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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损纸控制的工艺流程、设备的控制要点及其

设计，以西门子S7-300PLC作为系统的控制中心，上位机采用

WINCC为组态软件，完成了损纸控制线系统可靠的自动化控制。

关键词：损纸控制线；压差控制；Profibus；S7-300；Wincc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broke line control’s process flow, 
equipment control point and its design. Siemens S7-300 PLC was 
used as control center of the system, and Wincc was used as the 
configuration software to complete reliable automatic control of 
the broke line.
Key words: broke control line; difference pressure control; 
Profibus; S7-300; Wincc

西门子S7-300在150t/d铜版纸损纸控制线上

的应用
⊙ 李进鹏  李录杰  曹钦  姚秀旗  辛华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山东安丘 262100]

Application of Siemens S7-300 in 150t/d Coated Paper Broke Control Line
⊙ Li Jinpeng, li Lujie, Cao Qin, Yao Xiuqi, Xin Hua
(Wenrui Machinery (Shandong) Co., Ltd, Anqiu, Shandong 262100,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6; TS762.2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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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鹏 先生

自动化专业工程师；主要从事造纸碱

回收苛化工段及纸机传动的自动化设

计、研发及调试工作。

技术进步Technology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环保的要求越来

越高，废纸造纸应用越广，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始应用于

废纸回收利用。企业为了节约人力资源及节能减排的目

的，同时，也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自身竞争力，PLC

控制系统已得到广泛推广。西门子的S7-300P LC强大

的集散控制功能及优势在铜版损纸控制线上得到充

分的应用和发挥，其响应速度快、控制精度高、节约成

本、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及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

本系统的人机界面应用西门子的W I NCC组态软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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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C数据的采集及监控通过Prof ibu s-DP通讯访

问远程PLC中的过程值，所有WINCC的单元均可访问

过程映像，功能强大[1]。

1  工艺流程分析

铜版纸损纸线工艺流程如图1、图2所示，浆线送来

的浆料储存到浆塔，稀释到3%～4%的浓度后泵送至高

浓除渣器，经除渣器除去重渣后，经调节阀送至粗筛，

图1  铜版纸损纸工艺流程（一）

图2  铜版纸损纸工艺流程（二）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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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2]的良浆进入高频疏解机进行疏解，渣浆进入排

渣分离机进行纤维回收。疏解后的浆料进入一段精筛，

经一段精筛后的良浆进入重力盘式浓缩机，尾浆进入

二段精筛，经二段精筛后的良浆进入重力盘式浓缩机，

渣浆进入高频振动筛经筛选后进入一段精筛喂料槽。重

力盘式浓缩机出来的浆料进行浓度调节，达到工艺要求

后输送到配浆车间。

2  控制重点

高浓除渣器、压力筛与重力盘式浓缩机控制是整

条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重点。

2.1 除渣器控制

开机前除渣器内应先充满水，可以防止压力冲

击。 

为了控制操作过程，高浓除渣器设有手动/自动开

关。高浓除渣器设置在自动模式，则排渣阀（KS1006-

2）关闭，进渣阀（KS1006-1）和冲洗水阀（KS1018）打

开。

2.1.1 自动排渣控制

P LC控制采用顺序控制来实现自动排渣操作，具

体控制步骤如下：

(1）启动浆渣收集时间计时器，用户根据浆料含渣

量的多少设定合适的浆渣收集时间。

(2）浆渣收集时间到，关闭进渣阀（KS1006-1）。

( 3）打开排渣阀（K S1 0 0 6 -2）和冲洗水阀

（KS1018），启动排渣计时器。

(4）排渣时间到，关闭排渣阀（KS1006-2）。

(5）启动注水时间计时器。

(6）注水时间到，关闭冲洗水阀（KS1018），打开

进渣阀（KS1006-1）。

程序从（1）到（6）往复循环，达到排渣的目的。

可从视窗观察渣箱内废渣沉积情况，设定时间。

当系统关闭时，进渣阀（K S100 6-1）和排渣阀

（KS1006-2）两阀会打开，把高浓除渣器排空。

2.1.2 高浓除渣器压差调节

当除渣器压力P I2001稳定后，根据除渣器压力与

粗筛进浆压力PI2002的压差PDIC1019通过除渣器回流

阀PV1019进行PI D调节。当粗筛出现堵塞情况时，粗筛

进浆阀PV1003阀门关小，压差PDIC1019增大，开大除

渣器回流阀PV1019。

2.2 压力筛原理

本系统共有粗筛、一段精筛及二段精筛，以粗筛为

例说明压力筛的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

2.2.1 压力筛主要控制

如图3所示，根据粗筛进浆压力PI2002调节粗筛进

浆阀PV1003的开度实现粗筛进浆压力PI2002控制，程

序调用功能块FB41连续控制方式的P I D，保证压力稳

定才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进浆流量的控制需要非常精确，通过管道的尾浆

流量计和进浆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控制出口良浆调节阀

FV1002与压力筛进浆流量FIC1002组成的PID闭环回

路，从而实现控制进浆流量大小。

尾浆率控制同样重要，尾浆率一般控制在10%～

30%的范围内，尾浆流量要和进浆量按比例控制[3]。

如粗筛尾浆流量F IC1004=粗筛进浆流量（F IC1002）

×K，K为比值系数，由控制室操作人员修改。通过粗筛

尾浆调节阀FV1004的常规PID控制来控制流量。

稀释水的流量要和尾浆量按比例控制，并通过稀

释水调节阀实现稀释水流量的PID控制。

2.2.2 压力筛压差控制

压力筛正常运行时，进、出口管道上的压力差一般

图3  压力筛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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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良浆调节阀以固定的递减量关闭阀门开度，降低

良浆产量；尾浆调节阀以固定的递增量增加阀门开度，

增大排渣；快速增大稀释水调节阀开度一直到全开，注

水降低出浆的浓度。通过稀释浆料浓度和提高排渣量

改善网孔堵塞状况，降低压力筛的压力差，使压力差降

低到正常的工作要求范围，堵网状态消除后系统将自动

回到压力筛正常控制之下[4]。

当P≥H H时，良浆管线压力很低，进浆口管线压力

很高，说明堵塞没有解决，系统连锁停止压力筛前段的

进料泵，同时停止压力筛，排空浆料，打开上盖，用压力

水冲洗筛鼓，直至冲洗干净为止。

2.3 高频疏解机控制

高频疏解机供浆泵不运行时，如果启动高频疏解

机，疏解机自动吸料将造成疏解机的盘片温度上升，疏

解机出口阀门采用手动控制保证一定的开度，回流阀门

根据一段精筛喂料槽液位进行调节。高频疏解机供浆

泵停止后，自动打开冲洗水阀冲洗2～3 m i n，浆料冲洗

干净后停止疏解机。

2.4 重力盘式浓缩机控制

重力盘式浓缩机主要作用是浓缩浆料，其工作原

理如图4。

根据重力盘液位高低调节重力盘主机速度大小， 

其速度调节范围0.5～4 r/m i n，根据实际工艺要求调

节浆料浓度QIC1016，其所有参数可在WINCC界面读

取及设定，从而控制调节阀门QV1016的开度。

3  控制系统的设计

3.1 控制系统的组成

分布式系统结构整个自动控制系统分为三层：中

央控制层（上位机）、现场控制层（下位机）及现场执行

层，系统组成如图5。

系统下位机选用西门子S7-300系列P LC，采用

CPU315-2DP CPU，输入输出模块数量16个，中央控

制器最大可组态8个模块，本系统增加了IM365扩展单

元。PLC数字量和模拟量点数总共配置DI点116个，DO

点42个，A I点20个，AO点23个；同时系统预留10%的数

字量和模拟量备用，以备现场故障时更换及技术更改。

很小。当压力筛堵塞时，压力差快速上升到PLC欲堵网

设定值，PLC判定压力筛已堵塞，按照程序逻辑运行，

处理堵网问题。

P表示设备进浆压力与良浆出口压力之间的压差

值，H为设定的欲堵网压力值，H H为事先设定的堵网压

力值。

当P＜H时，进浆压力控制在自动模式保证压力稳

定，良浆调节阀根据进浆流量控制在自动模式保证流量

稳定，尾浆调节阀和稀释水调节阀在自动模式下按比例

控制。

当H≤P＜H H时，进浆调节阀、良浆调节阀、尾浆

调节阀和稀释水调节阀切换为手动模式，在原阀门开

度的基础上，分别设定合适的进浆阀和良浆阀的递减量

和尾浆调节阀和稀释水调节阀的步增量。PLC按照下

列程序动作：所有阀门无扰切换为手动模式，原阀门开

度不变，进浆调节阀开度在一定的时间以固定的调节量

图5  控制系统的组成

图4  重力盘式浓缩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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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会造成DP网络频繁出现中断现象引起CPU停机。

针对出现的问题采用相应的解决措施，修改程序、检查

硬件并采取屏蔽措施，同时在系统中增加了诊断中断

OB82、程序循环错误OB85、机架故障OB86、通讯错误

OB87、编程错误OB121及访问错误OB122组织块[5-6]。

在系统中增加了组织块后，在PLC机架或DP故障时，系

统自动调用组织块，避免CPU出现停机，有利于故障处

PLC硬件配置了供电电源、CPU中央控制器、扩展单

元、开关量控制单元和模拟量控制单元，硬件组态见图

6。

上位机采用组态软件W INCC，PLC与W INCC

之间通讯采用P r o f i b u s-D P通讯协议。上位机配置

CP5611卡与下位机进行DP通讯，可实现将多个S7-

300PLC连接在一条DP总线上，可扩展124个DP分站，

其通信速率和网络类型可依据现场距离远近自由选择，

功能非常强大。

3.2 系统优势

WINCC与AS站的通讯组态有两种组态方式：一

种是独立式组态方式，另外一种是集成式组态方式[1]。

本系统采用集成式组态，即WINCC工程集成在STEP7

编程软件内进行组态管理。

S7-300与WINCC连接比S7-300和其他组态软件

更有优势，可采用集成式组态，WINCC自动建立通讯和

组态变量不用手动组态变量，从而大大减少工作量及组

态错误。STEP7提供的编程语言格式：梯形图、语句表

和功能表，采用梯形图编程，具有形象、直观、实用等

特点，容易学习，梯形图编写如图7。

3.3 控制系统特点

在PLC调试过程中，发现模块出现问题或者程序

错误都会造成CPU停机；在PLC运行过程中由于干扰 图7  梯形图

图6  PLC设备硬件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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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启动和停止流程

[收稿日期:2021-04-26]

理。节约了时间，增加了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

4  开停机

设备分为三段自动顺序启停，依次启动重力盘浓缩

机M0008、二段精筛M0007、一段精筛M0006及高频

振动筛M0004，再启动疏解机M0005，最后启动排渣分

离机M0003和粗筛M0002。设备停机时，首先依次停止

一段精筛、二段精筛、高频振动筛和重力盘浓缩机，再

停止疏解机，最后停止粗筛和排渣分离机。三段启停之

间有贮存槽缓冲，设备出现故障，短时间可在故障的区

段内停止设备从而解决问题，其他区段不用停止设备，

启动和停止流程如图8所示。

5  结语

150t/d铜版纸损纸生产线是汶瑞机械（山东）有

限公司自主设计的机电一体化系统，该系统在国外项目

投入生产后运行稳定，数据准确，其生产效率和处理能

力高。西门子的WINCC及S7-300PLC控制系统自动化

程度高，成本低，具有强大的逻辑控制与模拟运算能

力，操作方便。通过Prof ibu s-DP网络实现快速、可靠

的数据通信，为控制系统的稳定和设备安全的运行提

供了可靠的保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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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存离子是否直接干扰纤维素酶活力或者通过干扰

还原性糖DNS法测定间接干扰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尚存在争

议。通过外加不同种类的共存离子，研究了不同共存离子对

DNS法测定葡萄糖标准液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并对共存离

子干扰DNS法测葡萄糖含量及纤维素酶活性的原因进行了实

验探索。实验结果表明：Mn2+、C u2+、Fe3+等金属离子对DNS法

测定葡萄糖含量、DN S测定纤维素酶活力均产生不同程度的

干扰，且浓度越高，干扰越大。当金属离子浓度为10 mm o l/L

时，Mn2+、Cu2+分别导致葡萄糖的测定值为标准样的203.7%、

24.3%，其余几种金属离子对测定值干扰较小。当Mn2+、Fe3+、

Cu2+浓度为10 mm o l/L时，分别导致纤维素酶活性的测定值为

实际值的207.9%、85.6%和83.1%。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纤维

素酶活力的干扰机理，可能是由于金属离子自身的氧化还原

性导致吸光度的变化以及金属离子对酶水解效率的影响等多

种作用协同的结果。

关键词：DNS法；金属离子；UV吸光度；葡萄糖；纤维素酶活性

Abstract: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coexisting ions directly interfere 
with determining result of cellulase activity or indirectly interfe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 of cellulase activity by hindering 
reducing sugar determination. By adding different kinds of 
coexisting ion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existing 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glucose standard solution by DNS metho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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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材料，如何经

济高效地降解纤维素成为充分利用纤维素的关键。纤维

素酶作为一种能够降解纤维素的绿色可靠生物催化剂，

具有降解温和、副产物少、绿色环保等优点[1-2]，其中，

纤维素酶的准确测定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3-4]。在

国际上，酶活的定义为在特定的条件下，每分钟降解底

物释放1μmo l葡萄糖所需的酶量，定义为一个酶活，用

IU表示[5]。目前，对于酶活性的测定方法有诸多报道，

例如DNS法、比色法[6-7]、荧光法[8-9]、高效液相色谱法
[10-12]、质谱分析法[13]等。其中，DNS法因其具有简单、

便捷等优点，广泛用于酶活力的测定[14]。DNS法测定酶

活的原理[15-16]为，在碱性及沸水浴条件下，DNS与还原

性糖发生显色反应，生成一种能够定量产生紫外光吸光

度的棕红色氨基化合物，借助分光光度计吸光度的测

定，实现纤维素酶活性的测定。有报道显示，DNS法产

生的棕红色的氨基化合物不稳定，易受到检测环境或

者共存物种类的影响，影响纤维素酶活性测定的准确

性。Rivers D B等[17]报道称DNS法测定木质纤维素酶

解还原性糖存在局限性，酶解木质纤维素等复杂天然生

物质，需要用HPLC（高效液相色谱）或者YSI型葡萄糖

分析仪才能准确分析水解产生的糖类，因为天然木质纤

维素酶解过程中会释放出某些反应性还原基团以及特

征干扰色，导致DNS检测受到干扰，导致分析结果不准

确。也有文献[18]指出，Ca2+、Ba2+、Fe3+、Mn2+、Pb2+、

Fe2+、Ag+、Zn2+、Co2+、A l3+离子会导致还原性糖的测

试值大于实际值，而存在Mg2+、Cu2+、Cd2+、Hg2+离子

时会导致测试值大于实际值，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还

原性糖的含量产生干扰。

纤维素酶解纤维素的研究或者工业生产中，酶解

系统中多存在多种金属离子，极易造成纤维酶活性检测

数据的误差。为此，本实验通过外加葡萄糖代替纤维素

酶解产物还原性糖，研究了生物酶工业化酶解反应中常

见金属离子对DNS法定量测定葡萄糖与纤维素酶活力

的影响规律，并对金属离子影响干扰DNS法定量测定

葡萄糖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分析,研究结果对纤维素酶的

准确使用提供了数据参考。

 

1  实验

1.1 原料、试剂及仪器

纤维素酶，诺维信Cel luclast® 1.5L，购于杰津生

物公司；葡萄糖、氢氧化钠、醋酸、醋酸钠、3,5-二硝

基水杨酸、苯酚、酒石酸钾钠、亚硫酸钠、过氧化氢，

均为市售分析纯；金属离子溶液分别由NaCl、CaCl2、

MgCl2、MnCl2、CuCl2、FeCl3、ZnCl2、CoCl2、BaCl2、

CdC l2分析纯试剂溶于去离子水制得；阴离子溶液分别

由CH3COONa、Na2CO3、NaNO3、Na2SO4、NaCl分析

纯试剂溶于去离子水制得。

DZKWD1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

器厂；UV-26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1.2 DNS溶液的制备

将3,5-二硝基水杨酸（3.15 g）溶于500 m L去

离子水中，45 ℃温度下搅拌溶解，然后加入100 m L

（5 m o l/L）氢氧化钠溶液，搅拌混合均匀。依次加入

酒石酸钾钠91.0 g、苯酚2.5 g、无水亚硫酸钠2.5 g，

搅拌溶解，冷却至室温，1000 m L容量瓶定容，过滤，

studi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terference of coexisting 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glucose content and cellulase activity by 
DNS method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tal ions, 
such as Mn2+, Cu2+, Fe3+, significantly interfered with the DNS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glucose content and cellulase activities. 
And the higher the iron concentration, the greater the interference. 
When the concentration is at 10 mmol, Mn2+ and Cu2+ lea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glucose determination being 203.7% and 
24.3% of the standard sample respectively. The other metal 
ions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 When the 
concentrations of Mn2+, Fe3+ and Cu2+ were 10 mmol, the measured 
values of cellulase activity were 207.9%, 85.6% and 83.1% of the 
actual values respectively. The interference of metal ion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cellulase activity by DNS method may be due to 
the change of absorbance caused by the oxidation or reduction of 
metal ions and the effect of metal ions on the hydrolysis efficiency.
Key words: DNS method; metal ions; UV absorbance; glucose; 
cellulas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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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滤液贮存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7天，备用。

1.3 葡萄糖含量的DNS测定

称取葡萄糖（绝干）1.0  g溶于去离子水中，用

500 m L容量瓶配制成2 g/L的标准溶液，量取0.5 m L

于试管中，加入0 mmol/L、1 mmol/L、2 mmol/L、

5 mmol/L、10 mmol/L浓度的金属离子溶液1.5 mL，

再加入配制好的DNS溶液3 m L，沸水浴5 m i n得到显

色液，然后冷水冷却至室温，定容至25 m L容量瓶中，

静置30 m i n，用分光光度计测定530 nm波长处的吸光

度。

对照组采用1.5 m L的去离子水代替金属离子溶

液，其他条件相同。

1.4 酶活的DNS法测定[19]

在50 m m o l/L纤维素酶溶液（醋酸钠-醋酸缓

冲溶液，pH=4.8）中分别加入0 m m o l、1 m m o l、

2 mmol、5 mmol、10 mmol的Mn2+、Mg2+、Cu2+、Fe3+

等金属离子，并迅速将1.5 m L质量浓度1%的羧甲基纤

维素溶液与0.5 m L金属/酶/缓冲液混合溶液置于具

塞试管中混合，置于40 ℃水浴锅中培育水解30 m i n

后，加入3 mL DNS溶液，沸水浴5 min，冰水浴冷却至

室温，定容至25 m L容量瓶中，最后用分光光度仪测定

530 n m处吸光度。另外配制标准葡萄糖溶液制作标准

曲线用于计算水解出的葡萄糖。

纤维素酶活计算公式：I U=10 0 0×m×D f/

(Mf×W×t)

m—水解出的葡萄糖的量；D f—纤维素酶稀释倍

数(400)；M f—葡萄糖的相对分子量；W—添加的酶量

（0.5 mL）；t—水解时间(30 min)。

2  结果与讨论

2.1 共存阴离子对标准葡萄糖溶液UV吸光度的影响

由于纤维素酶酶解过程中也有阴离子存在，并可

能对DNS法测定葡萄糖含量产生影响。研究采用Na+作

为阳离子，研究了CH3COO-、CO3
2-、NO3

-、SO4
2-、Cl-

等共存阴离子对DNS法测定葡萄糖含量的影响，如图1

所示。可以看出，添加0～10 mmo l/L浓度的五种阴离

子后，吸光度值呈直线趋势在0.88～0.92 ab s范围内无

规律波动。这说明这五种阴离子对于DNS与葡萄糖显色

反应过程中显色物质的生成没有影响，也不会干扰显色

物质在530 n m处对紫外光的吸收，排除了阴离子存在

时对DNS法测定葡萄糖含量的结果的干扰。但是前期

的文献报道[18]称阴离子对还原性糖的测定有下降干扰，

并且SO4
2-＜Cl-＜HCO3

-＜NO3
-，这可能是由于本实验

过程中离子浓度和之前报道测量浓度不一致导致的。小

幅度波动可能是由于DNS与还原糖生成的显色物质对

紫外光吸收的不稳定性所致[20]。

2.2 共存阳离子对标准葡萄糖溶液UV吸光度的影响

图2为共存金属阳离子对DN S测定葡萄糖吸光

度的影响规律。可以看出，金属阳离子添加量在0～

10 mmo l/L范围内，不同种类金属阳离子对DNS法测

定葡萄糖吸光度的干扰各不相同。其中，随着离子浓度

的增加，共存Mn2+能够引起UV吸光度的显著增加，当

图1  标准葡萄糖溶液UV吸光度随阴离子浓度的变化

图2  标准葡萄糖溶液UV吸光度随共存金属离子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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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2+的添加浓度达到10 mmo l/L时，吸光度值提高至

标准样的203.7%；Cu2+则能够显著降低UV吸光度值，

当Cu2+的添加浓度达到10 mmo l/L时，吸光度值降低

至标准样的24.3%；其他实验用金属阳离子的影响程

度较小，Ba2+、Fe3+等共存离子能够小幅度提高UV吸

光度值，而Co2+、Mg2+、Cd2+等共存离子则是小幅度地

降低UV吸光度值，Na+、Ca2+、Zn2+在实验浓度范围内

UV吸光度值基本没有变化。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不添

加葡萄糖时，DNS与金属阳离子沸水浴后吸光度值基本

没有变化。可以推断，共存金属阳离子与DNS没有发生

直接的显色反应，部分共存金属阳离子由于促进或者抑

制DNS与葡萄糖显色反应过程中显色物质的生成量，从

而对显色液在530 nm处吸光度产生了影响，最终干扰了

葡萄糖含量的准确测量。

2.3 共存离子干扰DNS法测定葡萄糖含量的行为机理

DNS吸光度值主要是由还原性糖与DNS生成的3-

氨基-5-硝基水杨酸的量决定的。在碱性及沸水浴条件

下，DNS中的3,5-二硝基水杨酸会与还原性物质发生

显色反应，生成一种棕红色氨基化合物3-氨基-5-硝

基水杨酸，如图3所示[15-16]。DNS、M n2+、葡萄糖共存

时，未经沸水浴处理，即有棕红色物质出现，并且随着

Mn2+浓度的增加棕红色物质的颜色不断加深。这可能

是由于Mn2+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能够在室温条件下促

进DNS/葡萄糖共混物转变为显色物质。有趣的是，暴

露在空气中的棕红色物质UV吸光度值不断下降，这可

能是由于3-氨基-5-硝基水杨酸被空气中的氧气重新

氧化的缘故。添加1 m L 30%的过氧化氢于DNS/葡萄

糖溶液沸水浴产物中，UV吸光度的变化规律如图4所

示。可以看出，有无添加过氧化氢都会导致UV吸光度

图3  3,5-二硝基水杨酸与葡萄糖生成3-氨基-5-硝基

水杨酸

随时间的下降，但是添加过氧化氢实验组的UV吸光度

值则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现快速下降现象，30 min后UV

吸光度下降了83.3%，3 h后UV吸光度变为0。DNS产

物的UV吸光度值与体系中的共存物质的氧化还原性密

切相关，强还原性的物质有利于3，5-二硝基水杨酸转

变为3-氨基-5-硝基水杨酸，而高氧化性的物质有利

于3-氨基-5-硝基水杨酸转变为3，5-二硝基水杨酸，

两者的相互转换显著干扰了还原性糖的检测准确度。由

此可以推断，金属离子对吸光度值的影响可能是由于部

分金属离子具有氧化性（例如Cu2+）或者还原性（例如

Mn2+），影响了3-氨基-5-硝基水杨酸的生成，进而影

响了吸光度值的测定。但是图2中的某些离子造成的干

扰影响（例如Mg2+、B a2+、Fe3+等）却不能用氧化还原

性来解释，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2.4 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纤维素酶活性的干扰

为了探究金属离子对纤维素酶活性实际测量的干

扰，并结合金属离子对DNS测定葡萄糖的研究结果，实验

选用Mn2+、Mg2+、Cu2+、Fe3+等常见的关键性金属离子，

探究这些金属离子的存在对DNS测定纤维素酶活性的干

扰，如图5所示。在没有金属离子存在时，用DNS法测到的

实际酶活为19.79 IU。不同金属离子与纤维素酶解体系中

培育后，DNS法测定的纤维素酶活测定值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当Mn2+共存离子浓度为10 mmol/L时，DNS法测

定的纤维素酶活性较实际酶活增加了107.9%。这可能

是由于Mn2+可以促进显色物质的生成，显著提高UV吸

光度；也可能是Mn2+对生物酶酶水解过程具有促进作

用[21]，酶解产生更多的还原性糖，从而提高UV吸光度。

然而Fe3+和Cu2+的存在却导致纤维素酶活测定值的降

低，当浓度为10 m m o l/L时，测定的纤维素酶活性分

别下降了14.4%和16.9%，这可能是由于Fe3+是重金属

以及本身的氧化性导致纤维素酶活性的降低[22-23]，最

终导致酶活测定结果的降低。而Cu2+在此浓度下可能

对纤维素酶活性有激活作用[24]，但是由于Cu2+对吸光

度有一个较大的降低干扰，导致测定值仍然较低。共存

Mg2+并没有对DNS法测定的纤维素酶活测定结果有显

著的干扰，这或许是由于Mg2+能提高纤维素酶水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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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显色液和过氧化氢反应时间对吸光度值的影响

图5  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纤维素酶活的影响

率[25]，促进纤维素酶水解出更多的还原性糖，同时Mg2+

又能小幅度降低DNS测定葡萄糖的UV吸光度值，最终

表现为纤维素酶活性几乎没有变化。比较共存金属离子

对DNS法测定还原性糖的影响（见图1）和共存金属离

子对DNS法测定纤维素酶活的影响（见图5）可以看出，

共存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葡萄糖含量和纤维素酶活

性的干扰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是由于金属离子存在

时，既对纤维素酶的酶解效率有影响，又对3-氨基-5-

硝基水杨酸生成量或者UV吸光度值有干扰，又或者是

过渡金属离子对纤维素酶中毒失活的影响，多种因素的

综合影响导致了共存金属离子对DNS法测定葡萄糖和

纤维素酶活性的干扰影响产生差异。因此，在存在金属

离子或其他干扰因素时，用DNS法测定还原性糖含量

或者酶活时需要消除干扰因素的影响，或者协同其他

方法进行测定[17,26]。

3  结论

通过外加共存离子，研究了不同种类共存离子对

DNS法测定葡萄糖标准液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金

属离子的种类对DN S法测定吸光度值产生的干扰各

异，部分金属离子会对测定结果产生干扰，且浓度越

高，干扰越大。Mn2+显著提高检测值，而Cu2+显著降低

检测值。在浓度为10 mmol/L时，测定值分别为实际值

的203.7%和24.3%。Ba2+、Fe3+造成葡萄糖吸光度的小

幅度增加；而Co2+、Mg2+、Cd2+则引起小幅度的下降；

Na+、Ca2+、Zn2+在实验浓度范围内没有影响。干扰性金

属离子可能是由于自身的氧化还原性影响了DNS中显色

物质的生成，最终导致对吸光度值的测定产生干扰。

金属离子对DN S法测定纤维素酶活也会产生干

扰，当Mn2+、Fe3+、Cu2+浓度为10 mmo l/L时，分别导

致纤维素酶活性的测定值为实际值的207.9%、85.6%

和83.1%。金属离子对DN S法测定纤维素酶活力的干

扰，可能是由于金属离子自身的氧化还原性导致吸光度

的变化以及金属离子对酶水解效率的影响等多种因素

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纤维素酶活性测定中存在干扰

性金属离子时，需要消除干扰离子的影响或更换其他方

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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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天然植物纤维纸浆中添加碳纤维并制成纸，使用

电子显微镜及性能测定仪研究了碳纤维对纸组织及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碳纤维与天然植物纤维能很好地混合；碳纤

维的添加对定量的影响不明显；纸的厚度均随着碳纤维含量

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随着碳纤维的增加，纸的

紧度先快速增加，后快速下降，在含量超过20%后，几乎不再

改变；无涂布时，纸耐破度随碳纤维的增加逐渐增加，碳纤

维的含量达到20%时，耐破度达到最大值，超过20%，耐破度

快速下降。

关键词：碳纤维；纸；厚度；紧度；耐破度

Abstract: Carbon fiber was added to natural fiber and was made 
into paper. SEM and instruments of measuring propertie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It was 
shown that carbon fiber could be evenly mixed with natural fiber. 
Carbon fiber addition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basis weight. With 
increasing carbon fiber, the paper thickness firstly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in the end decreased again. As carbon fiber 
increased, paper density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reduced. After 
carbon fiber was more than 20%, paper density kept unchanged. 
With no glue coating, the paper bursting strength was improved 
with carbon fiber addition. When carbon fiber concentration was 
20%, bursting strength reached the largest value, after that, it was 
reduced again.
Key words: carbon fiber; paper; thickness; density; bursting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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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是一种密度小、性能优异的纤维材料，除了

具有质轻、耐蚀、强度高，还具有导电、导热等功能[1-3]，

因此，在近十多年获得大量的研究和应用。目前把碳纤

维应用于纸的制作，主要在功能纸上，比如导电纸、纸

基电极材料等[1]。有关其用来提高普通纸强度的研究不

多。本文通过在纸浆中添加碳纤维，分析了其对纸的组

织和性能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1.1 原材料及纸样制作工艺（表1）

1.2 分析方法及仪器

使用TD6-23型打浆机、TD10-200A型纸页成形

器、TD11-H型纸页压榨机、TD19-A型鼓式干燥机、

YG461H全自动透气量仪、J B/T9327-1999智能白度

测定仪、FA-202D全数控小型涂膜机和ZZ-100型表面

吸收重量测定仪分析了纸的性能。形貌分析采用SEC 

公司生产的SNE3000NB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JC-Ⅲ

型光学显微镜。

2  结果与讨论

2.1 显微组织分析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对纸的显微组

织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中可见，施胶前，天

然植物纤维更加清晰，成杂乱交织状。施胶后，纤维被

胶所包裹，纸心部的纤维被胶全部包覆难以看清。由于

胶的包裹，纤维直径变粗，表面微观更光滑。由图也可

见，没有添加碳纤维时，所有天然纤维均是扭曲状，这

是由于天然纤维比较柔软。添加碳纤维后，在扭曲纤维

中混合有硬直的纤维，这些硬直的纤维就是碳纤维，这

是由于碳纤维强硬度较高，虽然所有纤维都经过了打浆

处理，但是不能改变碳纤维的硬度。为了让碳纤维更好

地与天然纤维混合，可适当再延长打浆时间。

2.2 碳纤维含量与定量的关系

使用定量测定仪分析了不同碳纤维纸的定量，结

果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涂布后，所有纸的定量均有较

大提高。这是由于胶填充了纤维之间的空隙，纸的空隙

越多，涂布后的定量将会越大。由图还可见，随着碳纤

维的增加，未涂布纸的定量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碳纤

维的添加不改变定量。这是由于经过打浆机的打浆处

理后，碳纤维比较均匀地与天然纤维混合，而且碳纤维

的密度与天然纤维相差不多。不过，添加了碳纤维的涂

布纸的定量随着碳纤维的增加有增加趋势，并且在碳纤

维含量为20%时，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缘于什么原因

有待做更多的重复实验，作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2.3 碳纤维含量与厚度的关系

使用厚度测定仪测定了不同碳纤维含量纸的厚

度，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中可见，无论是否涂布，纸的

厚度均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加，再减

小。由图也可见，涂布对纸厚度影响很小。这表明，涂布

的质量较好，涂胶几乎只是填充于纸中的空隙，浮于纸

上面的胶较少，所以对厚度影响较小。

2.4 碳纤维含量与紧度的关系

使用紧度测定仪分析了不同碳纤维纸的紧度，结

果如图4所示。由图中可见，随着碳纤维的增加，纸的紧

度先快速增加，后快速下降，在含量超过20%后，几乎

不再改变。很明显，这是缘于碳纤维与天然纤维经过混

合后，形成了较好结合，形成互补，从而提高了纸的紧

度。但当碳纤维含量过高时，碳纤维和天然纤维的互补

性逐渐减小，当达到20%含量时，互补性消失。因此，单

从紧度方面来说，碳纤维最合适的添加量是20%。

由图中也可见，涂布可以增加紧

度，这是由于无论是否添加碳纤维，

纸都存在微孔隙，所以涂布后，胶填充

了纤维间的孔隙，从而提高紧度。

2.5 碳纤维含量与耐破度的关系

使用耐破度测定仪分析了不同碳

纤维纸的耐破度，结果如图5所示。由

图可见，未涂布时，纸耐破度随碳纤

维的增加逐渐增加，到达20%碳纤维

表1  抄纸和涂布原材料配比

组号

1

2

3

4

5

6

纤维配比/%

碳纤维

25

20

15

10

5

0

竹浆2

75

80

85

90

95

100

(1)阳离子淀粉以

1%糊化液加入；

(2)紫染料以浓度

0.05%稀释溶液加

入；(3)羧甲基丁苯

胶乳以原液涂布

羧甲基丁苯胶乳

涂布量/g.m-2

正面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反面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20以上

辅料配比/%

碳酸钙

5

5

5

5

5

5

阳离子淀粉

1.5

1.5

1.5

1.5

1.5

1.5

紫染料

0.1

0.1

0.1

0.1

0.1

0.1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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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耐破度达到最大值，超过20%，耐破度快速下

降。这是由于碳纤维具有较好强度，所以添加一定量碳

纤维可以提高耐破度，但是当添加量达25%时，碳纤维

图5  碳纤维含量与耐破度的关系

图4  碳纤维含量与紧度的关系

图3  碳纤维含量与厚度的关系

µ

图2  碳纤维含量与定量的关系

图1  纸样的显微组织形貌

(a) 不含碳纤维，无涂布; (b) 不含碳纤维，涂布；(c) 5%碳纤维，无涂

布; (d) 5%碳纤维，涂布; (e) 15%碳纤维，无涂布; (f) 15%碳纤维，涂

布; (g) 20%碳纤维，无涂布; (h) 20%碳纤维，涂布; (i) 25%碳纤维，

无涂布; (j) 25%碳纤维，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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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6-22]

的过量添加，由于碳纤维硬直性大太反而破坏了纸的结

构。涂布后，碳纤维的添加对耐破度几乎没有影响。这

是由于涂胶对耐破度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胶的硬度和

强度都比天然纤维和碳纤维低，所以涂胶后，耐破度反

而大幅下降。

3  结论

碳纤维与天然植物纤维能够很好地混合。碳纤维

的添加对定量的影响不明显。无论是否涂布，纸的厚度

均随着碳纤维含量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

涂布对纸厚度影响很小。随着碳纤维的增加，纸的紧度

先快速增加，后快速下降，在含量超过20%后，紧度几

乎不再改变。无涂布时，纸耐破度随碳纤维的增加逐渐

增加，到达20%碳纤维的含量，耐破度达到最大值，超

过20%，耐破度快速下降。涂布纸的耐破度由所涂胶料

的强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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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Elopak 消息) 近日，全

球领先的纸箱包装企业Elopak宣

布推出一种更环保的无菌纸盒——

Pure-Pak eSense。

这种新型的无菌纸盒与消费友

好型Pure-Pak® Sense无菌纸盒

的形状相同，其中“e”代表环保，在

此前推出的消费友好型纸盒的基础

上提高了环保效益。

Pure-Pak eSense无菌纸盒

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技术，优化了安

全性和使用寿命。新型无菌包装去

除了传统纸类包装的铝层内膜，铝

层的消除使纸盒的碳足迹减少了

28%，具有完全可回收性。

E lop a k首席营销官Pat r i c k 

Verhelst表示：“如今，品牌和消费

者一直在寻找新方法，在不影响功能

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很高兴推出这个最新的成果，并

为我们无菌领域的客户提供更具可

持续性的包装解决方案。这项创新

融合了Elopak数十年的经验技术、

全体技术专家的决心和努力，以及全

公司对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2014年至2020年，Elopak可

持续发展取得了诸多突破，其中

最明显的就是实现了将一个普通

纸箱的碳足迹从32 gCO2e减少到

25 gCO2e。

经相关评估认定，与塑料瓶相

比，纸盒包装已经具有强大的环境

认证，既节约了铝资源，也提高了环

境效益。

Elopak是全球领先的纸箱包装

和灌装设备供应商，由Ferd Group

于1957年在挪威创立。公司使用可

再生、可回收和可持续采购的材料

来提供创新的纸类包装解决方案。

其标志性的Pure-Pak®纸箱在设计

时将环境、安全和便利放在首位，提

供了一种天然、方便的塑料瓶替代

品，适合低碳循环经济。

公司最新年报显示，Elopak目

前拥有约2,600名员工，每年销售超

过140亿个纸箱，服务涉及70多个国

家。

Elopak推出无菌纸盒Pure-Pak e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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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项目实践和整理审核专家组会议资料基础上，对

新标准下纸机湿部的节水措施和潜在效能进行了探讨，认为

白水深度处理后回用于喷淋系统和真空系统对于新标准下纸

机湿部节水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浆纸企业节

水减排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纸机湿部；节水措施；潜能分析

Abstract: Based on personal project practices and relevant audit 
data of expert group, this paper discussed water-saving measures 
at the wet-end of paper machines and potential analysis for saving 
wat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use of process water has remarkabl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 to water saving, which has 
great value for reference in saving water for paper mills.
Key words: wet-end of paper machine; water-saving measures; 
potent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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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

2008）第二时段标准和《工业用水定额：造纸》（水利

部和工信部制定）已正式执行，新标准的执行，给制浆

造纸企业节水减排造成极大的压力。在纸机湿部各用

水工段中，用水量大的有浆料稀释用水系统、真空用水

系统、喷淋用水系统、冷却（密封）用水系统。这四大用

水系统中，浆料稀释用水系统目前已实现浓白水回用稀

释冲浆，节水效果良好；冷却（密封）用水系统因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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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相对来讲所占比例很小，构不成节水关键节点；真空

用水系统和喷淋用水系统因用水量大成为浆纸企业清

洁生产节水审计的重点部位，是新标准下浆纸企业最有

潜力的节水部位，因多种原因一直也是浆纸企业节水的

盲区和难点。本文在项目实践和整理清洁生产现场审核

专家组会议资料基础上，探讨新标准下纸机湿部的节水

问题，以期对浆纸企业的进一步节水减排有所裨益。

1  真空用水系统节水措施及潜能分析

纸张生产过程中，有网案低真空脱水箱、网部真空

箱、真空伏辊、真空压榨辊等工段（部位）需要真空环

境且真空度大小不一。目前浆纸企业用的最多的是水环

式真空泵，通常纸机是通过真空连箱将它们连接在一

起，在连箱上通过法兰将每台真空泵隔开，在法兰开有

盲板使各台真空泵单独运行。

纸机真空系统耗水比例很大，对于真空系统工作

液，很多企业虽已设计和布置工作液坑，能良好集中收

集工作液，但工作液系统并无封闭循环使用，只是作为

其他系统补充水，由于水质不佳,又未能得到很好充分

利用，只能溢流入厂区下水道，然而工作液系统又需不

断补清水，结果造成水的损失，目前真空系统节水措施

主要有三种。

1.1 清水循环使用

改进水系统流程，将工作液封闭循环使用，自身形

成一个密闭循环系统，杜绝工作液坑水溢流，将极大减

少工作液系统清水的补充量。进行封闭循环在工艺和

技术上已不是问题，只是很多企业对此措施对真空系统

稳定性存在疑虑。浆纸生产是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极

其之高的流水线式作业，若其中某个环节出问题，则整

个系统就必须停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系统的真空

度大了，使得摩擦加大，湿纸幅易断头，小了纸页中水分

含量大，在后续传送过程中也易于断头；因此必须保持

高度稳定的真空系统，这也是目前这项简单而实用的节

水措施难以大面积推广的原因。

从某些浆纸企业反馈回来的效果来看，只要真空系

统进水被冷却到28～32 ℃，循环液定期排放，此项措施

对系统真空度稳定性基本没有影响，却可以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环境效益。如广州造纸股份集团公司

PM5纸机（180 t/d、年生产时间350 d），利用此措施进

行技改，一年节约清水54万 t，经济效益55万元。正是基

于此措施的运行可靠性、节水效果和经济效益，在新生

产线水环式真空系统工作液也采用密闭循环系统[1]。

1.2 白水深度处理回用

国外某些浆纸企业已成功地将深度处理后的白水

回用于真空系统的工作液，国内无锡某公司尝试将处理

后的白水用于真空系统工作液，取得较好的效果。此种

回用处理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无非就是过滤精度

的问题，回用于真空系统一般用100目左右的滤网即可

满足要求[2]，基本上省去了清水。

1.3 用透平真空泵替代水环真空泵

水环泵耗水量大，因此有企业试用透平真空泵，取

得较好的效果。如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底投

运的PM9纸机网部脱水选用透平真空泵代替传统的水

环式真空泵后,年可节电约3003万kWh,年回收热量约

2550万kWh,并节约大量的工业用水。浙江富阳某造纸

厂使用一台透平真空泵替代两台水环真空泵，年节电60

万kWh，排气用于密闭气罩新鲜风补充可以节汽20%～

30%，无需工作液。还有如宁波宁兴造纸厂、北海金晖

造纸厂等[3-5]。

1.4 潜能分析

对于上述三种方式，目前比较成熟的是第一种方

式，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样本已在山东省

实施）的实施，浆纸企业受到生产下游的排水和生产上

游的取水双重压力，节水势在必行，比较有前途的节水

方式是白水深度处理回用和透平机替代真空泵。

1.4.1 白水封闭循环使用

白水封闭后氯离子含量有所上升，对真空泵的腐蚀

威胁大。目前规避真空泵腐蚀的较好手段就是不让含

有氯离子或氯离子含量较高的白水（网部白水、压榨白

水、真空成形白水等部位之外的白水）回用于真空泵，

尽量使用喷淋部白水经过滤后回用于真空系统，这些部

位白水无过程氯离子进入，对泵体腐蚀较轻；此外定期

排放。长远规避方法就是开发出特定的白水缓蚀剂、强

抗腐蚀的泵体材质。

1.4.2 透平真空泵替代水环真空泵

在纸机湿部某些部位，脱水量若超过了透平泵内

排水泵的排水能力，则必须前置真空水腿用以脱水然后

才能进入后续的气水分离器，否则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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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透平泵。因此目前较适合透平泵使用的部位为真空压

榨部，此部位水分是通过真空将水分从毛毯中吸出，然

后在水线分离点通过惯性力将其甩至积水盘，真正脱

水不是靠真空而是惯性离心力，空气中的水分少，利于

后续的气水分离。

目前此项技术用于造纸装备在国内还是第一家，属

于专利产品。由于刚刚起步，产品性能与生产实际具体

适应度还有待提高，在实际中稳定性不够，特别是针对

实际的浆纸生产条件。许多现场技术人员认为：经过一

段时间的磨合，透平真空泵对纸机生产中出现的细节问

题的处理会愈加成熟，将是非常有前途的节水措施。

2  喷淋用水系统节水措施及潜能分析

纸机喷淋清水用量达到整个纸机系统的40%，为

重点节水部位。按照纸机部位可分为网部喷淋和压榨部

喷淋，按照喷淋压力可分为低压喷淋和中高压喷淋。喷

淋系统节水方式主要有白水深度处理回用和优化喷淋

系统的运行参数。

2.1 白水循环回用

国外在此部位通过白水深度处理回用，取得很好

的节水效果，如表1、表2、表3所示[6-8]。国内某公司开发

出相关的设备和工艺初步用于喷淋水的替换，也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从表1、表2、表3中可以看出：纸机喷淋系统中，白

水可替代部位的用水量占到60%以上，只是在成形辊、

伏辊、网子、整饰辊等地方完全使用清水且清水用量所

占的比例小，因此在成形辊、伏辊、网子、整饰辊等其他

部位完全可考虑使用深度处理后的白水来替代清水，这

样节水效果相当明显。

2.2 优化喷淋系统参数

目前国内较多企业兴趣集中在喷淋系统参数优化

上做文章，如调整喷嘴类型、喷嘴距离、喷嘴运动形式

等来节约清水，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清水用量，但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9]。

2.3 潜能分析

在喷淋系统节水方式中，效果明显的节水方式是

第一种，第二种措施可以在第一种措施实施后进一步节

水时使用，但第一种方式中加压泵等也同样存在腐蚀问

题。

目前大多浆纸企业使用的喷淋加压泵为碳钢材

质，水体中含有氯离子时比较容易腐蚀，此时可使用网

部、真空成形部、压榨部这三部位之外的白水作为替代

来规避腐蚀问题，因为这三部位之外的白水中没有过程

氯离子的进入，相对来讲对碳钢腐蚀较小。可以对各喷

淋部位的排水单独收集，分开处理，分级回用；此外开

发出特定条件下的循环白水缓蚀剂是应对此问题的有

表1　现代长网造纸机喷淋用水

部位与用途

整饰辊

流浆箱

伏辊外部清洗

损纸冲洗水管

网子导向辊清洗

胸辊喷淋清洗

网边冲水管

网子喷淋清洗

喷淋水压

力/kPa

345～380

275～345

2070～4140

690

310～830

345

830

550～2070

流量

36

11～31

33～48

114～160

23～25

25～30

25～30

25～34

喷淋水来源

清水

90%～95%过滤白水

清水

澄清白水+40%清水；

90%澄清白水+10%

过滤后压榨部白水

同上

同上

同上

清水

表2  duoto夹网纸机喷淋用水

部位与用途

成形网清洁（高压)

成形网清洁

成形网清洁（高压)

成形辊外部清洗

成形辊内部清洗

伏辊外部清洗

伏辊内部清洗

回头滚清洗

驱网辊清洗

冲网喷水管

拦边喷水管

陶瓷案板或辊得到

润滑/清洗

喷淋水压

力/kPa

3000

200

20000

3000

7000

7000

7000

200

200

1200

200～1200

200

流量

54

120

12

53

14

3～9

14

48～66

13

300

200

200

喷淋水来源

连续新鲜水

连续澄清水

连续新鲜水

连续新鲜水

连续新鲜水

间歇新鲜水（30%)

连续新鲜水

连续澄清水

连续新鲜水

连续澄清水

连续澄清水

连续新鲜水

表3  压榨部喷淋用水

部位与用途

毛毯高压清洗

沟纹辊清洗

真空压榨轴清洗

真空吸水箱润滑水

喷淋水压力/

kPa

1720～6895

480

7000

210～420

流量

6～11

75

22

6～13

喷淋水来源

澄清白水

澄清白水或过滤

后的清洗水

清水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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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办法。

3  结论

综上所述，白水深度处理后循环回用于纸机湿部

的真空系统和喷淋系统是行之有效的节水措施，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都相当明显，且白水循环回用的深度处理

在技术上已不是问题。焦点问题是设备特别是系统核心

设备如泵的腐蚀问题比较严重，会扰乱正常的生产，解

决此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有选择性地选用不同工段

所产生的白水，可以暂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腐蚀问题；

二是开发出特定的缓蚀剂，防治泵体的腐蚀；三是研发

出特定的抗腐蚀材料。解决了腐蚀问题，则纸机湿部的

耗水量将会大幅度下降，必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浆纸企业应视所采用的浆纸

原料、生产工艺、添加的填料类型和添加量等，通过实

验来确定回用量、封闭周期、新鲜白水的补充量等，会

使得节水措施更加适应生产实际。

[收稿日期: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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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Klabin 消息) 拉丁美洲最大的纸类包装企业之一Klabin公司近日宣布将其在巴西巴

拉那州的Monte Alegre造纸厂投资4000万雷亚尔用于研发应用分散阻隔技术，该技术可在工

厂纸板生产线上直接进行阻隔涂层。

这笔投资将用于对Monte Alegre装置的涂层机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之后其年产能将增加

到6万t。

该技术解决方案主要特点是分散阻隔，既可助力纸板实现对水、水蒸气和油脂的阻隔，又可

减少使用额外的包装或应用额外的涂层和可保持纸张回收及堆肥的原始特性。另外，未来还可

直接在纸板机中添加阻隔涂层。

Klabin纸板总监Flávio Deganutti表示：“十几年来，Klabin一直在投资可持续阻隔技

术，已通过Klafold FZ和Klafold GB等解决方案巩固了其细分市场，为有效地避免使用塑料

阻隔材料做出积极贡献。该项投资将扩大了Klabin规模化生产的服务领域，包括冷藏/冷冻食品

（比萨饼、金块、汉堡包、肉、鱼、香肠）、工业食品（蛋白质、肉汤、饼干）、洗衣粉、纸杯以及更复

杂的液体食品解决方案等。”

该项目改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升级应用技术，第二阶段将重点提高产能，加强新

产品开发，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开发。

“在追求可持续性的过程中优化流程涉及创新，我们相信这种应用模式带来的技术进步是

迈向在线应用的第一步，届时阻隔涂层将直接添加到纸板机上。”Deganutti补充道。

Klabin投资4000万雷亚尔在纸机上直接进行阻隔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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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性光油是一种环保的光油，普通光油使用光泽度仪（75 °

角）测定光泽度43 °～45 °，随着涂布量不断提高，光泽度提高不明

显，涂布量达到12 g/m2，光泽度最高49 °，不能满足高端客户的使

用要求。为了达到更高光泽度的要求，要对光油配方体系进行颠覆性

优化。高光光油的主要成分是两种不同玻璃化温度的苯丙乳液、润

湿流平剂、高光聚乙烯蜡、消泡剂。使用柔版印刷机进行多次上料涂

布，其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涂布量的方式，提高其光泽度。通过自制光

油，使用柔版印刷机上料方式，涂布量控制在8.0～12.0 g/m2，光泽

度达到80 °以上。通过实验室实验与上机中试得出较为合理的配方

工艺，苯丙乳液A：60%，苯丙乳液B：40%，聚乙烯蜡乳液：3.0%，润

湿流平剂：0.5%、消泡剂：0.1%、水：适量。

关键词：苯丙乳液；水性高光光油；柔版印刷机；光泽度

Abstract: Waterborne varnish is a ki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rnish. 
The gloss of ordinary varnish is 43～45° measured by gloss meter (75° angl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ating amount, the gloss improvement is 
not obvious. The coating amount reaches 12g/m2, and the maximum gloss is 49°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end custome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er glos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varnish formulation 
system. The main components of high gloss oil are two kinds of styrene acrylic 
emulsion with high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high gloss polyethylene wax, 
wetting leveling agent and defoamer. The purpose of using flexographic press 
to carry out multiple loading coating is to improve the glossiness by increasing 
the coating amount. By using self-made varnish and flexographic printing 
machine, the coating amount is controlled at 8.0～12.0g/m2, and the gloss is 
above 80 ℃. Through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pilot test, a more reasonable 
formulation formula can be realized: styrene acrylic emulsion A 60%, styrene 
acrylic emulsion B 40%, polyethylene wax emulsion 3%, wetting leveling 
agent: 0.2%～1.0%, defoamer 0.1%, and reasonable amount of water.
Key words: styrene acrylic emulsion; waterborne gloss oil; flexographic 
press printer; glos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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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光油是一种常见的上光涂料，在论文《水性

光油制备与生产性能的研究应用》中做了简单介绍，一

般光油涂布量达到8.0～12.0 g/m2，光泽度最高能达

到49 °左右。为了满足高端客户对高光泽度光油纸的需

求，需要对光油配方进行颠覆性创新，旨在提高光油纸

光泽度。本文着重介绍了高光光油的制备工艺，使用柔

版印刷机进行三次涂布，前两次涂布主要是为了将纸张

表面进行整饰，最后一道涂布是提高光泽度的关键。需

要明确指出：普通光油使用柔版机进行多次涂布，光泽

度未能达到80 °以上。这是由于选择的主体原料其自

身性能未能达到高光要求，所以原料的选择是重中之

重。在涂布过程中由于是多次涂布，需要考虑到光油的

展布效果。市售光油价格18～19元/k g，其光泽度亦可

达到80 °以上，涂布量需到8.0～12.0 g/m2，其成本较

高。光油纸其本身利润并不算太高，为了从源头降低其

生产成本，公司自主研发高光光油。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苯丙乳液A：国外某公司；苯丙乳液B：国外某公

司；高光聚乙烯蜡乳液：南京某公司；润湿流平剂：国外

某公司；消泡剂：国外某公司；水：自制蒸馏水；纸样：

公司PM5线生产。

1.2 实验设备

百分天平一台J J500：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热

风干燥箱GZX-9070：上海上迈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涂

布机EC-200：美国cheminstruments；折痕挺度仪：

美国TM I公司；耐摩擦仪：美国TM I公司；蒸馏水制备

器YA Z D-5：上海虞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热封测试

仪HS T-H3：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光泽度仪

（75 °角）GM：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3 水性高光光油制备

按照一定比例将苯丙乳液A和丙苯乳液B进行复

配，使用电磁搅拌器中速搅拌15 m i n，然后按顺序依次

加入润湿流平剂、聚乙烯蜡乳液、消泡剂，充分搅拌均

匀后备用。

1.4 水性高光光油纸涂布制备

使用涂布机，在黑卡水墨纸上分三次进行涂布，

总涂布量10.0 g/m2左右，然后送至热风干燥箱进行烘

干，烘干温度105 ℃、时间3 m i n。取出纸样置于恒温恒

湿实验室24 h后，测定纸样物理指标。

1.5 分析与检测

1.5.1 防黏测试

下机纸样裁切成50 m m×240 m m试样，将样品

进行对折（光油层与光油层接触），置于热封仪上进行

测试。测试条件：温度150 ℃、压力101 k P a、压合时间

30 s，取出试样冷却至室温，打开试样过程中感受纸张

黏合情况[1]，使用放大镜观察刮擦纸面光油层是否被破

坏。每组纸样至少测定5次。

1.5.2 耐摩擦测试

下 机 纸 样 恒 温 恒 湿 2 4  h 以 后 ，裁 切 成

60 m m×200 m m试样，置于耐摩擦实验仪上，上纸

使用双胶纸，下纸使用光油纸。按照《GB/T 7706-

2008》进行测试，往返摩擦200次，测试结束后观察双

胶纸上是否有黑色浆被摩擦出来，每组试样测试5次。

1.5.3 光泽度测试

纸样经过24 h恒温恒湿后，使用光泽度仪测定试

样光泽度，按照 《GB/T 8941-2013 纸及纸板镜面光

泽度的测定》进行测试，每组试样测试5个点，取平均

值。 

1.5.4 抗刮擦测试

使用右手，手心向上，依靠手掌自身重力，手指甲

划过纸面，肉眼观察纸面是否被划伤。

2  结果与讨论

2.1 苯丙乳液的复配比例

苯丙乳液的选择不做过多陈述，需要注意玻璃化

温度、成膜强度等指标，最重要的需要测定其成膜后的

光泽度。

苯丙乳液的复配比例是重点，首先将两款丙烯乳

液进行成膜性测试，为后续控制光油体系玻璃化温度找

平衡点奠定基础。然后分别将两款苯丙乳液涂布到纸

张表面，测定其光泽度。其目的在于找出光泽度最高的

一款苯丙乳液作为主体材料。通过以上两个简单实验，

即可得出初步复配比例。不同复配比例苯丙乳液对光油

体系的影响见表1。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苯丙乳液

B用量的提高，光油体系光泽度大幅度提高。但整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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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出现涂层发脆，其原因在于苯丙乳液聚合过程中要

使用的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均是硬单体，在聚合物

乳液中提供硬度和光泽度[1]，所以二者在苯丙体系中的

配比用量直接制约着苯丙乳液的成本、硬度、光泽度等

性能指标。当然，影响到苯丙乳液光泽度的因素还有很

多，例如光引发剂用量、乳化剂用量、阴离子乳化剂与

非离子乳化剂配比，聚合温度控制，添加时间控制等因

素。但通过了解，影响苯丙乳液光泽度的因素即可快速

选择出。通过此实验亦可看出，苯丙乳液种类的选择以

及苯丙乳液的配比对光油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得出结

论苯丙乳液A与苯丙乳液B配比60%∶40%，较为适宜。

2.2 聚乙烯蜡对光油体系的影响

聚乙烯蜡选用高光聚乙烯蜡，赋予整个涂层良好

的防水性、耐磨性、抗刮擦性等性能。其实光油体系中

可以选用的蜡材料比较多，不一定非要选择聚乙烯蜡，

选择的蜡材料具有良好的光泽度、防水性、耐磨性，在

整个光油体系中具有良好的配伍性、不影响光油体系光

泽度即可。需要明确指出，选择的蜡产品只是作为辅助

材料使用，并不是为了通过使用蜡产品来大幅度提高光

油体系的光泽度。在添加聚乙烯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

加顺序，无论是在什么体系中使用蜡都是赋予一些特殊

性能，根据其在体系中所需要的特殊性能确定其添加

顺序。一般情况下蜡添加顺序靠前导致其对整个体系贡

献较小。无论是怎么提高其用量，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都

变得很微弱，效果反而不明显，出现一些不良现象。经

过反复实验，最终确定聚乙烯蜡应在润湿流平剂之后，

消泡剂之前加入。通过实验确定不同用量聚乙烯蜡对

光油体系光色度、抗刮擦、耐磨性的影响，结果见表2。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聚乙烯蜡

用量的提高，光油体系光泽度呈现上升趋势，其耐摩擦

性能大幅度提升。选择的蜡乳液是一类非离子聚乙烯

蜡，粒径200～300 n m，其自身具备良好的光泽度、耐

磨性、抗划伤性能，广泛应用于水性涂料、油墨、家具、

皮革、地板、鞋油、纸张光油等行业。通过实验可以明

显看出：聚乙烯蜡对整个光油体系是具有不可磨灭的贡

献，特别是对耐摩擦、抗刮擦性能的贡献尤为突出。但

是由于蜡材料自身的表面张力较低会对后续烫金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为了保证烫金性能，聚乙烯蜡的用量不

宜添加过多，能满足基本要求即可。需要明确指出，蜡

是一类良好的隔离剂、防黏剂，对光油纸后续防黏有一

定贡献。通过综合考虑，聚乙烯蜡用量3.0%左右较为合

适。

2.3 不同用量润湿流平剂对光油体系的影响

由于使用柔版机进行光油涂布且需要三次涂布。使

用的光油张力是一样的，那么必定存在一个技术难题，

第一层光油固化后对第二层光油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造成第二层光油收缩，出现涂布不均匀现象。那么必须

选择一类具有强烈润湿底材且能够改善其流变性的助

剂，保证多次涂布不会出现涂布不匀的问题。为了解决

此类问题，选择一款合适的润湿型流平剂，选择规则在

此不作赘述，通过实验最终确定。不同用量润湿流平剂

对光油体系的影响，结果见表3。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润湿流平

表1  不同比例苯丙乳液对光油体系的影响

配方二

80

20

0.5

3.0

0.1

较软

58

良好

200

优秀

良好

苯丙乳液A

苯丙乳液B

润湿流平剂

高光聚乙烯蜡

消泡剂

成膜情况

光泽度/°

烫金

耐摩擦/次

抗刮擦

抗返黏

配方一

90

10

0.5

3.0

0.1

软

46

良好

200

优秀

良好

配方三

70

30

0.5

3.0

0.1

适中

76

良好

200

优秀

良好

配方四

60

40

0.5

3.0

0.1

适中

81

良好

200

优秀

良好

配方五

50

50

0.5

3.0

0.1

脆

83

良好

200

优秀

良好

表2  不同用量聚乙烯蜡对光油体系的影响

配方二

60

40

0.5

1.0

0.1

适中

75

良好

96以上

一般

良好

苯丙乳液A

苯丙乳液B

润湿流平剂

高光聚乙烯蜡

消泡剂

成膜情况

光泽度/°

烫金

耐摩擦/次

抗刮擦

抗返黏

配方一

60

40

0.5

0

0.1

适中

72

良好

18以上

一般

良好

配方三

60

40

0.5

2.0

0.1

适中

79

良好

160以上

优秀

良好

配方四

60

40

0.5

3.0

0.1

适中

81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配方五

60

40

0.5

4.0

0.1

适中

82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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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用量润湿流平剂对光油体系的影响

配方二

60

40

0.2

3.0

0.1

适中

81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30.13

不均匀

苯丙乳液A

苯丙乳液B

润湿流平剂

高光聚乙烯蜡

消泡剂

成膜情况

光泽度/°

烫金

耐摩擦/次

抗刮擦

抗返黏

表面张力/N.m-1

涂布情况

配方一

60

40

0

3.0

0.1

适中

80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32.78

不均匀

配方三

60

40

0.4

3.0

0.1

适中

80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28.60

不均匀

配方四

60

40

0.6

3.0

0.1

适中

81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26.64

均匀

配方五

60

40

0.8

3.0

0.1

适中

81

良好

200以上

优秀

良好

26.10

均匀

表4  不同涂布量对光油纸光泽度的影响

底涂/g.m-2

光泽度/°

中涂/g.m-2

光泽度/°

面涂/g.m-2

光泽度/°

总涂布量/g.m-2

普通光油

3.5

42

3.0

44

3.2

46

9.7

3.2

32

3.0

46

3.9

81

10.1

自制高光光油

剂用量的提高，光油的表面张力不断降低。用量达到一

定范围后，表面张力降低不明显。通过上机验证，使用

一定量的润湿流平剂后，纸张表面试涂变得很容易，展

布效果良好。所选用的润湿流平剂是一类聚醚硅的改

性产品，具有双重效果。当然，也可以分别添加润湿剂

和流平剂两个产品达到相应的效果，在此需要明确指

出，润湿剂的选择相当重要，选型不适宜会对纸张光泽

度产生影响，出现不耐污、容易吸附粉尘等问题。应根

据体系需要，通过上机进行效果评定选用，测定光油体

系表面张力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不能作为选用润湿剂的

标准。经过反复上机验证，润湿流平剂剂用量0.5%较

为适宜。

2.4 涂布量对光油纸光泽度的影响

为了改善光油纸的光泽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

提高涂布量来提高光泽度。而普通光油不论如何提高其

涂布量，都无法将纸张光泽度提高至80 °以上。光泽度

是由主体材料所决定的，主体材料的聚合工艺最终决定

了其光学性能。依靠一些高光助剂是可以提高光油的光

泽度，但是其贡献较小。例如，使用日本某款亮光剂，用

量达到10%，光泽度只提高了3 °～5 °左右。所以，助剂

的作用往往很有限。另外，作为研发人员必须考虑成本

问题，这些助剂往往价格奇高，对于利润较低的纸张，

无法支撑成本支出。所以，可以通过调整主体材料的选

用、涂布量等方式提高光泽度。通过上机调整光油涂布

量，不同涂布量对光油纸光泽度的影响，结果见表4。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涂布量的

提高，光油纸光泽度不断地提高。普通光油的主要成分

是水性丙烯酸树脂，自制高光光油主要成分是苯丙乳

液。经过反复标定涂布量和光泽度，苯丙乳液在第三次

涂布完成后，光泽度提高最明显。通过上机中试可以明

显看出，主体材料选用对整个光油体系光泽度的影响，

也可以反映出涂布量的提高对光泽度影响至关重要。取

车间81°光油纸纸样在实验室使用涂布机涂3.3 g/m2

光油，测定其光泽度为83°。另外，需要说明一点，为了

提高光油纸光泽度也可以通过调整光油纸水墨层的光

泽度，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光泽度。由此可以得出实验结

论，光油涂布量达到8～12 g/m2时，光油纸光泽度能达

到80 °以上。

3  结论

3 . 1 通过实验室与生产实践，可以确定光油体系主体

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高光光油建议选择苯丙乳液作

为主体材料，普通光油选择丙烯酸树脂较为适宜，因两

者价格差距较大，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3 . 2 高光光油制备过程中，较为有利的生产工艺为苯

丙乳液A60%、苯丙乳液B40%、润湿流平剂0.5%、聚乙

烯蜡3.0%、消泡剂0.1%、水适量。

3 . 3 在生产高光光油纸过程中，根据上料方式调整光

油上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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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生产较低级别纸管原纸时，因特殊指标控制，需

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木粉，以保证产品的强度指标符合生产要

求，同时因传统型干强剂对木粉作用有限，需要选择一种对

木粉有特殊增强效果的内添增强剂来代替传统的干强剂。经

实验室对多种增强剂试验表明，PS-CH-1558型木粉专用内添

纤维增强剂（即木粉增强剂）在低级别纸管原纸生产中对木

粉原材料的增强作用较传统干强剂效果更加明显，在提高成

纸质量的同时，可以降低增强剂加入量。

关键词：内添增强剂；强度；纸管原纸；应用

Abstract: In the production of lower-level core board base paper, 
due to special indicators control,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wood 
powder needs to be added to ensure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product indicators keep in line with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effect of traditional dry strong agent on 
wood powder, a special enhancer on wood powder is requir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one. Laboratory tests of a variety of 
enhancers show that PS-CH-1558 type wood powder special fiber 
enhancer (i.e. wood powder enhancer) shows more obvious effect 
than traditional dry strong agent.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per and meanwhile reduce the amount of enhancer addition.
Key words: internal enhancers; strength; core board base pap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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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纸张的一种结构性质，主要取决于纸页中

纤维之间的结合情况和纤维本身的性质。纤维间结合的

强度与纤维内部形成的氢键、共价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

相关。纸张强度的提高可以通过打浆、提高长纤维的配

比和使用增强剂来实现[1]。

纤维间最主要的结合力来自于氢键，纤维之间形成

氢键的能力取决于-OH，通常只有0.5％～2%的-OH

能形成氢键结合，98％仅体现纤维本身的强度，因此纤

维间的结合强度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纸管原纸的耐

破强度、环压强度和层间结合强度等强度指标将直接

影响到纸管的质量。近年来，在环境与资源的双重压力

下，同时受外废进口量逐年减少的限制，废纸纤维被更

多的重复利用，用作纸管原纸原料的二次纤维质量逐步

下降。为保证成纸强度指标，在打浆工艺和纤维长度无

法改变的情况下，添加合适的增强剂是一种切实有效的

办法。干增强剂的添加是一种理想的提高纸张强度的

方法,由于干增强剂的分子结构含有很多的羟基、胺基

或羧基,这是与纤维素分子形成氢键结合的基础,也是

增干强剂增加纸张强度的主要原因[2]。干强剂的增强作

用是通过以下3种机理实现的:（1）干强剂分子中的羟

基与纤维表面的羟基形成氢键,增加了纤维间的结合强

度，一般认为增加的纤维结合力不会影响单根纤维的强

度；（2）干强剂的加入改善了纸页的成形匀度,从而得

到了更加均匀的纤维间结合强度；（3）干强剂的加入提

高了细小纤维的留着和纸页脱水,改善了纸幅的紧实程

度,从而提高了纸页强度[3]。

聚丙烯酰胺分子本身具有很强的絮凝作用，能在

粒子之间产生架桥作用，聚丙烯酰胺分子上有很多极性

基团，它可以与纤维形成氨键和较强的静电结合[4]。加

入聚丙烯酰胺系列增强剂后，聚丙烯酰胺分子中的酰胺

基与纤维上的羟基形成大量氢键结合，这些氢键比普通

的纤维羟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强度高，当PAM存在于纸

页中纤维与纤维的接触点时，形成很强的纤维－PAM－

纤维的结合，从而增加纸页的强度。

表1  理化特性

外观

白色微浊

粘稠液体

黏度/

(mPa.s/25℃)

500～3000

浓度/

%

15以上

密度

(25℃)

1.08

pH

(1%溶液)

2.1～4.0

离子

性

两性

溶解

性

易溶

于水

1  内添增强剂

1.1 产品介绍

PS-CH-1558是PAM系列的内添纤维增强剂，在

抄纸系统中添加后可明显提高纸张的强度指标。

1.2 理化特性（表1）

1.3 产品特点

(1）适应pH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强。

(2）使用方便，环境友好，废水处理负荷低。

(3）单独使用时比淀粉效果更好，且能够与淀粉协

同使用，获得更好的增强效果。

(4）与其他增强剂相比，对木粉的增强效果尤为突

出。

2  结果及讨论

2.1 原材料、药品及实验仪器

(1）原材料：100%木粉。

(2）药品：PS-CH-1558型内添纤维增强剂、我公

司现用干强剂1、我公司现用干强剂2（浓度均稀释至

0.2%）。

(3）实验仪器：快速凯塞法纸页成形器、电动搅拌

器、电子天平、量筒、烧杯、移液管、电脑测控压缩试验

仪、电脑测控耐破度仪、层间结合仪等。

2.2 实验一

2.2.1 实验步骤

(1）将木粉均匀分成3组，进行打浆。

(2）每组取5份相当于5 g绝干浆的混合浆料，加水

稀释并分散均匀后，分别加入不同的干强剂进行作用，

其中第一组加入P S-CH-1558型内添纤维增强剂，第

二组加入我公司现用干强剂1，第三组加入我公司现用

干强剂2，加入量均为10 kg/t纸，搅拌反应10 min后进

行抄片。

(3）将纸片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下平衡水分，24 h后

进行指标检测。测定纸张耐破度、环压强度和层间结合

强度，计算其平均值。

2.2.2 实验结果（表2）

2.2.3 结果分析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添加P S-CH-1558型内添

纤维增强剂后的耐破强度、环压强度及层间结合强度

均高于另外两组，由初步实验所得结果可以看出，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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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58型内添纤维增强剂对添加木粉后纸张的增强

效果优于现在使用的两款干强剂，可以进行进一步实

验。

2.3 实验二

2.3.1 实验步骤

(1）取磨后浆，均匀分成3份，每份分为5组，共15

组，分别编号（1-1）～（1-5），（2-1）～（2-5），（3-1）

～（3-5）。

(2）将磨后浆与不同比例的木粉混合均匀，其中

（1-1）～（1-5）添加10%的木粉，（2-1）～（2-5）添加

20%的木粉，（3-1）～（3-5）添加30%的木粉。

(3）每组取5份相当于5 g绝干浆的混合浆料，加水

稀释并分散均匀后，分别加入对应的增强剂，搅拌反应

10 min后进行抄片，增强剂加入量如表3。

(4）将纸片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下平衡水分，24 h后

进行指标检测。测定纸张耐破度、环压强度和层间结合

强度，计算其平均值。

2.3.2 实验结果

2.3.2.1 增强剂对耐破强度的影响

由图1可以得出，随着木粉加入量的增加，纸张的

强度指标降低，加入增强剂后，纸张的耐破强度明显上

升，当加入量达到20 k g/t纸后，耐破强度变化趋于平

缓。增强剂对纸张的增强效果随加入量的增加而上升，

但是达到一定的加入量时，增强效果会逐渐减弱。增强

剂加入量在10～20 kg/t纸时耐破强度上升最为明显。

与空白组相比较，当增强剂加入量为10 k g/t纸

时，耐破强度分别提高了9.89%、12.34%、12.42%。

当增强剂加入量为20 k g/t纸时，耐破强度分别提

高了24.42%、23.68%、24.84%。当增强剂加入量为

30 k g/t纸时，耐破强度分别提高了30.78%、28.72%、

30.19%。当增强剂加入量为40 k g/t纸时，耐破强度分

别提高了32.42%、29.97%、32.76%。

2.3.2.2 增强剂对环压强度的影响

由图2可以得出，增强剂对纸张环压强度的影响与

对耐破强度的影响大致相同，环压强度随增强剂加入

量增加而升高。木粉比例为10%的一组当加入量达到

20 k g/t纸后，环压强度变化趋于平缓，而木粉比例为

20%和30%的两组折线在加入量为10 k g/t纸时趋于平

缓。

与空白组相比较，当增强剂加入量为10 k g/t纸

时，环压强度分别提高了23.87%、36.94%、58.50%。

当增强剂加入量为20 k g/t纸时，环压强度分别提高了

43.09%、51.43%、78.67%。当增强剂加入量为30 k g/t

纸时，环压强度分别提高了53.15%、59.80%、89.34%。

当增强剂加入量为40 k g/t纸时，环压强度分别提高了

55.26%、62.04%、92.80%。

表2  实验一实验结果

PS-CH-1558

现用干强剂1

现用干强剂2

环压强度/

N

97

87

89

耐破强度/

kPa

93.5

83

79.5

层间结合强度/

J.m-2

76.5

72

78

表3  增强剂加入量

编号

增强剂加入量/kg.t-1纸

1-2

2-2

3-2

10

1-1

2-1

3-1

0

1-3

2-3

3-3

20

1-4

2-4

3-4

30

1-5

2-5

3-5

40

图1  增强剂加入量对耐破强度的影响

图2  增强剂加入量对环压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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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木粉比例越高，下降越明

显。这是因为木粉纤维表面游离羟基少，比例越高，能

够结合形成的氢键的总量越少，所以当木粉比例为10%

时，增强剂加入量继续增加后，纸张强度指标提升幅度

下降最少。单从数据来看，木粉比例为30%时，各项强

度指标整体上提升最为明显，这是因为其初始强度太

低，所表现出来的提升效果较好，然而其各项强度指标

所能达到的上限太低，在木粉比例达到20%以后，便不

利于纸张强度的提升，成纸指标与工艺要求相差较大，

所以，在后续生产实践中，木粉加入量不宜过高，应定

为10%，增强剂加入量定为10～20 kg/t纸。

3  生产实践

3.1 生产试验工艺条件

产品：D-420g/m2纸管原纸

P S-CH-1558型增强剂加入点：面衬底料门箱回

流管道

PS-CH-1558型增强剂加入量：10～20 kg/t纸

PS-CH-1558型增强剂添加浓度：0.2%

木粉加入量：10%

其他工艺参数不变。

3.2 应用效果

3.2.1 木粉及增强剂加入量

按照实验得出的结论，结合实际情况，在生产

D-420 g/m2纸管原纸时，原材料中木粉加入量定为

10%，在正常生产一段时间，各项成纸强度指标稳定

后，开始添加增强剂，加入量为10～20 k g/t纸，在生产

过程中逐渐增加，其他工艺条件不变，将加入增强剂后

的成纸强度指标与加入前形成对比，得出增强剂的实际

应用效果。

3.2.2 成纸强度指标变化

3.3 生产试验结果分析

在实际生产中，加入增强剂后，成纸强度指标明

显上升。由表4、图4可以看出，加入量为10 k g/t纸、

12 k g/t纸、14 k g/t纸、16 k g/t纸、18 k g/t纸、

20 k g/t纸时，与加入前相比较，耐破强度分别提升了

9.78%、11.74%、13.89%、20.29%、22.74%、24.69%；

层间结合强度分别提升了24.24%、30.30%、40.15%、

50.0 0%、54.54%、57.58%；纵向环压强度分别上

2.3.2.3 增强剂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在增强剂加入量为10 kg/t纸时，

纸张层间结合强度明显上升，继续增加加入量后，当加

入量达到30 k g/t纸后，上升幅度明显下降；木粉比例

为20%和30%的两组当加入量达到20 k g/t纸后，层间

结合强度基本保持不变。

与空白组相比较，当增强剂加入量为10 k g/t

纸时，层间结合强度分别提高了48.13%、63.37%、

100.58%。当增强剂加入量为20 k g/t纸时，层间结

合强度分别提高了86.45%、113.92%、138.95%。当

增强剂加入量为30 k g/t纸时，层间结合强度分别提

高了107.71%、116.85%、144.77%。当增强剂加入量

为40 k g/t纸时，层间结合强度分别提高了110.75%，

122.71%，150.00%。

2.3.3 结果分析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PS-CH-1558型内添纤维

增强剂能够有效增强纤维间的结合，提高纸张的强度

指标，在增强剂加入量为10 kg/t纸时，木粉比例越高，

强度提升越明显，而随着增强剂继续增加，强度提升幅

表4  生产实验结果

0

10

12

14

16

18

20

增强剂

加入量/

kg.t-1纸

强度指标

耐破强

度/kPa

409

449

457

475

492

502

510

层间结合强度/

J.m-2

132

164

172

185

198

204

208

环压强度/N

横向

436

525

533

559

581

592

605

纵向

628

764

785

820

858

881

903

图3  增强剂加入量对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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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21.52%、24.97%、30.46%、36.55%、40.91%、

44.47%；横向环压强度分别上升了20.32%、22.22%、

28.22%、33.19%、35.67%、39.62%。

强度提升最明显的阶段主要在12～16 kg/t纸范围

内，当加入量超过16 k g/t纸后，各强度指标的上升开

始趋于平缓。

4  结束语

干强剂可以提高纤维间的结合力，从而提高纸张

以结合力为主的强度指标，由实验室小试和生产实验结 [收稿日期:2021-03-09]

果可以看出，P S-CH-1558型内添纤维增强剂对添加

木粉后纸张的强度指标具有良好的增强效果，其中对

层间结合强度和环压强度的增强效果较为突出。虽然在

生产实验中，受到设备、环境和其他工艺条件的影响，

实际增强效果与实验时相差较大，但仍具有较好的增

强作用：在提高成纸强度指标、稳定成纸产品质量、达

到特殊指标要求的同时，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该增强

剂适合用于低级别纸管原纸的生产中，实际增强效果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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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东某造纸企业深挖节能潜力，对150 t/h燃煤锅炉

系统进行节能改造。该锅炉采用生物碱度法进行烟气脱硫，

利用脱硫前105 ℃锅炉烟气将除盐水从常温加热至80 ℃的工

艺，回收烟气余热；用50 ℃脱硫废水加热20 ℃的预调酸性水

至35 ℃的工艺，回收脱硫废水余热。分别为企业节省运行费

用96.6万元/a和304.84万元/a。该节能改造工程选用改性聚

丙烯高分子材料板式换热器和石墨烯改性聚丙烯管壳式换热

器，有效解决了换热设备腐蚀和堵塞问题，延长了系统稳定运

行周期。

关键词：低位余热回收；节能改造；污水；换热器；石墨烯改

性聚丙烯换热器

Abstract: A paper mill in Guangdong has explored the potential 
of energy saving and carried out energy-saving transformation 
on a 150t/h coal-fired boiler, which adopts biological alkalinity 
method for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The desalted water is heated 
from normal temperature to 80 ℃ with 105 ℃ boiler f lue gas 
before desulfurization to recover waste heat of flue gas. The waste 
heat of desulfurization wastewater is recovered by heating 20 ℃ 
pretreated acid water to 35 ℃ with 50 ℃ desulfurization waste 
water. This method saves an annual operating cost of 966,000 
yuan and 304,840,000 yuan respectively. The plate heat exchanger 
made of modified macromolecule material and the shell and tube 
heat exchanger made of graphite modified polypropylen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rrosion and blockage, and 
ensure the period of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low temperature residual heat recovery; energy 
saving transformation; waste water; heat exchanger; graphene 
modified polypropylene heat exchanger

造纸企业燃煤锅炉低位余热的回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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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液-液换热器系统主要由10台高分子材料管式

换热器单元，以及设置在水管路上的除垢器、过滤器、

温度压力仪表等组成。10台换热器单元串联设置，总换

热负荷达7.85 MW。脱硫废水走壳程，预调酸性水走管

程。换热器壳程设置排污口，管程管道上设有多效除垢

器。

2  换热设备选型

2.1 气-液换热器

一般除尘后的燃煤锅炉烟气S O2含量较高，可达

2000 m g/m3，回收烟气余热时，主要考虑酸露点腐蚀

问题。该项目中气-液换热器选用改性聚丙烯高分子材

料[9-10]，板式结构。该板式换热器具有耐腐蚀性能优

良、流动阻力低、不易积灰、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等优

点。改性高分子材料换热器已经在电力、化工领域有大

量应用案例，技术成熟。其结构如图2所示。

2.2 液-液换热器

预调酸性水呈酸性，脱硫废水呈碱性，两者都含

有大量悬浮物和钙、镁、氯等离子，具体组分见表1。这

两种工质对金属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极易造成堵塞问

题。该余热回收项目中曾选用两台304不锈钢材质的板

式换热器，运行一个月后即出现严重的腐蚀堵塞现象，

遂废弃拆除。

此次脱硫废水余热回收系统改造选用的管壳式

换热器，换热管材料为导热性能好、耐腐蚀特性优良

造纸产业是和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行业，

而高能耗是制约造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

随着2020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碳达峰”和“碳

中和”承诺[2]，“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又重点指出要“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3]，造纸产

业的节能减排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在此背景下，各大造纸企业纷纷通过技术引进和

科研攻关，自行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

污染物排放。减少蒸汽消耗，则是造纸企业节能降耗

的重要组成部分[4-6]。广东某造纸企业践行低碳经济原

则，深掘企业节能减排潜力，将能源分级利用，大大降

低了蒸汽消耗。该企业有一台150 t/h燃煤锅炉，锅炉

出口烟气量约20万～26万Nm3/h,采用生物碱度法进行

烟气脱硫[7-8]，进脱硫塔前烟气温度较高，约105 ℃，脱

硫后烟气降至约50 ℃排放。此外，该造纸企业生化车

间，厌氧反应池中厌氧型细菌生存繁殖的适宜温度是

35～38 ℃，当冬季环境温度较低时，厌氧反应池中水温

仅有20 ℃左右，此时常采用压力0.55 M Pa、温度185～

200 ℃的过热蒸汽对其进行加热，能耗较高。该生物碱

度法烟气脱硫，采用污水处理系统曝气后二沉池中的碱

性水，在喷淋塔中对烟气进行直接喷淋脱硫，脱硫后废

水温度约45 ℃，呈弱碱性，再回到污水处理系统中，通

过处理后排放。

1  工艺方案

节能改造后系统流程如图1。一方面采用除尘后高

温烟气加热除盐水的方式回收烟气余热；另一方面采用

脱硫后废水，加热进入厌氧反应塔中的预调酸性水，以

此代替之前的蒸汽加热，以低位热能替代过热蒸汽这

一高品位热源。

如图1所示，烟气余热回收系统是指在除尘器

（E S P）和脱硫塔之间的烟气管道上布置气-液换热

器，用脱硫前的102 ℃高温烟气，对25 ℃的除盐水进行

加热，将其加热到约80 ℃。

脱硫废水余热回收：通过在污水系统管道上设置

气-液换热器系统，用出脱硫塔后回生化车间清水池的

45～51 ℃高温废水，在冬季环境温度较低时对进入厌

氧塔内的约20 ℃预调酸性水进行加热，使其温度升高

至约35 ℃。 图1  余热回收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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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墨烯改性聚丙烯材料，导热系数7 w/(m.k)，壳体

为碳钢内衬四氟乙烯材料。如图3所示。悬浮物较多的

预调酸性水走管程，管径25 mm，不易堵塞；悬浮物相

对较少的脱硫后废水走壳程。换热器壳程底部设置排

污口，以便定期排污。由于冷热介质温差相对较小（约

10 ℃），所需总换热面积约2300 m2,采用10台换热器单

元串联的形式，以延长换热流程，增强换热效果。在换

热器之间管程的连接管道低点设置备用排污口。

液-液换热系统运行两个月后，将壳侧排污口打

开，水流畅通，没有发现堵塞现象，如图4所示。换热器

底部的三通管口打开后，可以看到换热管畅通无堵塞，

如图5所示，图中透明圆点为水泡。                           

脱硫废水余热回收系统的运行周期为4.3个月/年，

每个运行周期结束后，视悬浮物沉淀情况，可将换热器

拆开，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

2.3 水处理器

为确保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避免液-液换热器

出现堵塞现象，在脱硫废水进口管道和预调酸性水进

图2  改性聚丙烯高分子材料板式

气-液换热器

图3  高分子材料液-液管壳式换热器

图4  脱硫废水排污口排污 图5  预调酸性水管口

表1  预调酸性水和脱硫废水主要水质指标

检测项目

pH值

钾/mg.L-1

钙/mg.L-1

镁/mg.L-1

铝/mg.L-1

铁/mg.L-1

钠/mg.L-1

铜/μg.L-1

汞/μg.L-1

氯化物/mg.L-1

硫酸盐/mg.L-1

磷酸盐/mg.L-1

溶解氧/mg.L-1

硝酸盐（以N计）/mg.L-1

亚硝酸盐（以N计）/mg.L-1

色度/度

浊度/NTU

碱度（以1/2CO3
2-计）/mg.L-1

碱度（以HCO3
-计）/mg.L-1

游离氯/mg.L-1

硫化物/mg.L-1

化学需氧量/mg.L-1

总硬度/mg.L-1

溶解性总固体/mg.L-1

悬浮物/mg.L-1

样品状态

5.13

13.0

538

20.5

1.11

12.8

163

0.010

0.04L

384

272

3.56

3.4

24.0

0.003L

16

40

0

966

0.03L

0.005L

5.45×103

1.58×103

3474

470

黄色、浑浊

预调

酸性水
脱硫废水

8.21

7.82

23.4

17.9

0.186

0.10

181

0.021

0.04L

252

406

0.06

3.6

16.4

0.128

4

20

0

764

0.03L

0.005L

155

157

328

190

黄色、微浊

注：根据《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要求，当测定结果低于

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使用的“方法检出限”，并加标志位“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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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废水余热回收系统主要工艺参数见表3。由

表3中数据可知，以调节池水为例，回收的脱硫废水余

热：

4.1868×(450000÷3600)×(35-20)=7850 kW

已知原调节池水采用压力0.55 M P a、温度为

185～200 ℃的过热蒸汽进行加热，查过热蒸汽表，

0.55 M Pa、188 ℃蒸汽焓2827.07 k J/(k g.℃)，则脱硫

废水回收的热量相当于节省蒸汽量[假定蒸汽加热废

水后，热侧出口工质为35 ℃的饱和水，其焓值为146.56 

kJ/(kg.℃)]：

7850÷(2827.07-146.56)×3600÷1000=10.5 t/h

该造纸企业0.55 MPa、188 ℃蒸汽单价约为98元/t，

且蒸汽加热调节池水系统仅在冬季气温较低时使用。根

据历年运行时间统计，工作时间按4.3月/年，约3100 h

计算，则脱硫废水余热回收带来的收益为：

10.5×98×3100=318.9万元/a

余热回收设备在脱硫废水侧增加阻力约66 k P a,

在生化废水侧增加阻力约32 k P a。现场脱硫废水侧现

有水泵45 kW（扬程22 m），改造后增加到了75 kW(扬

程32 m)；调节池水侧原水泵功率22 kW，改造后水泵功

率增大到55 kW，故系统增加电耗63 kW。电费按当地

平均电价0.72元/kWh计算，则新增电费：

63×0.72×3100=14.06万元/a

抵销电费后，脱硫废水余热回收系统产生的总收

益约为304.84万元/a。

4  结语

广东某造纸企业深挖自身节能潜力，对150 t/h

燃煤锅炉及其脱硫系统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分别采用

105 ℃锅炉烟气将除盐水从常温加热至80 ℃的工艺，

和用50 ℃脱硫废水加热20 ℃的预调酸性水至35 ℃的

工艺回收烟气余热和废水余热，可节省运行费用96.6万

元/a和304.84万元/a。

该造纸企业在进行节能回收改造时，大胆采用新

技术、新设备，使用的新型高分子材料板式换热器和高

导热石墨烯改性聚丙烯管壳式换热器，有效避免了酸碱

腐蚀问题，并通过改进结构设计、增加电磁水处理器等

多种措施，解决了污水换热器堵塞问题，确保了系统长

期稳定运行。

口管道上分别安装了一台电磁水处理装置。该设备通

过缠绕式产生的交变电磁场[9]，使污水在电磁波的作用

下，产生大量悬浮物(c lu s t e r)。当污水被加热或压力降

低时，硬水中的钙镁等离子会被吸附在晶核上，形成水

垢，随水流走。从而不会黏附在换热器和管道的表面

上，防止水垢的形成。

3  节能效果分析

3.1 烟气余热回收效益

烟气余热回收系统主要工艺参数如表2所示。由表

2数据可知，以除盐水侧为例，水的比热取4.1868 k J/

(kg.℃)计算，则回收的热量为：

4.1868×(20000÷3600)×(80-25)=1279 kW

该造纸企业燃煤锅炉一般采用神混煤和印尼煤

掺混燃烧，掺混比例约为5∶1。掺混后的燃煤热值约为

4150 k c a l/k g，平均燃煤价格508元/t。则回收烟气热

量1279 kW，相当于节省原煤：

1279×3600÷4.18÷4150=265kg/h

该造纸企业燃煤锅炉一年运行时间按7920 h计

算，则烟气余热回收的热量相当于节省资金：

265÷1000×508×7920=106.6万元/a

进行烟气余热回收改造后，系统烟气侧增加压降

约400 P a，风机变频器需要增加2 H z，根据现场运行

经验，增加运行电费约10万元/a。水侧增加压降微乎其

微，可忽略不计，不产生电耗。

综上，烟气余热回收产生效益：

106.6－10=96.6万元/a

3.2 脱硫废水余热回收效益

表2  烟气余热回收系统主要参数

烟气

除盐水

89

80

出口温度/

℃

335.4

20

流量/

t.h-1

进口温度/

℃

105

25

压降/

kPa

0.4

50

表3  脱硫废水余热回收系统主要参数

脱硫废水

调节池水

30

35

出口温度/

℃

450

450

流量/

t.h-1

进口温度/

℃

45

20

压降/

kPa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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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纸机卷取机第一卷收臂机动性差的劣势，本文

通过对卷取机结构分解、运动学分析，并结合软件仿真和轨迹

绘制，对从ALLIMAND引进的03#纸机卷取机进行优化改造，改

善第一卷收臂复位功能，提高设备成品率和新产品研发效率。

关键词：卷取机；优化改进；圆弧相切法；运动仿真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isadvantage of poor 
mobility of the first rewinding arm of paper reeling machine 
through decomposing the structure, kinematics analysis of 
the reeling machine, combined with software simulation and 
trajectory drawing. The PM3 paper reeling machine imported 
from Allimand is optimized and modified to improve the reset 
function of the first rewinding arm, and upgrade production rate 
of equipme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eling machine; optimization and modification; 
circular tangent method; motio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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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PRoDucTion

1  卷纸机优化前的结构

华丰纸业科技公司从ALL IMAND引进的03#纸

机，主要生产试纸，机动性要求高。卷取机作为造纸机

最后一个工序，按工艺性能设计，卷取宽度1650 mm、卷

取定量范围26～80 g/m2，最大运行速度400 m/m i n，

最大设计速度600 m/min，卷纸辊最大直径1250 mm。

与ALL IMAND常规纸机相比，03#纸机为了实现轻量

化和机动化高效生产，第一卷收臂总成没有液压油缸驱

动夹持并锁定，而采用轻型气缸仅用于夹持，由上、下支

臂板和旋转垫板用于锁定[1]。外形构造如图1。                         

第一卷收臂将空卷纸辊从初始位，到换卷位，经鹅

颈吹风管吹断卷纸，最后到与第二卷收臂换辊交接位。

第二卷收臂从第一卷收臂接过空卷纸辊压在冷缸上，

只有当卷纸直径达到一定值800 mm后，第一卷收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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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回到初始位，接下一个空卷纸辊。如果卷纸辊与第一

卷收臂未分离，第一卷收臂强制抬起，将导致卷纸辊强

制与冷缸分离，甚至出现卷纸辊下坠事故。

常规卷取机：第一卷收臂由液压油缸夹持和锁定

卷纸轴，第一卷收臂将空卷纸辊从初始位到换卷位，经

鹅颈吹风管吹断卷纸，最后到第一、二卷收臂换辊交接

位。由于第一卷收臂通过油缸夹持并锁定卷纸辊，只需

将油缸水平伸出与卷纸辊分离后，第一卷收臂可直接

抬起回到初始位，接下一个空卷纸辊，机动性明显优于

03#卷取机，不过设备成本昂贵。

3  改进措施

3.1 将第一卷收臂装置动作分解为两个阶段

能允许回到初始位，接下一个空卷纸辊[2]。因此无法实

现第一卷收臂提前返回初始位的要求，导致机动性差

且成品率低，严重影响试纸的研发效率。

2  问题分析

卷取机工作过程：第一卷收臂带着空卷纸辊缓慢

运行到换卷位，即空卷纸辊与冷缸相切位置，两者具有

相同线速度；鹅颈落下吹气并割纸后复位，纸就从大

卷纸筒卷到空卷纸辊上；第二卷收臂将已完成的大卷

纸筒纸辊推到抱闸位置，再返回到第一、二卷收臂换辊

交接位；第一卷收臂带着卷纸辊继续下移，到换辊交接

位；第二卷收臂接过运转中的卷纸辊后，将其压合在冷

缸上，确保卷纸压力恒定[3]。

03#卷取机和常规卷取机对比（图2、图3）：

03#卷取机：第一卷收臂装置由上支臂板、下支臂

板和旋转垫板组成，并且三种板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卷

取机架。上、下支臂板均无法动作，旋转垫板位置随第

一卷收臂旋转而变化。卷纸辊被压合在冷缸上高速旋

转，随着卷纸直径慢慢变大。卷纸辊也缓慢远离第一卷

收臂的“U型开口”，直到完全与第一卷收臂分开后，此

时卷纸直径已达到800 mm，第一卷收臂才允许旋转抬

1—第一气动卷收臂总成  2—卷纸轴阻尼阻挡系统  3—卷

取机气动刹车系统  4—第二气动卷收臂总成  5—卷纸冷缸  

6—第一卷旋转收臂总成  7—卷纸轴启动器总成  8—鹅颈吹

风管口  9—舒展辊及传动  10—引纸辊

图1  卷纸机外形构造

图2  03#纸机第一卷收臂总成

图3  常规纸机第一卷收臂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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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卷收臂装置的下支臂减短，同时为保障卷纸轴不

从U形槽蹦出，缩短后的接触点与切点重合。 

3.2 下支臂板右顶点圆弧相切法（图7）

(1）首先找到缩短后的下支臂板右顶点A1点，再根据

第一卷收臂装置旋转中心O点，连接OA1线段，将其作为半

径画圆弧，得到序号1-1下支臂板最大运动轨迹线。

(2）找到初始位卷纸轴圆心O1点，将其与第一卷收

臂装置旋转中心O点连接，以OO1线段为半径画序号2

圆弧，该圆弧与第一卷收臂水平中心线的交点就是卷纸

轴的交接位圆心，根据圆心画出卷纸轴，即序号4。

(3）随着卷纸轴持续旋转卷纸，卷径变大，则卷纸轴

会缓慢远离第一卷收臂U形槽。将序号1-1下支臂板的运

动轨迹线与第一卷收臂水平中心线相交B1点，再将序号4

平移，确保左侧圆弧相切B1点，则得到序号5-1，即第一卷

收臂装置允许复位的临界卷纸轴交接位。

第一阶段：从初始位到换卷位过程中，空卷纸轴未

进行卷纸，旋转垫板随着第一卷收臂顺时针下放而旋

转，因此卷纸轴和旋转垫板的切点也在变化，此时切点

一直沿下支臂板下移，倾翻力臂减小，倾翻力矩随之减

小，因此卷纸辊不会从U形槽蹦出。

第二阶段：从换卷位到交接位过程中，由于卷纸

轴已完全贴合U形槽底部，旋转垫板和卷纸轴的切点

不再有位移，倾翻力臂不变，但此时卷纸轴重力沿下支

臂板垂直方向的分力变大，倾翻力矩随之变大。通过

SOLIDWORKS三维软件建模并进行运动仿真，第一卷

收臂初始位如图4，换卷位如图5，交接位如图6。

据仿真结果知，t=3 s时，第一卷收臂装置将卷纸

轴旋转至换卷位；t=3.6 s时，卷纸轴完全贴合到U形槽

底部，旋转垫板不再有位移。因此根据运行轨迹，现使

用圆弧相切法对第一卷收臂装置进行改造。初始位时，

图6  交接位图4  初始位 图5  换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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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为卷纸轴旋转的卷纸筒始终和序号3冷缸完

全贴合于C1点，再找到序号5-1临界卷纸轴交接位圆心

O2点，以C1O2为半径画出此时的卷纸圆弧，即序号6，

此时卷纸直径为504 mm，小于800 mm。

3.3 下支臂板左顶点圆弧相切法（图8）

同理，找到缩短后下支臂板的左顶点A2点，以圆

弧相切法的相同过程绘制各圆弧，最终得到卷纸直径

为468 mm。综合分析将右顶点进行倒圆角处理，避开

干涉可实现最小卷径。

4  改进效果

通过对第一卷收臂装置的下支臂板重新设计，并

对DCS控制逻辑进行优化，更改第一卷收臂装置复位的

最小卷径设定值，由原先800 mm改为480 mm，反复验

证后使用正常。根据以下公式估算，按纸厚度0.04 mm

计，卷径480 mm比卷径800 mm少生产约8000 m长度

的卷纸。如图9、图10所示。

 

因此，可通过改善卷取机的机动性，提高设备成品

率和新产品研发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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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卷径下的DCS卷取参数

[收稿日期:2021-04-09]

图10  改造后的卷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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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浆板尘埃，通过性状判断、红外吸收光

谱图峰值等检测方法进行成分分析，以判定不同外观

形状特征的浆板尘埃的可能成分；通过与生产环节的

匹配，锁定尘埃的产生来源，从而采取相应的处理措

施，保证产品的正常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

关键词：尘埃；红外吸收光谱；应用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components 
of pulp board dust with different appearance and shap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ust was analyzed 
by character judgment, infrared absorption spectrum peak 
and other detection methods. Through matching wi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source of dust is checked, and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normal production of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Key words: dust ; i n f ra red absor pt ion spect r u 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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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板尘埃，是浆板表面及埋藏在浆板中与纸浆有

明显颜色差别的杂物[1]。浆板尘埃的检测，通过数尘

埃点的个数，计算尘埃度（单位面积浆板中尘埃的总

面积[2]）；通过尘埃性状上的区别判断尘埃类别，大致

分类为纤维性尘埃、非纤维性尘埃、金属尘埃等。浆板

尘埃是纸张尘埃的主要来源之一，纸张尘埃是常见的

一种纸病，它影响纸张的外观[3]。纸浆厂解决浆板尘埃

高的普遍做法：

● 使用Map p i n g抄片方法、原料溶解过滤抄片

的方法，来协助查找各生产工段的尘埃类别和尘埃

度，用以判断生产异常的工段，并排查可能的异常原

料。

● 生产、技术人员凭经验进行判断。

1  红外吸收光谱仪

本课题研究使用Agi lent Cary 660 FTIR作

为分析仪器；光谱范围：7900～375 c m-1；分辨率：

0.07 cm-1。

2  原辅料红外吸收光谱图分析

对浆板生产过程所用到的原辅料及原辅料中杂质

的红外吸收光谱图做分析（图1），发现：木材，作为浆

板的主原料，可以看到相思木片和桉木木片的峰形、

峰位、峰强基本相似，其可能来源于原料的尘埃，不能

图1　典型的原辅料及其杂质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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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2），总结发现：某些工段的尘埃谱图相似性

很高，即峰形、峰值、峰强很相似，说明这些工段的尘

埃类型基本一致；若该物质最终留在浆板形成浆板尘

埃，需要排查相关的若干工段的可能异常情况，不能

锁定单一工段，如POW滤液槽垢样&浆板机白水槽垢

样。同时也有生产工段其谱图个性化特征明显，若此

类物质最终留在浆板形成浆板尘埃，则可迅速找到异

常来源工段，进而分析产生的原因，如碱性过滤机槽

壁、DHT滤渣胶黏物等。

4  红外吸收光谱图在解决浆板尘埃中的应用

根据前述所涉及的原辅料、原辅料杂质、各生产

分辨来自哪个木材，仅能判断尘埃是否来源于木材，

如纤维性尘埃。对其他谱图分析，可以发现，普通化学

功能的原料，如滑石粉等，其组成成分固定，不同厂家

的原料谱图相近。DCM控制剂、消泡剂等特殊功能的

辅料，可能会因不同厂家的制作配方的差异，其组成

成分之间会有差异，可能会出现带各自特点的谱图。原

辅料的杂质，可能受生产环境、运输状况、仓储方式的

影响，杂质的成分可能各不相同，其谱图随之呈现各自

的特点。

3  生产工段的红外吸收光谱图分析

对浆板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做红外吸收光谱图

图2  典型的生产工段尘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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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快速、准确地锁

定尘埃的来源，如来源于物料、来源于设备、来源于工

段等。通过判断尘埃类别，可快速找到其大概率的来

源，进而找到解决尘埃的方向，从而快速解决浆板尘

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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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浆板灰色黏胶状尘埃与谱图库中物质匹配结果

匹配度/%

匹配度排序

A厂家

消泡剂

88.65

1

88.14

2

B厂家

消泡剂

氧脱用

助剂

40.31

3

蒸煮助剂

17.43

4

表1  红外吸收光谱谱图与可能物质列表*

3425、2935、1490、1440、1030、918

3425、1707、1603、1381、1118

1244

1014

1570

1438、877、713

900、713

1720、722

1260

1647、1323

1182、1115、1081

3408、1332、1600

谱图波数/

cm-1
可能的物质

纤维素

相思木中的DCM抽出物

半纤维素

滑石粉

木素

碳酸钙

硅酸盐

树脂

有机硅

草酸钙

硫酸钡

氢氧化钡

*在该谱图波数的附近位置，不是准确不变的波数。

[收稿日期:2021-07-04]

工段的垢样、滤液杂质、滤渣胶黏物等的谱图特点，分

析如表1所示的物质谱图表现，并构建了用于排查尘埃

异常来源的红外吸收光谱谱图库。

当尘埃超标时，按照尘埃点不同类别的总面积由

大到小排列，去检索图谱库进行匹配；匹配度由大到

小排列以便分析异常发生的原因。一般认为，当某一总

面积较大类别的尘埃与某种原辅料或其杂质、某一或

某些生产工段的垢样、滤渣等红外吸收光谱谱图匹配

度60%以上，可锁定该异常来源作进一步异常分析，进

而找到尘埃产生的原因。

应用示例：分析2021年某日浆板灰色黏胶状尘

埃，谱图如图3所示，经过与谱图库内物质谱图对比，

得到表2的匹配结果，发现与消泡剂的匹配度达80%

以上。消泡剂施加于氧脱段、EOP段，当时正在使用B

厂家消泡剂，可以判定与消泡剂的使用与处理有关，

相关生产人员立刻对氧脱、EOP段采取加大排水等措

施，解决了本次尘埃。

5  结语

图3  示例中的尘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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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生产与应用实践，详述了白面牛卡纸上机起折

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措施，以期改善原纸生产质量及解决

客户使用过程中的困扰，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关键词：白面牛卡纸；起折；处置措施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f the 
folding problem of white top linerboar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of base paper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ustomer us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Key words: white top linerboard; wrincle defect; dispos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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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牛卡纸属于白纸板的一种，主要用作高档纸

箱面纸。白面牛卡纸又分为漂白木浆挂面的牛卡纸和表

面涂层的牛卡纸。世纪阳光集团现拥有三条白面牛卡纸

生产线，其中漂白木浆挂面的牛卡纸生产线两条，年产

能39万t；涂布白面牛卡纸生产线一条，年产能60万t。

在制版、印刷（预印及胶印）或覆膜、贴面过程中经常会

接到客户关于白面牛卡纸尤其低定量白面牛卡纸上机

起折的投诉。因纸张上机起折会影响套印精度、印刷美

观性甚至会硌坏印版、橡皮等，且影响客户生产效率，

所以上机起折问题一直是困扰印刷包装厂的顽疾。通

过对客户投诉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发现导致上机起折

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纸张方面的原因，有环境因素的

影响，也有印刷操作方面的原因。以下对常见的几种上

机起折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加以总结，希望可以

为抄纸和印刷操作带来一些指导。

1  纸张因素

1.1 纸张在抄造过程中存在死折或活折

因脱水面板磨损、网毯洗涤不良、干燥曲线不合

理、弧形辊位置不当致使纸页进压光机、卷纸缸、复卷

机时横幅张力不一致或纸芯弯曲变形等造成。

解决措施：

（1）选用硬度高、耐磨损的脱水面板及加强制浆

的筛选净化，减轻杂质对脱水板的磨损。

（2）合理控制网毯洗涤高压水管摆动速度，清洗

要全面，不能有漏洗区域。

（3）日常做好烘缸温度检测，使各个烘缸温度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例如1#缸温度不能太低，否则纸页进

入烘干部时纸页松弛造成起折；相邻两个烘缸温度差

异也不能太大，否则会造成纸页走斜起折。

（4）调整各弧形辊安装位置及角度满足纸机要

求，减少起折。

（5）严格控制纸芯来货质量，对于内径、外径、水

分、强度、变形量等超出质量标准的纸芯，坚决不允许

使用。

1.2 纸张在抄造过程中纸页卷曲变形、不平整

由于两个表面受力不均衡和本身收缩不均一而造

成，导致印刷机走纸困难，严重的形成折皱。

解决措施：

（1）适当降低纸浆打浆度、保持网毯洁净并控制

合理的干燥曲线，减小纸页横向收缩的差异性，改善卷

曲翘边问题。

（2）保持压榨辊、压光辊辊面平整，或平行度、中高

在合理范围内，防止纸页因紧度不均而出现的卷曲现象。

1.3 靠近纸芯位置的纸张易发生惯性卷曲

此种情况发生在用卷筒纸辊分切平张时。

解决对策：

（1）加装消曲棒，适当纠正惯性卷曲。

（2）分切后的纸张尽快加盖木板并打包，通过压

紧的方式减轻平张纸卷曲。

1.4 成纸水分与外界空气温湿度不一致，收缩变形大

解决对策：

（1）根据季节变化适当调整成纸水分控制标准，

以使成纸水分与外界环境湿度尽可能匹配。

（2）严控包装质量，纸张复卷或分切完成后立即

进行包装，包装需严密，且产品包装材料在运输过程中

不能有破损。

1.5 纸张水分过大或过小

纸张水分含量过大，易造成纸张向四周散发水分

而收缩翘起，上机时起折；纸张水分含量过大还会降低

挺度，导致起折。纸张水分含量过小时，边部易发生吸

湿膨胀，形成荷叶边，出现荷叶边的纸张在上机印刷受

到滚筒挤压时，波浪严重处便会赶出折皱；纸张水分含

量过小还会产生静电，造成输纸困难、套印不准、收纸

不齐等问题。

解决对策：参照国家质量标准及客户所在地区、所

属季节等合理控制成纸水分。

1.6 成纸挺度差

纸张机械强度性能低或紧度过大，纸张在输纸印

刷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刚性传递，尤其是在局部张力或印

刷压力较大或突然受力时纸张发生变形起折。

解决对策：

（1）适当提高打浆度，以提高纤维间结合强度，增

加纸张的机械强度。

（2）使用纤维长度较长的原料，如针叶木长纤维。

（3）适当提高纸张的松厚度，降低纸张的紧度。

1.7 解卷上机时松垮处易形成折子

纸页横幅定量、水分、厚度不均匀或复卷机张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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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当造成纸卷横幅松紧不一。

解决对策：

（1）稳定合适的上网浆料浓度及流量，保证定量

稳定。

（2）适宜的浆网速比，保证良好的纸页成形匀度。

（3）调整合理的干燥曲线，保证横幅水分的均匀性。

（4）控制合适的压榨中高、压光机中高，保证横幅

厚度一致。

（5）设定合理的复卷机压纸辊压力，防止复卷时

纸页抖动，卷纸松紧不均匀。

1.8 卷筒纸辊在出入库搬运过程中端面受撞击起折

因纸卷有包装无法及时发现起折问题，客户在上

机使用时反馈起折。

解决对策：

（1）通过对纸辊端面加封头、护角等加强纸辊端

面防护。

（2）加强对纸辊装卸工的规范性操作教育，严禁

装卸纸辊时端面倾斜落地及放置速度过快、用力过猛

等造成纸辊端面形成墩折。

1.9 平张纸在整纸、数纸、抬纸过程中形成纸页折痕

此类问题也会造成客户投诉。

解决对策：

（1）整纸时必须先抖动纸张使其松散，让空气充

分进入纸张中，防止纸张静电等造成纸张黏连，整选时

形成皱折。

（2）抬纸时两人一组，轻拿轻放，防止大尺寸纸张

打折。

2  印刷操作及印刷工

艺技术问题

2 . 1 印刷车间温湿度控

制不当

适 宜 的 印 刷 环 境

是 2 0～2 5  ℃、5 0 %～

60%RH相对湿度，如温

湿度变化大，会造成印前

的纸张局部吸湿或散失

水分，印刷的半成品发生

变形等，造成印刷起折或

后加工起折。

解决对策：

（1）严格控制印刷车间温湿度并提高车间密闭性。

（2）纸张使用前再打开包装，如卷纸一次性未使

用完，及时用拉伸膜将纸卷包装好。

（2）平张纸尽量一边裁一边用，用多少，裁多少，

如中间间隔时间较长，也需及时包装好，避免纸张水分

变化而变形，造成上机起折。

2.2 胶印机输纸板上起折

压纸轮安装位置不对称，压纸轮旋转方向错误，

或其它零部件磨损造成纸张在输纸板上歪斜、鼓起而

导致。

解决对策：

（1）调整压纸轮在轮架上的排列，保证上下左右

位置都对称。

（2）将压纸轮放在线带的中央，确保每只压纸轮

的压力都均匀一致。

（3）使压纸轮滚动旋转方向与线带的方向一致。

（4）加强其它零部件的日常检查及保养，发现磨

损及时更换。

2.3 压纸脚吹风量设置不合适

吹风量太小，纸张与下面纸垛不能有效分离，递纸

时前挡可能会挡住恰好向下弯曲的叼口边，造成纸张歪

斜；吹风气流太大，使纸张飘起而过分抖动，造成递送

的纸张出现歪斜。递纸时纸张歪斜极易造成纸张在印

刷时起折[1]。

解决对策：根据印刷纸张具体情况调整合适的压纸

吹风量，以保证纸张能与纸垛分离又能平稳托起纸张。

2.4 印刷机叼纸牙异常

负责传递和交接纸张的叼纸牙机构缺油或叼纸牙

排、牙垫脏污不平整，造成叼纸牙开闭不灵活、叼力下

降，引起印刷纸张位移、打折。

解决对策：

（1）定期清理叼纸牙与牙垫，保证机构清洁，叼力

稳定正常。

（2）加强叼纸牙机构维护保养，定期给叼纸牙加

油润滑，保证叼纸牙开闭灵活。

2.5 纸张裁切偏斜或不齐或印刷机侧规定位不准

使得纸张产生卷拱，造成印刷起折。上机起折

生产实践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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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1）裁切纸张时应保证相邻两边垂直，偏斜度不

得超出2mm。

（2）裁切的纸张不应有毛边及锯齿状，以保证叼

纸牙能准确叼住纸张。

（3）调整两侧规在合适的位置。叼纸牙取纸时，

侧规必须离开纸张表面；拉纸过程中，侧规必须始终与

纸张接触。侧规的位置及滚球压力以能把纸张拉到侧

规距又不使纸拱起为宜。

2.6 印刷压力过大或压力不均匀

印刷压力过大，会使个别叼纸牙处的纸张出现滑

动造成纸面不平整而起折；压力不均匀时施加压力较重

一侧的纸张会向压力轻的一侧移动，引起压力较轻一

侧起折。

解决对策：

（1）适当降低印刷压力，如因橡皮布老化、弹性降

低后引起印迹发虚时，及时更换橡皮布，防止为改善印

刷不实问题加大印刷压力，而引发印张起折问题。

（2）保持压印滚筒表面清洁，防止压印滚筒表面黏

附有大量纸毛、纸粉、油墨等，造成印刷压力不均匀。

2.7 印刷版面水墨不平衡

水量过大造成纸张过量吸湿而变形，在后续覆

膜、贴彩面的过程中因印品变形可能导致覆膜起折或贴

面起折。

解决对策：根据正确的水墨平衡条件，将水量降至

最低，减少纸张的吸湿变形。

2.8 印刷张力控制不当

卷筒纸辊在印刷时如张力控制过小，会造成纸页松

弛，严重时左右晃动，呈蛇形现象，在压印时形成折子；

当张力控制过大时，纸页可能被过度拉紧形成纵向折皱；

如果两侧张力不一致，纸张会发生偏斜，印刷时形成折

皱。如印刷后收卷时张力控制不当还会导致收卷起折。

解决对策：

（1）根据实际情况控制适当的印前、印后及收卷

张力。

（2）加强设备日常检查及维护保养，防止因零部

件磨损造成两侧张力不一致。

3  覆膜操作问题

3 .1 车间的温湿度控制不当或印刷后的半成品未做防

潮包装处理

造成印张荷叶边或紧边，导致在覆膜时起折。

解决措施：

（1）保持车间温湿度控制在合适且稳定的状态。

（2）印刷完成的半成品印张及时用拉伸膜包装，

防止印张吸湿变形或失水变形。

3.2 辊筒压力不均

覆膜时压力较高处的印张会向压力较低处位移，

导致印张起皱。

解决措施：开机前先校正滚筒压力，确保滚筒压力

一致。

3.3 胶辊磨损或黏附有异物，造成覆膜起折

解决措施：加强胶辊的定期清洁及维护保养，如胶

辊磨损需及时更换新胶辊或将旧胶辊磨平再用。

3.4 滚筒温度过高

覆膜时印张受热失水收缩，形成折皱。

解决措施：适当降低覆膜车速，以降低滚筒温度。

3 . 5 覆膜前印张不整齐或有翘曲现象，造成覆膜时印

张起折

解决措施：覆膜前如印张不整齐或翘曲可通过整

选、反向敲纸等手段使印张敷平后再覆膜。

3.6 覆膜时胶水使用不当

胶水未干、胶层过厚或黏度过大，经滚筒压合挤压

时印张与薄膜发生滑动，造成起折。

解决措施：适当降低涂胶量，提高烘干温度。

4  结束语

在白面牛卡纸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纸张自身的问

题、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印刷操作和印刷工艺控制不当

都可能导致上机起折问题的发生。所以在印刷、覆膜、

贴面等使用过程中出现上机起折问题后需认真观察起

折现象，分析验证起折原因并采取适当的处置措施，保

证产品印刷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 1 ]魏新.飞达调节不当引起的纸张歪斜故障分析 [ J ] .印刷杂

志,2015(5):46-48.

[收稿日期:2021-03-25]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6
第42卷第18期 2021年9月



摘 要：浸泡式施胶机在中低速箱纸板生产过程中配置较为

普遍，本文案例分析的设备是5580/650浸泡斜列式施胶机在

生产过程中出现纸页打折断纸的现象。针对性地做出原因分

析，并给出了具体改进措施。

关键词：浸泡式施胶机；打折断纸；原因分析；改进措施

Abstract: Immersion sizing machine is commonly installed in the 
low and medium speed box board production process. This case 
analyzes paper breaks phenomenon in the 5580/650 immersion 
inclined column sizing machine, makes the reason analysis, and 
gives the concrete improvement measure.
Key words: si z i ng mach i ne; w r i ncle; rea son ana lysi s;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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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式施胶机打折断纸案例分析
⊙ 彭返霞（蚌埠市中宸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安徽蚌埠 233400)

A Case Study on Paper Web Wrincle and Breakage with the Immersion 
Sizing Machine
⊙ Peng Fanxia (Bengbu Zhongche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 Ltd.,  Bengbu 233400, Anhui, China)

彭返霞 女士

总经理；负责公司生产技术、运营管

理工作。

目前在纸机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的表面施胶设备

主要分为两种：浸泡式施胶机、膜转移施胶机。本文主

要介绍了某纸厂使用浸泡式施胶机在生产箱纸板过程

中出现纸页打折断纸的案例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改进

措施。 

1  施胶机设备简介

生产实践PRoDucTion

1.1 施胶机主要组成

机械式双辊施胶机由顶辊、底辊、加压装置、导纸

辊、传动装置、引纸绳轮、辊冷却装置、接胶盘、供液装

置等组成，见图1、图2。

1.2 施胶机运行工艺

(1）施胶涂布量：2 g/m2单面，8%固含量；（2）设

计线压：60 k N/m；（3）设计速度：850 m/m i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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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车速：650 m/min；(5）纸幅宽度：5580 mm。

2  现象描述

(1）施胶机运行过程中，施胶机入口纸页出现不规

则打折现象，严重时因打折断纸。

(2）引纸过程中，施胶机闭合时纸页正常，但是只

要加压就会出现打折现象，通过调整入口引纸辊和两侧

气胎偏压，可以把纸页调平；在投表胶的过程中纸页又

会出现严重打折，随后立刻断纸；从中间向两边打折。

(3）降低车速至500 m/m i n以下，施胶机闭合、加

压，投胶过程中打折现象仍然存在，并且一会向操作侧

打折，一会向传动侧打折，如图3和图4所示。

图1  施胶机现场实物图

图2  施胶机标牌配置图

图3  传动侧打折图

图4  操作侧打折图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3  处理过程

(1）将车速从650 m/m i n降至500 m/m i n，引纸

闭合施胶机，加载时上述问题仍然存在，施胶后打折严

重，调整偏压和进施胶导辊不起作用，几次都在调整过

程中打折断纸。

(2)降速至480 m/m i n，调整施胶机气胎压力

0.36 MPa。 

(3）检查压榨部线压力加载正常；调整横幅差＜

10 g/m2。

(4）检查施胶机上、下辊同步问题正常，上、下辊速

差＜0.5 m/min；D36#传动点的辊径φ965 mm，50.01 

s p e e d s c a n n i n g参数值为1424；37#传动点的辊径

1250 mm，50.01 speed scanning参数1369。

(5）提高施胶机张力至850 N/m m，定量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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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g/m 2左右

接纸、执行投胶

操作；如图5施胶

机张力控制图。

(6）闭合施

胶机，将施胶入

口导辊调平，把

纸页调平，加载

后虽没有打折，

但是两边明显变

松，背面投胶后，纸页没有太大变化，如图6引纸辊移动

装置；正面上胶时从中间向两边打折，没有断纸；但是

施胶入口的纸页一直打折，无规律性一会向操作侧打

折，一会向传动侧打折。降低施胶机两侧的加载压力至

0.3 M Pa，打折情况好转，但是依然存在，如图7施胶辊

图6  引纸辊移动装置

图7  施胶辊加压线图

图5  施胶机张力控制

图8  中高调整前在线检测线压力曲线

图9  旋转接头通冷却水示意图

生产实践PRoDucTion

加压线图；将施胶机张力设定值提高到850 N/mm，切

除施胶机张力控制，同样不起作用。

(7）由上面现象可判断出，问题出在施胶辊上面，

分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辊子热变形不均匀引起，辊体的温度操作

侧和传动侧温差＞3 ℃；二是施胶辊安装出现剪刀叉辊

面不平行，或者两侧轴有磨损，加载高度不一致。向施

胶机上辊辊体内加入冷却水，施胶机入口的纸页打折出

现很明显的改善；继续加入冷却水，打折现象消失。

 

4  事故原因分析

4 .1 施胶机上辊D36#传动点（DN965 mm），内部冷

却液缺少，整个辊体热变形不一致。

4 . 2 辊体变形不一致的原因，施胶辊胎体受热变形不

一致，施胶辊包胶受热变形不一致。

4 . 3 施胶机张力失准，显示值偏小，纸页实际张力＜

650 N/mm。

4 . 4 施胶辊中高不足，偏压现象，现场检测偏压相差

0.4～0.6 kg。如图8线压力检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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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进措施

(1）维持正常生产的临时措施，根据纸页运行状况

每4 h向施胶机上辊辊体内注入一定量的冷却水；施胶

机张力由650 N/mm提升至850 N/mm。

(2）短期解决措施：通过检查确认辊体胶面正常，

测量辊面实际磨损量＜0.2 mm;施胶辊每60天计划更 [收稿日期:2021-03-18]

图10  中高压力对照

图11  中高调整后压力检测曲线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换一次，下机研磨中高；检查补充冷却液并做恒温试

验。

(3）长期解决措施：检查确认如是辊子胎体问题，

受热变形；恢复旋转接头，在辊子内部重新使用恒温

水，保证辊体内部和外部施胶后的温度一致，消除温差

变形。如图9所示。

(4）调整施胶上辊中高0.5 mm加至0.6 mm，下辊

中高0.9 mm不变，图10所示调整完中高压力对照表；调

整完中高后在线测试施胶机两侧加压平衡，无偏压现

象如图11中高调整后压力检测曲线。

6  结语

通过本次施胶机打折事故现象，经过长时间调整

和多次在线检测，最后分析判断事故产生的原因为几种

情况叠加所致。实际采取措施起到明显效果的是：（1）

恢复辊体冷却水恒温系统，降低了辊面形变；（2）增

加上辊中高0.1 m m满足了线压力匹配度，两侧压力平

衡；（3）引纸辊位置的调整和提高了成纸张力200 N/

mm，降低了纸页打折的机率。

以上为事故分析结果综述，望能给类似机型提供

借鉴。在实际生产过程产生打折的原因还有很多，需在

实践过程中共同探讨。

本刊讯（Innomost 消息) 芬林集团旗下创新公司芬林之春向Innomost进行股权投资，后者是

一家将林业副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活性产品的初创公司，本轮融资总额约为500万欧元。

Innomost公司计划以造纸废料桦树皮为原料，为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行业以及其他工业应用生产供应高

价值配料，利用芬林集团旗下各公司剩余的桦树皮可以

生产出许多高品质的生物活性产品，例如桦木醇、软木

脂、桦木炭粉和桦树皮粉，尤其桦木醇和软木脂还具备

其他潜在工业用途。

芬林集团投资初创公司Innomost，

以桦树皮为原料生产生物活性产品

50
第42卷第18期 2021年9月



摘 要：利用AAO处理技术去除总氮是目前诸多污水处理厂普

遍采用的一种处理方式。通过控制运行工艺，活性污泥微生

物在去除有机物的同时，也能够去除总氮物质。但存在总氮

去除效率低、出水难以达标、投加碳源物质造成运行费用高

等疑难问题。特别是亚铵法制浆废水，由于总氮含量高，在不

投加碳源情况下，长期保证总氮稳定达标排放十分困难。笔

者通过对AAO处理技术的生产实践探索，优化工艺运行参数，

成功地解决了总氮去除过程中存在的难题。

关键词：AAO处理技术；总氮；稳定达标；工艺运行

Abstract: Using AAO treatment technology to remove total 
nitrogen is a commonly-used method for many sewage treatment 
plant. By controlling the operating process, the activated sludge 
microorganism can be used to remove the total nitrogen as well as 
the organic matter. However, the total nitrogen removal efficiency 
is low, the effluent water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standard, and the 
addition of carbon source materials causes high operating costs. 
Especially for the ammonium sulfite pulping waste water, because 
of high total nitrogen content, without adding carbon sourc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nsure the total nitrogen to meet the discharge 
standard in a long-term. Through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AAO treatment technology, this paper optimized 
the process operating parameters and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otal nitrogen removal.
Key words: AAO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tal nitrogen; stable 
compliance; process operation

亚铵法制浆废水AA0脱氮处理技术优化运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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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铵法制浆废水总氮治理成为行业一大难题，废

水中氮元素包括氨氮、硝态氮、亚硝态氮和有机氮[1]。陈

林、王巧风[2]通过对含氮废水常用处理方法的原理、影响

因素、优缺点进行分析，提出了针对不同废水进行相应的

技术改进和优化。本文对AAO处理技术进行优化，不增

加外源性碳源物质，利用系统本身强化污泥活性，做到

不增加运行成本条件下，提高系统总氮去除效率。

1  AAO脱氮原理

生物脱氮机理认为，脱氮过程包括氨化、硝化和反

硝化三个过程。废水中的含氮有机物，在生物处理过程

中被好氧或厌氧异养型微生物氧化分解为氨氮的过程为

氨化作用。废水中的氨氮在硝化菌（好氧自养型微生物）

的作用下被转化为NO2
-和NO3

-的过程为硝化作用。废水

中的NO2
-和NO3

-在缺氧条件下以及反硝化菌(兼性异养

型细菌)的作用下被还原为N2的过程为反硝化作用。 

2  AAO脱氮优化方案

2.1 溶解氧

2.1.1 控制标准

为了取得良好的脱氮效率，硝化作用必须彻底，硝

化作用随着溶解氧的提高而加快，当溶解氧浓度达到

2.5 mg/L时，氨氮的降解效果最好[3]。根据运行情况，

好氧段溶解氧控制在2.5～3.5 m g/L，最末端控制在

0.5～1.0 mg/L，通过降低末端溶解氧来促进反硝化作

用，最大限度去除总氮。各反应段溶解氧见表1。

2.1.2 运行控制

(1）保证风机正常运行，使曝气池空气供应量稳定，

不出现大的波动，避免对各反应段的溶解氧造成影响。   

(2）各反应段溶解氧偏离正常范围时，通过调整曝气

链上阀门来控制供气量大小，维持溶解氧在正常范围内。  

(3）曝气池进水量增加时，需要提前增加空气供应

量，防止溶解氧下降，影响氨化、硝化反应过程。  

表1  各反应段溶解氧

部位

反应控制段

控制标准

曝气池

第10条曝气链

缺氧段

0.4 mg/L以下

调节池

厌氧段

0.2 mg/L以下

曝气池

第42条曝气链

好氧段

3 mg/L左右，最大波动范围控制在2.5～3.5 mg/L

曝气池（最末端)

第50条曝气链

好氧段

0.5～1.0 mg/L范围内

(4）合理分配系统进水量，稳定进水负荷，不出现

较大波动，避免过高降低系统溶解氧。

(5）曝气池桥面溶解氧、硝酸盐、污泥浓度、氧化

还原电位检测仪器每半月清洗一次，清洗电极表面形成

的生物膜，避免影响检测结果。

(6）将AAO工艺中好氧段的溶解氧分为两个区段，

前端控制较高的溶解氧，后端控制较低的溶解氧，便于

末端硝化液回流到前端进行反硝化。

2.2 污泥浓度

2.2.1 控制标准

污泥浓度是影响污染物去除效率的主要因素，为

了降低污泥负荷，要比一般工艺要求控制的高，维持系

统处于高污泥浓度状态。

2.2.2 运行控制

(1）每天检测一次曝气池污泥浓度，掌握污泥浓度

变化情况，为了能够准确代表整个系统的污泥浓度，所

采样品为各反应段的混合样品。

(2）根据每天检测的污泥浓度结果调整排泥量，当

污泥浓度有较大的增长趋势时需要增加排泥量，以稳

定系统中的污泥浓度。

(3）采用悬浮链曝气方式容易造成污泥沉淀，导致

系统中污泥浓度迅速下降。因此，必须保证充足供气量。

(4）二沉池污泥回流系统正常运行，及时进行污泥

补充，稳定曝气池污泥浓度。

2.3 污泥龄

2.3.1 控制标准

污泥龄的大小反映了活性污泥在系统中的停留时

间，为了维持系统中有足够的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

污泥龄必须大于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的世代周期。一

般维持在15 d以上，冬季可适当延长。

2.3.2 运行控制

(1）在进水负荷稳定的情况下，污泥增长速率基本

不变，控制二沉池每天排泥量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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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好污泥活性，保持污泥良好的絮凝沉降性

能，避免污泥不沉淀，二沉池出水带泥，从而造成污泥

停留时间缩短。 

(3）为了保持污泥龄稳定，控制排泥量恒定后，还

需要加强曝气池中污泥浓度的控制，使污泥浓度在一定

范围内波动。

2.4 硝化液回流比

2.4.1 控制标准

污泥回流量包括二沉池底部污泥回流量和曝气池

末端硝化液回流量，为了保证较高的总氮去除效率，需

要增加硝化液回流比。总氮去除效率（R）与硝化液回

流比（r）之间的经验关系为R=r/(1+r)，因此硝化液回

流比需要在300%左右。

2.4.2 运行控制

(1）根据曝气池进水量的大小灵活调整末端硝化液

回流泵的开启台数，稳定硝化液回流比在300%以上。

(2）加强对硝化液回流泵的日常巡视与维护保养，

减少回流泵故障频率。

(3）观察硝化液回流量的大小，当流量明显减少

时，立即查找原因，恢复回流泵的额定流量。

3  常见问题及其处理

3.1 调节池溶解氧偏高

通过关闭曝气池末端曝气链数量，降低曝气池回

流液溶解氧；无法增加曝气链关闭数量时，压曝气池末

端支链阀门，进行微弱曝气，气量能维持污泥不下沉即

可；曝气链无法调整时，降低风机导叶。

3.2 曝气池溶解氧偏高

检查曝气池池壁上的支链阀门是否处于开启状

态，若阀门开启，将阀门关闭。若阀门关闭，再进行其他

调整；各检测点溶解氧整体偏高，稍微增加进水量，确

保水位不超过二沉池三角堰最大淹没深度。无法增加进

水量可以压总风管阀门，将气量降到最低，同时要保证

污泥不下沉；各检测点溶解氧部分偏高，哪个检测点溶

解氧偏高，调整此点位之前的曝气链阀门，将阀门调整

到最小开度。

3.3 曝气池溶解氧偏低

各检测点溶解氧整体偏低时，应减少进水量。无法

减少进水量时可以开总风管阀门，逐步提高气量，每次

调整气量不超过2000 m3/h；各检测点溶解氧部分偏

低，哪个检测点溶解氧偏低，调整此点位之前的曝气链

阀门，将阀门开度调大，并保证膜片曝气无过大现象。

3.4 硝酸盐仪器检测数据偏高

曝气池前端硝酸盐仪器检测数据偏高，说明系统

脱氮效率降低，需要找出硝酸盐偏高的原因，根据原因

制定具体的调整方案。

因溶解氧偏高导致的硝酸盐升高。根据溶解氧调

整方法进行调整。

因污泥龄原因导致的硝酸盐升高。需增加污泥龄。

检查排泥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每日排泥时间是否按照工

艺要求执行。检查二沉池是否存在跑泥现象，及时调整

行车与进水量，消除跑泥现象。   

因污泥浓度原因导致的硝酸盐升高。曝气池污泥

下沉，会导致泥龄缩短。检查曝气池气量和膜片曝气情

况，是否由于气量小、存在曝气死角造成污泥下沉。

因回流比原因导致的硝酸盐升高。检查回流泵与

行车流量是否存在偏小现象，造成流量偏小原因主要

有设备本身问题、阀门开度问题、管道与泵堵塞问题

等，逐一进行问题排除，提高回流量。

4  结语

我公司通过对AAO工艺长期试运行，探索出了一

套独特的脱氮工艺运行参数，优化系统本身的工艺运

行，从各阶段溶解氧的控制、活性污泥浓度、污泥龄、硝

化液回流比等方面强化系统总氮的去除效果，使总氮

去除率长期稳定在80%以上。不添加任何外源性碳源物

质，节省了较高的药剂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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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年产能百万吨的超大型气垫干燥器进行介绍。该气

垫干燥器运行车速170 m/min，浆板幅宽9.6 m，定量1180 g/m2，

进浆干度53%，出浆干度达88%，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浆板干燥

器之一。本文着重阐述该浆板干燥器的工艺流程和关键设

备，针对装备的应用经验提出改进建议，旨在为气垫干燥技

术在我国的应用与开发积累实践经验。

关键词：浆板；气垫干燥器；Flakt Dryer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uper large air cushion dryer 
with an annual capacity of one million tons.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pulp board dryers in China with an running speed of 170m/min, 
wide width of 9.6m, base weight of 1180g/m2, inlet dryness of 
53%, and outlet dryness of 88%. Then, an emphasis is put on the 
technical process and key equipment of the pulp board dryer in this 
paper. At last, the application history of the equipment is introduc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put forwar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practical va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ir cushion drying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pulp board; air cushion dryer; flakt dr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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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纸浆原料的储存和运输，通常要对浆厂

生产的浆料进行干燥处理。气垫干燥是一种比较成熟

的浆板干燥技术，其原理是依靠热风气流使幅状浆板

在悬浮的状态下加热干燥，具有加热效率高、生产稳

定等优势，比较适合用于高定量浆板的干燥，在国内外

的制浆厂中广泛应用[1-3]。40多年前，气垫干燥器由瑞典

Flakt公司研制成功[1-2]，90年代福建青州造纸公司从瑞

典F l a k t公司引进年产15万 t的气垫干燥机用于浆板干

燥,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我国首台大型气垫浆板

干燥设备[3]。之后，随着四川乐山造纸厂、贵州赤天化纸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业等制浆企业的气垫干燥车间先后投入生产[1,3,4]，该技

术在国内浆厂迅速推广。

经过20多年的应用实践，Flakt气垫干燥器优异的

表现已获得我国企业的一致认可。目前，浆厂新引进的

F l a k t气垫干燥器，其产能已从之前的年产10万 t级上

升至年产100万 t级。产能的不断提升严峻考验着Flakt

气垫干燥器的发挥，本文就年产100万 t的Flakt气垫干

燥器在国内浆厂的应用实践进行简要介绍。

1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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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滤筛除去杂质，然后进入蒸汽盘管中，由170 ℃左

右的低压蒸汽进行加热，再由轴流式风扇分配到风箱

中，风箱中的空气从其表面的孔吹到浆板上，进行干燥

浆板。随着浆板不断地干燥，烘箱内空气湿度会逐渐增

加，同时由于部分热能损失，干燥效率降低。此时空气

由循环风扇吸入蒸汽加热盘管内再次加热，经过加热

后的干燥空气再次被吹入风箱内，继续干燥浆板。就这

样，空气在烘箱中的各层干燥层内循环加热、干燥。为

增加干燥效率，部分湿空气会被排气扇从烘箱顶部的

开口处抽走，并代之以新鲜热空气。另一方面，低压蒸

汽经蒸汽盘管热交换冷却后形成冷凝水，并以较高的

温度（120 ℃左右）进入冷凝水槽，在冷凝水槽中，因温

度高而产生尾汽，尾汽由槽中产生的压力送到热交换器

中加热喷淋水，冷凝水则送到锅炉系统中循环利用。

3.1 加热盘管

加热盘管安装在每一个风扇塔的两边。为防止灰

尘堆积，盘管做成平板型，且表面很光滑，没有接头和

空当。可拆除的滤网布置在每一个加热支管之前。

3.2 循环风扇

循环风扇用于提供干燥过程中所需的热空气。风

扇布置在烘箱两边的垂直风扇塔上，并由安装在烘箱外

气垫干燥器主要组成装置包括风箱、转向辊、循

环风扇、蒸汽加热盘管、滤网及损纸清理等部件，该干

燥器共有23层。首先，干度约53%、幅宽9.6 m的湿浆板

从烘箱顶部进入干燥器的第23层干燥层，以热气体为垫

子，在辊子的作用力下穿过每层的上下风箱，从上至下

蛇形穿梭进行干燥脱水。接着，干燥后的高温浆板在干

燥器底部最后的两层进行冷却定形。最后，冷却后的浆

板从冷却层送出，经过导引辊、夹紧辊和拖辊后进入切

纸部，干燥后浆板干度达90%、宽度9.3 m，如图1。

冷却层中浆板也是气垫式干燥。30 ℃左右的冷空

气吹到浆板上使其温度降低至42 ℃左右。冷却层一般

是烘箱中的一个独立单元，它与上层干燥层之间有一个

过渡区以防止冷凝现象。目的是减少浆板储存时的返

黄，防止浆板储存及运输时因高温而产生冷凝水，同时

延长飞刀寿命，使浆板更整齐。

2  风箱

如图2所示，风箱由上风箱和下风箱组成，整个烘

箱内有25层上风箱和25层下风箱。上风箱的开孔率低，

孔为圆型，孔径大，为垂直式吹风加热浆板；下风箱的

开孔率高，孔为半圆或三角形。干燥时，下层风箱吹出的

风使得浆板悬浮起来，同时浆板水分开始蒸发；上层风

箱的风吹到浆板上表面，增加了浆板水分的蒸发。

为便于风箱的检查和风箱中废纸的清理，所有的

干燥层的上风箱都配有提升装置。风箱进口处有一个

控制盘，可以在这里控制这些设备。提升的动力是由气

缸提供的。所有的上风箱都可被提升至上一层下风箱的

底部。提升的幅度与烘箱的安装有关。当引纸时，必须

要把所有的上风箱下降到原始位置。由于浆板刚进烘

箱时干度较低，水分较大，故上面七层风箱为不锈钢材 

质以防腐蚀。

3  送风、热交换及冷凝水

热回收系统利用从烘箱中抽出的湿热空气预热进

入烘箱的干空气，冷却系统用于收集加热盘管中的蒸

汽产生的冷凝水。如图3所示，一方面干燥空气被烘箱

中抽出的高温湿空气预热至72～84 ℃，而高温湿空气

则被冷却至85 ℃左右排入大气中。预热后的干空气先

图1  气垫干燥器示意图

1-入口端导辊  2-张紧辊  3-上层风箱  4-下层风箱  5-转向辊 

6-转向辊  7-出口端导辊  8-出口端导辊  9-拖辊

图2  风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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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

面的电机直接驱动。每个风扇都是一个独立的装置，检

修时可以拆除并可移走。

4  应用实践

在生产过程中优化以下条件可获得更佳干燥效果：

4.1 烘箱内的热空气温度

热空气是加热浆板的直接动力，其温度与浆板干

度关系密切。在同一条件下，温度升高，则浆板干度增

大，而低压蒸汽消耗量也增大，设备负载增加；当温度

降低，能耗降低而浆板质量随之下降。影响箱内温度的

因素主要包括低压蒸汽质量，蒸汽盘管状况和新鲜空

气状况。低压蒸汽由动力车间供应，其质量受该车间制

约；蒸汽盘管存在使用寿命，过度使用会造成盘管爆裂

而泄漏蒸汽，从而导致箱内空气湿度增大，热交换效率

降低。蒸汽盘管的状况可以根据排出空气的湿度判断，

当湿度高于正常状况则说明蒸汽盘管有蒸汽泄漏，严重

时就得停机维修。新鲜空气的入口温度和湿度受气候的

影响，夏天与冬天、白天与晚上都有很大差别。

4.2 烘箱内的热空气压力

烘箱内部压力由箱顶部的排空阀控制，正常情况下

箱内压力为负值，主要目的是使箱内的浆板在干燥过程

中呈悬浮状态，有利于浆板在箱内的运行和加热。

4.3 烘箱某时刻的工作参数

车速174 m/min，定量1180 g/m2，水分13.2%，烘

箱内部温度150 ℃，烘箱内部压力-15 P a，低压蒸汽压

力0.579 M P a，低压蒸汽温度183 ℃，空气排出烘箱温

度110 ℃，空气排出烘箱湿度174 g/k g，进入烘箱的新

鲜空气温度73～75 ℃、湿度26 g/kg。

5  改善建议

干燥部所用的烘箱由安德里兹公司设计和制造，

该设备与以往的浆板干燥设备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能耗

低、体积小、产量大、浆板质量高、工艺先进。但在生产

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如能对其进行改善，那么这

套干燥系统将更完美。

5.1 改善排料装置、增加箱内损纸的检查设备

每次断纸时，要先对烘箱进行清空后才能进行引

纸。由于排料装置落后、加上劳动强度高、工作量大，通

常情况下，都要用6～8个人，花费1～2 h对烘箱进行清空

工作，清理后还要对每层风箱进行检查，清除残纸。如

能改善排料装置的工作方式，由人工手动控制改为由电

机与气压自动控制，排料门由电磁控制，同时增加电子

摄像头代替人工检查烘箱，那么将会大大减少时间损

失，提高工作效率，使得损失降低到最小值。

5.2 改善风箱的清洁设备

大修期间，风箱的清洁工作繁重，是影响维护进

度的瓶颈。每组四个人手动控制一台清洁板车，每次最

多能清理三个风箱，而烘箱总共约有上万个风箱，这样

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在烘箱内操作粉尘大、环境恶

劣，如能改善为用无线电波远程控制清洁车对风箱清

理，那么将会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6  小结

该气垫干燥器在国内应用20多年来，运行稳定高

效，多项生产指标实现突破，生产的浆板性能优质，深受

各大造纸企业青睐，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

然也存在一些不足，还具有一定的升级改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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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2010～2020年CNK I收录的

纸质文献脱酸研究论文为数据源，从论文的年份分布、主要

作者及合作关系、核心发文机构、文献来源等方面对数据进

行了统计分析。归纳了纸质文献脱酸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

其发展状况，为今后纸质文献脱酸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纸质文献；脱酸；文献计量学

Abstract: Based on the articles about deacidification of paper 
documents in CNKI from 2010 to 2020 as data sou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year distribution, the main authors and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sources 
of the literature. It sho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s trend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acidification 
of paper document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aper documents; deacidificati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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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文献酸化是世界各国馆藏单位共同面临的重

大难题之一，由于纸张原料、制浆方法、造纸工艺、纸

张保存环境等造成了纸张酸化老化的原因、程度各不相

同，而对纸质文献进行脱酸加固是延长纸质文献寿命的

有效途径之一[1]。目前，我国纸张酸化的形势非常严峻，

国内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存在纸张酸

化的问题，尤其是古籍和民国文献。而我国大约在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展了脱酸的初步研究，起步较晚。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古籍和民国文献的保护力度加强，

人们对纸质文献脱酸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增强[2]。为

了快速了解近十年来纸质文献脱酸在我国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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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近十年来我国有关纸质

文献脱酸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纸质文献

脱酸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情况，为今

后纸质文献脱酸的研究提供参考，为我国古籍和民国

文献保护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采用中国知网（CN K 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版总库为数据统计来源。检索时间范围为2010年1月～

2020年10月，检索方式为“专业检索”，跨库选择为全

选，检索式为：主题=（纸质+纸张+文献+古籍+档案+

图书）×脱酸，检索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通过上述

检索式共检索出文献328篇，经过分析，剔除无关和相

关性不大的文献，得到290篇相关论文作为样本分析数

据，从论文的年份分布、主要作者及合作关系、核心发文

机构、文献来源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统计分析[3]，揭示

纸质文献脱酸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

发展方向。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份发文量分析

论文年份变化量可以了解纸质文献脱酸研究的

发展情况。对这290篇论文的发表年份进行统计，得

出2010～2020年关于纸质文献脱酸的论文数量如图1

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近十年关于纸质文献脱酸研

究的论文发文数量呈波动的趋势增长，其中2018年和

2019年增幅最大，这与华南理工大学樊慧明团队于2018

年开始开展纸张脱酸方面研究有关。另外，从近十年的

总发文量可以看出，纸质文献酸化虽然是全球各馆藏

图1  近十年国内纸质文献脱酸研究文献发表数量

单位面临的重大难题，但是投入研究的力度不大，发文

量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馆藏单位没有开展纸质脱

酸研究的实验室及引进实验系列相关人才，只是对纸质

文献脱酸的原因、方法等做一些综述性的介绍；另一方

面，一些具备纸质文献脱酸实验研究的高校、国内一些

制浆造纸专业的科研机构，具备造纸原料、造纸工艺及

纸张老化等造纸专业知识，但缺少古籍、民国文献等实

验原材料。建议这些单位可以和高校图书馆、档案馆等

机构合作开展纸质文献脱酸方面的研究。

2.2 核心作者分布

统计作者的发文量，能够了解纸质文献脱酸研究

领域的核心作者，可以预测该领域内研究者的水平和能

力，有利于加强交流合作，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

发展具有指导意义[4]。对290篇论文的作者进行统计，发

表6篇论文（专利）以上的作者数共18位，如图2所示。该

领域的研究作者主要集中在几个机构，说明该研究领域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作者群。主要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郑

冬青、张金萍和蒋弼；华南理工大学樊慧明、李嘉禾、郭

凤鸣、刘建安和张宏伟；广东工业大学方岩雄和谭伟；

陕西师范大学李玉虎和刘姣姣等作者。

进一步对作者合作关系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国内

纸质文献脱酸领域研究主要由以下几个团队形成：第一

团队由南京博物院的郑冬青、张金萍等组成，该团队自

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纸质文献脱酸方面的研究

工作，在二乙基锌气相脱酸、整本图书文献水溶液法脱

酸、有机溶剂法脱酸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建

立了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示范基地，并联合南京

工业大学、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水

溶液法规模化脱酸技术的研究[5-6]。该团队研究实力很

强。第二团队由华南理工大学樊慧明和李嘉禾等组成，

该团队主要从事制浆造纸方面研究，2018年开始开展

纸张脱酸方面研究，进行了纸质文献脱酸加固方法、脱

酸/增强化学品的研究，自主研发了脱酸/增强小批量中

试设备，进行了老化规律与脱酸效果评估研究、纸张酸

化老化机理研究等[7]。该团队在纸质文献脱酸研究领域

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熟悉制浆造纸工艺流程，且依托

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近三年发表了20篇相关

文献(主要以专利为主)，并于2020年成立了华南理工大

学古籍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第三团队由广东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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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雄和谭伟等组成，主要涉及了纸张及旧新闻纸脱酸

剂及脱酸方法和装置的研究。第四团队由陕西师范大

学李玉虎和刘姣姣等组成，主要研究了纸质档案脱酸

及修复，承担了纸质文献、古旧字画等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程。第三团队和第四团队主要以硕士、博士论文为

依托发表相关文献。另外，复旦大学的唐颐老师主要从

事材料化学方面研究，自2014年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

保护研究院，开始古籍脱酸方面研究；四川锐立文物保

护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众材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北泰德

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纸质文献脱酸相关

设备研发。

2.3 核心发文机构

统计作者的发文机构，可以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

机构情况，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3]。表1列出了发表期

刊论文（专利）数量排名前10的机构，发文量160篇，占

总发文量的55.2%。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南京博物院、

华南理工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其中，南京博物院设有

文物保护研究所，是我国最早开展纸质脱酸研究的机

构之一，在纸张气相脱酸、旧纸张保护技术、纸张防虫

防霉、图书整本加固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已初步形成

了纸质文物保护体系[8]，该机构与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

工业大学有合作关系；华南理工大学设有制浆造纸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充分发挥制浆造纸学科的优势，在纸

质文献酸化老化脱酸增强、古籍与近代文献修复材料

研制、当代重要文献材料的研究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的研

究，通过方法创新、化学品与智能装备的研制，在整本

书批量化脱酸加固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陕西师范大

学设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发明了

纯棉丝网常温加固与脱酸方法及壳聚糖保护剂等[9]。上

述三个机构在纸质文献脱酸方面研究实力强，为该领

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立有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和文化部古籍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硬件

设施强，主要负责全国古籍保护的组织、培训工作，推

动全国古籍保护研究工作，在纸质脱酸研究领域具有一

定权威性。复旦大学自建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以来，

打造了一支学科高度交叉的科研队伍，有望在该领域取

得突破性研究成果[10]。

2.4 文献来源

对290篇文献类别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资源类别

最多的是期刊和专利，分别占47.9%和39.0%。发文最多

的期刊是中国造纸（15篇），其次是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6篇）和档案学研究（4篇）；发明专利最多的单位是华

南理工大学（15篇）；对硕博论文进行分析，发文最多的

是陕西师范大学（8篇），其次是广东工业大学（5篇）、

表1  纸质文献脱酸研究核心发文机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文量

34

25

24

19

14

10

10

10

8

6

机构名称

南京博物院

华南理工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中国国家图书馆

复旦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

郑州大学

百分比/

%

11.7

8.6

8.3

6.5

4.8

3.4

3.4

3.4

2.8

2.1

图2  近10年国内纸质文献脱酸研究作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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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文献来源类别

113

39.0

专利资源类别

发文数量

占比/%

20

6.9

硕博

论文

4

1.4

报纸期刊

139

47.9

会议

1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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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2篇）和南京师范大学（2篇）。

3  结语

国内纸质文献脱酸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纸质文献酸化及脱酸机理、脱酸方法和维护策略等

方面的综述性研究；二是纸质文献脱酸方法、脱酸剂及

脱酸相关设备等方面的技术性研究。近十年关于纸质

文献脱酸研究发文数量呈波动的趋势增长，整体发文

量不高，且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发文机构，其中南京博

物院在该领域研究表现突出，华南理工大学、复旦大学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潜力较大。虽然纸质文献脱酸

研究系制浆造纸、图书馆学、化学等几个学科的交叉学

科，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缺乏机构间交叉学科的合作。

应加强制浆造纸类科研机构与具有科研实力的图书

馆、博物馆等馆藏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培养一批交叉

学科的科研团队，重点开展古籍和民国文献脱酸技术

和批量脱酸设备的研发，尽早攻克文献脱酸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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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横 SuRvey

本刊讯（Zume 消息) 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企业Zume宣布与特种

化学品生产商索理思合作，向全球

市场的食品制造商和CPG品牌公开

用于食品包装生产的PFAS（全氟烷

基和多氟烷基物质）替代品。

“公开我们的无PFA解决方

案，为世界各地的品牌商剔除消费

品包装和一次性产品中的塑料和有

害化学品开创了道路。”Zume首席

执行官兼董事长Alex Garden说道，

“各品牌商承诺取消使用PFAS，

新品发布正可以帮助他们兑现诺

言。”

索 理 思 首 席 执 行 官 J o h n 

Panichella说道：“我们的目标是鼓

励全球制造商尽快开始使用这项技

术。凭借与Zume的这项联合方案，

全球品牌商就能以更快速度履行不

再使用PFAS的承诺。”

由Zume和索理思共同撰写的

新科学报告《终结永久性化学品：

无PFAS包装开源指南》详细介绍了

两家公司科学家在打造和测试这项

新工艺时的发现，并得出结论，采用

新解决方案的产品将在90天内可完

全堆肥。

合作团队确定了五个关键参

数——热成型、游离度、化学管理、

电荷管理以及部分成型，以做到使

用不含PFAS的化学品实现耐油和

耐油脂性，实现在60℃的油中防油。

通过遵循这些工艺参数和控制策

略，全球制造商就能提供无健康风

险的全功能终端消费品。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公布，已知为永久性化学品

的PFAS，被用作快餐和外卖盒的

纸张和纸板包装涂层，对健康存在

潜在危害，包括影响生育能力、削

弱免疫系统反应、患上某些癌症的

风险增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规定，要求在2024年1月之后

不得使用此类物质生产食品接触的

包装。

Zume与索理思合作向全球食品和CPG品牌提供无PFAS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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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分级方法和分级式布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411241 A

发明人：刘建安　王欢欢　樊慧明　齐亚楠　牟

洪燕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

场对于纸张的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例如

生活用纸，既要有良好的强度，又要求非常好的柔

软性；包装纸要求，一面光滑，适于印刷，一面要

粗糙，适于与其他材料紧密黏贴。另外为了降低成

本，纸板的面层和底层要用长纤维，而芯层要采用

质量比较差的短纤维。

为了满足纸张的这种要求，目前的长网纸机是

通过采用多层流浆箱或多个流浆箱、多套布浆系

统和多套供浆系统来实现的，每套布浆和供浆系

统输送一种浆料进入流浆箱或多层流浆箱的一层

中。有些情况下，需要采用纤维分级筛先对浆料进

行分级，然后再将不同长度的纤维输送到对应的

供浆系统中。

上述方法虽然很好地解决了纸张的各层对纤

维的不同要求，既提高了产

品质量，又降低了产品成本。

但这种方法增加流程的复杂

性、增加了设备的投资成本和

维护成本，特别是对于低附

加值的纸种而言，增加纸张的

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提供一种纤维分级方法，

可有效简化纤维分级的工艺

流程，对浆料中的长纤维和

短纤维/细小纤维进行快速分

离，降低生产成本。

纤维分级方法是利用布浆装置的离心力作用

对浆料中的长纤维和短纤维/细小纤维进行分离，

然后利用布浆装置上不同的出浆管将具有长纤维

的浆料和具有短纤维/细小纤维的浆料分别送至

流浆箱中对应的布浆支管中，最后由流浆箱喷浆

上网形成对应的纸张层级。在分离过程中，含有长

纤维的浆料位于布浆装置内的外围处，含有短纤

维/细小纤维的浆料位于布浆装置内的中心处。

分级式布浆装置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进浆

管、外筒、内筒、长纤稳浆室、短纤稳浆室、长纤出

浆管和短纤出浆管。内筒设于外筒中部，且内筒底

部高于外筒底部，外筒下部设有进浆管，外筒上部

设有长纤稳浆室，长纤稳浆室侧壁分布有多个长纤

出浆管，内筒上部设有短纤稳浆室，短纤稳浆室侧

壁分布有多个短纤出浆管，短纤稳浆室顶部设有排

气管。

进浆管安装于外筒侧壁的切线方向上，且进

浆管向下倾斜，倾斜角度为80°～85°，即进浆管的

轴线与外筒中心线之间形成80°～85°的夹角。

外筒为中空的圆柱体，外筒的底部采用底板封

闭，外筒的顶部与长纤稳浆室相通；外筒的高度为

1000～1500mm，外筒的内径为600～1200mm。

一般情况下，外筒的内径取决于进浆管处进浆量

专利技术

图1  分级式布浆装置的结构

5—进浆管  6—外筒  7—内筒  8—长纤出浆管  11—长纤稳浆室  12—短纤出浆管  13—短
纤稳浆室  14—排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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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进浆量越大，外筒的内径就越大。

长纤稳浆室也为中空的圆柱体，长纤稳浆室

的高度为250～40 0mm，内径比外筒的内径大

200～400mm。

长纤稳浆室的侧壁上，沿圆周方向分布有多

根长纤出浆管，各长纤出浆管均为圆柱形管，在长

纤稳浆室外周的安装高度相同；各长纤出浆管为

一组直径相同的圆柱形管组。其中，长纤出浆管的

实际分布数量取决于出浆量和所配套流浆箱的幅

宽，一般要求大于8个，各长纤出浆管的直径一般

为30～60mm。

内筒也为中空的圆柱体，设于外筒的中部，与

外筒同轴设置，内筒的高度为800～1000mm，内

筒向上穿过长纤稳浆室后与短纤稳浆室相接，向

下伸入外筒中，伸入的深度为200～300mm。内筒

的内径取决于进浆量的大小和浆料的分配比例，

一般情况下，进浆量越大，内筒的内径就越大，浆

料中短纤维的比例越大，内筒的内径也越大。

短纤稳浆室为顶部呈圆弧状的中空圆柱体，短

纤稳浆室的顶部设有排气管，便于浆料中的气泡和

轻杂质聚集，短纤稳浆室的高度为250～400mm，

内径比内筒的内径大200～400mm。其中，排气

管为圆柱形管，管道上设有阀门，通过阀门的启/

闭可控制短纤稳浆室内浆料中气泡和轻杂质的排

出。

短纤稳浆室的侧壁上，沿

圆周方向分布有多根短纤出浆

管，各短纤出浆管均为圆柱形

管，在短纤稳浆室外周的安装

高度相同；各短纤出浆管的直

径相同，均为30～60mm。短

纤出浆管的实际安装数量取决

于出浆量和所配套流浆箱的幅

宽，短纤出浆管的数量与长纤

出浆管的数量相等，一般要求

大于8个。

应用时，如图2所示，布浆装置的出浆管通过

软管与流浆箱中对应的各层布浆支管相连，长纤出

浆管与流浆箱中的长纤布浆支管连接，短纤出浆管

与流浆箱中的短纤布浆支管连接。含有不同长度

纤维的浆料经过流浆箱中不同的布浆元件，上网

形成纸张的不同层级，在成形后的纸张中发挥不

同的作用。如，分级式布浆装置可与双层流浆箱或

两个流浆箱配套供浆，实现两层级的纸张成形的

目的。

分级式布浆装置和纤维分级方法的使用原

理：首先浆料从布浆装置的切线方向进入到布浆

装置的底部，然后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呈螺旋型向上

流动；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在浆料螺旋向上的过程

中，布浆装置的外筒中，长纤维等质量较重的浆料

向外筒壁区域移动，短纤维、细小纤维等质量轻的

浆料向外筒的中心区域移动，随着离心力的作用，

图3  分级式布浆装置的结构

5—进浆管  6—外筒  7—内筒  8—长纤出浆管  9—小直径的长纤出浆管  10—大直径的长纤
出浆管  11—长纤稳浆室  12—短纤出浆管  13—短纤稳浆室  14—排气管

图2  分级式布浆装置与流浆箱连接使用时的结构

1—分级式布浆装置  2—流浆箱  3—布浆支管  4—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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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不断横向移动，大部分长纤维靠近外筒壁区

域，大部分细小纤维和短纤维靠近中心区域，随后

包含长纤维的浆料进入到长纤稳浆室并经长纤出

浆管送出，进入到多层流浆箱或单层流浆箱对应

的长纤维布浆支管中。而包含短纤维、细小纤维的

浆料穿过布浆装置的内筒进入到短纤稳浆室并经

短纤出浆管送出，进入到多层流浆箱或单层流浆

箱对应的短纤布浆支管中。最后经流浆箱喷浆上

网形成所需纤维分布的纸张层级，从而达到纤维

分级并充分利用各种纤维优点的目的。

该种分级式布浆装置还可作如下调整：（1）如

图3a、图3b所示，短纤出浆管为10根，长纤出浆管

为20根，长纤出浆管的数量是短纤出浆管的两倍。

因此，分级布浆装置可应用于三层流浆箱或给三

个流浆箱供浆，长纤出浆管与流浆箱的面层和底层

或面层流浆箱和底层流浆箱的布浆支管相连，而

短纤出浆管则与流浆箱的芯层或芯层流浆箱的布

浆支管相连。（2）如图3c所示，长纤出浆管分为两

组，各组长纤出浆管的直径不相等，直径小的长纤

出浆管和直径大的长纤出浆管各占一半，分别为10

根，且沿长纤稳浆室的圆周交错排列，长纤出浆管

直径的大小会影响出浆量，从而影响对应浆层的

定量，于是，可以据此调节纸张中面层和底层的定

量，满足不同的纸张质量要求。

有益效果：

（1）本纤维分级方法和分级式布浆装置可有

效简化制浆造纸生产中纤维分级的工艺流程，对

浆料中的长纤维和短纤维/细小纤维进行快速分

离，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其装置结构简单，且可

灵活应用于多层或多个流浆箱生产中各层具有不

同定量的纸张生产，其灵活性强，应用范围较广。

（2）将本纤维分级方法和分级式布浆装置应

用于制浆造纸生产中，可充分利用不同长度纤维

的优点，在同等质量要求前提下采用相对较差的

浆料，节省了原料成本。

（3）本分级式布浆装置同时具有纤维分级和

布浆的功能，可有效简化生产设备的结构，节省设

备成本和投资成本，简化生产流程。

造纸用耐磨胶辊

申请公布号：CN 112411248 A

发明人：徐国进　吴壮

申请人：安徽一诺青春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在造纸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胶辊对纸张进行运

输，而胶辊通过表面的磨砂纹对纸张的表面进行

摩擦，进而使纸张发生移动，当纸张在胶辊的表面

长期进行摩擦后，会导致胶辊表面的磨纹被纸张

磨平，当胶辊表面被抹平后会导致胶辊无法有效

地带动纸张移动，进而使得胶辊经常需要进行更

换造成浪费。

提供一种造纸用耐磨胶辊。

如图1～图3所示，该种造纸用耐磨胶辊的转筒

内部设置有驱动机构，转筒的一侧内壁上设置有

回弹机构，转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引导机构，引导机

构的内部卡接有摩擦机构，驱动机构的内部设置

有挤压机构。驱动机构包括第一套筒、卡槽、卡块、

驱动轴、挡块、第二套筒、挡板、卡环。第一套筒固

定套接在转筒的一端侧壁中心处，第一套筒位于

转筒内部的一端表面上对称开设有两个卡槽，两

个卡槽的内部均卡接有卡块，两个卡块固定连接

在驱动轴的表面上，驱动轴的一端插接在第一套

筒内部，驱动轴的表面上固定连接有挡块，驱动轴

的另一端插接在第二套筒内部，挡块与第二套筒

卡接，第二套筒的表面上固定套接有挡板，挡板的

一侧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卡环，卡环卡接在转筒内

部，将驱动轴插入第一套筒内部，使得卡块与卡槽

卡接，驱动轴与第一套筒固定。然后将第二套筒套

接在驱动轴的另一端，使得第二套筒与挡块接触，

将卡环卡接在转筒的内壁上，使得驱动轴固定在

转筒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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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机构包括弹簧槽、弹力弹簧、卡接块、移

动板、圆筒、固定杆。两个弹簧槽对称开设在转筒

的一侧内壁上，两个弹簧槽的内部均卡接有弹力

弹簧，两个弹力弹簧的一端均卡接有卡接块，两个

卡接块分别固定连接在两个移动板的表面上，两

个移动板分别滑动连接在两个弹簧槽内部，两个

移动板的表面上均固定套接有圆筒，两个圆筒的内

部均活动套接有固定杆。固定杆的一端固定连接

在转筒的内壁上，通过弹力弹簧推动移动板移动，

移动板移动时带动圆筒在固定杆的表面滑动，进

而使移动板稳定移动。移动板插入压板表面的插

槽内部，使移动板与压板固定，移动板通过插槽带

动压板稳定地移动，通过压板带动移动板与推块

紧密地接触，进而防止压板在转筒内部晃动，进而

防止压板带动橡胶辊晃动。

引导机构包括条板、凹槽、梯形孔、通孔。两个

条板对称固定连接在转筒的内壁上，两个条板的

另一侧均开设有凹槽，两个凹槽的内部均开设有多

个梯形孔，多个梯形孔与多个通孔相对应，多个通

孔分别开设在转筒的两端内壁上，将压板插入转

筒内部，使得橡胶辊沿着凹槽移动。通过凹槽的引

导使得橡胶辊与梯形孔对应；通过梯形孔引导橡

胶辊与通孔对应。

摩擦机构包括橡胶辊、压板、插槽。多个橡胶

辊分别卡接在两个凹槽内部，多个橡胶辊的另一

端均固定连接有压板，两个压板靠近转筒内部的

图1  造纸用耐磨胶辊的结构

1—转筒  2—驱动机构  3—第一套筒  4—卡槽  5—卡块  6—驱动轴  7—挡块  8—第二套筒  9—挡板  10—卡环  11—回弹机构  12—
弹簧槽  13—弹力弹簧  14—卡接块  15—移动板  16—圆筒  17—固定杆  18—引导机构  19—条板  20—凹槽  21—梯形孔  22—通孔  
23—摩擦机构  24—橡胶辊  25—压板  26—插槽  27—挤压机构  28—圆槽  29—方孔  30—推块  31—斜面  32—锥面  33—螺纹杆  

34—螺纹环  35—固定片  36—转轴  37—转杆  38—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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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均开设有插槽，两个推块推动两个压板移动，

压板带动橡胶辊向梯形孔内部移动，使得橡胶辊

从通孔处伸出圆筒，伸出的橡胶辊对转筒表面的

纸张进行摩擦，进而带动纸张移动。当伸出的橡胶

辊被磨平后，转动螺纹杆推动橡胶辊再次伸出一

部分，进而无需经常对胶辊进行更换，防止造成浪

费。

挤压机构包括圆槽、方孔、推块、斜面、锥面、

螺纹杆、螺纹环、固定片、转轴、转杆、夹块。圆槽

开设在驱动轴的一端，圆槽的内壁上对称开设有

两个方孔，两个方孔的内部均卡接有推块，两个推

块位于圆槽内部的一端表面上均开设有斜面，两

个斜面与锥面相对应，锥面开设在螺纹杆的一端，

螺纹杆插接在圆槽内部。圆槽的另一端螺纹连接

在螺纹环内部，螺纹杆位于圆槽外部的一端固定

连接有固定片，固定片的表面上固定连接有转轴，

转轴的表面上转动连接有转杆，螺纹环的表面上

固定连接有夹块，将螺纹杆螺纹连接在螺纹环内

部。转动转杆，转杆带动固定片转动，固定片带动

螺纹杆转动，螺纹杆转动时表面的螺纹挤压螺纹

环内壁上的螺纹，进而使得螺纹杆向圆槽内部旋

转移动。通过螺纹杆上的锥面对推块表面的斜面

进行挤压，进而使得两个推块向两侧移动。

两个移动板插接在两个插槽内部，进而使移

动板与压板固定。多个橡胶辊与多个通孔相对应，

使橡胶辊从通孔处伸出。

在使用时，通过弹力弹簧推动移动板移动，移

动板移动时带动圆筒在固定杆的表面滑动，进而

使移动板稳定移动，然后将压板插入转筒内部，使

得橡胶辊沿着凹槽移动。通过凹槽的引导使得橡

胶辊与梯形孔对应，通过梯形孔引导橡胶辊与通

孔对应，进而使得移动板插入压板表面的插槽内

部，使移动板与压板固定，移动板通过插槽带动压

板稳定地移动。通过压板带动移动板与推块紧密

地接触，进而防止压板在转筒内部晃动，防止压板

带动橡胶辊晃动。然后将驱动轴插入第一套筒内

部，使得卡块与卡槽卡接，使得驱动轴与第一套筒

固定，将第二套筒套接在驱动轴的另一端，使得第

二套筒与挡块接触。然后将卡环卡接在转筒的内

壁上，使得驱动轴固定在转筒内部，将螺纹杆螺纹

连接在螺纹环内部，转动转杆，带动固定片转动，

固定片带动螺纹杆转动，螺纹杆转动使表面的螺

纹挤压螺纹环内壁上的螺纹，进而使得螺纹杆向

圆槽内部旋转移动。通过螺纹杆上的锥面对推块

表面的斜面进行挤压，进而使得两个推块向两侧移

动，两个推块推动两个压板移动，压板带动橡胶辊

向梯形孔内部移动，使得橡胶辊从通孔处伸出圆

筒，伸出的橡胶辊对转筒表面的纸张进行摩擦，进

而带动纸张移动。当伸出的橡胶辊被磨平后，转动

螺纹杆推动橡胶辊再次伸出一部分，进而无需经

图2  造纸用耐磨胶辊的挤压机构侧视图

34—螺纹环  35—固定片  36—转轴  37—转杆  38—夹块

图3  造纸用耐磨胶辊的条板结构

19—条板  20—凹槽  21—梯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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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胶辊进行更换，防止造成浪费。

浮选脱墨机用进浆无堵塞射流分配
器

申请公布号：CN 112359626 A

发明人：刘建坡　刘建涛

申请人：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现有射流分配器结构落后，通过射流分配器

带入的空气与浆料混合不充分，进而无法实现浮选

脱墨机对在分配器内被带入的空气被分散成最佳

直径的浮选气泡与浆料充分混合的要求。

提供一种浮选脱墨机用进浆无堵塞射流分配

器。

如图1至图4所示，该种浮选脱墨机用进浆无堵

塞射流分配器包括进浆锥管、分配管和出浆锥管

依次连接形成的三体式结构。分配管内呈阵列布

置有若干射流器，每个射流器均沿轴向延伸布置；

分配管的两端分别设置端板，端板上与射流器的

两端口对应处分别设有通孔，射流器的两端口分别

与对应的通孔密封连接。分配管的侧部分别连接

空气进管和冲洗水进管。

将老式进浆射流分配器圆管一体直通式结构

改成锥管三体式结构，扩大了中间分配器的体积，

射流器安装扩容至16通道，促使更多的空气与浆

液混合。

射流器由引流器和射流管组成，引流器与射流

管的进口同轴连接。

引流器在进浆一端设有锥形导流孔，锥形导

流孔的大直径端面向进浆锥管一侧；引流器中间

设有与锥形导流孔小直径端连接的梅花形通孔。

引流器入口由一块圆柱形聚四氟乙烯制成，将

引流器入口进浆端制造成圆锥面结构，进浆圆孔

改成梅花形结构。圆锥面结构对浆液起到了导流

作用，梅花形结构的孔则扩大了浆流的表面积，促

使在分配器内被带入的空气与浆料充分混合。

射流管沿轴向由进浆向出浆方向依次分为空

气室段、导流圆锥孔段、圆柱孔段和分散圆锥孔

段。其中，空气室段与导流圆锥孔段的大直径端连

接，空气室段的直径大于导流圆锥孔段的大直径

端直径。导流圆锥孔段的小直径端与圆柱孔段等

直径对接，圆柱孔段的另一端与分散圆锥孔段的

小直径端等直径对接，分散圆锥孔段的大直径端

面向出浆锥管。导流圆锥孔段的轴向长度小于分散

圆锥孔段的轴向长度。空气室段的侧部还设有空

气入口。

引流器的梅花形通孔与射流管的空气室段连

图1  进浆无堵塞射流分配器的结构

1—进浆锥管  2—分配管  3—出浆锥管  4—空气进管  5—冲洗水进管  6—引流器  9—射流管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6
第42卷第18期 2021年9月



通。

射流管由一根长圆柱尼龙棒加工而成，将老

式进浆射流分配器用射流管圆孔前端改成导流短

圆锥面结构，后端改成长分散圆锥面结构，扩大了

空气混合浆流的体积，促使混合浆流中的空气被

分散成最佳直径的浮选气泡进一步与浆料进行充

分混合。

引流器整体呈阶梯轴状结构，其包括大直径

段和小直径段，锥形导流孔位于大直径段，梅花形

通孔位于小直径段。

引流器与射流管装配时，引流器的小直径段插

设到射流管的空气室段，引流器的小直径段的插入

深度要保证空气入口露出。引流器的大直径段与射

流管的对应端部抵接配合。

进浆锥管由锥台段和圆筒段组成，其中锥台段

的小直径端作为进浆口，锥台段的大直接段与圆筒

段对接，圆筒段的另一端与分配管的一端对接。

出浆锥管由锥台段和圆筒段组成，其中锥台

段的小直径端作为出浆口，锥台段的大直接段与圆

筒段对接，圆筒段的另一端与分配管的另一端对

接。

工作时，浆液通过引流器入口、射流管将在分

配器内混合浆液中的空气分散成最佳直径的浮选

气泡，与浆料进行充分混合，最后以切线流的形式

进入浮选脱墨机。

射流分配器可将空气带入浆中，并能将空气分

散成最佳直径的浮选气泡与纸浆混合，只须简单

调整即可达到最佳状态，可随时开车或停车，而不

影响出浆质量，实现了浮选脱墨机对在分配器内

被带入的空气被分散成最佳直径的浮选气泡与浆

料充分混合的要求。同时，可调节空气与浆料的比

例，因此能对较宽尺寸范围内的油墨颗粒和轻质

物取得既优越又稳定的去除效能。

有益效果：

（1）将老式进浆射流分配器圆管一体直通式

结构改成锥管三体式结构，扩大了中间分配器的体

积，安装射流器的通道扩容到更多，促使更多的空

气与浆液混合，实现了浮选脱墨机对在分配器内被

带入的空气被分散成最佳直径的浮选气泡与浆料

充分混合的要求。

（2）将射流管圆孔前端改成导流短圆锥面结

构，后端改成长分散圆锥面结构，扩大了空气混

合浆流的体积，促使混合浆流中的空气被分散成

最佳直径的浮选气泡，进一步与浆料进行充分混

合。

（3）将老式进浆射流分配器用引流器入口进

浆端的平面结构，改成圆锥面结构；将老式进浆射

流分配器用引流器入口进浆圆孔改成梅花形结构，

扩大了浆流的表面积，促使在分配器内被带入的空

气与浆料充分混合。

图2  射流器的结构

6—引流器  9—射流管

图3  射流管的结构

10—空气室段  11—导流圆锥孔段  12—圆柱孔段  13—分散圆锥
孔段  14—空气入口

图4  引流器的结构

6—引流器  7—锥形导流孔  8—梅花形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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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浆机的喷洒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342813 A

发明人：殷智翔

申请人：殷智翔

在向碎浆机添加废纸时，为了方便碎浆机的解

离工作，需要利用化学药品和水对废纸洗喷洒，一

般情况是直接用水管喷洒传输过程的废纸或者直

接向碎浆机内喷洒。这一过程往往只能让试剂和

水接触到废纸的顶部一面或者未遮挡的一面，化

学试剂和水没有均匀良好地与废纸接触，让接下

来碎浆机的工作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解离的效率

和效果不是很好。

提供一种碎浆机喷洒装置，具备均匀喷洒充

分接触的优点，解决了废纸解离不均匀的问题。

如图1所示，该种碎浆机的喷洒装置包括主动

轴和从动轴。主动轴的外侧活动安装有第一轴承，

主动轴连接电机，主动轴的上端固定安装有主动

轮，主动轮的外侧活动安装有皮带，从动轴的中心

活动安装有水管，从动轴的顶端活动安装有第二

轴承，从动轴的外侧固定安装有从动轮，从动轮的

外侧活动安装有皮带，皮带套接在主动轮和从动

轮的外侧分别与主动轮和从动轮活动连接，从动

轴的外侧活动安装有螺纹块。从动轴包括上轴和

下轴，上轴的下部直径大于下轴的上部直径，从动

轮固定安装在上轴的外侧，上轴的内部有方形的

内槽，下轴的上部为凸起的“T”型方块，“T”型方

块与上轴的内槽相配，下轴的“T”型方块可以在

上轴的内槽中上下滑动。上轴的中心活动安装有水

管，水管内装有化学液，水管的外侧活动安装有下

轴，下轴的中间部位固定安装有螺杆，螺杆的外侧

有螺纹外齿，螺纹块的内部呈中空状，螺纹块的内

部有螺纹内齿，内径与螺杆的外径适配，螺杆的外

齿与螺纹块的外齿相互啮合。从动轴的底部固定

安装有喷头，水管贯穿从动轴至喷头位置，喷头的

侧面均匀间隔分布有水孔，可以进行化学液的喷

洒，喷头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切盘，切盘的侧面为刀

锋口，切盘的刀口可以把废纸切碎，切盘的下方固

定安装有碎浆机。

工作原理：将废纸放置在碎浆机内，启动电机

正转，让主动轴进行正转，在主动轴上的主动轮也

进行正转，通过皮带传动，带动从动轮进行正转，

也就是从动轴进行正转。因从动轮固定安装在上

轴的外侧，上轴也被带动正转，上轴的内部有方形

的内槽，下轴的上部为凸起的“T”型方块，“T”型

方块与上轴的内槽相配，从而上轴也带动下轴正

转，螺杆固定安装在下轴上，则从动轴上的螺杆也

进行正转。螺杆的外侧存在有螺纹外齿，螺纹块的

内部呈中空状，螺纹块的内部存在有螺纹内齿，内

径与螺杆的外径适配，螺杆的外齿与螺纹块的外

齿相互啮合，又因下轴的“T”型方块可以在上轴

的内槽中上下滑动，因此使得从动轴的下轴正转时

向下移动。同时开启水管，化学液通过水管到达喷

头进行喷洒，此时喷头和切盘旋转向下移动，边切

割废纸边充分喷洒。图1  喷洒装置正视结构

1—主动轴  2—从动轴  3—上轴  4—下轴  5—螺杆  6—第一轴承  
7—主动轮  8—皮带  9—水管  10—第二轴承  11—从动轮  12—

螺纹块  13—喷头  14—切盘  15—碎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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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和切盘向下到一定位置，启动电机再反

转，让主动轴进行反转，在主动轴上的主动轮也进

行反转。通过皮带传动，带动从动轮进行反转，也

就是从动轴进行反转，从动轴上的螺杆也将进行

反转，这时螺杆啮合将使得从动轴的下轴向上移

动。这过程中喷头和切盘旋转位移至上方，同样边

切割边喷洒，让废纸与化学液得到充分的接触。

有益效果：

（1）通过主动轴带动从动轴正转和反转，从

动轴上的螺杆与螺纹块啮合，使得螺杆正转和反

转带动从动轴上下位移，配合从动轴中心安装有的

水管，让从动轴下面的喷头进行旋转的同时上下移

动进行喷洒工作，从而达到了对碎浆机内的废纸

均匀喷洒的效果。

（2）通过从动轴旋转带动喷头和切盘进行旋

转，配合螺杆的差动位移，切盘可对碎浆机内的废

纸先充分地切割，喷头的化学液既能作用于废纸

反应，也能在切割时冷却切盘，切盘将废纸分割，

从而达到了便于碎浆机后续粉碎和解离的效果。

（3）通过在喷头下方安装切盘，在切盘旋转

切割废纸的同时，使得废纸变小块，容易被喷头的

化学液喷湿，从而达到了化学液与废纸的充分接

触。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宣纸生产用压榨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204080538U

发明人：胡文军  罗鸣  刘健  张九玲

申请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宣纸生产中，压榨是对捞纸后的湿纸页进行

压滤，对湿纸页进行初步脱水。湿纸页的压榨一

般在一压榨支撑台上进行，将湿纸页累叠至一定高

度，然后在湿纸页的上部设置压滤组件，压滤组件

的两端设置调节压滤组件与支撑台台面之间间距

的调节组件，通过调节组件调节两者之间的间距

实现压滤组件对湿纸页的施压，从而对湿纸页进

行快速地压滤。传统压榨装置中调节组件由丝杆

螺母调节机构构成，构成丝杆螺母调节机构的滑块

（螺母）与压滤组件连接，通过转动滑块实现对湿

纸页的压榨。该装置在生产操作过程中需要反复

地转动螺母，调节缓慢费时；且在实际生产中，由

于捞纸后的湿纸页是直接摊放码叠在支撑台上，

因此在上一次压榨之后，就需要将压滤组件和调

节组件卸下以进行捞纸，使得湿纸页方便快速地

码叠至支撑台上，而再次压榨时又将压滤组件和

图2  去除支撑组件和压滤组件后的结构

4—调节机构

图1  宣纸压榨装置的结构

1—支撑台  2—支撑条  3—支撑竹帘  4—调节机构  5—气缸  
14—压滤组件  15—纵压梁  16—压滤条  17—压滤竹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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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组件重新安装至支撑台上，整个操作极其费

时费力，造成整个宣纸生产速率缓慢。

提供一种宣纸生产用压榨装置，其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可对湿纸页进行快速地压榨。

如图1～图4所示，该种宣纸生产用压榨装置包

括用于放置待压滤湿纸页的支撑台，湿纸页上部

设置有对其进行压滤的压滤组件，压滤组件的两

侧设置有调节压滤组件与支撑台之间间距的调节

机构，调节机构包括与支撑台相固连的气缸，气缸

的活塞杆沿铅垂方向布置，活塞杆的上端设置有

用于与压滤组件相连接的连接组件，连接组件与

活塞杆之间为可拆卸式连接。改用连接组件和气

缸构成的调节机构调节压滤组件对湿纸页进行压

榨脱水，气缸调节更为快速和方便，省时省力。另

外，连接组件和气缸为可拆式连接，在压榨后，只

需要将连接组件取下即可，避免压榨与捞纸工序

之间转换时调节机构繁杂地插卸和安装操作。

活塞杆的上部设置有连接套，连接套上设置有

收口状的连接孔，连接孔的孔深方向与活塞杆的

身长方向一致，连接孔的一侧孔壁设置空缺状插

口，连接组件包括连接杆，连接杆的长度方向与活

塞杆的长度方向一致，连接杆的底部设置有连接

块，连接块通过插口插设在连接孔内且与连接套

沿水平方向构成可拆卸式滑动插接配合。这里的

插口就是连接块插入连接孔内的入口，插口沿水平

方向开设，从而使得连接块和连接套沿水平方向

构成可拆卸式的滑动插接配合。在操作时，能够快

速地将连接组件拆下和装配，提高宣纸的生产速

率。为保证每次安装时连接组件的准确定位，将连

接杆的底端凸出于连接块设置，连接孔的孔底设

置有定位孔，连接块卡设在连接孔内时连接杆与

定位孔相对应布置。连接杆端部突出于连接块的

尺寸很小，通过连接杆是否落入定位孔中用以判断

连接组件是否安装到位，确保连接组件快速安装

的可靠性。为保证连接块能够快速地插入连接孔

内，可在孔壁开设插口一侧的连接孔的孔底向外围

延伸设置有一导向板。

连接块为一“凸”字形的板块构成，连接孔的

形状与连接块的形状相一致。支撑台上设置有用于

支撑湿纸页的支撑组件，支撑组件包括间隔状排列

布置的支撑条，支撑条的长度方向与湿纸页的长度

方向一致，支撑条为方形木条构成，支撑条的上部

铺有支撑竹帘。压滤组件包括湿纸页上铺设的压

滤竹帘，压滤竹帘的上部设置有间隔排列布置的压

滤条，压滤条的上部设置有两根纵压梁，纵压梁的

两端部分别延伸至湿纸页的外围。调节机构还包括

两纵压梁端部分别设置的横压梁，横压梁的两端

部分别搭设在两纵压梁的上部，压滤条和横压梁

的长度方向均与湿纸页的宽度方向一致，纵压梁的

长度方向与湿纸页的长度方向一致，横压梁空套在

连接杆上，连接杆上还设置有对横压梁进行限定的

限定件。连接杆为一螺杆构成，限定件为一螺母构

成，横压梁和纵压梁为钢质材料构成，压滤条为方

形木条构成。支撑组件的设置主要是保证湿纸页压

榨后的滤液能够快速地排出，压滤组件能够保证

图3  调节机构的结构

4—调节机构  5—气缸  6—连接杆  7—连接块  8—横压梁  9—
限定件  10—连接套  11—定位孔  12—导向板

图4  连接套的结构

10—连接套  11—定位孔  13—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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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纸页所受压力的均匀性，保证湿纸页压榨的一致

性，实现对湿纸页的快速压滤。

总之，该种宣纸生产用压榨装置可实现对宣

纸湿纸页的快速压滤，且在压榨和捞纸工序转换

间，能够实现快速地插卸和安装压滤组件和连接

件，且整个操作方便快速，提高了宣纸生产的效

率。

漂浆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207484163 U

发明人：陈宇平  童海行  叶明扬  刘蒙  周玉

兵  洪朝辉

申请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过滤效果稳定的漂浆系统。

如图1、图2所示，漂浆系统包括开口向上的浆

槽，浆槽的槽口处设置有过滤单元，过滤单元上设

有滤网，滤网围合形成凹腔，凹腔的部分腔体浸入

浆液内，且位于凹腔浸没腔体内的滤出液经排液

管道从浆槽排出。无需停止漂浆作业，在浆槽的槽

口处即可方便地更换滤网；驱动过滤单元摆动、转

动或振动即可抖落黏附在滤网外表面的纤维，从

而保证其稳定的过滤效果；滤网围合形成凹腔并

在凹腔内布置排液管道，在不影响浆液流动的前

提下，能保证滤出液的稳定排出。

排液管道包括在滤网的围合区域内上下方向

布置的进液管和在浆槽旁侧上下方向布置的出液

管，进液管与出液管的上端连通，进液管的进水端

高于出液管的出水端。进液管的进水端与滤网间

隔布置。在使用时，应用虹吸原理，利用进水端与

出水端的高度差即可通过排液管道虹吸排出滤出

液，排液操作简单且无需外力驱动，成本低廉。

过滤单元整体呈柱状，包括由杆件构成的骨

架，滤网包覆骨架的外表面并与浆槽的槽底面间

隔布置，过滤单元的部分柱身浸入浆液内并绕回

转轴转动，这样在浆液流动时，过滤单元无需外力

驱动，在浆流的冲刷与推动下便可转动，从而避免

纤维黏附在滤网上。过滤单元的回转轴可以竖直

布置，也可以水平布置。

进液管与出液管的上端由空心管连通，空心

管贯穿过滤单元的柱身并与过滤单元构成转动配

合，空心管由支座水平状固定在浆槽槽口处的槽壁

上，空心管的长度方向垂直于浆槽的槽口方向。如

图2所示，空心管作为滤网的回转中心水平布置，过

滤单元随之整体呈横向布置在浆槽的槽口处。空

心管不仅实现了过滤单元的可靠安装，还导通了排

液管道的进、出液管，从而实现了滤出液的稳定排

放。

过滤单元整体呈圆柱状，空心管设于过滤单

元的轴心处。也就是说，空心管与圆柱状的过滤单

元的轴心重合，提升过滤单元与浆槽配合的稳定性

与可靠性。

浆槽包括两个平行布置的直槽，两直槽之间

图1  进浆无堵塞射流分配器的结构

1—浆槽  2—直槽  3—弯槽  5—排液槽  6—过滤单元  13—空心管  15—泵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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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弯槽连通，浆槽的槽长方向呈U形布置，两直槽

上分别设有一个过滤单元。这样在有限的布置空

间内能充分保证浆槽的槽长，便于过滤单元的布

置。

排液管道上设有泵液单元，浆槽内设有对其槽

腔内液位进行测量的液位传感器，液位传感器输出

信号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输出控制信号驱动泵

液单元的启闭。液位传感器设于浆槽槽深的三分之

二处，位于进液管进水端的上方，液位传感器为液

位开关。当浆槽内的水位上升至液位传感器处时，

液位传感器采集到信号并输出信号至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输出控制信号驱动泵液单元开启，泵液单

元自浆槽内向外排液；当浆槽内的水位下降至液位

传感器下方时，液位传感器未采集到信号，控制单

元驱动泵液单元关闭或处于待机状态。

初次工作时，浆槽内的水位上升至液位传感器

处后，泵液单元启动使得浆槽内的滤出液得以迅

速排出，随着滤出液的排出，浆槽内的水位逐渐下

降，待浆槽内水位下降至液位传感器下方后，泵液

单元停止工作，进液管、空心管与出液管将构成虹

吸管，在无外力驱动的情况下继续排出滤出液，有

效节约排液成本。在排液管道虹吸排液维持时，

若浆槽内的水位再次上升至液位传感器处，泵液单

元启动并排液，能避免浆槽内的浆液溢出槽外造

成浆液浪费，避免生产事故的发生。若浆槽内的水

位下降至进液管的进水端下方使得虹吸终止，滤

出液无法继续排出，将使得浆槽内的水位逐渐上

升，待水位再次上升至液位传感器处后，泵液单元

将再次启动辅助虹吸液流的建立。如此循环工作，

便能有效保证漂浆系统工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从而保证漂浆质量。

液位传感器也可以设于浆槽槽深的四分之三

处或其他槽深处，但液位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不

低于浆槽槽深的二分之一，以保证排液管道内虹吸

液流的有效建立。液位传感器也可以采用其他常

用的液位检测装置。

两个过滤单元的空心管相互导通并与同一出

液管相连通，泵液单元设于两空心管连通处的下

游。如图1所示，两个过滤单元分别布置在浆液流

动路径平行、流动方向相反的直槽段上，两过滤单

元既可以错位布置，也可以同轴布置。在两个过滤

单元同轴布置时，安装更加方便，能进一步降低生

产成本。

排液管道还包括泵液管，泵液管的上端与出

液管连通，且泵液管与出液管的连通处低于进液

管的进水端，泵液单元设于泵液管上。如图2所

示，这样泵液单元泵送排出的液体将从泵液管排

出，与虹吸液流从不同的管道排出，既能保证虹

吸液流的建立，又能增大排液管道的最大排液效

率。在排液管道的虹吸中断时，待泵液单元关闭

后，滤出液在动能的驱动下将从出液管排出，从而

建立其自进液管、空心管向出液管排出的虹吸液

流；在排液管道的虹吸液流维持时，泵液单元启动

则能自出液管与泵液管同时排出液体，有效提升

排液效率，避免浆槽内水位上升过

快导致的浆液溢出。浆槽的旁侧设

有排液槽，出液管和泵液管的出液端

位于排液槽内，这样经排液管道排出

的滤出液将沿排液槽导向流入污水

处理系统。排液槽的槽底低于浆槽

的槽底，以满足出液管的布置。

技术优点：结构合理，在提高生

产效率的同时能有效降低维护成本，

能避免纤维黏附滤网导致的生产效

率下降，且滤网更换便捷。图2  漂浆系统的断面示意

1—浆槽  4—液位传感器  5—排液槽  6—过滤单元  7—滤网  8—凹腔  9—骨架  10—排液
管道  11—进液管  12—出液管  13—空心管  14—支座  15—泵送单元  16—泵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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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福伊特为德国科勒纸业5号纸机第二
次升级改造提供技术支持

本刊讯（Voith 消息) 继福伊特为德国特种纸

供应商科勒纸业（Koehler Paper）5号纸机完成

第一次升级改造后，近日，科勒纸业决定继续选择

福伊特为该纸机的第二次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据悉，5号纸机的第一阶段改造主要安装了

福伊特SpeedSizer施胶机和非接触式qDryPro 

Compact高性能干燥系统。

在第二阶段改造中，项目重点是为5号纸机安

装福伊特NipcoFlex靴式压榨系统。

实 践 证 明，在 现 有 压 榨 部 安 装 福 伊 特

NipcoFlex靴式压榨后，压榨效果显著提高，在干

燥部可以节省大量蒸汽，有助于节约能源并减少

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了生产速度和产能。同

时，在新的压榨系统中，可以借助悬臂框架更换压

榨毛毯，提高了工作安全性和可操作性。

此次升级改造是福伊特为科勒纸业量身定制

的方案，在生产线有限的可用空间之内尽可能进

行技术优化，尤其是在纸机的驱动侧。

此外，作为改造的一部分，5号纸机从压榨

部到干燥部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了优化，显著提高

了生产效率。在压榨部，所有压榨辊均改为采用 

TerraSpeed Trend Supreme陶瓷涂层，保证了

压榨质量，且运行时间长、清洁度高。此外，该项目

还安装了Qual iFlex靴套和适用于所有压榨毛毯

的启动装置。

除了科勒纸业5号纸机之外，此前，福伊特

还为科勒纸业完成了8号纸机的技术升级，8号纸

机应用了福伊特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最高车速

1432 m/min，创造了MG纸机新的世界纪录。在

升级过程中，福伊特为其提供了XcelLine纸机和

离线涂布机，还包括BlueLine备浆系统、湿部流送

系统和VariPlus复卷机。该纸机的设计产能为每

年生产约100,000 t特种纸。离线涂布机可以实现

不同的涂布顺序和组合方式，可生产范围非常广泛

的纸种。

此 外，福 伊 特 为 8号 纸 机安 装了直径 为

7315 mm的MG烘缸，在安装时是全球同类产品中

最大的，还配置了MCB无接触式空气干燥器，涂

布纸的干燥过程非常柔和，同时还能保持高的热

效率。特殊设计的压光机确保达到了特种纸的最

终压光要求。

随着8号和5号纸机技术升级的完成，福伊特

和科勒纸业的研发合作日渐密切，携手致力于尖

端产品的开发。例如，福伊特在海德海姆市的造纸

技术中心的研发试验涂布机上进行了多项测试，深

入研究了新产品的技术要求，并将成果应用在新

的生产线上，借助福伊特的技术支持，科勒纸业也

开发了创新产品NexFlex®软包装纸系列。

德国科勒集团成立于1807年，核心业务领域

是开发和生产高品质特种纸，包括热敏纸、纸板、

杯垫、无碳复写纸、装饰纸等，自2019年以来，也

为包装行业提供了新型的特种纸。在德国，拥有 

2,000多名员工和五个生产基地，在美国拥有三个

生产基地。2020年收入为7.7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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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工业自动化企业Endress+Hauser为
芬林集团凯米生物制品厂提供自动化
技术支持

本刊讯（En d r e s s+H a u s e r  消息) 芬林集团

（Metsä  Group）位于芬兰的凯米生物制品厂

（Kemi bioproduct mill）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中，总投资16亿欧元，将成为芬兰森林工业有

史以来在芬兰境内兴建的最大投资项目，建设期

约为两年半，工厂将于2023年第3季度投产。

近日，芬林集团宣布凯米生物制品厂正式选定

了瑞典工业自动化供应商Endress+Hauser为其

提供过程自动化现场设备和技术支持。

“我们要求合作伙伴致力于我们的价值观

和高质量的运营，合作的其他先决条件包括尖端

技术解决方案和对我们生产活动需求的了解。综

合而言，Endres s+Hauser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我们很高兴在另一个大型项目中继续与其开展合

作。希望未来能成功将凯米生物制品厂建成一个

现代化、可靠的生物制品工厂，为我们未来几十年

服务。”凯米生物制品工厂项目总监Jari-Pekka 

Johansson说。

根据协议，Endress+Hauser将向新工厂的所

有工艺区域提供现场自动化设备，涵盖所有流量、

压力、压差和液位测量以及液体分析仪器仪表等，

该订单将是Endress+Hauser在芬兰收到的最大

现场设备订单。

 Endress+Hauser拥有创新的过程技术和现

场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及最新的物联网和数字现

场管理技术，可帮助工厂实现最佳功能。此外，远

程和现场支持的高质量项目管理将有助于确保自

动化仪器的实用性，优化已安装的设备并确保灵

活的过程调试和设备维护。

“为了优化生产可靠性和性能，过程中的每

个测量点都需要准确可靠地测量。我们强大的过

程测量技术和项目专业知识以及我们的现场设备

解决方案能够满足这些要求。”Endress+Hauser 

董事总经理Tuomo Saukkonen说。

新生物制品工厂的投资决定最早于2021年初

提出，计划生命周期为30至40年，因此对自动化设

备供应商的要求非常高。在凯米建设新的生物制

品工厂的出发点是帮助旗下的制浆和造纸厂等完

全实现无化石燃料的运营和电力自给自足。新的生

物制品厂每年将生产150万 t纸浆和许多其他生物

制品，凯米工厂将在环境保护、能源和材料的高效

利用等方面成为行业全球领先的标杆。

Endress+Hauser公司创建于1953年，总部位

于瑞士，是一家专业生产及销售工业自动化仪表的

跨国集团公司，其产品覆盖了物位、压力、流量、分

析、温度、系统及罐区、记录仪及通讯等工业测量

仪表，是世界范围内自动化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在

世界各地有40多个分支机构，有超过5,800名员工

在进行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维护工作。

Sappi与ISBC合作，开发射频识别技
术纸张

本刊讯（ISBC 消息) 随着科技的发展，射频识

别技术（RFID）逐渐成熟，已经不再是一种新奇

的科技，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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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将RFID技术应用于造纸中，便形成了RFID

纸，目前RFID纸可以用于护照用纸、身份证、旅行

卡、图书馆书籍等领域。

针对这一行业趋势，俄罗斯RFID技术公司

ISBC集团与造纸企业Sappi合作，开发并推出了一

种创新产品，即ISBC® RFID纸，基材采用Sappi

开发的瑞士亚纤维纸，这种纸具有白色的表面、出

色的打印效果、防水性强、表面质量高、手感好，

将RFID芯片内置嵌入纸张中，不会对纸张表面产

生任何影响，纸张仍然保持平整光滑。

随着需求和潜在应用的不断增长，IS BC ® 
RFID纸可塑性极强，采用RFID芯片，与普通纸一

样易于打印，可以使用各种印刷技术和机器进行印

刷，降低了成本，使其成为印刷公司具有成本效益

的解决方案。

此外，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RFID纸

比传统的塑料标签具有显著优势。ISBC集团创

始人Ivan Demidov说：“我们的专利技术在市

场上是独一无二的，为最终用户提供了一种不含 

PVC、更具可持续性的标签用纸，纸质RFID标签

可减少生产期间和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各种浪费，印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刷过程消耗更少的能源和资源。”

为了开发这一产品，ISBC集团花了三年多的时

间，投入超过220万美元的成本来研发这项技术。

尽管RFID纸看起来和标准纸一样普通，但它的生

产方法非常复杂，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公司全体技术

人员自主研发的心血。

ISBC集团是一家国际公司，拥有新加坡创新

中心，公司最早在莫斯科泽列诺格勒的RFID工厂

开发出了这种RFID纸。未来两年内，ISBC准备在

欧洲和美国开设更多工厂，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安德里茨将为克罗地亚Astrabel公司
提供卫生纸生产线

本刊讯（Andritz 消息) 安德里茨9月初宣布，公

司刚刚获得了来自Astrabel d.o.o.的订单，为其

位于克罗地亚Belišće的工厂提供可产出高质量成

品的高效益卫生纸生产线，开机时间预计为2023

年。

此次一站式方案包括备浆系统，带有热风系

统和复卷机的卫生纸机，完整的电器和自动化系

统以及泵。 

为达到高效节能的浆包碎解效果，备浆系统

将会配备FibreSolve FSV碎浆机、高浓除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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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机、TwinFlo双盘磨以及流送系统中的网前

筛等设备。

此次订单的卫生纸机型号为Pr ime L i ne 

COMPACT S 1300，设计车速达1,300 m/min，

幅宽达2.85 m。同时，此卫生纸机还配备一台直径

15英尺的PrimeDry钢制扬克缸及一台PrimeDry 

COMBO型气罩（湿端吹风、干端抽风的混合型气

罩），以达到能源的高效利用。

安德里茨数字化平台Metris UX，内嵌有安

德里茨分布式控制系统Metris X，实现大量远程

协助以及流程和生产优化，帮助工厂达到最优的

性能表现。

Astrabel d.o.o.是卫生纸生产行业一家新

进公司，位于克罗地亚Belišće市。此次卫生纸机

所产的纸巾将会首先供应克罗地亚国内市场，满

足其不断增长的卫生纸、餐巾纸和厨房用纸的需

求。 

Runtech与Nash合作升级纸机脱水技
术和真空系统，提高在欧洲的影响力

本刊讯（Ingerso l l Rand 消息) 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制浆造纸行业的客户，工业技术集团英格索兰

（Ingersoll Rand）旗下的两家技术公司Runtech 

Systems和Nash携手合作，通过优化纸机脱水和

真空系统组合提高在欧洲地区的销售额。

根据Runtech Systems多年在风机和真空压

缩领域的经验，升级之后的特色产品RunEco EP 

涡轮鼓风机是第一款可变速和可变容量的鼓风机

特色产品。

Ru n E c o真空系统由EP变速透平风机、

EcoDrop汽水分离器和Ecoflow脱水测量系统组

成。RunEco真空系统可节省30%～70%的能源和 

100%的水。RunEco概念中还包含高效的尾气热

回收系统，从而提高整体热回收输出和能源效率。

RunEco改造的正常投资回收期为1～3年。EP变

速透平风机是首款变速和可变风量的透平风机，

能为纸、纸板和生活用纸纸机提供一种完全无水

的真空解决方案，有巨大的热回收潜力，已售出 

800多台。 

Nash主要专注于液环真空泵、压缩机技术的

研发，拥有100多年的经验，经过升级改造推出的

REVOLUTION MX磁悬浮单级高速风机采用先

进的磁悬浮驱动技术，无机械摩擦，无需润滑，基

本实现了整机免维护，也保证了输送气体以及周边

环境的洁净，此外，采用三重保护的设计，即使发

生紧急停电事故，依然保障风机的运转安全。

通过Runtech与Nash的合作研发，未来，二

者也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升级提高专业领域的

影响力。

王子制纸纸浆模塑产品PaPiPress初
次用于ALBION化妆品包装容器

本刊讯（Oj i 消息) 8月初，王子制纸宣布其

日本总部开发的纸浆模塑产品“PaPiPre s s”被

ALBION株式会社采用，用于包装化妆品的替换

装，将于8月16日在日本开售。

“PaPiPress”全部用纸浆作为原料，是可以

回归自然的环境友好型材料。采用高湿热压成型

技术，使自由顺滑的立体成型成为可能，可以生产

出造型独特的定制包装。

本款包装产品既考虑了要符合ALBION高级

化妆品定位的包装设计和让消费者满意的品质追

求，也要确保替换装包装所应具备的功能，于是采

用了环保、创新的“PaPiPress”作为材料，将塑料

材料全部换成了纸浆材料。

塑料垃圾导致的海洋污染眼下成为了全球

性的课题，人们对塑料替代材料的期待越来

越高涨，对此，王子制纸也将继续积极开发如

“PaPiPres s”“SILBIOBARRIER”等使用纸

张、纸浆生产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76
第42卷第18期 2021年9月



中插1



中插2



单广1



单广2



单广3



单广4



单广5



单广6



单广7



单广8



彩广13



彩广14



彩广15










	18期封1.pdf
	18期封2.pdf
	202118期目录.pdf
	18期前插.pdf
	202118内文.pdf
	18期中插.pdf
	18期单广.pdf
	18期后插4P.pdf
	18期拉1.pdf
	18期封3.pdf
	18期封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