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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纸质微流控芯片的应用进展。对目前微流控

技术的文献报道进行分析，总结出主要的研究热点和方向。

对微流控纸质芯片的制造进行了系统总结，主要的纸质芯片

集中在2D和3D纸质芯片的制造上。由于3D纸质芯片能够实现

高通量、多样品以及多检测等优点，目前备受学界的关注。与

此同时，打印与刻蚀技术将可能是未来微流控纸质芯片的主

流制造手段。在众多的应用中，生理生化的应用将成为主流，

通过LAMP反应与DNA或RNA检测相耦合，微流控纸质芯片将

有极其宽广的应用前景。通过文献比照我们发现，目前学者

普遍只使用Whatman公司（英国）制造出的特种纸（色谱纸、滤

纸）等进行纸质芯片的开发。这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国内造纸

企业主要生产产品在生理医学类高端检测市场的竞争力非常

薄弱。这对于国内的研究学者而言也存在非常大的潜在风险。

因为特种纸类是微流控纸质芯片的核心部件，如果没有高质

量和稳定的理化性能的优质纸张（色谱纸、硝酸纤维纸、滤

纸、玻璃纤维纸等）的生产和销售，国内学者开发出的好的微

流控纸质芯片将无法得到稳定和大量的工业化生产。最后，

笔者还对国内滤纸企业概况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滤纸企业提

供微流控纸质芯片的研发进展，从而更好地为国内滤纸企业

在这个新兴市场上找到产品增长点提供思路。

关键词：综述；微流控；纸质芯片；应用

微流控纸质芯片研究综述
⊙ 王逸霄1  刘奕杨2  刘金泽1  王庆甫1  张博雯1  杨刚3  孙勇1* 

（1.宁波诺丁汉大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2.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20 Gordon Street, London WC1H 0AJ, UK；3.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190）

A review on paper-based microfluid chips: curr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Wang Yixiao1, Liu Yiyang2, Liu Jinze1, Wang Qingfu1, Zhang Bowen1, Yang Gang3, Sun Yong1*

(1.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315100, Zhejia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London WC1H 0AJ, UK; 3.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C1903500)，澳大利亚Edith Cowan University Awards Grant (SOE20161124)，浙江省钱江人才

计划: QJD1803014，Faculty Inspiration Grant UNNC (FIG2019). Summer Research Grant Support from UNNC 2020。

  *通讯作者：孙勇，博士，助理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系；电子邮箱: yong.sun@nottingham.edu.cn。

中图分类号：TS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02-0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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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微流控芯

片以及生物代谢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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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纸类生产和消费大国。虽然我们在普通生

活用纸方面有着一定的成本和技术优势，但是我国造纸

企业普遍在高端纸质生产和市场份额方面还与国外的

优秀企业存在较大的差距[1,2]。本文试图从特种纸，尤其

是从微流控纸质芯片领域的研究进展入手，希望对特

种纸类造纸企业提供一些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存

在技术瓶颈的相关讯息，从而为上游生产与下游应用

之间架起更多沟通的桥梁。由于微流控系统具有对样

品分析量小、响应快速、有效选择分离、便携、小巧、携

带方便、操作简单等诸多优势[3～5]，近年来微流控技术

备受学界和工业界的关注[6]。微流控的核心组件之一是

微流控芯片，目前广泛得到应用的芯片材质包括：石英、

硅、玻璃、高分子聚合物（例如PDMS等）等材料[7]。但

是这些材质作为微流控芯片最大的问题在对芯片精密

加工的技术要求较高，同时使用过程中对操作人也有较

高的专业要求，这极大地限制了微流控芯片在许多领域

特别是日常检测中的应用[8]。通过以纤维素纸浆为基底

材质，使用不同的加工修饰手段在纸张上面形成不同的

亲水或疏水的微细的通道网络，同时添加相关的信号检

测和放大元件，进而形成一个能够完成独立的定性、定

量分析和检测的纸上微型实验室的功能[9,10]。由于纸张

的廉价和可再生性，研究利用纸张纤维素为基质材料开

发微流控芯片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11]。在诸多

以纤维素纸张为基台的检测芯片的应用中，测孕试纸是

最为成功的商业应用案例[12]。根据世卫组织（WHO）对

于医学检测特别是现场医学检测的指南所指出，检测

应该符合快速、廉价、易于操作以及不需要技术专业专

长就可操作的简便性[13]。经过十年多的探索与发展，以

纸浆为基质的微流控芯片已经逐步发展为通过控制渗

流时间、调控方向、样品的自动加工和处理、即时试剂

混合等手段实现复杂多步检验。与此同时，除了在纸质

芯片本身的设计和加工，纸质微流控芯片的优良理化性

能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纸张质量和性能本身。目前中国

的特种纸张特别是生产滤纸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国内的

十个具有技术和规模的相对优秀的企业当中[14]。与以往

的综述评论有所不同，除了在下游核心技术（纸质微流

控芯片进行系统的综述），我们也希望对上游特种纸张

生产企业的行业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上游的特种纸质

生产企业拓展新的产品设计和创造产品利润增长点提

供思路。正如我国的高科技企业特别是通讯企业在面

对国际化残酷竞争中，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光是下游产品

的性价比，而是源头芯片技术核心制造力[15]。因次，回

到微流控纸质芯片的研究领域，如何稳定和高质地提

供特种纸质原材料是我国在纸质微流控技术的发展领

域能否取得上游优势的核心和关键。作为学界和业界，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预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

将目前纸质微流控芯片主要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与此

同时，我们也将初步地对我国特种纸生产企业进行分

析和比较。

1  微流控芯片的概述和研究趋势

微流控芯片系统通常被称为芯片实验室，是微流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applications 
of the paper-based microf luid chip. 2D and 3D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chips are the most widely deployed approaches. The 
printing combined with lithographical techniques sometimes with 
origami might become mainstream fabr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 realm of application, the biomedical field is the most popular 
field, especially in coupling the LAMP reactions to detect DNA or 
RNA segments associated with biological detections. Currently,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works done in the area of the paper-
based microfluidic chip are using paper (chromatography or filter 
paper) mainly produced by Whatman Co., Ltd., which indicates 
the current weak competitive capability of domestic companies 
in the market. Since the quality of specialty paper is one of the 
core factor that inf luenc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produced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chip, this needs to rattle the attentions 
of industries that the copious opportunities might appear in this 
new emerging market. Without robust paper pulping industries, it 
will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 the capabilities of domestic scholars 
armed with high performance developed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chips. In the end, we compared and discussed the main filter paper 
manufacturers for the sake of providing the ideas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is new emerging field. 
Key words: rev iew; paper-based; microf lu id ic cont ro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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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领域里面发展最为迅速和最具应用前景的方向之一。

我们通过使用Scopus和Google scholar的文献相关统

计，对有关对微流控芯片的应用领域大致地划分了五大

类，即：CE为化工类（Chemical Engineering）、BIO 

为生物制药（Biochemical and Medicine）、CH为化

学类（Chem i s t r y）、MS为材料科学领域（Mat e r i a l 

Science）、EN为工程类（Engineering）。统计结果如

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年中，在以上五

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关微流控的文献量（每年）都在

1500篇以上。2020年虽刚刚过半，有关微流控芯片的文

献报道也已经突破了650篇。这说明在2020年度，虽然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微流控芯片的研究仍然呈现稳中

增长的趋势。从研究的领域看，微流控芯片在工程、材

料以及生物医药领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工程

和材料相关的文献报道中，最终的应用许多都是在医药

生物领域的应用，因而这几个领域有很多的重合性，这

些领域主导着微流控芯片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方向。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分析技术也在

经历着深刻的技术变革。传统的分析设备正在逐渐地

走向微型化、集成化和便携化[16]。在微流控研究领域

中，纸质芯片的研发是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17]。纸质微

流控芯片的主要优势集中在：（1）来源广泛，生产技术

相对成熟，因为便于大规模生产；（2）由于毛细作用，

纤维素基纸质具有良好的液体输送功能，从而避免了使

用复杂的流量传输系统；（3）样品消耗量低；（4）检测

背景有利于使用分光检测；（5）易于物理化学修饰并且

具有良好的生物兼容性；（6）成本低廉[18～20]。由于以上

自身优势，纸质微流控芯片的研发将继续成为微流控芯

片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有关微流控芯片的文献综述和

报道已经非常丰富[21～24]。为进一步强调与特种纸质相

关的研究和报道，本文将主要集中讨论以纸质为基质

的微流控芯片的应用性研究。

2  纸质微流控芯片的制作方法

有关纸芯片的历史发展可以追溯到石蕊试纸的成

功开发[25]。有关纸芯片的历史沿革的文献报道也相对丰

富[26～28]。纸芯片的检测原理主要是通过样品组件、结合

组件、检测组件以及信号组件联合使用从而达到分析检

测的目的。具体的原理是样品进入样品组件后，通过毛

细作用进入结合组件，样品（抗体）在与结合组件预先

加入的化学信号剂（抗原）反应后形成（抗体-抗原），

共同形成抗体-抗原结合物，然后共同流向检测和信号

放大组件形成化学信号进行检测。由于此类试纸类生化

检测芯片的操作简便性和成本低廉性，因而从根本上解

决了经济性、一次性和便携性等多方面挑战，从而受到

学界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微流控纸质芯片的一个核心就

是纸质芯片的制作手法和工艺。根据不同维度，微流控

图1  有关漆酶报道的不同文献和相关主题分类的统计分布

注：其中CE为（化工类Chemical Engineering）、BIO为生物制药（Biochemical 

and Medicine）、CH为化学类（Chemistry）、MS为材料科学领域（Material 

Science）、EN为工程学类（Engineering）。

图2  微流控纸质芯片制作方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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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芯片可以分为二维2D和3D纸质芯片。

对于二维2D微流控纸质芯片的制作工艺，总体上

分为四个大类，即手工、切割、模具以及打印。

结合图2以及从表1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制备手

段各自都有相应的优缺点。这需要对应用的具体对象

进行全面的评估才能最终决定制备纸质芯片的手段。

从目前的文献报道数量和应用程度看，使用商业打印

机（喷墨或者喷蜡）是最为流行的制备手法。近年来，

FFSL(Flash Foam Stamp Lithography)也呈现出

迅速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对实验室前期微流控芯片的

设计和优化非常高效[38]。对于刚刚进入微流控芯片研

究领域的学者而言，蜡画和FFSL手法都是比较好的选

择。如果使用的反应物较多，通常打印手法比较能够创

造出更多图案。在生化领域的应用中，使用硝化纤维膜

基的特种滤纸结合FFSL技术可以制备出更具有生物兼

容性的微流控纸质芯片。对于血液类的生物监测，使用

以纸巾类的基质联合激光切割可以制作出更好的分离

和检测血细胞的微流控纸质芯片。因此，使用什么制造

技术取决于应用到哪个具体领域，与此同时，在不同的

应用体系下，对纸张的要求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特种

纸的造纸企业来说，如何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开发出

更具特定性的特种纸张的造纸新工艺和新方法，将会

对整个微流控技术的推广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纸质芯

片的商业化成功也必然会增强造纸企业的产品附加值

链条，增加企业竞争力。为了实现高通量、多反应以及多

靶标的医学检测需求[39,40]，必须对传统的二维微流控

纸质芯片进行改造，特别是提高纸质芯片的多通道、高

图3  三维微流控纸质芯片示意图

通量、多时间以及可控多序反应等性能，三维微流控纸

质芯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41]。对于3D三维微

流控纸质芯片，其制造加工将更加复杂。图3为一个典

型的三维微流控纸质芯片组装以及微流通道设计示意

图。Liu et al等人首先设计了多层折纸完成对微流通道

的设计[42]，从而实现高通量同时分析葡萄糖以及蛋白质

3D纸质微流控芯片。通过设计多层折纸完成对微流通

道的设计，在三维芯片的顶端可以制造出多个进样口。

与此同时，在中间的混合通道中，预先通过化学和物理

吸附或者包埋等方法固定的反应剂或者生化酶试剂或

者抗原抗体试剂，在当样品溶液通过毛细作用流经混

合通道中时，特异性生化反应将快速发生，从而产生肉

眼可以观察到的颜色变化。这种三维微流控纸质芯片由

于将复杂的反应通道隐藏在固定夹板内部，因而更有利

于反应的稳定性和重复性。目前，有关滤纸本身的特殊

性能与三维微流控纸质芯片特性之间的研究还较少，

学界主要还集中在折纸和刻蚀技术的不同应用来开创

出更多的微流可调控通道和组件。但是我们认为，纸质

本身的毛细性能以及亲疏水性、生物兼容性等理化指

标在检测过程中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因此，学界需要

与上游的制浆造纸企业有更多的沟通和协作，提出更多

具有指导意义的优良滤纸前驱体的理想的理化指标，

这样特种造纸企业也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发出更有附加

值和特异性的纸张新产品，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微流控

纸质芯片的性能

和成本[43]。从这

一点上看，造纸

表1  微流控纸质芯片制作过程比较

加工技术

蜡画

印章

激光切割

刀切割

光刻

丝网打印

柔印

喷墨侵蚀

蜡打印

分辨率

低

中等

高

低

高

中

高

中

高

疏水材料

石蜡

石蜡

无

无

光刻胶

石蜡

聚苯乙烯

聚苯乙烯

石蜡

优点

操作简便、材料廉价

无需模具

成本低廉

操作简便、材料廉价

成本低廉、易于高通量

设备简单、操作简便

批量生产

直接打印

快速简便无模具

缺点

图案简单，难批量

难批量

操作复杂

图案简单、易被污染

操作复杂、易被污染

模具网制备复杂

溶剂兼容性

多次打印、难批量

蜡打印机少

文献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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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该广泛关注微流控纸质芯片的发展前沿，抓住更

多的商机。

3  微流控纸基芯片流速的控制方法

操纵液体在微流控纸质芯片上的流动是设计和制

作纸质芯片另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液体在纸质芯片上

流动的控制，使样品以及反应试剂完成不同流速、停留

时间以及次序接触的复杂过程，从而实现多步反应、多

重时间分布的多通道混合和反应过程。整个过程的驱动

力是毛细渗透被动传递过程，液体流动属于层流流动。

在影响液体被动传递的诸多因素中，纸张的材质以及各

向均一性、构造流动通道、液体黏度以及测试的环境条

件（温度、湿度等）都会最终影响微流控纸质芯片的检

测限以及检测精度[44～46]。通常液体在多孔介质如纸质

芯片上的层流流动可以使用达西定律（Darcy’s law）

来估计压差Δp： 

Δp=-μεv/K                       (1)

其中：K为纸张毛细渗透率，μ为液体的物理黏度，

ε为孔隙率，v为表观速率[47]。

为了达到流速的调控，通常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液

体在纸质芯片中流速来实现。减慢流速，增加停留时

间，从而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反应，这样为多通道多反应

响应创造了有利条件。一般可以通过：（1）改变芯片上

的通道三维空间达到延长传递的目的；（2）通过物理化

学修饰改变孔道内的亲疏水性；（3）改变微流控纸质芯

片自身孔隙率[48]。

表2总结了目前调节流速的主流方法以及各自的优

点和通过什么原理或措施实现了流量的调节。从措施

上看，主要通用的手法分为物理和化学方法以及通过

添加外围调节装置来实现流速的调节。从使用的基质上

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醋酸

纤维素类对特定DNA以及其他一些

小分子生物活性酶类有较好适用性；

（2）α-纤维素在微流控纸质芯片当

表2  微流控纸质芯片速率控制比较

流速调节

孔道结构

孔道结构

孔道修饰

提高流速

调节流速

调节流速

3D纸质芯片

优点

通过折纸等手法实现

增加物理压力

不同反应物沉积

缩短检测时间

多功能多通道

有序流动可控

扩展水平/垂直孔道

措施

吸收垫

压力

化学沉积

喷蜡+热处理

阀门控制

容积控制

双面打印/层压

代表介质

硝酸纤维素

纤维素

纤维素+石蜡

Whatman滤纸+石蜡

纤维素

纸巾类纤维素

纤维素+石蜡

文献

[49]

[50]

[51]

[52]

[53]

[54]

[55]

图4  在微流控纸质芯片上利用LAMP

原理扩增DNA或RAN示意图

表3  微流控纸质芯片检测方法比较

检测方法

光度检测法

光度检测法

光度检测法

光度检测法

光度检测法

荧光法

荧光法

荧光法

荧光法

荧光法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

电化学检测

电化学检测

电化学检测

应用

血糖

Salmonella

抗虫转基因

E. Coli

Sus Scrofa

Listeria

Menigitus

E. Coli

Vibro

BoHV-1

HIV 病毒

Zika 病毒

疟疾（血样）

病菌（尿样）

癌细胞（血样)

原理

酶联反应

酶联/化学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LAMP反应

电化学显色

电化学显色

电化学显色

文献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1～9 mg/L

1～105 CFU/L

1400 RFU

25 CFU/uL

1 PGU/L

100 units

3 copies

0.13 ng/uL

20 copies/uL

<1 pg

10 fg/uL

1 copy/uL

11～50 ppb

0～4.5 mmol/L

0.1～2 g/L

检测限 材质

色谱纸

色谱纸/SU-8

色谱纸

纤维素纸

纤维素纸

纤维素纸

色谱纸/PDMS

纤维素纸

色谱纸/PDMS

玻璃纤维纸

色谱纸/KIO4

色谱纸

色谱纸

滤纸

色谱纸/S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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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否其他特种纸类具有更好的理

化性能，相关的研究报道目前还比较少。因此，这也是

未来的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开发更具有优良性能的纤

维素纸质芯片将可以根本上提高整个微流控纸质芯片

的检测性能。因而，这也对特种纸类生产企业创造了新

的产品开发的可能性；（3）纸巾类芯片在血液样品的检

测过程有更好的效果。但是相关具体纸巾类芯片的理化

性能的更深入的表征与制成的芯片的检测效果之间的

对应关系的研究报道还相对较少；(4）Wh a t m a n滤纸

的使用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说明绝大多数研究都使用

该公司所生产的高质量定性滤纸。

4  微流控纸质芯片的检测方法

当试剂与显色剂完成传递和反应以后，信号的检测

成为下一步的关键。目前通用的检测手法包括：光度检

测法、荧光法、化学发光以及电化学检测法。

表3对现有的使用微流控纸质芯片进行不同应

用性研究进行了总结。从检测原理上看，依据最终

检测的生化指标，原理可以分为：酶联反应、化学显

色反应、LAMP（Loop ed-Med i at e d I s otherma l 

Amplification）反应等。从应用的生化检测的范围看，

目前使用微流控纸质芯片为载体进行生化检测有着

非常广泛的应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样品中的

DNA或RNA进行痕量检测。这些检测都离不开LAMP

反应。其主要过程如图4所示。LAMP反应主要需要经

过三个重要的反应步骤：准备阶段、扩增和链增长阶

段，从而达到遗传物质数目的扩增，进而达到化学信号

放大的作用。从检测限上看，微流控纸质芯片检测限依

据不同生化反应，其检测限变化较大。目前进行检测限

的比较是相对困难的。通常我们发现，荧光检测、电化

学检测通常会有比较高的分析检测限，这与这些反应

本身的灵敏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我们还注意到，

所有的检测用微流控纸质芯片的用纸（不论是色谱纸、

滤纸还是玻璃纤维纸）无一例外全部来自Wat e r m a n

公司。统一使用Whatman公司出产的滤纸（色谱纸、滤

纸）的潜在原因：(1）所有的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

比照，从而消除因为使用不同的制造商而引起的系统误

差；(2）只有Wh a t m a n公司制造出的特种纸才能真正

做到稳定性和可比性。这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国内造纸

企业主要生产产品在生理医学类高端检测市场的竞争

力是非常薄弱的。这对于国内的研究学者而言也存在非

常大的潜在紧迫性。因为特种纸类是微流控纸质芯片

的核心部件，如果没有高质量和稳定的理化性能的优质

纸张（色谱纸、硝酸纤维纸、滤纸、玻璃纤维纸等）的生

产和销售，国内学者开发出的好的微流控纸质芯片将无

法实现稳定和大量的工业化生产。这对我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就是面临核心技术的瓶颈。要想真正改变

这种类似通讯企业被芯片生产卡住脖子的尴尬局面，

国内造纸企业应该对特种纸张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检测

方面的特种要求的纸基芯片的新需求有所重视。同时，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存在着巨大潜在市场的方向。

5  目前国内特种纸质（滤纸和色谱纸）生产企业

概况

图5总结了中国滤纸十大品牌的生产企业。这些数

据都来自公开数据库[71]。从左到右根据生产规模以及销

售额等综合指标，目前的特种滤纸生产企业依次排名

为：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安积滤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长城过滤纸板有限公司、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新星）、抚顺市民政滤纸厂、西安名煌过滤材料有限

图5  中国滤纸十大品牌生产企业注册资金以及专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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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安平县长城滤纸有限公司、南通市天骄过滤材料

有限公司、东莞润丰玻纤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较久的公司有沈阳市长城过滤纸

板有限公司（三十年）、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司（二十八

年）、上海安积滤品有限公司（二十六年）。从注册资本

和实缴规模上看，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安积滤

品有限公司、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较大的资

金实力。

通过GE医疗从2009年开始，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

司兴建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与Whatman（沃

华）公司（英国）达成战略合作。GE医疗布局杭州的主

要规划主要有二，第一希望能够继续生产一些本地的

品牌，比如“双圈”；第二就是把原来Whatman（沃华）

在英国生产的大量标准型的或者是经典型的滤纸搬过

来。在GE医疗的规划中，沃华公司年产量可达3000～

4000 t[72]。虽然我们看到了Wh a t m a n进入中国，但是

核心技术并不一定能够被本土企业消化和吸收。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汽车制造业中得到惨痛教训。因此，笔者仍

然认为，中国本土特种造纸企业应该有意识在企业研

发上有更多的投入。从图5我们看到，从企业对研发和

注册专利上看，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新星）和重庆

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开始重视对专利产权的投

入（我们在图中将这两个企业在专利申请方面的数量标

注出来）。笔者认为，这两家滤纸企业将可能会在未来

的发展和企业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实力。因为只有技术的

革新和领先才是企业生存的根本。特别是开发出更多具

有特种性能的优良纸质芯片方面，这些拥有众多专利的

企业一定会获得更多市场回报。

6  结论

本文综述了微流控技术的研究进展在不同的研究

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了过去五年中发表文章的情况。

从研究的领域看，微流控芯片在工程、材料以及生

物医药领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工程和材料相

关的文献报道中，最终的应用许多都是在医药生物领域

的应用，在众多的微流控研究领域中，纸质芯片的研发

是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从目前的微流控纸质芯片的制

造手法上看，微流控纸质芯片可以分为二维2D和3D纸

质芯片。通过讨论，我们发现有关滤纸本身的特殊性能

与三维微流控纸质芯片特性之间的研究还较少，学界

主要还集中在折纸和刻蚀技术的不同应用来开创出更

多的微流可调控通道和组件。

操纵液体在微流控纸质芯片上的流动是设计和制作

纸质芯片另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相关具体纸巾类芯片的

理化性能的更深入地表征与制成的芯片的检测效果之间

（特别是传递性能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研究报道还相对

较少；从对检测方面的文献调研可以看出，生化检测仍

然是研究最多的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样品中

的DNA或RNA进行痕量检测，这些检测都离不开LAMP

反应的参与。从对目前国内的十大滤纸企业的分析中，笔

者认为从专利和研发投入上，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新

星）和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可能会在未来的特

种纸的市场中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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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当前广泛应用的备木生产线中原木剥皮、削

片、木片筛选、过大木片再碎、木片贮存、树皮及木屑处理以

及原木冲洗等系统的特点，通过分析不同剥皮鼓的喂料及卸

料方式、不同削片机的喂料及卸料方式以及各种备木生产设

备运行的情况，对备木设备的改进以及设备布置的方式提出

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备木；剥皮；削片；筛选；贮存

Abstract: Wood handling is a necessary raw material preparation 
section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barking, chipping, chip screening, cracking of 
oversize chips, storage of chips and barks, pins and fines handling, 
and log washing according to the wood handling process widely 
used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d presents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wood handling equipment and arrangement 
of equipme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feeding and discharging 
methods of different debarkers and different chippers, and th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wood handling equipment.
Key words: wood handling; debarking; chipping; screen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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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扩建化学木浆、化学机械浆生产规模的快

速扩张，尤其是沿海和南方诸省区木浆生产和建设速

度更为突出[1]，木材作为制浆造纸的原料需求量逐年增

加。制浆厂的备木生产工艺主要是指将原木剥皮后削

成木片以及对木片进行筛选等处理的过程。随着中国

造纸工业的发展，主要靠人工和半机械化作业的备料生

产技术已不能满足国内大型木浆造纸企业的生产。上世

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大型、特大型木浆厂相继在国内投

产。本文将通过当前备木生产线的工艺流程特点及设备

布置方式，对备木生产技术进行探讨。

1  备木生产工艺流程（图1）

供蒸煮用的原木备料，要求提供具有一定形状和

图2  强制性喂料 图3  重力式喂料

大小的木片，并且要求除去树皮、木屑、尘土等杂质[2]。

一条完整的备木生产线，主要包括原木的剥皮、削片以

及木片的再碎、筛选、贮存等工序，另外再配套原木冲

洗系统和树皮处理系统。

1.1 剥皮鼓的喂料

当前，原木处理能力在100～300 ｍ3s o b/h的备木

生产线一般选用直径为5m的剥皮鼓，其喂料方式主要

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链式输送机将原木强制性送进

剥皮鼓；第二种是链式输送机将原木送到一定高度后，

通过原木的自重落入剥皮鼓。如图2、图3。

这两种喂料方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

(1）输送机的输送倾角不一样。第一种由于是通过

输送机的动力强制性将原木送进剥皮鼓，其输送高度与

图1  典型备木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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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皮鼓的转鼓底部一致，因此输送机的输送倾角较小。

第二种主要因为原木要通过自重落入剥皮鼓，输送机的

输送高度一般要比剥皮鼓转鼓的底部高4～5 m，因此

输送机的输送倾角较大。

(2）输送机链条的形式和条数不一样。第一种一般

采用的是7条链的重型弯板链，第二种主要采用4条链的

直板链。

项目中两种链式输送机的主要参数见表1。

剥皮鼓的喂料输送机是整条备木生产线能否正常

运转的关键。在设计这条链式输送机时考虑以下几点：

(1）输送机的上料区，由于要受到大量原木的冲

击，设计时，要考虑将输送机受冲击底板设计成砼制夹

层，以减小冲击带来的噪音。

(2）输送机与链条接触的底部钢板要采用耐磨钢

板，安装时，最好对钢板表面再进行表面淬火处理。

(3）由于此输送机属大型钢构件，且安装在室外，

因此要考虑室外温度对钢件的影响。在设计时，输送机

头部与剥皮鼓连接处要留有足够的间隙；输送机底部

支座或支腿，一端固定后，另一端必须做成滑动结构。

建议将输送机靠近剥皮鼓的第一个支座或支腿焊接固

表1  两种链式输送机主要参数

输送水平长度

输送倾角

链的条数

链条的形式

第二种

（山东某厂）

～24.7m

17°

4

直板链

第一种

（华中某厂）

～28.6m

6°

7

重型弯板链

图4  甲公司削片线布置

图5  乙公司削片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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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倒，利用原木与转鼓相互间的摩擦，让树皮从原木上

脱落。一台剥皮鼓的生产能力主要与其转鼓的容积有

关，根据经验：1 ｍ3转鼓的容积每小时大约可剥0.3～

0.4 ｍ3带皮原木。

国内相继投产的几条备木生产线的剥皮鼓主要由

国外的两家公司提供。如图4、图5。其直径多为5ｍ，根

据生产能力的不同，长度有所不同。表2为不同工程两家

公司直径5ｍ剥皮鼓的主要技术参数。

从表2可以看出，两公司的剥皮鼓有很多不同，其最

大不同主要表现在转鼓树皮落料孔的开设。甲公司剥皮

鼓转鼓筒体上均布着18根提升条，树皮落料孔均匀开设

在转鼓筒体两提升条之间。乙公司剥皮鼓转鼓筒体上均

布着8根提升条，转鼓筒体两提升条之间没有设置树皮

落料孔。由于两公司剥皮鼓对树皮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因而其卸料系统也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具体如表3。

说明：砂石捕集器是辊式输送机上的一个部件，

其外形为一不规则的方形锥管，主要用来收集原木上的

砂子。从车间循环水泵来的水经方形锥管底部在管口溢

流，当原木经过管口时，砂子在管子里沉集，从剥皮鼓

出来的少量树皮也随着水流进入水槽，从而减少进入

削片机的树皮量。冲洗装置一般安装在砂石捕集器之

后，其作用主要是清洗原木。

可见，两公司剥皮鼓树皮的出料方式不一样，从而

导致流程设置和设备布置及设计的不一样。在甲公司的

这条生产线中，为了便于剥皮鼓下树皮收集皮带输送机

的布置，削片输送线与剥皮鼓中心线呈10°角。当原木经

剥皮鼓卸料门送出时，巨大的冲击力被卸料槽缓解后，才

落到链式输送机上，从而减少了对链式输送机的损伤。

乙公司不开孔的剥皮鼓由于大量的树皮不能在剥

皮鼓内直接排出，主要通过剥皮鼓后卸料辊式输送机

与原木分离。在设计这台辊式输送机时，其辊子的直径

定，其它的做成滑动结构。这样，能避免因输送机头部

与剥皮鼓连接处所留有间隙过小时，输送机与剥皮鼓

转鼓相碰。

(4）必须要配备一套断链检测装置，避免因链条的

断裂对输送机造成损害。具体做法：在链条张紧下垂部

位拉一根钢丝与一传感器连接，当链条断裂时，链条会

在张紧处下垂，拉动钢丝，传感器发出停车信号。

(5）链式输送机的长度不能太短，要能保证贮存一

定量的原木，以减少原木上料的压力。

(6）由于重型弯板链承载力较高，推荐原木输送采

用重型弯板链。

1.2 剥皮鼓及剥皮鼓卸料系统

剥皮鼓主要是通过转鼓的转动使原木在转鼓内

表3  两家公司剥皮鼓卸料系统对比

链式输送机

辊式输送机

冲洗装置

砂石捕集器

剥皮鼓 甲公司

有

有，辊子数量17个

有

有

无

有，辊子数量25个

有

有

乙公司

表2  两家公司直径5ｍ剥皮鼓的主要技术参数

生产能力/(ｍ3·h-1)

内径φ

壁厚/mm

长度/m

提升条规格/mm

提升条条数

转筒树皮落料孔

支撑轮胎组数

轮胎个数/个

剥皮鼓 甲公司

120

5085

35

22

60×60

18

开设

3

48

180

4910

35\45(支撑部位厚度)

25

80×80

8

没有开设

5

80

乙公司

注：提升条是指焊接在剥皮鼓转鼓筒体内壁上的方钢条，其长度比剥皮

鼓长度稍短。

图7  水平喂料下出料盘式削片机 图8  重力式喂料下出料盘式削片机图6  树皮原木分离辊式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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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稍大一点，以保证能承受原木的冲击。同时由于大量

的树皮要在辊式输送机前端排出，因此这台辊式输送

机的每一个辊子都要特殊设计，每一个辊子的外形都

不一样。这样原木在输送过程中不停地左右摇摆并弹

跳，从而更有利于树皮的分离。如图6。

1. 3 削片机的喂料系统、削片机及削

片机卸料系统

削片机的喂料前一般要配置一台

特殊皮带输送机，这台皮带输送机上

要安装一台金属探测器，同时在皮带

输送机的传动滚筒与削片机喂料槽或

喂料链式输送机之间，安装一个加速

辊，以保护输送机的胶带不被原木损

伤。另外，在设计这台输送机时，其中

部必须要有一段1.8～4 m的非金属支

撑结构来安装金属探测器。

由于盘式削片机的木片生产合格

率较高，因此木浆生产线大多采用盘

式削片机。削片机是备木系统中最关

键的设备，国内也有生产，但生产能力

太小，木片的质量也不是很好。近几年

国内的大型备木生产线基本上都是从

国外进口。

削片机木片的出料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上出料，一种是下出料。针对不

同的出料方式来设计其卸料形式。对

于上出料的削片机的卸料，一般采用旋风分离器+水平

螺旋输送机的方式。对于下出料的削片机，一般采用木

片调整箱+斜螺旋输送机的方式。旋风分离器和木片调

整箱上都要安装料位计，以其控制削片机的运转。如图

7、图8、图9。

1.4 木片的筛选

木片从削片机出来后，都要经过木片筛进行筛选。

经过筛选的木片，被分成合格木片、过大木片和木屑。合

格木片被送往料仓或堆场贮存，过大木片进入再碎工

序，木屑与树皮混合后，可送入锅炉作燃料。

目前，根据生产线的规模主要有以下几种规格可

供选用：

(1）八角筛：国内目前主要选用SCL40，其稳定的

处理能力为250～300 m3/h。如图10。

(2）木片摇筛：如图11，这几种规格的摇筛，国内已

有厂家能全部生产，其稳定性与质量经过项目的实际应

用，已达到国际水平。

(3）风筛：这种木片筛采用全封闭的结构模式，依

图9  重力式喂料上出料盘式削片机

图10  八角筛

图11  木片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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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风筛 

图14  圆形料仓及其出料螺旋

靠空气吹力来分离木片，木片处理能力可高达2000～

2800 m3/h，对比以上几种规格的木片摇筛，其处理能

力大幅度提高。目前，这种风筛国内已有使用。从图12可

以看出：木片从顶部喂料螺旋进入风筛分料螺旋后，通

过空气吹送，因为比重不同，木片被分成了三种：红色为

过大片，绿色为合格木片，黄色为木屑。由于过大片中含

有比重较大的砂石，因此过大片再碎之前，需要与水混合

进行石子捕集后，再通过脱水螺旋进入再碎机再碎。另

外，风选后的木屑（黄色部分）中含有大量合格木片，需

要再配备木片摇筛进行回收，避免合格木片流失。

1.5 过大木片的再碎

从木片筛出来的过大木片都要经过再碎。国内部

分生产线，为了节省投资，有采用皮带输送机回送削片

机进行再碎，这样可导致一部分过大木片在削片机与木

片筛之间循环。因而在设计时，最好选用一台再碎机对

过大木片进行再碎。

再碎机：其作用是对不符合规格的木片，例如厚

度、长和宽度等超标的木片进行再处理，确保制浆木片

的规格统一。

盘式木片再碎机有多种型式，图13较为常用。对于有

些竹浆厂，其竹片的再碎主要采用小型

鼓式削片机用于再碎。

1.6 木片的贮存及输送

通过筛选后的合格木片要进入

料仓或堆场贮存。料仓或木片堆场的

容积与制浆车间的木片需求量有关，

一般至少要贮存制浆车间6～8天的木

片用量。对于大型浆厂，根据其木片的

来源和稳定性，其木片的贮存量，最

好贮存90天的用量，甚至更高。

木片的远距离输送一般采用皮

带输送机。由于木片是一种纤维状的

散状物料，所以设计皮带输送机时，

其上托辊最好采用槽角为45°的槽形

托辊，下托辊最好采用梳形托辊，对

于大型浆厂，其倾角一般不高于15°。

对于木片料仓及木片堆场，其主

要有以下几种可供设计选用：

(1）圆形料仓：这种木片料仓，其

直径有15 m、20 m、25 m和30 m几

种规格。用来贮存树皮时，其直径相

应缩小，主要有10 m、15 m、20 m和

25 m四种规格。

(2）钢制料仓：此种料仓的直径

最大为10 m，一般为5 m。图15所示

料仓，其底部为方形，上部钢制仓体

直径可达10 m。图16所示料仓，其直

径多为5 m，一般不超过7 m，这种料

仓多用于木片的配料。

图13  上出料再碎机及其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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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形木片堆场：单个堆场经济合理的容积一般

在10万～16万 m3，主要可配备两种卸料螺旋：一种是

双端支撑式卸料螺旋，一种是悬臂式卸料螺旋，两种卸

料螺旋的结构形式及参数详见图17、图18、图19所示。

方形堆场取料方式主要是在木片堆中取料，其送往制浆

车间的木片含水率比较稳定，不受天气影响。一般情况

下，雨水天气只会对方形木片堆场表层500 mm左右的

木片水分影响较大，不会影响堆中深处的木片水分。

(4）圆形木片堆场：这种木片堆

场，直径规格约58～160 m，最多可贮

存31.5万 m3木片，其取料方式主要是

堆表取料。因此，其送往制浆车间的木

片含水率受天气影响最大。同时，当

风速超过30 m/s时，圆形木片堆场的

堆料机将停止工作，堆料机会自动回

到停车位。圆形木片堆场的结构形式

详见图20。

1.7 树皮及木屑处理系统

从剥皮鼓或辊式输送机来的树皮

经电磁除铁器除铁后，通过树皮盘筛进

行筛选，过大树皮由皮带输送机送入树

皮粉碎机。树皮经树皮粉碎机粉碎后与

盘筛筛后的过小树皮、木片筛选后的木

屑进行混合后被送至树皮生物质料仓贮

存。树皮粉碎机的卸料一般要采用螺旋

输送和封闭式的链式输送机。

在大型备木生产线中，树皮和木

屑的量都非常大，一些工厂大多将树

皮作为锅炉用生物质燃料，也有将树

皮干燥后作气化炉的原料，其生产的

燃气用作碱回收石灰窑的燃料。

1.8 原木冲洗系统

原木冲洗系统主要由两台水泵、一

台脱水输送机、一台提渣机和一个冲洗

水池组成。两台水泵一台为循环水泵、

一台为冲洗水泵，安装在冲洗水池旁。

冲洗水池的水通过两台水泵被送往砂

石捕集器和冲洗装置。冲洗原木后的冲

洗水经安装在辊式输送机和削片机喂

料输送机下的接水盘到脱水输送机。经脱水输送机除掉

树皮的冲洗水经地沟流入冲洗水池。冲洗水池最大容积

约为100～300 ｍ3，当池中的沉淀物较多时，可开启安装在

池中的提渣机。此系统中，提渣机与脱水输送机为同种类

型的链式输送机，与上文所提输送树皮及木屑的链式输

送机一样。脱水输送机也只是将输送机的底板换成筛板，

水通过筛孔流出，树皮在筛板上被刮板带走，从输送机头

部送出。

图18  双端支撑式卸料螺旋及其技术参数

图16  钢料仓及其卸料螺旋

图17  方形木片堆场图15  推拉滑架式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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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技术指标

3.1 原木的质量标准及规格

原木主要质量指标见表4。

3.2 木片的质量标准及规格

合格木片 长度22±2 mm，厚度

＜8 mm。

削片后，木片主要技术参数：

（φ3 mm、φ7 mm、φ45 mm指筛孔直

径，D指木片尺寸）

过大木片：超长（＞45  m m）      

max 1.5%；超厚（≥8 mm）       max 8%

合格木片（<8 mm和＞φ7 mm）   min 88%

过小木片（φ3 mm<D<φ7 mm）  max 4.0%

木屑（＜φ3 mm）               max 0.7% 

木片水分 ≥40%

树种应是单一的，混入针叶树木片的阔叶树木片量，

或混入阔叶树木片的针叶树木片量，或合同规定为单一

树种的木片之间互相混入量，均不得超过总量的2%[3]。

4  结论

随着国家林纸一体化工程的实施，备木生产也逐渐

向大型化发展。近几年几条大型备木生产线在国内相继

投产，国外先进的备木生产技术也逐渐被我们理解。如何

将我们掌握的国外先进的备木生产技术和经验用于我们

的生产实践，提高备木生产设备的国产化，这就需要我

们总结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得失，深深理解系统的工作

原理，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设计水平。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促进我国备木生产的大型化、现代化发

展，充分发挥引进工艺技术及设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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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此系统时，应注意：

(1）脱水输送机上最好开设溢流口，这样当冲洗水

量较大时，来不及从脱水输送机筛孔中流出的冲洗水，

可从溢流口中溢出。

(2）接水盘与脱水输送机的连接水槽，其底部要设

计为弧形，不要采用弯管和圆管，以免树皮堵塞。

备木生产线中的冲洗用水由于是循环利用的，只

是当水变得非常粘稠后才更换。根据经验：备木生产中

每冲洗1 ｍ3原木的耗水量一般不超过0.2 ｍ3。

2  备木生产线的工艺设备布置

备料车间由于生产设备的噪声较大，根据总图的

实际情况，车间布置应尽量远离制浆车间和办公区，同

时为皮带栈桥输送创造条件。一般剥皮鼓上料用的链

式输送机、木片仓和皮带输送机栈桥布置在室外，其余

设备布置在单层建筑内。

图19  双端支撑式卸料螺旋及其技术参数

图20  圆形木片堆场

[收稿日期:2020-10-20]

表4  原木主要质量指标

长度/m 弯曲度/%直径/mm 水分/%

2～4 ＜580～500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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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松香型施胶剂目前常用的主要包括烷基烯酮二聚

物（AKD）、烯基琥珀酸酐（ASA）等。由于AKD的施胶效率比

ASA高，不需现场乳化，且水解倾向不如ASA明显，纸机湿部

较为清洁，较少有黏辊和结垢问题，因此AKD比ASA应用的更

为普遍。本文主要探讨添加不同电解质氯化钠、氯化镁及不

同电解质浓度对AKD Pickering乳液稳定性的影响，并考察AKD

乳液对机械浆及化学浆施胶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AKD；电解质；中性施胶；施胶条件；施胶机理

Abstract: The rosin sizing agent at present commonly used 
mainly including alkyl ketene dimer (AKD) and alkenyl succinic 
anhydride(ASA),etc.As a result of the AKD sizing efficiency 
higher than ASA, without on-site emulsion, hydrolysis and tend 
to be less ASA, paper machine wet end cleaner, less sticky roller 
and fouling problem, so the AKD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ASA.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adding different 
electrolyte sodium chloride, magnesium chloride and electrolyte 
concentration on AKD Pickering emulsion stability. And examine 
the AKD emulsion of mechanical pulp and chemical pulp sizing 
effect.
Key words: AKD; electrolyte; neutral sizing; sizing conditions; 
siz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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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er ing乳液，是以固体粒子替代传统化学乳化

剂制得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均稳定的分散体系。其作为

采用固体粒子代替表面活性剂稳定乳液体系的新型乳

液，即使是对于毫米级大小的乳液液滴也具有良好的

抗聚能力和稳定性。与传统的表面活性剂相比，能减

少泡沫出现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更大的应用范围。

Picker i n g乳液由于其成本低、无毒和环保等特性，具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ickering乳液的稳定机理，固体颗粒在界面上的

吸附与油水两相分别对固体颗粒润湿性有关，这种润湿

性可通过接触角进行定量描述。固体颗粒在界面上的吸

附能与接触角成单调性变化。从理论上讲，当接触角θ

等于90°时，形成的乳液最为稳定；当θ小于90°时，固

体颗粒更易被水相所润湿，乳状液为O/W(水包油)型；

当θ大于90°时，固体颗粒更易被油相所润湿，乳状液

为W/O(油包水)型。

1  研究内容、目的和意义

1.1 实验内容

影响AKD乳液性能的因素较多，本文主要研究电

解质类型及其浓度对AKD P icke r i n g乳液性能的影

响，考察氯化钠、氯化镁对AKD乳液电导率、黏度、乳

液粒径、乳液施胶度等性能的影响。

1.2 目的及意义

目前，AKD乳液主要由阳离子淀粉及表面活性剂

进行乳化，表面活性剂的存在易在抄纸过程中产生泡

沫，引起抄纸障碍。同时，表面活性剂的存在一定程度

上会造成AKD的施胶效率降低。本文对加入氯化钠、

氯化镁的AKD乳液的施胶效率进行研究，考察电解质

种类及浓度对AKD Pickering乳液性能及其施胶效果

的影响，通过结果对比以期获得稳定的、施胶效果最佳

的丙氨酸改性的锂皂石AKD Pickering乳液。

2  原料与方法

2.1 实验原料

试剂：氯化钠、氯化镁、AKD蜡片、锂皂石、丙氨酸

（分析级）。

渗透法施胶度测定试剂：氯化铁、硫氰酸氨。

助留剂：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浆料：漂白杨木APMP浆，采用Valley打浆机打浆

至打浆度40°SR。

AKD乳化所用的水均为实验室自制的去离子水。

2.2 实验仪器

高速剪切乳化机、电导率仪、数字显示黏度计、

CX21型电子显微镜、BK2000/3000系列生物显微镜。

2.3 实验方法

2.3.1 制备锂皂石分散液

准确称取20 g锂皂石缓慢加入至1000 m L容量瓶

中，并摇振容量瓶使锂皂石充分分散，在室温下静置48 

h备用。

2.3.2 AKD乳液

取40 m L 2%的锂皂石溶液放于烧杯中，加入

8 mL 0.1M丙氨酸溶液对其改性，加入定量去离子水为

水相，置于恒温水浴中（70℃）恒温。12.5 g的AKD蜡

片放在恒温水浴锅中加热熔融作为油相。将水相加入

熔融状态下的AKD中，在70 ℃水浴中用高速剪切乳化

机在10,000 r/min转速下乳化3min形成AKD乳液，分

别在乳化前、乳化后添加不等量电解质（氯化钠、氯化

镁）至AKD乳液中。由数字显示黏度计测乳液的黏度，

由电导率仪测定乳液电导率，由生物电子显微镜观察液

滴形态、测乳液粒径。乳液的稳定性以乳化完成后乳液

放置24 h时乳液相体积占乳液总体积的百分比来表征，

乳液相体积分数越高，表明乳液越稳定，乳化剂的乳化

效果越好。

2.3.3 施胶度的检测

用抄片器制得60 g/m2抄片。在烘缸105 ℃下熟化

30 min。用液体渗透法测定AKD熟化后抄片的施胶度。

3  氯化镁对AKD乳液性能的影响

为明晰氯化镁添加在AKD乳液中对乳液性能的影

响，实验考察氯化镁在乳化时添加至体系及乳化完成加

至乳液中对乳液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1～图11。

3.1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1可见，所制备AK D乳液的电导率都较高，

形成O/W型乳液。在固定锂皂石用量的情况下，随着

氯化镁用量的增加，乳液中离子浓度增加，电导率增

加。在单独锂皂石的情况下，A K D乳液的电导率为

280 μS/c m，随着氯化镁加入，电导率逐渐上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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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镁浓度由0 m g/L到7500 m g/L时，乳化前加入

氯化镁乳液的电导率由280 μS/c m上升到1400 μS/

c m；乳化后加入氯化镁乳液的电导率由280 μS/c m

上升到1250 μS/c m。随着氯化镁浓度增加，乳化后加

入氯化镁乳液的电导率上升幅度更大，氯化镁浓度为

5800 m g/L时到达转折点，此后，随着氯化镁浓度增

大，乳化前加入氯化镁乳液的电导率最终电导率上升幅

度更大。

3.2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黏度的影响

图2乳化前与乳化后加入氯化镁黏度的变化。由

图可见，随着氯化镁浓度增大，黏度先增大再减小。

氯化镁浓度由0增加到2000 m g/L时AK D乳液的黏

度快速从20 m P a.s增加到380 m P a.s，再增加氯化镁

用量黏度呈下降趋势，乳化前加入氯化镁黏度最后下

降到195 m P a.s，乳化后加入氯化镁黏度最后下降到

90 mPa.s。

3.3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液滴直径的影响

图3为AKD乳液的光学显微镜照片。由图可见，形

成的乳液滴为球形，当氯化镁浓度增加至2000 m g/L

之前，随其用量的增加，乳液液滴大小分布趋于均匀，

直径呈降低趋势，当氯化钠用量大于4000 mg/L之后，

乳液滴聚集严重。

图4为乳化前与乳化后加入氯化镁AKD乳液液滴直

径的变化。仅为加入氯化镁浓度到2000 mg/L时直径变

化图，继续加入氯化镁乳液聚集严重，无法测得液滴直

径。从图3可以看出，加入氯化镁的AKD乳液的平均粒径

整体呈减小趋势。乳化时加入电解质AKD时乳液粒径为

2.03 μm，随着乳化时氯化镁的加入，乳液平均粒径减小

趋势明显，由2.03 μm减小到1.96 μm，此时氯化镁浓度

为2000 mg/L。由此可见加入氯化镁能够明显改善AKD

乳液的平均粒径，有利于乳液稳定性的提高。

图3  乳化时加入氯化镁AKD乳液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图中a～g分别代表乳化前加入氯化镁浓度0 mg/L、500 mg/L、1000 mg/

L、2000 mg/L、4000 mg/L、5000 mg/L、7500 mg/L得到的AKD乳液的光

学显微镜照片。
图2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黏度的影响

图1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电导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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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稳定性的影响

由图5可见每支试管中AKD乳液稳定性非常好，刚

乳化完没有发生分层现象，24 h后4#、5#、7#乳液分层。

从图5可以看出，AKD乳液分层较为明显，在乳液的中部

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上下层乳液浓度明显不一样。分别

取上下层乳液一滴，滴于水中，发现均能在水中很好地分

散，这说明乳液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层，但是分层的

乳液均为乳状液，只是由于乳液颗粒不同程度地絮聚，

从而发生分层有水相析出。5#析出水相最多。因此根据

乳液相体积分数和乳液的平均粒度可以优化出电解质的

最佳加入量，保证AKD乳液较好的稳定性。

由图6可见每个管中AK D乳液稳定性非常好，刚

乳化完没有发生分层现象，24 h后3#、4#、5#、7#乳液

分层，有水相析出，量较少。48 h后依旧3#、4#、5#、7#

有水相析出，相对于24 h水相增多，相对于整体析出较

少。72 h后乳液很稳定，水相基本不变。

3.5 氯化镁浓度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

3.5.1 AKD用量对施胶效果的影响

图7为AKD用量对施胶效果的影响。其中，AKD

用量分别为0.5%、0.75%、1%、1.25%、1.5%、1.75%、

2%。由图可见，随AKD用量增大施胶度变大。当AKD

用量大于1%后施胶度显著上升，几乎呈直线趋势，继续

增大AKD用量，大于1.75%后，施胶度平稳上升。

3.5.2 浆料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

图8为浆料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由图可

见，机械浆施胶效果明显好于化学浆。机械浆施胶度

在400～600 s浮动，2000 mg/L时施胶度最差为390 s,

最好施胶效果在500 m g/L时达到600 s；化学浆施胶

图4  氯化镁浓度对AKD液滴直径的影响

图5  乳化前加入氯化镁AKD乳液外观照片

a为刚乳化完AKD乳液外观图片，b为静置24 h乳液外观照片，c为静置

48 h乳液外观照片，d为静置72 h乳液外观照片，1#～7#分别为乳化前加

入氯化镁浓度0 mg/L、500 mg/L、1000 mg/L、2000 mg/L、4000 mg/L、

5000 mg/L、7500 mg/L得到的AKD乳液。

图6  乳化后加入氯化镁AKD乳液外观照片

a为刚乳化完AKD乳液外观图片，b为静置24 h乳液外观照片，c为静置

48 h乳液外观照片，d为静置72 h乳液外观照片，1#～7#分别为乳化前加

入氯化镁浓度0 mg/L、500 mg/L、1000 mg/L、2000 mg/L、4000 mg/L、

5000 mg/L、7500 mg/L得到的AKD乳液。

图7  AKD用量对施胶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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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差，氯化镁用量4000 m g/L时施胶度只有几十

秒，氯化镁用量大于4000 m g/L时，施胶度上升，在

7500  mg/L时达到最大值160 s。

3.5.3 氯化镁浓度对AKD施胶效果的影响

图9是加入氯化镁对AKD乳液的浆内施胶情况。

该图表明加入氯化镁之后AKD乳液施胶效果能够有效

地改善，随着氯化镁加入量的增大AKD乳液施胶效果

有一定的提升，氯化镁浓度500 mg/L时施胶度600 s达

到第一个峰值点，浓度5000 m g/L时施胶度583 s达到

图13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黏度的影响

第二个峰值点。乳化时加入氯化镁的施胶效果明显好

于乳化后加入氯化镁的施胶效果。

3.6 AKD乳液液滴形态

图10为未加入氯化镁乳液扫描图，图11为乳化前加

入氯化镁乳液扫描电镜（SEM）图片。由图11可见，加入

氯化镁后形成球状颗粒较多，附着效果较好。将图11放

大，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AKD并未形成颗粒状的固体

而形成了薄片状的固体，这样的固体物质与圆球状的颗

粒相比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因而可以更好地吸附、沉积

图10  乳液扫描电镜（SEM）图片

图11  乳液扫描电镜（SEM）图片

图12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电导率的影响

图8  浆料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

图9  氯化镁浓度对AKD施胶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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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率由260 μS/cm上升到3100 μS/cm。乳化后加入氯

化钠的乳液电导率上升的幅度更大，最终电导率增加为

4000 μS/cm。

4.2 氯化钠用量对AKD乳液黏度的影响

由图13可见，乳化前加入氯化钠，当氯化钠浓度由

0 mg/L增加到120 mg/L时，AKD乳液的黏度迅速从

20 mPa.s增加到320 mPa.s，继续增加氯化钠用量黏度

在纤维表面上，增加AKD的留着率。

4  氯化钠对AKD乳液性能的影响

为明晰氯化钠添加在AKD乳液中对乳液性能的影

响，实验考察氯化钠在乳化时添加至体系及乳化完成加

至乳液中对乳液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12～图18。

4.1 氯化钠用量对AKD乳液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12可见，所制备AKD乳液的电导率都较高，形

成O/W型乳液。在固定锂皂石用量的情况下，随着氯化

钠用量的增加，乳液中离子浓度增加，电导率增加。在单

独锂皂石的情况下，AKD乳液的电导率为260 μS/cm，

随着氯化钠加入，电导率逐渐上升，当氯化钠用量由

0 m g/L到900 m g/L时，乳化前加入氯化钠乳液的电

图15  氯化钠用量对AKD乳液液滴直径的影响

图16  乳化前加入氯化钠AKD乳液外观照片

a为刚乳化完AKD乳液外观图片，b为静置24 h乳液外观照片，1#～7#分

别为乳化前加入氯化钠浓度0 mg/L、60 mg/L、120 mg/L、240 mg/L、

480 mg/L、600 mg/L、900 mg/L得到的AKD乳液。

图14  乳化时加入氯化钠电解质AKD乳液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a～g分别为乳化前加入氯化钠浓度0 mg/L、60 mg/L、120 mg/L、240 mg/L、

480 mg/L、600 mg/L、900 mg/L得到的AKD乳液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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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降低，最后下降到181 mPa.s。乳化冷却后加入氯化

钠乳液黏度变化趋势相同。在氯化钠用量240 m g/L时

达到最大黏度248.67 mPa.s。比乳化时加入氯化钠最大

黏度329.67 mPa.s小。

4.3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液滴直径的影响

图14为AKD乳液的光学显微镜照片。由图可见，形

成的乳液滴为球形，当氯化钠浓度增加至240 m g/L之

前，随着氯化钠浓度的增加，乳液液滴大小分布趋于均

匀，直径呈降低趋势；氯化钠浓度大于480 mg/L之后，

乳液滴聚集严重。

图15仅为加入氯化钠浓度到240 mg/L时直径变化

图，继续加入氯化钠乳液聚集严重，无法测得液滴直径。

从图15可以看出，加入氯化钠的AKD乳液的平均粒径整

体呈减小趋势。当单独锂皂石稳定AKD时乳液粒径为

2.12 μm，随着乳化前氯化钠的加入，乳液平均粒径减

小趋势明显，由2.12 μm减小到1.81 μm，此时氯化钠

浓度为240 m g/L。乳化后加入氯化钠乳液平均粒径由

2.12 μm减小到1.92 μm。由此可见，加入氯化钠能够明

显改善AKD乳液的平均粒径，提高乳液的稳定性。

4.4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稳定性的影响

由图16可见，得到的AKD乳液稳定性非常好，刚乳

化完没有发生分层现象，24 h后4#、5#、6#、7#乳液分

层，有少量水相析出。从5#开始析出水相较多。因此根

据乳液相体积分数和乳液的平均粒度可以优化出电解

质的最佳加入量，从而保证AKD乳液较好的稳定性。

由图17可看出每个管中AKD乳液稳定性非常好，

刚乳化完也没有发生分层现象，24 h后3#、4#、5#、6#、

7#乳液分层，有水相析出。6#析出水相最多。因此根据

乳液相体积分数和乳液的平均粒度可以优化出电解质

的最佳加入量。

4.5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

由图18可知，乳化时加入氯化钠随着浓度增大，施

胶度先增大，然后有一个平缓的趋势。乳化冷却后加入

氯化钠施胶度有两个峰值点，在浓度240 m g/L时施胶

度489.5 s，浓度600 m g/L时施胶度495.6 s。乳化后加

入氯化钠施胶效果不如乳化前加入效果好。

小结：加入氯化钠AKD乳液电导率随电荷浓度增大

而增大，黏度随氯化钠用量增大而变大，达到峰值点后继

续增加氯化钠用量黏度呈减小趋势。液滴直径随氯化钠用

量变大而减小，加入氯化钠浓度达到240 mg/L后继续加

入氯化钠，乳液聚集严重，无法测得液滴直径。乳化时加

入氯化钠施胶效果比乳化后加入氯化钠施胶效果好。

5  结论

锂皂石相对AKD浓度为2%，丙氨酸相对AKD的浓度

是0.1 mmol/L，AKD和水相体积比为分别为1∶7,氯化钠

相对于AKD浓度分别是0 mg/L、60 mg/L、120 mg/L、图18  氯化钠浓度对AKD乳液施胶效果的影响

图17  乳化后加入氯化钠AKD乳液外观照片

a为刚乳化完AKD乳液外观图片，b为静置24 h乳液外观照片，1#～7#分

别为乳化前加入氯化钠浓度0 mg/L、60 mg/L、120 mg/L、240 mg/L、

480 mg/L、600 mg/L、900 mg/L得到的AKD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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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等因素影响。因此，电解质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各组参数来进行多次的重复实验，提高AKD乳液的稳

定性和施胶效果，以期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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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mg/L、480 mg/L、600 mg/L、900 mg/L；氯化镁相

对于AKD浓度为0 m g/L、500 m g/L、1000 m g/L、

2000 m g/L、4000 mg/L、5000 mg/L、7500 mg/L。氯化

钠、氯化镁对电导率、黏度、液滴直径等的影响规律相似。随

电解质用量增大，电导率几乎呈直线上升，黏度先增大再减

小。液滴直径逐渐变小，继续加入电解质液滴聚集。施胶度

乳化前明显好于乳化后。

氯化钠、氯化镁对施胶度影响相似。随电解质浓度

增大施胶度先变大，达到峰值点后继续增大电解质浓

度施胶度则降低。其中不论乳化时加入电解质还是乳化

冷却后再加入电解质，氯化镁施胶效果最好，其次是乳

化时加入氯化钠电解质施胶效果较好。若存放时间过

长，AKD乳化完后还没来得及浆内添加就出现分层现

象，影响抄纸所取乳液中AKD浓度，导致施胶效果变

差；再者和AKD在塑料瓶中的存放时间、日光照射等因

素有关系，可能导致其发生水解；实验过程中也可能有 [收稿日期: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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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尚宝罗 消息）尚宝罗

江苏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

学流体专家教授共同研发的SK型耐腐

耐磨纸浆泵，不久前通过了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专家验收，获得国家节能认

证——《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编

号CQC20701271307）。

在SK型耐腐耐磨纸浆泵的研发过

程中，合作高校清华大学采用CFD技术

对泵的水力模型进行了多目标、多参数

的水力优化设计，同时根据多相流理论

和磨损预估模型，对开发水力模型的磨

损特性进行预测和分析，使新开发的纸

浆泵同时满足水力效率高且更耐磨损，

其核心指标扬程、流量、效率等参数得

到充分优化，节能指标效果显著。

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SK型耐腐

耐磨纸浆泵仅是其中之一，目前已形成

● 技术信息 ● 研发创新

校企合作 共同开发 喜结硕果

尚宝罗股份SK型耐腐耐磨纸浆泵获得国家节能认证

系列产品。与同类型其他公司的产品相

比，水力效率提高3～4个百分点。若以

公司年产量在4,000台左右估算，正常

需要电机消耗功率在10万 kW，即需

要86.4亿 kW·h电能；节能泵研发成

功之后，可节约34.56亿 kW·h电能。

按1 kW·h电需消耗0.325 kg煤炭，节

约1 kW·h电等于减排0.997 kg二氧化

碳、减用0.272 kg炭，公司生产的节能

泵全年为国家减用9.40亿 kg炭，为国家

节能减排作出重大贡献。

公司长期与清华大学、江苏大学等

高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设立了“江苏

省制浆用泵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企

业博士后工作站”、“江苏省企业研究生

工作站”。

尚宝罗股份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

极具竞争力的固液混合介质用泵及推进

器的设备生产商。2015年公司成功在新

三板上市，证券代码：834018。公司注重

科技创新，已申请国家专利60余项，其中

发明专利12项，注册商标70多件，其中国

际商标6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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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制循环蒸发器是制浆黑液碱回收蒸发装置中常见

的蒸发器类型，其具有不易结垢的优点，多用于高浓度黑液的

蒸发。本文针对江苏某制浆造纸厂技改项目中新增的强制循

环蒸发器进行了HTRI的模拟计算，研究了不同流速对黑液强制

循环蒸发器传热系数的影响，并根据计算结果，选择了适宜

的循环黑液流量，在满足装置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减少装置

的运行能耗。

关键词：强制循环；蒸发器；黑液；HTRI；制浆

Abstract: Forced circulation evaporator is a kind of common 
equipment in alkali recovery plant of pulping black liquor. It is 
mostly used for evaporat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black liquor due 
to the advantage of less fouling. Based on a newly installed forced 
circulation evaporator during a technical improvement project of 
a pulp and paper mill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HTRI simulation 
calcul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low rates 
on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lack liquor forced circulation 
evaporator i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appropriate black liquor flow rate is selected and the oper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is reduced in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process requirements of the plant.
Key words: forced circulation; evaporator; black liquor; HTRI; 
pu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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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此为了提高其总传热系数，通常会提高循环黑液

的流量（即实际进入强制循环蒸发器内的黑液量）以改

善管程侧黑液介质的传热状况。

该厂技改新增的强制循环效蒸发器主要工艺设计

参数如表1。

技术方提供的强制循环蒸发器为一管壳式换热

器，其主要规格参数如表2。

2  强制循环蒸发器的HTRI核算

为了判断技术方提供的方案及设备是否可靠，在

详细设计过程中，对该制浆造纸厂新增的强制循环蒸

发系统进行了系统平衡计算，并对该新增的强制循环蒸

江苏某制浆造纸厂现有一套多

效蒸发装置，采用全板式降膜蒸发

器，七体五效布置。原设计为处理烧

碱法草浆加少许木浆黑液，额定处理

的稀黑液量约2300 m3/d，蒸发站额

定蒸发水量76 t/h。现公司计划生产

针叶木硫酸盐法本色浆，制浆能力8

万 t/a，改产后硫酸盐法本色化学针

叶木浆日产绝干浆235 t，蒸发站设计

蒸发能力90 t/h。经过对现有蒸发站

配置全面比对，技术方提出改产后需

要增加一套强制循环蒸发器作为出浓

效。

本文以该制浆造纸厂碱回收车

间蒸发车间技改工艺数据为基础，在详细设计阶段对

新增的强制循环蒸发器进行了HTR I核算，并通过模拟

计算，得到了强制循环蒸发器内不同黑液流速对总传热

系数的影响，给出了适宜的黑液流速范围，进而确定了

合适的循环黑液量。

1  新增流程及主要工艺参数

该蒸发车间新增的强制循环效蒸发器作为出浓效，

设置在原多效蒸发I效蒸发器前，使用新鲜蒸汽作为热

源。自原I效蒸发器来的浓黑液进入强制效分离罐，与分

离罐内的黑液混合，经由强制效循环泵送至强制效蒸发

器进行加热，加热后的黑液进入分离罐进行闪蒸，蒸发

出来的二次蒸汽进入原Ⅱ效蒸发器气相入口作为Ⅱ效热

源返回原系统。其流程如图1。

强制循环蒸发器和自然循环蒸发器的区别是在蒸

发器的循环管上设置循环泵。循环泵的作用是使溶液沿

一定方向以较高速率循环流动[1]。强制循环蒸发器为制

浆黑液蒸发装置常见的蒸发设备，其特点是黑液在强

制循环效内被蒸汽加热并不发生闪蒸，气液分离是在分

离罐内进行的。强制循环蒸发器换热管内不发生气液分

离，黑液在换热管内强制高速流动，因而强制循环蒸发

器相比于降膜式蒸发器不容易结垢，对于高浓度的黑液

介质比较适用。但是，其总传热系数比降膜式蒸发器要

表1  强制循环效主要工艺参数

设计蒸发水量/(kg·h-1)

新鲜蒸汽消耗量/(kg·h-1)

黑液进效量/(kg·h-1)

进效黑液浓度/%

进效黑液温度/℃

设计循环量/(m3/h)

约2500

2800

22850

58

127

1400

143℃@0.3MPag

图1  工艺流程简图

表2  强制循环蒸发器主要规格参数

换热器直径

换热管规格

管程数

换热面积

布管数

壳程数

φ1500 mm

φ38.1 mm×9.1 m

四管程

700 m2

650

单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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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进行了HTRI软件核算。

HTRI软件是目前换热器选型计算的主流软件，它

采用了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的工艺热传递及换热器技

术，包含了换热器及燃烧式加热炉的热传递计算及其他

相关的计算软件[2]。它可以严格地定义换热器的几何结

构,利用内嵌的热传递计算和压降计算的各种经验公式

进行换热器性能的预测，并提供详尽的输出报告和可视

化的计算结果。对于管壳式换热器、板式换热器、空冷

器等都能得到很好的模拟计算结果。

2.1 设计工况下蒸发器的核算

强制循环效蒸发器本身为一管壳式换热器，其壳

程为蒸汽冷凝过程，管程介质为制浆黑液，且黑液在换

热器内无相变升温。由于制浆黑液为一复杂的混合物，

含有大量的木质素、纤维、无机盐和色素等成分[3]，因

而在模拟计算时，无法定义黑液介质的组分信息，需要

在HTR I中自定义一虚拟介质，给定其换热温度附近两

点温度下的介质特性进行计算。本项目进强制效的为

58%木浆黑液，温度127 ℃，通过文献调查给定120 ℃

和135 ℃这两点温度下的黑液特性参数如表3。

根据技术方给定的工艺条件，对选定的强制循环

效蒸发器进行了HTR I核算，在给定工况下，计算主要

结果如表4。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见，选定的DN1500的换热器，

在设计工况下计算换热面积余量为32.44%，换热面积

能够满足工艺要求且有较大的余量。

同时，计算结果显示热阻的组成中，管程侧热阻占

比达到86.96%，判断管程的热阻为影响换热器总传热

系数的主要因素，改善管程的热阻是改善该强制循环

蒸发器性能的关键。因此，强制循环蒸发器设计时，通

常会使用较大的循环比，以降低管程侧的热阻，减小换

热器所需换热面积。

2.2 不同管程流速的影响

表5  不同流速下管程压降和总传热系数

管内流速

/(m.s-1)

3.3

3

2.7

2.4

2.1

1.8

1.5

1.2

0.9

0.6

0.3

黑液流量

/(m3.h-1)

1960

1782

1604

1426

1248

1069

891

713

535

356

178

219.23

213.98

208.3

202.14

195.38

187.87

179.39

169.58

157.85

142.96

116.49

总传热系数

/(W.m-2.K-1)

管程压降

/kPa

869.54

784.44

700.32

617.42

535.75

455.28

376.05

298.04

221.26

145.70

71.39

表3  黑液的输入物性参数

温度/℃

密度/(kg.m-3)

黏度/(mPa.s）

导热系数/(W.m-1.℃-1)

比热/(kJ.kg-1.℃-1)

120

1400

320

0.4657

3.1907

135

1380

280

0.4701

3.1951

图2  不同流速下管程压降和总传热系数曲线

换热面积/m2

热负荷/MW

换热面积余量/%

流速/(m.s-1)

  壳程

  管程

表4  强制循环蒸发器计算结果

工艺条件

介质名称

流量/(kg.h-1) 

进/出口温度/℃ 

进口压力/kPa 

压降/kPa 

污垢热阻/(m2.K.W-1)

传热系数/(W.m-2.K-1)

有效温差/℃ 

热阻/%

  壳程

  管程

  污垢

  金属导热

换热器性能

热介质-壳程

蒸汽

2800.01

143.21/143.11

400.006

1.183

0.000176

201.20

15.7

0.84

86.96

10.98

1.22

696.309

1.6565

32.44

1.18

2.35

冷介质-管程

黑液

1960000

127.00/127.95

820.012

605.520

0.0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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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强制循环蒸发器设计黑液循环量为1400 m3/h，

由表4可见，其在管程的流速为2.35 m/s，计算换热器

压降为605.52 k P a，管程的压降很大。考虑到循环量

大、同时换热器压降也大，会导致循环黑液泵及其电机

功率会很大。为了选择更经济的黑液循环比，需要确定

管程黑液流速对总传热系数的实际影响。因此，调整不

同的黑液流量，计算得到了不同管程流速下该换热器的

管程压降和总传热系数，计算结果如表5。

由表5中数据，绘制不同流速下管程压降和总传热

系数曲线如图2。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管程黑液流速降

低，管程压降呈线性下降的趋势。相比于管程压降，总

传热系数的变化率相对平缓，在1.8～2.7 m/s范围内变

化不大，而低于1.5 m/s时，总传热系数的下降较为明

显。因而在进行该类强制循环蒸发器选型时，推荐选取

的管程黑液流速不低于1.5 m/s为宜。

针对该技改项目新增的强制循环蒸发器，由于蒸发器

型式已经选定，需在已定蒸发器条件下选取更合理的循环

泵规格。因此计算了在不同黑液循环量下，该蒸发器换热面

积余量及循环泵对应所需的扬程及轴功率估算见表6。

由表6可知，对于该强制循环蒸发器，循环黑液

量在700 m3/h时，换热面积余量太小；循环黑液量在

800 m3/h时，换热面积余量基本满足工艺需求。而随

着黑液循环量增大，换热面积余量增大，但循环泵的

轴功率也明显增大。当循环黑液量为1000 m3/h时，估

表6  不同流速下循环泵扬程及轴功率估算

管内流速

/(m.s-1)

2.69

2.52

2.35

2.19

2.02

1.85

1.68

1.51

1.35

1.18

黑液流量

/(m3.h-1)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414

362

314

269

228

191

157

127

100

76

轴功率

/kW

50.85

47.46

44.09

40.75

37.44

34.15

30.89

27.67

24.47

21.29

管程压降

/m

37.56

33.66

32.44

29.66

26.68

22.83

19.45

15.74

12.21

6.49

换热面积

余量/%

管程压降

/kPa

698.43

651.77

605.52

559.64

514.14

469.03

424.3

379.96

336.01

292.44

注：表中循环泵扬程仅考虑了换热器的压损，泵的效率均按0.75计。 [收稿日期:2020-07-22]

算循环黑液泵的轴功率在157 kW，换热面积余量仍有

19.45%；而在设计工况1400 m3/h时，估算循环黑液泵

的轴功率为314 kW，比1000 m3/h循环量时电机功率增

加了一倍。因此为了降低运行费用，该强制循环蒸发系

统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换热面积余

量，循环黑液量在控制在900～1100 m3/h较为合适。

3  结论

强制循环蒸发器是制浆黑液碱回收蒸发装置中常

见的蒸发器类型，其具有不易结垢的优点，但总传热系

数比降膜式蒸发器低。本文针对江苏某制浆造纸厂技

改项目中新增的强制循环蒸发器进行了HTRI的模拟计

算，研究了不同流速对于强制循环蒸发器总传热系数的

影响，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模拟计算可知，所选定的DN1500-700 

m2的换热器换热面积满足工艺要求，但设计工况下管

程压降太大，所需要的循环黑液泵轴功率很大。

(2）强制循环蒸发器控制热阻主要在管程侧，为了

提高换热效率，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管程侧的传热效率，

一般通过增加黑液的循环量来实现。

(3）研究了不同流速对黑液强制循环蒸发器总传热

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本工况条件下，黑液的流速在

1.8～2.7 m/s范围内变化不大，流速低于1.5 m/s时，总

传热系数下降较快。因此，在黑液强制循环蒸发器选型

设计时，管程流速控制在1.5 m/s以上为宜。

(5）该制蒸发车间新增的强制循环蒸发器换热面

积余量较大，在满足工艺需求的前提下，可以降低黑液

的循环量以减小装置的运行能耗。通过计算发现，循环

黑液量在900～1100 m3/h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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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纤维素醚用高黏浆生产工艺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高黏浆制造过程中影响蒸煮、漂白的主要因

素。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通过单因素试验及正交

试验法，并结合公司实际设备能力，确定了纤维素醚

用高黏浆生产工艺参数。利用该生产工艺，生产的纤

维素醚用高黏棉浆白度≥85%，黏度≥1800 mL/g。

关键词：纤维素醚用高黏浆；生产工艺；蒸煮；漂白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high viscosity pulp 
for cellulose ether was studied.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 luencing the pulping and bleaching process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custome
rs, the production technical indexes were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al method, or thogonal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the equipment capacity. Using 
this production process, the whiteness of high viscosity 
pulp for cellulose ether can over 85% and viscosity can 
over 1800 mL/g.. 
Key words: high viscosity pulp for cellulose ether; 
production process; cooking; bl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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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1

2

3

因素

A:用碱量/%

8

9

10

110

115

120

B:蒸煮温度/℃

60

65

70

C:保温时间/min

表2  正交试验结果

水平

1

2

3

4

5

6

7

8

9

白度 位级Ⅰ平均值

     位级Ⅱ平均值

     位级Ⅲ平均值

黏度 位级Ⅰ平均值

     位级Ⅱ平均值

     位级Ⅲ平均值

 白度 极差R1

 黏度 极差R2

白度

/%

52.4

53.6

54.9

53.3

55.3

56.5

54.7

55.6

57.9

-

-

-

-

-

-

-

-

黏度/

(mL.g-1)

1993

1980

1952

1987

1945

1922

1958

1947

1893

-

-

-

-

-

-

-

-

因素

A:用碱量

/%

8

8

8

9

9

9

10

10

10

53.6

55.0

56.1

1975.0 

1951.3 

1932.7 

2.5

42.3

110

115

120

110

115

120

110

115

120

53.5

54.8

56.4

1979.3 

1957.3 

1922.3 

2.9

57.0

B:蒸煮温度

/℃

60

65

70

65

70

60

70

60

65

54.8

54.9

55.0

1954.0 

1953.3 

1951.7 

0.2

2.3

C:保温时间

/min

纤维素是自然界中蕴藏量最丰富、可再生的一种天

然高分子化合物，其来源广泛[1]、价格低廉、环境友好，

通过对其进行化学改性，可得到一系列纤维素衍生物[2]。

纤维素醚是纤维素葡萄糖单元上羟基中的氢被烃基取

代的高分子化合物[3]。纤维素经醚化后能溶于水、稀碱

溶液和有机溶剂，并具有热塑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纤维素醚生产和消费国，产量年均增长超过20%。纤维

素醚类品种繁多，性能优良，广泛用于建筑、水泥、石

油、食品、纺织、洗涤剂、涂料、医药、造纸及电子元件

等工业[4]。

随着纤维素醚等衍生物领域的高速发展，其生产

原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纤维素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有

棉浆、木浆、竹浆等。其中，棉花是自然界中纤维素含量

最高的天然产物，而我国是棉花的生

产大国，因此棉浆是纤维素醚生产的

理想原材料。恒联集团独家引进国外

特种纤维素生产专用设备和技术，采

用低温低碱蒸煮、绿色连续漂白的生

产工艺，生产流程全自动控制，工艺

控制精度达到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水

平。应国内外客户要求，公司对纤维素

醚用高黏度棉浆粕进行了研制实验，

样品经客户使用后受到好评。

1  实验

1.1 原料

纤维素醚用高黏浆需满足白度

高、黏度高、尘埃度低等要求。针对纤

维素醚用高黏棉浆的特点，首先在原

料选择上进行了严格把关，挑选成熟

度高、黏度高、无三丝、棉籽壳含量

少的棉短绒作原料，根据上述棉短绒

的各项指标要求，确定使用新疆地区

棉短绒作为纤维素醚用高黏浆的生产

原材料。新疆绒的质量指标为：黏度

≥2000 mL/g，成熟度≥70%，硫酸不

溶物≤6.0%，灰分≤1.7%。

1.2 仪器及药品

实验仪器：PL-100型电热蒸煮锅（咸阳泰思特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仪表恒温水浴锅（龙口市电炉制造

厂）、PHSJ-3F精密pH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毛细管黏度计、WSB-2白度仪（济南三泉中石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

实验药品：N a O H、HC l、N a C l O、H 2O 2、

NaSiO3。

1.3 工艺路线

棉短绒→碱法蒸煮→洗涤→打浆→漂白（包含酸处

理）→抄浆→成品→指标检测

1.4 实验内容

蒸煮过程按照实际生产流程，采用湿法备料、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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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工艺方法。将定量的棉短绒简易清洗除杂，根据液

比、用碱量，加入计算好的碱液，将棉短绒与碱液充分

混合均匀，装入蒸煮罐，按照不同的蒸煮温度、保温时

间进行蒸煮。蒸煮后的浆料洗涤、打浆、漂白备用。

漂白过程：浆浓、pH值等参数按照设备实际能力

及漂白常规直接选定，相关漂白剂用量等参数通过实

验进行探讨。

漂白分三段：（1）常规预氯段漂白，调节浆浓为

3%，加酸使浆料pH值控制为2.2～2.3，加入一定量次

氯酸钠常温漂白40 m i n。（2）过氧化氢段漂白，调节浆

浓为8%，加氢氧化钠碱化浆料，加入过氧化氢在一定温

度下进行漂白（过氧化氢漂白段加入一定量的稳定剂硅

酸钠）。通过实验探讨具体的漂白温度、过氧化氢用量

及漂白时间。（3）酸处理段：调节浆浓为6%，加酸及金

属离子去除助剂进行酸处理，此段工艺按照公司常规特

种棉浆生产工艺进行，具体工艺无需再实验探讨。

实验过程中每段漂白调节浆浓和pH，加入一定比

例的漂白试剂，将浆料与漂白试剂在聚乙烯塑料密封袋

中混合均匀，并置于恒温水浴中进行恒温漂白至规定时

间，漂白过程中浆料每隔10 m i n取出混合揉匀一次，保

证漂白的均匀性。每段漂白结束经水洗，再进行下一段

漂白。

1.5 浆料分析检测

浆料白度试样的制备及白度测定分别采用GB/T 

8940.2-2002和GB/T 7974-2002；浆料黏度测定采

用GB/T 1548-2004。

2  结果与讨论

2.1 目标分析

根据客户使用需求，纤维素醚用高黏浆的主要技

术指标为：白度≥85%，黏度≥1800 m L/g，α-纤维素

≥90%，灰分≤0.1%，铁≤12 m g/k g等。根据公司多年

特种棉浆的生产经验，通过控制合适的蒸煮条件及漂

白过程中的水洗及酸处理条件，α-纤维素、灰分、铁含

量等指标，实际生产中很容易达到要求。因此将白度及

黏度作为此次实验研制的重点。

2.2 蒸煮工艺

蒸煮过程是以氢氧化钠在一定的蒸煮温度及压

力下，破坏纤维的初生壁，使棉短绒中的水溶性及碱溶

性非纤维素杂质、脂肪、蜡质溶出，提高α-纤维素含

量[5]。由于蒸煮过程中纤维素大分子链会发生断裂而

导致聚合度降低，黏度降低。蒸煮程度太轻，可致浆料

蒸煮不透，后续可漂白性差，产品质量不稳定；蒸煮程

度太重，纤维素分子链降聚剧烈，黏度太低。综合考虑

浆料的可漂性及黏度指标要求，确定蒸煮后浆料黏度

≥1900 mL/g，白度≥55%。

根据影响蒸煮效果的主要因素：用碱量、蒸煮温

度、保温时间，采用正交试验法进行实验，选择合适的

蒸煮工艺条件。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见表1。

正交试验设计和实验结果见表2。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的极差数据，三因素对蒸煮效

果的影响力大小为：蒸煮温度＞用碱量＞保温时间。蒸

煮温度及用碱量对棉浆黏度及白度的影响较大，随着

蒸煮温度及用碱量的升高，白度呈上升趋势，但是黏度

成下降趋势。高黏浆的生产，在保证白度的同时，应尽

量采用较缓和的蒸煮条件。因此结合实验数据，蒸煮温

度采用115 ℃，用碱量采用9%。保温时间在三因素中的

影响效果与其他两因素相比相对较弱，由于本次蒸煮采

用低碱低温的蒸煮方式，为了增加蒸煮的均匀性，保证

蒸煮黏度的稳定，保温时间选择70 m i n。由此确定组合

A2B2C3为高黏浆的最佳蒸煮工艺，此生产工艺条件下，

最终浆料的白度为55.3%，黏度为1945 mL/g。

2.3 漂白工艺

图1  漂白有效氯用量对白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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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段漂白控制指标要求，因此初步确定该段漂白有效氯

用量为0.03～0.04 g/L。

2.3.2 过氧化氢段漂白工艺研究

过氧化氢漂白是漂白过程中提升白度的最主要漂白

阶段，该段结束后再进行一段酸处理，漂白过程即完成。

酸处理阶段加上后续的抄浆成形阶段，对浆料黏度无影

响，对白度可提升至少2%。由此根据最终高黏浆的控制

指标要求，确定过氧化氢漂白段的指标控制要求为黏度

≥1800 mL/g，白度≥83%。

影响过氧化氢漂白的因素主要有过氧化氢用量、

漂白温度、漂白时间。为实现高黏浆的白度及黏度要

求，对影响漂白效果的三因素采用正交试验法分析确定

合适的过氧化氢漂白工艺参数。

2.3.1 预氯段工艺

预氯段通过向棉浆中添加极少量的次氯酸钠，使

棉浆中的木素转化为氯化木素被溶出。经预氯段漂白

后，需控制浆料黏度≥1850 mL/g，白

度≥63%。

次氯酸钠用量是影响该段漂白

效果的主要因素，为探讨合适的有效

氯用量，利用单因素试验法，同时进

行5次平行实验，通过在浆料中添加

不同量的次氯酸钠，使浆料中的有效

氯含量分别为0.01 g/L、0.02 g/L、

0.03 g/L、0.04 g/L、0.05 g/L，经

漂白后测定漂后浆料的黏度及白度。

通过实验，检测到棉浆白度及黏

度随有效氯用量变化如图1及图2所

示。 

通过图1、图2可发现，随着有效

氯用量的增加，棉浆的白度逐渐升

高，黏度逐渐降低。当有效氯用量为

0.01 g/L、0.02 g/L时，棉浆白度

≤63%；有效氯用量为0.05 g/L时，

棉浆黏度≤1850 m L/g，均不符合

预氯段漂白控制指标要求。当有效

氯用量为0.03 g/L、0.04 g/L时，

漂后指标分别为黏度1885 m L/g、

白度63.5%及黏度1854 m L/g、白度

64.8%，此有效氯用量区间，符合预

图2  漂白有效氯用量对黏度的影响

表3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1

2

3

因素

A:漂白温度

/℃

75

80

85

4

5

6

B:过氧化氢用量

/%

80

90

100

C:漂白时间

/min

研究开发  R & D

表4  正交试验结果

水平

1

2

3

4

5

6

7

8

9

白度 位级Ⅰ平均值

     位级Ⅱ平均值

     位级Ⅲ平均值

黏度 位级Ⅰ平均值

     位级Ⅱ平均值

     位级Ⅲ平均值

 白度 极差R1

 黏度 极差R2

白度

/%

79.8

81.4

82.2

82.9

83.9

84.5

85.3

85.6

86.1

-

-

-

-

-

-

-

-

黏度/

(mL.g-1)

1851

1846

1830

1839

1829

1820

1800

1791

1775

-

-

-

-

-

-

-

-

因素

A:漂白温度

/℃

75

75

75

80

80

80

85

85

85

81.1 

83.8 

85.7 

1842.3 

1829.3 

1788.7 

4.5 

53.6

4

5

6

4

5

6

4

5

6

82.7 

83.6 

84.3 

1830.0 

1822.0 

1808.3 

1.6 

21.7

B:过氧化氢用

量/%

80

90

100

90

100

80

100

80

90

83.3 

83.5

83.8 

1820.7 

1820.0 

1819.7 

0.5 

1.0

C:漂白时间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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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见表3。正交试验设计和实验结

果见表4。

通过正交试验的极差数据发现，三因素对漂白效

果的影响力大小为：漂白温度＞过氧化氢用量＞漂白时

间。漂白温度及过氧化氢用量是影响漂白效果的主要因

素，随着漂白温度、过氧化氢用量两因素数据的逐渐增

大，棉浆的白度逐渐增高，黏度逐渐降低。综合考虑生

产成本、设备能力及产品质量，确定过氧化氢漂白温度

为80 ℃，过氧化氢用量为5%。同时根据实验结果，过

氧化氢漂白时间对漂白效果影响程度较小，选择过氧化

氢单段漂白时间为80 min。

按照选定的过氧化氢段漂白工艺，实验室进行了大

量重复验证实验，实验结果显示该实验参数可达到设定

目标要求。

3  结论

根据客户使用要求，通过单因素试验及正交试验，

并结合公司实际设备能力及生产成本，确定纤维素醚

用高黏浆生产工艺参数为：（1）蒸煮工艺：用碱量9%，

[收稿日期: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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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温度115 ℃，保温时间70 m i n。（2）漂白工艺：预

氯段，漂白有效氯用量为0.03～0.04 g/L；过氧化氢

段，漂白温度为80 ℃，过氧化氢用量为5%，漂白时间为

80 min；酸处理段，按照公司常规工艺进行。

纤维素醚用高黏浆是一种用途广泛、附加值高的

特种棉浆。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公司自主研发了纤维

素醚用高黏浆的生产工艺。目前，纤维素醚用高黏浆已

成为公司主要生产品种之一，产品质量得到了国内外客

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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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废纸制浆工程设计为例，介绍各生产工段的浆渣

处理方案，包括碎解工段，粗筛及分级工段，长、中、短纤维

处理工段所分离的轻渣、重渣，以及分离轻渣、重渣所使用的

设备及轻渣、重渣分离出系统后的最终处理方案。

关键词：废纸制浆；渣处理；工程设计；轻渣；重渣

Abstract: From the engineering design of reject handling in waste 
paper pulp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ight reject and heavy 
reject separated from each production section, including crushing 
section, coarse screening and grading section, long, medium and 
short fiber handling section, as well as the equipment used to 
separate the light reject and heavy reject and the reject handling 
and recovery scheme after separating the light reject and heavy 
reject from the system.
Key words: waste paper pulping; reject disposal; engineering 
design; light density reject; heavy density 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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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造纸行业废纸原料的消耗越来越多，不可避

免地废纸原料中的杂质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废纸制

浆所产生的固废量也日益增加。而废纸制浆庞大渣量的

分离与处理也成为行业关注的重点。本文结合南方某厂

年产60万 t箱纸板生产线的工程设计实例，分析规模化

生产下的废纸制浆车间各工段轻渣、重渣的处理设计方

案。该制浆车间设计产能2000 t/d，其中长纤450 t/d、

中纤450 t/d、短纤1100 t/d。

1  碎解工段

目前废纸制浆车间碎解工段配置有一条1500 t/d

转鼓碎解处理线和一条1000 t/d立式水力碎浆机碎解

处理线。

1.1 转鼓碎解处理线

转鼓碎浆机是转鼓碎浆系统中的主体设备，是汇集

废纸碎解及筛选两个工序于一体的大型碎解设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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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绳机、剪绳机、重渣槽、疏解泵、杂质分离机、圆筒筛

等辅助设备（如图2）可对废纸原料中的纤维、塑料、铁

丝等成分取得较好的浆渣分离效果；立式水力碎浆系统

主要产出的轻渣、重渣包括：

1.2.1 绞绳机及剪绳机系统带出的绞绳

通过绞绳的缠绕作用，将碎浆机内的条形杂物及

部分非条形杂物缠绕在绞绳上，而后通过绞绳机将绞

绳拉出碎浆机，经过剪绳机剪断，得到长度均匀的绞

绳，而后用卡车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绞绳段运出制浆车

间到专门的渣处理区域。废绞绳中主要包括35%～40%

铁，35%～40%塑料（25%是聚烯烃），20%～30%纤维[1]，

本项目中废绞绳通过铲车上料，将绞绳倒入破碎机，破

碎后的绞绳渣经皮带输送至振动进料斗，以便于绞绳

渣料分散，而后通过除铁器将渣料中的铁类杂质回收，

最后再通过皮带输送将渣料送至挤压脱水机，降低渣

料中的含水率，以此得到干度较高、分散度较好的轻

渣，而后通过卡车输送至自备电站用于焚烧，如图3。

1.2.2 重渣槽底部排出的重渣

重渣罐底部设置有两个自控开关阀，通过设置定

时启停程序及反冲洗水，将渣罐底部隔腔内的残余纤

维冲回罐体内，分离出渣罐内的金属、砂石等重渣；而后

通过提渣机作用下，分离出重渣水分，重渣收集运出车

间。

1.2.3 圆筒筛排出的轻渣

重渣罐内的渣浆通过疏解泵输送至杂质分离机，

通过杂质分离机的筛板筛选及冲洗水的作用，良浆送

回碎浆机，渣浆被送至圆筒筛，通过圆筒筛内筛板的筛

于大产能、连续式生产需要。其主要生产过程为废纸经

链板输送进入转鼓碎浆机的高浓碎解区，通过稀释水

的加入使废纸纤维处于14%～22%的浓度下运行，随着

转鼓的缓慢转动，浆料被转鼓内板带动至高处，而后跌

落与转鼓内的其他原料相互摩擦，以达到分散纤维的

目的，而后随着转鼓的回转作用，纤维进入转鼓的纤维

筛选区，通过稀释水的作用，纤维浓度被进一步稀释到

3%～4%的浓度，纤维通过筛板上的筛孔进入转鼓良浆

池，废纸中的塑料、铁片、铁丝、薄膜、碎布等轻渣则通

过转鼓的出渣口一起排出。 

转鼓出渣口排出的轻渣团的干度在20%左右，经皮

带输送，经过除铁器回收轻渣团中混合的铁丝铁片等

铁类杂质，而后渣经皮带输送，轻渣经过长距离爬升，

渣皮带爬升最大角度低于18°（设计考虑避免渣团滚

落），进入粗碎机，经粗碎机破碎后的轻渣体积减小，

而后将轻渣经皮带输送进入挤压脱水机，降低轻渣的

含水率，提高轻渣的干度至60%～70%，最后再由皮带

将挤压后的轻渣输送至精碎机，以此得到干度较高、分

散度较好的轻渣，而后通过卡车输送至自备电站用于焚

烧，如图1所示。

1.2 立式水力碎浆机碎解线

立式水力碎浆机是一种常用的废纸碎解设备，相

比转鼓碎浆机，其体形较小，布置较灵活，通过配置如

图1  转鼓碎浆系统粗渣处理流程 图2  立式水力碎浆碎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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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良浆通过筛板回流碎浆机，而塑料、泡沫、碎布等轻

渣则被阻隔在筛鼓内，通过筛鼓的回转将轻渣排出；圆

筒筛排出的轻渣通过皮带输送至挤压脱水机脱水，再

由皮带将挤压后的轻渣输送至精碎机，以此得到干度

较高、分散度较好的轻渣，而后通过卡车输送至自备电

站用于焚烧。

1.3 重质除砂系统

转鼓良浆池及立式水力碎浆机经过筛板后的良浆

通过浆泵送入一段重质除砂器，浆料通过切线方向进

入除砂器锥形腔室，在压差的作用下，浆料产生涡旋运

动。在涡旋场中，相对密度大的浆料在重力作用下下沉

到除渣器底部，通过底部的连通管进入尾渣槽，通过尾

渣槽底部设置的两道控制阀与冲洗水管路的程序联锁，

分离出浆料内的金属、砂石等重渣，良浆则通过槽体顶

部进入二段除砂器，根据同样的原理分离出浆料内残余

的重渣，良浆进入粗浆塔以备下一工段，分离出的重渣

则通过提渣机的作用，去除多余水分，将重渣提出，用

卡车运出车间。

2  粗筛与分级工段

粗筛由旋翼、转子和筛鼓组成，用于废纸经碎解工

段后纤维的净化设备，可以去除浆料中的较小泡沫塑

料、胶皮等，同时具备一定疏解纤维作用，可以进一步

处理未完全消失的废纸片或浆团。随着每段粗筛筛板

上孔径的逐级放大，从一段粗筛筛缝0.6 mm到四段康

比筛筛孔2.8 mm，浆料中的纤维被逐级回收，而渣浆

则被层层过滤出至最后的四段康比筛，通过康比筛的筛

选，较小的塑料片等杂质被筛选出来，通过溜槽汇总至

圆筒筛出渣皮带；康比筛渣浆中的较小沙砾通过设置

康比筛除砂器将其除去。粗筛处理后的浆料通过分级

筛的作用，按照纤维长度分为长、中、短纤进入下级处理

系统。

3  长、中、短纤维处理工段

3.1 长纤维处理系统

该系统中轻渣为长纤的四段除砂器低浓渣浆（浓

度约2.6%）和四段精筛低浓渣浆（浓度约2%）。四段除

砂器低浓渣浆经过提渣机提渣后，皮带送挤压脱水机

压榨，压榨后卡车外运出车间；四段精筛渣浆经挤压脱

水后，卡车外运出车间。

3.2 中纤维处理系统

该系统中轻渣为中纤的四段除砂器低浓渣浆（浓

度约2%），低浓渣浆经过提渣机提渣后，皮带送挤压脱

水机压榨，压榨后卡车外运出车间。

3.3 短纤维处理系统

该系统中轻渣为短纤的四段除砂器低浓渣浆（浓

度约2%），低浓渣浆经过提渣机提渣后，皮带送挤压脱

水机压榨，压榨后卡车外运出车间。

4  结语

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浆渣处理向着渣不

落地的方向发展。采用皮带输送的运渣通道也相应增

加；而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未来会有更多的浆渣处理

方案的改造需求；同时随着纸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浆

渣处理中物料分类回收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设备增多，

渣分离出来的种类增多，都需要考虑好相应的设备、系

统需求及占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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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varnish, waterborne 
varnis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rinting industry. The main 
components of varnish are water-borne acrylic resin emulsion, 
antifriction agent, wetting agent, polyethylene wax emulsion, 
defoamer and water. Through air knife, intaglio pr inting, 
flexographic printing, silk screen printing and other methods of 
feeding, the paper is required to have good friction resistance, 
scratch resistance, adhesion resistance, and no fading in the 
printing process. Through self-made varnish and air knife coating, 
the coating amount is controlled at 2.0 g/m2, and the general 
coating amount in the industry is controlled at 5.0-6.0 g/m2. 
Through the pilot test, a more reasonable formulation process was 
obtained from laboratory and pilot tests. The waterborne acrylic 
resin emulsion 85%, polyethylene emulsion 6%, friction resistance 
agent 1%, wetting agent 3%, defoamer 1%, water 4%.
Key words: waterborne varnish; preparation;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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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性光油作为一种环保光油，在印刷行业得到广泛应

用。其主要成分是水性丙烯酸树脂乳液，配以耐摩擦剂、润湿

剂、聚乙烯蜡乳液、消泡剂、水等组成。通过气刀、凹版印刷、柔

版印刷、丝印等方式进行上料，要求纸张具有良好的耐摩擦、抗

刮擦、防黏、印刷过程中不掉色等性能。通过自制光油，使用气

刀涂布方式，涂布量控制在2.0 g/m2。通过实验室实验与上机中

试，得出较为合理的配方：水性丙烯酸树脂乳液85%、聚乙烯蜡

乳液6%、耐摩擦剂1.0%、润湿剂3.0%、消泡剂1.0%、水4%。

关键词：水性光油；制备；性能

水性光油是一种常见的上光涂料，主要应用于礼品

盒包装、期刊封面印刷等，上光油的目的使纸张具有良好

的保护和装饰作用。上料方式有气刀涂布、凹版印刷、柔

版印刷、丝印等。其主体原料为丙烯酸树脂乳液，其主体

原料选择至关重要。特别需要注意玻璃化温度，玻璃化

温度高则涂层发脆，经过折叠成型后会造成折痕处涂层

断裂，影响其装饰美观效果，对后续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需要注意防黏效果，防黏效果差，经过复卷后纸张

会黏结到一起，强行将其剥离也会对涂层产生不可修复

性损伤。通过实验室与生产实践，选择出了一款丙烯酸树

脂乳液，辅助其他功能性助剂与过程性助剂自制光油，具

有良好的光泽度、耐水性，色泽饱满[1]，装饰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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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丙烯酸树脂乳液（GM-230、GM-280、GM-

350），广东某化工有限公司；聚乙烯蜡乳液，上海某化

工有限公司；耐摩擦剂，德国某公司；润湿剂，日本某公

司；消泡剂，福建某公司；水，自制蒸馏水；纸样，公司

PM5线黑卡。

1.2 实验设备

百分天平一台JJ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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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摩擦仪，美国TM I公司；蒸馏水制备器YAZD-5，上海

虞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热封测试仪H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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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性光油制备

称取一定量耐摩擦剂和蒸馏水至200 m L烧杯中，

使用电磁搅拌器进行高速分散30 min，制得混合溶液。

然后依次添加丙烯酸树脂乳液、聚乙烯蜡乳液、消泡

剂、润湿剂，使用涂料高频分散机（转速1500 r/m i n）

搅拌60 min，制得光油。

1.4 光油涂布

使用涂布机，在黑卡原纸上进行涂布，涂布量

2.0 g/m2，然后送至热风干燥箱进行烘干，烘干温度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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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以后，裁切成60 m m× 

20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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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烯酸树脂乳液的选择

丙烯酸乳液的种类繁多，根据应用方向的不同选

择性比较宽泛。大部分光油厂家会选择使用丙烯酸乳

液与水性哑光聚氨酯配合使用达到一定的哑度。考虑到

成本问题，选择凹版印刷油墨中使用的哑光丙烯酸树

脂乳液为主体材料。选用的丙烯酸树脂玻璃化温度为

7 ℃，烘烤出来的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能，最重要的是

选择的此款丙烯酸树脂乳液具有良好的抗返黏效果。

当然，高玻璃化温度的丙烯酸树脂乳液也可以应用到光

油制备中，其带来的问题是成膜发脆，必须配合成膜助

剂一起使用，才能保证其成膜效果。需要明确指出：光

泽度越高、玻璃化温度越高，涂层的耐刮擦性能越好。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满足光泽度、抗刮擦性

能、成膜强度等指标。必须对主体丙烯酸树脂乳液进行

筛选。称取一定量的丙烯酸树脂乳液，将其放置于烘箱

中进行烘干，烘干温度60 ℃，烘干时间4 h，然后置于

恒温恒湿实验室24 h，观察其成膜效果和成膜强度。成

膜柔韧效果的判定，将胶膜进行90°角折叠，观察其是

否发生断裂或爆裂现象进行判定，结果见表1。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玻璃化温度，成膜效果差异较

大。在大规模生产中必须要考虑到涂层的成膜效果和成

膜强度问题，光油纸贴合在高定量纸板表面，纸板在加

工成型过程最怕涂层爆裂。涂层爆裂，折痕处会颜色变

化明显，不仅影响到美观效果，而且会对消费者产生买

到假货的错觉。由于实验室条件限制，只能通过粗略实

验得出结论，GM-230适合作为光油制备的主体原料。

2.2 耐摩擦剂用量对抗刮擦与耐摩擦的影响

涂料中使用的耐摩擦剂种类繁多，可以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无机物类，如玻璃纤维、玻璃薄片、碳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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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晶氧化铝、矿石粉、金属薄片等；另一类是合成有机

材料，以惰性高分子材料为主，如聚氯乙烯颗粒、橡胶

粉末、聚酰胺粒子、聚酰亚钠粒子颗粒、硅氧烷分散体

等。耐摩擦剂的选择必须是惰性材料，不溶于涂料体系

溶剂，降低表面摩擦系数。通过大量筛选可以确定使用

聚二甲基硅氧烷分散体，可以明显改善涂层的抗刮擦性

能，通过调整用量控制其性能，结果见表2。

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聚二甲基分散体可以明显改善

涂层的抗刮擦性能，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随着聚二

甲基硅氧烷分散体用量的过高，影响到纸张烫金效果，

造成明显掉金粉现象。影响纸张烫金的因素比较多，例

如纤维空隙、烫金温度、烫金压力、涂层自身强度、表面

张力等，通过分析造成烫金不良的最大因素是硅氧烷分

散体表面活化能太低，影响了电化铝中金粉与涂层的结

合强度，造成烫金不良、“飞金”[2]等现象。

所选择的丙烯酸树脂乳液具备良好的耐摩擦、烫

金、抗返黏效果。特别需要关注抗返黏的效果，因为光

油纸以卷筒纸为主，不注意返黏重则造成纸张黏合在

一起无法剥离，轻则造成涂层破坏，影响使用效果。通

过综合考虑，耐摩擦剂用量应≤1.0%较为合理。

2.3 不同用量聚乙烯蜡乳液对涂层的影响

光油纸一般使用水墨进行印刷，在印刷过程中涂

层的防水效果差，会造成色卡中染料被吸出，出现掉色

现象。所以，必须使用一定量的防水剂，对涂层防水性

能进行改善。通过中试可以确定聚乙烯蜡乳液可以明显

改善纸张在印刷过中掉色问题，以丙烯酸树脂乳液与耐

磨擦剂绝干量一百份计算，不同用量聚乙烯蜡对光油纸

印刷过程中掉色问题的影响，结果见表3。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聚乙烯蜡

乳液用量的提高，光油纸在印刷过程中掉色问题得到了

明显改善。印刷掉色是由于水墨中的水分子迁移到纸张

内部，印刷辊在剥离过程中原纸内部水分子向外界迁移

将原纸内部染料带出，从而导致掉色。通过上机中试，

聚乙烯蜡用量6.0%，可以解决印刷掉色的问题。

2.4 润湿剂对光油纸的影响

在使用气刀涂布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纸张表面

“花斑”严重，这是由于光油体系表面张力过大导致。

润湿剂的选用比较复杂，需要考虑到润湿效果、热迁

移、渗透性，特别是需要考虑润湿剂对整个光油体系的

副反应。通过上机中试选定日本某公司的润湿剂，用量

3.0%可以解决“花斑”问题。

3  结论

3 .1 通过实验室实验与生产实践，可以确定光油体系

中丙烯酸树脂乳液的选用至关重要，对整个光油体系耐

摩擦、抗刮擦、抗返黏等会产生显著影响。

3 . 2 在光油制备过程中，需要复配其他功能性助剂与

过程性助剂，较为有利的配方为：水性丙烯酸树脂乳液

85%、聚乙烯蜡乳液6%、耐摩擦剂1.0%、润湿剂3.0%、

消泡剂1.0%、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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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用量耐摩擦剂对抗刮擦性能的影响

配方一

配方二

配方三

配方四

配方五

耐摩擦剂

/%

0

0.2

0.5

1.0

1.5

GM-230

/%

100

99.8

99.5

99.0

98.5

耐摩擦

不脱色

不脱色

不脱色

不脱色

不脱色

烫金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掉金粉

抗刮擦

不抗刮擦

有所改善

明显改善

无明显刮痕

无明显刮痕

抗返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表1  丙烯酸树脂乳液的选择

GM-230

GM-280

GM-350

成膜效果

成膜良好

轻微龟裂

严重龟裂

玻璃化温度 

/℃

7

18

35

成膜强度

（折叠）

无断裂、无爆裂

断裂、爆裂

断裂、爆裂

光泽度

/度

51.4

52.1

51.8

表3  不同用量聚乙烯蜡乳液对印刷过程中掉色的影响

配方一

配方二

配方三

配方四

配方五

聚乙烯蜡/%

0

2.0

4.0

6.0

8.0

印刷掉色

掉色

轻微掉色

轻微掉色

不掉色

不掉色

烫金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抗刮擦

抗刮

抗刮

抗刮

抗刮

抗刮

抗返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防黏

注：GM-230用量均为99.0%，耐摩擦剂用量均为1.0%。 [收稿日期: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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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浆造纸装备的快速发展是支持造纸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受益于透平风机系统的技术进步，制造成本下降，

使得现有造纸生产线真空系统的升级改造更具有可行性。景

兴纸业积极引进相关技术，对各生产线的真空系统进行改造

升级。本文中对PM16生产线的真空系统进行测量分析，选取

单/双级变速透平风机替代水环式真空泵方案，并设计及组

织实施，在经济效益和恶臭治理方面都获得了理想收益。

关键词：透平风机；真空系统；节能改造

Abst rac t: T he r apid development of pu lp ma k i ng a nd 
papermaking equipment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per industry.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papermaking vacuum system which is benefiting 
from the technical improvement of the turbine fan system that 
cuts down the cost. Jingxing Paper actively introduced related 
techniques to implement a transformation R & D to the vacuum 
system of the papermaking lines. This paper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vacuum system of PM16. The single/double stage 
variable speed turbine fan was selected to replace the water 
ring vacuum pump. And ideal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terms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odor control through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turbine fan; vacuum system; transformation with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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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造纸机真空系统的典型设备是罗茨风机、

水环真空泵以及透平风机。罗茨风机的抽吸量小，转

动部件之间的噪音大，常应用于小型纸机。水环真空泵

结构简单，壳体和转子使用耐酸碱的球墨铸铁制造，使

用齿箱或皮带传动，可靠性高、易于维护，广泛使用于

大中型生产线[1]。透平风机的主要优点是真空度恒定，

抽吸量可变频调节，并且不需要配置真空工作液循环系

统。在选型合理的前提下，透平风机比水环真空泵等温

效率高25%～40%[2]。对浙江景兴纸业年产30万 t高强

瓦楞原纸生产线（PM16）的真空系统进行运行中的检

测，水环式真空泵改造为透平风机的可行性、调试运行

和节能效益等状况加以研究阐述。

1  现状分析

1.1 测量值与设计值对比

真空系统是纸机的重要配套系统之一，主要作用

是真空脱水，提高纸幅干度，纸幅转移和毛布清洁等功

能。真空系统中的部件主要包括：（1）真空脱水元件；

（2）气水分离器；（3）真空泵或风机；（4）相关管路及

滤液泵等附属设施[3]。通过使用皮托管风速计对原水环

式真空泵的各脱水元件管路进行测量，并与初始设计

值进行对比如表1和表2[4]。某次测量时的生产条件：车

速1052 m/min,定量88.5 g/m2,台时产量31.6 t/h。

1.2 现状问题点分析

经过多次的测量，数据重复性好。通过现场询问调

查，查阅相关设计资料，对原真空系统的问题归纳为如

下几个方面：

（1）水环真空泵的工作液使用真空系统的白水，

表1  对各脱水元件真空度的测量值与设计值对比

序号

顶网脱水箱

转移真空箱

底网高真空箱

弧面真空箱

真空吸移辊

真空压榨辊1室

真空压榨辊2室

1压上毛布吸水箱

1压下毛布吸水箱

3压毛布吸水箱

测得真空度

/kPa

-26.5

-27.0

-45.5

-56.4

-54.0

-38.0

-58.0

-32.7

-29.7

-34.4

测得风速/

(m.s-1)

19.5

26.1

16.8 

18.2 

20.8 

19.6 

14.2 

15.1

20.4 

12.5

设计真空度

/kPa

-20

-25

-45

-65

-65

-40

-65

-45

-45

-45

测得抽吸量

/(m3.s-1)

0.6 

0.7 

2.9 

5.3 

2.1

2.0 

1.4

3.1

2.7 

1.3

设计抽吸量

/(m3.s-1)

0.6 

0.8 

4.0 

4.0 

2.7

2.8 

2.4 

4.7 

3.1 

2.0

容易发生纤维结垢沉积的问题。并且补入工作液的流量

通过手动阀门控制，工作液的补入量难以准确计量和调

控。供水量不足时，水环泵抽气能力下降，真空度波动；

供水量过多时，又会增大水环泵的轴功率，严重时，甚

至烧毁电机。例如表2所示的2号真空泵，已超出电机额

定功率。

（2）受限于水环真空泵定频率控制的设计，理论

真空风量为固定值。但纸页的定量和毛毯透气度都会

影响真空风量的需求值，原系统只能被动地使用阀门

进行控制。以压榨毛毯的设计真空度需求为-45 k P a

为例：在压榨毛毯的整个寿命周期内，新毛毯时透

气性高，真空风量大，泵端的真空度仅能达到-15～

-25  kPa区间，不能满足工艺需求，因此只能将毛毯真

空箱的阀门关小，以尽量使真空度接近-45 k P a。毛毯

后期时，透气度低，真空风量小，泵端的真空度甚至可

能达到接近-60 k P a，因此需要开启排空阀门，形成了

无效做功，导致能源浪费[5]。

（3）水环式真空泵的壳体和端盖容易发生气蚀损

坏及工作液温度的影响，使真空系统

未能达到铭牌设计工况。

（4）部分气水分离器效果不佳，

大量的真空滤液进入真空工作水的

过滤冷却循环系统，整个真空系统的

实际运行功率达到装机功率的90%以

上。

（5）真空滤液在消音池和工作

液管路内反复循环，在厌氧环境下，

容易产生硫化氢气体，特别在消音烟

囱和开放式冷却塔区域臭味明显[6]。

图1  大型纸机真空系统能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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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X PM16瓦楞原纸生产线的真空系统，改造实施

前电耗约为69 kW.h/t纸，在大型纸机中位于中游水

平，具有较大的节能空间。如图1所示。

2  透平风机方案

2.1 设备选型

大中型造纸生产线可以采用大型多级定速透平风

机或小型单/双级变速透平风机的方案。多级透平风机

的结构复杂、备件价格昂贵，且设备占地空间大、荷载

高，故障后设备修复困难；变速透平风机轻而紧凑，使

用开放式或闭式叶轮，设备结构相对简单，并且可以考

虑设置备用机。为避免生产线停机造成企业经济效益

影响，因此总体思路确定为：（1）选择紧凑灵活的小型

透平风机；（2）保留原有气水分离器系统，并在透平风

机前，加装相应的气水分离器，以保证良好的气液分离

效果；（3）透平风机采用变频调速控制，以满足不同工

况下的真空风量灵活控制；（4）网部真空和压榨部的真

空管路独立，以避免各单机之间相互影响；（5）原水环

式真空泵部分保留，作为新真空系统的备用方案[7]。兼

顾各脱水元件的分组和实测真空需求汇总后，优选四台

变速透平风机组合的方案，典型参数汇总如表3所示。

2.2 设备布置

为实现纸机不停产状况下实施改造，利用原一楼

真空泵房内的空间及临近新建一座辅房。管路布置方面

充分利用原系统的管路，将新增透平泵气水分离罐连接

到原真空总管上，不再增加额外管道。在改造期间，原

水环式真空泵系统仍维持正常运行。改造完成后，将原

水环真空泵端入口管路的手动阀关闭。如透平风机发生

故障时，水环真空泵系统仍可快速切换投入使用，减少

纸机停产的风险[8]。如图2所示云线范围内。

2.3 透平风机的自控描述

真空度变频调节、润滑系统控制、防喘振调节和振

动监测是透平风机的几项重要控制条件。透平风机控

制系统根据厂家提供的联锁条件进行设计，接入华章

表2  对各水环真空泵铭牌设计值与实际测量值对比

序号

装机功率/kW

实测功率/kW

测得抽吸量/(m3.s-1)

铭牌抽吸量/（m3.s-1）

实测与设计的差值/%

#2

280

290

2.9

4.0

-27.5

200

184

1.4

2.4

-41.7

#6#1

110

94

1.3

1.4

-7.1

#3

315

287

3.3

4.0

-17.5

#7

355

288

3.1

4.7

-34.0

#4

220

198

2.1

2.7

-22.2

#8

220

196

2.7

3.1

-12.9

#5

200

168

2.0

2.8

-28.6

#9

132

115

1.3

2.0

-35.0

#10

315

300

3.5

4.0

-12.5

图2  透平风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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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S系统，具备远程启停、调速控制、保护报警等多种

功能[9]。

2.3.1 启动主机条件

电动油泵运行、润滑油压＞250 k P a、润滑油温度

＞30 ℃、滤液泵运行，四项条件全部满足时允许主机启

动。

2.3.2 润滑油站加热器启停控制

油温＜30 ℃，启动电动油泵，再启动加热器；油温

＞40 ℃，加热器自动停止。

2.3.3 润滑油泵控制

油压＞350 kPa，停止电动油泵，由齿轮油泵供油；

油压＜250 kPa，自动启动电动油泵。

2.3.4 防喘阀自动控制

防喘阀的开度状况是一个变量值，以本文中用于

网部的透平风机为例：（1）主机运行中当自由侧真空度

小于－47 k P a时，将防喘阀打开至30%；小于－50 k P a

时打开至50%；小于－52 k P a时打开至100%；（2）滤液

罐液位>400 mm时，延时5 s报警，持续30 s后，防喘阀

打开至100%，主机停机；（3）滤液泵停止时，防喘阀打

开至100%，主机停机。

2.3.5 振动保护

（1）电机侧振动监测；（2）转子侧振动监测；（3）

润滑油温度＞25 ℃；（4）振动值＞30 μm，发出报警信

号；振动值＞60 μm，持续5 s后，主机停机。

3  实施和运行总结

3.1 工程进度

本次改造工程中，设备主机供货期16周。在此期间

内，需组织配套的动力系统采购、管路及平面布置图设

计、设备基础和土建工程。利用每次计划停机的时间，

表3  各脱水元件对应的透平风机分组汇总

测得抽吸量

/(m3.s-1)

4.2 

5.3 

3.5

9.1

顶网和底网真空脱水箱

弧面真空箱

真空压榨辊2室和真空

吸移辊

真空压榨辊1室和

所有毛布吸水箱

真空

抽吸点
序号

1

2

3

4

透平风机的典型参数

风机风量

/(m3.s-1)

5.0 

6.0

3.3

 

10.6 

真空度

/kPa

-30～-45

-60～-65

-60～-65

-40～-50

轴功率

/kW

220

435

270

504

装机功率

/kW

315

500

355

630

将设计中与原系统管路的连接管预制

完成。待主机设备到货后，即可进行

正式安装和管路碰接施工。改造工程

在设备订货6个月后顺利投入运行。工

程进度如表4所示。

3.2 调试运行

3.2.1 启动前检查

（1）检查透平风机吸入侧管路

上的保护滤网妥善安装，防止系统内

异物带入，造成设备损坏。

（2）检查润滑油系统油位刻度、油品质量正常。开

启润滑油泵，油压和温度符合开机条件。前置滤液泵开

启。

（3）主机启动前，检查风机吸入侧和排风侧的阀

门开启，防喘阀自动控制（预设开度80%），纸机各真空

管线的阀门处于预设开度。如果在阀门关闭状态下启

动，将可能造成设备喘振损坏。

3.2.2 运行中检查

（1）主机正常运行后，检查各系统处于自动控制

状态，经常检查各控制画面。

（2）正常运行时，主电机电流波动在±2%范围以

内。当电流在此范围以外出现波动时，也意味着主机

喘振发生，需要操作员适时干预调整；特别在断纸、定

量、脱水工艺发生时，更需要引起注意。

（3）检查前置气液分离罐液位、振动值、油压和温

度正常。

（4）当真空度和风量未达到目标值时，着重检查

滤网是否堵塞和滤液分离效果，在停机时检查叶轮和

盖板间隙。

透平风机正常运行中的画面实例参见图3。

表4  透平风机改造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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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维护保养

（1）配合生产线计划检修时，每2个月左右检查和

清洗过滤网，保证过滤网清洁完好、不能有破损。

（2）生产线计划检修时，排前置滤液罐，拆洗滤

液罐的磁性浮子液位计，检查滤液泵各部件是否良好。

（3）定期清洗和更换油滤芯，对润滑油品化验，

视情况补油及定期更换。

（4）当转子振动值持续增大时，停机打开主机，检

查叶轮结垢、轴承状态，必要时联轴器重新对中[10]。如

存有结垢，可使用高压清洗水枪进行清洗，严禁使用硬

物刮蹭或腐蚀性化学品清洗。

4  改造效益分析

4.1 电能对比

原10台水环真空泵的运行功率约为2230 kW，

4台透平风机的运行功率约为1530 kW，电能同比节

约70 0 kW。通常纸机的年生产天数约为330 d，电

能平均单价按0.57 元/kW.h计算。实际功率节约

=700 kW×330 d×24 h=5,544,000 kW.h/a。经

计算，该瓦楞原纸纸机的真空系统优化前电耗约为

69 kW.h/t纸，优化后电耗约为46 kW.h/t纸，电耗下

降33.3%，电费节约产生经济效益约为316万元/a；真空

系统由水环式真空泵改造为透平风机系统前后的功率

对比见表5。

4.2 投资收益

改造项目总投资约为700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少

于24个月，经济效益可观。透平风机主机不需使用密封

水，对清水用量有所节约[11]。并且原水环式真空泵的地

下消音池、开放式冷却塔系统全部停用，此处产生的硫

化氢气体污染问题也得以根治。

5  结束语

该生产线由透平风机替代水环式真空泵以后，

真空系统的能耗下降达33.3%，达到改造预期效果，

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观。高速透平风机的叶轮转速超过

15,000 r/min以上，更需合理操作和精密维护，保障长

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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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透平风机运行画面实例

表5  真空系统由水环真空泵改造为透平风机前后的功率

对比

2347 2230 1800 1530

改造前(水环真空泵系统)

运行功率/kW装机功率/kW

改造后(透平风机系统)

装机功率/kW 运行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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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尼韦尔的4000型扫描架在很多纸厂都有使用，长

时间运行，受环境、备件寿命、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因素的影

响，其稳定性变差，会出现许多故障影响到正常使用。文中介

绍了一例给扫描头供电的±15 v开关电源运行不稳定引起的

定量和水分频繁且大幅波动的故障案例。通过对此次故障维

修经过和总结的描述，分别进行了background测试、reference

测试结果对比方法，放射源衰减后定量放大板放大倍数的调

整方法，以及类似故障的维修思路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4000系列扫描架；定量波动；放射源传感器；开关电

源故障；故障案例分析

Abstract: Honeywell 4000 scanner is widely used in many 
paper mills, but it may cause malfunction when used for a long 
time if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regularly.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case of frequent f luctuation of basis weight and moisture 
content caused by unstable operation of ±15 V switching power 
supply for the scanning head.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and 
summary of the fault maintenance process, different tests were 
conducted,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test and reference test results 
comparison method, the adjustment method of the amplification 
plate multiple after the attenuation of the radioactive source,  and 
similar fault maintenance thoughts and solutions.
Key words: 4000 series scanner; basis weight fluctuations; radioactive 
source sensor; power on-off failure; failure case analysis

霍尼韦尔4000系列扫描架故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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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气隙温度、扫描头放射源电压等趋势的监控，会同时

发生变化。

2  处理过程及分析

(1）由于故障刚刚出现时基本都在白天，到夜里很

少出现；首先怀疑冷却水过滤器堵塞等原因导致扫描头

的冷却效果不好，因为白天环境温度比夜间温度高，由

于温度的变化导致以上故障的出现；对冷却水过滤器

进行清理，并检查扫描架中冷却水的情况正常后，故障

仍然存在，并且夜间也开始出现这个故障；因此排除了

冷却水原因导致扫描头内部温度高造成波动的可能。

(2）在工程师站的Maintenance mode（传感器维

护模式）下连续做10个Background（本底）如图3，本

QCS（质量控制系统）在现代造纸过程中已经是不

可缺少的环节，扫描架是QCS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生

产过程中扫描架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导致对生产的成

品纸测量不准确，从而导致比较多的产品不合格。下面

是我公司一台Honeywe l l 4000系列的扫描架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一个典型问题的案例分析及总结，可供维护

Honeywell 4000系列扫描架的同仁参考。

1  故障现象

在生产定量为140 g/m2的过程中，QCS显示定量、

水分突然发生波动，如图1标识处，定量会从140 g/m2

突然波动到230 g/m2左右，并且波动越来越频繁。图2

所示是在定量、水分变化时，对上下扫描头内部的温度

图1  定量波动趋势 

图2  电压及温度波动趋势

图3  Background测试结果

图4  Reference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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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电压值为0.0163 V左右、2σ偏差值为0.000017；连

续做10个Referenc e如图4，气隙电压为2.405 V左右、

目标电压值为1.945 V左右、F/A值为0.808 V左右、每

个值的2σ偏差值都正常。根据测试的结果发现本底电

压有些偏低，于是检查放射源的电压值。  

如图5在MSS Setup Diagnos t ic s中打开MSS 

Job Set Mon itor，第二行中选择Nuclear Sensor 

o n l y，“J o b S e t I O P o i n t”中的通道c01a i00-

Primary Sensor的Current为1.3242 V，为放射源的

源接收电压值。    

由于这个放射源的使用时间已经过了它的半衰期，

电压衰减厉害。检查在机使用的定量放大板05277502

的放大倍数为0.64，短接跳线为E2+E4+E5,E6+E8；

如图6左侧是放大板的电路图，中间是放大板在电离室

中的位置，右侧是放大板的实物图。根据电路图中跳线

的设置说明，把短接跳线改为E2+E5,E7+E8+E9，放大

倍数增大到2.0。可以通过调整跳线，提高接收的电压

值。于是更改放大板的短接跳线之后，在MSS Job set 

Monitor中查看放射源的源电压为离纸标准化时7.5 V，

扫描架工作时穿透纸的电压为4.8 V左右。由于放大倍

数的变大，其它数值的波动范围也相应有所增大。

定量传感器的放射源电压提高之后，定量、水分的

波动依然存在，于是也排除本次定量、水分突然波动的

故障与放射源的衰减有关系。

(3）打开扫描架O型架的盖板，检查上、下扫描头的

接地挂钩是否挂在接地钢丝上面，确认没有静电干扰导

致的所有电压被瞬间拉下来的可能；如图7检查上、下扫

描头内部有没有冷凝水导致接地短路的可能，分别打开

上、下头，检查内部没有冷凝水、比较干燥干净，排除静

电干扰和传感器及电路板接地短路导致故障的可能。 

(4）检查PMP柜中MSS底板上面的+12 V指示灯，

有一个指示灯不亮如图8，正常情况下应该有3个指示灯

图5  接收放射电压监控

图6  定量放大板实物及电路图

图7  扫描架上、下头箱内部状况

图8  PMP柜中电源分布图

图9  ±15v电源及模拟量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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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亮，分别是-12 V、+12 V、+5 V；但是用万用表测

量底板的+12 V电压是正常的；为排除故障，决定更换

开关电源，更换后底板上+12 V指示灯依旧不亮，+12 V

电压正常，怀疑只是指示灯坏；扫描架开启之后故障

仍然存在，判断与该电源无关，与指示灯不亮也没有关

系。

(5）根据故障现象和对以上所做工作完成后的总

结分析，能够影响到定量、水分波动，并且同时影响到

所有扫描头箱中的电压波动，还有三处可能，分别是

±15 V的供电电源，模拟量滤波板560022001和MS S

中的High Density daq控制板2000094；图9左侧为

±15 V开关电源，中间是模拟量滤波板560022001，右

侧为High Density daq控制板2000094。

更换模拟量滤波板560022001和MS S中的H i g h 

Density daq控制板2000094的备件，故障没有消除。

测量±15 V电源的输出电压，因为每次出现波动都不固

定，如图10正常时测量±15 V电源的输出都是+12.37 V

和-12.26 V稳定的，此时定量、水分都是稳定的。

一直持续在测量直到出现定量、水分波动时刚

好测量到±15 V电源输出如图11所示，正端和公共端

的输出电压从+12.37 V波动到+10.51 V，负端和公共

端的输出电压从-12.26 V波动到-20.93 V。于是判断

±15 V开关电源有了问题。

更 换±1 5  V 开 关电源 之后，同时 打开下头

盖子，如图12测量下头接收器底板的电压分别：

T P1-T P2:23.9 6 V;T P3-T P4:11.68 V;T P3-

TP5:-12.24 V;TP3-TP6:-325 V，全部正常。

在QCS操作站复位故障信息，手动标准化几次，在

Sensor Maintenance中的Maintenance Mode下面，

连续做10个Background测试和10个Reference测试。

background volts为0.0519左右，flag volts为6.15左

右，2σ为0.000077；与之前扫描架正常使用时定量、水

分没有波动时的情况下做的值是一样的；开启扫描架，

定量测量结果显示正常；上、下头部的温度、气隙温度都

比较稳定，没有变化；持续使用一直正常。

3  故障总结

图10  ±15 V电源正常电压输出

图11  ±15 V电源异常电压输出

图12  定量接收底板测量点

本次导致定量、水分突然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因为

±15 V开关电源电压输出不稳定所致，开关电源长时间

使用之后，内部的电子元件老化，如果周围温度发生变

化时会影响到电子元件稳定性，导致电压输出变化，进

而影响到定量、水分的测量。通过此次故障的解决，对

扫描架出现故障后的解决思路、方法和注意事项总结

如下：

(1）故障发生之后，要根据故障的现象，调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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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首先确定有多少个变量在变化，如果只是定量在

波动，就把检查重点放在放射源、电离室、放大板、接

收底板、气隙温度、头部温度、冷凝水、窗口膜是不是

太脏，上下小车轴承坏造成行走过程中上、下头的抖动

等。

(2）如果只是水分有问题就检查红外灯泡，接收部

（上头）底板和快速放大板，有4个通道，测量各个通道

电压、波形，调整波形为半正弦波；方法如下：

①用电压表检测TP1（GND）和TP9（+）之间的电

压，应为8.0 V，R1用于调节其大小。 

②用示波器检测TP7A和T P7B的波形，TP1是测

量地，R2用于调节相位，两处波形均为正弦波，负半周

连接0 V水平线。

③用示波器检测TP2的波形，确认它是0.3～3.0 V 

P-P的正弦波，如果超出范围，可以更改相应前置放大

板上的增益跳线（JUMPER W1,W2）。

④接收器底板上的所有单通道放大板都要进行上

述检测。

(3）如果只有温度在大幅波动，实际环境温度和冷

却水的温度变化不太大，需要检查ECU板和供电，尽量

保证上下扫描头的加热装置是好的，防止温度大幅变化

和结露。

(4）如果出现很多变量都不稳定，如定量、水分、

电压、温度等，就首先要考虑供电电源和模拟量板卡的

原因大一些。首先要考虑电源的输出是否稳定，更换电

源进行测试，要熟悉电源的分布；PM P柜中MS S的开

关电源24 V、±12 V和±5 V，底板上都有对应的测量

点和指示灯；PMP柜背面有给上、下扫描头供电的24 V

开关电源和±15 V开关电源；如果有示波器，在处理问

题时直接用示波器来监控电源的输出是否稳定。如果

更换电源后故障仍然不能解决的话，再考虑更换模拟

量滤波板560022001和MSS中的High Density daq

控制板2000094。另外更换±15 V开关电源时，一定要

检查跳线是否与在机使用电源的跳线短接一致，然后

再调整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与之前电源的输出电压一

致。电源上面VW1和VW2跳线短接时，电源模块电压

输出以±12 V为基点，可通过电位器进行微调±10.5 V

～±13.5 V；当VW1和VW2跳线剪断时，电源模块电

压输出以±15 V为基点，可通过右侧的电位器进行微调

±13.5 V～±16.5 V；把主接线端子的2、3端子短接，

端子1、4接的输入电源为220 Vac。注意：更换该电源时

一定要检查好跳线是否短接，电源在下面时先用万用表

测量输出电压，调整到与在机使用的电源输出电压一致

后，再进行更换，并不是输出电压越大越好。

(5）放射源过了半衰期之后能量衰减就比较厉害，

可以通过在MSS Job Set Mon itor，第二行中选择

Nuclear Sensoron ly，查看放射源的接收电压；如果

电压值过低的话，新的放射源的值一般在接近7 V，一

般到2 V以下就很低了，虽然通过改变接收放大板的倍

数增加电压，但是很多测量值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大，变

化也随之变大，测量误差较大。为不影响正常生产使

用，建议尽快更换放射源。

4  结束语

在设备的维护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有时

是因为某一个元器件直接损坏，这种情况还相对简单一

些，直接查到损坏的元件进行更换就可以；还有很多时

候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元器件的不稳定或者复杂的现

场工况干扰等因素干扰引起，这种故障最为棘手，因为

元器件没有彻底损坏，很难查到故障点；但是故障还时

不时地出现一下，并且对生产的影响还非常大。这就需

要我们善于总结发生过的问题，并找到一些解决此类

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应用到以后的维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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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D C S控制系统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业

生产水平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本文介绍了EC S700系

统、Profibus通信技术。通过配置COM722模块、变频器

通信卡，实现ECS700系统与ATV61变频器的Profibus通

信。通过Profibus通信便可实现DCS对变频器的启动、停

止、速度给定等操作。

关键词：DCS；Profibus通信；ATV61变频器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CS control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this paper were introduced ECS700 system 
and Profibu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Profibus communication ECS700 system and ATV61 
frequency converter, we need configure COM722 module, 
frequency converter communication card to start, stop 
and set a speed by DCS through Profibu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CS; Profibus communication; ATV61 
frequency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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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ECS-700系列同时支持Profibus、Modbus、

Ha r t、FF等通信技术，满足纸机上不同设备的数据传

输要求。图1所示为ECS-700系列控制系统结构。表1所

示为ECS-700系列系统I/O控制柜中模块组成。

P r o f i b u s通信协议是一种现场总线标准，分为

Profibus-DP、Profibus-PA、Profibus-FMS三个子

集[3～5]。Prof ibu s具有传输数据快、通信稳定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现场设备的数据传输。本文应用

Profibus-DP技术完成ECS-700系统与低压控制系统

中变频器的通信。

2  系统配置

2.1 COM722模块配置

应用COM722-S通信模块完成EC S-700系统与

其他系统的Prof ibu s通信。应用COM722-S通信模块

时，首先应为其设置通信地址。该通信地址不得与其他

现代纸机系统的控制系统由主传系统、张力控制

系统、红外干燥箱、干网清洗、助剂系统等许多独立系

统组成。应用通信技术将这些独立系统集成到DCS中，

便于生产人员集中控制。Prof ibus通信广泛应用于工业

现场，实现变频器、触摸屏、PLC等现场设备的数据传

输。本文主要介绍中控ECS700系列DCS的Profibus通

信过程及软硬件配置。重点介绍ECS700中COM722通

信模块与低压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通信过程。

1  ECS-700系统与Profibus通信

E C S-70 0系列是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ebF i e l d系列控制系统之一[1]。该系统支持16个控制

域和16个操作域，每个控制域支持60个控制站，每个操

作域支持60个操作站[2]。单域支持位号数量为65,000

点。EC S-700系列具备组态完整性管理、在线单点组

态下载、组态操作权限管理、历史数据及操作记录查询

表1　ECS-700系列系统I/O控制柜中模块组成

型号

FCU711-S

COM711-S

COM722-S

AI711-S

AO711-S

DI711-S

DO711-S

模块名称

控制器

I/O连接模块

Profibus通信模块

模拟信号输入模块

模拟信号输出模块

数字信号输入模块

数字信号输出模块

功能

单控制域支持60对控制器，

每对控制器最多支持2000

个I/O控制点

每个I/O连接模块最多可以

连接64个I/O模块，可冗余

将符合P r o f i b u s通信协议

的数据连入到系统中

实现8路电压或电流信号的

检测

实现8路电流信号的输出

实现16路开关信号的检测

实现16路数字信号输出

图1　ECS-700系列控制系统结构

表2　地址设置方法

4

OFF

OFF

OFF

ON

ON

ON

ON

1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2

OFF

ON

ON 

OFF

OFF

ON

ON

模块通信地址

1

2

3

4

5

6

7

图2　COM722-S通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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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DP Slave。将需要与COM722通信的其他系统的

G S D文件添加到软件中，进行从站组态。其从站组态

时，首先要设置从站地址，其地址需唯一不能重复。然

后添加需要通信的变量，进行程序编写即可。其软件配

置过程如图5所示。

2.4 变频器配置

AT V61变频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中，具有产

品功能齐全、功率覆盖范围广（0.75～800kW）、支持

多种通信协议、操作面板简单易用等优点。其要进行

Profibus DP通信时，需要安装Profibus DP通信卡，

应用通信卡上的拨码开关设置DP从站地址。然后将变

频器上的速度给定通道及命令给定通道设置成“通信

卡”后即完成了对变频器的配置。

3  通信过程

应用COM722模块与ATV61型变频器进行通信。

通过软件配置，COM722模块读取到了14个模拟输入

量，14个模拟输出量。本文中仅用到3个变量，即第一个

模拟输入量为变频器的状态字，第5个模拟输入量变频

器的控制字，第6个模拟输入量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字。

其控制命令及状态如表3所示，其通信过程如图6所示。

通信模块与I/O连接模块重复。其地址设置方法如表2

所示。图2所示为COM722-S通信模块。

2.2 DP头接线

P r o f i b u s-DP通信实现单点通信时的接线如图3

所示，其DP通信两端接头均接进线端，DP头上终端电

阻均需拨到ON端。多点通信时，其接线如图3所示，第

一个DP头的进线端连接第二个DP头的进线端，第二个

DP头的出线端连接第三个DP头的进线端，据此依次接

线，最后一个DP头只接进线端。始端和终端DP头需将

终端电阻开关拨至ON端。

2.3 通信组态

COM722模块设置与DP通信接线完成后需要进

行软件配置。首先，进入组态管理软件—硬件配置—添

加COM722-S模块—通信组态。如图4所示，进入通信

组态界面后，COM722模块作为Profibus通信的主站，

即为DP Master，其他系统作为Profibus通信的从站，

图5　软件配置过程

表3　控制命令及状态

指令

正转

反转

停止

通电复位

字节

控制字

控制字

控制字

控制字

状态字

状态字

状态字

状态

准备

正转反馈

反转反馈

信号类型

模拟输出

模拟输出

模拟输出

模拟输出

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

命令

格式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

发送

命令

000F

080F

0007

0086

接收

命令

33

37

8000图4  软件配置

图3　单点通信时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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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通信过程

[收稿日期:2020-05-08(修改稿)]

变频器上电、DP线连接正常后，DCS与变频器的通信进

入准备状态，DC S向变频器发送控制命令进行正转或

反转并检测变频器状态字是否正确，发送控制命令的

同时需要对变频器进行频率给定，即需要向第6个模拟

输入量写入数值，完成以上指令后，电机可以进行正转、

反转或运行速度调整，在电机准备运行或正在运行时，

DCS检测其状态字，若状态字不正确则需查看报警，检

查现场设备，清除故障，复位变频器后进行相应的控制

操作。

4  总结

本文介绍了E C S -7 0 0系统结构及其特点，

Profibus通信类型及Profibus-DP的通信接线，ECS-

700系统软件的通信配置及其与ATV61型变频器的通信

过程。Pro f i b u s通信稳定可靠，适用于多种设备，能够

满足工业现场的控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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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直接快速测定法来测定纸浆浓度的方法，并与

国家标准方法比较。结果显示：直接法操作方法简便、快速、

适合于各种高低浓度浆料的快速测定。该方法更适用于制浆

造纸生产中浆料浓度的控制。

关键词：纸浆；浆料浓度；快速测定

Abstract: The method takes direct rapid determination of pulp 
slurry concentration is simple, fast and suitable for the rapid 
determination of var ious high and low pulp concent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of pulp slurry 
concentration.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process slurry concentration control analysis.
Key words: pulp; slurry consistency; quick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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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 PRoDucTion

制浆造纸行业中，浆料的浓度及上网浓度是一个

确保生产质量稳定的重要物理衡量之一，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制浆造纸厂生产中浆料浓度由在线浓度检

测计和浓度调节器来完成控制，但是检测计控制的仪

表数据和实际浆料浓度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保证仪

表测量数据准确，我们通常需要进行大量人工分析数

据来校准和比对在线仪表测量数据准确性，使控制数

据更加准确和稳定。在目前行业中，纸浆浆料浓度的

检测方法就只有一个国家标准，而这个标准对检测高

浓度的浆料时，方法比较繁琐，不能快速得出分析数

据，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一个能快速测定纸浆浆料浓

度的检测方法，而且适用于高低浓度浆料的检测。

1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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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直接测定法

1.1.1 浆料浓度

浆料中过滤出来的物质绝干质量与未过滤浆料的

质量之比，以质量百分数表示。

1.1.2 实验仪器及器材

10 0 0  m L塑料杯、陶瓷盘、电子天平(感量为

0.01 g)、电热鼓风干燥箱、尼龙网纱布(100目以上)。

1.1.3 测定步骤

先将裁剪好大小并洗净的尼龙布放在105 ℃烘箱

里烘1 h以上，迅速拿出在天平上称量重量记为ｍ4，

然后分别称1000 m L干净无水珠的塑料杯重量记为

ｍ1,称搪瓷盘的质量记为ｍ3，然后用已称量重量的

1000 m L塑料杯进行取样，取样时要将取样阀外接管

内残留浆样排掉，待浆样从取样阀流出的流速稳定

后取样，若取样出口接的塑料管线较长时，应延长排

放浆样的时间，同样要等到样品流速稳定时才能取

样。取样时，直接用杯子在管线排样口取样，取样动

作要快，浆样装到杯子四分之三以下为好（大约500～

800 g），不要让试样满出或将满杯的浆料倒掉四分之

一，这样会影响浆料浓度的均匀程度，使检测数据结

果不准确。遇到浆料温度高或高温天气取样时，取完

样要立即用保鲜膜封住杯口迅速回实验室称重，避免

水分挥发影响浆料浓度测定。取回来的试样把杯外壁

擦干净直接称量记下重量为ｍ2,将试样全部倒入尼龙

网布中，用自来水将取样杯冲洗干净，在尼龙网中拧干

并揉散后全部放于已知重量ｍ3的搪瓷盘中，放入烘箱

中在105 ℃下烘至恒重，称重记下重量ｍ5，称量时取

出要迅速，避免浆样吸水造成分析误差。    

1.1.4 计算公式

浆料浓度(X)以质量百分浓度表示

=[(ｍ5-ｍ4-ｍ3)/(ｍ2-ｍ1)]×100%

式中：

ｍ1—空塑料量杯的质量，g；

ｍ2—空塑料量杯加浆样的总质量，g；

ｍ3—空搪瓷盘的质量，g；

ｍ4—尼龙布的质量，g；

ｍ5—搪瓷盘尼龙布和烘干浆样的总质量，g。

1.2 国家标准测定法

1.2.1 浆料 

一种或多种纸浆的悬浮液，其中可能含有填料和

添加物。

1.2.2 仪器

1000 m L塑料杯、2000 m L烧杯、电子天平(感量

为0.01 g)、过滤装置、布氏漏斗、滤纸、烘箱。

1.2.3 取样及样品制备

1.2.3.1 通用方法

将浆样充分混合，边搅拌边取祥。样品用一合适

容器快速舀取，以减少纤维与水分的分离。全部样品

可以一次取得，也可以由几次小样混合而成，但所有浆

样均应取自于待称量的样品。在较高浓度的情况下，

不正确的取样方法会带来明显误差。应做两次平行测

定，或按照实验方法指定的次数进行测定。

1.2.3.2 浆料浓度大于1%（质量分数）

取约500 g浆样，倒入一已知质量的容器中，用天

平称量其净重（ｍ1）误差应小于0.5 g。再用水稀释，

水的质量（ｍ2）已知，误差应小于0.5 g，使其浆料浓

度小于1%。然后充分混合，取约500 g混合物，倒入一

已知质量的容器中，用天平称量其净重（ｍ3），误差应

小于0.5 g。

1.2.4 实验步骤

用烘箱烘干滤纸直至恒重，称取滤纸质量（ｍ4），准

确至0.01 g。当滤纸两次相邻称量之差不大于0.01 g

时，即认为达到恒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两次相邻称

量间的烘干时间，应至少为前一次烘干时间的1/4。

将滤纸放在布氏漏斗中，并用水湿润滤纸。然后

使用抽滤，将装在量筒或已称量容器中的浆样进行过

滤。冲洗量筒或容器内壁，将洗液倒入漏斗中应确保

滤液已清洗，否则用同一过滤器继续过滤，或用一紧

密滤纸另做实验。逐次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纤维

饼，并小心地从布氏漏斗中移出滤纸和纤维饼，且应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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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包括漏斗壁上的所有固体物质。用烘干过滤纸的方

法，烘干并称量纤维饼和滤纸，同时记录质量（ｍ5）。

1.2.5 结果的表示

浆料浓度X，以质量百分数来表示，按公式进行计

算。

X=[(ｍ5-ｍ4)/ｍ1]×[(ｍ1+ｍ2)/ｍ3]×100%

式中：

ｍ1—浆样质量，g；

ｍ2—稀释原浆所加水的质量，g；

ｍ3—所取部分的浆样质量，g；

ｍ4—滤纸的绝干质量，g；

ｍ5—纤维饼和滤纸的绝干质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两种方法的测定同一浆料浓度结果对比

由表1、表2可见，两种方法都同时进行平行试验，

从测定结果上看，平均测定值完全相同，说明直接测定

法在对制浆造纸生产中浆料浓度的检测完全适用。

2.2 现行国标方法测定的缺点

采用GB/T 5399国家标准来测定浆料浓度，主

要有以下缺点：  

(1）滤纸的恒重问题，如果采用放在容器中冷却

恒重，为了保证实验滤纸恒重性，那么做完实验烘干的

滤纸同样也要放到容器中恒重，这样浆料和滤纸都会

再次吸收少量的水分，从而影响实验结果。

(2）在抽滤过程中，如果真空

泵的功率小，滤水很慢；如果功率过

大，又会把滤纸抽破洞。一般抽一个

样品在抽滤过程就要花费较长时间，

因而抽样麻烦。

(3）浆厂的浆料浓度都在1%以

上，如采用该方法，就都要将样品进

行稀释后再做实验，实验过程又变得

繁琐，当浆料浓度大于2%以后，搅拌

浆样和水都混合得不很均匀，导致舀

样都会不均匀，这就给称样带来了误

差。

3  采用快速直接测定法的优势

(1）不用进行二次分样称样，将取回来的样品直接

称量，将浆样全部称重进行实验，称样量大，代表性更

强，减小了多次称样带来的系统误差。

(2）采用尼龙布进行过滤，尼龙布在空气不易吸

水，重量更容易恒定，而且滤水性能较好，不需要抽滤

瓶和抽真空设备，就能过滤完成，用完后洗净烘干还

可以反复利用，节约成本，实验费用低。

(3）实验过程简单，节省实验时间，该方法同样实

用于浓度小于1%的浆料浓度的测定，所以该方法在制

浆造纸行业的浆厂和生活用纸造纸厂特别适用。

(4）该方法同样适用于滤液中纤维含量的测定，

当滤液杂质和细小纤维较多时，不会像滤纸抽滤存在

抽滤不完全的情况，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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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接法的测定结果

1

2

260.17

259.37

搪瓷盘m3

/g

塑料杯m1

/g

86.24

82.9

浆料和塑料杯m2

/g

882.03

990.78

280.7

284.15

搪瓷盘和浆料m5

/g

1.66 

1.74 

结果

/%

1.70 

平均值

/%

尼龙布m4

/g

7.34

8.96

表2  国家标准法测定结果

1

2

712.32

712.32

加水量m2

/g

浆样m1

/g

500.96

500.96

稀释浆样m3

/g

500.13

510.14

3.993

4.168

滤纸和纤维饼m5

/g

1.68 

1.73 

结果

/%

1.70 

平均值

/%

滤纸m4

/g

0.5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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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在铜版原纸的实际生产中，对阔叶浆品牌中配

用的巴西巨尾桉木浆替换为澳洲蓝桉浆（国内某制浆工厂生产）

进行实验对比结果显示：替换澳洲蓝桉浆打浆能耗基本相当，

原纸内聚力、厚度下降，首程留着率降低，网下白水浓度升高。

关键词：澳洲蓝桉；巴西巨尾桉；纤维分析；纸张指标；铜版

原纸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between Eucalyptus grandis x urophylla  pulp and 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  pulp (produced by a domestic pulping factory)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base paper for coated pap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with the fiber analysis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beating is almost 
the same, the cohesion and thickness of the base paper decrease, 
the retention rate of the first pass decreas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white water under the wire increases.
Key words: 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 ; Eucalyptus grandis x 
urophylla; fiber analysis; paper indicators; coated bas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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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存在约500种桉木，近20多年来欧洲的桉木化学浆市场上桉木品种主要有2～3

种，兰桉浆(E.globulus)以及来自巴西的巨尾桉浆(E．urophylla hybria)占据主要位置。由蓝

桉和巨尾桉制成的商品浆，纸张的某些性质如:手抄纸片的松厚度和透气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而纸张的另外一些性质如:抗张强度和不透明度的差别则相对较小(原料和纸浆是在同一条件下

进行处理)。选择不同的桉木品种用于生产应用可能带来的湿部系统及纸张性质上的变化是不

相同的。本文主要是通过生产实验对比的方式来表现两种浆对生产过程及产品特性上的不同

之处[1]。

1  实验方案

本次实验纸种为公司73 g/m2铜版原纸，纸机车速稳定在1430 m/m i n，生产浆料配比为

LBKP∶NBKP+BCTMP=48∶52。实验时间：21日17：36～22日21：20，21日17:36～22日7：40，

阔叶浆中森博混桉+巴西巨尾桉浆，之后根据木浆上料及浆塔液位推算7:40开始使用森博混桉

+澳洲蓝桉，此时阔叶浆中澳洲蓝桉全部替代巴西巨尾桉浆。其它参数尽量保持工艺稳定。阔叶

浆品牌情况，实验前：森博混桉∶巴西巨尾桉

=2∶1；实验期间：森博混桉∶澳洲蓝桉=2∶1。

其中森博混桉为桉木∶相思=1∶1。

主要仪器：纤维质量分析仪（芬兰美卓

Kajaani FS300）。 

表2  纤维分析数据对比

巴西巨尾桉

澳洲蓝桉

对比

要素

纤维长度

/mm

0.77

0.73

毫克根数

Fibers/mg

23393

26442

KinK指数

/(m-1)

1985

2282

纤维粗度/

(mg.m-1)

0.06

0.07

细小纤维含量

/%

2.32

2.56

13.67

13.48

纤维宽度

/μm

18.53

19.02

纤维卷曲

/%

55

61

导管    

/个

表3  实验前后原纸主要指标对比

澳洲蓝桉

巴西巨尾桉

对比

要素

定量/

(g.m-2)

73.0 

73.1

横向耐折度

/次

8.3 

8.5

横向撕裂指数

/(mN.m2.g-1)

457.8 

448.8

内聚力

/(J.m-2)

243 

271

94.9 

95.8

厚度

/μm

72.2 

71.7

纵向抗张指数

/(N.m.g-1)

18.2 

18.1 

灰分

%

表1  切换浆前后吨浆能耗对比

序号

1

2

阔叶浆浆种

比例

森博混桉∶巴西巨尾桉∶澳洲蓝桉

2∶1∶0

2∶0∶1

吨浆能耗/

（kWh.t-1）

LBKP精浆机出口

162

162

图1  切换浆前后浆料游离度及浓度的变化

图2  首程留着率及网下白水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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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6-04]

2  结果与讨论

2.1 吨浆能耗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浆切换前后打浆浓度及游

离度都在比较稳定的数值范围内。在以上数据稳

定的情况下结合表1，可以得出切换两种浆料前后

吨浆能耗基本相当。可见两种浆在达到相同游离

度的情况下吨浆能耗基本一致。两种浆的打浆性

能基本相当。

2.2 纤维分析数据对比

由表2纤维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澳洲蓝桉纤

维平均长度低于巴西巨尾桉0.04 mm，纤维宽基本一致，纤维粗度稍高0.01 m g/m。从以上数

据进一步验证两种浆在打浆能耗上基本一致的结果。毫克根数方面澳洲蓝桉明显多于巴西巨尾

桉，主要是纤维长度偏低所致。另外澳洲蓝桉纤维的卷曲度和扭结指数增加，将导致浆的滤水性

能降低，并增加湿纸幅的伸缩性，使浆的潜伏性增加，从而使纸张的撕裂指数增大，降低纸张的

抗张强度和纸页匀度，后续在纸张指标对比中进一步验证。

2.3 铜版原纸物理指标对比

从表3可以看出，应用蓝桉浆后内聚力降低明显，分析可能与该浆纤维粗度大，相同游离度

的情况下纤维分丝帚化效果稍差有关，另外厚度稍低，主要是考虑纤维宽度稍低造成。其它强度

指标相当。

2.4 湿部保留变化

结合图2及表4可以看出，在其它工艺参数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切换蓝桉浆后，网下白水浓度

出现上升同时湿部首程留着率降低的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该浆纤维形态有关，分丝帚化程度

小，导致滤水增加、留着变差。 

3  结论

本文给出了在生产实际应用过程中，对阔叶浆中配抄的两种不同产地的桉木浆的打浆能

耗、原纸指标、纤维分析、湿部保留等项目的对比。

3.1 在达到相同游离度的情况下吨浆能耗基本相同。

3.2 两种浆的纤维形态有稍许差异，这种差异也是造成成纸指标及湿部留着变化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使用蓝桉浆过程中需要根据浆料的特性，有选择性地调整工艺条件。

3. 3 由于本次生产实验的浆种只占了总配比的16%，所以对于生产变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这里

只是呈现了两种浆的切换前后的变化趋势情况，生产应用过程中建议少量配用，及时根据指标

变化调整用量。

参考文献

[1]Paul P Cotterill, Anders Brolin,张桂兰.桉木、桉木浆及桉木纸的质量[C].1997中国造纸学会学术报告会论文集,1997.

表4  实验前后湿部相关参数数据变化

04.21

04.21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日期

巴西巨尾桉

巴西巨尾桉

巴西巨尾桉

巴西巨尾桉

澳洲蓝桉

澳洲蓝桉

澳洲蓝桉

澳洲蓝桉

对比

要素

网下白水

0.269

0.229

0.213

0.241

0.196

0.257

0.285

0.275

浓度

/%

胶体电荷/

(μmol.l-1)

-108.4

-105.8

-65.6

-96.6

首程留

着率/%

76.11

79.73

79.60

77.85

80.28

76.66

74.42

75.25

2030

2040

1970

1960

电导率/

(μS.cm-1)

备注：纸种为73 g/m2铜版原纸，网速为1435 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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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浓度调节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1622009 A

发明人：不公告发明人

申请人：陈安邦

对于一些小型的厂家，没有独立的检测室，需

要将纸浆浆料的样品送往实验室或科研机构进行

检测，往返的路程上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造成

检验结果与当前浆料的浓度误差较大，导致纸张

的生产质量下降。

提出一种造纸设备的浆料浓度调节装置。

如图1a、图1b所示，该种造纸设备的浆料浓度

调节装置的浆料池上安装循环泵，循环泵使得浆

料池内的纸浆始终保持缓慢流动的状态。浆料池

内设置一驱动块，驱动块密度根据纸浆的浓度进

行设置，且驱动块密度与所需浓度的纸浆密度相

同，驱动块完全浸没在浆料池内的纸浆内，通过驱

动块在浆料池受到的浮力驱

动进料机构进料，以调节纸

浆浓度。进料机构包括驱动

结构和进料结构，驱动结构

驱动进料结构进料。选用密

度与标准浓度纸浆浆料密

度相同的物体作为驱动块，

放入标准浓度纸浆的浆料

池内，由于驱动块的密度与

标准浓度的纸浆浆料密度

相同，驱动块受到的浮力与

自身的重力相等。浆料池内

的纸浆密度的变化，会导致

纸浆对驱动块的浮力产生变

动，而这种浮力的变化会实

时反应至驱动块上。当浮力

变大时，驱动块上升，驱动

块通过驱动机构驱动进料

结构补充原料；当浮力变小

时，驱动块通过驱动机构驱动进料结构补充水分。

由于浆料池上的循环泵使内部的纸浆始终保持缓

慢流动的状态，进料结构补充的物料能够及时与

原有的浆料相混合。

如图1a～图1e所示，驱动结构包括横板、立

柱、转轴、从动齿轮、转动块、齿条和导向杆。横板

水平放置在浆料池上端面，立柱安装在横板上表

面上，转轴可转动地安装在立柱上，转轴一端与从

动齿轮同轴线固接在一起，转轴的另一端与转动

块固接在一起，横板上竖直开设有导向孔，导向杆

竖直插装在导向孔内，导向杆底端与驱动块连接

在一起，导向杆顶端与齿条焊接在一起，齿条上安

装有悬浮件，齿条啮合在从动齿轮上，转动块与进

料结构连接在一起，悬浮件密度小于空气的密度，

悬浮件在空气中受到的浮力大小与悬浮件、齿条和

导向杆三者的重力和大小相等；利用悬浮件受到

的浮力对驱动块的受力进行平衡，使其保持在平

衡状态。纸浆的原料绝大部分是自然界中存在的

专利技术

图1  造纸设备的浆料浓度调节装置的结构

1—浆料池  2—横板  3—立柱  4—转轴  5—从动齿轮  6—转动块  7—齿条  8—导向杆  9—
导向孔  10—悬浮件  11—驱动块  12—料管  13—进料管  14—活动杆  15—限位块  16—滑管  
17—第一密封塞  18—第二密封塞  19—出料口  20—循环泵  21—刻度标识  22—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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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有机物，常见有机物的密度大多小于水的密

度，随着浆料池内的水分蒸发散失，浆料池内的纸

浆密度变小，若是浆料池内的水分过多则会导致

纸浆密度增大；当纸浆密度变小时，驱动块的重力

大于受到的浮力，导致驱动块下沉，使驱动块带动

齿条下移，齿条的移动会带动从动齿轮旋转，从动

齿轮带动转动块驱动进料结构；反之，纸浆密度变

大时，驱动块受到的浮力大于重力，驱动块上升，

带动齿条上移，齿条带动从动齿轮转动，从动齿轮

带动转动块驱动进料结构补充原料。

如图1b～图1e所示，进料结构包括两个料管、

进料管、活动杆、限位块、滑管、第一密封塞和第

二密封塞。料管间隔焊接在横板底部上，第二密封

塞密封在料管下端面上，第二密封塞上开设有出

料口，滑管竖直放置在料管内，第一密封塞密封在

滑管下端面上，第一密封塞可密封在出料口上，限

位块滑动安装在滑管内，活动杆插装在滑管内，活

动杆底端连接在限位块上，活动杆顶端贯穿横板，

活动杆顶端铰接在转动块上，进料管连通在料管

上，转动块两端与活动杆铰接在一起，转动块旋

转时会带动两个活动杆移动，其中一个升高而另

一个下降。升高的活动杆会带动滑管上移，使得第

一密封塞脱离出料口，料管内的物料得以流入浆

料池内，对浆料池内的纸浆进行补充。

如图1f所示，在立柱侧壁上设有刻度标识，转

动块上安装有指针，通过指针指向的刻度标识可

以观察浆料池内浆料的浓度与标准浓度的误差。

若大于误差允许，需要通过进料管向料管增加物

料或水分。

有益效果：该造纸设备的浆料浓度调节装置

利用纸浆浓度改变导致密度发生变化，密度的变

化会实时反应在驱动块，利用驱动块平衡状态被

破坏产生或受到的力及时驱动进料机构进行补水

给料，对浆料的浓度实时进行调节。

油管式刮刀夹具

申请公布号：CN 111622011 A

发明人：黄正浩

申请人：苏州静冈刀具有限公司

在造纸行业的生产过程中，如果造纸机辊子

表面附着有杂物、纸毛等，要通过刮刀来去除。一

般的刮刀装置是在辊子的外周面（沿轴线方向）装

有全幅刮刀片。刮刀片的刃部通过适当的压力，压

在辊子外周面上，将其外周面上的杂物等去除。刮

刀则用专用夹具安装固定。大烘缸辊表面的脏东

图1  油管式刮刀夹具的结构

1—刮刀架  2—刮刀夹具  10—调整片  11—油管  12—刮刀片  
13—第一紧固螺栓  14—定位片  15—第二紧固螺栓  16—第一调整

螺丝  17—第二调整螺丝

图3  压板的结构

5—下压板  6—定位平台  7—上压板  8—定位凸台  9—压舌块

图2  底板的结构

3—底板  4—调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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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需要使用较大的线压去掉，容易引起刮刀的振

动，另外，辊子和刮刀架的热变形也会影响刮刀的

作业效果。

提供一种油管式刮刀夹具，以克服现有技术

中的不足。

 图1至图3所示，该种油管式刮刀夹具，包括

固定于刮刀架的刮刀夹具和安装于刮刀夹具内的

刮刀片。刮刀夹具包括依次设置的底板、下压板和

上压板，底板固定于刮刀架，下压板和上压板固定

于底板，下压板和上压板之间形成用于放置刮刀片

的夹持口，底板靠近刮刀片的侧面加工有调整槽，

调整槽内设有可转动设置的调整片，调整片靠近

刮刀片的一端抵持于刮刀片的表面，调整片与下压

板之间设有油管。

底板、上压板和下压板均为长条状分体式结

构，便于拆装，提高维护、更换的效率。调整片与刮

刀片之间增加油管，可有效降低辊子和刮刀架热变

形带来不良影响，其中，油管为封闭式的聚四氟乙

烯油管。

底板通过第一紧固螺栓可拆装固定于刮刀

架。

刮刀架的安装面加工有第一预装槽，便于底板

的快速定位安装，底板的背面完全贴合于第一预

装槽的表面，第一预装槽内加工有工艺槽，降低加

工难度。

夹持口内凹设有若干锯齿状定位槽，定位槽内

设有一可插拔的定位片，刮刀片的末端抵持于定位

片。通过调整定位片的安装位置来调整刮刀片的

安装深度，以配合不同规格的刮刀片，扩大该刮刀

夹具的适用范围。

下压板和上压板通过第二紧固螺栓可拆装固

定于底板，下压板背离夹持口的一端凹设有定位平

台，上压板背离夹持口的一端凸伸有与定位平台对

应设置的定位凸台。第二紧固螺栓依次贯穿上压板

和下压板后连接于底板，通过定位平台和定位凸台

配合，实现上压板和下压板之间的快速定位，同时

使得上压板和下压板之间形成夹持口，用于刮刀片

的放置。

上压板位于夹持口一侧的端部凸伸有压舌块，

压舌块与夹持口呈角度设置，并朝向下压板设置。

调整槽背离调整片的一侧设有第一调整螺丝

和第二调整螺丝，第一调整螺丝和第二调整螺丝

分别抵持于调整片的表面。压舌块配合调整片调

整刮刀片的角度，第一调整螺丝和第二调整螺丝微

调调整片的角度，从而调整刮刀片的角度，提高刮

刀片的效果。

底板靠近刮刀片的端面加工有斜面，斜面内加

工有与第一调整螺丝对应设置的沉头第一螺纹孔。

第二调整螺丝贯穿刮刀架后通过第二螺纹孔连接

于底板，第二调整螺丝设置于刮刀片靠近油管的

一端。通过转动第一调整螺丝和第二调整螺丝，调

整调整片的角度，从而调整刮刀片的角度，以提高

刮刀片的效果。

综上所述，油管式刮刀夹具结构简单，分体式

结构，便于拆装，提高维护、更换的效率，调整片与

刮刀片之间增加油管，可有效降低辊子和刮刀架热

变形带来不良影响，调整片可调整刮刀的安装角

度，定位片调整刮刀的安装深度，扩大刮刀夹具的

适用范围。

HFKS型旋转接头结构及其安装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1623179 A

发明人：刘海峰　张文汉

申请人：无锡合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HFGS旋转接头是针对中低速开放式齿轮传

动纸机开发的，主要用于造纸机烘干部烘缸。高

温蒸汽通过安装在烘缸轴头上的旋转接头进入烘

缸，传导热量后在烘缸内壁冷凝，产生冷凝水，冷

凝水通过虹吸管排出。

传统旋转接头安装首先要把工装装在轴头

上，然后安装旋转接头支撑法兰，接下来焊接下支

撑柱及支撑法兰，支撑柱焊接好需取下工装后安

装过渡法兰、轴头法兰及旋转接头活塞组件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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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螺栓，最后安装旋转接头活塞组件视镜及虹吸

系统。这种焊接工装焊接的旋转接头安装法兰，

在活塞安装后由于活塞弹簧的张力，会不同程度地

使安装法兰产生位移，需在旋转接头后面加装支

撑，不能保证旋转接头的最佳设计使用效果，且安

装时间长，工序非常繁杂。

提供一种HFKS型旋转接头结构及其安装方

法。

如图1所示，该种HFKS型旋转接头结构及其

安装方法，虹吸管一端的外壁上套设固定有壳体

一，虹吸管的一端连通一个回水视镜弯头，壳体一

的内部具有容纳虹吸管的腔体，壳体一上具有连

通腔体的进汽口，壳体一的一端可拆卸地连接一

个内轴的一端；内轴的外侧套设固定有壳体二，轴

为中空结构且虹吸管穿过内轴，壳体二的内侧壁

与内轴之间设置两个耐高温轴承，内轴的另一端

可拆卸地固定有活塞套，活塞套的内侧容纳有活

塞头，活塞套和活塞头均位于壳体二的内部；壳体

二的另一端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过渡法兰，虹吸

管的一部分容纳于活塞头、活塞套和过渡法兰的

内部，虹吸管的另一端连通一个虹吸弯管的一端，

虹吸弯管一端的一部分容纳于虹吸管的内部，内

轴、活塞头、活塞套和过渡法兰与虹吸管的外壁之

间形成连通腔体的气流通道。壳体二内设置有多

个导杆，每一个导杆上套设有一个弹簧，弹簧的一

端通过螺纹固定连接活塞套，导杆的另一端活动

连接活塞头。

过渡法兰用于连接烘缸轴头。内轴的一端部、

壳体一的两端和壳体二的两端均具有一个法兰

盘，并且内轴的端部的法兰结构与壳体一通过多

个螺栓固定。壳体二的两端分别固内定一个环形

结构的压盖。壳体二另一端通过其中一个压盖连

接过渡法兰，并且过渡法兰上安装多个穿过压盖

和壳体二端部的法兰的固定螺栓。内轴的另一端

延伸至活塞套，活塞套与轴承之间设置挡圈。壳体

一上安装设置有止转销，止转销的一端可拆卸地嵌

入虹吸管的外壁。虹吸管一端的一部分伸入到回

水视镜弯头内，回水视镜弯头的内部有一个锁紧螺

母，锁紧螺母可拆卸地固定在虹吸管上。回水视镜

弯头上具有供冷凝水排出的回水口。蒸汽通过进

汽口进入腔体内并经过气流通道流到过渡法兰，

再流入烘缸。内轴可以在壳体二内转动，轴承能够

减少内轴的旋转阻力，从而减少磨损。壳体二上安

装有一个油嘴，油嘴连通两个轴承之间的空间，使

用者可以通过油嘴向轴承添加润滑油，以减少轴

承的磨损，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活塞头用于壳体

二和过渡法兰之间的间隙进行密封。活塞套的外

壁上具有固定导杆的一端的外盘，活塞头的外壁

上具有供导杆进行伸缩活动的导杆孔。

弹簧位于导杆孔和外盘之间。活塞头与压盖

之间设置有石墨环。

虹吸管的另一端外壁上固定连接一个虹吸支

架的一端，虹吸支架的另一端固定连接虹吸弯管。

虹吸支架用于加固虹吸管和虹吸弯管。虹吸支架

和虹吸弯管、虹吸管之间构成三角形结构，稳定性

好。并且虹吸支架的一端通过两个抱箍连接虹吸

管，另一端通过一个抱箍连接虹吸弯管。虹吸弯管

远离虹吸管的一端安装有一个虹吸嘴。

回水视镜弯头与壳体一之间设置有止退垫，止

退垫紧贴壳体一的端面和回水视镜弯头，且止退图1  HFKS型旋转接头的剖视结构

1—过渡法兰  2—压盖  3—石墨环  4—活塞头  5—弹簧  6—O形
圈  7—导杆  8—活塞套  9—挡圈  10—轴承  11—壳体二  12—
内轴  13—壳体一  14—虹吸管  15—止转销  16—止退垫  17—锁
紧螺栓  18—回水视镜弯头  19—虹吸弯管  20—虹吸支架  21—

虹吸嘴  22—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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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的中部具有供虹吸管穿过的通孔。

轴的外壁上套设有间隔设置的两个轴承。两

个轴承的相离一侧分别通过压盖和挡圈进行限

位，两个轴承能够均匀受力工作，装置运行更安

全。

活塞头位于活塞套内部分的外壁上套设有两

个O形圈。活塞头的外壁具有容纳O形圈的O形

槽。O形圈能够提供密封作用，O形圈紧贴活塞套，

从而增加活塞套和活塞头之间的密封效果。

该种HFKS型旋转接头结构的安装方法及步

骤：（1）将过渡法兰安装在烘缸轴头上，并在烘缸

轴头与过渡法兰中间加密封垫片。（2）在过渡法兰

上安装压盖、石墨环、活塞头、弹簧、O形圈、导杆、

活塞套、挡圈、轴承、壳体二、内轴。（3）将虹吸管

安装在壳体一上，并在壳体一上安装止转销。（4）

在壳体一上安装止退垫和锁紧螺母。先将止退垫

的2个齿扳90°固定在壳体一的端部，拧紧锁紧螺

母后，将止退垫的任意两个齿扳成90°贴合在锁紧

螺母上，从而防止螺母松动。（5）在内轴上安装壳

体一。（6）在壳体一上安装回水视镜弯头，并在壳

体一与回水视镜弯头加装密封片。（7）在烘缸内安

装虹吸弯管和虹吸支架，并将虹吸弯管连接虹吸

管，最后装虹吸嘴及调节虹吸嘴高度，虹吸嘴高度

离烘缸内壁3～10 mm。

有益效果：通过设置套设在虹吸管上的壳体

一、内轴、活塞套、活塞头和过渡法兰，内轴的外

侧套设固定壳体二，过渡法兰用于连接烘缸轴头，

壳体二与内轴之间设置轴承，内轴与过渡法兰之

间通过活塞套和活塞头密封，从而使转接头结构

整体组装方便，也便于拆卸更换。

多圆盘浓缩机的滤液分配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1593595 A

发明人：刘建坡　刘建涛　任福军

申请人：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多圆盘浓缩机主要用于浆液的浓缩和洗涤，

浆液通过进浆管流入进浆箱，然后浆液采用溢流

方式进入浆槽。当中心轴转动时，盘片上的扇形板

（盘片为由扇形板组合形成，呈圆盘状）浸没在大

气压力下的浆液中，由过滤介质实现浆液的分离，

在水腿内部逐渐形成真空，此时吸附在扇形板表

面上的浆层比较薄，大量细小纤维和填料的固形

物仍然存在过滤后的滤液中，这部分滤液的浓度

比较高，称为浊滤液。随着扇形板的继续运转，扇

形板上的浆层逐渐变厚，这时浆层本身就起到很

好过滤介质的作用，能够截留大量细小的固形物，

滤液质量逐渐提高，此区域的滤液称为清滤液；

随着扇形板的转动，浆层加厚，当扇形板转出液面

时, 在真空的作用下继续脱水，浆层的干度进一

步提高，随后进入大气区，当剥浆水剥离扇形板边

缘的时候，浆层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形成自卷，落入

浆槽。经螺旋输送入浆池，被剥落浆层的扇形板转

入到洗网区，经洗涤后进入下一个过滤周期。

中心轴作为多圆盘浓缩机滤液的流道，与盘片

上的扇形板腔道相连通，过滤后的滤液沿着扇形

板与滤网所形成的腔道进入中心轴内部，汇集到

滤液分配阀，然后经分配阀的出口流向滤液池。

CN204780442U公开一种多盘脱水装置，包括

底座、安装于底座上的机壳、固定于底座一端的主

电机、与主电机输出端连接的空心主轴、套设于空

心主轴外的多个滤盘以及安装于机壳上部内壁面

的喷淋装置，还包括固定连接于空心主轴端部的滤

液分配阀，滤液分配阀包括圆台、设置于圆台中部

的空心圆柱凸台以及两个扇形滤片，圆台上开设有

两个相对设置的扇形缺口，扇形滤片与圆台抵触连

接且覆盖扇形缺口，扇形滤片的一侧开设有多个通

孔。其对真空度的提升温和，真空度可以提前、缓

慢地提升，浆料层能够更好地附着在滤盘上；同时

多盘脱水装置的处理能力提高了30%以上。

但是包括上述技术方案在内的传统多圆盘浓

缩机，其滤液分配结构设计不合理，影响滤液分

配效果，进而影响多圆盘浓缩机的作业效率。

提供一种多圆盘浓缩机的滤液分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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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至图6所示，该种多圆盘浓缩机的滤液分

配装置的中心轴上沿轴向排列设有盘片，盘片为由

扇形板组合形成，呈圆盘状。扇形板上设有滤网，

且扇形板内形成腔道。滤液分配阀设在中心轴的

轴伸端一侧，并安装在多圆盘浓缩机的浆槽外。

中心轴为正多边形中心轴，包括锥形芯轴，以

及由锥形芯轴中心轴线处固定穿设的转轴，锥形

芯轴由锥筒和设置在锥筒轴向

两端的封板焊接而成。转轴由

浆槽穿过并与其转动配合，锥形

芯轴位于浆槽内。

锥形芯轴在朝向多圆盘浓

缩机的滤液分配阀一端为小

直径端；锥形芯轴外周面上沿

圆周方向均匀排布固定若干个

折弯板，每个折弯板的长度均

沿锥形芯轴的轴向方向延伸布

置；每个折弯板与锥形芯轴外

周面之间分别形成独立的锥形

倾斜式滤液流道，锥形倾斜式

滤液流道在小口端封闭、大口

端敞口，且大口端敞口与滤液分

配阀连接。且每个折弯板在位于锥形芯轴的径向

外侧面设有与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连通的滤液入

口组，滤液入口组包括多个沿轴向间隔排列的滤

液入口，滤液入口与多圆盘浓缩机的盘片对应布

置，且滤液入口与对应盘片上的扇形板腔道相连

通。

为了方便盘片在中心轴上的安装固定，折弯板

图2  滤液分配阀去除壳体端板的结构

3—分配阀壳体  4—分配片  5—抱箍机构  6—分配片驱动伸缩杆  7—浊滤液水腿  8—清滤
液水腿  9—密封板  10—导向板  11—排气室  17—调节挡板驱动伸缩杆  18—排气管  19—

套筒支架

图1  多圆盘浓缩机的滤液分配装置的结构

1—滤液分配阀  2—浆槽  18—排气管  24—盘片  25—中心轴  28—轴承座  30—滤液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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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锥形芯轴的径向外侧面处还对应设有用于

固定盘片上扇形板的固定孔。固定孔两个为一组，

与滤液入口一一对应。与固定孔相对应，在折弯板

内侧固定设有锁紧螺母，方便对扇形板的锁紧固

定。折弯板为截面L形面板，其由垂直部和水平部

组成；其垂直部沿锥形芯轴的径向与锥形芯轴外

周面固定连接，其水平部固定搭接在相邻的L形面

板上。滤液入口和固定孔均设置在水平部处。

中心轴上形成的滤液流道为锥形倾斜式滤液

流道，提高了滤液流道内的水流通畅性。安装时将

盘片的扇形板对应安装在滤液入口处，并通过固

定孔处穿过的螺栓固定，过滤后的滤液

沿着扇形板与滤网所形成的腔道由滤液

入口进入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之后滤

液沿着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快速汇集到

滤液分配阀。

滤液分配阀的壳体在面向浆槽一侧

敞口并与浆槽密封固定连接，使分配阀

壳体内腔与中心轴的锥形倾斜式滤液流

道均连通。

分配阀壳体内腔设有沿中心轴径向

布置的分配片，分配片的径向长度超过中

心轴上的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分配片

连接有驱动其沿中心轴转动的分配片驱

动机构。分配片驱动机构包括倾斜向下

并指向分配片的分配片驱动伸缩杆，分

配片驱动伸缩杆通过连杆组件与分配片

连接，分配片驱动伸缩杆伸缩带动分配片在一定

角度范围内转动。

分配阀壳体的下部连通设有两个左右布置的

水腿，分别为浊滤液水腿和清滤液水腿，分别接收

分配阀分配的浊滤液和清滤液；分配片转动调节

导向两个水腿的滤液分配比列。

分配片位于分配阀壳体内腔的下半部。分配

片为L型结构，其包括沿径向的直线段和连接在直

线段径向外端的弧形段。浊滤液水腿和清滤液水

腿之间设有立式布置的密封板，密封板与分配片

的弧形段密封接触配合。

密封板偏向浊滤液水腿一侧设置，且密封板

与浊滤液水腿和清滤液水腿之间通过导向板连

接，使清滤液水腿接收的清滤液更多，适应多圆盘

浓缩机的工作原理。

分配阀壳体内腔的上半部设有排气装置，排气

装置包括位置固定的排气室，排气室上设有弧形窗

口，弧形窗口与上部的若干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

对应，使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通过弧形窗口与排

气室连通，排气室还设有水平布置的排气管。

排气室为弧形结构，排气室内设有径向隔板

图3  滤液分配阀上排气装置的内部

结构

4—分配片  7—浊滤液水腿  8—清滤液
水腿  9—密封板  10—导向板  12—通道
（调节挡板）  13—大排气室  14—小排气
室  15—大排气室的弧形窗口  16—小排气
室的弧形窗口  17—调节挡板驱动伸缩杆  

18—排气管

图4  滤液分配阀位置的放大

1—滤液分配阀  4—分配片  7—浊滤液水
腿  8—清滤液水腿  11—排气室  19—套
筒支架  25—中心轴  28—轴承座  30—滤

液流道

图5  套筒支架的结构

20—圆筒体  21—轴承压盖  22—扇形支板  23—填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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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分隔为两个排气室，其中一个排气室的弧长

较大，为大排气室，另一个排气室的弧长较小，为

小排气室，且大排气室的高度较高；径向隔板上还

设有通道，使大排气室和小排气室连通；排气管连

接在大排气室上。

大排气室和小排气室内均设有弧形窗口，大排

气室的弧形窗口的弧长大于小排气室的弧形窗口

的弧长。

如图3所示，中心轴逆时针旋转时，中心轴上

靠上部的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内为气水混合物，

气水混合物经对应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经大排气

室的弧形窗口进入到大排气室，经排气管排出。继

续旋转，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转动至小排气室处，

其内含有的残存气体经小排气室的弧形窗口进入

到小排气室，之后经径向隔板上的通道进入大排

气室，然后从排气管排出。

在分配阀壳体内腔的上半部设有排气装置，当

扇板浸入浆液中，滤液便进入扇板腔道和中心轴

的滤液通道中，置换出的气体通过滤液分配阀的

排气装置有效排出。

大排气室的弧形窗口处还设有与其滑动导

向配合的调节挡板，调节挡板连接有驱动其沿

弧形窗口移动的调节挡板驱动机构，从而能够

调节大排气室的弧形窗口长度。调节挡板驱动

机构包括倾斜向上并指向调节挡板的驱动伸缩

杆，调节挡板驱动伸缩杆通过连杆组件与调节

挡板连接。

转轴的两端分别设有轴承座支撑，在位于滤液

分配阀一侧的转轴处设有套筒支架，套筒支架包

括沿轴向套设在转轴上的圆筒体，圆筒体在轴承座

一端设有轴承压盖，轴承压盖与对应的轴承座固

定连接，圆筒体的另一端设有与排气室对应平行布

置的扇形支板，排气室固定在扇形支板上。并且，

圆筒体与转轴之间设有填料密封组件，填料密封

组件的填料室与圆筒体为一体结构，圆筒体在填料

密封组件和轴承压盖之间处还开有安装缺口。

为保证滤液分配阀上排气装置的有效工作，

排气室端面与中心轴端面的平行度至关重要。将

轴承压盖、填料室、圆筒体和扇形支板设计为一个

整体零件，焊后整体加工，保证了轴承压盖、填料

室、圆筒体和扇形支板等零件圆心的同轴度及端面

的平行度，从而保证了整机装配后滤液分配阀上

排气装置的端面与中心轴端面的平行度。

滤液分配阀上分配片的径向内端通过抱箍机

构抱设在圆筒体上，使分配片可绕中心轴在一定角

度范围内转动。

有益效果：在中心轴外圆周均布排列设有滤

液流道，滤液流道的出口导向滤液分配阀，分配阀

壳体内腔设有沿中心轴径向布置的分配片，分配片

的径向长度超过中心轴上的滤液流道，分配片连

接有驱动其沿中心轴转动的分配片驱动机构，并

且分配阀壳体的下部连通设有两个左右布置的水

腿，分别为浊滤液水腿和清滤液水腿，分别接收分

配阀分配的浊滤液和清滤液；分配片转动调节导

图6  中心轴的结构

26—锥形芯轴  27—转轴  29—折弯板  30—滤液流道  31—滤液入口  32—固定孔  33—锁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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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个水腿的滤液分配比例，提高了对浊滤液和

清滤液的分配处理效果。

在分配阀壳体内腔的上半部设有排气装置，当

扇板浸入浆液中，滤液便进入扇板腔道和中心轴

的滤液通道中，置换出的大气通过滤液分配阀的

排气装置排出。

中心轴上形成的滤液流道为锥形倾斜式滤液

流道，提高了滤液流道内的水流通畅性。安装时将

盘片的扇形板对应安装在滤液入口处，过滤后的

滤液沿着扇形板与滤网所形成的腔道由滤液入口

进入锥形倾斜式滤液流道，之后滤液沿着锥形倾

斜式滤液流道快速汇集到滤液分配阀。

无分散剂真空圆网流浆箱及纸页成形
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1593597 A

发明人：雷光友　袁同圣　汤振鹏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宝拓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造纸行业中，真空圆网成形器流浆箱必须配备

分散剂注入装置，通过加入PEO分散剂来保证纸

页成形的匀度和质量。在现有的纸页成形装置中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进浆总管采用直线锥形管进

行浆料的压力均布，由于直锥形总管设计的误差导

致纸幅横幅定量产生一定的波动；喷浆口降水着网

点位置调整时很难把握调整的精度，而且调整时

还必须将真空网笼移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

力，严重影响了纸页成形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率。

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无分散

剂真空圆网流浆箱及应用该流浆箱的纸页成形装

置。

如图1所示，无分散剂真空圆网流浆箱，包括通

过旋转轴转动安装于机架上的流浆箱，流浆箱内

部设有扰流棒匀浆室，扰流棒匀浆室的侧壁上设有

一清洗开口，清洗开口处转动安装有由第一驱动机

构驱动的开口盖板，扰流棒匀浆室内设置有用于浆

料进行稀释的浆料稀释机构；流浆箱上还固定有

下板，下板的一侧设置有转动安装于流浆箱且由第

二驱动机构驱动的上板，上板与下板之间形成锥形

流道缩扩匀整室，扰流棒匀浆室通过长阶梯扩散

管与锥形流道缩扩匀整室相连通；上板的自由端转

动安装有由第三驱动机构驱动的弧形板。

浆料稀释机构包括设置于扰流棒匀浆室内的

分散扰流棒，分散扰流棒侧壁上设有若干个稀释

水喷口，分散扰流棒通过输水管连通有稀释水总

管，输水管上还安装有一用于调节输水管内水流

大小的稀释水调节装置，可以根

据成品纸的检测结果对稀释水调

节装置进行适量调整，使得成品

纸的定量及匀度都控制在合格范

围内。

其中，上板设置有弧形板的

一端与下板之间形成一喷浆口，下

板远离上板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对

下板进行清洗的清洗喷淋管，清

洗喷淋管上设置有一喷淋方向朝

向喷浆口所在方向的清洗喷嘴，

锥形流道缩扩匀整室的下板固定

不动，在无分散剂流浆箱工作的

过程中，清洗喷淋管通过清洗喷图1  无分散剂真空圆网流浆箱的结构

1—流浆箱  2—旋转轴  3—扰流棒匀浆室  4—清洗开口  5—开口盖板  6—下板  7—上板  8—
锥形流道缩扩匀整室  9—长阶梯扩散管  10—弧形板  11—分散扰流棒  13—稀释水喷口  14—
输水管  15—稀释水总管  16—稀释水调节装置  17—喷浆口  18—清洗喷淋管  19—清洗喷
嘴  20—第一固定支架  21—第一驱动气缸  22—第二驱动气缸  23—第二固定支架  24—提升机  
25—调整手轮  26—机架  33—第二进浆管  34—曲线进浆总锥管  35—均压腔  36—阶梯扩散管  

37—真空网笼  38—弧形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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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清洗下板，以防止浆料在下板上形成浆块。

而且，第一驱动机构包括固定于流浆箱外侧

壁上的第一固定支架，第一固定支架与开口盖板共

同铰接有两个第一驱动气缸。无分散剂流浆箱内

部的清洗非常方便，打开第一驱动气缸的手动阀，

使得第一驱动气缸活塞杆收回，拉起盖在流浆箱

侧壁上清洗开口处的开口盖板，打开清洗开口，使

用高压清水即可对流浆箱内的扰流棒匀浆室和锥

形流道缩扩匀整室进行高压清洗。

第二驱动机构包括第二驱动气缸，第二驱动

气缸的缸体转动安装于第一固定支架上，第二驱

动气缸的活塞杆转动安装于弧形板上，第二驱动

气缸可带动弧形板进行转动，使弧形板与真空网

笼之间的弧形间隙达到均匀一致，保证浆料能够

均匀地喷射到真空网笼侧壁与造纸毛布的夹角

上，以便于纸页进行脱水。同时造纸毛布与真空网

笼侧壁之间夹角的大小以及角度，可以通过压动

机构进行调整。

第三驱动机构包括固定于流浆箱外侧壁上的

第二固定支架，第二固定支架与上板之间共同铰

接提升机，提升机上安装有用于控制提升机的调

整手轮。在纸机运行过程中，操作人员可通过调整

手轮来控制提升机，上板在提升机的推拉作用下

发生转动，实现对喷浆口大小的调整。

如图1、图2所示，流浆箱的纸页成形装置的机

架上沿纸页成形方向依次设置有流浆箱进浆部、

浆料混合部和纸页成形部。

进浆部包括第一进浆管和浓白水管，第一进浆

管的出水端与浓白水管相连通，浓白水管的出水

端连接有一由驱动电机驱动的冲浆泵的进水端，

冲浆泵的出水端通过第一输送管道与压力筛相连

通，压力筛通过第二输送管道与第二进浆管的一

端相连通。

浆料混合部包括曲线进浆总锥管和流浆箱，

曲线进浆总锥管的一端与第二进浆管安装在一

起，曲线进浆总锥管内设有与第二进浆管相连通

的均压腔，曲线进浆总锥管的另一端通过阶梯扩

散管与扰流棒匀浆室相连通。

如图3所示，纸页成形部包括设置于流浆箱一

侧的真空网笼，弧形板设置于真空网笼的外侧且与

真空网笼之间形成一弧形间隙，

真空网笼内依次设有三个真空吸

区，真空网笼的侧壁上设有若干

个与真空吸区相连通的通孔，真

空网笼侧壁上绕设有一造纸毛

布，造纸毛布通过压动机构顶靠

于真空网笼侧壁上。

而且，压动机构包括平行且

顶靠于真空网笼上的伏辊和毛布

导辊，伏辊和毛布导辊转动安装

于一摆臂上，摆臂的一端通过一

转动轴转动安装于机架上，摆臂

的另一端与机架之间共同铰接有

一摆动气缸，摆动气缸可带动摆

臂绕转动轴进行转动，摆臂转动

来调节伏辊和毛布导辊与真空网

笼之间的相对位置，实现对真空图2  流浆箱的纸页成形装置的结构

1—流浆箱  12—回流管  14—输水管  15—稀释水总管  16—稀释水调节装置  20—第一固定支
架  26—机架  27—第一进浆管  28—浓白水管  29—冲浆泵  30—第一输送管道  31—压力筛  
32—第二输送管道  33—第二进浆管  34—曲线进浆总锥管  35—均压腔  37—真空网笼  39—真
空吸区  41—造纸毛布  42—伏辊  43—毛布导辊  44—摆臂  45—转动轴  46—摆动气缸  47—

自动调节装置  48—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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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笼侧壁与造纸毛布之间的夹角。

此外，曲线进浆总锥管上连通有一用于将浆料回

流到浆池内的回流管，回流管上安装有用于保证曲线

进浆总锥管内浆流横幅压力一致的自动调节装置。

图2中a处箭头方向表示浆料进入第一进浆管内

的流动方向，b处箭头方向表示浓白水进入到浓白

水管内的流动方向，c处和d处的箭头方向均表示部

分浆流回流到浆池内的流动方向，e处箭头方向表示

稀释水进入到稀释水总管内的流动方向，f处箭头方

向表示浆流在第二输送管道内的流动方向。

使用过程：（1）浆料通过第一进浆管通入到浓

白水管内，同时流浆箱浆料稀释用的浓白水也通入

到浓白水管内，浆料与浓白水在进入冲浆泵之前在

浓白水管内进行混合后再通入到冲浆泵内，然后通

过第一输送管道将浆料输送到压力筛内，通过压

力筛过滤后的浆流由第二输送管道进入到第二进

浆管；（2）第二进浆管对浆流进行物理整流后，将

浆流输送到曲线进浆总锥管的均压腔内，浆流在

均压腔内进行横向压力均布后，通过均匀分布的多

个阶梯扩散管通入到流浆箱内的扰流棒匀浆室，

同时稀释水总管内的稀释水通过输水管输送到分

散扰流棒内，再通过分散扰流棒侧壁上的稀释水

喷口喷洒到扰流棒匀浆室，对扰流棒匀浆室内的浆

流进行稀释；（3）稀释后的浆流通过长阶梯扩散管

对浆流进行进一步地整流后，将其通入到锥形流

道缩扩匀整室，最后浆料通过弧形板与真空网笼

侧壁之间的弧形间隙喷到造纸毛布的表面形成纸

页，纸页上的大量水分通过真空网笼内的真空吸区

抽吸脱除，并将水分排入到白水池内，具有一定湿

度纸页由造纸毛布带到其它造纸工位。

综上，无分散剂真空圆网流浆箱及应用该流浆

箱的纸页成形装置，采用曲线式锥形管以有效保证

曲线进浆总锥管内的浆流压力均匀分布，可以对喷

浆口的大小进行调整以保证出浆的均匀性，而且省

去了大量分散剂的使用成本，具有结构紧凑、操作

便捷、成本较低、成纸质量好的特点。

有益效果：由于无分散剂真空圆网流浆箱包

括流浆箱和弧形板，弧形板靠近喷浆口一端与真

空网笼侧壁之间形成下唇口，弧形板远离喷浆口一

端与真空网笼侧壁之间形成上唇口，上唇口开度的

大小可以通过弧形板的转动来进行调整，上唇口

的开度可以调整横幅各区域精度的一致性，同时

喷浆口的位置可以通过转动流浆箱来进行有限角

度的调整，保证了出浆的均匀性；改变了原有流浆

箱复杂的结构，间接性地降低了后期的操作难度，

以提高了操作的便捷性，同时也使得流浆箱的结

构更加紧凑实用、整机结构简单合理，从而节约了

成本，提高了工作生产效率；而且流浆箱无需使用

分散剂，不仅没有影响纸页的质量反而使纸页的

匀度更好，提高了成纸质量，省去了大量的分散剂

成本，直接降低了原料的使用成本。

应用上述流浆箱的纸页成形装置包括沿纸页

成形方向依次设置的流浆箱进浆部、浆料混合部

和纸页成形部。由于浆料混合部采用了曲线式的进

浆总锥管，相较于直线锥形管，浆流能够在曲线进

浆总锥管内的均压腔内进行横幅均压，有效保证了

曲线进浆总锥管内的浆流压力分布均匀。

由于曲线进浆总锥管上连通有一用于将浆料

回流到浆池内的回流管，回流管上安装的自动调节

装置可以调整控制回流管内浆流的流动，部分浆

流通过回流管回流到浆池内，以保证曲线进浆总

锥管内的浆流横幅压力均匀一致。

图3  真空网笼的结构

37—真空网笼  39—真空吸区  40—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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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福伊特新型HydroMix浆料混合系统，
技术核心为可自动调节喷嘴

本刊讯（Vo i t h 消息) 2020年12月，福伊特

（Voith）对浆料混合系统进行了全新升级，推出

了HydroMix浆料混合系统，新一代系统具有可

自动调节的喷嘴，可确保浆料和白水的混合水平，

帮助纸企在初始阶段提高操作水平，从而保证后

续的出纸质量。

新一代浆料混合系统的技术核心是自动可调

式混合喷嘴，该喷嘴在设计和几何形状方面进行

了诸多优化，从而实现了出色的浆料和白水混合质

量以及最大的均质性。该自动可调式混合喷嘴已

获得专利，喷嘴的自动调节功能可将纸浆的浓度

与所需的目标值对应，并在工艺链的下游确保卓

越的纸张质量。

为了扩大HydroMix浆料混合系统的操作范

围，并以此为纸厂提供最大的灵活性，福伊特不

仅优化了喷嘴，还优化了白水进料区的外形构造，

对此，福伊特湿法工艺产品经理Hermann-Josef 

Post说道：“这可以防止湍流，显著提高系统的效

率，并实现高浓度原浆和白水混合物质量更加均

匀统一。除了这些优点，还可以容纳最大的操作窗

口，并在系统的操作中实现高度的灵活性。”

由于结构优化和对各个工作点的最佳可调节

性，高浓度进料中的压力减低，并且高浓度原料泵

上的负载减轻，从而显著节省了能源。此外，泵保

持在最佳工作范围内，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新型HydroMix浆料混合系统设计紧凑，大大

减少了空间需求。与以前的设计相比，混合区的长

度减少了约50％，这增加了在受限安装空间中的应

用潜力，并降低了建筑投资成本。

新一代浆料混合系统可以与各种白水流量选

项结合使用，气体含量的数字测量还可以精确控

制化学品使用，从而减少了化学品的浪费，并降低

了运营成本。此外，系统配备了自动清洁系统，可

确保整个混合系统的清洁度，避免沉积，并减少了

纸幅破裂的风险。

ABB推出新型重量虚拟测量技术，减少
断纸恢复时间，提高利润

本刊讯（ABB 消息) 2020年底，ABB推出

了新型重量虚拟测量技术（Weight Vi r t u a l 

Measurement），可实现断纸快速恢复，减少恢复

时间。工作原理是减少断纸后以及随后的启动期

间直接生产的不合格纸张数量，预计每年可帮助

纸厂节省数千美元。

这种新的数字测量技术通过测量产品重量

的输入（例如流量、浓度、车速等）在断纸事件

期间进行在线重量测量，从而弥补质量控制系统

（QCS）重量传感器的功能，因为在断纸时，由于

没有需要测量的纸张，因此QCS无法进行测量。

通过为操作员提供经过持续优化的、机器学

习的生成的测量模型或“软传感器”，这种新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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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虚拟测量系统有助于减少停机时间、缩短纸种

转换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在没有QCS测量的情况

下，运用新型重量虚拟测量技术，操作员的显示屏

会组合各种输入数据并突出显示，以便于操作员

查看当前状态并进行选择调整以重新达到操作目

标。

ABB全球纸浆和纸张应用产品经理Joh n 

Schroeder说道：“我们新的重量虚拟测量解决

方案与众不同，它结合了深厚的行业专业知识与先

进的分析、机器学习技术、专有建模和自动校准技

术，以创建准确而强大的虚拟传感器，这将使工厂

能够做出更具战略意义的决策，例如平衡提高生

产速度和运行速度的成本选择，以及延迟将纸张

放到卷轴上以避免损害其纸张质量。”

重量虚拟测量加入了ABB AbilityTM绩效服

务套件，该套件包括适用于制浆造纸厂的其他虚

拟测量功能，所有这些功能均不需要ABB DCS

或QCS即可实施。它通过ABB Abil ityTM协作运

营提供，生产和管理人员都可以连接并远程访问

ABB数据库，参考使用数据库内的分析数据的和

专业知识，并结合了持续的性能监控和在线计算

重量分析技术等。

Kronospan公司开发利用纤维素生产
浸渍纸工艺 

本刊讯（Krono s p a n  消息) 奥地利公司

Krono span位于俄罗斯的子公司Krono span 

Kaluga是世界最大的人造板生产商之一，该公司

正在其位于俄罗斯的工厂投资生产由纤维素制成

的浸渍纸（impregnated paper）。

以前，俄罗斯浸渍纸的产量很小，主要通过进

口满足当地需求，而今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开始致力于实施“进口替代计

划”，通过国内生产各类产品替代进口产品，而该

项目的实施将成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ABB虚拟测量技术助力实现断纸快速恢复

ABB虚拟测量技术使用前后对比

帮助操作员查看当前状态并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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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公司称，由纤维素制成的浸渍 纸将

是10 0％环保产品，为了实现环保目标，该工厂

还将安装一套特殊设备，将包括文丘里洗涤器

（Venturi scrubber）、静电除尘器、旋风分离器

和其他用于水和空气净化的设备。此外，工厂在生

产过程中将使用二次木材回收技术。

据悉，该项目将成为俄罗斯中部地区最大的浸

渍纸项目之一，年产能为40,000 t，投资额将达到

43亿卢布（5,400万美元）。

多家纸企研发纸类抗菌技术，推出新
型抗病毒纸种及纸类包装

本刊讯（Pulppapernews 消息) 为了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传播，DS Smith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发抗

菌涂层技术，从而在疫情期间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保护。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包装在我们的

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包装安全的

担忧已成为人们的首要考虑。据统计，约60%的消

费者声称在触摸包装的食品和家用产品后要彻底

洗手，30％的消费者则在使用一次之后将包装扔

掉。

为了解决卫生与浪费问题，DS Smithis宣布

与Touchguard开展合作，在其欧洲和北美业务范

围内开发一系列防细菌和病毒的可持续纸板包装

产品，缓解人们对于疫情发展的焦虑。

尽管目前并未发现疫情随纸板而传播的迹

象，但易于识别的触摸安全区域可广泛应用于各

种行业和应用，这意味着抗病毒和抗菌包装为消

费者和工人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从而确保整个

供应链的健康与安全。

实验显示，这项获得专利的抗菌纸质涂层技

术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病毒和细菌均有良

好的杀菌作用，纸质杀菌涂层通过破坏细菌或病

毒的内部结构防止其传播，从而有效地降低了人与

人之间转移的风险。事实证明，该技术在15 min内

对细菌和包膜病毒的杀灭率为99.5％，并且降低了

人对人传播感染的风险。

DS Smith设计与创新总监Alan Potts表示：

“虽然这种抗菌包装并不能取代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应有的护理，但是随着纸质包装技术的不断发

展，这项技术有可能为客户及其消费者带来可靠

的额外保护。重要的是，这项技术保持了产品的可

持续性，并且100％可回收。”

此外，据捷克新闻社（ČTK）的最新报道，捷

克科学院的科学家最近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能够

破坏病毒传播的纸张。

该学院的官方发言人吉里·索贝克（J i r i 

Sobek）评论说：“我们的测试表明，这种纸可以

使新冠病毒在短短10 min内被销毁70％，30 min

后完全销毁。纸张中充满了抗菌化学物质，因此1 

min内有99％的微生物可从纸张表面消失。

科学家认为，这种新纸未来可能将被广泛用

于钞票纸和重要文档。

凯米拉将开发用于造纸和纸板的可
生物降解涂料

本刊讯（K e m i r a  消息 )  近日，凯 米拉

（Kemira）和生物可降解材料的领先开发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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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Danimer Scientific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开发可生物降解的水性阻隔涂料，用于更

具可持续性的纸和纸板产品。 

两家公司的目标是于2021年，开发制造出用于

部分商业目的的涂料，从而为开展更广泛的应用奠

定基础。纸或纸板产品（例如咖啡杯）中通过添加

涂层形成隔离层，以防止水分和油脂的渗漏，预计

全球隔离涂层市场每年将增长约8％。目前，凯米

拉相关的分散隔离产品（dispersion barrier）市

场规模为5亿欧元，年增长率约为10％。

随着品牌所有者和消费者对可持续纸和纸

板产品需求的增加，这种新的隔离涂层和表面处

理技术将确保纸和纸板产品在土壤和水中完全

实现生物降解。为了提高环保效益和可持续性，

Danimer Scient i f ic发现了生物聚合物Nodax

（聚羟基链烷酸酯，PHA），主要来自油菜籽和大

豆等植物的种子，100％可再生和回收，相比目前

广泛使用的化石燃料基聚乙烯涂层，环保性能大

大提高。

凯米拉制浆造纸全球产品线和业务开发高级

副总裁Antti Matula表示，可持续发展是凯米拉

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凯米拉的目标是到

2030年实现生物基产品收入超过5亿欧元。通过与

Danimer Scientific的合作，将把更多新的生物

基产品推向市场，这对于实现生物基增长目标是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Danimer Sc ient i f ic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

John Moore表示，PHA是一种可靠的可生物降

解的替代品，可替代基于化石燃料的材料，与凯米

拉的合作将使我们的技术扩展到造纸领域，提供

可再制浆和可生物降解的材料，而不会牺牲品牌

和消费者期望的产品质量。

Mondi集团为Drylock研发新的纸质
纸尿片包装

本刊讯（Mond i 消息) 英国纸企Mond i集团

为全球卫生用品制造商Drylock Technologies

的婴儿纸尿片系列研发了新的纸质环保包装

EcoWicketBag，将可持续的纸质包装带入了全球

卫生市场。

据悉，此前Drylock Technologies公司采用

塑料包装，为了提高可持续性，采用了Mondi研发

的纸质环保型纸尿片包装，这种包装既便携、外观

优美，又有良好的保护性，通过使用这种纸质包装

显著减少了产品的碳足迹。

使用基于纸张的解决方案的主要优势是纸张

具有可回收性，并且消费者更有可能知道如何正

确处理纸张。EcoWicketBag环保型包装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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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理思人工智能平台可实现化学品自
动控制

本刊讯（Solenis 消息) 索理思(Solenis)目前正

在与一家北美卫生纸生产商合作,采用其安全的

OPTIXTM Applied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AI)平

台，通过化学品自动控制实现持续的工艺改进。

索理思的自适应分析系统由领先的AI平台

Process MinerTM开发，可以准确地学习制浆和造

纸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变量关系，并可以对产品质

量进行数字化测量。使用具有机器学习功能的AI

进行自动生产可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原材料使用并

减少水和能源消耗。

美国缅因州贝利维尔的St. Croix Tis sue

公司采用了OPTIX平台，通过将闭环控制器与

OPTIX质量参数预测结合使用，公司的设备能够

自动控制其化学品施加量，以确保化学品进料满

足最佳配比并遵守目标参数设置。

St. Croix Tissue的技术经理认为，OPTIX

可以根据实验室测试结果合理预测生产中的参

数。他们在闭环控制器中使用了这种预测，并成功

减少了最终产品的偏差。因此，他们对该程序的价

值感到兴奋。

新的OPTIX平台由索理思于2019年初推出，

目前已在北美和欧洲的9家造纸厂中应用，并且正

在与其他客户接洽合作。由AI驱动的关键质量参

数预测分析可实现动态过程改进、实时过程洞察

和持续的化学控制，从而改善目标的依从性，提高

产品质量并显著节省成本。

2022年4月起，英国将征收塑料包装
税，纸质包装需求或将攀升

本刊讯（Guard ian 消息) 不久前，英国税务与

海关总署发布了新税种——塑料包装税（PPT），

完全可堆肥的材料制成，可回收利用，从而支持循

环经济。

Mondi还通过技术改良确保新型纸袋符合客

户现有的工厂流程，可在现有机器上灌装和密封，

并不会打破客户原有的包装流程。

芬林与维美德在芬兰共同投资3D纤
维产品试验工厂，进一步开发并测试
新工艺

本刊讯（芬林集团 消息) 芬林集团旗下创新

企业芬林之春与维美德合资兴建的3D纤维产品试

验工厂在芬兰艾内科斯基开工建设。试验工厂旨

在进一步开发并测试新工艺，以满足新型包装的

生产要求。新建的厂房将配备试验生产线，可把木

质纤维加工为即用型3D纤维产品，从而可取代塑

料和铝质的同类包装产品。试验工厂项目的目标是

以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和与之配套的生产工艺

设备为目标。  

试验工厂于2020年12月10日开工建设，预计

于2021年底投入运营。试验工厂位于全球独有的

生物经济生态系统之中，这是非常理想的，因为芬

林芬宝的生物制品厂、芬林纸板的纸板厂和卓越中

心、芬林梅沙木业的胶合板工厂、Pro Nemus访客

中心以及芬林之春与伊藤忠商事合办的造纸级木

浆纺织纤维示范工厂都位于该地。

芬林之春的该项目负责人Jarkko Tuominen

表示：“这个项目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是一家先驱型

公司。我们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凭借芬林集

团、维美德和若干其他公司的一流专业技术，开创

一项重要的业务。我们以常见的、采用可持续方式

生产的木质纤维为主要原材料，将其加工成优质

包装，同时争取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试验工厂正

在开发和测试多项新的创新技术，为实现替代各

种包装方案中的塑料这一目标提供支撑。”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77
Jan., 2021  Vol.42, No.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适用于在英国生产或进口到英国的塑料包装和产

品，该决议已在2021年《财政法案》中得到了立

法，将于2022年4月1日起生效。

受此影响，英国境内Tesco、Asda等网购平台

和大型超市最近都下架了大量塑料制品。海关总

署表示，征收塑料包装税是为了提高塑料废物的

回收和收集水平，也是为了督促进口商对塑料产

品的把控。决议中关于塑料包装税的主要内容包

括：少于30%的再生塑料包装的税率为每吨200

英镑；在12个月内生产和/或进口少于10吨塑料包

装的企业将获得豁免；通过定义应税产品的类型

和可循环使用的内容来确定税收范围；对少量塑

料包装生产者和进口商的豁免；谁有责任纳税，

需要在HMRC注册；如何收取、追回和执行税收

等。

为了响应减少塑料的口号，英国网购平台

Te s c o今年以来已从其系列产品中下架了超过

2000万件一次性塑料制品，其中包括包有塑料的

饼干、灯、卡片以及布丁等产品。亚马逊也宣布从

2020年12月21日起不在欧盟、英国和土耳其销售

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及由可生物降解塑料制成的产

品，例如餐具、盘子、吸管、搅拌器、支撑气球的棍

棒等。

限塑、禁塑早已成为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举措，塑料包装税也并非英国首创。

2020年7月21日闭幕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就明示，自

2021年1月1日欧盟将开征“塑料包装税”。

这无疑为造纸行业带来了机遇，随着欧盟各国

逐渐开始禁用塑料餐具（含吸管、刀叉等）、棉签、

气球托架等海滩常见的塑料垃圾，纸类包装使用

率逐渐提高，预计未来这一趋势还将为造纸行业

带来新一轮发展机会。

拓斯克帮助德国包装纸企Aviretta进
行纸机后干燥部技术改造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 2020年12月，拓斯克

（Toscotec）为德国包装纸板生产商Aviretta成

功完成了纸机的后干燥部的技术升级改造。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的影响，但该项目仍按原

计划执行。Avi ret t a纸厂的PM4纸机主要生产

60～130 g/m2的瓦楞原纸。

在该项目中，拓 斯克主要提 供了9台T T 

SteelDryers钢制干燥器，其表面宽度超过7 m，

并配备了隔热系统。其中一台干燥器还配有陶瓷/

聚四氟乙烯盖，以确保在施胶压榨后保持较高的

清洁度。此次供货还包括冷凝水扰流板、蒸汽接

头、轴承和外壳以及备件。拓斯克为Aviretta提供

了一整套服务，包括工程、拆卸、安装、调试和启动

协助等。

Aviretta GmbH项目经理Thomas Rei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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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启动以来，新型TT SteelDryers钢制干

燥器性能一直很好，在干燥能力和能源效率方面都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拓斯克项目经理Stefano Baldi说：“该项目

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因此无法去工厂获取

工程设计所需的现场数据。在Aviretta的全力支

持下，我们从未停止过工作，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

按照原始时间表完成了该项目。”

Aviretta是一家德国中型瓦楞纸板制造商，

总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埃特林根（Ettringen, 

Bavaria），年产量约为170,000 t，原材料为经过

FSC标准认证的100％回收纤维。

Smurfit Kappa在德国成立新回收纸
厂，推出创新的废纸回收方案

本刊讯（Smurfit Kappa 消息) 全球包装纸企

Smur f it Kappa近期在德国成立了Recycl ing 

Dua l GmbH回收利用工厂，帮助德国纸企和零

售企业降低成本并改善其可持续性。Recycl ing 

Dual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整体集成解决方案，可以

跟踪整个造纸产业链的纸、纸板和纸盒包装的生

命周期，从供应链循环的角度降低生产和运营成

本。

Recycl ing Dual完善了纸质包装的循环过

程，确保通过全国范围的收集系统对产品的纸质

包装进行回收。从2021年起，Recycling Dual将

成为德国市场上唯一能够追踪纸、纸板和纸盒包

装从生产到回收的生命周期的公司。

该公司是根据德国于2019年颁布的一项联邦

法律设立的，该法律要求所有需要包装的制造商

和零售商，特别是具有电子商务包装的电商公司，

对包装的回收再利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根据

该法律，企业申请包装使用许可证，预计到2021年

成本将增加30％，企业要承担更大的环保责任，提

高包装回收率，如果不遵守该法律会缴纳大量罚

款。

为了满足企业的需求，帮助企业提高包装用纸

回收率，Recycling Dual为德国各地的企业组织

销售包装的收集、分类和回收，以确保达到严格的

回收配额。作为服务的一部分，Recycling Dual

也达成了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市政当局和

废物管理公司）的合作。

对此，Smurfit Kappa回收纸副总裁Henri 

Vermeulen说道：“我们很高兴为德国客户提供此

类服务，Recycling Dual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

种经济高效的回收解决方案，可提高回收率并满

足特定的业务需求。”

白俄罗斯Svetlogorsk制浆造纸厂致
力于打造欧洲黏胶浆领先品牌

本刊讯（Svetlogorsk 消息) 据白俄罗斯本地媒

体报道，Svetlogorsk制浆造纸厂是白俄罗斯最大

的制浆造纸企业之一，其最新的计划是在未来几

年内发展成为欧洲黏胶浆（viscose pulp）的领先

生产商。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将于短期内在白俄

罗斯开始大规模生产黏胶浆，这将是该国及其纸

浆和造纸行业的全新产品。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

经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设备和机械的安装。

与漂白的硫酸纤维素相似，黏胶浆由针叶木

为原材料制成，但工艺过程有所不同。随着全球对

黏胶浆需求的稳定增长，该公司对黏胶浆新产品

寄予了厚望。目前，黏胶浆被用作生产黏胶纤维的

主要原料，这种材料占世界人造纤维总产量的近

80％，应用范围很广。

此外，黏胶浆的价格传统上高于牛皮纸浆的

价格，有较大的利润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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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减少牛皮纸出口，最大程度缓解
国内纸厂废纸短缺形势

本刊讯（Pulp and paper times 消息) 据印度本

地媒体最新消息，由于疫情影响暂未消退，国内废

纸收集下降，废纸整体回收率下降了30％至40％，

再加上隔离及检疫措施使进口废纸也受到阻碍，进

口废纸价格接近220美元/t，导致印度国内OCC价

格攀升，达到17,500卢比/t。

在 这 种 情 况 下，印 度 废 纸 交 易 商 协 会

（AIWPDA）认为，印度国内废纸稀缺的问题主

要是由成品牛皮纸（kraft paper）出口过多导致

的。AIWPDA总裁Naresh Singhal先生表示：

“成品牛皮纸出口的增加导致国内回收纤维的损

失，导致国内回收纤维的持续短缺。因此，应该对

牛皮纸出口进行限制，仅允许那些正在进口纤维

（OCC/混合废纸）的造纸厂出口成品牛皮纸/纸

浆的数量最多达到其当月和上个月（例如11月和12

月）废纸进口量的50％。”

Singhal先生进一步表示，为了控制牛皮纸和

废纸成品的价格上涨并稳定国内市场趋势，建议

将牛皮纸和纸浆的成品出口限制在一定水平，这种

限制应该一直持续到情况恢复正常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造纸厂主要依靠从美国

和欧洲进口的废纸，由于过去两个月收货不佳以及

进口成本增加，牛皮纸生产成本不断攀升。

印度瓦楞纸箱制造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Corrugation Box Manufacturers of India）主

席VK Dewan表示，由于国内废纸短缺，印度一直

依赖于进口废纸，尽管疫情对进出口造成了一定影

响，但预计2020年印度进口废纸仍将高于往年。

目前，印度牛皮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0％至

35％，并且仍在上涨。此外，牛皮纸的供应不稳

定，对瓦楞纸箱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印度

瓦楞纸箱协会也正在研究提高国内市场回收率的

措施。

乌兹别克斯坦使用工艺大麻为原料，
提高国内造纸产能，减少纸张进口

本刊讯（Pulpapernews 消息) 据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和当地媒体的报道，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未

来几年内提高国内造纸产能，替代进口纸产品，大

力发展本地纸生产。在原材料方面，计划通过开发

工艺性大麻（technical cannabis）弥补国内原料

缺口。

目前进口纸张约占乌兹别克斯坦纸市场的

90％，目前，当地政府已开始推动造纸本地化，该

数字已经有所下降。

造纸首先要从原料供应做起，到目前为止，乌

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在该国境内启动了一些用于生

产工艺性大麻的投资项目，按照计划，未来的大部

分产品将满足乌兹别克斯坦造纸领域的需求。

其中一个代表性项目将由马耳他Melabis公

司实施，该项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Syrdarya省的

Sardoba地区种植大麻，总面积为3,000公顷。该

项目的投资额约为3,300万美元，除播种区外，在

项目的第一阶段中还将建立一个高科技工厂和一

些加工原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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