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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液晶玻璃基板间隔纸是液晶基板保护纸，在运输、储存液晶基

板过程中防止玻璃划伤、污染、发霉，这主要与纸张的洁净度、树脂含量、

pH值有关；使用过程中常见有上纸连张、贴片倒伏、取片报警，这主要与纸

张挺度、透气度、平滑度、表面电阻率和带电性有关。本文优选南美生长

的针叶木制成的漂白浆，具有透气度高、有吸湿透气防霉功能、树脂含量

低，采用柠檬酸溶液在表面施胶处调节pH值，此外不添加任何化学品；

所生产的液晶玻璃间隔纸主要指标以及下游用户的使用性评价，与日本

某公司产品接近，满足客户使用要求。过程中严格控制纸页水分在4.8%～

5.0%、45%湿度下的表面电阻率，是解决摩擦起静电、上纸连张的关键。

关键词：液晶玻璃基板；间隔纸；制造工艺

Abstract: LCD glass substrate spacer paper is a kind of protective paper, which 

prevents glass scratches, stain, and mildew dur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Thi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leanliness, resin content, and pH of the paper. In the 

process,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paper sticking together, paper tilting, 

and alarm of taking the glass or paper, which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stiffness, 

air permeability, smoothness, surface resistivity and static electricity of the paper. 

The bleached pulp made of softwood grown in South America is preferred, which 

has high air permeability,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mildew resistance, and low 

resin content. Citric acid solution are used to adjust the pH value at the surface 

sizing, and no chemical are added. The main indicators of the LCD spacer paper 

and the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users are close to the similar products of a Japanese 

company and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In the process,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paper at 4.8-5.0% and managing the surface resistivity 

under 45% humid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static electricity caused by friction and 

paper sticking together.

Key words: LCD glass substrate; spacer paper; manufactu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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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市售50 g/m2液晶玻璃间隔纸纤维分析

玻璃间隔纸

生产厂家

日本某公司

中国某公司

纤维平均

长度/mm

1.874

0.930

纤维配比/

%

针叶浆100

针叶浆28；桉木浆72

纤维平均

宽度/μm

26.6

17.0

LCD液晶显示屏分为TN、S T N、T F T三种，液

晶玻璃基板是制作TF T-LCD等液晶面板的基材。丁

小磊的研究指出，液晶玻璃是不含碱的硼硅玻璃，普

通玻璃含有Na等碱性金属，这些碱性金属会对T F T

的特性产生影响，不利于制造TF T基板。液晶玻璃基

板的表面和内部不能有表面的划痕、污染和气泡等缺

陷，并且尽可能防止小的异物附着。为了避免基板玻璃

在运输传送过程中有效面划伤(scratch)、污染(stain)

等表面缺陷的产生，满足长时间贮存及大批量运输的

要求，需要对玻璃基板采取保护措施。目前国内液晶

玻璃基板厂家主要是用间隔纸进行包装，国外也有用

镀膜的方法进行包装 [1]。

1  功能和要求

1.1 物理保护性

液晶玻璃之间使用玻璃间隔纸进行隔离和包装，

主要作用之一是为了防止液晶玻璃在运输和传送过程

中玻璃之间互相摩擦而产生划痕和变形，因此要求玻

璃间隔纸厚度均一、避免玻璃受力不均产生变形；不

能有硬质颗粒物划伤玻璃表面。其次是防止在储存过

程中液晶玻璃发生污染，因此要求纸张无粉尘脱落。

1.2 化学保护性

基板玻璃制造工艺主要有浮法、流孔下引法和

溢流熔融法三种，浮法制造工艺是应用最广泛、历史

最悠久的平板玻璃制造工艺。当浮法玻璃成型、退火

后，一般均采取在线包装，此时玻璃的温度约为50～

100 ℃，因此玻璃间隔纸在高温下不能析出树脂来污

染玻璃。

包装好的玻璃需经库存、运输后才到用户，时间

有时很长。如果遇到高温、高湿季节，储运又不当，成

箱玻璃会出现发霉。这是玻璃行业的行业性难题，一

方面与玻璃本身的表面特性有关，同时也与浮法玻璃

包装前采取的防霉处理措施、包装密封程度、储运条

件有密切关系。因此玻璃间隔纸还应具有辅助防霉作

用。

1.3 操作性

1.3.1 上纸操作性

丁小磊研究指出包装中包装机器人一般极为稳

定，因为机器人都是按程序来进行的，只要程序不出

错，包装机器人就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因此，包装中最

不稳定的是出纸机上纸不稳定，有时连张，造成每层

玻璃间隔多张纸；有时上纸高度过高，玻璃基板相互

接触的面就较大，在运输过程中会相互摩擦，因此会

产生一些划伤或颗粒 [1]。上纸不稳定纸张方面的原因

是静电吸附作用使两张纸粘在一起，造成上两张纸的

现象。一方面由于纸张自身带有静电，另一方面在正常

生产过程中纸张摩擦会产生静电。

1.3.2 取片操作性

玻璃基板在下游客户正常投入过程中，首先需要

拆包取片，丁小磊研究指出间隔纸倾倒会给取纸带来

麻烦，客户一般要求15 °以内；玻璃之间隔两张纸会

给客户造成取片报警，严重的会造成停机等现象 [1]。如

果玻璃黏附到一起较重,取片机器人因取不动玻璃而

报警，严重时会出现两片或多片玻璃黏附到一起流到

生产线上,一般会造成生产线停线,甚至会对下游客户

设备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玻璃黏附问题是一个非常

严重的问题。玻璃吸附与真空有关，解决玻璃和间隔

纸中间的真空问题是解决吸附的根源。毛面间隔纸装

载的玻璃基板基本不存在玻璃吸附现象；双面光间隔

纸装载的玻璃基板普遍存在玻璃吸附现象 [2]。从这个

角度出发玻璃间隔纸要有较高的透气性，并且表面要

粗糙。

2  技术现状

当前国内液晶玻璃间隔纸所用的纸浆组成，多为

针叶木浆、阔叶木浆和半化学机械浆组成；需要纸张

有较高挺度来保障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较高的透

气度和弱酸性来产生防霉抑菌效果，并通过添加纳

米纤维材料来提高挺度 [3-4]；也有将湿纸页浸渍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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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网络聚合物中，并用疏水改性聚合物涂覆于原纸表

面，通过产生疏水效果来提高防霉效率的 [5]；通过透

气孔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防水微管以及防水微管内部设

置的聚酯纤维可使间隔纸具有透气性，减少了纸体受

潮霉变的发生 [6]。刘佳文提出合适的电导率是液晶玻

璃基板保护纸的一项重要指标，这项指标是保证在使

用过程中具有良好的静电吸附效果的关键，过低则会

导致液晶玻璃基板保护纸不能够吸附在玻璃表面，而

过高则会对取纸及生产过程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
[7]。

与国内不同，日本产的液晶玻璃间隔纸，没有使用

阔叶浆和化机浆，而是全部使用针叶木浆。玻璃间隔

纸纤维分析见表1，理化指标分析见表2和表3。文中各

类指标检测方法均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进行检测。

由表1～表3可见，液晶玻璃间隔纸不施胶，不添

加任何填料，松厚度高，超低的平滑度，较高的挺度，

适当的透气度，弱酸性pH值。

国产的液晶玻璃间隔纸所用纤维原料短小、工艺

复杂、添加多种化学品，在洁净度和带有静电两个方

面尚不能完全满足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为了满足电子

玻璃间隔纸无粉尘的基本要求，大都需要二次除尘，

或者二次除静电 [8-10]。

3  工艺方案

3.1 原料选择

阔叶木浆细小纤维含量较多，纸张结合力差，很

容易从纸页上脱落，形成纸毛或纸粉。化机浆纤维挺

硬，纸张挺度较好、平滑度低，符合间隔纸的要求，但

因其含木素较多，强度较差，容易掉毛。使用效果较好

的日本液晶玻璃间隔纸，采用南美生长的南方松和花

旗松制成的针叶木浆为原料，该纸浆纤维粗大、挺度

好、平滑度低、细小纤维少、无粉尘、透气度高、树脂

含量低。

本方案选择性能优异的南方松和花旗松制成的

漂白针叶木浆，不添加阔叶浆和化机浆，可以实现低

平滑度、高挺度、高透气性、低树脂的基本功效。

3.2 辅料助剂选择

为了避免纸中的化学品和离子对玻璃表面的污染

和侵蚀，本方案只在表面施胶处添加柠檬酸调节纸张

的pH值，不添加其他化学品。

3.3 液晶玻璃间隔纸功能的实现

3.3.1 保护性功能

纸张洁净、无粉尘、无灰分及硬质杂物残留，不能

污染和划伤玻璃基板表面；纸张在高温下无胶黏物析

出、不会污染玻璃；纸张中的化学品和离子不会对玻

璃造成腐蚀；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出现液晶玻璃

基板发霉现象。

实现上述功能，主要通过不添加填料、保持抄纸

系统洁净度。此外在表面施胶使用清水和柠檬酸作为

施胶液，采用浸渍涂布的方式，在施胶辊之间保持一

定的液位，对纸张表面进行冲刷，在回流处采用筛网

过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表胶前纸页表面吸附的纸

3.30 

2.49

抗张强度(MD)/

kN.m-1

1.43

1.56

抗张强度(CD)/

kN.m-1

表2  市售50 g/m2液晶玻璃间隔纸理化指标（Ⅰ）

指标名称

日本某公司

中国某公司

厚度/

μm

88.2 

81.5 

定量/

g.m-2

51.3

51.6

松厚度/

cm3.g-1

1.72 

1.58 

47.5

201

透气度

CU

7

15

平滑度

(正面)/s

5

15

平滑度

(网面)/s

表3  市售50 g/m2液晶玻璃间隔纸理化指标（Ⅱ）

指标名称

日本某公司

中国某公司

弯曲挺度@弯矩5mm(MD）/

mN

116

124

31.9

75.9

弯曲挺度@弯矩5mm(CD)/

mN

51.8

77.0 

吸水性(Cobb 60)/

g.m-2

0.20 

0.16 

灰分

/%

6.18

6.58

pH值

(冷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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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复卷机安装纸页除尘系统

毛冲洗下来。

所采用的低树脂含量的针叶木浆，可以保证在高

温下不会有树脂析出。而抄纸过程除了表面施胶使用

柠檬酸外，不添加任何化学品，并控制所用清水中的

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含量处在较低水平，可避免纸张

中的化学品和离子对玻璃造成腐蚀。采用的针叶木浆

纤维吸湿透气性好、具有天然防霉抑菌功效，并且纸

页的pH值呈弱酸性，可实现玻璃基板不发霉的目标。

3.3.2 操作性功能

液晶玻璃间隔纸要有较好操作适应性，包括在垫

衬玻璃时纸张的上纸操作，下游加工玻璃时玻璃与纸

张的分离及取放，这些操作性能直接关系到生产中的

效率。

如前所述，上纸连张问题，主要是纸张带静电或

摩擦时产生静电，使两张纸产生静电吸附而黏附在一

起。此时需要消除静电，并能及时将摩擦产生的静电

带走。而在A字架上，玻璃基板与间隔纸要贴服，即使

稍有倾斜、角度要在15 °以内，这要求纸页有良好的

挺度，以及适当的静电吸附作用。

选用南美生长的花旗松、南方松等木材为原料制

成的针叶木浆，该浆纤维粗大，所生产的纸张具有松

厚度好、挺度高、平滑度低的特性，符合液晶玻璃间隔

纸的特性需求。另外生产中，调整纸机参数，使纤维最

大限度实现纵向排列，提高纵向挺度。

丁小磊研究指出，液晶玻璃间隔纸要保持45%左

右的稳定湿度 [1]，在40%～50%的相对湿度下，大多数

纸页平衡水分在4.86%～5.24%之间 [11],45%湿度下纸

页水分在5.0%左右，因此控制液晶玻璃间隔纸的水分

稳定在5.0%左右，可使之保持在45%左右的相对湿度

下。

以上研究指出，纸页的带电性以及摩擦后带电性

对使用性影响较大。纸页的带电性是动态的，是电荷

产生和消除的过程中在某一时刻的数值体现，这与纸

页的电阻率（电导率的倒数）关系很大，而纸页的电阻

率又与纸页的水分关系紧密。因此控制好纸页的水分

是控制好纸页电阻率的关键所在。结合前面所述，纸

页水分控制在5.0%左右，并控制纸页相对湿度在45%

时的电阻率，是解决静电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应尽

量使纸页离开纸机时保持较低的静电水平，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避免纸页吸附环境粉尘。

4  试生产

按照讨论的方案，在2680/500长网多缸纸机上

对50 g/m 2液晶玻璃间隔纸进行了试产。

4.1 备浆

首先疏解漂白针叶木浆，然后采用多台串联的

双盘磨浆机进行打浆，采用切割鳍磨片，以高打浆比

压非循环的方式进行打浆，打浆度均为33～35 °SR。

打浆后纤维平均长度2.0 5 8  m m，纤维平均宽度

31.5 μm。

配料时不添加填料和任何化学助剂。

4.2 抄纸

试产前彻底洗刷纸机系统(碎浆机、沉淀塔、冲浆

池、网案、真空系统、毛布等)，并清理干燥部，清水开

机，保证系统洁净度。

生产时车速450 m/m i n，为了增加纤维纵向排列

的数量，浆网速比设定0.95～0.98（兼顾纸页匀度状

态）。调整喷浆口开度和网案真空度，使水线在水印辊

后合适的位置，保证纤维分散均匀、无聚团，纸页匀度

良好。压榨采用复合真空压榨和水平压榨结合，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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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60 k N/m、90 k N/m、110 k N/m，烘缸温度

曲线平缓，避免强干燥引起纸面黏缸起毛。进表面施

胶时纸页水分5.0%～6.0%，表面施胶液为柠檬酸溶

液，以纸页冷抽提pH值为5.5～6.0来调节柠檬酸的

浓度，温度为常温。采用浸渍施胶压榨的方式，表面

施胶液回流量控制在30%以上，并使用150目钢丝网的

振动筛对回流液过滤，将从施胶辊上刮下或回流液中

含有的纸毛过滤干净。使用往复式高压真空干网清洗

器对各组干网进行连续清洗，将吸附在干网上的纸粉

和纸毛及时清理干净。不使用压光机，纸页保持自然

粗糙的表面。使用静电毛刷在表面卷取前彻底消除纸

页静电，并经过纸病在线监测系统和QCS系统在线监

控产品外观缺陷和质量指标。严格控制水分在4.8%～

5.0%之间。

4.3 复卷分切

设备如图1。抄纸母卷经过复卷机进行复卷和分

切。在复卷机安装除尘系统，该系统在清洁头前端有

去除静电装置，纸页首先被除去静电，然后进入清洁

头；清洁头两侧为吸气，中间吹气，通过系统发出的强

烈的气流，在纸页表面产生高频短波震荡；高频震荡

可有效破坏纸页表面的临界层，高效清除纸页表面的

灰尘和杂物。

5  产品指标及评价

5.1 理化指标比较

按照如上工艺试生产的液晶玻璃间隔纸，产品理

化指标见表4和表5。

由表4和表5可见，中试液晶玻璃间隔纸与日本某

公司的产品比较，关键指标透气度、平滑度、挺度、表

面电阻率等十分接近，其他指标也比较接近。

5.2 保护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液晶玻璃厂家评价玻璃间隔纸保护效果的方法

见表6。

5.2.2 评价结果（表7）

5.3 操作适用性评价

液晶玻璃间隔纸1 t中试产品在液晶玻璃基板厂

家包装过程中，上纸稳定，无连张现象。在下游液晶屏

厂家使用中未发生取片报警。

6  结论

6 .1 液晶玻璃间隔纸除了满足包装的保护性外，还要

符合使用操作性要求。保护性主要与纸张洁净度、表

面颗粒数、树脂含量、相关离子含量、弱酸防霉性有

关，体现在玻璃表面残留颗粒数、划痕程度、污染程

度、防霉性能等。使用操作性主要与产品带电性、导电

性、表面粗糙程度、透气性、挺度等指标相关联，主要

体现在上纸不连张、贴纸不倒伏、取片顺畅等。

6 . 2 利用南美生长针叶木浆纤维具有的高透气性、吸

湿防霉性、低树脂含量等特性，在无添加任何化学品

的情况下，生产出的液晶玻璃间隔纸，高温下无树脂析

出、无杂离子污染，满足包装液晶玻璃所需的无树脂

3.30 

3.79

抗张强度(MD)/

kN.m-1

1.43

1.88

抗张强度(CD)/

kN.m-1

表4  中试50 g/m2液晶玻璃间隔纸理化指标（Ⅰ）

指标名称

日本某公司

中试产品

厚度/

μm

88.2 

83.2 

定量/

g.m-2

51.3

49.6

松厚度/

cm3.g-1

1.72 

1.68 

47.5

53.9

透气度

CU

7

5

平滑度

(正面)/s

5

3

平滑度

(网面)/s

表5  中试50 g/m2液晶玻璃间隔纸理化指标（Ⅱ）

指标名称

日本某公司

中试产品

弯曲挺度@弯矩

5mm(MD）/mN

116

115

氯根@2%水溶液

冷抽提/mg.g-1

0.06

0.04

31.9

44.3

弯曲挺度@弯矩

5mm(CD)/mN

0.15

未检出

硫酸根@2%水溶

液冷抽提/mg.g-1

51.8

62.2

吸水性

(Cobb 60)/g.m
-2

0.20 

0.10

灰分

/%

6.18

6.13

pH值

(冷抽提)

2.2×1010

2.0×1010

表面电阻率

@45%RH/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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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3-30]

表7  评价结果

纸张

日本某公司

中试产品

缺陷数/个微粒数/

个

13

14

0

0

scratch(划伤)

0

0

stain(污染)

无

无

Mura

污染和防霉的需求；适宜的挺度、透气度、纸面粗糙

度，保障了包装不倒伏、取片顺畅的要求。

6 . 3 严格控制纸张水分在4.8%～5.0%之间，满足包

装、间隔玻璃所要求的45%的相对湿度。

6 . 4 在45%的相对湿度下监测纸张的表面电阻率，有

利于管理纸张摩擦产生的静电。表面电阻率在1010 Ω

左右时，通过纸机和复卷机消除纸页静电后，纸张使

用正常，取纸不连张、上纸稳定、取片不报警。

6 . 5 在纸机表面施胶处浸渍柠檬酸水溶液，调节pH

值的同时，对纸页表面实现冲洗作用，并辅以复卷机

的除尘装置，生产的纸张表面颗粒数符合要求。

6 . 6 液晶玻璃间隔纸的生产管理最能体现生产者的

管理水平，需时刻保持生产线各工序的洁净度，利用

好纸机筛选和净化系统，保证纸页的洁净、对玻璃无

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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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液晶玻璃间隔纸保护性评价方法

第一步：包装

玻璃/纸

小型IDP堆叠（@洁净室）

玻璃裁切及清洗后包装：

-玻璃尺寸：370 mm×470 mm×0.5 t

-纸张尺寸：400 mm×500 mm

-堆叠：玻璃/纸张，包装重量10 kg

第二步：振动

振动测试：

-1.5 g

-1小时

第三步：再清洗

清洗：

在生产线上清洗

第四步：检查

-光学显微镜检查

-Mura测试在清洗后进

行（Mura是指显示面板

的显示不均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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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国外废纸自2021年起严禁

进口，造成国内造纸行业面临阶段性原料短缺的问题。为改

善这一现状，再生纤维浆将是补充国内造纸原料的有效途径

之一。再生纤维循环利用处理系统通过在境外把废纸原料处

理成纤维状态，将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可用纤维重新打包进

口到国内使用，用以弥补造纸原料的不足。该处理系统采取

干法制备处理方式，配备基于云服务的自控系统，整体设计

理念先进，自动化程度高，通过装备上云实现了整套生产线

的远程运维服务。

关键词：再生纤维浆；废纸；循环利用；干法制备；云服务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the import of waste paper is prohibited from 2021, 

causing the domestic paper industry to face the problem of periodical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recycled 

fiber pulp will be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supplement domestic 
raw materials for paper mills. The recycled fiber pulp recycling 

treatment system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by processing waste paper raw materials into fibers abroad and 

repackaging the usable fibers that meet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The system adopts the dry preparation 

processing method and is equipped with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cloud service. The overall design concept is advanced and 

the automation degree is high. The remot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lin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loud 

equipment.

Key words: recycled pu lp; waste paper ; recycl ing; d r y 

preparation; clou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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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中国禁止以任何方式进

口固体废物。美废、欧废、日废等国外废纸是国内造纸

原料的重要来源，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

后，国内造纸行业已面临阶段性原料短缺的问题，部分

造纸企业主动在境外建立废纸纤维回收利用制浆线，

将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再生纤维浆进口到国内使用，

以弥补造纸原料的不足。目前，“再生纤维循环利用系

统”专用设备的市场实际需求量大，市场窗口期预计为

3～5年。

1  工艺流程方案及系统特点

1.1 工艺流程方案

与常规废纸低浓连续碎解处理系统工作原理不

同，再生纤维浆循环利用系统是将废纸在干法状态下离

解成絮状纤维的一种新型制浆方式，利用该絮状纤维

二次生产再生纸或再生纤维板。基于废纸原料的物理

特性，在二次甚至多次回收再利用的情况下，纤维已经

或多或少存在被破坏的情况，因此在由废纸生产再生纤

维浆的过程中如何尽量保护纤维，避免纤维被过度切

断破坏，这也是衡量该系统处理性能的关键工艺指标之

一。

如图1所示，再生纤维浆工艺流程设备主要由链板

输送机、纤维散包机、卸料辊、皮带输送机、撕碎机、脉

冲除尘器、锤磨机、旋风分离器、分料器、预压仓及串联

打包机等组成。

具体处理工艺流程如下：打包废纸经过链板输送

机运送到纤维散包机内进行初步打散处理；之后通过

卸料辊进一步均匀疏散，并由皮带输送机送入撕碎机

图1  基本工艺流程

内，大片纸板被撕碎为50～80 mm的片状形态，处理过

程中所产生的粉尘进入脉冲除尘器；通过撕碎机预破

碎之后的废纸小片通过皮带输送机和分料器进入并列

式锤磨机内进行锤磨精细处理，将片状废纸处理成絮

团状纤维形态，合格纤维通过螺旋输送机和皮带输送

机输送至预压仓，部分漂浮状态的纤维和灰分杂质通

过风机风送至旋风分离器内进行纤维与杂质分离，其中

大量细小纤维从旋风分离器底部排出流程，灰分杂质及

少量细小纤维进入脉冲除尘器；预压仓内的纤维原料

通过串联式打包机压缩到容重450～500 k g/m3，最后

经过绕膜处理后具备仓储和外运条件。

1.2 系统特点

(1）原料适应性强：可直接用于8#、9#、12#、13#国

外废纸及各类杂质含量较少的其他纸类原料的干法处

理。

(2）系统升级潜力大：可根据纸类原料的不同，自

主选配人工分拣系统、光电分选系统、涡电流分选系

统，以便适应不同杂质含量的原料及用户的特殊需求。

(3）整套处理系统无直接切断机构，尽量保留纤维

细长度，避免了纤维的过度破坏。

(4）该系统除配置喷淋消防用水外，生产流程设备

在运行时无需耗水，为全封闭运行，无扬尘，噪音采取

隔离措施，符合环保要求。

(5）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客户对不同产能指

标、设备配置和工艺处理指标的要求，择优选配工艺处

理设备。

(6）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DCS系统集中控制和基

于5G云服务的大数据采集及远程运维服务。

(7）可根据客户要求，配备“火花探测系统、喷淋消

防系统、隔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防火防爆安全系

统。

(8）综合投资省、运行费用低、建设周期短、净利润

高、投资回报周期短。

2  关键零部件的优化设计

为提高再生纤维浆处理效果，需要对一系列关键

设备进行优化创新，具体如下：

研究开发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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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发新型可更换式长寿命撕碎机转子

该设备可提高撕碎效率、纸片处理效果和均匀

性。

撕碎机是通常用于木片破碎的处理设备，因废纸

箱、书报杂志、书写纸等原料的特性与木片区别很大，

需要对常规撕碎机转子进行改进后方可应用于再生纤

维原料的干法撕碎处理。

如图2所示，常规撕碎机转子主要由筒体、基座

和焊接耐磨层组成。基座在筒体外表面的分布整体呈

“V”形结构，可根据转子长度设计为3～5组分布。在

试验过程中，发现经撕碎处理之后纸片尺寸难以控制，

纸片与纸片之间主要依靠切断方式进行分离，对纤维伤

害较大。

为提高纸片尺寸的稳定性，减少对纤维的切断作

用，研制了新型撕碎机转子。如图3所示，新型转子主要

由筒体、基座、防松螺栓和可更换式锤头组成。基座在

筒体外表面的分布整体呈“螺旋形”排列，根据纸片要

求尺寸，合理控制螺距和机座的周向距离，提高了对再

生纤维浆的破碎效率；锤头工作面为凹形翼状飞刀结

构，降低了对纸片的切断作用；锤头采用高锰钢耐磨材

质，通过材料自身的加工硬化特性，提高其使用寿命和

维修效率，降低维护成本。

2 . 2 研制新型阶梯形圆弧面锤磨机飞锤，提高锤磨效

率

通常情况下，锤磨机适用于木片的锤磨处理，用于

人造板或生物质燃料等行业，其中，飞锤是锤磨机的核

心工作部件，也是易损件。在废纸再生纤维的干法处理

过程中，需要使用锤磨机将片状废纸处理成絮状纤维

状态，由于废纸原料比重小，再生纤维浆呈絮状状态时

比重轻，常规飞锤无法满足处理效果要求，需要开发适

合于废纸纤维浆的新型飞锤。

如图4所示，常规飞锤结构结构简易，采用锰钢板

一次性切割成型，但只适合于木片的粗锤磨处理，不适

用于废纸的处理，而且容易造成筛孔堵塞。

如图5所示，新型飞锤由锤头和锤柄焊接成型。锤

头由高锰钢加工成型，锤柄采用16M n钢板加工成型，

然后焊接在一起使用。新型飞锤外径部位整体设计成

圆弧状，防止絮状纤维在筛孔中堵塞；锤头设计有多个

锯齿结构，增加对废纸片的有效锤磨次数，提高锤磨效

率和处理效果。

2.3 研制预压仓及串联式打包机

该设备旨在提高成品再生纤维浆包的容重，以降

低仓储和运输成本。

如图6所示，常规液压打包机为“一”字形结构形

式，可用于废箱纸板、新闻纸、文化纸、杂志纸的打包

处理。由于废纸原料自身的容重较大，经液压打包机一

图2  常规撕碎机转子结构 

图3  新型撕碎机转子结构

图4  常规飞锤结构 图5  新型飞锤结构

图6  常规液压打包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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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打包之后的容重可达450～500 kg/m3。

但废纸原料经过锤磨机处理之后的原料容重较

低，仅为30～45 k g/m3，仅仅依靠一台液压打包机无法

将容重提高到450 kg/m3以上，严重影响仓储和远程运

输成本。

为解决以上难题，如图7所示，开发了“T”字形串

联式打包机系统。在主打包机之前，设计了预压仓及预

打包装置，将锤磨机处理后的合格纤维原料首先在预

压仓内暂存，达到一定料位后启动预压打包装置和主打

包机，将容重一次性压缩到450～500 k g/m 3，从而达

到仓储和经济外运条件。

3  自控系统及其性能特点

因该装备主要用于境外运行使用，为方便远程指

导调试和设备维护运行，通过自主开发基于5G云服务的

图8  控制流程（部分）

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了大数据采集和远程监控、诊断、

控制运行、故障分析与排除等运维服务功能。

该控制系统通过中国联通公司物联网卡和5G网

络实现用户现场与本地PC端的通讯连接，实时显示

P LC终端标签、连接类型、数据流量、终端定位等信

息。

如图8所示，每一个流程均组态组控功能，即一键

实现顺序开机和顺序停机。通过设置级间连锁功能，后

级的设备未运行条件下前级设备不能运行；后级设备故

障停机，前级设备也连锁停机；同时，设计了连锁投入/

切除功能，便于调试期间的单台设备测试。通过每台设

备自身的运行连锁条件，有任何一个连锁条件不被满足

时，设备将不能启动或者连锁停机。为保障整线的连续

运行，也设计了单个连锁条件的投入/切除功能，若某

个非必要的连锁条件不被满足，可临时切除连锁功能，

保障设备运行。

4  中试运行情况（图9、图10）

 图9  中试生产线图片  

 图10  用户现场图片

图7  新型串联式打包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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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建成300 t/d再生纤维循环利用中试生产

线，为二十余家客户进行了国内外废纸的连续带料试

验，并针对8#、12#、13#美废和国内新闻纸的特性差

异，对系统设备进行持续优化改进，建立了测试数据

库，为客户的定制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21-05-06]

图11  8#美废纤维图片 

图12  12#美废纤维图片

图13  13#美废纤维图片

图14  国废新闻纸纤维图片

如图11～14所示，通过不同原料的干法制备处理，

综合性能指标达到了造纸企业的使用要求。截止目前，

公司已签订正式合同5台套，意向订单合同二十余台套。

纤维测试性能指标如表1所示。

5  结束语

该成套装备通过对撕碎机、锤磨机、串联式打包

机等产品的优化设计，实现了对国外废纸原料的干法

制浆。最大限度避免对纤维的切断破坏，保证了再生

纤维浆的纤维湿重、抗张指数、撕裂指数、耐破指数等

抄造性能指标。基于5G云服务的自动控制系统，实现

了整套生产线的组启组停控制、串级调速控制、大数

据采集、远程运维和装备上云服务。中试运行已证明，

该成套装备设计理念先进、可靠性高，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

表1  纤维测试性能指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参数

300

8#、9#、12#、13#进口废纸等

<0.3

37

6.035

41.39

7.26

2.2

项目

生产能力/t.d-1

原料类型 

杂质含量/%

纤维打浆度/°SR

纤维湿重/g

抗张指数/N.m.g-1 

撕裂指数/mN.m2.g-1

耐破指数/kPa.m2.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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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再造烟叶总糖含量的可调可控，以再造烟叶

生产线提取液为研究对象，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再造烟叶

提取液进行测序分析，获得了提取液内真菌和细菌的种群分

布以及优势菌株，然后以优势菌株酿酒酵母为菌种，考察了不

同发酵条件对提取液总糖含量的影响，同时探索了膜过滤技

术在终止发酵反应中的应用。结果表明：酿酒酵母属为再造

烟叶浓缩液真菌种群中的优势菌属，乳酸杆菌属为细菌种群

中的优势菌属；以酿酒酵母为菌种，在一定温度和时间下，浓

缩液总糖含量随着酵母添加比例的上升而逐渐下降；100 n m

陶瓷膜过滤添加酿酒酵母后的提取液，过膜后提取液经过

24 h存放，总糖含量维持稳定，说明膜过滤方式能够终止发酵

反应。

关键词：再造烟叶；提取液；酿酒酵母；降糖；膜过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and adjust the total sugar content in 

reconstituted tobacco, the extraction liquid from production line 

was studied, and Illumina MiSeq sequencing platform was used to 

analyze 18S rDNA sequences in fungi and 16S rDNA sequences 

in bacteria. The community composition of fungi and bacteria, 

together with the dominant strains were obtained. The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on the total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extraction liquid was investigated with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s the dominant st rain. At the same t ime, the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f ilt ration technology in stopping 

生物发酵技术在再造烟叶降糖中的控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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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法再造烟叶是实现烟草废弃原料综合利用的

重要途径 [1]。它通过将烟草碎片、烟末或烟梗中的一种

或多种原料利用水作为溶剂进行提取，然后经过挤干设

备实现固液分离，其中固态物料进行打浆后通过专业纸

机抄造的方式制得基片，液态物料即萃取液经净化精

制、低温浓缩等处理制得浓缩液，最后将浓缩液回涂到

基片上进行重组，经烘干、分切制得再造烟叶 [2]。目前对

再造烟叶产品品质提升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再造烟叶

物料外在物理性能的改变，较少涉及直接影响产品品质

提取液的深度处理 [3-4]，再造烟叶提取液包含丰富的烟

草特有成分，其中总糖、总植物碱、总氯、总氮和总钾这

些最重要的指标，尤其是总糖和总植物碱，直接影响再

造烟叶的感官质量。如果能够对其中一种或几种化学

成分进行调控，一是能够提高再造烟叶化学指标的稳

定性，二是能够根据卷烟特点定制特征型的再造烟叶

产品，在实现再造烟叶产品质量提升方面有着重大的意

义。

生物发酵技术在再造烟叶生产上的应用越来越受到

重视。王充等利用Il lumina  MiSeq测序平台对造纸法

再造烟叶浓缩液中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行分析，其中真菌

种群占比80.98%、细菌种群占比19.02% [5]。王建兵等利

用C2真菌微生物对提取液进行处理，C2真菌处理能降

低提取液中糖的含量，使得糖碱比、糖氮比趋于更合理，

处理后再造烟叶香气质量得到提升，减少了卷烟的杂气

和刺激性 [6]。于兴伟等利用黑曲霉对烟梗进行处理，烟

梗中蛋白质和果胶含量明显降低，使得烟梗利用率得到

提升 [7]。郭刚利用降烟碱杆菌和木质素降解菌对再造烟

叶原料进行处理，降低了烟碱和木质素含量，再造烟叶

的刺激性降低，感官质量得到改善[8]。张勃等利用HD4、

HD12菌株对烟梗提取液进行处理，提升了烟梗提取液

香味物质含量，制得再造烟叶的香味量和感官质量得到

提升 [9]。张晨等利用产香酵母对再造烟叶萃取液进行处

理，使得再造烟叶感官质量得到提升，包括改善了刺激性

和协调性 [10]。目前，微生物发酵技术以及生物酶技术来

调控再造烟叶化学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 [11-26]，同时，未

见如何终止生物反应的研究，使得生物技术的落地应用

案例很少。鉴于此，我们计划从造纸法再造烟叶提取液

中筛选出能快速降糖的微生物，并对其进行应用研究，

同时探索终止生物发酵反应的方法，以期实现再造烟叶

总糖含量的可调可控，为后续开发不同类型再造烟叶奠

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和仪器

造纸法再造烟叶提取液（包括萃取液和浓缩液）

和基片取自上海烟草集团太仓海烟烟草薄片有限公

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基因测序和分析

使用E.Z.N.A.® s o i l试剂盒提取样品基因组

DNA，利用NanoDrop2000对DNA纯度以及浓度进行

检测；然后进行PCR扩增，测试真菌和细菌的测序引物

名称分别为ITS1F_ITS2R和338F_806R，再通过2%琼

脂糖凝胶电泳对PCR产物进行检测，检验目标条带合格

后，利用Miseq PE300平台进行测序。

使用Tr i mmom a t i c软件对原始测序序列进行质

控，利用UPARSE软件，对序列进行OTU聚类。设置比

对阈值为70%，利用RDP  c l a s s i f i e r进行物种分类注

释，利用Silva数据库（SSU123）进行比对。

1.2.2 提取液发酵与化学成分测定

取100 mL浓缩液于锥形瓶中，在摇床内进行发酵实

验，摇床温度设置为40 ℃，摇振速率设置为120 r/min，

fermentation reaction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ominant genera of fungi include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The 

dominant genera of bacteria included Lactobacillus. At a certain 

temperature and tim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was used as the 

strain, the total sugar content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adde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100nm ceramic 

membrane was used to f iltrate extract liquid which adding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then went through 24 h storage, the 

total sugar content remained unchanged. 

Key words: reconstituted tobacco; extracted liqui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sugar reduction; membrane filtration

研究开发 R & D 研究开发 R & D

13
Aug., 2021  Vol.42,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利用SEAL  AA3连续流动分析仪，采用标准方法，测

定浓缩液常规化学成分。

1.2.3 菌株的计数

取添加酿酒酵母后不同阶段浓缩液稀释不同倍数

后进行平板培养，待操作完成后，将平板倒置于培养箱

中，于40 ℃温度下培养24 h，观察菌株数量。

同时，采用血球计数板法在显微镜下对浓缩液

中的酵母数量进行计数，观察发酵过程菌株的变化规

律。

1.2.4 膜过滤设备

膜过滤设备采用国内某公司生产的100 nm陶瓷膜

组件。

1.2.5 再造烟叶样品评吸

取未发酵和发酵后的萃取液，然后浓缩至密度

（1.1850±0.015） g/c m3，以36%涂布率涂布在烟草

基片上，在烘箱内烘干后再置于相对湿度为（60±5）

%、温度为（22±2) ℃条件平衡48 h，然后进行切丝和

制得样品烟，由专业人员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感官质量评

吸。

2  结果与讨论

2.1 浓缩液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

取生产现场浓缩液，利用M i s e q高通量测序方法

对造纸法再造烟叶浓缩液中的真菌和细菌的18SrDNA

和16S rDNA进行了鉴定，明确了浓缩液内真菌和细菌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若以序列数代表微生物的数目，可

知再造烟叶浓缩液中的真菌在微生物中占比56.05%，

细菌在微生物中占比43.95%。如表1。

对浓缩液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行分析表明，浓缩液

中微生物门水平上，优势菌群为子囊菌门、担子菌门、

厚壁菌门以及变形菌门；浓缩液中微生物纲水平上，优

势菌群为散囊菌纲、酵母纲、芽孢杆菌纲以及γ-变形

菌纲；浓缩液中微生物目水平上，优势菌群为散囊菌目、

酵母目以及乳酸杆菌目；浓缩液中微生物科水平上，优

势菌群为酿酒酵母科、乳酸杆菌科；浓缩液中微生物属

水平上，优势菌群为酿酒酵母属和乳酸杆菌属。

根据浓缩液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表明，酿酒酵母

属以及乳酸杆菌属为其优势菌群，与王充等人的研究结

论基本一致 [6]，这可能也是浓缩液经过长时间自然存放

后容易变酸变质的原因。

另外，利用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市售常用的

耐高糖型的高活性酵母，结果表明，其生物群落结构为

子囊菌门、酵母纲、酵母目、酿酒酵母科、酿酒酵母属。

因此，后续我们直接使用市售耐高糖型的高活性酵母进

行提取液发酵相关实验。

2.2 发酵条件对浓缩液化学成分的影响

选择温水对干酵母进行活化，将100 g酵母加入

400 g温水，然后搅拌均匀，此时既能保证干酵母的溶

解分散，同时又能保证酵母溶液的活化。

2.2.1 反应温度对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量的影响

为了研究温度对发酵过程中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

量的影响，我们开展了温度对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量

的影响研究，设置30 ℃、40 ℃、50 ℃、60 ℃四个梯度，

酿酒酵母的添加比例为1%，时间为8 h，结果如图1所

示，结果表明，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浓缩液总糖含量

呈现先高后低的趋势，说明40 ℃更适合酵母的生长或

发酵过程。

2.2.2 反应时间对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量的影响

表1  造纸法烟草薄片浓缩液微生物测序数据

序列

18SrDNA（真菌)

16SrDNA（细菌)

OTU数

202

31

序列数

57846

45350

图1  酿酒酵母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对浓缩液总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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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酵母数量并没有增加，基本维持在108个/m L。查

阅文献，108个/m L为较高的微生物含量，在此条件下

微生物主要为代谢作用，基本不再增殖。另外，利用平

板法对加入酵母后的浓缩液进行培养，分析浓缩液中

酵母数量，如表4所示，平板法计数表明，加入1%酵母

后，浓缩液中酵母含量也为108个/m l，与利用血球计数

板法在显微镜下对浓缩液中的酵母数量计数相当。

2.4 提取液发酵终止技术探索

为了实现发酵后提取液化学成分的可调可控，我们

尝试了两种方式来终止发酵过程。第一种方式是离心，

离心后取上清液；第二种方式是利用100 n m陶瓷膜组

件对萃取液进行过滤（由于浓缩液固含量高，很难进行

膜过滤，因此，该部分我们选择萃取液为研究对象）。

我们分三组开展实验，第一组为萃取液原液（编号为1

号），第二组为萃取液加入0.25%酿酒酵母后在40 ℃条

件发酵4 h（编号为2-1号,其中2-2号为2-1基础上额外

经过100 nm陶瓷膜过滤处置过滤，2-3号为2-1基础上

利用离心机额外3000 r/m i n、5 m i n离心），第三组为

第二组样品再经过24 h、40 ℃条件发酵后对应的样品，

为了研究时间对发酵过程中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

量的影响，我们开展了发酵时间对浓缩液总糖含量的

影响研究，设置对照样、4 h、8 h、20 h、24 h，酿酒酵

母的添加比例为1%，温度为40 ℃，结果如表2、图2所

示，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浓缩液总糖含量呈现逐渐降

低的趋势，其他化学成分，包括总植物碱、总氯以及总

钾基本保持不变。

2.2.3 酵母添加比例对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量的影响

为了研究酵母添加比例对浓缩液水溶性总糖含量

的影响，我们开展了不同酵母添加比例对浓缩液总糖

含量的影响研究，设置对照样0、1%、2%、3%、4%，发

酵温度为40 ℃，反应时间8 h，结果如表3、图3所示，随

着反应时间的延长，浓缩液总糖含量呈现逐渐降低的

趋势，并且降低趋势逐渐趋缓，其他化学成分，包括总

植物碱、总氯以及总钾基本保持不变。

2.3 添加酵母后浓缩液中酵母数量变化分析

为了分析发酵过程酵母数量的变化规律，我们利用

血球计数板法在显微镜下对浓缩液中的酵母数量进行

计数，如图4所示。结果表明，随着发酵的进行，浓缩液

表2  不同发酵时间后浓缩液化学成分数据

时间/

h

0（对照样)

4

8

20

24

总植物碱/

%

0.96

0.97

1.00

0.98

0.98

总糖/

%

7.60

6.71

5.89

3.63

2.46

总氯/

%

0.72

0.72

0.74

0.73

0.72

总钾/

%

2.43

2.45

2.49

2.60

2.60

表3  不同酵母添加比例条件下浓缩液化学成分数据

添加比例

/%

0（对照样)

1

2

3

4

总植物碱/

%

0.96

1.00

0.93

0.91

0.89

总糖/

%

7.60

5.89

1.44

1.14

1.10

总氯/

%

0.72

0.74

0.69

0.66

0.63

总钾/

%

2.43

2.49

2.38

2.38

2.23

图2  在40 ℃、1%酿酒酵母添加比例条件下，反应时间对

浓缩液总糖的影响

图3  在40 ℃、反应时间8 h条件下，酵母添加比例对浓缩

液总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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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依次为3-1号、3-2号和3-3号。

对比1号、2-2号和3-2号样品，如表5以及图5所

示，膜过滤后萃取液水溶性总糖含量保持不变，主要原

因为膜过滤实现了萃取液中酵母的分离，从而终止了发

酵过程，因为酿酒酵母的尺寸为5～10 μm，而陶瓷膜

的孔径为100 nm，该孔径要远小于酿酒酵母尺寸，从而

实现酿酒酵母的全分离而终止发酵过程。对比1号、2-3

号、3-1号和3-3号样品，如表5以及图5所示，离心方式

能够去除部分酵母，但是很难实现酵母的完全分离而

实现终止发酵的目的。

我们对膜过滤后萃取液进行浓缩，然后涂布制得

再造烟叶，并与对照样进行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膜过

滤后萃取液制得的再造烟叶感官质量得到一定程度提

升，主要表现在木质气和纸味有所改善，刺激性变小。

3  结论

酿酒酵母属为造纸法再造烟叶浓缩液真菌种群中

表5  不同培养条件萃取液水溶性总糖数据

样品信息

1（萃取液原液）

2-1（萃取液40 ℃、4 h发酵）

2-2（萃取液40 ℃、4 h发酵，膜过滤）

2-3（萃取液40 ℃、4 h发酵，离心）

3-1（萃取液40 ℃、4 h发酵，膜过滤，24 h)

3-2（萃取液40 ℃、4 h发酵，24 h）

3-3（萃取液40 ℃、4h发酵，离心，24 h）

水溶性总糖/

%

2.80

1.44

1.43

1.44

0.43

1.45

0.89

表6  感官评吸结果数据

评吸

样品

1（对照空白样）

2（膜过滤后样品)

评吸

分数

72.2

73.4

对照样

木质气和纸味有所改善，刺激性变小

备注

图5  不同培养条件下对应萃取液水溶性总糖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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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培养时间浓缩液中酵母数量（1%酵母、40 ℃）

培养时间/

h

0

2

4

6

16

18

20

26

27

酵母数量/

(个.ml-1发酵液)

1.98×108

2.23×108

1.98×108

2.00×108

2.57×108

1.95×108

2.08×108

1.95×108

2.13×108

图4  利用不同方法对添加酵母后浓缩液中酵母数量进行

计数

16
第42卷第16期 2021年8月



的优势菌属，乳酸杆菌属为细菌种群中的优势菌属，这

可能是浓缩液经过长时间自然存放后容易变酸变质的原

因。在温度40 ℃、以酿酒酵母为菌种、反应时间8 h、浓

缩液总糖含量随着酵母添加比例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当

酵母添加比例为1%时，与不加酵母浓缩液相比，浓缩液

总糖含量由7.60%降低至5.89%，总植物碱、总氮、总氯

和总钾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发酵过程主要消耗浓缩液中

的总糖，另外通过菌株计数表明，发酵过程酵母数量基

本保持不变，并维持在较高位水平，说明发酵过程酿酒

酵母主要是自身代谢，未实现增殖；通过100 nm陶瓷膜

过滤萃取液（添加酿酒酵母），过膜后萃取液经过24 h

存放（40 ℃），总糖含量基本稳定，但未过膜萃取液总糖

含量持续降低（经过24 h、40 ℃存放），说明膜过滤技术

能够将萃取液中的酵母分离而实现终止萃取液发酵的目

的。并且萃取液经过酿酒酵母处理和膜过滤两道工序之

后，再造烟叶感官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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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纳米二氧化硅作为主体颜料，聚乙烯醇作为胶

黏剂将其制备成水凝胶。使用气刀涂布的方式生产彩色喷

墨打印纸，涂层具有良好吸墨效果、色密度高、清晰度高等

特点。经过实验室论证与上机中试得出较为合理的涂料制

备配方，二氧化硅100%、分散剂0.6%、聚乙烯醇40%、交联

剂0.07%、阳离子固色剂5.0%、PAPU抗水剂0.05%、生物胶乳

≤5%用量比较适宜。

关键词：纳米二氧化硅；聚乙烯醇；生物胶乳；彩色喷墨打印

纸；气刀涂布

Abstract: Nano sil ica was used as the main pigment and 

polyvinyl alcohol as adhesive to prepare hydrogel. Using air 

knife coating method to produce color inkjet printing paper, the 

coating has good ink absorption effect, high color density, high 

definition and so on. Through laboratory demonstration and pilot 
test, a more reasonable coating preparation formula was obtained. 

The appropriate dosage of silica 50%, dispersant 0.3%～0.6% 

polyvinyl alcohol 40%, crosslinking agent 0.07%, cationic fixing 
agent 5.0%～8.0%, PAPU water resistant agent 0.05%～0.1% and 

biological latex 5%～8% was obtained.

Key words: nano silica; polyvinyl alcohol; bio latex; color inkjet 

printing paper; air knif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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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喷墨打印纸具有良好的水墨吸收性、图像清

晰、色密度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广告、杂志、照片等

领域。目前中国生产的企业较多，例如甲骨文、文峰、扬

州三江、APP、广东ABT等。

可用于彩色喷墨打印纸涂料的主体颜料有很多，二

氧化硅、煅烧高岭土、轻钙、二氧化钛、硅酸盐及其高分

子材料等，本文侧重于研究纳米二氧化硅在造纸涂料行

业的应用。纳米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是一类良好的无

机多孔性材料，具有抗紫外线的光学性能。其应用领域

宽泛。纳米二氧化硅具有多孔性，势必具有良好的水墨

吸收性能，尤其是具备抗紫外线性能，对印刷品的保存

至关重要。此类印刷品多用于广告彩页等，经过长时间日

光照射仍然具有良好的色密度、色彩饱和度等。

1  实验

1.1 原料

纳米二氧化硅：国外某公司；聚乙烯醇：国外某公

司；交联剂：国内某公司；PAPU抗水剂：国内某公司；分

散剂：国内某公司；水：自制蒸馏水；阳离子固色剂：国内

某公司；生物胶乳：自制；涂布原纸：ABT公司生产。

1.2 设备

百分天平一台JJ500: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高频

分散机：齐威仪器；热风干燥箱GZX-9070：上海上迈

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水浴锅HHS-2S：上海宜昌仪器纱

筛厂；涂布机EC-200：美国Chem  Instruments；蒸馏

水制备器YAZD-5：上海虞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光泽

度仪（75 °角）GM：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爱普生喷墨打印机：SureColor  P6080；光密度仪

X-rite：爱色丽。

1.3 纳米二氧化硅预分散液制备

按照22%固含量分散纳米二氧化硅，称取一定量分

散剂和蒸馏水置于容器中，搅拌速度3000 r/m i n，高频

搅拌5 min，然后缓慢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加完原料后高

速分散60 min（转速3000 r/min），制得分散液备用。

1.4 聚乙烯醇溶液制备

按照10%固含量溶解聚乙烯醇，称取一定量蒸馏水

置于1000 mL烧杯置于水浴锅中加热（从室温开始升温至

95 ℃），使用电磁搅拌器进行低速搅拌，缓慢加入聚乙烯

醇进行溶解（注意：不能将聚乙烯醇直接加入热水中），低

速搅拌30 min，溶解至透明状即可，制得分散液备用。

1.5 水凝胶涂布液制备

第一步：称取一定量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置于

500 m L烧杯中，使用电磁搅拌器进行低速搅拌，然后

加入一定量聚乙烯醇分散液，搅拌30～45 min。

第二步：使用滴管缓慢加入一定量交联剂，制备

水凝胶。交联剂用量占聚乙烯醇绝干量比例为0.05%

～0.1%即可，搅拌30～60 m i n，制得水凝胶涂布液。切

记，交联剂用量不能偏高，加入交联剂时建议一滴一滴

的加入，交联剂用量偏大造成涂布液完全凝胶化，外观

与橡皮泥相似，不具备流动性。

第三步：将涂布液使用蒸馏水稀释至10%浓度溶液

备用。注意：水凝胶涂布液制备是重点，一定要注意化

学品的添加顺序以及搅拌时间，根据制备需要可以使

用其他辅助手段保证水凝胶的制备，在此不再赘述。

1.6 喷墨打印纸制备

使用蒸馏水将涂布液稀释到10%固含量，使用涂布

机进行涂布，选择7#号雕刻棒进行涂布，涂布量8 g/m2。

烘干温度100～105 ℃，烘干时间3 min，制得纸样。

2  结果与讨论

2.1 聚乙烯醇的选择

我们需要一种改性的聚乙烯醇产品，要求其具有良

好的延展性、伸长率、成膜柔软不脆、流变性较好，成膜

性强、黏结牢固性好的聚乙烯产品，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与

硼酸钠、硼酸、甲醛、戊二醛等材料发生交联反应，形成

聚乙烯醇/纳米二氧化硅的杂化膜[1]，此杂化膜要具有良

好的黏结强度、拉伸强度等指标，最重要的需要考虑到

杂化膜的空隙率，空隙率越高，水墨吸收量越大，色密度

越高，图像还原性越强。所以聚乙烯醇的选择至关重要。

针对几款聚乙烯醇做了相关的测试工作，结果见表1。

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PVA-235的效果最佳，

PVA-613、PVA-205，成膜脆成纸表面存在严重掉粉

情况，纸张烘干后用手轻轻擦拭涂布层有一层白色（二

氧化硅）粉末掉下。PVA-505与SD-1000成膜效果均

较软，但是伴随着涂层发黏，伴随掉粉。由于实验室条

件有限，无法使用SEM显微镜观察涂层表面状况，粗略

可以判定PVA-235的实验效果最优。这是由于PVA-

235能够与二氧化硅形成均匀的水凝胶颗粒，既包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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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又能形成良好的空隙结构。需要明确指出二

氧化硅粒径越大需要的聚乙烯醇用量越大，对后续水

墨干燥会产生不利的因素，容易出现蹭脏、影响车速等

现象，所以尽可能保证在不掉粉的前提下，降低聚乙烯

醇的用量。聚乙烯醇用量低有利于图像还原性以及清晰

度。聚乙烯醇的选择还应考虑到纳米二氧化硅的粒径。

因此，选择PVA-235较为适宜。

2.2 聚乙烯醇用量对涂层的影响

喷墨打印纸中使用聚乙烯醇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

是为了凝胶需要，其次是作为胶黏剂使用。聚乙烯醇具

有良好的成膜效果，对水墨吸收性以及干燥速度会产生

不利的影响，所以在配方中尽可能减少聚乙烯醇用量。

不同用量PVA对涂层强度的影响见表2。

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情况下，随着聚乙烯醇用量

的提高涂层强度提高，最明显的是涂层表面用手来回擦

拭无粉体脱落。但是，随着聚乙烯醇用量的提高印刷品色

密度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聚乙烯醇用量偏高造成涂层

微观结构发生变化，涂层表面的空隙率变低导致。所以为

了提高喷墨打印纸的水墨吸收性、图像还原性、清晰度等

指标很有必要降低聚乙烯醇用量，在我们对涂布纸的认

知过程中涂层胶黏剂用量一般10%～15%即可。如果将聚

乙烯醇用量降低至15%左右，图像清晰度必然会大幅度提

高。造成聚乙烯醇用量偏高的原因可

能是二氧化硅原料中的某些杂质和聚

乙烯醇反应，或者是在凝胶过程中选

择的交联剂种类不对，造成其用量偏

高。针对本实验，聚乙烯醇用量40%较

为适宜。

2.3 固色剂用量对涂层的影响

在喷墨打印过程中，水墨与纸张

涂层接触后会呈现出不规则的扩散渗

透现象，此类扩散渗透现象最直观的

表现是图片不清晰、模糊，影响其美

观。轻度扩散渗透现象在图像打印过

程中表现不明显，如果使用喷墨打印

纸打印汉字或字母，字体周围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扩散。另外，涂料配方中

聚乙烯醇用量较高，干燥速度较慢会

加速水墨的扩散，所以很有必要添加

一定量的固色剂，减轻或者杜绝水墨

在涂层中的扩散。不同用量固色剂对

印刷品的影响如表3。

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

随着固色剂用量的提高，打印品图像

清晰度和还原性变强，通过打印汉字

和字母发现字体周围无明显扩散现

象，字体线条流畅。使用的固色剂与

墨水呈色剂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不溶性

盐或通过电荷吸引作用使墨水呈色剂

固着 [2]。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结论，固

表1  聚乙烯醇的选择

注：此配方按照二氧化硅100%绝干量为参照，所有份数均按照二氧化硅百分比计算。

纳米二氧化硅/%

分散剂/%

聚乙烯醇/%

交联剂/%

阳离子固色剂/%

抗水剂/%

生物胶乳/%

图像还原性

涂层强度（丹尼森)

色密度

成膜情况

凝胶情况

PVA-205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差

10级掉粉

2.3

脆

差

PVA-613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差

10级掉粉

2.4

脆

差

PVA-235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优

12级不掉粉

2.2

较脆

较好

PVA-505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优

10级不掉粉

2.4

软

较差

PVASD-1000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差

10级掉粉

2.3

软

较差

表2  聚乙烯醇用量对涂层的影响

注：此配方按照二氧化硅100%绝干量为参照，所有份数均按照二氧化硅百分比计算。

纳米二氧化硅/%

分散剂/%

聚乙烯醇/%

交联剂/%

阳离子固色剂/%

抗水剂/%

生物胶乳/%

图像还原性

涂层强度（丹尼森)

色密度

成膜情况

凝胶情况

涂层表面情况

配方二

100

0.6

20.0

0.07

5.0

0.05

5.01

差

10级掉粉

3.2

差

优

粉体析出

配方一

100

0.6

10.0

0.07

5.0

0.05

5.01

差

10级掉粉

3.6

差

优

粉体析出

配方三

100

0.6

30.0

0.07

5.0

0.05

5.01

优

10级掉粉

2.8

差

优

粉体析出

配方四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优

12级不掉粉

2.2

优

较好

无粉体

配方五

100

0.6

50.0

0.07

5.0

0.05

5.01

差

12级不掉粉

1.9

优

较好

无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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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剂用量4.0%～6.0%比较适宜，取折中点5.0%进行添

加。

2.4 生物胶乳用量对涂层打印的影响

在喷墨打印纸中最头痛的问题是干燥速度。如果

使用双面喷墨打印第一次打印面干燥速度过慢，会造成

蹭脏，直接影响打印品质量，同时也制约着喷墨打印车速

（一般1 min打印40～50张印刷品）。所以需要在涂料层中

添加部分生物胶乳，改善其干燥速度。生物胶乳是一类淀

粉基胶乳，此类淀粉主要成分是麦芽糖精，经过醚化切断

分子链，然后将小分子链聚合到一定聚合度制得，具体制

备工艺在此不作赘述。使用的生物胶乳是广东通力定造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自行制备。不同用量生

物胶乳对喷墨打印纸水墨干燥速度的影响如表4。

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随着生物胶乳用量的提

高，水墨干燥速度明显地得到改善。这是由于生物胶乳

是以胶粒粒子的形式分散在水溶液中，可形成胶乳稳定

分散体系 [3,4]。通过改变其涂层微观结构，提高空隙率

表3  固色剂用量对印刷品影响

纳米二氧化硅/%

分散剂/%

聚乙烯醇/%

交联剂/%

阳离子固色剂/%

抗水剂/%

生物胶乳/%

图像还原性

图像清晰度

配方二

100

0.6

40.0

0.07

3.0

0.05

5.01

优

一般

配方一

100

0.6

40.0

0.07

2.0

0.05

5.01

一般

一般

配方三

100

0.6

40.0

0.07

4.0

0.05

5.01

优

清晰

配方四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1

优

清晰

配方五

100

0.6

40.0

0.07

6.0

0.05

5.01

优

清晰

表4  生物胶乳用量对喷墨打印纸干燥速度的影响

纳米二氧化硅/%

分散剂/%

聚乙烯醇/%

交联剂/%

阳离子固色剂/%

抗水剂/%

生物胶乳/%

干燥速度

图像清晰度

成膜情况

配方二

100

0.6

40.0

0.07

5.0

0.05

3.0

一般

清晰

优

配方一

100

0.6

40.0

0.07

5.0

0.05

0

一般

清晰

优

配方三

100

0.6

40.0

0.07

5.0

0.05

4.0

改善

清晰

优

配方四

100

0.6

40.0

0.07

5.0

0.05

5.0

明显改善

清晰

一般

配方五

100

0.6

40.0

0.07

5.0

0.05

6.0

明显改善

清晰

开始龟裂

改善其干燥速度。另外生物胶乳的成膜性远没有聚乙烯

醇强，也是改善干燥速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并不是说生

物胶乳用量越高越好，生物胶乳用量偏高直接导致整

个涂层的成膜效果变差，容易发生龟裂、爆裂现象。建

议生物胶乳用量≤5.0%较为适宜。

2.5 交联剂用量对凝胶的影响

凝胶反应是配制喷墨打印纸的核心技术，凝胶反应

的程度直接制约着聚乙烯醇/二氧化硅杂化膜的质量。

所使用的改性聚乙烯醇含有大量羟基，可以与硼酸钠、

硼酸、甲醛、戊二醛等物质发生凝胶化反应。考虑到醛类

有机物气味比较重、不环保等因素，不建议使用。多羟基

聚乙烯醇与硼酸根离子可逆反应形成物理凝胶网络缔合

点[4]，在整个反应过程中硼酸根离子用量很重要，硼酸根

离子添加过量直接导致涂料完全凝胶，丧失流变性，状

态与橡皮泥相似。经过反复实验，最终确定交联剂用量

在0.01%～0.1%区间较为合理，建议用量0.07%。

3  结论

3 .1 通过实验室与生产实践，在配制喷墨打印纸涂料

过程中聚乙烯醇的选择很重要，聚乙烯醇用量偏高会导

致涂层孔隙率减少，影响水墨吸收性，图片的还原性、

清晰度等受到影响。

3 . 2 在聚乙烯醇与硼酸根离子反应的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硼酸根离子的用量以及添加方式。

3 . 3 在涂料制备过程中，较为有利的生产工艺为二

氧化硅100%、分散剂0.6%、聚乙烯醇40%、交联剂

0.07%、阳离子固色剂5.0%、PAPU抗水剂0.05%、生物

胶乳≤5%用量比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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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薄型印刷纸作为一种特种纸，要求具有良好的匀度、

强度，以及较好的印刷适应性等特点，其中不透明度、抗张

强度、表面强度是其重要指标，且对成本有重要影响。本文

主要通过实验研究阔叶浆打浆度、配比对薄型印刷纸不透明

度、强度，以及对成纸匀度、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阔

叶浆打浆度，有利于提高薄型印刷纸的不透明度、降低成本，

但不利于成纸匀度；阔叶浆配比在一定范围内对成纸不透明

度无明显影响，但对成纸强度影响显著，可用于调整改善印刷

断纸、印刷适应性等问题。

关键词：薄型印刷纸；阔叶浆；打浆度；纤维配比；不透明

度；强度

Abstract: As a kind of specialty paper, low basis weight printing 

paper requires good formatiom, high strength, and good printing 

adaptability. Among them, the index of opacity, tensile strength 

and surface strength are the important indexes, an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s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e 

effects of hardwood pulp beating degree and ratio on the opacity 

and strength of thin printing paper, as well as on the uniformity 

and cost of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ducing the beating 

degree of hardwood pulp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opacity 

of thin printing paper and reduce the cost, but not conducive to 

the evenness of paper. In a certain range, the ratio of hardwood 

pulp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opacity of the paper, bu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trength of the paper, which can be used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printing broken paper and 

printing adaptability.

Key words: low basis weight printing paper; hardwood pulp; 

beating degree; fiber composition; opacity; strength

阔叶浆打浆度和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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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成纸强度是影响薄型印刷纸印刷效果、

使用性能的重要指标，同时其对印刷纸成本也有较大

影响。由于薄型印刷纸定量低，印刷后易出现透印现

象，解决此问题通常是通过提高纸张灰分、使用钛白粉

等利于提高纸张不透明度的填料、添加染料调整纸张颜

色等方法来提高纸张不透明度，本文主要是结合薄型印

刷纸的实际生产情况，探讨阔叶浆打浆度、配比对其不

透明度及强度的影响。

1  实验室小试

1.1 原料

针叶浆、阔叶浆分别使用俄罗斯的乌针浆、布阔

浆。

1.2 主要仪器

23型槽式打浆机（西北轻工学院机械厂），RK2-

KW T抄页器（澳地利P T I），S R/P打浆度仪（巴西

REGMED公司）。

YQ-Z-48A不透明度测定仪（杭州轻通博科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美国TM I抗张强度测试仪、荷兰

IGT印刷适性仪。

1.3 实验方法

针、阔叶浆分别打浆，通过调整阔叶浆的配比、打

浆度，分析这两种因素对成纸不透明度、强度的影响。

针叶浆打浆度为80 °SR，湿重均为7.0 g；阔叶浆打浆度

分别为：40 °SR、50 °SR、60 °SR、70 °SR；针叶浆和阔

叶浆配比分别为0∶100、20∶80、30∶70、40∶60。抄页

定量(30±1) g/m 2，为保证实验准确性，均不添加填料

及其他助剂，保证打浆及抄页系统清洁。

1.4 小试结果与分析

1. 4 .1 阔叶浆打浆度对薄型印刷纸不透明度及强度的影

响

针叶浆与阔叶浆分别按照0∶100、20∶80、30∶70、

40∶60配比混合，调整每种配比阔叶浆打浆度，分析阔

叶浆打浆度对成纸不透明度及强度的影响。图1～图3，

分别表示不同配比条件下，成纸不透明度、抗张强度、

非网面表面强度随阔叶浆打浆度的变化情况。由图中变

化趋势可以看出，成纸不透明度随阔叶浆打浆度提高而

图1  不同配比条件下，阔叶浆打浆度对成纸不透明度的

影响

图2  不同配比条件下，阔叶浆打浆度对成纸抗张强度的

影响

逐渐降低，且在打浆度40～50 °SR时，不透明度变化幅

度较大。成纸抗张强度、非网面表面强度随阔叶浆打浆

度提高而略微上升，但整体变化趋势均不明显。

结果表明，降低阔叶浆打浆度可适当提高薄页印

刷纸不透明度，且在打浆度较低范围内，不透明度变化

较为明显。由于阔叶浆纤维细胞壁厚腔小且比较挺硬,

纤维之间结合差，打浆度越低，纤维结合越疏松，从而

纸张不透明性越高 [1]。由于阔叶浆纤维细小、强度低，因

此对成纸强度无明显影响。

1.4.2 阔叶浆配比对薄型印刷纸不透明度及强度的影响

分别使用打浆度为40 °S R、50 °S R、60 °S R、

70 °S R的阔叶浆与针叶浆混合，调整浆料配比，分析

阔叶浆配比对薄型印刷纸不透明度及强度的影响。图4

～图6分别表示不同阔叶浆打浆度情况下，成纸不透明

度、抗张强度、非网面表面强度随阔叶浆配比的变化情

况。由图中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阔叶浆配比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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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不透明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主要体现在阔叶浆配比

较高时。由图5、图6看出，成纸抗张强度、非网面表面强

度均随阔叶浆配比降低而提高，阔叶浆配比对两者影

响明显。

综上，提高阔叶浆配比可以适当增加成纸不透明

度，但在阔叶浆比例低于70%时，无明显变化。因为阔叶

浆纤维细小、比表面积较大，所以反光折光好，不透明

度高。但若添加比例低于一定程度，即长纤维较多，纤

表1  30g/m2白色薄型印刷纸中试生产数据

针叶浆打浆度/

°SR

78

78

78

78

78

78

针叶与

阔叶配比

30∶70

40∶60

30∶70

40∶60

30∶70

40∶60

阔叶浆打浆度/

°SR

62

61

55

53

46

45

钛白粉加量/

kg.t纸-1

25

25

25

25

25

25

定量/

g.m-2

30.1

30.3

30.2

30.1

30.2

30.4

灼烧灰分/

%

15.6

15.2

15.6

15.3

15.1

15.4

不透明度/

%

74.8

74.2

74.9

74.6

75.6

75.7

纵向抗张强度/

kN.m-1

1.72

1.91

1.76

1.89

1.73

1.90

非网面表面强度/

m.s-1

0.79

0.83

0.73

0.78

0.72

0.81

维交织缠绕空隙多，影响纸张匀度 [2]，从而较难提高不

透明度。提高阔叶浆配比，成纸强度降低，主要是其纤

维结合力差、强度低导致。

2  生产试验及其结果

使用长网多缸造纸机试验生产30 g/m 2白色薄型

印刷纸，针叶浆主要用来提高成纸强度，其打浆度一般

较高，范围通常在（76～80) °SR，根据实验室小试结果

图5  不同打浆度条件下，阔叶浆配比对成纸抗张强度的

影响

图6  不同打浆度条件下，阔叶浆配比对成纸非网面表面

强度的影响

图4  不同打浆度条件下，阔叶浆配比对成纸不透明度的

影响

 图3  不同配比条件下，阔叶浆打浆度对成纸非网面表面

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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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4-22]

及实际生产要求，适当调整阔叶浆打浆度及配比，验证

其对成纸不透明度及强度的影响。为保证实验准确性，

试验期间系统内不配入损纸，全部使用清水碎浆，除了

真空系统、干燥曲线等必要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外，其他纸机参数保持不变，辅料助剂正常添加，保

证填料种类及用量相同。

从表1数据看出，阔叶浆打浆度大幅度降低，灰分

及钛白粉用量不变，成纸不透明度呈略微上升趋势，尤

其打浆度降低至45 °SR左右时提高较明显，而成纸强度

变化不大。这说明阔叶浆打浆度对成纸不透明度有明显

影响，对成纸强度无明显影响。但通过对比纸面外观，

认为过多降低阔叶浆打浆度不利于纸面匀度，也会影

响不透明度检测的准确性。阔叶浆配比提高，成纸不透

明度变化不明显，但成纸强度，尤其抗张强度降低较明

显，说明阔叶浆配比对成纸强度影响显著。

3  结论

3.1 一定打浆度范围（40～70 °SR）内降低阔叶浆打浆

度，有利于提高薄型印刷纸的不透明度。依据此结论，

可通过降低阔叶浆打浆度，达到相同不透明度条件下减

少钛白粉用量，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需要根据

实际匀度情况适当控制。

3 . 2 阔叶浆配比在一定范围（阔叶浆比例低于70%）内对

成纸不透明度无明显影响，但对成纸强度影响显著。据此，

可用于调整改善印刷断纸、印刷效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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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斜坡式趸船码头投资少、建设速度快、水位适应性

强，是拥有岸线的非港口企业的首选码头形式。本文阐述了采

用汽车下河和皮带输送机二种作业方式的斜坡式趸船码头，

很好地解决了制浆造纸企业木片、浆板和成品纸等散货和大

宗小件的水运物流问题，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技术借鉴。

关键词：斜坡式码头；趸船皮带输送机；斜坡道皮带输送

机；伸缩皮带输送机；木片取样系统；称重计量系统

Abstract: The ramp type Pontoon terminal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non-port enterprises with coastline because of its low investment, 

fast construction speed and high adaptability to water level.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use of motor vehicles and belt conveyors in 

two types of operation of the ramp-type Pontoon Wharf, which 

is a good solution to the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such as wood 

chips, pulp board and finished paper bulk cargo and small bulk 
shipping logistics problems, providing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ramp wharf; barge belt conveyor; ramp belt conveyor; 

telescopic belt conveyor; wood sampling system; weighing and 

measu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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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以低成本、大批量、远距离、高劳动生产

率的优势深受企业的青睐，斜坡式趸船码头是拥有岸

线但又不满足建设港口的企业水上物流良好的转载平

台。综合分析国内斜坡式趸船码头作业方式的优劣势，

目前制浆造纸企业斜坡式趸船码头最实用、效率最高

的方式是：汽车下河完成企业浆板等大宗小件原材料

和成品纸进出；木片卸船后使用皮带输送机无滞留直接

转运至堆场。

1  斜坡式趸船码头

斜坡式码头，是指前沿临水面呈斜坡状的码头。斜

坡式码头适用于水位变化较大的天然河流的上游和中

游港口自然条件。它一般都设有不同规格的趸船，供船

舶靠离码头和临时堆货，趸船可随水位变化沿斜坡上下

移动。具体布置如图1。

1.1 汽车下河码头

汽车直接开到趸船上进行装卸作业的码头。

汽车下河码头一般由趸船、吊机、移动引桥、斜坡

道和坡顶挡土墙组成，斜坡要求坡度不大于8%，单车道

宽大于5 m，双车道宽大于7 m，两辆车在引桥上通行前

后应保持20 m以上距离。

1.2 皮带输送机码头

在趸船和斜坡道上设有皮带输送机的码头又称皮

带输送机码头。

皮带输送机码头一般由趸船、吊机、料斗、趸船皮

带输送机、移动引桥、移动引桥皮带输送机、斜坡道皮

带输送机和坡顶挡土墙组成，其中斜坡道为基本结构，

其他结构可根据具体需要设置。

1.3 斜坡式趸船码头优劣势

水路运输的优点是运输能力大、运距长、运输效率

高，但水路运输也存在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运输速

图1  斜坡式趸船码头布置

度慢、货物的装卸成本高的缺陷，因而水路运输适合运

距长、运量大、时间上要求不高的货物运输。斜坡式趸

船码头系统设计原则是充分发挥码头优势，弱化劣势。

斜坡式趸船码头是拥有岸线但又不满足建设港口

的企业水上物流良好的转载平台，其优劣势如下：

优势：（1）结构简单，建设速度快，投资少；（2）对

水位变化适应性强。

劣势：（1）趸船移泊作业麻烦；（2）装卸环节多，

通过能力小；（3）趸船易受风浪影响；（4）作业安全性

差。

2  斜坡式趸船码头木片输送系统关键控制点

制浆造纸企业斜坡式趸船码头作业一般采用汽车

下河和皮带输送机输送两种方式交叉进行，汽车下河实

现浆板等大宗小件原材料和成品纸进出，皮带输送机实

现木片卸船后无滞留直接转运至堆场。下面重点阐述斜

坡式趸船码头木片输送系统的关键控制点。

2.1 工艺简述

通过吊机和抓斗将货船上的木片送进布置在趸船

上的料斗内，料斗配置仓壁振动器，料斗下料出口处装

有振动给料机，料斗下方布置皮带输送机，通过皮带输

送机往岸上堆场输送木片。木片通过分料器可以选择进

入所规定的堆场，再通过往返皮带输送机进行下料，往

返皮带输送机为带正反转导轨电机的正反转皮带输送

机，可以根据所需堆料的高度进行水平移动，保证木片

存储量的最大化。

木片在经过皮带输送系统时安装木片自动取样机

进行取样，所取样品需具有代表性，满足公司取样的标

准；在皮带输送系统安装皮带秤进行称重计量；木片内

夹杂的长条、大块物料利用料斗格栅阻止进入系统，铁

器通过皮带输送机上方的电磁除铁器去除。

2.2 功能区域划分

斜坡式趸船码头木片输送系统按功能和地形一般

划分为水域和陆域两输送系统，以岸线挡土墙为划分

界限，近水为水域系统，远水为陆域系统。详见图2。

木片水域输送系统的设备配置与趸船、引桥、水工

建筑设计息息相关，水域输送系统的设计必须通过海

事、航道、防洪、环保等部门的评估、备案，且投运后每

年需进行审查。特别是安装在趸船上的吊机、料斗、皮

生产实践PRODUCTIOn

27
Aug., 2021  Vol.42,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带输送系统设备的施工图必须与趸船一起报船级社的

评估、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招标、制造安装。

木片陆域输送系统属输送系统标配，木片陆域输

送系统首先除去木片内夹杂的长条、大块物料和铁器，

经木片取样和称重计量设备处理后，通过正反转皮带

输送机进行往返下料，保证木片存储量的最大化。

2.3 木片输送系统关键设备性能

2.3.1 料斗及振动给料器

固定式料斗能满足浮吊作业。料斗的传力板厚度

不小于8 mm，主要钢板材料采用Q355C，其他辅材采

用 Q235C，型钢采用Q235A。如图3。

单个固定式料斗斗口尺寸不小于6 m×8 m，斗容不

小于30 m3，料斗口上设有200 mm×200 mm坚固的金

属格栅。料斗内部设厚度不小于6 mm的耐磨衬板，耐

磨衬板材料为65M n。料斗斗体下部落料处与水平线夹

角不小于65 °。具体位置布置需满足码头皮带输送机作

业要求。

斗口下设置斗门及振动给料器，振动给料器额定

效率与码头皮带输送机作业效率相匹配。斗门开闭及振

动给料器要与皮带输送机联锁。料斗上方开口处应设置

一层操作观察平台，通过人行踏梯到达。

2.3.2 趸船皮带输送机

趸船皮带输送机属趸船上的固定设备，趸船有限

元计算时已将其全部纳入计算元素之列，其结构、载荷

和工况与趸船设计的吃水、配重和运行相关。趸船皮带

输送机一旦设计完成，制造安装需严格按设计施工图进

行，否则将影响趸船运行。

趸船皮带输送机一般按《DTⅡ型带式输送机设计

选用手册》或《DTⅡ-A型带式输送机设计选用手册》

设计选型，设计时选用适合趸船工况皮带张紧方式是

关键点。如图4所示，趸船皮带输送机长90 m，张紧量

为2 m。皮带张紧方式为：液压缸+小车组合设计。

2.3.3 钢引桥及皮带输送机

斜坡式趸船码头汽车下河作业一般设计两座引桥

与趸船形成环形路线，减少行车干扰。钢引桥一般设

计成宽7.8 m的平行弦杆下承式结构，长和高尺寸根据

码头实际情况，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设计选型。如图5所

示。

桥面设计有皮带输送机廊道及40 t货车通道，货

车通道设有直径

10 m m圆钢防滑

条。引桥江侧通

过滚轮及锚链连

接趸船。岸侧通

过滚轮连接斜坡

道轨道，用于收

放趸船、斜坡道

皮带输送机等设

备电缆的电缆卷筒一般也设计在钢引桥上放置。

钢引桥皮带输送机整体安装在钢引桥上，随着趸

船和钢引桥的移动而移动，启停控制属趸船皮带输送

控制组。钢引桥皮带输送机结构形式采用D TⅡ型或

DTⅡ-A型，设计时要求皮带输送机的中间架和支腿刚

性优于普通皮带输送机。

2.3.4 斜坡道皮带输送机

斜坡道皮带输送机又称牵引小车皮带输送机，安

图3  料斗及出料装置

图5  钢引桥皮带运输机

图4  趸船皮带运输机布置

图2  码头木片输送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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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水工建筑的斜坡道上。随着水位的涨落和趸船的

移动，斜坡道上的皮带输送机数量也需不断调整以适

应水位变化，斜坡道上皮带输送机增减都是通过岸上

卷扬机的牵引完成。

斜坡道皮带输送机机架一般分成三节，每节配二

组钢轮，方便在导轨上移动。三节机架通过铰接连接成

一条可折弯、可移动的皮带输送机机架，配合三节机架

上的皮带输送机部件，形成一条可折弯、可移动完整的

皮带输送机（见图6）。特殊工况对斜坡道皮带输送机提

出一些特殊的要求。

结构要求：斜坡道皮带输送机各部件制造安装应

符合JB/T  5000.10-1998中的有关规定，每台牵引小

车皮带输送机本体框架强度必须满足浮力牵引（趸船+

钢引桥）和全部斜坡道皮带输送机牵引强度要求。斜坡

道皮带输送机设备出厂前，牵引小车皮带输送机应进行

整机预装，皮带小车各部位铰接连接机构要求满足整

体牵引强度，要求连接机构上下运行畅滑无阻塞，拆装

方便快捷。

行走要求：斜坡道皮带输送机要求移动是行走轮

在轨道上行走顺畅无卡涩，直线行走无偏转，在岸上平

地可自由旋转90°后定位。斜坡道皮带输送机车轮轴承

座位置设计可调节，当皮带输送机行走时出现轮缘啃

轨，可调节车轮轴承座的位置。

控制要求：由于斜坡道皮带输送机数量变化，需单

独设计斜坡道皮带输送机控制组，通过组启动和组停

止程序有效控制斜坡道皮带输送机组的启停。岸域皮

带系统全部运行后方可启动斜坡道皮带输送机控制组，

控制组为每条斜坡道皮带输送机设计信号旁通，根据

斜坡上皮带机数量进行启动，未在坡道上的皮带机所有

信号旁通。

2.3.5 伸缩皮带输送机

随着水位的涨落和趸船的移动，斜坡道上的皮带

输送机数量也需不断调整以适应水位变化，确保木片顺

利输送。同时，与斜坡道皮带输送机相接的第一条陆域

皮带输送机设计成伸缩式皮带输送机，能高效地让出

斜坡道皮带输送机移动所需空间，确保斜坡道皮带输

送机在卷扬机的牵引下顺利移动。伸缩式皮带输送机

结构见图7。

伸缩式皮带输送机与普通的皮带输送机其工作原

理相同，只是尾轮和中间架结构上有所区别，伸缩式皮

带输送机尾轮是能移动的。当安装尾轮的游动小车向

头轮一端移动时，输送机皮带进入储带装置内，尾轮回

缩；反之则尾轮延伸。当安装尾轮的游动小车达到指

定位置时，可将中间架拆除，方便斜坡道皮带输送机移

出。因尾轮和中间架具有可伸缩性，故称伸缩皮带输送

机。

伸缩式皮带输送机分为固定部分和非固定部分两

大部分，固定部分由头轮传动装置、储带装置、收放胶

带装置等组成；非固定部分由无螺栓连接的快速可拆

支架、尾轮及游动小车等组成。其中，收放胶带装置：

位于张紧绞车的后部，它由机架、调心托辊、减速器、电

动机、旋杆等组成，其作用是将胶带增补到输送机机身

上或从输送机机身取下。中间架：由无螺栓连接的快速

可拆支架、H型支架、钢管、平托辊和挂钩式槽形托辊、

“V”型托辊等组成，是伸缩式皮带输送机的非固定部

分。

2.3.6 往返卸料皮带输送机

往返卸料皮带输送机与普通的皮带输送机工作原

理相同，一般用于高空布料。其结构特点是整个皮带输

送机安装在整体钢架上，钢架底部带行走轮，可在轨道

上往返移动，能实现轨道长度内任意点的布料。

轨道安装在高空桁架上，轨道长一般为往返卸料

皮带输送机长度的2倍，两端设置电控和机械限位，确

保皮带输送机安全运行。往返卸料皮带输送机能正反

转，头尾两端均可卸料，皮带输送机通过行走装置在

轨道上往返行走，能实现轨道长度内任意点的卸料。桁

图7  伸缩式皮带输送机

图6  斜坡道皮带运输机

生产实践PRODUCTIOn

29
Aug., 2021  Vol.42,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通过二级给料机进入主皮带回用。

整个系统在各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设有堵料检测

传感器，具有堵料及断料的报警保护功能；采样周期可

根据标准设定。

2.3.7.2 采样头工作原理

采样机一般由电机、减速器、采样切割头及带有防

尘罩的钢制机架组成，采样机安装在输料皮带中部，通

过料流传感器探测，输出料流信号，PLC定时启动电机

来驱动采样切割头快速旋转，在具有代表性料样料流

处把样品猛扫入出料溜槽，如果输送带上没有料或流量

很低时，采样机不会循环工作。

切割头旋转穿过料流，接近开关触发后电机制动。

减速器和主传动轴之间由性能良好的弹性联轴器连接，

其传动平稳，完好地保护轴与减速器，采样切割头停在

初始位置，直到中断计时器再次发出指令工作。

采样机为了达到全断面采样，采样切割头倾斜安

装，倾斜角度是由皮带速度和切割头速度两个矢量的

合成。切割头在此角度下穿过料流时可避免料流的冲击

力。采样切割头的两侧及后表面与输送带之间装有特种

橡胶刮扫器，这些刮扫器模拟皮带的弧形，同时有特制

的五托辊与输送带相配套；使运行皮带和转动的切割

头之间连续接触，保证能够将其中的末料全断面采样。

见图10。

2.3.8 称重计量系统

称重计量系统是木片采购结算的重要环节之一。

由于水路运输运距长、运量大，木片重量受自然条件的

影响也较大。称重计量直接牵涉供货商和企业的利益，

称重计量系统采用高精度序列式皮带秤，能基本达到

供货商认可、企业满意，实现供求双方矛盾的统一。见

图11。

架沿线布置电缆线架用于电缆的收放，电缆设计载荷

150 kg/m。往返卸料皮带输送机结构见图8。

2.3.7 木片取样系统

取样、制样是木片采购结算的重要环节之一，取样

和制样的代表性直接牵涉供货商和企业的利益，也是

木片采购结算争执的焦点。

使用皮带输送机中部木片自动取样系统能大幅度

提高木片检测的客观准确度，达到供货商认可、企业满

意的目的。性能：（1）木片自动、全幅、随机取样，提高

取样的稳定性、均匀性和可靠性；（2）全密封设计，物

料损失和水分损失完全满足标准要求，确保试样的代

表性。

2.3.7.1 工艺流程

木片取样系统安装在皮带输送机中部位置，系统

由一次采样头、初级给料机、二次采样头、斗提机、二

级给料机、样品收集器组成。木片取样系统具有采样、

样品收集、余料回用等功能，全密封设计，物料损失和

水分损失完全满足标准要求。见图9。

工作时一次采样头按预定的采样周期旋转一周，

从运料主皮带上横向刮取全断面的料样，通过溜槽进

入初级给料机，二次采样头根据样品量在初级给料机

皮带上横向刮取全断面的料样，通过溜槽进入样品收集

器，余料通过溜槽进入斗提机，经斗提机提升后的木片

图9  木片取样系统 图10  采样头工作原理

图8  往返卸料皮带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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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06]

图11  称重计量系统

高精度序列式皮带秤是机械结构、电气系统及软

件控制于一体的成套计量控制系统。它由多组合托辊

型式（选用18或24托辊序列式组合）、群控称重仪表、

测速装置、数字化模块、称重单元、传感器接线盒、管

理软件等几部分组成。检定等级：0.5级；标定精度：

0.20%；长期使用精度：0.20%。

生产实践PRODUCTIOn

该带秤是通过群控称重仪表将各称重传感器、速

度传感器以及相应的开关量信号进行实时处理与转换，

发往工控机，利用工控机管理软件进行处理显示。工控

机及管理软件通过光纤通信得到现场群控仪表的实际

累计重量，并通过显示器或打印机向用户提供数据。

3  结束语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长江沿岸11省市积极推进长江岸线港口码头“搬、改、

关、转”的专项整治工作。斜坡式趸船码头是长江沿岸

数量最多的码头，普遍建成较早、存在较大的安全环保

隐患，是集中整治的关键点之一。

按照绿色港口相关标准对斜坡式趸船码头进行提质

改造是主要措施之一。科学选择码头的吞吐量、船型、装

卸工艺和水工建筑，能有效推进趸船码头质量、安全管理

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实现港口绿色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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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成形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总结和分析，

提出工艺备品改进设计方案和张紧设备校正调整方法，取得

了预期效果，降低了事故发生率，延长了成形网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成形网；漏浆；洗涤困难；网面磨损；网面拉斜；寿命

短；原因分析；改进措施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forming wire, and proposes a design pla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spare parts and the correction and 

adjustment method of the tensioning equipment. The expected 

results are achieved, the accident rate is reduced,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forming wire is prolonged.

Key words: forming wire; stock leakage; washing difficulty; wire 
surface abrasion; wire surface inclined; short service life; cause 

analysis; solutions

纸机成形网使用异常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
⊙ 邵校  张兴利  操海松 

[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山东枣庄 277014]

Causes of Abnormal Use of Paper Machine Forming Wire and Its Solutions
⊙ Shao Xiao, Zhang Xingli, Cao Haisong

(Universal Pulp and Paper (Shandong) Co., Ltd., Zaozhuang 277014,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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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9211(2021)16-0032-04

邵校 先生

助理工程师，生产经理；负责工厂生产

车间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

成形网在纸页脱水及成形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轻者会直接导致

纸病和断纸事故的发生，严重时甚至需要停机更换新

的成形网。成形网的使用是否正常、使用寿命等直接影

响到造纸的生产成本；每次成形网的异常，都会造成较

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各个造纸厂对成形网的使用都非

常重视。从事造纸生产以来一直对成形网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不断地总结和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对工

艺备品改进设计方案和张紧设备校正调整，在应用过

程中取得了预期效果，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延长了成

形网的使用寿命。下面是成形网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典型异常情况的分析和改进措施的总结。

1  成形网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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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传动点之间存在速差，导辊磨损。

导辊辊面长期塞浆、黏胶，机架内异物进入割伤，

流送系统内异物进入损伤。

(4）成形网张力＜4 k N/m，校正器有故障使用异

常，机械张紧辊蜗轮转动不同步，导辊位移，气胎张紧

辊不平行，胸辊升降高度不一致，复合辊复合位置不平

行，成形网收缩率过大。

(5）浆料处理不干净，含砂量大；真空箱面板不平、

破损，表面粗糙度过高；成形网材质差，底层纬线细，强

度低。

(6）操作不熟练，上机台作业时有异物脱落，如图8

所示，流浆箱唇板下方卡螺丝钉。

3  改进措施

(1）选用先进的S SB编织技术，如图9、图10所示，

SSB型成形网正、反面图。

(1）网面带浆、漏浆；（2）洗涤困难；（3）网面磨

损、破损；（4）成形网标准线拉斜、网面拉窄，如图1；

（5）使用寿命较短；（6）异常损坏，如图2。

2  原因分析

(1）选型不合理

不同的纸机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对成形网的选

型需求不同。网面带浆的原因主要是成形网编织过密，

透气度低，如图3、图4；浆料纤维湿重太小(＜3.0 g)；

保留率过低＜50%；高压水洗涤效果不好；低压水管堵

塞；着网点落在胸辊上。网面漏浆的主要原因是网面太

疏，透气度过高，如图5、图6。

(2）网面厚，洗涤有盲区

浆料处理不干净，胶黏物多；胶黏物控制剂、保洁

剂添加量少或未正常加入；高低压水使用异常，高压水

压力低，清洗水脏，如图7所示，清洗不干净的成形网的

网面照片。

图1  成形网拉斜、标准线偏斜照片 

图3  编织过密的成形网纬向截面图 (Warp view) 

图4  编织过密的成形网经向截面图(Weft view)

图5  编织过疏的成形网正面图图2  网面刮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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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紧固刮刀架螺丝，清理网案内部干浆杂物等；停机

检修用烧碱串洗流送系统，拆检压力筛旋翼筛鼓，清洗

(2）高压水压力≥30 k g，喷嘴无堵塞，无盲区；胶

黏物控制剂量0.8～1.0 k g/t纸，热分散温度控制95～

100 ℃，成形网保洁剂用量10～15 m g/L，低压水压力

0.2 MPa，扇形均匀喷雾，无盲区。　

(3）网部传动点速差小于0.5%，定期检查导辊磨损

情况，磨损量＞3 mm时更换，定时清理导辊刮刀机架，

杜绝塞浆和黏胶现象，每次检修检查要紧固机架螺栓，

图6  编织过疏的成形网反面图

图7  清洗不干净的成形网面照片

图8  流浆箱唇板下方卡螺钉照片

图9  SSB型成形网正面图   

图10  SSB型成形网反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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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成形网张紧辊、校正辊、复合辊照片  图12  16-综SSB 3层成形网经线、纬线横截面图

接水盘、冲浆槽内异物。

(4）成形网张力标准5～6 kN/m；校正器气源压力

0.4～0.5 MPa，校正行程5～10 cm，气缸动作灵活无故

障。

严禁机械张紧辊蜗轮连杆失效、蜗杆滑丝、蜗轮

箱跳丝等造成张紧不同步现象，采取加装可视标尺

和机械限位等措施；导辊底座位置校正螺栓加固；保

持气胎张紧辊两侧压力相等，气压0.4～0.45 M P a；

胸辊上升到位，两侧限位高度偏差＞5 m m；蜗杆不

同步、复合辊蜗杆脱丝不同步时，须加装光电开关来

检测反馈信号的同步性；通过检查标准线和测量网面

宽度判断成形网收缩比例，选用16-综S S B型3层网

编织方式，透气度（6300±400）m 3/(m 2.h)，伸长率

＜0.45%，支撑点数增加至120个。如图11，影响成形

网偏斜的机械张紧辊、气胎张紧辊、校正辊、复合辊

照片。图12，16-综SSB 3层成形网经线、纬线横截面

图。

(5）检查制浆工段除砂器工艺是否超标准，杜绝纸

机除砂系统堵塞，加大排渣量来提高浆料的洁净度；用

水平仪校正真空箱面板水平或拉线悬吊铅锤找正位置，

两侧误差＜0.5～1 mm；选用粗糙度≤0.2～0.3 μm的

氧化锆真空面板；加粗成形网底层纬线至0.5 m m，网

厚度1.3～1.5 mm。

(6）岗位人员调整，预先培训“三大规程”，考核合

格后上岗；非操作人员禁止靠近纸机，操作人员进入网

部禁止携带硬质物品，使用的工具须安装失手绳。各区

域加装摄像头便于问题的事后分析。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问题总结和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成形网损坏的几率，近两年实现了成形网无

异常下机，使用寿命达60～70天的目标。大大降低了生

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收稿日期:2021-02-12(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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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台纸机安装的液体碳酸钙螺杆泵泄漏频繁、供料

不稳。在分析碳酸钙物理特性和生产要求的基础上，基于三

维画图软件将杂乱的管道重新设计并将现有螺杆泵的密封结

构进行改进，在泄漏处增加接料盒。改进后，明显改善了螺

杆泵的泄漏情况，稳定了供料的流量，延长了转定子的使用寿

命，消除了意外停机的隐患，方便了管道的洗刷和备用泵的切

换，减轻了工人维修和清洁的工作量，验证了填料密封结构

更适合液体碳酸钙的泵送。

关键词：碳酸钙；螺杆泵；泄漏；机械密封；填料密封

Abstract: The liquid calcium carbonate screw pump installed 

on a paper machine frequently leaks and the material supply is 

unstab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of calcium carbonate, the messy pipeline 

was redesigned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drawing software, 

the existing screw pump sealing structure was improved, and 

a receiving box was added at the leak. After the improvement, 

the leakage of the screw pump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feed flow rate is stabilize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rotor and the 

stator is prolonged, the hidden danger of accidental shutdown 

is eliminated, the cleaning of the pipeline and the switch of the 

standby pump are facilitated, and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the workers are reduced. The clean workload has verified that the 
packing seal structure is more suitable for pumping liquid calcium 

carbonate.

Key words: calcium carbonate; screw pump; leakage; mechanical 

seal; packing seal

碳酸钙螺杆泵泄漏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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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某台造纸机用液体碳酸钙的螺杆泵损坏频繁、泄漏严重、供

料不稳、维修困难，清理泄漏现场费时费水。三台螺杆泵都采用机械密封形式，平均每月损坏2个

机械密封、2个定子，每季度损坏1个转子，每年报废一台螺杆泵。螺杆泵更换机械密封需要至少2

人配合，拆装4 h左右，更换转子需要2 h左右，定子需要1 h左右，更换整台泵需要1 h左右。每周

至少4天会看到地面大面积泄漏的液体碳酸钙，泄漏区域大概有30 m 2左右，每次清理地面沉积

的液钙大概需要1～2 h，浪费清水大概3 t，泄漏严重时，每天需要清理3次。每年会有4～6次的额

外停机或停机延时是因为螺杆泵泄漏或损坏所导致的。所以，上述问题亟待解决。

1  碳酸钙螺杆泵泄漏分析

1.1 碳酸钙物理特性及造纸特性

碳酸钙化学式为CaCO3,难溶于水，溶于盐酸，白色固体状，相对密度2.71。

根据生产方法不同可将碳酸钙分为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胶体碳酸钙和晶体碳酸钙。

结合在用的两种碳酸钙的检验报告见表1和表2，不难得出液体碳酸钙中含有微量稍大矿物颗

粒。这些颗粒很容易损坏机械密封的密封端面。

造纸工业用的碳酸钙，主要用作纸张的填料、涂布颜料，在涂布中使用可以提高成品纸的不

透明度，并且可以使纸张亮度好、结构坚实、利书写、涂布均匀、摩擦度低、易排湿以及易干燥等
[1]。

1.2 生产使用要求

原有液体碳酸钙螺杆泵的设计为两台在用泵和一台备用泵，如图1所示。中间的螺杆泵只能

给其两侧其中的一台备用，两边的螺杆泵不可互相替换使用。纸机平均每周有1次约2 h左右的停

机，每半月会有1次3～5 h的停机。停机时螺杆泵停用即可，不需要洗刷，除非要切换备用泵才会

将停用的泵和备用泵进行洗刷。因此，管道中液钙容易沉积，特别是粒径较大的重质颗粒容易沉

积。液钙的沉积容易导致弹簧失效，使石墨密封端面嵌入硬质颗粒，导致机械密封损坏。切换备

用泵需要停机洗刷两台泵和相关的管道，且万一损坏两台泵，则还会有一台泵需要抢修。如果不

洗刷管道和泵，沉淀的液钙会变得越来越硬，继续使用会损伤定子和机械密封，甚至造成供料不

稳和纸面废品。液体碳酸钙螺杆泵泄漏几乎成为常态。

1.3 管道结构分析

原有的螺杆泵进出管道经过多年

的改动，杂乱无章，缺少洗刷口、排污

管、冲洗水管等。切换备用泵洗刷时，需

要两人配合，拆卸多处管道，且洗刷时

间较长。因为缺少洗刷口，管道拆卸麻

烦，部分管道洗刷不到位，容易造成液

钙沉积结块，存在损伤机械密封和定子

的隐患。只在总管道设置冲洗水，导致

只有完全停料时才可以使用，泵损坏切

换时完全用不上。如图1所示，两用一备

表1  重质碳酸钙检验报告

细度 粒径D50/μm

通过率(325目筛)/%

项目

4.50～6.50

≥97.0

标准

5.518

99.98

测定

合格

合格

结论

表2  液体碳酸钙检验报告

体积平均粒径/μm

筛余物（325目筛)/%

项目

3.40～4.20

≤0.10

标准

4.196

0.02

测定

合格

合格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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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因其安装距离和结构的原因，

会有较长的一段盲管，容易被沉积的

液钙堵满。

1.4 密封结构及其性能特点分析

机械密封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固定

环端面与动环的匹配和相对旋转，形

成密封装置，防止机械设备泄漏。固定

环和移动环的匹配是确定机械密封质

量的关键 [2]。机械密封的密封效果好、

泄漏量小、寿命长，但价格贵，加工安

装维修比一般密封要求高。机械密封

适用于输送石油及化工介质，可用于各

种不同黏度、强腐蚀性的介质。但是如

果输送容易结块硬化的介质会导致机械密封弹簧失效。机械密封不可长时间干磨，干磨容易使

机械密封的密封断面过热损坏。因此机械密封并不适合造纸液体碳酸钙的输送。

螺杆泵的转速较低，机械密封压力不高。液体碳酸钙为常温，含硬质颗粒，容易沉淀、结

块，因此更适合采用填料密封方式。而且机械密封一旦损坏，维修时间长，只能停机更换，造纸

机不能总因为个别设备损坏而停机，所以从稳定生产的角度考虑，填料密封比机械密封更适合

碳酸钙螺杆泵。

填料密封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维修方便、但泄漏量

大、维修频繁、功耗损失大。因此填料密封常用于输送一

般介质和含有颗粒硬物的介质，如水、液体碳酸钙。为了

将填料与轴或轴套之间的摩擦热带走，必须设定少量的泄

漏。常用的填料为油浸石棉盘根。油浸石棉盘根突出特点

是盘根中含有润滑油、摩擦系数小、压缩量大。

盘根密封常见泄漏原因如下：盘根压盖未压紧；所用

盘根太细；盘根切得太短,两切面不能密合；盘根安装圈数

太少；盘根筒与压盖筒的径向配合间隙过大；盘根筒内壁

或泵轴表面受损；泵轴弯曲；盘根使用时间过长等。只要

定期处理，这些问题几乎都可以预料或避免。

2  改进措施

2.1 改进前机械密封结构

如图2所示。

2.2 尝试在机械密封的基础上增加油封

增加油封后的结构如图3所示。试用结果表明，比只

有机械密封的结构可多持续2～4天。

图2  机械密封结构

图3  机械密封加油封结构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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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改机械密封为填料密封

改进后的填料密封的结构如图4

所示。使用中大约每2～4天压紧一次

盘根，20～30天切换备用泵时更换一

次盘根。

2.4 增加一台备用泵并改进管道结构

基于三维画图软件，改进后的结

构如图5所示。备注的信息为新增改进

点。增加快装盲板是为了洗刷到每个

管道角落。增加快

装接头是为了方

便检修和洗刷，拆

装迅速。排污管

及阀门安装在靠

近管道汇合的三

通位置是为了尽

量缩短盲管长度，

防止管道内淤堵

硬化难以通开。两

用两备的结构更

适合容易损坏和

泄漏的螺杆泵，适

合需要快速洗刷

和难以洗刷的情

况。

3  结语

在分析液体

碳酸钙螺杆泵泄漏原因时，不仅要考虑密封结构的问题，还要考虑其输送介质的特性以及生产

的要求。因为有少量的水泄漏，在泄漏处增加接料盒排到地沟。改进后，明显改善了螺杆泵的泄

漏情况，稳定了供料的流量，延长了转定子的使用寿命，消除了意外停机的隐患，方便了管道的洗

刷和备用泵的切换，减轻了工人维修和清洁的工作量。实践证明填料密封结构更适合液体碳酸钙

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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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三维软件设计效果

图4  改进盘根密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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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内长网纸机生产高强瓦楞原纸低定量化进程中

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瓦楞原纸物理强度的下

降、原纸轻量化过程中的断纸及操作过程中的能耗等问题进

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性技术：如转鼓

碎浆技术、膜转移表面施胶技术、干网在线连续高压水清洗

技术、四辊三压区封闭式的复合压榨技术等。低定量化的关

键技术实施后，瓦楞原纸的定量可以达到50g/m2以下，甚至可

以做到45g/m2，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关键词：瓦楞原纸；低定量；复合压榨；膜转移；表面施胶；

在线连续高压清洗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low-quantitative process of the domestic 

fourdrinier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base paper machine. The 

problem of the physical strength of the corrugated base paper, the 

paper break in the light weight process of the base paper,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were also studied. 

And the key solutions and technologies for these three aspect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drum pulping technology, f ilm 

transfer surface sizing technology, dry web on-line continuous 

high-pressure cleaning technology, four-roll three-pressure 

zone closed composite squeezing technology, etc.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quantity key technology, the basis weight 

of corrugated paper can reach below 50g/m
2
, even 45g/m

2
, 

reaching the domestic advanced level.

Key words: corrugated base paper; low basis weight; compound 

press; f ilm transfer; surface sizing; on-line continuous high 

pressure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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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国内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物

流行业的高速发展，进而包装物的需求也跟着水涨船

高。但由电商包装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成为整个行业、社

会乃至国家的痛点，电商包装绿色化成为整个产业链的

共识。在多年努力下，电商包装绿色化已有所成效：主流

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已全面采用电子面单;部分纸箱从

5层减为3层;采用新缓冲技术，替代传统非环保缓冲材

料;部分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启用周转箱、纸箱回收计划

等。然而，电商包装体系庞大又复杂，以上只是电商包

装绿色化的冰山一角。随着全国快递服务业务量的持

续攀升，电商包装全面绿色化需求已变得更加迫切，以

此倒逼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进步。

纸箱包装，相对于塑料包装来说，是一种绿色包装

材料。纸箱的主要原材料为瓦楞原纸和箱纸板，随着国

家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的政策实施，国内的造纸原

材料更加匮乏。为了有效地节省原材料，纸张实施低定

量化，也就势在必行。

高强瓦楞原纸在轻量化的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

的几个问题：（1）随着定量的降低，物理指标也随着下

降；（2）由于定量越来越低，强度越来越小，伴随着纸

张断纸比较多，抄造率、成品率比较低等问题也随之而

来；（3）随着定量的降低，产量降低，单位产品的综合

能耗增加。现就这三个问题，结合相关企业的实际情况

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  物理强度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造成瓦楞原纸的物理强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主要有：

（1）瓦楞原纸的主要原材料为废纸，废纸的质量

是影响物理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国家全面禁

止“洋垃圾”进口的禁令实施，我国的造纸行业，特别是

利用废纸作为原材料的造纸厂家，都面临着原材料短

缺的问题。为了解决国外废纸不能进口的问题，可以寻

求在国外建立废纸制浆车间，把外废进行处理干净，做

成浆板，然后再运输到国内，该措施可能会增加一些成

本，但可以解决我国优质再生原料短缺的问题。

（2）由于原材料短缺，国内废纸的需求量仍在增

长，所以废纸的回收利用次数增加，经过反复多次的重

复利用，废纸纤维的强度逐渐下降。这种情况主要通过

加强废纸回收站的建设，加强废纸的分类，将木浆含量

高、重复利用次数低的废纸用来抄造高强度纸。

（3）在轻量化的过程中，定量变低了，纸张变薄

了，物理强度也随着降低了。为了解决该问题，一般的解

决方法是，调整原材料的结构、填加表面淀粉以及通过

添加造纸助剂等技术措施来解决。

（4）生产工艺的影响。如采用转鼓式碎浆机代替

水力碎浆机来碎解废纸，由于转鼓式碎浆机是依靠重力

来碎解废纸，对纤维没有剪切力，保持了纤维的长度，从

而维持纸张的强度不再下降；另外可以通过分级筛将纤

维分为长纤维和短纤维，长纤维可以用来抄造强度高的

纸张，把短纤维用来抄造强度稍低的纸张；通过调整纸

机的上网浓度和浆网速比等提高纸页的匀度和强度。 

四辊三压区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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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定量高强瓦楞原纸抄造过程中断纸原因分析

和应对措施

瓦楞原纸抄造过程中造成断纸的原因有很多，现

结合中山某纸厂抄造超低定量的瓦楞原纸时引起断纸

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2.1 纸面上砂砾引起断纸

由于浆料比较脏，在瓦楞原纸的抄造时，主要的原

因为制浆的净化处理设备效果不好，以及浆池脱落和白

水混入等，当纸页干燥后，砂砾容易掉落，形成孔洞，在

表面施胶和复卷时，容易造成断纸。

主要解决办法：选用合适的除砂器设备，定期清理

沉砂沟，检查低浓除砂器的除渣口是否堵塞，另外尽量

对浆池和白水池贴瓷砖处理，回用水过滤后再回用于纸

机系统。

2.2 真空伏辊和压榨部断纸

纸张在网部脱水后，水分比较大，湿强度比较低，

在真空伏辊和压榨部容易断纸。

主要采取的措施：（1）加强网部的脱水元件，合理

分配网部脱水元件的真空度，提高出网部的纸页干度，

从而提高湿纸页的强度；（2）网部和压榨部之间采用封

闭式引纸方式，减少真空伏辊处断纸；（3）压榨部由开

放式的普通压榨，改为封闭式的四辊三压区压榨；（4）

合理选用压榨部的毛布，并对毛布加强洗涤，保持毛布

的洁净度；（5）压榨部和干燥部之间采用封闭式引纸方

式，减少压榨部断纸。

2.3 干燥部断纸

在干燥部引起断纸的主要原因包括：（1）由于纸页

定量低、厚度薄，纸张在干燥部的运行中容易飘动和抖

动，从而引起断纸；（2）烘缸容易积胶和纸毛；（3）干

网积胶且易脱落；（4）烘缸的温度曲线控制不好，造成

黏缸断纸。

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干网由双挂回路改为单挂

回路，并且增加稳纸风箱，减少纸张在干燥部飘动和抖

动；改为单挂后，下排烘缸不再接触纸页，上排烘缸的

刮刀刮落的胶黏物直接掉在地面，从而避免了纸张黏胶

而断纸；（2）在前面两个上排烘缸的表面喷涂一层烘缸

剥离剂，保持烘缸表面的洁净，并用刮刀将胶黏物刮落

掉在地上，减少干燥部断纸；（3）单挂回路取消了干燥

部大部分的导辊，剩余的导辊全部改在干网的外面，不

接触纸页面，避免导辊缠胶，脱落后再黏到纸页，造成

断纸；（4）对接触纸页的干网面，采用14.7M P a以上的

高压在线连续清洗装备清洁干网，保持网的洁净度，减

少断纸；（5）调整干燥部的烘缸温度曲线，避免纸页过

急干燥，造成黏缸断纸。

2.4 表面施胶断纸

纸页在表面施胶处断纸的主要原因有：（1）淀粉胶

料的质量波动造成表面胶在施胶机上面跳胶，影响该

处断纸；（2）由于纸张定量低、纸页薄，在表面施胶机

处吸胶后，水分变大，湿强度变低，造成断纸；（3）表面

施胶前纸页的缺陷，也是造成该处断纸的主要原因。

相应的解决措施：（1）加强原材料表面淀粉的质

量控制，以及严格控制表面胶淀粉的蒸煮工艺，稳定

表面施胶的浓度、温度和黏度；（2）由浸泡式表面施胶

改为膜转移式表面施胶，由于膜转移表面施胶技术是

将淀粉液先涂在施胶辊上，然后再将淀粉液转移到纸

页上。这很好地解决了跳胶的现象，从而可以提高淀粉

的浓度，减少纸页的吸水量，提高纸页的干度，从而提

高纸页的强度，减少在施胶机处的断纸；（3）解决在造

纸湿部和前干燥部造成的烂边、穿孔、匀度差等相关纸

病，减少该处的断纸。

2.5 复卷纸断纸膜转移表面施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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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复卷机断纸的主要原因有：（1）原纸的质量因

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2）复卷机的圆刀是否有缺

口；（3）复卷机的张力不一，引起断纸。

相应的应对措施：（1）对于原纸的质量问题，还是

要从源头来解决，比如缺边、孔洞、横幅定量差、水分不

均、纸张黏胶等，需要从纸机上控制解决；（2）对于圆

刀的问题，需要调整底刀和飞刀的角度，检查圆刀是否

磨损或有缺口，及时更换；（3）通过编程程序自动控制

纸张的张力，保证纸张的张力均匀一致，减少断纸。

总之，在瓦楞纸的低定量化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引

起断纸因素，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研究，然后采取合理

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提高纸机的抄造率以及产品的成品

率和合格率，从而提高公司的赢利水平。

3  瓦楞原纸生产过程低定量化造成单位产品的能

耗增高

瓦楞原纸的定量要求越来越低，纸机的产量也就

越来越低，同时也伴随着能源消费的问题，虽然随着产

量降低，总能源消费量也跟着下降，但是单位产品的能

源消费量却上升，而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费量分为直接生

产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费量和全厂的单位产品消费量。

对于直接生产单位产品的消费量来说，主要问题就

是制浆和造纸车间单位产品的电耗和汽耗升高的问题。

3.1 电耗增高

（1）由于产量降低，设备运行的负荷也降低，设备

的产出比较低，造成单位产品电耗比较高；（2）生产低

定量产品，对浆料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需增加相应的

筛选和净化设备，增加了部分用能。

针对电耗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提高纸机的车速，从

而提高产量。制浆系统能够满负荷运转，提高设备的生

产效率，降低设备的空转率，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

3.2 蒸汽消耗上升

一方面，产品的定量降低，经过表面施胶后纸页吸

收的水分比较大，增加了后干燥部蒸汽的消耗量；另一

方面，纸机的抄造率和产品的合格率降低，也影响了单

位产品的蒸汽消耗量。

针对蒸汽消耗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按照上

面解决断纸的处理措施，减少纸机断纸，提高纸机的抄

造率和产品的合格率，提高表面淀粉的上胶浓度，减少

纸页吸收的水分，降低后干燥部的蒸汽消耗量。

对于全厂的综合能源消费量来说，还包括自备电

厂、废水车间等生产辅助车间消耗的能源。对于造纸厂

来说，自备电厂一般采用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模式给生

产车间提供热力和电力，由于产量的降低，热力消耗量

随之降低，故发电消耗的能量相对比较高，由于抽凝式

发电机的效率比较低，故发电的煤耗就高，所以给车间

的供电煤耗也相应增加，同时提高了公司的单位产品综

合能源消耗量。

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提高产量，增加蒸汽的消

耗量比例，减少发电量，降低发电量的煤耗，从而达到

降低单位产品的综合能源消耗量的目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包装用纸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对环保要求也越来越严，资源也越来越紧

张，包装用纸的轻量化已成为必然。由此带来的问题可

以通过提高低定量瓦楞原纸的物理强度、减少纸机断

纸次数、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提高产品的合格率、降

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等一系列措施逐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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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I C厌氧罐底部分布大量颗粒污泥，在内循环的作用

下，颗粒污泥处于流化状态与废水充分接触，达到处理污水

的目的。但随着造纸废水的循环利用和造纸原料的多次回

用。水质中钙离子浓度升高，污泥钙化严重，大量钙化污泥在

I C罐底部沉积，给厌氧系统的稳定运行造成很大的影响。通

过引进颗粒污泥抑垢剂来减少钙离子在厌氧罐中的沉积，降

低颗粒污泥钙化速率，提高厌氧颗粒污泥活性。

关键词：颗粒污泥抑垢剂；IC厌氧系统；污泥；应用

Abstract: A large amount of granular sludge can easily be 

distributed at the bottom of IC anaerobic tank. After internal 

circulation, the fluidization state of granular sludge treatment fully 
contacts with wastewat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astewater 

t reatment. However, with the recycl ing of paper making 

wastewater and the reuse of papermaking raw materials for many 

times, calcium ion concentration can rise in the water, causing 

a large number of calcified sludge being deposited at the bottom 
of IC tank,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anaerobic system. The scale inhibitor was introduced to reduce 

the deposition of calcium ion in anaerobic tank, reduce the 

calcification rate of granular sludge and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anaerobic granular sludge.

Key words: granular sludge scale inhibitor; IC anaerobic system; 

sludg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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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系统是污水处理工艺中的重要组成单元，

其具有能够处理高浓度废水、抗冲击负荷能力强的优

点，被广泛应用在土豆加工、啤酒、柠檬酸、化工和造

纸等高浓度废水处理工艺中。厌氧系统主要由UASB、

EGSB和IC三种形式的反应器，无论是何种反应器，其

反应区内都分布有大量颗粒污泥，有机物主要在此处

被厌氧菌所分解，是反应器的主要部分。

厌氧颗粒污泥是由产甲烷菌、产酸菌和水解发酵

菌等组成的自凝聚体，其良好的沉淀性能和产甲烷活性

在污水处理设备中效果比较理想。颗粒污泥的形成有

利于其中的细菌对营养的吸收，有利于有机物的降解，

颗粒污泥使诸如产乙酸和利用氢的细菌等发酵的中间

产物的扩散距离大大缩短。但污泥颗粒化的过程是多

阶段的而且比较复杂，取决于废水情况和操作等因素。

随着进口废纸量的减少，国废作为原料重复循环利

用次数增多，国废与进口废纸的最大不同是国废纤维质

量较差、灰分较高，导致产生的污水水质越来越差，水

中钙离子含量越来越高。水质中钙离子浓度的升高会形

成沉淀钙盐并通过颗粒污泥的微孔通道进入内部结垢

成核。长时间运行后，会造成厌氧系统的结垢堵塞（如

图1所示）、厌氧污泥的钙化（如图2所示）。用手触摸颗

粒污泥，有小石子的触感。通过对生长良好的颗粒污泥

和钙化颗粒污泥表面微观形态对比，可见良好污泥表

面布满大量孔隙，利于微生物顺利获得底物进行生长

繁殖；而钙化污泥表面孔隙被大量堵塞，微生物生长受

限。颗粒污泥钙化会降低其活性，从而导致厌氧反应器

处理效率快速下降，严重时出现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现

象。为解决厌氧污泥大量钙化的问题，研究在厌氧系统

内添加颗粒污泥抑垢剂来降低污泥钙化。

1  颗粒污泥抑垢剂简介

1.1 物理性质（表1）

1.2 作用机理

颗粒污泥抑垢剂是经原理分析、试验、实验验证和

优化研发的一种专用于厌氧颗粒污泥钙化的抑垢剂。

主要成分是螯合剂、分散剂、抑垢剂和污泥生长促进

剂的复合配方水溶液。它能和水中的Ca 2+、Mg 2+等金

属离子发生化学配位键结合反应，并把这些金属离子均

匀分散在污水中，从而阻止其与成垢阴离子（如CO3
2-、

表1  物理性质

项目

颜色

密度/g.mL-1

pH值

固含量/%

颗粒污泥抑垢剂

淡黄色透明液体

≥1.2

1.5～3.5

≥38

图1  结垢的厌氧系统管道 图2  钙化的厌氧颗粒污泥

SO3
2-、PO4

3-）结合，沉淀钙盐的产生几率大大下降。其

含有的厌氧颗粒污泥生长促进剂成分，能补充微生物生

长所需的微量元素，促进颗粒污泥增殖。

2  颗粒污泥抑垢剂的实际应用

2.1 添加位置

颗粒污泥抑垢剂添加在厌氧系统进水泵入口管道

上（即酸化池至厌氧系统进水泵的管道上），通过计量

泵添加。添加点如图3所示。

现场加药情况如图4所示，在厌氧进水泵进口管道

开孔，加药管道插入进水管道中心位置，并安装球阀和

止逆阀，之后与计量泵出口软管连接。

2.2 颗粒污泥抑垢剂用量

首次加药后24 h内，加药量达到35 mg/L以上，以

尽快提高厌氧罐内的药剂浓度。之后根据钙离子截留情

图3  颗粒污泥抑垢剂加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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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颗粒污泥抑垢剂现场加药图

表2  1#厌氧罐添加颗粒污泥抑垢剂使用效果

项目

系统进水钙离子浓度/mg.L-1

系统出水钙离子浓度/mg.L-1

钙离子浓度截留量/mg.L-1

添加前

平均值

868

590

278

718

638

80

添加后

平均值

况，逐步调整降低加药量，稳定加药量为13.5 m g/L。

按目前1#厌氧系统进水量110 m 3/h计算，每天加入量

约为35 kg。

2.3 颗粒污泥抑垢剂在实际厌氧罐内的使用效果

我公司目前在1#厌氧罐内试验添加颗粒污泥抑垢

剂，现稳定加入量为13.5 m g/L。每天检测厌氧系统进

水pH值及进、出水钙离子浓度，以保证抑垢剂在厌氧系

统中处于最佳效果，钙离子截留量最低。使用效果见表

2。

由表2可以看出，添加颗粒污泥抑垢剂后，厌氧

系统内的钙离子截留量由加药前的278 m g/L,降至

80 m g/L,截留量明显降低。由图5可以看出，添加颗粒

污泥抑垢剂后，厌氧进出水的钙离子截留量有明显降低

趋势。说明颗粒污泥抑垢剂在造纸废水厌氧运行中对

钙离子截留量的降低，减少钙离子在厌氧系统中的累积

有显著的作用。

由图6可以看出，7月份开始投用颗粒污泥抑垢剂

后，自10月份开始厌氧罐底部1.2 m污泥活性有明显升

高趋势，污泥抑垢剂对污泥活性的提高有一定的延后作

用，但对颗粒污泥的活性提高效果明显，有利于水处理

厌氧系统的稳定运行。

3  结论

3 .1 以我公司1#厌氧系统投加颗粒污泥抑垢剂为例，

在目前颗粒污泥抑垢剂加入量为13.5 mg/L的用量下，

厌氧系统钙离子截留量由278 m g/L,降至80 m g/L，

截留量明显降低，说明大量钙离子随厌氧出水进入下一

处理单元，降低了厌氧系统的钙化程度。

3 . 2 厌氧罐底部1.2 m污泥活性由颗粒污泥抑垢剂添

加初期的25%左右逐步提高至35%以上。说明颗粒污泥

抑垢剂对厌氧污泥的活性有很明显的提高作用。不仅降

低了颗粒污泥的钙化程度，避免钙化污泥在罐体底部

的沉积，更有利于废水处理厌氧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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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颗粒污泥抑垢剂添加前后水质钙离子截留量趋势

图6  厌氧罐内底部1.2m污泥活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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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活性污泥法工艺是一道关键

工序，该工艺主要去除BOD5、COD、氨氮、总磷、总氮、悬浮

物，在整个污水处理流程中，污染物去除能力较强。由于活性

污泥法污染物去除效率高，因此活性污泥系统的稳定运行十

分重要。

关键词：活性污泥；污染物；控制要点；稳定运行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is a key process, which mainly removes 

BOD5, COD, ammonia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total nitrogen 

and suspended solids. In the whole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the pollutant removal ability is strong. Due to the high removal 

efficiency of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which can degrade most of 
the pollutants,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activated sludge; contaminants; control points; stab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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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系统主要由曝气池、二沉池、污泥回流系

统、剩余污泥排放系统与鼓风系统五部分组成。废水进

入曝气池的同时，鼓风机向曝气池进行充氧，在活性污

泥的作用下，降解废水中的大部分有机物，通过控制缺

氧、好氧环境，活性污泥中的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通

过硝化作用与反硝化作用去除氨氮、总氮。混合液进入

二沉池后，进行泥水分离，上清液流入下一处理环节，

沉淀下来的污泥经吸泥行车进入污泥回流系统，大部分

回流污泥进入曝气池，补充曝气池中的污泥，少量回流

污泥作为剩余污泥排入污泥处理系统。在活性污泥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细菌组成的菌胶团，此外还有原生动物

和后生动物等微型动物，利用微生物的吸附、降解作用

去除污染物 [1]。与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相比，活性污泥

法工艺运行更难以控制，应着重从进水监控、曝气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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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制、二沉池运行控制三方面加强活性污泥系统的运

行。

1  进水监控

进水水质情况直接影响着活性污泥系统的稳定运

行。活性污泥系统受到负荷冲击影响或有毒有害物质进

入，活性污泥中的楯纤虫数量会急剧下降，很多微生物

会濒临死亡，破坏系统稳定性 [2]。所以，要严格控制好

进水水质。

1.1 感官指标判断

观察进水的颜色、气味、悬浮物等能够凭感官判断

的相关指标，如有异常情况，适当减少活性污泥系统进

水量或停止进水,防止对系统冲击造成出水水质超标。

1.2 进水检测

提取进水水样，每4 h从系统进水口提取一次瞬时

水样，检测其COD、氨氮、总磷、总氮、S S、pH。进水

水质超出设计负荷时及时调整，减少进水量或改变工艺

运行参数。

1.3 调整进水负荷

发现系统进水水质异常后，结合上一工序水量情况

调整进水量，降低负荷冲击，稳定活性污泥系统出水各

项水质指标。

2  曝气池运行控制

活性污泥中的好氧细菌氧化、吸附、分解污水中的

有机物，使其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3]。该净化过程是在

曝气池中完成的，曝气池是活性污泥生存、降解有机物

的场所，是整个活性污泥系统的重点部位。整个系统出

水水质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曝气池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2.1 曝气池现场巡视

感官观察曝气池污泥颜色及浓度的变化。查看曝

气池各位置曝气均匀性，曝气链有无漏气及吹脱现象，

是否有不曝气膜片、曝气死区存在。观察回流渠污泥的

絮体大小及浓度高低。曝气池内是否有影响工艺卫生的

杂物存在。

每2 h检测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溶解氧和温度

一次，根据检测结果，控制曝气量和进水量的大小。对

于溶解氧的异常情况，提高测量频次，每小时测量一

次。曝气池末端溶解氧至少控制在2.0 mg/L以上。

2.2 污泥性能指标检测与分析 

每天提取曝气池混合污泥一次，及时检测污泥的

浓度、沉降比、容积指数和污泥龄，并加以分析，判断运

行情况。

(1）污泥浓度（MLSS）。系统应维持正常的污泥浓

度，以保证运行负荷的正常或污泥性能的正常，污泥浓

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夏季控制在3500 m g/L左右，冬季

气温低，可将污泥浓度提高到6000 m g/L左右，不应出

现偏高或偏低现象，出现波动后，要分析具体原因，采

取相应措施恢复污泥浓度。

(2）污泥沉降比（SV）。SV的值反映了污泥的絮凝

沉降性能，和污泥浓度有关。富含丝状菌的污泥，污泥

膨胀，SV很大；污泥自身过度氧化，污泥解体絮凝性能

变差，SV值很小。过大过小都会影响污泥的活性，正常

值一般在50%～95%。 

(3）污泥容积指数SV I。与SV相比，SV I值能更好

地反映污泥的絮凝沉降性能和污泥活性，可以使用该公

式进行计算：SVI=(沉降比/污泥浓度)×10000。SVI值

一般维持在50～200范围内。

(4）污泥龄。污泥龄是指在反应系统内，微生物从

其生成到排出系统的平均停留时间，也就是反应系统内

的微生物全部更新一次所需的时间。从工程上说，在稳

定条件下，就是曝气池中的活性污泥总量与每日排放的

剩余污泥数量的比值。为了达到脱氮效果，污泥龄一般

控制在15～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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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性污泥生物相的镜检

污泥需要进行长期培养才能维持良好的活性，污

泥活性的判断通过生物相镜检完成。当镜检时发现菌

胶团结构密实、豆形虫滴虫数量减少、钟虫累枝虫出

现，证明污泥培养成熟 [4]。通过生物相的观察，可以了解

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种类、数量、优势种属等。及时掌

握生物相的变化、运行系统的状况和处理效果。及时发

现异常现象或存在的问题。 

(1）微生物种类。污泥中微生物种类会随水质变

化，随运行阶段而变化。 

(2）微生物活性。当水质发生变化时，如温度、

pH、COD等变化时，微生物的活性会发生变化，微生物

的形体随废水变化而变化。  

(3）微生物数量。根据微生物种类可判断水质情

况。如丝状菌，在正常运行时有少量存在，若丝状菌大

量出现，预示着污泥膨胀，出水水质变差。钟虫出现一

般表示活性污泥已生长成熟，此时处理效果很好。若轮

虫大量出现，则预示着污泥的老化或过度氧化，随后会

发生污泥解体，出水水质变差的情况。 

2.4 水质异常情况检测

当系统出现水质超标现象时，除采取紧急停止进

水或降低进水量措施外，闷曝过程中还需对曝气池各

段水质进行检测，取曝气池各段的泥样静置沉淀后上清

液送化验室检测COD、氨氮、总磷、总氮指标，以此来

判断工艺调整的效果，根据水质情况来指导工艺参数的

调整。

3  二沉池运行控制

3.1 二沉池现场巡查

查看二沉池行车吸泥量和泥浓度。观察二沉池是

否有跑泥现象。查看行车行走轮、行车泵、排泥泵的运

行情况。检查二沉池内和溢流堰上的工艺卫生。

3.2 排泥时间控制

排泥时间可根据曝气池中的污泥浓度和污泥活性

来控制，即通过控制污泥龄来控制污泥活性，提高生化

系统的去除效果。污泥龄一般在20天左右。

3.3 控制二沉池水力负荷

二沉池是进行泥水分离的场所，泥水分离效果的

好坏与污泥性质和水力负荷有关。应稳定控制二沉池

进水量，进水量过大会造成水力冲击，污泥沉淀效果变

差，二沉池出水悬浮物增加。

3.4 二沉池出水水质检测

二沉池出水水质情况代表了整个生化系统的运

行效果，检测出水水质具有很好的代表意义。每4小时

从二沉池溢流堰出水口提取一次瞬时水样，送检测定

COD、氨氮、S S、pH、总磷、总氮。根据出水水质情况

来判断整个活性污泥系统的运行效果。

4  结语

通过实施活性污泥系统运行控制要点，可以取得

良好的污染物去除效果，COD去除率90%，氨氮去除率

85%，总氮去除率80%，为后续工序降低了处理负荷。活

性污泥法工艺比较灵活，其运行控制方法还有很多，需

要在日常运行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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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蒸汽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物质，制浆造纸企业有很

多工段都需使用蒸汽。这些蒸汽要么外购，要么来自企业自备

电厂。为了进行能耗计算或者成本核算，通常需要使用流量计

对消耗的蒸汽进行准确计量。本文对适合于蒸汽流量测量的

流量计的测量方法和特点进行了介绍，帮助用户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最合适的测量仪表，确保需要时对蒸汽流量进行准确

测量。

关键词：蒸汽；流量计；测量方法；安装要求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ergy substance, steam is necessarily 

required by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The steam required is 

either purchased or from the enterprise-owned power plants, in 

order to calculate energy consumption or account for costs, usually 

need to use flow meters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consumption of 
steam. In this paper,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meters suitable for steam flow measurement are introduced 
to help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measuring instru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ensure that steam flow is accurately 
measured when needed.

Key words: steam; f low meter; measure method;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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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浆造纸工业中，蒸煮、纸机烘干部、厂房通风

等工段需要消耗大量蒸汽，造纸厂一般通过自备电站提

供蒸汽或者从外部供热管网购买蒸汽，并在蒸汽主管

和各车间不同工段的蒸汽支管上安装流量计对蒸汽流

量进行测量。蒸汽计量直接关系到供需双方的经济利

益，纸厂内部的蒸汽计量为企业计算能耗、核算成本提

供依据。因此选择合适的流量计对蒸汽进行精确计量

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论述了蒸汽流量测量仪表的选择方

法和使用条件，以方便造纸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的仪表，对蒸汽流量进行精确计量。

1  测量方法和仪表选择

有调查统计显示，在安装运行的流量仪表中，约有

60%所选择的测量方式是不合适或者使用不正确，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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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测量方法合适，安装和布置又出现了错误。对某

一使用场合，一般都会有几种仪表可供采用，选择时如

果只凭经验或初装费用做出决定，往往不能选择最合适

的仪表。要正确选择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必须熟悉仪

表和流体特性，同时考虑经济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性能要求、流体特性、安装要求、环境条件和费用。

根据石油化工设计手册，可用于蒸汽流量测量的

仪表有基于节流元件如孔板、喷嘴、文丘里管和均速管

的差压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基于传播时间法的超声

波流量计和金属浮子流量计几种。需要注意的是这几

种流量计都是测量瞬时流量，而企业对蒸汽进行测量

主要是计量总量，因此需在DC S系统中进行计算转换

或者使用具有积算功能的仪表。

1.1 差压式流量计

利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流体，通过节流元件时因为

流速变化在节流元件前后产生的压差来计算流量，不同

节流元件的差压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相同。这种测量

方法以流动连续方程和伯努利方程为基础。压差的大

小不仅与流量有关，还与节流元件结构形式或管道内

流体的物理性质等因素有关，因此流量计算需考虑各种

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差压式流量计测量范围度窄，由

于差压信号与流量为平方关系，一般范围度为（3∶1）～

（4∶1）。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和精度要求，每个节流元

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孔板具有较高的精度；

喷嘴相较孔板具有流出系数稳定，压损较低（相同工况

下为孔板的30%～50%）的特点，很适合蒸汽流量的测

量；文丘里管则要求前后直管段较短。

1.2 涡街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是一种发展迅速并获得广泛应用的新

型流量计。其流量测量原理是在流体中设置旋涡发生

体，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产生有规则的旋涡，传感器通

过测量旋涡发生体的振动频率得到旋涡发生的频率，

根据旋涡发生频率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得到流体流量。

涡街流量计测量范围度宽，可达（10∶1）～（20∶1）或

更大，可用于测量大幅波动的工艺过程的流量；输出

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无零点漂移；压损较小，约

为孔板流量计的1/2～1/4；不适用于低雷诺数（Re＜

2×104）场合；仪表系数较低，信号分辨率随口径增大而

降低，影响测量精度，故口径不宜过大，满管式涡街流

量计应用于中小口径（DN15～DN600），插入式涡街流

量计可用于DN600以上孔径。

1.3 超声波流量计

通过检测流体流动对超声波的影响，从而测出流

体的体积流量。超声波流量计有几种不同的测量原理，

比如传播时间法、多普勒效应法、波束偏移法等。其中

基于传播时间法的超声波流量计可以用于测量蒸汽的

流量。测量蒸汽时一般选择传播时间法超声波流量计，

通过同时测量顺流向和逆流向两路声波的传播时间差

计算出流体流速，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将流速转换为流

量。超声波流量计具有测量范围度宽，可达10∶1；长期

稳定性好；测量精度高；口径范围大以及适用介质温度

高等特点。

1.4 金属浮子流量计

采用可变面积式测量原理，用于测量连续封装管

道中液体和气体的体积流量的测量。它可用于小流量、

低流速的测量场合，也可用于测量低雷诺数的场合，有

效测量范围度宽，可达10∶1，金属浮子流量计一般用于

口径不超过DN100的工艺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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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造纸企业使用的蒸汽主要是过热蒸汽和饱和

蒸汽，蒸汽的压力波动会引起密度变化，饱和蒸汽的压

力和温度一一对应，因此饱和蒸汽流量测量可以选择压

力补偿或温度补偿的一种即可。过热蒸汽的温度和压

力无对应关系，因此需要同时测量其温度和压力进行补

偿。涡街流量计和超声波流量计有的型号已经集成了一

体化的温度和压力补偿。差压式流量计和金属浮子流

量计则需要单独安装温度变送器和（或）压力变送器对

温度和压力进行补偿，修正测量结果，提高测量精度。

2  安装要求

不同原理的测量方法对安装要求差异很大，大量

的应用统计数据表明，流量测量仪表测量性能受安装

状况的影响很大，安装不善给流量仪表引入较大的附

加误差，即便仪表本身具有较高的精度，也会造成现场

仪表测量不准，误差大。因此在使用流量测量仪表时

必须高度重视仪表的安装。仪表安装符合其所要求的

安装条件才能充分发挥仪表的性能，从而得到准确的

测量结果。具体到上述几种用于蒸汽流量测量的仪表，

可根据其测量方法和仪表使用手册确定对应的安装要

求。

差压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和超声波流量计都要

求管道内流体为充分发

展的管流，减少流体扰

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因此这类仪表需要较长

的上下游直管段长度来

保证测量精度，选用这类

仪表要及时和管道专业

沟通，确保有满足仪表使

用手册要求的直管段长

度来安装仪表。如果直

管段长度确实无法满足，

则应采取其他措施来弥补，比如在仪表上游管道安装

流动调整器来缩短上游直管段的长度。涡街流量计因

为振动会影响旋涡发生频率的检测，因此对管道振动

敏感，在振动场合应选用抗振型的涡街流量计，安装时

应考虑在仪表前后管道做支撑，避开振动强烈的地方。

金属浮子流量计要求流体流动方向从下往上，因此需要

根据预期安装位置的管道方向选择合适的流量计结构

型式。

3  结论

制浆造纸企业需要测量蒸汽流量时，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在以上介绍的几种流量测量仪表中进行比较，

选择最合适的测量仪表。总体来说，差压式流量计式是

目前蒸汽测量最常用的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没有节流

件，不会因节流件腐蚀和磨损造成精度变差，长期稳定

性非常好，适合贸易结算的测量场合。差压式流量计和

涡街流量计因其精度较高、价格便宜、安装维护方便等

特点，更适合企业内部用于能耗计算和成本核算的测量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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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E P C模式是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

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承包的模式，该模式应对国外

EPC造纸项目中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在项目施工前更需要完善

的策划和准备。以某EPC国外造纸项目仪表施工前所策划和

准备的工作为例，包括仪表资料、备品备件、施工标准和调

试策划和准备，希望为海外制浆造纸EPC项目安装和调试提

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海外造纸EPC项目；仪表资料；材料和备件；标准和

质量；调试准备

Abstract: EPC mode is a contracting mode for the whole process 

or several stage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design,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and trial operation. This mode should 

deal with many deficiencies in foreign EPC papermaking projects, 
and it requires more perfec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befor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before 

the instrument construction of an EPC foreign paper project as 

an example, including instrument data, spare parts,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commissioning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overseas EPC projects.

Key words: Overseas paper EPC project; instrument data; 

materials and spare parts; standard and quality; commissioning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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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C工程是指设计、采购、施工和调试一体化的

总承包工程，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工程承包模式。该

模式的最大优点是能优化配置各种资源，缩短工期，

降低工程成本，减少业主项目建设期间项目管理和技

术人员的投入，因此广泛应用于造纸、废水和热电等

工程建设领域。

国内以设计为龙头的制浆造纸工程公司一般总包

的项目都是以“EPC+造纸企业负责试运行”的工程承

包模式。但在海外E PC工程项目相对于国内来说面对

的困难和挑战更大，主要面临的困难如下：当地的技

术和工业物质资源严重缺乏，业主技术能力不足，在项

目前期配合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不予配合，以及对E PC

总承包项目极其严格的费用控制制度。以设计为龙头

的但没有造纸生产运行经验的制浆造纸工程公司，要

在国外的E PC工程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取得成功，必

须面对以上问题和挑战。

本文以E P C总承包的马来西亚大型造纸项目为

例，介绍E PC国外大型造纸总承包项目仪表安装、调

试及试运行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分别从技术资料电子

表1  仪表安装和调试所需的仪表及控制系统相关文件

项次

1

2

3

4

5

资料内容

仪表设备清单

仪表I/O清单

电缆清单

仪表平面布置图

工艺流程图

工艺描述

设备平面布置图

管道单管图

工艺装置的控制说明

逻辑联锁和报警参数表

控制系统接线图和回路图

各类仪表安装验收表格

仪表回路调试表格

控制系统验收调试表格

仪表施工和验收规范

各种变送器说明书

调节阀、开关阀说明书

各种分析仪器说明书

DCS、QCS、MCS系统说明书

纸机成套设备技术资料

资料种类

仪表相关技术资

料和图纸

工艺和设备专业

相关技术资料和

图纸

控制系统相关技

术资料和图纸

仪表安装验收和

调试表格及验收

规范

仪表、分析仪器

说明书和技术资

料

备注

仪表设计专业提供

工艺和设备专业提供

工艺和仪表设计人员

或设备供应商技术人

员提供

项目管理部和安装单

位提供

采购部负责，供应商

提供

化、仪表材料和备件采购准备、施工标准建设及调试

和试运行等方面进行阐述，为海外仪表工程提供参考

和借鉴。

1  建立各类技术资料和图纸电子库

在项目开工前需要收集技术资料，主要包含仪表

设计文件和图纸、安装规范、调试记录表、安装验收

表和厂商提供的技术资料。完整齐全的技术资料和文

件是项目启动的技术基础。同时，在项目启动之前，需

要建立一个功能丰富、查找方便的“文件资料平台”，

为安装、调试和试运行期间提供方便。资料电子库主

要包含如下资料：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电缆清

单、I/O清单等设计文件和图纸，现场仪表、自控阀门

和特殊分析仪器（如浓度变送器、卡帕分析仪、残碱

分析仪、pH分析仪和电导率分析仪）、QC S、W I S、

MCS、PLC、DCS控制系统的说明书，相关仪表安装

验收和调试记录表及仪表自动化施工和验收规范等技

术资料和图纸。

收集整理资料看似简单，其实不易，特别是整理

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仪表专业资

料，需要多专业、多部门的配合以及

较长时间的准备。本项目开工前需要

整理的现场仪表和控制系统相关文

件见表1。

2  仪表材料和备品的采购准备

对于海外制浆造纸E PC工程项

目，采购是项目实施期间的一个核心

环节，是实现工程设计意图、顺利实

施工程项目的重要保证。

(1）在EPC项目执行和建设中，

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是直接影响施工

进度的。在国外项目采购工作比国内

E PC项目采购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要

大很多。首先在采购前要了解国外项

目材料的规范和标准，采购人员需

提前熟悉当地的标准和市场特点，

因地制宜地制订采购的计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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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效节约采购周期。

(2）海外项目因本地工程资源有限，大部分仪表

设备和材料需要进口，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对于仪表

关键设备，采购人员必须准确掌握关键设备的到货日

期，确保仪表设备和材料准时到货。

(3）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在采购工作进行前，需设

计人员及时提交采购技术文件，采购人员再根据仪表

设计人员提供的技术资料完善采购招标文件，然后进

行询价、招标等相关工作。在询价和招标过程中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供应商标书进行澄清和评审。特别

是供货周期长的关键性仪表设备，为了工程的总体进

度，招标文件必须准确，才能避免仪表设备和材料多

买或买错。

(4）在制浆造纸项目试生产阶段，要保证生产正

常进行，仪表设备的可靠性尤其重要，特别涉及到安全

联锁方面的仪表如果出现故障或失灵就会影响整个工

程试运行的进度。因此在资源贫乏的海外项目必须建

立仪表备品备件的快速响应机制，在仪表采购阶段必

须做到：对于重要部位涉及到安全联锁的仪表增加配

置数量，使生产装置具有一定的“仪表冗错性”，保证

一台仪表设备损坏不会影响到生产运行；在调试和试

生产阶段，对那些损坏概率高的仪表，增加备品备件

数量，确保仪表损坏后能够及时更换而不影响到生产

的运行；根据不同种类仪表的重要性和易损程度制定

一定数量的备品备件清单，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仪

表备品备件清单见表2。

3  仪表标准和质量的建立

E P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鉴于仪表种类多、数量

大、技术含量高，在项目前期需要重点制定仪表标准

和质量两个核心要素，是项目实施过程中质量达到要

求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标

准和质量进行，确保高质量和高标准完成项目。

3.1 EPC总承包海外项目标准的建立

所谓标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

活动或结果规定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

的文件。制浆造纸企业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密集型

企业，所包含专业面广，主要包含工艺、设备、管道、电

气、仪表等相关专业，每个专业设计和施工都有自己

的标准，而且国外和国内的标准不完全相同。因此在

项目前期就要考虑到当地的情况，及时建立与国外项

目相配套的设计和施工标准。仪表专业从项目签订到

工程交付至生产运行，整个工程包含仪表设计、设备采

购、施工和调试等各个阶段，因此每个阶段都必须制

定相关标准严格执行。

(1）海外项目仪表设计标准

对于马来西亚项目除了当地强制规定或业主要求

的标准之外，一般使用中国国内的设计标准。在仪表

设备和材料选型方面，因国内设备和材料制造标准与

国际基本上接轨，一般可以选用国内标准；然而业主

考虑到设备的一致性或维护方面会选择美标或德标。

(2）海外项目仪表施工验收标准

对于马来西亚项目管理人员主要是中方或新加坡

人，安装单位基本是中国公司，所有仪表安装和验收使

用GB  50093-2013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

规范。

3.2 EPC总承包海外项目质量体系的建立

工程质量管理是指为保证和提高工程质量，运用

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手段和方法所进行的系统管理

活动。从广义上讲，工程质量需要满足工程设计、施工

质量和设备质量合格等各方面的要求。要使工程质量

合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必须做到质量含义符合要

求、质量管理符合要求、质量等级符合要求。

(1）质量管理含义符合要求 

EPC海外造纸项目与EPC国内造纸项目有很大的

不同，海外工程总承包项目需要从仪表工程设计阶段

至仪表调试结束的整个过程进行质量管理，因此必须

改变原有的质量管理含义，从原来的单纯施工质量管

表2  重要部位仪表备品备件清单

项次

1

2

3

4

5

6

7

仪表数量

550

350

210

110

550

150

500

仪表名称

调节阀

开关阀

压力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接近开关

流量计

I/O卡片

备品数量

10

6

4

2

10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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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检查安装单位准备情况

在仪表施工前，需要组织相关

人员对安装单位的情况进行审查，检

查安装材料是否准备好，安装资质是

否齐全等。 

4.2 仪表调试准备

E P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因调试

时间紧、工作量大，因此在项目前期

需要对调试方案和调试人员组织架

构做好充分的准备。

(1）为了保证调试期间控制系统

少出问题，DCS控制系统出厂前一定

要组织工艺、仪表等相关人员参与出厂前性能验收工

作（FAT）,确保出厂前控制系统逻辑、联锁、画面和

报警参数基本正确，尽可能地将问题暴露在出厂验收

前解决，减少后期调试时间。

(2）提前制定好调试方案和进度计划及编制好各

理转变为全过程综合质量管理。

(2）质量管理体系符合要求

经过多年的海外项目实施经验，我公司总结了一

套完整的海外项目质量管理体系，主要从质量控制和

保证方面着手，从设计、施工和验收阶段对各质量程

序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质量等级符合要求

EP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仪表施工验收全部遵循

GB  50093-2013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

范，施工验收质量符合要求即为合格，否则不合格。仪

表选用的标准和规范见表3。

4  施工和试运行

E P 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中的仪表数量大、技术

含量高，在项目前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

需要做好调试前准备工作，才能保证海外项目顺利完

成。

4.1 仪表施工准备

4.1.1 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EP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在施工前需组织仪表设计

人员进行交底，阐明施工要点，特别是对特殊分析仪

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安装要点和方法进行交底,

再由业主、总包、施工单位各方提出需要协调或解决

的问题，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形成会议纪要便于三方

执行。

表3  仪表选用的标准和规范

标准和规范内容

控制室设计规范

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

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制浆造纸厂设计规范

仪表材料

仪表设备

仪表运输

仪表施工验收

消防报警系统施工验收

项目阶段

设计阶段

采购阶段

施工验收

阶段

选用何标准

SH/ 3006-2012

GB/T 50770-2013

GB 2625-81

GB 51092-2015

GB/ANSI/EN/JIS

GB/ANSI/EN/JIS

GB

GB 50093-2013

当地

备注

GB

GB

GB

GB

根据业主要求

根据业主要求

GB

GB

依据业主要求

图1  仪表开机调试人员组织结构

图2  仪表开机调试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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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之外现场人员开关阀门、修改仪表参数、DC S组态

编程，实现对生产系统的远程“云调试”。本文主要以

某EPC海外造纸项目仪表施工前所策划和准备的工作

为例，包括仪表资料电子库建立、备品备件采购策划、

施工标准建立和调试及试运行策划，为海外制浆造纸

EPC项目仪表工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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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仪表的调试表格。需要编制仪表单回路调试表、控

制阀动作调试表、开关量仪表回路调试表、DC S系统

逻辑联锁调试表等。

(3）对难度较大的分析仪表和控制系统，派仪表

调试人员参与培训，提前掌握仪表和控制系统工作原

理和维修技能知识，确保在国外调试期间顺利进行。

(4）为了保证调试人员充足，调试顺利进行，调

试前需要充分组织好人员，提前编制开机调试组织机

构，调试负责人由调试经理负责，仪表专业负责人具体

实施，具体调试组织架构见图1，仪表调试工作流程见

图2。

(5）EPC制浆造纸海外项目不同于EPC制浆造纸

国内项目，当仪表技术人员无法及时到达调试现场时，

可以利用前期整理的电子资料库查找技术资料尽可能

自己解决，同时也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和可靠的远

程连接软件，在现场搭建调试平台，让国内技术人员

在远程客户端对现场的仪表进行调试或视频远程指导

解决问题。

5  结语

仪表专业可以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把更多的先

进技术和理念应用于E PC海外项目的开机调试。随着

5G、AR、A I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在不久的将来，国内

造纸工程公司的调试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足不出户，在

国内的技术中心，利用智能化的指导软件、可视化的数

据动态图表工具，通过实时的多媒体信息平台，指挥千

[收稿日期: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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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密封压力筛及压力筛上盖

申请公布号：CN 112442914 A

发明人：许银川　杨晓锦　许超峰　许要锋

申请人：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现广泛使用的超级筛设备中，纸浆中轻渣杂

质从上盖排除，上盖结构如图1所示，上盖与筒体

和筛鼓的装配图如图2所示。纸浆在上盖内旋转，

并会撞击上盖内壁和上盖法兰，且纸浆还会冲击

筒体法兰，长期使用上盖法兰、筒体法兰都很容易

被磨损，整体使用寿命低。

提供一种耐磨密封压力筛及压力筛上盖。

如图3所示，该种耐磨密封压力筛包括上盖、

筒体和筛鼓。如图4所示，上盖设有上盖法兰、轻渣

管和稀释水管，轻渣管包括轻渣弯管和水平管，水

平管经轻渣弯管与上盖的轻渣出口连通。

稀释水管的注入方向为上盖内壁切线方向，

结合水平管和轻渣弯管以及稀释水沿切线方向进

入可以增强冲洗效果。

筒体设有筒体法兰，筛鼓设有筛鼓法兰；上盖

法兰与筒体法兰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并且上盖法

兰与筒体法兰接触处设有密封圈，在筒体法兰上

设有密封槽，密封圈安装在密封槽内，与上盖法兰

密封连接。

筒体法兰与筛鼓法兰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

上盖内壁与筛鼓法兰之间设有上盖法兰防护结

构。上盖内壁设有导流板，导流板上端延伸至上盖

的轻渣管内，导流板设有遮挡部，遮挡部的外壁与

上盖法兰内壁连接，且遮挡部的底面靠近上盖法

兰底部，上盖法兰的下端面低于筛鼓法兰的上端

面，遮挡部与筛鼓法兰构成上盖法兰防护结构。

遮挡部和筛鼓法兰将上盖法兰遮挡，避免轻渣与

之接触，加长的导流板能够避免筒体与上盖的间

缝隙因旋流易磨穿，并且导流管沿轻渣管的切向

旋转布置，对纸浆具有聚浆效果，加快浆液流出，

减缓旋转。

专利技术

图1  现有技术中压力筛上盖的结构

1—上盖  2—上盖法兰  3—导流板

图2  现有技术中压力筛的结构

1—上盖  2—上盖法兰  5—轻渣管  8—稀释水管  9—筒体  10—
筒体法兰  11—筛鼓  12—筛鼓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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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鼓法兰和上盖法兰之间设有筒体法兰防护

结构，筛鼓法兰的上端面高于筒体法兰的上端面，

且筛鼓法兰的外圆周壁与上盖法兰的内壁紧密配

合，筛鼓法兰的外圆周壁和上盖法兰的内壁构成

筒体法兰防护结构。筛鼓法兰的上端面高于筒体

法兰的上端面，上盖法兰的下端面低于筛鼓法兰

的上端面，并且筛鼓法兰高出部分的外圆周壁与

上盖法兰的内壁紧密接触，这就使得筒体法兰被

包裹在筛鼓法兰和上盖法兰形成的防护结构内，

轻渣接触不到筒体法兰，就避免了筒体法兰的磨

损。

如图4所示，该种压力筛上盖内壁设有导流

板，轻渣管包括轻渣弯管和水平管，水平管经轻渣

弯管与上盖的轻渣出口连通，导流板上部伸入轻渣

弯管内且导流板下部设有遮挡部，遮挡部的外壁

与上盖法兰内壁连接并且稀释水管的注入方向为

上盖内壁切线方向，稀释水管沿切线方向进入增

强冲洗效果，加快浆料排出。

铜版纸覆膜机辅助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406257 A

发明人：华峰君

申请人：华峰君

在铜版纸进行加工时，目前的铜版纸覆膜机

辅助设备出现无法对铜版纸的加工和切割进行精

确校对操作的问题，导致铜版纸加工效率低下，为

此，提出一种铜版纸覆膜机辅助设备。

如图1～图7所示，该种铜版纸覆膜机辅助设

备的上料框架的内壁固定安装有电机，且电机的图3  新型压力筛的结构

1—上盖  2—上盖法兰  3—导流板  4—遮挡部  5—轻渣管  8—
稀释水管  9—筒体  10—筒体法兰  11—筛鼓  12—筛鼓法兰

图4  新型压力筛上盖的结构

1—上盖  2—上盖法兰  3—导流板  4—遮挡部  6—轻渣弯管  7—
水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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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旋接第一连杆，第一连杆远离电机的一端

旋接第一旋转板，且第一旋转板与第一连杆的连

接部位开设第一凹槽；第一旋转板远离第一凹槽

的一端位于上料框架的内壁旋接第二旋转板，且

第二旋转板与第一旋转板的连接部位开设第二凹

槽；第二旋转板远离第二凹槽的一端旋接第一孔

板，且第一孔板的顶端外壁设置有贯穿上料框架

的伸缩缸筒；伸缩缸筒的内壁滑动连接与第一孔

板焊接的伸缩杆，且伸缩杆的左端伸缩至伸缩缸

筒外部焊接活动板，活动板的外壁贯穿第三凹槽，

上料框架的内壁与活动板连接部位开设第四凹

槽；第一孔板通过第二旋转板与上料框架之间构

成伸缩结构，且第一孔板的伸缩长度与第四凹槽

的水平长度相等。电机的中心、第一旋转板的中心

和第二旋转板的底端位于同一直线上，且第二旋

转板通过第一旋转板与上料框架之间构成旋转结

构，第二旋转板的旋转角度为120°。通过第一孔

板带动伸缩杆运动，实现铜版纸缓慢上料、快速返

回的上料操作，且第四凹槽与第三凹槽的连接部

位设置活动块，第三凹槽与第四凹槽的竖直高度与

水平长度均相等，且第三凹槽的外形为倒V形，第

四凹槽的外形为“凹”形，且活动块与第三凹槽和

第四凹槽紧密贴合，通过活动块沿着第三凹槽与

第四凹槽运动，实现确定吸盘的上料路径的操作。

活动块的底端固定安装吸盘，且吸盘的下方设置

主体框架，主体框架与上料框架的连接部位设置

上料箱，主体框架的内壁旋接纸卷上料筒，且纸卷

上料筒的上方位于主体框架的内壁旋接导向轮，

导向轮远离上料箱的一侧位于主体框架的内壁旋

接膜筒，且膜筒的下方位于主体框架的内壁固定

连接第一调节箱。

第一调节箱包括第一气动推杆、推板、滑动

块、第二连杆、第三连杆、第一运动板和升降辊。

第一调节箱的内壁固定连接第一气动推杆，且第一

图1  铜版纸覆膜机辅助设备剖视结构

1—上料框架  16—主体框架  17—上料箱  18—上料筒  19—导
向轮  20—膜筒  21—第一调节箱  29—第二调节箱  36—切割箱  

37—主动辊  38—第三调节箱  47—滚轮  48—下料箱

图2  上料框架剖视结构

1—上料框架  2—电机  3—第一连杆  4—第一旋转板  5—第一
凹槽  6—第二旋转板  7—第二凹槽  8—第一孔板  9—伸缩缸筒  
10—伸缩杆  11—活动板  12—第三凹槽  13—第四凹槽  14—活动
块  15—吸盘  16—主体框架  17—上料箱  18—上料筒  19—导向

轮

图3  第一调节箱与第二调节箱左视剖视结构

21—第一调节箱  22—第一气动推杆  23—推板  24—滑动块  25—
第二连杆  26—第三连杆  27—第一运动板  28—升降辊  29—第
二调节箱  30—第二气动推杆  31—第四连杆  32—调节板  33—第

五连杆  34—伸缩板  35—伸缩辊

图4  第三调节箱俯视剖视结构

38—第三调节箱  39—第三气动推杆  40—第三旋转板  41—第五凹
槽   42—第六连杆  43—第四转动板  44—第二孔板  45—第二运

动板  46—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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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推杆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推板，固定推板远离

第一气动推杆的一端滑动连接滑动块，且滑动块

与第一调节箱的内壁连接部位旋接第二连杆，滑

动块远离第一气动推杆的一端旋接第三连杆，且

第三连杆远离滑动块的一端旋接第一运动板，第

一运动板远离第三连杆的一端旋接升降辊，通过

设置第一调节箱，便于对升降辊的升降操作，实现

对升降辊的校对操作。第一运动板通过第三连杆

与第一调节箱之间构成升降结构，且第一运动板

升降高度与第三连杆的长度相等，第一调节箱设置

有两组，且两组第一调节箱的位置以升降辊的中

心呈对称分布，通过第一运动板带动升降辊运动，

实现对铜版纸覆膜机的校对操作。

第一调节箱的底端固定连接第二调节箱，第二

调节箱包括第二气动推杆、第四连杆、调节板、第

五连杆、伸缩板和伸缩辊。第二调节箱的内壁固定

安装第二气动推杆，且第二气动推杆的输出端旋

接第四连杆，第四连杆远离第二气动推杆的一端

位于第二调节箱的内壁旋接调节板，且调节板远

离第四连杆的一端旋接第五连杆，第五连杆远离

调节板的一端旋接伸缩板，且伸缩板远离第五连

杆的一端安装伸缩辊，通过第二调节箱带动伸缩

辊运动，实现对伸缩辊的校对操作。调节板通过

第四连杆与第二调节箱之间构成旋转结构，且调

节板的旋转角度为60°，第二调节箱设置有两组，

且两组第二调节箱的位置以伸缩辊的中心呈对称

分布，通过伸缩板带动伸缩辊运动，实现对铜版纸

覆膜机的伸缩辊两端的校对操作。且第二调节箱

远离导向轮的一侧位于主体框架的内壁固定连接

切割箱，切割箱的内部设置主动辊，且主动辊的一

侧位于切割箱内壁固定连接第三调节箱。

第三调节箱包括第三气动推杆、第三旋转板、

第五凹槽、第六连杆、第四转动板、第二孔板、第

二运动板和刀架。第三调节箱的内壁固定连接第

三气动推杆，且第三气动推杆的输出端位于第三

调节箱的内壁旋接第三旋转板，第三旋转板与第

三气动推杆连接部位开设第五凹槽，且第五凹槽

的下方位于第三旋转板的内壁旋接第六连杆，第

六连杆远离第三旋转板的一端位于第三调节箱的

内壁旋接第四转动板，且第四转动板远离第三调

节箱内壁的一端旋接第二孔板，第二孔板与第三调

节箱的内壁滑动连接第二运动板，且第二运动板

远离第二孔板的一侧延伸至第三调节箱的外部焊

接刀架，通过设置第三调节箱，实现对铜版纸覆膜

机的切割刀进行校对操作。第四转动板通过第六

连杆与第三调节箱之间构成旋转结构，且第四转

动板的旋转角度为60°，第三调节箱设置有两组，

且两组第三调节箱的位置以刀架的中心呈对称分

布，通过第二运动板带动刀架运动，实现对铜版

图5  上料框架部分三维结构

2—电机  3—第一连杆  4—第一旋转板  5—第一凹槽  6—第二
旋转板  7—第二凹槽  8—第一孔板  9—伸缩缸筒  10—伸缩杆  
11—活动板  12—第三凹槽  13—第四凹槽  14—活动块  15—吸盘

图6  第一调节箱与第二调节箱部分三维结构

22—第一气动推杆  23—推板  24—滑动块  25—第二连杆  26—
第三连杆  27—第一运动板  28—升降辊  30—第二气动推杆  
31—第四连杆  32—调节板  33—第五连杆  34—伸缩板  35—伸

缩辊

图7  第三调节箱部分三维结构

39—第三气动推杆  40—第三旋转板  41—第五凹槽   42—第六连
杆  43—第四转动板  44—第二孔板  45—第二运动板  46—刀架  

47—滚轮  48—下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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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覆膜机的切割刀两端进行校对操作。切割箱远

离第二调节箱的一侧位于主体框架的内壁旋接滚

轮，且滚轮远离切割箱的一侧位于切割箱内壁固

定安装下料箱。

工作原理：该种铜版纸覆膜机辅助设备在使

用时，首先进行上料操作，铜版纸呈卷状，通过上

料筒经过导向轮进行上料；铜版纸呈片状，通过上

料框架进行上料操作，将铜版纸放置在上料箱中。

上料框架中，电机转动带动第一连杆转动，第一连

杆通过第一凹槽带动第一旋转板转动，第一旋转

板通过第二凹槽带动第二旋转板转动，第二旋转

板通过第一孔板带动伸缩杆沿伸缩缸筒内滑动，

伸缩杆带动活动板运动，活动板通过第三凹槽带

动活动块沿第四凹槽滑动，活动块带动吸盘运动，

实现铜版纸的自动上料操作。接着进行铜版纸的

加工操作，将铜版纸和膜通过升降辊与伸缩辊中，

接着进行校对操作。第一调节箱中，第一气动推杆

工作带动推板运动，推板通过第二连杆带动滑动

块运动，滑动块通过第三连杆带动第一运动板运

动，第一运动板带动升降辊运动，实现对升降辊的

升降校对操作。同时，第二调节箱中第二气动推杆

工作带动第四连杆运动，第四连杆通过调节板带

动第五连杆运动，第五连杆通过伸缩板带动伸缩

辊运动，实现对伸缩辊的伸缩校对操作。接着在

铜版纸加工后通过切割箱中的主动辊进行切割校

对操作。在第三调节箱中，第三气动推杆工作通过

第五凹槽带动第三旋转板转动，第三旋转板通过

第六连杆带动第四转动板转动，第四转动板通过

第二孔板带动第二运动板运动，第二运动板带动

刀架运动，实现对刀架的校对操作。接着将完成切

割操作的铜版纸经过滚轮进入下料箱中，完成对

铜版纸覆膜机辅助操作。

造纸用纸面压光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482078 A

发明人：文芬芳

申请人：文芬芳

现有的压光机中，辊压结构包含有上方的压辊

和下方的热辊，在工作时往往不设置清理机构，如

果纸面有颗粒或者污渍，容易损坏纸面。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造纸用纸面

压光装置。

如图1、图2所示，该种造纸用纸面压光装置底

板的顶部左侧对称固定安装有两块第一固定板，

两块第一固定板之间平行设置有两根转动辊，两

根转动辊的周侧均设置有毛刷，底板的上表面中

部设置有限位机构，底板的上表面右侧设置有压

光机构。

限位机构包括对称固定安装的两根伸缩套

管，两根伸缩套管之间上部平行转动连接有两根

限位轮。

压光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底板顶部右侧的两

块第二固定板，两块第二固定板的一侧对应开设

有两根滑槽，第二固定板的前后两侧对称固定安

图1  造纸用纸面压光装置的主视结构

1—底板  2—第一固定板  3—转动辊  5—伸缩套管  6—限位轮  
7—第二固定板  8—滑槽  9—支撑板  10—液压气缸  11—第一升

降块  12—弹簧  13—第二升降块  14—压辊

图2  转动辊切面

3—转动辊  4—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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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支撑板，支撑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液压气缸，

两个液压气缸的输出端均固定安装有第一升降

块。

第一升降块的顶部通过弹簧固定安装有第二

升降块，对应的第一升降块和对应第二升降块之

间转动连接有压辊，且两个压辊的中轴位于滑槽

的内部。

毛刷设置有两个，且两个毛刷的交接处高度

低于两根限位轮的交接处的高度。

使用时，打开两个转动辊，转动辊表面设置的

毛刷可以在压平之前将纸张表面的杂质清除，防

止纸张在压光时破损。

吹气配管导流结构

申请公布号：CN 112482079 A

发明人：朱健硕

申请人：无锡裕力机械有限公司

吸稳箱采用吹气与吸气两种方式达到稳定纸

幅（有一定宽度的纸张）。吹气管从源头至吹气端

过程往往需配置拢长管道，且管道可能受空间局

限使用较不符常规设计的分歧管，分歧处若未圆

弧形导引，而采用矩形则直角处产生乱流，此现象

造成效能、静压下降，无法正常供给吹气端所需条

件。

提供一种吹气配管导流结构，能够有效

减少管道内乱流现象，使得出口端效能提升

15%～20%。

如图1、图2所示，该种吹气配管导流结构导流

管的轴向一端设有进气口，导流管的表面径向两端

分别开设出气口，每个出气口分别密封连接导流喇

叭管，导流管的内腔设有沿轴向延伸的分隔板，分

隔板将导流管的内腔分为两个分隔腔。每个分隔

腔内分别设置弧形状的第一导流板、第二导流板，

其中第二导流板的一端延伸至相对应的出气口的

边缘，第二导流板的另一端延伸至分隔板处，并与

分隔板相切连接。第一导流板的一端延伸至相应

出气口的中线处，第一导流板的另一端具有一段与

分隔板相互平行的导流部。第一导流板、第二导流

板的径向两端分别延伸至导流管的内壁。

导流管的进气口固定连接进气管，第一导流

板、第二导流板两者的导流工作面均为圆弧过渡

面。

第一导流板与第二导流板两者相互平行设

置，第一导流板对应于导流管进气口一端与分隔

板的端部齐平。

在使用时，通过进气管进气，经由分隔板分隔

后，分别流入导流管内腔，经由分隔板分隔形成的

图1  吹气配管导流结构

1—导流喇叭管  2—导流管  3—分隔板  4—第一导流板  5—第二
导流板  6—进气管

图2  导流管的立体图

2—导流管  3—分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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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腔体内，气流分别由第一导流板、第二导流板

导向后，经由导流喇叭管流向相应机台。

在生产制造时，可以通过在导流管内放置分

隔板，将分隔板设置于导流管内并沿导流管的中

心线设置，然后将分隔板的上、下端分别点焊于导

流管内壁，然后将第一导流板、第二导流板分别设

置于分隔板分隔形成的两个分隔腔内。第一导流

板与第二导流板相互平行设置，同时，将第一导流

板、第二导流板的上、下端分别与导流管内壁点焊

固定。在导流管生产好以后，可以将导流管与相应

的进气管通过螺栓、螺母固定连接。

技术效果：产品结构合理巧妙，通过对导流管

进行结构改进，使得吹气配管设计规划合理。在实

际应用时，管道配置错误修改需通过切除、焊接工

序耗时较长，若停机时间短则无法立即处理，导流

板可通过拆开接口处直接放入管道再点焊即可达

到功效，可利用一般维修保养时间进行，不需另外

安排长时间停机。

用于秸秆餐具生产的秸秆湿润软化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411228 A

发明人：袁兴飞　吉静

申请人：安徽谷瑞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秸秆餐具是一种新型的环保餐具，它不但使用

起来健康无公害，更能帮助我们实现资源的再利

用，减少资源浪费。用秸秆制得的一次性餐具、包

装材料，可容易在自然界中被微生物分解，分解物

为植物的肥料，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在秸秆餐具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秸秆原料进

行处理，在对秸秆进行洗涤和分离之前需要对秸

秆进行湿润软化处理，现有的处理装置湿润软化

效果较差，耗费时间较长。

针对上述问题，设计一种用于秸秆餐具生产的

秸秆湿润软化设备。

如图1所示，该种用于秸秆餐具生产的秸秆湿

润软化设备罐体的下端贯通连接下料管，下料管上

设置控制阀；罐体的下端连接三个等距离环形分

布的支撑腿，罐体的外壁上连接轴承，轴承中固定

插接转动轴，转动轴的上端连接上盖，上盖连接

长杆，长杆通过固定机构与罐体的外壁连接；上盖

的内顶壁连接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端通过

电动推杆连接U型杆，U型杆的两个竖向段侧壁上

连接同一个湿润软化桶体，湿润软化桶体外壁上

开设的螺纹段螺纹连接桶盖，湿润软化桶体和桶

盖上均开设料孔；固定机构包括连接在罐体外壁

上的限位杆，限位杆上连接螺杆，螺杆活动贯穿长

杆上开设的通孔并螺纹连接螺帽，螺帽与限位杆

之间连接鹅颈管。

图1  秸秆餐具生产的湿润软化设备的结构

1—罐体  2—支撑腿  3—轴承  4—转动轴  5—上盖  6—驱动电机  7—电动推杆  8—U型杆  9—湿润软化桶体  10—安装槽  
11—桶盖  12—长杆  13—限位杆  14—螺杆  15—螺帽  16—鹅颈管  17—套筒  18—弹簧  19—定位杆  20—定位盘  21—第

一永磁铁  22—第二永磁铁  23—轴承  24—盖板  25—伸缩管  26—弧形板  27—锁紧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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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外部开关和外部电源通过导线组

成一条串联电路，电动推杆、外部开关和外部电源

通过导线组成一条串联电路。驱动电机通电启动，

通过电动推杆、U型杆带动湿润软化桶体转动，电

动推杆通过自身长度的变化改变湿润软化桶体与

上盖之间的距离。

将罐体中注入水，将秸秆放置在湿润软化桶

体中，将桶盖与湿润软化桶体连接，增长电动推杆

的整体长度使湿润软化桶体没入罐体的水中，水

流通过料孔进入湿润软化桶体中。浸泡完毕后，缩

短电动推杆的整体长度使湿润软化桶体位于罐体

的正上方，对湿润软化桶体进行控水。控水完毕

后，将转动轴转动，带动上盖从罐体上方偏移，将

秸秆取出。

在上盖位于罐体上方时，通过固定机构将长

杆固定在罐体上，螺杆插入长杆上的通孔中，螺帽

与螺杆连接对长杆的位置进行固定；湿润软化桶

体在水中转动，使水流在秸秆之间穿过，增快水浸

入秸秆的速度，提高湿润软化的效率；秸秆位于湿

润软化桶体内被按压至水中，避免秸秆漂浮在水

面上，增大秸秆与水的接触面积；转动轴通过轴承

与罐体连接，使湿润软化桶体脱离罐体上方，使用

外部接料装置对秸秆直接进行接料操作，方便对

秸秆进行取出、收集；固定机构的设置，通过长杆

对上盖的位置进行固定，避免驱动电机、电动推杆

工作产生的震动带动上盖的位置发生偏移，影响

整个湿润软化工作的进行。

湿润软化桶体与U型杆转动连接，湿润软化桶

体上设置有两个对称设置的安装槽，安装槽的内

壁上连接有第二永磁铁；U型杆竖向段侧壁上连接

两个对称设置的套筒，套筒中活动插接定位杆，定

位杆与U型杆之间通过弹簧连接；定位杆位于套筒

外部的一端连接第一永磁铁，第一永磁铁插入安

装槽的内部并吸附在第二永磁铁上，定位杆位于

套筒外部的一段固定套接定位盘。

湿润软化桶体的开口端朝上，第一永磁铁和

第二永磁铁相互吸引，第一永磁铁带动定位杆插

入安装槽中，第一永磁铁吸附在第二永磁铁上，此

时，弹簧被拉伸，湿润软化桶体的位置被固定；在

将定位杆和第一永磁铁从安装槽中拉出后，湿润软

化桶体发生转动，湿润软化桶体的开口端逐渐朝

下，在弹簧的作用下，定位杆向套筒中运动；湿润软

化桶体在U型杆上可以发生转动，当对秸秆进行放

入时，使湿润软化桶体的开口端位于上方；对秸秆

进行取出时，使湿润软化桶体的开口端位于下方，

方便对秸秆进行取料，提高取料速度。第一永磁铁

插入安装槽中并吸附在第二永磁铁上对湿润软化

桶体的位置进行固定，避免对湿润软化桶体内部放

料、湿润软化桶体在罐体转动时，位置不稳定。

电动推杆的推杆上通过轴承固定套接盖板，

盖板的下端通过伸缩管连接弧形板，弧形板活动

套接在罐体上，弧形板上开设的螺纹孔中螺纹连

接锁紧螺钉，锁紧螺钉位于弧形板内部的一端与

罐体相抵，弧形板的内壁上连接橡胶圈。

轴承的设置，电动推杆的整体长度改变时通

过轴承带动盖板、伸缩管、弧形板和锁紧螺钉上下

运动，将锁紧螺钉转动与罐体的外壁相抵时，盖

板、伸缩管和弧形板被固定在罐体上。在驱动电机

转动时，只带动电动推杆和轴承的内圈转动，盖板

对罐体的上端进行遮挡，避免湿润软化桶体在罐

体中运动时水花的溅出。盖板随电动推杆进行同

步地上下运动，不需手动控制盖板的上下位移。

环保节能秸秆制造纸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359627 A

发明人：李桂霞

申请人：苏州格瑞格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现有的纸浆制备机械生产过程中原料浪费严

重，秸秆在蒸煮软化后无法及时地进行粉碎搅拌，

且搅拌不充分，一些秸秆浆液易在内壁上黏接，使

浆液的利用率降低，同时水资源回收利用效果差，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无法满足环保节能的效果。

因此，提供一种环保节能秸秆制造纸浆装置。

如图1～图3所示，该种环保节能秸秆制造纸浆

装置包括清洗箱、粉碎箱和水箱。清洗箱的顶部设

置进料斗以及便于洒水的喷头，进料斗的下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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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便于导料的第一导向板；第一导向板上设置有若

干通孔，第一导向板的下方设置第一清洗搅拌组

件；第一清洗搅拌组件包括第一转轴、搅拌叶和毛

刷，第一转轴通过第一齿轮连接输料组件，输料组

件包括第二转轴和蛟龙叶片，蛟龙叶片的下方设

置第二滤网，输料组件的下方通过第一连接管连

通粉碎箱；水箱内设置便于过滤杀菌的滤水网、第

一滤网和活性炭层，滤水网的上方一侧设置排渣

门，水箱通过第三连接管与清洗箱的底部相连通，

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便于抽水的第二水泵，第二

水泵通过管道与喷头相连通。

进料斗的顶部设置便于密封的封盖，第一导向

板固定连接于清洗箱内，搅拌叶固定连接于第一

转轴上，搅拌叶上固定连接若干个便于清扫的毛

刷，第一转轴转动连接于清洗箱内，第一转轴固定

连接第一电机的输出轴，第一电机固定连接于清

洗箱的外侧。

第一齿轮固定连接第一转轴的一端，第一齿轮

与第二齿轮相啮合，第二齿轮固定连接第二转轴的

一端，第二转轴转动连接于清洗箱内，第二转轴上

固定连接蛟龙叶片，第二滤网固定连接于清洗箱的

内部，第二滤网的下方设置便于导流的斜坡。

排渣门通过铰链铰接于水箱的外侧，排渣门

上设置把手，滤水网、第一滤网和活性炭层依次固

定连接于水箱的内部。

通过将需要制造纸浆的秸秆经由进料斗投入

到清洗箱内，第二水泵启动，抽取水箱内的水到达

喷头处喷出进行清洗处理，设置的第一导向板便于

导向秸秆下落，使秸秆更好地被喷头处喷出水进

行清洗。第一电机启动，驱动第一转轴上的搅拌叶

和毛刷旋转进行搅拌和清洗，使秸秆中的污泥被

很好地洗涤。

秸秆中的污泥和水经由第二滤网的过滤进入

到水箱内，滤水网对污泥进行阻隔，设置的排渣门

便于将污泥取出，滤水网、第一滤网和活性炭层依

次进行过滤和杀菌，便于后续水的使用，节约了水

资源，节能环保。

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相啮合，从

而驱使第二转轴上的蛟龙叶片进行

输料操作，将秸秆经由第一连接管导

入至粉碎箱内。

该种环保节能秸秆制造纸浆装

置，除包括清洗箱、粉碎箱和水箱，

还包括第一破碎组件和第一连接管，

第一破碎组件破碎辊的下方设置第

二破碎组件，第二破碎组件包括破碎

齿板和挤压气缸，破碎齿板的下方设

置便于导料的第二导向板，第二导向

板的下方设置破碎搅拌组件。破碎搅

拌组件包括空心轴、破碎刀、搅拌管

和搅拌框，搅拌管与空心轴的内部相

连通，搅拌管上设置若干个便于出水

的通孔，搅拌框上固定连接刮板，空

心轴通过第一锥形齿轮连接驱动组

件。驱动组件包括第三电机，空心轴

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第二连

接管的内部，第二连接管上固定连接图1  环保节能秸秆制造纸浆装置的结构

1—清洗箱  2—粉碎箱  3—水箱  4—进料斗  5—喷头  6—第一导向板  7—第一电机  8—
第一转轴  9—搅拌叶  10—第一齿轮  11—第二齿轮  12—第二转轴  13—蛟龙叶片  14—
第一连接管  15—破碎辊  16—第二电机  17—挤压气缸  18—破碎齿板  19—第二导向板  
20—空心轴  21—破碎刀  22—搅拌框  23—刮板  24—搅拌管  25—第一锥形齿轮  26—第
二锥形齿轮  27—第三电机  28—第二连接管  29—加热箱  30—加热棒  31—第一水泵  32—
第二水泵  33—第三连接管  34—排渣门  35—滤水网  36—第一滤网  37—活性炭层  38—

第二滤网  39—毛刷  40—出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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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加热的加热箱和加热棒，第二连接管的一端

固定连接第一水泵，第一水泵通过管道与水箱的内

部相连通。

第一连接管分别连通有清洗箱和粉碎箱，破

碎辊通过转轴转动连接于粉碎箱的内部，两个破

碎辊相啮合，破碎辊固定连接第二电机的输出轴，

第二电机通过安装板固定连接于粉碎箱的外侧，

破碎齿板上固定连接若干个便于破碎的齿牙，破

碎齿板固定连接挤压气缸的活塞杆，挤压气缸固

定连接于粉碎箱的外侧。

第二导向板固定连接于粉碎箱的内部，破碎刀

固定连接于空心轴上，空心轴转动连接于粉碎箱

的内部，搅拌框固定连接于空心轴上，粉碎箱的底

部设置出料管，出料管上设置阀门。

空心轴上固定连接第一锥形齿轮，第一锥形

齿轮与第二锥形齿轮相啮合，第二锥形齿轮固定连

接第三电机的输出轴，第三电机固定连接于粉碎

箱的底部，加热棒固定连接于加热箱内，加热箱的

内部与第二连接管相连通，第二连接管与加热箱

的连接处设置阀门。

第二电机驱动破碎辊旋转进行碾压和破碎，

同时挤压气缸周期性地驱动破碎齿板相互靠近进

行破碎处理，使破碎效果大大提升。

秸秆在第二导向板的导向作用下，落入下方，

第一水泵抽取水箱内的水，经过加热棒的加热，注

入到空心轴上，使高温的热水从搅拌管上的通孔

排出对秸秆进行蒸煮。

第三电机驱动第二锥形齿轮旋转，在齿轮啮

合的关系下，驱使空心轴上的破碎刀进行破碎，搅

拌管和搅拌框进行搅拌，刮板对粉碎箱的内壁进

行清扫，避免秸秆浆液的黏接，使搅拌更为充分，

搅拌好的秸秆浆液可从出料管处排出，便于后续

的加工和处理。

有益效果：通过将需要制造纸浆的秸秆经由

进料斗投入到清洗箱内，第二水泵启动，抽取水箱

内的水到达喷头处喷出进行清洗处理，设置的第

一导向板便于导向秸秆下落，使秸秆更好地被喷

头处喷出水进行清洗。同时第一电机启动，驱动第

一转轴上的搅拌叶和毛刷旋转进行搅拌和清洗，

使秸秆中的污泥被很好地洗涤。秸秆中的污泥和

水经由第二滤网的过滤进入到水箱内，滤水网对

污泥进行阻隔，设置的排渣门便于将污泥取出。滤

水网、第一滤网和活性炭层依次进行过滤和杀菌，

便于后续水的使用，节约了水资源，节能环保。同

时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相啮合，从而驱使第二转轴

上的蛟龙叶片进行输料操作，将秸秆经由第一连

接管导入至粉碎箱内，第二电机驱动破碎辊旋转

进行碾压和破碎，同时挤压气缸周期性地驱动破

碎齿板相互靠近进行破碎处理，使破碎效果大大

提升。秸秆在第二导向板的导向作用下，落入下方，

第一水泵抽取水箱内的水，经过加热棒的加热，注

入到空心轴上，使高温的热水从搅拌管上的通孔

排出对秸秆进行蒸煮，同时第三电机驱动第二锥

形齿轮旋转。在齿轮啮合的关系下，驱使空心轴上

的破碎刀进行破碎，搅拌管和搅拌框进行搅拌，刮

图2  粉碎箱的后视

2—粉碎箱  14—第一连接管  16—第二电机  17—挤压气缸  20—
空心轴  40—出料管

图3  刮板的轴向结构

23—刮板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67
Aug., 2021  Vol.42,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板对粉碎箱的内壁进行清扫，避免秸秆浆液的黏

接，使搅拌更为充分。搅拌好的秸秆浆液可从出料

管处排出，便于后续的加工和处理，具备搅拌充分

和节能环保的效果。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食用菌菌渣制浆工艺及技术

申请公布号：CN 110453519 B

发明人：杨其玉  陈东  王桂卿  彭斌

专利权人：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

专利号：ZL 2019 1 0744142.1

通讯联系人：杨其玉（13964121636）

我国是食用菌的生产大国，随着产能的迅速

增长，逐步实现了食用菌养殖加工工厂化、产业化

和规模化，目前产量占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70%以

上。同时食用菌栽培所产生的废料也越来越多，每

年食用菌的废料达到1580万t。我国菌渣的综合利

用率较低，大部分菌渣被随意堆放或燃烧，不仅

造成了环境污染，而且滋生杂菌和病原菌，给食用

菌产业区带来细菌污染的安全隐患。

提供一种采用香菇、木耳等木腐菌种植后的

菌渣为原料制浆的工艺技术。

利用食用菌的真菌培养和食用菌种植过程作

为造纸生物制浆的微生物处理阶段。食用菌菌渣

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素，受到不同程度地降

解，菌棒中布满菌丝体，纤维组织得到润胀、撕裂

等作用，菌渣变得更加疏松、柔软，不需要化学药

品对原料进行处理，通过热水预浸和机械处理技

术制造符合使用要求的纸浆，实现生物制浆与机

械法制浆的有机结合。本工艺技术流程简单，生产

成本低，无污染。

主要工艺技术流程：菌棒→破碎→升温预浸

→保温→一段磨浆→二段磨浆→筛选→挤干→储存

（用于抄纸等）

该技术采用了“高温热水预浸处理”，将菌种

的灭活、非纤维成分分离、纤维软化过程三合一。 

在此条件下能够杀死残留的食用菌菌种、菌

丝体，使菌渣中的生物酶失去活性，纤维组织不

再继续受到生物降解，所生产的纸浆不会发生霉

变；能够溶解出菌渣原料在食用菌培养过程因纤

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等物质被生物酶酶解成小

分子的糖类、蛋白质、淀粉类、有机酸等非纤维类

物质，使纤维与非纤维物质得到分离，有利于净化

和提高纸浆质量；可以使菌渣纤维组织较好地吸

水、软化、润胀，在磨浆过程中易于解离纤维，减

少纤维断裂及损伤，增加纤维强度，降低磨浆能

耗，提高纸浆质量；满足了后面高温磨浆工段的需

要，降低了能源消耗。可以在常压容器中完成，不

需要压力容器，减少投资，降低生产风险及生产

成本。

该技术利用香菇菌渣制得的纸浆得率

为60%～70%，打浆度为35～55  oSR，湿重为

0.7～1.0 g，平均纤维长度为0.71～0.83 mm。与

50%包装箱废纸配抄的纸页，裂断长2.17 km，环

压指数6.07 N·m/g，主要性能均能达到或超过

瓦楞芯纸国家标准合格品要求。

有益效果：该技术所制造的纸浆可以用来配

抄瓦楞芯纸、纱管原纸等工业包装用纸，也可以用

于制造农业育苗杯等纸浆模塑产品。能够缓解目

前造纸原料严重匮乏的局面，降低造纸生产成本，

提高菌渣的经济价值，并减少了菌渣原料储存带

来的环境污染。

造纸纤维知名专家王菊华来山东纸院指导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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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纸焙及烘焙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5043053 B

发明人：罗鸣  陈宇平  唐理想  夏杰  刘剑  肖

武君  程喜宝  朱芳林

申请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宣纸是传统手工艺品，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

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等特点，享有“千年寿纸”

的美誉。宣纸的制作包括蒸煮、打浆、捞制、晒纸、

剪纸等工序，其中晒纸工序就是干燥宣纸纸页的

过程。

以前干燥装置，干燥室内设置导轨，导轨顺延

至干燥室外固定在支架上，附贴待干燥纸张的板

体的上、下边缘与导轨之间构成滚动式移动配合，

干燥室的侧壁上设有供板体进出干燥室的通路，

干燥室内位于板体下部设有加热管。导轨与板体平

行布置，板体的板面轮廓为方形且其相对边的上、

下边处设置滚轮，与导轨构成滚动配合。

这种干燥装置存在以下缺陷：由于板体的板

面为平板，而一般纸张的面积较大，操作人员需来

回走动将纸张依次贴在板体表面，之后将板体移

动至干燥室内进行烘焙，这种结构使操作人员每

次贴、收一次纸张，都要走一个来回，导致劳动强

度大，工作效率低。

此外，板体的上、下边缘和导轨之间的间隙以

及板体的两侧面和通路的内壁之间的间隙会使干

燥室内大量的热量流失，造成热量的浪

费。

另外，由于加热管设置在干燥室内

板体下部，对板体加热时，热量在板体

中由下而上传递，整个板面的热量不均

匀，烘焙效果较差，且热量会扩散到整

个干燥室内，热量利用率不高。

为此公司研发提供降低劳动强度

的烘纸焙以及节约能源的烘焙装置。

如图1～图3所示，烘纸焙包括筒体

状的烘焙体及加热烘焙体的加热单元，烘焙体的

端部与转动支撑机构配合构成转动配合。对纸张

进行烘焙时，可先将纸张贴附在烘焙体的局部周

面上，之后转动烘焙体，将该局部周面旋转到加

热区进行烘焙，同时可以将待烘焙的新纸张贴附

在烘焙体上的其他周面。纸张烘焙好以后，只需在

原地旋转烘焙体，操作人员无需走动，即可进行收

纸，之后循环往复进行贴、收纸操作，较为方便且

劳动强度较低。另外，一般待烘焙的纸张面积较

大，对于同样面积的纸张，筒体状的烘焙体的圆周

表面相比于普通的平板状的烘焙表面而言，操作

人员在贴、收纸时走过的路程较短，同样可降低操

作人员劳动强度。再有，可通过加大烘焙体的周面

面积以同时进行多个纸张的烘焙操作，提高工作

效率。

对于烘焙体的转动结构，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烘焙体的转动轴芯位于铅垂方向，烘焙体的

下端还连有驱动烘焙体转动的驱动机构；（2）烘

焙体的转动轴芯位于水平方向，烘焙体的一端还

连有驱动烘焙体转动的驱动机构。二者均可。

烘焙体的周面由钢板焊接成4～8边形的棱柱

面状，棱长方向与转动轴芯平行；或者，烘焙体的

周面由钢板焊接成圆筒柱面状，烘焙体的周面上布

置有板条，板条的长度方向与烘焙体的筒长方向

平行，板条在周向范围内均匀设置4～8个。对于棱

柱状的烘焙体，棱柱的各个侧面为每个纸张的贴

附面；对于圆筒状的烘焙体，各板条之间的周面为

每个纸张的贴附面。这样划分区域使各个纸张彼

图1  烘纸焙的结构

1—烘焙体  2—下筒底  3—上端盖  4—短管  5—板条  6—检修口盖板  7—排污阀  
8—加热单元  9—热风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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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离以互不影响。

加热单元包括与热源相连的热风管路，热风

管路自烘焙体上与驱动机构相对的端部接入烘焙

体的筒腔内。热量直接通入烘焙体的筒腔内部，使

整个烘焙体的受热较为均匀，同时也可将热量最

大化的利用。

烘焙体的转轴位于铅垂方向，烘焙体的上下两

端分别设置下筒底、上端盖，上端盖连接有向上端

盖上方延伸的短管，短管的管芯和烘焙体的回转中

心重合，热风管路自短管插入烘焙体的筒腔下部，

短管间隙式空套在热风管路的管体上，短管旁侧的

上端盖上设置检修口和检修口盖板，下筒底上连接

有排污阀。优选烘焙体的转轴位于铅垂方向的转

动结构，短管的设置可以对烘焙体内带有热量的

气体起到延缓热量散失的作用，即保温的效果。另

外，因烘焙体本身需要转动，故短管和热风管路采

用间隙式配合方式，避免烘焙体在转动时和热风

管路产生摩擦，同时该间隙形成泄压通路，避免烘

焙体内的压力过大而发生安全隐患。检修口的设计

可以实现对烘焙体的内部维修，排污阀的设计用

于排出烘焙体内的空气冷凝之后产生的水。

烘焙体的下筒底与转动支撑机构配合，转动

支撑机构包括环形导轨，环形导轨包括水平轨面

和铅垂轨面。下筒底上设置滚轮支架，滚轮支架上

设置水平滚轮和铅垂滚轮，水平滚轮与水平轨面

滚动配合，铅垂滚轮与铅垂轨面滚动配合。水平滚

轮和水平轨面的配合对烘焙体起到支撑、承重的

作用，铅垂滚轮和铅垂轨面的配合对烘焙体的转

动起到限位的作用。水平滚轮和铅垂滚轮分布在

环形导轨的同侧或两侧均可。

烘焙装置包括烘纸焙、加热烘焙室及操作室。

烘纸焙包括筒体状的烘焙体及加热烘焙体的加热

单元，烘焙体的端部与转动支撑机构配合构成转

动配合，加热烘焙室与操作室之间设置隔离板，隔

离板上开设有孔口，加热单元和烘焙体的转动轴

芯位于加热烘焙室内，烘焙体的局部周面自孔口处

显露于操作室内。加热烘焙室和操作室之间通过

隔离板隔离开来，热量在加热烘焙室和操作室之

间流通的唯一路径为烘焙体的外周面和隔离板的

孔口内壁之间的间隙。当选用棱柱状的烘焙体时，

使侧棱和孔口的内壁紧邻或擦碰式接触；当选用

圆柱状的烘焙体时，使周面上的板条和孔口的内壁

紧邻或擦碰式接触。在保证不会擦碰到烘焙体周

面贴附纸张的前提下，均可有效阻止加热烘焙室

内的热量流通到操作室内，节约能源，且能保持操

作室内的恒定温度，保持操作室内的舒适度。

烘焙体的周面由钢板焊接成4～8边形的棱柱

面状，孔口形状与烘焙体上的显露于操作室内的两

边及上下边沿处的周边轮廓相符临近布置，孔口边

沿上设置软质带沿，软质带沿的悬置边与烘焙体

的棱处紧邻或擦碰式接触，软质带沿能起到密封

件的密封作用，同时不影响烘焙体的转动，更好地

阻止加热烘焙室内的热量散发到操作室内。

构成转动支撑机构的环形导轨位于加热烘焙

室内，加热烘焙室内还设有驱动机构，电机与下筒

底之间提供链传动机构驱动烘焙体，如此便可实

现烘焙体的转动。图3  两种不同烘焙体对应的烘焙装置的结构

1—烘焙体  5—板条  8—加热单元  16—加热烘焙室  17—操作室  
18—隔离板  19—孔口  20—软质带沿

图2  烘焙体与转动支撑结构配合的结构

1—烘焙体  2—下筒底  10—环形导轨  11—水平轨面  12—铅垂轨
面  13—滚轮支架  14—水平滚轮  15—铅垂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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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福伊特提出最新造纸愿景：为未来造
纸生产线开创预见性的技术设计与
研究，打造未来生产线全新布局

本刊讯（Vo i t h  消息)  今年7月底，福伊特

（Voith）提出正通过预见性的设计研究，致力于

打造未来造纸生产线的全新布局。新的设计思路

特别注重提高效率和设备维护的便捷性。作为纸

机整线供应商，福伊特将造纸生产全过程进行综

合考虑，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设计概念，从而使设

施的维护和操作得到简化，实现更高程度的互联，

减少设备接口，确保了整体外观一致，同时提高效

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对此，福伊特造纸项目部总裁Michael  Trefz 

博士说道：“此次我们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综合设计

研究，从而显著提高整个生产线的效率，降低维护

难度。我们会综合考虑生产线的各种方面，例如机

器的自动化程度、各个部分的互联性、便捷性和更

高的安全性以及优化的可用性。此外，吸引人的设

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引入“清洁设计”概念提高效率和生产流

畅性

此次全新的项目设计将特别注意“清洁设计”

理念的实施，例如提高湿部的清洁度等。减少污染

可以降低由于断纸而导致计划外停机的风险，从

而使操作可靠性和机器效率得到提高，生产过程

更为顺利进行。此外，“清洁设计”使工作区域更

加舒适，便于操作，维护程序更加便捷，可以更有

效地完成计划停机。此次的设计理念是一个长期

项目，将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逐步实施。

优化的人机界面提高了维护的便利性

作为生产线未来愿景的一部分，福伊特将从

备料到卷取的整个过程中引入标准化和直观的用

户界面。人机界面采用基于角色的操作理念来适

应用户的个性化任务，同时提高了维护的便利性。

未来，系统各个组件上独特的智能指示灯也将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一目了然地显示机器状

态，并在必要时显示是否需要操作员进行人工干

预。

对此，福伊特造纸数字产品经理O l i v e r 

Kunerth说道：“智能手机展示了人与机器之间简

单直观的交流如何使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变得更

有效率，而在工业环境中也可以实现这一要求，通

过优化人机界面使用户需要的信息和所有相关功

能在一个平台上呈现出来。”

自动化数据分析取代纯监控

在新的设计愿景中，福伊特造纸4.0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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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特别注重“清洁设计”的实施，例如提高潮湿区域的清洁度
等，并注重生产线外观的统一和美观。

在这项富有远见的设计研究中，福伊特正在设计未来的全新造纸生产
线，提高效率并增加维护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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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传感器、现场设备、扫描仪和执行器已经可以

实时监控机器状况和生产质量。在未来几年，自动

数据分析将变得更加重要并逐渐取代纯监控。智

能算法将确保在很短的时间内，系统自主地为节

约资源的生产创造最佳条件。在不久的将来，福

伊特OnCumulus  IIoT工业物联网平台上的新应

用程序将使造纸厂的数据完全透明，并为造纸生

产商带来深远的优化潜力。数字产品经理Oliver 

Kunerth也表示，例如，这些应用程序之一，基于

人工智能的OnEfficiency.BreakProtect系统便

已经可以为用户提供有关如何避免断纸的智能化

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耗时和成本密集的停机时

间，同时以前瞻性的方式优化维护和服务。

未来，福伊特OnCumulus云平台还将为所有

服务功能提供网络接口，例如通过网上商店或远

程服务中心OnPerformance.Lab订购备件，从而

实现更高效和可持续的生产。

通过吸引人的设计，营造出沉稳的整体外观

未来，福伊特的生产线设计专业知识也将体

现在工厂的设计中，不仅从内部技术看，也从外

观上使整个生产线更加引入注目，例如，福伊特 

BlueLine浆线和XcelLine纸机便借助清晰的设计

结构、高质量的表面处理和现代材料提高了整体

外观水平。

拓斯克为Sappi纸业提供TT SYD钢制
扬克缸

本刊讯（To s c o t e c  消息)  近期，拓斯克

（Toscotec）收到Sappi纸业的订单，为其在南非

Stanger的工厂提供一台拓斯克TT  SYD钢制扬

克缸。该扬克缸在订单后仅20周就以创纪录的速

度发运，并计划于2021年第三季度开机。

 该钢制扬克缸发运自意大利马萨的完全集成

和创新的拓斯克钢制扬克缸技术中心，在这里拓

斯克制造其所有型号的钢制扬克缸。该中心距离

海港3公里，交通便利，可加快大直径扬克缸的发

运工作。该项目的供货范围包括扬克缸的蒸汽和

冷凝水系统以及拓斯克的专利端盖保温层，旨在

确保最大的热能效率。拓斯克将提供完整的项目

管理、安装指导、调试和开机协助服务。

 Sappi南非公司采购经理Nash Ayer表示：

“我们选择拓斯克，因为它们符合我们高能效和

可靠性的首要选择标准。选择像拓斯克钢制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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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来生产线愿景的一部分，从备料到卷取，采用统一设计的操作
界面，人机界面通过基于角色的操作概念适应用户的个性任务，提高
维护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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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这么领先的技术来提高我们生活用纸生产线的

能源效率，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智能解决方案坚

定承诺的一部分。考虑到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时间

很短，拓斯克通过缩短交货时间为我们提供了全

力支持。”拓斯克的销售经理Fabio  Bargiacchi

说：“我们很高兴与全球最大、最具创新性的纸浆

和造纸生产商之一的Sappi集团开始新的合作。20

个星期的交货时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拓

斯克利用其拓斯克钢制扬克缸技术中心的巨大制

造灵活性，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有了这份订单，拓

斯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南非的地位，在过去5年中

我们获得了六个新项目。”

拓斯克在全球五大洲拥有200多台钢制扬克

缸业绩，是钢制扬克缸的市场领先者。拓斯克制造

了生活用纸行业最大的钢制扬克缸，并且其扬克缸

已被广泛地应用，包括生活用纸、MG纸、TAD和

烟草薄片。

拓斯克在不同条件下运行钢制扬克缸的丰

富经验推动了拓斯克钢制扬克缸设计和服务的进

步。2021年，拓斯克推出了扬克缸内壁保护涂层技

术，这是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创新，为扬克缸提供内

部保护涂层，以抵御腐蚀性蒸汽。

美国纸企Beaver Paper工厂内安装全
美最大的机械臂

本刊讯（Beaver Paper 消息) 美国纸企Beaver 

Pap er是一家领先的热转印纸制造商，近日，该

纸企在其新工厂内安装了全美最大、最先进的机

械臂（Robotic  Arm）和精密穿孔机（Precision 

Perforator）之一。

其中，安装的Dalmec机械臂将使操作员能够

以最少的努力和最大的安全性拾取和移动大型

纸卷。Dalmec机械臂的设计和制造可处理长达

11英尺、直径达2英尺的纸卷，最大处理重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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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 kg。

此外，安装的Perf  104型号打孔机是世界上

最宽的打孔机之一，尺寸为104英寸，为客户创造

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由瑞士工程师设计，精度

高，同时可生产微孔和单孔尺寸。新的穿孔机可以

帮助Beaver  Paper生产穿孔纸，并提高纸厂打孔

的质量和水平。

B e a v e r   P a p e r 首席执行官 To b i a s 

Sternbeck表示，通过将高水平的数字化制造带入

我们的生产车间，投资最先进的设备，表明了我们

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承诺，新的设备将帮助我们

在造纸行业中以最快的交货时间提供最高质量的

产品，此外，新设备将帮助减少碳足迹，节能效果

明显。

维美德向瑞典Holmen公司Iggesund
浆纸厂提供阔叶木浆生产线改造技
术支持

本刊讯（Va l m e t  消息)  维美德将向瑞典 

Holmen公司Iggesund浆纸厂阔叶木浆生产线改

造项目提供设备及服务。此举旨在降低工厂的变动

成本，提高生产稳定性。项目预计于202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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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毕。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1年第2季度新增

订单中，金额未公布。

Iggesund浆纸厂生产经理Johan  Björkman

说：“维美德压榨式洗浆机已在我们厂运行多年，

丰富的合作经验由此产生。新设备可大幅减少废

水排放，降低变动成本，提高竞争力。”

维美德销售经理Mikael  Gustafsson说：“这

个项目是客户迈向阔叶木浆生产线压榨式洗浆漂

白工艺的第一步。由于新系统出浆干度高，因此工

艺易于控制，废液排放量也比低浓洗浆工艺少。另

外水及化学品耗量降至最低。我们期待在这个项目

中与客户继续保持良好合作。”

维美德供货包括主要设备、基本工程设计和

安装等。在第一段，将用一台全新的TwinRol l压

榨式洗浆机替换现有的真空过滤机；在第二段，以

TwinRoll技术替换漂白段的其他过滤机。

 Holmen公司是一家林业生态循环与可再生

产品生产企业。业务范围包括林业、再生能源、木

制品、纸及纸板等。

通过技术升级，斯道拉恩索将波兰饮
料纸盒回收能力提高三倍

本刊讯（StoraEn so 消息) 近日，斯道拉恩索

宣布，将携手利乐（Tetra  Pak）针对废弃饮料

盒回收市场提供循环解决方案。双方将在波兰的

Ostroleka工厂建立一条纸盒再生浆生产线，通过

技术升级，使废旧饮料盒的年回收能力由2.5万 t

扩大至7.5万 t，覆盖波兰当地以及匈牙利、斯洛

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等邻国。

该项目投资总额达2,910万欧元，其中斯道拉

恩索将斥资1,700万欧元，用于建立一条新的纸盒

纤维再生浆生产线，利乐将与Plastigram公司共

同投资1,210万欧元再建一条生产线，以专利分离

技术实现回收聚合物和铝的回收再利用。两条生

产线都将于2023年初投入运营。 

分离出的材料将获得新生，可广泛应用于各领

域。通过加大废弃饮料盒回收规模，使再生纤维作

为斯道拉恩索再生纸板的原材料，而聚合物和铝

将以颗粒和铝箔等不同的形态实现再利用。

此次投资旨在促进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

推动实现“欧洲绿色协议”目标。回收的纸盒将以

环保的方式处理，同时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材

料也将得到充分利用。

斯道拉恩索包装材料事业部执行副总裁

Hannu Kasurinen表示：斯道拉恩索提供基于可

再生材料的包装材料。由此，我们能够使回收能力

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实现循环生物经济的一个关

键因素。此外，随着欧盟收集体系的不断发展，该

项目未来或能扩产以应对超额的回收需求。利乐

欧洲和中亚地区总裁Charles  Brand也表示：当

前，纸盒包装在废弃物管理和回收基础设施到位

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大规模收集和回收，但这

远远不够，我们正在整个回收价值链中寻找机会，

以改善纸盒的回收方式，开发出能有效回收所有

包装成分（包括聚合物和铝）的解决方案，最终通

过合作实现所有纸盒的收集、回收，且永不丢弃所

有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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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t纸。

RAK经理Clinton  Vught表示，ABB是我们

纸厂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对他

们的愿景充满信心，通过使用ABB断纸性能检测

系统，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诊断断纸并及时预测

断纸的发生，提高整体设备效率并创造新的生产

记录。

ABB产品经理Ramesh  Satini表示，RAK操

作员希望通过减少断纸来提高整体设备效率，我

们建议遵循我们的三阶段方法，首先对性能进行

基准测试，然后系统地实施解决方案，以解决任何

未发现的问题。实施数字服务以维持并进一步提

高关键领域的绩效，并通过协作运营实现远程支

持。

通过将多个数据点自动整理到直观的用户界

面中，ABB断纸性能检测系统可实现即时诊断和

行动，从而帮助RAK工厂在中断发生后的一分钟

内找出原因，甚至有时可以提前预测断纸的发生

并收到警报，以便更快地采取纠正措施。

除了操作和过程可变性分析器模块之外，该系

统的连接服务元素将通过查找运行机器的计划操

作时间来帮助工厂实现“黄金运行”，进一步促进

其提高利润、运行性和可用性的目标。

ProJet为墨西哥纸企BioPappel提供织
物清洁技术支持

本刊讯（BioPap p e l 消息) 近期，工业技术公

司ProJet收到了来自墨西哥纸企BioPappel的2

台强力清洁器（干燥织物清洁器）的订单，2台清

洁设备都将安装于BioPappel的韦拉克鲁斯工厂

（Veracruz mill），用于1号纸机。该订单于今年7

月达成，预计设备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交付。

该订单已经是BioPappel第五次订购ProJet

织物清洁设备，正在逐步为所有生产基地的纸机

生产线配备该清洁设备。除韦拉克鲁斯工厂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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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最新推出的断纸性能检测系统获
得首笔订单

本刊讯（ABB 消息) 作为ABB重大数字化转

型项目的一部分，ABB最近推出的Sheet  Break 

Performance断纸性能检测系统刚刚收获了第一

笔订单，该订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Riau  Andalan 

Kertas纸厂(RAK)。

ABB是RAK的长期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

ABB通过数字化技术帮助该纸厂实现其优化目标

并提高造纸机的运行性能，从而由诊断检测转向

预测为主并采取预防措施，降低计划外停机，提高

纸张质量。据RAK报告，使用ABB数字化工具后，

该工厂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纸张产量。

此前，RAK纸厂长期经历断纸的威胁，影响

了正常生产，因此希望更好地了解断纸原因，并提

出解决方案。ABB从基础控制开始检测，追踪纸

机生产线的各个流程，从而寻找断纸的源头。

此前，RAK纸厂已经采用了其他几项ABB性

能服务，包括ABB湿部控制和造纸机驱动性能等，

此次使用ABB断纸性能检测系统是对该生产线的

有力补充。该工厂每年可生产多达280万 t纸浆和

ABB断纸检测系统数据显示界面。

75
Aug., 2021  Vol.42,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订购的2台之外，BioPappel旗下的Durango纸

厂、Tuxtepec纸厂和Tizayuca纸厂共拥有14台

ProJet织物清洁设备，且都正常运行。 

韦拉克鲁斯工厂的2台清洁器将配备ProJet提

供的升级版Power  Cleaner  2.0清洁系统，设备

头部配备多个喷嘴，可在断纸时进行连续清洁和

增强清洁，即“冲击清洁模式”。此外，清洁器的真

空系统可以有效地排出清洁用水和污染物。

韦拉克鲁斯工厂1号纸机所采用的原材料为

100%  OCC，由于OCC在第一和第二干燥部的污

染较为严重，容易导致织物的污染，而ProJet织物

清洁设备可以保持织物的清洁度和渗透性，这正

是BioPappel继续选择ProJet的原因。

Power Cleaner 2.0清洁系统

升级版的干燥织物清洁系统使用单个横动

头，在最大的压力下使用多达14个喷嘴覆盖整个

织物，气刀和真空系统确保所有的水和碎屑可以有

效地排放到机器外部，从而使干净的干网具有始

终如一的高透气性，为干燥部应用提供重要的生

产力和性能优势。目前，ProJet干网创新清洁系统

既可应用于极低定量纸张，也可用于高定量纸板

的生产。

Huhtamaki推出Push Tab®纸类药物
包装

本刊讯（Huhtamaki 消息) 近日，全球可持续包

装供应商Huhtamaki推出了一种Push  Tab® 纸

类包装，这是一种行业首创的可再生纸起泡包装

解决方案，是一种可用于全球医疗保健行业的理

想选择。

Huht amak i和德国加工和包装技术供应

商Syntegon合作，带来了该突破性创新。Push 

Tab®医药包装纸是第一种纸质片剂包装，由可再

生的FSC™认证纸制成，旨在满足受监管药品包装

的严格安全要求。 

这种新型纸类包装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更可持

续的替代解决方案，可以替代以往的由热成型

PVC和铝制成的传统压入式包装，还有助于减少

整个价值链对环境的影响。

Push  Tab®纸类包装所采用的纸基材料中，

超过75%来自欧洲的FSC™认证供应商，符合环保

的要求。

此外，与传统的PVC（聚氯乙烯）起泡包装相

比，Huhtamaki将其与先进的阻隔涂层技术相结

合，成功地提高了可持续纸类包装材料的可密封

性，不会影响药品安全性、功能性，具有与PVC包

装可抗衡的保护性能。此外，这种新型的纸类包

装采用星德科(Syntegon)公司独特的纸张成形技

术，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成形。

Hu h t a m a k i柔性包装销售经理Fa b i o 

Daidone表示：“我们很自豪能够为具有高增长潜

力的医疗保健行业推出一种新的、更可持续的纸

类包装解决方案。2020年，欧洲药品类别柔性包

装的销售额估计为11亿欧元，其中约80%是起泡包

装。我们很高兴帮助客户开发使用Push  Tab®可

持续纸类包装，该包装专为循环经济而设计，为医

药行业提供了可持续的替代品。”

据悉，德国包装协会已于2021年7月27日授予

Push Tab®纸类包装“德国可持续包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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