化合物的连接，以暴露更多纤维素并提高纤维素的

酶可及度。预处理被认为是木质纤维能源转化中较昂贵

的一步[3]。开发用于生物质高效分级分离的经济、绿色的

预处理方法是生物质能源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4]。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的预处理方法可大致归为以

下几类[5,6]：物理法预处理、生物法预处理、化学法预处

理（如，酸法预处理、碱法预处理、有机溶剂预处理、离

子液体预处理等）和复合法预处理（SPORL法、机械精

图1  DES结构示意图

注：DES氯化胆碱/甘油=1∶2的分子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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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的低共熔混合物。例如，常见的氯化胆碱和甘油以

摩尔比1∶2制备的DES，分子模拟结构如图1所示。由于

HBA和HBD混合时形成的强烈氢键作用，形成的DES

熔点显著低于HBA和HBD各组分熔点。DES是与离子

液体性质非常类似的新型溶剂，且符合绿色化学的十二

条原则，具有低熔点、低成本、易合成、原子经济性高、

可生物降解、环境友好、低生物毒性、易回收、可重复使

用等诸多优点，DES的这些优势也完全符合生物质预处

理的过程绿色的长远发展需求[13]。

D E S常见的类型有以下几种[14]：金属盐+有机盐，

比如Z n C l 2+氯化胆碱；金属盐水合物+有机盐，比如

CoCl2.6H2O+氯化胆碱；有机盐+氢键供体，比如氯化胆碱

+尿素；金属盐+氢键供体，比如ZnCl2+尿素。DES通常由于

氢键导致HBA和HBD之间的电荷离域。因此，与各组分相

比，低共熔混合物的凝固点要低得多。如，氯化胆碱和甘油

以摩尔比1∶2进行混合时，此DES的凝固点是-35℃，远远低

于HBD(约18℃)和HBA(约302℃)。氯化胆碱和尿素以摩尔

比为1∶2进行混合时，形成的DES的熔点约为12℃，远低于氯

化胆碱的熔点（约302℃）和尿素的熔点（约133℃）[15]。

2  DES在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领域的应用

2.1 DES预处理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包括了农林废弃物和其相关

产业的副产品，例如棉花秸秆、甘蔗渣、小麦秸秆、水

稻秸秆、玉米秸秆、玉米芯、椰子壳、柳枝稷、稻壳、城

市餐余固体废物或林业废物，包括木屑、锯末和树皮

等。木质纤维素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

成[16]。纤维素由填充到微纤维中的长链β-葡萄糖单

体组成，通过氢键使半纤维素（主要是木葡聚糖或木

聚糖）彼此连接[17]。半纤维素的分子量低于纤维素，

主要由戊糖（如木糖和阿拉伯糖）和己糖（如甘露糖、

葡萄糖和半乳糖等）组成。半纤维素通过共价键与木

质素连接，构成木质素/半纤维素复合体（L i g n i n-

Carbohydrate Complex，LCC）。木质素是酚类化合

物，它是由三种基本结构单元聚合形成的：紫丁香基木

质素（syringyl lignin，S-木质素）、愈疮木基木质素

（guaiacyl l ignin，G-木质素）和对-羟基苯基木质

素（para-hydroxy-phenyl lignin，H-木质素），这

有助于为植物自身提供刚性和抵抗自然界的微生物攻

击[18]。预处理过程打破了木质纤维原料的天然屏障[19]， 

使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暴露出来与微生物能够更好地接

触。新一代绿色溶剂-低共熔溶剂（DE S）近年来受到

了广泛的关注，在预处理领域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Hou等[20]研究了氯化胆碱/草酸DES预处理稻草，

获得80％糖转化率、93％半纤维素去除率和70％的木

质素脱除率。基于TEM的微观机理分析显示，细胞壁

中木质素的脱除，优先在CC和CML而不是在次生细胞

壁中，这有助于深入理解DES预处理破坏木质纤维网络

结构的机理。

L i等[21]采用DE S（1∶2氯化胆碱/乳酸）预处理桃

仁和核桃壳，葡萄糖产率超过90％。与稀酸和碱预处理

相比，DE S预处理后木质素去除率显著提高（桃仁和核

桃壳分别为64.3％和70.2％）。

Raga n a t i等[22]对食品工业废弃物如苹果渣、马铃

薯皮、咖啡皮和啤酒糟的废谷物用DE S（氯化胆碱/甘

油）预处理，用于可发酵糖的生产。生物质与DES固液比

为1∶16，在115℃下处理3h后总糖产量约为217kt/a。

Yu等[23]利用水热预处理产物中的酸作为氢键供

体，通过添加氢键受体氯化胆碱实现原位合成DE S，用

于脱除园林废弃物中的木质素，实现了生物甲烷产率

309.0％的大幅提高。结果显示在水热法中原位合成的

DES与纤维素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Kandanelli等[24]开发了一种由低共熔溶剂-醇（DES-

OL）混合物组成的新型三元体系，用于预处理稻壳、稻草和

小麦秸秆等。结果显示，使用DES（氯化胆碱/草酸）和正丁

醇的三元溶剂组合系统可获得最高脱木素率（约50％）。

Procente se等[25]采用三种不同的DES预处理玉米

芯：氯化胆碱/甘油、氯化胆碱/咪唑、氯化胆碱/尿素。

最优条件下可从100g玉米芯中回收41g可发酵糖（27g葡

萄糖和14g木糖），占最初可获得的碳水化合物的76％。图2  DES预处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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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等[26]研究了一锅法进行玉米秸秆的DE S预处

理、酶解糖化和发酵。采用氯化胆碱/甘油DE S预处理

实现了84.5%葡萄糖得率和77.5%乙醇得率。并发现基

于DES预处理的“一锅法”在糖化发酵之前不需要额外

的pH调节。

Ku m a r等[27]设计了多种天然DE S用于稻秆预处

理，并在40％高固体载量下获得389g/l还原糖。 

Ly u等[28]采用基于氯化胆碱的DE S对柳木进行预

处理，消除了β-芳基醚（β-O-4）键；木质素纯度为

95.4％，木质素微粒尺寸为200～420nm。

X i n g等[29]用氯化胆碱和双氢键供体（甲酸和乙

酸）制备了DE S，结合1％碳酸钠等助剂，开发了两段式

稻草预处理方法，获得37.3g/l葡萄糖和42.8g/l总糖。

Zulkef l i等[30]发现氯化乙基铵:乙二醇DES是棕榈

树树干预处理的最有效DE S溶剂，获得42％木质素脱

除率、83％半纤维素脱除率和74％葡萄糖得率。

Mam i l l a等[31]选用氯化胆碱作为氢键受体，和乳

酸、草酸、氢氧化钾或尿素按照不同比例制备DE S，用

于木屑的预处理。并考察预处理工艺参数，对预处理后

物料的粒度分布、固体残渣性质、纤维素、半纤维素和

木质素含量、糖浓度的影响。

Ch e n[13]采用乳酸和氯化胆碱DE S预处理顽抗结

构的桉树木片。最佳条件为DE S与物料比为10∶1，温度

为110℃，时间为6h；可获得较高的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脱除率；酶解糖化后的葡萄糖产量高达94.3％，与未经

DES预处理的原料相比，增强了9.8倍。

Pan等[32]采用氯化胆碱/尿素（1∶2）DES对水稻秸秆进

行预处理。α-纤维素的结晶度CrI从69.6％增至77.0％。

GuO等[33]采用一锅法预处理木糖残留物，经过甜

菜碱/乳酸DES摩尔比1∶2在120℃预处理2h后，木质素

脱出率为81.6%，获得的木质素具有高纯度、低分子量

（630～2040g/mo l）和多分散性（1.07～1.76），酶解

效率从55.3%显著提高到96.8％。

对于不同来源不用类型的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

DES预处理均表现出良好的性能。DES自身能够提供和

接受质子，增强其溶剂化性质，这种特性能够使其与其

他化合物较容易地形成氢键。DES对木质纤维素类生物

质的基本组成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溶剂能力有

非常明显的区别。DES对三大组分的选择性溶解可以实

现高效地脱出木质素；DE S通过破坏碳水化合物和木

质素之间现有的相互作用来水解LCC键，实现高效地去

除半纤维素，以最终实现优异的预处理效果。DES提供

了一种在温和温度和压力反应条件下进行高效预处理多

种不同木质纤维原料的方法，同时不会形成任何明显的

生物抑制剂。此外，DES预处理过程可以通过循环回用

实现闭环生物精炼的新概念，以最终实现提高成本效

益和各组分的高附加值利用。

2.2 微波、超声等辅助的DES预处理

将微波处理和超声处理等辅助手段与DES预处理复合

使用，可进一步提高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的预处理效果。

Paula等[34]研究证明在酸性介质中选择微波辅助氯

化胆碱/尿素DES预处理是提取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灌

木中木质素、糠醛和还原糖的优良方法。可溶性木质素

含量为1.26%～1.80％，糠醛含量为2.33%～2.74％。

Gau d i n o等[35]在固/液比为1∶50、120℃、30m i n

微波条件下，采用三组分DE S（乳酸/甘油/氯化胆碱

=1∶1∶1）处理小麦秸秆，实现最佳脱木素率约45％。获

得的木质素S/G比例为1∶1.2。处理后小麦秸秆的BET

比表面积为1.1m2/g，总孔容为8.4mm3/g，微孔体积为

0.32mm3/g，平均孔宽约为3～4nm。

M a l a e k e等[36]研究了超声辅助的DE S溶解木质

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木聚糖）的能力。氯化胆碱

/苯酚D E S摩尔比为2∶1时，最大溶解度分别为木质

素40.43%、纤维素4.70%和木聚糖1.55%。氯化胆碱

/α-萘酚DE S摩尔比为1∶1时，最大溶解度为木质素

23.91%、纤维素3.39%和木聚糖0.92%。氯化胆碱/

间苯二酚DE S摩尔比为1∶1时，最大溶解度为木质素

48.15%、纤维素6.1%和木聚糖1.96%。氯化胆碱/马来

酸DE S摩尔比为1∶1时，最大溶解度为木质素38.13%、

纤维素2.57%和木聚糖0.85%。 

Zhu等[37]开发了800W、45s超快速微波辅助的氯化

胆碱/乳酸（1∶2）的DES预处理。可将柳枝稷、芒草、玉

米秸秆中的木质素和木聚糖基本去除，保留了大部分纤

维素，实现超快速高效分级分离。获得的木质素纯度很

高，柳枝稷木质素纯度为87.42%，玉米秸秆木质素纯度

为84.96%，芒草木质素纯度为86.01%。

Liu等[38]制备了氯化胆碱/草酸二水合物DES，通过在

80℃下800W微波加热3分钟对木材进行预处理，实现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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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的有效分级分离。木质素具有低分子量（913）、低

多分散性（1.25）、高纯度（96％）的特点。

由微波或者超声进行辅助的DES预处理是创新的超

快速预处理工艺，表现出了优异的生物质分级分离和较高

的纤维素酶解效率。打破木材中木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

物（LCCs）连接和基本上除去木质素和木聚糖，同时保留

大部分纤维素，高纯度提取木质素。在微波或者超声的作

用下，木质纤维原料的初始形貌结构受到更快更强的破

坏，形成了一些裂缝，导致更多孔结构和不规则的表面，更

有助于DES与三大组分发生作用。比如微波辅助是通过直

接施加电磁场来加热物体的分子结构，微波导致生物质主

要通过介电极化引起的分子碰撞。与单独的DES预处理相

比，微波或者超声可以显著缩短DES预处理的反应时间，

同时实现相似或甚至更高的有效性。

2.3 DES结构组成和物化性质对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不同的DE S体系由不同的HBA和HBD根据不同

的摩尔比制备得到。DE S的物化性质和HBA的特性、

HBD的特性以及两者的摩尔配比等有着重要联系。常

见的DE S物化参数和性能参数如图3所示。物化性质不

同的DES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木质纤维预处理效果，不同

DE S体系的木质素提取产率、木质素纯度、预处理效果

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诸多DES物化性质参数中，DES

提取木质素的效率可能与Kam l e t-Ta f t极性参数密切

相关，同时，这些参数也被用于分析DE S与其提取纤维

素和木质素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个经验模型由三个参

数表征溶剂：氢键供体的能力或酸度α、氢键接受能力

或碱度β及极性和极化率π*[39]。一些研究表明，具有较

高β值和π*值的DES体系可以更容易溶解木质素[40]。

如表1所示，不同的HBA和HBD以不同摩尔比组

成的DE S具有不同的物化性质。DE S在木质纤维素类

生物质预处理领域显示出了优异的成绩，更多的科研工

作转向探究其物化性质对反应效果的影响。比如，黏度

是最重要的性质之一，也是DE S应用的最大障碍之一，

因为大多数DES黏度比许多常规有机溶剂更高，这意味

着反应体系中传质将受到限制。

Hayyan等[48]对DES的毒性进行了分析。报道了氯

化胆碱与四种不同氢键供体（甘油、乙二醇、甘油和尿

素）形成DE S的细胞毒性。采用两种革兰氏阳性细菌：

枯草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两种革兰氏阴性

细菌：大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研究毒性。使用卤虫

（Artemia salina）测试细胞毒性作用浸出。发现所测

试的四种DES对研究中的细菌和生物均没有毒性作用。

Z h a n g等[49]制备了三大类DE S：一元羧酸/氯化

胆碱、二元羧酸/氯化胆碱和多元醇/氯化胆碱。对9种

DES进行研究，发现增强的去木质素和随后的酶水解效

率，与酸量、酸强度和氢键受体的性质有关。酸量、酸

强度和氢键受体的性质对玉米芯预处理结果产生很大

影响。多元醇/氯化胆碱表现出相对高的木质素可提取

性、残余物回收率和葡萄糖产率。

Leron等[50]对DES的摩尔热容进行了研究。在温度

303.2～353.2K范围内，摩尔比均为1∶2的氯化胆碱/尿

素、氯化胆碱/甘油、氯化胆碱/乙二醇三种无水DE S

的摩尔热容随着温度变化不明显。但是，对于含水DES

体系，摩尔热容和温度的变化呈现负相关。

S o r i a n o等[51]对DE S的折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氯化胆碱/甘油、氯化胆碱/乙二醇大气压力下在

298.15～333.15K的温度范围，观察到纯DE S和含水

DES的折射率，均随温度升高而线性降低，均随DES摩

尔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通过对比实验值和预测值，

建立了高效准确的折射率预测计算公式。

Jablon sky等[52]研究了15种DES在未漂白纸浆脱

木素的潜力。结果表明，在经典的双组分DE S中添加第

三种组分，可以有针对性有方向性地控制DE S的密度

和黏度。比如，添加醇会导致DE S密度和黏度降低，相

反，添加有机酸会导致其增加。此外，通过改变给定酸

链的结构和复杂性，可以有目的地控制DE S特性，从而图3  低共熔溶剂（DES）的物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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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ES的组成和常见物化性质

DES组成

氯化胆碱/尿素

氯化胆碱/乙二醇

氯化胆碱/甘油

氯化胆碱/甘油

氯化胆碱/三氟乙酸

氯化胆碱/咪唑

氯化胆碱/1,4丁二醇

氯乙胺/三氟乙酸

氯化锌/尿素

氯乙胺/尿素

熔点

/℃

12

-66

-36.15

-32.65

56

-32

HBA∶HBD

摩尔比

1∶2

1∶2

1∶2

1∶3

1∶2

3∶7

1∶3

1∶1.5

1∶3.5

1∶1.5

密度/

(g/cm3)

1.25

1.12

1.18

1.20

1.342

1.06

1.273

1.63

1.14

黏度/

(mPa.s)

750（25℃)

37（25℃)

259（25℃)

450（20℃)

77（40℃)

15（70℃)

140（20℃)

256（40℃)

11340（25℃)

128（40℃)

表面张力/

(mN/m)

52.0

48.91

57.24

35.9

47.17

30.1

52.9

电导率/

(mS/cm)

0.199（40℃)

7.61（20℃)

1.05（20℃)

0.286（40℃)

12（60℃)

1.64（20℃)

0.39（40℃)

0.18（42℃)

0.3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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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DES预处理效果，最终提高纸浆脱木质素率。

Ku c a n等[53]制备出不同摩尔比氯化胆碱/甘油

DES(1∶1.5、1∶2、1∶3)，并在密度、动态黏度、折射率、电

导率和热量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甘油含量越多，

黏度、折射率和密度越低；摩尔比为1∶1.5时，电导率在

三者中最高；导热系数随着甘油含量的降低而降低。

Po s ad a等[54]通过布里渊光谱和NMR光谱分析得

到在水作为稀释溶剂的三元DES中存在纳米相分离。分

子模拟显示，尽管DE S和水的混合物在宏观上是均匀

的，但在纳米尺度上可能发生相分离。从混合物中获得

了一整套NMR数据-化学位移、扩散系数和弛豫时间，

并发现不同NMR数据之间以及NMR和布里渊数据之

间的良好相关性。

Savi等[55]研究了基于蔗糖和柠檬酸的DES在不同温度

和水含量下的物理性质。黏度和密度受温度和水含量呈现

反向影响。密度呈现出与温度和水含量增加正向的变化；

黏度随着温度升高和样品的含水量增加显著降低。在室温

下，水含量对柠檬酸/蔗糖的流变学特征有很大影响。

Agostino等[56]研究了DES的分子运动和离子扩散情

况。使用PFG-NMR脉冲序列探测4种基于氯化胆碱的DES

中胆碱阳离子和不同的氢键供体（乙二醇、甘油、尿素、丙

二酸）的分子平衡自扩散系数。结果表明，升高的温度导致

胆碱阳离子和相应的氢键供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弱。氢键

供体的分子结构可以极大地影响整个系统的迁移率。

Sun等[57]对氯化胆碱/尿素DES进行分子动力学模

拟，详细研究了不同尿素含量的氯化胆碱和尿素混合物

的结构特征，发现尿素分子的插入显著改变了给定阳离

子周围的阳离子和阴离子的密度分布，破坏了氯化胆碱

的长程有序结构。随着尿素浓度的增加，胆碱阳离子和

Cl阴离子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减少，而尿素分子中的氢

键相互作用明显增加。分析微观结构为深入理解DE S

的物理化学性质提供了理论帮助。

Morr i s on等[58]使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热

显微镜表征尿素/氯化胆碱DE S和丙二酸/氯化胆碱

DES的热行为。并发现与水相比，DES可以将某些难溶

性化合物的溶解度提高5～22000倍。

Jablon sky等[59]指出DES的最终性质受所有组成

部分及其特征的影响。

Rugger i等[60]研究了四丁基氯化铵/癸酸DES的物

化性质，证明DE S中水含量对其电导率和黏度会产生明

显影响。无水状态下，电导率很低几乎测量不到，黏度为

429mPa.s；随着含水量的升高，DES呈现出电导率显著上

升、黏度明显下降的趋势。当含水量为1.7w t%时，黏度降

至113mPa.s，电导率升至341μS/cm；当含水量为2.4wt%

时，黏度降至81mPa.s，电导率提高至445μS/cm。

New等[61]研究了水含量对DE S预处理的影响。氯

化胆碱/尿素DE S与30vo l％蒸馏水混合后对棕榈叶进

行预处理的效果较好。高效的脱木素率可归因于其较

低的黏度，在预处理期间存在更好的传质。因此，DE S

中添加一定含量的水在环境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因为

不仅减少了DES的使用，而且同时获得了更好的木质纤

维素生物质的脱木素。

Flor i ndo等[62]使用三种不同的HBA[氯化氯、氯化

乙酰氯和苄基二甲基（2-羟乙基）氯化铵]和五种天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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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碳水化合物HBD（木糖、甘露糖、果糖、葡萄糖和核

糖），制备了多种DES。借助NMR和FTIR确定DES的化学

结构和纯度；采用DSC和TGA分析评估热性质，测定水活

度，同时研究其高黏度及其高亲水性和吸湿性特征下，含

水量对黏度和密度的影响，并研究了不同DES溶解稻草的

能力。结果显示，基于果糖的DES获得了更高的溶解度。

Chen等[63]研究表明，酸性DES通常比非酸性DES

更有效去除木质素和木聚糖。并研究了在相对温和的预

处理条件下（120℃、25min），酸化的氯化胆碱DES体系

能有效地从柳枝稷中除去76％木聚糖和51％木质素。当

保持酸性条件时，溶剂可再循环重复使用至少四次。

Sat lewa l等[2]分析了DES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在

生物质预处理方面的应用。综述了一系列不同氢键供

体、氢键受体、摩尔比、凝固点、密度、黏度、表面张力、

电导率、熔点、木质素溶解度、纤维素溶解度、半纤维素

溶解度、木质素脱除率、纤维素结晶度、原料组分、酶水

解效率、回收方式、回用次数、回用效果的参数结果，证

明DE S是可用于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领域的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一代绿色溶剂。

Hou[64,65]等研究表明，改变DES的成分摩尔比可以

调节预处理的效果，发现木聚糖去除率和氢键供体的

pKa呈现负相关；并探索了稻草DES预处理过程中DES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提高DES的乳酸/氯化胆碱摩尔比，

有利于提取高纯度的木质素和碳水化合物，并且HBD和

HBA性质对生物质组分分级分离效果均产生影响。

Xia等[66]使用密度泛函理论和Kam le t-Ta f t溶剂

化变色法分析了氯化胆碱/甘油DES中的复杂分子相互

作用，探究了HBD和HBA摩尔比对氢键酸度、氢键碱

度、偶极矩/极化率及对生物质分级分离效果的影响。

Tan等[67]合成了六种从酸性到碱性的DES，用于棕

榈树原料的预处理，评估了DES的性质对其分级分离能

力的影响。酸性氯化胆碱:乳酸DES成功实现了100％的

半纤维素提取、88％脱木素和50％木质素颗粒提取。

Liu等[68]制备了氢键酸度为1.31的强力氯化胆碱/草酸

二水合物DES，微波辅助下在温和条件获得较好的杨木预

处理效果，提取的木质素具有低分子量（913）、低多分散性

（1.25）和大于90%的高纯度。实验证明可采用DES预处理

“一锅法”以获得葡萄糖、木糖和羟甲基糠醛。

Loow等[69]研究了基于氯化胆碱的DES和无机盐不

同反应条件（摩尔比、温度、时间）下的棕榈叶预处理效

果，采用多种表征手段研究证实了DES对脱木素和提取

碳水化合物的作用机制。氯化胆碱/尿素的摩尔比1∶2和

二价无机盐（0.4M氯化铜），在120℃温度下组合预处理

棕榈叶，获得更高的脱木素效果，获得14.76g/l的木糖，

比单纯使用无机盐预处理提高了25%。

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溶剂，DE S的应用取决于其

功能，DE S的功能由其物化性质决定，同时，物化性质

受HBA和HBD结构、组成和比例的影响。只有深入了

解DE S体系的“结构-功能”关系，进一步了解DE S结

构和性质对DE S预处理效率的影响，才能在生物质能

源转换过程中更好地应用DES。

2.4 分离提纯回用

从经济和循环利用的角度考虑，尽可能高效地回

收和再利用DE S溶液对DE S预处理的工业化生产是至

关重要的，常见的DES循环回用方法如图4所示。

Haerens等[70]研究了使用压力驱动的膜过程，采用

纳米过滤、反渗透等作为从水中循环离子液体的可能

性。使用氯化胆碱/乙二醇DE S进行测试，获得了高浓

离子保留（高达0.95），但同时发现不带电的分子保留

率太低。对于浓缩的DES，发现渗透压是使用纳米过滤

或反渗透时的限制因素。

旋转蒸发是DES常用的回收方法[71]。Phadtare等[72]

采用先用水萃取，然后在80℃温度下进行旋转蒸发的方

法对基于氯化胆碱/尿素的DES进行回用，DES可以多次

回收而不会失去其效果[73]。Pawar等[74]采用先用水萃取，

后续浓缩的方式进行DES循环回用，可回用四次，DES效

果仍保持没有明显下降。Handy等[75]首先用乙醚进行萃

图4  DES回收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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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然后进行简单的真空干燥来回用DES，这种简单的方

法即可实现氯化胆碱/尿素或氯化胆碱/甘油的回用。

L i a n g等[76]研究了基于膜的方法对生物质预处理

后的DE S进行有效分离、回收和再循环利用。对桉木进

行氯化胆碱/乙二醇摩尔比为1∶2的DE S预处理之后，

首先通过超滤去除DES废液中含有的生物质降解产物，

以深度去除木质素。当超滤后将所得DES废液稀释进行

电渗析处理。电渗析模块基于阴极和阳离子在施加电

压后通过定期显示的离子交换膜的选择性迁移而起作

用。DES中的电解质成分如氯化胆碱可以通过离子交换

膜转移，而DES的其他成分如多元醇由于其非电解质性

质而保留在原始部分中。结果表明，电渗析被证明可有

效分离和回收氯化胆碱和乙二醇，回收率分别约为92％

和96％，纯度高达98%～99％。

除了优异的预处理效果外，DES的回收和再循环是生

物质预处理加工中可持续生物经济和商业应用所必需的。

研究表明，可再生DES可以回收利用并在生物质预处理中

重复使用，并且显示出降低成本和化学用途的巨大潜力，可

使基于DES预处理的生物精炼产品具有较好的价格优势。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见，DES在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领域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DES因其优良的溶剂化能力和可调控性

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与传统的离子液体相比，

易于合成和廉价化学成分使得DES成为用于生物质预处理

的理想溶剂。由于生物质精炼过程的产业化成功最终取决

于技术经济，因此，将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转化为生物燃

料的可持续过程的发展，非常需要绿色环保高效的DES体

系。但是由于DES预处理过程是个复杂的体系，其中包含

了很多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或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确

定了DES预处理效果。在DES预处理过程中，仅DES自身

属性变量就包括以下多个方面，如：分子结构、摩尔比组

成和各项物化性质等；除此之外，DES预处理过程关键变

量还包括原料属性变量、预处理工艺条件变量、预处理后

固体组分和液体组分的属性变量、预处理效果评价的综合

变量、回用过程变量等。对于多个变量互相影响的复杂体

系，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DES预处理变量

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DES在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预处理

领域的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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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松香、阳离子单体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

铵(DMC)，非离子单体丙烯酰胺(AM)、苯乙烯(St)及丙烯酸丁酯

(BA)，交联单体N-羟甲基丙烯酰胺(NMA)一次性投入，采用优

化的工艺制备阳离子无皂苯丙聚合物，用该聚合物乳化分散

逆转松香制得阳离子分散松香胶。在65℃搅拌下，向阳离子

分散松香胶中加入18Wt% AKD(占松香)对其改性，得分散松

香、AKD施胶剂。实验研究表明该乳胶具有优异的分散性和

稳定性。施胶实验结果显示：在浆料pH值为6.5、助留剂CPAM

为0.25%、分散松香胶与AKD用量为1.3%（占磨木浆）施胶时，

施胶度达86s；填料GCC为15%～20%时，仍具有良好的施胶效

果，可用于中性抄纸。

关键词：阳离子分散松香胶；AKD施胶剂；无皂苯丙聚合物；

乳化；施胶效果

Abstract: At the condition of rosin adding at once , the cationic 
soap-free styrene-acrylate copolymer emulsion was prepared with 
optimized soap-free coplymeric preparation technology, with 
methacryloxyethyl tr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DMC) as cationic 
monomer, acrylamide (AM) and styrene(St) and butyl acrylate(BA) 
as non-ionic monomer, N-methylol acrylamide (NMA) as cross-
linking monomer, with the initiation of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As the same time, the dispersed rosin size can be achieved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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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主要用于造纸施胶剂，鉴于传统的松香施胶

剂不能很好地应用于中性条件下[1]，存在着与纤维的亲

和力较差、成膜易断裂、抗水性差、表面强度不够等缺

点；而合成型聚合物施胶剂具有良好的渗透性，可填充

纤维空隙，自交联丙烯酸乳液良好的成膜性，活性基团

可分布在乳液粒子表面或表面附近，分子上的多种活性

基与纤维形成“多点”结合，大大改善纸张抗水性、强

度和匀度[2～6]，因此，寻求合适的聚合物来乳化分散松

香成为松香施胶剂的研究热点[7，8]。目前,限于松香的高

分子乳化剂品种少、成本高、乳化性能弱，须与小分子

表面活性剂复配，造成松香施胶成本增加。因此，降低

松香施胶成本，势在必行。本研究采用常压乳化逆转工

艺，将松香、阳离子乳化单体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

氯化铵（DMC）、非离子单体丙烯酰胺（AM）、苯乙烯

（S t）、丙烯酸丁酯（BA），交联单体N-羟甲基丙烯酰

胺（NMA）一次性投入，水相中进行乳液聚合,通过反

应体系生成的无皂苯丙聚合物分散松香，制得阳离子分

散松香胶。针对阳离子分散松香胶只能适应近中性施

胶，加入18Wt% AKD(占松香)对其进行共混改性。实

验表明改性后松香胶与AKD施胶剂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和施胶效果，可适用于中性施胶，具有应用前景。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料

DMC（分析纯），天津市河北区海晶精细化工厂；

main sizing component, with the coplymeric emulsion as dispersion 
emulsifying agent.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65℃ and agitating, the 
cationic dispersed rosin and AKD size was mixed by the modifying 
agent AKD adding dosage of 18% on rosin. The expr iment 
result showed that composite emulsions of rosin and AKD had 
outstanding dispersion and storage stabi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H value was 6.5, with the dosage of cationic polyacrylamide 
(CPAM) as retention aid was 0.25%, when addition of 1.3% on 
ground-wood pulp, the degree of sizing can reached to 86s, and 
when using the calcium carbonate filler was 15%~20%, the sizing 
effect was still desirable. It can be used for neutral papermaking.
Key words: cationic dispersed rosin; AKD sizing agent; surfactant-
free styrene-acrylate coplymer; emulsion; sizing effect

S t（分析纯）、BA（分析纯）、AM（分析纯），天津市

福晨化学试剂厂；NMA（分析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过硫酸钾（分析纯）、亚硫酸氢钠（分析

纯）、NH3
.H2O（25%,分析纯)、硫氰酸铵（分析纯）、

氯化铁（分析纯），天津天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马来松

香（工业级）、烷基烯酮二聚体(AKD，工业级)、阳离子

聚丙烯酰胺（CPAM，工业级）、矾土（工业级）、碳酸钙

（工业级）、磨木浆，造纸企业提供。

1.2 实验方法

依次将定量的松香、DMC、AM、St、BA、NMA、

去离子水加入到装有搅拌装置和滴液漏斗的三口烧瓶

中，搅拌下逐渐升温至80℃预乳化10m i n；30m i n内

滴入1/5过硫酸钾、亚硫酸氢钠溶液至反应体系；剩余

引发剂控制在1.5h内滴完，后续升温85℃再反应2.0～

2.5h。待冷却至65℃，加入18Wt% AKD(占松香)，搅

拌20min，制得白色乳液，稀释至固含量25%左右，即得

产品。

1.3 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乳液分散铺展性测试

取2L的大量筒加水至刻度线，将20%的松香胶与

AKD复配乳液滴入一滴到量筒中，观察其在水中的扩

散情况。实验结果显示乳液滴先呈雾状扩散开，随后呈

网状延伸下沉。表明该乳液具有良好的分散铺展性。

1.4 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乳液稳定性测试

量取5m l25%的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乳液加入

离心管中，在高速离心机上以2000～3000r/m i n的转

速分离20min后，观察离心管中沉淀情况。

1.5 纸张施胶度测定

按照GB/T5405-2002，采用硫氰酸铵溶液与氯化

铁溶液渗透法测定。

1.6 纸张施胶工艺

称取定量的磨木浆，放入ZQ S2-23型槽式打浆机

（陕西科技大学机械厂）疏解，在浆浓1%下用轻刀打

浆至30°S R。采用逆向浆内施胶，依次在纸浆中加入

0.6%硫酸铝、一定量的松香胶与AKD复配液、0.25%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每加一次料搅拌1～2m i n，最后用

氨水调浆料的pH值至6.5，在ZQJ1-B-II型纸样抄取器

（陕西科技大学机械厂）上抄纸定量为100g/m2，烘干

（105℃）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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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阳离子单体DM C用量对分散松香与AKD施胶液性

能的影响

实验中DMC作为聚合物的阳离子单体，其分子链

上有阳离子性的亲水基季铵离子，使其分布在聚合物粒

子-水界面，起到乳化功效，从而提高乳液的稳定性。

表1为阳离子单体DMC用量对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

乳液性能的影响，实验中硫酸铝用量为0.6%，阳离子

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施胶剂用量为1.2%，阳离子聚

丙烯酰胺用量为0.25%（以上均为对绝干料）。表1表明

在DMC用量较低时难以制备出粒度均匀稳定的松香与

AKD施胶液，这是由于DMC用量较低时，其参与共聚

后，苯丙聚合物胶粒所带亲水基季铵离子会减少，再者

松香的特殊环状结构，分子空间较大，难以乳化，同时

其分子极性较大，易引起胶粒间的凝结，影响施胶效

果；DMC用量过大时，本身所带亲水基季铵离子是亲

水性的，施胶效果会降低。由表1可知DMC最佳用量为

9.5%。

2 .2 交联单体NMA用量对分散松香胶与AKD施胶液性

能的影响

实验中选用NMA作为交联单体，可使分子链上的

交联基团通过反应形成网状结构，由于交联化学键的强

度远高于氢键[9]，故可大大改善苯丙聚合物的耐水性和

内聚强度，还可发挥乳化剂的作用来维持乳液聚合反应

的进行。分子链间经交联反应形成网状结构，可实现对

松香、AKD细微粒包覆、保护，防止其凝聚，但过度交

联会导致聚合物亲水性下降，分散铺展性能下降，影响

乳液稳定性及施胶效果。因此，NMA用量的确定至关

重要。表2为NMA用量对阳离子分散松香胶与AKD复

配乳胶性能的影响，施胶实验用量与表1相同。表2表明

NMA的最佳用量为2%。

2.3 助留剂CPAM用量对分散松香胶与AKD施胶液性能

的影响

阳离子松香胶与AK D施胶剂为带有季铵离子的

白色乳液，对硫酸铝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可自留着并均

匀分布于带负电荷的纤维表面，再加之苯丙胶乳含多

种活性基团，可与纤维羟基间产生强的分子间相互作用

及氢键，提高纸张纤维间结合力，提高纸张品质。图1为

CPAM用量对阳离子分散松香、AKD乳液施胶度的影

响，实验采用逆向浆内施胶。硫酸铝用量为0.6%，阳离

子无皂苯丙聚合物松香与AKD施胶液用量为1.2%，浆

料pH值为6.5。实验结果显示：CPAM用量过小时，细

微颗粒的留着率降低；CPAM用量过大时，胶体作用形

表1  阳离子单体DMC用量对分散松香胶与AKD施胶液性能

的影响

w(DMC)

/%

7

8.5

9.5

10

稳定性

淡黄，有沉积

乳黄，有少量沉积

乳白，无沉积

乳白，无沉积

胶乳性能

乳液不均一，有小颗粒

乳液较均一，有小颗粒

乳液均一，白度高，流动性好

乳液均一，白度高，流动性好

施胶

度/s

52

63

79

65

注：DMC用量为占分散松香与AKD复配乳液总固体含量。

表2  交联单体NMA用量对分散松香胶与AKD施胶液性能

的影响

w(NMA)

/%

1.5

2

3

胶乳性能

乳液均一，乳液白度高，流动性好

乳液均一，乳液白度高，流动性好

乳液不均一，有松香颗粒

施胶度

/s

68

79

63

注：NMA用量为占分散松香与AKD复配乳液总固体含量。

表3  pH值对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施胶液性能的影响

pH值

5.5

6

6.5

7

7.5

施胶度

/s

93

82

79

35

21

图1  CPAM用量对阳离子分散松香胶与AKD乳液施胶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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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絮团大，影响施胶效果。图1结果表明CPAM用量为

0.25%(占绝干浆)合适。

2.4 浆内施胶体系pH值对分散松香与AKD施胶液性能

的影响

表3是浆内施胶体系pH值对阳离子分散松香与

AKD乳液的施胶性能影响情况，施胶实验用量与表1相

同。表3显示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施胶剂的最佳施胶

pH值在5.5～6，随着pH值的上升，施胶性能减弱。这是

由于pH值达到6时，体系中铝离子主要以聚合羟基铝形

式存在，其正电荷会部分丧失[10]，其加入的目的是便于

阳离子松香与AKD胶粒在纤维上的吸附，实现高留着

率。当纸张在纸机加热干燥时，游离松香胶、AKD与纸

纤维羟基反应，实现胶粒定位并与纤维羟基固着形成一

层良好的疏水层，达到施胶效果[11]。pH值达7.0以后，

松香酸被皂化致使施胶性能降低，但AKD仍能发挥施

胶作用，故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乳胶可满足中性施

胶的要求。

2 . 5 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施胶液用量对纸张施胶性

能的影响

自制的松香、AKD胶乳分散在阳离子苯丙聚合物

中，带有正电性，少量硫酸铝的加入即可清除施胶体系

中阴离子，提高施胶粒子留着率[12]，阳离子苯丙聚合物

分散松香与AKD胶乳可渗透到纸层的纤维与纤维间，

在纸机干燥部施胶粒子与纤维羟基反应，加之苯丙聚合

物的良好成膜性，使纸张表面及其内部形成致密网，从

而实现并提升分散松香与AKD胶的施胶效果。图2为

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施胶剂用量对施胶度的影响，

实验采用逆向、浆内施胶，助剂用量硫酸铝为0.6%、

CPAM为0.25%、pH值为6.5。图2表明随着阳离子分散

松香与AKD胶用量增加施胶性能渐增，1.3%时，施胶

度最好达86s。

2 .6 填料GCC用量对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施胶液性

能的影响

碳酸钙作为纸张常用填料，成本价格远低于纸浆

纤维，其较好的留着率及其对纸品性能的改善，是中碱

性造纸首选的无机填料。然而，碳酸钙的比表面积较纤

维大，易吸附在胶料表面[13]，随加添加量增加其留着率

会下降，会随白水带走胶粒造成纸张施胶性能降低。图

3为碳酸钙用量对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乳液施胶的

影响，施胶剂用量与表1相同。图3表明填料碳酸钙加至

15%～20%（占绝干浆）时纸张具有较好的施胶度，20%

以上纸张施胶度快速下降。这是由于填料留着率下降，

同时也会造成浆料的pH值提高，不利于胶料的留着，致

使施胶效果降低。

3  结论

3 .1 常压下采用无皂苯丙聚合方法制得苯丙聚合物，

利用其在反应体系乳化逆转松香，可一次性制备阳离子

分散松香与AKD施胶剂。

3 . 2 考察了阳离子分散松香胶与AKD复配施胶剂制

备实验中，功能性单体DMC、NMA的最佳用量分别为

9.5%、2%。

3 . 3 考察了浆内逆向施胶实验的优化条件是：硫酸

铝用量为0.6%，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 D施胶剂用量

为1.3%，CPAM用量0.25%，pH值为6.5。施胶度可达

86s。

3.4 考察了GCC作为抄纸填料，添加量在15%～20%，

图2  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胶用量对施胶度的影响

图3  碳酸钙用量对施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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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中性施胶体系，阳离子分散松香与AKD乳液施胶

纸张具有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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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对针叶纤维、阔叶纤维和麻浆纤维的打浆

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的相关性及回归方程进行了

分析，其线性相关系数均能够达到0.99，都具有较好的

线性关系。因此，能够依据纤维打浆度的数值，在生产

现场快速地确定出浆料中纤维的细纤维化作用程度，

从而达到打浆要求的效果，最终使纸张的物理指标达

到要求。

关键词：纤维；打浆；帚化率；打浆度；纤维分析仪法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equat ions of the beat ing degree of sof twood f ibers, 
hardwood f ibers, and hemp pulp f ibers with the f iber 
analyzer method and thei r regression equat ions are 
analyzed.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an reach 0.99, 
all of which have good linearity relationship.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the f iber beating degree, the 
degree of fine fibrillation of the fibers in the pulp can be 
quickly determined at the production site, thereby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beating requirements, 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physical indicators of the paper.
Key words: fiber; beating; broom rate; pulp beating degree; 
fib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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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浆是使浆料中的纤维经受外部剪切力的作用，

产生纤维结构和胶体性质改变的一种物理性作用。它是

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其与产品质量的性能关系非常密

切。打浆的一个作用是利用物理的方法，对水中悬浮的

纸浆进行机械或者流体的处理，利用剪切力，使纤维的

表面状态发生改变，从而使纸浆获得某种特性，以达到

成纸的质量要求；另一个作用是控制纸浆的滤水性能，

以达到能够用同种生产原料生产多种类型纸的需求[1]。

为了有效掌握打浆过程中纤维的变化情况，我们

用打浆度来衡量打浆的程度，它表示纸浆滤水快慢的

程度。

打浆能够使纤维产生细纤维化作用，即使纤维壁

产生起毛、撕裂、分丝等的现象。纤维的细纤维化作用

之一就是帚化，因为纤维的帚化发生在微观，其帚化程

度需要用一个宏观指标加以体现，即纤维帚化率。它是

指浆料经过打浆之后，纤维受到分丝帚化的数目占总纤

维数目的比率[2]。

国标GB/T 22836-2008中仅对针叶纤维和麻浆

纤维的纤维帚化率进行了人工目视检测的测定规定，在

阔叶纤维中纤维帚化率却是个空白。本课题应用纤维

分析仪法测定纤维的帚化率，相比于人工目视法纤维帚

化率，其帚化率数值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

更好地反映出纤维的细纤维化程度。

打浆度和纤维帚化率是控制成浆质量两个重要的

指标，所以在造纸生产过程中对这两个指标需要重点

监控。因此，若能在生产现场快速依据纤维打浆度值，

确定出浆料中纤维的细纤维化程度，将变得尤为重要。

1  主要仪器

纤维分析仪（MORFI COMPACT、法国Techpap

公司）；

打浆度仪（SR/P、巴西REGMED公司）；

电子天平（PB1502-S/FACT、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公司）。

2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测试原理

纤维分析仪基于特定的图形灰度分析处理软件所

逐个测定纤维的分丝长度和自身纤维的长度，之后用纤

维分丝长度的总和与纤维自身长度的总和，计算出纤维

帚化率。计算方法见式（1）。

纤维帚化率=[纤维帚化长度/（纤维长度+纤维帚

化长度）]×100%                             (1)

3  纤维样品的制备与测定

取6个不同打浆时长的纤维浆料，首先依次标定出

浆料浓度，之后根据浆料浓度，配制出1000m l的0.2%

浓度的浆料，搅拌均匀后，倒入打浆度仪中，依次测定

表1  针叶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试验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纤维打浆度/°SR

25

41

52

64

74

78

测定值1 均值

26

42

52

64

75

78

25

42

52

64

76

79

测定值2 测定值1

0.310

0.499

0.690

0.852

1.037

1.171

测定值2

0.297

0.482

0.702

0.863

1.052

1.160

均值

0.304

0.490

0.696

0.858

1.044

1.166

表2  阔叶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试验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纤维打浆度/°SR

27

35

47

52

62

65

测定值1 均值

27

35

47

52

62

66

27

35

47

51

62

66

测定值2 测定值1

0.358

0.416

0.532

0.609

0.713

0.762

测定值2

0.369

0.429

0.524

0.621

0.704

0.775

均值

0.364

0.422

0.528

0.615

0.708

0.768

表3  麻浆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试验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纤维打浆度/°SR

40

53

64

74

82

85

测定值1 均值

40

53

63

74

82

86

39

53

62

74

82

86

测定值2 测定值1

0.708

0.884

1.061

1.152

1.209

1.304

测定值2

0.712

0.879

1.050

1.141

1.213

1.320

均值

0.710

0.882

1.056

1.146

1.212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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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纤维打浆度，重复试验一次，测得平行样试验数

据，取均值。 

对样品依次进行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的试验测

定，每个样品测两次，取均值。

注意在取样时，必须用取样勺将浆料中的纤维分

散均匀，以保证样品具有代表性。

纤维样品中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试

验数据见表1、表2、表3。

4  试验结果及讨论

4 .1 针叶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的试验数

据分析

从图1中能够看出，针叶纤维中纤维打浆度与纤维

分析仪法帚化率呈线性关系，并且是强的正相关，线性

方程为y=0.0162x-0.1528,线性相关系数R为0.9875，

线性良好。

4 . 2 阔叶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的试验数

据分析

从图2中能够看出，在阔叶纤维中纤维打浆度与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呈线性关系，并且是强的正相关，

线性方程为y=0.0104x+0.0647,线性相关系数R为

0.989，线性良好。

4 . 3 麻浆纤维的纤维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的

试验数据分析

从图3中能够看出，在麻浆纤维中纤维打浆度与

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呈线性关系，并且是强的正相关，

线性方程为y=0.0125x+0.2266,线性相关系数R为

0.9849，线性良好。

5  结论

在针叶纤维、阔叶纤维和麻浆纤维这三种纤维浆

料中，打浆度与纤维分析仪法纤维帚化率均呈线性关

系，并且是强的正相关，线性相关系数R均能将近达到

0.99。因此，能够依据纤维打浆度的数值，在生产现场

快速地确定出浆料中纤维的细纤维化程度，从而控制

浆料的打浆，最终使纸张的物理指标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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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针叶纤维的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与打浆度关系

图2  阔叶纤维的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与打浆度关系

图3  麻浆纤维的纤维分析仪法帚化率与打浆度关系

研究开发 R & D

37
Apr., 2020  Vol.41, No.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摘 要：对双面淋膜原纸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原纸生产工艺对

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原纸浆料打浆度、灰分含量、阳

离子淀粉用量等对双面淋膜原纸层间结合强度具有显著影

响。为了得到性能良好的原纸，浆料打浆度应不低于40°SR，

灰分含量不高于12%，阳离子淀粉用量不低于26kg/t，层间结

合力不低于180J/m2。

关键词：双面淋膜原纸；性能；层间结合强度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uplex coated base paper was studi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ase paper production process on product 
quality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ating degree, 
ash content, and cationic starch content of the base paper slurr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interlayer bonding strength of the 
duplex coated base paper.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performance, 
the pulp beating degree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40 °SR, the ash 
content not be higher than 12%, the amount of cationic starch 
not be lower than 26 kg/t, and the interlayer bonding force not be 
lower than 180 J/m2.
Key words: duplex coated base paper; performance; interlayer 
bonding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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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层间结合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打浆度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原纸灰分控制在12%，阳离子

淀粉用量30k g/t，研究打浆度对层

间结合强度的影响，结果如表1。

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

随着打浆度的提高，纸张的层间结

合力不断提高。纸张是一类多孔性

的材料，打浆度的提高有效地降低

了纸张内部的孔隙，更有利于提高

纸张内部纤维结合强度。但过高的

打浆度并不能显著降低纸张内部的

孔隙，且会造成纸张收缩率偏高。因

此，打浆度超过40°SR后，纸张的层

间结合力提高不明显。

2.2 灰分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原纸打浆度控制在40°SR，阳离

子淀粉用量控制在30kg/t，研究灰分

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结果如表2。

结果表明，随着纸张灰分的提

高，纸张层间结合力降低，这是由于

灰分的存在，阻碍了纸张内部纤维

的结合，造成纸张纤维排布疏松，

从而导致纸张纤维内部结合强度降

低。当灰分含量在12%时，纸张的层

间结合强度满足淋膜原纸的淋膜要

求，能够提供足够的层间结合力。因

此，淋膜原纸在生产时，应该将灰分

控制在12%以下。

2 . 3 阳离子淀粉用量对层间结合强

度的影响

原纸打浆度控制在40°SR，灰分

控制在12%，研究阳离子淀粉用量对

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结果如表3。

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

随着阳离子淀粉用量的增加，层间

结合强度不断升高，但升高到一定

淋膜纸是一种以纸基作为底

材，经单面或双面淋膜一层P E、

PP、PET材料后加工而成的纸张，

具有良好的防水、防油效果[1,2 ]。

根据淋膜纸的特点，淋膜纸基本可

以分为两大类：防油类和防水类。

防油类淋膜纸可以用于各类油炸

食品、板栗、各式糕点等食品的包

装，也可以用作P E K、胶带原纸等

使用。防水类淋膜纸，用作热杯使

用，例如各类咖啡杯、奶茶杯、可乐

杯等。市面上淋膜原纸主要有牛皮

纸、双胶纸、口杯原纸等，使用双胶

原纸作为纸基经过双面淋膜PE膜，

制备淋膜胶带原纸。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美国灯塔牌针叶木浆、亚太森

博桉木浆、国内某公司阳离子玉米

淀粉、国内某公司填料级碳酸钙。

1.2 实验设备

立式磨浆机T D7-P F I、抄样

器T D10-200B、纤维标准疏解机

TD15-A、热风干燥箱、打浆度测定

仪、层间结合强度测试仪。

1.3 实验方法

1.3.1 浆料准备

将浆板按照标准方法进行疏

解，稀释至10%质量分数。针叶木浆

和阔叶木浆按照2∶8的比例混合得

到混合浆，利用PFI将混合浆打浆至

一定打浆度备用。

1.3.2 双面淋膜原纸制备

取上述浆料制备手抄片，以备

测试其层间结合强度。

1.4 分析与检测

引用GB/T 26203-2010《纸

和纸板内结合强度的测定》的规定

表1  打浆度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打浆度 

/°SR 

15

20

25

30

35

38

40

43

45

层间结合强度

/(J/m2) 

41

53

75

122

155

178

182

182

183

备注

膜分层

膜分层

膜分层

膜分层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表2  灰分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灰分

/%

0

5

8

10

12

14

18

20

22

25

28

30

32

层间结合强度

/(J/m2) 

198

191

185

183

181

170

161

153

141

130

110

103

89

表3  阳离子淀粉用量对层间结合强度

的影响

阳离子淀粉用量 

/(kg/t)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3

35

层间结合强度

/(J/m2) 

155

158

161

163

165

169

172

179

182

184

185

1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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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后趋于平稳。浆料纤维含有大

量羟基，纤维带有一定的负电荷，

阳离子淀粉带正电荷能够很好地与

纤维上的羟基结合，从而提高纸张

的强度[3,4]。当系统中阳离子淀粉与

纤维羟基结合处于饱和状态时，继

续提高阳离子淀粉并不能提高纸张

强度。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系统中

存在大量阴离子垃圾，部分带正电

荷的阳离子淀粉会被系统中的阴离

子垃圾中和，导致阳离子淀粉与纤

维不能良好地结合。因此，在生产

淋膜原纸过程中阳离子淀粉用量应

不低于26k g/t纸，根据系统内部阴

离子垃圾含量酌情调整阳离子淀粉

用量。

2.4 淋膜量的控制

2 .4 .1 淋膜量对PEK纸张吸油值与离

型力的影响

在打浆度40°SR、阳离子淀粉

用量26k g/t、灰分控制在12.0%

的条件下，制备原纸手抄样，然后

使用淋膜机对手抄样进行淋膜处

理，PE淋膜量5.0g/m2、7.0g/m2、

9.0g/m2、12.0g/m2、14.0g/m2、

16.0g/m2，研究纸张淋膜后对吸

油值与离型力的影响。

结果（表4）显示：在同等实

验条件下，随着P E淋膜量的增

加，淋膜原纸具有良好的抗硅油

渗透能力，且吸油值不断地呈下

降趋势。吸油值下降到一定范围

后，趋于平稳。造成吸油值偏高的

原因是PE膜不能很好地对纸张进

行覆盖，纸张表面的毛细管与纤

维空隙没有得到有效的封闭。随

着淋膜量的不断提高，纸张表面

空隙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具

有良好的抗硅油渗透能力。因此

在生产P E K过程中，淋膜的均匀

性与淋膜量决定

着淋膜纸的吸油

值、剥离力等 指

标。从结果看出

PE淋膜量控制在

1 2 g /m 2较为合

理。

2 . 4 . 2 淋膜量对

PEK纸张COBB值的

影响

在 打 浆 度

4 0°S R、阳离子

淀粉用量26k g/

t 、灰 分 控 制 在

1 2 . 0 % ，纸 张

COBB值≤25%的

表4  淋膜量对PEK纸张吸油值与离型力的影响 

PE淋膜量

/(g/m2)

5.0

7.0

9.0

12.0

14.0

16.0

吸油值

/(g/m2)

129

87

32

5

4

4

129

87

32

5

4

4

离型力/

(g/25mm)

面材撕裂、有渗透点

面材撕裂、有渗透点

有渗透点

剥离良好

剥离良好

剥离良好

备注

表5  淋膜量对PEK纸张COBB值的影响

淋膜量

/(g/m2)

5.0

7.0

9.0

12.0

14.0

16.0

表面吸水值COBB

/(g/m2)

24

22

18

15

15

14

有水滴渗透点

有水滴渗透点

无水滴渗透点

无水滴渗透点

无水滴渗透点

无水滴渗透点

备注

[收稿日期:201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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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制备手抄样，然后进行淋膜

处理，PE淋膜量5.0g/m2、7.0g/

m2、9.0g/m2、12.0g/m2、14.0g/

m2、16.0g/m2，研究不同淋膜量对

PEK纸张COBB值的影响（表5）。

结果表明：随着P E淋膜量的

提高，PEK纸张COBB值呈下降态

势。说明随着P E淋膜量的提高，

PEK纸对水具有良好的抗渗透能

力，反映出随着淋膜量的提高纸张

的淋膜均匀性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因此，提高P E淋膜量能够有效控

制PEK原纸的抗液体渗透能力与

阻隔能力。

3  结论

使用双胶纸作为淋膜胶带原

纸，层间结合强度符合生产要求，

浆料打浆度应不低于40°SR，原纸

灰分应不高于12%，阳离子淀粉用

量应不低于26k g/t纸，PE淋膜量

控制在12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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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缸轴承失效原因分析及其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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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工程师；从事设备安装、维修工作。

1  烘缸工作环境

造纸机用铸铁烘缸属Ⅰ类压力容器。铸铁烘缸的

数量约占造纸行业压力容器总数的2/3。制造烘缸的材

料一般多为HT200、HT250。为了增加纸面光滑度，要

求把烘缸外表面磨光并把内表面镗光，使整个烘缸壁

保持厚薄一致，以保证烘缸的安全、平衡和各处传热均

匀。烘缸的作用是用来烘干纸页中的水分并整饰纸面。

烘缸内部通入饱和蒸汽进行加热，饱和蒸汽的温

度120～150℃。烘缸被安放到密闭的气罩内，并通过供

风系统通入预热的干热空气加速水分的蒸发。热量通

过烘缸壁传导到纸张中，将纸张中的水分由压榨后的

60%降低到出烘干部约为7%。在正常生产过程中气罩

内的环境温度可以达到70～80℃。

2  烘缸轴承故障简述

某公司纸机从2004年开机，烘缸固定端轴承连续

出现损伤失效症状。按设计要求，在烘干部的轴承使用

寿命为8～10万h。按连续生产来算这些轴承的寿命应该

为8年左右。但是现在这些轴承只有1～2年的工作寿命，

有的甚至只有2～3个月的寿命，明显低于设计要求。

从2004年至2015年已经更换了一百多套轴承。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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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ilure causes of dryer bearing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 CHEN Sai (Shandong Sun Paper Industry Co., Ltd., Yinzhou 272100, Shandong, China)

41
Apr., 2020  Vol.41, No.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轴承频繁的拆卸、安装，又对烘缸的轴头造成不可逆转

的损伤。烘缸轴承的不稳定工作对车间的正常生产产生

极大的影响。

3  烘缸轴承损坏和蒸汽压力的关系

3.1 蒸汽群组分类

在纸机生产过程中，要从烘缸固定端通入高温的

蒸汽来实现对纸幅中水分的蒸发。根据纸机生产工艺，

不同位置的烘缸对纸面的烘干能力是不同的，通入的

蒸汽压力也是不同。若干个相邻的烘缸组成一个烘缸

群，通入特定压力的饱和蒸汽来实现组群的共同加热。

该纸机共有40个烘缸，划分为11个烘缸群。不同的群通

入的蒸汽压力各不相同，烘缸表面温度也不同。

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出干燥部纸幅水分的大小，纸机

会自动调节各个蒸汽群的供气压力。通过表2可以清晰看

出蒸汽压力较高的三个位置分别是2B、3、4号烘缸群，这

三个群的供气压力峰值分别达到0.44MPa、0.54MPa、

0.52MPa。蒸汽压力较低的两个位置分别是1C、5B烘缸

群，其供汽压力分别是0.14MPa、0.18MPa。

3.2 烘缸固定端轴承更换数量

依据2004年至2015年间该车间维修记录，该车间

重复性更换了137套烘缸固定端轴承。结合烘干部烘缸

群组蒸汽压力和对应烘缸位置轴承更换数量，可以体

现出蒸汽压力和轴承损坏的关系并得到图1（蒸汽压力

和轴承更换数量对应关系）。

通过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烘缸固定端轴承更换频

次最高的三个位置分别是2B、3、4号烘缸群，在这三个

位置烘缸传动侧轴承更换平均频次分别达到4.67次、

3.125次、4次。更换频次较低的两个位置1C、5B烘缸，

在这两个位置内的烘缸轴承更换频次分别为1.5次、2

次。

1#、2#、27#烘缸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通入微量蒸

汽，在蒸汽压力为0的情况下这三个位置的烘缸轴承工

作时间已经达到11年。通过振动监测技术分析，这三个

位置的烘缸轴承状态良好。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烘缸传动侧轴承更换频

次和烘缸的供汽压力呈正相关关系。

4  烘缸轴承损坏模式

表1  纸机干燥部的蒸汽温度

饱和蒸汽压力

/MPa

0.35

0.41

0.52

相应的蒸汽温度

/℃

138

145

153

图1  蒸汽压力和轴承更换次数的对应关系

表2  纸机烘缸群分类

蒸汽群编号

烘缸编号

蒸汽压力/kPa

1A

1

0

1B

2

0

3

0.8

4

1.4

1C 2A

3.8

5 6

2B

4.4

7 8 9

3

10～23

5.4

4

24～26

5.2

5A

27

0

蒸汽群编号

烘缸编号

蒸汽压力/kPa

6A

31 33 35 37 39

2.6

6B

32 34 36 38 40

2.5

5B

28 29 30

1.8

图2  轴承损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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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显示的是轴承内圈滚道失效的图片。

● 轴承有打滑痕迹

● 滚道表面有环形色圈

● 滚道表面次表层疲劳脱落

图2显示轴承滚道表面的环形色圈、次表层脱

落、滚动体表面脱落和碎裂、滚动体表面磨损。对于以

上轴承损伤原因可以引用ISO15243—2004 Ro l l i n g 

bearings—Damage and failures滚动轴承损伤和失

效—特征和原因一文中的说明（图3）。

● 润滑不良，轴承间隙过小。

● 相对于负载和速度存在严重的轴承负载。

● 过高的温升降低了轴承材料的硬度。

● 固体颗粒进入密封的轴承中导致磨损。

通过以上列举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反映出，造成烘

缸传动侧轴承损伤失效的根本原因是烘缸传动侧汽头

内部的高温引发的一系列影响轴承正常运行的恶劣条

件。

5  烘缸的隔热结构

为了减少烘缸中的热量向轴承的传导，便有了隔热

套的产生。隔热结构主要有隔热套隔热、端面隔热、隔

热套与端面隔热共同隔热。

5.1 隔热结构的原理

隔热套隔热即把蒸汽用钢管输送，与轴颈用空气

隔开形成隔热带。空气比热比较小、导热系数低，热量

是通过辐射和对流散逸的。通过设置隔热带，来保证高

温蒸汽不会散失到烘缸轴头中。

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隔热失效的情

况。在设备安装或维修过程中，因为轴颈和隔热套尺寸

和结构等原因，极易造成端面密封中隔热密封环的安

装损坏、破裂，如图4所示的隔热密封环就因为安装不

当造成隔热密封环破裂。

安装到汽头上的隔热密封环在工作过程中因为安

装不当造成损坏后，极易发生高压蒸汽的泄漏。高温蒸

汽泄漏后进入到隔热套和轴颈的空隙当中会形成冷凝

水。这时热传递条件与轴颈不隔热时几乎相同，隔热结

构失效，大量的热量穿透隔热套传递到轴颈中，造成轴

承内外圈的温度急剧上升。

5.2 隔热结构和无隔热结构对比试验

试验条件：无隔热套和端面隔热结构的轴承装

置、具备隔热套和端面隔热结构的轴承装置，试验蒸汽

温度为130℃。

图5  温升测试图4  损坏的隔热环

图3  运行表面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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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一项指标。在未加任何功能添加剂的前提下，黏

度越大，油膜强度越高，润滑效果越好。黏度是随着温

度变化的，温度越高润滑油的黏度就越低。

通过图6润滑油黏温曲线可以看出润滑油的黏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快速降低。当油品温度上升到100℃时

该型号润滑油黏度下降到18.1mm2/s。

润滑油的温度越高其黏度下降的越大，润滑油的

油膜厚度越小（图7），抵抗重载的能力就会越低，润滑

油的润滑性能越差，轴承系统就会因为润滑不良而过早

损坏失效。

7  汽头隔热结构优化方案

采用二次密封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使得第一道

密封破损失效后第二道密封结构继续完成对蒸汽的密

封作用。

7.1 转接法兰设计

该方案是继续采用威尔逊9700型的烘缸汽头结

构，原来的隔热密封环安装在转接法兰中。转接法兰安

装在烘缸轴头上。当转接法兰安装到位后在隔热套和

转接法兰中间会有7mm配合距离。第二道密封就是在

这7mm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图8）。

首先在距离转接法兰内侧1m m的位置加工一个

3mm宽、2.5mm深的环形O型圈槽。使用材质为氟橡胶

的O型圈，安装到O型槽内。当转接法兰安装到位后，O

型圈起到第二道密封的作用。

7.2 密封材料的选择

氟橡胶(f luororubber)是指主链或侧链的碳原子

上含有氟原子的合成高分子弹性体。氟原子的引入，赋

予橡胶优异的耐热性、抗氧化性、耐油性、耐腐蚀性和

耐大气老化性，在航天、航空、汽车、石油和家用电器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氟橡胶具有高度的化学稳定性，是目前所有弹性

体中耐介质性能最好的一种，氟橡胶的耐高温性能和

硅橡胶一样，可以说是目前弹性体中最好的。氟橡胶在

250℃下可长期使用。

8  烘缸轴承安装方式优化

8.1 安装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安装前轴承的提前预热、轴头温度降温处理。图7  温度、黏度、油膜厚度数据对比

通过对两套轴承装置通入相同温度的蒸汽后分别

测量轴头位置、轴承内环、轴承滚动体、轴承外环等部

位的温度。无隔热结构的轴承装置在运行一定时间后，

轴头位置温度达到121℃，轴承内环温度达到107℃，滚

动体温度93℃，轴承外环温度达到86℃。而具备隔热结

构的轴承装置在运行相同时间后，轴头位置温度达到

79℃，轴承内环温度达到77℃，滚动体温度73℃，轴承外

环温度达到72℃。通过图5可以明显地看出具备隔热结

构的轴头比没有隔热结构的轴头温度低42℃，轴承温升

也大幅降低。

6  高温对润滑油黏度的影响

黏度反映油品的内摩擦力，是表示油品油性和流

图6  220#造纸机循环油黏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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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维修过程中由于纸机设备停机检修时间短，

烘缸体积大，短时间内轴头温度下降幅度有限，停机3h

后的轴头温度依然高达75～85℃，此时轴头和室温条件

下的轴承存在50～60℃的温度差。由于烘缸轴承尺寸较

大，大幅温升后对其自身的热膨胀形变造成影响，从而

引起轴承游隙的变化。

8.2 安装方式——游隙测量变更为液压推进法

轴承内圈为锥度孔结构和烘缸轴头锥面过盈配合

安装。在安装过程中一般使用塞尺对其轴承安装游隙进

行测量。由于纸机传动侧部分烘缸传动为齿轮齿箱结

构，齿箱结构限制了烘缸轴承的拆卸、安装。在起吊烘

缸或者拆卸轴承的过程中会造成烘缸轴向的位移，使得

轴承安装位置变化。在安装过程中随着轴承内环在轴头

的移动会造成内外环的轴向移位，使得内外排滚动体轴

承间隙异常变大或者变小。很容易造成安装人员使用塞

尺测量游隙时的测量误差，导致轴承实际剩余游隙过大

或者过小，不能满足轴承正常运行的游隙要求。

当轴承安装剩余游隙小于轴承许用最小游隙时，

轴承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轴承温度升高、内外环滚道疲劳

脱落、滚动体卡死、保持器断裂、轴承内环胀裂等情况

发生，导致轴承异常损坏或过早出现损伤。轴承内环胀

裂还会导致烘缸研轴或者轴承抱死的恶性设备事故的

发生。

当轴承安装剩余游隙大于轴承许用最大游隙时，

轴承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轴承的异常振动、烘缸运行异

响。由于轴承游隙过大在运行过程中还会出现轴承滚

动体在内外环滚道之间的异常打滑，造成轴承磨损加

剧，严重时导致轴承内外环滚道疲劳脱落。

在各安装部位正常无明显磨损的情况下，现场安

装时建议采用

液压推进法进

行轴承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

使用液压螺母

对轴承内环进

行推进。通过

查询轴承型号

后可以获得该

型 号 轴 承 的图8  转接法兰示意图 [收稿日期:2019-10-13]

安装数据：轴承的原始游隙、游隙减小量、最小许用游

隙、液压螺母起始压力、轴承内环推进距离等数据。

当轴承内环到达位置后即可完成轴承的安装。可以避

免因为人工测量导致的测量误差，实现轴承的精细安

装。

9  润滑油品优化

造纸机烘干部因为运行的温度较高，常采用稀油

润滑方式，采用油站供油由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管理

控制。由于现代纸机高速、重载荷连续运行，因此对润

滑油黏温性、氧化安定性、挤压性、抗乳化性、抗水性、

过滤性等性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现有纸机上配备的

PMO无灰造纸机循环油虽然在性能指标上可以满足纸

机运行的基本要求，但是在高温、高速、重载的工况下

作业也暴露出油膜稳定性不足、润滑性能降低等问题。

对于纸机烘干部润滑油的优化可以采用CMO无灰

极压造纸机循环油，该油品具有高温稳定性。有效的抗

氧化剂保护高温环境及高温运行条件下的润滑油使用

寿命，减少沉积物的生成。

挤压添加剂与无灰抗磨剂提供良好的F Z G和

Timken表现性能。是在高温高压的边界润滑状态下，

能和金属表面形成高熔点化学反应膜，以防止发生熔

结、咬黏、刮伤的添加剂。作用是通过分解的产物在摩

擦高温下与金属起反应，生成剪切应力和熔点都比纯金

属低的化合物，从而防止接触表面咬合与焊熔，有效地

保护金属表面。辅助提升润滑油的润滑性能，延长轴承

重载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10  结束语

通过优化烘缸汽头密封结构、采用极压特性润滑

油、优化轴承装配工艺，可以有效地改善烘缸轴承在高

温、重载工况的运行条件，减少轴承内部摩擦，延长轴

承的使用寿命。

参考文献

[1]陈克复.纸浆造纸机械与设备[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15-40.

[2]王忠厚.纸浆造纸工艺[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34-45.

[3]ISO 15243-2004,滚动轴承.损伤和故障.术语、特性和成因[S].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5
Apr., 2020  Vol.41, No.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摘 要：探讨了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的优势和应用，实现

插接点预置、自动分交、自动打筘，可满足螺旋环、自生环和无

端接口的高速造纸干网插接需求，产品接口满足1750m/min纸

机烘干部使用要求。

关键词：提花；自动分交；自动打筘；高速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PY-240 jacquard machine was applied 
in the semi-automatic seaming machine to insert dryer fabric for 
paper-making. From the experience,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preset and spicing the fixed points for seaming, automatic opening 
sheds, automatic reed moving and beating,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tyles of seaming surface, such as spiral loop, pin loop and 
endless. The quality of dryer fabric can satisfy the paper machine 
to run at the speed of 1750m/min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Key words: jacquard; automatic opening shed; automatic reed 
moving and beating; high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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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干网广泛应用于现代各种造纸机烘干部，用

于抄造生活用纸、新闻印刷纸、包装纸、纸板等。随着

我国造纸工业的高速发展，纸机车速达每分钟千米以

上已经成趋势，更高的达2200m/m i n。为了适应高速

造纸机烘干部的要求，对干网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

干网质量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口的质量好坏。为适

应行业发展趋势，我公司针对干网的插接需求，经过全

手工插接机、半自动提综插接机、半自动打筘提综插接

机的开发，最后开发出提花开口、钢筘打纬方式的半自

动插接机TPY-240型，满足75～750c f m各种造纸干网

及滤网的无端、有端螺旋环或自生环接口的处理。产品

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插接的L IN E系列单条造纸干

网在1750m/min新闻纸机上使用寿命超过12个月。

1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的开发

1.1 产品质量和发展需要

造纸用干网从初期的平织结构，逐渐调整到经线

扁丝、纬线圆丝或经纬线均为扁丝的形态，网纹在纬重

结构的基础上增加经重结构，这些变化在原有插接方

式上出现经线间磨损加剧、插接点（是指接口处理过程

中经线突出网面的位置，因为经线最终处理后在网面上

呈小点状所以简称插接点）变化大、接口不平或经线伤

线等情况，这些都要求插接时每根经线可控、运动过程

中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插接点要足够分散。

为了提高插接口强度，插接宽度也在增加，以前窄

的65mm，现在中高速纸机上不低于85mm。纸机车速

越高，对接口强度和稳定性越高。

随着纸机向高速发展趋势，单挂干网大量普及使

用，要求单挂干网的平整度高、透气量小、长度长。低达

75c f m造纸干网插接成有端接口，对插接设备提出了高

要求。

高速纸机对干网的平整度要求大大提高，特别是

特种纸对接口环处的透气要求更严格，要求在张力运行

状态下接口与网体透气性接近。

1.2 提综半自动插接机的弊端

提综结构插接机是不锈钢综框中挂综丝，经线穿

过综丝中间的孔，通过气动活塞驱动综框的上下运动带

动经线上下提升分交，纬线手动穿过交口，使用手动、气

动或电动方式打紧纬线的方式。存在以下弊端影响接

口质量：

一是，综框和综丝的重量合到一起比较大，提综时

震动大，导致经线张力不匀，接口网幅出现经线松紧不

一、突出网面，严重的形成回鼻、接口面起包、波浪纹。

二是，插接过程操作工调整麻烦，前期和后期的张

力调整工作量大，影响工作效率。

三是，综丝数量多，经线之间容易缠结，打纬的震

动更会造成经线的张力明显差异。

四是，更换综丝时因为空间受限，工作量大、效率

低。

五是，设备出现故障维修时，一般都是一个或几个

综框的更换、维修，容易伤经线；维修好后维修工与插

接工配合穿线工作量大。

六是，插接后接口网面维修量大，直接导致接口质

量低、效率低。

插接宽度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综框和综丝数量，

设备的运行稳定性就越差；同时插接点的安排也相对

复杂、工作量大。

整体上看，提综插接机存在效率低、接口质量一

般、上线工作量大等弊端。

1.3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的控制优势

提前在控制系统中输入插接网纹，提花系统可根

据插接网纹的要求来独立控制每一根经线的升降，经

线都有相对独立空间、震动小，经线运动过程中无摩

擦，每根经线都有弹簧张力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经线张

力的波动。

经线的独立运动，在插口宽度范围内可灵活设置

经线插接点的位置，实现插接点位置预置，将需要对接

的两根经线分别开交进行插接。可设置的插接点位置越

多，插接点分布越均匀，插接的网面质量也就越好。与

提综插接方式相比较：由于插接点提前预置，插接点经

线自动分交，实现了插接点的均匀分布；插接过程通过

电脑控制，无需人工找插接点，使插接操作简单、速度

快；配合自动打纬方式，插接效率提高2～5倍。

提花方式独立控制经线的规模从几十根到上千根

甚至上万根；均可实现同时独立运动，且数量可以任意

扩展，不受综框数和综丝数的限制，可满足目前任何类

型造纸干网、压榨网等产品的插接；可以随时根据要求

调整插接宽度，在插接宽度增加的基础上保证插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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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均匀，接口质量不会降低。

插接整个过程，操作工不需要对经线张力进行手

动调整，大大减少工作量；设备出现经线张力问题，仅

需维修对应的单丝后端弹簧，不需要大量的穿线操作。

配套实现网幅同宽网条的快速连接。为了实现接口

环附近的换线，采用独立的线配置，直接使用，插接过

程不用过插接龙头，大大提高接口两端和中间插接质量

的一致性和工作效率。

2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介绍

2.1 组件概述

2.1.1 提综方式

提综方式为采用史陶比尔动滑轮组件（图1），体

积小、工作可靠。可独立控制240根经线的提升，设计

开发微电脑专用控制器、编程器。主要接口有：存储器

系统、显示器接口、编程器接口、外围驱动接口、操作接

口、数据控制接口、RS232通讯接口等。编写了各功能控

制模块和系统软件，实现了显示信息丰富、清晰直观、

控制稳定可靠、操作方便。

机头的移动采用活动轮手动方式，力量小；经线的

接结方式采用无结平滑方式，机头的移动不需要过结

头。

2.1.2 开口和打筘

提综丝根数为240根，开口动力小，为了节能采用

气缸直接驱动拉刀往复运动方式。 

可实现压线、打筘等工作方式。

插接机结构更紧凑、小巧，工作可靠、省电、工作效

率高。如图2。

2.1.3 网固定

造纸干网比较厚重，接口灵活，为方便网子固定，

设计金属机架台面，并采用高强磁铁吸合固定，简单方

便。

2.2 应用优势

与提综方式干网插接机相比较：无需制作纹链板，

采用提花组件实现了纹版的存储与控制，更换网纹方

便、操作简单、功能强、工作稳定可靠、维修简单。

专门设计的金属机架台面，固定网紧、不伤网，操

作简单。

整个工作过程，经线张力稳定，可满足螺旋环、自

生环和无端接口的处理，尤其适应低透气量网的接口处

理。

自动开交、自动压线、自动打筘，节能省电、插接效

率高、插接网面质量好。

2.3 主要功能详述

紧凑高效的纹版组织方式，方便编辑、存储和传输

控制纹版，本机可存储31套插接纹版，满足插接不同网

型的控制要求。插点位置预置，插接机根据设置的插点

出线位置自动分线，插接操作简单方便。

采用液晶显示器在线显示丰富的纹版控制信息，

包含纹版名称、存储序号、步数、次数、当前步、当前

次、分线位置、开交状态、工作状态、当前步的纹版样

式等，显示清晰直观。前进与倒退按钮，实现向前或向

后插接纹版步进和变综功能。全交与半交功能设置，满

足插接时起头和插接要求。

打筘功能设置，可实现打筘的开与关，实现自动打

纬功能。压线功能设置，可实现有些网型的压线要求。

硬件支持标准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可以非常

方便地实现两台半自动插接机之间以及插接机与计算

机之间纹版数据文件的传送及接收。

可方便实现有端干网、无端干网的插接，满足网

子不同的功能要求。配套设计了独立的编程器，可以及

时、方便地进行纹版数据的输入、编辑和存储。断电记

忆功能，任何时候断电，都自动保存当前工作状态。对

外可输出（8+4）位的数字控制量，以方便外围设备或接

图1  史陶比尔提花组件（8针）

图2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综丝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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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驱动。

接口方式可完全满足：有端螺旋环、有端自生环和

无端接口的插接要求。插接环与网体连接附近的换线

操作方便、快捷。

设计的金属机架和强磁压坨，保证了厚重干网在

插接机上稳定、无滑动。

整体看功能实现了：数字化输入，打筘，数据快速

传输、调整，开口方式多样，工作状态可显，插接点预置

等。

2.4 应用案例

如图3、图4、图5所示。

3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的使用和维护

3.1 实际操作

按“上功能或下功能”按钮，可进行液晶显示器刷

新。先按“上功能”+“前进”按钮，进行纹版向前选择。

按“上功能”+“倒退”按钮，进行纹版向后选择，纹版选

择时在线显示序号和名称。前进或倒退脚踏开关实现

向前或向后插接纹版步进和变综。先按“下功能”+“上

功能”按钮，实现全交与半交控制方式转换。先按“下

功能”+“倒退”按钮，实现插接纹版编程。

注意要实现此功能，必需先将编程器插入主板相

应接口，否则将不起任何作用。

3.2 编程和参数设置

提前在电脑上研发设计好纹版结构、插接点等内

容，可通过手工输入或电脑连接导入。

设备软件和控制部分全部由公司内部工程师研发

和编辑，任何软件的问题都可实现快速自查和修正。

3.3 维修

自主设计研发，相关硬件和软件都可控，最大程度

上减少维修难度，提高维修效率。通过内部的培训即可

实现维修工作的快速交接。

设备的操作和维护都可以直接由经过内部培训的

插接工实现。

4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提高产品质量的效果

T PY-240型提花插接机已经在公司内大量使用，

用于各种造纸干网和滤网的接口处理，包括L I N E、

RUN、DR I、DWM等干网和压榨网的插接，接口质量

图4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用于高强扁丝干网的接口处理

图5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液晶显示工作状态和参数

图3  TPY-240型提花插接机面板和控制按钮示意图

满足低速、中速和高速造纸机的要求。

根据2018年我国造纸脱水器材行业统计，我公司

造纸干网的总生产量居国内第一位。而我厂造纸干网

的插接已经全面使用TPY-240型提花插接机，在大大

提高产量的同时提高了产品质量。

4.1 圆丝干网

插接的无痕干网，供国内保定钞票纸厂使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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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理想、运行稳定。插接22504圆丝干网，满足各种包

装纸纸机抄造要求。

4.2 高强扁丝干网

插接的L IN E系列高强低透气扁丝干网，在国内新

闻纸机：网宽11.15m、5单位置、1750m/m i n车速下，

实际使用寿命达12个月；网宽10.15m、3单和8单位置、

1500～1600m/m i n车速下，实际使用寿命12个月，长的

14个月。产品同时出口，满足高速纸机抄纸要求。

插接的RUN系列高强扁丝干网，在国内特种纸

机：网宽5.85m、5单位置、1000m/m i n车速下，实际使

用寿命超过12个月。

插接的DR I系列高强扁丝干网，出口韩国做牛卡

纸，车速1100m/min下，使用寿命10个月。

4.3 超平高强扁丝干网

[收稿日期:20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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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接的DWM系列双经扁丝干网，在国内6600包装

纸机：网宽7.20m、4上位置、1050m/m i n车速下，实际

使用寿命超过300天。

4.4 其它用途

该设备可用于：尼龙单层和多层洗浆网及浆板网的

插接；压榨网无端或螺旋的插接；损纸带的螺旋环的插

接；其它固液分离滤网（粗目）的螺旋环、自生环和无端

口的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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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几年

来，四川在发挥竹浆优势，生产生活

用纸特别是本色生活用纸，开拓本

色生活用纸市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首先，为更好推广竹浆生活用

纸品牌，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申请

了“竹浆纸”集体商标，供制浆、造

纸、纸品加工企业共同使用，共同维

护竹浆纸的产品质量，推动竹浆生

活用纸市场的良性发展。

其次，今年3月10日，四川省造

纸行业协会发布《本色竹浆》团体标

准，编号为T/SCSZX 001-2019，

自2020年4月10日起实施。具体标准

指标如表1。

● 技术信息│行业标准

4月10日起，四川纸协会员执行《本色竹浆》团体标准

表1  本色竹浆技术指标

规定

优等品

55.0

2.60

7.30

22

50

不许有

200

不许有

1000

11±2

0.90

36.0±2.0

10.00～20.00

10.00

50.0

2.30

6.50

18

100

不许有

500

不许有

900

13±3

1.20

36.0±3.0

10.00～20.00

10.00

一等品

45.0

2.00

6.00

15

200

不许有

800

不许有

800

16±3

1.50

36.0±4.0

10.00～20.00

10.00

合格品
指标名称

抗张指数/(N.m/g) ≥

耐破指数/(kPa.m2/g) ≥

撕裂指数/(mN.m2/g) ≥

耐破度/次 ≥

尘埃度/(mm2/kg)

      ≤1.00～4.99mm2的尘埃

      ≥5.00mm2的尘埃

      ≤1.00～4.99mm2的纤维束

      ≥5.00mm2的纤维束

黏度/(ml/g) ≥

卡伯值

灼烧残余物(灰分)/% ≤

D65亮度/%

交货水分/%

销售质量计算水分/%

机械强度(打浆度45°SR，抄片定量60g/m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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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残碱；残碱分析仪；工作原理；应用

维护

Key words: residual alkali; residual alkali 
analyzer; working principles;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残碱分析仪在制浆生产线中的应用和维护
⊙ 黄光明（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长沙 410004）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residual alkali analyzer in pulping line
⊙ HUANG Guang-m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Changsha Engineering Co., Ltd., Changsha 410004,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6; TS7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08-0051-04

残碱分析仪是制浆生产线中测量黑液中残留碱浓

度的一种分析仪器，它反应灵敏、精度高、性能稳定，

在大型制浆生产线中应用较为广泛。本文对残碱分析

仪的基本功能、工作原理、故障处理和日常维护进行介

绍，供现场维修人员参考和借鉴。

1  残碱分析仪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1.1 残碱分析仪基本组成

残碱分析仪可以连续测定蒸煮药液有效碱浓度。

主要由测量管道部分、电子单元部分和传感部分组成，

如图1。

1.2 残碱分析仪工作原理

残碱分析仪是基于液体的导电率来进行测量的,在

两个电极之间接通一定的电流,由于溶液中的离子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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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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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向两个电极移动,从而两个电极之间

产生一定的电动势,通过测量到的电动势和电流就可以

计算出液体的电阻。其中由于离子的分解和电极之间会

产生极化现象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使用电源，需

要使用400Hz的波形电源。如图2。

1.3 残碱分析仪安装

1.3.1 残碱分析仪安装注意事项

所有管道压力等级为PN25；电极之间的管道长度

不要超过3m,安装的手动阀必须为球阀；在电极附近必

须安装可以活动的弯头,以便于电极能容易拆装；取样

阀及安装冷却器必须比测量回路低,以便测量回路的液

体通过冷却器排出。如图3。

1.3.2 残碱分析仪接线要求

4根电缆被连接在电极上,其中2根电压电缆,2根输

出信号电缆;与电极连接的电缆必须连接牢固,才能保

证分析仪器的正常工作。所有的电缆必须是屏蔽电缆。

图2  残碱分析仪工作原理

图3  残碱分析仪安装

如图4。

1.4 残碱分析仪信号方式

1.4.1 4～20mA的模拟信号

是残碱度的信号，即仪表的测量信号。

1.4.2 220V报警信号

各种报警信号，比如电缆问题、管道堵塞等引起报

图1  残碱分析仪的组成

1—测量管道(2件)  2—电压/电流电极(4件)  3—温度传
感器(1件)  4—电极法兰(2件)  5—接线盒(1件)  6—电
缆(15m)  7—测量管支架(2件)  8—保护管(3件)  9—电
子单元(1件)  10—法兰(1件)  11—等边法兰(4件)  12—
PTFE连接轴(16件)  13—垫圈(32件)  14—螺丝(8+4件)  
15—螺帽(16件) 图4  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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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如果电子显示屏出现SELFTEST OK时,表示正

常；当出现ALARM ACT I V E时表示有错误信号发

生。

2  残碱分析仪的校准步骤

2.1 残碱分析仪的优缺点

测量管设计优势：测量室足够大，目的使颗粒状残

留物对测量室测量无影响；使用4根单独的电极进行测

量，可以消除电极表面电阻的影响；测量管通过电极CE

提供电流，并且每次测量前会自动调整电流，消除电压

Um1和U m2的影响；电流I是400H z的对称方波电流，以

便消除极化和电解效应；电子单元用于测量电压U m1和

Um2和电流I；黑液的电导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由于电导率与温度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必须安装温

度传感器T,用于检测介质的温度，黑液的电导率与温度

对应公式为：

式中K m为探头常数=测量管的长度除以测量管的

横截面积，C(T)为温度系数，AM300管道的K m=193；

对于旧的测量管和电子单元，探头常数可以在菜单中进

行设置；电导率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比较，以4～20mA

的信号输出。如图5。

2.2 残碱分析仪的校准

方法1：每隔15m i n取一次样,每次校正需要取5个

样品，且保证这5个样品中最低值与最高值的残碱浓度

相差不超过10g/l。校正时将导电度放在X轴，浓度放

在Y轴。 

方法2：如果工艺不允许取到高低的5个点,就按每

S/m为4g/l来校正。

2.3 残碱分析仪浓度的计算公式

残碱浓度C=A×40×N/V(g/l)

C—有效碱浓度，g/l（NaOH）； 

A—盐酸体积，ml；

V—原始样品体积，ml；

N—盐酸摩尔浓度，mol/l。

图5  残碱分析仪测量原理

图6  残碱分析仪校准步骤

图7  按键详解与测点报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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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仪校正的步骤（如图6）

如果显示屏出现CALIBRITION FAILED，说明

其输入的参数不真实。按图6步骤校正。

3  残碱分析仪的操作与维护

3 .1 操作界面按键功能详解和各个测量点引起报警原

因（图7）

3.2 残碱分析仪报警显示

(1）当出现SELFTEST OK，表示所有的测量均正

常。

(2）当出现ALARM ACT I V E，表示有测量错

误参数发生。例如，当显示器ALARM REGISTER 

0010000010报警时，表示NO.3与NO.9报警发生。

3.3 报警详细说明

NO.1～NO.8报警是由于测量单元引起的，NO.9～

NO.10报警是由于PLC引起的。 

(1）ALARM NO.1表示的是液体导电度没有测

量,可能引起原因为电极系统的接线是否有异常。

(2）ALARM NO.2表示的温度有异常,可能引起

的原因：温度低于设置好的报警极限；管道有堵塞或者

温度传感器有损坏。

(3）ALARM NO.3表示的是电子单元电路板可能

出现异常。

(4）ALARMNO.4～NO.8表示各种参数已经超过

极限值。可能的原因是测量电极电缆故障,或电极出现故

障；还有可能是液体泄漏,或者电极过脏需要清洁等。

(5）ALARM NO.9表示I/O卡片出现故障。

图8  温度参数

(6）ALARM NO.10表示CPU出现故障。

3.4 残碱分析仪仿真单元操作键说明

(1）当按键打在VAR位置时，表示可以任意调节0

～500欧的电阻。

(2）当按键打在∞/EXT位置时，表示没有任何可

以连接的电阻阻值。

(3）在E X T位置时,测量单元电极可以被连接使

用。

(4）RS表示电流电极产生的阻值,RV表示电压电

极产生的阻值。

3.5 测试准备

(1）先将测量单元与电极连接的信号线接头拔掉,

连上仿真单元上的接头。

(2）将温度设置在25℃,并使RS1=RS2=RS3=RS

4=0,RV1=RV2=RV3=RV4=0，然后检查所有的参数

表,看是否正常。如图8温度参数。 

3.6 外部信号检查步骤

( 1）首先将仿真单元进行设置：先将开关设

置于VA R位置；使R S1=R S 2=R S3=R S 4 = 0； 

RV1=RV2=RV3=RV4=0。

(2）将外部信号上连接毫安表。  

(3）调节RVAR电位器，使显示屏显示与低量程相

同的导电度,那时检查毫安表读数是否为4mA。

(4）调节RVAR电位器，使显示屏显示与高低量程

相同的导电度，那时检查毫安表读数是否为20mA。

(5）如果出现信号不正常，请检查高低量程。

4  结语

通过对残碱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的了

解，熟悉掌握残碱分析仪的工作性能和维修技能，在

日常维护过程中对残碱分析仪巡点维护，降低残碱分

析仪的故障率，使其长期稳定地运行，残碱分析仪在

浆线中的应用对提高浆线的品质有很大的作用，可以

大大提高生产效益；另外，通过对残碱分析仪的工作

原理和维护技能的介绍，供制浆生产线的技术人员参

考和借鉴。

[收稿日期:2019-12-01(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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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某公司超滤反渗透工艺流程，针对其容易发生

膜污染的现象，分析膜污染产生的原因，并找出原有杀菌和清

洗工艺的缺陷，提出全过程杀菌和根据污染物种类制定清洗

方案的建议。次氯酸钠采用间歇加投，非氧化型杀菌剂采用

冲击式浸泡加投。经过实践表明，改进工艺后系统菌落得到

有效抑制，超滤反渗透装置正常运行，产水质量稳定。

关键词：超滤反渗透；膜污染；冲击式浸泡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ultra-f iltration reverse 
osmosis process flow of a company. Aiming at the phenomenon of 
membrane pollution that is prone to occur,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membrane pollution, and finds out the defects of the original 
sterilization and cleaning process. It proposes the whole process of 
steriliz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for cleaning 
programs. Sodium hypochlorite was added intermittently, and 
non-oxidizing fungicides was added by impact immersion. 
The practice showed that the system colonies are effectively 
suppressed after the improved process, the ultra-filtration reverse 
osmosis device operates normally, and the quality of treated water 
is stable.
Key words: ultra-filtration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pollution; 
impact imm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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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吸泵的共同作用下由中空纤维膜丝的外壁进入到

膜丝的内壁，污染物被截留在膜丝的表面。为了避免严

重的膜丝污染，HMF膜过滤方式采用间歇产水、连续

曝气的工作模式，使得膜丝表面的污染物在空气气泡

的摩擦作用下松动脱落。膜丝内部产水汇集进入RO进

水池，然后经过保安过滤器由高压泵加压进入RO反渗

透装置，产水储存在RO产水池供生产车间使用。该反

渗透装置包括15个压力容器，一级两段按照2∶1方式排

列，每个压力容器内部安装6根RO卷式膜，共90根。另

外，本系统还配备一套在线化学清洗装置，当膜元件受

到严重污染后可以进行在线化学清洗。

2  原有清洗和杀菌工艺方案

(1）HMF膜设置为产水8min，反冲洗2min。

(2）非氧化型杀菌剂连续添加进RO进水池，浓度

25mg/kg。

(3）RO反渗透装置启动前清洗系统2m i n，产水结

束后清洗系统2min。

(4）HMF膜和RO反渗透装置压差超过0.3MPa，

利用在线化学清洗装置用质量分数1%NaOH和1%HCl

溶液对膜浸泡4h，去除膜端污染物，恢复膜性能。

3  超滤反渗透膜污染分析

超滤反渗透膜污染是指有机物、微生物或者无机盐

沉积在膜表面，使膜产水量下降的过程[5～8]。典型的超滤

反渗透系统去除杂质的范围见图2。由图2可知，HMF超

滤膜的孔径是0.1μm，比大部分藻类、胶体、颗粒的尺寸

小很多，因此HMF超滤膜截留了电厂清水中的藻类、胶

体、颗粒等物质[9]，由于该池没有采取杀菌措施，引起池

中藻类大量繁殖（见图3）。细菌和微生物尺寸小，可以透

过HMF膜进入RO进水池，由于该池始终保持一定液位，

非氧化杀菌剂没有大剂量冲击式加投，导致细菌数量猛

增到4次方。被污染的水质引起保安过滤器堵塞，反渗透

装置一段膜端附着棕黄色、带有腥臭味的滑腻黏泥（见

图4）。该黏泥首先用相差显微镜检查（结果见图5），然后

在烘箱50℃下干燥8h，随后取部分干燥后样品在马弗炉

575℃和900℃下煅烧，测得无机盐含量分别为4.98%和

4.92%。因此，干燥后样品有机物含量为95%。该样品点

燃后有烧焦羽毛的气味，结合图5可以推断出黏泥的主要

大多数生活用纸企业通过多盘气浮等设备实现白

水的循环利用，因此进入系统的清水量和排出的废水

量大大减少，导致湿部系统阴离子垃圾和无机盐的积

累，引起纸机运行和纸页物理指标的不稳定[1]。目前很

少有生活用纸企业利用超滤反渗透设备去除清水中的

固形物和微生物，通过提高清水的质量实现系统更长时

间、更稳定的运行。

超滤反渗透技术具有占地面积小、能耗低、出水质

量稳定等特点。然而在运行中，超滤反渗透膜容易发生

污染和性质恶化，造成产水量和脱盐率的下降以及膜

压差的升高[2～4]。其中，微生物污染是超滤反渗透膜的

常见问题，特别是进水水质浊度差、杀菌措施不到位，

超滤反渗透膜频繁发生污堵。

笔者介绍某公司清水处理项目的超滤反渗透工艺

流程，结合出现的超滤反渗透膜污染问题，针对性地 

开展超滤反渗透膜在线清洗工艺和杀菌方案的研究，

以确保超滤反渗透系统发挥其正常效能，延长膜运行周

期和寿命，使产水水质达到设计要求。

1  工艺流程

某公司超滤反渗透系统工艺流程见图1。

电厂清水首先进入HM F超滤装置（如果水温超

过40℃，电厂清水首先进入冷却塔冷却），在水位压差

图1  超滤反渗透系统工艺流程

图2  超滤反渗透系统去除杂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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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是含有蛋白质的细菌、线虫及其排泄产物。

虽然该系统使用的电厂清水污染指数SD I≤1，浊

度也很低，但杀菌方案没有覆盖HMF超滤装置和RO进

水池没有冲击式浸泡加投非氧化型杀菌剂，依然会引起

严重的膜污染。这些污染物在超滤反渗透系统中的分布

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见表1）。

超滤反渗透装置被有机物、无机物污染后，性能会严

重衰退。由图6和图7可知，主要表现在2019年8月份以来

HMF膜被污堵后产水泵压力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压；保

安过滤器和反渗

透装置一段膜压

差增加，反渗透膜

产水流量下降。

即使10月份在线

化学清洗后也很

难恢复到原来状

态，反渗透装置一

段膜压差依然维

持超过0.3MPa，

产水量20m3/h。

4  杀菌和清洗

工艺方案改进

分析超滤反

渗透膜污染的原

因可知，HMF超

滤装置、RO进水

池、保安过滤器、

RO反渗透装置未

进行全过程杀菌

是污染的主要原

因，膜被污染后未

及时在线清洗和

没有根据污染物

种类制定清洗计

划是次要原因。因

此，对原有杀菌和

在线清洗工艺进

行部分改进，实现

全过程杀菌和及时有效的在线清洗，确保超滤反渗透膜污

染得到有效控制。改进杀菌和在线清洗工艺内容如下：

(1）新增次氯酸钠溶液添加点，添加浓度是1mg/kg，

对HMF超滤装置进行预防性间歇杀菌。

(2）非氧化杀菌剂由连续加投改为间歇式冲击浸

泡加投，添加浓度大于50m g/k g，对RO进水池每隔

24h杀菌一次。

(3）将还原剂硫代硫酸钠改为亚硫酸氢钠，亚硫酸

氢钠既可以还原氧化物保护反渗透装置，大剂量加投又

可以对保安过滤器和反渗透装置进行还原性杀菌。

( 4）H M F膜和R O反渗透 装置压 差由原先

≥0.3M P a改为≥0.2M P a时进行在线化学清洗，在线

化学清洗剂由1%HCl和1%NaOH溶液改为依据污染物

的类型选择不同的合适清洗剂[10]（见表2）。

5  效果验证

超滤反渗透装置的杀菌和在线清洗工艺改进后，

系统运行参数见图8和图9，各段菌落数见表3。从中可

以看出改进后HMF膜产水泵压力稳定在0.95M P a附

图4  一段膜生物黏泥

图5  原样相差显微镜检查

表1  超滤反渗透系统中各段膜装置污染物主要种类

分布位置

HMF超滤装置

RO进水池

保安过滤器

反渗透装置一段

反渗透装置二段

污染物种类

悬浮物颗粒、藻类

细菌

细菌、有机物

细菌、有机物

无机盐

表2  常用清洗剂及适用的污染物种类

清洗剂成分

NaOH+EDTA,pH=12,温度30℃

0.1%NaOH+0.05%十二烷基硫

酸钠，pH=12,温度30℃

0.2%盐酸＋0.5%草酸

1%三聚磷酸铵+1%磷酸三钠

+1%EDTA

污染物

碳酸盐

√

硫酸盐

√

微生物

√

√

√

有机物

√

√

表3  系统各段菌落数

项目

改进前

改进后

菌落数

电厂清水

≤102

≤102

HMF超滤装置

≤102

≤10

RO进水池

≤104

≤102

RO产水池

≤102

≤10

图3  藻类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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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永文,张维润,沈炎章.反渗透工程的应用及发展趋势[J].膜科学

与技术,2003,23(04):110-115.

[4]Wenten I G, Khoiruddin. Reverse osmosis applications: Prospect 

and challenges[J]. Desalination, 2016, 391(04):112-125.

[5]侯钰,桑军强,李本高,等.反渗透膜污染成因与防治[J].工业用水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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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rijenhoek E M , Hong S , Elimelech M . Influence of Membrane 

Surface Properties on Initial Rate of Colloidal Fouling of 

Reverse Osmosis and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J].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2001,88(01):115-128.

[7]王文娜,江海,张文志,et al.有机污染反渗透系统中的污染物质量分

布[J].工业水处理,2015(05):47-51.

[8]李进,张葆宗.反渗透水处理系统微生物污染特性分析及对策[J].工

业水处理,2000,20(05):10-12.

[ 9 ]陈旭.超滤技术在造纸白水封闭循环中的应用[ J ] .造纸信息,  

2016(10):60-62.

[10]何灿,马瑞.反渗透膜污染及清洗技术应用[J ].技术研究,2019, 

31(06):93-95.

近，没有出现膜污染导致的产水压力下降现象；保安过

滤器压差和一段膜压差小于0.2M Pa，反渗透装置产水

流量稳定增加。系统各段菌落得到抑制，HMF超滤装

置、RO进水池和RO产水池菌落数下降明显。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生活用纸超滤反渗透膜污染的原

因，针对性地改善杀菌和在线清洗工艺，得到如下结论：

超滤反渗透系统正常运行受各段杀菌效果的制约,实现

全过程杀菌可以明显降低系统菌落数；根据膜污染物的种

类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案，可以有效减少超滤反渗透装置的压

差，提高产水流量，保证系统发挥正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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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改进前系统运行参数

图7  改进前产水流量

图8  改进后系统运行参数

图9  改进后产水流量

[收稿日期:2020-01-02(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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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安装与维护。

1  概述

对于工业控制系统来说，其系统结构要求长期稳

定。目前各类自动控制系统至少可以运行十几年以上，

甚至更长时间。安装一套控制系统少则几万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资金花费。如果运行两到三年后系统因为

各种因素瘫痪，无法运行，这样的系统是没有企业进行

投资的。但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肯定会有部件损坏

或小部件的升级改造。

比如对于一套DCS系统，控制器、网络、人机界面

（最主要是操作员站）三者相比较，人机界面的损坏率要

高一些。因为操作员站有活动部件，容易受外力或电压影

响损坏，而系统及组态软件都在硬盘上存储，主板及内

存也会因电力等问题损坏。在DCS的生命周期中，操作员

站一定存在更换的几率。如果不更换，运行几年后的DCS

系统，操作员站数据及垃圾文件增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太多，并且专为工控机采购老式硬盘及板件，购买价格高

不说，有时还难以买到。因为操作员站工控机问题，而去

整体改造整个系统，投资会接近新安装系统价格，不太现

实。只对操作员站局部改造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我公司最近就遇到此类问题，有一条造纸车间制

作涂料的生产线，由于电力系统原因，造成了作为服务

器的工控机损坏，使生产不能正常运行。处理过程颇费

周折，本文把处理过程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了

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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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态程序软件

现场工控机有四台，一台作为服务器，其他三台作

为操作员站，但是现在服务器出现问题，导致操作员站

无法工作，无法生产。

当初投产后，由于工艺等原因，安装完成的软件进

行了大量的参数修改，此时如果软件重新安装会造成长

时间的停机，并且安装完成后还要进行逐一调试，正常

后才能投入使用。

3  处理过程

3.1 初步处理

为防止紧急情况的发生，我们每台工控机都有系统

备份在移动硬盘上，不必重装软件，恢复到新机器上稍

做改动，就可以使用。并且如果因更换主机出现图1这种

蓝屏，我们通过实践已经解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系统驱动的原因，利用微软Wi nd ow s操作系统安装过

程中的修复安装功能，便可以解决。

可是这次修复过程中出现了图2这种现象，无法继续。

更换的电脑是一台新购置的，不可能硬盘是损坏

的，并且能够装上别的系统，已经进行了格式化，问题

出现在那里呢？以前更换新电脑，修复安装就能解决。

但是这次为什么不行了呢？咨询电脑技术人员及查找

大量资料得知，微软的Windows2000系统由于版本较

早，不支持137G以上硬盘，需要利用修改系统文件或用

工具软件使其支持大硬盘，不然的话，Wi nd ow s2000

系统认为不能识别的硬盘是损坏的。而所更换新电脑

的硬盘是500G的，所以在修复过程中不能识别，软件

认为硬盘是损坏的。问题找到了，如何去解决呢？修改

系统文件或用工具软件需要在Windows2000系统正常

运行后才能使用，怎么实现呢。

3.2 寻求解决

找到一个低配置的电脑，硬盘80G(小于137G),把

备份还原到这个电脑上，仍然出现图1的蓝屏，这时用

Windows2000的系统光盘进行修复，安装过程出现图

3所示的画面。

没有再提示硬盘损坏，证明方法可以，修复过程大

约20min，可以进入Windows2000画面了，并且以前的

文件都没有损坏，搜集到一款名为EnableBigLba专为

Wi nd ow s2000支持硬盘的软件，运行后，系统就可以

2  问题详述

我公司某条涂料制备生产线，采用的和利时公司

的MACSV系统，由于电力系统原因，造成了服务器损

坏，数据也不能导出。

这台MACSV系统服务器包括以下软件：

(1）SQL数据库软件 

(2）codesys2.3软件

(3）服务器软件

(4）操作员站软件

图1  蓝屏提示

图2  修复过程

图3  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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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过程，并且最后又出了新问题。处理虽然复杂，但也

积累了经验，本次处理过程用了过去很多处理问题的经

验。这也告诉我们：技术是进步的，以往的经验也要随着

技术与设备的发展，进行更新，不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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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于137G以上硬盘了。

这时把此电脑上的系统备份后，还原到新电脑硬

盘上，出现图1，重复系统修复的步骤，完成后新电脑上

的系统可以启动了。

可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新电脑的显卡与网卡驱动没

有支持Windows2000的。于是又把Windows2000的系

统升级到了Windows XP操作系统进行了驱动安装（具

体升级过程在此不再赘述，可查阅相关文章），一切完成

后，在现场仅做了IP地址的调整，随即可以使用了。

4  总结

处理过程较为复杂，用了一台低配旧电脑进行了接

力，在低配旧电脑上和新电脑分别进行了一次系统修复安 [收稿日期: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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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钟华 报道) 3月31日，第

三方专业科技成果评价机构——中科

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在济

南依据科技部《科学技术评价办法》

的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山东晨钟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年产35万吨

废纸纤维再生利用塑料清洁分离智能

装备”项目进行了科技成果评价。

此次成果评价专家委员会由山东

大学教授、知名机械专家刘延俊任组

长，专家来自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省造

纸工业研究设计院、山东建筑大学、山

东国德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山东省机械

设计研究院等。

经过专家评审，认为该项目产品

整体技术方案先进合理，具有以下特

点及创新点：采用卸料辊、非对称结构

设计散浆机、立式浮选净化器、倾斜

式圆筒筛选机、旋鼓式筛节机、粗筛及

转子和压力复合筛等构建了新型废纸

● 技术信息│研发创新

纤维再生利用、塑料清洁分离智能成

套装备；通过塑料清洁分离及连续排

出工艺流程创新、柔和散浆处理技术，

提高了散浆浓度、纤维回收率、塑料去

除率、塑料洁净度和干度，降低了纤维

流失和吨浆能耗；研发了DCS智能控

制系统，在散浆和塑料连续排出工段，

采用自适应模糊控制，实现了散浆浓度

的恒定控制和塑料的连续排出；在浆

料筛选和塑料分离工段，采用串级比例

控制技术，实现了工段的产能自适应连

续调整，提高了塑料的清洁度和纤维

回收率。企业工艺装备齐全，质量保证

体系完善，可以满足产品批量生产的要

求。经用户使用证明，设备运行效果良

好，智能控制系统稳定可靠，节能效果

明显，可以替代国外同类进口产品。项

目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经专家组全面审核，与会

专家一致同意，“年产35万吨废纸纤维

再生利用塑料清洁分离智能装备”项

目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据了解，这是中科合创组织的第

4956期科技成果评价。

晨钟机械年产35万吨废纸利用成套智能装备项目通过专家评价

61
Apr., 2020  Vol.41, No.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无后座力摇振装置及振幅调节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777555 A

发明人：刘建安　王欢欢　樊慧明　黄珊珊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纤维絮聚是造成纸张匀度不良的主要因素，

而长网部纤维的定向排列又导致了纸张的纵横比

和横向收缩率高，网部摇振系统在浆流的上层与

下层产生速差进行剪切和扰动，能有效克服纤维

絮聚，缓解纤维的定向排列，改善匀度和纸张的纵

横比。普通的网部摇振系统通过摇振装置把振动

传递给网案，带动浆料在纸机的横向产生振动。但

是它的振动频率和幅度都有限，对中、高速纸机的

作用不明显。而且还在竖直方向产生振动，严重时

会引起跳浆。机械磨损加快，易造成机架、弹簧钢

板等的断裂，甚至基础的损坏。

为了适应中、高速纸机的要求，造纸工作者研

究开发了高频摇振装置。高频摇振装置中安装有

四对齿轮和四个偏心块，其振幅调节原理是调整

两对偏心块的相位角，从而调整摇振装置所产生

摇振力的大小，达到调节摇振振幅的目的。

现有高频摇振装置调节振幅的主流方式是采

用两个伺服电机和一套伺服控制系统，每个伺服

电机与两对齿轮中的主动齿轮相连，独立控制和

调节每对偏心块的位置。这种控制方式，每对偏

心块均要有一个相位传感器，需要同时对每对偏

心块的相位进行运动控制，确保两对偏心块的相

位差稳定在需要范围内，这就需要非常复杂的控

制系统，其设备投资和维护成本非常高。

为了简化高频摇振装置的设备结构，降低

其设备成本，申请人经过不断研究，在申请号为

201810370815.7的发明申请中已经公开了一种振

幅可调的高速摇振箱装置及振幅调节方法。该装

置利用一对过桥齿轮将两对左齿轮和两对右齿轮

连接在一起，从而达到减少伺服电机的使用并简

化其控制系统的目的。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装置仍

存在以下明显缺陷：（1）通过一对过桥齿轮在四对

齿轮之间进行传动，由于过桥齿轮的运动频率高，

与四对齿轮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同时过桥齿轮一

般比较小，容易损坏，所以针对过桥齿轮的维护

频率非常高，实际上并不能有效达到降低整体装

置维护成本的目的；（2）对各右齿轮（包括右上齿

轮、右下齿轮）所在的传动轴，需要在其两端分别

安装电磁离合器，那么控制系统也就相应需要增

加对离合器的控制，这也使得高频摇振装置还存

在可进一步简化的空间；（3）各右齿轮与其相应的

传动轴之间需要通过轴承进行连接，这也使得高

频摇振装置还存在可进一步简化的空间。

提供一种无后座力摇振装置，该装置结构得

到较大程度的简化，可有效降低设备结构的复杂

性，也降低其设备投资和维护成本。

如图1a、b所示，主要包括箱体、四组调节齿轮

对和一组传动齿轮对。各主要机构的具体结构如

下：

该摇振装置的箱体主要包括内箱体、外箱体、

摇振杆和底座。内箱体安装在外箱体内，由滑轨支

撑，内箱体在外箱体内沿滑轨来回摆动，其摆动振

幅为0～25mm，摇振频率为0～600r/min，除水平

方向外其他方向无任何受力。摇振杆的一端通过

法兰与内箱体相连，连接部位位于内箱体的中间，

另一端通过推力轴承与胸辊轴相连，从而既不妨

碍胸辊的转动，又能把摇振力传递给胸辊，让网部

产生摇振。

内箱体中安装有四组调节齿轮对，分别为左上

齿轮对、左下齿轮对、右上齿轮对和右下齿轮对。

如图1c所示，组成左上齿轮对的两个齿轮分别设

于左上齿轮轴两端，组成左下齿轮对的两个齿轮

分别设于左下齿轮轴两端；如图1d所示，组成右上

齿轮对的两个齿轮分别设于右上齿轮轴两端，组

成右下齿轮对的两个齿轮分别设于右下齿轮轴两

端。

每组调节齿轮对的两个齿轮与对应的齿轮轴

之间均通过键固定连接；齿轮轴为左上齿轮轴、左

下齿轮轴、右上齿轮轴或右下齿轮轴。该结构中，

左上齿轮对安装在左下齿轮对的正上方，左上齿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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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对的两个齿轮与左下齿轮对的两个齿轮一一对

应啮合转动。右上齿轮对安装在右下齿轮对的正

上方，右上齿轮对的两个齿轮与右下齿轮对的两个

齿轮一一对应啮合转动。但左上齿轮对与右上齿

轮对之间、左下齿轮对与右下齿轮对之间均没有直

接的连接关系。左上齿轮轴与左下齿轮轴之间反

向转动，右上齿轮轴与右下齿轮轴之间反向转动，

即左上齿轮对中两个齿轮的齿形与左下齿轮对中

两个齿轮的齿形相反。右上齿轮对中两个齿轮的

齿形与右下齿轮对中两个齿轮的齿形也相反。

每组调节齿轮对的两个齿轮之间设有一个偏

心块。四组调节齿轮对中，每组调节齿轮中的偏心

块两端均与相应的齿轮固定连接，同时偏心块还

与相应的齿轮轴固定连接；齿轮轴为左上齿轮轴、

左下齿轮轴、右上齿轮轴或右下齿轮轴。即所有偏

心块均通过固定块固定于相应的齿轮轴上，同时

各偏心块两端还分别通过螺栓固定在相应的齿轮

上。位于左上齿轮对中的偏心块和位于左下齿轮

图1  无后座力摇振装置的结构

1—内箱体  2—外箱体  3—摇振杆  4—底座  5—左上齿轮对  6—左下齿轮对  7—右上齿轮对  8—右下齿轮对  9—左上齿轮轴  10—左下
齿轮轴  11—右上齿轮轴  12—右下齿轮轴  13—偏心块  14—左传动齿轮  15—右传动齿轮  16—驱动电机  17—第一平行联轴器  18—调
节电机  19—第二平行联轴器  20—第一离合器  21—第二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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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的偏心块对称安装，位于右上齿轮对中的偏

心块和位于右下齿轮对中的偏心块对称安装。对

称的两个偏心块之间形成180°角的对称关系。四

个偏心块都具有良好的等重量、等转动惯量，使得

在齿轮运转时只产生水平方向的力，而其他方向的

力完全抵消，使摇振装置运行过程无后座力，从而

不会对摇振装置基础及胸辊装置产生不良影响，

达到传统摇振装置无法达到的高的摇振频率和振

幅。偏心块运转产生的偏心力构成摇振装置的摇

振力，四个偏心块产生的合力即为摇振装置产生

的摇振力，因此，通过调节两对偏心块的相位角即

可改变摇振力的大小，从而调节摇振的振幅。

如图1b所示，左下齿轮轴与右下齿轮轴之间设

有一组传动齿轮对，组成传动齿轮对的两个齿轮

分别为左传动齿轮和右传动齿轮，左传动齿轮设

于左下齿轮轴上，右传动齿轮设于右下齿轮轴上。

左下齿轮轴的一端还连接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

安装于外箱体上。此外，左下齿轮轴上还设有第一

平行联轴器，即左下齿轮轴的一端依次安装有第

一平行联轴器、左传动齿轮和驱动电机，左传动齿

轮的齿轮轴一端与驱动电机连接，另一端通过第

一平行联轴器与左下齿轮轴连接。驱动电机为变

频电机，不采用伺服电机，从而降低控制的成本和

控制系统的复杂性。摇振装置运转过程中，驱动电

机转速每分钟从0到600转变化，从而使摇振装置

的频率为0～600r/min。传动齿轮对中，左传动齿

轮与左下齿轮轴之间通过键固定连接，右传动齿

轮与右下齿轮轴之间通过第一轴承连接。传动齿

轮对中，左传动齿轮和右传动齿轮之间具有相同

的直径、厚度和齿数，左传动齿轮和右传动齿轮的

传动比为1∶1。左传动齿轮和右传动齿轮靠在一起

啮合运转，驱动电机带动左传动齿轮运转，再通过

第一平行联轴器带动左下齿轮对和左上齿轮对运

转；左传动齿轮同时带动右传动齿轮运转，同样地

通过第二平行联轴器带动右下齿轮对和右上齿轮

对运转，各齿轮带动偏心块运转，产生摇振力。

如图1b所示，右下齿轮轴的一端还连接有调

节电机，右下齿轮轴的两端分别设有离合器。此

外，右下齿轮轴的一端还设有第二平行联轴器，位

于右下齿轮轴两端的离合器分别为第一离合器和

第二离合器，右下齿轮轴一端通过第二平行联轴

器与右传动齿轮的齿轮轴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一

离合器与调节电机连接，右传动齿轮的齿轮轴另

一端通过第二离合器与外箱体连接。右传动齿轮

与其齿轮轴之间还设有滚动轴承。其中，第一离合

器为电磁齿形离合器，能断开或接通调节电机与

右下齿轮轴之间的连动关系，第二离合器也为电磁

齿形离合器，能断开或接通右传动齿轮与右下齿

轮轴的连动关系。调节电机为减速步进电机，能使

右下齿轮对慢速转动，转动速度为1～2r/min。

通过上述无后座力摇振装置实现一种振幅调

节方法。当需要调节振幅时，先停止传动齿轮对、

四组调节齿轮对及相应齿轮轴的转动，然后启动

右下齿轮轴，使右下齿轮对中的偏心块发生转动，

同时右上齿轮对中的偏心块也跟随发生转动。此

时，左上齿轮对中的偏心块和左下齿轮对中的偏

心块位置均不变，从而改变了四个偏心块之间的

相位角，进而实现振幅调节。

上述无后座力摇振装置及振幅调节方法使用

时，其原理如下：

内箱体安装在外箱体的滑轨上，由驱动电机

通过传动齿轮对带着四组调节齿轮对及偏心块运

转，产生的摇振力水平摆动，驱动电机通过控制四

组调节齿轮对的转动速度来调节摇振装置的摇振

频率。

内箱体中安装有四对调节齿轮对和四个偏心

块，所有偏心块完全对称安装，形成180°角的对

称关系，并具有良好的等重量、等转动惯量，使得

在四组调节齿轮对运转时只产生水平方向的力，而

其他方向的力完全抵消，从而不会对摇振装置的

基础及胸辊装置产生不良影响。

左下齿轮对和右下齿轮对之间通过传动齿轮

对的啮合运转来进行动力传动。右下齿轮轴一端

安装有右传动齿轮，右传动齿轮通过轴承安装在

右下齿轮轴上，其与外箱体之间安装有离合器，可

以通过离合器断开齿轮与轴之间的连动关系而可

以独立运转。

右下齿轮轴与右传动齿轮相对的另一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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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节电机和第一离合器，第一离合器能断开或连

接调节电机与齿轮轴之间的连动关系。

调节振幅时，关闭驱动电机，第二离合器断

电，断开右传动齿轮与右下齿轮轴之间的连动关

系；第一离合器通电，调节电机与右下齿轮轴连

动；启动调节电机，根据需要转动相连的调节齿轮

对（即右下齿轮对和右上齿轮对）和偏心块，改变

四个偏心块的相位角，从而通过调节摇振力的大

小，调节摇振的振幅。该过程中，右下齿轮轴转动

时，因为右传动齿轮通过轴承安装在其齿轮轴上，

因此该齿轮轴转动时，右传动齿轮不转动，因而不

会导致所有偏心块跟着转动而无法调节四个偏心

块的相位角。

调节完成后，关闭调节电机，第一离合器断

电，断开调节电机与右下齿轮轴的连接；第二离合

器通电，使右传动齿轮与对应的齿轮轴固定连动，

启动驱动电机，摇振装置开始正常工作。

有益效果：（1）无后座力摇振装置及振幅调

节方法是在现有摇振装置及其振幅调节方法的基

础上进行改进，进一步简化摇振装置的结构，避

免过桥齿轮对的使用，也减少离合器的使用，有效

降低设备结构的复杂性，也降低其设备投资和维

护的成本。（2）无后座力摇振装置中，只采用了一

个驱动电机即可实现整套装置的动力驱动，通过

驱动电机的转速直接控制摇振频率，通过调节电

机调节偏心块的相位角来调节摇振的振幅，其控

制原理非常简单，可有效降低摇振装置控制复杂

性。（3）无后座力摇振装置中，所有的传动都是通

过齿轮对的啮合传动实现，能有效确保其传动的

精确性。

纸机回头辊用自动防缠纸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791994 A

发明人：周贤钢　王卫华　梅秋实　潘亚雄

申请人：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造纸生产过程中，出现断纸情况的时候纸

张会随网毯进到回头辊，从而纸张对回头辊进行

缠绕，导致回头辊辊径变大，网毯则容易跑偏或磨

损。

目前生产线上仅在涂布缸附近设有喷气管，手

拿喷气管对断头的纸张进行吹气，使纸张远离回

头辊。但由于使用手直接操作，离网毯较近，会产

生机械伤害，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有效避免回头辊缠纸的现象、无需清理回头辊

上的缠纸、降低转动设备对人员造成机械伤害的

几率、提高安全性的纸机回头辊用自动防缠纸装

置。

如图1至图3所示，该种纸机回头辊用自动防缠

纸装置包括导向辊、回头辊、依次通过导向辊和回

头辊的网毯、设置于网毯外侧的喷气管和用于支

撑喷气管的安装板。安装板远离喷气管的端部通

过调节部与固定板连接，安装板绕调节部转动，

喷气管连接有用于控制喷气管内气流通断的喷气

部，导向辊上方设置有用于感应纸张并与喷气部

电连接的感应件。

在造纸生产中，将纸张放置在网毯上进行传

输，一般情况下会从网毯传输至下一个传送装置，

但是偶尔会有纸张冷却不完全，或者硬度不达标，

无法脱离网毯，会黏在网毯表面顺着网毯传输方

向流下，搅至回头辊与网毯之间，且一般都由人工

进行阻拦纸张搅入，危险系数高。本发明中，在导

向辊与回头辊之间的网毯外侧，加设一个喷气管，

朝网毯方向喷气，形成朝斜上方产生的气流，吹动

纸张脱离网毯，使纸张在重力作用下落下。

喷气管设置位置调节，喷气管安装至安装板

上，安装板远离喷气管的端部通过调节部与固定

板连接，安装板绕调节部转动。由于纸张的规格有

大有小，有厚有薄，那么需要针对传输的纸张来调

节喷气管的位置，也就是调节喷气管的喷气气流

方向，使纸张更容易脱离网毯。固定板直接固定至

墙壁上，安装板绕调节部进行转动，来调节喷气管

的位置。

喷气管的喷气触发，由于并不是所有纸张都会

黏在网毯上流下，那么喷气也不应该是持续的，为

了节能，只有在纸张黏在网毯上有绞入至回头辊

内的可能时，进行喷气。于是在导向辊上方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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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感应纸张的感应件，一旦纸张超过导向辊，但

是并没有传递到下一个传输装置时，此时感应件

感应到断纸现象，那么发送电信号至喷气部，喷气

部控制喷气管内气流进行喷出；而当感应件有感

应到有纸张通过，那么则表示纸张传输正常，喷气

部无接受电信号，那么控制喷气管内气流不进行喷

出。喷气管内气压范围为0.5～0.7MPa，保证喷气

气流刚好可以吹落即将卷入回头辊的纸张，且不

影响到网毯上正常传输的纸张。

为了使得该种纸机回头辊用自动防缠纸装置

的处理效果更好、稳定程度更高，还可以如下设

计：

首先，喷气管沿安装板的宽度方向设于安装

板的顶部，这样保证喷气管喷气时气流不会受到

安装板的遮挡。而且，喷气管的数量至少为一个。

喷气管可以沿着安装板的顶部边缘间隔设置有多

个喷气管，这样喷气的效果更好。当然，喷气管的

外周壁上设置有出气孔，喷气气流正是从出气孔喷

出，可控性更高。

另外，喷气部包括三通气管接头、电磁阀和手

动气动阀。电磁阀的出气端与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一

接头连通，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二接头通过连接软

管与喷气管的进气端连通，手动气动阀的出气端与

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三接头连通。

也就是说，喷气管的喷气有两条通道，第一条

是从设置于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一接头的电磁阀的

出气端出气，至设置于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二接头的

喷气管的进气端，然后喷气管喷气；第二条则是从

设置于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三接头的手动气动阀的

出气端出气，至设置于三通气管接头的第二接头的

喷气管的进气端，然后喷气管喷气。

需要注意的是，电磁阀和手动气动阀不同时

开启，否则单独控制效果差。那么当手动气动阀开

图1  纸机回头辊用自动防缠纸装置的结构

图2  喷气部的结构

图3  调节部的结构

1—喷气管  2—调节把手  3—安装板  4—固定板  5—调节部  
6—转向主轴  7—固定轴  8—抵接弹簧  9—导向定位套  10—环
形把手  11—喷气部  12—三通气管接头  13—电磁阀  14—手动气
动阀  15—感应件  16—导向辊  17—回头辊  18—网毯  19—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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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进行手动喷气时，电磁阀进行关闭。

感应件为光电传感器，并且感应件与电磁阀电

连接，感应件仅仅与喷气部的电磁阀电连接。当感

应到断纸时，电磁阀自动打开，喷气管进行喷气。

而且，感应件的光电传感器采用漫反射型光电感应

器，选用这类光电传感器是由于此光电集发射器和

接收器于一体的传感器，节约安装空间。

调节部包括与安装板连接转向主轴、与墙壁

连接的固定轴以及连接至转向主轴和固定轴之间

的导向定位套。导向定位套的一端通过平键与固定

轴连接，固定轴上套设有抵接弹簧，抵接弹簧的一

端抵接于导向定位套上，且导向定位套的一端可在

抵接弹簧的作用下伸入转向主轴内并定位夹紧转

向主轴。

实际上，转向主轴与安装板连接，固定轴与固

定板连接。当需要转动安装板时，推动导向定位

套，向抵接弹簧方向位移，使导向定位套的端部脱

离转向主轴，然后可以转动安装板；当松手不再推

动导向定位套，导向定位套在抵接弹簧的弹力下伸

入转向主轴内并定位夹紧转向主轴，安装板不可

转动。

当然，导向定位套上还设置有环形把手，环形

把手设于导向定位套一端端部上，抵接弹簧的一端

抵接于环形把手上，方便推动导向定位套向抵接弹

簧方向位移。

喷气管的外周壁上还设有调节把手，便于调节

喷气管的角度。

钢纸试制的制作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820418 A

发明人：胡越　闫许新　贾海健

申请人：玛纳斯源源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钢纸试制的制作方法，以解决目前

生产线生产出的试验产品较多，导致一部分试验

产品被搁置，亦或是变为废品做报废处理造成浪

费的问题。

该种钢纸试制的制作方法及步骤：

（1）准备：准备若干份原纸，且按顺序进行编

号；

（2）切割：将原纸根据需要进行切割；

（3）第一次干燥：将切割好的原纸进行干燥

处理，干燥温度为105℃，干燥时间为15min；

（4）胶化：选用合适的烧杯，将胶化液放入

烧杯中；根据需要，再将原纸8张为一组进行重

叠，得到钢纸原料；将钢纸原料放入胶化液中进

行胶化处理，胶化时间为20～30s；胶化液为氯化

锌；

（5）老化：将胶化后的钢纸原料进行老化处

理；

（6）脱盐：将老化后的钢纸原料放入脱盐液

内脱盐处理，脱盐时间为25～40min；脱盐液为氯

化锌，且脱盐液的浓度小于胶化液的浓度；再将

脱盐后的钢纸原料放入清水中浸泡，浸泡水温为

30～40℃，浸泡时间为2～3h；

（7）第二次干燥：对浸泡后的钢纸原料进行

干燥处理，干燥温度为135℃，干燥时间为1.5h；

（8）成品：完成干燥后的钢纸原料即为钢纸

成品。

采用该方案的钢纸生产线，生产出的试验产

品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新产品性能测试及新工艺

调配方面的工作需求，进而避免了传统生产线一

次生产出过多的产品，进而降低成本。该方案中每

个工序都相对独立，在各个工序出现问题时，能够

及时中断进行调整或更换；传统的生产线不能中

断，出现问题后仍需要继续生产。另一方面无需等

到生产完后调整或更换，有效缩短了调整或更换

的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该方案中每张原纸都做了编号，方便后

期的追踪；在胶化处理前进行干燥处理，能够避

免胶化处理时腐烂。

如图1、图2所示，原纸的切割处理需要使用切

割装置，包括机座、设置在机座上的定位机构和切

割机构。采用定位机构对待切割的原纸进行定位，

采用切割机构对定位好的原纸进行切割处理。定

位机构能够适用于不同尺寸原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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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机构包括第一气缸、升降块、辅助块、螺

杆和夹紧块。第一气缸固接在机座上，第一气缸的

输出轴与升降板的底部固接，通过第一气缸的输

出轴能够带动升降板竖直方向的移动。升降板的

上表面开有圆槽，且圆槽内转动连接有圆盘，圆槽

能够对圆盘起到限位的作用；圆槽的中部转动连

接有转轴，且圆盘固接在转轴上。

辅助块与升降板之间固接有限位杆；转轴与

辅助块转动连接，辅助块的上表面开有凹槽，且凹

槽内转动连接有齿轮，齿轮与转轴固接；辅助块的

上表面位于凹槽的上下两侧均开有横向槽，且横向

槽与凹槽相通；每个横向槽内均滑动连接有齿条，

辅助块上表面位于凹槽上方的齿条左端和辅助

块上表面位于凹槽下方的齿条右端均焊接有定位

块，且定位块的厚度大于辅助块的厚度。

辅助块上表面位于凹槽上方的齿条左侧固接

有第一导向块，右侧开有第一导向槽；辅助块下表

面位于凹槽下方的齿条左侧开有第二导向槽，右侧

固接有第二导向块；第一导向块在第二导向槽内滑

动，第二导向块在第一导向槽内滑动。

升降板的上表面沿圆槽的中心线对称开有滑

槽，且滑槽与圆槽相通；夹紧块在滑槽内滑动，且

夹紧块与滑槽之间固接有弹簧；转轴的顶部开有

螺纹孔，螺杆与螺纹孔螺纹连接；螺杆上缠绕有两

根钢丝绳，一根钢丝绳的下端与一个夹紧块连接，

另一根钢丝绳的下端与另一个夹紧块连接。当两

个夹紧块不对圆盘夹紧定位时，螺杆位于螺纹孔

外；当两个夹紧块对圆盘夹紧定位时，将螺杆再旋

入螺纹孔内。

切割机构包括第二气缸、第三气缸和电机。第

二气缸固接在机座上，第二气缸的输出轴上固接

有调节块；第三气缸固接在调节块上，第三气缸的

输出轴上固接有移动块，电机固接在移动块的侧

壁上，电机的输出轴上有切割刀。

具体实施过程：将原纸放在机座上，启动第一

气缸，第一气缸的输出轴带动升降板下降，使得定

位块与原纸相抵，关闭第一气缸；根据原纸使用的

尺寸，转动转轴调节两个定位块的间距，通过圆盘

对转轴的竖向位置进行限位，避免转轴的掉落；并

且，此时螺杆在螺纹孔外，即螺杆没有与螺纹孔螺

纹连接。

转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时，转轴带动齿轮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齿轮带动两个齿条相向或

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进而通过齿条带动定位块同

步移动，即实现了两个定位块间距的调节。通过两

个定位块能够实现对原纸的定位，通过调节两个

定位块的间距还能适用于不同尺寸的定位，并且通

过量取两个定位块的间距能够用于确定原纸需要

切割的尺寸。因此，两个定位块在对原纸定位的同

时还能用于量取原纸切割的尺寸，对切割的路径

能够起到导向的作用，进而保证了切割效果。

两个齿条相向或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时，通过第

一导向块在第二导向槽内滑动，第二导向块在第一

导向槽内滑动。一方面能够加强对两个齿条移动

的导向性，另一方面还能保证两个齿条移动的稳定

性和平稳性，使得两个齿条移动更顺畅、更平稳。

完成对定位块位置的调整后，将螺杆旋入螺

图1  切割装置主视方向的剖视图、局部俯视图

图2  辅助块的俯视图

1—机座  2—第一气缸  3—升降块  4—辅助块  5—螺杆  6—
夹紧块  7—圆盘  8—限位杆  9—齿轮  10—横向槽  11—齿条  
12—定位块  13—第一导向块  14—第一导向槽  15—第二导向槽  
16—第二导向块  17—滑槽  18—弹簧  19—螺纹孔  20—钢丝绳  
21—第二气缸  22—第三气缸  23—电机  24—调节块  25—移动块  
26—切割刀  27—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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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孔内；转动螺杆向下移动，螺杆通过两根钢丝绳

带动夹紧块向转轴的方向移动，弹簧拉伸；当两个

夹紧块与转轴相抵时，停止转动螺杆；由于螺纹连

接结构具有自锁性，停止转动螺杆后，通过钢丝绳

能够对夹紧块进行定位，进而通过两个夹紧块与

转轴的相抵实现对转轴的定位，即保证了两个定

位块间距不发生变化，提高了对原纸的定位效果，

保证了对原纸的切割效果。

启动第二气缸，第二气缸的输出轴带动调节块

移动至需要的位置，通过调节块带动切割刀移动

至需要的位置，关闭第二气缸；启动第三气缸和电

机，第三气缸的输出轴带动移动块移动，电机的输

出轴带动切割刀转动；通过移动块带动转动切割

刀对原纸进行切割处理。

胶膜纸生产用纸张浸渍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777564 A

发明人：池韬略

申请人：池韬略

现有的浸渍装置，在工作时无法对纸张进行

清洁除尘，无法对纸张外侧灰尘进行吸取，无法避

免杂质或灰尘附在纸张外侧，在浸渍后使纸张出

现黑点，无法避免胶水不均匀且浪费胶水，无法对

纸张两侧同时均匀加工，无法使其烘干效率更高，

无法提高胶膜纸的生产效率。

提供一种胶膜纸生产用纸张浸渍装置，解决

了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如图1所示，该种胶膜纸生产用纸张浸渍装置

包括清洁机构、浸渍机构和烘干机构。

清洁机构由底部支撑板、支撑支板、物料辊、

平衡支杆、高度调节杆、第一输送辊、固定支撑座、

调距气缸、清洁毛刷、浸渍箱、清洁风机和集尘箱

组成。底部支撑板顶部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两个支

撑支板，两个支撑支板之间转动连接有物料辊；两

个支撑支板顶部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平衡支杆，平

衡支杆远离支撑支板的一端通过插销连接有高度

调节杆，两个高度调节杆之间转动连接有第一输送

辊。底部支撑板顶部固定连接有浸渍箱，浸渍箱靠

近支撑支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两个固定支撑座，

固定支撑座远离第一输送辊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

调距气缸，调距气缸的输出端均贯穿固定支撑座

且固定连接有清洁毛刷，浸渍箱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清洁风机，清洁风机的一侧设有集尘箱，集尘箱

与清洁风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浸渍机构由第二输送辊、第三输送辊、第四输

送辊、滤胶箱、冷却风扇、固定横板、复位弹簧和

刮胶板组成。浸渍箱内壁对应的两侧均安装有第

二输送辊，浸渍箱内壁的底部安装有第四输送辊，

浸渍箱内壁的底部且于第四输送辊对称安装有两

个第三输送辊，浸渍箱的一侧设有滤胶箱，滤胶箱

内壁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冷却风扇，滤胶箱内壁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两个固定横板，两个固定横板相

邻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复位弹簧，复位弹簧远离

固定横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刮胶板。

烘干机构由烘干箱、第一隔板、第二隔板、第

图1  胶膜纸生产用纸张浸渍装置的结构

1—清洁机构  2—浸渍机构  3—烘干机构  4—底部支撑板  5—
支撑支板  6—物料辊  7—平衡支杆  8—高度调节杆  9—第一输
送辊  10—固定支撑座  11—调距气缸  12—清洁毛刷  13—浸渍
箱  14—清洁风机  15—集尘箱  16—第二输送辊  17—第三输送
辊  18—第四输送辊  19—烘干箱  20—滤胶箱  21—冷却风扇  
22—第一隔板  23—第二隔板  24—第五输送辊  25—第六输送辊  
26—陶瓷加热板  27—第一过渡辊  28—第二过渡辊  29—固定横
板  30—复位弹簧  31—刮胶板  32—出料辊  33—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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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输送辊、第六输送辊、陶瓷加热板、第一过渡辊

和第二过渡辊组成。滤胶箱远离浸渍箱的一侧设

有烘干箱，烘干箱内壁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一隔

板，烘干箱内壁的顶部且位于第一隔板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第二隔板，第一隔板远离第二隔板的一侧

安装有第一过渡辊，烘干箱内壁的底部且位于第一

隔板的下方安装有第五输送辊，烘干箱内壁的底

部且位于第二隔板的下方安装有第六输送辊，烘

干箱内壁的顶部且位于第二隔板与第一隔板之间

安装有第二过渡辊。烘干箱的内壁均镶嵌有陶瓷

加热板，烘干箱内壁远离滤胶箱的一侧安装有出

料辊。

其中，固定支撑座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吸尘

嘴，且清洁风机的输入端通过软管与吸尘嘴连接，

便于对纸张表面进行除尘。第二隔板的两侧与第

一隔板的两侧均镶嵌有陶瓷加热板，便于支撑同

时均匀受热。第四输送辊的高度大于第三输送辊

的高度，使支撑充分浸泡。烘干箱的外侧安装有控

制面板，便于控制各电器。清洁风机、冷却风扇和

陶瓷加热板均与控制面板电性连接，便于控制装

置自动化工作。

使用时，将物料辊外侧的纸张从第一输送辊

的底部绕过，然后根据纸张的厚度调节两个清洁

毛刷之间的间距，使清洁毛刷对纸张进行清扫。且

与此同时，清洁风机通过吸尘嘴对纸张外侧灰尘

进行吸取，避免杂质或灰尘附在纸张外侧，浸渍后

出现黑点，然后将纸张穿入浸渍箱内，将纸张绕过

第二输送辊的外侧，从第三输送辊的底部绕过，随

后将纸张从第四输送辊的顶部绕过。经过另一个

第三输送辊的底部，然后将纸张以此绕在第二输

送辊、第一过渡辊、第五输送辊、第二过渡辊和出

料辊外侧，加工纸张经过浸渍箱内部进行充分浸

渍。浸渍后的纸张进入滤胶箱内经刮胶板进行刮

胶，接着进入烘干箱内进行多次循环加热，使纸张

两侧同时均匀受热。

有益效果：结构紧凑，通过设置清洁风机和清

洁毛刷，在工作时通过清洁毛刷对纸张进行清洁

除尘，清洁风机通过吸尘嘴对纸张外侧灰尘进行

吸取，避免杂质或灰尘附在纸张外侧，避免在浸

渍后使纸张出现黑点；通过设置滤胶箱和烘干箱，

工作时可对纸张进行滤胶，避免胶水不均匀且浪

费胶水；增加了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通过陶瓷加

热板对纸张两侧同时均匀加工，使其烘干效率更

高，提高了胶膜纸的生产效率。

不易变形、易撕离的铝箔离型纸

申请公布号：CN 110820426 A

发明人：王涛

申请人：汉达精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铝箔离型纸通常包括铝箔层、黏结层和离型纸

层，在使用铝箔层时需将离型纸层撕去。于现有技

术中，在自动贴铝箔层时，如图1所示，绘示了现有

技术中铝箔离型纸的不同角度示意图，铝箔离型

纸设计为离型纸层上两侧各有一个耳朵状结构。

该耳朵状结构供机械手的夹手夹持离型纸层并将

其撕掉，剩铝箔层以供使用。

如图2所示，绘示了现有技术中铝箔离型纸中

离型纸层撕离的不同角度示意图。在夹手夹持离

型纸层后撕去离型纸层时，两个夹手必须调整至

与作业的斜面完全平行，否则容易出现离型纸层转

角处撕破的状况，由此使夹手调试难度较大；而且

在撕离离型纸层时，由于铝箔层与离型纸层间局

部黏度的差异，夹手需要慢速撕，否则仍会出现离

型纸层上两个耳朵状结构内侧的R角处撕破的现

象；另外，耳朵状结构处易变形，夹手可能因开口

未对准离型纸而未夹住，导致撕离离型纸层的动

作失效。

提供一种铝箔离型纸，该铝箔离型纸不易变

形，在撕离时不会产生撕破的现象。如图3所示，

绘示了本发明铝箔离型纸的不同角度示意图。

离型纸层，覆盖在铝箔层上，且离型纸层的一

端具有长条状结构，供夹取撕离离型纸层，长条状

结构超出铝箔层，方便夹手夹取的同时保证离型

纸层完全覆盖住铝箔层，且长条状结构两侧呈斜

边，斜边与离型纸层连接处呈圆角。在撕离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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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时，由于长条状结构为整体结构，受力分散，不

会因局部受力过大而产生撕破的现象，特别是边

缘连接处，且长条状结构不易变形；黏结层设于铝

箔层和离型纸层之间。

离型纸层的另一端及两侧略超出铝箔层，使铝

箔层边缘不会漏出，在叠加放置铝箔离型纸时，防

止铝箔层相互黏连。长条状结构的斜边及离型纸

层连接的边缘呈现的夹角为钝角，在夹手夹取离

型纸层时，使长条状结构的边缘连接处受力较小，

较佳的钝角为135°。

现有技术中铝箔离型纸两侧的耳朵状结构的

端部超出铝箔层的宽度为44mm。本发明长条状结

构的端部超出铝箔层的宽度S为25mm，使离型纸

层的整体宽度减少了19mm，在保证了不会撕破的

前提下，降低了原材料成本。

如图4所示，绘示了本发明铝箔离型纸中离型

图1  现有技术中铝箔离型纸的不同角度示意图

图2  现有技术中铝箔离型纸中离型纸层撕离的不同角度

示意图

图3  本发明铝箔离型纸的不同角度示意图

图4  本发明铝箔离型纸中离型纸层撕离的不同角度示意图

1—铝箔离型纸  2—离型纸层  3—铝箔层  4—耳朵状结构  5—长
条状结构  6—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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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层撕离的不同角度示意图。在撕离离型纸层时，

仅需夹手夹取离型纸层的长条状结构，夹手夹取

后快速将离型纸层撕离。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铝箔离型纸，通过在离型

纸层上设置长条状结构，超出铝箔层，且使长条状

结构两侧呈斜边，斜边与离型纸层连接处呈圆角。

在撕离离型纸层时，夹手夹取长条状结构，由于将

现有技术的两个耳朵状结构改为长条状结构，撕

离离型纸层时受力分散，不会因局部受力过大而

撕破，相应地可加快撕离动作速度，降低撕离周

期，而且整体的长条状结构不易变形，夹手开口即

能准确夹住离型纸层。

新型制浆尾渣处理设备及处理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894694 A

发明人：李飞

申请人：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

在目前废纸制浆生产工艺中，除渣器尾渣多采

用沉砂沟的方式处理，其不足之处是：需要机械

或者人工定期清理、占地空间大、现场环境不好保

持。

提供一种新型制浆尾渣处理设备及处理方

法，它针对以上问题研制开发出了在线除渣器重渣

处理设备。该设备优势在于实现DCS在线自动控

制，无需人工值守，且除渣效率高、效果好、省时省

力、占地面积小、清洗容易，非常适合推广使用。

如图1所示，新型制浆尾渣处理设备包含罐

体、进浆层、沉渣漏斗层、设备支架、沉渣室、排渣

口、一号电控阀、二号电控阀、进浆管、进浆稀释

水管、出浆管、高压泵、沉渣稀释管、淘洗水管。罐

体连接设置在进浆层上端，沉渣漏斗层的开口连

接设置在进浆层下端，沉渣室上端通过一号电控

阀连接沉渣漏斗层下端的漏口，沉渣室下端通过

二号电控阀连接排渣口；进浆管连接进浆层中部，

进浆稀释水管连接设置在进浆管上，出浆管开在

罐体最上部位置，高压泵设置安装在出浆管上，沉

渣稀释管连接沉渣漏斗层，淘洗水管连接在沉渣

室，设备支架支撑在沉渣漏斗层下方。

罐体、进浆层、沉渣漏斗层的连接方式为焊接

连接。焊接连接方便牢固，能够先将零件运送到指

定地点再进行焊接拼装，非常方便。一号电控阀和

二号电控阀均为气动穿透式插板阀。可采用系统

进行自动控制，强劲有力，不会因残渣的重力挤压

而卡住。进浆稀释水管、沉渣稀释管、淘洗水管上

均设置有止回阀，防止浆体逆回。淘洗水管的数量

为两个，分别对立设置在沉渣室外侧。

工作原理：进浆管接车间除渣器尾渣管，出浆

管通过高压泵连接去碎浆机，尾渣稀释后通过进

浆管进入进浆层；浸泡一段时间后，尾渣内部的砂

石、残渣等因重力沿漏斗状的沉渣漏斗层向下沉

入底部并由沉渣稀释管进行稀释，而能够回收利

用的纤维良浆则通过高压泵从出浆管吸出。一定

时间后控制一号气动穿透式插板阀，将砂石残渣

放入沉渣室储存并淘洗，最后控制二号气动穿透

式插板阀将淘洗过后的残渣从排渣口排出。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1  新型制浆尾渣处理设备的结构

1—罐体  2—进浆层  3—沉渣漏斗层  4—设备支架  5—沉渣室  
6—排渣口  7—一号电控阀  8—二号电控阀  9—进浆管  10—进
浆稀释水管  11—出浆管  12—高压泵  13—沉渣稀释管  14—淘
洗水管  15—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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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凯登纳米技术增强型刮刀片取得市
场新突破

本刊讯（Kadant 消息) 4月2日，凯登（Kadant 

Inc.）宣布其纳米技术增强型刮刀片取得新的市

场突破，销量达到新高。自几年前推出以来，纳米

技术增强型刮刀片就代表了凯登的最先进技术之

一。

纳米技术增强型刮刀片系列为北美、欧洲和中

国的造纸厂提供了独特的技术。通过使用纳米技

术增强的树脂生产出高性能、耐磨的刮刀。

凯登技术公司（Kadant Solutions）产品经

理Scott Borges表示：“通过北美、欧洲和中国

各地的工厂所看到的结果，在纳米技术增强的刀

片性能和操作特性方面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

微技术到纳米技术，材料处理技术的进步使我们

能够在最严苛的应用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刮刀的性

能，例如帮助引入式干纸机、硬橡胶湿辊和压辊关

键位置去除胶黏物等。”

凯登研发的纳米技术增强型刮刀片的材料具

有突破性创新；刀片寿命与清洁效果同步优化；刀

片不易分层变形；强度增加，有效去除胶黏物；韧

性增强，与缸面贴合更紧；摩擦力减小，具有节能

降耗等效果。与常规刀片相比，基于纳米技术的刮

刀具有更高的刚度，更高的抗碎裂性，改进的层间

黏合力以及更低的摩擦系数。与常规刮刀相比，改

善了辊表面清洁并且刮刀的寿命已显示出显著增

加。高性能刮墨刀可减少刮刀更换次数，并有可能

降低运行成本，同时提高整体刮刀和机器效率。

2019年，凯登技术公司还曾推出新型nForce

高性能刮刀片。这种刮刀片也是一种纳米技术增强

型刀片，含有增轻型表面，韧性更高，可以适应高

污染和含有坚硬胶黏物质的回收纤维，耐磨损，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纸机的运行效率。凯登生产的刮

刀片在清洁辊子和清除辊面的积浆、水、树脂和填

料块等方面效果较为优异，除了纳米技术增强型刀

片外，还有干部刀片、湿部刀片、压榨环节使用的刮

刀、扬克缸专用的刮刀等类型的产品。

凯登公司是一家长期服务于造纸行业的美国

上市公司，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韦斯特福德市，

主要涉足浆料制备、烘干部技术、刮刀系统和清洁

&过滤系统等领域。目前凯登公司旗下拥有KBC

（制浆设备）、Johnson（约翰逊旋转接头及蒸汽

系统）、AES（喷淋及过滤）、英国Vickerys（刮

刀片、刮刀夹具）、法国Lamort（制浆设备）、瑞典

M-clean（干网清洗）和Noss（流送系统）等子公

司。

针对疫情情况，英国纸企DS Smith研
发更加安全便捷的物流包装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3月27日，英国纸企

DS Smith宣布在过去的一周中，DS Smith与欧

洲的食品零售商紧密合作，设计、开发和生产了新

型纸类包装产品，旨在疫情期间，能够为最脆弱的

人群提供应急食品包装。

除了在疫情期间开发补充货架外，英国纸企

DS Smith重点推出了送货上门的物流包装，使货

物能够直接运送到因为疫情不方便购物的消费者

门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疏离，这项服务变

得至关重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S Smith开发了特殊的

新纸盒包装，供食品零售商装满并放在消费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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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这种精心设计的包装纸盒可以堆放在送货车

中，上下车以确保运送过程中每个人的安全。

DS Smith包装首席执行官Stefano Rossi表

示：“我们新推出的这种包装解决方案尺寸、规格

合理，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物流和搬运效率，并

为社会上许多最脆弱的人群提供日常必需品，可采

用‘叠放即走’的方法，这种方法更加省时、更卫

生，并节省了交货时间。此外，这种包装也可以完

全回收。”

随着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DS Smith也在

食品和药品供应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英国DS Smith集团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

代，是瓦楞纸包装的全球领先提供商，并开发了多

元的回收和造纸业务。DS Smith总部位于伦敦，

是FTSE 100的成员，致力于在37个国家/地区创

造创新的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雇用约31000名员

工。DS Smith利用其包装、回收、造纸等部门的

综合专业知识，与客户合作，提供可降低复杂性并

在整个供应链中交付成果的解决方案。 

UPM利用制浆残留物为原料，开发新的
Formi EcoAce木质生物复合材料

本刊讯（UPM 消息) 3月16日，UPM宣布开发

了一种生物复合材料，可以满足最高的可持续性要

求。这种新材料称为UPM Formi EcoAce，包含

经过认证的木材和纤维素纤维，以及由SABIC的

TRUCIRCLETM解决方案认证的可再生PP聚合

物，该解决方案使用木质原料制成。

这种产品已通过ISCC PLUS和RSB认证，并

且材料的可持续性已得到相应验证。

UPM Formi EcoAce复合材料符合环保要

求，是化石基材料的有效替代品。由于其质量和性

能与不可再生替代品相同，因此可以平稳地替代

基于化石解决方案。基于可再生资源，生物复合材

料几乎达到100％，遵循ISCC认证的质量平衡原

则。每吨用于塑料的木质可再生BioVerno石脑油

可节省三吨温室气体排放。

相关负责人说：“我们的生物复合材料在其

DNA中具有多种用途的材料性能，可通过减少材

料消耗来减少浪费。这种生物复合材料通过利用

现有纸浆生产中的残留物，利用基于可再生资源

的生物材料提供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UPM生物符合材 料业务方案总监R a l f 

Ponicki说：“解决方案认证的可再生聚合物充当

了桥梁，使价值链从线性经济发展为循环经济。我

们的合作很好地说明了该开拓性产品如何在各种

应用中实现，并可以帮助满足消费者对更可持续产

品的需求。”

SABIC循环经济负责人Mark Vester说：“来

自SABIC的TRUCIRCLETM解决方案的认证证明

了该材料的可持续特性。我们与UPM的合作很好

地体现了该产品的广泛应用性，可以满足消费者对

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的需求。”

专业人士表示：“纤维的加工、生物基聚丙烯

的生产以及将生物材料复合在一起以制造高质量

的原材料用于各种最终用途，是一项要求很高的业

务活动，需要高科技和专门知识。在成功的试点

之后，我们现在期待着向世界各地的业务合作伙

伴提供我们的新型生物复合材料。”

新型生物复合材料的典型最终用途包括通过

注塑或挤出制成的食品接触、个人护理和消费品。

木质外观表面具有相关生物复合材料的特征，触

感温暖而柔滑，可以制成从浅色到深色的不同颜

色。这种生物复合材料已获得包括PEFC在内的多

项证书。

TRUCIRCLE是SABIC的完整解决方案组

合，涵盖可回收性设计、机械回收产品、塑料废物

流原料回收产品以及生物基原料的认证可再生产

品认证等。

SABIC是全球知名化学品公司，总部位于沙

特阿拉伯利雅得（Riyadh, Saudi Arabia），在

美洲、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进行全球化生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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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化学品和高性能材料等。2018年实现净利

润57亿美元，销售收入总计450亿美元，总资产达

到850亿美元，产量为7530万吨。SABIC在全球拥

有33000多名员工，在大约50个国家/地区开展业

务。为了培养创新精神，拥有11738项全球专利申

请，并在美国、欧洲、中东、南亚和北亚这五个主要

地区设有创新中心，拥有大量研究资源。

UPM生物复合材料部门主要通过结合基于纤

维的工程材料业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从可

再生和可循环利用的材料中创造新的价值，研发

基于林业行业的可持续型生物复合材料。UPM复

合材料包括ProFi产品和Formi颗粒等。生物复合

材料工厂位于芬兰和德国。

ABB Ability System 800xA技术在北
美WestRock纸厂的应用

本刊讯（ABB 消息) 3月17日，北美知名包装

纸企WestRock公司宣布使用ABB自动化技术替

代原来的干端驱动系统，其中包括对其PM12造

纸机驱动器、电机的升级改造，以及在美国华盛

顿州Longview工厂的ABB Abi l ity™System 

800xA控制系统的安装。该项目的安装和调试计

划于2020年底完成。

ABB 800xA系统是集DCS（分布式控制系

统）、电气控制系统以及安全系统于一体的协同自

动化系统，帮助客户提高工程效率、操作员效率和

资产利用率，使用全新的Select I/O（一种基于冗

余以太网通信接口的单通道I/O解决方案）作为系

统800xA的扩展，Select I/O支持ABB智能工程

项目执行模式，提高自动化效率和启动效率，同时

降低复杂性、减少项目延迟时间和成本超支。这将

使得用户从根本上改变自动化项目执行方式，提高

纸厂智能水平。ABB的智能工程是一种项目执行

模式，通过降低20%到30%的投资和运营成本，来

减少整个项目的风险，同时又能提高竞争力。一个

项目的后期变更往往会导致更高的成本和产生对

项目计划的不利影响。基于ABB智能工程的全新

执行模式，通过将I/O硬件从控制单元脱离，实现

多工作流环境，可以实现更快速的启动项目，同时

降低项目复杂性，提高可预测性。

ABB制浆造纸业务发展主管S t e v e  S t. 

Jarre说道：“根据客户在Longview工厂和其他

WestRock工厂使用ABB驱动系统的积极经验，

ABB被选为该项目的负责方，我们能够为该升级

项目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分阶段方法。我们建立了

一个新的800xA系统来控制现有驱动器和新驱动

器。现有驱动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换，并可以根

据工厂的发展使用相同的控制平台。”

新的ABB驱动系统占地面积更小、零部件减

少、模块化驱动器非常紧凑，但是所有部件都易于

使用。这不仅减少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维护的生产

中断时间，还可有效减少备件库存。

WestRock项目经理Rick Siragusa说：“我

们的目标是提高可靠性和生产率，而无需在安装

过程中造成大量停机，因此ABB提供了一种实用

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北美包装纸企WestRock连续多年位列全球

纸业10强榜单，全球范围内共拥有员工约45000

名，运营和业务地点遍布北美、南美、欧洲、亚洲

和澳大利亚等。ABB致力于引领行业数字化转型

技术，拥有130多年的创新历史，主要研发电气化、

工业自动化技术等，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地区

运营，拥有约144000名员工。

福伊特推出新一代传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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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3月19日，福伊特宣布

推出新一代传感器，可靠性高且方便维护。作为纸

机质量检测系统（QMS）的主要组件，传感器可测

量所生产纸张的几个重要质量参数，例如定量、水

分、厚度和灰分等。质量控制系统（QCS）尽可能

减少横向和纵向变化，从而帮助工厂在确保最大

利润空间的同时调整质量参数，例如使纸张的水

分含量最大化等。

模块化独立型传感器，温度稳定性高

新一代传感器及其组件设计更符合纸厂极端

环境，新的温度稳定型外壳设计能够耐高温，可以

适应最高100°C/212°F的环境温度。

提高了纵向可靠性和可用性

福伊特控制模型的显著特征是根据纸机的特

性进行纵向控制设计。福伊特的监管控制系统可

以复制整个过程的物理环节，该控件甚至可以处

理高干扰性过程，可以在纸种转换时提高效率，将

生产损失降至最低。

传感器体积变小、质量变轻

新的传感器插槽进行了优化，宽度从13厘米更

新到7.5厘米，从而使传感器包装更小、更轻，从而

可以在有限的机器空间中安装更多的传感器。

采用新的“即插即用”功能，最大限度减少了

维护工作

新传感器的核心是处理器板，可提供精确、快

速的信号和处理数据。通过固件升级可以轻松拓

展传感器功能。配置和校准参数存储在传感器内

部，可以远程更改。此外，即插即用功能降低了维

护的复杂性。

福伊特使用Servolution技术方法，可以监测

整个维护周期。除了系统维护之外，还可检查测量

和控制性能，监测设备的整体状况并提供优化过

程的建议。此外，还可以通过连接现有第三方扫

描仪和执行器来保留客户的投资。

维美德推出升级版Valmet IQ质量管理
系统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3月31日，维美德宣布为

制浆、纸和纸板、生活用纸生产以及纸加工领域的

用户推出全新升级的Valmet IQ质量管理系统。

该系统可使用户从纤维到成品的整条价值链中优

化质量，以此提高工艺性能并降低生产成本。

向全自动工厂迈进一步

更新后的Valmet IQ质量管理解决方案充分

运用维美德在制浆造纸质量管理领域的创新技术

与成果，把整条工艺线的质量管理融合为一体。同

时，使工厂的自主化管理水平更高。该系统的新功

能可降低质量管理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自动化

程度。

维美德质量管理系统总监Marko Toskala 

说：“借助湿部分析仪，ValmetIQ将传统质量控制

拓展至保留率控制与磨浆的在线优化。从成形、压

榨、烘干一直到卷纸，全新的水分管理方案对干燥

过程加以优化，可进一步保持工艺稳定性，提高运

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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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met IQ解决方案包括工艺性能以及成品

质量监控与优化所需的所有产品和应用程序：扫

描架、测量传感器、横向控制、纸机视像系统和质

量控制应用等。

经过重新设计，新的质量扫描架系列产品可适

用于条件苛刻的工艺过程。目前，所有Valmet IQ

扫描架均配有不锈钢外包装支架、功能强大的诊

断设备以及一套灵活的新传感器平台。从流浆箱

一直到卷纸机，全新的IQ Drynes s干度测量和 

IQ Multipoint多点水分测量系统可监测纸张实

际干度的变化过程。市场上最先进的纸机视像系

统可对范围更小的纸病实施更加迅速的探测，使

得IQ系列的产品范围更加完整。更新后的Valmet 

IQ同原有系统兼容，所有产品均在芬兰开发、生产

并测试。

全新的Valmet IQ还与不久前推出的基于网

络的Valmet DNA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兼

容。新的结构化的用户界面可指导操作员专注于关

键信息并立即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以更迅捷

的方式完成质量优化。

自动优化可节省原料及化学品，降低能耗

Valmet IQ与维美德工业互联网（VII）方案

无缝对接。借助云技术，质量数据从纸厂传送到

纸加工，使整个价值链的优化过程实现自动化。同

样，造纸厂可对来自加工工艺的反馈信息直接加

以利用，同时优化生产性能和成本。

Toskala补充道：“我们的客户已从被动型转

变为数据驱动型，产品质量更趋稳定，损纸不断降

低。整条价值链的自动优化，可提高生产性能，节

省原料及化学品，降低能耗。”

自上世纪60年代起，维美德一直处于为客户开

发数字解决方案的最前沿。1979年，维美德成为全

球第二家推出用于过程自动化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DCS）的公司。1990年代，又推出首套质量控制

系统。如今，先进的Valmet IQ质量管理系统为全

球2000多家制浆、纸、纸板及生活用纸生产厂提

供最佳的产品质量保障。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安德里茨研发的“A-Recovery+”概念
技术助力瑞典世界首家生物甲醇工
厂——SödraCell Mönsterås纸浆厂成功
启动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随着生物质精炼在

制浆造纸领域的蓬勃发展，安德里茨针对行业特

性为多家生物质精炼工厂提供了技术支持。3月23

日，安德里茨（Andritz）宣布近日帮助瑞典Södra

公司，在瑞典东南部的SödraCel l Mönsterå s

纸浆厂使用安德里茨（And r i t z）自行开发的

A-Recovery+概念新技术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家纯

粹的生物甲醇工厂。

该工厂的年生产能力为630万升生物甲醇，原

料来自森林生物质。这种无化石生物甲醇可用于

纸浆厂本身，或作为运输部门化石基甲醇的替代

品（生物柴油）和化学基础物质。安德里茨交付的

产品包括专有工艺设计和全EPC交付，不包括自动

化、仪表、电气化和土建工程。

安德里茨的A-Recovery+概念是一种化学

回收技术，通过专利提取工艺提供商用级生物甲

醇。它提供了纸浆厂化学回收循环的下一代解决方

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纸浆厂的废弃物。使用

A-Recovery+技术，除生产生物甲醇外，还可以

从废气中生产硫酸，并回收木质素，生产用于高级

生物产品的高质量木质素。

具体而言，A-Recovery+化学品回收概念能

够使生物精炼纸浆厂以新的流程进行化学品循环

开发。多年来，化学回收技术供应商已与纸浆厂合

77
Apr., 2020  Vol.41, No.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双管齐下的方法既符合工厂的生产需求，也符合

经济需求。例如在传统的牛皮纸制浆厂中，可以将

粗甲醇纯化为商业品质的生物甲醇；现场生产商业

品质的浓硫酸；从黑液中回收高质量的木质素等。

此外，该技术还将减少废水和水的消耗，

减少对补充化学品的需求，此次安德里茨的

A-Recovery+模型将首次在生物甲醇精炼厂开始

运用，这也符合欧盟的目标，即到2020年，使运输

燃料的10％来自可再生资源，例如生物燃料。

安德里茨在全球范围内助力建成第一家无化

石生物甲醇工厂，这一举措有力地支持了Södra公

司的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完全无化石燃料运

营，并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Södra的目标是在其整个运营过程中消除化石燃

料的使用，并生产替代化石原料的创新产品。

瑞典知名林业公司Södra成立于1938年，由瑞

典东南部森林所有者协会成立。Södra锯木厂的

历史始于1943年在Hal labro接管的锯木厂。1974

年在Värö的锯木厂迈出了发展的一步，利用纸浆

和木材多种资源综合发展。Södra集团2019年的

净销售额为231.83亿瑞典克朗（约合23.65亿美

元），同比下降了4％；营业利润达到了25.82亿瑞

典克朗（约2.63亿美元）；税前营业利润率大概

在11%。第四季度的净销售额为52.74亿瑞典克朗

（约5.38亿美元），营业利润为6200万瑞典克朗

（约632.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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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通过利用侧流提高浆厂资源效率 图2  A-Recovery+化学品回收概念的前三个模块流程

作形成了闭合的化学回收线路，以减少排放物和

废液，提高回收效率。但是缺点是，这些闭合回路

有时会导致某些化学物质的堆积，并会产生被忽

略或丢弃的侧流。

安德里茨近期开发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创新解

决方案，利用牛皮纸浆厂的侧流释放出潜在的创

收潜力，将“废物”转化成有价值的原材料，用于

商业用途。目标仍然是尽可能有效和环保地运行

化学品回收系统，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本投资

并实现利润最大化（流程见图1）。

以全新的视角看化学回收过程，安德里茨具

有两个回收目标：第一，出于环境原因，进一步关

闭化学循环；第二，出于商业原因，将测流转化为

有价值的产品，工厂可以用它代替购买的化学药

品和能源，也可以出售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如今，

随着知识的增长和对生物精炼厂和生物产品的重

视，这有可能带来新的利润来源。

因此，安德里茨最终开发了A-Re c ove r y+

化学品技术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模块化的化学

回收概念，可以优化工厂中的钠/硫（Na/S）平

衡，以增加产生的收入和/或显著降低成本。 

A-Recovery+还为制浆厂实施无化石作业奠定了

基础，A-Recovery+化学品回收概念的前三个模

块流程见图2，该模型通过对原始甲醇、CNCG和

木质素侧流进行增值来产生利润。

A-Recovery+的这种环境安全性和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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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离子型松香乳液

主要成份是松香脂类乳液。本产品是由

改性松香、乳化剂，经高温常压逆转工艺制

成。具有高游离分散性，克服夏季施胶障碍，

能赋予纸张高抗水性能，是一种优良的酸性

施胶剂。

阳离子型松香乳液

主要成份是松香脂类乳液。本产品是由

改性松香、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经高温高压均

质工艺制成。产品粒径小、性能稳定、电位分

布均衡,带有较高正电荷，对硫酸铝的依赖性

降低。提高了填料和细小纤维的留着率，赋予

纸张抗水性。

AKD乳液

本产品的主要成份是烷基烯酮二聚体类乳

液。适宜在中性或微碱性条件下使用，下机熟化

快，赋予纸张高抗水性能，提高纸张强度。

石蜡乳液

本产品的主要成份是正构烷烃混合物。

是与高分子表面活性剂反应工艺制备成的水

溶性乳液,能显著提高纸张防水性能，使纸张

表面产生荷叶效应，纸张耐高温、透气性好、

耐候性强，具有泼水、滚水效果。                            

集团地址：中国·青岛 

公司地址：山东省安丘市新材料产业园          

公司电话:05364331198                WWW.huapuchem.cn   

东部区域代表：于经理13805367518      E-mail:13805367518@163.com

南部区域代表：于栋栋15621671086      E-mail:3302391498@qq.com

西部区域代表：李庆伟13026552388      E-mail:1505914186@qq.com

山东普林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造纸化学品10万吨。公司诚招产品区域总代理。

PAE湿强剂

本产品的主要成份是聚酰胺聚胺环氧氯

丙烷树脂类溶液。是水溶性、阳离子型、热固

性树脂。使用时PH值范围广，下机熟化极快，

且能提高纸张干强度，有助留助滤作用。

MF湿强剂

本产品主要成份是三羟甲基三聚氰胺树

脂类溶液。是水溶性、热固性树脂。提高纸张

的抗水性、耐破度、耐候性，耐温度高，透气

性好，适用于育果袋纸等特种纸。                                                

干强剂

本产品主要成份是两性聚丙烯酰胺类溶

液，能提高纸张裂断长、耐破度、环压强度、

抗张拉力和层间结合力。     

硬脂酸钙乳液

本产品主要成份是硬脂酸钙类乳液，是水

溶性，低粘度的分散液体。能提高涂料的滑爽

性和抗裂变性，提高涂层的流平性和疏水性。

高效消泡剂 

本产品主要成份是高碳醇化合物。消

泡、抑泡效果好，耐高温，耐碱性，分散性、

相溶性好，促进脱水，提高抄纸速度，保障纸

机安全运行。

单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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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广4



1、合成硅酸盐

改善钛白粉的分散及留着率，提高遮盖力，

提高纸的明亮度、挺度，改善纸张印刷性能等。

2、剥离剂系列

可有效阻止纸机烘缸表面胶黏物的沉积，达

到烘缸及干网保洁，生产复卷不断纸作用。

3、粘缸剂

在较广的PH值范围内改善烘缸粘着性；形成

细密和均匀的绉折，从而达到改善生活用纸柔软

度（手感）、松厚度和神张力；减少因更换起绉刮

刀而造成的停机时间损失。

青岛润晟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泽河三路东侧  电话：0532-83302227

联系人：刘先生  17669681705  邮箱：runshengde@sina.com  网址：http://www.qdrunshengde.com

4、新型环保杀菌剂系列

除臭、除酸、阻垢剥离，具有低浓度、高效

率、对环境无污染等优良性能。

5、消泡剂系列

消泡抑泡能力强，生理化学惰性、热稳定性

好、无毒无害、不产生二次污染。

我公司新增其它产品：网毯保洁剂、干网清

洗剂、抑垢剂、电荷调节剂、胶黏物控制剂、湿强

增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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