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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造纸干燥部的革新中，多通道烘缸是一种创新的

设计理念。本文介绍了多通道烘缸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

式，综述了小通道在散热研究中的三个研究重点：换热系数、

流型变化和压降。探讨了截面变化在通道凝结换热中的重要

作用，指出了利用通道截面形状变化可以提高换热系数。从实

验、理论和加工三个方面对不同截面形状通道内气液两相流

的研究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多通道烘缸；凝结换热；截面形状；流型；压降

Abstract: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per dryer section, the 
multi-channel dryer is an innovative design concep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working methods of the multi-
channel dryer. Then the three focus points of small channels in 
heat dissipation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including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low pattern change and pressure drop. In additi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oss-sectional changes in channel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was discussed,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use 
of channel cross-sectional shape changes can improve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The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gas-liquid two-phase f low in channels with different cross-
sectional shapes were prospected from experimental, theoretical 
and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aspects.
Key words: multi-channel dryer;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section shape; flow pattern; pressure drop

多通道烘缸通道截面变化的凝结换热研究综述
⊙ 董岩  董继先  乔丽洁

（陕西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

A Review on Research Progress of Condensation Heat Transfer 
for Multi-Channel Dryer with Change of Channel Cross Section
⊙ Dong Yan, Dong Jixian, Qiao Lijie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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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ANL）[1]

设计了一种夹层多通道烘缸，如图1。这种烘缸的设计

思路是取消原烘缸的排水装置，而将排水设计转移到

烘缸壁上。在烘缸壁上加工均匀排布的轴向通道，并在

通道上开设小口。工作机理是将蒸汽从进汽通道通入，

通入的蒸汽由于通道设计将会被限制在固定通道内流

动并进行凝结放热。此时形成的冷凝水将会进入烘缸

壁上的通道，加上后续蒸汽的不断推进，烘缸内部会产

生压力差，产生的冷凝水则在压力差作用下从通道中排

出。整个过程都被限制在设计好的通道中进行，不会产

生积水现象。因为所有通道是均匀加工排布，ANL选取

了单一通道进行了管内凝结特性研究。结果显示：与传

统烘缸相比，新型烘缸的传热系数比原先增大了7倍，

是无扰流棒的20倍。董继先[2]基于ANL的设计，重新进

行创新改良，设计出一种新型无虹吸管多通道烘缸，其

结构如图2所示。其设计与ANL相同之处是同样在烘缸

内壁设置细小通道，而与ANL的不同之处在于通道的

开设方式不再是按照原来沿着轴向排列，改为与轴向形

成一定角度斜向分布，通道的倾斜导致冷凝水在重力和

旋转惯性力的作用下加速排出，同时保留了原有设计的

优势。在当前阶段，针对多通道烘缸研究的较少，且大

都集中在结构设计和尺寸优化方面，而对不同截面通道

影响的探讨极为匮乏。      

提高换热系数，及时并且高效地将高热流密度的

热量传递出去已引发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研究。对

于通道凝结换热的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获得高效率换热设备，提高工业效率。鲁剑啸[3]通

过实验得出：利用通道凝结换热的传热系数是传统烘

缸的20倍，有扰流棒的7倍，传热改善十分明显，极大

提高了换热能力。da Ｒiv a等[4]在半径为1 mm的小通

道内对制冷剂Ｒ134a的凝结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

究结果显示，在截面形状为圆形时其换热系数小于截

面形状为矩形的通道。王勋等[5]搭建了微通道传热研究

平台，对通道中制冷剂R134a的传热变化特性开展了研

究。最后研究结论认为，质量流速、微通道尺寸的变化

是造成传热变化的关键因素。杨英英等[6]设计了一种内

径为2 mm的水平光滑圆管，利用可视化手段，观测R32

图1  新型多通道烘缸工作原理

图2  通道内凝结换热

工质在管内的凝结换热流型。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工质

在圆管中相变时随着两相截面剪切力以及流量的增大，

凝结过程中流型会发生显著变化。流型为环状流的区

域显著增加，且环波状流型转变为间歇流的现象发生

推迟。但目前研究成果对通道换热机理没有一个明确的

定论，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截

面形状、流型观测以及压降参数。研究表明，不同的截

面形状对于通道的传热是不同的，甚至相差甚大，这一

差异使众多研究者对于截面变化的讨论日趋深入。凝结

过程的换热效率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通道的截面

形状、结构尺寸、流体性质、压降等。针对不同的换热需

求对通道凝结换热的多角度研究并进行结构尺寸优化

是未来研究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对于通道换热的研究尤为广泛，大致可以

分为微通道、小通道、大通道三种类型，众多研究者进

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于三种通道的界定当下还没有一个

公认定论，目前采用众多的划分原则是KANDLI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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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通过水力直径的计算来划分，水力直径d_h在10

～200μm范围为微通道，d_h在200μm～200 mm范围

为小通道，之上为大通道。

本文旨在多通道烘缸的理论研究中为更好了解截

面变化对通道换热机理研究作出展望。主要针对通道

凝结换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讨论与研究，分析现阶

段通道换热研究现状和研究方向。在通道换热研究中，

针对微通道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这就只局限于在微

结构零件上，针对大型设备，尚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对

于通道的凝结换热，应考虑对于微通道研究上已取得

的成果是否适用其他种类通道，进而为多通道烘缸的

理论研究提供更充分的指导。

1  通道截面形状对换热的影响

近几年众多研究人员对通道的换热研究发现，不

同工况下通道设计改变会明显改善通道的热传递效

率。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利用通道的这一优化设计会比

原先常规设计提高2～3个数量级[7-8]，其中，尤其对于不

同通道截面形状的传热效应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目前

在众多研究中重点考虑到的截面形状有矩形、梯形、三

角形和圆形等。通过实验，从理论上将通道的优异效应

与实际应用结合，来获取更高效的设备。研究人员进行

了众多情况下的探索，实验原理基本都是只控制通道模

型变化，其余因素不变。其结构如图3所示。基本原理

是在一块加工好的金属板上开设两个设计好的通道，

一边通入蒸汽，另一边通入冷却水来代替吸热因素，并

且在通道中安置测温元件以及压降测量装置并记录数

据。并且可以根据截面需求设计不同的通道形状，进行

多种实验。整体实验装置见图4。

杨琸之[9]将实验条件保证在蒸汽质量流速相同前

提下，对比了蒸汽在通道截面形状为矩形和梯形时的凝

结特性。研究发现，在截面形状为矩形时的凝结传热系

数要高于截面形状为梯形时。李娟[10]选取了甲烷作为相

变介质，并针对气态甲烷在矩形、半圆形与三角形截面

形状下的冷凝传热过程进行了数值分析，其结果显示在

保证质量流速一定的情况下，截面形状为三角形时凝结

换热系数更大。L i u等[11]进行了圆形通道和方形通道内

R152a的冷凝换热阻力特性实验。研究得出，当工质饱

和温度升高时其换热系数呈下降趋势，同时也得出了方

形通道传热效果要优于圆形通道。贾文华等[12]通过数值

模拟，对比了蒸汽在正方形、三角形、圆形管内冷凝凝

结换热，得出在不同当量直径和流速下，正方形管内冷

凝换热系数始终最大。一系列研究表明，对于变截面形

状带来的换热效应变化明显。研究者还发现，即使在同

一截面形状情况下，截面的参数，包括高宽比、角度等

也会产生影响。Shin等[13]的研究结果显示，凝结换热系

数与通道半径关系密切，经过实验结果分析可知，半径

增大时会对通道中的凝结换热有增强作用。严彦[14]对通

道高宽比的研究发现，通道的高宽比小，亦即呈现扁平

状时，传热性能要优于高宽比值较大的狭长通道，但在

扁平通道中沿程阻力要大得多。研究表明，选择高宽比

为1∶3时的通道测得的冷凝换热系数较高，具有良好的

综合性能。Wan g等[15-16]对于内径为0.5～5.0 mm的水

平通道膜状凝结建立了一种理论数值模型，在此模型基

础之上，设计了两种截面形状不同的通道，研究了工质

为R134a、R22a和R410a的凝结相变。实验结果与该模

图3  实验段几何图

图4  实验装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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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两种典型水平管内凝结过程流型变化

型预测的凝结换热和液膜分布相对比，能够很好地相

符合。研究又发现在尖锐截面形状下凝结液首次出现在

拐角处，且此处的换热系数较小。

在通道凝结换热研究中，越来越多研究者注意到

了截面形状变化带来的影响并进行了许多探索研究：包

括通道的截面形状以及截面的尺寸设计。选择和改进合

适的通道设计应用到工程实际中，为探究最优化的通道

结构，为两相流在梯形内流动换热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与研究方向。

2  通道截面形状对流型的影响

自通道的有效换热效应发现以来，众多研究者对

于通道内的凝结现象也进行了许多研究，研究发现通道

内气液两相流型的变化也显著影响着凝结传热和两相

流压降特性。因此，对通道中换热过程中的相变进行流

型研究，观测凝结过程中的流型变化以及分析两相流

型间相互转换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两相流动现象

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业生产中广泛存在，两相流动介质的

分布状况，在通道中相变流型的变化转换对于设备传

热工质以及两相流压降有着显著影响，而不同的截面变

化又会深刻影响流型的相变。因此，在多通道烘缸中探

索适合的截面形状寻求最优的换热流型十分必要，同时

流型变化对于准确测量流动参数以及对流动特性的把

握也至关重要。

在水平管道的凝结研究中，以蒸汽凝结现象为例，

其流型变化过程如图5。在进入通道的起始阶段蒸汽具

有较大的质量流速，此时刚进入的蒸汽在入口处形成

的流型主要以环状流或雾状流为主，蒸汽继续推进，继

续进行凝结换热，此时通道中蒸汽流速减缓，蒸汽的干

度随着下降，此时通道内呈现的半环状流或波状流成

为主要的两相流型。随着蒸汽在水平管道内的持续前

移，其质量流速持续减小，水平通道内的气液两相流型

演变为三种流型混合存在，分别是弹状流、塞状流和分

层流。凝结过程中蒸汽流速以及蒸汽干度持续减小，直

到管内蒸汽凝结完毕，转为冷凝液。

对于目前流型的观测分类中，还没有统一的观测分

类，不同研究人员有各自观测重点和自己的理解，对流

型划分也没有统一标准，但主要研究重点都大同小异。

大量学者针对于此都设计了通道内可视化研究方法。

Che n等[17-18]设计了矩形和三角形两种不同截面形状的

通道，并利用可视化装备分别对两种截面通道内的蒸

汽凝结过程进行了观测。观测到五种流型，分别是滴状

流、环状流、喷射流、弹状流及泡状流。并进行综合分

析后得知流体质量流速和水力直径的变化会影响流型

的转换，且在保证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三角形通道

相比于矩形通道，流型变化的位置略短。Co l e m a n和

Ga r ime l l a[19]利用可视化手段观测了圆形、正方形、矩

形三种不同截面形状下的流型分布。分析结果得知，对

于微通道这一类通道，当水力直径数值相对小时，通道

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力为表面张力，而对通道内流型变化

起到影响的主要因素则是水力直径，截面形状不起决定

作用。而对于水力直径与流型的关系，该研究指出，分层

波动流的流动区域与水力直径成正比关系，间歇流的流

动区域与水力直径成反比关系。严彦[20]搭建了多通道烘

缸水平管蒸汽凝结平台，由于多通道烘缸中各通道均匀

性，选取其中一个通道首次进行了可视化研究及相关参

数测量，实验观察并记录了环状流、环波状流、波状流、

弹状流、塞状流、泡状流及分层流七种流型，对各流型

下的换热效果测量研究后发现环状流流型时的冷凝传

热系数要高于分层流流型时，其数值为1.2～2.1倍。

在凝结换热的研究中，两相流型的研究具有极高

的研究地位，因此在凝结换热研究中，确定以及分辨两

相流型，研究两相流型对换热的影响成为研究重点。在

目前的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流型识别方法是使用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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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类识别。因此，在对两相流型研究时根据截面形状

变化、蒸汽质量流速、气相及液相表观流速等参数研究

其对通道内的气液两相流型影响一直是相变流型中的

研究重点。因为两相相变的广泛性，研究一种可以作为

各种实验工况下的参考流型图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重点，但是由于两相流自身相变流动的复杂性以及在各

种实验中不同实验工况、实验操作以及实验工质等不尽

相同，至今仍然未能建立一种可以达到要求的通用流型

图。Baker[21]流型图是在两相流相变中较早出现的一种

流型图，Baker观察了气液混合流在通道内部的相变变

化，通过观察和分类一共记录七种不同的主要流型，依

次是泡状流、塞状流、分层流、波状流、弹状流、环状流

及雾状流，Baker通过研究总结建立了首个关于通道内

气液两相凝结变化流型图。见图6。

Mandhane等[22]通过直径为12.7～165.1mm的通

道流型研究建立的气液两相流型图相比于Ba k e r流型

图更加适用之处在于，Ma n d h a n e选取了无量纲气相

折算速率和无量纲液相折算速率来作为流型图的横纵

坐标。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新

的流型图和改善了流型表示方法。Ta nd o n等[23]研究了

管径为4.8～15.9 m m的圆形通道内工质凝结相变流

型，将其观测结果与其建立的凝结相变流型图进行了

对比。通过对比发现，流型中的环状流和半环状流处在

同一区域。为此，Tandon将这一发现补充到了其所建立

的流型图，重新建立了新的气液两相流型图。此次实验

中Tandon流型图精准预测到了通道中蒸汽凝结的三种

主要流型，分别是环状流、半环状流以及波状流。Hajal 

等[24]针对水平通道进行了可视化观察研究，并选择流体

质量流量、通道蒸汽干度分别作为流型图的横纵坐标，

除此之外，为了使流型图更加适用，引入了平均空泡率

α的概念，扩大了流型图的适用范围，使其适用于高对

比压力的工况。对于流型的研究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后来研究者对于流型观测基本以此为依据进行实验。

吴嘉峰[25]对截面形状为三角形的硅微通道进行了凝结

相变研究，结果表明：在凝结过程中，有传热性较强的

环状流向传热较差流型转变时会出现一段喷射流。张

伟[26]设计了MEMS硅基并联微通道采用可视化手段对

通道中的相变流型进行观测研究，除此之外还研究多

个相邻通道间的传热效应。其结果发现在入口饱和蒸

汽压较低情况下，通道刚开始出现的流型以汽弹为主，

而在通道末端主要是泡状流，在入口饱和蒸汽压较高

图6  水平管内气液两相流流型

图7a  演变成环状流的过程

图7b  汽雾状/环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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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流压降的研究发展至今，众多研究者主要采

用分相流模型和均相流模型两种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方

法。均相流模型[28]是指在相间流动中将工质演变的多相

状态看作一种等效流体，此时各相流体的流动参数具

有均一性，相间不产生相对滑移并且具有相同等的流

动线速度，在均相流模型中忽略相间的耦合作用，在研

究过程中取值时均取气相与液相介质所对应的平均参

数值。在早期研究中，王中铮[29]以复杂变截面通道为压

降元件,对通道中的气液凝结现象的压降规律进行了探

索：两相流摩擦压降的L—M模型的扩展问题、均相流

动模型和分相流动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可用通道中仅有

液相时单相流摩擦压降ΔP l乘以某一比例系数φl
2的方

法来求取两相流的摩擦压降

Δptf=φl
2.ΔPl                           (1)

但在实际两相流动中，两相间必然会发生相间作

用，而均相流模型忽略此作用是无法反映两相间的参数

的，比如压降在两相流动中就受到两相流型和气液相剪

切力的影响，因此利用均相流模型预测会与实验结果产

生一定的误差。

分相流模型认为气相和液相各自具有重要作用

不可忽略，因此利用分相流模型常常把各相单独研

究，其具有的流动速度和特性也需分开谈论，考虑相

间的相互作用，不忽略相间耦合作用，在观察和计算

两相时，针对任何时间段和位置都要将存在的多相单

独研究，此时考虑各自具有的密度、速度就十分必要。

Lockhart和Martinel l i [30]创建了两相流压降中的两相

摩擦乘子φl0的概念。液相摩擦倍乘子φl0是指气液两相

流体在通道中的摩擦压降梯度，和通道中只有液相时的

流动摩擦压降有关。其关系表达式为：

φ

                             
 
(2)

Ch i s ho l m等[31]针对L-M模型中的液相摩擦倍数

因子进行了界定，其表达式：

φ
                    (3)

情况下，环状流成为通道内主要流型。马虎根[27]对水平

微尺度单管内气液两相流的流型及其转换过程进行了

可视化观察和研究。结果表明，在低速下工质明显呈塞

状流，并逐步过渡到环状流。而在较高质量流量的条件

下，通道内只显现单一的气状流或雾状流。如图7。

综上所述，凝结换热过程中的流动型态对传热有

重要的影响，对流型变化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流

动凝结的传热机制，但对于众多的实验工况以及适应

场合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又不尽相同。因此，对于流型

变化对传热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通道内两相流流

型作为研究两相流机理及其规律，对两相流型的研究

有助于认知凝结换热中的流型形成机制以及凝结换热

特性。对于不同的流型下其流动阻力也会相差甚多，不

同的流型对应不同的特性，因此对于流型的研究除了在

传热特性的影响，还关系到多通道烘缸的结构与设计。

既要保证在传热上取得理想效果，还需确保通道在工业

生产中能安全运行。在研究两相流的过程中，为了监测

和计量流动参数，也必须考虑到流型。因为根据通道中

流型的变化以及通道种类、长短的不同也会使测量装

置特性发生显著改变，且在传热、传质的过程中也会因

为流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对于化工、动力等

工业设备设计中考虑利用这一特性提高效率是至关重

要的。

3  通道截面形状对压降的影响

在通道凝结换热的研究中，除了通道设计和流型

直接观测外，压降参数又是通道换热中另一实验研究

重点。两相流压降，即两相流动阻力，是制约传热效率

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流体流动产生的能量损耗或者沿程

损失造成的压力差，即为压降。两相流压降主要由三部

分组成，分别是摩擦压降、重力压降和加速压降。压降

作为两相流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其重要性已经被作

为一种专门学科且至今已具有较完整研究体系。长期以

来，两相流压降的研究使其获得众多理论成果并完成了

多种关联式的建立。而且，在两相流系统中，压降是气

液两相流特性分析的一大研究方向。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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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中c值如表1，X可由下式计算：

                 (4)

上述关联式在两相流压降中具有广泛认可，在水

平通道内的凝结换热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实验与数值

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两相流摩擦压降进行深入探索，

为了使模型能更好地符合实际，多名学者在此基础上不

断完善得出不同c值。Wang等[32]选择水平圆管为载体，

研究了4种制冷工质的两相流动，将两相流的流动压降

作为研究重点并建立了有关参数c的相应关联式。L e e

等[33]利用矩形小通道对两相流摩擦压降进行了探索，选

择流体物性、质量流速以及表面张力等因素，分析了各

因素对相变中摩擦压降的影响，推导出关于参数c值的

实验关联式。在水平通道内两相流摩擦压降的研究中，

工作质量流速、工质干度、通道几何形状及水力直径等

对压降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Cava l l i n i 

等[34]的研究发现通道内两相流摩擦压降随着工质饱和

压力的减小而增大。严彦[35]通过实验得出流动压降随

着水力直径的增大而减小，并且当流体质量流速较小

时，不同高宽比通道的蒸汽压降相差不大，修正了压降

预测模型中的c值，精度提高到30%之内。除此之外，在

具体研究中，对压降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蒸汽质量流速

（如图8a）、蒸汽饱和温度（如图8b）。

杨卓之[36]对比了梯形通道和矩形通道，在饱和温

度为120℃时，两相流动压降分布图（如图9）。从而得

出，在两种截面形状下其压降都呈现上升趋势，且梯形

通道中的压降变化大于矩形通道中的变化。梯形通道中

的蒸汽冷凝两相流压降大于矩形，并且梯形平均两相流

的压降损失比矩形多了69%左右。

胡灿[37]总结了前人关于9种不同截面形状下的凝结

换热研究模型，广泛阅览参考了众多研究结果，收集6

种分别为R134a、R32、R22、R123、R410A、R1234y f

的工质在上千个小通道内的凝结换热数据（如表2）并

且将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总结了各模

型的预测范围。其分析结果显示GARIMELLA的模型

能很好地预测R134a、R32、R22、R1234y f四种工质的

凝结换热结果。 

综上所述，在不同截面形状下通道的两相流研究

中，两相流摩擦压降其变化趋势与凝

结换热系数变化存在相似之处。文献

中对于两相流型压降的研究，对于微

通道的研究众多，而对于不同截面下

的小通道研究还不够充分。要想深入

探明多通道烘缸的凝结换热特性，对

小通道的压降研究势在必行。结合微

通道的众多研究，在对多通道烘缸小

通道的实验中，对于蒸汽质量流速、

截面形状、压降等展现的凝结换热特

性，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4  总结和展望

表2  小通道冷凝换热实验数据

R134a、R410A

R134a

R22、R134a、R410A

R134a、R410A、R22

R32、R134a

R134a

R1234yf

R123

R134a

R134a

R32

工质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方形、三角形、

半圆形多通道

圆形单通道

圆形单通道

通道
水力直径

/mm

1.40

2.00

1.77

1.77

0.96

0.506、

0.761、1.524

0.96

1.95

1.00

0.80

0.96

饱和温度

/℃ 

40

25～50

40

40

40

50～60

40

60

35～45

41

40

质量流量/

(kg.m-2.s-1)

200～1400

100～200

450～1050

200～400

100～1200

150～750

200～1000

70～600

75～450

800

100～1200

数据

个数

59

93

84

53

159

104

66

156

338

11

70

表1  模型中C的取值

C

20

12

10

5

气相

湍流

湍流

层流

层流

液相

湍流

层流

湍流

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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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形状变化通道的高效率换热已经引起当前众

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且也愈发完善，利用不同截面

形状通道散热不仅能提高换热效率，还极大提高利用

空间，从理论上极好地弥补了现有设备的不足。但是，

在显著增强两相换热的同时带来了大压降和制造加工

难的问题，尤其对于三角形、梯形等尖锐截面，加工问

题也是一大关注对象。针对换热机理有待进一步探索，

针对不同利用场合以及不同工作性质，仍需继续深入

研究，从而为开发普适优化设计方法提供可靠的理论基

础。高换热效率结构对制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

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高精度加工工艺及制造技术，形

成可靠完备的加工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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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氯化锌水溶液处理甘蔗渣纤维以求改善其生物

酶解性能，利用单因素实验探究最佳处理工艺。结果表明：在

氯化锌用量11%、处理温度75 ℃、处理时间50 m i n（升温时间

15 m i n、处理浓度20%）的条件下，氯化锌水溶液对甘蔗渣纤

维酶解性能的改善效果最佳。在上述条件下，纤维中的木聚

糖组分在预处理过程中得到有效脱除，同时和相同条件下经

清水处理后的纤维相比，处理后纤维中被酶解的葡聚糖含量

和葡聚糖转化率提高约135%。

关键词：氯化锌水溶液；中温；甘蔗渣；纤维酶解性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ZnCl2 aqueous solution was used 
to treat bagasse fiber for the modification on the fiber enzyme 
hydrolysis property, and the single factor test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ZnCl2 dosage of 11%, treating temperature of 75℃ and treating 
time of 50min (heating time of 15min, treating concentration 
of 15%) were chosen as the optimal conditions. Under above 
conditions, the xylan in the fibers could be removed effectively; 
besides, the content of the hydrolyzed glucan in the fibers treated 
by the ZnCl2 aqueous solution and the glucan conversion ratio 
during the enzyme hydrolysis process were increased by 135%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fibers treated by H2O.
Key words: ZnCl2 aqueous solution; medium temperature; 
bagasse; fiber enzyme hydrolysi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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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环保以及绿色可持续化发展要求的严格

化，利用可再生的绿色新能源替代石油和煤等化石能

源成为当今的社会性需求[1]，因此目前针对该类新能源

物质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其中

针对生物乙醇这种绿色清洁燃料所开展的研发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

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大米、玉米或面粉通常被作

为制备生物乙醇的核心原料。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粮食

资源较为匮乏，如今多以稻草秸秆、麦草秸秆、玉米秸

秆等廉价的农业废弃物资源作为替代品[3]。利用农业废

弃物制备生物乙醇的过程主要包括原料的预处理（如

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等）、预处理后原料的生物酶

水解、酶水解液的发酵、发酵产物的纯化等工序，其中

原料预处理是最为关键的操作单元[4]。

在造纸工业中，氯化锌水溶液是用于处理钢纸原纸

以制备钢纸[5]的核心化学试剂，在改善木质纤维素纤维酶

解性能方面鲜有报道。在前期的探索实验中，笔者发现木

质素和木聚糖的存在对纤维酶解过程起负面影响作用，

经考量，氯化锌是强酸弱碱盐，其水溶液由于锌离子水解

的缘故而呈酸性，而酸性条件有利于半纤维素的降解溶出

（上述农业废弃物中半纤维素的主要组成为木聚糖），同

时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之间存在LCC（木质素碳水化合物复

合体）的化学键连接，而随着半纤维素的降解，部分木质

素也会随之溶出，尽管不如碱性溶液预处理的溶出比例

高，但仍利于改善纤维素与生物酶的可及度，因此氯化锌

水溶液在理论上具备改善农业废弃物纤维酶解性能的可

行性。鉴于上述分析，在本论文中，笔者利用氯化锌水溶

液在中温条件下处理甘蔗渣纤维以求改善其酶解性能，

利用单因素实验探究最佳预处理工艺，并和经清水处理

后纤维的相关性能进行对比，考察该溶液的实际效果。

1  实验

1.1 原料和药品

取足量甘蔗渣并剪成长3 cm的秆片，用清水洗涤以除

去其中灰尘或泥沙等杂质，完成后将秆片滤干并置于蒸煮

器中，加入温水并调至20%的纤维浓度，随后以2 ℃/m i n

的升温速率将混合体系加热至110 ℃并在该温度下停留

30 m i n，随后趁热用盘磨机将秆片磨解完全并得到粗

浆，完成后用筛浆机将其充分筛选得到细浆并全部收

集，将细浆离心脱水并搓散，室温风干（下文中简称“原

纤维”）后密封保存，待水分平衡后测定固含量备用。

按65%的质量分数将氯化锌溶于蒸馏水并在搅拌

均匀后制得氯化锌水溶液，将水溶液密封后静置保存以

便于浓度的稳定。

按1∶1.2∶1的酶活比[6]将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纤

维二糖酶三种溶液（事先用pH=4.8的醋酸-醋酸钠缓

冲溶液完全溶解并测定各自的酶活）混合均匀并用该缓

冲液将混合酶溶液的酶活调至20 F PU/m l（以纤维素

酶的酶活计），完成后置于4 ℃的冷藏室中密封保存。

1.2 实验方法

取适量原纤维，用微型植物粉碎机将其充分粉碎，筛

选后取40～60目之间的粉末，按标准方法检测其中有机抽

提物（苯-乙醇溶液抽提，下同）、灰分以及木质素的百分

含量（即对原纤维绝干质量的百分比），取测定木质素含

量时得到的稀硫酸水解液，经烧碱适度中和后利用高效液

相色谱检测其中葡萄糖和木糖的质量（标准曲线法），并

折算成葡聚糖和木聚糖对原纤维绝干质量的百分比。

取一定量的原纤维并置于耐酸反应罐中，加入氯化

锌水溶液并用清水调至20%的处理浓度，选择合适的加热

功率使混合体系在15 min的时间内升至最高温度，并在该

温度条件下保温一段时间，以便于预处理的充分进行，完

成后将纤维洗净并在离心脱水后搓散，称重后平衡水分

24h，随后测定湿纤维的固含量以便于处理得率的计算。

取适量湿纤维，室温风干后用微型植物粉碎机将

其充分粉碎，筛选后取40～60目之间的粉末（1号纤维

粉末）以及大于100目的粉末（2号纤维粉末），其中1号

粉末用于检测处理后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

素、葡聚糖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即对处理后纤维绝干

质量的百分比，检测方法同原纤维）并计算各自的脱除

率，2号粉末用于纤维酶解以表征氯化锌水溶液对甘蔗

渣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情况。

酶解过程：取相当于1g绝干质量的2号纤维粉末于

离心管中，加入上述混合酶溶液并用同样的缓冲液调至

5%的纤维浓度（即酶解浓度），将离心管置于恒温水浴

摇床中进行纤维酶解操作（酶用量10 FPU/g底物、转速

180 r/m i n、温度50 ℃、时间72 h）。完成后将酶解液于

100 ℃的恒温沸水浴中静置15 m in使生物酶完全沉淀，

用G4的砂芯漏斗抽滤并用热水充分洗涤滤饼以收集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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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液中的全部单糖，将抽滤液蒸发浓缩，再用高效液相

色谱检测其中葡萄糖和木糖的质量，随后折算成葡聚糖

和木聚糖对原纤维绝干质量的百分比（酶解聚糖含量，

即处理后纤维中被酶解的葡聚糖或木聚糖和与2号纤维

粉末质量相对应的原纤维的质量比）并计算葡萄糖转化

率，以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和脱除率以及酶解葡聚糖含

量和葡聚糖转化率为主要考量指标（葡萄糖的发酵性能

远远好于木糖），经综合分析后得到最佳预处理工艺。

用清水替代氯化锌水溶液并在上述最佳工艺条件

下处理原纤维并在完成后检测上述所有指标，作为对比

考察氯化锌水溶液的处理效果。

原纤维中葡聚糖质量=稀硫酸水解液中葡萄糖质量

×0.9；原纤维中葡聚糖含量=原纤维中葡聚糖质量/用于

木质素含量检测的原纤维的绝干质量×100%；原纤维中

木聚糖质量=稀硫酸水解液中木糖质量×0.88；原纤维中

木聚糖含量=原纤维中木聚糖质量/用于木质素含量检测

的原纤维的绝干质量×100%；葡聚糖转化率=处理后纤

维中酶解葡聚糖含量/原纤维中葡聚糖含量×100%。

2  结果与讨论

2.1 原纤维的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原纤维的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经110 ℃的热水和热磨处理后的甘蔗渣

纤维中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含量仍然很高（和相同条

件下经热处理后的木纤维相比），这些物质会对酶解造

成负面影响；经两段热处理后甘蔗渣纤维中木质素含量

较低，这对酶解较为有利；葡聚糖含量适中，但木聚糖

含量偏高，而木聚糖的存在同样会对葡聚糖的酶解造成

负面影响[7]；综上，经热水和热磨处理后甘蔗渣纤维酶

解性能较差，需在酶解前利用化学预处理进行改善。

经查阅文献，甘蔗渣纤维所含聚糖组分中存有阿拉伯

糖基，但该糖基以侧链形式存在（木聚糖为主链）且数量

少（蔗渣纤维中木糖基和阿拉伯糖基的比例约为22∶1），

同时半纤维素主链的聚合度远远小于纤维素，因此可以获

知，甘蔗渣纤维中阿拉伯聚糖的聚合度和含量均很低，且

易于在热水处理过程中降解溶出[8]，因此经热水和热磨处

理后甘蔗渣纤维中阿拉伯糖含量在本课题中未予检测。

此外还可以推断，甘蔗渣纤维中上述三种聚糖含量

的总和低于其中综纤维素的含量，这主要是由于草类原料

半纤维素中氧乙酰基和糖醛酸基的含量较多，这两种物质

在硫酸水解过程中很容易溶出，且水解生成的六碳单糖和

五碳单糖容易在硫酸存在的条件下转化成糠醛类物质[9]，

而氧乙酰基、糖醛酸基和糠醛类物质均不能被液相色谱检

测，同时原纤维中聚糖含量是根据水解液中单糖含量计算

而得，因此测得的聚糖总量必然低于综纤维素含量。

2.2 氯化锌用量的影响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如表2所示。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见表3。

随着氯化锌用量的增加（处理温度70 ℃、处理时

间60 m i n、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处理后

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

量逐渐降低，葡聚糖的百分含量逐渐增加，当用量高于

11%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含量的降幅减小，

但木聚糖含量的降幅增加，同时葡聚糖含量的增幅无

明显变化；此外上述五种物质的脱除率逐渐增加，当用

量高于11%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脱除率的增

幅减小，但葡聚糖脱除率的增幅增加，此外木聚糖脱除

率的增幅在用量高于10%时增加。

有机抽提物中的油脂类物质以及灰分中的酸溶灰

表1  原纤维的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百分含量/% 3.64

灰分有机抽提物

2.87

木质素

20.2

葡聚糖

35.8

木聚糖

21.5

表2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氯化锌用

量/%

9

10

11

12

13

有机抽

提物/%

2.72

2.63

2.51

2.47

2.45

得率

/%

85.5

83.2

80.6

77.3

73.5

灰分

/%

3.53

3.41

3.27

3.24

3.23

木质素

/%

19.1

18.5

17.2

16.3

15.7

36.2

36.9

37.7

38.3

39.1

葡聚糖

/%

20.4

19.0

17.2

15.1

12.3

木聚糖

/%

表3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氯化锌用量

/%

9

10

11

12

13

有机抽提物

/%

18.97

23.76

29.51

33.47

37.26

灰分

/%

17.08

22.06

27.59

31.19

34.78

木质素

/%

19.16

23.80

31.37

37.62

42.87

13.54

14.24

15.12

17.30

19.72

葡聚糖

/%

18.87

26.47

35.52

45.71

57.95

木聚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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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可以在酸性条件下溶出，而氯化锌水溶液呈酸性，

氯化锌用量越高，反应体系的酸性越强，越有利于上述

物质的溶出，因此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脱除率逐渐增

加。但当氯化锌用量增加至一定数值时，反应体系的酸

度达到可将上述酸溶类物质全部溶出的程度，而有机

抽提物中的其它组分和灰分中的酸不溶灰分难以在酸

性条件中溶出，因此此时这两种物质的脱除率不会随着

氯化锌用量的增加而出现显著变化，这也导致此时有机

抽提物和灰分脱除率增幅的减小。

甘蔗渣纤维属草类纤维，而草类原料的半纤维素几

乎全部由木聚糖组成（木聚糖构成主链，阿拉伯糖基和氧

乙酰基等构成侧链），同时草类原料半纤维素中木聚糖的

聚合度较低（一般仅200左右），此外酸性水溶液具备降

解聚糖的能力，因此氯化锌的用量越高，反应体系的酸性

越强，半纤维素或木聚糖的脱除率越高，当氯化锌用量高

于10%时，反应体系的酸性过强，且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

降解已达极限，此时反应体系中的酸类物质主要消耗于

聚糖组分的降解，因此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幅显著增加。

木质素中含有酸溶木质素，可在酸性条件下溶出，此

外部分木质素和部分半纤维素之间存在LCC的化学键连

接，随着半纤维素脱除率的增加，这部分半纤维素得到脱

除，进而导致和其存在上述连接的木质素的脱除，因此木

质素的脱除率随着氯化锌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木质素中

酸溶组分的含量远低于酸不溶组分，同时形成LCC化学

键连接的木质素所占比例较低。此外木质素在强酸性条件

下更容易发生缩合反应进而回吸到纤维中，因此木质素脱

除率的增幅在高氯化锌用量条件下逐渐减小。

在处理过程中，葡聚糖也会由于酸类物质的存在而

降解溶出，氯化锌用量越高，反应体系的酸性越强，葡聚

糖越容易降解，其脱除率逐渐增加，但葡聚糖的化学反应

活性低于其它四种物质，其发生酸性降解的难度最高，即

葡聚糖是脱除率最低的纤维化学组分，因此尽管处理后

纤维中葡聚糖的绝对含量逐渐降低，但其百分含量不降

反增；由于化学反应活性高的缘故，有机抽提物、灰分、

木质素和木聚糖在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高，因此处理后

纤维中这四种物质的绝对含量和相对含量均逐渐降低。

前期探索发现，由于无法持续脱除的缘故，有机抽提物、

灰分和木质素的百分含量在氯化锌用量达到15%时不降

反增；此外随着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剩

余纤维的质量减小，进而导致处理得率的持续降低。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4所示。

随着氯化锌用量的增加（处理温度70 ℃、处理时

间60 m i n、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酶解葡

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但用量高于11%时上述

参数均有所降低；随着氯化锌用量的增加，酶解木聚糖

含量增加，但用量高于10%时该参数的数值降低。

氯化锌用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有机抽提物、灰分、

木质素和木聚糖的脱除率，进而改善葡聚糖与生物酶

的可及度，且此时葡聚糖在预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低，

这有利于葡聚糖酶解过程的进行，因此此时酶解葡聚

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当氯化锌用量过高时，葡

聚糖在预处理过程中脱除率的增幅提高，这会增加处

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糖的绝对含量的降

低。在其它条件相当的前提下，纤维中葡聚糖的绝对含

量（即质量）越低，其酶解的难度越大，因此此时酶解

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降低。

氯化锌用量较低时，尽管木聚糖在预处理过程中

的脱除率增加，其在处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持续降

低，但脱除率相对较低，此外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

素的脱除也改善了木聚糖和生物酶的可及度，因此此时

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氯化锌含量过高时，木聚糖脱除

率的增幅增加，这会增加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

的木聚糖的绝对含量的降幅，因此此时酶解木聚糖含

量降低；由于木聚糖的存在会阻碍葡聚糖酶解的进行，

因此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加对葡聚糖酶解起促进作用。

随着反应体系酸度的增加，预处理过程中由于聚糖

降解而得到的单糖或寡糖容易转化为糠醛等毒性物质，

且该物质容易被纤维吸附进而难以在洗涤过程中完全

除去，而这类物质在酶解过程中可使部分生物酶失活[10]

进而阻碍生物酶解的进行，因此不可采用过高的氯化锌

表4  氯化锌用量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氯化锌用量

/%

9

10

11

12

13

酶解葡聚糖

含量/%

20.7

22.3

24.1

23.5

22.6

酶解木聚

糖含量/%

9.6

11.2

10.4

9.3

7.8

57.82

62.29

67.32

65.64

63.13

葡聚糖转化率

/%

研究开发 R & D

13
Mar., 2021  Vol.42,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用量。综上，选择11%的用量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3 处理温度的影响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如表5所示。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如表6所示。

随着处理温度的增加（氯化锌用量11%、处理时间

60 m i n、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处理后纤

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逐

渐降低，葡聚糖的百分含量逐渐增加，当温度高于75 ℃

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含量的降幅减小，但木

聚糖含量的降幅增加，同时葡聚糖含量的增幅无明显

变化；此外上述五种物质的脱除率逐渐增加，当温度高

于75 ℃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脱除率的增幅减

小，但葡聚糖脱除率的增幅增加，此外木聚糖脱除率的

增幅在温度高于70 ℃时增加。

处理温度越高，化学反应速率越大，纤维化学组分

越容易脱除，因此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葡聚糖和木

聚糖的脱除率持续增加，但当达到某一处理温度时，氯化

锌水溶液对有机抽提物中的油脂类物质、灰分中的酸溶灰

分、酸溶木质素以及和半纤维素形成LCC化学键连接的木

质素的脱除达到极限状态，因此此时处理后纤维中有机抽

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率的降幅减小，此时随着处理

温度的升高，反应体系中的酸类物质主要消耗于聚糖组分

的降解，因此此时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幅显著增加，同时葡

聚糖脱除率的增幅也有所增加，但不如木聚糖明显。

随着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纤维中

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绝对含量和百分

含量均持续降低，但由于酸类物质不能完全降解或溶

出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有机抽提物和灰分中均

含有大量酸不溶组分，木质素在酸性条件下容易缩合）

的缘故，处理后纤维中这三种物质的百分含量在反应温

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即趋于稳定（在过高温度的条件下甚

至可有所增加）；由于葡聚糖化学反应活性远低于有机

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处理后纤维中葡聚糖

的绝对含量降低，但百分含量增加。此外随着纤维化学

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剩余纤维的质量减小，进而

导致处理得率的持续降低。

处理温度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7所示。

随着处理温度的增加（氯化锌用量11%、处理时间

60 m i n、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酶解葡聚

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温度高于75 ℃时上述参

数的数值降低；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温度高于70 ℃时

该参数的数值降低。

处理温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有机抽提物、灰分、木

质素和木聚糖的脱除率，进而改善葡聚糖与生物酶的可

及度，且此时葡聚糖在预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低，这有

利于其酶解过程的进行，因此此时酶解葡聚糖含量和

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当处理温度过高时，由于脱除率增

幅提高的缘故，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糖

的绝对含量的降幅增加，这会导致其酶解难度的提高，

因此此时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降低。

处理温度较低时，尽管处理后纤维中木聚糖的绝对

含量随着其脱除率的增加而降低，但脱除率相对较低，此

外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也改善了木聚糖与生

物酶的可及度，因此此时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温度过高

时，由于脱除率增幅提高的缘故，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

表5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处理温

度/℃

65

70

75

80

85

有机抽

提物/%

2.68

2.56

2.47

2.44

2.43

得率

/%

83.4

81.7

79.5

77.2

74.4

灰分

/%

3.43

3.32

3.19

3.17

3.16

木质素

/%

18.9

17.8

16.5

16.0

15.7

36.4

37.0

37.7

38.3

39.1

葡聚糖

/%

18.5

17.6

16.3

14.5

11.8

木聚糖

/%

表6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处理温度

/℃

65

70

75

80

85

有机抽提物

/%

22.12

27.12

31.58

34.37

37.01

灰分

/%

21.41

25.48

30.33

32.77

35.41

木质素

/%

21.97

28.01

35.06

38.85

42.17

15.20

15.56

16.28

17.41

18.74

葡聚糖

/%

28.24

33.12

39.73

47.93

59.17

木聚糖

/%

表7  处理温度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氯化锌用量

/%

65

70

75

80

85

22.9

23.6

24.5

24.0

23.2

酶解葡聚

糖含量/%

酶解木聚

糖含量/%

9.7

10.1

9.6

8.9

8.0

63.97

65.92

68.44

67.04

64.80

葡聚糖转化率

/%

研究开发  R & D

14
第42卷第6期 2021年3月



表10  处理时间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处理时间

/min

30

40

50

60

70

22.6

23.8

24.7

24.1

23.0

酶解葡聚

糖含量/%

酶解木聚

糖含量/%

9.5

10.4

9.8

9.2

8.4

63.13

66.48

68.99

67.32

64.25

葡聚糖转化率

/%

解反应的木聚糖绝对含量的降幅增加，因此此时酶解木

聚糖含量降低；由于木聚糖的存在会阻碍葡聚糖酶解的进

行，因此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加对葡聚糖酶解起促进作用。

随着处理温度的增加，氯化锌水解的幅度增加，这

既会导致反应体系中氯化锌含量的降低，也会导致反应

体系中酸度的减弱（水解生成的氯化氢在高温条件下易

于从反应体系中挥发而脱离体系），这不利于预处理的进

行以及纤维酶解性能的改善，因此不可采用过高的处理

温度。综上，选择75 ℃的处理温度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4 处理时间的影响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如表8所示；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如表9所示。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氯化锌用量11%、处理温度

75 ℃、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处理后纤维

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逐渐

降低，葡聚糖的百分含量逐渐增加，当时间长于50 m i n

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含量的降幅减小，但木

聚糖含量的降幅增加，同时葡聚糖含量的增幅无明显

变化；此外上述五种物质的脱除率逐渐增加，当时间长

于50 m i n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脱除率的增幅

减小，但葡聚糖脱除率的增幅增加，此外木聚糖脱除率

的增幅在时间长于40 min时增加。

纤维化学组分在碱性溶液或酸性溶液中的溶出或

降解均非瞬间完成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葡聚糖和

木聚糖逐渐得到脱除，其组分脱除率逐渐增加，而随着

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剩余纤维的质量减少，这也

导致处理得率的持续降低。

随着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纤维中

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绝对含量和百分

含量均持续降低，但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无法在

酸性条件下得到持续性降解，因此在处理时间偏长的

条件下，这三种物质百分含量的降幅以及脱除率的增幅

均减小；由于聚糖可以在酸性条件下得到持续性降解，

同时更多的酸类物质消耗于聚糖组分的降解，因此木聚

糖百分含量的降幅以及脱除率的增幅均提高；由于葡

聚糖化学反应活性低于其它四种组分的缘故，处理后纤

维中葡聚糖的绝对含量降低，但百分含量增加。

处理时间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10所示。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氯化锌用量11%、处理温度

75 ℃、升温时间15 m i n、处理浓度20%），酶解葡聚糖

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时间长于50 m i n时上述参

数的数值降低；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时间长于40 min

时该参数的数值降低。

处理时间的延长有利于提高有机抽提物、灰分、木

质素和木聚糖的脱除率，进而改善葡聚糖与生物酶的可

及度，且此时葡聚糖在预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低，这有

利于其酶解过程的进行，因此此时酶解葡聚糖含量和

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当处理时间过长时，由于脱除率增

幅提高的缘故，处理后纤维中可酶解的葡聚糖的绝对

含量的降幅增加，这也导致其酶解难度的提高，因此此

时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降低。

处理时间较短时，尽管处理后纤维中木聚糖的绝对

含量随着其脱除率的增加而降低，但脱除率相对较低，此

外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也改善了木聚糖与生

表8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处理时间

/min

30

40

50

60

70

83.2

81.8

80.4

78.7

76.6

得率

/%

有机抽提物

/%

2.65

2.58

2.47

2.45

2.44

3.39

3.34

3.23

3.20

3.19

灰分

/%

木质素

/%

18.7

18.1

17.3

16.8

16.6

葡聚糖

/%

36.9

37.4

37.8

38.3

38.9

木聚糖

/%

18.9

18.2

17.1

15.9

14.2

表9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处理时间

/min

30

40

50

60

70

有机抽提物

/%

23.18

26.47

30.81

32.82

34.88

22.51

24.94

28.66

30.81

32.87

灰分

/%

木质素

/%

22.98

26.70

31.14

34.55

37.05

葡聚糖

/%

14.24

14.54

15.11

15.80

16.77

木聚糖

/%

26.86

30.76

36.05

41.80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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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酶的可及度，因此此时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处理时间

过长时，由于脱除率增幅提高的缘故，处理后纤维中可酶

解的木聚糖的绝对含量的降幅增加，因此此时酶解木聚

糖含量降低；由于木聚糖的存在会阻碍葡聚糖酶解的进

行，因此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加对葡聚糖酶解起促进作用。

葡聚糖脱除率在氯化锌中温处理时间过长时的增

幅变大，这和其在化学浆碱法蒸煮过程中由于保温时

间过长的缘故而显著降解的情况十分类似，这不利于

纤维酶解性能的改善，因此过长的处理时间不可取。综

上，选择50 min的处理时间作为最佳工艺条件。

2.5 清水处理和氯化锌水溶液处理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两种处理方式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脱除率和酶

解性能的影响如表11所示。

可以看出：和清水处理的效果相比，氯化锌水溶液

对甘蔗渣纤维的处理得率低，对有机抽提物、灰分、木

质素、葡聚糖和木聚糖的脱除率高，同时保证较低的葡

聚糖脱除率，这有利于改善处理后纤维和生物酶的接

触效率并促进被酶解的葡聚糖含量的增加，因此ZBF

的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高于WBF，而这也

表明：氯化锌水溶液具备在改善高木质素含量的木质纤

维素纤维生物酶解性能这一方向得到应用的潜力。

3  结论

3 . 1 本课题中利用氯化锌水溶液在中温条件下改善

表11  纤维组分含量、脱除率和酶解性能比较

处理得率/%

有机抽提物含量/%

有机抽提物脱除率/%

灰分含量/%

灰分脱除率/%

木质素含量/%

木质素脱除率/%

葡聚糖含量/%

葡聚糖脱除率/%

木聚糖含量/%

木聚糖脱除率/%

酶解葡聚糖含量/%

酶解木聚糖含量/%

葡聚糖转化率/%

91.5

2.66

15.20

3.42

14.04

18.9

14.39

36.3

7.22

20.4

13.18

10.5

4.2

29.33

WBF

80.4

2.47

30.81

3.23

28.66

17.3

31.14

37.8

15.11

17.1

36.05

24.7

9.8

68.99

ZBF

注：WBF和ZBF分别为原纤维在最佳工艺条件下经清水和氯化锌水溶液

处理后制得的纤维。

甘蔗渣纤维酶解性能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氯化锌用

量11%、处理温度75 ℃、处理时间50 m i n（升温时间

15 min）、处理浓度20%。

3.2 在上述条件下，和经清水处理后的纤维相比，纤维

中的木聚糖组分在预处理过程中得到有效脱除，处理

后纤维中被酶解的葡聚糖含量增加，葡聚糖转化率提

高约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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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首先制备SrTiO3光催化剂，然后将SrTiO3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载覆于纸张中制备光催化纸：⑴直接加填抄造法制备光催化纸；⑵配制

成涂料后，采用涂布法制备光催化纸；⑶将光催化剂与纸浆纤维复合制

备光催化复合纤维，再与纸浆纤维混合配抄光催化纸。检测和分析光催

化剂在纸张中的留着效果及光催化纸对甲醛的降解效果，比较得出最优

的光催化剂载覆方式。结果表明：直接加填纸的留着率为64%，对甲醛的

降解率为63.5%；涂布纸的留着率为96%，对甲醛的降解率为70.5%；光催

化复合纤维纸的留着率为93%，对甲醛的降解率为73.4%。由此可见，光催

化复合纤维配抄法为最佳的光催化剂载覆方式。

关键词：SrTiO3；光催化纸；载覆方式；甲醛；降解效果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rTiO3 photocatalyst was first prepared, and then the 
SrTiO3 was loaded on paper in the following three ways to prepare photocatalytic 
paper. (1) Using directly filling method to prepare the photocatalytic paper; (2) 
Using the coating method to prepare the photocatalytic paper after the coating 
being prepared; (3) Combining photocatalyst with the pulp fiber to prepare the 
photocatalytic composite fiber, and then mixing with the pulp fiber to prepare 
photocatalytic paper.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retention effect of photocatalyst 
in paper and the degradation effect of photocatalytic paper on formaldehyde, 
and compare to obtain the best photocatalyst load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tention rate of the directly-filled paper is 64% and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formaldehyde is 63.5%; the retention rate of the coated paper is 96% and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formaldehyde is 70.5%; the retention rate of the composite 
photocatalytic fiber paper is 93%, and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formaldehyde 
is 73.4%.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mposite photocatalytic fiber papermaking 
method is the best photocatalyst loading method.  
Key words: SrTiO3; photocatalytic paper; loading method; formaldehyde; 
degrad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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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催化氧化技术被公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

的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技术，其具有反应条件简单、能源

消耗少、成本低和能彻底去除有机污染物等优点[1，2]。

光催化技术所使用的光催化剂多为N型半导体材料，如

TiO2、ZnO、Fe2O3、SnO2、WO3、CdS等[3]。其中钙钛矿

结构的光催化剂如钛酸锶（SrTiO3）具有化学稳定性优

异、无毒等优点，是继TiO2以后最有希望实现应用的一

类半导体光催化剂[4,5]。此外，S rT iO3的费米能级相对

较高（禁带宽度为3.2 eV，导带位置为－0.2 eV，价带位

置为3.0 eV），具有比TiO2更高的光电势、良好的电子、

空穴分离与输运特性，甚至在无偏压情况下，即可实现

光催化分解水。

光催化纸是一种在光照的条件下能够降解有机污

染物的功能性纸张，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可作为壁

纸、装饰画以及窗花等产品，既美观又可以降解室内的

有机气体污染物，是一种高效清洁的环保材料，具有节

约能源的优点。此外，光催化纸中的纸浆纤维可以很好

地充当光催化剂的载体，有利于解决光催化剂难于回收

利用的问题，同时纸浆纤维相互交织形成诸多纤维间空

隙，为光催化剂与有机污染物提供更大的接触面积，从

而提升光催化剂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效果。光催化纸可

以采用直接加填、涂布等方式来制备，也可以将光催化

剂与生物质基材料复合制备复合光催化剂后，再通过添

加或配抄的形式来制备光催化纸[6，7]。作为光催化剂，如

何有效地与纸张结合，既保证光催化剂的留着又保证光

催化剂的催化效果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直接加填

抄造法、涂布法和光催化复合纤维配抄法三种方式制备

可见光催化纸，探讨三种光催化剂载覆方式制备光催化

纸的性能、光催化效果以及光催化剂的利用率。

1  实验

1.1 试剂与材料

漂白硫酸盐针叶浆和漂白硫酸盐阔叶浆，由牡丹江

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钛酸丁酯（≤98.0%）购自天

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硝酸锶、柠檬酸和乙二醇购自

天津市天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醛（37.0%～40.0%）购

自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SrTiO3光催化剂的制备

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SrT iO3光催化剂[8]。首先将

硝酸锶与柠檬酸按一定比例溶解于去离子水中，搅拌至

形成透明溶液，此溶液记为A液；然后将乙二醇与钛酸

丁酯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混合溶液，此溶液记为B液。

在不断搅拌的条件下将B液逐滴加入A液中，继续搅拌

混合溶液至形成均匀溶胶。将溶胶加热至黏稠变黄，然

后置于80 ℃烘箱中烘干溶胶中多余的水分得到蓬松的

干凝胶，将干凝胶研磨后在700 ℃下煅烧4 h以去除胶

体中的有机物和硝酸根离子，最终煅烧后再研磨得到

SrTiO3光催化剂。

1.3 可见光催化纸的制备

1.3.1 直接加填抄造法

按照漂白硫酸盐针叶浆60%（45 °SR）、漂白硫酸

盐阔叶浆40%（30 °SR）和30%光催化剂填加量的原料

配比抄造70 g/m2光催化纸。分别称取一定量的漂白硫

酸盐针叶浆和一定量的漂白硫酸盐阔叶浆于烧杯中，搅

拌均匀后加入光催化剂，然后按0.01%、0.02%、0.03%、

0.04%和0.05%的比例加入助留剂CPAM，将混合溶液

搅拌均匀后在纸页成形器抄纸。用油压机在0.5 M Pa下

压榨5 m i n，然后用电热板（DB-3B型）干燥器在105℃

下对湿纸页的正、反面进行干燥，时间为5 m i n。将制得

的纸页在恒温恒湿环境下放置24 h以待测。

1.3.2 涂布法

按照漂白硫酸盐针叶浆60%（45 °SR）和漂白硫酸

盐阔叶浆40%（30 °SR）的原料配比称取与1.3.1等量

的纸浆纤维配抄涂布原纸。称取与1.3.1等量光催化剂

制备涂料，涂料配方为羧基丁苯胶乳12%（相对光催化

剂）、氧化淀粉8%（相对光催化剂）、光催化剂及少量

非填料类助剂。将制备好的涂料用线棒涂布器全部涂

覆于涂布原纸制备光催化纸。

1.3.3 光催化复合纤维配抄法

首先将一定量的光催化剂与一定量纸浆纤维复

合制备光催化复合纤维。称取一定量的漂白硫酸盐针

叶浆纤维分散好，然后分别加入0.3%、0.4%、0.5%、

0.6%、0.7%和0.8%的糊化阳离子淀粉，分散10 m i n后

加入光催化剂，再用超声波分散30 m i n，缓慢干燥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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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到光催化复合纤维，然后按照等量光催化剂称取光

催化复合纤维，按照1.3.1纤维配比补充不足纸浆纤维，

搅拌分散均匀后抄造光催化复合纤维纸。

1.4 SrTiO3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测定

采用灰分法测定S rT i O3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

着率。首先将坩埚放入马弗炉中在525±25 ℃的温度

下恒重4 h，冷却至室温后称其质量。将纸样烧至无

烟，再放入马弗炉中在900±25 ℃的温度下恒重1 h，

冷却至室温后称其质量。留着率计算公式如下：留着率

（%）=（纸样灰分－空白纸样灰分）/光催化剂填加量

×100%。

1.5 光催化降解实验

参照国家 室 内甲醛 浓 度 检 测 标 准（G B / T 

18204.2-2014）[9]。将S rT i O3光催化剂或光催化纸放

置于光催化反应装置中，避光处理2 h。然后打开光源

（250 W高压汞灯），每隔20 m i n进行一次空气采样，

待光催化剂与甲醛反应8h后结束光催化降解实验，测

量采集样品的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甲醛浓度，

然后计算甲醛的降解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SrTiO3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

2.1.1 助留剂CPAM加入量对留着率的影响

图1为助留剂CPAM加入量对留着率的影响。从图

中可以看出，随着CPAM加入量的增加，光催化剂在纸

页中的留着率也随之增加。但当加入量超过0.04%时，

留着率略有下降。纸浆纤维对光催化剂具有一定的承

载能力，可以维持部分光催化剂留着于纸页中。当加

入助留剂CPAM后，CPAM增强了光催化剂与纸浆纤

维间的结合，使光催化剂更加牢固地固定在纸页中，从

而提升了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当CPAM用量

为0.04%时，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为64%左右，

CPAM对留着率表现出了良好的提升效果[10]。

2.1.2 阳离子淀粉加入量对留着率的影响

图2为阳离子淀粉加入量对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留着

率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阳离子淀粉加入量的

增加，光催化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也随之增加。将光催

化剂与纸浆纤维复合制备复合光催化纤维，光催化剂在

纤维上的复合程度以及光催化剂与纤维间的结合强度

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加入阳离子淀粉后，阳离子

淀粉会增加光催化剂与纸浆纤维上的复合程度，增强光

催化剂与纤维的结合强度，从而提升光催化纸在纸页中

的留着率。当阳离子淀粉加入量为0.7%时，光催化剂能

够与纸浆纤维有最好的结合，所得到的光催化复合纤维

光催化剂留着率最大，进而表现出其在纸页中的留着率

也是最大，即光催化剂留着率为93%左右。当加入量超

过0.7%时，留着率不再有明显的提升。

2.1.3 SrTiO3载覆方式对其在纸页中留着率的影响

图3为光催化剂的载覆方式对留着率的影响。从图

中可以看出，涂布法和光催化复合纤维配抄法所抄造的

纸张的留着率较高，分别为96%和93%。直接加填抄造

法所抄造的纸张的留着率较低，为64%。

2.2 光催化剂及光催化纸对甲醛的降解率

图1  CPAM加入量对光催化剂留着率的影响

图2  阳离子淀粉加入量对光催化剂留着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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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S rT iO3光催化剂、直接加填纸、涂布纸、光

催化复合纤维纸和空白纸对甲醛的降解率。从图中可以

看出，SrT iO3光催化剂对甲醛的降解率为81.5%，表现

出了较高的光催化性能。直接加填纸对甲醛的降解率

为63.5%，涂布纸对甲醛的降解率为70.5%，光催化复

合纤维纸对甲醛的降解率为73.4%，空白纸对甲醛的吸

附率为2.3%。与光催化剂相比，三种光催化纸对甲醛的

降解率均有下降，这是因为在光催化纸降解甲醛的过

程中，光催化剂起降解作用，由于直接加填纸的光催化

剂留着率较低，故其于对甲醛的降解率也是最低；而涂

布法和光催化复合纤维配抄法虽然有较高的留着率，但

由于使用了胶黏剂和淀粉，使得光催化剂被胶黏剂所填

充或包覆，影响其与光的接触，也影响对甲醛的吸附，

降低光催化降解反应效果，所以表现出降解效率的降

低，尤其是涂布法，光催化剂与胶黏剂等涂料组分在纸

页表面形成较致密的涂层，不利于光催化纸对甲醛的

吸附及光催化剂的降解反应，表现出降解效率较低。综

上所述，首先制备光催化复合纤维再抄造光催化纸这一

图4  不同样品对甲醛的降解率

图3  SrTiO3载覆方式对其留着率的影响

途径对保证光催化剂对甲醛的降解效果较为合适。

3  结论

3.1 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SrTiO3光催化剂，其对甲醛

的降解率为81.5%。

3 . 2 通过直接加填抄造法、涂布法和光催化复合纤维

配抄法三种光催化剂载覆方式抄造光催化纸，光催化

剂在纸页中的留着率分别为64%、96%、93%。

3 . 3 通过三种光催化纸对甲醛进行降解实验得出，

直接加填抄造法光催化纸、涂布法光催化纸和光催化

复合纤维配抄法光催化纸对甲醛的降解效率分别为

63.5%、70.5%和73.4%，与光催化剂81.5%的降解效率

相对比，首先制备光催化复合纤维再抄造光催化纸这种

光催化剂载覆方式最为合适，虽然光催化剂与纸张复合

后，其光催化效率有不同程度地下降，但以纸为载体制

备光催化材料，在使用、回收等方面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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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利用闲余的车间、仓

库屋顶等进行的光伏改造项目。该项目一期2016年12月投入

运营，二期2017年底投入运营，运行情况良好，无任何明显副

作用，既节约了传统能源的消耗量，改善了当地的能源结构；同

时，也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收益。

关键词：新能源；光伏电站；造纸产业；节能减排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a photovoltaic renovation 
project using spare workshop and warehouse roof in Zhejiang 
Shanying. The project consists of two phases, with the first phase 
operating in Dec., 2016 and the second phase operating in the end 
of 2017. Now the project operates well without any obvious side 
effects, saving tradi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energy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reates 
considerable profits for the company.
Key words: new energy;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paper 
industry; energ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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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开始，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发展。从十二五

规划期间开始，国家已将光伏产业作为清洁能源纳入到

国家能源战略之中[1]。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电网一直是

以火力发电为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逐步实施以及地方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浙江山鹰

纸业有限公司响应国家号召，开始积极开发利用当地的

太阳能资源，充分利用企业自身车间屋面，建设屋顶光

伏电站，既可以为企业提供部分稳定的电源，也能对改

善当地能源结构、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产生示范

效应。

1  光伏发电的原理及可行性分析

1.1 光伏发电的工作机理

光电效应现象最早在1887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兹在

从事电磁波实验时发现，即金属表面在光的照射下发

射电子的现象。因为一般金属材料的功函数大多在3～

5 eV之间，所以在太阳能中只有紫外光部分才能被吸收

来产生光电子。而太阳光中紫外线以上的辐射只占很小

的一部分[2]。当太阳光照射到由P、N型两种不同导电类

型的同质半导体材料构成的太阳能电池上时，其中一部

分光线被反射，一部分光线被吸收，还有一部分光线透

过电池片。被吸收的光能激发被束缚的高能级状态下的

电子，产生电子-空穴对，在PN结的内建电场作用下，电

子、空穴相互运动，N区的空穴向P区运动，P区的电子

向N区运动，使太阳电池的受光面有大量负电荷（电子）

积累，而在电池的背光面有大量正电荷（空穴）积累。

若在电池两端接上负载，负载上就有电流通过，当光线

一直照射时，负载上将源源不断地有电流流过。单片太

区域划分

年总辐射量/(kJ.cm-2)

全年日照时数/h

年太阳辐照量

地域

特征

连续阴雨天

较丰富区

500～580

2400～3000

1400～1750 kW.h/(m2.a)

新疆北部、东北、内蒙东部、

华北、陕北、宁夏、甘肃、青藏

高原东侧、海南、台湾

日照时数2600～3300 h/a，

日照百分率0.6～0.75

3

丰富区

≥580

≥3000

超过1750 kW.h/(m2.a)

内蒙、甘肃西部、新疆

南部、青藏高原

日照时数≥3000 h/a，

日照百分率≥0.75

2

可利用区

420～500

1600～2400

1050～1400 kW.h/(m2.a)

华北北端、内蒙呼盟、长江

下游、两广、福建、贵州、

云南、河南、浙江，陕西

太阳能丰富区到贫乏区的

过渡带

7

贫乏区

≤420

≤1600

不足1050 kW.h/(m2.a)

重庆、四川、贵州、江西

日照时数≤1800 h/a，

日照百分率≤0.4，建议

不使用太阳能

15

表1  我国太阳能资源区域参数

阳能电池就是一个薄片状的半导体PN结，标准光照条

件下，额定输出电压为0.48～0.55 V[3]。在实际的使用

中我们将多个光伏电池连接起来组成光伏方阵使用。

1.2 山鹰公司光伏发电可实施性分析

1.2.1 山鹰公司日照条件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资料，年到达我国陆地

表面的太阳辐射总能量约为1.47×1016 kW h[4]，位居

世界各国前列，三分之二以上国土面积年日照时数

大于2000 h。国内各地太阳能年辐射总量约在334～

836 kJ/cm2之间。如表1。

海盐位于东经120°47'至121°00'，北纬30°23'至

30°36'，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属于我国太阳能可利用

区域，太阳能资源较为充裕，适合建设太阳能光伏电

站，温度、湿度适宜，太阳能电池组件、逆变器、支架、

电气设施等均不需要做特别处理。

1.2.2 山鹰公司屋顶可用面积（表2）

1.2.3 山鹰公司光伏并网可行性分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由光伏组件、汇流箱、并网逆

变器、计量装置及配电系统组成，由于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的一些特点，发电装置接入电网时对系统电网有一

定的不利影响。本工程中发电装置的总装机容量在电网

系统中所占比例较小，并网过程中对系统电网的影响主

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的

实际输出功率随光照强度的变化而变化，输出功率不

稳定，并网时对系统电压有影响，造成一定的电压波动。

（2）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输出的直流电能需经逆变转

换为交流电能，将产生大量的谐波，并网时应满足系统

对谐波方面的要求。（3）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基本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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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有功输出，并网时需考虑无功平衡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措施：

(1）系统电压波动问题

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的实际输出功率随光照强度

的变化而变化，白天光照强度最强时，发电装置输出功

率最大；夜晚几乎无光照以后，输出功率基本为零。因

此，除设备故障因素以外，发电装置输出功率随日照、

天气、季节、温度等自然因素而变化，输出功率极不稳

定。计算考虑最严重情况下，发电装置突然切机对系统

接入点电压造成的影响。

根据GB/T 12325-2003《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

许偏差》，10 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

电压的±7%。本文按此标准来校核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突然切机对系统电压的影响。

线路投切所引起的系统电压波动小于1%，满足相

关规定的要求。

(2）谐波问题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通过光伏组件将太阳能转化

为直流电能，再通过并网型逆变器将直流电能转化为与

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正弦波电流，并入电网，在将直

流电能经逆变转换为交流电能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谐

波。

由于有较大容量的非线性负荷存在，应依照GB/T 

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的要求，对谐波水

平进行评估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3）无功平衡问题

太阳能光伏发电场所发电力功率因数较高，约在

0.99以上，基本上为纯有功输出。为满足无功补偿按分

层分区和就地平衡的原则，太阳能光伏发电场需配置

适当的无功补偿装置，以满足电网对无功的要求，提高

电压质量，降低线损。

2  光伏电站总体设计

2.1 太阳能光伏并网电站总体设计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13.89 MW分布式光伏电

站项目采用分散逆变、分区并网设计。光伏组件所发直

流电经汇流箱，接入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接至升压变

压器，送入10 kV母线与电力系统联网。在总站设1个集

中控制室，配置远程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本项目按区

块分为3个独立光伏发电单元。如图1、图2。

2.2 光伏发电量预测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总效率由光伏阵列的效率、

逆变器效率、交流并网效率等三部分组成。

厂房名称

PM3&PM5材料暂存间

PM3&PM5上料车间

PM2制浆车间

一号成品仓库

二号成品仓库

三号成品仓库

四号成品仓库

完成车间

废纸预处理车间

汽修车间

钢棚屋顶总面积

　合计：

屋面

形式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彩钢瓦

厂房

面积

4762

8865

2646

5940

5940

5940

5940

26400

7050

1725

50000

荷载余量

/kg

檩条13

13

13

檩条5

檩条5

檩条5

檩条5

13

檩条5

13

13

估算容量

/kW

400

590

200

250

250

250

250

963.9

350

142

4000

7645.9

表2  山鹰公司屋顶可用面积

图1  光伏电站总体设计图

图2  分散逆变、分区并网方案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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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阵列效率η1：是光伏阵列在1000 W/m2太阳

辐射强度下实际的直流输出功率与标称功率之比。光

伏阵列在能量转换过程中的损失包括：组件的匹配损

失、表面尘埃遮挡损失、不可利用的太阳辐射损失、温

度影响、最大功率点跟踪精度及直流线路损失等，取效

率85%计算。

逆变器转换效率η2：是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功率

与直流输入功率之比，取逆变器效率97.5%计算。

交流并网效率η3：是从逆变器输出，至交流配电

柜，再至用户配电室变压器10kV高压侧，主要是升压变

压器和交流线缆损失，按97%计算。

月内使用比例 

(0～1)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平均辐射

各月光伏阵列水平面上的平均

日辐射/(kW.h.m-2.d-1)

2.61

2.94

3.20

4.02

4.50

4.32

5.21

4.72

3.87

3.37

2.79

2.67

3.69

月平均温度 

/℃

4.5

6.4

10.2

15.7

20.2

24.2

28.4

27.8

24.6

18.5

12.7

7.1

表3  嘉兴地区太阳能辐射情况

系统总效率：η总＝η1×η2×η3＝85%×98%×97% 

≈80.8%[5]。

3  效益核算

3.1 嘉兴地区太阳能计算

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提供的卫星观测资料，

嘉兴地区太阳辐射资料如表3。

根据嘉兴市气象局数据，嘉兴地区水平面年太阳能辐

射量1347 kW.h/(m2.a)，项目总装机容量13.89024 MWp，

组件全部采用沿屋面方式铺设光伏组件。

3.2 理论发电量E的计算

E=（Ht×S×η）×N

Ht—水平面或倾斜面年太阳辐射量，kW.h/(m2.a)

S—1千瓦所占太阳能光伏电池面积（m2)

η—光伏电池转换效率

S×η=1.0

N—组件安装容量

E—1347×1.0×13890.24≈1871.015万 kW.h

首年发电量=理论发电量E×系统效率（0.80）

=1871.015×0.8≈1496.812万 kW.h

3.3 实际发电量

实际发电量是考虑组件衰减后的发电量。

本项目前10年按衰减10%计算(年均衰减1%)。后15

年按衰减10%计算(年均衰减0.66%)。第一年实际发电

量1496.812万 kW.h (已按年衰减1%计算）。

项目25年总发电量：33459.86万 kW.h。

项目年均发电量1338.39万 kW.h，每瓦年发电量

约0.9635 kW.h。如表4。

3.4 山鹰公司光伏发电效益分析

电站装机容量13.89 MW，使用寿命25年。项目建

成后，前20年平均年发电量约1365.66万 kW.h，前20

年电费的年度总节约178.16万元，整个20年可以节约电

费3563万元。该电站后期5年，光伏电站将归浙江山鹰

纸业有限公司所有，5年可发电约6828.3万 kW.h，全部

使用可节约电费4455万元。25年可盈利8018万元。

4  结语

本项目光伏发电全部用于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生产。该项目一期2016年12月投入运营，二期2017年底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第12年

第13年

第14年

年份
发电量/

(万 kW.h)

1496.812262

1481.84414

1467.025698

1452.355441

1437.831887

1423.453568

1409.219032

1395.126842

1381.175574

1367.363818

1353.69018

1340.153278

1326.751745

1313.484228

年份

第15年

第16年

第17年

第18年

第19年

第20年

第21年

第22年

第23年

第24年

第25年

25年发电量总和

平均每年发电量

每瓦年发电量

发电量/

(万 kW.h)

1300.349385

1291.24694

1282.208211

1273.232754

1264.320124

1255.469884

1246.681594

1237.954823

1229.289139

1220.684115

1212.139327

33459.86399

1338.39456

0.9635kW.h

表4  项目25年发电量预估（13890 kW晶硅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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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营，总装机容量13.89 MW，年发电量1365.66

万 kW.h，运行情况良好。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太阳能资源是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光伏

的使用可以有效减少山鹰配套火电站煤炭的使用量，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除尘废水的排放。该项目具有

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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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纸页横幅水分不均匀、毯痕、针孔等纸病，毛毯的透

气性降低还会导致毛毯磨损加剧、纸页压溃。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均匀清洗、效果

好、毛毯使用寿命延长、安全可靠、节约化工成本的新型

造纸机毛毯清洗结构。

如图1所示，该种新型造纸机毛毯清洗结构主要由

稀释桶和清洗分管组成。稀释桶设置有进水管道，进水

管道设置有控制清水进入的阀门，稀释桶侧壁设置有便

于观察进水量的刻度计量结构，稀释桶下方设置有出

水管道，出水管道设置有总阀门，出水管道与清洗分管

相连接，并通过总阀门控制清洗分管的进出水。清洗分

管包括预压分管、第一压分管、第二压分管、第四压分

管，预压分管、第一压分管、第二压分管、第四压分管等

间距设置，均单独设置有阀门，均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喷

嘴。稀释桶、清洗分管和喷嘴均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

喷嘴与毛毯的喷射角度为65°。

在使用过程中，在稀释桶中添加固体化工品，加水

稀释，根据刻度计量结构控制加水量，搅拌均匀配制

清洗液，能有效控制清洗液的浓度均匀适中，且简单高

效，清洗液通过阀门进入清洗分管，并通过喷嘴均匀喷

撒在毛毯上，能有效清洗毛毯上污物。结构简便，易于

操作和维修，使用寿命长，成本低，清洗液喷撒均匀，去

污效果好。

新型造纸机毛毯清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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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再造烟叶生产线抄造工段中昂礼曼纸机稳纸

设备的应用情况，对稳纸设备的结构进行研制改进。应用结

果表明新研制的稳纸装置结构简单、操作便捷、维保方便，

能够实现片基和干网顺利脱水，杜绝了夹网问题。

关键词：稳纸；稳纸箱；再造烟叶；干燥

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applicat ion of paper 
stabilization equipment in the production line of reconstituted 
tobacco, and improves the st ructure of paper stabilization 
equipment.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one has 
simple structure, convenient operation, convenient maintenance, 
and can achieve smooth dehydration of the chip base and dry 
network, and eliminates the problem of gripping.
Key words: paper stabilizing; paper stabilizer; reconstituted 
tobacco;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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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稳纸装置存在的缺陷

再造烟叶是以卷烟生产过程中废弃的烟梗、烟末和碎烟片等为原料，利用造纸法原理，制

成接近天然烟叶的烟草薄片，再用于卷烟生产的一种烟草生产工艺。如图1。

传统的稳纸装置主要依托烘缸与真空吸辊实现。真空吸辊安装在烘缸之间，用来产生负压，

使片基紧贴干网，以防出现空鼓，造成飘纸、断纸。稳纸箱在真空吸辊的下方，是真空吸辊的配

套设施，作用是在两缸之间形成密封区域。利用稳纸箱内部的正压通过两侧缝隙引射形成负压，

把稳纸箱两侧与烘缸密封，增强真空吸纸的能力。如图2、图3。

当片基进出烘缸与干网的夹区或者离开干网通过真空辊时都会出现起皱等现象，最终出现

褶皱、荷叶边等问题。传统的纸机主要利用提高烘缸间的速差来解决，但是提高速差后，片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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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再造烟叶成品

图2  稳纸装置装配图示

干燥部会横向收缩变形，容易引起断纸。但是由于稳纸箱与烘缸之间间隙太小仅为1.5 mm，一

旦前端断纸，有大的纸块流经稳纸箱与烘缸缝隙时容易造成间隙卡死，会使干网瞬间拉断，对连

续生产造成致命破坏。且再造烟叶生产线前段采用浸泡工艺，浆料浸泡超8h后，浆料变质，不可

使用，使得整线得率降低，能耗大幅提高。

2  稳纸装置的设计

针对以上情况，急需设计一款确保真空密封，负压满足稳纸需求，避免产生夹纸断网，并且

可以有效降低因烘缸部飘纸造成的施胶断纸问题的稳纸装置。

通过查阅文献，稳纸装置的应用主要是作为真空吸辊的配套设置，安装在两缸和干网之间

形成负压区域，增强吸纸能力，以提高纸幅运行的平稳性,提高纸幅水分的蒸发速度，有效减少

断头和纸病。稳纸装置一般紧贴干网或毛毯背面，内部结构有一个压力室，高压风由风箱四周喷

嘴喷出，随着纸机高速运行该区域形成负压，将纸幅紧贴干网或毛毯从而达到纸幅稳定的目的。

根据具体的应用部位，有以下三类：压榨部稳纸装置、单挂烘缸组前引纸处稳纸装置、单挂烘缸

组稳纸装置。如图4。  

在实际使用中，稳纸装置吹风气流量不足时会在干网和稳纸装置之间产生的真空度不足，引

起片基起皱，造成卡纸；吹风气流过大时，对片基运行有害，容易引起飘动，导致断纸。为了避免

此类问题的发生，根据现场实际应用情况，本设计选择以下装配方案，即在烘缸与真空吸辊间安

装槽式稳纸装置，烘缸、干网、潮湿的片基、真空吸辊围成

一个倒梯形的负压空间，在出现卡纸牵拉时，稳纸装置的

下部可以实现轻微摆动，保障片基顺利通过，以防夹断片

基、干网。

图3  稳纸装置安装位置

图4  稳纸装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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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改造实施方案

3.1 设计制作

3.1.1 基本构造

如图5所示，槽式稳纸装置位于真空辊正下方，底板一端设有回位块，真空辊、烘缸、干网、

跟随干网运动的潮湿片基、稳纸装置构成倒梯形密闭空间。

真空辊内设有真空泵，真空泵对密闭空间进行抽气，营造负压的环境，使得干网和片基紧贴

烘缸、真空辊运行，减少片基折皱和破损现象的发生。底板选定轴承固定，占用空间小，运动轨

迹为旋转扇形。如图6。

在轴对称的底板左端设配重块、定位螺栓，在片基、干网发生折皱、卡塞时，底板会发生短

暂的偏转，等待片基、干网顺利通过后，定位螺栓配合配重块自动回位。减少了现场操作工停机处

理的步骤，并在稳纸装置两端增加观察口，方便操作工观察内部状态，及时清理夹纸。如图7。

3.1.2 装配效果

完成整体安装后，防夹式稳纸装置如图8所示。

3.2 改造后的应用情况

同比2018年和2019年1～5月运行效果（表1、表2），本稳纸装置有效减少烘缸飘纸褶皱造成

的断纸次数，每百吨产品断纸次数由平均6.78次

降低至2.44次，干网再未出现夹断情况，有效地

图5  稳纸装置结构图示

图6  底板成品图

图7  现场实际运维

图8  成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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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1～5月断纸统计

月份

1

2

3

4

5

施胶

断纸

23

27

62

80

84

产量

/t

200

200

550

500

600

扬克缸

裂边断纸

11

12

34

43

31

烘缸飘纸

褶皱断纸

13

14

27

36

50

其他

断纸

0

1

1

2

5

烘缸飘纸褶皱计

算/(次/100t)

6.5

7

4.9

7.2

8.3

表2  2019年1～5月断纸统计

月份

1

2

3

4

5

施胶

断纸

22

27

53

57

29

产量

/t

200

250

450

550

300

扬克缸

裂边断纸

11

13

34

28

14

烘缸飘纸

褶皱断纸

5

8

10

11

7

其他

断纸

1

2

1

2

3

烘缸飘纸褶皱计

算/(次/100t)

2.5

3.2

2.2

2

2.3

[收稿日期:20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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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

4  结论

本稳纸装置的使用，保障了生产线的连续生

产，避免了原料、维保的能源浪费，并有效减少了操

作工劳动强度。该稳纸装置操作便捷、排除干网断

裂引发的全线停机和安全隐患，有效减少了烘缸部

断纸次数，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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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纸企LECTA推出新型涂布可再生纸：Recytal Matt

本刊讯（LECTA 消息) 2021年2月，法国

纸企LECTA推出了Recytal Matt涂布再生

纸产品。这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双面涂层的再

生纸，其颜色为自然白，在所有类型的打印方

法中均具有出色的印刷效果。这种新型纸张

由100％的再生纤维制成，产生的废物更少，

从而促进了循环经济。

Recytal Matt系列已获得FSC®产销监

管链认证，定量范围90～240 g/m2，应用广

泛，可制作书籍、小册子、目录、文件夹、插

页、杂志、报告等，是所有类型的高质量印刷

品的自然选择，从而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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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分切机悬臂式卷纸轴存在下坠故障，在不更换

刹车装置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改进分切机摆臂液压系统，排

除了分切机悬臂式卷纸轴存在的下坠风险，大幅提高了卷纸

轴稳定性能，避免了频繁更换刹车装置。降低了备品费用，同

时也节省人力。

关键词：卷纸轴；液压系统；刹车装置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antilever paper roll shaft of slitting 
machine has a falling fault. Without changing the brake device, 
the risk of falling of the cantilever paper roll shaft is eliminated by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the swing arm 
of the slitting machine,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stability of 
paper roll shaft and avoids the frequent change of brake device. It 
reduces the cost of spare parts and  saves manpower.
Key words: paper roll shaft; hydraulic system; brak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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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浙江华丰纸业科技公司在用的分切机为国外进口品牌，该分

切机卷纸轴属于悬臂式，操作方便，作业效率高[1]。但长时间使用

后会出现问题：摆动缸（电机）驱动卷纸轴将盘纸放到卸卷车上，

盘纸通过卸卷小车移出过程中，卷纸轴受重力作用会下坠磨损塑

芯，卷纸轴重量约100 k g。图1为分切机卸卷小车移出过程，图2为

塑芯磨损现状。

分切机制造商认为设备长时间使用后，卷纸轴刹车装置内部

刹车片磨损，要更换新的刹车装置才能解决，并且该装置属于易损

件，需定期更换。为了降低维护成本，公司成立攻关小组，经过反

复研究和试验，最终制定出改进方案并成功解决该问题。

2  液压系统分析

分切机摆臂液压系统原理如图3所示，工作原理：泵站输出液压油，液压油分为两支路，通过制

动阀（序号1）打开刹车装置，通过电液伺服阀（序号2）给电机供油，电机出口的液压油通过阀回到

液压油箱，形成回路[2]。

将整个作业过程分为三个步骤，分别监测电液伺服阀和制动阀的电信号，结果如表1。

图1  卸卷小车移出过程

图2  塑芯磨损状况

表1  液压阀电信号检测结果

液压阀

制动阀

电液伺服阀

作业步骤

卷纸轴带着盘

纸下放过程中

有信号

有信号

卷纸轴将盘纸

放到小车后

无信号

无信号

盘纸通过卸卷小

车移出过程中

无信号

无信号

图3  分切机摆臂液压系统原理

图4  卷纸轴力矩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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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9-04]

图5  增加的液压平衡阀

图6  增加平衡阀后的卷纸轴力矩平衡图

根据原理图可知，控制摆线电机

的电液伺服阀属于三位四通换向阀，中

位机能为H型。因此，当卷纸轴将盘纸

放到小车后直到盘纸移出过程中，由

于电液伺服阀均无信号，换向阀处于中

位，摆线电机进、出口压力相等，有效

压差为0。所以，固定悬臂式的卷纸轴

全依赖刹车装置，其内部的刹车片产生

静摩擦力矩M f克服卷纸轴自身重力产

生的力矩M G。由于长时间使用后，刹

车片表面磨损，摩擦力矩M f＜重力矩

MG，导致卷纸轴下坠，如图4所示。

3  优化方案

现将电液伺服阀和摆线电机之间

增加液压平衡阀（序号3），液压系统原

理如图5所示。卷纸轴正常下放时，液

压油进入平衡阀2口，开启平衡阀后，

液压电机回油由3口至1口，再经电液伺服阀回油箱。卷纸轴将盘纸放到小车后，由于电液伺服阀

无信号，液压油无法进入平衡阀2口，无法开启平衡阀，则电机回油无法从3口至1口，导致电机回

油截止产生背压。因此，卷纸轴受到电机下放的反向力矩Mh，通过现场调试，实现Mh+M f≥MG，

则卷纸轴基本不下坠，如图6所示。

4  使用效果

根据液压系统原理现场连接液压管路测试。工况：现场测试盘纸直径φ500 mm，盘纸长度

5020 m。更改前卷纸轴下坠2 cm，塑芯磨损严重；更改后卷纸轴基本不下坠，塑芯无磨损现象。

已将该技术推广到分切机的其他工况，均可实现工作性能稳定，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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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control of optisizer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ractice is related to its normal and 
stable opera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bugging 
afte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izing roll and the operational 
considerat ions af ter the paper breaking, as well as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bright lin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optisizer; test; cleaning inspection; brigh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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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Optisizer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维护和操作控制关系到

其是否正常稳定运行，本文主要介绍了施胶辊更换后的调试

和断纸后的操作注意事项，以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亮线问题

的一些探讨。

关键词：Optisizer；测试；清洁检查；亮线

岳纸8#机Optisizer是从Metso引进Opti概念的机

内涂布生产线，位于硬压光后、Tundry前。8#机设计纸

种为表面施胶或涂布纸。自2003年7月投产以来，生产

过多种纸张，如：施胶标准新闻纸、优质杂志纸、LWC

纸、多功能文化用纸、书刊纸等，生产新闻纸时作用只

是一个过渡品种。由于8#机前干燥是单排烘缸，新闻纸

有时易产生纸页翘曲，曾用施胶上水的方法解决。涂布

头型号为Optis i zer型，可同时进行单、双面涂布。涂布

配置上料系统，在上料系统中上料梁将涂料施涂到辊

表面，然后再转移到纸页表面，最终留在纸页上的涂料

总量是通过上料梁中的刮刀、计量棒来控制的。涂布后

的纸幅通过一个气垫转向干燥器、一个燃气红外干燥

器和后干燥烘缸组来干燥的。图1为8#机Optisizer的工

艺流程及结构。 

1  Optisizer的主要设备及简介

Optisizer主要由施胶辊、涂布头、上料系统、液压

系统及传动和控制系统组成。这里简要介绍前三项。

1.1 施胶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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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胶辊由上下辊组成。底辊固定，顶辊通过液压执

行机构将顶辊紧靠在底辊上，其尺寸和中高由幅宽、车

速和线压来决定。施胶辊内通冷却水，有热平衡系统以

保证辊子内循环水在运行期间温度稳定，循环水从操作

侧通过水接头进入，并从传动侧的集水盘排出，供水温

度保证在35～50 ℃，水温越接近涂料温度越好，若水温

太低将影响涂布时横幅均匀性和辊面使用，温度过高

会加剧辊面磨损。辊子的表面包胶，PU覆面X-MATE

（35P&J）胶层厚度20 mm。施胶辊两端有边缘喷淋以

便湿润辊子两端无纸幅的边缘辊面，若计量棒加载在

干的辊表面，极易导致温度过高而磨坏施胶辊面。辊子

全幅喷淋水沿整个横幅方向安置在施涂梁收集盘上，当

施胶段纸辊上没有涂料时，湿润喷淋自动打开，避免干

磨而损坏辊子。

1.2 涂布头

涂布头主要由上料梁、计量棒和计量棒座、密封

刮刀和边缘密封、全幅和边缘喷淋水管、收集盘等组成

(见图2)。

1.3 Opitsizer上料系统

上料系统按所需涂料量以稳定的流量供给涂布

头，它由上料泵、压力筛、旁通阀门、回流筛等构成(见

图3)。涂料经上料泵输送，上料回路中有一压力筛，主

要清除涂料中的杂质或原纸中带来的毛布毛或纤维，

保护施胶辊的安全运行。设有旁通阀门是将部分到涂

布头的供料返回到涂料循环系统中。在回流管线上有一

回流圆筛，在断纸清洗时防止损纸进入供料槽中造成损

纸堵塞压力筛。与上料梁联接管两端的排气管可除掉

积聚在系统中的空气。 

2  施胶辊压区测试及涂布头间隙调整

Opt is i z er在换辊后必须找正，对两施胶辊进行压

区修正“零位”测试，以避免加压时辊子两端加压不一

致。同时对涂布梁与辊的间距进行调整，涂布梁与辊的

间距影响密封刮刀工作的角度和整个上料区的位置。间

距调整是在压区闭合、上下涂布头靠拢时进行，主要是

调整涂布头与施胶辊的平行度。一般情况下，先进行辊

子的压区修正，再进行计量棒与辊的间距调整。

2.1 压区修正“零位”测试

新上机的施胶辊在检查满足运行条件后，开运行，

同时对施胶辊和涂布梁进行全面冲洗，待施胶辊运行

约30 m i n，施胶辊和涂布梁的循环水温度达到正常设

定值时，将Optisizer辊停下。按下面的步骤进行压区修

图1  Optisizer的工艺流程及结构

图2  Optisizer涂布头结构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34
第42卷第6期 2021年3月



正“零位”测试。

第一步: 从DCS画面上将Opt i s i z e r设置为测试

模式。如图4点击“NIP TEST OFF”为“NIP TEST 

ON”状态。

第二步: 按图5在现场操作面板上按“移动报警”

按扭，等待亮后不再闪烁，然后按“上涂布靠拢”按扭，

当上涂布靠拢后，再按“压区修正”按扭，最后按“加

载”按扭，让施胶辊压区加载闭合。  

第三步：压区靠拢后，根据现场施胶辊两侧压区情

况调整施胶辊两边的线压力，压力由大到小调整（最大

16 k N），压力调整至待施胶辊压区两边出现间隙且宽

度一致时，即调整至压区的“零位”。压区的操作侧和

传动侧在约1～1.5 m面宽上各有微小间隙。 

如施胶辊一靠上就脱开会产生以下报警：一个是

“TS/DS position difference”，另外一个是“TS/

DS pressure control is not setting”。可通过自控

修改程序微调其加载缸的移动距离与加载力，如图6。

当液压缸加载时两边的加载压力偏差大于设定值

（16 k N/m）偏差的80%（即12.8 k N/m）时涂布头会

自动脱开，两侧行程偏差超过9%时也会自动脱开。这样

就必须调整“设定液压缸的行程”和“设定液压缸加载

值”使压载时偏差缩小。加载时的压力设定如图7。 

第四步：当“零压区”调整完毕，覆盖新辊子的加

载缸参数。从上往下按图6中右侧的“ov e r w r i t e”按

扭。

第五步：试运行。将图4中的“NIP TEST ON” 

点击为“NIP TEST OFF”，施胶辊开始运行。打开上

下辊的全幅喷淋水，闭合压区，观察两辊刚好闭合时，

喷淋水在压区上是否从中间向两边扩展，否则可通过自

控修改程序微调其加载缸的移动距离与加载力来达到

此状态。如果水从TS（操作侧）至DS（传动侧）,可适当

减少DS的加载缸移动距离，反之则减少TS的加载缸移

图3 Optisizer上料系统

图4  DCS测试画面 

图5  现场操作面板画面

生产实践PRoDucTion

图6  加载缸的移动距离与加载力调整 

35
Mar., 2021  Vol.42,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净后开清洗循环。注意：损纸不允许丢到涂布头的定位

杆上，否则靠涂布头时易产生飞料。溜槽内的损纸必须

尽可能清理出来，否则易造成回流圆筛或压力筛堵塞。

● 专人负责检查或疏通上下辊的每一个全幅喷淋

水和边缘喷淋水的喷嘴；同时将回流溜槽边缘上干料

清除干净。

● 清洁定位杆、辊端、计量棒万向轴处、密封刮刀

与计量棒之间、计量棒床和转向前沿及上挡板上的干

涂料。注意检查密封刮刀是否完好，边缘密封是否正

常，密封刮刀的溢流孔处不能有损纸，否则会影响成膜

或造成辊面磨损。

● 检查或清洁夹层过滤网和一楼回流筛内是否有

损纸，避免损纸进入系统影响操作。

● 清洗完后，施胶辊开始运行，开全幅喷淋水并

用毛巾再次把辊面擦拭干净，之后用毛巾吸干涂布头上

的积水。

3.2 靠涂布梁时注意事项

● 引纸后，控制好原纸的运行状况：如原纸的水

分、厚度和纸幅张力控制是否适当，同时关注成纸强

度。

● 检查或清除涂布梁上的积水，防止靠涂布梁时

水流到辊面造成缠辊。                                                      

● 检查涂布梁的上料情况。根据现场涂料的流变

性及流量，建议密封刮刀两端密封外均有料溢流；如图

8，及时调整上料参数达到靠涂布梁的最佳流量。

● 靠完下涂布梁后不要急于靠上涂布梁，要检查

下辊传动侧是否有漏涂现象，后干燥张力和转向间距

是否正常。

4  施胶“亮线”

动距离。

2.2 涂布头与施胶辊的间距调整

测量工具：测量棒、专用扳手（两把）、游标卡尺、

记录本和笔。

第一步：计量棒、计量棒床及密封刮刀均拆下，施

胶辊和上料梁须全面清洁干净。

第二步：粗略估计需水平移动的距离，（D旧辊-D新辊）

/2=（±）向内向外的距离。从DCS上将施胶压榨设置为

测试模式（图4），闭合压区，合拢上料梁。

第三步：将上料梁的自动阀柜中板上螺孔拧开，将

测量棒推入，直到它轻微地接触辊表面，测出读数并记

录数据，随后脱开压区与上料梁调整水平距离(水平调

节螺丝每旋转一周水平移动1 mm，顺时针减少水平移

动距离，反之亦然)，反复测量与调整，直到测得的尺寸

为29.85 mm(美卓要求30±0.2 mm)。

第四步：计量棒、计量棒床及密封刮刀部件上机复位，

施胶压榨设置为运行模式等，施胶上料测试施涂情况。

3  Optisizer断纸操作及注意事项

为保证Opt i s i z e r断纸后，引纸靠辊顺利，防止施

胶辊的磨损影响成纸质量，断纸后的清洁与检查至关

重要。

3.1 断纸清洁与检查

● 将施胶辊停下或开爬行,在降速时打开全幅喷

淋水，用毛巾擦拭辊面将其清洁干净，防止涂料干在辊

面上磨损辊子。

●  清洁涂布头、密封刮刀、溜槽内的损纸，清理干

图7  加载时的压力设定 图8  密封刮刀两端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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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如图10、图11。

● 密封刮刀变形损坏，与施胶辊接触面有毛刺。

● 计量棒与施胶辊面上干涂料造成的磨损。

● 计量棒与棒床润滑不良造成棒表面磨损。

● 施胶辊辊面材质或胶层老化，不耐磨。

● 涂布头与施胶辊间隙调整不到位，计量棒与辊

面压区的间隙小。

● 上料系统压力筛安装或筛缝变形等原因造成杂

质影响。

4.2 工艺优化

● 提高原纸结合强度，减少填料从纸面脱落下

来。适当降低压榨部2#真空转移辊的真空度，减少因真

空吸附使得纸页上表面蓬松而导致填料和纤维在施胶

时易从纸面上脱落。

● 稳定填料、重钙和瓷土的质量。建议PCC主要

粒径范围在2～2.7 μm。

● 胶黏剂在温度为50 ℃，黏度为80 mPa.s，美卓

建议温度在50～80 ℃，黏度为20～40 m P a.s。因为较

高黏度胶料易将纸页表面的填料和纤维粘下来，附着于

施胶辊表面，部分随着回流涂料回到上料站循环系统，

部分随着施胶辊表面进入计量棒夹区，如果有较大颗

粒从纸面上掉下卡在计量棒和施胶辊压区之间，则易

造成施胶辊和计量棒表面的磨损。

● 上料压力筛由150 μm改用125 μm，同时让部

分胶料回流并通过振筛处理，减少纤维和大直径填料

循环进入系统。压力筛适当排渣，防止杂质积累导致筛

选效率下降。

● 加强涂布区域的清洁控制，加强施胶备件的日

常检查维护，确保使用正常。

5  结论

Optisizer在维护和正常生产过程中的操作控制关

系到施胶辊安全稳定运行，所以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必须

关注好每项细节。亮线问题加强原纸方面的改进，做好

上料系统筛选净化，同时加强填料和重钙的检测，尽可

能达到工艺的要求，减少辊面和计量棒的磨损，减少损

失。

[收稿日期:2020-12-28(修改稿)]图11  填料有絮聚成团现象

图10  刮刀处污垢 放大图（×1000倍）

图9  施胶辊面和计量棒磨损的“亮线”

因施胶辊或计量棒表面磨损，形成一条细沟纹印，

经涂布后，辊面成膜或成纸面上有一条细亮线，影响成

纸质量和增加施胶辊的维护磨削费用。亮线的大小取

决于辊或计量棒表面磨损的程度。见图9。

4.1 原因分析

原纸加填量高，表面强度不理想，原纸中的填料对

辊面或计量棒的磨损。图10为从硬压光的刮刀上取样进

行放大1000倍分析：发现有大量的填料和细小纤维存

在于刮刀处的污垢中。

● 涂料中的重钙或瓷土颗粒对辊面或计量棒的磨

损。涂布过程中，在淀粉循环作用下，填料有絮聚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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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纸绳故障案例分析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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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校 先生

助理工程师，生产经理；负责工厂生产

车间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

引纸绳在造纸生产中广泛应用，主要是用于纸条

转移，把压榨部出来的纸条从纸机的前烘干燥部入口

引导和传送到卷取的卷纸轴。在造纸生产中多数老的

机台还是全部靠引纸绳传动来引纸；近几年新投产的

高速纸机基本上都是采用无绳引纸技术，无绳引纸技

术不仅操作方便、接纸效率高而且相对安全。但是由

于纸机生产线太长，且各部分构造复杂，所谓的无绳

引纸并不是全部不使用引纸绳；前烘出口到施胶再到

后烘入口部分，从后烘出口到压光机再到卷取部分，

还是依然采用引纸绳传动引纸。引纸绳使用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引纸效率。提高接纸效率和降低引纸绳故

障的事故率也是各个造纸生产企业追求的目标；我们

几年来对引纸绳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断地

总结和分析；并根据分析的原因不断地改进和设备升

级，取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降低了引纸绳故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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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接纸效率。下面是引纸绳在使用过程中一些典型故

障案例分析和改进措施。

1  纸机各部位引纸绳常见的典型问题

(1）前烘引纸绳正常生产使用不足10天磨断，如

图1～图3所示，引纸绳磨损严重以及断裂情况的图片。

（2）在前烘干燥部的一二组绳轮处塞纸。（3）接纸困

难，纸条不进下一组缸绳进口夹角。（4）施胶机接纸时

间长，纸条挂施胶辊、不进引纸绳夹口或进入后断裂。

（5）后烘七组缸引纸绳易脱轮，安装困难。（6）引纸

绳使用后期接头磨损严重。（7）卷纸机处引纸绳磨损

严重。（8）生产过程中断绳打断纸页和校正器挡板，

造成异常事故。（9）断绳清理困难，缠绕烘缸轴。

2  原因分析

(1）以前在机使用的引纸绳轮直径是φ180 m m

的，由于引纸绳轮直径小，导致回程过程中绳轮包角小

是磨损的主要原因；还有绳轮偏斜、脱轮、缺油磨轴、

与引纸绳不在同一个面上，张力控制不合理等也是引

纸绳磨损的一些原因。（2）纸机一二组烘缸初始设计

为双排缸，后来改造为单排缸；改“单挂”后纸页走向

随之改变，原来的引纸绳轮过于繁琐，于是在接纸过

程中出口和张紧器位置塞纸情况增加。（3）每组进口

图1  引纸绳接头磨损照片  图2  引纸绳接头松脱照片 图3  绳轮不转磨断引纸绳的照片

角度小，烘缸出口纸条卡刮刀起皱。（4）施胶引纸绳

原设计为内外两根绳，接纸时纸页侧向进入绳轮易断

裂；施胶机辊面湿水黏纸；引纸绳未进入引纸位，接纸

时挂施胶辊；六七组缸速比调节不合理；进七烘角度

不合理。（5）七组烘缸数量多，引纸绳轮过于紧凑，单

个张紧器伸缩量不够。（6）引纸绳选型与绳轮不匹配；

接头穿接不标准。（7）卷纸机引纸绳在二楼楼面上，

回抄纸页容易划伤引纸绳。（8）校正器无防护措施。

（9）烘缸轴无防护罩。

图4  烘缸引纸绳入口角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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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进措施

( 1）将原来直径为φ18 0  m m的引绳轮改为

φ280 m m的，并且改变入口绳轮位置，增大绳轮包

角；调整绳轮的水平，与引纸绳在同一平面上，避免磨

损和脱轮；加大设备的维护保养，调整合适的引纸绳

张力。（2）根据纸机烘缸改造后的情况，取消原来下

排缸多余的引纸绳轮，并调整底层引纸绳轮位置，增

加引纸绳长度，理顺引纸绳与纸页的走向顺序。（3）调

图5  烘缸出口引纸风管照片

整绳轮入口角度40°～45°，如图4所示：改造之后烘缸

引纸绳入口角度照片。在每组出口烘缸的切线位置上

安装引纸吹风管，如图5所示：一二三组烘缸出口引纸

风管照片。(4）对施胶机引纸绳进行改造，将原来的内

外两根绳改为两根底绳和一根顶绳，让纸页水平地进

入引纸绳夹区；调整七烘引纸绳角度，使纸页出六烘

直接进入七烘引纸绳入口，如图6所示：改造前施胶引

纸绳示意图，图7所示：改造之后的施胶引纸绳；速比

的调节原则按照先松后紧，以纸页不拉断和松脱打折

图6  改造前施胶引纸绳示意图

图7  改造后施胶引纸绳照片

图8  改造后七组缸引纸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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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接走向无交叉、错挂轮、掉轮、漏挂轮、磨绳现象；

运行张力0.1±0.05 M Pa；张紧位置控制在气缸1/3～

1/2处，如图10所示：引纸绳选型照片。（7）卷纸机磨

损位置增设防护板。（8）安装校正器防护装置。（9）

安装烘缸轴承防护罩，断绳时及时清理，用刀片把每

段割开分别取出；如图11所示：各部位引纸绳安装防护

罩的照片。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措施的改进，在生产过程中对引纸绳

轮定期加油保养、绳轮校正；对引纸绳定期更换；对

员工穿接引纸绳培训和完善工艺标准；对引纸设备的

持续改进。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引纸绳出现故障的几

率，实现了引纸绳使用周期30～40天，每次接纸时间

节约10～20 m i n的目标。当然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引

纸方式，以上典型问题不可能全部覆盖，还需要大家

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和改进，收到良好的使用

效果。

为准。(5）七组烘缸通过调整底层回头轮位置和内外

绳各增加一套张紧装置来增加引纸绳伸缩量，达到穿

接方便的目的。如图8所示：改造后七组缸引纸绳示意

图，图9所示：七组缸两套引纸绳张紧器照片。(6）选择

ENDURO R系列φ14 mm的白色引纸绳；规范引纸

绳穿接标准：接头长度120±10 c m；接头外观无起毛

起泡现象，无明显竹节现象；绳头单边修剪20～25 c m

成平滑的阶梯状；均匀修剪，拉紧绳头接头光滑均匀， [收稿日期:2020-07-31]

图9  七组缸两套引纸绳张紧器照片

图11  各部位引纸绳安装防护罩的照片

图10  引纸绳选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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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搅拌器在纸张生产中应用广泛。本文应用DCS系统对

浆罐搅拌器进行软硬件设计，应用DC S系统折线表模块实现

搅拌器电机频率的变频给定，并对固定频率控制和折线表变

频控制做了能耗实验对比。

关键词：搅拌器；节能；变频控制

Abstract: Agitator is widely used in paper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DCS system was used to design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agitator control system, and the polyline module of DCS system 
was used to realize the frequency conversion of agitator motor. 
Meanwhil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fixed frequency control 
and polyline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were compared.
Key words: agitator; energy saving;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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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罐搅拌器折线表变频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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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ol System for Frequency Conversion of Pulp Tank Agitators
⊙ Lei Hailong1, Li Chao2, Hong Dingjian1, Wang Yongqi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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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自动化工程师。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搅拌器在现代纸张生产中应用十分广泛，其目的是使纸浆在配浆、流送、上浆的过程中均匀

一致，避免浆水分离。目前对浆罐搅拌的控制方式主要为工频控制、变频PI D控制等控制方式。

本文采用折线表变频分段控制，能够满足生产要求的同时节能效果明显。

1  系统组成

如图1所示为浆罐搅拌系统结构，DCS控制系统通过液位传感器获取浆罐液位，根据液位按

折线表规则计算输出频率给变频器，进而控制搅拌电机，使浆罐中的纸浆在生产过程中均匀一

42
第42卷第6期 2021年3月



致，满足生产要求。

2  软件实现

DCS控制系统选用中控ECS700，该系统具有

开放性、安全性、实时性等特点，适用于大型工业流

程控制[1～4]。应用ECS700系统实现工业流程控制

需完成硬件组态、位号组态、功能块程序搭建、

画面组态等步骤。

如表1所示为浆罐搅拌系统位号表，根据位

号表完成硬件组态，带MCC的IO点为通信位号，

需完成通信位号组态。如图2所示为针叶浆贮存

池液位LT10硬件组态。如图3所示为01A401搅

拌的通信组态。

位号组态是将设计好的位号添加到位号表

即可。

功能块程序搭建即应用系统自带的逻辑功

能块、用户功能块（根据项目需要用户可自己编

写功能块）搭建程序，实现系统功能。如图4所示

G_MOTOR_D为系统电机模块，01A401_STA.

PV为搅拌状态通信字，STA_SN D为状态字解

析模块，将状态字解析为搅拌的准备信号、运

行信号、报警信号；CMD_SND为命令字打包模

块，将搅拌的启动/停止，复位信号打包成命令通

信字送到变频器，执行相应命令。

如图5所示，MANUAL为系统手操器模块，

LT10为浆罐液位，FXY折线表功能块，能够实

现分段函数控制功能，即可通过该模块实现浆

罐搅拌频率的分段控制，X为浆罐液位，Y为搅

拌电机频率，分别设置各段X、Y的坐标值，通过

X、Y坐标值算出各分段函数的斜率和节距。根

据分段函数算出输出值，频率输出值OUT如公式

表1　浆罐搅拌系统位号表

指令

01A401

01A401_RDY

01A401_STT

01A401_FB

01A401_SP

LT10

DI

1

1

字节

针叶贮存池搅拌

针叶贮存池搅拌电机准备

针叶贮存池搅拌电机启动/停止

针叶贮存池搅拌电机反馈

针叶贮存池搅拌频率给定

针叶贮存池液位

DO

1

AI

1

AO

1

通信位号

MCC

MCC

MCC

MCC

图1　搅拌系统结构

图2  针叶浆贮存池液位LT10硬件组态

图3  搅拌器01A401的通信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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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示。根据分段函数算出输出值，频率输出值OUT如公式（1）

所示。

      ( 1 )

画面组态即软件的操作界面组态，用户可根据生产实际工况在

软件画面上实时调整设备参数。如图6所示为针叶浆贮存罐画面组

态，在画面组态中LT10为浆罐液位显示，01A401为浆罐搅拌电机。

通过该画面可实现浆罐搅拌的启停、频率给定等功能。

如图7所示，该画面为针叶贮浆罐搅拌电机频率给定的输出折

线表，X1=20、Y1=80，即浆罐液位为20%时，搅拌电机频率给定输出

为80%；X 2=30、Y2=85，即浆罐液位为30%时，搅拌电机频率给定输出为85%；当浆罐搅拌液位

在20%～30%之间，则搅拌电机频率给定输出按公式（1）计算得出。

3  节能效果分析

为了验证通过折线表控制浆罐搅拌频率节能效果，设计了2组实验，第一组实验为在循环打

浆导浆过程中，浆罐搅拌电机采用固定频率控制，即搅拌电机的频率输出给定是固定值。

第二组实验为在循环打浆导浆过程中，浆罐搅拌电机采用折线表控制频率输出给定，即浆

罐搅拌电机的频率输出给定随液位的变化按折线表规则输出频率给定值。

如表2所示，搅拌电机为固定频率运行，频率为47.5 H z，用时33m i n3s，总耗电量为

7.295 kW·h，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0.22106 kW·h。表3为折线表控制频率运行，用时33min21s，

总耗电量为5.245 kW·h，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0.158943 kW·h。表2、表3所用折线表坐标值。

从表2与表3的对比可看出，运用折线表控制浆罐搅拌频率给定可节省电能，折线表频率给

定控制相比固定值频率控制，每分钟平均节省0.062118 kW·h的电能，节电效果明显。从实验过

图4  逻辑功能模块

图5  控制功能模块

图6  针叶浆贮存罐画面组态

图7  贮浆罐搅拌电机频率给定的输出折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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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7-29]

程观察，对于浆罐的使用主要分为装浆、循环磨浆、卸浆过程。在

装浆和卸浆过程中浆罐液位变化明显，用时短；在循环磨浆过程中

浆罐液位基本不变，保持在40%左右，用时长。通过浆罐液位变化规

律，打浆浓度、打浆时长及浆罐中纸浆均匀性调整折线表中X、Y坐

标值可充分节省电能。

4  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浆罐搅拌器的折线表变频控制的实现及其节

能效果的分析，介绍了该系统的结构组成，从硬件组态、位号组态、

功能块程序搭建、画面组态4个方面介绍了其软件实现。对固定频率

控制和折线表频率控制作了能耗实验分析，得出结论：应用折线表

频率控制浆罐搅拌具有节电效果。折线表中X、Y坐标值需根据浆罐

液位变化规律，打浆浓度、打浆时长及浆均匀性等因素适当做出调

整。在保证搅拌效果的前提下，Y值越低，节能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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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折线频率运行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用时

耗电量

见表4

2020-02-18-13:27:06

2020-02-18-14:00:27

33min21s

5.245kW·h

表2

固定频率运行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用时

耗电量

47.5Hz

2020-02-18-12:52:17

2020-02-18-13:25:23

33min03s

7.295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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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斯克为沙特MEPCO公司的新工厂提供卫生纸机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 2021年2月24日，MEPCO和拓斯克（Toscotec）签署了领先型2.2L卫生纸

机的交钥匙项目供应合同。

这台领先型2.2L卫生纸机的年产能超过6万 t，配备了拓斯克下一代靴式压榨、第三代拓斯克钢

制扬克缸以及集成了多发电机热电联产空气系统的高效拓斯克气罩。

MEPCO是中东地区领先的一体化纸品生产商，为全球包装、建筑、家具和纸芯行业提供多种箱

纸板和特种纸制品。MEPCO的产品供应给沙特当地市场，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非洲。

拓斯克将以交钥匙的方式供应新生产线，包括两台旨在确保卓越的松厚度和保持柔软度的

OPTIMA复卷机2600L。

该纸机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在意大利卢卡开始制造，预计在12个月内完成。新生产线计划在

2023年第一季度试运行，然后进行商业生产。

MEPCO于2020年12月宣布进入生活用纸原纸生产领域，这是填补沙特市场巨大进口缺口的有

利机会，当地市场人口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但当地供应有限。

● 技术信息 ●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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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质碳酸钙；生产流程；设备异常动作；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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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干扰引起设备异常动作故障的分析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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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质碳酸钙生产工艺设计、项目管理工作。

在造纸厂重质碳酸钙主要用于涂布白卡纸、铜版

纸生产，造纸涂料配方中碳酸钙使用量大幅增加，已

从5%～10%上升到30%左右，其用量在造纸工业中呈逐

年递升的趋势，重质碳酸钙的填加量增多，不仅可以降

低造纸生产成本，并可以提高纸张的松厚度、表观细腻

性、吸水性，使纸张亮度好、结构坚实、利书写、涂布均

匀。年碳酸钙使用量超过5万 t，在造纸厂内自行建立碳

酸钙车间，生产干粉、泥浆，送到涂料制备工段使用，是

最优的配置。

图1是造纸厂典型重质碳酸钙工艺示意图，包括

破碎、干磨、湿磨三个工段，可根据现场区域调整设备

配置，此项目是沿一个方向顺序依次布置设备，第一工

段为粗破碎及细破碎工段，约12 m长区域；第二工段

为立磨工段，约18 m长区域；第三段为配料及湿磨工

段，约占20 m长区域。主要配置破碎机-立式干磨机-

配料罐-立式湿磨机，碳酸钙矿石原料平均粒径小于

400 mm，破碎后矿石平均5 mm，立磨机干粉平均粒径

小于45 μm、2 μm含量大于35%，湿磨机出来的泥浆

为2 μm含量大于75%。三台湿磨机按此工艺配置，可生

产C65、C90、C95及C98级碳酸钙，产成品白度降低少、

品质稳定、粒径分布窄，设备运行维护成本低、维护工

作量少等。

1  系统PLC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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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现象

干磨工段、湿磨工段设备在正常运行时，偶尔会有

发生破碎工段设备A05或A02不定时停止运行，从而导

致系统发生堵料故障，堵料问题处理后，重新开机后又

一切正常。从上位机运行记录及趋势图查看，与正常顺

控、联锁停机不同。正常停机过程，电脑趋势呈先上升

后再下降趋势，而在设备异常停止运行时电流突然断崖

式消失。参见PLC监控画面（见图3、图4）。

3  现场检查及故障排查

3.1 PLC程序检查

检查PLC程序，确认DP地址没有重复，破碎、干

磨、湿磨程序均采用不同的功能块编制，中间变量均未

发现不同功能块重复调用现象。在工艺上三段独立运

自动化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CPU 315-2DP软冗

余控制器，4个ET200M 153-1通讯从站，控制室配置

2台DELL计算机做上位机，一台做工程师站，一台做操

作员站，监控及组态软件为西门子SIMATIC WinCC 

6.2版本，编程软件为SIMATIC Step7 5.4版本。全部

设备的联锁保护均在PLC内实现，除现场重要设备配

有现场操作按钮外，其余电机设备均在上位机上启停

操作。通讯网络采用Profibus-DP通讯方式，通讯速率

1.5 Mbps，CPU通过Profibus-DP总线连接MCC室的

16台变频器，以及连接到两台上位机。控制系统网络见

图2。

图3  故障时监控画面（1）

图1  重质碳酸钙生产工艺流程

图2  控制系统网络图 图4  故障时监控画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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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没有交叉控制信号，分析问题原因可能是由于通讯

干扰导致。

3.2 站点数量及DP电缆连接检查

经确认通讯速率1.5 M b p s，DP电缆总长度小于

50 m，所连接的站点数小于32个，在西门子标准允许的

范围内。

3.3 DP电缆敷设及连接检查

( 1）检 查 后 确 认，此 项目采 用 的 是 西 门 子

P r o f i b u s-D P正品通讯电缆，质量本身没有问题。

PLC柜及全部的变频器均安装在一楼的MCC室内，

Profibus-DP电缆自PLC柜起，依次经过干磨变频器、

湿磨变频器后上到二楼DCS室，连接两台上位机，通讯

网络连接没有问题。

(2）从PLC柜内开始，逐点检查Profibus-DP电缆

敷设、站点连接是否规范。检查发现Profibus-DP电缆

均采用单独的线槽敷设，且通讯电缆与动力电缆间保持

10cm安全间距。各DP站点上的终端电阻均为off位置，

最后一个站点DP接头有打到on位置。MCC柜内变频器

上的Prof ibu s-DP接头均按照西门子安装规范执行，

屏蔽层长10 mm左右，并均将屏蔽层压到金属压夹下，

且屏蔽层未与红绿芯接触。

( 3）检查到湿 磨31 5  k W变频器柜时，发现

图6  Profibus-DP线屏蔽异常

图5  30cm长区域通讯电缆与动力电缆平行敷设

[收稿日期:2020-07-31]

Profibus-DP通讯电缆自PLC柜到湿磨315 kW变频器

这段，虽有保证通讯电缆与动力电缆间距离大于10 cm，

但有一段30 c m长区域通讯电缆与动力电缆是平行敷

设，电机高电流运行时，产生的磁场很有可能会对通

讯信号造成干扰，导致发生动作异常（见图5）。发现

入的DP线屏蔽层有接到金属压板上，但馈出到另一台

315 kW变频器的Profibus-DP线屏蔽层有一侧未压到

金属压板上，分析有可能屏蔽层未连接成等电位，站点

间存在电位差，在Pr o f i b u s-DP电缆上产生的连接电

流将会降低信号屏蔽功能（图6）。

(4）讨论后制订改进方案，将从PLC柜到湿磨机

315 kW变频器的Prof ibus-DP电缆从架上拆出、重新

敷设，即不经过MCC室底部的电缆桥架，在MCC室内

墙壁上固定、单独穿管敷设，以避开全部电机动力电

缆；并将315 kW变频器的P r o f i b u s-DP电缆规范连

接，将Profibus-DP电缆屏蔽层一同压到金属压板上。

经以上改造后，后续未再发生破碎工段A05或A02设备

异常停机问题。

4  总结

从这起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异常停机故障问题的

处理过程来看，由于Profibus-DP通讯信号为低电平，

在电力传动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

影响，导致通讯数据受到干扰，本案例便产生了传动

设备动作异常。在保证规范合理设计、选型的前提条

件下，影响系统的运行稳定，更多依赖于施工阶段严格

按照标准科学规范作业，根据实际施工条件灵活调整，

尽量保证通讯电缆与动力电缆间距离，避免平行敷设。

Profibus-DP电缆接头连接，要按照西门子标准要求，

连接好通讯电缆屏蔽层接地。

在实际生产应用中，造成通讯故障的因素很多，会

涉及到PLC软件的程序设置、通讯模块的选型及连接、

Profibus-DP接头的连接、Profibus-DP电缆的敷设等。

不能拘泥于某一处可能的原因，要软件、硬件全面检查，

多种方法配合使用。已经在运行的Prof ibu s-DP网络设

备，经过常年的运行，并受到周围环境温度、湿度、震动

等影响，也有可能会发生通讯异常问题，需提前做好预防

性检查、检测工作，以保证设备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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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箱纸板；爆线；水分；打浆；干强剂

Key words: corrugated paperboard;scoring seam broken;moisture; beating; dry 
strengthening agent

中图分类号：TS761.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06-0049-02

箱纸板爆线的防控措施
⊙ 朱春欣  马晓东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漯河 462000）

Measures to Scoring Seam Broken with Corrugated Paperboard
⊙ Zhu Chunxin, Ma Xiaodong 
(Yinge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Ltd., Luohe 462000, Henan, China)

朱春欣 先生

工程师；长期从事制浆造纸技术研究和生

产管理工作。

瓦楞纸箱折痕线部位在加工、折叠、装箱及堆垛

时出现的面、里纸爆裂现象称为爆线。爆线不仅严重影

响到纸箱品质，造成废品率急剧攀升，而且还会延迟交

货期，使企业蒙受经济损失，是纸板的重大质量缺陷之

一。纸板爆线问题严重困扰着纸板生产和纸箱加工企

业，目前尚无可靠试验显示箱纸板可以完全避免。

1  爆线问题产生的原因

银鸽箱纸板公司每年冬季都有因爆线问题造成的

客户投诉、索赔等，损失很大。加之近年来废纸原料质

量下降，爆线问题更加突出。根据汇总的往年客诉情况

和车间调整措施，我们认为：纸箱爆线的根源在于箱纸

板过于干燥，从而使耐折度急剧下降所致。因此，在原

纸上线前保持合理的水分含量，以及提高原纸的耐折

度指标，是解决爆线问题的根本途径。

纸板水分含量是影响纸箱爆线的关键因素。纸是

一种亲水性物质，吸水会变软变韧，失水则变硬变脆。

当纸板的水分含量偏低时，对纸箱爆线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纸板面纸、里纸的纤维收缩，柔

性下降，脆性上升，抗拉伸、抗冲击、耐折等性能变差，

尤其是含水率低于5%时，抗拉伸、抗冲击、耐破裂、耐

折等性能下降较快，纸箱爆线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

纸板芯的平压强度增加，面纸、里纸韧性下降，在进行

压线时容易损坏面纸和里纸，造成纸箱爆线。

原纸耐折度指标除水分影响外，纤维本身的强度

也很关键。一般来说，针叶木浆纸比阔叶木浆纸更耐

折，原生浆抄造的纸比回收浆抄造的纸更耐折，牛卡纸

比牛皮挂面纸更耐折，牛皮挂面纸比再生纸更耐折。

此外，原纸的定量与厚度，对爆线问题的产生也有

影响。相同条件下，定量高、厚度大的纸比定量低、厚度

小的纸更容易爆线。这是因为厚度大，耐折度下降、耐

破指数下降，塑性变形能力低。

2  改进措施

2.1 减少原纸水分散失

制定冬季原纸水分控制标准，在每年9月初到次年4

月底执行。将下机纸水分控制标准由8%提高到10%，从

源头上提高原纸水分。复卷分切后，立即表面覆膜，减

少水分散失。

执行冬季水分控制标准期间，原纸仓库门窗密闭，增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9
Mar., 2021  Vol.42,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设透明软胶帘，与外界隔离。同时，仓库地面洒水和使用加

湿器进行加湿，使仓库相对湿度保持在65%～75%RH。

2.2 提高原纸耐折度

2.2.1 打浆提高耐折度

对为找到合适的打浆工艺，取热分散进、出口浆

料，在实验室用PF I磨浆机进行模拟打浆实验。打浆浓

度5%，检测磨后浆的打浆度、湿重，抄片检测强度指

标。抄片定量120 g/m2，指标检测结果如表1。

由表1数据对比结果可知：打浆后纤维长度略有增

加，说明打浆促进了纤维的吸水润胀，纤维其他形态变

化不大。随着打浆转数增加，浆料打浆度逐步提高。特

别是打浆初期，浆料打浆度升高很快。当打浆度达到

33 °SR后，上升速度开始放缓。

抄片强度方面，打浆10,000 r，即打浆度34 °S R

时，抄片纸样耐折度达到最高值，是打浆前的3.36倍。

打浆14,000 r，打浆度37°SR时，环压指数和耐破指数

达到最高值，比打浆前分别提高39.4%和61.6%。打浆

度33 °SR时，纸样抗张指数最高，比打浆前提高46%。

综合对比，打浆10,000 r，打浆度34 °SR时，抄片

纸样的整体强度指标最优。

浆料经热分散处理后，湿重降低明显，各项强度指

表1  打浆指标和抄片强度对比结果

热分散进浆

热分散出浆

1.093

1.130

1.145

1.096

1.113

1.114

1.107

纤维长度

/mm

打浆转数

/r

0

3000

5000

7000

10000

14000

0

纤维宽度

/μm

25.1

24.8

24.8

24.6

25.1

24.4

24.6

8.7

8.5

9.4

8.7

8.9

8.1

9.6

细小纤维含量

/%

形态因子

/%

89.9

91.1

91.2

91.1

91.2

91.3

90.7

17

28

31

33

34

37

23

打浆度

º/°SR

5.42

5.81

5.66

6.25

6.12

5.84

4.18

湿重

/g

6.3

10.7

13.2

13.5

21.2

18.8

8.8

耐折度

/次

5.85

7.06

7.43

6.91

7.41

8.15

6.80

环压指数/

(N.m.g-1)

1.180

1.665

1.761

1.799

1.891

1.907

1.483

耐破指数/

(kPa.m2.g-1)

27.10

32.60

31.65

39.56

39.32

36.09

31.68

抗张指数/

(N.m.g-1)

标提高幅度有限。适当打浆，把打浆度提高到34 °SR，

原纸整体强度指标提升明显。因此，打浆可以提高原纸

耐折度，减少爆线的产生。

2.2.2 添加干强剂提高耐折度

干强剂有着树状分子结构，能提供较多的纤维结

合点，凝聚纤维并增加纤维间的卷绕程度，使细小的纤

维碎片聚集一起，起到增加纤维强度和纤维之间结合力

的作用。添加干强剂能提高原纸的耐折度和其他强度指

标，有效减少爆线问题的发生。

为验证干强剂的增强效果，进行了生产试验。车速

520 m/m i n，原纸定量170 g/m2，干强剂稀释20倍后，在

线加入面、底层抄前浆池。下机检测指标对比如表2。

添加液体干强剂后，原纸物理强度指标随着干强

剂用量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特别是耐折度指标提高明

显。干强剂用量14.5 k g/t纸时，耐折度达到39次，比添

加前提高90%左右。且随着其在系统中的循环，用量有

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层间结合强度指标的提升同样显著，干强剂用量

14.5 k g/t纸时，层间结合强度由实验前的170 J/m2左

右提高到351 J/m2，提升1倍左右。

因此，添加干强剂能显著提高原纸耐折度和层间

结合强度指标，减少爆线的产生。

3  结语

除了控制水分散失和提高耐折度外，还可辅以其

他措施来减少箱纸板爆线问题的发生。如：适当降低表

面施胶淀粉浓度，减少淀粉用量；降低成纸施胶度；减

小横幅定量差和水分差；调整下排烘缸温度，使其低于

上排缸，从而使纸页向正面适当翘曲等。

表2  添加干强剂前后的成纸强度对比结果

0

0

9

12.5

14.5

13

11

液体干强剂用量

/(kg.t-1纸)

下辊

时间

7:25

9:50

17:10

19:10

21:10

22:10

23:15

176.6

164.7

256.6

289.5

351.0

339.2

308.7

层间结合强度

/(J.m-2)

21

20

29

30

39

39

32

耐折度

/次

2.36

2.28

2.47

2.53

2.66

2.58

2.54

耐破指数/

(kPa.m2.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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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扫描架；通讯；光收发器；电源适配器

Key words: scanner; communication; light transceiver; power 
adapter

扫描架IP不通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 王国庆（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唐 252800）

Analysis and Disposal for the Faulty of Scanner IP Blockage
⊙ Wang Guoqing (Shandong Tranlin Group Co., Ltd., Gaotang 2528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7; TS7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06-0051-02

王国庆 先生

机械电气工程师；主要从事电气仪表

现场的安装与维护工作。

图1  服务器和卷取扫描架的通讯

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抄八车间的QCS质量控制

系统用的是ABB公司的SP700扫描架，卷取部扫描架

的通讯出现问题，在服务器上连不上扫描架的I P，不能

够看到纸张的横幅曲线，严重影响了纸的质量控制。通

过检查Bram板、MPRC板、现场测试IP和检查光缆等

步骤，最后发现是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造成的。下

面我把处理过程介绍如下，供参考。

1  故障现象

县电业局秋检需要全厂停电，大约8h，送电时扫

描架的通讯出现了问题，扫描架的I P连不上，QCS服务

器不能和扫描架通讯，如图1。

2  故障分析及处理

服务器和扫描架不能通讯，我们首先怀疑是I P丢

了，需要重新设置IP。扫描架的IP是在MPRC板的子板

Br am上设置的，MPRC板的拨码开关有三种模式：诊

断模式、运行模式和停止模式，设置IP时需要将MPRC

的拨码开关达到上面的诊断模式，然后复位，如图2。

然后在诊断站上启动P o w e rT e r m终端连接

IP192.168.2.19进行连接，连接后利用bu i ld t ne t这个

命令对Bram的IP进行设置，但是连不上，进不了终端。

新的板件都是这么设置I P的，线路通的话，不会出

现问题的。这让我们怀疑是不是通讯线路出现问题，整

个线路的物理连接是这样的，如图3。

我们转变了查找思路：先利用笔记本用网线直

接和笔记本连接，确认从扫描架上是否有I P，从而

确认M PRC板和B r a m板的好坏。连接后利用P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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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6.66.101（原扫描架的IP号）命令进行连接，结果

能够Ping上，这说明扫描架上的板件是好的，下面我们

将测试网线光缆转换器的好坏。

先更换了扫描架Bram板与扫描架光收发器之间的

网线，进行测试还是不通讯。

扫描架光收发器与机柜光收发器之间由于是光缆，

更换较为麻烦，接头需要专业人员去做。我们需要测试一

下：用测试光缆通断的打光笔进行人测试，测试后确认光

缆没有问题，可是服务器与扫描架之间还是不能通讯。

对控制室机柜光收发器与网线交换机进行测试，

机柜网线交换机与QC S服务器的网线进行了更换，不

能通讯。

扫描架的MPRC板出来通讯线是网线，它通过转换

器转成光缆，到控制室再把光缆转换成网线，再送到QCS

集线器上，在集线器上引网线和服务器相连。

我们先把现场扫描架的转换器更换测试，再把控

制室的转换器测试，还是不通讯。这就怪了，不知道如

何下手了。怎么

办呢？

我们有两台

扫描架，另一台

通讯正常，我们

就把另外一台扫

描架的两个转换

器同时换到这台

上。通讯能连上

了，但时断时续。

至 少 可 以 通 讯

了，很快会查明

原因的。

再对这个问

题进一步分析：

换上的这对通讯

正常的收发器是

同厂家的产品，
图2  MPRC板示意图

不通讯的扫描架更换时不是同厂家收发器，会不会是

不同厂家不兼容造成的？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不同厂家

的光收发器，只能频率完全相同才能成对使用。因此为

了避免在施工和检修中出现问题，对于同一段通讯光

缆中，光收发器都是用同厂家同型号的产品，并成对安

装，这样减少很多通讯问题。

于是找了一对同型号的光收发器换上后不能连续

通讯，为什么呢？这时发现有一个光收发器的一个指示

灯不亮，会不行是电源供电不足呢？换了一个电源适配

器后，灯显示正常，随后测试通讯也正常了。并且无中

断，至此问题解决。如图4。

电源适配器输入直流220 V,输出5 V,它的输出电

压不稳定，有时达不到5 V。此电源适配器给负责通讯

的光收发器供电。最后找到原因，电源适配器的损坏导

致的IP不通讯。

3  总结

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我们积累了经验，比如：

（1）遇到同类通讯问题时先用笔记本连接现场，

确保现场设备没有问题再查线路。

（2）出现问题时检查设备指示灯，这个问题最终

解决，原因却是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造成的。如果根本

无法供电，光电收发器会一个灯也不亮，一开始就能判

断问题所在，不必这样大费周折了。可是光电收发器只

是某个灯不亮，只能把所有可能的原因一一排除，通过

仔细对比才能发现故障原因。

（3）通过这次问题的处理过程，得出光收发器使

用时必须成对使用。以后有成组或成对出现的设备，新

安装或更换时应使用同一厂家同型号的产品。

图3  扫描架物理连接线路

图4  连接通讯正常

[收稿日期: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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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浆料回收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227101 A

发明人：张明均

申请人：江门市新会区银湖纸业有限公司

浆料回收装置包含造纸废水中的纸浆回收以

及对碎解浆板、废旧书本、废旧纸箱、碎纸等的回

收。为了可以大幅度提高纤维原料的利用率和化

工原材料回收率、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降低排水

的悬浮物，需要一种专业的造纸环保型浆料回收

装置来对废弃物进行回收。

现今市场上的此类浆料回收装置种类繁多，基

本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但是依然存在一定

的问题：（1）一般不便于回收装置高效的工作，从

而严重地影响了浆料回收装置使用时的便利程度；

（2）一般不便于对原料自动的破碎，从而大大地

影响了浆料回收装置使用时的可靠性；（3）一般不

便于对外部定量的输送，从而给人们的使用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

提供一种用于造纸的环保型浆料回收装置，以

解决浆料回收装置不便于回收装置高效工作、对原

料自动破碎、对外部定量输送的问题。

如图1～图3，该用于造纸的环保型浆料回收装

置包括破碎箱、控制面板、动力

风机和破碎刀。装置内部安装

有破碎箱，且破碎箱的底端与

装置固定连接，并且破碎箱一

侧的装置顶端安装有储浆箱，

储浆箱的底端与装置固定连

接，且储浆箱一侧的装置顶端

安装有动力风机，动力风机的

型号为Y9-35-11；控制面板内

部单片机的输出端与动力风机

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并且动力风

机的底端与装置固定连接；动

力风机的两端皆安装有输送管，且输送管的一端

延伸至破碎箱的内部，并且输送管的另一端延伸至

储浆箱的内部；储浆箱一侧的外壁上安装有净化

箱，且净化箱的顶端安装有风力管道，并且储浆箱

的底端安装有出浆箱，出浆箱的内部设有动力机

构；装置的顶端安装有控制面板，储浆箱的内部安

装有支撑架，且支撑架的外壁上固定有混合叶，支

撑架的内部安装有传动轴，储浆箱的顶端安装有

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型号为MR-J2S-20A；控

制面板内部单片机的输出端与伺服电机的输入端

电性连接，且伺服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安装

有第一转轴，第一转轴下方的储浆箱外壁上安装

有气体泵，气体泵的一端安装有蒸汽管。

使用时，将碎解浆板、废旧书本、废旧纸箱、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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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环保型浆料回收装置的正视剖面结构

1—环保型浆料回收装置  2—破碎箱  3—控制面板  4—净化箱  
5—风力管道  6—储浆箱  7—第一转轴  8—伺服电机  9—传动轴  
10—蒸汽管  11—混合叶  12—气体泵  13—支撑架  14—出浆箱  
15—动力机构  20—输送管  21—动力风机

图2  破碎箱的剖面结构

2—破碎箱  22—破碎刀  23—传动杆  24—皮带轮  25—皮带  26—步进电机  27—第二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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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纸等送入破碎箱的内部，由破碎箱进行破碎，操

作控制面板打开动力风机，由输送管将破碎后的

原料送入储浆箱的内部，操作控制面板打开气体

泵，将高压蒸汽通过蒸汽管送入储浆箱的内部进

行浆料回收制作，操作控制面板打开伺服电机，

第一转轴带动传动轴转动，传动轴带动支撑架转

动，在支撑架和混合叶的配合下再次对浆料进行

搅拌混合，提高浆料回收装置的工作效率，破碎箱

破碎产生的废气同时被输送管输送至储浆箱的内

部，废气经过风力管道输送至净化箱的内部进行

过滤净化，实现了浆料回收装置高效的工作，提高

了浆料回收装置的工作效率。

破碎箱的内部安装有传动杆，且传动杆的表

面套装有破碎刀，破碎刀一侧的传动杆外壁上安

装有皮带轮，皮带轮的表面套装有皮带，且皮带一

侧的破碎箱内部安装有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型

号为MR-J3S-20A。控制面板内部单片机的输出

端与步进电机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步进电机的输

出端通过联轴器安装有第二转轴。

使用时通过操作控制面板打开步进电机，第

二转轴带动皮带轮转动，在另外一组皮带轮的配

合下驱动皮带移动，皮带轮带动传动杆转动，从而

由传动杆驱动破碎刀旋转。破碎刀对破碎箱内部

的碎解浆板、废旧书本、废旧纸箱、碎纸等进行破

碎，破碎产生的小颗粒物料由动力风机进行输送，

实现了浆料回收装置对原料自动地破碎，增加了破

碎装置工作时的稳定性。

动力机构的内部依次设置有螺旋叶、驱动轴、

第三转轴以及变频电机。出浆箱的内部安装有螺

旋叶，且螺旋叶一侧的出浆箱外壁上安装有变频

电机，并且变频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安装有

第三转轴，第三转轴的一端安装有驱动轴。

使用时通过操作控制面板打开变频电机，在

出浆箱的支撑下，变频电机带动第三转轴旋转，第

三转轴带动驱动轴转动，从而带动螺旋叶转动。

浆料回收装置经过储浆箱制作完成后掉落至出浆

箱的内部，由出浆箱经过螺旋叶对外部进行定量

的输送，实现了浆料回收装置对外部定量的输送，

防止了大量的浆料堵塞出料口。

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227107 A

发明人：刘洁　王安睿　黄爱林

申请人：江西中竹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废纸抄造瓦楞纸主要包括碎解、出渣、筛

选、浓缩等工序，其中耗水量最大的为除渣器用

水。为提高净化效率及减少纤维流失，一般采用四

至五段除渣器串联布置，尾端除渣器排出的尾渣

由带式浓缩机或螺旋压榨机处理。其主要存在机

构复杂成本高，并且排出的细砂在水沟累积需要

人工清理劳动强度大等问题。

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并且无需人工

清理细砂的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

包括除渣罐、集渣室和砂水分离机。其中，除渣罐

为空腔结构，且除渣罐的第一端为圆柱结构，第

二端为圆锥结构，并且在除渣罐的第一端至第二

端的方向上，圆锥结构垂直于除渣罐中心轴的横

截面尺寸逐渐减小。除渣罐第一端的圆周侧壁上

设有与除渣罐切线相连的进料管，以使低浓除渣

器的尾渣能够通过进料管进入到除渣罐内。进料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3  动力机构剖视放大结构

14—出浆箱  15—动力机构  16—螺旋叶  17—驱动轴  18—第三转
轴  19—变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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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中心轴与除渣罐的中心轴垂直，并且进料管

的中心轴与除渣罐的中心轴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

零。进料管的中心轴与除渣罐中心轴之间的垂直

距离越大，使得进入到除渣罐内的杂质砂粒等受

到的离心力越大，越容易被分离。当进料管与除渣

罐切线相连时，可使进入到除渣罐内的渣浆产生

最大的离心力。除渣罐第一端的端面设有与除渣

罐同轴设置的良浆排料管，以使处于除渣罐中心

位置的良浆可以通过除渣罐顶部的良浆排料管排

出。

集渣室为腔体结构，且集渣室第一端通过第

一连接管与圆锥结构远离圆柱结构的一端连通，

第一连接管与集渣室之间设有第一开关阀，第一

开关阀用于连通和断开第一连接管与集渣室。集

渣室第二端通过第二连接管与砂水分离机的进口

连通，第二连接管与集渣室之间设有第二开关阀，

第二开关阀用于连通和断开集渣室和第二连接

管。砂水分离机为单轴螺旋的砂水分离机。

开始时，第一开关阀打开，第二开关阀关闭，

然后将低浓除渣器的尾渣通过管路导入到进料管

内。由于进料管的中心轴相对于除渣罐的中心轴

偏离设置且尾渣具有一定的流速，因此进入到除

渣罐内的尾渣绕除渣罐周向转动，转动过程中重

量较大的杂质受到的离心力较大而被甩到除渣罐

的内壁上，并沿着除渣罐的内壁下落直至从第一

连接管进入到集渣室内，而质量较轻的良浆可以

从除渣罐第一端中心处的良浆排料管排出至粗浆

池，以完成杂质与良浆的分离。当集渣室内的杂质

较多时，先关闭第一开关阀，再打开第二开关阀，

则在重力作用下集渣室内的杂质沿第二连接管下

落，直至进入到砂水分离机内，被砂水分离机排

出，以完成杂质的清理，砂水分离机的出口处可以

由砂泥车承接杂质砂石。如此设置的低浓除渣器

尾渣处理装置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并且产生的

杂质可以通过砂水分离机排出，无需人工清理，使

用简单方便。

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还包括第一加水

管。第一加水管第一端与进料管连通，第一加水管

第二端用于与水源连通。例如，第一加水管可以接

入300kPa的压力水，以提高进入到除渣罐内的液

体的流速，从而增大其受到的离心力。第一加水管

第一端的中心轴向远离除渣罐的方向倾斜，并且二

者之间的夹角可以是45°。这样从第一加水管流出

的水与进料管内的液体流动方向夹角较小，从而

能够减小第一加水管进入到进料管内水的流速损

失，提高对物料的加速效果。

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还包括第二加水

管。第二加水管第一端与第一连接管连通，且第二

加水管第一端的中心轴与第一连接管的中心轴的

垂直距离大于零。第二加水管用于与水源连通，例

如第二加水管内可以接通200kPa的压力水。通过

压力水在第一连接管内产生涡流，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使良浆与杂质砂粒进一步分离。第二加水管以切

线方向与第一连接管相连。第二加水管与除渣罐

的距离小于第二加水管与集渣室的距离。第二加水

管在第一连接管内产生的涡流方向与进料管在除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1  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的结构

1—除渣罐  2—集渣室  3—砂水分离机  4—进料管  5—良浆排
料管  6—第一连接管  7—第一开关阀  8—第二连接管  9—第二
开关阀  10—第一加水管  11—第二加水管  12—淘洗水管  13—

砂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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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罐内产生的涡流相同。

低浓除渣器尾渣处理装置还包括淘洗水管。

淘洗水管第一端与集渣室连通，且淘洗水管第一

端的中心轴与集渣室中心轴的垂直距离大于零。

淘洗水管一方面具有与第二加水管相同的作用，使

良浆与杂质砂粒进一步分离，另一方面在向砂水分

离机排料时能够冲洗集渣室内部，防止杂质在集

渣室黏结。淘洗水管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淘洗水

管喷出的水在集渣室内产生的涡流旋向相同。

第一开关阀和第二开关阀均为气动阀。使用

时，可以在集渣室上部和下部分别设置料位仪。当

集渣室内的杂质砂粒高度达到上部料位仪时，上

部料位仪可以将信号传递至控制器，控制器可以

控制第一开关阀关闭，再控制第二开关阀打开，以

使集渣室内的杂质排出。当集渣室下部的料位仪

检测到杂质排空时，将信号传递至控制器，控制器

可以控制第二开关打开关闭，并控制第一开关阀

打开，以使集渣室能够继续收集杂质。控制器可以

是但不限于单片机和PLC。

一种清洁造纸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211025 A

发明人：邓颖忠

申请人：中顺洁柔（四川）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机是使纸浆形成纸幅的分部联动的全套

设备的总称，其中包括流浆箱、网部、压榨部、烘

干部、压光机、卷纸机以及传动部等主机和汽、

水、真空、润滑、热回收等辅助系统。

然而现有的造纸设备用压榨脱水系统仍存在

不足之处：首先，大多采用物理挤压法，将物料内

部残留的水分挤压排出，脱水的效率和质量较低，

不便于物料的脱水加工使用；其次，大多采用整体

式结构，不便于压辊高度的调节和固定处理，不便

于不同厚度和挤压强度物料的压榨脱水处理。

为此，提供一种清洁造纸设备，以解决现有技

术中存在的问题。设置一组带有吸风装置的输送

箱，利用吸风风机配合输送滚轮，将纸张带入烘干

腔底部，驱动烘干罩下移，将纸张完全覆盖，进行

吸水烘干，提高对纸张的脱水效率的同时，改善脱

水效果，适用于不同厚度和挤压强度物料的压榨

脱水处理。

如图1～图5所示，该种清洁造纸设备包括输

送箱和烘干组件。输送箱设置为空心箱体，输送箱

内等距阵列有至少八组输送轴，输送轴表面均等

距阵列有至少六组输送小辊，输送小辊的表面设

置有滚花层，输送箱顶部固定安装有箱盖，输送小

辊均贯穿于箱盖且延伸至箱盖外部，输送小辊最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2  输送箱和升降组件局部俯视结构

5—输送轴  6—输送小辊  7—箱盖  8—第一齿轮  9—第二齿轮  
10—第一电机  11—烘干罩升降组件  12—第二电机  13—支撑板  

16—支撑杆  24—缺口  35—同步带轮

图1  清洁造纸设备的主视结构

1—输送箱  2—烘干组件  3—烘干罩  4—热风风机  5—输送轴  
6—输送小辊  7—箱盖  12—第二电机  13—支撑板  14—螺套  
15—升降丝杆  17—吸风风机  18—支腿  19—调节支脚  25—通

孔  26—压板  27—海绵板  31—隔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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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高于箱盖上表面0.25～0.5 mm，八组输送轴

一端均贯穿于输送箱一侧且延伸至输送箱外部一

侧，且输送轴位于输送箱外部一端固定安装有第

一齿轮，输送箱外壁一侧位于相邻两组第一齿轮

之间转动安装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和相邻两组

第一齿轮均啮合，其中一组第二齿轮一侧固定连

接有第一电机，输送箱一侧固定连通有吸风风机，

箱盖内位于输送小辊贯穿位置开设有缺口，缺口的

开口呈倾斜设置，且缺口的切斜角度和输送小辊

的弧度平行设置。

烘干组件包括烘干罩和烘干罩升降组件，烘

干罩顶部固定安装有热风风机，烘干罩升降组件

包括两组第二电机。输送箱外壁四角对称设置有

四组支撑板，其中两组支撑板内转动安装有螺套，

两组螺套内均螺纹连接有升降丝杆，升降丝杆和

烘干罩固定连接，第二电机和螺套传动连接，第二

电机的输出轴端和螺套表面均固定安装有同步带

轮，两组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两组升降

丝杆一侧均设置有支撑杆，两组支撑杆分别通过

直线轴承滑动安装于两组支撑板内。

输送箱底部固定安装有支腿，支腿底部固定

安装有调节支脚。调节支脚包括调节丝杆，调节丝

杆上端固定于支腿底部，调节丝杆螺纹连接有调

节块，调节块下端固定有支座，调节丝杆螺接于支

座内部一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

烘干罩顶部位于热风风机安装位置开设有通

孔，热风风机的出风口和通孔连通设置。烘干罩内

对称设置有压板，压板底面设置有海绵板，压板上

表面固定安装有导柱，烘干罩内四角均固定安装有

导向套，导柱滑动安装于导向套内，且导柱和导向

套之间固定安装有弹簧。

输送箱内插接有隔离板，隔离板上表面和下表

面均设置有吸水海绵层，隔离板一侧设置有挡板，

挡板和输送箱外表面贴合位置胶接有橡胶垫。

工作原理：通过设置一组带有吸风风机的输送

箱，使用时，同时启动吸风风机，利用吸风风机对

纸张进行吸附，同时启动第二电机带动螺套旋转，

驱动升降丝杆下降，从而驱动烘干罩下移，将纸张

完全覆盖，启动热风风机对纸张进行吸水烘干。烘

干处理后，使第二电机反转，抬升烘干罩，启动第一

电机，驱动输送小辊旋转，将纸张输送至下一个工

序。整个清洁造纸设备对纸张烘干的流程提高了对

纸张的脱水效率的同时，改善脱水效果，适用于不

同厚度和挤压强度物料的压榨脱水处理。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3  输送箱侧视结构

1—输送箱  8—第一齿轮  9—第二齿轮  10—第一电机  17—吸
风风机  18—支腿  19—调节支脚  31—隔离板  32—吸水海绵层  

33—挡板  34—橡胶垫

图4  A部分放大结构

26—压板  28—导柱  29—导向套  30—弹簧

图5  调节支脚剖视结构

20—调节丝杆  21—调节块  22—支座  23—限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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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造纸用压榨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211026 A

发明人：俞大陆

申请人：俞大陆

提供一种造纸用压榨装置，解决了通过滚轴

对纸坯进行挤水后，随着滚轴滚动的过程中水可

能会被甩出掉落在被挤水后的纸坯上，从而影响

压榨装置的挤水效率问题。

如图1～图4所示，该种造纸用压榨装置包括外

壳、驱动电机、轴、软管、第一挤水机构、第二挤水

机构。外壳底端设有第一挤水机构，通过第一挤水

机构将挤水装置内的水排出，第一挤水机构顶端

与外壳内部顶端固定连接，第一挤水机构中轴线

上有轴穿过，轴与第一挤水机构固定连接；第一挤

水机构左侧设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输出端与轴

固定连接，第一节水机构右侧底端固定连接有软

管；第一节水机构左右两侧设有第二挤水机构，防

止挤水装置上的水落在挤水后的纸坯上；第二挤

水机构与第一挤水机构活动连接，第二挤水机构

顶端与机壳底端固定连接；第一挤水机构包括上

挤水筒和下挤水筒，上挤水筒和下挤水筒相互平行

且其内设置相同，材质为吸水毛巾。

第一挤水机构包括与轴固定连接的螺旋扇叶，

螺旋扇叶左侧设有圆盘，圆盘与轴固定连接，螺旋扇

叶右侧设有圆环，圆环与螺旋扇叶固定连接；圆环右

端设有圆筒，圆筒右端固定连接有抽水抽气装置，抽

水抽气装置底端固定连接有软管，圆

筒底端固定连接有集水盒，集水盒右

端固定连接有软管，软管另一端与抽

气抽水装置固定连接，抽气抽水装置

右端固定连接有出水管；螺旋扇叶圆

周上设有滤网筒，滤网筒圆周上设有

上挤水筒，上挤水筒两端与圆盘和圆

环固定连接，滤网筒两端与圆盘和圆

环固定连接；上挤水筒顶端设有按压

块，通过按压块向下挤压上挤水筒，将

上挤水筒内的水分通过滤网筒挤入到

螺旋扇叶内，再通过螺旋扇叶转动排

入到集水盒内，再通过抽水抽气装置

排出；按压块两端固定连接有直杆，

直杆顶端与外壳内部顶端固定连接，

直杆底端转动连接有挡水板，挡水板

内部底端固定连接有吸水条，挡水板

右侧固定连接有小软管，小软管另一

端与圆筒固定连接，通过抽气抽水装

置将上挤水筒内的空气向外抽出，使

上挤水筒内压力小于外部压力，当上

挤水筒在转动时受内部压力的变小使

上挤水筒内吸附的水分不会随着上挤

水筒的转动向外抛出，从而使上挤水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造纸用压榨装置的结构

1—外壳  2—驱动电机  3—轴  4—软管  9—圆筒  10—抽水抽气装置  11—集水盒  12—出
水管  14—上挤水筒  15—下挤水筒  16—按压块  17—直杆  18—挡水板  19—吸水条  20—
小软管  22—箱体  23—转动轴  24—小型挤水轴  25—滑动杆  26—电磁铁  27—弧形挤水

板  31—连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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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内的水分不会受离心力影响落在吸水完成后的纸

坯上，从而影响纸坯挤水效果；滤网筒嵌入上挤水

筒内壁上，螺旋扇叶上开有弧形孔，挡水板左侧为密

封，挡水板右侧与小软管连接部分设有开口，吸水条

底端穿过挡水板底端与上挤水筒滑动连接，通过吸

水条对未进入到上挤水筒内的水分进行吸收，再通

过抽气抽水装置将吸水条内的水分抽入到小软管内

排出，圆环直径大于螺旋扇叶的直径。

第二挤水机构包括设置在上挤水筒左右两端

的箱体，箱体靠近上挤水筒的一侧内部设有转动

轴，转动轴两端穿过箱体与箱体转动连接。转动

轴位于箱体内的部分上设有小型挤水轴，小型挤水

轴左右两端设有滑动杆，滑动杆与转动轴滑动连

接，滑动杆底端固定连接有电磁铁，电磁铁顶端设

有弧形挤水板，弧形挤水板与电磁铁固定连接；箱

体底端靠近上挤水筒的一侧转动连接有W型挤水

板，防止上挤水筒底端靠近纸坯部位会随着上挤

水筒有水甩出，落到纸坯上影响纸坯挤水效率；W

型挤水板低端和箱体底端之间设有弧形连接杆，

弧形连接杆上设有弧形弹簧，弧形弹簧与弧形连接

杆和W型挤水板与箱体固定连接，箱体左侧底端

设有连接箱，连接箱另一端与集水盒固定连接；圆

环与圆盘内设有两块半圆形电磁铁，通过半圆形

电磁铁转动，经过与其磁极相反的电磁铁时，带动

电磁铁向上运动，电磁铁向上运动带动弧形挤水

板向上运动对小型挤水轴内的水分进行挤压，使

小型挤水轴内吸附的水分减少，增强对上挤水筒

的吸水效果；小型挤水轴数量为三个，小型挤水轴

紧贴上挤水筒，位于上挤水筒左侧的W型挤水板顶

峰紧贴上挤水筒，位于上挤水筒右侧的W型挤水板

靠近箱体一侧的顶峰紧贴上挤水筒，防止上挤水

筒顺时针转动时受W型挤水板挤压有水分溢出落

在纸坯上。

有益效果：（1）通过设置在第一挤水机构中的

抽水抽气装置，螺旋扇叶、按压块、滤网筒、吸水

条将水箱上挤水筒内的水分通过抽水抽气装置将

空气抽出，从而使上挤水筒内的压力变小，在受外

界压力影响的情况下使上挤水筒内的水分无法通

过上挤水筒旋转甩出落在纸坯上面，以及通过按

压块将上挤水筒内的水分通过滤网筒挤入到上挤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2  压榨装置内部剖视结构

3—轴  6—螺旋扇叶  8—圆环  13—滤网筒

图3  第二挤水机构右视

24—小型挤水轴  25—滑动杆  26—电磁铁  27—弧形挤水板  
28—W型挤水板  29—弧形连接杆  30—弧形弹簧  31—连接箱

图4  第一挤水机构细节A图

7—圆盘  32—半圆形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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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筒内，从而增强对纸坯挤水的效果。（2）通过

设置在第二挤水机构中的小型挤水轴、电磁铁、

滑动杆、半圆形电磁铁、弧形挤水板，使半圆形电

磁铁随着上挤水筒转动在经过其磁极相反的电

磁铁时，带动电磁铁向上移动，从而带动弧形挤

水板向上移动，对小型挤水轴内吸附的水分进行

挤压，使从小型挤水轴挤出的水分通过弧形挤水

板流出，增强小型挤水轴的吸水效果，从而增强

上挤水筒的吸水效果。（3）通过第一挤水机构和

第二挤水机构之间配合使上挤水筒在转动的过程

在上挤水筒内的水分不会受离心力的影响甩出，

落到纸坯上从而影响纸坯的挤水效果，第一挤水

机构中螺旋扇叶旋转以及抽水抽气装置将挤入

到上挤水筒内的水分排出，增强上挤水筒的吸水

效果，以及设置在第二挤水机构中的W型挤水板

防止上挤水筒底端靠近纸坯的部分有水分甩出，

以及通过W型挤水板防止顶端对上挤水筒进行挤

水，减少上挤水筒内的水分，从而增强上挤水筒的

挤水效率。

节能环保的压光机压辊可调节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195678 

A

发明人：朱若琪

申请人：朱若琪

提供一种节能环保压光机

的压辊可调节装置，具备可以半

自动地调节压辊的位置，使上

纸更加方便省力，且只需一台

机器就能更好地适应不同厚度

纸张的加工，节约资源，节省成

本，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解决

了现有压光机的压辊留给纸张

通过的间隙太小，且压辊不能

移动、调节位置，使得压光机给

压辊上纸时非常困难，且不能

适应不同厚度纸张的问题。

如图1～图4所示，该种节能环保压光机的压辊

可调节装置的下支架顶部滑动连接上支架，下支架

的右侧设置压辊，下支架的右侧表面固定连接支

撑杆，支撑杆的顶部固定连接滑动杆，上支架的内

部转动连接转动轴，转动轴的表面固定连接转动

块，转动块的内部设置椭圆槽，下支架的左侧设置

导轮，导轮的左侧设置固定装置，固定装置的顶部

固定连接夹持板，夹持板的表面设置滑槽，滑槽的

内部滑动连接夹持块，固定装置的上侧设置开关

装置，开关装置的表面转动连接连杆的一端，开关

装置的上侧设置大齿轮，大齿轮的内部设置中心齿

轮，中心齿轮的外侧啮合小齿轮，小齿轮的表面设

置连接装置，导轮的外侧转动连接固定杆。

其中，压辊与外部压光机的动力装置连接；

转动轴有两个，下侧转动轴与压辊固定连接，且

它们共圆心。上侧转动轴的表面与转动块中心偏

下的位置固定连接，转动块上的椭圆槽与滑动杆

配合。

导轮有四个，其中两个分别与上下侧的转动轴

固定连接，且与其共圆心；一个与连接装置固定连

接，且与其共圆心；一个与中心齿轮的右端固定连

接，且与其共圆心。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压光机压辊可调节装置的结构

1—下支架  2—上支架  3—压辊  4—支撑杆  5—滑动杆  6—转动轴  7—转动块  8—椭圆
槽  9—导轮  10—固定装置  11—夹持板  12—滑槽  13—夹持块  14—开关装置  15—连杆  

16—大齿轮  17—中心齿轮  18—小齿轮  19—连接装置  20—固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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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轮上设置传送带，其中，与上侧转动轴连接

的导轮和与连接装置连接的导轮通过传送带连

接，与中心齿轮连接的导轮和与下侧转动轴连接

的导轮通过传送带连接。

固定装置与下侧的转动轴转动连接；夹持板、

滑槽和夹持块分别有两个，两个夹持板分别与固

定装置的两侧固定连接，滑槽为圆弧形，两个夹持

块分别与大齿轮的两侧紧密接触。

开关装置的底部设置一个连接杆，连接杆与

固定装置转动连接；连杆有两个，关于开关装置对

称，两个连杆的一端分别与开关装置的两侧转动

连接，另一端分别与两个夹持板转动连接。

小齿轮有两个，且关于中心齿轮对称；连接装置

与两个小齿轮分别转动连接；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

固定杆有四个，其中两个的一端设置在上侧导

轮的两侧，且与上侧的转动轴转动连接，另一端分

别设置在与上侧导轮通过传送带连接的导轮的左

侧与其转动连接，和与下侧导轮通过传送带连接

的导轮的左侧，且与其转动连接；另两个的一端设

置在下侧导轮的两侧，且与下侧的转动轴转动连

接，另一端分别设置在与上侧导轮通过传送带连

接的导轮的左侧与其转动连接，和与下侧导轮通

过传送带连接的导轮的右侧，且与其转动连接。

工作过程和原理：当要调节该压光机压辊的

位置时，首先调节开关装置到一个位置固定，启动

压光机的压辊，与压光机动力装置连接的压辊转

动。因为开关装置上转动连接了两个连杆的一端，

两个连杆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夹持板转动连接，

而开关装置上设有连接杆，并通过这个连接杆与固

定装置转动连接，调节开关装置，即转动其上的连

接杆。

而开关装置在滑槽的轨迹上，而大齿轮被两

个夹持块夹住，不能自转，夹持块又沿滑槽运动，

即大齿轮运动时会与夹持块接触，当大齿轮与夹

持块接触后，先带动开关装置运动，带动其上连杆

运动。由上述可知，连杆将两个夹持板撑开，使其

上夹持块与大齿轮失去接触，大齿轮可以自转。

又因为，大齿轮内的中心齿轮是输入齿轮，中

心齿轮的右侧表面与一个导轮固定连接。而压辊

转动带动与其固定连接的一个转动轴转动，带动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2  大齿轮的连接装置部分

16—大齿轮  17—中心齿轮  18—小齿轮

图3  开关装置放大图

14—开关装置  15—连杆

图4  压辊位移后示意图

1—下支架  2—上支架  9—导轮  11—夹持板  13—夹持块  14—
开关装置  16—大齿轮  18—小齿轮  19—连接装置  20—固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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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下侧的导轮转动，通过传送带带动与中心齿轮

连接的导轮转动，中心齿轮转动。

两个与中心齿轮啮合的小齿轮在大齿轮不能自

转时会围绕中心齿轮转动，带动与两个小齿轮连接

的连接装置转动，带动与连接装置固定连接的导

轮转动，通过传送带带动其上侧的导轮转动，与这

个导轮固定连接的转动轴转动，带动其上转动块

转动，带动与转动块上椭圆槽配合的滑动杆上下移

动，与滑动杆固定连接的支撑杆随之移动，与支撑

杆固定连接的下支架随之移动；大齿轮能自转时，

小齿轮只自转，并带动与其啮合的大齿轮自转。

因为大齿轮分别与两个固定杆的一端转动连

接，两个固定杆的另一端分别与下侧的导轮转动

连接和上侧的导轮转动连接，所以此时大齿轮以

上侧的导轮为圆心、固定杆为半径顺时针转动，下

侧的导轮向下移动。

当大齿轮带动夹着它的两个夹持块移动到与

开关装置接触后，与上述原理相同。两个小齿轮停

止绕中心齿轮转动，即上侧的导轮停止转动，即下

支架停止向下移动，即压辊移动完成，调节结束。

有益效果：（1）通过下支架、上支架、压辊、

支撑杆、滑动杆、转动轴、转动块、椭圆槽、导轮、

固定装置、夹持板、滑槽、夹持块、开关装置、连

杆、大齿轮、中心齿轮、小齿轮、连接装置和固定杆

的配合使用，从而达到了可以调节压辊位置的效

果。（2）可以自由地调节压辊的位置，使得压光机

上纸更加省力方便，且能更好地适应不同厚度的

纸张加工，不需要多台机器来完成不同厚度纸张

的加工，节省了资源和成本，更加地符合节能环保

的理念。

热敏层涂抹均匀的热敏纸生产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211030 A

发明人：叶建明

申请人：广东简彩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热敏纸又被称为热敏传真纸、热敏记录纸以

及热敏复印纸等，是一种经过加工生产出来的纸

张。其制作原理就是在优质的原纸上涂一层热敏

变色层，其热敏层所用的化学药品多达十几种，因

此其加工的难度较大，技术要求也比较高。传统的

热敏纸生产设备在对普通纸张进行加工时，一般

难以对纸张进行夹持固定，因此，提供一种热敏层

涂抹均匀的热敏纸生产设备，以解决热敏纸生产

设备不便于对原材料进行夹持的问题。

如图1～图4所示，该种热敏层涂抹均匀的热

敏纸生产设备包括底座、固定架和工作台。底座顶

端的中心位置处设置有工作台，底座的一侧设置有

原料桶，底座的另一侧设置有收集桶，底座的顶端

固定有固定架，固定架的一侧设置有夹持结构。夹

持结构包括安装板、连接座、调节架、弹簧以及滚

轴，安装板一侧与固定架的一侧固定连接，安装板

一侧的顶端固定有连接座，连接座的一侧设置有

调节架，调节架的底端设置有滚轴，调节架的一侧

设置有弹簧，弹簧的形状呈螺旋形，调节架与弹簧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热敏层涂抹均匀的热敏纸生产设备

1—底座  2—原料桶  3—夹持结构  9—固定架  10—顶板  11—
涂料桶  12—水泵  13—喷头  14—涂抹机构  20—风干机构  

24—工作台  25—收集桶

62
第42卷第6期 2021年3月



构成弹性连接。

固定架的顶端设置有顶板，顶板的顶端设置

有涂料桶，涂料桶的一侧设置有水泵，水泵的型号

可为MK-20R，水泵的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的输出

端电性连接；顶板底端的一侧设置有喷头，喷头在

顶板的底端设置有若干个，若干个喷头呈等间距

分布，喷头的一侧设置有涂抹机构。涂抹机构包括

第一液压杆、固定板、第二液压杆、滚筒以及毛刷。

固定板顶端与顶板的底端固定连接，固定板底端

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液压杆，第一液压杆的型号可为

HS01-210L；第一液压杆的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的

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一液压杆的底端设置有毛刷，

固定板底端的另一侧设置有第二液压杆，第二液

压杆的型号可为680-300-600N；第二液压杆的

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第二液压

杆的底端设置有滚筒。

涂抹机构的一侧设置有风干机构，风干机构

包括外壳、风机以及隔离网。外壳顶端与顶板的底

端固定连接，外壳的底端设置有风机，风机的型号

可为RS-GF04A。风机的输入端与控制箱的输出

端电性连接，风机的底端设置有隔离网，风机在外

壳的底端设置有四组，风机关于外壳的中轴线呈

对称分布。

工作原理：在使用时，首先，该热敏纸生产设

备外接电源，如图1和图2所示。操作人员先拉动调

节架，使两组滚轴之间的缝隙变大，接着将原料桶

上的原材料穿过两组滚轴之间，然后松开调节架，

调节架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弹，两组滚轴对原材料进

行夹持，滚轴呈可滚动设计，可减少原材料通过时

的摩擦力，穿过两组滚轴后将原材料固定在另一侧

的收集桶上；之后，收集桶在电机的控制下进行转

动，这时启动水泵，水泵将涂料桶内的涂料通过喷

头进行喷出，喷在原材料的表面，接着如图1和图4

所示。该热敏纸生产设备安装了毛刷和滚筒，启动

第一液压杆和第二液压杆，将毛刷和滚筒调节至合

适的位置，喷洒过涂料的原材料依次经过毛刷和滚

筒时，可将其表面的涂料涂抹均匀。最后，如图1和

图3所示，该热敏纸生产设备安装有多组风机，当

涂抹好涂料的原材料经过风机下方时，风机的转动

可使涂料快速风干，防止在收卷时黏合在一起，最

终完成该热敏纸生产设备全部的使用过程。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2  夹持结构正视结构

3—夹持结构  4—安装板  5—连接座  6—调节架  7—弹簧  8—
滚轴

图3  风干机构正视剖面结构

20—风干机构  21—外壳  22—风机  23—隔离网

图4  涂抹机构正视结构

14—涂抹机构  15—第一液压杆  16—固定板  17—第二液压杆  
18—滚筒  19—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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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福伊特发布专用于压榨辊的新型聚
氨酯辊套：IntensePress

本刊讯（Voith 消息) 在制浆过程中，传统的压

榨辊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压力过高、压区不

适宜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21年3月2日，福伊特

（Voith）发布了一种专为压榨辊开发的新型聚氨

酯（PU）辊套：IntensePress。这是专为苛刻的制

浆设备和双网挤浆机而设计的全新辊套产品。

IntensePres s采用新型聚氨酯，决定性优势

便是高耐化学性和高度耐热性，这两个功能都增

加了压榨辊的运行时间，简化了工作流程，从而提

高了浆线的生产率。

为了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新型辊套的聚氨

酯表面可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可

以根据客户要求使表面最大化，从而进一步提高

脱水性能。此外，IntensePress还可以确保更宽的

压区，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比压力，考虑各个操作

条件，从而确定每个客户的最佳压区负荷。

IntensePress兼容性强，可以在市场上所有的

制浆设备上使用。

此外，IntensePress还提高了浆线的生产率，

使成型织物的使用寿命从一个月增加到两个月，从

而减少了停机时间并降低成本。

目前，IntensePress已在瑞典成功使用，辊套

已经在瑞典Södra Cell Mösterås纸浆厂经过测

试，在耐磨性和耐热性方面效果显著。据报道，通

过使用IntensePress，生产线可以实现不间断地

运行，防止了由于焊丝驱动辊的磨损很大而造成的

停机时间过长的问题。由于IntensePress极耐高

温，因此不再需要临时停机。

此外，IntensePress强度高，从而防止了滚筒

变形。试验表明，辊的使用寿命可以从8～10个月

延长至12～18个月。IntensePress具有四种类型：

平滑、盲孔、槽式以及盲孔和槽式。

福伊特不仅为压榨辊提供新型聚氨酯，而且

还为吸压辊提供聚氨酯。例如，IntenseFlow聚氨

酯辊套具有与IntensePress类似的特性，但是其

表面几何形状有所不同，目前与吸压辊十分匹配。

英国包装纸企Mondi与乐购合作，使
用瓦楞纸屑生产购物纸袋

本刊讯（Mond i 消息) 全球领先的包装纸业

集团Mondi和全球三大零售企业之一的乐购集团

（Tesco）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Mondi将使

用乐购集团的仓库瓦楞纸屑，为乐购生产购物再

生纸袋。

作为大型零售企业，乐购继续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在可能的情况

下进行减少碳排放，实现再利用和回收，因此便与

包装纸企Mondi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是乐购首次直接与造纸生产商合作，根据

其循环经济目标将其仓库废料转变为可再生资

源。 

在这一过程中，Mondi使用零售商的瓦楞纸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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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EcoVantage纸袋产品，将瓦楞纸屑的再生纤

维与原生纤维成比例混合，制成可回收的高性能购

物袋。

Mondi表示，将原生纤维与再生纤维结合使

用具有多种好处。Mondi的EcoVantage纸袋纸兼

具了原生纤维的强度、可印刷性和外观，以及再生

纤维的可持续性优势。

Mondi特种牛皮纸销售总监Paulus Goes s

表示：“使用这一方法意味着我们可以与零售客户

紧密合作，以创造出满足他们需求的最佳产品，最

大限度利用废纸。我们已经与乐购合作两年多，目

的是重复利用他们的仓库废料，以可再生资源为

基础，创建性能优良的优质产品，使用可回收的材

料，然后可以将其完全回收，并最终为循环经济做

贡献。我们生产的高强度EcoVantage纸袋纸可让

消费者多次使用购物袋，在这一过程中，乐购也一

直在鼓励消费者提高回收意识。”

乐购匈牙利分公司传播主管NóraHevesi补

充说：“作为负责任的零售商，减少和再利用我们

的购物袋至关重要。在2019年，我们做出了公开承

诺，以使我们自己的品牌包装更加可持续，最终目

标是到2025年使乐购的纸袋实现100％回收。此次

与Mondi合作，我们能够通过直接回收仓库废纸

再次制成购物袋，让我们的废弃产品‘动起来’，最

终成为一个闭合回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悉，乐购目前已于2020年11月在匈牙利、波

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首次试点中推出了Mondi

生产的EcoVantage购物袋。

德国自动化公司cts针对造纸行业推
出浆板或废纸包自动化脱线技术

本刊讯（cts 消息) 德国自动化技术公司cts 

GmbH为制浆造纸领域的纸浆捆包单元的脱线提

供了一种新型高效的自动化机器人解决方案。cts

接线机器人DWR-U每小时可以实现全自动浆包

脱线，预计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并行服务2条或更多

条独立的生产线。

具有机电驱动器的灵活机器人DWR-U不仅

可以节省能源和空间，还可以防止纸浆包受到液

压油的污染。

另一个好处就是，与手动操作的电动或液压

剪线机相比，机器人辅助的脱接线显着提高了员工

的安全性。该解决方案适合用于从进料到碎浆机

或切碎机的自动化纸浆处理流程。

在后期加工中，纸浆包以6捆或8捆为一个单

元，并与围绕它们的金属丝固定在一起。手动解包

捆包的重量达数吨，通常高出两米多，需要液压

剪，而且耗费功率，并且高度张紧的钢丝需要格外

小心。另一方面，以前的传统自动布线解决方案通

常不灵活。

机器人解决方案可提高安全性、效率和生

产率

cts公司现在通过DWR-U自动化技术提供了

一种强大的机器人解决方案，可通过特殊的机械

设计来处理所有类型的浆包，而无需进行复杂的

编程。

该自动化系统重约3 t，可处理长度为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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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1.0 m、高度为2.3 m的浆包捆扎单元，输送

高度为0.8～1.2 m。六轴工业机器人的灵活性允许

每小时将多达28个捆包单位进行脱线以进行进一

步处理，纸浆包可以全天候在一条或两条平行的

输送线上分离。

此外，基于机器人的设计还允许在使用附加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的移动轴时定制2条或更多条线。夹持器单元上的

传感器可确保可靠区分和分离单元以及重新连接

的单个捆包的布线。切割好的线材被系统的绕组

单元吸入，并卷成很小的紧凑线圈。

机器人的连接负载仅为5 kW，能耗低、性价

比高。此外，在加工中，维持纸浆的纯洁性非常重

要，一旦浆包被油污污染，可能会使整个装置无法

使用。凭借该机器人纯电动驱动的特点，该装置无

需使用任何液体燃料便可进行管理，避免了材料

的外泄和污染。

系统具有可扩展性

在全自动生产线中，公司可以将脱线单元的浆

包转移到第二个cts脱机机器人，以实现单个浆包

的自动脱机。该解决方案也可以与导线的cts缠绕

系统结合使用。

快速、节省空间且使用灵活

由于既不使用气动也不使用液压启动，而是

使用纯机电驱动器，因此DWR-U机器人总体上只

需要很小的占地面积。该系统是高度标准化的，调

试和安全锚固并不复杂，并且还可以对解接线机

器人进行改造，帮助纸厂实现现有生产线的灵活

使用。

c t s  G m b H 软 件工 程 负 责 人 P e t e r 

Mackinger表示：“凭借针对纸浆单元和草捆处

理的全自动脱水解决方案，我们成功进入了这一市

场。通过标准化机器人自动进行纸浆处理，我们在

来料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未来我们将

继续这条道路。”

cts GmbH公司成立于2006年，为过程和制造

自动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全球12个地区拥有

35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7,200万欧元。该公司已

经两次（2016年和2018年）荣获德国中小企业领域

特别创新公司100强奖。

对于纸浆行业，cts GmbH公司工厂自动化部

门提供全面的处理解决方案，从单元的拆解、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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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个浆包或废纸包的解包，再通过灵活的AMR

技术进行运输，直至将其送入碎浆机，或通过纸张

分离，进入粉碎机，cts GmbH都能够提供全面的

服务组合。

ABB为新西兰Oji Fiber Solutions的
Penrose纸厂提供首款专门设计的卷
纸机安全系统

本刊讯（ABB 消息) 纸浆、纸板和纤维包装

市场的领先生产商Oji Fiber Solutions已委托

ABB提供专门设计的卷纸机安全系统（这是新西

兰首创）、卷纸机驱动控制系统和DCS880驱动

器。 

工厂现有卷纸机设备已经安装了30多年，系

统老化，因此此次升级将有助于确保未来工厂的

安全高效运行。

新系统具有一系列改善现有卷纸机设备安

全性的步骤和技术，包括机械防护（通过可伸缩

围栏使周边人员进入控制区，使操作员远离危险

区域）、电气控制（电源互锁）、液压控制（带冗

余）、光学装置（安全光幕）和安全速度监控等。

此外，安全区域的创建使一个区域的操作在另

一区域受到影响时得以继续，从而改善了工厂的

正常运行时间。

通过手动任务的自动化，例如免提穿线，通过

自动裁纸、自动胶合或自动测量切纸机进行的设

置变更等技术，降低了人力劳动的受伤和故障的风

险。所有自动升级功能既提高了卷纸机的效率，又

使操作员免于遭受潜在危险的困扰。改进的功能

全部由带有安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新的

人机界面（HMI）控制面板支持。

Penrose纸浆厂是王子制纸旗下位于新西兰

的工厂，年产量超过85,000 t，主要生产集包装纸

板，使用Oji Fibre Fullcircle回收服务所收集的

废纸，成品主要提供给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亚洲市

场等。

“我们的重点是在提供设备的同时设计安全

系统，以使Oji Fiber能够有效地运行，以安全地

满足其客户要求，这些措施还必须以国家和国际标

准为基准。我们为能够按照新西兰的最新要求重

新设计和重建Oji Fibre的安全系统而感到自豪，

从而使运营更安全、更智能、更高效。”ABB新西

兰过程工业本地部门经理Shane Archer表示。

此次投资采用ABB新的自动卷纸机及一系列

自动化技术产品，将使Oji Fiber工厂进一步适应

未来发展，该工厂近年来已采取措施使其包装业

务多样化。ABB还将远程完成所有工厂验收测试

和调试。

索理思与巴斯夫携手拓展造纸化学
品新领域——显色剂产品组合，拓展
热敏纸市场

本刊讯（Solen i s 消息) 当全球特种化学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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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都变得越来越苛刻。因此，除了生产所有其

他湿部化学品外，索理思与不同的供应商合作制

造出完整的显色剂产品。

对此，索理思工业包装和特种纸化学品全球

营销总监Christophe Zebst表示：“我们的显色

剂产品旨在提供广泛的颜色，可用于几乎任何纸

张和纸板等，满足工艺流程的质量、法规和显色要

求。”

根据造纸市场的不同，这些要求可能会有很

大的不同。例如，卫生纸和手帕纸制造商必须在白

度和湿强度之间取得平衡，而用于食品接触的深

色染色餐巾纸必须具有出色的耐褪色性。包装和

纸板制造商还必须能够提供与食品接触的解决方

案，以及其他特种包装产品，例如药品、化妆品和

清洁剂，所有这些产品都必须在不牺牲可回收性

的前提下防止水和蒸汽侵入。最后，印刷和书写纸

制造商必须能够提供亮度和白度、可印刷性和可

运行性、光泽和平滑度、均匀性和强度的平衡，这

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显色剂的配合。

具体而言，索理思最近针对热敏纸市场推出了

下一代Pergafast 425显色剂。Pergafast 425建

立在Pergafast 201显色剂成功的基础上，当欧洲

对双酚A实施禁令时，索理思就曾以PergafastTM 

201支持客户的应用。而此次对PergafastTM 425

的定位是能够为客户提供额外的优势，同时为他

们提供一个更为改善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未来热

敏市场的需求。目前，索理思正在其位于印度安克

尔西瓦的工厂扩大生产，以生产PergafastTM 425

显色剂，用于热敏纸市场。

此外，索理思还充分利用了150年来与巴斯夫

整合所带来的显色剂技术知识，以生产用于显色剂

合成的特殊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

除了显色剂之外，索理思还致力于提供一个闭

环色彩控制系统，通过该系统计算出特定造纸化

学品的准确流速，以使其与目标L*、a*、b *和D65亮

度测量值尽可能地匹配，从而降低总生产成本。

先供应商索理思（Solen i s）在2019年与巴斯夫

（BASF）的造纸湿端和水化学品业务合作时，它

便为向全球造纸行业提供扩展产品铺平了道路。

发展至今，索理思有效地利用其新研发的化学品

技术开发了许多用于热敏纸的各种基础染料、直接

染料、颜料制剂和显色剂。

显色剂通常用于热敏纸涂布层的配制。在热印

刷过程中，当纸张受热时，它们在显影过程中起着

关键作用。热敏纸用途广泛，如超市收据和包装标

签。为了深耕热敏纸市场，索理思拓展了显色剂产

品组合，为造纸厂提供更大的工艺灵活性，并获得

技术团队的支持。目前，显色剂已经成为索理思重

点产品清单的一部分。

现代造纸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客户要求各

种特殊效果，从颜色和耐光性到处理性能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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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投产，设计车速80米

-网部：3个全不锈钢网笼中1500*1950，第一

只为带气胀不锈钢网笼，表面为防伪铜网。

网箱带匀浆辊，每个网笼带不锈 钢吸水箱。

不锈钢真空回头辊一只，驱毯 棍两辊分离。

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

毛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压榨部：不锈钢真空吸移辊一只，一压为真 

空压榨一套，二压为勾纹石辊一套，三压 为

勾纹石辊反压一套。所有石辊配气动移 动

刮刀；所有毛布吸水箱为不锈钢材质；所有

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

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烘干部1：12只烘缸中1500*1950，4个毯缸

中800*1950；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

动张紧器；

-施胶机：上下双棍施胶；配不锈钢保温施胶 

槽；配不锈钢弧形辊； 

-烘干部2：6只烘缸中1500*1950，3个毯缸中

800*1950；配不锈钢弧形辊；所有毛毯均带

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所有导辊为铜面

包覆；刮刀若干；

 -软压光机：4辊软压光(传动电机，减速箱

齐全)；配不锈钢弧形辊及气动移动刮刀；配

备辊2只

-水平气动卷纸机 

1575防伪纸机转让
-1575复卷机一套 

-双面分切复卷机一套，瑞安市毅美机械厂

产品

-铜网水印压机一套 

-北京精雕，金属防伪模具冲压雕刻机一套，

主机辅机健全。

-所有传动 电机，减速箱齐全

联系人：奚先生 133489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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