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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生产Lyocell纤维用竹溶解浆与木溶解浆进行了基础性能和

内部结构的分析，并结合浆粕在NMMO溶剂中混合、溶胀、溶解现象，

评价了浆粕的适用能力。对浆粕的化学成分、杂质含量、纤维结构、

分子量分布等重要性能进行了表征，对竹溶解浆与木溶解浆在吸收

溶剂速率、溶解性能上作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竹溶解浆杂质含量

略高、纤维长度分布不均匀、分子量分布分散度较大，导致其吸收

溶剂速率较慢，溶解时间较长，需进一步改进竹溶解浆内部结构和

基础性能，以提高其在Lyocell纤维制备工艺中的适用能力。

关键词：竹溶解浆；木溶解浆；Lyoce l l纤维；溶解性能；N-甲基吗啉

-N-氧化物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availability of bamboo dissolving 
pulp for Lyocell fiber production through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wood dissolving pulp and bamboo dissolving pulp, including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 fiber structure, the molecular distribution, the ability 
of solvent absorp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dissolving in NMMO.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impurity content and degree of molecular 
dispersion in bamboo dissolving pul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wood 
dissolving pulp, leading to the lower speed for absorbing solvent in mixing 
and swelling process, which made bamboo dissolving pulp dissolve in 
NMMO much slower. It wa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fiber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bamboo dissolving pul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in Lyocell fiber production.
Key words: bamboo dissolving pulp; wood dissolving pulp; Lyocell fiber; 
dissolving performance; N-methylmorpholine-N-oxide (NMMO)

Lyocell纤维用竹、木溶解浆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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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c e l l纤维生产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受到各界

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黏胶纤维相比，Lyo c e l l纤维具

有高强度、良好的悬垂性与染色性的特性[1-2]。其生产

过程是利用天然的纤维素原料，与N-甲基吗啉-N-氧

化物（NMMO）的水溶液混合，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溶

胀、溶解的物理反应，制得纺丝原液，通过干湿法纺丝

生产出纤维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无污染，纤维能够在自

然界中完全降解[3-6]。

Ly o c e l l纤维生产用原料为溶解浆浆粕，与黏胶

纤维生产用溶解浆相比，Lyo c e l l纤维生产用浆粕在对

金属离子以及杂质含量、聚合度的均匀性、浆粕纤维形

态结构等重要性质上要求更加严格、苛刻。浆粕性能对

Lyo c e l l生产以及纤维产品质量至关重要。而溶解浆原

料来源广泛，绝大多数木质纤维素含量较高的生物质

材料均可作为生产溶解浆的原材料[7]。截至目前，由于国

内木材资源的短缺以及规模性砍伐的不便和生产成本

的制约，导致国内高质量溶解浆的供应不足，现国内生

产Lyo c e l l纤维厂家所用原料均来自于国外进口的木溶

解浆。而中国为产竹大国，竹资源分布广且生长速度快，

经研究，竹纤维素纤维还具备天然的抗菌抑菌性能[8]。

因此，推动竹溶解浆在Lyo c e l l纤维产业的应用，可以

有效解决原料来源的问题，并开拓竹Lyoc e l l功能化纤

维，开发多样性的产品。

本文将通过对竹溶解浆的重要性能与可用于生产

Lyo c e l l纤维的进口木溶解浆进行对比，并通过对竹溶

解浆的溶解性分析等实验，从竹溶解浆的基础性能和

特性、竹溶解浆与溶剂的混合溶胀现象、溶解过程的稳

定性以及纺丝原液的性能上，分析判断国产竹溶解浆

对Lyocell纤维生产的适用性。

1  实验

1.1 原料与仪器

竹溶解浆，聚合度（DP）=420，国内某竹溶解浆生

产企业提供，硫酸盐法；木溶解浆，聚合度（DP)=670，

美国某溶解浆企业提供，亚硫酸盐法；N-甲基吗啉

-N-氧化物水溶液（NMMO，质量分数为50%），印度

AMINES&PLASTICIZERS公司提供，使用时将其浓

缩至一定质量分数。

分光光度计，型号为CINTRA DOUBLE BEAM 

U V，澳大利亚GBC公司；纤维分析仪，型号为L&W 

fiber tester，瑞典ABB公司；GPC凝胶渗透色谱仪，

型号为PLQ50，英国Polymer Laborator ies公司；光

学显微镜，型号为XWY-V I I，珠海华伦造纸科技有

限公司；偏光显微镜，型号为OLYMPUS SC50，日本

Olympus公司。

1.2 浆粕溶解实验

将未经处理的溶解浆浆粕烘干后，撕成长约2 cm、

宽约1 c m的方形碎片，称取一定质量浆粕使纤维素浓

度为8%，与NMMO水溶液在三口烧瓶中混合，并加入

200 mg/L稳定剂。浆粕与溶剂首先在90 ℃的温度下经

机械搅拌均匀混合10 m i n，随后在真空泵的作用下进行

真空脱水作用，温度从90 ℃逐渐上升至105 ℃，每组溶解

实验三口烧瓶中真空度保持一致。溶解时间从三口烧瓶

中温度上升至105 ℃时开始计时，当瓶中样品经过偏光

显微镜观察无纤维片段亮点时，纤维素达到完全溶解状

态。

1.3 浆粕吸收溶剂速率实验

使用打孔机将溶解浆处理成外径为20 mm、内径

8 mm的圆片，并将五个处理好的浆粕圆片套进已知质量

的不锈钢金属杆上。将金属杆上的圆片全部垂直浸没在

NMMO水溶液中，前10 m i n内每间隔2 m i n将金属杆提

出，测量金属杆和浆粕圆片的质量以及浆粕圆片的厚度。

10 min后每间隔5 min测试一次，到30 min时停止实验[9]。

浆粕吸收溶剂值为：M=[(M1-M2)-M0]/M0   (1)

式中：M—吸收溶剂值，%；M1—浸泡后浆粕圆片

与金属杆总质量，g；M2—金属杆质量，g；M0—未经浸

泡过浆粕圆片质量，g。

浆粕润胀度为：L=(L1-L 2)/L 2             (2)

式中：L—浆粕润胀度，%；L1—浆粕圆片浸泡后厚

度，mm；L2—浆粕圆片浸泡前厚度，mm。

1.4 测试与表征

采用F Z/T 50010.6分光光度计方法对溶解浆

铁、铜离子含量进行测试[10]；采用FZ/50010.4-2011

方法对溶解浆甲种纤维素含量进行测试[11]；采用F Z/

T 50010.12-1998标准方法对溶解浆多戊糖含量进行

测试[12]；采用GB/T 10741-2008标准方法对溶解浆苯

醇抽出物含量进行测试[13]；采用GB/T 10337-2008以

及GB/T 747-2003的标准方法对溶解浆酸溶木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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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不溶木素含量分别进行测试[14-15]；选用L&W f i b e r 

Tester型号纤维分析仪器测试溶解浆中纤维长度及其分

布；选用PLQ50型号GPC凝胶渗透色谱仪对溶解浆分子

量分布进行测试，流动相为THF四氢呋喃；选用XWY-

V I I型光学显微镜对溶解浆纤维形态进行观察，测试方

法为GB/T 4688-2002[16]；选用OLYMPUS SC50型号

偏光显微镜对溶解浆溶解状态进行观察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浆粕主要成分以及金属离子含量分析

生物质原料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以及木质素三

大化学成分组成，溶解浆浆粕中的主要成分与制浆方法

以及原料种类密切相关。浆粕的组分以及含量对浆粕的

适用性具有较大影响，溶解浆一般具有甲纤含量高、半

纤维素与木质素含量低的特点。分析浆粕成分含量为判

断溶解浆是否能够应用于Lyo c e l l纤维生产工艺的重要

依据。同时，在浆粕中金属离子，尤其是铁、铜离子含量

过高的条件下，高温纺丝液极易被分解，发生放热反应

并有爆炸危险，造成巨大的生产安全隐患[17]。因此，考虑

到Lyocell纤维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浆粕中金属离

子含量也是衡量浆粕适用性的重要参考指标。表1为木

溶解浆与竹溶解浆化学成分以及金属离子含量对比。

总体上看，竹溶解浆中发现甲纤含量偏低，多戊

糖、苯醇抽出物等杂质含量普遍高于木溶解浆的现象，

判断可能与竹材原料的特性有关，竹材本身具有半纤维

素含量较高的特点，且竹溶解浆纤维中含有较多薄壁细

胞等杂细胞，此类杂细胞含有较多的疏水性的抽出物，

如油脂、蜡质等，由于竹材原料的特性，部分杂质在制

浆过程中难以去除。而两种浆粕中金属离子含量测试

结果均较低，说明测试的竹溶解浆样品不会对生产安

全产生影响。

2.2 浆粕分子量分布分析

聚合物相对分子质量的多分散性和不均匀性是其

重要特征，浆粕中的纤维素同样具有多分散性的特点。

这种多分散性表明浆粕中既存在长链的纤维素分子，也

存在由少数单糖构成的短链纤维素分子。分子量分布的

测试是评价浆粕反应性能以及均匀性的重要指标。

由图1和图2可看出，木溶解浆与竹溶解浆的分子

量分布均呈现出多分散性特征，两种浆粕中等相对分子

质量部分含量较多，相对分子质量较低和相对分子质量

较高部分含量较少，整个图形呈单峰状。结合表2中分

子量与分散度的测算结果发现，木溶解浆数均分子质量

相对较高，但由于木溶解浆分子量分散度较低，导致其

重均分子质量比竹溶解浆低。同时，竹溶解浆分子量分

散度高也说明竹溶解浆中含有的低分子量纤维素和高

分子量纤维素均比木溶解浆高。该现象会影响纤维素

在NMMO水溶剂中的溶解，分散度较高的竹溶解浆纤

维素可能会发生低分子量的纤维素链溶胀速率较快，首

表1  竹溶解浆和木溶解浆化学成分以及金属离子含量对比

浆粕

种类

木溶解浆

竹溶解浆

多戊糖含量/

%

1.72

3.69

甲种纤维素含量/

%

95.4

92.4

抽出物含量/

%

0.56

0.81

酸溶木素含量/

%

0.196

0.267

酸不溶木素含量/

%

1.206

0.611

铁离子含量/

mg.kg-1

2

3.11

铜离子含量/

mg.kg-1

0.02

0.18

图1  木溶解浆分子量分布 图2  竹溶解浆分子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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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为维管束，负责内部骨架支撑

作用，维管束中纤维素含量高。两者

在灰分、木质素的含量上差异不大，

但薄壁细胞中含有较多抽出物，抽出

物含有较多的疏水性物质，维管束细

胞中纤维素含量高，因此吸湿速度较

大，亲水性比薄壁组织高[18]。而木溶解浆中只能观察到

长纤维形态，并无不规则的杂细胞物质。

由表3可以看出，竹纤维与木纤维在纤维平均长度

和宽度上存在差异，竹溶解浆纤维平均长度略短，直径

较小。细小纤维含量与木溶解浆相比差距较大，木溶解

浆纤维中长度低于0.2 mm的细小纤维含量占14.9%，

而竹溶解浆纤维中只有1.7%的细小纤维。同时，由两种

浆粕纤维在各长度范围中的分布可看出，竹溶解浆纤维

每个区间内并不均匀，长度高于2 mm的较长纤维含量

依然较高，而短纤维含量分布相对较少。木溶解浆纤维

在0.2～2.0 mm的长度范围内，每个长度段纤维含量分

布都比较平均，且超过2 mm的纤维含量较少。

上述结果综合分析，竹溶解浆纤维长度分布不均

匀、长纤维含量较高以及杂细胞含量高，可能是导致竹

溶解浆吸收溶剂不均匀、溶解性能较差的主要原因。而

先被溶解，从而包裹在高分子纤维素四周，使得同样含

量较多的高分子纤维素链较难被溶剂浸润、溶胀，形成

凝胶粒子，影响溶解速率和溶解条件，使最终纺丝液不

均匀。

2.3 浆粕纤维形态以及长度分析

为深入研究木溶解浆与竹溶解浆纤维内部结构差

异，将处理好的木溶解浆与竹溶解浆纤维用光学显微

镜进行纤维结构的观察，并对纤维长度及其分布进行

测算。图3、图4为木溶解浆纤维和竹溶解浆纤维形态区

别，表3显示了两者纤维长度、宽度以及各长度范围的

纤维含量分布。

由图3和图4观察发现，两种溶解浆都含有较长的

纤维，而竹溶解浆中可明显观察到有大量的椭圆形、四

边形的杂细胞，这种细胞为竹纤维的薄壁组织，薄壁组

织是负责储存光合作用养分的营养组织。长纤维形态

表2  竹溶解浆和木溶解浆分子量分布对比

浆粕

种类

木溶解浆

竹溶解浆

Mw/

dal

365249

677325

Mn/

dal

103271

101618

MP

182205

244182

Mz/

dal

919514

3095435

Mz+1/

dal

1569748

6715490

分散度

3.53

6.67

表3  木溶解浆与竹溶解浆纤维长度分布对比

竹溶解浆

1.19

17.4

1.7

0.017

0.030 

0.040 

0.048 

0.063 

0.078 

0.081 

0.086 

0.098 

0.084 

0.114 

0.086 

0.076 

0.092 

0.007

木溶解浆

1.354

29.4

15.0

0.150 

0.103 

0.081 

0.071 

0.070 

0.067 

0.065 

0.058 

0.055 

0.051 

0.073 

0.053 

0.050 

0.055 

0.002

浆粕种类

平均长度/mm

平均宽度/μm

细小纤维含量/%

  长度范围/mm

长

度

分

布

/

%

0～0.2

0.2～0.4

0.4～0.6

0.6～0.8

0.8～1.0

1.0～1.2

1.2～1.4

1.4～1.6

1.6～1.8

1.8～2.0

2.0～2.3

2.3～2.6

2.6～3.0

3.0～5.0

5.0～7.5图4  竹溶解浆纤维形态

图3  木溶解浆纤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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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竹溶解浆与木溶解浆吸溶剂值对比 图6  竹溶解浆与木溶解浆润胀度对比

图7  木溶解浆不同时间点溶解状态

A-溶解10min B-溶解15min C-溶解20min

木溶解浆纤维结构简单，无不规则状杂细胞，细小纤维

含量较高，且每段长度范围内纤维含量分布较均匀，因

此其吸收溶剂速率较快，混合浸润效果较均匀、一致。

2.4 浆粕吸收溶剂速率分析

为研究木溶解浆与竹溶解浆在与NMMO溶剂混合

过程中吸收溶剂速率的差别，本课题参照黏胶纤维用浆

粕测试吸碱值与润胀度的标准方法，对Lyoc e l l纤维用

溶解浆浆粕进行了吸溶剂值与润胀度的测试。

由图5、图6可知，木溶解浆和竹溶解浆在与

NMMO溶剂浸泡的30 m in时间内，吸收溶剂的速率均

呈现出先增加后趋于平缓的状态。在前5 m i n内，两种

浆粕吸收溶剂量不相上下，随后竹溶解浆吸收溶剂速率

变慢，而木溶解浆在浸泡时间直到20 m i n时，吸收溶剂

速率才有所减慢。最终木溶解浆吸溶剂值在30 m i n达

到700%，润胀度达到361.5%，远高于竹溶解浆的吸溶

剂值513%，润胀度222%。结果说明木溶解浆在浸泡时

吸收溶剂能力明显高于竹溶解浆。相对于竹溶解浆而

言，木溶解浆由于细小纤维含量较多，纤维长度分布较

均衡，比表面积大，因此吸收溶剂速率更快、溶剂的渗

透效果更好。浆粕吸收溶剂速率快、溶胀均匀会对后续

溶解工段产生积极影响。

2.5 浆粕溶解性能分析

为深入研究木、竹溶解浆在NMMO溶剂中溶解特

性，本文对两种浆粕在相同条件下进行了溶解性能分析

实验，并在实验中相同的溶解时间取两种浆粕的纺丝原

液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溶解情况进行对比，木溶解浆

的溶解情况见图7，竹溶解浆的溶解情况见图8。

通过图7、图8中对应的木溶解浆、竹溶解浆溶解情

况可发现，木溶解浆可在20 m i n内达到完全溶解的透

明的纺丝液状态，偏光显微镜的视野当中无纤维片段和

未溶解的亮点。竹溶解浆可在40 m i n时达到完全溶解

的状态，而在20 m i n时，相比较木溶解浆的溶解情况，

竹溶解浆仍存在大量的长链纤维碎片未溶解。说明在相

同条件下，竹溶解浆溶解相对较困难，溶解时间较长。

主要原因与上文中分析的竹溶解浆纤维结构、分子量分

布、吸收溶剂速率等均有关。提高竹溶解浆在Lyo c e l l

纤维生产工艺中的适用性，需进一步改善竹溶解浆的基

础性能以及纤维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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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对比了木溶解浆以及竹溶解浆在化学成分、杂质含

量、纤维结构、分子量分布等基础性能上的差异，并通

过浆粕在与NMMO溶剂的混合、溶胀、溶解过程中的实

验现象，解释了浆粕基础性能对制备Lyoc e l l纤维纺丝

原液的影响，探讨了竹溶解浆的适用性。

3.1 从浆粕基础性能上看，竹溶解浆与木溶解浆相比，

由于竹材原料的特性，杂质含量略高，竹纤维中含有薄

壁细胞状的杂细胞，分子量分布的分散度较高，纤维

长度分布不均匀，长纤维含量较高。从浆粕与NMMO

溶剂混合、溶胀状态上看，竹纤维吸收溶剂速率相对较

慢。从浆粕溶解性能上看，竹溶解浆达到完全溶解的透

明的纺丝液状态所需时间较长。

3 . 2 竹溶解浆通过模拟Ly o c e l l纤维制备过程中的

混合、溶胀、溶解工艺，最终可形成完全溶解的纺丝原

液，且混合与溶胀过程物料均匀、一致，说明竹溶解浆

对Lyo c e l l纤维生产有一定的适用性。但由于竹材原料

的特性，需在制浆过程中，结合竹溶解浆纤维的形态

结构、化学组成、长度、分子量分布等重要指标，有针

图8  竹溶解浆不同时间点溶解状态

A′-溶解10min C′-溶解30min

B′-溶解20min D′-溶解40min

对性地对原料、制浆工艺、设备及流

程等进行重点把控和改进，才能进

一步提高竹溶解浆的适用能力，满足

Lyocell纤维制备的原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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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常规物理检测、燃烧实验、光学显微镜观察、扫

描电镜观察、能谱分析的方法比较国内外美纹原纸的差异，探

讨其使用性能与内结合强度的内在联系，然后通过在浆内添

加胶乳和固着剂来提升美纹原纸的内结合强度。结果表明：国

外美纹原纸比国内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高出约21%～66%，国

内外美纹原纸有较多不同之处，国外产品外观偏黄，点燃后不

能充分燃烧，燃烧残渣呈网状结构，光学显微镜显示其纤维

表面及周围有较多化学助剂碎片，扫描电镜显示其纤维表面包

覆一层化学助剂，能谱分析表明该物质元素组成为C、H、O。综

上，国外美纹原纸极有可能在浆内添加特殊物质，或采用特

殊表胶工艺。本文通过在浆内添加0.07%的聚乙烯亚胺(PEI)及

2%的苯丙胶乳，使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提升约68.5%，达到理

想效果。

关键词：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胶乳；固着剂

Abstract: By methods of conventional physical property testing, 
combustion testing, optical microscope observa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and energy spectrumetc analysis,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sking tape 
base paper were studied, and then different kinds of latex and 
fixing agents were added into the pulp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bonding strengt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bond strength 
of the foreign base paper was 21% ~ 66%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omestic base paper, and its appearance was yellowish, and it 
could not burn fully, and its combustion residue was reticular 
structure. Optical microscope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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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纹原纸是一种特殊的皱纹纸，经涂布加工后制

备成美纹胶带，广泛应用于汽车、铁制或塑料器件家具

表面的耐高温烤漆喷漆遮蔽保护，同时也适用于电子、

电器、压敏电阻、线路板等行业[1-2]，具有耐高温、耐溶

剂、高黏着力、柔软服帖、再撕不留残胶等特性。国内美

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偏低，导致美纹胶

带用完撕下来时留有残胶[3-4]，目前已

报道的提高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的方

法有改进打浆工艺[5]、筛选浆料种类

以及浆内添加淀粉、CMC等助剂[6-9]，

然而这些方法提升幅度较小，仍无法

达到国外水平，本文是在文献[3]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通过一系列检测手段

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美纹原纸的差异，

分析影响内结合强度的潜在原因，最

后探讨了浆内添加胶乳方式对提升美

纹原纸内结合强度的影响，以期为特

种纸同行提供借鉴。

1  实验

1.1 原料及试剂（表1）

1.2 仪器（表2）

1.3 方法

1.3.1 国内外美纹原纸对比分析

1.3.1.1 物理性能测定

(1）定量、厚度、紧度、抗张指数

等检测参考有关国家标准。

(2）内结合强度检测方法：将

纸样进行恒温恒湿处理，分别在纸

表2  实验仪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型号

YQ-Z-48A

XSP-02

TTM

Quantax70

TM3000/TM3030

DHG-9145A

ASM-32N2F

DJ-02

PN-SC100

DCP-HDY04

MS204S

名称

白度仪

光学显微镜

拉伸强度测定仪

扫描电镜

专用能谱仪

烘箱

快速凯赛纸页成形器

打浆机

圆形定量取样器

电脑测控厚度仪

高精度分析天平

制造商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江南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日本日立高新

日本日立高新

上海仪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

表1  原料及试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质

白色

淡黄色

固含50%

固含51%

固含49%

固含52%

分子量6万，固含40%，高电荷密度

分子量10万，高电荷密度，固含50%

固体

固含12.5%

名称

国产美纹原纸

进口美纹原纸

苯丙乳液

丁苯胶乳

丙烯酸乳液

氯丁胶乳

聚乙烯亚胺固着剂(PEI)

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

(PDADMAC)

Al2(SO4)3

湿强剂(PAE)

来源

浙江、山东

瑞士、芬兰

上海某公司

浙江某特种纸厂

上海某公司

深圳某公司

浙江某化工公司

浙江某化工公司

浙江某特种纸厂

浙江某特种纸厂

pieces of chemical additives on and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paper’s fiber surfac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how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aper’s fiber surface was coated with a layer of 
chemical additives. Above all, it was considered special chemicals 
or process were u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sking tape base paper. 
Then by adding 0.07% polyethyleneimine (PEI) and 2% styrene 
acrylic latex into the pulp,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the base paper 
could be increased by 68.5%.
Key words: masking tape base paper; internal bond strength; 
latex; fixing agent

样正反面黏贴单面压敏胶带，胶带宽度为25 m m，黏

结强度为3.0 k g/25 m m，黏贴时应保证纸张正反两

面胶带相重合，然后用光滑金属辊以10 m m/s的速度

往复辊压3次，该金属辊宽度为（200±0.5）mm，重量

为（10±0.5）k g；将上述样品放入平板热压机中，压力

为0.2 MPa，温度为60 ℃，放置时间为10 m i n；取出试

样，将试样放入恒温恒湿室，静置10 m i n；按胶带宽度

裁切纸样，纸样两端各预留约1 c m未贴胶带区域；选

择裁切后纸条的一端慢慢揭开胶带一角，然后揭起约

2 cm，被揭开的纸条一面夹在剥离试验机的自由端，另

一面夹在剥离试验机的固定端，设置拉伸速度为300～

600 mm/min，每间隔2 cm测试一次，总量程为10 cm，

共测试5次，记录后4次测试数值，共测试5条纸样，最后

取所有测试数值的算术平均值，用该值作为试样的内结

合强度，单位为g/2.5 cm。

研究开发  R & D

8
第42卷第14期 2021年7月



原纸为普通白色，以山东纸样为基准，国内两纸样之间

的色差△E为1.15，不明显，而国外美纹原纸均呈淡黄

色，瑞士纸样和芬兰纸样与山东纸样的色差△E分别为

5.73和5.23，非常明显，造成这种明显色差的原因是国

内外纸样所用化学助剂不同，这可能是造成国内外美纹

原纸内结合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2.1.2 燃烧实验分析

取相同面积的国内外美纹原纸，用相同火源点燃

后，用肉眼及光学显微镜观察燃烧后的残渣，如图2所

示，图2(a)、图2(b)为国内美纹原纸燃烧后残渣及其光

学显微镜图片，图2(c)、图2(d)为国外美纹原纸燃烧后残

渣及其光学显微镜图片。

从图2(a)、图2(b)可以看出，国内纸样残渣为灰白

色，且残渣量较少，而国外纸样燃烧后残渣为黑灰色，

且残渣量较多。从图2(b)、(d)显微镜观察图片可以看

出，两者残渣有明显差异，国内纸样残渣为灰絮状，其

中夹杂着少量未充分燃烧的纤维，而国外纸样残渣为

不规则网状结构，是未充分燃烧的纤维，这说明国外纸

样中纤维外层包覆一层化学物质，该物质阻碍纤维的充

分燃烧，由此推测国外纸样使用了某种化学试剂，在提

高纸张内结合强度的同时，使纤维不能充分燃烧。

2.1.3 光学显微镜观察

选择少量国内外纸样，加少量水润湿后用解剖针

缓慢剥离，在剥离的过程中发现国外纸样较难剥离，而

国内纸样则较易分散开，继续将充分剥离后纸样染色，

然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图3为国内外美纹原纸剥离样品光学显微镜图像。

从图3可看出，国内外美纹原纸有明显不同，国外纸样纤

维分丝帚化较多并有较多被剥离出的试剂碎片，国内纸

样纤维表面较光滑，再次说明国外美纹原纸使用特殊

化学助剂，该化学助剂以表面施胶或湿部添加的方式

添加到纸张中。

(3）色差的测定：采用白度仪对国内外美纹原纸进

行色差分析，测定L、a、b值。

1. 3.1.2 燃烧实验：裁切相同大小的纸样，用相同明火

同时点燃，观察燃后残渣状态，并收集残渣进行光学显

微镜观察。

1 . 3 .1 . 3 光学显微镜观察：将国内外美纹原纸分散成

单根纤维，采用赫氏染色剂进行染色，判断纤维种类、

配比及状态。

1.3.1.4 扫描电镜观察及能谱分析：采用扫描电镜观察

国内外美纹原纸微观形态，同时使用能谱仪进行元素

分析。

1.3.2 浆内添加胶乳实验

将打浆度为45 °SR、浓度为1%的漂白针叶木浆分

成若干等份，加入0.5%的PA E（绝干对绝干），搅拌静

置各2 m i n，直接加入胶乳或加入少量固着剂后再加入

胶乳，继续搅拌一段时间，直至滤液为澄清状，然后抄

纸，检测纸张内结合强度和抗张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国内外美纹原纸分析

2.1.1 物理性能及外观对比分析

表3为国内外美纹原纸物理性能对比，部分性能

摘自文献[3]，从表3可以看出，国内外美纹原纸差异主

要为：国外美纹原纸紧度偏大、透气度高、内结合强

度高，其中内结合强度是影响最终美纹胶带剥离性

能的直接影响因素，瑞士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达到

246 g/2.5 cm，芬兰美纹原纸更是高达281 g/2.5cm，

而山东美纹原纸仅有204 g/2.5 c m，浙江美纹原纸更

是低至169 g/2.5 c m，由此来看国外美纹原纸比国内

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高出约21%～66%。

对国内外美纹原纸的外观进行观察如图1所示。从

图1可以看出，国内外美纹原纸外观存在差异，国内美纹

表3  国内外美纹原纸物理性能对比

透气率/

mm.s-1

4.27

4.29

6.15

6.10

44.2

44.5

45.6

45.8

定量/

g.m-2

样品

来源

山东

浙江

瑞士

芬兰

0.293

0.293

0.404

0.402

紧度/

g.cm-3

5.41

4.64

9.88

8.89

b
厚度/

mm

0.151

0.152

0.113

0.114

抗张强度/

kN.m-1

2.30

2.34

2.29

2.38

内结合强度/

g.2.5cm-1

204

169

246

281

95.91

95.21

92.44

92.13

L a

-0.43

-0.92

0.51

-1.45

△E

基准

1.15

5.73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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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扫描电镜观察及能谱分析

图4为国内外美纹原纸扫描电镜图片，从图4可以看

出，国内纸样纤维表面较为粗糙，为正常的纤维表面形

貌；而国外纸样纤维表面粗糙形貌被掩盖，相对光滑，

又一次说明纤维被某特殊化学助剂包覆。

图5为国内外美纹原纸能谱分析，从图5中可以看出，

国内外纸样纤维表面主要元素均为C、O，只是所含比例

不同，说明该包覆物质主要由C、H、O三种元素组成。

经以上实验分析，推测该化学物质有可能是胶乳，

继续探讨了浆内添加胶乳对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和其

他强度的影响。

2.2 胶乳对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的影响

图1  国内外美纹原纸外观对比

图2  国内外美纹原纸燃烧后残渣

图3  国内外美纹原纸剥离样品光学显微镜观察

图4  国内外美纹原纸扫描电镜图片

2.2.1 胶乳种类及用量的影响

图6为胶乳种类及用量对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和

抗张指数的影响。以未使用胶乳和固着剂的纸样为基

纸，探讨内结合强度和抗张指数变化趋势。从图6可以

看出，使用胶乳后，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相比基纸的

111 g/2.5 c m均有较大程度提升。胶乳种类不同，美纹

原纸内结合强度变化趋势也不同，其中使用丁苯胶乳时

随其用量的增加纸张内结合强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当用量为2%时，内结合强度为104 g/2.5 cm，当用量为

6%时，内结合强度达到最大值133 g/2.5 c m，此后内

结合强度急剧下降；使用氯丁胶乳时随其用量的增加

内结合强度呈先急后缓的上升趋势，当用量为2%时，内

结合强度为114 g/2.5 cm，当用量为4%时，达到最大值

136 g/2.5 cm，此后增长较缓慢；使用丙苯胶乳时随其

用量的增加内结合强度呈线性下降趋势，当用量为2%

时，内结合强度达到最大值130 g/2.5 c m；使用丙烯酸

乳液时随其用量的增加内结合强度呈近似线性增长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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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当用量为2%时，内结合强度为121 g/2.5 c m，当用

量为10%时，达到最大值137 g/2.5 c m。从成本及内结

合强度综合来看，选择用量为2%的苯丙胶乳较为合适，

其内结合强度为130 g/2.5 cm，较基纸提升约17.1%。

由于抗张指数也是美纹原纸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因此探讨了胶乳对纸张抗张指数的影响。从图6可以

看出，加入胶乳后，美纹原纸的抗张指数相比基纸的

89.00 N.m/g均有所降低，主要是因为胶乳在浆内凝

结成核然后以微粒形式沉积到纤维表面，影响纤维之

间的氢键连接，因此纸张强度降低[10]。胶乳种类不同，

随其用量的增加美纹原纸抗张指数变化趋势也不同，

其中，随着丁苯胶乳用量的增加，抗张指数呈先缓升后

缓降趋势，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当其用量为2%时，抗张

指数为69.32 N.m/g，当用量为6%时抗张指数达到最

大值71.25 N.m/g，与基纸相比下降约19.9%。随着氯

丁胶乳用量的增加，抗张指数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当用

量为2%时，抗张指数为72.29 N.m/g，当其用量为10%

时，抗张指数达到80.80 N.m/g，与基纸相比下降约

9.2%；随着苯丙胶乳用量的增加，抗张指数呈明显下

降趋势，当其用量为2%时，抗张指数为最大值80.52 N.

m/g，与未加入时相比下降约9.5%；随着丙烯酸胶乳用

量的增加，美纹原纸抗张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当其用

量为2%时，抗张指数为70.75 N.m/g，当其用量为10%

时，抗张指数上升至最大值75.88 N.m/g，与基纸相比

下降约14.7%。从成本和强度综合考虑，与内结合强度

结果相似，选择用量为2%的苯丙胶乳较为合适，其抗

张指数为80.52 N.m/g，与基纸相比下降约9.5%，强度

损失较少。

综合内结合强度和抗张指数来看，浆内添加

2%的丙苯乳液时纸张内结合强度提升程度较大，为

130 g/2.5 c m，较基纸提升约17.1%；强度损失较小，

抗张指数为80.52 N.m/g，较基纸下降约9.5%。

2.2.2 固着剂种类及用量的影响

由于胶乳和纤维表面均带负电荷，胶乳无法直接

沉积在纤维表面，因此需要加入阳离子型固着剂以提高

胶乳的留着。固着剂种类不同，其阳电荷密度不同，对

图5  国内外美纹原纸能谱分析

图6  胶乳种类及用量对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和抗张指数

的影响

图7  固着剂种类及用量对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和抗张指

数的影响

注：选用Al2(SO4)3时，横坐标乘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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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乳的留着也不同，探讨了固着剂种类及用量对美纹原

纸内结合强度及抗张指数的影响。如图7。

从图7可以看出，添加固着剂后，纸张内结合强度

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固着剂表面带阳离子电荷，而胶

乳表面带阴离子电荷，由于静电作用促进胶乳在纤维表

面的留着，由于系统阳电荷增加，胶乳可能以薄膜形式

平铺在纤维上，因此纸张内结合强度大幅上升[10]。虽固

着剂种类不同，但美纹原纸内结合强度变化趋势相同，

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其中当PE I用量为0.07%时，

纸张内结合强度达到最大值187 g/2.5 c m，相比基纸

提升约68.5%；当HCA用量为0.05%时，内结合强度达

到最大值为183 g/2.5 c m，相比基纸提升约64.9%；

当A l 2(S O4)3用量为0.3%时，内结合强度达到最大值

199 g/2.5 c m，相比基纸提升79.3%，因此从提升内

结合强度提升程度来看，选用0.3%的A l2(S O4)3效果最

好。

从抗张指数来看，添加PE I或HCA时，纸张强度

整体有所提升，其变化趋势与内结合强度变化趋势一

致，即当P E I用量为0.07%时，抗张指数达到最大值

93.40 N.m/g，相比基纸提升约4.9%，当HCA用量为

时，抗张指数达到最大值91.40 N.m/g，相比基纸提升

约2.7%，而添加A l2(S O4)3后纸张强度损失加重，在其

用量为0.3%时，抗张指数达到最大值75.91 N.m/g，相

比基纸降低约14.71%。

从内结合强度和抗张指数综合来看，固着剂选用

0.07%的PEI较为合适。

3  结论

采用多种检测手段分析国内外美纹原纸的差异，

探讨其使用性能与纸张内结合强度的相关性；然后采用

湿部添加胶乳的方式来提升其内结合强度，并通过调整

固着剂种类及用量做进一步优化，得出以下结论：

(1）国内外美纹原纸定量、强度相近，但国外美纹

原纸厚度小、紧度大，内结合强度比国内美纹原纸高约

21%～66%，差距明显。国内外纸样色差非常明显，国外

纸样偏黄，而国内纸样为正常漂白化学浆抄纸的颜色，

据此推测国外纸样所用化学品种类与国内纸样不同。

(2）国外纸样燃烧后残渣量大且为黑色网状结构，

纤维未充分燃烧；国内纸样燃烧后残渣少，为白色灰絮

状，纤维燃烧较充分，进一步说明国外产品使用化学物

质包覆在纤维表面，阻碍纤维的充分燃烧，该化学品的

使用方式为湿部添加或表面施胶。

(3）国外美纹原纸纤维之间难剥离，纤维分丝帚化

多，纤维表面及周围有明显化学品碎片；而国内纸样纤

维容易剥离，表面分丝帚化少，无明显化学品碎片。进一

步验证国外美纹原纸使用特殊化学物质。

(4）国外美纹原纸纤维表面相对平滑，而国内美纹

原纸纤维表面粗糙，为正常纤维形貌。推测纤维表面包

覆特殊化学物质，能谱分析显示该化学物质主要组成

为C、H、O。

(5）使用浆内添加胶乳方式提升纸张内结合强

度，对比得出使用2%的丙苯乳液较为合适，此时纸张

内结合强度较基纸提升约17.1%，达到130 g/2.5 c m；

抗张指数较基纸下降约9.5%，为80.52 N.m/g；加入

固着剂进一步优化，得出加入2%苯丙胶乳前先加入

0.07%的PE I，内结合强度较基纸可提升约68.5%，达

到187 g/2.5 c m，抗张指数基纸可提升约4.9%，达到

93.40 N.m/g，效果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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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张的呈色效果主要与纸张平滑度和白度有关。细

小纤维对纸张结构、纤维结合程度以及纸张孔隙率产生较大

影响，进而影响到纸张的表面平滑度。本文通过提高打浆转

数来增加细小纤维含量，通过改变细小纤维含量来探究细

小纤维对于纸张平滑度以及对撕裂度、抗张等印刷适性的影

响。在纸页上输出不同色密度的C/M/Y/K色块，分析表征纸

张的表面平滑度以及呈色性能。通过实验发现：当细小纤维

的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纸张的撕裂度、平滑度、耐折度和表

面强度随之增大；细小纤维含量较高的纸张色密度要高于普

通纸张。

关键词：细小纤维；平滑度；打浆；色密度

Abstract: The color appearance of paper was primarily correlated 
with its smoothness and brightness. The fiber fines have a big 
influence on paper structure, fiber bonding, porosity of paper, and 
smoothness of paper. In this paper, the fiber fines content increased 
by beating, and effect of fiber fines on smoothness, tearing index, 
tensile strength and printing properties was investigated. Color 
block with different C/M/Y/K density was output to paper, and 
smoothness and color appearanc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aring index, smoothness and surface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diminishing fiber fines. In addition, paper sample 
with high content of fiber fines has higher color density than the 
ordinary paper. 
Key words: fiber fines; smoothness; beating; color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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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品中，纸张是主要的承印物，纸张的呈色性

能直接关乎到印刷产品的质量[1-2]。纸张的基本构成是

纤维相互交织而成的一种厚薄均匀的片状结构，纤维

是构成纸张的骨架，直接决定着纸张的质量[3-4]。造纸

浆料是由长纤维和细小纤维组成的，细小纤维在成纸

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纸张的物理及光学特性均受

其影响，如光学性能、纸张结构、机械强度及印刷适性

等[5-6]。

细小纤维是纸浆中除去完整的纤维组分外的物质，

它是指纸料组分中能通过200目筛的并且可通过光学显

微镜看到的所有粒子，一般习惯于将纤维性粒子简称细

小纤维[7]，其突出特点是比表面积大，结构形态和化学

性质各不相同，对于吸附助剂的能力大于纤维组分[8]。

细小纤维尺寸小，比纤维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木材造

纸纤维中细小纤维的比表面积是纤维的5～8倍，比表面

积强烈地影响到对助剂的吸附[9]。根据来源，细小纤维

可以分为三类：（1）原生细小纤维与原浆的细小纤维有

关[10]，是指某种抄纸原料的纤维形态中固有的一类细

小纤维，例如，针叶木化学浆的木射线薄壁细胞、木射

线细胞；化学阔叶木浆的导管分子、木射线薄壁细胞等。

（2）由纸料制备或打浆产生的二次细小纤维[11-12]，主

要是纤维碎片等，二次细小纤维主要是细纤维，这类是

纤维在打浆和精浆的过程中磨解下来的S1和S2层纤维

细胞壁部分，虽然细纤维的直径很小，但是长度没有限

制。（3）三次细小纤维是由白水冲稀后的纸料在流送、

上网和成形等过程中因为浆泵、浆池搅拌器的作用产生

的，即由于成形网的选分作用是细小纤维通过白水再次

进入纸浆系统而形成的[13-14]。

其中在抄造实验所需的纸张时，细小纤维的主要

来源是化学浆的二次纤维。细小纤维具有比表面积大、

含游离羟基多的特点，其存在有利于纤维间的结合，有

助于提高纸页纤维间的结合强度。细小纤维因其比表面

积大、单位质量的粒子数量多，可增加纸页的光散射系

数，可以提高纸页的光学性质。在本实验中通过提高打

浆转数以获得细小纤维，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细小纤维

含量对于纸张的机械性能（抗张、耐折、撕裂以及表面

强度）、光学性能以及印刷的色彩再现性能的影响[15]，

为造纸以及印刷工业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

持[16]。

1  实验

1.1 原料

抄纸所用的针叶木及阔叶木纸浆均采购自亚太森

博纸浆有限公司。

1.2 实验过程

使用日本K R K（1983）型磨浆机对所需纤维进

行打浆处理，打浆要求：浆浓10%，刀间距为0.4 mm，

打浆压力为3.4 N/m m，打浆转数分别为10,000 r和

30,000 r。

将打好的纸浆使用SR-D型打浆度测定仪测量纸

浆的打浆度，工艺要求：均匀取20 g含浆量为10%的纸

浆，均匀分散于1000 m L水中，然后使用SR-D型打浆

度测定仪测定纸浆的打浆度。然后称取所需纸张定量

的纸浆，在990733型纤维解离器（瑞典）中疏解5000

转，后用瑞典RK-3A凯赛纸页成形器抄出不同纤维配

比的纸片（纸页规格φ200 mm），然后使用机器上的负

压热干燥对纸张进行干燥处理后取出备用。

1.3 测试与表征

纤维形态分析：取0.1 g纸浆充分分散于300 mL去

离子水中，采用纤维质量分析仪（Valmet，F85）分析纤

维形态。

纤维观察：取1 g纸浆充分分散于300 mL纯水中，

利用一次性滴管取一滴纸浆液体转移至载玻片上，盖上

盖玻片，使用偏光显微镜（NP-800TRF，江南永新）在

100倍下观察纤维形貌。

纸张白度与不透明度以及表面平滑度所需测试样

张规格为70×70 m m的纸片，利用裁纸刀裁剪好后使

用YQ-Z-48B白度测量仪测量样品的白度和不透明度

（GB/T 1543-2005），使用ZPD-10B电子式无汞纸

张平滑度测定仪测定试样的表面平滑度（GB/T 456-

2002）。

纸 张 的 抗 张 强 度 所 需 的 测 试 样 张 规 格 为

150×15 m m的纸带，采用X LW（EC）万能拉力机测

量纸张的抗张强度，拉伸速率为50 mm/m i n（GB/T 

453-2002）。

纸 张 的 耐 折 强 度 所 需 的 测 试 样 张 规 格 为

100×15 mm的纸带，采用ZZD-025C电子式纸张耐折

度测定仪测定（GB/T 45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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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张 的 撕 裂 强 度 所 需 的 测 试 样 张 规 格 为

63×50 mm的纸片，采用SL-1型纸张撕裂度测试仪测定

（GB/T 455.1-1989）。

纸 张 的 表 面 强 度 所 需 的 测 试 样 张 规 格 为

340×55 mm的纸带，采用荷兰IGT印刷适性仪利用加

速印刷法测定纸张中的表面强度（GB/T 2679.15-

1997）。

纸张的呈色性能是在纸片上打印不同密度R/

G/B和C/M/Y/K的色块，利用分光光度计（X-r i t e 

Ci62，美国）测量色块密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打浆对纤维形态的影响

在纸页成形之前对纸浆纤维进行打浆处理，对纸

浆纤维打浆是为了分丝帚化，将较为粗大的纤维束分离

成几根较小的纤维，通过机械力的作用迫使纤维分离，

纤维素上亲水的羟基裸露出来，吸水润胀使得纤维更

为柔软，也有利于在后续的脱水作用中，在纤维之间形

成氢键，进一步提高纸张的强度。但是在打浆的过程中

会在所难免地发生负反应-机械降解，纤维会在机械力

的撕扯下发生断裂，显著地降低纤维的长度，进而会对

于纸张的物理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表1所示打浆作

用对于纤维尺寸的影响。

对纤维进行打浆，随着打浆转数从10 0 0 0转提

高30000转，纸浆的打浆度从15 °S R快速地提高到

45 °SR，纤维的平均长度显著地降低，证明打浆作用中

伴随着大量的机械降解。纤维的宽度在显著地下降，细

小纤维的含量进一步提高，这些现象均说明了打浆对

于纸浆纤维的巨大影响。并且从图1的偏光显微镜下观

察纤维的结构形态，从图1（A）中可以明显发现未打浆

的纤维长度较长，并且伴随着大量的结晶区（图中发亮

的部分均为结晶区，在偏振光下能被明显地观察到）。

并且大量结晶区的存在会导致纤维颗粒的僵直，不够

柔软并且纤维颗粒的表面较为光滑，不利于纤维之间的

相互交联，影响纸张强度。图1（B）中展现的细小纤维

颗粒，首先其长度和宽度均较小，并且在机械剥离的作

用下会显著地降低纤维的结晶度，使得纤维素分子链上

的羟基充分地暴露出来，进而导致纤维颗粒的表面较

为粗糙，有利于在成纸的过程中吸附造纸助剂以及在

纤维颗粒之间形成氢键。

2.2 细小纤维对于白度和不透明度的影响

细小纤维对于纸张的光学特性有一定的影响，纸

张的光学特性主要包括白度与不透明度。从图2（A）可

得出细小纤维含量的降低，对于纸张的白度几乎没有影

响，这是由于两种纤维均是采购的化学浆，产品质量稳

定，并且在抄纸过程中，仅仅是对于纸浆进行了简单的

打浆处理，并不会对于纸浆的白度产生影响，所以细小

纤维对于纸张的白度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细小纤维对

于纸张不透明度影响较大，如图2（B）所示，随着细小

纤维含量降低，纸张的不透明度会有小幅度的提高。细

小纤维的大量存在可以增加纸页的光散射系数，其主要

原因是由于纸张内部光散射界面增多，散射界面间折射

率差异越大，则纸张的光散射能力越大，进而显著地提

高了纸张的不透明度。

2.3 细小纤维对于纸张表面平滑度的影响

在纸张的呈色性能中，纸张的表面平滑度会显著

影响油墨的遮盖力以及色彩再现性，而纸张的表面平

滑度又受细小纤维的影响。在纸张脱水成形过程中，纸

浆中较大的纤维颗粒会首先下沉黏

附在成形网上，纤维与纤维之间相互

交联形成纸张的基本成形的网状结

构，随之较小的纤维颗粒会在后续的

脱水过程中填充进由较长纤维形成

的空间网络中去，会对于较大的空隙

表1  打浆对纤维形态的影响

打浆转数/

r

10000

30000

打浆度/ 

°SR

15

45

宽度/

μm

28.2

25.9

细小纤维含量/%

数量

41.3

44.5

质量

10.4

8.5

纤维平均长度/mm

1.221

1.016

算术长度

2.085

1.646

加权长度

2.665

2.389

重均长度

图1  偏光显微镜100倍视野下观察普通纤维（A）和细小

纤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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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显著的填充作用，进而能够提高纸张的表面平滑

度。如图3所示，图3（A）是由高打浆转数的阔叶木浆和

针叶木浆混合抄造的纸张的平滑度，图3（B）是普通针

叶木浆和阔叶木浆混合抄造的纸张。从图中可以得出，

随着针叶木浆含量的提高，纸张的表面平滑度会随着

下降，主要是由于针叶木浆的纤维较粗且长，成纸形成

的纤维之间的空隙较大，显著地降低了纸张的表面平

图2 （A）纸张的白度；（B）纸张的不透明度

图3 （A）高打浆配比和（B）普通打浆配比纸张的表面平

滑度

滑度。而采用长短纤维复配的方法，提高纸张内部细小

纤维的含量，既可以得到平滑度较高的纸张。然而图3

（A）采用的是高打浆转数处理后的短纤维，其细小纤

维的含量进一步提高，进而其表面平滑度比普通纸浆

配比的更高一些。

2.4 细小纤维对于纸张物理强度的影响

细小纤维的存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纸张强度的

图4  纸张的表面强度（A）、抗张强度（B）、耐折度（C）和

撕裂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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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度，本部分就采用不同的平滑度的纸张，探究色密

度的影响因素。如图5所示，对于同一种纸张，不同的油

墨的密度值也不会一致，从图5（A）所示，对于C、M、

Y、K这四种油墨在纸张上的表现，可以明显地发现黑

色油墨的色密度值最高，黄色油墨的的色密度值最低，

这主要是由于油墨的透光性以及遮盖力决定的，黑色油

墨的透光率最差，并且对于光线会有明显的吸收作用，

所以其色密度会明显的高（达到1.37），而黄色油墨的

最高密度值只有0.77，黄色油墨的透光性最好，所以其

密度值会明显偏低。

然而对于不同平滑度的纸张对于油墨的表现力也

不尽相同，如图5（B）所示，利用同种印刷方式在两种

纸张上印刷出黑色的色块，其高打浆组的色密度值相

较于普通配比纸张的要高一点。其主要原因是在高打

浆组纸张的表面平滑度相较于普通配比纸张的要高一

些，表面平滑度高，油墨在纸张的表面铺展的越好，墨

膜更为均匀，相应的印刷密度就会更高，所以细小纤维

含量的提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油墨的呈色密度，

提高印刷品的质量。

3  结论

(1）对于阔叶木纸浆进行高打浆处理后，可以显著

地提高纸浆内部的细小纤维含量；对于所抄造纸张的

表面平滑度有一定的提高，对于白度无任何影响，但是

会降低纸张的不透明度。

(2）纸张中细小纤维含量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纸

张的物理强度（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以及表面强

度）。

(3）纸张内部较多的细小纤维会提高纸张的表面

平滑度，纸张表面平滑度的提高会提高纸张的印刷色密

度，在同等印刷条件下，提高印刷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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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是好的，但是大量细小纤维的存在则会显著地降低

纸张的物理强度（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及表面强

度）。纸张强度的基础是纤维与纤维之间形成的氢键网

络，由于细小纤维的颗粒较小，其与周围的纤维颗粒形

成的氢键也会随之减少。并且较高含量的细小纤维势必

会造成长纤维颗粒的减少，造成纸张内部的氢键交联密

度较低，交联指数下降，进而显著地降低纸张的物理强

度。纸张的具体物理指标强度如图4所示。

从图2～图4可以得出，随着细小纤维含量的减少，

针叶木浆纤维含量的增加，纸张的抗张强度、撕裂度、

耐折度以及表面强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主要是

长纤维的存在，由于其较大的长度，其能够有更多的机

会与相邻的其他纤维进行氢键交联，用以提高纸张内部

的纤维结合的稳定性，显著地增强纸张内部的结合强

度。细小纤维虽然拥有较多的裸露羟基，但是由于自身

尺寸的限制，与周围的纤维的结合概率要明显低于长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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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细小纤维对于印刷色密度的影响

纸张印刷品的色密度直接影响着印刷品的质量，

在同等印刷条件下，纸张的表面平滑度越高，油墨在纸

张的表面铺展的越好，墨膜更为均匀，相应的印刷密度

就会更高。然而细小纤维又会显著地影响纸张的表面

图5 （A）不同色块的色密度值；（B）两种不同平滑度纸张

的色密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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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了3家国外知名公司的造纸磨浆机专用磨片进行

了研究分析，分别使用光谱分析仪测定其成分、硬度计测定其

硬度、光学显微镜观察其显微组织，获得了三种磨片样品材

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组织结构数据。通过分析发现，

基体材料中都弥散分布有大量粒状碳化物，用以增强基体的

强度和耐磨性，从而达到提高磨片使用寿命的目的。

关键词：磨浆机；磨片；金相组织；耐磨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the special-
purpose refiner segment from three well-known foreign companies 
of paper pulping. It obtained chemical ingredient, mechanics 
performance and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of three samples of 
refiner segment through optical spectrum instrument, durometer 
and optical microscope. This article found out a mass of granular 
carbide distributed in all of the basal body of refiner segment 
material through analysis, and these granular carbide enhanced 
basal body intensity and wear-insisting property so as to increase 
the working life of refiner segment.
Key words: refiner; grinding segment;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wear-resista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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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3（C%）+0.5(Cr%)-13.4

由该式可看出相较于Cr元素，C元素对碳化物的

贡献比较大，但提高C元素含量增加基体硬度的同时也

造成材料的韧性下降。

(2）铬：Cr作为高铬铁基合金的另一个重要元素，

既能与碳元素形成碳化物，又能够固溶于奥氏体基体中

提高淬透性，铬含量的增加还能缩小奥氏体相区[3]。

(3）锰：M n元素是一种可以扩大奥氏体相区的元

素，同时使马氏体转变温度降低。

(4）钼：Mo元素与Cr元素的作用相似，也是既能形

成碳化物又能固溶到基体中的一种合金元素[4]。此外，

Mo元素能有效提高基体的淬透性。

(5）镍：N i元素是一种开启奥氏体相区的元素，增

加了奥氏体的稳定性，Ni不参与形成碳化物，而是全部

溶于基体中，起到了增强淬透性的作用[3]。

(6）铜：Cu元素对淬透性的提升也有少量贡献，

Cu元素的加入使材料有更优良的耐蚀性，并适当降低

材料硬度。

(7）铝：Al元素可与N元素形成AlN，与C、Si、Mn

元素配合使用可使奥氏体晶粒更细小。此外，过多的

A lN虽没有细化晶粒的作用，但可以有效提高奥氏体晶

粒粗化的温度[4]。

(8）硅：S i元素有很强的脱氧能力和固溶于奥氏体

磨浆机是造纸制浆行业的核心设备，磨片是重要的

关键易损件，直接影响到设备可靠性、磨浆效率、磨浆

能耗、成浆质量、保运工作量和综合运行成本。因此，

通过研究分析国外进口磨片的综合机械性能，进一步提

升国产磨片的质量性能非常重要。

目前，造纸制浆专用磨片材料通常为耐磨铸铁、高

铬合金白口铸铁和不锈钢材料等，其中常用材料为高铬

合金白口铸铁和不锈钢材料。高铬铸铁耐磨性较好，但

抗冲击能力较差，属于脆性材料范畴，容易发生意外断

齿现象[1]；不锈钢材料相对于高铬铸铁，具有更加优良

的耐蚀性、抗冲击能力和机械韧性，是近年来应用于低

浓磨浆机和带压高浓磨浆机的一类新磨片材料。

1  材料和方法

如图1所示，磨片样品通过国内某大型造纸企业收

集有代表性的国外知名品牌产品，并选取正在使用中

的磨浆机磨片作为研究对象，编号分别标号为1#、2#、

3#。三种磨片样品的成型方式均为砂型铸造。

实验方法：以线切割机对磨片进行切割，分别得到

光谱试样、硬度试样和金相试样。采用S3 M i n i l ab型

直读光谱仪对样品进行成分检测，将磨片中的常用金属

元素（如Ni、Mo、Co、Nb、V、W等）纳入检测范围；采

用MHRS-150型硬度计对试样的不同部位进行测定，

根据工作区域分为心部区域硬度和齿部区域硬度，然后

计算出平均硬度值；以150目砂纸打磨掉表面污渍及氧

化皮后进行精磨处理，通过ZY P-2X型抛光机进行抛

光，金相试剂为10 mL盐酸+3 mL硝酸+100 mL酒精混

合组成的王水酒精腐蚀溶液[2]，并采用XTL—16正置金

相显微镜观察、分析磨片的显微组织。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分检测和影响分析

通过光谱仪逐一分析三种磨片试样的化学成分，

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各种金属元素对磨片材料性能的影响如下：

(1）碳：提高碳元素含量可以增加碳化物的含量。

以高铬铸铁为例，有学者总结了一条高铬铸铁中碳化物

体积分数（K%）与C元素质量分数（C%）和Cr元素质量

分数（Cr%）之间的关系估算式[3]：

表1  三种磨片试样的主要金属成分组成(wt/%)

试样

编号

1#

2#

3#

Cr

17.29

14.36

16.30

C

1.14

0.46

0.3

Mn

0.59

0.84

0.57

Ni

0.51

0.97

1.72

Cu

0.12

0.041

0.069

Nb

0.042

＜0.03

＜0.03

图1  三种磨片试样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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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体中的能力，是重要的脱氧元素[3]。但是，Si元素会降

低材料的淬透性，应严格控制添加量。

(9）钴：Co元素的作用与Ni相似，可以扩大奥氏体

相区，提高奥氏体的稳定性，多溶于奥氏体中，不形成

单独的碳化物[4]。

(10）钛、铌、钒、钨元素都能起到细化晶粒的作

用，从而提高材料的硬度和耐磨性。

通过以上材料成分分析发现：来自于不同供货商

的3种磨片材质配比差异较大，但含铬量普遍较高，有

利于形成碳化物，提高热处理时的材料淬透性；含镍量

与含碳量成反比例，目的是通过增加含镍量提高材料

的淬透性。

2.2 硬度分析

采用MHRS-150型硬度计分别对三种试样编号部

位进行硬度测试。硬度试样如图2所示，包括铸件心部

区域和齿部工作区域，由于铸件内部存在缺陷，而且齿

部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与破坏，去除与平均值相差过大

的数值，得到三种试样的硬度值如表2所示。

由于铸件内部缺陷和表面磨损，导致实测硬度存

在不均匀性，去除图2中1#试样硬度偏低的7#位置外，

计算得到表2所示数据。通过检测发现：试样心部硬度

与齿部硬度均有差异，其中，3#试样差距最大；3#试样

因含碳量偏低，造成材料硬度较低。

2.3 金相组织及分析

2.3.1 金相试样的制备

金相试样的制备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取样、磨制、

抛光以及腐蚀[5]。具体工艺处理过程如下：

(1）取样：使用线切割机在三种样品上切割出合适

大小的试样。为避免割伤抛光布，采用150目砂纸将试

样做倒角处理。

(2）磨制：首先在150目砂纸上进行粗磨，用以去除

表面上的氧化皮和污渍。之后，依次在400目、600目、

800目、1000目、1200目砂纸上进行细磨，在同一张砂

纸上应保持单向水平磨制，更换另外一张砂纸时应将试

样旋转90 °，使划痕垂直于上一张砂纸留下的划痕。

(3）抛光：在ZY P-2X型金相磨抛机上进行抛光

过程。在抛光布上喷涂抛光剂后边加水边抛光，以防温

度过高导致过烧和抛光布上的杂质导致金相图样的污

染，直至金属表面成无划痕镜面状态。

(4）腐蚀：抛光完后以无水乙醇对试样进行清洗，

之后再用预先配制好的王水酒精溶液对样品腐蚀。腐

蚀后依次以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对试样多次冲洗，并用

吹风机吹干备用。

2.3.2 金相分析

如图3、图4、图5所示，分别在XTL-16B金相显微

镜下观察其金相组织，并用计算机拍摄图片。

在图3（50X）中，可直观地观察到晶粒为等轴晶，晶

粒尺寸大概为70 μm，基体为回火马氏体；在图3（500X）

中，晶界处存在共晶组织，粗大块状的共晶组织脆性较

大，在冲击作用下，极易使基体产生沿晶断裂[6]。晶粒内

有链状(Cr,F e)23C7型碳化物，而且弥散有大量的粒状

(Cr,Fe)23C7型碳化物，产生了弥散强化，提高了基体的

硬度和耐磨性。视野中无较大明显的杂质，各部分硬度

均匀，该件铸造工艺和热处理工艺较合理。

如图4所示，可观察到晶粒基本为等轴晶分布，晶

粒尺寸在80 μm，在马氏体基体上分布着偏聚在晶界附

近的(Cr,Fe)23C7型碳化物，碳化物可起到抗磨损作用，

表2  三种试样心部与齿部平均硬度值（HRC）

编号

平均硬度

1#试样

心部

53.9 53.1

齿部

2#试样

心部

51.4

齿部

45.8

3#试样

心部

34.1

齿部

28.9

图2  试样硬度取点图

图3  1#试样金相图（50X、5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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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偏聚严重的碳化物会造成力学性能产生不均匀性。在

晶界交汇处和偏聚严重处存在再结晶晶粒。

在图5（100X）中，可以观察到晶粒为等轴晶，分

布均匀。基体为回火马氏体，具有较优良的硬度和耐磨

性，视野中没有观察到较多的夹杂物，(Cr,Fe)23C7型链

状碳化物延晶界成断续网状分布。在图5（500X）中，观

察到晶粒内部均匀分布的(Cr,Fe)23C7型粒状碳化物，弥

散分布的碳化物可提高基体的硬度和耐磨性。

以上三种材质的磨片金相组织中均可观察到等

轴晶晶粒，组织均匀性好、富余杂质含量少，并形成

(Cr,Fe)23C7型粒状碳化物，达到了提高磨片耐磨性和使

用寿命的目的。

3  结论

[收稿日期:2021-05-26]

图4  2#试样金相图（50X、500X）

图5  3#试样金相图（100X、500X）

通过对来自不同供货厂家的进口磨片材质进行化

验对比分析，材料配比和硬度值的差异性较大，但采用

了不同的材料方案和热处理工艺路线，都取得了较好的

使用效果，已在国内大中型造纸企业得到应用。

在使用线切割机制作试样时发现，国外三种磨片

材料铸造缺陷较少，无明显的缩松和缩孔，组织均以等

轴晶为主，晶粒内部有弥散分布的碳化物，材料的硬度

与耐磨性较好；三种磨片材料都加入了多种金属元素，

对晶粒细化起到很大的有益作用；通过采用合适的热

处理工艺，使碳化物成球粒状弥散分布，进一步增强了

基体的硬度和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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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仍使用原始的手工工具加油，完

善加油工具的性能，降低劳动强度，成为润滑行业的一项迫

切任务。本文设计了一种移动式电动加油装置，在多家企业获

得应用，具有推广使用的价值。

关键词：移动式；加油装置

Abstract: Most domestic enterprises are still using the original 
hand tools for oil feeding at present.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fueling tools and reducing labor intens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in the lubric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designs a 
movable electric oil feeding device,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enterprises and has the value of promotion and use.
Key words: movable; oil feed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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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运转离不开润滑，部分设备需要人工定期

注入润滑油才能保持运转。企业员工的一项普遍的任

务是，给设备加注润滑油。在传统的加油工作中，员工

需要执行以下三项操作，才能完成一次加油作业：携带

油壶（油桶）到工厂的润滑油站，在油站中将油抽到油

壶；人工将油壶提至设备旁；将润滑油倒入设备。上述

操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提油到设备和注油操作的

劳动强度较大，特别是给离地面1 m以上的设备注油。

二是取油、运输、注油均存在漏油现象，造成浪费和污

染。

以上问题使加油作业变成了一项既脏又累的工作，

企业员工对这项工作敬而远之，影响了润滑的效果，使

设备的润滑达不到最佳状态。为此，有必要研制一套加

油设备，使加油作业不再脏和累，成为员工可以愉快完

成的工作。

1  设计方案

总体的设计要求是，用一台设备代替油壶，这台设

备具有吸油、泵油的功能，且便于移动。这样，作业人员

在加油过程不接触润滑油，解决脏的问题；移动方便，

解决累的问题。

根据设计要求，设计一台移动加油设备，如图1。

2  设备结构

设备由以下七部分组成：控制面板、罐体、小车、

吸油管、油枪、油泵、电池。

2.1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设置在设备最上方，面对操作者，面板上

设三个按钮开关，分别是“吸油”、“加油”、“电量显

示”。

2.2 罐体

罐体直径φ280 m m，高度为620 m m。其中中部

400 mm设计为储油罐，容量是24 L，储油罐上方的空

间安装吸油泵和锂电池，下方的空间安装加油泵。储油

罐上安装视镜以观察油位，视镜长度为300 mm。

2.3 小车

小车高1000 mm，宽300 mm，由三个滚轮支撑，

罐体安装在小车上，操作人员推或拉小车，就可以实现

移动的目的。

2.4 加油枪

加油枪与泵出口的透明软管联接，透明软管长度

可根据需要调整，一般设计为10 m。有特殊需要的，最

长可以达到50 m。油枪的出口直径可以调整，将注油液

柱直径在φ3～φ10 mm之间调整。

2.5 吸油管

吸油管选用不锈钢管，直径φ14  m m，长度

1200 mm，下端设置有过滤网，上端与透明软管联接，

透明软管通过快接头接进泵的入口。

2.6 油泵

为低压、大流量的齿轮油泵。根据润滑油的黏度，

选择不同型号的油泵（吸油和加油泵的性能相同），各

泵的性能如表1。

2.7 电池

是可充电式锂电池，工作电压

有12 V和2 4  V二种，12 V容量为

20 AH，24 V容量为17 AH。电池充

满电约需6 h，充满电后可连续工作

3 h。

表1  油泵的性能

泵功率/

W

100

250

250

电池

电压

/V

12

24

24

流量/

L.min-1

7.5

12

15

加油垂

直扬程/

m

20

20

20

加油水平

输送距离/

m

50

50

50

吸油时注满

储油罐时间/

min

5

5

5

加油时抽空

储油罐时间/

min

3

3

3

适用油

黏度

100以下

150以下

220以下

图1  移动式加油装置

1-控制面板  2-罐体  3-小车  4-加油枪  5-吸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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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功能

3.1 吸油功能

将设备拉到润滑油站，将吸油管放进油桶（或储油

容器），启动吸油泵吸油，5 m i n后吸满储油罐。手动操

作，将吸油管透明软管上的快速接头与罐体脱离，之后

吸油管存放在润滑油站（一般放在加伦桶内），不随设

备移动。

3.2 移动功能

推动小车可以移动设备到需要加油的地方。

3.3 加油功能

到达现场、启动加油泵后，作业人员手提油枪，走

到设备处，对准设备加油口按压油枪扳机，即可给设备

加油。需要大油量的，可以将扳机按到底；需要油量小

的，轻按扳机即可。

在任何一个地点，可以对半径10 m范围内的、同一

水平面的设备加油。也可以对高度差20 m以内的设备

加油，例如设备停留在吊车下方，作业人员手持油枪走

上吊车，可以给吊车设备加油。如果出口管长度足够，设

备停留在厂房的一楼，可以对二楼的设备加油。

如果需要，可以将本设备调整为吸油机，将机器

内，或现场的废油吸到储油罐内拉走。此时吸入管的滤

网易堵塞，需要在吸油过程清理。

4  主要技术特点

本设计整合多种技术，设计出一台全新功能的设

备，属于整合创新，主要技术特点如下：

4.1 防止润滑油滴漏

防止润滑油在操作过程滴漏，是本设计的主要目

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本设计采用以下技术：

(1）吸入管快速接头设计。在吸油操作中，当储油

罐充满后，需要人工将软管脱离储油罐。本设计在联接

处设置了C型自锁式快整接头，储油罐体上安装快速接

头的母体，软管末端安装公体。软管与罐体脱离后，母

体上的弹簧压紧密封圈，使母体管路上的油无法漏出；

同时，人工将软管迅速放回加仑桶的出油口，管内的油

全部流回加仑桶。

(2）油枪接油筒设计。加油结束、人工松开油枪扳

机后，出口管内的油被扳机密封在管内，但油枪出油管

内、扳机之外残余一定数量的油。本设计在储油罐外设

置了一个筒体，用于接收上述残余的油。加油结束后，

操作人员快速将油枪口向上，走回设备旁，将油枪插入

接油筒。接油筒需定期清理，将筒内的油倒回加仑桶。

4.2 方便操作

便于员工使用，也是本设计的目标，采用了如下技术：

(1）储油罐容量

经多次试验，本设计的储油罐体尺寸选择直径

280 mm，高度400 mm，容量24 L。在保证油量足够员

工一次加油使用的前提下，重量控制在18 k g，达到了普

通女性员工可以移动的设计要求。

储油罐、小车推手的高度均在操作人员腰部以上，

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弯腰，减轻劳动强度。

(2）吸油管

一般情况下吸油管放在加仑桶内，不用每次取出。

该管外壁缠绕有中温伴热带，在气温低或高黏度油时，

提前半小时预热，可以使润滑油温度升高10～15 ℃，使

吸油时间减少约一分钟。

吸油管设置了防尘盖（聚四氟乙烯材料），防止灰

尘进入加仑桶。盖上设计了一个孔，吸油结束后将吸油

软管插入该孔，防止油漏到桶外。

(3）针对上楼梯的场合，小车滚轮可以选配行星

轮，便于上下楼梯。

(4）一般情况下，吸油和泵油共同使用一台泵，这

样泵设计在储油罐下方。这种布局吸入管道需要设计复

杂的止回装置，才能防止吸入管路内的油泄漏，且操作

人员需要弯腰才能完成吸入管接入设备的操作，同时泵

的出入口各有二条管路，控制复杂。

本设计选择吸油、泵油各一台泵，分别控制，避免

了上述问题。

5  使用情况

本设计在广西某造纸厂进行试用，该纸厂二台

2640造纸机二层厂房布置，一楼设备是附属的纸浆泵、

真空泵、纸浆池搅拌器等共35个加油点，使用L-HM32

抗磨液压油，二楼是造纸机本体（烘缸传动减速箱等）

共18个加油点，使用L-CKC220工业齿轮油。所有润滑

点的添油周期为15天，换油周期为6个月，添油、换油工

作均由操作员工负责，班组规定每月1日和30日的日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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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承担添油工作，换油日期由机械技术员提出。润滑油

站在另一间厂房的一楼，距离约40 m。

班组在一、二楼各配备了一台本设备，员工按“到

润滑油站取油→回本班加油→设备放回定置点”的次

序进行加油作业，一楼润滑点为轴承箱，容量为3.0～

5.0 L，每台设备每次添油量约0.1 L，每次加油平均用

油1.2 L，用时30 min。二楼润滑点主要是齿轮箱，容量

4.0～7.0 L不等，每台设备每次加油约0.2 L，平均每次

加油3 L，用时15 min。

加油员工全部为男性，观察操作情况发现：（1）加

油设备往返润滑油站、润滑点都可以轻松完成。（2）从

加仑桶吸油结束拔油管期间有泄漏情况，但多次操作、

熟练后，大部分员工泄漏量控制在1～2滴。（3）油枪口

可以伸入设备加油口，加油时不泄漏，加油结束后油枪

口向上举，插入接油筒时不产生滴漏。

员工的评价是：劳动强度低于油壶，无滴漏润滑油

情况。

综合上面试验情况，可以认为本设计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

6  结束语

目前大部分企业仍使用油壶加油，为加油人员提

供一台设备，降低劳动强度，是广大企业员工的愿望。本

设计填补了市场空白（目前正申请专利，专利受理编号

2020211058030），在广西多家企业获得应用，得到企业员

工的好评，具有在全国各企业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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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了泼水度快速测定法、吸水度测定法、可勃法这

三种方法测定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的适用性。通过对

比分析实验结果及方法验证，得出可勃法具有方便快捷、实

验结果稳定、重现性好的特点，可用于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

潮性能的测定。

关键词：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泼水度快速测定法；

吸水度测定法；可勃法

Abstract: The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testing moisture resistance 
for cor rugated box were explored, including water splash 
method, water absorption method and Cobb method. Through 
comparison, it included that Cobb method was the best way for 
testing corrugated box among these, which was provided with 
convenience, great results and the ability to be reproduced.
Key words: corrugated box of 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moisture 
resistance; water splash method; water absorption method; Cobb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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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梅雨天气，烟花爆竹瓦楞纸箱极易在潮湿

的条件下发生吸潮、变软，从而影响烟花爆竹的理化性

质。烟花受潮后会出现燃速过缓、焰火不艳、开苞无力、

哑炮、自燃自爆等，影响烟花爆竹的使用效果，甚至危

及人们的生命[1-2]。因此，防潮性能是考核烟花爆竹瓦

楞纸箱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在现行的标准

中尚无对烟花爆竹纸箱防潮性能的判定方法。基于以

上研究背景及现状，本文采用泼水度快速测定法、吸水

度测定法、可勃法这三种方法对烟花爆瓦楞纸箱的防

潮性能进行检测，并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寻找出一种快

速、准确的测定方法。

1  实验

1.1 材料

实验中的三种瓦楞纸箱分别由三家瓦楞纸箱生产

企业提供，样品编号分别为1#、2#、3#；变色硅胶：湖南

汇虹试剂有限公司。

1.2 主要仪器

设备：支撑面板，滴定管、电热鼓风干燥箱（101-

2AB，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玻璃干燥器、纸与

纸板吸水性测定仪（PN-COBB，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

司）、分析天平（FA2204B，上海天美天平仪器有限公

司）。

1.3 方法

1.3.1 样品的预处理

将试样置于温度（23±2) ℃、相对湿度（50±2)%

环境中预处理24 h。

1.3.2 泼水度快速测定法

图1  泼水度测定仪

将试样（300 mm×200 mm）置于与水平面呈45 °

角的平面（350 mm×200 mm）上，距平面10 mm处放置

一滴管（每滴水为0.1 mL）。开启滴定管，使水滴滴在样

品表面，观察水流在样品表面的痕迹，如图1所示[3]。

1.3.3 吸水度测定法

用取样器将样品切成圆形试样（透明胶带将其四

周密封，防止水汽从瓦楞纸箱芯层侵入），分别置于盛

有5 m L、10 m L、50 m L蒸馏水的玻璃干燥器中，放入

温度为40 ℃的鼓风干燥箱内5 h。测定吸潮前后试样的

质量，判定其防潮性能，按式（1）计算。

                          

 (1)

式中：X—吸水度，g/cm2；

m1—潮前样品质量，g；

m2—吸潮后样品质量，g； 

S—面积，cm2。

1.3.4 可勃法

按照GB/T 1540-2002《纸吸水性的测定（可勃

法）》进行测定[4]。

在纸与纸板吸收测定仪中加入100 m L蒸馏水，然

后将已称量的试样（150 mm×150 mm，正反各五个试

样）放置在测定仪的环形面上，用压盖将试样和圆筒固

定，开始测试，吸水时间为60 s。吸水结束后，立即称量

吸水后的试样重量。可勃值按式（2）计算。

C=（m2-m1）×100                      (2)    

式中：C—可勃值，g/m2；

m1—吸水前试样重量，g；

m2—吸水后试样重量，g。

1.3.5 验证实验

分别 将1#、2 #、3 #烟 花 爆 竹瓦 楞 纸 箱裁 成

100 c m×100 c m的正方形纸片，并将其拼接成体积为

1000 cm3的正方体纸箱。然后，将10±0.5 g蓝色的变色

硅胶（未吸水）放入纸箱内，密封。最后，将纸箱置于温

度（23±2) ℃、相对湿度（50±2）%环境中24 h，称量

吸水后硅胶的质量。吸水后变色硅胶的含水量按式（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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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W—含水率，%；

m1—吸水前试样重量，g；

m2—吸水后试样重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泼水度快速测定法

如图2所示，三种试样均出现连续性且宽度相同的

水流痕迹，防潮性能为R0等级，无法对试样防潮性能

进行区分，其原因是泼水度快速测定方法仅适用于一般

的检测，精密度比较低。另外，该方法虽操作简单方便，

但是，因为主要采用肉眼进行判定，存在人为误差。综

上所述，泼水度快速测定方法不适用于烟花爆竹瓦楞

纸箱的检测。

2.2 吸水度测定法

本方法以一定时间内单位面积瓦楞纸箱增加的重

量来表征其防潮性能，单位面积增加重量越小，防潮

性能越好。在相同环境湿度条件下，三种瓦楞纸箱的防

潮性能为1#>3#>2#（如表1、图3所示）。随着环境湿

度的不断增大，三种试样的防潮性能逐渐降低，但是

吸潮过程逐渐变缓，这说明了吸潮过程达到了一种动

态的平衡[5]。该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瓦楞纸箱

的吸潮过程，但是存在着耗时长的缺点，并不能适用于

工厂的快速检测。

2.3 可勃法

该方法是在温度（23±2) ℃、相对湿度（50±2）%

环境下测定烟花爆竹瓦楞纸箱的可勃值，来表征其防

潮性能。可勃值越小，防潮性能越高。如表2所示，烟花

图2  泼水度快速测定法实验结果

图3  吸水度测定法测定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

表1  吸水度测定法测定烟花爆竹纸箱防潮性能

X1

X 2

X 3

13.22

4.38

9.04

相对标准

偏差/%
5 mL

17.83

29.58 

26.00

10 mL

22.11 

33.92 

27.83

相对标准

偏差/%

2.59

3.38

0.42

22.75

34.83 

28.08

100 mL
相对标准

偏差/%

8.30

7.99

3.39

表2  可勃法测定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

1# 2# 3#

C1/（g.cm-2）

C2/（g.cm-2）

C3/（g.cm-2）

C4/（g.cm-2）

C5/（g.cm-2）

平均值/（g.cm-2）

标准偏差/(g.cm-2)

相对标准偏差/%

14.62 

14.79 

15.02 

14.62 

14.07 

14.62 

0.35 

2.40

正面

19.27 

21.64 

20.05 

20.18 

19.56 

20.14 

0.92 

4.55

反面

18.68 

19.78 

18.26 

19.26 

19.84 

19.16 

0.69 

3.59

反面正面

18.93 

19.41 

18.68 

19.36 

19.40 

19.16 

0.33 

1.74

正面

17.00 

16.13 

16.36 

16.34 

16.52 

16.47 

0.33 

1.99

反面

17.02 

17.84 

17.52 

17.56 

16.58 

17.30 

0.50 

2.90 

研究开发 R & D

29
Jul., 2021  Vol.42, No.1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爆竹的防潮性能大小为1#>3#>2#，实验结果与2.2测

定方法一致。与2.2所述方法相比，该种方法测试结果

相对标准偏差较小，说明该方法实验数据稳定，重现性

比较好。

2.4 三种方法的对比分析

由图2、表1、表2、表3所示，泼水度快速测定方法

精密度低，不适用于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的测

定；吸收度测定法能够表征烟花爆竹瓦楞纸箱的防潮

性能，但是存在着耗时长的问题；而可勃法具有方法简

单、重现性好、耗时短等特点，因此，可以用于烟花爆竹

瓦楞纸箱防潮性能的测定。

2.5 验证实验

为了验证实验方法的可靠性，采用变色硅胶代替

烟花爆竹，模拟一定环境条件下烟花爆竹瓦楞纸箱对烟

花爆竹的吸水性的影响。1#、2#、3#瓦楞纸箱中变色硅

胶的含水率分别为：11.05%、12.47%、11.47%，说明了

三种瓦楞纸箱的防潮性能大小为：1#＞3#＞2#。与上述

测试方法的实验结果一致。因此，上述方法测定瓦楞纸

箱的防潮性能具有可行性。

3  结论

本课题对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的检测方法

进行了对比分析，分别为泼水度快速测定法、吸收度测

定法、可勃法。实验结果表明：

(1）泼水度快速测定方法不适用于烟花爆竹瓦楞

纸箱防潮性能的测定；

(2）吸水度测定法能够区分三种瓦楞纸箱防潮性

能，重现性比较好，但耗时比较长；

(3）可勃法测定方法简单，实验结果重现性好，可

以用于烟花爆竹瓦楞纸箱防潮性能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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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种方法耗时比较

测试方法

泼水度快速测定法

吸水度测定法

可勃法

准备时间/

min

10

30

10

总时间/

min

20 

330

12

测试时间/

min

10

3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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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离度直接影响浆料在纸机上的滤水速度，并影响

纸张的表面机械强度、整理性等指标。传统的测量费时费力，

时效性差。Satron在线游离度仪能够在线实时测量浆料游离度

数据，指导生产操作，节省能源，对打浆质量和纸机成纸指标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游离度；在线测量；应用

Abstract: Freeness directly affects the water filtration rate of 
the pulp on the paper machine, and affects the paper’s surface 
mechanical st rength and f inishing proper ties. Tradit ional 
measurement requires sampling and testing, which is time-
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and lacks timeliness. Satron online 
freeness meter can measure beating freeness data online in real 
time, guide production operations, save energ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ating quality and paper machine index.
Key words: online; freeness; energy sav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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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检测游离度，传感器配置两种光源，分别为红光和绿

光，两种光每秒交替闪烁多次，不同波长的光会根据游

离度的变化反射回来的强度也会发生变化，通过反射回

来光强的变化与对应的游离度实验室数据对比校准，从

而计算出准确的游离度。如图2。

2.2 传感器探头（图3、图4）

使用独特的测量控针设计，高品质的光电元件，

7 mm蓝宝石加工透镜，高信噪比，不受灰分波动的影

响，适用于机械/化学浆、损纸浆、过程回收浆等浆种。

单点标定，无过程连接件，无机械运动部件。

2.3 基本参数

测量工作环境温度：30～60 ℃

测量介质温度范围：0～140 ℃

与介质接触部分的材质：AISI 316L (标准配置）

输出信号1：纸浆总浓度

输出信号2：纸浆游离度（打浆度) 0～800 C S F 

/20～100 °SR

测量介质压力范围：0～2.5 MPa

供电：24 VDC

3  安装和接线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PM10车间2003年建

成投产，是当时亚洲第一条同一平台新概念的现代化纸

机，车速1800 m/m i n，由德国福伊特公司设计制造。

2016年进行了设备改造，改产中高端文化纸，相应增上

了打浆线，浆种包含LBKP、NBKP、BCTMP、APMP

等木浆类型。浆料指标的控制主要依靠盘磨的能耗自

动控制。游离度只能依靠现场操作人员取样后送到化

验室进行检测。由于中间过程繁琐且测量时间长，只能

等数据出来以后再相应地调整功率。在浆料相对稳定

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遇到一些变化的情况，由于产能

巨大，等到调整时已经生产了大量的不合格木浆进入纸

机，从而造成被动。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引进使用了全新的S a t r o n在

线游离度仪。它完全替代了人工取样检验以及其它传统

测量仪表的模式，是一种完全实时检测的全新形式的

仪表。实现了浆料控制与能耗节约的双赢。

1  基本构成

整套仪表包括一个光学传感器探头、一个显示变

送器仪表、15 m连接线和用于焊接在管道上的手阀，结

构非常简单。如图1所示。

2  仪表简介

光学总浓度+游离度（打浆度）测量变送器VCF。

2.1 测量原理

Satron（赛创）光学在线游离度仪采用光漫反射原

图1  光学总浓度+游离度（打浆度）测量变送器

图2  测量原理

图3  传感器光源  图4  传感器探头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32
第42卷第14期 2021年7月



(1）光学游离度仪安装简便，只需在管道上开一个

小孔将接头焊上，传感器插入即可。传感器安装在有湍

流的位置以保持传感器镜面得到冲刷而保持其镜面的

清洁，镜面为蓝宝石材质，耐磨，耐腐蚀。光学游离度仪

工作电源为24 VDC，不需要强电、清洗水、压缩空气及

回流管的接入。如图5。

(2）传感器安装要求：应在湍流条件下安装探头，

湍流对保持探头清洁具有良好的作用，最好的地方是

工艺泵后，传感器定向从泵轴线旋转45 °，向流倾斜

15 °。如图6。

(3）安装在现场或者现场仪表箱内，24 V D C供

电，输出两路4～20 mA信号到DCS系统。无需水、气等

额外能源。如图7。

4  调试

4.1 现场显示变送器的基本设置

该项设置可以直接从现场显示仪表上进行操作。

设置浓度、游离度、打浆度的量程，设置上下限以

及输出的信号类型。比如：%CS-ESC-CONFIGUR-

ENTER-MAOUTPUT-ENTER-MA 2-LRV-

URV-SAVE

显示仪表菜单树状图如图8。

4.2 游离度数据库的调试

(1）需要专用的数据线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使用

专用的软件进行SILOGADVISOR调试，使用专用的数

据线一头连到现场传感器上，接口形式为min iUSB,另

图5  安装及尺寸

图7  连接示意图6  传感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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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连到电脑的USB接口上。点击conne c t后会显示连

接成功。如图9。

(2）调试浓度：现场在显示仪表上按取样按钮，然

后手动取样，化验室化验结果，在浓度范围内从高到低

依次取十个样，然后将化验结果对应输入仪表，形成测

量曲线，浓度标定便可完成。

(3）调试游离度：游离度的调试是一个复杂且漫长

的过程。仪表内部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需要将大量

的取样化验数据输入进去，然后进行各种参数的自动

计算，最终形成一个游离度的数据库，从而能够准确地

输出实时的游离度数值。

图10  读取的仪表参数数据画面

(4）浓度标定后，首先要从软件中将数据读取，点

击READ，会在画面左半部分的空白处显示出当前的各

种数据和参数。如图10。

(5）点击FILE按钮，会自动生成一个以EXCEL表

格形式保存的数据库文件类型（图11）。里面包含了每

个时间点仪表的各个测量数据，计算各种数据的参数

等。将这个文件保存，然后将取样测量的游离度数据对

应着时间输入到表格里，在量程范围内调整盘磨功率，

将各个区域的游离度测量值输入到表格中。完成后将文

件导入到仪表中，仪表会根据化验的数据内部进行复

杂的运算，得出各种对应游离度的公式参数。从而实现

了以数据库为依据游离度精确测量。

5  使用效果对比

5.1 两种游离度的传统测量方式

(1）化验室测量

浆料游离度的控制都是通过化验室操作人员现场

取样，然后到化验室利用实验设备检测出数值，然后化

验员再将检测结果转告生产系统操作人员，操作人员根

图9  调试软件画面

图8  菜单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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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化验检测值，凭借多年的生产经验，分析、调整盘磨

或磨浆机的进刀功率。需要注意的是“凭借多年的生产

经验”，没有经验，即使拿到化验值，也不知道如何操

作。如此循环再取样再化验，以此来控制浆料游离度在

工艺要求范围内。此方法不仅调整周期长，在下次化验

室数值出具前，生产系统操作人员只能凭借经验来盲操

调整盘磨或磨浆机的进刀功率，且实验室不同班组，不

同人员的检测值存在差异性，不利于生产工艺的稳定

和能耗的控制。

(2）传统游离度测量（又称为实验室外移式测量方

式）。

工作原理：游离度仪采用模拟化验室人员操作测

量游离度，气动式取样器从浆管道中提取25 m L浆料到

传感器测量单元，稀释，设备从底部加水，将提取的浆

料稀释到0.3%，测量浓度，测量滤水时间，设备底部有

筛网，稀释好的浆料通过底部筛网重力滤水。浆液中的

纤维在底部形成滤水层，浆料通过滤水层滤水，其滤水

时间计算为游离度。滤水完成后设备系统必须彻底清

洁。为保证清洁效果，用55 ℃热水，经过清洗、排污、

取样、混合、滤水、测量等几个步骤，游离度仪整个检

测周期为4～5 m i n，测量数据比较滞后，不是真正的实

时在线，检测周期内数据不更新，盘磨功率控制盲目性

大。

5.2 对比运行测量的优点

(1）SATRON在线光学游离度是毫秒级的，连续

的4～20 m A信号，能够更快捷、更迅速地反馈到盘磨

（或者精浆机）的控制单元，实现进刀或者退刀动作。

(2）在磨浆机（或盘磨、精浆机）的出浆口安装

Sa t r o n（赛创）光学在线游离度仪传感器，游离度检测

仪实时在线对浆料进行检测，并将数据反馈至变送单元

中，变送单元将信号传送至DCS系统，DCS系统根据反

馈的游离度数据控制磨浆机的输出功率，达到浆料游

离度自动控制。一方面减少员工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可

以大大缩短检测和调整周期，同时也保证检测的准确

性，稳定生产工艺，稳定产品质量。

(3）体积小，占用空间小，重量轻，安装方便，线缆

铺设简单，不需要供气、供水、回水等辅助管线。如图

12。

(4）两路输出，除了游离度（打浆度）的输出外，还

有一路12%浓度的测量输出，完全替代一台浓度计的功

能，并且测量范围更大，一台仪表顶两台使用。

(5）免维护，测量形式完全与传统方法不同，没

图11  保存成表格的数据库文件格式

图12  VCF与传统游离度安装对比 图13  磨浆机功率与VCF测量游离度曲线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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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样气缸、混合筒、测量筒，以及一系列的控制电磁

阀。

(6）没有压缩空气和清水以及380 VAC电源的消

耗。传统的游离度仪安装，需要提供380 VAC（MCC

抽屉柜）、220 VAC交流电源，提供软水且压力不低于

0.5 M Pa，水压需要保持恒定，水温保持在10～30 ℃，

水温变化不超过±3 ℃，需提供压缩空气压力不低于

0.5 MPa，冲洗排污水需引回流管至浆池。

(7）无需排渣，避免浪费。

5.3 运行曲线效果

(1）在线游离度仪可以准确、快速地对磨浆机功率

能耗的变化引起的浆料变化进行反馈和跟踪，几乎没有

时间的延迟，如图13，磨浆机功率与游离度测量反馈值

的对应曲线。

(2）与传统游离度测量仪表的对比

传统游离度仪表和Satron在线仪表的测量曲线与

盘磨功率变化的对比关系可以看出：

A点清晰地表明了传统仪表测量数据为间歇式数

据，是间歇式测量而非实时测量，在4 m i n多的时间间

隔内数据是不更新的，到了这个固定的间隔时间之后测

量得到的结果才会更新。

B点曲线功率快速下降然后平稳运行，Satron测量

数值即刻向上变化，之后趋于平稳。传统仪表数值继续

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然后才上扬，反应滞后。

仅仅分析曲线就可以知道A、C点数值突兀于曲线

外，不符合生产实际，D段某生产的操作调整情况，这

就使得根据在线测量游离度情况调整盘磨机功率成为

没有变化时无征兆变小。这些时间节点数据跟实验室

化验结果比对也印证传统仪表的数据差距很大。如图

14。

5.4 后期维护优势

(1）S a t r o n（赛创）光学游离度仪可在线拆装，不

影响生产、无可移动部件、无耗品，没有取样管线、清

洗水、380 VAC电源、压缩空气以及排污管线等接入需

求，节省后期维护成本。

(2）传统测量方式的游离度仪：每天都需要清洗滤

网、清洗混合室、测量室及测量电极，混合电机、取样阀

门、气管、过滤网、电极和现场控制电磁阀等都属耗品，

后期备件费用高，且取样管线及回流管线容易堵塞，后

期需要大量的检查维护保养工作。

5.5 效益分析

根据测算，每吨机械浆打浆度每提高1 °SR需要消

耗电能20 kWh，按照工业用电平均0.6元/kWh计算，

采用VCF后直接快速准确调整盘磨机功率，在符合工艺

要求前提下，按照可以平均降低1 °SR计算，预计10万t

产能的制浆车间每年可以节约电费120万元。

6  结束语

Sat ron（赛创）光学游离度仪的使用，最终实现了

对于打浆线浆料质量的实时在线监测和控制。这对于

稳定和提高浆料质量，进而提高成纸质量，确保纸机生

产正常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使用打破了原来传统的磨

浆机能耗控制模式，实现完全根据浆料游离度指标来

自动控制。由于测量的实时性，能够及时反馈到磨浆机

功率调整上，避免了不合格浆料的产出；测量的准确性

更有利于对磨浆机功率的精准控制，从而能够较大地

降低能耗费用，对于高端文化纸的打浆线意义重大，既

实现了能源节约，又保证了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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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纸卷硬度计RoQ在铝箔衬纸纸卷质量管理上的

应用，通过管理抄纸母卷横幅硬度变异系数，对抄纸母卷硬

度变异提出预警；利用纸卷硬度计RoQ监测纸机主要辊件的

横幅硬度，通过横幅硬度曲线确定辊件磨损和老化程度，科

学确定更换周期；管理复卷机分切纸卷的横幅硬度和端面径

向硬度，据此统一操作规范，使得纸卷内外结构均一、消除

机台差异和操作差异，提高产品的均一性；所生产的铝箔衬纸

盘纸质量均一，满足高速烟机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纸卷硬度；纸卷硬度计RoQ；松紧边；铝箔衬纸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per roll hardness tester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base paper rolls of cigarette lining 
paper is summarized. By manag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the cross direction hardness of the paper roll, an early warning is 
given. The cross direction hardness curve of the main rollers of the 
machine can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wear and aging of the rollers, 
and the replacement cycle time is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the 
cross direction hardness and the radial hardness of the rewinder 
slitting paper roll are managed, and the operating  are unified 
accordingly to mak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oll is uniform, eliminating machine differences and operating 
differences, and improving product uniformity; the quality of the 
cigarette lining paper is uniform,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speed cigarette machines.
Key words: paper roll hardness; RoQ; baggy edges; lining paper 
for cigar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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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波动是0.7 μm，这种厚度波动在线设备很难测量出

来。而纸卷硬度计ＲoQ测试的相对应硬度的波动高达

15%。因为硬度计ＲoQ测试的是整个纸卷的硬度，也就

是几千层纸厚度的累计误差。根据硬度计ＲoQ的测试

随着科技进步，卷烟包装机速度已由300～500包/

min提高到800～1000包/min，对包装材料的上机运行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铝箔衬纸盘条两侧张紧程度

不一致是影响包装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

控制铝箔衬纸纸盘在其幅宽范围内不能出现两侧松紧

不一致的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铝箔衬纸

纸卷结构不均一。纸卷结构既包括横向结构也包括径

向结构，紧度是指纸卷卷紧的程度，能在相当程度上表

示纸卷的结构，目前主要靠有经验的师傅敲击纸卷并

通过听其声音来判断纸卷结构是否均匀[1]。本文利用纸

卷硬度计ＲoQ对铝箔衬纸的纸卷结构进行测量，通过

管理纸卷结构来提升铝箔衬纸的上机性，满足烟机高

速包装的要求。

1  纸卷硬度计

纸卷硬度计ＲoQ的外观及操作界面见图1。

纸卷硬度计Ｒo Q测试原理是打击锤以一定的速

度和力量打击纸卷的表面，纸卷越硬则打击锤从一定

速度减到零越快，即减速度g越大，ＲoQ以g(1 g=9.81 

m.s-2)表征硬度的大小[2]。纵坐标是纸卷对应的硬度

值，横坐标是测试距离或纸卷宽度，每个测试数据间隔

2 mm。测试结果中含有硬度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变异

系数、最小值、最大值、极差，并且大母卷横幅硬度测试

数据可以导出excel表格。

2  纸卷硬度检测

2.1 母卷横幅硬度检测

现代化纸机一般配有纸张厚度在线测量系统，由

于纸机系统存在的脉冲作用，以及成形网、毛毯等具有

周期性往复使用的规律，导致纸张纵向存在波动，这种

波动包括定量、水分等，最终导致厚度的波动，因此在

线测量的横幅厚度曲线是不断变化的。即便有的纸机

装有根据反馈的厚度进行自动调节的装置，基于以上原

因，需要频繁调整，并且很难做到精准控制。

纸卷硬度计ＲoQ不仅能精确地测量出纸卷横向硬

度值，同时也可以精确地反映出纸幅横向厚度的均匀

性。以52 g/m2低定量涂布纸为例，测试其厚度与纸卷

硬度的关系，见图2。

由图2看出，单层52 g/m2低定量涂布纸的厚度横

图1  纸卷硬度计外观及操作界面

（a）操作界面

（b）测试结果界面

（c）仪器底部打击锤

图2  52g/m2低定量涂布纸厚度与纸卷硬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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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出横向厚度的均匀性[2]。

2.2 母卷与复卷机分切纸卷之间横幅硬度的对应关系

母卷与复卷机分切纸卷之间横幅硬度的对应关系

见图3。图3中上半部分是母卷横幅硬度，下半部分是对

应横向分切成3个分切纸卷的横向硬度，由图3可见，由

于纸卷硬度反映的是几千层纸页的累积厚度，其受纸页

纵向波动影响较小，反映的横幅变化趋势在分切纸卷

上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因此控制分切纸卷横向结构的均

一性，首先需要控制抄纸母卷的横向均一性，也就是控

制好母卷横幅厚度的均一性。

2.3 分切纸卷结构检测

2.3.1 分切纸卷横向硬度检测

分切纸卷的结构分为横向和径向，横向均一性通

过测试横幅硬度可以反映出来。图4列举了四种铝箔衬

图3  卷与分切纸卷之间横幅硬度的对应关系

图4  分切纸卷横幅硬度平均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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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纸卷端面硬度可以反映纸卷内部径向紧度

的变化。近年出现了如图5所示的纸卷端面硬度测试方

式，其缺点是需要人工画出刻度，并进行记录。

采用ＲoQ硬度计可间隔2 mm连续自动测量端面

的硬度变化，理想的纸卷端面径向硬度变化曲线如图6

所示[2]。如测试结果不符合理想曲线要求，出现波动，

需要对以下参数和因素进行检查和调整[1]：（1）复卷时

前、后底辊的转矩差；（2）压纸辊的压力；（3）复卷时

纸张的张力；（4）运行的速度、加速和减速；（5）纸芯

性能；（6）纸页本身性能等。

3  纸机辊件硬度的测量与管理

母卷横幅硬度的均一性取决于纸机工况和人员操

作，一台纸机由若干个辊件组成，辊件表面经过长时间

的运行会产生磨损和老化，纸页横幅的不均一性会导

致辊件表面不均一磨损或老化，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

更换新磨削的辊件，否则会加剧横向不均一的程度。如

何判断辊件是否需要下机更换，以往都是凭操作人员的

经验判断，现在可利用纸卷硬度计来判断。图7为某厂

纸中多个分切纸卷横幅硬度平均值的控制图，由于人

员操作、复卷参数设置等存在差异，同一种铝箔衬纸

分切纸卷之间硬度差异较大，这意味着同一纸种同一

批次不同纸卷之间的松紧度是有变化的，这会给下游

加工厂带来使用上的变化，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受到影

响。

2.3.2 分切纸卷径向硬度检测

径向结构，也就是纸卷从纸芯到纸卷表面松紧度

的变化，要控制好纸卷的紧度，必须明确紧度控制的工

艺要求：（1）纸卷在纸芯处要卷得紧些，因为它是支撑

纸卷其余纸重的基础，如果纸芯处太松，则退卷时会出

现喇叭形；（2）纸卷在收卷时应卷得松些，否则外层易

损伤；（3）纸卷从纸芯处的紧到终卷时的松，硬度必须

均匀变化，若中间有突变，则纸卷端面将呈现星形的缺

陷[1]。

图5  近年出现的纸卷端面硬度测试方式

图6  纸卷硬度与纸卷直径的关系曲线 图7  纸机扬克烘缸第二道托辊横幅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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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箔衬纸纸机扬克烘缸第二道托辊包胶表面的横幅硬

度曲线，上部分是PM3纸机的，从硬度曲线看出两侧硬

度值大，磨损较轻。图7下部分是PM13纸机二道托辊硬

度曲线，最少有5处非常明显的低谷，需下机更换新胶

辊。

图8为某厂软压光机胶辊横幅硬度曲线，上半部分

为纸机上正在使用的辊件，其硬度变异系数为2.9，下半

部分为刚磨削好的备用胶辊，变异系数只有1.8，二者

差异明显。通过对纸机关键辊件横幅均一性的监控，对

均一性较差的辊件及时处理和更换，避免因辊件带来

的横幅厚度不均一。

4  纸卷硬度的管理

4.1 纸机母卷硬度均一性管理

一般纸机横幅硬度发生变化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

程，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幅度变化，因此可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母卷硬度监测频率。分纸种积累大量的数据，

并绘制SPC控制图，及时发现异常变化，进行预防和调

整。

4.2 复卷机分切纸卷结构均一性管理

复卷机分切纸卷横幅硬度均一性不作为重点控

制，横幅均一性需由母卷来控制。复卷机主要控制纸卷

端面径向硬度变化，应保证均匀变化、无异常点，并将

曲线控制在理想的区域内。还需管理纸卷横幅硬度均

值，按纸种、规格规范硬度范围，消除机台差异、操作

差异带来的纸卷硬度波动以及由此给后续加工带来的

不利影响。

5  结论

(1）通过应用纸卷硬度计RoQ，对铝箔衬纸抄纸母

卷横幅硬度进行监测，并利用硬度变异系数SPC控制图

对纸卷硬度进行监测和异常报警，并根据横幅曲线精

准找到横向波动位置，进行针对性调整。

(2）利用纸卷硬度计Ro Q对纸机关键辊件的横幅

硬度进行监测，科学更换辊件，避免辊件缺陷引起纸卷

横幅硬度变异。

(3）利用纸卷硬度计Ro Q监测复卷机分切纸卷的

横幅硬度均值，按纸种、规格制定纸卷硬度值公差范

围，消除机器、人员操作差异带来的纸卷之间的硬度差

异。

(4）利用纸卷硬度计Ro Q监测分切纸卷端面硬度

径向变化曲线，规范操作使曲线在合理的范围内，消除

纸卷内部结构的异常变化。  

(5）某厂利用纸卷硬度计Ro Q管理多条铝箔衬纸

生产线的卷筒纸产品，实现各生产线之间纸卷质量的同

质化，所生产的铝箔衬纸盘纸产品质量均一，在云南主

要烟厂的高速卷烟机上运行稳定，满足了高速包烟的使

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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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生产实际，介绍三叠网纸机生产白面牛卡纸时

几种常见纸病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白面牛卡纸；纸病分析；匀度；洁净度；浆斑；复合压

花；打折；分层；施胶不均；翘曲；黑斑点；色差；解决方法

Abstract: Based on production ca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auses of several common paper defects of white top kraftliner 
produced by the three-wire paper machine and proposes som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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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病是造纸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成纸质量问

题，是造成产品质量降级和产生客诉的主要原因。下面

对三叠网纸机生产白面牛卡纸时几种常见纸病产生的

原因进行分析和并提出解决办法。

1  面层匀度差、纸面花

图（1）和图（2）展示了匀度差的纸样和匀度好的纸

样在40倍放大镜下纤维排列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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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生的原因

（1）浆料打浆度较低；（2）面层上网浓度＞0.5%

时容易产生纤维絮聚现象；（3）填料碳酸钙添加量较

少；（4）面层挂量低；（5）面层木浆保留率低；（6）J/W

比值不合适。

1.2 解决方法

(1）选用漂白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搭配，打浆度

控制30～40 °SR；(2) 上网浓度控制在0.2%～0.5%；

（3）碳酸钙用量控制在50～100 kg/t纸；（4）面层挂量

≥30 g/m2；（5）提高保留率＞80%；（6）J/W比值控制

范围0.98～1.01。

2  纸面洁净度差（蜡点、杂质、黄点、亮点、泡沫等）

如图3、图4芯层浆料不干净引起纸面杂质的照片情

况。

2.1 产生的原因

(1）原料中含有蜡点、杂质、黄点、亮点、泡沫等，

图3  芯浆杂质透帘在放大镜下观察

图6  产生漏底的部位

浆料处理不干净；（2）芯浆内油墨点去除不彻底经压光

后透过面层；(3)白水系统内串水或池底沉淀物多。

2.2 解决方法

(1）挑选出原料中含量大的杂质；（2）纸面洁净度

差时，采用泡水分层的方法判断杂质产生的位置；（3）

当杂质在面层表面或浆内产生时，排查网压部有无漏

浆、漏水现象；（4）清理烘干部缸面和保持干网的洁

净；（5）杂质在芯层浆内部产生时，更换芯浆系统白水；

（6）加大芯浆压力筛排渣量；（7）检查制浆工艺流程

系统，调整热分散温度＞95 ℃。

3  纸面漏底

如图5、图6纸面漏底纸样和引起漏底纸病原因部

位的照片。

3.1 产生的原因

(1）面网破损不挂浆；（2）面网黏胶；（3）成形网面

污染，高压水洗涤不干净；（4）成形网保洁剂添加异常；

图5  面层不挂浆漏底

图4  芯浆杂质凸起在放大镜下观察图2  匀度好纸张在放大镜下观察

图1  匀度差纸张在放大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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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复合辊缠浆；（6）复合转移真空低，浆料转移不彻

底。

3.2 解决方法

(1）因成形网破损产生的纸面漏底有规律性，固

定位置和固定间距现象，需更换成形网；（2）纸面有不

规则的漏底，需停机用松香水清洗网面黏胶物；（3）保

持高压水压力≥3 MPa，喷嘴无堵塞、无散花、无盲区；

（4）检查成形网保洁剂添加量正常；（5）保持高压复合

辊高压水使用正常，复合辊面清洁，无掉浆现象；（6）转

移真空箱真空度20～30 kPa。

4  纸边黄色浆斑

如图7、图8水针溅浆产生的黄斑纸病和水针切边

的照片。 

4.1 产生的原因

(1）纸页边部在纸面上产生黄色点状纤维束或浆

斑，主要原因为水针切边时溅浆；（2）纸面不规则块状

浆斑，主要原因为网部纸页内部有漏水、漏浆现象。

4.2 解决方法

(1）水针溅浆产生的纸面浆斑，检查调整水针系

统，水针用水比例为：清水和冷凝水比例1∶1，水温控制

≤40 ℃，水针泵出口压力2.0～2.5 MPa。切边水针压力

1.8～2.0 M P a，水针头无散花、断流、堵塞、喷气等现

象。水针角度沿纸页运行方向顺势6 °～12 °。双头水针

后面的水针偏向纸页内侧，防止浆料溅起；（2）检查处

理网下接水盘漏水、喷淋管漏水、网案积浆等，检查纸

页运行上方有无浆料滴落在纸面上。

5  复合压花

如图9～图11压花不同程度纸病照片和图12压花产

生的部位。

5.1 产生的原因

图7  水针溅起底浆污染面层

图8  水针切边

图9  纵向复合压花纸样

图10  复合压花严重纸页压溃 图12  压花纸病产生的部位

图11  压溃纸样在40倍放大镜下纤维

呈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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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压；(6)压部真空箱塞浆堵塞，真空不均匀；（7）吸移

辊、真空辊内局部漏水致毛布湿；（8）缸面局部黏胶糊

缸面、干网黏胶；（9）通风系统零位不合适；（10）干网

清洗设备漏水等；（11）表面施胶辊面不平，中高磨损；

（12）施胶后弧形辊角度不合适，纸页展不开。

6.2 解决方法

(1）排除稀释水阀、唇板、微调杆故障调整横幅定

量均匀；（2）洗网高压水压力≥3.0 MPa，喷嘴无堵塞、

无散花、无盲区；（3）检查真空箱无堵塞、真空面板无

破损，有堵塞及时疏通或关闭，有破损及时更换或停

用；（4）洗毛布高压水压力≥2.0 MPa，喷嘴无堵塞、无

散花、无盲区；（5）压辊定期检查、更换，做压区试验检

查偏压情况；（7）检查真空箱塞纸及时清理或切换备用

真空箱使用；（8）清理缸面黏胶，清洗干网污染部位，

清理后达到缸面、网面清洁程度整体均匀；（9）袋通

风系统零位控制1.8～2.0 m；（10）排除纸机内部跑冒

滴漏流入纸页的情况；（11）检查施胶辊面磨损，压辊

定期检查、更换，做压区试验；（12）调整弧形辊偏心角

度，使纸页进烘缸内纸页完全均匀展开。

（1）分层定量之间局部位置偏差大；（2）两层浆

复合区对应位置水线不均匀；（3）复合干度超过15%；

（4）复合辊局部缠浆；（5）复合辊辊体破损；（6）转移

真空箱局部堵塞，真空度不均匀。

5.2 解决方法

（1）调整单层定量相对均匀，定量偏差＜5%；

（2）水线均匀；（3）控制复合干度12%～14%；（4）复

合辊清洁，复合深度1～1.5 c m；（5）复合辊体无凹凸、

破损等现象；（6）转移真空箱吸缝无堵塞，真空度20～

30 kPa。

6  水分偏差大、肋痕、原纸打折

如图13～图16，横幅水分不均匀纸样照片和在线控

制定量、水分均匀的相关设备照片。

6.1 产生的原因

(1）流浆箱布浆不均匀，如稀释水阀故障、唇板损

坏、微调杆控制不当；（2）成形网局部洗涤不好，糊网

脱水不均匀；(3)真空箱局部堵塞，刮水板破损；（4）

毛布洗涤效果不好造成局部脱水不均；(5)压辊磨损、

图13  横幅水分不均匀纸样

图15  横幅调节稀释水流浆箱控制系统

图16  实时在线检测定量水分扫描仪图14  干网污染后在线清洗前后对比

图17  纸页翘曲    

图18  解决纸页正面收缩大蒸汽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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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从清洁生产入手，重点控制网毯洗涤和烘干部

清洁，保持压辊和施胶辊定期更换和检测，采用先进的

扫描仪在线检测和稀释水辅助调节，可有效地避免此

类情况。

7  纸面分层、泡泡纱，翘曲、表面施胶不匀

如图17纸页翘曲，图18～图20解决纸页正面收缩

大和施胶后设备污染产生的照片。

7.1 产生的原因

（1）纸面分层原因主要为面浆与芯浆底浆打浆度

差别大，面层为漂白木浆、芯层为脱墨浆、底层为回收

废纸黄板浆。三种不同的浆料分别在三层网面复合时出

现黏合不良；（2）泡泡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烘干部纸页

强干燥；（3）纸页翘曲主要原因是不同浆料因打浆度差

异常大，网压部脱水时单层纸页干度存在差异。进入烘

干部打浆度低的木浆蒸发速度较快，面层纸页在同等情

况下较底层水分小，木纤维收缩程度大于废纸浆板，从

而产生了纸页向正面弯曲的现象。（4）表面施胶不匀主

要原因是施胶前纸页横幅定量、水分差别大或施胶辊

磨损，导致在纸页进入施胶机时出现局部张力不均，吸

收的表面施胶淀粉量不等。纸页较干的位置吸胶量相

对较多，在施胶后烘缸表面容易产生挂胶现象，挂胶严

重时转移到干网和导辊上，如未及时清理会造成恶性

循环。

7.2 解决方法

（1）三层浆料复合时，相邻浆料打浆度差异控制

在10～15 °SR之间。复合辊深度1～2 cm,复合时纸页干

度12%～14%，有益于浆料黏合；（2）控制烘缸部干燥曲

线平缓，每只缸之间逐步升温，相邻烘缸温差控制在＜

10 ℃；（3）控制打浆度差异，控制上排缸与下排缸蒸汽

压力差不大于30 kPa，减小纸页正反面水分差异；（4）

调整横幅定量、水分差，进施胶机时水分控制在6%～

9%。及时清理烘缸面黏胶和干网黏胶。

图21  背面白点纸样

图22  引起纸页背面黑斑的干网 图24  专用光源检查纸页色差对比图20  干网黏胶严重致导辊污染

图19  施胶后缸面局部黏胶

图23  色差纸样对比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6
第42卷第14期 2021年7月



8  背面白点、黑点、湿斑、湿条

如图21背面白点纸样照片和图22引起纸页背面黑

斑的干网照片。

8.1 产生的原因

(1）背面白点原因是生产异常时回抄损纸量大，回

抄浆料直接进入成浆系统；（2）黑点原因是底浆处理不

干净；（3）湿斑、湿条原因主要有干网洗涤设备漏水，干

网脏、烘缸面黏胶、局部定量高等。

8.2 解决方法

(1）纸机运行出现异常时产生回抄纸和水针切边产

生的湿浆内都含有大量的白色木浆，不可以直接进成浆

系统，需经制浆系统处理疏解，使白色纤维均匀分散；

（2）清理干网、烘缸内纸毛、胶块，清理刮刀，清理施

胶机端面甩胶和背面胶液过滤，短时间大量在底层流

送系统加清水稀释，加大一段筛排渣量。检查制浆工段

浆料质量和损纸系统有无杂物进入；（3）控制好横幅定

量水分偏差，保持工艺备品清洁，排除纸机内部有漏水

情况流到纸页上。

[收稿日期:2020-06-16]

图25  EPX颜色在线检测设备

图26  EPX颜色在线监控显示

图27  颜色检测仪检测纸样色相

9  颜色差异（返黄、色差、白度低）

如图23色差纸样照片，图24～图28检测纸样色差

的相关设备照片。

9.1 产生的原因

（1）木浆白度低；（2）荧光增白剂用量波动;(3)面

浆挂量波动大；（4）碳酸钙流量波动；（5）染料进入系

统；（6）面浆系统串入芯、底浆白水；(7)施胶淀粉浓度

波动大；（8）在线检测设备显示不准；（9）人为检测操

作不当。

9.2 解决方法

（1）木浆抄片白度＞成纸标准；（2）根据纸样白

度与标准值差异，调整荧光增白剂用量；（3）控制面浆

挂量稳定；（4）碳酸钙添加量50～100 k g/t纸；（5）

关闭所有停用的染料加入点；（6）面层系统白水独立

循环回用，杜绝各管路与芯底层系统串浆、串水现象；

（7）稳定表面施胶淀粉浓度；（8）定期校正在线检测

设备，标定色板；（9）专业培训，专人检测，对比纸样

检测值与在线设备的差异。对问题

纸样在实验室采用40倍放大镜对纤

维排列走向进行分析，白度、L *、a *、

b *值取样复检。每卷纸留样存放在仓

储环境下，定期检查对比跟踪纸面返

黄情况。

10  结束语

以上是白面牛卡纸在生产过程

中一些常见纸病的原因分析和解决

方法，当然产生纸病的原因还有很

多，涉及工艺执行问题、备品问题、

设备问题等。这就需要在生产过程

中不断地加以总结和分析，更快地解

决随时可能产生的问题，有效控制降

级品的产生，降低由纸病带来的经济

损失。

图28  专业白度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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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低时，污水处理厂生化系统

普遍存在去除效率低，氨氮和总氮不能稳定达标的问题。特

别是亚铵法制浆废水，具有较高的氨氮、总氮，在低温条件

下，生化系统更加难以运行。文章提出了若干运行控制措施，

并结合实际验证了有效性，为相关行业生物脱氮运行控制提

供经验，确保在低温条件下，氨氮、总氮能够长期稳定达标。

关键词：亚铵法制浆废水；低温；生物脱氮；控制措施

Abstract: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 in winter in northern 
China, the biochemical system of sewage t reatment plants 
generally suffers from low removal efficiency, and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cannot meet the standards stably. 
In particular, the ammonium sulfite pulping wastewater has 
relatively high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s, the biochemical system is more difficult 
to operat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operational control 
measures, and verifie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conditions, providing experience for the operational control 
of biological denitrification in related industries, ensuring that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can reach the standard stably 
for a long time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s.
Key words: wastewater of ammonium sulf ite pulping; low 
temperature; biological denitrification;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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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铵法制浆又称中性亚铵法制浆，就是利用亚硫

酸铵与木素的反应，使不溶于水的木素生成水溶性的木

素磺酸，从而脱除木素，分离纤维。这种制浆方法的黑

液，可作农田肥料，促使农业增产，显示出其独特的优

越性。但亚铵法制浆废水氨氮、总氮等污染物指标高，

处理较为困难。特别是在低温条件下，低温会导致活性

污泥沉降性能变差，原生动物、后生动物数量减少，菌

胶团活性降低，还会使活性污泥系统对COD、氨氮、总

磷、总氮的去除效率下降[1]。有资料表明，当活性污泥

系统温度低于10 ℃时，活性污泥微生物处于休眠状态，

大多数微生物活性降低，不能降解污染物质[2]。

在低温环境条件下，通过对活性污泥法处理亚铵

法制浆废水效果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

改造、运行控制两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活性污泥法工艺

运行，以期为我国制浆造纸行业废水处理低温条件下工

艺稳定运行提供技术参考。

1  原系统改造

通过对传统A/A/O处理工艺进行改进，可达到国

家规定的排放要求。

1.1 厌氧段搅拌方式改造

原有A/A/O工艺厌氧段采用曝气链曝气的方式进

行泥水混合，曝气的过程中会增加溶解氧，无法提供厌

氧环境，不能进行反硝化反应。将厌氧段中的曝气链全

部拆除，安装具有搅拌功能的曝气机，通过搅拌的方

式进行泥水混合，既保证了混合均匀，又不增加氧气的

冲入，提供了严格的厌氧环境，厌氧段溶解氧长期处于

0.2 mg/L以下。

1.2 安装硝化液回流系统

在A/A/O工艺好氧段末端，硝化反应比较彻底的

区域，安装硝化液回流系统，增加回流泵。通过完善内

循环，将硝化液回流比提高至300%～400%。将大量硝

化液回流至前端厌氧区与缺氧区再进行反硝化作用，通

过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转化为氮气，提高总氮的降解

效果。

1.3 将纸机白水引入厌氧段，增加碳源

活性污泥法系统中碳氮比例失调，硝酸盐和亚硝

酸盐在反硝化阶段会由于碳源不足，缺乏营养物质，造

成反硝化细菌失去作用，无法进一步去除总氮，最终导

致系统出水总氮指标无法达到排放标准要求[3]。为此，

将生化性较强的纸机白水直接进入到厌氧段，充当碳

源。利用纸机白水作为碳源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

大量节约运行成本。

2  运行控制

氨氮、总氮处理效果的好坏取决于A/A/O工艺的

运行控制过程，当活性污泥系统温度低于10 ℃时，活性

污泥微生物处于休眠状态，大多数微生物活性降低，不

能降解污染物质。因此，应加强对活性污泥微生物、溶

解氧、污泥浓度、污泥龄、回流比的控制，确保氨氮、总

氮控制在排放限值以下。

2.1 活性污泥微生物

在低温条件下，微生物活性下降，种类、数量会逐

渐减少，甚至全部消亡，整个活性污泥系统崩溃。然而

在强化条件下，经过驯化的系统中可以出现钟虫和累枝

虫，培养一段时间，活性污泥中会出现少量的线虫、纤

毛虫、轮虫等多种微生物[4]。为了确保低温情况下微生

物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质，可以采用人工培养驯化的

方式培养耐低温优势菌种。具体培养控制方法如下：

(1）耐低温微生物培养过程中，保持系统高溶解

氧、高污泥浓度、低污泥负荷、较长水力停留时间。

(2）环境气温20～15 ℃时，A/A/O系统采取间歇

运行的方式，曝气2 h，停气3 h，曝气时少量进水，停气

时同时停止进水。间歇运行2周。

(3）环境气温15～10 ℃时，间歇运行方式改为闷

曝，即只曝气不进水。闷曝1天后，正常进水，正常曝气，

正常运行2天再闷曝1天。如此循环3周。

(4）温度低于10 ℃时，根据出水水质情况，适当增

加碳源物质，继续采取闷曝的方式运行2周，即可完成

耐低温微生物的培养。

2.2 溶解氧

低温环境下，控制厌氧段溶解氧0.2 m g/L以下，

缺氧段溶解氧0.6 m g/L以下，好氧段溶解氧4 m g/L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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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运行控制方法如下：

(1）稳定各段曝气量，气体流量计气量出现波动，

及时调整风机导叶和风管总阀门。   

(2）溶解氧出现小的波动时，微调曝气链阀门开度

及曝气链数量。  

(3）监控好水质水量变化，根据水质水量增加幅

度，提前提高风机导叶，避免溶解氧迅速下降，造成水

质波动。  

(4）稳定进水水量，时刻了解上一工序水位变化情

况，及时做出调整，避免出现猛开猛停的现象，造成溶

解氧出现较大波动。

(5）巡查好厌氧段曝气机运行情况，曝气机只开搅

拌，出现跳闸情况及时通知电工处理，避免出现搅拌长

时间不运转现象。

(6）开启的曝气链、曝气膜片要完好无损，无漏气

现象，确保曝气均匀、无死角，保证充氧过程均匀稳

定。

2.3 污泥浓度

冬季低温环境下，曝气池污泥浓度稳定控制在

6000 m g/L左右，比夏季增长一倍，将污泥负荷降低一

半。污泥浓度稳定运行控制方式如下：

(1）根据曝气池污泥的增长速度，及时调整排泥时

间，防止污泥疯长，增加曝气量，造成成本浪费。

(2）保证曝气机与膜片的正常运行，避免设备原因

造成污泥下沉及泥水混合不均匀。

(3）稳定曝气池气量，避免大幅度调整气量，导致

污泥出现沉淀或上浮现象，影响污泥浓度。

(4）巡查好排泥泵运行情况，确保正常排泥，排泥

量达到运行要求。

(5）控制好进水负荷，使污泥排放量与污泥增长速

度保持平衡，稳定曝气系统污泥浓度。

2.4 污泥龄

严格将污泥龄控制在20天以上，以维持反硝化细

菌数量。运行控制方式如下：

(1）排泥系统正常运行，保证每日排泥量在正常的

范围内。

(2）严格按照规定的排泥时间排泥。

(3）稳定进水量。防止水量冲击造成二沉池跑泥增

加污泥流失量，造成泥龄缩短。   

(4）维持好曝气池污泥浓度，避免污泥浓度出现较

大波动。 

2.5 回流比

控制二沉池及曝气池末端硝化液总的回流比在

300%～400%。具体运行控制方法如下：

(1）控制曝气池最大进水量在设计范围内。继续增

加进水量，回流系统无法保证回流比。

(2）巡查二沉池行车泵及曝气池末端回流泵的运

行情况，保证各设备正常运转，禁止出现长时间停机现

象。

(3）确保行车泵及回流泵在最大流量状态下运转，

出现流量变小情况，及时通知机电人员进行检修。

(4）及时清理曝气池及二沉池中飘落的杂物，防止

堵塞行车泵及回流泵，影响泵的正常流量。

3  结束语

泉林集团亚铵法制浆废水在低温条件下运行控制

过程中，利用现有构筑物，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改变

了运行方式。加强工艺过程控制，进水总氮40 m g/L，

氨氮30 mg/L情况下，生化系统出水总氮稳定在5 mg/

L 以下，氨氮稳定在1.5 m g/L以下。探索总结出适应

高氨氮废水A/A/O工艺低温条件下运行的控制措施，

实现氨氮、总氮长期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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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新闻字帖纸的质量要求和生产流程、工艺条

件和注意事项，并对新闻字帖纸的使用指标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新闻字帖纸；夹网纸机；质量指标；生产工艺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production process,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recautions of 
news copybook paper, and introduces the usage indicators of news 
copybook paper.
Key words: news copybook paper; twin wire machine; quality 
index;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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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落实“书法进

课堂”，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要求学生分

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2017年，教育部规

定将书法课本列为国家教材。2018年，教育部公布全国

16所高校新增书法学本科专业。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

落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练习毛笔书法，字帖纸市场

前景广阔。书法初学者既不宜选用宣纸也不宜用静电复

印纸，而应该选择毛边纸，也可以选用旧报纸。宣纸价

格较高而且纸的性能较难把握，静电复印纸不吃墨写

字效果太差。尽管毛边纸或旧报纸表面不太光滑，吃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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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因素

新闻字帖纸的质量直接影响书法作品的艺术效果

和境界，关键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润墨性、吸水性、松

厚度、定量、湿强度、伸缩性等。

1.2.1 润墨性及吸水性

新闻字帖纸的润墨性传递了书法作品的“形”、

“意”、“情”、“神”，只有良好的润墨性才能展现书法

作品的无穷魅力。新闻字帖纸的润墨性与吸收性密切

相关，吸收性越强润墨性越好。阔叶木纤维中半纤维素

含量较高，尽管纤维本身亲水性强而且易打浆，但是成

纸后也更紧密，反而会降低吸水性。针叶木纤维粗度较

大，成纸后较疏松，可以提高吸水性。废纸浆成纸吸水

性介于二者之间。采用适当的浆料配比，才能合理地控

制成纸的吸水性，从而保证成纸的润墨性符合工艺要

求。

1.2.2 定量及松厚度

新闻字帖纸的定量、松厚度影响墨汁的调制浓度

及书写速度，通常情况下，定量越低纸越薄，调制的墨

汁浓度则越高，书写速度则越快。由于采用高速夹网纸

机生产新闻字帖纸，尽管提高了化机浆的用量，但在

高强度的压榨作用等因素影响下，成纸松厚度明显低

于宣纸。为了书写方便及节省墨汁，在保证松厚度的前

提下，提高了成纸的定量，新闻字帖纸定量明显高于宣

纸。

1.2.3 湿强度

书法作品一般以浓墨为主，而且需要用水调制墨

汁。被水和墨汁渲染得淋漓尽致的新闻字帖纸有一定

的湿强度才能不破裂。生产过程中通过加入适量热固

性湿强树脂来调节新闻字帖纸的湿强度。热固性湿强树

脂加入量太低，湿强效果不明显；加入量太高会影响成

纸的吸水性。

1.2.4 伸缩性

纸张的伸缩性是指浸于水中或在不同的湿度下尺

寸的相对变化。纸张伸缩性大会影响书法作品的外观、

美观和品质。影响纸张伸缩率的主要因素为纤维配比、

浆料打浆程度、施胶程度及加填、抄造及干燥条件等。

通常情况下，针叶浆纤维较长，半纤维素含量较低，从

而伸缩率较低；阔叶浆纤维短，半纤维素含量较高，从

而伸缩率较高。为了降低伸缩性，在保证成纸强度的前

量适中，适宜作为书法练习用纸，但是毛边纸价格相对

较高，旧报纸写字效果相对较差。为了给广大书法学习

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优质产品，我们在原生产新闻纸的

基础上综合宣纸和毛边纸的技术特点，开发了新闻字帖

纸。

新闻字帖纸是一种初学者用于练习书法的纸。主

要用做毛笔字帖纸，可代替部分毛边纸供书法初学者

使用。本文根据我厂生产新闻字帖纸的实践经验，介绍

新闻字帖纸的质量要求和生产技术。

1  生产工艺研讨

1.1 质量指标

新闻纸字帖纸主要用于书法初学者临摹练习，要

求有较高的质量技术指标。如成纸匀度要好，纵向及横

向定量偏差不宜太大；有较高的松厚度；适宜的吸水

性；优良的润墨性等。新闻字帖纸纸面应平整，切边应

整齐洁净，纸面不许有折子、裂口、洞眼等影响使用的

外观纸病。同批产品色调应一致。

目前还没有制定新闻字帖纸的行业标准，也没有

相关的地方标准。根据国内同行生产宣纸及毛边纸的

的质量要求以及夹网纸机生产新闻纸的抄造性能，制定

了新闻字帖纸的企业标准，如表1。

表1  新闻字帖纸的质量标准

指标名称

定量/g.m-2

横幅定量变异系数/%

厚度/μm

松厚度/cm.g-1

吸水高度 /mm

湿强度/N.m.g-1

抗张指数/N.m.g-1

撕裂指数/mN.m2.g-1

湿变形/%

白度/%

不透明度/%

尘埃度/个.m-2

   (0.5～4.0）mm2

   (1.5～4.0）mm2

   大于4.0mm2

水分/%

灰分/%

技术要求

68±1
1

≤2.8

125～150

1.80～2.20

20～25

≥3.0

≥45.0

≥5.1

≤3.0

55.5～57.5

≥95

64

4

不许有

5.0～6.5

12.0～13.5

生产数据

67.6～68.1

1.5～2.3

125～145

1.84～2.13

22～23

3.3～3.5

59.5～63.7

5.6～5.7

2.8～3.0

56.7～57.3

97.8～98.6

32

0

0

5.2～5.6

10.8～12.0

注：用吸水高度表征纸张的润墨性和吸水性，吸水时间为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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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应尽量降低浆料的打浆度。

2  生产工艺控制

2.1 浆料配比

在大量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废纸浆、

针叶浆、阔叶浆、化机浆各种比例混合抄纸的物理

性能。根据新闻字帖纸的质量要求及夹网纸机的生

产特点，综合考虑生产成本最终确定浆料配比为：

DIP∶NBKP∶BCT=70∶15∶15，即70%废纸浆与20%针

叶木浆、10%的化机浆搭配。

2.2 打浆工艺控制

新闻字帖纸的润墨性和吸水性、伸缩性、湿强度等

关键指标都与打浆的质量有一定的关系。针叶浆纤维较

长有利于提高成纸的润墨性和吸水性，降低伸缩率；为

了保证成纸指标前提下使纸浆获得较好的均匀度，应采

用对纤维适当切断、适当起毛帚化的打浆方式，提高成

纸强度。采用两台锥形磨浆机串联打浆，打浆工艺为：

打浆浓度4.0%～4.5%，打浆度38～42 °SR，纤维湿重

6.0～8.0 g。为了保证成纸强度，采用针叶木长纤化机

浆，纤维较长，松厚度较高。适量添加可以提高成纸松

厚度和润墨性。打浆时减少对纤维的切断作用。采用两

台锥形磨浆机串联打浆，打浆工艺为：打浆浓度4.0%～

4.5%，打浆度40～45 °SR，纤维湿重4.0～6.0 g。

2.3 辅料添加工艺

2.3.1 加填

为了降低新闻字帖纸的成本，并改善纸张的不透

明度可以适量加填。由于填料的加入会减少纤维间的

接触面，降低成纸强度及松厚度，应控制填料加入量不

超过10%。选择松厚度较高的轻质碳酸钙做填料，要求

粒径2 μm以下，在配浆池加入。

2.3.2 施胶

为了控制新闻字帖纸的吸水性，在浆内添加适量

快速熟化AKD。采用高分子聚合物乳化AKD，AKD浓

度在15%以上。AKD用量为0.5%～0.8%，在上浆泵入

口加入。

2.3.3 湿强剂的选择

湿强剂应选择永久性的热固性树脂，生产中采用

公司自产的湿强剂。湿强剂为无色黏稠液体、pH值适

应范围广、湿强效果好。在成浆池添加湿强剂，用量为

0.8%～1.2%。生产实践表明该湿强剂可以有效地控制

纸张的湿强度，有利于降低成纸的伸缩性，并且该用量

下不会影响新闻字帖纸的润墨性和吸水性。

2.4 生产过程控制

2.4.1 DIP浆

为了保证新闻字帖纸的质量，要求D I P浆白度为

56%～58%I S O，灰分5%～7%。DI P浆生产过程中采取

适当降低烧碱用量、提高热分散温度而降低其功率等

措施来提高DIP浆的松厚度。

2.4.2 网部

网部纤维良好的分布是保证成纸润墨性和吸水性

等关键质量指标的前提条件。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先

进的DC S控制系统使浆池浆料浓度和液位稳定，以及

优化助留系统上浆分散器，减缓夹网区前期脱水等措施

来提高成纸的匀度，从而达到新闻字帖纸的质量要求。

2.4.3 压榨部

实际生产过程中加强毛布清洗，保证毛布吸水效

果。适当降低靴压线压力，更换宽压区靴板，增加压区

停留时间，在保证低压力的情况下提高出压榨部湿纸页

干度，尽量降低压榨部对成纸厚度及纵向伸长的影响。

2.4.4 干燥部

干燥部控制首先加强干网的清洗，保证热效率。

其次在保证稳纸器内部抽吸的情况下，提高密封气帘送

风量，增加纸页和干网之间的稳定性；降低各烘区速度

差，降低烘缸温度，减缓纸页内水分蒸发速度，从而降

低纸页的伸缩性。

2.4.5 压光机

为减少压光后厚度损失，降低进压光机前纸页

含水量，提高压光机温度，硬辊温度由70 ℃提高到

110 ℃，加压线压力由70 N/mm降到35～40 N/mm。

3  结束语

我厂开发生产的新闻字帖纸成纸定量67.6～

68.1 g/m2，松厚度1.84～2.13 c m3/g，吸水高度22～

23 m m，湿变形在3.0%以下，湿强度在3.3 N.m/g以

上。质量指标基本上达到了企业标准A等品要求，基本

可以满足书法初学者临摹练习的使用要求。

[收稿日期:202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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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离型原纸的生产实践
⊙ 田春丽（镇江大东纸业有限公司，江苏镇江 212132）

Production Practice of Leather Release Base Paper
⊙ Tian Chunli (Zhenjiang Dadong Paper Co., Ltd., Zhenjiang 212132, Jiangsu, China)

田春丽 女士

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工艺技术

管理及新产品开发等工作。

摘 要：皮革离型纸作为加工人造革用的一种离型纸，因其

特殊的使用条件，对其原纸生产提出了不同要求。通过工艺调

整，生产出匀度佳、强度高、耐热性好、吸水性适宜及抗剥离

分层性好的皮革离型原纸，由其制成的成纸能满足后续制革

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皮革离型原纸；耐热性；适宜吸水性

Abstract: Leather release paper is a kind of release paper for 
manufacturing artificial leather. Due to its speci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its base 
paper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process adjustment, 
the release base paper with good uniformity, high strength, good 
heat resistance, suitable water absorption and good peel resistance 
was produced. The finished paper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eather making.
Key words: leather release base paper; heat resistance; suitable 
water absorption

中图分类号：TS76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14-0054-02

续涂布加工以及涂布成纸在制革过程中使用性能要求，

对皮革离型纸的原纸也提出了较高要求。该原纸在生产

中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成纸匀度好、强度高、耐热性

好、抗渗性能适中以及良好的涂布加工性能，以使制成

的皮革离型纸离型性、抗剥离性以及耐热性均较好，从

而达到可反复使用几十次的目的。

1  成纸匀度

匀度是指造纸原辅材料在纸页中分布均一性，在

相同工艺条件下，匀度越好其他指标所能达到状态越

好，如：成纸强度会越高，纸面经压光后会更平滑细腻，

原纸便会有更佳的涂布性能。

皮革离型纸作为一种特殊的防黏连纸种，是制造

PVC和PU合成革的重要载体。在人造革生产过程中，

人造皮革糊状树脂被涂布于离型纸表面，后经烘干、交

联、固化后，再从离型纸上剥离开，从而制得平滑的或

有凹凸花纹的人造皮革。在这个过程中，皮革离型纸需

在温度150～250 ℃及与有机溶剂接触的条件下使用，

但仍不变形、不分层、不撕裂且保持良好离型效果而能

反复使用几十次，这就对皮革离型纸的强度性能、耐热

性、抗剥离性、耐液形稳性以及表面离型性能等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

皮革离型纸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原纸基

层，另一部分是涂布离型层，为使皮革离型原纸满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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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较好的匀度和纸面细腻度，浆料选用20%～

40%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60%～80%漂白硫酸盐阔叶

木浆，在保证成纸匀度同时，又有较好成纸强度。另阔叶

木浆优先选择树种单一、纤维长度分布均一的品牌。

2  成纸强度

皮革离型纸在制革的过程中要反复使用多次，甚

至几十次，对原纸的强度指标要求较高，尤其是抗张

强度和撕裂度，以保证在涂布加工以及制革剥离过程

中不断纸、不撕裂。为此，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系统需

分开打浆，且均采用半游离半黏状打浆方式。针木浆

打浆浓度3.0%～3.5%，游离度350～400 m l，适当切断

改善匀度；阔木浆打浆浓度4.5%～5.0%，游离度400～

450 m l，尽可能地分丝帚化，通过上述打浆工艺在进一

步改善成纸匀度同时更可显著提高成纸强度。

化工助剂的选择上，在配浆池依次加入干强剂和

湿强剂，干强剂用量为绝干浆质量的0.2%～0.3%，湿强

剂用量为绝干浆质量的0.1%～0.2%，进一步提升成纸

的干、湿强度。

3  纸张耐热性

鉴于皮革离型纸的使用条件，在制革过程中需要

在150～250 ℃温度下反复使用，原纸需要具有相当的

耐热性以保持经高温烘烤而引起强度损失后的成纸仍

能正常使用。

为此在原纸生产中添加一定量耐热填料ZnO，为提

高其保留率，在粉碎时加入ZnO，用量为绝干浆质量的

2%～3%，以改善离型原纸的耐热性能；另在冲浆泵入口

处加入碳酸钙填料，用量为绝干浆质量的3%～4%，在降

低成本同时改善原纸因受热而出现返黄问题。

4  适当吸水性

考虑到皮革离型原纸后续离型涂布均一性要求及

离型层与原纸之间的抗剥离分层性，将原纸的吸水性

（60 s）控制60～100 g/m2，使离型涂料在原纸表面有

一定渗入以加强原纸和离型层结合，从而保证制成的皮

革离型纸在制革时能反复剥离使用而不分层。

为将吸水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在原纸表面进行

施胶，在表面施胶段加入AKD，用量为0.02%～0.06%，

以便适时调整用量、稳定原纸吸水性。这样既可使离型

涂料在原纸表面均匀分布，又保证涂料对原纸有一定的

渗透深度，以增加原纸和离型层间的结合强度。

5  生产实例

根据上述工艺条件生产的皮革离型原纸能达到表1

所述产品标准要求，成纸匀度均一，定量、厚度稳定，正

面平滑细腻，吸水性适宜，纸页干、湿强度高，尤其是高

温处置后的强度高，能满足涂布加工要求，用其制成的皮

革离型纸满足制革工艺要求，并可反复使用几十次以上。

6  总结

皮革离型纸作为人造皮革生产的过程用纸，可赋

予人造皮革能与真皮相媲美的花纹外观，是一种高附加

值特种工业用纸，本文通过浆料配比、打浆方式、填料

ZnO和碳酸钙搭配使用等工艺组合，使离型原纸具有匀

度佳、强度高、耐高温且成本低的特性，另结合AKD在

表面施胶添加的施胶工艺，使该离型原纸在离型涂布加

工后可反复制革超过几十次而不分层，从而满足皮革离

型纸的加工使用要求。

参考文献

[1]黄小雷,刘文,刘群华.进口PU革离型纸与我国同类产品主要性能对

比分析[J].中国造纸,2011,30(11):31-35.

[2]周正东,陈港.人造皮革离型纸的特性及其生产技术[J ] .中华纸

业,2006,27(S1):16-17.

表1  皮革离型原纸标准和实际指标

指标名称

定量/g.m-2

厚度/μm

平滑度（正）/s

吸收性（Cobb值 60 s)/g.m-2

抗张强度（纵）/kN.m-1

抗张强度(纵)(215℃ 10 min) kN.m-1

撕裂指数（纵横平均)/mN.m2.g-1

湿强度（纵/横)/kN.m-1

成纸总灰分/%

C6匀度值/%

标准

147±2.0

175～185

≥30

60～100

≥8.0

≥6.0

≥7.0

≥0.3/0.2

5～7

≥18

实际指标

148.0

179

32

80

9.1

6.5

7.6

0.45/0.32

6.2

20 [收稿日期:20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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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动注油系统

关键词：水力碎浆机；轴承仓；改进方法；自动注润滑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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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lubrica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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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水力碎浆机轴承仓润滑系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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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Lubrication System for Bearing Bin of Vertical Hydraulic Pulper
⊙ Li Zhiqiang, Sun Fuming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李志强 先生

机械工程师；主要从事纸机各种零部件

加工工艺流程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改

进；带领维修人员维修、保养机床。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立式水力碎浆机是造纸厂常用的设备，由槽体、叶轮、底刀环和电机、轴承仓等组成。一般

转盘的圆周速度为1000 m/m i n，槽体直径为φ1～6 m，我国目前水力碎浆机的容积系列有1～

30 m3等多种型号。其轴承仓保证了水力碎浆机叶轮安全

平稳运行，需要定时进行人工检查并手动注入润滑油，保

证其正常运转。

针对水力碎浆机轴承仓润滑问题，为寻求可自动给轴

承仓注油的方法，对其进行相关升级改造。根据碎浆机间

歇运行的特点，增加间歇自动注油系统，改进后该系统可

随水力碎浆机的启停，自动给轴承仓注入润滑油。巡检人

员只需周期性巡视，并检查注油系统中的剩余油量，即可

知轴承仓的润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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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3-02]

1  自动注油系统

基于水力碎浆机间歇性工作性

质，设计一套结构简单、经济适用的水

力碎浆机自动注油系统，如图1所示。

采用白色尼龙材质改装成的储油

罐，方便看到罐中润滑油剩余油量；罐

中放置活塞，出油端用透明管连接水

力碎浆机的轴承仓，为其注油。采用透

明管可观测到油路是否通畅；另一端

连接压缩空气，并配有压力调节装置，

可通过压力调节控制注油速度。

滚动轴承润滑油的消耗量，可按

下式计算[3]：

Q=0.075DL               (1)

Q—润滑油的消耗量，g/h;

D—轴承内径，cm；

L—轴承宽度，cm；

由公式（1）可分别计算出每套轴承8 h的耗油量为约20 g，据此可以调节控制自动注油速

度。改造前后的流程对比如图2所示。

改造后，将控制填料密封气动阀分出一条支路，支路连接自动注油系统，压缩空气同时控制

填料密封润滑油和轴承仓润滑油。当准备开启水力碎浆机时，开启气动阀，填料密封润滑油为打

开状态，同时轴承仓的润滑油也随之开启，为轴承仓注油；当水力碎浆机停机时，气动阀关闭，填

料密封及轴承仓润滑油自动关闭。由此实现轴承仓随水力碎浆机工作状态变化的间歇性自动注

油。

2  使用效果

在设备检修期间即可实施相关改造，根据水力碎浆机间歇性工作性质，增加一套随碎浆机

间歇启停的自动注润滑油系统。该系统结构简单，经济适用。运行实践证明，该自动注润滑油系

统润滑效果良好，为设备巡检、维护人员的工作带来一定便利。

参考文献

[1]张金顶.水力碎浆机的维护[J].黑龙江造纸,2016,44(2):28+31.

[2]谢德永.高浓水力碎浆机的设计与应用[J].轻工机械,1997(2):19-23.

[3]纪名刚,等.机械设计(第8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图2  改造前后对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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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产业园的可行性分析
⊙ 苗成

产业园区作为一个产业聚集的载体，可承载区域经

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产业园区是因产业而兴起，在

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后转变成产业

城区，成为地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产业园区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承担该地区的经济指标、人才就业、聚集产

业创新和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产业园区大多依托国

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开发区设立，依托开发区在政策、

财税、人才和区域的不同优势将产业做大做强，吸引供

应链上的各类企业来产业园投资。

1  产业园发展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代产业园随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应运而生，从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诞生开始，

数十年间各类型产业园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产业园区从第一代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

建立开始，到第二代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园区以及第三

代功能复合的综合性园区，再到第四代产城融合的复合

型园区，现在已经历了四代的更替，产业园向着精细化、

专业化、复合化方向迭代更新。

第一代产业园（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以低端劳

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很多手工业产业为主，功能和形态

比较单一，以满足企业的生产制造功能为主。第二代产

业园（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理念

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汽车制造、生物技术研发等产

业在产业园区开始出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发

苗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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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效促进了各地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代产业园（功

能复合的综合性园区）：产业园区呈精细化发展趋势，

物流、金融、商业等服务业，向生产制造企业周边集聚，

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走向了功能复

合化发展之路。目前看中国大多数的园区都处于第三代

产业园发展阶段向第四代产业园过渡时期（见图1）。

从发展的角度看，第四代园区建设才刚刚开始，产

业园的管理者意识到产城融合的建设需要更多产业支

持，虽说工业可作为核心产业支撑发展，但绝不能单以

工业作为支撑，更多新兴产业的出现如科技、互联网、

新能源、新材料等可作为多元化产业发展核心。第二产

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这是毋庸置疑

的，没有配套的商业、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存在，毫

不夸张地说任何产业都会消亡。因为人是依靠衣食住

行才能存在的，没有衣食住行的产业园区将是一个没有

灵魂的架子，早晚都会走向没落。产城融合将会是必然

的趋势，包含多元化的工业、科技、能源体系，全面的商

业、学校、医院、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契合城市发展需要

的定位。

2  造纸产业园

造纸产业园的提出已经不是很新鲜的概念了，早在

2010年末江苏省盐城大丰港依托大丰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立了中国大丰港造纸产业园，除此之外还有湖北省荆

州市公安县青吉工业园的智能包装产业园、东北地区最

大的造纸产业园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造纸产业园以及

国内唯一一家宣纸产业园中国宣纸文化园。

2.1 中国大丰港造纸产业园

依托江苏盐城的大丰港以及大丰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立大丰港造纸产业园，占地面积12.63 k m2，园区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努力将园区建成生态园区、科

技园区、安全园区、低碳园区。园区规划建设规模：制浆

能力300万t/a，各类造纸、纸板生产及加工能力580万

t/a，同时配套建设道路、管网、供电、供热、污水处理、

通讯等基础设施。

大丰港造纸产业园吸引了以注册资本17.2亿元的

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亚洲大型造纸集团泰国亿王亚

哥集团为代表的企业入驻。该造纸产业园依托大丰港

便利的交通物流体系和良好的基础配套设施，不过入

驻造纸相关企业数少。

2.2 湖北青吉工业园

依托湖北省9个省级开发区之一的湖北公安经济开

发区设立的青吉工业园于2010年建设完成。公安经济开

发区是公安新城的一部分，规划面积12 km2，园区重点

招商引资的企业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

亿元）为山鹰国际全力打造的现代化智慧工厂，总投资

约120亿元，规划建成以废纸为原料的包装纸生产基地

及配套热电厂、污水处理、给排水等工程，年产包装纸

220万t，年销售收入约90亿元，员工逾千人。

青吉工业园仅有山鹰这一家纸企入驻，供应链上企

业入驻数少，但湖北完善的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山鹰包装纸生产的不足。

2.3 台安县造纸产业园

辽宁台安县造纸产业园依托辽宁台安经济开发区，

园区规划面积30.88 k m2，已实施面积14 km2，经过近

十年的建设，目前道路、排水、供水、天然气、供电、绿

化、热电联产热源站、污水处理站、消防站、220 kV变

电站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已大部分完成。目前形成了精

细化工、彩涂板及深加工、造纸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辽宁台安经济开发区造纸产业园区现已入驻雨森

集团、辽宁荣耀纸业科技有限公司、辽宁鸿洋纸业有

限公司、台安县腾威纸业有限公司等多家造纸企业，将

建成东北规模最大的生态造纸产业集群。其中雨森集

团是国内知名生活用纸企业，此次落户台安，是其布局

全国、进军东北的重要战略支点。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

元，引进一系列先进的自动化纸品加工设备，分三期建

设年产36万t高档生活用纸及卫生用品生产线。

2.4 中国宣纸文化园图1  中国产业园发展历程

纵 横SuRvey 纵 横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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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纸文化园项目，由中国宣纸集团公司负责实

施。项目共有中国宣纸博物馆、宣纸古作坊、宣纸古籍

印刷、文房四宝体验园、宣纸陈列室、书画长廊、文房四

宝与书画市场、江南民俗园八部分组成。中国宣纸文化

园总投资约1.5亿元，占地近4万m2。

中国宣纸文化园集成传统古法制造宣纸的工业产

业，依托的是文化旅游产业，工业产业只不过是作为技

艺传承的载体，真正使宣纸文化园发展的还是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纸文化传承。

3  造纸产业园SWOT分析

目前造纸产业园的存在绝大部分是依托各类经开

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来建设和发展，不会单独存在。

造纸作为第二产业分类中的一个分支产业，需要上下游

供应链企业的支撑，原材料备选、纸浆、化学品、造纸

设备等都需要专门的供应商负责提供，同样成品纸生产

完成后下游需求商也是极为重要的。造纸产业园是否可

以单独存在需要进行分析才可得出结论。

3.1 优势（Strength）

3.1.1 政策优势

全国近2，000家产业园区大多是由政府主导，依靠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主导产业园区的政府通过平整土

地、提供交通、供排水、电力、绿化、天然气等各种基础

配套措施（“九通一平”）后，以较低的地价招商引进大

型核心企业建厂或者围绕核心企业建设专业园区。政

府主导的产业园区政策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

些产业园区先天的不足。政策优势有包括针对专业园区

在政策引导、税收、企业注册奖励、人才、土地竞拍以

及房屋租金、“一企一策”的灵活政策选择等方面予以

支持。

(1）政策：国家政策引导是很多园区存在的政策基

础，吸引大型核心企业入驻。参考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重

点建设的融资租赁产业园、滨海高新区重点推动的高新

技术产业园、静海区着重发展的进口废弃机电产品集中

拆解加工利用的专业化园区等发展较好产业园的历程

来看，政策引导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助推剂”。东疆保税

港区的融资租赁产业已成为东疆支柱产业，东疆先后出

台了多项支持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新政策，以政策为引

导，以产业做支撑，不断做大做强。

造纸产业是技术、装备、资金、劳动密集型的产

业，因此针对造纸产业的特点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

持。因为产业园建设初期没有企业入驻、各种基础配套

设施几乎为零，所以政策引导很重要，基础政策可以为

产业园的规划布局提供指导意见，结合造纸产业园所依

托的更高级别园区的政策，发展造纸产业园，这样的政

策引导才有保障，有政策引导自然优势也就体现出来。

(2）税收：按照国家现行的财税政策，企业所缴纳

所得税和增值税将分为两部分：一大部分上交国家财

政，一小部分留在省级财政。为对产业发展予以支持，

部分有实力的产业园区给予入区的带来较好经济效益

的企业一定时限的财税支持。从企业规模和纳税的角

度看，造纸园区内的大型纸企很大程度上会给园区缴纳

大量税，园区可通过奖励的方式部分返还给对产业园区

有较大贡献的企业。

(3）奖励：任何产业的做大做强都需要有大量且优

质的客户群体，目前现有产业园区发展经验表明，政府

对于企业的认可程度也是企业赢得客户群体的手段之

一。政府给予企业的荣誉和资金奖励在某种程度上是

对企业的认可。在同等条件下，专业化的产业园区给予

重点支持产业的奖励和支持，要远好于多产业集成的园

区。

(4）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造纸产业园便

可为纸企解决留不住人才的问题，依托上层级园区完善

的商业配套、人才公寓、医疗、学校等条件，吸引人才留

在园区工作还可享受针对人才的各种政策。

(5）土地竞拍以及房屋租金：大多数产业园区的

“九通一平”工作是由政府主导的开发公司完成，省却

了入驻企业的土地开发成本。同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园

区管理者，按照国家的招拍挂流程给予企业较低的工业

用地价格，纸企可节省土地费用。

3.1.2 产业优势

(1）装备、技术优势：招商引入核心纸企是招商引

资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核心纸企，

便可利用其装备、技术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来园区，形

成产业链。同时也可利用产业园区普遍存在的孵化器，

孵化可为核心企业提供技术、材料的上下游企业。

(2）物流优势：产业园大多位于交通便利的陆路和

水路交通枢纽，便利的物流为产业园中企业运输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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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品提供了保证。

(3）“2.5”产业优势：国内产业园大多集成了以工

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为代表

的第三产业，第二、第三产业结合形成的“2.5”产业，

产业园完善的商业配套和金融服务可为工业企业提供

各种支持。

3.1.3 产业园宣传优势

互联网发达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不

再适合现阶段的产业发展。产业需要宣传、企业更需要

做广告。依托产业园的集成广告优势，是在宣传产业园，

也是在宣传企业。从全国各个经开区、高新区、产业园

的发展经验来看，产业园区具有相当好的宣传优势。

3.2 弱点（Weakness）

3.2.1 缺乏政策支撑

造纸产业中很多企业都是资产重且多、杠杆高，目

前大多数和纸类相关产业园缺乏专业的生产、研发政策

支撑。大多数造纸园区的政策都是依托上一级园区的

政策而制定，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撑。

3.2.2 造纸产业园招商引资困难

造纸是个需要众多产业支撑的产业，单独的核心

纸企很难脱离其它产业的支撑而生存。原本注册在其它

地方的纸企，因其税收贡献大和立足本域的发展理念，

很少寻找新的发展地，造成造纸产业园招商引资困难。

即使是因为企业本身急需扩张，也会选择一些如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等为企业提供商务和金融服务的行业，视

情况再发展。造纸产业园没有核心工业企业的入驻，三

产企业配套的再多也很难带来良好的头雁效应。

3.2.3 产业园规划不专业

很多造纸产业园仅仅是作为上级园区下设的一个

产业园之一，依托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等为载体。上

级园区的产业规划一般是针对主导产业的，不仅仅是针

对一个造纸产业的，造纸产业园在环保、厂房设计、原

材料运输、原材料和成品仓储上有特殊的规划要求，现

阶段造纸产业园的规划不专业。

3.3 机遇（Opportunity）

3.3.1 产业园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很多产业园都处于三代半的时期，正处于

寻求转型升级的契机，最重要的是现阶段产业园的政策、

资金已初具规模，服务也在逐步完善。产业园可以根据自

身需要向第四代产业园转型升级，造纸产业园可借助转

型升级的春风吸引更为重量级的核心纸企投资建厂。

3.3.2 招商引资存机遇

以产业招商为主要招商模式的产业园，需要打亮自

身的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自己。之前有位从事招商

引资工作很多年的人士说过：“招商引资就看你的区域

是否具备引入目标企业的条件？你所提供的政策是否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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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招商企业的痛点？你能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解决

方案？再一个就是你要不停地和企业灌输你所在园区的

优势，早晚企业会被你给打动”。这说明招商引资永远

会给园区带来机遇，只有不停的尝试才会找到最合适的

发展目标。

3.3.3 企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提出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2035年远景目标。

2021年2月2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

号），第二部分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产体系（四）

推进工业绿色升级指出：加快实施钢铁、化工、有色、建

材、纺织、造纸、皮革等行业绿色改造。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下，造纸需要进行绿色改

造和转型升级，传统生产基地的技改、升级难度很大。

很多纸企便会寻求新的生产基地，这给造纸产业园的发

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3.4 威胁（Threaten）

3.4.1 产业园实力弱

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所辖属的产业园区无论从政

策支撑、资金、企业入驻量来说远强于一些市级甚至县

级产业园区。从已知的造纸产业园区来看大多为市县级

产业园区，实力均不强。很有可能实力较弱的产业园区

在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波及的时候会停止运营，这对

企业和产业园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

3.4.2 同质化竞争

实力较强的产业园一定程度上对与其相近且远弱

于其的产业园是很大的威胁，全国近2，000家产业园也

是存在同质化竞争的，同质化的竞争将把竞争力不强的

产业园从产业地图上抹去。

3.4.3 政策变化

很多地方政府或者产业园区的管理者在经营产业

园初期有着很好的发展希望，答应入驻企业给予政策、

财税、配套等各种支持；但当企业入驻后承诺的政策、

资金和配套就因各种原因不予以拨付，造成企业处在两

难之中。企业对继续投资和入驻产业园的兴趣被政策

的不断变化消磨干净，威胁企业生存的同时也威胁了产

业园继续存在的根基。

4  可行性分析

现阶段看造纸产业园大多是依托各类经开区、科技

园、工业园而存在的，产业园内大多仅有一家核心纸企及

少数几家上下游的小企业，并没有真正形成造纸产业园。

这些所谓的造纸产业园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工厂的概念。

按照近些年我国消费纸和纸板的量以及未来发展

的角度来看，拥有一个或者几个大规模的造纸产业园是

十分有必要的。笔者从下面几个原因予以可行性分析：

一是中国是纸和纸板及其附属品消费大国，现有的

生产体系虽能满足中国的各类用纸消费，但一些特种功

能纸很多还是依靠国外进口，这与中国的纸品消费大国

地位不符，大型造纸产业园可以集中吸引国内主要的纸

企包括设备商、生产商和快消商等入驻，以满足不断增

长的消费需求；二是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需要，造纸产

业绿色改造被定为国家战略，小型化分布零散的产业园

或者纸企会给国家带来较大的整治压力和成本，大型

造纸产业园明确的环保标准、完善的设施以及园区规划

可解决上述问题；三是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

展，很多地区建立了各类产业园，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便

是曾经的成功代表，集中专业的产出可以最大限度地为

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四是人才就业的需要，造纸产业是

资金、资源、人才密集型的产业，纸企可以解决很大一

部分人才的就业，稳定就业就能稳住发展的基本层面，

也能为技术、装备以及以后的革新带来可能；五是未来

发展的需要，传统的单一化发展模式不再适合现阶段的

发展体系，多元化、集成化的发展模式才是未来的发展

趋势，大型造纸产业园就可应对未来发展的需要。

未来的造纸产业园将是一个集工业生产、商务、保

险和金融服务为一体的大型产业园，同时配套商业综

合体、医院、养老院、中小学甚至大学以及宜居的产城

融合的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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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打浆装置、系统及打浆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2482073 A

发明人：曾劲松　陈克复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目前，制浆造纸过程的打浆方法很多，包

括低浓打浆(浓度为2%～6%)、中浓打浆(浓度为

8%～20%)和高浓打浆(20%～35%)。常用打浆机有

槽式打浆机和PFI磨（立式打浆机），槽式打浆机

属于低浓打浆，通常打浆时间为90min的时候，打

浆度可以达到88°SR左右；PFI磨为中浓打浆，当

打浆时间为12 min后，打浆度可以达到69°SR，

随着时间推移，打浆度也达不到90°SR以上。另

外，低浓打浆的设备还有圆柱形磨浆机、锥形磨浆

机和盘磨机，而中高浓打浆设备主要有中高浓盘

磨机和圆柱高浓打浆机。打浆设备的功用是使纸

浆经打浆处理后，纤维具有良好的柔软性和可塑

性以及细纤维化。最普遍使用的打浆方法是利用

金属齿牙之水力碾压作用。

现有的打浆装置无法实现在短时间内使打浆

度达到90°SR以上。另外，现有的打浆装置在制

浆造纸过程中无法保留原纤维的形态，纤维在制

备过程中从径向（直径）和轴向（长度）两个维度

不可控地变小，即无法保留轴向长度的同时细化

纤维，尤其无法获得长径比较高且独立的微纳米

纤维素材料。

提供一种打浆装置、系统及方法。该装置在短

时间内可以使打浆度达到90°SR以上，并且获得

高长径比的微纳米纤维；该系统能够实现打浆过

程的连续性和产业化；该方法能够获得高长径比

的微纳米纤维。

如图1所示，该种打浆装置包括电机、电机支

架、旋转轴、筒体、筒体支架以及刀片。电机固定在

电机支架上，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旋转轴

连接。电机为能够高速连续稳定运转、转速达到

8000 r/min以上的高速电机。电机带动旋转轴转

动，旋转轴的扭矩达到1.0 N·m以上。

筒体采用壁厚为2.5 mm以上的不锈钢板制

造，为了避免高转速过程产生较大的热量，也为了

降低噪音，筒体壁外面设有夹套，夹套中有循环冷

却水。筒体直径为100～300 mm，高度在1.5 m以

下。筒体的顶部通过螺栓连接传动端轴承座，传动

端轴承座顶部通过螺栓连接传动端轴承盖；传动

端轴承座、传动端轴承盖的中部都设有通孔；在通

孔内从上自下依次安装第一轴承套、第一轴承以

及第二轴承套。旋转轴的上端通过第一轴承套、传

动端轴承座以及第二轴承套进行定位。筒体的底

部通过螺栓从上自下依次连接非传动端轴承座、

非传动端轴承压盖；非传动端轴承座内设有通孔，

通孔内安装第二轴承；第二轴承的顶部设有第三

轴承套。旋转轴的下端通过第三轴承套、非传动端

专利技术

图1  打浆装置的结构

1—电机  2—电机支架  3—联轴器  4—传动端轴承盖  5—第一轴
承套  6—第一轴承  7—传动端轴承座  8—第二轴承套  9—旋转
轴  10—筒体  11—第三轴承套  12—非传动端轴承座  13—非传
动端轴承盖  14—筒体支架  15—刀片  16—浆液出口  17—浆液进

口  25—第二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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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座以及非传动端轴承压盖进行定位。

旋转轴上设有两组或多组刀片，并伸入筒体

内。刀片水平安装，其刀刃和刀尖都在水平面上。

刀片的材料为高速钢、硬质合金等刀具材料，刀尖

和刀刃的厚度为0.1～0.3 mm，多组刀片之间分隔

40 mm以上的距离进行排列。刀片的厚度太大，起

不到挑丝的作用；厚度太小，刀片的强度不够。筒

体安装在筒体支架上，筒体内壁面上设有2～8根档

条 (见图2) ，档条与筒体内壁面平行，档条与刀尖

之间的距离为5～10 mm，刀尖与档条之间形成狭

窄流道。刀片高速旋转时，天然纤维悬浮液在狭窄

流道中形成高速剪切流，此时刀尖对天然纤维从

轴向（即长度方向）或者与轴向有一定倾角，进行

切入、挑丝和细化，即得到微纳米纤维素。为了方

便多个打浆装置进行连接，筒体上端设有浆液出

口，下端设有浆液进口。

如图3所示，打浆装置的工作原理：纤维是由

多重原纤组成，按其尺度大小和堆砌顺序包括基

原纤、微原纤、原纤、大原纤和纤维。刀片高速旋转

过程中，锋利刀片尖端与筒体内的档条之间构成狭

窄流道，造成整体流场处于剧烈湍动中。纤维进入

狭窄流道中，由于刀片是水平安装的，其刀刃和刀

尖都在水平面上。档条和刀尖之间的空间进一步

限制了纤维的运动，因此纤维很少呈现水平状态，

大部分是斜的和竖直状状态，这给刀片从轴向或

者与轴向有一定倾角切入形成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刀片与纤维的瞬间碰撞可以击破纤维细胞壁的P层

和S1层，多频率的瞬间碰撞使纤维的S2层不断重复

细化过程，刀片有时会从纤维的顶部、有时会从纤

维的底部、有时会从纤维的中部切入，从而使原纤

从纤维进行部分分离，经过一层层的剥离，聚集态

从大原纤（直径微米级）逐渐过渡到原纤（直径几

百纳米），直到微原纤（直径几十纳米）最终达到

纤维细化的目的。使用该打浆装置，能够在短时间

图2  筒体内涡流形成示意

15—刀片  18—档条  19—刀尖与档条之间的狭窄流道  20—纤维  
21—速度矢量  22—旋涡  26—破涡流小口

图4  打浆系统的示意

23—离心泵  24—打浆装置  27—稳流罐

图3  打浆原理

表1  不同打浆装置打浆对比

打浆时间/min

打浆度/°SR

打浆机
槽式

打浆机

90

88

15

98

该打浆设备（转速

达20，000r/min）

60

70

PFI磨（转速达

20，0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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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打浆度达到98°SR，表1是几种打浆装置打浆

时间的对比。

如图2所示，当只有底部一组刀片的时候，由

于电机的高速转动，筒体中心会产生比较大的漩

涡，速度矢量反映了浆液的流动情况；当将刀片加

到两组或更多组，并且在刀片的叶片中心设置破涡

流小口以后，部分浆液将从叶片中心孔流出，使漩

涡缩小，可使向上布置的下一组刀片进行剥离和挑

丝，而不会让向上布置的刀片出现在漩涡中进行空

转。这样一组带破涡流小口的刀片在高速转动的

过程中，可对纤维实现连续的一层层的剥离和挑

丝。

可使用该打浆装置构建打浆系统，实现打浆

的连续性和工业化。打浆系统包括离心泵、稳流罐

以及多个打浆装置。如图4所示，采用六个打浆装

置分为两组并联，每组三个打浆装置串联。每组前

端打浆装置的浆液进口通过管道与离心泵的输出

端连接，每组后端打浆装置的浆液出口通过管道

与稳流罐连接，稳流罐的出口通过管道与离心泵

的输入端连接。如果浆液满足要求即可排放，如果

不能满足要求就返回到离心泵的输入端，进行下

一轮的循环。打浆装置筒体内的浆液在离心泵的

输送下一边进行高剪切运动，一边进行连续流动，

浆液在筒体的停留时间按照离心泵的压头和流量

来确定。通过电机控制旋转轴的转速，利用不同

转速和浆液在筒体中的停留时间，实现不同的打

浆度。离心泵的流量为50 m3/h，压头20 m。纸浆

大约在每台打浆设备停留5s左右。如果浆液出口

纸浆的打浆度不合适，可以返回到离心泵进行处

理。

打浆的方法及步骤：（1）对天然植物纤维进行

润胀处理，配制成天然纤维悬浮液，天然纤维悬

浮液的浓度为0.01%～3%wt。润胀处理可以采用

热水浸泡的方法，热水浸泡的条件为在40～90℃

下浸泡2～12 h。（2）将天然纤维悬浮液倒入打浆

装置的筒体内，开启电机使旋转轴高速旋转，使天

然纤维悬浮液在刀尖与档条所形成的狭窄流道中

形成高速剪切流。（3）刀尖对天然纤维从轴向或者

与轴向有一定倾角，进行切入、挑丝和细化，完成

打浆过程。

提 供 一 种 阔 叶 木 纤 维 ，纤 维 长 度 为

0.5～1.3 mm，宽度为15～40 μm。将阔叶木纸浆

（纤维扫描电镜图如图5所示）在50℃的热水中浸

泡8h，然后配置成浓度为1％wt的纤维悬浮液，倒

入打浆装置中；开启电机使其高速旋转，刀尖的转

速在10,000 r/min，对纤维悬浮液进行25 min的

图5  纤维的扫描电镜 图6  细化的微纳米纤维素直径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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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浆处理，从而得到细化的微纳米纤维素。其中原

纤维、带有纤维丝的分叉纤维、独立的纤维丝的电

镜扫描图如图5所示。图6对细化的微纳米纤维素

的直径分布进行了统计，可以看出细化纤维素的长

度为0.15～1.1 mm。图7对细化的微纳米纤维素

的长度分布进行了统计，直径为20～950 nm。从而

可以说明，采用该打浆装置进行打浆，可以有效获

得高长径比的微纳米纤维。

技术优点和有益效果：

（1）该打浆装置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打浆理

念，既没有金属的齿牙和磨盘的齿纹，也没有利用

金属齿牙之水力碾压作用，而是采用刀片高速旋转

时，天然纤维悬浮液在狭窄流道中形成高速剪切

流，此时刀尖对天然纤维从轴向（即长度方向）或

者与轴向有一定倾角，进行切入、挑丝和细化，即

得到微纳米纤维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使打

浆度达到98°SR。

（2）该打浆系统利用泵的输运和打浆装置

的串并联方式，实现了打浆过程的连续性和产业

化。

（3）该打浆装置在叶片上设有破涡流小口，可

以有效缩小旋涡，避免刀片在旋涡中进行空转，提

高纤维剥离和挑丝效率。

避免固体沉淀影响碎浆效果的碎浆
机高度调节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482068 A

发明人：王欢

申请人：厦门杉空化工有限公司

现有的碎浆机大多通过刀盘的转动对纸浆中

的固体物进行碎浆处理，这种传统的碎浆方式很

容易使纸浆粉碎不完全，纤维成品低，打浆效果

差，打浆不均匀，同时大大降低碎浆机的工作效

率；无法根据纸浆的高度进行刀盘的调节，使刀盘

底部和顶部与纸浆之间的距离不同，可能存在纸

浆的涡流，使底部中间位置的纸浆沉淀无法进行

碎浆处理。

提供一种避免固体沉淀影响碎浆效果的碎浆

机高度调节装置，具备粉碎效果好、打浆均匀、工

作效率高、减少涡流产生的优点，解决了粉碎效果

图1  碎浆机高度调节装置各结构连接

1—桶体  2—进料管道  3—支撑腿  4—出料管道  5—传送齿条  
6—安装架  7—电机  8—固定杆  9—调节齿轮  10—伸缩螺杆  
11—转轴  12—刀盘  13—固定齿条  14—滑杆  15—滑块  16—连
杆  17—悬浮球  18—驱动齿轮  19—弹簧  20—限位块  21—滑

轮  22—皮带

图7  细化的微纳米纤维素长度的分布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6
第42卷第14期 2021年7月



差、打浆不均匀、工作效率低、容易产生涡流的问

题。

如图1所示，该种避免固体沉淀影响碎浆效果

的碎浆机高度调节装置包括桶体、伸缩螺杆、转轴

和出料管道，后三者的轴心位于同一直线上，并且

位于桶体内部的中间位置。桶体的顶部固定安装

进料管道，桶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支撑腿，桶体的底

部固定安装出料管道。桶体的内壁转动连接传送

齿条，传送齿条共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对称分

布于桶体两侧的桶壁内部，并且传送齿条运动方向

自桶体底部向顶部。桶体内部的顶端固定安装安

装架，安装架的顶部固定安装电机，安装架的底部

固定安装固定杆，固定杆远离安装架的一端转动

连接调节齿轮，安装架靠近调节齿轮的一侧固定

安装伸缩螺杆，伸缩螺杆的内部转动连接转轴。调

节齿轮共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分布于伸缩螺杆

的左右两侧，并且与伸缩螺杆相适配，伸缩螺杆内

部插接转轴，转轴与电机相连接，转轴的外侧固定

安装刀盘。

桶体内壁的内部固定安装固定齿条、滑杆，滑

杆的外侧滑动连接滑块，滑块靠近桶体内部的一

侧固定安装连杆，连杆远离滑块的一端固定安装

悬浮球。固定齿条、滑杆、滑块、连杆和悬浮球均

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对称分布于桶体两侧内壁

的内部，其中固定齿条固定安装在远离桶体的一

侧，滑杆上端与桶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限位块固

定连接，滑块套接在滑杆的外侧与滑杆滑动连接，

连杆与滑块靠近桶体内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悬浮

球与连杆位于桶体内部的一端固定连接。通过纸

浆在桶体内的高度，自动调节刀盘的高度，避免了

刀盘距离底部或顶部的距离较远造成的纸浆碎浆

效果不佳，极大地提高了打浆的质量，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碎浆机的工作效率，同时避免了固体物在

底部的沉淀，进一步提高了碎浆机的打浆效果以

及工作效率，并且减少了桶体内部涡流的产生。与

现有的设备相比，更加经济实用。

滑块的正面转动连接驱动齿轮，滑块的底端

固定安装弹簧，滑杆的底端固定安装限位块，限位

块远离滑杆的一侧固定安装滑轮。驱动齿轮、弹

簧、限位块和滑轮均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对称

分布于桶体两侧内壁的内部，其中驱动齿轮转动

连接于滑块的正面，与固定齿条相互啮合，弹簧套

接在滑杆的外侧，一端与滑块底部固定连接，另一

端与限位块固定连接，滑轮的外侧滑动连接皮带。

皮带共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对称分布于桶体内

部的两侧，分别与调节齿轮、驱动齿轮的正面以及

滑轮外侧滑动连接。

工作原理：在使用时，纸浆通过进料管道进入

桶体内，当纸浆加到一定高度时，与悬浮球相互接

触，继续加入，悬浮球将随液面的升高而升高，由

于悬浮球靠近桶体内壁的一侧固定安装连杆，连

杆与滑块固定连接，并且滑块与桶体内部的滑杆

滑动连接，即悬浮球随液面升高的同时带动滑块

在滑杆外侧同步向上运动，而滑块正面转动连接

驱动齿轮，桶体内壁靠近驱动齿轮的一侧固定安

装固定齿条，并且驱动齿轮与固定齿条相互啮合，

此时滑块向上运动带动驱动齿轮同步向上运动，

从而在固定齿条的作用下使驱动齿轮在向上运动

的同时转动，同时驱动齿轮的正面滑动连接皮带，

驱动齿轮转动带动皮带与驱动齿轮同步转动。

由于皮带另外与限位块底部的滑轮以及调节

齿轮滑动连接，即皮带的转动带动滑轮以及调节

齿轮同步转动，并且在滑轮的作用下使皮带始终处

于张紧状态；由于两个调节齿轮之间固定安装伸

缩螺杆，并且伸缩螺杆外侧的螺纹与调节齿轮相

适配，即调节齿轮转动带动伸缩螺杆向内收缩，由

于转轴与伸缩螺杆转动连接，转轴外侧固定安装

刀盘，并且转轴与电机固定连接，即转轴在转动的

同时，在伸缩螺杆的作用下向上运动，以使刀盘在

桶体内纸浆的最佳位置进行工作；同时由于桶体

两侧的内壁转动连接传送齿条，并且传送齿条的

运动方向由桶体底部向上方运动，以此将底部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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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沉淀物向上运输，进行粉碎，极大地提高了粉碎

的效果和碎浆机的工作效率；粉碎完成后，将纸浆

通过出料管道排出即可。

综上所述，该避免固体沉淀影响碎浆效果的

碎浆机高度调节装置，通过纸浆在桶体内的高度，

自动调节刀盘的高度，避免了刀盘距离底部或顶部

的距离较远造成的纸浆碎浆效果不佳，极大地提

高了打浆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碎浆机的工

作效率，同时避免了固体物在底部的沉淀，进一步

提高了碎浆机的打浆效果以及工作效率，并且减少

了桶体内部涡流的产生。与现有的设备相比，更加

经济实用。

可根据浆料含渣量自动排渣的高浓
除渣器排渣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482075 A

发明人：阮勇华

申请人：温州复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高浓除渣器是用来在较高浓度下除去纸浆中

比重较大的金属、沙子等各种重杂质，以获得高质

量浆料的一种理想设备，也是废纸制浆净化的必

备设备，主要利用纤维与杂质比重的不同来分离杂

质，重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向器壁，在重力作

用下渐渐向锥底运行。现有的排渣方式分两种，一

种是自动排渣，大多通过传感器等设备，相对来说

成本较高；另一种是手动排渣，需要经常在设备运

行中观察沉渣的堆积高度，操作极为不便，并且在

排渣时需要将设备关闭，影响设备工作效率。因此

提出了一种可根据浆料含渣量自动排渣的高浓除

渣器排渣装置。

图1  高浓除渣器自动排渣装置各结构连接

1—壳体  2—锥形胆  3—排料口  4—排料机构  5—支撑腿  6—
铰接块  7—摆杆  8—滑轮  9—安装座  10—偏心凸轮  11—复位

弹簧  12—接触开关  13—支撑弹簧

图2  排料机构各结构连接及运动轨迹

14—阀体  15—进料管道  16—连接口  17—出料管道  18—阀芯  
19—连杆  20—回程弹簧  21—固定块  22—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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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图2所示，该种可根据浆料含渣量自动

排渣的高浓除渣器排渣装置，壳体的内部固定安

装锥形胆，壳体的底部开设排料口，壳体靠近排料

口的一侧固定安装排料机构，锥形胆上方为锥底，

下方为锥头，并且锥头的尺寸与排料口的尺寸相适

配，排料口远离壳体的一侧与排料机构固定连接，

壳体的底端固定安装支撑腿，壳体的内壁固定安

装铰接块，铰接块远离壳体的一端铰接摆杆，摆杆

的正面转动连接滑轮。铰接块、摆杆和滑轮均设

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对称分布于壳体内壁的两

侧。

壳体靠近摆杆的一侧固定安装安装座，安装

座的正面转动连接偏心凸轮，偏心凸轮靠近壳体

的一侧固定安装复位弹簧。安装座、偏心凸轮和复

位弹簧均设置有两个且相同，对称分布于壳体内壁

的两侧，其中偏心凸轮与滑轮滑动连接，复位弹簧

一端与偏心凸轮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壳体固定连

接，壳体靠近偏心凸轮的一侧固定安装接触开关，

摆杆靠近壳体的一侧固定安装支撑弹簧。接触开

关和支撑弹簧均设置有两个且规格相同，其中接

触开关与壳体靠近偏心凸轮的一侧固定连接，并

且与电磁铁和电源电连接，支撑弹簧一端与壳体固

定连接，另一端与摆杆固定连接。当除渣器内部沉

渣堆积到一定高度时，自动开启排料口进行排料，

在节省成本的同时，实现了除渣器的自动排渣，无

需人工进行观察，操作简单，并且排渣过程中无需

关闭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

同时减少了由于人工排渣存在的安全隐患。与现有

的设备相比，更加经济实用。

排料机构的阀体内部开设进料管道，阀体的

内部开设连接口，阀体靠近连接口的一侧开设出

料管道，连接口靠近进料管道的一侧活动连接阀

芯，进料管道和出料管道均与连接口相连接，其中

阀芯位于进料管道的内部，并且阀芯的尺寸稍大

于连接口的尺寸，阀芯靠近出料管道的一侧固定安

装连杆，连杆远离阀芯的一端固定安装回程弹簧，

回程弹簧远离连杆的一端固定安装固定块，固定

块的内部固定安装电磁铁。连杆为磁性材质，磁极

显N极，电磁铁通电磁极显N极。

工作原理：排渣器在工作过程中，随着渣料的

不断沉降，壳体底部的沉渣堆积高度不断上升，当

沉渣高度上升至摆杆位置时，由于沉渣和纤维的

比重不同，沉渣所受的离心力较大，此时在沉渣的

作用下，摆杆受到的压力增大，沉渣继续上升。摆

杆受到的压力增大会推动摆杆向壳体一侧转动，

从而带动偏心凸轮向壳体一侧转动。由于壳体靠

近偏心凸轮一侧固定安装接触开关，当沉渣到达

一定高度时，会带动偏心凸轮与接触开关相互接

触。

由于接触开关与电磁铁电连接，此时电磁铁

通电，电磁铁磁极显N极；由于排料机构内进料管

道与出料管道均与连接口连接，而阀芯位于进料

管道内与连接口相适配，并且靠近出料管道的一

侧与连杆固定连接，连杆为磁性材质，且磁极显N

极。即此时连杆与电磁铁之间产生排斥力，从而推

动连杆向进料管道一侧运动，从而使阀芯与连接

口脱离，此时进料管道与出料管道相通，以此进行

除渣器的自动排渣。当排渣结束后，电磁铁断电，

连杆和阀芯在回程弹簧的作用下重新与连接口相

接触，从而停止沉渣的排放。

纤维转移古籍加固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501948 A

发明人：任继鹏　韩文佳　刘景君　蔡文青

申请人：山东纳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现行的古籍加固保存方式，多为装裱加固、丝

网加固、Parylene真空镀膜等方式。其中，装裱为

传统的古籍修复技艺，用纸覆托于古籍书画背面，

用浆糊固定，再用绫、绢、纸等镶边，然后安装轴

杆成版面；丝网加固用单根蚕丝织成，丝网上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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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使用时用电熨斗熨烫，使之与纸张粘连；

Parylene用独特的真空气相沉积工艺制备，由活

性小分子在基材表面“生长”出完全敷形的聚合物

薄膜涂层，能涂敷到纸张的表面及裂缝中。

装裱加固仅适用于单面的古籍字画，且须使用

浆糊，但浆糊会吸引虫子、微生物等，导致虫咬、发

霉等问题；丝网加固是为了解决两面有文字脆弱纸

质文物加固问题，使用热熔胶使丝网与纸张粘连，

热熔胶需电熨斗熨烫，高温会对古籍纸张造成二

次损伤；Parylene是一种新型敷形涂层材料，它是

一种对二甲苯的聚合物，但其成本较高，不适用于

大量古籍的加固保护。

提供一种纤维转移古籍加固装置，是用于实

施涂覆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形成保护膜的方法修

复古籍的一种装置，能够避免高温对古籍纸张造

成的破坏，并且装置和耗材成本较低，适用于大量

古籍的加固保护。

如图1、图2、图3所示，该种纤维转移古籍加

固装置包括料槽、上料辊、转移辊、钢丝刮棒、刮

棒顶针、固定架、底板、伺服电机、同步传动带、滑

轨、真空泵、触摸中控屏和底座。其具体的连接关

系为：底座之上设有滑轨，底座还安装触摸中控

屏，固定架通过同步传动带滑动连接滑轨，上料

辊、转移辊和钢丝刮棒均可旋转地连接于固定架，

刮棒还抵接刮棒顶针，上料辊的底部设有料槽，上

料辊和滑轨之间设有底板，底板透气，底板还连

通真空泵；上料辊、转移辊、钢丝刮棒的相对位置

为：上料辊与转移辊圆心处于同一水平线，转移辊

位于上料辊左侧，钢丝刮棒位于上料辊右上侧。

上料辊从料槽中获取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

然后上料辊将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运输给转移

辊，转移辊再将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铺设在位于

底板之上的古籍页面上，同步传动带带动转移辊

往复运动，从而转移辊能覆盖整个页面；承载页面

的底板连通作为负压源的真空泵，负压源启动后，

有利于古籍纸张的干燥。

料槽为中空半圆柱形状，半径略大于上料辊的

厚度，容量为300～500mL，用于盛放古籍增强加

固纤维液，料槽的后端连接有透明软管，透明软管

向上方方位弯曲。由连通器原理可知，透明管中的

液位与料槽中的液位相同，因此透明管可实时显

示料槽内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的剩余量。料槽下

方有固定卡扣，固定卡扣连接固定架，可固定在上

料辊下方10～20mm处。

加固书籍纤维的方法是将古籍增强加固纤维

液涂布在纸质档案表面，形成一层膜，起到加固作

用。对保护剂的要求是：对纸张无损害；是无色透

图1  纤维转移古籍加固装置的整体结构

1—转移辊  2—上料辊  3—钢丝刮棒  4—固定架  5—刮棒顶针  
6—料槽  7—底板  8—滑轨  9—触摸中控屏

图2  底板

图3  同步传动带

8—滑轨  10—同步传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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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液体，不易变色；形成不透水的薄膜，成分包括

乙基纤维素、氟树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料槽呈长方体盒状，且其宽度略大于上料辊的

厚度，以便于容纳上料辊在其中的获取古籍增强

加固纤维液。料槽的形状只要满足料槽的使用需

求即可，料槽需要满足的使用需求包括盛放古籍

增强加固纤维液，以及能够安装在上料辊下方。

上料辊呈圆柱体，表面为亲水性橡胶；上料辊

两端面具有的突起，两端面的突起连接轴承，轴

承通过卡槽固定于固定架上。

亲水性橡胶是一种功能性命名，例如硅橡胶、

乙丙橡胶等。由于使用的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为

液体，亲水性橡胶能够挂住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

并且由于亲水橡胶的特性，其表面形成的液膜厚

度均一。

上料辊的下半部分放置于料槽内，便于将古籍

增强加固纤维液涂覆到上料辊的表面。

上料辊获取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的方式为蘸

取，需要保证上料辊的最底端位置能够浸没于液

面以下的位置，因此对料槽进行及时地观察是必

要的。在料槽的一端设置用于观察液位的管道，便

于随时观察料槽的液位，当液位过低以至于不能

保证上料辊的最底端位置浸没于液面以下时，及

时添加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

还可以设置自动添加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的

装置，可以在料槽内设置液位计，将上料辊的最底

端位置浸没于液面时液面的高度设置为最低液位

值，并自定设置最高液位值，并使用泵体连通料槽

和盛装有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的容器，液位计和

泵体均连接一控制器。当控制器检测到液位计反

馈的液位信号低于最低液位值时，控制器控制泵

体启动，向料槽中泵入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当控

制器检测到液位计反馈的液位信号达到最高液位

值时，控制器控制泵体关闭。

转移辊为圆柱体，表面为亲水性橡胶；转移辊

两端面具有突起，两端面的突起设有轴承，轴承通

过卡槽固定于固定架上，转移辊的旋转轴与上料

辊的旋转轴处于同一水平线，且表面与上料辊相

切，半径大于上料辊，底部直接接触底板。

相切设置的上料辊和转移辊能够协同作用，

涂覆在上料辊上的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又会被

转移辊获取一部分。由于上料辊和转移辊采用的

均是同一种亲水橡胶，因此上料辊表面的古籍增

强加固纤维液在转移至转移辊时，不会发生全部

转移的现象，而只会部分转移，这又减少了古籍增

强加固纤维液在转移辊上形成液膜的厚度，从而

减小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最终形成膜的厚度。

钢丝刮棒表面缠绕有一条钢丝，位于上料辊侧

上方，以控制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在上料辊的上

料量；钢丝刮棒两端连接轴承，通过卡槽固定在固

定架上；钢丝刮棒可更换不同规格，控制纤维转移

量的多少。

使用钢丝刮棒又称迈耶棒，是一种刮除多余

的涂层溶液并控制涂层厚度的装置，包括一根不

锈钢杆，用不锈钢丝紧紧缠绕，经过迈耶棒刮涂后

的涂层厚度由用于卷绕辊的金属丝的直径控制，

约为金属丝直径的0.1倍。棒材有多种线材可供选

择，以提供一系列不同涂层厚度。

还可以使用其他刮除多余的涂层溶液并控制

涂层厚度的装置，例如可以调整刀刃距离的刀片。

还包括作为控制器的工控机，用于控制各个

运动部件，工控机通信连接伺服电机、真空泵和触

摸中控屏。

刮棒顶针可将钢丝刮棒紧贴于上料辊侧上方，

刮棒顶针连接一直线动力源，直线动力源的固定

端固定连接于支架，同时直线动力源还通信连接

于工控机，移动端连接刮棒顶针，刮棒顶针的前端

抵接钢丝刮棒；钢丝刮棒的两端与轴承之间、轴承

与固定架之间至少有一处是间隙配合。

固定架采用合金结构，质地轻盈而坚固，上方

固定有料槽、上料辊、转移辊、钢丝刮棒，下方通

过滚轮固定于滑轨上，并与同步传送带相连。

底板设有透气孔，透气孔的排列方式为矩形

阵列；底板连通真空泵，可进行真空负压抽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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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内部有加热丝，可进行升温；底板连接有温度控

制系统，可通过工控机调节底板温度。

底板内部中空，透气孔为底板中空部分与顶

板顶面之间开设的孔，底板的中空部分还安装有

加热丝，加热丝连接电源，加热丝与电源之间设有

开关，开关连接工控机，底板的中空部分连通真空

泵。底板还安装有温度传感器以监测底板温度，

温度传感器连接工控机，工控机、温度传感器和开

关共同构成温度控制系统。

同步传动带为环形带，内侧呈齿条状，同步传

动带内侧啮合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主动齿轮连

接伺服电机，使传送带可平稳转动；传动带与固定

架相连，可带动固定架沿着滑轨移动。

固定架的底端与滑轨配合，并能够沿滑轨移

动；滑轨为两条平行轨道，通过滚轮与固定架相

连，作用为控制固定架的方向。

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均转动连接于底座，可

以是通过杆件连接底座，也可以是通过支架连接

底座，保证同步传动带悬空自由运动即可。

工控机可通过控制伺服电机进而控制主动齿

轮转动的速度和角度，进而控制同步传动带的转

动速度和角度。

真空泵通过气管与底板相连，工控机控制真空

泵的开关及功率，进而控制真空负压抽吸的启停

与抽气量的大小。

运行时，通过触摸中控屏可以给工控机下达指

令，从而控制伺服电机转子的转动角度及速度，从

而控制同步传动带的转动距离及速度；因为同步

传动带与固定架相连，所以可控制固定架的移动

距离及速度；转移辊通过轴承、卡槽连接在固定架

上，且底部与底板相切，转移辊由于自身重力有相

对于底板向下的作用力，转移辊与底板间有摩擦

力，固定架移动，带动转移辊移动，由于重力、摩擦

力及轴承的作用，转移辊会转动；转移辊与上料辊

相切，且两者之间有摩擦力，转移辊转动，带动上

料辊转动；上料辊下方料槽内有古籍增强加固纤

维液，随着上料辊转动，会涂覆至上料辊表面；钢

丝刮棒位于上料辊侧上方，控制上料辊上古籍增强

加固纤维液成膜的厚度；随着转移辊、上料辊的

转动接触，上料辊上形成的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

膜会有一半转移至转移辊上；随着转移辊的转动，

表面的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会转移至底板上放置

的古籍纸张上，完成纤维转移过程。

通过触摸中控屏可以给工控机下达指令，控制

真空泵的启停及功率，可控制底板上真空负压的开

关与大小；调节底板的温度，控制在60℃以下，避

免高温对古籍的二次损伤。

实施步骤：（1）将200～400mL古籍增强加固

纤维液添加至料槽内，将料槽放置在固定架上并

固定；（2）将钢丝刮棒放置于卡槽中，打开刮棒顶

针开关，顶针紧压钢丝刮棒使其紧贴于上料辊2上；

（3）通过触摸中控屏设置辊移动速度、移动距离、

底板温度、真空量、加热时间；（4）待底板上升至

30～60℃，将古籍纸张放置于底板上，电机触摸中

控屏上的“开始”按钮，真空抽吸开启，固定架带

动转移辊、上料辊转动，开始纤维转移过程；（5）

纤维转移完成后，底板会保持恒温且真空抽吸不

关闭，静置一段时间后，古籍纸张干燥完成，完成

处理。

有益效果：

（1）纤维转移古籍加固装置是用于实施涂覆

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形成保护膜的方法修复古籍

的一种装置，直接涂覆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在较

低的温度下即可凝固并形成保护膜，能够避免高

温对古籍纸张造成的破坏，并且装置和耗材成本

较低，适用于大量古籍的加固保护。

（2）相切设置的上料辊和转移辊能够协同作

用，涂覆在上料辊上的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会被

转移辊获取一部分，由于上料辊和转移辊采用的

均是同一种亲水橡胶，因此上料辊表面的古籍增

强加固纤维液在转移至转移辊时，不会发生全部

转移的现象，而只会部分转移，这减少了古籍增强

加固纤维液在转移辊上形成的液膜的厚度，从而

减小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最终形成的膜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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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底板内部中空，透气孔为底板中空部分

与顶板顶面之间开设的孔，底板的中空部分还安

装有加热丝，加热丝和透气孔协同作用，能够快速

干燥古籍页面，有利于古籍增强加固纤维液快速

成型。

滤清器用滤纸的环保支撑复合材料及
超声波复合机

申请公布号：CN 112406225 A

发明人：王建业　吴琼华　吴安波　朱政

申请人：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随着空气污染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净化滤材

开始大面积普及和应用，专用空气过滤材料向着

高精度、高容尘（长寿命）以及去除室内VOC的

方向发展。这类材料通常由支撑层（提供加工性

能）、活性炭层（去除VOC）以及颗粒去除层（通

常是熔喷无纺布）组成，绝大部分的支撑材料由

硬质无纺布（如水刺无纺布）构成，其作用仅在于

提供加工所必须的强度而不具备功能性。另外由

于硬质无纺布阻力低、抗水性好、制备过程成熟，

在空气过滤材料方面仍然大量使用，占支撑材料

市场主导地位，但该类支撑材料也存在以下不足

之处，由于硬质无纺布过滤精度高、滤速慢、空气

阻抗大，无法快速滤净大量空气，无法适用于高速

繁重的过滤工作。为解决此问题，市场上出现了复

合型的支撑材料，通过黏合剂将高、低过滤精度的

过滤材料黏连在一起，此类复合材料又出现了新

的问题：一是当环境温度升高时黏合剂的黏连作

用下降，各层过滤材料之间将会脱开形成过滤空

隙，不仅强度降低，还大大降低过滤效果；二是复

合型的支撑材料使厚度增大，空气阻抗大大增加，

过滤速率减小，影响过滤效果。

提供一种不使用黏合剂将各层过滤材料紧密

牢固地黏连在一起、自身空气阻抗小、有效提高过

滤速率和过滤效果的滤清器用滤纸的环保支撑复

合材料以及超声波复合机。

实施例1：如图1、图2所示，该种制作滤清器用

滤纸的环保支撑复合材料包括最底层的低过滤精

度的原纸、中间层的高过滤精度的熔喷膜和最外

层的保护膜层，其中原纸用到的纤维按重量份数

计算包括高密度棉短绒浆30份、聚丙烯纤维7份、

无碱玻璃纤维短切丝30份，原纸制备中用到两性

聚丙烯1.5份、改性淀粉轻质碳酸钙4份、具有250

万～300万分子量的聚氧化乙烯3份、消泡剂0.1份，

木纤维10份、椰纤维10份、竹纤维15份、麻纤维5

份；熔喷膜用到的纤维按重量份数计算包括聚丙

烯50份、聚碳酸亚丙脂30份、聚乙二醇20份、三聚

氰胺甲醛树脂45份，作为塑料助剂的PET塑料25

份；保护膜层为普通的尼龙纤维层，原纸和熔喷膜

通过超声波熔融复合形成无黏合剂的复合滤纸，

复合滤纸上设有用于提高通气度、降低空气阻抗

的离散孔。

用于复合打孔的超声波复合机机架上方设有

8台超声波发生器，每台超声波发生器的输出端都

固连着一块热压块并由热压块传递声波，机架的

下方固连有开孔纸辊，开孔纸辊的外壁上设有用

于对复合滤纸进行开孔的凸点。复合过程时，先调

节超声波发生器的发声频率为30kHz、热压块对

图1  环保支撑复合材料的纵截面

1—原纸  2—熔喷膜  3—保护膜层  4—离散孔

图2  超声波复合机的结构

1—原纸  2—熔喷膜  3—保护膜层  5—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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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滤纸的压力大小为15N、热压块的加热温度

为40℃，然后将原纸和熔喷膜叠合后通过开孔纸

辊进行固定并传输。在传输过程中，连接在超声波

发生器输出端的热压块往下移动并挤压叠合后的

纸张，热压块将超声波传输至熔喷膜上，超音波

超高频率振动的焊头在适度压力下，使熔喷膜内

的塑料助剂之间产生摩擦热而瞬间熔融并与底纸

接合，焊接强度可与本体媲美，实现高效清洁的熔

接，最终确保各层过滤材料紧密牢固地黏连在一

起，不产生过滤间隙，提高过滤效果。同时开孔纸

辊在固定传输过程中，通过外壁上的凸点对纸张

进行挤压开孔，开好的离散孔具有提高通气度、降

低空气阻抗的作用。复合后的过滤材料包括了最下

层的低过滤精度的原纸、中间层高过滤精度的熔

喷膜和最外层的原纸。原纸先对污染侧空气进行

粗过滤，过滤掉绝大部分的粉尘颗粒，熔喷膜对

污染侧空气进行二次过滤（精过滤），过滤掉甲醛

等VOC成分以及原纸未过滤掉的粉尘颗粒，并只

生成产物CO2及水分子。原纸和熔喷膜分工合作，

完善了复合过滤材料的功能，并且有效提高复合过

滤材料整体的过滤速率和过滤效果。原纸和熔喷

膜通过超声波复合机熔融复合在一起，其中不使用

任何的黏合剂，因为熔喷膜内含有塑料助剂，塑料

助剂选用PET塑料或PBT塑料。由于复合后的过

滤材料较厚，空气阻抗增加，因此为了减小空气阻

抗，提高过滤效果，采用在复合滤纸上开设离散孔

的方式，离散孔的直径为0.1μm至1cm，开孔率在

10%～50%，且贯通材料的上下表面，开孔的操作

在超声波复合的过程同时进行。通过上述操作，所

得到的复合滤纸能够做到不使用黏合剂将各层过

滤材料紧密牢固地黏连在一起，自身空气阻抗小，

有效提高过滤速率和过滤效果。

实施例2：其他内容与实施例1一致，其不同之

处为：原纸用到的纤维按重量份数计算包括高密

度棉短绒浆20份、聚丙烯纤维5份、无碱玻璃纤维

短切丝20份，原纸制备中用到两性聚丙烯1份、改

性淀粉轻质碳酸钙2份、具有250万～300万分子量

的聚氧化乙烯1份，木纤维5份、椰纤维5份、竹纤维

5份、麻纤维5份；熔喷膜用到的纤维按重量份数

计算包括聚丙烯20份、聚碳酸亚丙脂20份、聚乙二

醇10份、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5份、作为塑料助剂的

PET塑料15份。

与普通滤清器用复合材料的过滤性能测试结

果如表1。

经过测试可得，该滤清器用滤纸的环保支撑

复合材料对该混合气体的过滤效率可达到69.7%

及以上，空气阻抗可控制在138Pa以下，可过滤掉

85.3%及以上的甲醛气体，具有高效过滤、低阻

抗、净化空气的有益效果。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3  超声波复合机A部位的放大

5—机架  6—超声波发生器  7—热压块  8—开孔纸辊  9—凸点

表1  过滤性能测试结果

过滤效率/%

滤后甲醛含量/%

空气阻抗/Pa

实施例1

70.2

1.8

127

40.1

15

216

普通复合材料

69.7

2.2

138

实施例2

注：过滤效率的测试方法采用欧洲标准(EN1882-1:1998)中的最易
穿透粒径法(MPPS)，使用到的气体为0.5μm直径的粒子、15%含量
的甲醛气体和普通空气的混合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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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瑞典创新测量技术公司PulpEye为瑞典
纸企Holmen Paper提供纸浆测量技术
支持

本刊讯（P u l p E y e  消息)  近日，瑞典纸企

Holmen Paper旗下的Hallsta造纸厂收到了第五

台PulpEye公司提供的在线纸浆分析仪，这使得

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ulpEye纸浆分析仪用户。

该厂第一台PulpEye纸浆分析仪于2006年投入使

用，第五台刚刚到达工厂。

Hal ls ta造纸厂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以北约

100千米处，该工厂有两台造纸机，以热磨机械

浆为原料生产特种纸等，其优质的特种纸产品使

Holmen Paper成为一家特种纸先锋企业。所有

纸张经过生态认证，可提供显著的成本效益，旗下

的品牌主要有Holmen VIEW、Holmen TRND、

Holmen XLNT、Holmen PLUS和Holmen 

BOOK。

PulpEye公司总裁Ö jvind Sundval l表示，

Ha l l s t a造纸厂与Pu lpEye的合作有着悠久的

历史，Hal ls ta纸厂早在2006年就购买了第一台

PulpEye纸浆分析仪设备，在已有的四台分析仪

中，其中热磨机械浆工厂中安装了三台分析仪，还

有一台用于分析来自两台纸机备料的样品，即将安

装的第五台将放置于实验室中，用作工厂中所有在

线纸浆分析仪的控制台。

据统计分析，PulpEye纸浆分析仪具有以下

优势：结果测量速度快，易于使用的界面，可轻松

获取数据，维护成本低，灵活而坚固的结构，可处

理来自多个位置的在线纸浆样品以及手动取样样

品，最长可允许配置长达230米的采样管，易于添

加更多分析仪模块等。

“多年来，现有的纸浆分析仪一直为我们

提供良好的服务，但它们都即将达到使用年

限，”Hallsta造纸厂热磨机械浆和漂白生产工程

师Maria McGuinness说道：“几年前，我们也评

估了其他的分析设备，但发现PulpEye纸浆分析仪

仍然是最适合我们需求的检测设备，可以帮助我

们有效控制纸浆质量。”

在目前拥有的几台分析仪中，热磨机械浆部门

的纸浆分析仪主要用于控制磨浆机，进行磨浆质

量控制，备料系统的分析仪主要用于低浓磨浆工

艺控制，所有分析仪都配备了纤维、碎屑和CSF模

块，热磨机械浆部门的一台分析仪还特别配备了

CrillEye技术，进一步优化纸浆质量。

PulpEye是一家瑞典创新测量技术公司，专注

于制浆造纸行业的在线应用和服务，主要产品是 

PulpEye纸浆分析仪，在瑞典和加拿大设有多个

办事处。

ABB升级QCS颜色控制技术，帮助纸厂
进一步稳定纸张颜色

本刊讯（ABB 消息) 近期，ABB推出了其最新

一代色彩控制系统，其新功能可提高纸张整体质

量并实现更快的色彩匹配，使各级操作员更容易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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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着色规格。

最新一代色彩控制技术是ABB特别为其QCS 

800xA质量控制系统升级匹配的强大颜色管理工

具，可进一步优化造纸厂彩色纸板、纸张和卫生

纸产品（从白色和粉彩到深色调）的生产流程，帮

助减少所生产的纸张颜色可变性、染料使用，减少

异色废品等。

该系统充分利用了ABB独特的高性能颜色测

量技术，即市场上第一个基于LED的连续颜色测

量设备的全部功能，并将其与最快的多变量颜色

控制体系相结合，建立全面的色调属性检测体系。

它可以通过使用基于Kubelka-Munk纸张着色理

论的高级模型的控制算法更快地稳定纸张颜色。

新功能可以实现染料状态可视化、色调变化

选择和增强控制，具有增强的操作员用户界面，可

实现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少的系统延迟、改进的数

据图形交互以及面板控制状态等。

最新一代色彩控制系统专为已经使用和考虑

使用ABB高性能颜色传感器的客户而设计，对于

面临颜色管理挑战的工厂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

工具，降低了色彩管理的人工劳动。

ABB全球产品经理Carl-Magnus Tjeder表

示：“我们在色彩测量和控制能力方面的创新使工

厂受益于强大而智能的系统，该系统可在所有操

作条件下提供最佳色彩。因为它只需要对每种染

料进行一次校准，并将其集成到染料管理处理系

统中，所以它也减少了对操作员手动干预的要求，

为其他更紧迫的任务留出更多时间。”

由于具有更高的控制采样率，ABB的系统功

能可实现更高的颜色属性意识。搭配ABB最新的

色彩测量技术，可提供高信噪比的反馈控制，从而

减少反馈误差，减少控制器反馈的噪声，实现更真

实的色彩过程控制和更少的噪声影响。

福伊特为巴西纸企Paraibuna Embala-
gens新生产线提供扫描仪和传感器的
质量控制系统OnQuality

本刊讯（Vo i t h 消息) 巴西纸企Para ib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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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lagens已委托福伊特为其位于巴西Juiz de 

Fora的新纸张生产线提供其质量控制系统(QCS) 

OnQuality扫描仪和传感器。

Paraibuna是该国最大的包装纸和瓦楞纸板

制造商之一，在生产可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

解决方案方面脱颖而出，并将于2021年9月在Juiz 

de Fora启动其新的8号纸机。

“我们的QCS解决方案符合最高技术标准，

很高兴支持Paraibuna以尽可能高效和最佳生产

质量运行他们的新机器。”福伊特QCS应用工程师 

Daniel Augusto Pereira说。

OnQual ity质量控制系统将使Paraibuna能

够满足新包装纸机PM8的高纸张质量要求和运营

效率，具有智能和模块化功能的特点。OnQuality

传感器将控制和优化重要的质量参数，包括定量

和水分等。所有传感器结构紧凑、坚固耐用且采用

最先进的技术，都包含一个智能传感器和全面的

诊断功能，并提供方便的维护和系统扩展。

此外，OnQuality质量控制系统下属的5001扫

描仪将尽可能补充传感器的功能，其坚固的设计

和集成稳定的测量平台能够在造纸厂的苛刻环境

中平稳运行，高移动速度与快速信号处理相结合，

为精确地纵向和横向控制提供高分辨率画面，与

传感器互为补充，最终控制纵向和横向上的所有

相关质量参数。 

Voith OnQuality质量控制系统基于模块化

和经过验证的自动化平台ComCore，可将质量控

制系统轻松集成到客户的自动化系统中，提供清晰

的信息并轻松访问造纸商，用户友好的界面有助

于轻松优化质量参数配置文件。

作为福伊特造纸4.0产品组合的一部分，新的 

OnQuality质量控制系统4.0功能使造纸商能够与

OnCumulus云平台无缝集成，为造纸厂数字化奠

定基础。

此外，OnQua l ity质量控制系统4.0允许通

过提供多个虚拟传感器应用程序来克服物理传

感器的界限。作为质量控制系统4.0的最佳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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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伊特造纸4.0服务组合的一部分，福伊特的 

OnPerformance Lab提供专家远程咨询、审计和

故障排除，以根据质量控制系统的数据改进造纸

和质量控制流程。

拓斯克推出卫生纸机专用新一代靴压
设计——TT NextPress

本刊讯（To s c o t e c  消息)  6月初，拓斯克

（Toscotec）推出了新一代设计的靴式压榨机TT 

NextPress，具有卓越的干燥性能和节能效果，这

是其与福伊特合作研发的最新靴压产品。 

TT NextPre s s在运行速度高于2,000m/

m i n的卫生纸生产线上可实现印后干燥率超过

47%，这种干燥度可确保大幅降低能耗，明显减

少扬克缸和气罩在完成纸张干燥过程中使用的热

能。

卓越的脱水效果，提高干燥度

新的靴压设计可以增加压区宽度并增加压区

出口处的峰值压力，消除了纸张在压区出口处重新

润湿的风险，并增加了纸张干燥度，而不会影响皮

带的使用寿命。

连续压区控制，提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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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的设计，操作员现在可以在分布式控制

系统（DCS）上实时查看靴压的实际压区压力，也

可以根据理论和经验系统调节靴压系统在扬克缸

上的压力。

更高的精度：适合设备改进升级

在设备改造过程中，在旧式铸铁扬克缸上安

装靴式压榨可能会影响毛毯和皮带的使用寿命。

而新的靴压由多个独立的压区组成，总共多达14

个，其中12个位于边缘，最大限度地延长了织物的

使用寿命。

提高安全性，保护扬克缸

TT NextPress压区压力线配有一个预充氮

气的蓄压器，该蓄压器安装在皮带内部，尽可能靠

近加载活塞，可避免生产线的瞬时过载或压力突

增，消除了对扬克缸可能造成任何损坏的风险。

新的TT NextPress靴压建立在其先前版本

功能的基础上，还具有以下优势：采用液压加载系

统，确保压力均匀可靠；操作过程中灵活性强；通

过连续数字监控，以及通过液压缸驱动的套筒张

紧装置提供恒定且可调节的拉伸力，最大限度地

延长皮带使用寿命。

BTG推出第六代颗粒电荷测定仪，可
优化造纸湿部化学流程

本刊讯（B T G  消息 )  颗 粒电 荷 测定仪

（Particle Charge Detector, PCD）可提供有

关水溶液中胶体溶解物质电荷的宝贵信息。测定

仪可测量液体中的颗粒电荷信息，从而洞察不同

材料在液体中的相互作用，能够优化各种工业过

程，包括造纸中的湿部化学流程等。

近期，BTG推出了第6代颗粒电荷测定仪 

(PCD-06)，其提供了增强的功能，包括全新的紧

凑设计、更快的测量速度、更大的显示器及更简易

的操作界面，可用于需要进行流程监控和质量管

理的造纸厂，以及需要进行流程优化和客户服务的

化学品供应商等。

第一款BTG颗粒电荷测定仪于20世纪80年代

中期推出，自首次推出以来，已在全球销售了5000

多台，在造纸行业广泛使用。目前，该产品已经更

新至第六代，可提供实验室和在线两种版本。 

除了PCD颗粒电荷测定仪之外，BTG提供

的电荷测量工具还包括SZP（Zeta电位）和SPC

（PCD的在线版本）测定仪等。

WestRock推出EverGrow基于纤维的农
产品包装

本刊讯（WestRock 消息) 6月17日，美国纸企

WestRock宣布推出其EverGrow系列，以扩大其

包装产品。

WestRock已经实现了使用可持续来源的木

纤维制成产品包装系列的专有方法。WestRock 

EverGrow包装在清空和压平后可在路边回收利

用，这大大增强了该公司减少浪费并建立100%可

重复使用、可回收和可堆肥的产品组合的信心。

“WestRock的新EverGrow系列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来展现我们如何通过创新来提高产品

的可持续性，同时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可持续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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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R turbocompressor）。

解决方案

该纸厂从一开始就对用于新的高质量卫生纸

生产线的HSR涡轮压缩机技术非常感兴趣，由于

压缩空气最终会从气动装置中排出并进入工厂，

因此卫生纸生产线必须配备无油涡轮压缩机，

因此，生产线最终配备了HSR 145MR型号压缩

机。

客户收益

经过该纸厂的使用证明，该压缩机运行时非

常安静，比标准压缩机更快地适应对压缩空气的

需求，从而节省了大量能源，能耗低于标准压缩

机，从HSR冷却系统中回收的热水可重复使用，机

器可远程控制，安全性能强，空气过滤效果良好，

有效地保证了卫生纸的生产质量。

总体而言，HSR涡轮压缩机具有几下几点优

势：第一，100%无油，环保安全；第二，高效率、低

生命周期成本；第三，无磨损，因此维护成本低；

第四，实现实时监控，确保无故障运行；第五，无

振动，机器噪音低；第六，先进的液体冷却系统

可实现能量回收；第七，紧凑的封装易于安装；第

八，无齿轮、无油和无机械轴承意味着所有维护都

是清洁、高效和可预测的；最后，可提供更健康的

工作环境和更少的碳足迹。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标。”WestRock消费品包装总裁Patrick Kivits

说，“我们利用材料科学、结构设计和包装自动化

专业知识，为我们的产品客户开发了一系列真正差

异化的包装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具有功能性、

可回收性和引人注目的特点。”

WestRock几代以来一直与种植者和零售商

合作，提供高度差异化的基于纤维的瓦楞包装和

自动化解决方案。EverGrow系列是一个自然的延

伸，它的篮子、托架、小篮子和收银台经过精心设

计，便于堆叠，提高运营效率并在零售中树立了卓

越的品牌形象。

WestRock的客户Niagara Orchards and 

Vineyard Corp去年推出新的纸板产品运输车

时，就利用了这些设计功能。

Niagara Orchards and Vineyard Corp

总经理Spenser Greenfield说：“我们着手为该行

业提供100%可回收和可持续的容器，该容器易于

包装、堆叠和搬运。在WestRock的帮助下，我们

在Niagara Orchards and Vineyard Corp中，

尽力让农产品行业远离塑料。”

瑞士技术公司Sulzer涡轮压缩技术助
力意大利卫生纸企Cartiera Confalone
提高生产线能效 

本刊讯（Sulze r 消息) 意大利纸企Cartiera 

Confalone s.p.A.主要生产生活用纸，2019年，

该公司决定在意大利阿韦利诺省建造一条新的节

能卫生纸生产线。该工厂主要以原生浆为原料生

产卫生纸、工业用纸、厨房用纸和餐巾纸。

挑战

在卫生纸生产线的交钥匙工程中，压缩机并

不包含在内，由于卫生纸机的要求是配备100%无

油压缩机，以避免产品出现任何污渍，这就对空气

压缩机的选择提出了挑战。最终，该生产线采购了

瑞士流体技术公司Sulzer提供的HSR涡轮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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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zer是流体工程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专注于

各类流体的泵送、搅拌、混合、分离和应用技术，

拥有遍布全球的180个世界级生产设施和服务中

心，自1834年以来，Sulzer总部一直设在瑞士温特

图尔。2020年，实现了33亿瑞士法郎的收入。

Pulpex与巴斯夫合作，加速开发可用
于环保纸瓶材料的食品级阻隔技术

本刊讯（Pulpex 消息) 巴斯夫是全球领先的包

装行业创新材料供应商，近期，其与世界领先的可

持续包装技术公司Pulpex合作，为环保的Pulpex

纸瓶材料开发食品级阻隔技术。

Pulpex公司由风险管理公司Pilot Lite和烈

酒生产商Diageo共同创立，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

100%不含PET的纸瓶。Pulpex纸质包装材料由可

持续采购的纸浆制成，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可以实

现充分回收。

BASF包装项目经理Victoria Callaghan表

示：“我们正在帮助推动包装行业的积极创新，并

决心尽可能帮助提供可持续的包装材料，同时确

保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很高兴与Pulpex 

合作，继续为世界开发纸质包装材料辅助技术。”

Pulpex生产的纸类包装材料广泛应用于酒精

和非酒精饮料、液体食品、家庭护理、个人护理等

产品，公司还致力于在2022年底之前增加容纳热

灌装和碳酸产品的生产能力。

金伯利与RWDC合作研发可替代传统
塑料的可再生材料

本刊讯（Kimberly-Clark 消息) 为了实现其在

2030年前将化石基塑料产品的使用量减少一半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金佰利（Kimberly-Clark）宣

布与生物技术公司RWDC Industries合作，推进

消费品的可持续技术，为世界一次性塑料问题提

供急需的解决方案。

此次合作将金佰利在非织造布技术和树脂开

发方面的丰富经验与RWDC公司的创新生物聚合

物解决方案相结合，金伯利通过使用RWDC开发

的聚羟基链烷酸酯(PHA)源材料SolonTM，开发出

海洋可降解的生物质产品。据悉，SolonTM是一种生

物聚合物，可以在广泛的日常一次性消费品中替代

塑料，使用后可完全分解为水和碳，不留下任何环

境不可降解的残余。

为了实现其最近宣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金伯利将逐渐实现从传统塑料到更多可再生材

料的过渡。此外，公司正在努力在未来五年内推出

更多创新产品，满足全球对更可持续产品的需求。

RWDC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a n i e l 

Carraway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与金佰利公司

合作，并在其环保产品的未来开发中发挥重要作

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展示了行业领导者如何利

用新兴技术的敏捷性来实现真正的变革。我们将

一起证明，我们可以改变塑料废物惊人的增长轨

迹，同时保持质量并实现环境目标。”

RWDC公司使用植物油生产其特制的PHA材

料，该材料可在家庭和工业堆肥设施中实现循环

再生，防止持久性塑料在环境中的积累。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80
第42卷第14期 2021年7月



中插1



中插2



单广1



单广2



单广3



单广4



单广5



单广6



单广7



单广8



彩广13



彩广14



彩广15


















	14期封1.pdf
	14期封2.pdf
	202114期目录.pdf
	14期前插.pdf
	202114.pdf
	14期中插.pdf
	14期单广.pdf
	14期后插.pdf
	14期拉页.pdf
	14期封3.pdf
	14期封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