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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活动 ●

四川竹子制浆造纸企业岷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专家咨询会和企业座谈会成功召开（53） 

● 专利技术 ●

胸辊摇振装置及振幅调节方法（59） 汽压闪爆装置

（62） 植物纤维纤维素提纯装置（64） 新型造纸粗筛

装置（66） 食品纸托盘的成型加工设备（67） 湿浆除

沙系统与除沙方法（68） 

 ● 研发创新 ●

安德里茨中国佛山制造中心顺利产出首台PrimeDry钢制

烘缸（71） 针对疫情，美国纸企Seaman Paper推出触

摸隔离纸巾，减少公共场所表面接触（72） BTG帮助多

家纸厂启动新一代扬克缸性能监测系统（72） 福伊特

新型TwinDrive双驱动双开卷机显著提升纸厂工作效率

（72） ABB推出新一代L&W Autoline自动化纸张检测系

统（73） 因地制宜，美国纸企Mohawk Fine Papers

推出大麻、秸秆和再生棉纤维为原料的文化纸和信

封纸（74） 维美德将为Metsä集团的芬兰Kemi生物

制品厂提供关键技术支持（75） 芬兰V T T技术研究

中心利用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研发类似塑料的包装

材料（76） 英国Frugalpac公司可回收纸杯Frugal 

C u p：碳足迹比传统纸杯降低60%，开启行业先河

（76） 西门子发布全新智能定位系统软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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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厚度传感器在纸机上的应用
⊙ 魏国华  许海洋  许霞  刘传坤  李金涛  张树杰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 257300）

Application of the laser caliper sensor in paper machines
⊙ WEI Guo-hua, XU Hai-yang, XU Xia, LIU Chuan-kun, LI Jin-tao, ZHANG Shu-jie 
(Shandong Huatai Paper Industry Co., Ltd., Dongying 2573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6+.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10-0006-06

魏国华 先生

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

东省首席技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

“劳动模范”；先后主导或参与完成重要革

新成果8项，其中3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1项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1项获山东省计算机应用优秀成

果二等奖，2项技术成果通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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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头DH内部由激光三角测量传感器、磁传感器

（线圈）、加热装置、流量检测、电路部分等组成。检测

头DH外部接口：电源、通讯、冷却水循环、压缩空气。

其中压缩空气两路：直径φ8mm，用于激光窗口打扫；

净化空气：直径φ6mm，用于保持正压（图2）。

1.2 测量原理

厚度传感器测量原理是采用激光三角测量和磁通

量测量相结合的方法，激光三角测量点如图3右侧所标

注的测量范围：测量从激光传感器到纸页上表面的距

离。当纸张厚度改变时，反射光束的焦点发生偏移，从

而测量出激光传感器到纸页上表面的距离。磁通量线圈

测量点如图3左侧所标注的测量范围：测量从线圈到参

考板表面的位置。参考板表面有钻孔形成真空，将纸页

紧紧吸附在参考板上，从而磁通量线圈测量的位置即

为线圈到纸页下表面的距离。两者测量的距离之差计算

实际纸张厚度：

纸页厚度=磁通量线圈测量位置-激光传感器测量

位置+补偿常数。

1.3 重要组件功能描述

参考板：有3种型号，分别为R P-25、R P-10、

RP-00。其中RP-25用于新闻纸、SC纸；RP-10用于涂

布纸；RP-00用于纸板。在参考板的中心位置镶嵌热敏

电阻，参考板表面温度随着接触纸页的温度在随时变

摘 要：介绍山东华泰70万吨/年铜版纸车间（以下简称华泰

PM8）QCS系统厚度传感器的应用情况，包括原理、硬件、维护

以及故障案例分析。

关键词：厚度传感器；硬件；原理；维护；故障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QCS caliper 
sensor of Huatai’s 700,000 t/a coated paper workshop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uatai PM 8), including its operation principles, 
hardware, maintenance and failure case analysis.
Key words: caliper sensor; hardware; principle; maintenance; 
fault analysis

华泰PM8的QCS系统采用最先进的paper IQ质量

控制系统，该系统配有定量、水分、厚度、灰分、颜色等

传感器用于在线测量。该生产线主要生产58～180g/m2

铜版纸、双胶纸、转移印花纸，纸张厚度是一个比较重

要的技术指标。本文介绍厚度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及硬

件组成、日常维护、故障案例分析，希望能为同行提供

借鉴。

1  硬件组成及测量原理

厚度测量一般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测量

方式，本文采用非接触式激光厚度传感器I Q L a s e r 

C a l i p e r，是一款无挤压、无孔、定点自动校准、无

需特殊维护的产品。其测量范围：纸/纸板最小厚

度：25μm，纸/纸板最大厚度：750μm；环境温度：

MAX85℃。

1.1 硬件组成

厚度传感器IQLaser Ca l iper是单面接触式传感

器，分为上下两个探头，上面为检测头DH，下面为源头

SH。

源头SH内部由参考板、参考板执行器（带步进电

机的机构）、E/P转换器、电磁阀、压力和温度测量传

感器、电路部分等组成。源头SH外部接口：电源、通

讯、冷却水循环、压缩空气。其中压缩空气两路：直径

φ8mm，用于产生真空；净化空气：直径φ6mm，用于

保持正压（图1）。 图1  源头SH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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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温度变化对线圈测量值影响很大，采用温度补偿进

行修正。温度补偿系数在传感器出厂参数中有标注，参

与厚度计算。为减少磨损，参考板表面为光滑耐磨的金

刚石涂层，更换周期与纸种、真空度大小有关系，一般3

年左右。

参考板执行器步进电机：带动参考板垂直上下移

动，正常测量位置略高于SH源头表面。通过零位置值

ZeroPos进行电机位置保护，它是电机找到零位置的步

进数。指示步进电机的状态，计算电机是否在运行过程

中丢失任何步进。允许的零度公差为±10步。配有正反

转电机控制回路，电压为±15V。

激光传感器：为红色可见光，属于3B级激光，对眼

睛有害，必须注意避免直射。由于安全问题已采取特殊

预防措施来控制激光状态。除非传感器处于测量模式，

否则激光电源始终关闭。离合器分开，激光电源自动关

闭。在正常测量状态，可通过操作按钮和微机界面选项

进行ON/OF F转化。进入激光窗口的压缩空气必须是

过滤后的。

磁传感器（线圈）：线圈是一个温度敏感传感器，

配有塑料罩和稳定空气。为了减小温度的影响，在检

测头DH如图2(2)、(3)所标注的配有加热装置和循环系

统，通过微机界面设定温度值，在探头内部通过压缩空

气进行温度调整。由于环境的变化，平台的变形间隙距

离会产生变化，对线圈测量值影响很大。

1.4 标准化方式

厚度传感器有两种标准化方式：一种为离纸标准

化，一种为定点标准化（图4）。

离纸标准化：在97.2.1.60界面设置，120m i n定

时标准化。在离纸回车库位置自动标准化，此时扫描架

内没有纸张，激光直接测量参考板，线圈直接测量参

考板，标准化计算的数值自动记录在97.2.22界面S t z 

Caliper，目的是校准测量零点。校验后Instantaneous 

Caliper值为-40左右。

定点标准化：在97.2.22.2界面设置，设为自动允

许模式为En ab l e d，按照右侧设置计算进行定点标准

化。大约需要3m i n，97.2.1界面设置定点位置f i x e d 

position 300cm（根据实际工况可任意位置）。定点标

准化开始后自动运行到300cm位置，参考板上下移动，

激光传感器测量纸张上表面，线圈直接测量参考板。

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测量多个激光/线圈数据对，形成

一条校准曲线（ABCDE）。此曲线在每次定点标准化中

都会更新。如果曲线良好，线圈和激光给出的值相同，

97.2.22界面“RawCal iper”的差值为零。再自动离纸

回车库做一次离纸标准化，激光和线圈都直接测量参

考板，计算出97.2.22界面Stz Caliper自动更新。

标准化过程中出现问题，会出现标准化失败报警，

将会停止厚度扫描。

2  安装及日常维护

厚度传感器非常稳定，其使用状况与安装状态和

日常维护是密切相关的。

2.1 安装注意事项

(1）通常安装于扫描架最后一个插槽，源头（SH）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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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参考板安装于平台下方，检测头带有激光传感器防

止纸毛、灰尘积聚安装于平台上方。扫描架进纸侧和出

纸侧上下各安装一对导纸轮，用于调整纸页走向。为保

证纸页紧贴参考板，要注意调整导纸轮的位置。导纸轮

上下间隙一般为3mm,用3mm内六角和水平仪进行调

整。

(2）检查平台上部和下部传感器对齐，不能错位和

倾斜。在运行过程中也要保证对齐，不能错位和倾斜。

可以通过调整上下皮带的松紧度调整错位，通过调整

轨道上4个轴承和上下头固定螺丝调整倾斜。保证激光

束应照射参考板的中心。

(3）正确填写每个传感器配带的内部校准报告，确

保界面中输入校准参数是正确的。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

Sensor ID。检测头DH的校准参数、源头SH的校准参

数位于97.2.22.2界面、97.2.22.1界面进行填写。

(4）上下探头之间的间隙为6.0～6.5m m，两个传

感器都有调整螺钉进行调整，测量间隙可用6mm内六

角扳手。通过调整螺钉后，使Las erDi s t IV值在1200～

1600μm之间（图5）。

(5）真空度的设置，在97.2.22界面左侧设置，离纸

回车库位置S t z压力值5，正常扫描压力设为15，定点标

准化压力值为20。一般情况下扫描过程中真空度值在 图5  厚度传感器位置调整

图4  界面97.2.22.2标准化参数

20以上且2s i g n值不能大于1，整个来

回扫描周期内真空是平稳恒定的，纸

页一直吸附在参考板上。

( 6 ）调 整 参 考 板 位 置 。在

97.2.22.1设置Ref plate maxmum 

po s i t ion为1000，防止步进电机移动

位置太大使参考板接触到检测头DH

表面。在97.2.22设置参考板位置，

在离纸车库位置时LaserDis t IV值、

Coil 1 thickness voltage、Coil 1 

referenc e volt age，分别通过调整

97.2.22.2界面的参考板位置、Coil 1 

thickness offset、Coil 1 reference 

offset值进行修正调整。

(7）按照线圈多项式计算程序校

准传感器。

①将97.2.22.2界面的C o i l  P o l y n C a l c 

FixPoint √去掉，Offset Meas offsheet√去掉。

②将Coi l Polyn Ca lc of f she e t√选中，点击

Manual stdz Star t进行手动标准化。这一步进行线

圈多项式计算，即界面97.2.22线圈测量校准曲线：

ABCDE。

③将Coil Polyn Calc offsheet√去掉，Offset 

Meas offsheet√选中，点击Manual stdz Start进行

手动标准化，这一步为归零标准化。

④将Coil Polyn Calc FixPoint√选中后再进行

一次标准化。

标准化过程中没有任何报警说明通过；标准化过

程中有报警97.2.22.5界面查看报警原因。在校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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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o i D i s t M I V电压值不能太大，否则校验将不能通

过。可通过再调整上下头间隙和参考板位置再进行第7

步校验，直至校验通过。

2.2 日常维护

(1）每天清理参考板表面灰尘，防止因纸毛多将孔

洞堵塞造成真空不稳定。

(2）每周检查传感器的状态，离纸车库的值，如：

LaserDistIV、Coi l 1 thickness voltage、Coi l 1 

reference voltage。检查标准化趋势图、定点标准化

趋势图、真空度趋势图、传感器温度等数值。清理风机

过滤网。

(3）每月检查空气、水的压力、流量，保证水源、气

源的清洁度。

(4）每半年检查一次导纸轮、上下头位置、倾斜度、

参考板磨损情况和清理轨道卫生。更换过滤器和风机

过滤网。

(5）标准化界面提供的有效信息：

ZeroPos：零位置值是电机找到零位置的步进数。

它指示步进电机的状态，告诉电机是否在运行过程中

丢失任何步进。允许的零度公差为±10步。如果大于

±10步，电机不再可靠，应更换。

ChiSq：从ChiSq值可以监测校准成功的程度。如

果持续超过0.150，校准或真空可能有问题。

LaserInt：可以记录比较激光窗口的清洁度。

2.3 更换参考板（图6）

参考板更换所需工具：内梅花键T10。

(1）将电机向下驱动至+20（RefPlateSp）。

(2）拔下源头SH的电源线和网线。

(3）拆下四个M3mm×6mm内梅花螺钉，断开参考

板下的温度传感器插头。将新的参考板温度传感器电

缆插入插头内，注意电缆旋转方向和摆放位置，再将内

梅花螺钉安装固定。

(4）连接源头SH的电源线和网线。

(5）驱动电机回到原来正常位置。

(6）通过线圈多项式计算程序校准传感器（图4）：

①将97.2.22.2界面的C o i l  P o l y n C a l c 

FixPoint √去掉，Offset Meas offsheet√去掉。

②将Coi l Polyn Ca lc of f she e t√选中，点击

Manua l s td z S t ar t进行手动标准化;这一步进行线

圈多项式计算，即界面97.2.22线圈测量校准曲线：

ABCDE。

③将Coil Polyn Calc offsheet√去掉，Offset 

Meas offsheet√选中，点击Manual stdz Start进行

手动标准化，这一步为归零标准化。

④将Coil Polyn Calc FixPoint√选中后再进行

一次标准化。

3  故障分析和处理

3.1 激光灯红光不亮

检查离合器是否关闭，上下探头是否对齐，上下探

头是否通讯连接正常，控制面板是否打在手动位置。

3.2 激光强度低

灰尘进入激光窗口，用压缩气吹扫和棉棒仔细清

理窗口；参考板太脏，清洁参考板；参考板磨损严重，更

换参考板。生产过程中测量白纸激光强度应大于1.0，

离纸时，激光强度应大于0.1。

3.3 标准化失败

再次进行标准化查看是否成功，用压缩气清理参

考板、激光窗口卫生再次标准化。如果仍然不成功，按

照2.1（7）中的线圈多项式计算程序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传感器。

3.4 压光机调整厚度数据不更新

横向控制界面30和14.2趋势和数据长时间不更

新，检查厚度界面97.2.22界面是否更新（图7），测量的

数据是否正确。只有97.2.22数据正确后，通过内部计

算和6次扫描周期后逐个叠加不断更新数据才能在30、

14.2界面进行显示。厚度出现报警扫描架自动回车库标

准化或定点标准化。在标准化期间不参与运算会造成图6  参考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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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控制一段时间内不更新。

3.5 厚度曲线不完整

查看报警记录和信息提示，一般情况下曲线不完

整是因为网络连接信号时断时续造成的。检查移动设

备扫描架内移动的拖链和电缆，以及移动过程中可能

碰到的部位。从97.2.1界面跟踪是否运行到某一具体

位置出现这个现象。紫色电缆为Ethernet通讯线，绿色

电缆内有RS485+通讯和26.5V电源，2根18芯电缆内有

26.5V电源，上下探头轨道内各有一个菲尼克斯8口交

换机，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都会造成信号中断。上下探

头内各有一根紫色、绿色网线的备用线，可进行对调测

试，查找问题原因。

3.6 厚度偶尔出现无规律波动大、造成纸机费纸

厚度偶尔出现无规律波动造成纸机费纸，盯靠现

场查看97.2.22界面发现波动时参考板温度从65℃变为

-3.7℃。通过对调参考板和SH源头确认为参考板插针

松动造成的温度时好时坏，从而直接影响厚度测量值。

厚度测量计算公式界面97.2.22可得：

Thickness=CoilDist-LaserDist-StzCaliper+

（Tplate-Tplate0）×PlateTmpSlp 

其中：Co i l D i s t—线圈测量的到参考板表面纸页

下面的距离；

LaserDist—激光传感器测量的到纸页表面的距离；

StzCaliper—标准化的零点距离；

Tplate—当前参考板温度，即纸页温度；

Tplate0—标准化时的温度；

PlateTmpSlp—传感器校准报告

系数。

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这个温度可

影响27.68℃的测量值，对厚度的影响

很大。温度的突然波动造成的厚度波

动。

3 .7 断纸重新引纸后操作侧0.5m左

右厚度检测不准偏低，约20～30min后

厚度检测正常

这种现象从开机一直没有遇到

过，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刚开始是

断纸时间1～2h后引纸出现，到后来的

断纸时间10m i n左右引纸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多方面查

找原因也未找到，最后根据经验分析应该为断纸后环

境温度发生变化平台变形引起的，操作侧离通风风机距

离最远，通风量小造成的平台变形。将扫描架离纸位置

由-20改为0，使尽量多的循环风进入，更换风机滤袋增

加风量，在操作侧柜子下方出风口可以感受到风力。通

过调整好跟踪观察一直运行正常。定期清理和更换风

机滤网，保证整个平台内温度变化一致，减少平台间隙

变化对厚度测量的影响。

4  结束语

以上内容为激光厚度传感器在华泰PM8生产线使

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经验，任何一台好的设备

运行状况与日常维护和保养是分不开的。随着纸张对

厚度的要求逐渐提高，对仪表设备的运行稳定性提出

更高的要求，日常维护和保养尤其重要。工作做细、做

扎实是对每一个现场维护人员的基本要求，不同的工

况、不同的问题还需要维护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具体分

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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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界面97.2.22厚度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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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实验室槽式打浆机探讨复合生物酶剂优化针叶木浆

打浆过程，探究酶剂类型及用量对浆料纤维形态和成纸性能的影

响，筛选适合针叶木浆酶促打浆的复合生物酶配方。结果显示：当

酶用量为100mg/kg、打浆30min时，自制复合生物酶促打浆的针叶木

浆打浆度达66°SR。相比不加酶、单一纤维素酶、1#商品打浆酶、2#

商品打浆酶打浆度提高29.41%、17.86%、12.82%、14.78%，可显著

降低打浆能耗，改善纤维长度分布，提升成纸后抗张强度。

关键词：复合生物酶；针叶木浆；酶促打浆；打浆度；纤维形态；成

纸性能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laboratory tank beating machine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eating process of softwood pulp with the 
compound enzyme agent,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and amount 
of enzyme agent on the fiber morphology and paper forming properties 
of the pulp, and find out the compound enzyme formula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enzymatic beating of softwood pulp.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osage of enzyme was 100 mg/kg and beating time was 30 min, the 
beating degree of softwood pulp by compound enzymatic beating reached 
66°SR, which was 29.41%, 17.86%, 12.82%, 14.78%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enzyme, single cellulose enzyme, 1# commercial beating enzyme, 
and 2# commercial beating enzyme,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sizing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fiber length distribution and enhance 
tensile strength after paper formation.
Key words: compound enzyme; softwood pulp; enzymatic beating; 
beating degree; fiber morphology; pap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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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酶促打浆是利用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果

胶酶等单酶通过复配形成复合生物酶剂对纸浆纤维先

进行选择性降解、润胀，然后再采用机械作用打浆处

理。通过生物酶剂的预处理作用促使纤维表面松弛，提

高纤维吸水润胀程度，进而改善和加快后续机械打浆

过程纸浆纤维的细纤维化程度，优化纸浆纤维的打浆

性能，最终达到降低打浆能耗和优化纸浆纤维形态的

目的。

1942年，Diehm[1]研究发现，来源于杆状菌和曲酶

菌的半纤维素酶能提高纸浆的水合作用，有助于纸浆

纤维吸水润胀，从而有助于纸浆打浆。随后，Pommier

等人[2]采用由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组成的复合酶剂处

理废纸浆纤维，研究发现，复合酶剂的预处理能够明显

改善废纸浆滤水性能和成纸性能。同时，Yamaguchi等

人[3]采用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组成的复合生物酶剂

处理针叶木纸浆纤维发现，后续打浆过程可节省约10%

电能。另外，Bhardwaj等人[4]研究发现，采用木聚糖酶

处理针叶木浆后能够降低25%的磨浆能耗并且对成纸

强度性能无影响。同时，国内造纸工作者对酶处理的利

用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孙萍萍等人[5]采用纤维素酶预

处理后对漂白针叶木浆纤维打浆发现，纤维素酶预处

理可以促进纸浆纤维的润胀，纤维平均长度增加，细小

纤维含量降低以及打浆过程纤维分丝帚化程度增加。

另外，杨博等[6]研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预处理对杨木

CTM P化学机械浆性能影响研究表明，纸浆纤维经生

物酶预处理打浆后，成纸的抗张指数、耐破指数等强度

指标均有提高。

本课题采用实验室槽式打浆机进行打浆实验，探

讨复合生物酶剂优化针叶木浆的打浆过程，探究酶剂类

型及用量对浆料纤维形态和成纸性能的影响，筛选适

合针叶木浆酶促打浆的复合生物酶配方。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由浙江某公司提供的进口针叶木浆板；实验选用

生物酶剂包括纤维素酶、木聚糖酶、果胶酶以及外购

1#、2#商品打浆酶。

1.2 实验方法

1.2.1 生物酶促打浆实验

测量浆板水分；撕浆板，称取70g绝干浆板；把称

量好的浆板放入槽式打浆机，加入7L自来水，加入酶，

在打浆加压为0k g的条件下，疏解30m i n，到达指定时

间后，加打浆比压为3.06k g，然后打浆10m i n，10m i n

后取浆料测水分，疏解测打浆度。然后打浆比压换成

4.01kg、打浆时间为20min之后，取浆，测水分，然后疏

解浆料，测打浆度，再接着打浆10m i n，然后取浆测水

分，测打浆度。

1.2.2 手抄片的制备

抄造的纸张定量为50g/m2，称取绝干浆1.57g，加

一定量的水疏解5～6m i n，使纤维完全分散开，然后在

TD10-200型抄纸机中成纸，经压榨辊压榨后在纸页干

燥器中干燥。

1.3 表征

1.3.1 打浆度测定

按照《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中的方法，利用

SDJ-100型肖伯氏打浆度仪测定浆料的打浆度。

1.3.2 纤维形态分析

取300m g绝干浆料，倒入2L水中稀释；取200m l

浆料，即30mg绝干浆，倒入1L样品杯中准备测定。利用

Morfi Comapct纤维形态分析仪测定酶预处理打浆后

纤维特性指标。

1.3.3 纤维形貌分析

利用徕卡DVM6视频显微镜观察酶促打浆后纤维

表面形貌。

1.4 手抄片物理性能测试

抗张强度利用纸张卧式抗张强度试验机X LW-

PC1，按照GB/T 12914-2008《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

定法（恒速拉伸法）》的规定要求测定；撕裂度利用SLY-

1000型撕裂度测定仪按照GB/T 455-2002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生物酶促打浆对打浆度的影响

实验首先对比了纤维素酶、自制复合生物酶以及商

品打浆酶对未漂针叶木浆打浆度的影响，实验结果如

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单一纤维素酶用量分别为

研究开发 R & D

13
May, 2020  Vol.41, No.1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0mg/kg、100mg/kg与没有加酶相比较，打浆10min

时打浆度都没有太大变化分别为13°S R、14°S R和

13°SR。但随着打浆时间的增加，打浆度相比空白对照

组有明显提升，酶用量为100mg/k g时的打浆度提高更

快，打浆30m i n后打浆度提高了5°SR。由此可以说明，

纤维素酶处理可以促进纤维的分丝帚化，提高打浆度，

有利于打浆作用。

自制复合生物酶相对单一纤维素酶组提高打浆度

能力更强，打浆30m i n后打浆度提高17.86%。与商品打

浆酶组相比，打浆度提升更快更高，打浆30m i n后比2#

商品打浆酶打浆度提高14.78%。这说明自制复合生物酶

在促进纤维分丝帚化和降低打浆能耗方面更具优势。

从机理上，自制复合生物酶包含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

果胶酶，其中纤维素酶能够促使纤维素大分子结构中

无定型区水解，从而使纸浆纤维更易于发生润胀、分丝

帚化等[7]；木聚糖酶能加速溶解浆料中的半纤维素和木

素，促进纸浆纤维细胞的润胀、分丝帚化[8]；果胶酶能

降解胞间层的果胶质，同时伴随着大量半纤维素、纤维

素的降解溶出[9]。实验配制的复合生物酶剂通过多种单

酶协同作用，使纤维结构活化，促进纤维的吸水润胀和

细纤维化，使打浆过程更易进行，从而起到降低打浆能

耗的作用。

2.2 生物酶促打浆对纤维形态的影响

实验对比了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打浆酶对打浆

后浆料纤维形态的影响作用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当酶用量为100m g/k g时，自制复合

生物酶组较不加酶组数均和重均长度、纤维宽度、长

宽比、纤维扭结率、细小纤维率大，分别为0.723mm、

1.48mm、33.1μm、44.7μm、33.8%、10.38%，随着酶

用量的增加，数均和重均长度、纤维宽度、长宽比呈现

先增大而后变小的趋势，而细小纤维率则随酶用量继

续增加而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细小纤维具有大的

比表面积，优先吸附酶制剂，复合生物酶使细小纤维发

生了进一步的水解，从而促使细小纤维的数量减少，进

而导致纤维平均长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复合生物酶使纤

维表面无定型区被破坏，纤维整体柔软度提升，更有利

于打浆过程的分丝帚化，从而降低了打浆过程的切断作

用[10]。因此，复合生物酶处理后的纤维平均长度较大，

增加纤维分丝帚化程度，更多的发生扭结。当复合生物

酶用量过多时，浆料中长纤维会出现酶解反应过度的现

象，导致纸浆纤维在细纤维化程度提升的同时，使纤维

平均长度降低[11]。

前人研究发现，纤维的重均长度对纸张的强度性

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耐破因子与纤维的重均长度

Lw成正比，撕裂因子与Lw
3/2成正比，裂断长与Lw

1/2成正

比[12]。当酶用量为100m g/k g时，1#商品打浆酶的重均

长度为1.389mm，相比不加酶组提高2.28%，在相同酶

用量下，自制复合生物酶组与1#商品打浆酶相比，重均

长度又增加6.55%，这说明自制复合生物酶在增加重均

长度方面更具优势。

当酶用量为100m g/k g时，自制复合生物酶的长

宽比为44.7，相比1#、2#商品打浆酶提高了6.20%、

4.78%。由此可见，自制复合生物酶处理后的纤维长宽

比更大。纤维具有较大的长宽比有利于成纸时单位面

积中纤维之间相互交织，导致纤维分布更加紧密，从而

提高成纸强度，又因为细小纤维含量较高，使得纤维接

触紧密，利于结合，因此自制复合生物酶较商品打浆酶，

在改善打浆和成纸性能方面更具优势。

自制复合生物酶的用量对纤维长度分布的影响结

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对照组和自制复合生物酶100m g/k g

表1  生物酶类型和用量对打浆度的影响

酶剂

种类

不加酶

纤维素酶

自制复合生物

酶

1#商品打浆酶

2#商品打浆酶

打浆时间

/min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酶剂用量/

(mg/kg)

0

10

100

100

100

100

打浆比压 

/kg

3.06

4.01

4.01

3.06

4.01

4.01

3.06

4.01

4.01

3.06

4.01

4.01

3.06

4.01

4.01

3.06

4.01

4.01

打浆度 

/°SR

13

18

51

13

20

56

14

23

56

12.5

22.5

66

12.5

20.5

58.5

12.5

19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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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为16%，其次是0.60～0.90mm、0.90～1.25mm分

别为15.6%、15.1%。1#商品打浆酶在0.90～1.25mm所

占比例最大为15.4%，其次是1.50～2.00m m、0.60～

0.90mm分别为14.5%、13.7%。2#商品打浆酶则在0.90

～1.25mm分布较多为13.3%，并且长纤维占比较其他两

组高。

由图 4可知，宽度分布主要 集中在 2 1. 0 0～

46.00μm范围内，其中各组在31.00～38.0μm达到最

大比例，分别为19.1%、20.3%、22.3%，并且商品打浆

酶组较自制复合生物酶组在此宽度范围内所占比更高。

2.3 生物酶促打浆对纤维形貌的影响

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打浆酶对针叶木浆纤维形

貌的影响结果如图5所示。

自制复合生物酶组较对照组分丝帚化明显，并且随

着自制复合生物酶用量的增加，处理相同时间内，长纤

维表面起毛，表面粗糙，纤维的分丝帚化越来越明显，

当酶的用量为900m g/k g时，分丝帚化较好，短纤维比

较多。说明自制复合生物酶与机械打浆的作用效果较相

似，能够使浆料更好地进行内部和外部细纤维化，但酶

组长度重均长度主要分布在0.20～2.00m m范围。其

中自制复合生物酶100m g/k g长度占比最大的在0.20

～0.40mm为16%，其次是0.60～0.90mm，为15.6%，

0.90～1.25m m为15.1%；对照组占比最大的为0.90～

1.25mm和1.50～2.00mm均为14.6%，其次是0.60～

0.90m m为14%。随着复合生物酶用量的增加，酶用量

为300mg/kg和900mg/kg组，在大长度范围所占比例

较对照组和100mg/kg组高。

自制复合生物酶的用量对纤维宽度分布的影响结

果如图2所示。

由图2知，对照组和自制复合生物酶组主要宽度

在31.00～38.00μm范围内，比例分别达到了19.8%、

19.1%、19.7%、21.2%，随着酶用量大的增加，酶用量

为300mg/kg和900mg/kg组，在大宽度范围所占比例

较对照组和100mg/kg组下降较多。

生物酶的种类对纤维长度分布的影响结果如图3

所示。

由图3可知，各组长度主要集中在0.20～2.00m m

范围内，自制复合生物酶组在0.20～0.40mm所占比例

图1　自制复合生物酶用量对纤维长度分布的影响 图2  自制复合生物酶用量对纤维宽度分布的影响

表2  酶剂种类对纤维形态的影响（打浆30min）

酶剂

种类

不加酶

自制复合生物酶

1#商品打浆酶

2#商品打浆酶

数均长度

LN/mm

0.822

0.723

0.874

0.859

0.79

0.774

酶剂用量/

(mg/kg)

0

100

300

900

100

100

重均长度

Lw/mm

1.358

1.48

1.499

1.474

1.389

1.455

纤维宽

度/μm

33

33.1

32.7

32.4

33

34.1

粗度/

(mg/m)

0.2063

0.2223

0.1895

0.1889

0.1948

0.2125

长宽比

41.15

44.7

45.84

45.49

42.09

42.66

纤维卷

曲率/%

10.1

9.9

9.8

9.9

10

10

纤维扭

结率/%

35.5

33.8

32.2

34.7

34.3

34.2

细小纤

维/%

9.21

10.38

7.55

8.65

8.04

8.02

研究开发 R & D

15
May, 2020  Vol.41, No.1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用量过多，则会使纤维在打浆时被过多地切断，细小纤

维增多。

当酶用量为100mg/k g时，自制复合生物酶较商品

打浆酶处理的纤维的分丝帚化明显，商品酶处理的纤

维表面相对比较光滑。这是因为纤维素酶在纤维表面

产生轻微程度的剥皮反应，导致富有半纤维素和木素

含量较高的初生壁P层和次生壁S1层部分产生剥落，而

后受到打浆的机械力作用、纤维之间的摩擦作用及浆料

循环流动中的剪切作用，化学和物理的双重作用使纤维

更易受到纵向分裂、压溃、润胀和细纤维化；木聚糖酶

使得木质素-碳水化合物（LCC）的化学键断裂，导致

聚木糖的脱除，提高细胞壁内木素的可扩展性，从而使

纤维上的木素更易溶出，促进了纤维的吸水润胀和帚化

程度[13]；果胶酶使多聚半乳糖醛酸分解后，破坏了胶质

复合体的稳定性，降低了果胶物质原有的胶黏作用，胶

质复合体中其他大分子之间较大空隙的出现使得发生化

学反应的可行性增加[9]，促进细纤维化的进行。

2.4 生物酶促打浆对成纸性能的影响

实验最后，对比了不加酶、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

打浆酶对成纸性能的影响作用，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对 比自制 复合 生物 酶 组 和 不加 酶 组，添 加

100m g/k g酶的纸张抗张强度和伸长率均增大，分

别为1.4730k N/m、3.0%，相对不加酶组分别增加了

9.60%、11.11%。随着酶用量的增加，纸张的抗张强度

和伸长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趋势。这是因为纸张的抗

张强度取决于纤维间的结合力和纤维本身的强度，过度

的酶处理导致纤维被过多切断，因此成纸的抗张强度

下降。纸张伸长率取决于纤维间的结合力和纤维平均长

度，随着打浆度的增加，纤维间的结合力增强使得纸张

伸长率增大，但是当酶用量继续增加时，纤维平均长度

图5  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打浆酶处理对纤维形貌的影响

（打浆30min）

图3  酶剂种类对纤维长度分布的影响

图4  酶剂种类对纤维宽度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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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1-19(修改稿)]

的减小使得纸张伸长率有所降低。

对比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打浆酶组，当酶用量为

100m g/k g时，自制复合生物酶的纸张抗张强度最好，

相对1#、2#商品打浆酶分别提高3.81%、5.29%。这是因

为由纤维形态分析可知，使用自制复合生物酶处理得到

的纤维长宽比较大，纤维具有大的长宽比有利于增加成

纸时单位面积中纤维之间相互交织，纤维分布更加紧密

有利于氢键的结合，从而导致成纸强度高，特别是抗张

强度指标。并且自制复合生物酶促打浆处理后浆料的打

浆度较商品酶组高，纤维表面细纤维化程度更高，暴露

羟基更多，增加了纤维间氢键的结合，所以成纸内结合

强度更高。

同时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打浆酶处理后的纸张

撕裂度均较对照组减小，当酶用量为100m g/k g时，自

制复合生物酶相对不加酶组撕裂度减少16.78%，而1#商

品打浆酶则减少17.91%。可以看出撕裂度和纸张抗张

强度呈近反比关系。撕裂度减少可能是因为酶预处理打

浆后，打浆度较高，打浆使纤维细纤维化，使纸的内聚

力和挺度增加，撕裂时应力集中到较小的面积上，所以

纸页的撕裂强度降低。

3  结论

(1）10 0m g/k g自制复合生物酶处理针叶木浆

30m i n，打浆30m i n，打浆度为66°SR，相比空白对照

组、纤维素酶组、1#、2#商品打浆酶分别提高29.41%、

17.86%、12.82%、14.78%。

(2）自制复合生物酶促打浆，当酶剂用量在100～

900mg/kg范围时，纤维长宽比随酶用量的增加呈现先

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3）自制复合生物酶促打浆后，相对于商品打浆

酶，纤维分丝帚化效果更好，成纸强度高。100m g/k g

自制复合生物酶促打浆后成纸的抗张强度较空白对照

组、1#、2#商品打浆酶分别提高9.60%、3.81%、5.29%，

但撕裂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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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制复合生物酶和商品酶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打浆30min)

酶剂

种类

不加酶

自制复合生物酶

1#商品打浆酶

2#商品打浆酶

抗张强度

/(kN/m)

1.3440

1.4730

1.7414

1.4447

1.4190

1.3990

酶剂用量

/(mg/kg)

0

100

300

900

100

100

伸长率

/%

2.7

3.0

3.6

3.1

2.8

2.7

撕裂度

/mN

882

734

752

826

724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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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了国产及进口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纸的相关性能指

标。结果表明：进口纸与国产纸表面强度均为23级，但国产纸的

透气度、撕裂指数明显低于进口纸，进口纸的匀度比国产纸略

差，但其最大等效孔径较小，且纸张孔径分布均匀。分析产生

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针、阔配比及表面施胶剂种类、施胶工

艺不同造成的。进一步通过红外光谱仪、元素分析仪、同步热

分析仪等表征仪器对于纸张抽提产物进行分析，可知进口纸与

国产纸表面施胶剂的主要成分可能一致或者为同类物质。

关键词：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纸；纸张性能；抽出物分析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targets of domestic and imported 
medical device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strength of the both was 23 levels, 
the air permeability and tearing index of the domestic paper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imported paper, and the formation of imported 
paper was slightly worse than that of domestic paper, but its 
maximum equivalent pore size was smaller and its distribution 
of pore size was more homogeneous. Above results might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mass ratio of softwood pulp to hardwood pulp in 
paper,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urface sizing agent and the different 
surface sizing processes. In addition, the extraction of paper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infrared spectrometer, elemental analyzer, 
simultaneous thermal analyzer, and so on. The conclusions 
suggested that the major ingredient of surface sizing agent might 
be the same substance or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   
Key words: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for medical devices; 
paper properties; extra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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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提升和居民

医疗健康意识的增强，国内医疗器械及其包装需求持

续扩大，灭菌包装材料未来潜在市场广阔。截至2015 

年，我国医疗包装用特种纸市场规模约12.2亿元，医

疗包装纸和皱纹纸消费量约5.5万t[1]。作为医疗器械灭

菌包装材料，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纸（医疗包装纸）的质

量要求较高。目前，体积小、重量轻或要求不高的器械

可选用国产医疗包装纸，对于高档或要求高的医疗器

械则需采用进口高档医疗包装纸或杜邦特卫强无纺布

材料[2]。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医疗包装纸，印刷性能较

佳，具有一定的耐温能力，且价格优势明显，但其阻菌

性能、热封合性能及洁净剥离性能较杜邦特卫强无纺布

材料存在明显差距，仍需改进。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较早地开展了该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详细的数据、资

料。研究内容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原纸纤维组成与

纸张结构[3]、原纸抄造工艺[4]、浸渍液配方及浸渍工艺[5]

等。目前，Arjowiggins Healthcare、Billerud AB、

Tomoegawa Paper等公司的产品质量及生产技术仍

明显优于国内企业。医疗包装纸依据包装封合成型方

式、灭菌方式等不同分为多种类型，其纸张性能也存在

差异，主要表现在纸张定量、物理性能强度、孔径、透气

度、热封合性能等方面。本研究以高透气、蒸汽灭菌型

医疗包装纸为研究对象，对于进口纸样和国产纸样进

行原料组成、性能指标、有机溶剂与热水抽出物等的对

比分析，研究进口纸样与国产纸样的差异，为后续研究

开发提供参考。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

国产医疗包装纸，蒸汽灭菌型，浙江某厂；进口医

疗包装纸，蒸汽灭菌型，法国某厂。

1.2 实验仪器

FA S-Ⅶ纤维分析仪，北京伦华科技有限公司；

P SM165纸张孔径测试仪，艾尔莫尼特科技仪器有限

公司；表面性质（匀度）仪，美国M/K sys t ems公司；

S3400N扫描电镜，日立公司；WZL-300B卧式电脑拉

力仪、RPY-1000柔软度测定仪、BSM-1600B耐破度

仪，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DEA-80撕裂

度测定仪、PG-A01葛尔莱透气度测定仪，德国P t a公

司；蜡棒，等级分别为20A及23A，上海林纸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TENSOR 27红外光谱仪，美国布鲁克光谱仪

器公司；Vario EL cube元素分析仪，德国Elementar

公司；STA 8000同步热分析仪、DSC 8000差示扫描

量热仪，美国PerkinElmer公司；EMAX350 X射线能

量色谱仪，日本Horiba公司。

1.3 实验方法

纤维悬浮液制备：将5g纸样置于烧杯中，加入

10g/l氢氧化钠溶液1000m l，煮沸30m i n，再用纤维疏

解器疏解10m i n，制成纤维悬浮液，用于分析纸张组

分、打浆度及湿重。

纸张有机溶剂抽提方法：参照GB/T2677.6，以丙

酮为有机溶剂进行抽提。

纸张热水抽提方法：参照GB/T2677.4，用热水对

纸张进行抽提。

1.4 测试方法

(1）抗张指数、伸长率、撕裂指数、柔软度、耐破指

数及葛尔莱透气度按照相应国家标准测定。

(2）显微镜观察及纤维配比测量：吸取纤维悬浮液

至载玻片上，使用Herzberg染色剂将纤维进行染色，并

对染色的试样进行观察。

纤维配比测量：选择FAS-Ⅶ纤维分析仪中的显微

镜计数法模式，对于染色样品的针叶木纤维根数及阔

叶木纤维根数进行统计，并依据如下公式进行针阔配比

的计算：

针阔配比=（针叶木纤维根数×针叶木质量因子）/

（阔叶木纤维根数×阔叶木质量因子）

注：其中针叶木质量因子以0.9计，阔叶木质量因子以

0.6计。

(3）纸张孔径测试：以液体表面张力为22.3mN/m

的乙醇为孔径测试液，对于4.15c m2测试范围的纸张进

行孔径的测试，测试原理为泡点法。 

(4）纸张匀度测试：使用表面性质（匀度）仪，在透

射光模式下进行纸张匀度的测试。

(5）电镜观察：导电胶黏接到电镜样品台上，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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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黏接至导电胶上，再将试样用喷金设备进行喷金

处理，然后将样品台放置于电镜样品仓内，在15kV电压

下观察试样。

(6）表面强度等级测定：按照G B/T 22837-

2008，使用不同等级的蜡棒进行测量。

(7）红外光谱测定：取1～2m g样品加100m g溴化

钾，然后在研钵中研磨至细粉状，然后进行压片，将压

好的透明锭片进行光谱扫描。

(8）C、H、N、S等元素的测定：采用Va r i o E L 

cube元素分析仪，选择C、H、N、S模块，以氧气为热解

介质，1000℃条件下进行热解，测定样品元素含量。

(9）热稳定分析：一定质量绝干样品采用S TA 

8000同步热分析仪进行测定，温度区间为30～700℃，

升温速率为20℃/min。

(10）热力学变化分析：一定质量绝干样品采用

DSC 8000差示扫描量热仪进行测定，温度控制如下：

第一段由-20℃升温至240℃，升温速率为5℃/m i n；第

二段由240℃降温至30℃，降温速率为5℃/min。

(11)X射线能谱法元素分析：将喷金后的样品用

EMA X350 X射线能量色谱仪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纸张相关指标分析

2.1.1 纸样物理性能指标

蒸汽灭菌型医疗包装纸一般采用高温高压水蒸

气、环氧乙烷蒸汽对于医疗包装进行灭菌，为使蒸汽能

够顺利地透过纸张进入包装内部并排出，纸张需具备

较高透气度，且在纸张阻菌性能一致的情况下，纸张的

透气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灭菌效率。另外，该种医疗包

装纸可应用于手术刀、镊子、钳子等医疗器械的包装，

在灭菌、存储、使用等过程中不应出现灭菌包装破损的

情况，因此需具备较高的物理强度性能。

对国产纸及进口纸的物理性能指标进行检测，测

试结果如表1所示。由物理性能分析可知，纸张的干湿

裂断长低、干湿耐破指数相近，但进口纸的撕裂指数较

高，且透气度比国产纸高90%，纸张较柔软。由以上分

析可知，国产纸在纸张物理性能方面较进口纸仍然存

在差距。

2.1.2 显微镜观察及针阔配比计量

对国产医疗包装纸进行染色制样，通过显微镜进

行观察，并对样品的针叶木、阔叶木纤维根数进行计

数，依据公式进行计算，得到针、阔的配比。

由图1可以发现，针叶木、阔叶木浆料的分丝帚化

情况较低，且切断较少，国产纸样的整体打浆度较低。

将纸样进行解离并测试打浆度发现，国产纸样的打浆

度约为23°SR，通过计算得到国产纸样的针、阔配比约

为70∶30。

对进口医疗包装纸进行染色制样，并通过显微镜

进行观察。由观察可知，进口纸样针叶木纤维存在一定

程度分丝帚化，切断较少，阔叶木纤维发生轻微分丝帚

化。通过计算得到进口纸样的针、阔配比约为50∶50，

测试整体打浆度为25°SR左右，如图2。 

由以上分析可知，进口纸选用更多的阔叶木纤维

代替针叶木纤维，通过该方法能够提升纸张的透气度、

匀度，并控制医疗包装纸的微孔直径，从而保证纸张对

于微生物的阻隔性能。

2.1.3 纸张孔径及匀度的分析

纸张的孔径直接影响医疗包装纸对于微生物的阻

隔性能，最大等效孔径作为医用医疗包装纸重要的指

标之一，对医用灭菌包装材料的隔菌性能有很大影响，

ISO11607、EN868系列以及GB19633等标准中均提出

了：10片纸平均的孔径≤35μm，任何一片不应≥50μm

的要求。本文采用泡点法对于进口及国产医疗包装纸进

行检测分析，分析得到的纸张孔径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表1  国产纸及进口纸的物理性能指标

进口纸

国产纸

10.13/6.11

9.14/6.24

干裂断长(纵/横)

/km

紧度

/(g/cm3)

0.74

0.71

湿裂断长（纵/横)

/km

1.94/1.08

2.40/1.08

撕裂指数（纵/横）

/(mN.m2/g)

9.30/12.26

7.61/8.51

耐破指数（干/湿)

/(kPa.m2/g)

6.49/2.16

5.74/2.47

透气度/

(μm/Pa.s)

9.75

5.11

柔软度(纵/横）

/mN

301/512

38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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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表2所示的纸张孔径相关数

据。

由表2可知，进口医疗包装纸的最大等效孔径较

小，国产医疗包装纸的最大等效孔径较大，但是平均孔

径较进口医疗包装纸均低。同时，分析纸张孔径分布的

标准偏差可知，进口医疗包装纸的标准偏差较小，这说

明进口医疗包装纸的孔径分布更均匀。分析国产纸产生

如上现象的原因有两种：（1）可能由于国产医疗包装纸

在纸张成形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浆料流送、成形等工艺，

导致纸张成纸匀度不佳；（2）或是由于国产纸与进口纸

的针阔配比不同或纤维原料种类不同[6]，导致浆料在流

送成形后形成的三维网状结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孔

径分布情况。

进一步对纸张的匀度进行分析。纸张匀度分析的

原理是对纸张絮聚体及低密度区域的统计分析，主要是

通过检测光源透过纸张不同区域（絮聚体、低密度区域

及正常区域）时产生的不同强度的光信号情况并通过统

计计算得到纸张的絮聚体指数及低密度区域指数，并得

到纸张最终的匀度指数，纸张匀度指数越高，浆料在纸

张中的分布越均匀。对进口及国产医疗包装纸进行纸张

表2  医疗包装纸孔径统计

进口纸

国产纸

纸张

种类

泡点孔径

/μm

11.73

15.63

2.31

1.87

平均孔径

/μm

4.96

8.27

标准

偏差

图1  国产医疗包装纸显微镜分析

图2　进口医疗包装纸显微镜分析

图4  进口纸张的絮聚体（左）及低密度区域（右）扫描图

图5  国产纸张的絮聚体（左）及低密度区域（右）扫描图图3  进口纸（a）及国产纸（b）的孔径分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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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度的测试，测试结果如图4、图5所示，进一步的统计

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国产医疗包装纸的絮聚体指数及低密

度区域指数均比进口医疗包装纸均略小，这间接说明国

产纸的成形工艺较佳，纸样的匀度较进口纸样更佳。因

此，产生国产医疗包装纸最大等效孔径过大的原因主要

可能是由于国产医疗包装纸与进口医疗包装纸的针、阔

配比不同或纤维原料种类不同造成的。

2.1.4 纸张微观形态的观察及纸张表面强度的测定

目前，国产医疗包装纸生产厂家采用表面施胶

PVA或淀粉的方式来提升纸张的表面性能。对国产及

进口医疗包装纸的微观形态进行SEM观察，观察结果

如图6、图7所示。    

由S EM电镜观察可知，国产及进口医疗包装纸的

纤维组成主要为针、阔，且其表面进行了表面施胶处

理，在纸张表面仍有明显表胶颗粒。

由于表面施胶工艺及所选表胶配方的不同，会导

致医疗包装纸具有不同的表面特性。医疗包装纸在后

续封装医疗器械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与PE/PP等塑料膜

进行热封合，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医院或诊所需要将塑

料膜与纸张剥离，而剥离过程中不能产生明显的纸尘、

纸屑，这就要求医疗包装纸具有很好的表面强度，因此

表面施胶是医疗包装纸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序。

进一步对国产医疗包装纸及进口医疗包装纸的表

面强度进行测试，由于蜡棒法对于纸张的测试过程与

塑料膜和纸张热封合、剥离过程较接近，因此选择测试

方法为蜡棒法。对国产医疗包装纸及进口医疗包装纸

的表面强度进行测试，发现进口医疗包装纸的表面强度

达到23级（蜡棒法的最高等级），国产医疗包装纸也达

到23级。但是从厂家了解到，国内厂家使用PVA进行施

胶较难保证产品透气度、表面强度的均衡与稳定。这是

由于PVA的成膜性较佳，在提升纸张表面强度的同时，

对纸张的透气影响较大所致。另外，PVA作为表胶也存

在许多其他应用方面的问题。

2.2 医疗包装纸纸张表面施胶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内外医疗包装纸的表胶种类、

施胶量及施胶方式等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表面施胶工

艺对于纸张表面特性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首先通过

有机溶剂或热水对国内外医疗包装纸进行抽提处理，

然后对抽提后得到的产物进行表征分析，分析国内外医

疗包装纸表面施胶剂种类及施胶剂用量上的差异。

2.2.1 有机溶剂抽提实验

进口的医疗包装纸表面强度好且透气度高、撕裂

度高，这与使用PVA为表胶的国产医疗包装纸具有较

大差别，而通过一些报道可知，有通过浸渍胶乳的方式

提升纸张的表面强度[7]，而若选用较低玻璃化温度和成

膜性能略差的胶乳作为浸渍液，浸渍后的纸张撕裂度、

透气性均优于PVA施胶后的纸张。因此，选用丙酮作为

抽提液对纸张进行抽提，以鉴别进口、国产纸张表面施

胶剂中是否添加胶乳。

通过称量丙酮抽提后的产物可知，国产纸或进

口纸可溶于丙酮的物质极微量，均不足纸张总重量的

0.3%，对国产纸、进口纸抽提后得到的产物进行红外分

析，分析的结果如图8所示。可以发现国产纸、进口纸抽

出物的红外谱图出峰位置相近：2915c m-1附近为C-H

a. 由于进口纸纸张幅宽太小，无法得出匀度指数。

表3  医疗包装纸纸张匀度统计

进口纸

国产纸

纸张

种类

絮聚体百

分比/%

37.3

33

絮聚体

指数

5.84

5.57

36.1

39.8

低密度区域

百分比/%

6.71

6.29

低密度

指数

-a

3

匀度

指数

图6  国产医疗包装纸的SEM电镜图

图7  进口医疗包装纸的SEM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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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缩振动峰，2850cm-1附近为-CH3的伸缩振动峰，

1700c m-1附近为C=O的伸缩振动峰，1460c m-1附近为

-CH2-的弯曲振动峰，这些物质可能为纸浆原料中的

油溶性物质，如脂肪、蜡、脂肪酸、萜类等物质[8]。进一

步将丙酮抽提后的纸张进行干燥并测定纸张表面强

度，可以发现纸张的表面强度仍为23级。这说明，国产

及进口医疗包装纸所采用的表面施胶剂不溶于丙酮，当

为一种非油溶性的物质。

2.2.2 热水抽提实验

对国内外医疗包装纸进行热水抽提实验，进口纸、

国产纸抽出物分别占抽提纸张总重的3.5%、4.5%，若

假设纸张表胶全部溶于热水中且抽提出物质全部为

纸张表胶，则进口纸、国产纸的上胶量约为2.1g/m2、

2.7g/m2。进一步将抽提后的纸张进行干燥，测试表面

强度，发现纸张表面强度均由23级降低至18级左右。由

此可见，无论进口纸、国产纸，经过抽提后，纸张大部分

表面施胶剂已经溶解到热水中，这也说明进口纸或国产

纸均是采用水溶性的表面施胶剂进行表面施胶。                           

将热水抽提物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并将其与常用

表面施胶剂PVA1799进行对比，PVA1799、进口纸与国

产纸抽提物的红外谱图如图9所示。

PVA1799红外谱图中，846c m-1处为C-C伸缩振

动引起的碳链特征峰，1089c m-1处为C-O伸缩振动引

起的羟基特征吸收峰，1327c m-1处为C-H的弯曲振动

峰、1417cm-1为CH2的弯曲振动峰，2910cm-1处为C-H

的伸缩振动峰，3293c m-1处为-OH的伸缩振动峰。国

产纸张抽出物红外谱图的主要吸收峰个数及峰型与

PVA1799相近，红外吸收峰位置却存在一定偏移，这可

能是由于国产纸张抽出物中存在其他物质造成的。进一

步观察进口纸与国产纸抽出物的红外谱图可以发现，两

者吸收峰位置基本相同，仅是吸收峰强弱略有区别，由

图8  国产纸（a）与进口纸（b）丙酮抽出物红外光谱图

（a）

（b）

图9  PVA1799（a）、国产纸热水抽出物（b）及进口纸热水

抽出物（c）红外光谱图

（b）

（c）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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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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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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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进口纸与国产纸抽出物的化学组成可能比较接

近。

对于进口纸、国产纸抽提物与PVA1799进行元素

分析，本项采用的元素分析仪测试方法为燃烧法，在高

温有氧条件下，通过燃烧有机物的方式，将有机物中的

C、H、O、N、S等元素转化为相应稳定形态，如CO2、

H2O、N2、S O2等，然后分别将这些物质采用不同气体

吸收装置进行吸收，测定产生气体的质量，间接计算有

机物中C、H、O、N、S等元素的质量，由于本实验以O2

为燃烧气体，因此，有机物中O元素的质量分数无法得

知。所测物质中N、C、H、S元素的质量百分数如表4。

由表4可知，测得P VA179 9中C元素的含量为

52.4%，这与依据PVA1799分子式计算得到的C元素含

量54.5%相近，测定结果表明PVA1799不含N元素，基

本不含S元素。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元素分析的测定

结果中C元素的含量比较接近，均为40%左右，且均含

有少量N、S元素。由于国产纸在生产过程中，某些厂家

会采用PVA与淀粉复配的表面施胶配方，因此抽出物

可能含有淀粉等物质，对C元素含量会有较大影响。同

时，医疗包装纸在生产过程中会添加湿强剂、消泡剂等

化学品，可能会引入N、S等元素。由以上分析可知，进

口纸所采用的表面施胶剂应当不是PAE[9]、PAM[10]等水

溶性的高分子量聚合物，虽然以上物质具有良好的成膜

性及物理性能强度，也在一些报道中实现了应用。

由之前的分析可知，进口纸、国产纸所采用的表面

施胶剂存在一致或是同类物质的可能，进一步测定进

口纸、国产纸抽出物的热稳定性及热力学相变情况。对

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的热稳定性进行测试，测试结果

如图10所示，可以发现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的热分解

都为两个阶段，第一个热分解阶段均为230～330℃，第

二个热分解阶段均为330～500℃。第一个热分解阶段进

口纸抽出物失重38%，而国产纸抽出物失重55%，第二

个热分解阶段进口纸抽出物失重17%，而国产纸抽出物

失重13%。在热解温度650℃时，进口纸抽出物重量保留

率为42.5%，国产纸仅为28.4%。产生如上现象可能有

两种原因：（1）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中可能含有同类

物质，进口纸抽出物较国产纸抽出物而言可能分子量更

高或存在交联现象，从而提高了物质的热稳定性，有报

道称通过PVA交联的方法能够提高PVA的热稳定性[11]；

（2）进口纸抽出物中含有难热解的物质，这类物质增加

了进口纸抽出物重量保留率。

分析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的热力学相变情况，

测试结果如图11所示。进口纸、国产纸抽出物均在60～

80℃区间范围内存在玻璃态相变（在D SC差式扫描量

热仪中表现为吸热曲线出现台阶式的变化），而这也符

合PVA的玻璃态相变温度范围。

对进口纸张抽出物采用X射线能量色谱仪进行半

定量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进口纸张抽

出物中除含有有机元素外，还含有C a、N a、K等金属

元素，这也可能是造成进口纸张抽出物在热重分析时

650℃条件下重量保留率仍较高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进口纸与国产纸表面施胶剂的

主要成分可能一致或者为同类物质，而纸张成形工艺

（纤维原料种类及配比、打浆工艺、纸机运行参数等）

及表胶工艺（功能性化学品添加、表胶浓度与温度、施

胶辊压力等）是影响医疗包装纸性能的重要因素，也是

后续该纸种的研究方向。

3  结论

3 . 1 对于国产及进口医疗包装纸的相关指标进行分

表4  进口纸、国产纸抽提物与PVA1799元素分析

进口纸抽提物

国产纸抽提物

PVA1799

N/%

1.9

0.6

0

C/%

39.8

42.3

52.4

5.2

6.4

7.9

H/%

1.4

1.1

0.04

S/%

图10  国产纸及进口纸热水抽出物热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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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国产纸的透气度、撕裂度明显低于进口纸；进口纸

的阔叶木纤维比例较高，能够提升纸张的透气度，并控

制纸张孔径；进口纸的最大等效孔径较小，且孔径的标

准偏差较小，纸张孔径分布更均匀，但国产纸的匀度优

于进口纸，影响纸张孔径分布的主要原因为纸张针、阔

配比或纤维原料种类的不同；国产纸与进口纸表面均经

过表胶处理，表面强度均达到23级。

3 . 2 采用抽提的方式实现纸张中表面施胶剂与纸张的

有效分离，进口纸与国产纸的表面施胶剂均为水溶性

高分子聚合物。通过多种方法对于纸张热水抽出物进

行表征分析：进口纸与国产纸抽出物红外谱图相近，但

吸收峰位置与PVA1799存在一定偏移；进口纸与国产

纸抽出物的C、H元素含量相近，与PVA1799中C、H元

素含量存在一定差别，且含有少量N、S元素；进口纸国

产纸抽出物的热分解过程基本一致，但是各个阶段失

重情况不同，在热解结束时，进口纸抽出物重量保留率

明显高于国产纸，两种抽出物的玻璃态相变温度为60

～80℃，符合PVA的玻璃态相变温度范围；对于进口纸

抽出物采用X射线能量色谱仪进行半定量分析，发现纸

张抽出物中含有Ca、Na、K等金属元素。由以上分析可

知，进口纸与国产纸表面施胶剂的主要成分可能一致或

者为同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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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进口抽出物X射线能量色谱分析

C K

O K

F K

Na K

Si K

Cl K

K K

Ca K

总量

元素

18.85

21.39

8.95

5.70

9.03

5.04

3.47

27.57

100.00

重量

百分比

32.26

27.47

9.69

5.10

6.61

2.92

1.82

14.14

100.00

原子

百分比

[收稿日期:2019-10-28]

图11  国产纸热水抽出物(a)、进口纸热水抽出物(b)热力学

相变分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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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涂布机干燥箱温度系统具有非线性、强耦合、时变的特

性，用普通PID控制器，温度偏差范围大。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可以

适时调整K p、K i、K d的参数值。仿真及实用结果表明：模糊自适应PID

控制器比常规PID控制器在干燥箱温度控制中具有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模糊控制器；PID控制器；涂布机；干燥箱

Abstract: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of the drying cabine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ity, strong coupling and time-varying. 
With a normal PID controller, the temperature deviation range can be 
larger. The fuzzy adaptive PID controller can adjust the parameters of 
K p, K i and K d. The simulation and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zzy 
adaptive PID controller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onventional PID 
controller in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of the drying cabinet.
Key words: fuzzy controller; PID controller; coating machine; drying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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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控制规则表，得到模糊输出量U。相应的格式

为：IF X1 AND X 2 THEN U，总计49条。

(3）反模糊化处理：将模糊输出量U进行处理，得

到精确输出值，实现对蒸汽阀门开度的控制。本设计采

用加权平均法进行反模糊处理。

2.2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

其中:S—系统的设定值；e，e c—模糊控制的输入

（精确量）；K p、K i、K d—PID参数输入值；y—对象的

输出，反馈值。

Kp=Kp0+aΔKp                                

K i=K i0+bΔK i                                   

Kd=Kd0+cΔKd                                 

ΔKp、ΔKi、ΔKd为模糊控制器输出值，Kp0、K i0、

K d0为PID控制器参数初始设定值，a、b、c为系数，根据

不同的控制对象进行修改。

(1）模糊子集:E、EC、ΔKp、ΔK i、ΔKd:{NL NM 

NS ZE PS PM PL}

(2）基本论域:{-6,-4,-2,0,2,4,6}

(3）实际论域:

E : { - 4 . 8 , - 4 . 0 , - 3 . 2 , - 2 . 4 , - 1 . 6 , -

0.8,0.0,0.8,1.6,2.4,3.2,4.0,4.8}

E C: {- 1 . 2 ,- 1 . 0 ,- 0 . 8 ,- 0 . 6 ,- 0 . 4 ,-

0.2,0.0,0.2,0.4,0.6,0.8,1.0,1.2}

ΔK p:{- 0.6 ,- 0.5,- 0.4 ,- 0.3,- 0.2 ,-

0.1,0.0,0.1,0.2,0.3,0.4,0.5,0.6}

涂布机干燥箱温度是涂布纸生产中重要的工艺参

数，温度变化具有大滞后、非线性、强耦合的特性。对

涂布纸水分的稳定和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本设计以西门子S7-300PLC为控制器，用PT100

热电阻采集干燥箱温度，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在使用西

门子温度控制模块FB58 PID控制器的基础上，引入模

糊自适应PID控制在线算法，根据干燥箱实际情况适时

调整FB58的比例、积分、微分参数，实现温度的实时、

快速调节，控制效果良好[1]。

1  常规PID控制

常规PI 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原理简单、使用

方便，特别适合在各种数字控制器（如PLC、单片机等）

中的编程，具有优良的动、静态特性。因此，在工业生产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常规PI D控制也存在着难以克

服的缺点：首先是参数的确定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需

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其次参数确定后修改不方便，

适应能力差，无法在线控制，对具有非线性、强耦合、大

滞后的复杂、多变因素对象的控制效果不理想[2]。

2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的设计

2.1 模糊控制器

传统控制器的设计需要建立被控对象的精确数学

模型，否则很难实现理想的控制，程序设计很困难。模

糊控制器的设计是基于模糊数学的理论基础和对实践

经验的认知，不需要预先知道过程控制对象精确的数

学模型，使用中不用建立数学模型，具有很强的应用前

景。

其中：s—设定值；x1、x 2—精确输入量；X1、X 2—

将x1、x 2模糊处理后的模糊量；U—根据模糊规则得到

模糊输出量；u—将U值反模糊化得到的精确输出量；

y—对象反馈值。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模糊化处理：将设定值与反馈值的差值x1和差

值变化率x2进行模糊化处理，得到模糊输入量X1、X2。

本设计采用的是三角隶属度函数。

(2）模糊输出量的取得：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建立

图1  模糊控制原理

图2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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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K i:{-0.012,-0.010,-0.0 0 8,-0.0 0 6,-

0.004,-0.002,0.0,0.0 02,0.0 04,0.0 06,0.0 08, 

0.010,0.012}

ΔK d:{-1. 2 ,-1.0 ,- 0 . 8 ,- 0 . 6 ,- 0 . 4 ,-

0.2,0.0,0.2,0.4,0.6,0.8,1.0,1.2}

(4）控制规则

表1、表2、表3分别为ΔKp、ΔK i、ΔKd的控制规则

表。

3  仿真实验

3.1 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

G(s)=k/[(t 1s+1)(t 2s+1)(t 3s+1)]

其中：k—比例增益，t1、t 2、t 3—时间常数，某一时

间常数为0，可以减少被控对象的阶数[3]。

3.2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与PID控制器仿真曲线对比

3.2.1 仿真系统介绍

用西门子PLC编程软件S IMAT IC M a n a g e r 

V5.5、仿真软件S7-PLCSIM V5.4及触摸屏组态软件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在PC机上建立

仿真系统，可以对软件模块及界面进行仿真，效果与实

际应用相同。

3.2.2 二阶被控对象曲线对比

图3为常规PID控制器曲线，图4为模糊自适应PID

控制器曲线。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为：

G(s)=3/[(5s+1)(2s+1)]

3.2.3 三阶被控对象曲线对比

图5为常规PID控制器曲线，图6为模糊自适应PID

控制器曲线。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为：

G(s)=3/[(5s+1)(2s+1)(0.2s+1)]

表1  ΔK p模糊控制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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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ΔK i模糊控制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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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ΔK d模糊控制规则表

EC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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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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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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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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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曲线

图3  常规PID控制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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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相对于常规PI D控制器，模糊自适应PI D控

制器曲线超调小，更快达到了稳定、精确的控制要求，

控制效果良好。

4  结论

在西门子S7-300控制器OB35中断模块中，插入模

糊自适应P I D程序块和温度模块FB58，设中断时间为

100m s。实际运行中，干燥箱温度波动区间控制在3℃范

围之内，远远好于±10℃的控制范围。实践证明：模糊

自适应P I D控制器在干燥箱温度控制上具有很好的效

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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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1-17(修改稿)]图6  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曲线

图5  常规PID控制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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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聚乙烯醇（PVA）在纸张表面施胶中的应用效

果。结果显示：PVA与淀粉混合后糊化较单独糊化后再混合使

用效果好，随着PVA用量的提高，表面胶黏度逐渐升高，成纸

表面吸收值逐渐降低、IGT表面强度逐渐升高，当PVA用量达

到30kg/t淀粉时，变化趋缓，高黏和低黏PVA对成纸表面吸收

值及表面强度影响效果相当。从使用效果、成本、对纸机运

行及成纸质量的影响等方面综合分析，建议使用低黏PVA，用

量控制30kg/t淀粉。

关键词：聚乙烯醇（PVA）；表面施胶；表面吸收值；IGT表面强

度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polyvinyl alcohol (PVA) in the 
surface sizing of paper with high filler content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was better to gelatinize after mixing PVA 
with starch than mixing after separate gelatiniz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PVA content, the viscosity of surface sizing liquor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surface absorption of paper gradually 
decreases, and the surface strength of paper gradually increases. 
While the content of PVA reaches to 30kg per ton starch, the 
change became slowly. Besides, both the high viscosity PVA and 
low viscosity PVA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the surface absorption 
and strength.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effect, 
cost and effect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paper machine and paper 
qual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low viscosity PVA, and starch 
composed with 30kg/t.
Key words: polyvinyl alcohol (PVA); surface sizing; surface 
absorption; IGT surfac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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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淀粉糊化方式对PVA使用效果的影响

使用BF-05低黏PVA，分别按混合后糊化和单独

糊化后再混合两种方式制备表面胶，对比使用效果。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混合糊化方式制备的表面胶与单

独糊化相比，黏度略高、成纸Cobb值低、IGT表面强度

高，说明采用混合糊化方式能够延长PVA和表面胶淀

粉的反应时间，更有利于PVA发挥作用。

2.3 PVA用量对使用效果的影响

2.3.1 PVA用量对表面胶黏度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PVA用量的提高表面胶黏度

逐渐升高，表面胶黏度升高有利于提高纸张表面强度，

但黏度过高易导致施胶棒糊棒和漏涂等问题，PVA用

量50kg/t淀粉时，表面胶黏度上升明显，存在纸机运行

及成纸质量隐患。

随着造纸工业及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纸

张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使纸张获得更好的印刷适

性，多通过表面施胶来改善纸张的表面性能。然而目前

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在纸张抄造过程中往往添加大

量的填料，仅依靠传统改性淀粉施胶的方法无法使纸

张满足高端印刷的要求[1，2]。聚乙烯醇（PVA）因具有良

好的成膜性，能够改善纸张的表面强度及表面吸收，对

其用于造纸表面施胶中的研究越来越多[3，4]。

本文主要探讨了PVA应用于表面施胶，对表面胶

及纸张表面性能的影响。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低黏聚乙烯醇BF-05、高黏聚乙烯醇BF-17（台

湾长春化工有限公司）、表面胶淀粉（山东某淀粉厂）、

80g/m2未施胶原纸（取自山东某造纸厂）。

1.2 实验方法

1.2.1 PVA常规指标检测

按国标GB/T 12010检测PVA BF-05和PVA 

BF-17常规指标。

1.2.2 表面胶的制备

（1）按15%固含量糊化表面胶淀粉、15%固含量制

备PVA，将制备好的PVA和淀粉以绝干1∶30的比例混

合，检测表面胶指标。

（2）将PVA和表面胶淀粉按不同比例混合，糊化

后检测表面胶指标。

1.2.3 纸页的施胶及性能的检测

用实验室刮棒涂布机对未施胶原纸进行刮棒施

胶，施胶量控制2g/m2；压光后检测纸张表面吸收值及

IGT表面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PVA常规指标

按照国标分别检测了低黏和高黏两种型号PVA的

常规指标，各项指标均符合国标优级品标准，其中PVA 

BF-17黏度较高，醇解度、pH、灰分指标基本相当。

表1  两种型号PVA常规指标

PVA型号

BF-05

BF-17

醇解度

/%

99.3

99.4

黏度/(mPa.s)

(4%，20℃)

6

27

pH/

(4%)

6.34

6.85

灰分

/%

0.35

0.41

表2  表面胶糊化方式对PVA使用效果的影响

表面胶

糊化方式

混合糊化

单独糊化

pH/

(15%，60℃)

5.46

5.67

黏度/(mPa.s)

(15%，60℃)

45

42

Cobb值

/(g/m2)

23.5

29.4

IGT强度

/(m/s)

2.5

2.1

图1  PVA用量对表面胶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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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PVA用量对成纸表面吸收值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PVA用量的提高成纸Cob b

值逐渐降低，当用量达到30k g/t淀粉时，成纸Cobb值

降低趋势逐渐趋缓。PVA成膜性较好，添加到表面胶内

有助于提高纸张的封闭性，从而降低纸张的表面吸收

值[5，6]。

2.3.3 PVA用量对成纸IGT表面强度的影响

图2  PVA用量对成纸Cobb值的影响

图3  PVA用量对成纸表面强度的影响

表3  不同型号PVA使用效果对比

PVA

型号

BF-05

BF-17

pH/

(15%，60℃)

5.46

5.54

黏度/(mPa.s)

(15%，60℃)

45

78

Cobb值

/(g/m2)

23.5

23.7

IGT强度

/(m/s)

2.5

2.5

[收稿日期:2020-03-09]

由图3可以看出，随着PVA用量的提高成纸IGT表

面强度逐渐升高，用量达到30kg/t淀粉时，成纸IGT表

面强度提高趋势逐渐趋缓。

2.4 不同型号PVA使用效果对比

按30k g/t添加量，分别添加两种型号PVA于糊化

淀粉，对比使用效果。由表3可以看出，使用BF-17高黏

和BF-05低黏PVA相比，表面胶黏度高，成纸表面吸收

值和IGT表面强度相当，说明PVA黏度对成纸指标影响

不大。因表面胶黏度高易导致纸机运行及成纸质量问

题，建议使用低黏PVA。

3  结论

3.1 PVA与淀粉混合后糊化较单独糊化后再混合使用

效果更好。

3.2 随着PVA用量的提高，表面胶黏度逐渐升高。

3 . 3 随着PVA用量的提高，成纸表面吸收值逐渐降

低、IGT表面强度逐渐升高，当PVA用量达到30kg/t淀

粉时，变化趋缓。

3.4 因高黏PVA和低黏PVA对成纸表面吸收值和IGT

表面强度影响效果相当，建议使用低黏PVA，用量控制

30kg/t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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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两台竹浆碱回收锅炉的实际运行情况，对其

结构与运行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竹浆；碱回收锅炉；NOx；SO2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wo alkali recovery 
boilers for bamboo pulp, the inf luence of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two alkali recovery boilers on pollutant 
discharge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here.
Key words: bamboo pulp; alkali recovery boiler; NOx;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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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回收锅炉是制浆领域的重要装备，碱回收锅炉

作为特种锅炉也存在污染物排放的问题。2014年以前，

全国各地碱回收锅炉污染物排放重点关注烟气中颗粒

物浓度；2014年以后随着国家环保标准的提高，碱回收

锅炉烟气中的NOx、SO2排放要求显著提高。

表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标准要求

环函[2014]124

号文

SO2/

(mg/Nm3)

300

200

碱炉蒸发量

/(t/h)

≤65

＞65

NOx/

(mg/Nm3)

300

200

颗粒物/

(mg/Nm3)

50

30

基准氧含量

/%

9

6

2014年江苏环保厅发函国家环保部，请示碱回收

锅炉污染物排放遵循的标准，根据环保部回复—环函

【2014】124号文：65t/h以上碱回收炉可参照《火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中现有循环

流化床火力发电锅炉的排放控制要求执行；65t/h及以

下碱回收炉参照《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生物质

成型燃料锅炉的排放控制要求执行，

详见表1[1]。

全国各地根据地方环保要求，也

并没有完全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有些

地方的大型碱回收锅炉已经要求执行

超洁净排放标准。为了降低各制浆厂

环保处理成本，碱回收锅炉污染物原

始排放量减量成了制造厂商和用户亟

需解决的问题。

碱回收锅炉按燃料种类可以分

为：木浆碱回收锅炉、竹浆碱回收锅

炉、草浆碱回收锅炉、苇浆碱回收锅

炉、甘蔗渣浆碱回收锅炉、化机浆碱

回收锅炉等类型。据《中国造纸工业

2018年度报告》统计，竹浆产量2013

图1  甲厂燃烧系统布置 图2  乙厂燃烧系统布置

表2  甲乙两厂碱回收锅炉设计参数

名称

额定黑液固形物处理量/（tDS/d）

最大黑液固形物处理量/（tDS/d）

黑液种类

额定蒸汽压力/MPa

额定蒸汽温度/℃

给水温度/℃

热风温度/℃

黑液浓度/%

黑液温度/℃

炉膛断面/mm 

炉膛有效高度/m

炉膛断面处理量/[tDS/（d.m2)]

800

960

硫酸盐法竹浆黑液

6.8

480

130

150

65

125

7680×7680

22.7

13.56

甲厂 乙厂

800

960

硫酸盐法竹浆黑液

6.8

480

130

150

65

120

7680×7680

22.7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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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2018年逐年上升，2018年全年竹浆产量占纸浆总产

量（不含废纸浆）的10.87%，竹浆在纸浆生产领域的重

要性越来越凸显，与之配套的竹浆碱回收锅炉数量不断

上升，容量不断提高，竹浆碱回收锅炉的燃烧与污染物

排放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下面就以两家四川竹浆

厂碱回收锅炉为研究对象，比较这两台碱回收锅炉NOx

与S O2排放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为今后的竹浆碱回

收锅炉设计和运行提供一些参考。

1  两台碱回收锅炉设计参数及燃烧系统布置

两家四川浆厂的碱回收锅炉均为武汉锅炉集团设

计、制造。燃料均为硫酸盐法竹浆黑液，主要设计参数

见表2。

从表2可知，两台碱回收锅炉设计参数和炉膛结构

基本一致，但在锅炉设计中此两台碱炉的燃烧系统布置

有一些区别。见图1，图2，主要区别如下：

(1）甲厂的高二次风位于黑液喷枪的上部，乙厂的

高二次风位于黑液喷枪下部。

(2）甲厂配风系统为一次风、低二次风、高二次

风、三次风；乙厂配风系统为一次风、低二次风、高二

次风、三次风、四次风。乙厂增加了四次风的设计。

2  两台碱回收锅炉运行数据分析

上述两台碱炉运行后的各项数据有一定的区别，

见表3。

上述数据反馈的主要信息分析如下：

(1）甲厂碱炉供氧量更充足，甲厂烟气中的含氧量

为～7%，炉膛过量空气系数为～1.5，而乙厂烟气中的含

氧量为～2%，炉膛过量空气系数为～1.1。

(2）甲厂碱炉单支黑液喷枪燃料耗量为4.09tDS/h,

乙厂单支黑液喷枪燃料耗量为7.34t D S/h，在黑液喷

枪规格相同的情况下，甲厂黑液的雾化效果更好，更易

着火和燃尽。

(3）甲厂碱炉炉温更高，甲厂炉膛出口烟气温度为

～860℃，乙厂炉膛出口烟气温度为770～810℃。

(4）甲厂碱炉热效率更高，甲厂每吨黑液固形物蒸

汽产量3.12t/t D S，比乙厂的2.91t/t D S高出7个百分

点。

从上述情况可知，增加碱炉炉内供氧量，改善黑液

雾化效果，能有效改善炉内燃烧状况，炉膛温度上升，

提高燃烧效率，同时锅炉热效率提高，每吨黑液固形物

蒸汽产量显著上升。

从表3可知，甲厂碱炉SO2排放量（120～130mg/Nm3）

低于乙厂SO2排放量（～142m g/Nm3）。碱炉在运行过

程中，黑液固形物中的钠（Na）在黑液热解气化、垫层燃

烧及熔融物还原过程中均发生气化并形成富含Na的烟

雾。同时大量的SO2在有机物热解过程中产生，少量SO2

在垫层燃烧过程中产生。炉膛中气化的Na在较高温度下

与CO2重新反应生成Na2CO3，当温度降低时，与烟气中

的SO2生成Na2SO4，实现Na和S的气化和捕集回收[2]。要

实现SO2的捕捉，首先要使钠气化，而钠的气化温度为

882.9℃。故炉膛内的温度越高，烟气中的钠浓度越高，

烟气中的S O2就越易被捕捉，烟气中

SO2排放浓度就越低。从两厂的实际

运行情况看，甲厂碱炉的燃烧效率明

显更高，炉膛温度也更高，按照上述

理论，甲厂碱炉烟气中S O2排放浓度

更低，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从表3可知，甲厂碱炉NOx排放量

（60～70m g/Nm3）高于乙厂NO x排

放量（～12m g/Nm3）。燃烧过程的

NO x分为三类: 第一类由燃料中的N

生成，称为燃料型NO x；第二类由空

气中的N氧化而成，称为热力型NOx；

空气中的N与含O自由基生成第三类

表3  甲乙两厂碱回收锅炉运行数据

名称

实际黑液固形物处理量/（tDS/d）

蒸发量/（t/h）

每吨黑液固形物蒸汽产量/（t/tDS）

黑液浓度/%

黑液温度/℃

黑液喷枪数量

喷枪口径/mm

硫化度/%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烟气中的含氧量/%

NOx/（mg/Nm3）

SO2/（mg/Nm3）

785

102

3.12

67

120

8

φ16

18～20

～860

～7

60～70

120～130

甲厂 乙厂

881

107

2.91

68

130

5

φ16

22～23

770～810

～2

～1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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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NO x
[3]。上述三类NO x在燃烧过程中同时存在，燃

料型NOx约占80%，热力型NOx约占15%，瞬时NOx约占

5%。故燃料型NO x和热力型NO x是锅炉设计和运行中

主要控制的两个类型。燃料型NOx生成的决定因素是助

燃空气量，助燃空气量越大，燃料型NO x生成量越大；

热力型NOx生成的决定因素是炉膛温度水平，炉膛温度

越高,热力型NOx生成量越大。

甲厂碱炉炉膛温度水平高于乙厂，故理论上甲厂碱

炉烟气中的NO x排放量高于乙厂，甲厂碱炉的助燃空气

量高于乙厂，故理论上甲厂碱炉烟气中的NO x排放量高

于乙厂。上述两个判定均与实际运行情况吻合。

从两厂碱炉燃烧系统布置来看，乙厂由于增加了

四次风，使得黑液喷枪附近主燃烧区域处于欠氧环境

中，主燃烧区域的燃烧效率下降，炉膛温度下降，烟气

中SO2含量上升，NO x含量下降，故四次风有明显降低

NOx生成的作用。

3  结语

综上可知，碱回收锅炉炉膛温度水平直接影响SO2

和NO x的生成量，炉膛温度越高，S O2生成量越低，

NO x生成量越高；炉膛温度越低，NO x生成量越低，

SO2生成量越高。而控制碱炉炉膛温度水平的因素有如

下几个方面：

(1）助燃空气量越高，燃烧越充分，炉膛温度水平

越高。

(2）助燃空气温度越高，炉膛温度水平越高。

(3）黑液浓度越高，理论燃烧温度越高，炉膛温度

水平越高。
[收稿日期:2019-11-18]

(4）黑液雾化效果越好，燃烧效率越高，炉膛温度

水平越高。

(5）黑液温度越高，黑液流动性越好，雾化效果越

好，燃烧效率越高，炉膛温度水平越高。

碱回收锅炉中增加四次风既能降低主燃烧区域助

燃空气量，起到降低NO x生成的作用，又能通过如同燃

煤锅炉中S OFA喷口的设计理念，使黑液尽量燃烧充

分，虽然如此，多级送风，仍然会使碱回收锅炉的燃烧

效率有一定的下降。

碱回收锅炉目前可以使用的脱硝工艺有SNCR、

PSCR、SCR、ClO2氧化法等，但上述工艺要么建造和

运行成本很高，要么效率达不到要求，要么连续运行周

期较短，但碱回收锅炉目前可用的脱硫工艺十分成熟。

故针对竹浆碱回收锅炉，建议通过设计和运行手段降

低NO x原始排放量，基本可以实现原始排放达标。针对

部分地区标准中SO2排放量较严格的情况，可以使用简

单的脱硫工艺实现SO2排放量达标，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环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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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生化污泥、芬顿污泥难脱水的问题，通过与低

浓浆渣按一定比例混合后，采用螺旋挤压脱水设备处理，可

以获得固含量50%以上的出泥干度。且该污泥含有较高热

值，进入电厂锅炉焚烧可解决造纸污泥的综合利用问题。本

文结合螺旋压榨脱水系统的实际应用经验，对生化污泥、芬

顿污泥与浆渣混合后的脱水工艺的运行方案、设备配置和运

行控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生化污泥；芬顿污泥；低浓浆渣；混合；螺旋挤压脱

水机；使用；控制

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dewatering of biochemical 
sludge and Fenton sludge, by mixing with low consistency reject in 
a certain ratio and using screw extrusion dehydration equipment,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dryness of sludge with solid content of 
more than 50%. The sludge contains high calorific value, which 
can produce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when burned in the power 
plant boiler. In this paper, the operation scheme,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control of the dewatering process 
after mixing biochemical sludge, Fenton sludge and slurry reject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the screw extrusion dehydration 
system.
Key words: biochemical sludge; Fenton sludge; low consistency 
reject; mixing; screw extrusion dewaterer; applic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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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生化污泥总量不断增大，

生化污泥、芬顿污泥由于结合水含量多，可压滤性差，

常规机械脱水方式处理的出泥干度低，不能进入锅炉

直接焚烧。而废纸制浆工序产生的浆渣是主要废弃物

之一，以细沙、短小纤维为主，沉降速度快、滤水性好。

将污泥与浆渣混合，采用螺旋挤压脱水方式进行处理，

可以有效解决污泥和浆渣脱水的综合处理问题。

1  污泥与浆渣混合脱水工艺特点

1.1 生化污泥和芬顿污泥的水分构成

生化污泥来自于污水厂经生化处理后的二沉池，

主要以微生物尸体及代谢产物为主。二沉池沉淀污泥浓

度一般为2%左右的浓度，单独脱水效果非常不理想，已

成为各个污水厂的工艺瓶颈。

芬顿污泥是污水高级氧化深度处理工艺过程产生

的，主要以铁离子为主的无机盐沉淀物，由于其铁离子

成分较高，容易结垢，保水性较强，常规机械脱水难以

达到理想效果。

要有效分离出污泥中的水分，有必要了解污泥中水

分的存在状态[1]和污泥在不断浓缩过程中的物理状态

变化。污泥含水率是污泥的主要性能指标[2]，污泥中所

含水分为自由水和结合水，生化污泥在脱除自由水过程

中，由于自身颗粒细密，属无定型状态，在受压脱水过

程中，阻碍了自由水的出水通道，导致了生化污泥和芬

顿污泥采用机械脱水方式时脱水效果差。

1.2 低浓废浆渣的来源与特点

废纸制浆过程中产生的细小沙粒及纤维经由低浓

除渣器[3]排出，在未经沉淀时，浓度约为1.5%～2.5%。

其特点是灰分高，并含有一定量细小纤维，经初步沉降

后含水率仍然较高。现有处理方式是经沉沙沟沉淀回

用少量纤维，其余沉淀物则作为固体废弃物另作处理。

1.3 浆渣与污泥混合脱水的优势

生化污泥和芬顿污泥密度与水近似，难以沉降，虽

通过添加聚丙烯酰胺等药剂可絮凝成为较大絮团，进

行进一步浓缩，但由于其细胞水含量高、颗粒细密，经

常规机械脱水后含水率仍在80%左右。低浓除渣器排出

的低浓浆渣经沉沙沟沉淀后，可以回收一部分纤维，剩

余沉淀物浓度达到20%以上，仍具有一定流动性，其滤

水性较好，但可絮聚性较差，采用单独脱水时，细沙容

易随滤液流失，且对设备磨损程度较大。

利用浆渣的滤水性及污泥的可絮性，将污泥与低

浓浆渣在低浓度条件下进行充分混合后，其滤水性和可

絮性满足螺旋挤压脱水工艺处理要求。

2  现场应用及效果评价

螺旋挤压脱水设备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过滤

技术，具有结构简单、构造密闭、脱水性能好、污染小、

无噪音、节能环保等优点[4,5]，主要针对纸厂初沉污泥，

特别是含有一定纤维含量、灰分较高的初沉污泥使用

效果良好，污泥含水率可降至50%以下，目前正越来越

多地应用于造纸企业的污泥脱水工段。

2016年，生化污泥、芬顿污泥与浆渣混合脱水工艺

首先在国内造纸企业作为技改项目立项实施，着力解决

污泥和浆渣的综合处理问题。该项目采用了晨钟公司研

制的螺旋挤压脱水系统，出泥干度达到50%以上，污泥

与浆渣最终通过流化床锅炉进行焚烧处理。

2.1 现场应用

2017年，螺旋挤压脱水系统正式生产运行，日处

理40t生化、芬顿污泥和10t吨浆渣，浆渣添加量保持

在20%时，出泥平均干度约50%，DC S自动控制系统运

行稳定，达到项目设计要求。在系统调试期间进行了测

试，相关运行参数及出泥含水率见表1。

如表1所示，螺旋挤压脱水系统针对单纯的生化、

芬顿污泥脱水时，最终处理之后的污泥含水率较高且

产能较低；随着浆渣掺入比例的增加，污泥含水率逐渐

降低，产能显著提高。这是由于单纯生化、芬顿污泥滤

水性较差，需要降低设备转速来延长污泥在设备中的脱

水时间；在添加浆渣后，通过增加污泥中的纤维及细沙

含有量，增加了污泥的滤水通道及骨架，使污泥的滤水

表1  浆渣、污泥在不同混合比工况下的出泥含水率

序号

1

2

3

4

5

6

浆渣绝干

量占比

/%

0

0

10

10

20

20

生化、芬顿

污泥绝干量

占比/%

100

100

90

90

80

80

螺旋挤压机

转速

/（r/min）

0.2

0.5

0.2

0.5

0.2

0.5

平均出泥

含水率

/%

75.56

81.23

61.15

66.78

44.25

49.36

产量

/(绝干t/d)

8

15

14

25

2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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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可挤压性增强，达到了大幅提高出泥干度和产能的

目的。

2.2 效果及评价

2.2.1 应用效果

项目改造前，原有带式污泥脱水设备处理生化污

泥、芬顿污泥含水率在75%～80%（见图1），日处理湿泥

总量约200t/d，低浓除渣器排出浆渣总量约为40t，设

备现场环境差，物料运输困难，转运过程中容易出现跑

冒滴漏等情况。

通过采用污泥与浆渣混合处理工艺，针对螺压脱

水的特点[6]，重新设计了一套新型螺旋挤压脱水系统进

行处理，最终出料含水率降到50%（见图2、图3），等同

总绝干量的污泥和浆渣的日出料总量仅为96t/d，总量

较原先减少60%，并且出料为松散状的固态，可直接与

煤混合送入锅炉焚烧。该系统设备现场环境整洁、自动

化程度高，减少了人力、物力，实现连续化生产。

2.2.2 工艺流程及关键设备

如图4所示，来自污水处理厂的生化污泥、芬顿污

泥（浓度约2%～4%）及造纸低浓尾渣（浓度约20%）按

比例在混合池充分混合均匀，经污泥输送泵与来自药剂

制备系统的絮凝剂在立式絮凝槽内进行反应，并通过选

择合适的絮凝剂提升污泥的脱水性能[7，8]。在产生滤水

性较好的絮团后，溢流进入旋转过滤机内进行第一次

泥水分离，去除大量的游离水后，形成半固态的污泥，

再落入螺旋挤压机进料口内。污泥在锥度螺旋轴和变径

螺旋的双重作用下，使物料中的水分通过孔状滤筒迅速

被分离出去，含水率逐渐下降，最终降低到50%以下，最

后在螺旋的输送作用下排出机外。被分离出来的滤液在

重力作用下收集到积水盘内，通过管路返回污水处理系

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图1  常规脱水出泥图片 图2  出泥暂存池图片 图3  螺旋挤压脱水出泥图片

图4  污泥与低浓浆渣混合脱水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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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以Siemens公司的Simatic PCS 7软件和

ET200S系列硬件为核心，配以ABB公司的高端变频器

880系列和联想电脑工作站，组成一套性能可靠、运行

稳定的小型DCS系统。

根据工艺流程描述可知，生化污泥、芬顿污泥、

低浓浆渣的混合比例是保证该系统成功运行的前提条

件之一。如图5所示，控制系统实时在线检测生化污泥

和芬顿污泥的浓度和利用低浓浆渣的实验室浓度测算

值，按照系统设定的污泥与浆渣的绝干比自动确定生化

污泥和芬顿污泥及浆渣的流量，以满足进入螺旋挤压

脱水系统混合污泥池的工艺值。混合后的污泥与絮凝剂

的混合比例直接决定着物料的脱水性能，决定着螺旋

挤压机的出泥干度和滤液浊度。

控制系统通过采用比例算法，先将污泥和絮凝剂

的混合比例确定下来，再根据污泥的

实时流量自动计算出所需絮凝剂的用

量，并精确控制其流量。螺旋挤压机是

整套系统的核心设备，为保证其出泥干

度的稳定性，系统采用了恒转矩变频

控制，转矩越平稳，出泥干度就越稳

定。由于螺旋挤压机工作转速很低，转

速调整与转矩反馈存在严重的滞后现

象，属于大滞后型自动控制系统[10]。因

此，算法上采用了模糊控制和PID相结

合，辅以极限限幅的混合控制方式。

另外，定时喷淋、断链保护、级间

联锁、组启组停、液位监测、历史曲线

等功能均设计在内，确保整个系统实现

全自动化连续稳定地运行。

3  系统运行及经济效益

技改前，原有浆渣、污泥量约为

240t/d，综合处理费用约为330元/t，

日费用为79200元。

技改后，由于浆渣中的纤维及污

泥中的有机质含量较高，可进入锅炉焚

烧处理，焚烧过程中并没有多消耗燃

煤。该螺旋挤压脱水系统的运行费用

与原有带式压滤机基本相同，没有增

螺旋挤压机、旋转过滤机是进行高干度脱水的关

键核心设备。螺旋挤压脱水机通过合理的变径变螺距

结构对物料进行缓慢挤压，设备运行转速在0.2～1.0r/

m i n之间，设备振动和磨损小，物料在设备内部停留和

脱水时间长，出料含水率低，综合运行成本比带式脱水

机低[9]。旋转过滤机是预脱水设备，通过重力和滚筒旋

转离心力作用对物料进行自由脱水，脱水效率高，经浓

缩后的物料絮团没有被破坏，确保后续螺旋挤压脱水

设备的浓缩效果。

该工艺处理方案的整体设计较为合理，针对两种

废弃物的不同特点，在没有增加其他辅料的情况下，采

用自动化程度更加先进的螺旋挤压脱水系统，达到了技

改的预期效果。

2.2.3 自控技术及应用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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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外的电费或药剂费用，且实现了操作全自动化、现

场环境整洁、运行稳定故障率低。综合对比：技改后，

每天可节约成本约8万元，年节约成本2880余万元，经

济效益显著。

4  结束语

生化、芬顿污泥与低浓尾渣混合脱水工艺利用了

污泥与低浓尾渣的不同脱水特性，结合螺旋挤压脱水

系统的技术优势，实现了污泥与低浓尾渣的高干度脱

水，浓缩混合料进入锅炉焚烧，实现了固废的资源化利

用。该工艺符合造纸污泥的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低

成本处理的发展趋势，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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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压包机的工作原理、控制方式、逻辑联锁、液

压系统以及压包机常见的故障和维修保养等。

关键词：压包机；液压系统；工作原理；控制方式；逻辑联

锁；故障；维修保养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control 
method, logical interlock, hydraulic system and the common 
failures and maintenance of bale presses.
Key words: bale press; hydraulic system; working principle; 
control mode; logic interlock; failure; maintenance

抄浆压包机控制方式和应用
⊙ 黄光明  李小东  杨逊恩（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长沙 410004）

Control mod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ulping bale press
⊙ HUANG Guang-ming, LI Xiao-dong, YANG Xun-en (China CEC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angsha 410004,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4+.7; TS7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10-0042-04

黄光明 先生

C 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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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包机是抄浆生产线中的重要设备，通过压力开

关、泄压阀、液压驱动装置和接近开关等组成控制回

路。本文通过介绍压包机工作原理、控制方式、逻辑联

锁、液压系统以及压包机常见的故障和维修保养等，给

抄纸生产线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

1  压包机的工作原理

压包机是靠液压驱动的一种装置，用来控制压包

机的动作，其工作过程主要分为下降过程和上升过程，

详述如下：

1.1 下降过程工作方式

(1）开始下降：PLC程序启动2号电机并发出一个

电信号4，使阀左边导通，把液压油送到上油缸，下油缸

与阀不导通，但下油缸与一个单向阀导通。PLC发出电

信号1使排油阀导通，活塞在上面液压油的作用下开始

下降，下油缸的液压油回流到油缸。

(2）快速下降：PLC程序发出一个电信号3，使单

向进油阀打开，使prefil l tank内的液压油流向上油缸

内，进入上油缸的油量增加，从而实现活塞的快速下

降。

(3）慢慢下降压浆包：当活塞快要接触到浆包时，

P L C程序发出一个电信号3，使单向进油阀关闭，使

prefill tank内的液压油不能流到上油缸内，进入上油

缸内的液压油流量减少，从而实现活塞的慢慢下降压浆

包。

(4）延时保压：当浆包压到合适的位置时，活塞不

再下降，而是延时一段时间，这是由于PLC发出了一个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2
第41卷第10期 2020年5月



电信号4，使方向阀处于关闭位置，此时PLC再发出一个

电信号1，使排油阀关闭，即油路与油箱断开，保压时间

控制主要靠延时继电器来实现。

1.2 上升过程工作方式

(1）开始上升：PLC发出电信号4，使上油缸与泵2

断开，使泵2与下油缸连通，液压油从下油缸进入，PLC

同时发出电信号2，使单向排油阀打开，液压油从上油缸

流回到油箱，从而活塞开始上升。

(2）快速上升：PLC发出电信号3，使出油阀打开部

分液压油回流到prefill tank内，使上油缸里的液压油

流出的流量增加，从而实现了快速上升。

(3）慢慢回位：PLC发出电信号3，使阀处于关闭位

置，活塞慢慢上升，当上升到一定位置时PLC发出信号

4，使阀处于关闭位置，活塞停止上升。

电机1与循环泵长期处于开启状态，其作用使油

箱内的油循环冷却，并起到净化作用，而且使p r e f i l l 

tank储备一定的液压油，使其液位维持在一定的范围，

循环泵后有一过滤器，可把油中的杂质过滤掉，起到净

化作用，热交换器用冷水冷却液压油。工作原理见图1。

2  压包机的控制和保护元件

2.1 各类开关检测装置

(1）内部压力开关PS1:主要用于感应内部压力，当

油泵独立启动时，用于启动第二段压力，同时P S2检测

压力信号达到一定值时,启动freeze和pressure控制模

块。

(2）泵压力开关PS3,用于检测泵的压力，当PS3检

测装置启动时，用于大流量泵1#、3#泵的卸载。

(3）减压阀PS4,用于检测内外压力，当活塞运动到

底部时，启动限制开关LS3和PS4,从而使活塞上升。

(4）过滤器堵塞开关PS5,用于检测液压油的压力，

当液压油变脏、压力发生变化或者压力升高时发出报警

信号。

2.2 各类液压阀及执行机构

(1）Ram up valve：在液压缸上升时阀门打开，

提供进油压力。

(2）Ram lock valve、Ram down valve(C阀）：

在液压缸下降及保持压力时阀门打开，使排油管路压力

为0。

(3）Ram down valve(D阀)：手动控制下降时阀

门打开，使排油管路压力为0。

(4）Ram admit valve：液压缸下降时阀门打开，

提供进油压力。

(5）Decompression valve：泄压阀,在液压缸下

压及压力保持过程完毕后将油压泄掉，使得液压缸可

以进行上升的动作。

(6）Load valve：油压加载阀。需阀门打开时才能

提供操作压力。

(7）Velocity valve：压力控制阀。通过控制液压

油流量来调节压力，控制液压缸动作快慢。

(8）Prefill control valve：在液压缸上升及保持

up状态时打开排油回路，保持排油回路压力为0。

2.3 移动台板的限位开关

(1）ran up stop限位开关LS1:当移动台板在最高

处时L S1感应到移动台板停止运行，当系统不在工作循

环状态时，如果移动平台漂移，触动到停止开关LS1，活

图1  压包机工作原理

图2  液压阀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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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将回到最高位置。

(2）活塞减速上升限制开关L S2:它可以控制活塞

向上运动时减速位置，采用一个慢的回转速度，使1#、

3#泵卸载。

(3）活塞下移限制开关L S3:可感应到活塞下移的

位置，当活塞向下移动时触动“posit ion”处来启动the 

dwe l l s t ag e。在所有自动化控制模块中，如果LS3处

于downward stroke状态时，意味着油缸处于减压状

态，循环消除，活塞回到它的最高位置。

(4）bale off-centre限位开关LS4、LS5:它们处于

活塞的前部和后部，感应浆包是否处于正确位置，当其

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开启时，手工操作，活塞停止向下

移；自动操作时，循环操作取消，活塞回到最高位置。

2.4 液压系统保护开关

(1）低液位控制开关F S1:这个开关显示最低的可

接受液位，当液位最低时，联锁停止三台电机。

(2）液压油温开关TS1、TS2:两个开关显示两个温

度值，T S1显示一个高温度报警值，当油温达到T S2值

时，系统自动停止，电机M1、M2停止运行。

(3）过滤器压力开关PS5:当过滤器滤芯堵塞、压力

升高时，表明过滤器滤芯已经很脏，需要更换。

2.5 液压驱动装置（如图4）和外加油槽

(1）预填充油槽：这种槽安装在油缸头的顶部，可

连续填充液体，在顶部有两个空气滤孔和一个内置的

挡板去维持一个给定的液位，多余的液体返回油槽，通

过两个6寸的溢流管，转换阀需淹没在油槽中，以免空

气进入油缸，特别是在快速转换和压紧的过程中。

(2）内外部的预填充阀：这种导向操作检测阀门安

装在油缸顶部，完全处于外加油槽内部，液体可以从外

加油槽流入到油缸中，如油缸压力低于外加油槽压力，

例如在快速转变时，液体不容许从油缸到预填充槽，除

非导向压力强迫打开，在回复阶段，预填充阀门SO1.11

在主油管上。

(3）复合油缸：由一个主活塞和一个内部活塞组

成，内部活塞是固定的，且将主活塞上的液压区域分成

两部分：内活塞和外活塞，内活塞与主管上的内活塞阀

与内活塞填充阀相连接，在第一阶段，高压液体只用于

内活塞，由于其体积小且高效区域，它提供快速的压力

速度，但压力最大限度较低。

3  压包机控制逻辑和液压联锁

3.1 压包机的动作采用时序控制

在自动运行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Step 6：压包机处于up状态，此时系统执行命

令将前一个传送带的浆包运至压包机传送带的home位

置。

(2）S t e p 7：压包机开始执行下压动作，在自动状

态下采用fa s t down（快降）模式。当系统检测操作压

力达到HI限位或下压位置达到LO限位时执行下一步。

(3）S t e p 8：在这一步执行的命令是保持压力1s

（Dwell time)，计时完毕执行下一步。

(4）S t e p 9：执行泄压命令，在15s内将压力降至

9％（op e r a t i n g p r e s s u r e LO限位）以下，若在规

定时间内未降到，则触摸屏报警：Er r o r f i n i s h i n g 

decomp。若泄压成功，执行下一步。

(5）S t e p 10：开始执行提升动作，进入f a s t u p

图3  保护开关

图4  液压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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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升）模式。需在10s内达到stroke measu rement 

的HI限位，否则报警：Err_Fast_Slow_Func。

(6）Step 11：由fast up转为slow up模式。在慢

升至stroke measurement的HIHI限位时停止执行下

一步。

(7）S t e p 12：此时压包机升至up状态，系统自检

有没有选择CYCLE模式，若已选择且系统在手动模式

下，则执行下压再回到up状态的一个循环。若没有，则

执行下一步。

(8）S t e p 13：系统检查压包机前是否只有最后一

个浆包。若是，则下压后等待下一批浆包到来，若不是，

执行Step 26。

(9）S t e p 26：将压好的浆包传送到下一工段后执

行Step 6。

3.2 压包机控制逻辑

图5  压包机控制逻辑

见图5。

3.3 压包机液压系统联锁

压包机液压联锁主要有温度、压力、液位、安全开

关和油泵运行联锁，见图6。

4  压包机常见故障及保养

4.1 故障一

压包机密封油环经常断裂导致漏油；紧锁螺栓也

经常断裂，造成断裂的原因如下：

(1）压包机压力不稳定，有冲击。

(2）液压油中有杂质（液压油品质有问题）。

(3）紧锁螺栓安装不平衡。

(4）压包机压力不均匀。

4.2 故障二

工作时液压油温过高导致跳车，液压油油温范围

为50～60℃，一般工作油温55℃，油温达到60℃，系统

会自动跳车，油温高的原因如下：

(1）Cooler冷却器故障。

(2）液压油过滤器故障。

(3）液压油品质问题。

(4）循环泵流量变小。

(5）油管堵塞。

(6）控制阀与控制信号故障。

4.3 压包机的维护保养

(1）定期清洗或更换pr e f i l l t a n k、hyd r au l i c 

t a n k油过滤器；(2）定期清洗或更换液压油过滤器；

(3）定期检查冷却器；(4）定期采集液压油送检（用于确

定是否更换液压油）；(5）每班检查液压油液位一次；

(6）每班检查液压油油温两次；(7）定期更换密封圈；

(8）定期检查各阀进出口压力；(9）电仪人员定期检查控

制阀和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5  总结

通过压包机工作原理、控制逻辑、液压联锁等的

深入了解，熟悉掌握压包机的控制原理及各种开关、液

压阀工作方式等，在压包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减少故障

处理时间，提高故障处理能力。除此之外平常需要对压

包机进行维护保养，加强巡检，减少故障率。

图6  联锁与报警 [收稿日期:201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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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纸病检测系统双光源的设计应用，简要介绍双

光源控制原理和调整方法，二次分类功能的应用。

关键词：双光源设计；光源控制原理；频闪光源模块；二次分类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dual 
light source in paper disease detection system,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trol principle and adjustment method for dual light 
sour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econdary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in 
software.
Key words: dual light source design; light source control principle; 
stroboscopic light source module; secondar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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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造纸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检测并剔

除带有缺陷的纸页，成为企业保证产品品质的末道防

线。因此，生产过程的纸病检测系统被广泛用于成品检

验和质量控制，成为现代造纸设备中不可或缺的自动化

设备。

1  纸病检测系统双光源设计方案

光源是纸病检测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选择适宜

光源，可根据产品缺陷的检测类别、成纸的厚度、纸张

颜色等具体要求，采用合适的光源检测。

依据设计方案的不同，分为透射式光源（下灯梁）

和反射式光源（上灯梁）两种。如图1所示。

1.1 下光源检测方式

下光源检测方式的选择，适合纸页颜色较浅、定量

小于60g/m2、纸病缺陷类型较为单一的情况，此种检

测方式在本公司特种纸机上应用较为广泛。

一般纸病检测系统均采用L E D透射光源（下光

源）进行检测，光源在纸页下部，透过纸页的光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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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部横梁的CCD高速相机的感光元件捕获，转换为

电信号处理。透射式光源的亮度发生变化或者环境灰

尘影响较大时，会干扰系统对纸病缺陷的判断，所以系

统还需要设有光源自动补偿功能，对其亮度进行优化，

弥补光源亮度对检测造成的影响。

1.2 上光源检测方式

纸张产品的定量较大，或者特种纸页中的半透形

态的水印、油点等特殊纸病时，可以选择反射式的检测

方法，它采用的是反射的成像原理，光源在纸页上部照

射纸面，反射光让表面缺陷散射到相机镜头，利用图像

处理的光线算法，获得基本缺陷灰度的差异性，分离出

缺陷。

根据实际经验，上光源检测方式较少单一使用，需

要下光源检测配合，多数为双光源检测方式。

1.3 双光源同时使用的检测方式

纸张颜色较深、纸页表面缺陷种类繁多、检测背景

复杂时，系统获得的冗余信息较多，单光源检测无法使

得缺陷信息与周围背景信息得到有效区分，会导致纸病

的漏检。这种缺陷分离难度大的情况，可以设计采用透

射式和反射式两种光源进行检测，解决生产的困扰。如

图2所示。

1.4 光源稳定的要求

检测系统所需要的光是均匀的不定向光线，光源

要有稳定的照明，要保证透过纸页的光亮度相等，以便

达到较好的曝光量，一般都使用发光单色性好的LED

光源，功耗低、光均匀稳定、响应快。另外要求亮度可控

可调，温度恒定，横梁保持洁净。

2  双光源检测系统的优化改造

本机台是特种纸机，改造前使用的是单一透射式

光源，改为双光源，则需要在软硬件基础上进行升级。

2.1 硬件改造

(1）增加上光源灯梁。在纸页上部还需要增加一个

亮度稳定的LED灯梁作为反射光源（如图1所示），光源

腔体安装有温度传感器，并保持腔体内部正压吹风。

(2）更换LED调节电源。普通DC24V开关电源，其

图1  双光源结构

图2  不同检测方式的检测效果

电压可调范围在20～26.4V之间，不能直接应用于实际

的电压输出。需要增加调光模块，并修改脉宽调制电

路，使得电压输出范围较大，可控制灯梁的亮度大小。

(3）增加频率电流转换器。所选择的转换器要求转

换精度好于1%F.S，电流输出信号为4～20m A标准信

号，量程线性转换要稳定。

(4）更换高速图像处理单元。即相机处理大板，

它是纸张检测系统的核心部件，该处理单元通过Ba s e 

Camera Link标准接口接收CCD相机数据对其进行预

处理。改造中的双光源信号，进入相机板处理单元后，

需要进行双采样，滤波数据的提取分析转换后，通过以

太网通讯到上位机算法处理。

(5）频闪光源模块。

经过改造的设备如图3所示。

2.2 改造后光源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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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LED光源为常亮状态，纸张上面的相机，

接收下光源透过纸张的光信号。改造后，下光源与上光源

交替频闪，同一相机交替拍照，即同一个缺陷的照片，先

被下光源以透射方式拍一张图片缓存，上光源以反射方

式再拍另一张图片，高速图像识别嵌入式处理单元进行

解码存储、图像滤波及前期处理缺陷的识别分类任务。

2.3 软件升级

纸病缺陷系统检测方式的改变，必然需要应用软

件的升级，软件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上光源亮度

参数调节、标准缺陷、浅缺陷、纸病定义中的二次分类

功能。

3  纸病检测的分类原理

光源装置提供相机所需要的光强度信号，图像处

理系统根据接收到的光强度灰阶差异，分类出暗斑、

亮斑、孔洞等类型，通过软件纸病定义细分出孔洞、浆

斑、亮斑、黑点、污点、蚊虫、异物、条纹、折子等常见纸

张表面缺陷的明细。还可通过特殊识别算法，分类出特

殊纸病等表面特征。

4  双光源系统的调整方法

4.1 亮度调节参数

光源分为主光源和辅光源，分别调整反射光和透射

光的亮度参数。数值越大，亮度越大；数值为0时，光源关

闭。纸病缺陷的判断灵敏度与光强度的高低密切相关，所

以此功能需要根据不同纸种，设置不同亮度参数。

4.2 曝光量的调整方法

曝光量是调整调试图像中光强度曲线高低的有效变

量。调整方法：先从“调试图像”-“全局曝光量”中，设置

某一数值，观察调试图像是否符合检测要求，数值越大，

光强度曲线越高，直到数值可以满足所检测的光强度曲

线，将该数值修改到“品种相关”-“曝光量”，保存应用。

4.3 二次分类的使用说明

主要作用：进行二次筛选分类，将划分错误的缺陷

重新归类到正确的缺陷类型中。图5为实际应用的图片

显示。

点击“二次分类”显示图5中以上10个数据。

图中红色区域内标记号代表含义如下：①为照片中

最大亮度值；②为照片中最小亮度值；③为照片中缺陷

图3  设备硬件改造

图4  控制原理 图6  二次分类界面

图5  二次分类图片显示

注：左边缺陷照片对应参数为左边红的区域；右边缺陷
照片对应参数为右边红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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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平均亮度值；④为最大亮度相对平均亮度变化比；

⑤为最小亮度相对平均亮度变化比。

二次分类设置界面，如图6。

①缺陷名称：筛选出缺陷后设置该缺陷名称。

②关联缺陷：选择要从该种类中进行筛选的缺陷

类型，可选1个或多个相关联缺陷类型。

如：实际小黑点划分到小亮斑类型中，选择相关缺

陷为小亮斑，从小亮斑类型中将小黑点单独筛选出来。

③亮1大于：大于图5中左图照片中最大亮度相对平

均亮度变化比数值。

④亮1小于：小于图5中左图照片中最大亮度相对平

均亮度变化比数值。

⑤亮2大于：大于图5中右图照片中最大亮度相对平

均亮度变化比数值。

⑥亮2小于：小于图5中右图照片中最大亮度相对平

均亮度变化比数值。

⑦1与2关系：

图6中，③亮1大于、④亮1小于、⑤亮2大于、⑥亮2小

于，4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如图7所示。

“与”代表4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设置参数即可符

合筛选要求。

“或”代表4个条件满足其中一项设置参数即可符

合筛选要求。

启动分类：二次分类功能是否使用。打“√”为二

次分类功能使用中；无“√”为二次分类功能不使用。

分类方案：可保存多个工作筛选分类方案。不同的品

种分类时缺陷分类错误各有不同，可以配套选择相应的

分类方案，可通过选择向下按钮来浏览不同的分类器。

其他条件除外，“小于面积”“大于面积”“小于宽

度”“大于宽度”“小于高度”“大于高度”6项参数数值

之间均默认为“与”的关系，即

在其他条件满足的前提下，6项条件均满足参数设

置数值，才能将缺陷在错误的类型中筛选出，再二次分

类到正确的缺陷类型中，仅满足当中一部分是不会被

列入该缺陷的，当条件的参数为“0”，表示该值不用考

虑。

5  应用实践效果分析

以图8中的纸病缺陷为例，缺陷“中暗斑”经过透

射式检测效果，结合纸页周围区域比较，光强度信号并

不突出，匀度差不明显，改造前会导致该纸病漏检。经

过双光源的改造后，增强了检测效果，减小缺陷漏检率

和假纸病。

6  结语

双光源改造后的纸病检测系统已使用一年有余，

经过不断优化定义类别和二次分类算法，减少了模糊特

征，其准确率满足了实际应用需求，检测状态良好。经

外观人员复查对比，检测系统的优化改进取得良好效

果。

参考文献

[1]韩继友,梁跃明,朱勇.在线纸病监测系统的优化改进[J ] .中华纸

业,2011,32(14):75-76.

图8  纸病检测图片 

图7  4个条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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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功能尾浆筛用于造纸行业废纸制浆粗筛选系统

末段，用于处理前段粗筛选设备之后的尾浆中的各种轻重杂

质，回收可利用的造纸纤维和白水。该尾浆筛采用复合式机

械结构，集浮选净化器和排渣分离机的功能于一体，具有离

解、筛选、除渣、脱水多种功能。通过在造纸行业的实际使

用，该设备具有过浆量大、筛选效率好、纤维流失率低、排渣

干度高等特点，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多功能尾浆筛；特性；结构；应用

Abstract: The multifunctional tail stock screen was used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waste paper pulp screening system to remove 
various light and heavy impurities in tail stock after the first stage 
of the rough screening system and to recover the available paper 
fiber and white water. The screen adopts a composite mechanical 
structure,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f lotation purifier and 
slag removal separator in one, with a variety of functions of 
dissociation, screening, slag removal and dewatering. Through 
the actual use in paper mills, the equipment was featured by 
large pulp f low, good screening efficiency, low fiber loss,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reject, which is worthy of wide-spread 
application.
Key words: multi-functional tail stock screen;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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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浆料以一定压力通过进浆口进入离解室，并充

满整个离解室，转子Ⅰ带动浆料高速旋转，产生强烈的

旋涡。此时，从旋涡中心部位到边缘处，浆料的线速度

和压力呈现梯度增大状态，浆料与浆料之间、浆料与设

备内壁之间产生相互摩擦，而且在转子Ⅰ的强烈机械搅

拌和撞击作用下，浆料中的粗大纤维束和附着在塑料碎

多功能尾浆筛是废纸制浆粗筛选系统中的重要设

备之一。通常在废纸粗筛选处理流程中，经过一段粗筛

和二段粗筛之后，浆料中大部分的良浆已被筛选进入后

序主流程，但从二段粗筛尾浆管中所排出的浆料中仍然

含有部分可用纤维。多功能尾浆筛可以作为粗筛系统的

末段设备，用于处理前段粗筛的尾浆，分离出尾浆中的

各种轻重杂质，并将浆渣进一步脱水，达到回收可用纤

维和白水的功能。

1  机械结构

如图1所示，多功能尾浆筛采用立式结构设计，由

下到上依次为良浆室、离解室、脱水室和白水室。设备

由底座、壳体部分、筛板、转子I、导流环、转子I I、筛

框、传动部分等组成。

在离解室内，主轴末端安装有转子。如图2所示，

转子呈叶片状，设计为8片式结构，单个叶片为圆弧形，

其迎浆面熔覆有碳化钨耐磨层。根据工艺需求，筛板筛

孔一般为φ2.8～5.0m m，并且设计有若干径向分布的

扰流条。筛板把良浆室和离解室分隔开，筛板与转子之

间的有效间隙约为0.6～1.0mm。

如图3，脱水室内、主轴中段装有转子Ⅱ，转子Ⅱ呈

圆柱形，外表面设有3组螺旋分布的倒L形叶片。转子Ⅱ外

面是筛框，筛框呈中空鼓形，筛框上筛孔一般为φ2.4～

3.5mm，其内表面设有若干扰流条。筛框把脱水室和白水

室分隔开，筛框与转子Ⅱ之间的间隙约为1.5～3.5mm。

壳体部分由下部壳体和上部壳体组成。下部壳体

包含有离解室和良浆室，通过筛板分隔开，实现良浆的

过滤筛选。离解室内浆渣对内壁的磨损通常较为严重，

内壁通过采用玄武岩铸石耐磨衬层提高其耐磨性和耐

蚀性。上部壳体包含脱水室和白水室，由筛框分隔开，

实现轻杂质的脱水过滤功能。上部壳体和下部壳体之

间设有导流环，导流环的作用是保证轻杂质混合液汇集

到中心部位，并顺利涌入脱水室。

传动部分由主轴、轴承、轴承支架、大带轮、小带

轮、三角带、防护罩、张紧装置、电机等组成。轴承支架

呈倒锥形，伸入到转子Ⅱ之中，充分利用设备内部空间，

实现设备结构的紧凑设计。

2  工作原理

图1  设备结构

图2  转子结构

图3  转子II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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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的纤维得到充分离解、分离，较清洁的良浆在压差作

用下通过筛板上的筛孔进入良浆室。转子Ⅰ的高速旋转

对筛孔起到自清洁作用，筛板上的扰流条也会对浆料起

到剥离作用。浆料中的重杂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抛到

浆料旋涡的边缘处，最后通过重渣出口管上设计的一个

间歇式气动闸阀排出。浆料中的塑料和泡沫等废弃物，由

于质量较轻，则汇聚在旋涡中心部位，在微压差作用下，

该轻杂质混合液通过导流环上的中心孔涌入脱水室。

在脱水室的下部，涌入脱水室的轻杂质混合液与

稀释水混合，在转子Ⅱ高速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作用

下，稀释水洗掉浆渣中残留的纤维并快速通过筛框上的

筛孔进入白水室，塑料和泡沫等轻杂质废弃物则在特殊

设计的转子Ⅱ的作用下，实现边脱水边螺旋状态上移，

最后通过轻渣口排出。

尾浆筛在运行时，离解室内是必须带有压力的，该

压力需要保持基本恒定，通常为0.13～0.17M P a。良浆

室内的压力比离解室内压力要略低一些，压力差通常为

0.04～0.07MPa，该压力差是良浆由离解室进入良浆室

内的动力保证。如果该压力差过大，可能会导致纤维流

失增大、筛孔堵塞；该压力差过小，则设备产能降低，影

响生产效率。虽然离解室内保持着一定压力，然而在旋

涡的作用下，离解室中心部位仍能保持较低的压力，此

较低的压力迫使塑料和泡沫等轻杂质可温和地涌入脱

水室。在脱水室内，浆渣受到强烈的机械离心力作用，

脱水速度加快。在设备运行控制中，压力差的有效控制

是关键，合理的压力差是设备正常运行的保证因素。当

进浆流量和压力相对稳定时，可通过调节良浆的实际

流量来调节进出浆压力差达到合适运行值，过高或者

过低的压力差是设备运行异常的表征之一。

综上所述，多功能尾浆筛集浮选净化器和排渣分

离机两者的基本功能于一体，具有离解、筛选、除渣、

脱水等多种功能。

3  主要技术参数

多功能尾浆筛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1所示。

4  典型工艺流程

如图4所示，多功能尾浆筛一般用于废纸制浆粗筛

选系统末段。

该粗筛选系统主要设备包括一段粗筛、二段纤维分

离机和三段多功能尾浆筛。其中，一段粗筛为孔筛，筛鼓开

孔率高，通过量大，系统中绝大部分良浆经过一段粗筛选

后去后面工序，只有大约20%～30%的渣浆进入二段粗筛；

二段粗筛为单式纤维分离机，对系统中仍未从塑料垃圾上

剥离下来的纤维和粗大纸片具有良好的分离作用和二次

疏解作用；三段粗筛为多功能尾浆筛，作为粗筛选段的末

端设备充分回收尾浆中的可用纤维和白水。

粗浆经过一段粗筛和二段粗筛筛选后，其尾浆汇

集到浆槽中。含

有轻重杂质的尾

浆经浆泵输送至

多功能尾浆筛，

通过筛板的良浆

流送到下道工序

或者返回到前面

浆槽，而回收的

纤维和水分将经

过白水管返回到图4  典型工艺流程

表1  技术参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项目

通过量/(t/d)

处理浓度/%

进浆压力/MPa

出浆压力/MPa

排渣干度 /%

主轴转速/(r/min)

配用电机/kW

转子Ⅰ直径/mm

转子Ⅱ直径/mm

设备重量/kg

外形尺寸/mm

参数

70～150

1.5～3.0

0.13～0.17

0.06～0.09

15～25

420

200

φ1200

φ790

5650

3050×175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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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浆槽，其重杂质经过重渣口间歇式排出，轻杂质

经过轻渣口连续式排出。

5  应用案例

如图5所示，多功能尾浆筛成功应用于国内某

造纸企业的25万t/a废纸制浆线上。该多功能尾浆

筛的进浆流量219m 3/h，进浆浓度为2.28%，出浆

流量为167.3m3/h，出浆浓度为2.15%，进浆压力为

138.6kPa，出浆压力为84.1kPa，压力差为54.5kPa，

电机运行电流在228～295A之间，轻渣干度最好可达

25%左右，纤维残留率小于5%，运行效果良好。

该项目最初拟选用一台浮选净化器和一台排渣分

离机，经技术论证后认为，采用多功能尾浆筛可以使工 [收稿日期:2020-03-10]

生产实践PRoDucTion

艺流程更短、更加紧凑、设备占地面积小和维护方便等

技术优势。经实际生产应用表明，多功能尾浆筛对塑料

等垃圾的破坏作用较小，非常有利于后续的精筛系统可

靠运行。

6  结束语

多功能尾浆筛集成了对纤维原料的离解、筛选、除

渣、脱水等多种功能，结构紧凑、设计合理、性能稳定，

在废纸制浆流程中代替浮选净化器和排渣分离机的功

能，具有过浆量大、筛选效率好、排渣干度高（～25%）、

纤维残留率低（＜5%）等特点，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尾浆

处理设备。

本刊讯（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消

息)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2016年12月20

日批准发布《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自2017年1月1

日起执行，标准中对制浆造纸工业的

排水量进行了管控规定，标准规定四

川省制浆造纸联合企业限定值为25

吨/吨浆，各地环保部门和企业认识

不一致，竹子制浆造纸企业多次向当

地生态环境部门反映，又向省造纸行

业协会反映，希望省造纸行业协会向

省生态环境厅及标准制定部门反映

企业具体情况，并对标准作出准确解

释。经协会与标准主管部门和标准制

订部门沟通，由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组织四川省造纸学会、中国轻工业成

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相关专家组成核

查组于2020年3月16日至20日先后对

四川省13家竹子制浆造纸企业生产工

艺装备、年生产量、吨浆纸废水排放

● 信息│会议活动

量等进行现场核查，汇总后形成调查

报告及建议。

协会、学会于2020年4月21日至

22日邀请了四川省经信厅轻纺处、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等单

位的10位省内外相关领导专家，同时

邀请了永丰纸业、宜宾纸业、凤生纸

业、环龙新材料四家企业代表在成都

召开了专家咨询会。

会上省纸协常务副会长、省造纸

学会理事长范谋斌介绍了本次会议

的召开背景和问题由来，随后中国轻

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高工许志

远汇报了四川省竹子制浆造纸水污染

物排放的调研情况，并指出目前环保

部门和企业在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不同类型制浆造纸企业单位产品

基准排水量限值解读、水污染浓度及

基准排水量限值理解三个方面存在

分歧，针对存在的问题专家组进行了

热烈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对于制浆造

纸联合企业应该将制浆和造纸分开

计算，相关部门领导发表了各自的看

法。

同日下午召开了企业座谈会，省

内12家竹子制浆造纸代表企业出席了

此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专家咨询会的

讨论结果，并对企业代表所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答复，会后会议结果将整理

形成书面报告及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关

单位。

四川竹子制浆造纸企业岷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专家咨询会
和企业座谈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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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卷烟配套用纸行业的发展，市场对烟用内衬纸原纸的性

能需求逐渐多样化，相应地提高了对原纸的性能要求。在烟用内衬纸原

纸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多种助剂，助留剂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助

剂，对产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助留剂的生产厂家、品种、价格

复杂多样，一方面导致产品成本难以控制，另一方面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无法保证，所以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助留剂的使用效率是当前烟用

内衬纸原纸生产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两种助剂的单程留着率、单程

填料留着率等数据，针对两种助留剂在烟用内衬纸原纸生产过程中的

使用进行探讨，目的是提高助留剂的助留效果，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关键词：助留剂；单程留着率；单程填料留着率；生产成本；质量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garette supporting paper industry, 
the market deman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ining paper for cigarettes has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se paper 
have been correspondingly improv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lining 
base paper for cigarettes, it is necessary to add a variety of auxiliaries. As a 
kind of important auxiliary agen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retention ai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but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retention aid, variety and price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On the one hand, the 
product cos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bility of product 
qual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Therefore, how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tention aid is the key to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liner paper.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one-way retention rate of 
two agents, one-way filler retention rate and other data, the application of two 
kinds of agen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obacco liner paper is discussed,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retention effect of the retention aid while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
Key words: retention aid; one-way retention rate; one-way filler retention 
rate; production cost; quality

两种助留剂在烟用内衬纸原纸中的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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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用内衬纸原纸指通过复合铝箔、转移铝箔、印刷

等方式衬于卷烟软盒或硬盒内层的纸，对卷烟起到一

定防潮、防湿的作用，防止卷烟变霉和香气损失。烟用

内衬纸原纸包括：复合烟用内衬纸原纸、转移烟用内衬

纸原纸、无铝烟用内衬纸原纸。随着卷烟配套用纸行

业的发展，市场对烟用内衬纸原纸的性能需求逐渐多样

化，相应地提高了对原纸的性能要求。

在烟用内衬纸原纸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多种助

剂，助留剂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助剂，对产品质

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助留剂中有效成分主要是

聚丙烯酰胺，但各个厂家的助剂离子型以及有效成分的

含量复杂多样，同时价格也各不相同，一方面导致产品

成本难以控制，另一方面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无法保证，

所以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助留剂的使用效率是当前

烟用内衬纸原纸生产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两种助剂

的单程留着率、单程填料留着率等数据，针对两种助留

剂在烟用内衬纸原纸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进行探讨，目的

是提高助留剂的助留效果，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1  原理及方案设计

本文使用的助留剂分为两种：一种是固体粉末状，另

一种是液体有机微粒。两种助留剂起到双元助留的效果，

可以明显提高浆料的保留率和滤水速度，提高细小纤维

和填料的保留率，同时保持较好的纸张匀度，清洁纸机系

统，提高纸机湿部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固体粉末状助留剂是中等阳电荷密度的聚丙烯酰

胺类的中高分子量的助留助滤剂，与浆料中的纤维发生

反应时中和作用和架桥作用而形成的适度凝结体，可将

细小纤维和填料包覆而保留在纸页上，同时对物理结

合水形成挤压作用，有利于网部快速脱水。

液体有机微粒助留剂是一种结构化的助留剂，可

以为中、碱性造纸系统提供优越的助留效果，并达到良

好的纸张成形，具有独特的致密结构，成阴离子性，是

水溶性的乳化液油包水高分子聚合物。因具有高电荷密

度和三维结构的特点，所以可以有效地吸附系统中的细

小纤维和填料粒子，使形成均一的微絮凝体，从而达到

良好的助留效果。

产品用量：固体粉末状助留剂0.03～0.30kg/t纸，

计划初始添加量0.10k g/t纸；液体有机微粒助留剂

0.20～0.60kg/t纸，计划初始添加量0.40kg/t纸。

2  生产试验

为保证试验的准确性，本次机台试验所用的原辅

料全部为同一厂家、同一批次，除所用两种助留剂流量

稍作调整外，所有的助剂制备浓度及添加量均未作调

整，检测人员、检测设备及环境、试验人员、试验环境均

不变。为进一步验证两种助留剂在不同定量产品中的使

用效果，本次选取32g/m2及71g/m2两个定量产品进行

试验。

2.1 在71g/m2产品中进行试验

首先按照设计好的制备浓度开始制备两种助留

剂，固体粉末助留剂制备浓度0.025%，液体微粒助留

剂制备浓度0.1%。投药之前将原助留剂系统彻底洗刷，

管道串水，正式开始投用时，最初流量设定为固体、液

体助留剂均为5.0L/m i n；将两助留剂流量同时提高到

8.0L/m i n，根据观察发现水线较之前略长，从出水印

辊第一个真空到水线稍出头，剥离角较之前略高，波动

不明显，同时灰分和定量波动较大，定量较投用前高

2.0g左右，灰分高1.5%左右。将两助剂流量同时提高到

12.0L/min，看纸样较投用前下辊纸样无明显变化。最

后将两助留剂流量同时提高到13.0L/m i n，看纸面匀

度无明显变化，此后按此加药量运行，经过查看纸面匀

度及各项物理指标均无明显波动。根据不同时间取样

进行白水浓度、单程留着率、单程填料留着率的检测，

通过计算此过程固体助留剂0.093k g/t纸，液体助留剂

0.371kg/t纸。检测结果见图1。

2.2 结果分析

从检测结果分析，白水浓度有明显降低，单程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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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单程填料留着率都有提高，尤其是单程填料留着率

提升尤为明显，说明这两种助剂对细小纤维和保留有较

好的效果，且不影响纸面的匀度及其他物理指标。计算

此加入量的吨纸成本为12元左右。

2.3 在32g/m2产品中进行试验

机台经彻底洗刷后开机生产32g/m2产品，刚开机时

只加入了固体助留剂，流量设定为8.5L/min，查看纸面整

体匀度较好；随后提高了固体助留剂流量至10.0L/m i n，

定量及灰分都无明显波动；最后将流量提高到12.0L/min，

各项指标都无明显波动；随后投用了液体助留剂5.0L/min，

固体助留剂加入量12.0L/m i n未变，纸机各项指标无明

显变化。同样在实验过程中取样进行白水浓度、单程留

着率、单程填料留着率的检测，并且与同机台、同定量的

其他厂家的产品经过以上检测数据进行了对比，计算此

过程固体助留剂0.104k g/t纸，液体助留剂0.173k g/t

纸。检测结果见图2。

2.4 综合分析

从检测结果分析，本次试验使用的两种助留剂在

生产低定量产品时，白水浓度能维持在生产71g/m2产

品的水平，并且对其他各项指标均无破坏，同时对成纸

匀度也有改善作用。计算此加入量的吨纸成本为7.5元

左右。如表1所示。

本次试验达到了优化助留体系的目的。加入两种

助留剂后白水浓度降低和保留率提高，且不破坏纸面匀

度，在生产低定量产品时匀度较之前有明显提高，对纸

机其他参数方面并无影响，这对稳定产品质量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综合来看，本次试验的两种助留剂完全可以

达到现有助留剂的水平。

3  生产成本

在本次试验过程中，除两种助留剂加量作出调整

外，其他原辅料均未调整，故计算生产成本时只需考虑

助留剂的成本即可，其他原辅料的生产成本无需计算。

4  结论

通过生产成本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使用双元

助留较一元助留的稳定性要好，提高了烟用内衬纸原纸

的质量稳定性，提高了助留剂的助留效果，同时降低了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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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产成本对比

价格/(元/kg)

吨纸加量/(kg/t纸)

吨纸费用/元

成本节约/元

固+液助剂

29+26

0.093+0.371

12.34

4.16

原助剂

11

1.5

16.5

固+液助剂

29+26

0.104+0.173

7.51

8.99

图2  32g/m2产品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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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阳离子分散松香胶酸性施胶工艺生产玻璃垫

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黏缸，造成纸面纤维拔起纸面起毛。

通过黏缸的原因分析进行了处理，提高了品质，减小操作难

度，保证了批量生产的稳定性；在浆内加入少量AKD中性施胶

剂，有效解决了玻璃垫纸生产过程中的黏缸造成的纸面起毛

问题，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玻璃垫纸；黏缸；纸面起毛；分散松香胶酸性施胶；

AKD中性施胶

Abstract: Acid sizing with cationic dispersion rosin is used to 
produce glass mat paper, which often leads to a sticky cylinder 
during the process, thus causing paper linting problem. After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sticky cylinder, we improves the quality, 
reduces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on, and ensures the stability in 
mass production; by adding a small amount of AKD neutral sizing 
agent into the pulp, we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paper 
surface linting, and meets users’ requirements.
Key words: glass mat paper; cylinder sticky; paper linting; acid 
sizing with dispersed rosin; AKD neutral sizing

玻璃垫纸生产过程中纸面起毛纸病的分析与处理
⊙ 陈国平（镇江大东纸业有限公司，江苏镇江 212000）

Analysis and disposal on paper linting problem in the production of glass mat paper
⊙ CHEN Guo-ping (Zhenjiang Dadong Paper Co., Ltd., Zhenjiang 212000, Jiangs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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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平 先生

高级工程师，总经理特别助理，原技

术部经理；曾负责公司产品开发和技

术工作，现负责公司生产协调工作。

1  玻璃垫纸的性能和要求

玻璃垫纸作为玻璃与玻璃之间的垫层保护用纸，

在玻璃的生产、储运和使用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该纸

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度和防霉效果外，同时不能使玻

璃产生划伤和二次污染。故产品在外观质量上要求：纸

面细腻、平整、均匀一致，不允许有孔洞、裂口、褶子、

砂粒、浆块、残缺、油墨类污点、胶黏物、纸毛纸粉及易

引起玻璃污染和擦伤的其他物质等影响玻璃垫纸使用

的物理缺陷存在。同时要求纸张不能产生掉色现象（采

用未漂本色浆抄造过程中添加染料的品种），以及纸样

在纯水中浸泡后水面不得有任何析出的漂浮物，杯底

不得有除纸样外的任何其他固态析出物。要求纸张pH

控制在5.5～7.0，成纸水分控制在≤6.5%，纸张表面吸

水性控制在60～40g/m2。

2  生产简述及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玻璃垫纸为低定量薄页纸，其定量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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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g/m2、35g/m2以及40g/m2三种产品，并考虑该产品的

细腻平整的要求，以及该产品无需进行表面施胶的要求，

大东纸业采用长网双大缸薄页纸机进行生产。在开发试

生产时浆料可采用漂白硫酸盐和未漂硫酸盐本色长短纤

浆，具体选用漂白浆和未漂浆视客户的要求而定，并且在

选择浆料时要选择正己烷抽提物含量较小的浆料，以保

证浆料的纯度，公司选用正己烷抽提物≤0.2%的浆料。

为防止外来杂质的进入，碎浆时禁用外包装浆皮。采用阳

离子分散松香胶、硫酸铝进行酸性微施胶，且在纸机的

短循环处使用计量泵连续添加，配浆时加入一定量的专

用防霉剂和PAE湿强剂，在试生产过程中控制上网pH在

5.5～6.0。试产产品经客户检测和试用完全满足要求。

但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检测纸面尘埃状况时，偶

然发现用手电灯光侧向照射纸面时，该产品出现纸张表

面有纤维竖起纸面起毛的现象，经手部摩擦后纸面纤

维竖起起毛的情况更加严重。进一步排查发现，纸面纤

维起毛现象产生于与第一只烘缸（缸径3m）接触干燥的

一面，与第二只烘缸（缸径3m）接触干燥的一面无此现

象。为了防止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对玻璃表面的污

染，对生产的产品进行追溯，发现刚开始生产的产品无

此现象，在产品生产了一个多班次后出现了上述现象，

影响了产品的质量，造成了生产过程中的困扰。

3  问题分析和处理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对纸机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追

踪调查，发现纸机第一只大缸的缸面刮刀纸灰较正常状

态明显较多，且有黏缸（俗称抓缸）的现象存在，由于纸

页黏缸造成纸面结构破坏纤维拔起产生纸面起毛。说

明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由于打浆度高、使用湿强剂

加量多、进扬克大缸水分低、大缸托辊压力调整不当、

毛毯的洁净度差、大缸缸面温度控制不合理、分散松香

胶用量（因该产品生产时松香胶用量很少，在此未考虑

其影响）以及造纸过程中白水封闭循环产生的酸性积累

其硫酸铝用量的逐步减少均可产生黏缸现象。

为此从解决黏缸问题着手，首先对湿纸页的进缸

水分进行了检测，其进缸水分为63％，在正常生产范围

内，并对毛毯进行了清洗，后对大缸的前后托辊压力进

行了调整，采用“前紧后松”的方法，并且同时在大缸

处加装红外温度检测仪,对烘缸温度进行即时检测，控

制第一只大缸温度在92～95℃；对浆料打浆度进行了调

整，从原打浆游离度280～300ml，调整为340～360ml，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后进一步调整工艺：湿

强剂用量由原添加量的0.5％降低为0.2％，及增加硫酸

铝用量由原用量0.6％增加至1.0％，纸页黏缸和纸面起

毛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降低湿强剂用量后，纸张在纯

水中浸泡时湿强度不够，不能达到水面不得有任何析出

漂浮物的要求。增加硫酸铝用量其白水pH降低过快，

造成白水无法封闭循环消耗增加，并在生产操作过程中

控制要求增加，批量生产时稳定性不够好。

通过分析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拟采用剥离剂或脱缸

剂解决此问题。但由于剥离剂的主要成分为矿物油和脂

肪酸酯的混合物，其是否会对产品使用产生不利影响不

得而知，且生产成本将增加。后改用AKD中性施胶剂，

且AKD中性施胶剂价格低，获得容易。因此确定在原生

产工艺不变的前提下采用了在浆内添加AKD中性施胶

剂进行了试生产，AKD中性施胶剂用量为对绝干浆量

0.05%。经过试生产较好地解决了纸页黏缸造成的纸面

起毛问题，同时观察到在生产过程中大缸刮刀纸灰明显

减少。改用AKD中性施胶后，产品顺利通过客户试用，

在后继批量生产时能够稳定生产出合格产品。

4  结论

在大缸纸机采用分散松香胶、硫酸铝酸性施胶生

产玻璃垫纸类薄页纸时，通过减少湿强剂用量，增加硫

酸铝用量可解决纸页黏缸和造成的纸面起毛问题，但

对纸张的品质和白水封闭循环产生了不利影响，白水系

统酸性积累过快，操作难度增加。

通过在浆内加入少量的AKD中性施胶剂，可稳定解决

纸页黏缸造成纸面起毛问题。实践证明，此方案不仅适用于

玻璃垫纸的生产，也适用于其他薄页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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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辊摇振装置及振幅调节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777556 A

发明人：刘建安　刘青君　樊慧明　谢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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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技术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胸辊摇振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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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齿轮  10—拨叉槽  
11—第一分流齿轮  12—第二分流齿轮  13—拨叉  14—偏心块  15—输入轴  16—驱动电机  17—减速电机  18—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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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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种胸辊摇振装置及其振幅调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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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

本。可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如图1、图2所示，该胸辊摇振装置主要包括箱

体、四组调节齿轮对、输入齿轮、第一分流齿轮和

第二分流齿轮。

箱体包括内箱体、外箱体、摇振杆和底座。外

箱体的内底面上设有滑轨，摇振杆的一端穿过外

箱体后，与内箱体固定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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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转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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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箱体与外箱体之间的一侧安

装有输入齿轮、第一分流齿轮和第二分流齿轮，内

箱体与外箱体之间的另一侧安装有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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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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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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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构中，左上齿轮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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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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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胸辊摇振装置除去拨叉和摇振杆后的结构俯视

9—输入齿轮  11—第一分流齿轮  12—第二分流齿轮  15—输入轴  
16—驱动电机  17—减速电机  18—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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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输入齿轮的结构

9—输入齿轮  10—拨叉槽

图3  输入轴的结构

15—输入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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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b）至图1（d）所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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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齿轮轴和右下齿轮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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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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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不会对摇振装置基础及胸辊装置

产生不良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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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下齿轮轴的一端设有第一分流齿轮，右下

齿轮轴的一端设有第二分流齿轮，输入齿轮的中

部设有输入轴，输入轴上设有拨叉，利用拨叉的拨

动，第一、第二分流齿轮分别与输入齿轮采用可分

离式的连接方式连接。输入轴一端还连接有驱动

电机，驱动电机安装于外箱体上。输入轴的一端

通过轴承固定在内箱体的壁上，另一端通过第一

平行联轴器与安装在外箱体上的驱动电机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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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转变化，

从而使摇振装置的频率为0～500转/分。输入齿

轮与输入轴的连接处，输入轴为花键轴（如图3所

示），输入齿轮的中心孔开设有与花键轴相配合的

齿槽（如图4所示)，输入齿轮通过花键安装于输入

轴上并沿输入轴进行轴向滑动；输入齿轮的一侧

开设有拨叉槽，拨叉的叉头部位安装于拨叉槽中，

拨叉的结构如图5所示。该结构中，拨叉槽设于输

入齿轮上靠近驱动电

机的一侧，拨叉的叉

头部位安装在拨叉槽

中，通过拨动拨叉，输

入齿轮能在输入轴上

滑动，脱离与第一、第

二分流齿轮之间的啮

合，从而断开输入齿

轮和第一、第二分流

齿轮之间的连动，这

样两个分流齿轮可以

单独运转，互不影响。

输入齿轮的直径和第

一、第二分流齿轮的

直径均大于各组调节

齿轮组中各齿轮的直

径；第一、第二分流齿

轮之间具有相同的直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13—拨叉

图5  拨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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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厚度和齿数。

如图1（b）所示，四组调节齿轮对中，其中一

组调节齿轮对对应的齿轮轴一端还连接有减速电

机，左下齿轮轴与减速电机的连接处还设有离合

器。此外，左下齿轮轴上还设有第二平行联轴器，

离合器为电磁齿形离合器，离合器一端通过螺栓

与平行联轴器相连，另一端通过键与减速电机的

输出轴固定。通电时，离合器闭合，减速电机与相

连的调节齿轮对连动运转；断电时，离合器脱开，

断开减速电机与相连调节齿轮对之间的连接。减

速电机为减速步进电机，具有较大的减速比，能

使对应的调节齿轮对慢速转动，转动速度为1～2

转/分。

通过上述胸辊摇振装置实现的振幅调节方法

为：当需要调节振幅时，拨动拨叉，使输入齿轮与

第一、第二分流齿轮之间的连接断开，停止动力输

入；然后启动一组调节齿轮对的齿轮轴，使该调节

齿轮对中的偏心块发生转动，与该调节齿轮对啮

合的另一组调节齿轮对中的偏心块也跟随发生转

动，此时另外两组调节齿轮对中的偏心块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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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步骤及原理：（1）内箱体安装在外箱体

的滑轨上，由驱动电机通过输入齿轮、第一分流齿

轮和第二分流齿轮带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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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箱体中安装有四对调节齿轮对

和四个偏心块，每对调节齿轮对安装在同一齿轮

轴上，相互啮合的两个调节齿轮对上的偏心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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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箱体中安装在下方的两组

调节齿轮对分别通过连接轴与第一、第二分流齿

轮相连，两个分流齿轮与输入齿轮相连，输入齿轮

可通过拨叉断开与两个分流齿轮之间的连接。位

于下方的两组调节齿轮对中，其中一对调节齿轮

对与离合器、减速电机通过平行联轴器相连。（4）

调节振幅时，关闭驱动电机，然后拨动拨叉，断开

两个分流齿轮与输入齿轮之间的连接；再将离合

器通电闭合，使减速电机与相连的调节齿轮对连

动；启动减速电机，缓缓运转，改变相连的两组调

节齿轮对中偏心块的相对位置，从而改变四个偏

心块的相位角，通过调节摇振力的大小，调节摇

振的振幅。（5）调节完成后，关闭减速电机，离合

器断电，断开减速电机与相连的调节齿轮对的连

接；拨动拨叉，输入齿轮复位，恢复与两个分流齿

轮之间的啮合，最后锁死拨叉，启动驱动电机，摇

振箱开始正常工作。

有益效果：（1）该胸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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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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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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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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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压闪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86120 A

发明人：孙炜　张培勋　李一鹏　安桐熙　丛黎

明　王军

申请人：大连一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规的汽压闪爆装置在进行工作时，往往直接

将原料放入闪爆装置内，从而将秸秆纤维和皮一起

放入进行搅动，对于原料的成品质量与工作效率都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提供一种汽压闪爆装置，具

备高效且提高产品质量的优点，解决了传统装置工

作效率较低并且成品质量受到影响的问题。

如图1～图3所示，该种汽压闪爆装置包括脱

离管与卸料罐。脱离管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投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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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管的内部转动连接有两个第一转动杆，两个

第一转动杆上均固定安装有碾压筒、皮带轮，两个

皮带轮之间设置有转动皮带，两个皮带轮之间通

过转动皮带传动连接；脱离管的正面固定安装有

第一电机箱，第一电机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一

转动电机，右侧第一转动杆正面的一端贯穿并延

伸至第一电机箱的内部，右侧第一转动杆正面的

一端通过联轴器与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

接，右侧第一转动杆与第一电机箱后方的内壁转

动连接；脱离管的左右两侧内壁上均转动连接有

第二转动杆，两个第二转动杆上均固定安装有附

着筒；脱离管的左右两侧分别固定安装有副收集

箱，两个附着筒远离脱离管的一侧均位于副收集

箱的内部；脱离管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两个第二电

机箱，两个第二电机箱的内部均固定安装有第二

转动电机，两个第二转动杆正面的一端均贯穿并

延伸至第二电机箱的内部，两个第二转动杆正面

的一端均通过联轴器与第二转动电机的输出轴固

定连接，两个第二转动杆均与第二电机箱后方的

内壁转动连接；脱离管的左右两侧内壁上均开设

有开孔槽，两个开孔槽的内部均插设并与其固定

连接有第二吸收管；碾压筒位于两个附着筒的顶

部，第二吸收管位于两个附着筒的底部，左侧附着

筒位于右侧附着筒的上方；脱离管的底部固定安装

有耐压高温反应釜，耐压高温反应釜与卸料罐之

间设置有连接输送管，连接输送管的一端与耐压

高温反应釜的底部固定连接，连接输送管的另一

端与卸料罐的左侧固定连接；卸料罐的底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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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汽压闪爆装置的正视剖面结构

图2  脱离管与第一电机箱的连接结构

图3  脱离管与第二电机箱的连接结构

1—脱离管  2—投料口  3—碾压筒  4—刮除板  5—副收集箱  
6—附着筒  7—第一吸收管  8—开孔槽  9—第二吸收管  10—第一
阀门  11—耐压高温反应釜  12—连接输送管  13—回收装置  14—
主收集管  15—吸风机  16—主收集箱  17—卸料罐  18—第三阀
门  19—运输传送带  20—第一电机箱  21—第一转动电机  22—
转动皮带  23—皮带轮  24—第一转动杆  25—第二转动杆  26—第
二转动电机  27—第二电机箱  28—第二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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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第三阀门，卸料罐的下方设置有运输传送

带。整个装置通过设置耐压高温反应釜、连接输送

管与卸料罐来进行闪爆处理，从而能够对秸秆纤

维进行处理和高温软化。通过脱离管及内部装置

来对整个装置在进入高温纤维化之前，对秸秆外

皮进行分离处理，使得外皮在进入耐压高温反应

釜之前脱离纤维，从而提高纤维化的产品质量。通

过脱离管将秸秆进行挤压后，通过增加整个装置

的接触面积来提高装置的工作效率，从而有效提

高装置的实用性。

脱离管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阀门，连接输

送管上固定安装有第二阀门，卸料罐的底部固定

安装有第三阀门。整个装置通过固定安装有第二

阀门、第一阀门以及第三阀门，进行有效地控制，

实现对于不同量的原料都能更好地进行高温软化

操作，从而有效提高装置的实用性。

两个碾压筒上面固定安装有锥形齿，两个附

着筒上固定安装有附着布。通过在两个碾压筒上

面固定安装有锥形齿，在将原料通过两个碾压筒

时最大化地对原料秸秆进行碾压，从而能够使干

的秸秆被碾平，使得表面的皮被分离；通过在两个

附着筒上固定安装附着布，使得上端秸秆掉落时

通过两个附着筒转动，秸秆皮被附着到附着布上，

而秸秆继续下落，从而能够有效清理部分皮料。

两个副收集箱的内顶壁与内底壁上均固定安

装有刮除板，四个刮除板呈刀片弧形。通过设置四

个刮除板，能够及时地将附着筒附着布上的秸秆

皮进行清理与刮除，从而防止附着筒上附着过多

而导致附着效率下降。

脱离管的背面设置有回收装置，回收装置的主

收集管上固定安装有吸风机，主收集管的背面固定

安装有主收集箱，主收集管的正面与两个第一吸收

管背面的一端固定连接。通过设置回收装置，借助

吸风机的吸力，将所有秸秆皮从各个端口吸入主收

集管中进行集中收集而不是乱排乱放，有效地提高

装置的实用性。

两个第二吸收管背面的一端均与主收集箱固

定连接，两个第二吸收管的另一端拥有五个与开孔

槽相配合的管口。通过设置第二吸收管，对上层附

着筒未完成附着的秸秆皮通过开孔槽与第二吸收

管吸入，并且因为第二吸收管的吸力较强，配合五

个管口，可以吸入绝大多数的秸秆皮，从而有效地

提高产品的质量。

两个副收集箱的内底壁均设置有坡形凹槽，两

个凹槽的底部与两个第一吸收管的顶部相连通。

通过设置坡形凹槽，可以使得整个装置在进行吸

附秸秆皮的时候，秸秆皮进入两个副收集箱底部

的坡形槽，直接进入第一吸收管中，有效地防止了

副收集箱内部的堆积所造成的影响，从而提高装

置效率。

两个运输传送带上均匀开设有多个与原料相

互配合的插杆，防止原料从卸料罐内部反应完成

以后掉落到运输传送带上，从运输传送带的其他

部位滑出。通过加装运输传送带，可以使原料进入

最右侧，供操作人员进行收集。

第一转动电机与第二转动电机的型号均为

Y85m1-2，第一阀门与第二阀门型号均为HTK，

主收集箱的型号为wks90 01。所有零件与控制

零件开关的安装位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

择。

工作原理：整个装置在进行工作时，首先从投

料口放入原料，启动第一转动电机带动右侧第一

转动杆转动。通过转动皮带与皮带轮来带动左侧

第一转动杆转动，从而带动两个碾压筒转动，对原

料进行一次加工；通过两个第二转动电机带动两

个第二转动杆转动，从而带动两个附着筒进行转

动二次加工；最后通过两个第二吸收管进行三次

加工后，进入耐压高温反应釜，高温软化反应完成

以后进入卸料罐；通过第三阀门掉落在运输传送

带上，最后运送到最右端；并且在二次与三次加工

时，通过主收集管与吸风机来将第一吸收管与第

二吸收管内部所吸入的秸秆皮，最终吸入主收集

箱。

植物纤维纤维素提纯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86122 A

发明人：曾广胜　江太君　孟聪　胡灿　陈一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4
第41卷第10期 2020年5月



申请人：湖南工业大学

纤维素作为植物纤维中的主要成分，具有更高

的强度，能够用来制备性能更加优异的复合材料。

同时这种天然纤维素还可以用来制备纤维素衍生

物，如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

维素等，并进一步应用于医疗、建材、高强度复合

材料等领域，再次提升应用价值。然而传统的从植

物纤维中提纯纤维素成分的工艺多采用化学试剂

溶解去除木质素与半纤维素等成分，且多为非连续

性加工，效率慢，且工业化生产会对环境产生严重

的污染。

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过程简易、自

动化程度高的植物纤维纤维素提纯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植物纤维纤维素提纯装置包

括料斗、输送植物纤维浆料的输送泵、接收输送泵

来料的流道、与流道出口相接的排液结构及螺杆挤

出机。料斗与输送泵之间通过进料管接通，输送泵

与流道入口之间连接泵送管，单螺杆挤出机与排液

机构出口连接，单螺杆挤出机挤出端具有出料口。

其中，流道外周布置有加热管用于对浆料升温，以

加快处理液与植物纤维中的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等

成分的反应。

为使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等成分尽量溶解彻底，

流道设计为螺旋流道，可有效延长浆料在流道内

的过流时间。此外，加热管外周还安装有超声发生

器，促进处理液快速涌入植物纤维内部去进一步

深入溶解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等成分。

加热管具体为整体包裹在流道外周的圆柱形

加热管，如此可对流道均匀加热，流道内部浆料受

热均匀。

排液结构与流道出口之间连接有出料管。排液

结构包括供液体过流的通道，通道底部设有滤网

和排液口，纤维素和液体混合着从出料管进入排

液结构的通道内，液体将通过滤网从排液口排出，

只留下纤维素进入螺杆挤出机。

因从流道中出来的纤维素较湿润，需要进行适

当干燥，可在螺杆挤出机外周设置加热器，实现纤

维素边挤出边干燥的效果。

纤维素提纯的过程：经处理液处理植物纤维形

成的浆料导入料斗内，并在输送泵的作用下强制泵

送进入螺旋流道，浆料在螺旋流道外加热管的作

用下升温，加快处理液与植物纤维中的半纤维素与

木质素等成分的反应，同时处理液在超声发生器的

作用快速涌入植物纤维内部，深入溶解半纤维素与

木质素等成分。

螺旋流道内经处理液彻底处理的植物纤维快

速转变为高纯度纤维通过出料管排出，溶解了半纤

维素与木质素等成分的液体则穿过过滤网从排液

口排出；仍然含一定水分的提纯纤维素进入单螺

杆挤出机内部，在加热器的加热作用下，纤维素内

的水分快速蒸发排出，干燥后的纤维素从出料口出

料。

通过引入超声发生器强化处理液对植物纤维

中木质素、半纤维素等成分的溶解，并通过螺旋

流道加长对植物纤维的处理时间，最后通过引入

单螺杆挤出机装置对含水的纤维素进行干燥与输

送，完成纤维素的高效高质提纯制备。所得到的

纤维素纯度可以达到95%以上，含水率可以低于

2%。

有益效果：（1）本装置从送入浆料—溶解半

纤维素与木质素等成分—过滤液体—挤出纤维素

的全过程为自动连续加工，提纯效率高；（2）流道

为螺旋流道，延长了浆料在流道内的过流时间，加

上超声发生器的促反应作用，可使半纤维素与木质

素等成分溶解彻底；（3）流道外周的加热管可加快

处理液与植物纤维中的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等成分

的反应，螺杆挤出机外周的加热器可使纤维素内的

水分快速蒸发排出，以确保提纯的纤维素的干燥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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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植物纤维纤维素提纯装置的结构

1—料斗  2—输送泵  3—流道  4—螺杆挤出机  5—出料口  6—
进料管  7—泵送管  8—出料管  9—加热管  10—超声发生器  
11—通道  12—滤网  13—排液口  14—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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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造纸粗筛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86126 A

发明人：顾光成　叶亚东

申请人：江苏天成纸业有限公司

现有粗筛设备相对简单，往往只能实现对来

料的初步过滤，筛出的原料即被当作废料丢弃，

但经过实际的实验发现，在原料的二次利用上其

实能够进一步提高对原料的利用率，减少原料的

浪费。

提供一种新型造纸粗筛装置，其优点是有利

于实现充分的筛浆效果，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如图1所示，在该种新型造纸粗筛装置的筛

箱体顶端设有进料槽块，待筛料的纸浆混合料输

送至进料槽块部分；在进料槽块上设有多个进料

口，进料口呈漏斗形，来料从进料口进入筛箱体的

内部；在筛箱体内设有第一筛板和第二筛板，通

过第一筛板与第二筛板的组合过滤，能够保障充

分的筛料效果，进而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如图1和图2所示，第一筛板的两侧通过转轴

与筛箱体的内壁转动连接，从进料口漏下的纸浆

混合液落至第一筛板上，由于进料口的口径不一，

来料向第一筛板上的进料速率也会存在差异，

从而利用对第一筛板表面的差速化送料，能够实

现第一筛板的稳定摆动，从而对第一筛板表面纸

浆进行充分筛料动作。为了对第一筛板的摆动筛

料进行有效限位和控制，减小第一筛板过度的摆

动，在转轴的两端还设有限位环块，筛箱体内壁

设有供限位环块插接的限位环槽，限位环块卡嵌

在限位环槽内，同时在限位环块上设有凸块，限

位环槽上设有与凸块配合的环形凹槽，限位凹槽

能够对凸块的摆动轨迹进行限位，从而实现稳定

的摆动角度。

考虑到需要对第一筛板的摆动筛料进行进一

步稳定性地提升，在环形凹槽的两侧槽壁设有通

电磁块一和通电磁块二，凸块内设有磁铁块，通

电磁块一和通电磁块二实现稳定的周期性得失电

控制过程，从而能够对凸块的运动环境进行进一

步保障。

位于第一筛板下方的筛箱体内设有第二筛

板，从第一筛板筛出的纸浆落至第二筛板上，由

于第二筛板的筛料粒径大于第一筛板，因而从第

一筛板落下的纸浆液体顺利通过第二筛板，最终

第一筛板上筛出的过大粒径原料随着第一筛板的

摆动筛料，下落至第二筛板上进行筛料。

如图1和图4所示，为了提高第一筛板向第二

筛板部分的稳定送料过程，在第一筛板下方设

有一对导料片，能够对第一筛板筛出的大颗粒原

料进行送料导向，使其沿着导料片落至第二筛板

上。第二筛板通过插轴与筛箱体的侧壁活动连

接，筛箱体的侧壁上设有导槽，导槽包括水平滑

槽和卸料斜槽，插轴的两端与导槽滑移连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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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筛箱体内部结构剖视

图2  限位环块与限位环槽部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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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耐磨层位置

图4  导槽部分结构

1—筛箱体  2—进料槽块  3—进料口  4—第一筛板  5—转轴  
6—限位环块  7—限位环槽  8—凸块  9—环形凹槽  10—第二筛
板  11—插轴  12—导槽  13—水平滑槽  14—卸料斜槽  15—液
压推杆  16—通电磁块一  17—通电磁块二  18—磁铁块  19—导
料片  20—耐磨层  21—废料蓄积槽  22—排料口  23—出料口

够实现第二筛板沿导槽路径的位置调整。在导槽

的一侧设有联动液压推杆，液压推杆的顶端与插

轴伸出导槽的一端转动连接，通过联动液压推杆

的作用，能够使得插轴沿导槽运动；当导槽在水

平滑槽部分滑移时，第二筛板能够实现水平位置

的往复平移，从而实现对原料的筛料动作，提高

筛料的充分可靠性。

联动液压推杆在液压系统的控制下，在实现

指定周期水平筛料动作后，保障第二筛板上的原

料充分筛料后，推动插轴沿卸料斜槽滑移，使第

二筛板呈倾斜状态，从而将残留在第二筛板上的

不合格原料进行倾倒。由于反复的滑移摩擦会带

来对导槽的磨损，影响第二筛板的工作状态，在

导槽的内壁设有耐磨层（如图3所示），能够提高

插杆与导槽之间的稳定配合关系。

在筛箱体的底部一侧设有废料蓄积槽，从第

二筛板筛出的不合格原料落至废料蓄积槽内，筛

箱体的侧壁设有与废料蓄积槽联通的排料口，从

而实现废料的排除；在筛箱体远离排料口的一侧

设有出料口，从第一筛板以及第二筛板筛出的合

格原料均从出料口排出，输送至后续纸浆加工工

段。

由于纸浆等原料具有很强的吸附性，易于在

设备内部形成积浆成块，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该筛箱体的内壁设有光滑层，能够保障溅射在光

滑层的纸浆能够沿内壁稳定滑落，从而减小对整

个粗筛装置的工作影响。

有益效果：（1）第一筛板与第二筛板的分层

设置，实现对来料的充分筛出，减小因为筛料不

充分可能带来的原料浪费；（2）第一筛板在转轴

上限位环块与限位环槽的配合作用下，能够实现

稳定的往复摆动，从而进一步提高第一筛板的

筛料效果，保障筛分出的粗砂与纸浆充分分离；

（3）第二筛板在联动液压推杆的作用下，能够实

现稳定的水平筛料以及倾斜卸料，将最终筛出的

不可用粗砂部分输送至废料蓄积槽部分排出。

食品纸托盘的成型加工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886146 A

发明人：王克雷　王克萍

申请人：天津市铁柱纸制品工贸有限公司

作为货物承载设备，传统上托盘使用木材、

塑料以及纸制成。传统的纸质设计通常采用可使

纸托盘的结构更为坚固的蜂巢结构或是瓦楞结

构。随着人们节能环保的认知，用易降解食品纸

生产物件也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纸托盘在生产

过程中，需要将纸浆放置在挤压设备上，进行挤

压成型，多次重复挤压，将纸浆内的水分挤出，制

成纸芯待用。但是目前挤压设备挤压纸浆后，纸

浆容易黏在挤压板上，不易取下进行下一步骤，并

且挤压设备成本较高。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食品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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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成型加工设备。

如图1所示，食品纸托盘的成型加工设备的工

作台上固定连接有挤压桶，且挤压桶的两端贯穿

工作台设置，挤压桶内设有顶升机构，工作台的上

端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支撑架的下端固定连接有

挤压机构；顶升机构包括螺纹孔、顶升板、轴承

和螺纹杆，螺纹孔开设在挤压桶的桶底，顶升板

设置在挤压桶内桶底，轴承镶嵌在顶升板的下端

中心处，螺纹杆的一端固定连接在轴承的内圈壁

上，螺纹杆的另一端依次穿过轴承和螺纹孔并向

挤压桶外延伸，且螺纹杆与螺纹孔螺纹连接；顶

升板的两端通过两个第一限位组件对称连接在挤

压桶的内桶壁上，当纸浆挤压完毕后，对螺纹杆

施加转动力，通过轴承使得螺纹杆的转动不会带

动顶升板转动；随着螺纹杆在螺纹孔内转动，使

得螺纹杆在螺纹孔内旋转上升，带动顶升板向上

运动，使得顶升板的上端与挤压桶的桶口持平，再

通过切刀横向切割纸浆块与顶升板之间的区域，

即可方便地将脱水后的纸浆从挤压桶内取出并进

行下一步骤。

挤压机构包括驱动电机、往复丝杆、丝杆滑

块、传动管和挤压板。驱动电机固定连接在支撑

架的下端中心处，往复丝杆的一端通过联轴器与

驱动电机的输出端相连接，丝杆滑块安装在往复

丝杆上，传动管固定套接在丝杆滑

块上，且传动管的下端与挤压板的

上端中心处相连接。挤压板设置在

往复丝杆的下方，且挤压板设置在

挤压桶的正上方，传动管的外管壁

通过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限位组

件与驱动电机相连接，驱动电机带

动往复丝杆转动。通过第二限位组

件的限位，丝杆滑块会在往复丝杆

上做往复的竖直方向运动。通过传

动管带动挤压板在挤压桶内做竖

直方向的往复运动，对挤压桶内顶

升板上的纸浆进行挤压，降低了生

产所需成本。

第一限位组件包括限位块和限位槽，限位槽

沿竖直方向开设在挤压桶的内桶壁上，限位块的

一端固定连接在顶升板的侧壁上，限位块的另一

端滑动连接在限位槽中。由于限位块只能在限

位槽内做竖直方向的运动，进而对顶升板的运动

方向进行限位。挤压桶的内桶底对称开设有出水

孔，便于排出挤压桶内纸浆被挤压出的水。螺纹

杆远离轴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转动柄，通过转动

柄即可方便的带动螺纹杆转动。

第二限位组件包括限位杆和限位环，限位环

固定连接在传动管的外管壁上，限位杆的一端

固定连接在驱动电机的下端，限位杆远离驱动电

机的一端穿过限位环并向外延伸，且限位环滑动

连接在限位杆上。由于限位环只能在限位杆上滑

动，进而对传动管的运动方向进行限位。

湿浆除沙系统与除沙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878484 A

发明人：袁麟　尹培农　王红旗　吴少河　

夏传志　袁麒　惠岚峰　宋湛谦

申请人：临朐玉龙造纸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湿浆除沙系统，旨在解决现有技术

中湿浆除沙耗费大、效果差的技术问题。

图1  食品纸托盘成型加工设备的结构

1—工作台  2—挤压桶  3—顶升机构  4—螺纹孔  5—顶升板  6—轴承  7—螺纹杆  8—支
撑架  9—挤压机构  10—驱动电机  11—往复丝杆  12—丝杆滑块  13—传动管  14—挤压板  
15—限位块  16—限位槽  17—出水孔  18—转动柄  19—限位杆  20—限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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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除沙系统的斜台宽度为20m，斜

台的两侧设有挡板，斜台的最顶部为平台，用于

堆积原料，斜台的顶部设有物料搬运装置与喷水

装置；物料搬运装置用于将平台上堆积的原料持

续、定量地向下输送，即将成堆的原料匀分出来；

喷水装置用于将原料加水稀释，使得原料变成

浆液，并在重力的作用下持续地沿着斜台向下流

动。

物料搬运装置优选链式输送台，链斗输送

装置、输送带也可实现。链式输送台包括安装架

以及通过链传动机构传动的链带，链带由若干

个链板首尾铰接组成，链板的板面上竖向设有刮

板。在使用时，链带承载的原料在链带移动时，

由刮板持续地推动一定量的原料向前输送，从而

实现原料的批量均匀输送。安装架的底部有支

脚，支脚使得链带的底部与斜台两台面之间存在

5～10cm的间隙，该间隙即为进水通道。喷水装

置包括多个渐扩型喷嘴，沿着斜台的宽度方向排

列，多个渐扩型喷嘴连接高压水源，渐扩型喷嘴

正对进水通道。物料从链带上脱离时，会落入斜

台的水流中，混合形成浆液。

斜台顶部与底部之间的台面上预制四个宽度

为2m、深度为10cm的凹槽，四个凹槽以2.4m的

间隔沿着斜台的宽度方向排列；沉沙盘安装在凹

槽内，沉沙盘包括底板以及焊接在底板上的多个

平行间隔设置的斜挡板，斜挡板设有5个，斜挡板

与底板的宽度均为2m，5个斜挡板为45°焊接在

底板上，相邻两个斜挡板的间距为10cm，斜挡板

的顶部距离底板的间距为8cm。相邻两个斜挡板

之间形成沉沙腔，浆液在经过挡板时，浆液中的

沙子因为自身密度大于水，从而沉入沉沙腔内，

从而实现沉沙功能。斜挡板上设有把手，方便作

业人员搬运。

斜台的底部连通有卸浆池，沉沙后的浆液最

终流入到卸浆池中。卸浆池内设有加水组件以及

搅拌装置，卸浆池为顶部开口的池体，原料通过

方池体的顶部开口进入池中。池体上设有进水端

口与出浆端口，进水端口与出浆端口分别设于池

体的宽度方向的两相对侧壁上，进水端口通过带

泵管道连接水源，用于向池体内供水，出浆端口

用于输送出搅拌好的湿浆，同时还具有排污的功

能。进水端口位于池体的上部，出浆端口位于池

体的下部，且距离池体的底部为5～10cm，避免沉

积在池底的沙子与湿浆的混合物进入到下一个工

序。

池体的出料端口连接输料管道的一端口，输

料管道的另一端口连接除渣器的进料口，除渣器

优选重质除渣器，重质除渣器的出料口连接筛洗

装置。输料管道上安装有增压泵，输料管道上设

有第一支管，第一支管连接白水储槽，通过第一

支管将白水储槽中的白水加入到输料管道中，来

完成湿浆的进一步稀释；稀释后的湿浆由增压

泵抽入到重质除渣器中，重质除渣器通过加入除

渣剂，并通过离心分离，将湿浆中包括沙子在内

的重质杂质去除；去除后的浆液进入到筛洗装置

中。当然，增压泵也可以由普通水泵代替。

筛洗装置的缝筛板倾斜设置，缝筛板的底部

连接在成品储槽上，缝筛板的上方设计有喷淋

装置。浆液沿着缝筛板向下输送的过程中，持续

地将水与除沙剂析出，喷淋装置会及时地补充白

水，最终得到成品湿浆。成品湿浆进入成品储槽

后参与造纸工序。

输料管道还连接第二支管，第二支管连接在

静置池的中上位置，第二支管上安装有水泵。卸浆

图1  湿浆除沙系统

1—运输车  2—斜台  3—喷水装置  4—物料搬运装置  5—沉沙
盘  6—卸浆池  7—搅拌装置  8—出浆端口  9—输料管道  10—
第一支管  11—白水储槽  12—第二支管  13—静置池  14—水泵  
15—增压泵  16—除渣器  17—筛洗装置  18—喷淋装置  19—缝
筛板  20—成品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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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在清洗时，通过控制阀门，使得输料管道与第

二支管连通，输料管道与第一支管以及增压泵断

开，通过加水组件向卸浆池加水与清洗剂，搅拌

装置启动，实现卸浆池的清洗，或者人工深度清

洗。清洗后的污水由水泵抽入到静置池静置沉淀

处理。

具体步骤：（1）卸料：运输车以侧翻斗方式

将原料卸载至斜台的顶部，卸料完成后引出静置

池的水清洗车斗，清洗完成后的废水回流至静置

池；（2）沉沙：控制物料搬运装置定量向下输送，

同时启动喷水装置，并且准确控制水流量以及物

料输送量，使得水流高度为10～30cm，使得原料

与水汇集成可流动浆液在经过沉沙盘后进入卸

浆池，浆液流速控制在0.05～0.1m/s；（3）第一

次稀释：向搅拌池中定量加水，开启搅拌装置进

行搅拌，搅拌时间约为1.5～3h，形成均匀的悬浊

液，控制浆液的浓度为2.5%～3%；（4）第二次稀

释：第一次稀释后的浆液进入输送管道后，通过

第一支管定量加入白水稀释浆液，稀释后的浆液

浓度为0.75%～1%；（5）除渣：第二次稀释后的浆

液进入重质除渣器除渣，加入除渣剂，通过离心

分离出杂质；（6）筛洗：除渣后的浆液进入筛洗

装置，由筛洗装置析出浆液中的液体，通过选取

缝筛板的规格，使得浆液到达喷淋装置下方时，

原溶液析出90%以上，通过喷淋装置补充白水，

筛洗后的成品浆液浓度为4%～4.5%。

优选地，第一步中运输车的车斗内置帆布内

衬，车斗的顶部设有蓬盖，蓬盖与内衬拉合连接，

杜绝运输过程中对原料造成的污染；车斗上设有

振动装置，提高卸货效率。运输车卸货后，将静置

池中静置后的上层水通过水泵抽出清洗运输车，

清洗后的水疏导回流到静置池，实现水的反复利

用。

若 将 浆 液 第 二 次 稀 释 的 浓 度 控 制 在

0.5%～0.75%，优选采用轻质除渣器对浆液进行

除渣。

有益效果：该除沙系统沿着工序进行方向依

次包括斜台、卸浆池、除渣器、筛洗装置。斜台的

顶部设有物料搬运装置与喷水装置，斜台的底部

连通有卸浆池，斜台的中间部分设有沉沙装置，

卸浆池内设有加水组件以及搅拌装置，卸浆池通

过输料管道连接除渣器的进料口，除渣器的出料

口连接有筛洗装置，输料管道上安装有增压泵，

输料管道上设有第一支管，第一支管连接白水储

槽。湿浆原料在物料搬运装置与喷水装置的共同

作用下形成均匀浆液，经过沉沙装置实现第一次

沉沙处理，处理后的浆液进入卸浆池通过加水组

件与搅拌组件实现第一次稀释，稀释后的浆液通

过第二支管引入的白水进行第二次稀释，二次稀

释后的浆液再通过除渣器深度除沙，最后通过筛

洗装置将原溶液析去，再加入白水形成预定浓度

的浆液。整个过程中，湿浆原料经过3次有效地

除沙，大大提升了湿浆除沙效果；另一方面，该湿

浆除沙系统还将湿浆稀释工艺以及白水的再利用

工艺进行了有效地结合，使得成品即为合格浓度

的浆液，白水的再利用有效地降低了水资源的浪

费。

由于输料管道上设有第二支管，第二支管连

接有静置池，废水通过第二支管进入静置池静置

处理，从而实现卸浆池清洗的便捷性，并且提高

了清洗用水的高效利用。

由于缝筛板倾斜设置，浆液通过缝筛板流动

的过程中可以将原溶液快速析出。缝筛板的上方

设计有喷淋装置，喷淋装置连接于白水储槽，通

过喷淋装置喷淋白水对湿浆配制成合格浓度的浆

液。

综上所述，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湿浆除

沙耗费大、效果差的技术问题，实现了湿浆物料

在预处理过程中的多级高效除沙，提升了除沙效

果，并且除沙过程中还完成湿浆合格浆液的预

制以及造纸副产物白水的再利用，简化了生产工

艺，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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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安德里茨中国佛山制造中心顺利产出
首台PrimeDry钢制烘缸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2020年4月，安德里

茨中国佛山制造中心顺利为北美项目生产了一台

PrimeDry钢制烘缸。此次出厂的这台钢制烘缸，直

径为1833mm，壳体长度为9825mm，为钢制烘缸生

产的最大规格，也是安德里茨在佛山出厂的首台钢

制烘缸。

近年来，无论是改造还是新产线项目，钢制

烘缸在箱纸板市场上越来越受青睐。安德里茨

PrimeDry钢制烘缸,对比起铸铁烘缸，在能耗、干

燥效率和安全性能等方面都有更出色的表现（表

1）。目前，安德里茨已在全球生产和安装超过200

台钢制烘缸，其中壳体长度超过6m以上的卫生纸

机、光泽纸机钢制烘缸超过60个，壳体长度9.6m

以上的钢制烘缸70多个，在大型钢制烘缸的生产

和应用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术经验。安德里茨

PrimeDry钢制烘缸，可根据客户的选择，遵照美国

ASME、欧洲AD2000、中国GB150压力容器的任一

标准制造，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早在20世纪50年代，安德里茨已经开始生产纸

板机设备，通过不断发展壮大，现为全球纸板机生

产设备的领先供应商之一。安德里茨可提供从备木

到成品纸的全线生产设备，包括制浆设备、回收纤

维处理、备浆系统、流送系统，可生产纸板和特种

纸的纸机、泵、自动化系统以及纸机备件。

安德里茨中国佛山生产基地，自2004年起逐年

投资新建，如今车间总面积已超过6万m2，成为全

球配备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制造中心之一。而本次

佛山制造中心首次成功出产媲美欧洲质量标准的钢

制烘缸，印证了佛山制造中心精湛的制造技术和过

硬的质量管理水平。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安德里

茨中国，致力为本土及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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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安德里茨PrimeDry钢制烘缸的优势

材料的强度和弹性

烘缸重量

热传递系数

节约能耗

有效干燥面拓宽

特点

+++

+

++

++

++

钢制对比铸铁

提高约40%

降低约20%

提高10%

取决于工艺设计

每侧约150mm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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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疫情，美国纸企Seaman Paper推出
触摸隔离纸巾，减少公共场所表面接触 

本刊讯（Seam a n Pa p e r 消息) 为应对病毒

传播，美国纸企Seaman Pap er推出了一种新

的纸品——High-Touch隔离纸巾（Bar r i e r 

Tis sue），旨在帮助人们减少手与外界的直接接

触。这种纸巾符合FDA标准，取抓即用，有500张

和1000张两种包装，可作为手和公共场所频繁接

触表面之间的屏障。纸巾有两种尺寸（6"×10.75"

和8"×10.75"），可在加油站、杂货店/便利店或任

何地方向顾客发放，或者其他具有多人接触表面的

场所发放。

Seaman Paper负责人Jamie Jones表示：

“在疫情期间，我们很高兴能够带来一种创新的

解决方案，保证大家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在防护手

套需求量很大的情况下，我们的触摸隔离纸巾是一

种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纸质替代品，同时也有助于

确保医疗人员和其他急救人员能够获得重要的手

套用品。”

Seaman Paper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加德纳市

（Gardner, Massachusetts），是全球领先的轻

质特种卫生纸制造商，该家族企业自1946年以来

一直在马萨诸塞州从事造纸业务。

BTG帮助多家纸厂启动新一代扬克缸性
能监测系统  

本刊讯（BTG 消息) 去年，BTG推出了新一代

扬克缸性能监测系统（称为VigilancePRO），目前

已经在全球20多家纸厂安装使用，尽管目前全球

仍处于疫情关键期，但BTG并未放缓该系统在全

球纸厂的安装启动步伐，采取多元措施保证业务

的连续性。

近期，BTG帮助瑞典和法国某纸厂远程配置

了VigilancePRO扬克缸性能监测系统。此外，还

利用该系统内置的远程访问功能，举办了一次操作

人员远程培训研讨会，帮助纸厂工作人员尽快熟悉

系统功能。

Vigi lancePRO系统使用先进的数据历史记

录器收集和显示关键数据，并具有独特的实时数

据功能。此外，还可以从蒸汽和冷凝系统中收集数

据，为操作人员和工程师排除故障提供支撑。 

福伊特新型TwinDrive双驱动双开卷机
显著提升纸厂工作效率  

本刊讯（Vo i th 消息) 近日，福伊特推出了卷

取系列新产品——TwinDr ive双驱动双开卷机

（TwinDrive double unwind），可以显著提高

纸机卷取能力。

该系统专门针对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有最严格

效率要求的纸厂。此前，福伊特曾推出了VariFlex

高性能卷取机（设定更换时间小于2 5秒）和

SmoothRun减振系统，这次的TwinDrive是对这

类产品组合的补充，以满足纸厂产能提升的要求

以及客户的需要。

与传统的开卷系统相比，新的TwinDrive双

开卷系统使卷取能力提高了20%。该系统设定了额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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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开卷位置，可以实现母卷全自动更换。在传统

的开卷系统中，换卷过程中停机时间较长，限制了

纸机的卷取能力。而TwinDrive的全自动系统消

除了停机时间，从而显著提高了效率和生产率。

根据客户的要求，纸幅自动与FlyingSplice或

ButtSplice系统连接，显著缩减了工作时间，提高

了生产效率。根据生产条件的不同，卷取机还可以

处理更多的母卷。

福伊特造纸产品经理Matthias Wohlfahrt

也表示，新的TwinDrive双开卷机最大的特色就

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工厂整体受益。特别是在纸

厂现有的卷取设备达到瓶颈、产能无法继续突破

时，它为纸厂提供了新的选择。

新的双开卷机组装和安装时间短。该系统在

交货前进行了全面测试，安装之前已经分为三大整

体单元，有利于减少现场组装时间，启动时间快，

高效的流程对于新纸机以及现有系统的升级换代

十分重要。凭借完善而稳定的设计，TwinDr ive 

有效保证了纸机卷取质量，提高了综合效益。

为了便于操作、保证安全，TwinDrive双开卷

机控制理念直观、操作方便，可以实现母卷全自动

更换，因此在换辊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干预，努力将

人为故障降到最低，既提高了工作便捷性，也提高

了工厂安全水平。

ABB推出新一代L&W Autoline自动化纸
张检测系统

本刊讯（ABB 消息) 4月28日，ABB宣布推出

增强型L&W Autol ine自动化纸张检测系统，该

系统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实验室条件，对于刚

开始适应自动化测试的用户来说，操作起来非常

方便。该系统快速、准确，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营成

本，此外，还可以提供严格的质量控制信息，比人

工检测速度快10倍。

L&W Autoline自动化纸张检测系统采用了

独特的可视化触摸屏界面，操作简单直观，只需简

单培训即可掌握使用方法。

其他功能还包括：具有流畅、可靠的进料系

统，样本管理更严谨，最大限度减少堵塞；独特的

双测试功能，可同时进行测试，减少排队时间；大

容量信息存储，可识别样本质量变化趋势；真正实

时可视化，可直接向设备上的操作人员和整个工厂

提供反馈。

此外，该系统覆盖了从样品准备到最终检测报

告的整个流程，大大降低了对人工测试的依赖性，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降低了质量控制成本。

“我们此次推出的L&W Autoline自动化造

纸测试解决方案在纸厂数字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可以帮助纸厂实现更快、更智能的决策

和流程调整，有了这个系统，客户可以在更短的时

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适合各种操作条件。”ABB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福伊特新型TwinDrive双驱动开卷机可将纸厂卷取能力提高20%

福伊特TwinDrive全自动化流程有助于消除在母卷更换时的停
机时间，从而显著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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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实验室和流程测试测量负责人P e r 

Sandstrom介绍说。

该系统能够快速收集信息，可以实现全年365

天、全天候的工艺流程调整，本地和远程操作人员

和工程技术人员可即时获得可视化信息，最终确

保生产目标和质量规范。

根据客户的需求差异，L&W Autol ine自动

化纸张检测系统具有两种不同规格：其中L&W 

Autoline S系统占地面积更小，适合小型造纸厂

和刚刚开始进行自动化测试的工厂；其次，L&W 

Autoline L是一款更大的设备，可满足更广泛的

测试要求。

L&W Autoline属于ABB Ability质量管理

系统（QMS）的分支产品，是ABB为优化纸张质量

而推出的新技术。

因地制宜，美国纸企Mohawk Fine 
Papers推出大麻、秸秆和再生棉纤维为
原料的文化纸和信封纸 

本刊讯（Mohawk 消息) 4月22日，在第50个国

际地球日之际，北美最大的私营文化纸、信封和特

种印刷材料企业Mohawk Fine Papers本着环保

与关爱地球的原则，推出了全新的文化纸组合，即

以大麻、秸秆和再生棉纤维为原料的文化纸和信

封纸。

Mohawk主要选择的纤维都是来自一年生作

物，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再生。通过使用那

些本来可以被处理掉的废料，重新发现传统材料

的价值，减少浪费和污染。

大麻原产亚洲和近东，早在史前，中国、波斯

及近东地区就会利用大麻纤维，日本最早用作纺

织原料的纤维就是大麻，一些地中海国家尤其意

大利,为了取得大麻纤维，在公元前就栽培大麻，

并由此传遍欧洲。而在美国，在殖民时代早期开始

栽培大麻，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一种农业主食之

一，广泛用于制造纸张、织物、绳索，随后在20世

纪30年代被取缔。如今在美国，大麻产业正在迅速

恢复和发展，大麻种植业也随之恢复发展。但其加

工的基础设施仍处于起步阶段。Mohawk公司希

望恢复大麻造纸的传统，让这种传统作物发挥出

新的生机。

Mohawk再生麻纸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清

洁”白、“纤维”白和天然绿。三种颜色的纸张都含

有30%的麻纤维，其次是废纸纤维和原生纤维。

秸秆是小麦种植业的副产品，通常作为废弃

物处理。每年都有大量秸秆被燃烧，造成二氧化

碳超量排放和土壤侵蚀。Mohawk公司使用的原

料就是哥伦比亚纸浆公司在华盛顿州东部收割的

秸秆，将麦草纤维加工成纸浆，与一定量的木浆混

合后生产文化纸。

Mohawk使用秸秆制成的文化纸包括“丰收”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最大型号L&W Autoline L设备具有13个检测单元

系统采用了独特的可视化触摸屏界面，操作简单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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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

→

秸秆

回收废棉

→

白和“小麦”金两种颜色，每张纸包含30%的秸秆

纤维。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存在使用回收棉纺织

品造纸的历史。事实上，在木浆成为造纸主流原料

之前，棉纤维是主要的造纸原料之一。棉纤维坚韧

但柔软，可以制造出颜值较高的纸张。

Mohawk使用的回收棉纤维除了废旧棉花外，

主要来源于白色T恤和蓝粗棉布。通过充分利用这

些废弃材料作为新的纸浆来源，减轻了垃圾填埋

场的压力。回收棉纤维制成的纸张共两种颜色：一

种是“T恤”白，采用未漂白白色和纯色棉纺织废

品为原料制成；一种是牛仔蓝，采用30%蓝粗布线

和70%纯棉T恤面料为原料制成。

Mohawk公司成立于1931年，是北美最大

的私营文化纸和信封制造商。Mohawk生产的

文化纸和信封包括Mohawk Sup e r f i n e ®和

St r a t hmor e ®等主打品牌，以及Inxwe l l®和

i-Tone®等特色产品。Mohawk还是美国首家尝

试使用100%风能发电的印刷纸企业，也是美国第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一家在生产过程中达到碳中和的纸厂。Mohawk

的许多回收纸和原生纸都获得了绿色印记和森林

管理委员会（FSC）的认证。Mohawk公司是一家

第四代家族企业，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科霍斯市

（Cohoes, New York），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

售和运营，业务遍及北美、欧洲和亚洲。

维美德将为Metsä集团的芬兰Kemi生物
制品厂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本刊讯（Valmet 消息) 当地时间4月29日，维美

德宣布与Metsä Fibre（Metsä集团旗下公司）签

署初期合作协议，将为芬兰的Kemi生物制品厂提

供涵盖所有主要工艺和自动化系统的关键技术。

最终协议的达成还要取决于Metsä Fibre的
投资决定。据悉，Metsä Fibre已于今年1月份如期

完成了芬兰 Kemi生物制品厂第一阶段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筹备工作于4月初开始，前期工作结束之

后，将马上开始施工建设，预计将于2020年秋季完

成准备工作。

据计划，新的生物制品厂的年产浆能力将达

到150万吨，此外还将生产各种其他生物制品，新

工厂计划于2023年开始生产。

维美德与Metsä Fibre订单总价值约为3.5～4

亿欧元，其中包括维美德提供的各种核心技术设

备。根据初步协议，维美德将为整个生产流程提供

技术支持，包括从木材处理到制浆环节，工厂将采

用领先的工艺技术和最先进的自动化系统，还包

括维美德工业互联网产品，为现场提供远程专家

支持。此外，该项目还将包括对现有纸浆厂进行小

规模改造。此外，通过水洗压榨技术，帮助工厂有

效控制废水和COD（化学需氧量）水平。

总而言之，维美德将在工程、采购、供应和施

工管理，包括木材处理、蒸煮和纸浆生产线、纸

浆干燥和打包、不凝性气体（NCG）处理方案、蒸

发、回收锅炉、再煅烧、石灰窑、生物质烘干机和气

化炉等各个环节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此外，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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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T开发的这种包装材料用途较广，基本能

够代替塑料的用途，由于具有热塑性，所以这种材

料与塑料一样，也可以制成包装膜等类塑料产品，

该材料的潜在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材料特性，VTT下一步

计划是大批量生产这种热塑性纤维素材料，从而

验证该材料在实际应用条件下的属性与功能。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 Techn ica 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成立于1942年，

是北欧地区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其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应用材料、数字信息系统、电子和通讯业、

机械和汽车、生物技术、制药等。

英国Frugalpac公司可回收纸杯Frugal 
Cup：碳足迹比传统纸杯降低60%，开
启行业先河

本刊讯（Fruga l p a c 消息) 4月22日发布的一

项突破性研究显示，全球首款由再生纸制成的可

回收纸杯--英国Frugalpac公司制造的Frugal 

Cu p，其碳足迹比传统纸杯（c onv e n t i o n a l 

cup）和可堆肥纸杯（compostable cup）的碳足

迹低60%，水足迹低74%，如果全部使用该纸杯，

预计每年可节约两亿棵树和2150亿升水。

该研究由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品测试、检

验和认证公司之一Inter tek完成，Inter tek检测

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一次性纸杯的生产、使用和处

置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从种树、造纸、内膜塑料

生产、运输、杯套制造、交付、废弃物处理等整个

供应链。

研究发现，由于传统纸杯、涂布纸杯和可堆

肥纸杯都是用原生纤维制成，生产一个传统一次

性纸杯需要0.58升水、碳足迹高达60.9克二氧化

碳。这就意味着，每年在英国生产超过25亿个纸

杯需要使用14.5亿升水和103万棵树，而在全球

范围内，每年生产5000亿个纸杯需要使用2900

亿升的水和2.063亿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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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配套的硫酸工厂及动力锅炉的改造，一体化

硫酸厂将利用工厂废气生产硫酸。

自动化系统主要包括Va l m e t  DNA控制

系统、工厂信息管理系统、先进的过程控制

（APC）、分析仪和在线测量系统，以及纸浆烘干

机专用系统等。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可以帮助模拟和

优化工艺流程，以及建立与维美德性能中心的有

效连接。

芬兰VTT技术研究中心利用木质纤维素
为原料，研发类似塑料的包装材料

本刊讯（VTT 消息) 随着各国塑料政策逐渐

收紧，不少消费者和企业对由木材等可再生材料

制成的环保、可回收的包装越来越感兴趣。芬兰

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利用纤维素和脂肪酸这两

种完全可再生的物质，开发出了一种可用于食品包

装的材料，由于其具有热塑性，所以看起来与塑料

十分类似。目前，VTT正在与Arla Foods、Paulig

和Wipak进行合作研发。

纤维素是最丰富的天然聚合物，氢键的存在

使其具有很大的强度。在不影响自然属性的前提

下，VTT以可控的方式调整了纤维素的摩尔质量，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化学处理，最终获得了这种热

塑性纤维素材料。

VTT热塑性纤维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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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统计可得，在英国，25亿个纸杯被填埋

的碳足迹甚至超过15.2万吨，相当于约33300辆

汽车行驶一年的排放量。在全球范围内，5000亿

个杯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3040万吨，相当于

为5155366个家庭（例如巴黎整个城市）提供电

力所产生的碳足迹。

Frugal Cup可回收纸杯由96%的再生纸和

4%食品级PE内衬制成，不含任何防水化学品。分

析显示，如果英国全部改用Frugal Cup可回收

纸杯，每年使用超过25亿个纸杯，每年可节省约

90315吨二氧化碳，这就相当于：减少19502辆汽

车的行驶里程；为115亿部智能手机充电，足够给

全球所有智能手机充电3次以上；为15291个家庭

提供一年的电力供应。

如果将全球消耗的5000亿个传统纸杯换成

Frugal Cup可回收纸杯，可以节省1800多万吨

二氧化碳，相当于4200万桶石油的碳排放量，汽

车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行驶180万次，或为3058173

个家庭提供一年的电力--这比苏格兰、丹麦或

芬兰等国家全国使用的电力还多。

接下来，Int e r t ek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与传

统纸杯、涂层纸杯和可堆肥纸杯相比，Fruga l 

Cup可回收纸杯在回收、焚烧和填埋环节的优

势。

研究发现，如果直接焚烧或填埋，传统纸杯

碳足迹最高；如果所有纸杯都直接填埋，传统纸

杯的碳足迹最高，为60.9克二氧化碳，其次是可

堆肥纸杯51.6克、涂布纸杯51.1克，而Fruga l 

Cup可回收纸杯只有24.7克；综合计算可得，可

回收纸杯碳足迹比传统纸杯低60%，比可堆肥纸

杯低52%，比涂布杯低51%。

而如果所有的杯子都被回收使用，如果英国

只有一家专门工厂处理回收的纸杯，另外两家工

厂专门回收纸杯，那么综合计算可得，可堆肥纸

杯的碳足迹最高，为31.7克，其次是传统纸杯，为

31.5克，涂布纸杯为31.0克，Frugal Cup可回收

纸杯仅为22.4克。

如果将所有的纸杯都焚烧处理，传统纸杯的

碳足迹最高，为33.1克，涂布杯为31.9克，可堆肥

杯为31.5克，而可回收纸杯只有26.2克。

因此，从以上三种方式的计算数据可以看

出，无论采用填埋、焚烧、回收何种方式处理纸

杯，可回收纸杯的碳足迹都是最低的，也就是

说，即使在回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将可回

收纸杯直接填埋或焚烧，其碳足迹也仍然优于其

他几种纸杯。

2 0 1 7 年，英 国 下议 院 环 境 审 计 委员会

（Hou s e  o f  Common s  Env i r onment a l 

Audit Committee）的“一次性包装纸杯”报告

发现，在英国每年消费的25亿多个咖啡杯中，只

有400个杯子真正得到了回收利用，绝大部分直

接被填埋。调查发现，英国只有一个专门的回收

厂和53个工业堆肥设施可以处理纸杯，相对于庞

大的纸杯市场而言回收所需的基础设施明显不

足。

Frugal Cup可回收纸纸杯外层使用可回收

纸板（96%），内层使用食品级PE内膜（4%），回

收更加便捷，目前已经成为唯一可以通过英国标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再生纤维纸杯Frugal Cup：外层可回收纸板（96%），内
层可回收食品级PE材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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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收设施回收利用的纸杯。

随着限塑令和欧盟可持续发展指标日趋严

格，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建议政府设定一个目标，

即到2023年，使所有丢弃的一次性纸杯得到回收，

在一次性回收纸杯的设计方面制定统一的标准。

目前，Frugal Cup可回收纸杯已经在英国各

地的独立咖啡店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等大学中

使用。

西门子发布全新智能定位系统软件

本刊讯（西门子 消息)  西门子推出全新

“Loc at ion I nt e l l i g e n c e”软件，用于扩展 

Simatic RTLS（实时定位系统）定位平台，体现

了数字化双胞胎应用特色。该款基于Web的软件，

可实现对动态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事件处理，以

及直接从本地ERP（企业资源计划）或MES（制造

执行系统）进行数据关联。同时，该软件也可基于

位置数据帮助用户全方位了解物料流转、订单信息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或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区域。

电子标签可关联到现有订单数据，系统会根据工序

步骤和订单状态，将订单信息显示在SIMATIC RTLS 

ePaper电子标签上，从而为客户提供无纸化解决方案。

客户还可通过Location Intelligence实时追踪某个具

体工件或整个订单的信息。输入订单ID后，关联的电子

标签的实时位置即会显示在客户面前。

这一全新技术实现的生产过程透明化管理，可使生

产和物流流程得以进一步优化。被称为“地理围栏”的

虚拟定义区域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用户通过拖放功

能即可在软件中创建“地理围栏”，并实现对进入和离

开这些指定区域情况的监测，以及对相关进入和离开

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可视化管理或触发其它操作。

此外，位置和业务信息的整合实现了流程的透明

化，由于所有相关对象的位置都可以在各类终端设备上

实时可视，因而大大降低了搜索耗时。使用“地理围栏”

技术，可以轻松避免生产排程的瓶颈或偏差。同时，用

户还可通过这些实时分析，挖掘工厂中尚未开发的产能

潜力，并为快速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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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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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广3



单广4



单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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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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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