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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成果，即“酸碱联产与再生循环”新技术平台——可

廉价、不受地理因素制约地就地生产钾碱、钠碱的同时

生产酸，由此将秸秆木质纤维素三组分进行清洁高效分

离，对草本生物质进行高值化转化，同时可以对所生成

的盐卤进行湿法再生循环的新型技术[6,7]，由此可绕过通

常的碱回收工艺。前期工作已经用KOH/NH4OH为蒸

煮剂对稀酸预处理后的玉米秸秆进行木素脱除过程中

的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研究[6]。本研究将继续前期工作，

使用KOH/NH4OH作为蒸煮剂对玉米秸秆的清洁蒸煮

工艺进行优化，为真正以秸秆类生物质作为主要原料创

建生态农业产业链提供了一种具有前景的探索性研究。

1  实验与分析 

玉米秸秆使用鲁单1号（取自河北保定），其三组

分成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采用标

准Van Soest法进行测量[6]，木质素采用Klason木素法

中国是纸浆消费大国，纸浆制造行业发展有较为悠

久的历史，产业技术较为成熟，在造纸行业原材料环节

具有充分的议价权。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统计，2018年全

国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有2700家，行业集中度偏低，产

品质量差异较大[1]，而在整个纸浆制造产业链中，造纸

行业处于最上游，必然从根本上决定纸浆质量和档次。

为了避免废纸回收质量低的限制，很多中国纸浆龙头企

业都大力布局进口国外废纸。但是，中国自2018年以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废纸进口的政策，从而促使中国

纸浆龙头企业纷纷加速海外（东南亚以及北美）产能布

局[2]。然而随着全球化进一步陷入危机，破局能源与地

缘政治的努力举步维艰，拓展获取廉价和高品质纸浆

之路将更加困难重重[3,4]。如何获取廉价和高品质的纸

浆，突破国际贸易掣肘和规避地缘政治引起的贸易摩擦

是摆在中国纸浆制造产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5]。很显

然，只有提高本国造纸企业的核心技术，才是破局的根

本。制浆过程曾被定义为高污染、高能耗的轻工工业。

但随着七十年代北欧各国（尤其以瑞典为首）陆续成功

开发出成熟的黑液碱回收工艺，具有一定规模的木浆造

纸厂到目前基本上已经达到能量梯级利用和物质再生循

环的绿色过程（二段水的COD值完全可以达到50 mg/

L以下）[6]。本研究基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有关

酸碱联产绿色化工过程数十年探索所取得的基础性原

表1  玉米秸秆组分测定 

组分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灰分

脂类

成分/%

44.1

23.2

12.4

4.8

3.5

摘 要：使用响应面法对利用KO H+N H4O H为蒸煮剂的玉

米秸秆制浆过程进行优化。通过探索生物质添加量、蒸

煮温度、蒸煮时间、K O H添加量对制浆率的影响，以期

找到对纸浆得率最有影响的操作变量或者变量组合。

通过对中心复合设计实验方案所进行的30组实验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和响应面分析，发现单因次量（生物质添

加量）以及双因次量（蒸煮温度和蒸煮时间）对响应量

纸浆得率具有统计学显著影响。以提高纸浆得率作为

优化指标，得到最优化条件为生物质添加量（60 g）、

蒸煮温度（125 ℃）、蒸煮时间（92 m i n）以及KO H添加量

（3.5 g），在此条件下，纸浆得率可以达到48%。验证最

优化实验条件显示响应面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精确

度（-3.9%误差）。

关键词：响应面法；玉米秸秆；KOH/N H4O H；清洁制浆；过程

优化

Abstract: In this paper,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corn straw pulping process using KOH+NH4OH 
as delignif ication agents. By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enzyme 
loading, temperature, duration, and KOH loading on pulping yield, 
the appreciable operating parameters (the individual variable or the 
combined variables) were identified.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perating parameters in the investigated 30 set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the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CCD) were found to be the 
singular factor (enzyme loading) and the combined factor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respectively. Using the obtained pulp yield as a global 
optimization goal, the optimal conditions are enzyme loading (60 g), 
temperature (125 ℃), duration (92 min) and KOH loading (3.5 g), where 
pulp yield reaches 48%. Valid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show that the RSM has a high accuracy and precision (-3.9% 
uncertainties) at the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Key words: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corn straw; KOH/
NH4OH; clean pulping;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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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量[8,9]。玉米秸秆组分分析如表1所示。由于玉米

秸秆木质纤维素的特殊性，其灰分含量较低（这里没有

对灰分进行湿法元素消解与分析[10]），而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含量较高。与木材三组分不同，草本植物木质素含

量通常较低，只有大约10%，而木材通常的木质素含量

可以达到30%以上[11,12]。由于这类植物组织特异性的差

异，获得脱除木质素的纸浆难易程度也有相应地不同。 

图1  蒸煮反应器

表3  中心复合设计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

Run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ode values

X 1

55

55

55

50

55

45

50

45

50

50

45

55

55

50

50

45

50

45

50

50

50

60

45

40

45

50

50

45

55

55

X 3

110

90

110

100

110

90

100

90

100

100

110

90

90

100

100

110

100

110

100

80

120

100

90

100

90

100

100

110

90

110

X4

6

4

6

5

4

4

5

6

3

5

5

6

5

5

5

6

5

5

5

5

5

5

6

5

4

7

5

6

4

6

X 2

110

110

130

120

110

130

100

130

120

120

130

130

130

140

120

130

120

110

120

120

120

120

110

120

110

120

120

110

110

100

纸浆得率 

/%

43

47

46

47

43

42

42

39

46

47

40

46

46

45

47

39

47

39

47

39

41

47

43

38

42

48

47

40

46

45

本实验通过中心复合设计实验方案（c e n t r a l 

composite design-CCD），其维度如表2所示。中心复

合设计实验方案的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依据表2的实

验方案，分别进行了30组平行实验（表3），在不同的实

验设置条件下测得相应的纸浆得率。纸浆得率的计算

如式（1）所示：

YP=[(Ct+Ht)/(C0+H0)]×100%             (1)

其中，Y P—纸浆得率（%），C0—初始纤维素含量

（g），H0—初始半纤维素含量（g），C t—反应终纤维

素含量（g），Ht—反应终半纤维素含量（g）。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得纸浆并未进行后续漂白

处理。在表2中，对所研究的四个变量的中心值分别取

50 g（生物质添加量）、120 ℃（蒸煮温度）、100 m i n

（蒸煮时间）以及5 g（KOH使用量）。制浆过程在1 L

内衬聚四氟磁力搅拌反应釜中进行，其构造如图1所示。

所有实验均采用前期优化的固液比1∶10。反应采用油浴

升温，反应结束后，使用水冷迅速降温以终止反应。

通过前期实验所得，氨水的使用量通常控制在

26%[6]。由于在蒸煮完成后绝大多数氨将通过蒸氨回

收，故本研究将氨水的使用量作为固定值。

本实验使用Box-Beh n ke n d e s i g n（BBD）实

验设计方案。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An a l y s i s o f 

variance (ANOVA)，响应面分析使用Design Expert 

(V.11 ® USA)。对于每一组实验条件，分别进行三次

实验测量，将所得数据的平均值计入实验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使用响应面的

分析优势之一就是

可以通过多因次对

纸浆得率的影响因

素分析，找到多个变

量共同对响应面的

显著影响[13]。从所

得响应面的曲率可

以看出（图2a），蒸

煮温度和生物质添

加量对于纸浆得率

的影响是较为显著

表2  中心复合设计实验设计方案和结果 

变量

生物质添加量/(g·g-1)

蒸煮温度/℃

蒸煮时间/min

KOH添加量/g

-β

40

100

80

3

符号 

X1

X 2

X 3

X4

-α

45

110

90

4

55

130

110

6

α

60

140

120

7

β0

50

120

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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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的。过低或者过高的蒸煮温度和生物质添加量都不能

取得较高的纸浆得率。这说明通过调节蒸煮温度和生

物质添加量，可以得到较高的纸浆得率。当蒸煮温度较

低时，木质素脱除较不彻底，相应纸浆得率也会较低。

但是当蒸煮温度过高时，木质素溶出往往伴随更多的半

纤维素和部分纤维素溶出，造成纸浆得率迅速下降。当

生物质添加量较低时，大量的半纤维素和部分纤维素被

溶解进入黑液，导致纸浆含量较低。但是如果生物质添

图2  三维响应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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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量过高，会导致有效碱低于优化值（0.17 mo l/L），

影响木质素、树脂和蛋白类物质的有效溶出，从而使纸

浆得率相应降低[6]。综上所述，从图2a可以看出，当蒸

煮温度控制在125 ℃附近、生物质添加量在55 g时，纸

浆得率接近45%。从图2b中可以看出，蒸煮时间控制在

100 min、使用生物质添加量在55 g时，纸浆得率获得较

大提高。从图2c中可以看出，KOH添加量在3 g以及生物

质添加量在55 g左右时，纸浆得率可以获得较大提高。

从图2d中可以看出，蒸煮时间控制在100 m i n、蒸煮温

度控制在120 ℃附近时，纸浆得率可以获得较大提高。

从图2e中可以看出，蒸煮温度以及KOH添加量在较大的

范围内都可以得到较高的纸浆得率，这说明这两个实验

因次对于纸浆得率的影响较小。同样的，从图2f中可以

看出，KOH添加量和蒸煮时间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变化

而纸浆得率都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可以说明，在

所研究的四个参数中，对纸浆得率的影响不尽相同。

通过响应面法的分析，可以初步判断出取得较大

纸浆得率所需要的操作条件。这为后续进行工艺优化提

供了参考。从图2可以看到，使用响应面法分析交互量

对响应变量的影响非常直观简便，以此可以快速地估计

工艺条件和优化参数范围。

3  统计分析

对实验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ANOVA分

析中，F值（F-v a l u e）和P值（P r ob）是反映变量变化

对于响应值是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影响的重要指标。例

如，如果P值小于0.001，即认为所分析的变量对于响应

值是具有重要影响的[3,4,14]。在本研究中，通过表4中的

各个变量不同P值，可以清楚地看到单因次量X1（生物

质添加量）以及双因次量X2X3（蒸煮温度和蒸煮时间）

都对响应量（纸浆得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调节和

变化X1（生物质添加量）以及双因次量X 2X 3（蒸煮温

度和蒸煮时间），将更为有效地改变和优化工艺。通过

方差比较可以看出，模型对于实验值具有较高的拟合精

确度，其中标准方差和调节方差都在0.94，预测方差达

到0.92[15]。图3为（三十组）实验值与预测值比较。整体

过程中，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能够满足95%的置信度。

图4为残差值与预测值分析以及残差值与不同实验组的

关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实验数据的残差都分

布在±2%以内，这也说明实验的重复性和精确性具有

较高的保证[16,17]。从实验的组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产

生残差最大实验组数出现在实验20以及实验21这两组

上，他们的残差达到了±3.93%。图5为Cook距离值分析

和DFFITS法与不同实验组关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实验数据的Cook距离都在0.4以内，说明实验

的重复性和精确性具有较高的保证[18,19]。           

与残差分析产生较大差别的是出现了一个数据点

超出Co ok距离的离散点，这个数据点达到了Co ok距

离约等于1.2的数值。对照实验组数并通过DFF I T S法

进行数据分析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实验组数的差值都

其中标准方差r2=0.94,调节标准方差r2=0.94,预测标准方差r2=0.92。

表4  ANOVA分析

Source

Model

X 1

X 2

X 3

X4

X 1X 2

X 1X 3

X 1X4

X 2X 3

X 2X4

X 3X4

X 1
2

X 2
2

X 3
2

X 4
2

Residue

Lack of fit

Pure Error

Cor total

F-value

11.4016

71.0605

2.9737

2.1740

0.6231

2.1908

0.0049

0.0166

4.6235

1.3191

0.0040

19.8184

10.4943

43.8876

0.1103

19.5677

Mean 

square

19.5004

121.5371

5.0860

3.7182

1.0657

3.7469

0.0084

0.0284

7.9077

2.2561

0.0068

33.8961

17.9488

75.0623

0.1887

1.7103

2.8826

0.1474

DF

1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9

6

29

Sum of 

squares

273.01

121.54

5.09

3.72

1.07

3.75

0.01

0.03

7.91

2.26

0.01

33.90

17.95

75.06

0.19

23.94

23.06

0.88

296.95

Prob>F

<0.0001

<0.0001

0.1066

0.1625

0.4431

0.1610

0.9451

0.8993

0.0495

0.2700

0.9506

0.0005

0.0059

0.0000

0.7447

0.0009

图3  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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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5%以内。实验2（2.3）微小的差值可以视为阈

值设定的主观因素产生，除了实验20（-4.8）以及实验

21（4.78）这两组，实验9（-5）的DFF I T S值也超出阈

值。通过Co o k距离值分析，可以将残差分析没有捕捉

到的实验9使用Cook距离法进行识别。因此，在残差分

析中，为了完成较为全面的分析，通常将残差值分析与

Cook距离值分析，DFFITS法共同进行并且相互比照以

期发现出现加大偏差的实验数据点[18]。

4  实验优化

通过如上分析，基于以上三十组实验，将实验变化量

与响应量与四元二次方程进行关联，所得关联方程如下：

Y y i e l d = 4 7.7+ 4.9 7X 1+1.0 9X 2- 0.8 4X 3-

0.52X 4+2.4X 1X 2+0.11X 1X 3-0.27X 1X 4+3.45X 2X 3-

2.12X 2X 4+0.12X 3X 4-4.45X 1
2-3.3X 2

2-6.75X 3
2-

0.34X4
2                              (2)

使用响应面法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使用所得关联

式（2）对实验结果进行预测和优化。以纸浆得率最大

为优化目标，通过使用方程式(2)我们可以对整个过程

进行优化。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只列举单因次量X1（生

物质添加量）以及双因次量X 2X 3（蒸煮温度和蒸煮时

间）这些对响应量（纸浆得率）具有显著影响的实验参

量进行说明。

图6a～图6d为生物质添加量和蒸煮温度以及蒸

煮时间在对纸浆得率优化等高线图。以图6a和图6b为

例，当生物质添加量超过50 g并且蒸煮温度超过110 ℃

后（在保持其他两个变量在一定范围内），纸浆得率可

以取得48.5%。以此类推，在图6c和图6d中，当生物质

添加量超过50 g并且蒸煮时间在90 m i n以上，就可以

取得较大纸浆得率。图6e～图6h为对生物质添加量和

KOH添加量以及蒸煮温度和蒸煮时间对所得纸浆的

优化模式图。从图6e和图6f中可以看出，生物质添加量

与KOH添加量对于纸浆得率的优化模式与图6a～图6d

相比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结合ANOVA表格数据以及

图6e和图6f，KOH添加量在所研究的范围内对于纸浆

得率的影响相对不太显著。加入KOH主要有两个目的：

（1）提供蒸煮过程中的有效碱；（2）对于所得黑液增

加钾肥元素，进而回避传统碱回收工艺[20]。图6g和图6h

为制浆温度和蒸煮时间对所得纸浆的优化模式图。与

图6a～图6d相似，当制浆温度超过110 ℃并且蒸煮时间

超过95 m i n后，纸浆得率将大概率（超过80%概率）趋

近最大值。综合上述分析，以提高纸浆得率作为优化指

标，所得优化条件如下：生物添加量60 g、蒸煮温度在

125 ℃、蒸煮时间92min、KOH添加量3.5 g，最终纸浆

图4  残差值与预测值分析以及残差值分析与实验组之间

的比较

图5  Cook距离值分析与DFFITS法在不同实验组之间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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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率可以达到48%。使用上述模型优化参数进行实际实

验验证，所得纸浆得率在46.1%，说明该模型具有较高

的准确率和精确度（-3.9%误差）。

5  结论

本文以KOH/NH4OH为蒸煮剂对玉米秸秆清洁

蒸煮工艺进行了优化。响应面分析显示单因次量X1（生

物质添加量）和双因次量X2X3（蒸煮温度和蒸煮时间）

对响应量（纸浆得率）有显著影响，对应的P值分别为

0.0001和0.0495。残差数据分析显示，绝大多数数据分

图6  变量优化分析

(e）KOH添加量与生物质添加量置信度

(f）KOH添加量与生物质添加量对得率优化区域

(g）蒸煮时间与蒸煮温度置信度

(h）蒸煮时间与蒸煮温度对得率优化区域

（a）蒸煮温度与生物质添加量置信度

(b）蒸煮温度与生物质添加量对得率优化区域

(c）蒸煮时间与生物质添加量置信度

(d）蒸煮时间与生物质添加量对得率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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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7-13]

布在±2%以内，只有实验20以及实验21这两组数据残

差达到±3.93%。Cook距离值分析和DFFITS法分析显

示，除了以上两组实验值外，实验9（Co o k值-5）也呈

现出较大差距，结合残差与Co ok值分析将对数据提供

更为全面的统计分析。优化实验显示，当实验参数控制

在：生物质添加量60 g、蒸煮温度在125 ℃、蒸煮时间

92 min、KOH添加量3.5 g时，纸浆得率可以达到48%。

使用上述模型优化参数进行实际实验验证，所得实验误

差只有-3.9%说明所得四元二次方程的较高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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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接装纸背面印刷不同牌号的水性背涂材料，

测试和分析了水性背涂材料对接装纸性能的影响，优选出水

性背涂材料JYBT-01。中试发现其能够显著增加接装纸背面

亲水性、柔软度和平整性，并解决了接装纸背面易脱粉的问

题。进一步通过实际上机搓接成烟时发现，通过在接装纸背

面印刷JYBT-01，烟支的卷接速度和质量均得到提升，在保证

烟支搓接质量时，机速可由5000支/分增加到6800支/分；在

相同机速（6000支/分）条件下，卷烟不合格率由0.47%降低

为0.08%。

关键词：水性背涂材料；接装纸；性能；应用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rands of aqueous 
back-coating materials on tipping paper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after printing them on the back of the tipping paper. The aqueous 
back-coating mater ial (Type JYBT-01) were optimized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ydrophilicity, softness and f latness 
of tipping paper. Meanwhile, the paper detect of linting and 
dusting of tipping paper was solved. Furthermore, the rolling 
speed and quality of cigarette have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ich has been verified by practice, while the JYBT-01 was 
printed on the back of the tipping paper. For example, the rolling 
speed was increased from 5000 sticks/min to 6800 sticks/min, 
and the defect rate of cigarette was reduced from 0.47% to 0.08% 
when the speed set at 6000 sticks/min.
Key words: aqueous back-coating material; tipping paper; 
performanc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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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开发新产品和新品牌，卷烟包装呈现出

采用特种纸张基材（如镀铝转移型接装纸、防渗透接装

纸等）、卷烟向中支/细支方向的发展趋势，同时烟支卷

接包装速度越来越快，这都对接装纸的卷接性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些特种接装纸在油墨印刷-烘干工序

时，常常因为水分过度丢失和纸张两面张力不一致，极

易发生翘曲、荷叶边等形变，严重影响了包装和纸品效

果[1,2]。为避免卷烟出现泡皱、漏气、翘边等质量问题，

接装纸在实际印刷过程中，常通过在镀铝转移接装纸的

背面进行涂布水，主动给纸张补充水分，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纸张平整程度。但受存储周期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接装纸水分非常容易随着空气中的水分变化而变化，导

致接装纸产生翘曲、荷叶边等问题[3,4]，进而影响到其

在搓接机组上的卷接性能。

本文从接装纸自身性能改进的方向入手，在调研

分析接装纸的各项物理性能指标与卷烟卷接质量之间

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在镀铝转移接装纸，尤其是中细

支接装纸产品，背面印刷不同牌号的水性背涂材料，补

充接装纸在前端油墨印刷烘干受热时丢失的水分，同时

改善镀铝转移接装纸的平整度、柔软度、背面亲水性等

物理性质。通过对比评价接装纸性能，优选出水性背涂

材料JYBT-01，并考察了改进后的接装纸在搓接机组

上的卷接适性。

1  实验

1.1 原料和仪器

水性背涂材料（JYBT-01）：固含量33.5%，黏度

55 s，深圳某材料有限公司；水性背涂材料（CY-3012、

CY-3282）：固含量36.0%，黏度45s，江苏琛亚印材

科技有限公司；水性背涂材料（J L-8713B）：固含量

30.2%，黏度38 s，广州聚联水性树脂有限公司；消泡

剂：BYK-028，德国毕克化学有限公司。

仪器/设备：七色卷筒纸无轴转动（电子轴）凹版

印刷机（RXAW-600型，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

DAT动态吸收测试仪（PGX68-96型，上海TMI贸易有

限公司）；柔软度测试仪（PN-RT2000型，杭州品享科

技有限公司）；可勃吸水性测定仪（PN-COBB型，杭州

品享科技有限公司）；油墨印刷脱色试验机（PN-P I D

型，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1.2 接装纸制备

实验室制备：选取正面已印刷底色和光油银色转

移型接装纸为实验样纸，采用3#展色棒将稀释后的水

性背涂材料（水稀释至固含量12%，黏度14～18 s）涂布

在实验样纸的背面上，立即转移至烘箱中，50 ℃烘烤

5 s，取出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接装纸样品。不同牌

号的水性背涂材料均采用水进行稀释，稀释比例根据固

含量数值进行调整，保持稀释后的水性背涂材料具有相

同固含量。

生产打样制备：采用凹版印刷机，通过满版凹印

网纹辊和胶辊在银色转移纸上联机依次印刷水性油墨

（印刷面）、水性光油（印刷面）和水性背涂材料（背

面），得到接装纸样品，其中，烘道长度2 m。

1.3 测试方法

1.3.1 接触角

将接装纸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平衡30 m i n，

裁切成规格为15 mm×120 mm的接装纸样品，将接装

纸样品平整贴合于测试版上，测试面为接装纸背面，置

于PGX 68-96型DAT动态吸收测试仪，设置液滴大小

为4.0 μL，测量接触角大小（记录0.2 s、1.0 s和5.0 s

的数据）并计算其变化率，每组样品至少测试8个数据，

取平均值。

1.3.2 柔软度

将接装纸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平衡30 m i n，

裁切成规格为长度为100 mm的接装纸样品，宽度方向

全部计入，背面朝上放置于PN-RT1000型柔软度测试

仪，狭缝宽度选择6.4 mm，按照GB/T 8942-2016标

准进行测试，每组样品至少测试10次，取平均值。

1.3.3 吸水性

将接装纸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平衡30 m i n，

裁切成规格为100 mm2的圆形接装纸测试样，测试面为

接装纸背面，采用PN-COBB型可勃吸收性测定仪进行

吸水性测量，按照GB/T 1540标准进行测试，每组样

品至少测试3次，取平均值。

1.3.4 非挥发性物质迁移总量

将接装纸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中平衡30 m i n，

裁切成规格为1 d m2（宽度方向全部计入）的接装纸样

品，按照YQ/T 59-2015标准进行测试，每组样品至少

测试3次，取平均值，得到非挥发性物质迁移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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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水性背涂材料筛选

首先在实验室将四款不同牌号水性背涂材料

（JYBT-01、CY-3012、CY-3282、JL-8713B）按照一

定比例稀释，涂布在实验样纸背面，平衡后其评价结果

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当接装纸未进行背涂和背涂水时，恒

温恒湿房间平衡30 s后，受外界环境湿度的影响存在吸

水/失水过程，分别有一定程度地向印刷面/背面翘曲。

而在印刷不同水性背涂材料后，均具有较好的平整度，

这可能是因为涂布水性背涂材料后，纸张背面能够较好

地保持水分，不易受环境湿度影响，同时水性背涂材料

也增强了背面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正面印刷涂层

的张力，从而使得实验样纸保持平整状态。此外，涂布

后接装纸背面脱粉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应该是

由于成膜树脂在背面纤维表面形成树脂层，封闭和保护

了纸张中的纤维和填料。

与无背涂或背涂水相比，背涂JYBT-01可以使接

装纸的柔软度大幅度降低至686 mN，接装纸的挺度性

能得到改善，其在0.2 s、1.0 s和5.0 s的接触角数据分

别降低为71.9°、55.2°和41.9°，0.2～1.0 s之间的变

化率达到了20.9°/s，这表明背涂JYBT-01可以使得接

装纸在搓接成烟时，能够与水性卷烟胶有更好的瞬间

亲和性[5，6]，能够更加轻易地受外力发生弯曲形变，进

而平整地与滤嘴棒和烟丝棒表面进行贴合。然而三者

的吸水性变化不大，按照GB/T 1540标准进行测试，

Cobb值分别为23.8 g/m2、27.5 g/m2和26.8 g/m2，

表明JYBT-01可以增加接装纸背面初期的亲水性能，

但对吸水性能影响较小。众所周知，纸张本身是由包含

长链纤维素分子的纤维和填料通过网络交织构成的多

孔结构[7]。因此，我们合理猜测，水性背涂材料JYBT-

01中可能含有一定含量的柔软剂和保水剂成分。前者渗

透进入到纸张纤维间隙中，降低纤维之间的静、动摩擦

系数，使得纤维与纤维之间的微细结构更加易于相互移

动，产生“内部柔软”效果[8]；后者则有效“锁住”纤维

内部水分，减小纸张受外界（如加热）作用而造成水分

含量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起到降低纸张挺度的作

用。

同时，本文也开展了水性背涂材料CY-3012、CY-

3282和J L-8713B的实验工作，虽然接装纸的平整度和

背面脱粉也得到了改善，但三者均大大降低了接装纸

挺度，其柔软度数据高达1100 mN左右，也降低接装纸

背面亲水性能和吸水性能，这可能是因为上述三款水性

背涂材料中不含有柔软剂组分、亲水基团不足，同时在

纤维表面成膜后阻碍了水分的渗透，理论上会对水性卷

烟胶在接装纸搓接成烟时的涂布带来不利影响，造成

搭口不牢、泡皱等问题。因此，本文选择水性背涂材料

JYBT-01进行中试应用。

此外，水性背涂材料J Y B T-01稀释时，可添加

0.01%～0.15%的消泡剂BYK-028和5%酒精，可以消除

长时间搅拌循环而产生的气泡。

2.2 接装纸性能评价

根据实验室评价结果，将水性背涂材料J Y B T-

01进行稀释，在RXAW-600型七色卷筒纸无轴转动

（电子轴）凹版印刷机上进行实际上机中试实验。根据

实际印刷效果，印刷参数选择如下：纸张迁移速度为

120 m/m i n，印刷面烘干温度90～110 ℃，背面烘干温

度为65 ℃；凹版印刷版辊工艺参数选

择如下：电子雕刻制版方式，线数/角

度为70/30，网穴深度为32 μm。在同

等条件下，将印刷有背涂水和JYBT-

01材料得到的接装纸置于恒温恒湿

环境中平衡30 m i n，其性能对比结果

如下。

2.2.1 常规物理指标

由表2可知，接装纸在背面印刷

水和JYBT-01后，其定量、厚度和平

表1  接装纸印刷不同背涂材料后的性能

*外观评价方法：背面涂布-烘干后，迅速转移至恒温恒湿房间，垂直悬挂平衡30s后，观察接装纸

卷曲情况。

背涂

材料

无

水

JYBT-01

CY-3012

CY-3282

JL-8713B

柔软度

/mN

980

878

686

1146

1087

1154

外观*

向印刷面翘曲

向背面翘曲

较为平整

较为平整

较为平整

较为平整

背面接触角/°

0.2 s

78.9

73.7

71.9

92.9

85.6

89.8

1.0 s

75.5

68.3

55.2

90.3

82.6

89.5

5.0 s

66.6

62.0

41.9

86.1

75.6

87.0

Cobb值

/%

23.8

27.5

26.8

18.2

19.5

13.8

背面脱

粉情况

脱粉严重

脱粉严重

无明显脱粉

无明显脱粉

无明显脱粉

轻微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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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背面印刷水和JYBT-01的接装纸的常规物理指标

材料

水

JYBT-01

定量/

(g·m-2)

40.3

40.8

外观

较为平整

平整

39.8

39.6

厚度/

μm

背面脱

粉情况

较为严重

基本没有

非迁值/

(mg·dm-2)

2.8

1.6

背面接触角/°

0.2 s

75.1

65.8

1.0 s

70.2

52.9

5.0 s

65.8

37.2

925

753

柔软度

/mN

4.8

5.1

水分

/%

32.5

28.4

Cobb值

/%

图1  不同热处理时间下接装纸的数码照片（A：背涂水；B：背涂JYBT-01）

衡后水分的差异性较小。水性背涂材料JYBT-01上墨

干量仅为0.35～0.58 g/m2，对最终接装纸产品的定

量影响较小，可通过降低接装原纸0.5 g/m2或者调整

正面印刷油墨黏度进行适当调控，降低已有接装纸产

品定量超标的风险。且接装纸非迁值由2.8 m g/d m2

降低为1.6 m g/d m2，满足企业内部判定标准（非迁值

≤10 m g/dm2），这也可以说明背涂层结构对纸张中的

纤维和填料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两者的柔软

度、接触角和Cobb值均与实验室评价结果虽然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但其对比趋势基本一致，两种结果得到相

互验证。

2.2.2 平整性

将上述接装纸试样进行热处理（温度为42 ℃），

其数码照片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前者在热处理

后，纸张由轻微正面翘曲转变为往背面卷曲，而后者在

相同热处理时间下，仅向背面呈现轻微翘曲，能够保持

较好的平整性，这说明了在相同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后

者能够更加有效地保留纸张中的水分，避免因外界温度

较高而导致水分流失。

2.2.3 扫描电镜图

在加速电压为15 kV的条件下，通过扫描电镜观察

了接装纸背面的表面形貌，其不同放大倍数下的SEM

图如图2所示。图2A为印刷水的接装纸背面的扫描电

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接装纸背面的表面形貌主要由

10～15 μm的纤维和大量填料组成。然而，从图2B3的

局部放大图可以看到，印刷JYBT-01的接装纸背面纤

维表面还可以看出有疑似膜层的结构，但该膜层结构

并没有完全将纤维和填料覆盖，这说明水性背涂材料

J Y B T-01并没有在纸张纤维表面形成足够厚度的涂

层，这可能因为JYBT-01材料沿着纤维三维多孔结构

部分渗入原纸内部，但对裸露在外表面的纤维和填料

颗粒进行保护，进而改善了纤维/填料间的结合强度。

同时这也解释了接装纸在背面涂布JYBT-01，其吸水

性能并没有太大变化的原因。

2.2.4 打孔稳定性

除此之外，还对背涂J Y B T-01的接装纸样纸进

行了激光打孔测试，其测试结果详见表3。由表3可知，

针对不同打孔的工艺要求和透气度要求（范围120～

600 CU），在打孔速度为650 m/m i n的条件下，印刷

JYBT-01对接装纸的打孔及其稳定性基本无影响，能

研究开发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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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后者平整性更高，不易受涂胶-加热工序而发

生翘曲；（b）后者具有较高的初期亲水性能，卷烟胶

能够更加高效地转移在接装纸背面，并进行铺展渗透；

（c）后者的柔软性更高，在搓板的搓接区域中，能够沿

纤维纵向更容易地发生弯曲，完成烟支搓接过程。若以

卷烟烟支缺陷率不高于0.2%作为烟支生产标准，背涂

JYBT-01的接装纸，其卷烟速度可以提高至6800支/

m i n，而常规背涂水则只能以5000支/m i n的速度进行

生产。

因此，对转移型接装纸而言，尤其是中细支卷烟产

品时，通过在背面印刷JYBT-01，可以有效降低烟支漏

够满足企业接装纸产品的内部判定标准的要求。

2.3 烟支性能评价

将背面印刷水和JY BT-01的接装纸样纸送至某

中烟公司，在普陀牌卷接机组上进行卷接成烟（烟支

规格：70 m m×17.2 m m，细支烟），其它辅助材料为

检验合格辅材，通过在一定的卷烟速度下，统计卷烟烟

支的缺陷率评价接装纸的卷接适应性，缺陷类型仅包

含漏气、搭口不良、搓皱三种类型[9]。具体情况如表4所

示。由表4可知，烟支外观缺陷率随着卷烟速度的增加

而增加。相同机速条件下，与背涂水的试样相比较，背

涂JY BT-01的接装纸所卷接得到的卷烟外观缺陷率

更低，5000～6800支/m i n的卷烟速度下仅为0.06%～

0.19%，这说明了其具有更高的卷接质量。这可能是因

表3  水性背涂材料对接装纸激光打孔稳定性的影响

序号

1

2

3

4

透气度实

测平均值

/CU

595

386

282

116

变异

系数

/%

3.25

2.86

2.59

1.94

打孔工艺参数要求

四排

三排

双排

双排

排数

3.0

1.6

1.0

1.0

孔带宽度

/mm

16.8

15

13

10

孔数 

个/cm

600

400

280

120

透气度

/CU

表4  接装纸在不同卷烟速度下的卷接质量

背涂

材料

水

JYBT-01

烟支数量

/支

29725

26531

26183

28510

28564

26150

28980

24354

5000

6000

6800

7500

5000

6000

6800

7500

机速/

(支/min)

外观缺陷率

/%

0.1749

0.4749

2.1044

13.5671

0.0595

0.0841

0.1932

1.2811

52

126

551

3868

17

22

56

312

缺陷数量

/支

图2  接装纸背面的扫描电镜图（A：背涂水；B：背涂JYB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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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翘边、皱纹等卷烟质量问题，提高了接装纸与卷接

设备的适应能力。此外，本文还采用相同的方法在防渗

透型接装纸、高光型转移接装纸、镭射型转移接装纸、

叠烫型接装纸的背面印刷JYBT-01，所得的接装纸同

样具有更好的平整度、柔软性和亲胶性能，部分产品得

到了中烟客户的认可，已经批量化生产供货。

3  结语

(1）通过优选出水性背涂材料JYBT-01，并在特种

接装纸背面进行印刷，可以有效提高接装纸产品的平整

性、柔软性和亲水性，改善产品耐刮脱粉、加热卷曲的

问题。

(2）背面印刷JYBT-01的转移型接装纸产品，能够在

卷接机组上以更高的卷烟速度进行搓接成烟，具有更为

优异的卷接适性。同时在相同卷烟速度下可以有效降低烟

支缺陷率，保证卷烟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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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投产，设计车速80 m/min。

网部：3个全不锈钢网笼（1500 mm×1950 mm）中，第一只为

带气胀不锈钢网笼，表面为防伪铜网。网前箱带匀浆辊，每个网

笼带不锈钢吸水箱。不锈钢真空回头辊一只，驱毯辊两辊分离。

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布均带不锈钢移

动喷淋。

压榨部：不锈钢真空吸移辊一只，一压为真空压榨一套，二

压为沟纹石辊一套，三压为沟纹石辊反压一套。所有石辊配气

动移动刮刀；所有毛布吸水箱为不锈钢材质；所有毛毯均带自动

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烘干部1：12只烘缸（1500 m m×1950 m m）中，4个毯缸

（800 mm×1950 mm）；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

施胶机：上下双辊施胶；配不锈钢保温施胶槽；配不锈钢

弧形辊。 

烘干部2：6只烘缸（1500 m m×1950 m m）中，3个毯缸

（800 mm×1950 mm）；配不锈钢弧形辊；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

器、电动张紧器；所有导辊为铜面包覆；刮刀若干。

1575防伪纸机转让
软压光机：4辊软压光(传动电机、减速箱齐全)；配不锈钢

弧形辊及气动移动刮刀；配备辊2只。

水平气动卷纸机。

1575复卷机：一套。

双面分切复卷机：一套，瑞安市毅美机械厂产品。

铜网水印压机：一套。

北京精雕，金属防伪模具冲压雕刻机：一套，主机辅机齐

全。

所有传动电机、减速箱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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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精制米糠蜡用于高级脂肪醇消泡剂的制备，并对其应用

性能及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与传统高级脂肪醇相比，精制米糠蜡具

有类似的化学结构，但同时具有更宽的熔程、更高的熔点和更大的

接触角，适合用于制备脂肪醇消泡剂。经过优化乳化工艺制备的精

制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在35～55 ℃范围内均具有优异的消/抑

泡能力。利用多重光散射仪对乳液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米

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在低温（4 ℃）、室温（25 ℃）和高温（55 ℃）

下均具有非常低的TSI不稳定系数，具有良好的全天候储存稳定性。

将其工业化应用后，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可以在用量降低10%～

15%的情况下，仍可保持更低的白水空气含量。作为农产品剩余物的

米糠蜡，可以在脂肪醇消泡剂领域实现其高附加值应用。

关键词：消泡剂；米糠蜡；乳液稳定性；内含气泡

Abstract: Purified rice bran wax was utilized to prepare fatty alcohol 
defoamer, and the emulsion properties as well as emulsion st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in present study.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higher aliphatic 
alcohol, the purified rice bran wax has the similar chemical structure, 
but with higher melting point, wider melting range, and higher contact 
angle, which was suitable to prepare fatty alcohol defoamer. The prepared 
defoamer emulsion exhibited superior defoaming and foam inhibitor 
abilities under 35 ℃ to 55 ℃. The Turbisca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ice bran wax-based defoamer showed relatively low TSI instability 
coefficients under 4 ℃, 25 ℃ and 55℃. In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his 
novel defoamer could maintain a lower internal air content as its dosage 
lowered 10%-15%. As an agriculture residual, the rice bran wax could be 
value-added utilized in fatty alcohol defoamer products.
Key words: defoamer; rice bran wax; emulsion stability; internal 
bu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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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湿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相体系。随着

纸机大型化、高速化发展及纸机封闭循环程度的持续

提升，更高速的传动设备、更多添加剂的使用及更多系

统阴离子垃圾的积累均会造成严重的泡沫问题。泡沫问

题严重时，不仅会引起泡沫在槽体的溢出及纸料滤水能

力的下降，同时会增加纸料流送过程中的动力消耗，增

加清水消耗量，还会引起纸面斑点、孔洞等纸病[1]。高级

脂肪醇类消泡剂是目前造纸湿部使用最为广泛的消泡

剂和脱气剂，它不仅可以高效地消除纸料和白水系统中

的表面泡沫，对浆料和白水系统中的内含空气也具有非

常好的脱除效果，且不会对浆内施胶产生不利影响[2]。

高级脂肪醇消泡剂可以将微小气泡从细小纤维和填料

上剥离开来，然后聚集成大气泡，最终漂浮到白水表面

上，从而实现内部气泡的脱除。

高级脂肪醇的种类则对消泡、抑泡能力和稳定性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目前用于制备高级脂肪醇消泡剂的

脂肪醇有合成高级脂肪醇和天然高级脂肪醇，均为碳

链长度大于18的高级脂肪醇。用于高级脂肪醇类消泡

剂生产的合成脂肪醇主要是通过齐格勒法（Ziegler）制

备，目前仅德国Sa s o l公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售价昂

贵且供应紧张。天然高级脂肪醇则主要是二十二醇（山

嵛醇），来自于高芥酸含量的菜籽油，同样由于加工难度

高、产量低，成本较合成类高级脂肪醇更高。高级脂肪

醇原料来源的单一性和高昂的成本，成为国内高级脂肪

醇类消泡剂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米糠蜡是精炼食用米糠油时所得蜡油再经过提纯

而得到的副产物，其来源丰富、价格低廉。米糠蜡经过

皂化水解、溶剂萃取后的精制米糠蜡，其平均分子量为

600～900，含55%～60%的高级脂肪醇和40%～45%的

高级脂肪酸和脂肪酸酯，其中所含脂肪醇为碳链＞22C

的饱和正构一元伯醇，是同一系列的多种长链脂肪醇的

混合物[3]。本文尝试将新型的精制米糠蜡用于脂肪醇乳

液消泡剂的制备生产，并对其应用性能和乳液稳定性进

行了相关研究。

1  原料和方法

1.1 实验原料

精制米糠蜡：市售精制米糠蜡经过进一步加氢催

化，高级脂肪醇含量＞70%；其他原料：消泡剂制备需

要的石蜡、脂肪醇、白油、脂肪酸酯、乳化剂和增稠剂均

为工业级原料。

1.2 消泡剂的实验室制备

将石蜡、精制米糠蜡、脂肪醇、白油、脂肪酸酯和

乳化剂依次投入500 m L圆底烧瓶，升至85 ℃并保温

15 m i n。随后将升温至95 ℃热水缓慢滴加至圆底烧瓶

中，乳化过程维持搅拌速度为200 r/m i n。热水加入完

毕后保温15 m i n，在80 ℃下用高剪切均质机在一定转

速下均质一定时间，得到目标粒径（D50=3～5 μm）样

品。冰水降温至室温，用碱溶胀增稠剂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整至黏度为500 mPa.s（25 ℃）。

1.3 消/抑泡性能评价

采用自制便携式循环鼓泡仪进行测定。测定方法

如下：

(1)将500 m L造纸厂白水加入循环鼓泡仪中至0刻

线处。

(2)开始白水加热装置，待达到设定温度后，准备好

秒表和25 m g/L消泡剂溶液，开启循环开关，待泡沫体

积升至300 m L(约40 s内）时，加入消泡剂，同时按下秒

表开始计时。

(3)记录5 s、10 s、15 s、30 s、45 s……90 s、

105 s、120 s……300 s时对应的泡沫体积的读数。

(4)根据记录数据做表格，分析消/抑泡能力。

2  结果与讨论

2.1 米糠蜡基脂肪醇的分析

对用于制备高级脂肪醇消泡剂的高级脂肪醇，其

化学组成、熔点（熔程）和接触角是决定其应用性能的

最为重要的三个指标。用FT-IR（NICOLET Summit 

FTIR SPECTROMETER）测定了其结构特性，用熔

点仪（海能MP360全自动熔点仪）测定其熔点和熔程，

用接触角仪（美国科诺SL402）测定其接触角，来表征

其疏水性。

2.1.1 精制米糠蜡化学结构

自制精制米糠蜡为高级脂肪醇（＞22C）含量大于

70%的混合物，其组成与S a s o l的合成脂肪醇N20+相

接近；商品化的二十二醇通常为二十二醇含量约80%左

右的混合物。三种原料的FT-I R谱图如图1所示。对于

S a s o l N20+和二十二醇，3300c m-1处的特征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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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O-H伸缩振动，表明分子中含有-OH；2900～

3000c m-1之间的三个吸收峰归属于C-H伸缩振动，表

明分子中含有-CH3、-CH2；1731cm
-1处的吸收峰归属

于C=O，表明分子中含有酯基官能团[4]。精制米糠蜡的

FTIR谱图与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的谱图相似，特征

峰位置基本相同且没有其他不同的特征吸收峰。这就

表明精制米糠蜡是一种脂肪醇/酯，与Sa s o l N20+和

二十二醇化学组成及结构类似。

2.1.2 熔点及熔程

有研究表明，基于脂肪醇的高级脂肪醇消泡剂，

其有效性取决于它的聚集状态。如果其在应用条件下

部分熔融，则其有效性是最高的。因此在产品开发过程

中，高熔点、宽熔程的高级脂肪醇/酯混合物通常具有

更好的应用效果[5]。因此精制米糠蜡的熔点和熔程对

其应用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精制米糠蜡、S a s o l 

N20+和二十二醇的熔点及熔程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相较于Sasol N20+和二十二醇，

精制米糠蜡具有更宽的熔程范围和更高的熔点，其熔点

和熔程均与二十二醇更为接近，该产品具有在脂肪醇消

泡剂中替代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的可能性。且其更

高的熔点和更宽的熔程，所制备的消泡剂可能具有更

宽的应用温区。

2.1.3 接触角

接触角反映物质表面的亲疏水程度。对于消泡剂

而言，要求其在水中具有更强的疏水性和更小的表面张

力。精制米糠蜡、S a s o l N20+和二十二醇的接触角数

据如图2所示。

由图2所知，精制米糠蜡具 有最大的接触角

（121.2°），要远高于Sasol N20+和二十二醇，这代表其

表面具有更强的疏水性，从理论上讲具有更好的消/抑

泡能力。但同时更大的接触角，意味着精制米糠蜡的乳

化要更加困难，乳化后的产品更容易出现不稳定状态。

2.2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特性

纸机系统白水温度是影响高级脂肪醇消泡剂应用

的最主要因素。白水的温度决定了脂肪醇消泡剂在应用

体系中的聚集态和应用效果。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高速文

化纸机和包装纸，其系统白水温度通常在35～55 ℃。因

此着重开发了在此温度区间适用的中高温米糠蜡基脂

肪醇消泡剂，其原料配比组成如表2所示。所制备的米

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粒径分布如图3所示，其D50为

4.637 μm，与市场上常见的脂肪醇消泡剂接近。

2.3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消/抑泡性能

实验室优化配方制备的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

与市售的某外企商品样，在实验室采用循环鼓泡法测
表1  精制米糠蜡、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的熔点及熔程

名称

熔程/℃

熔点（平均值)/℃

Sasol N20+

53～58

57.1

精制米糠蜡

62～78

70.2

二十二醇

65～73

68.4

表2  中高温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组成

原料名称

58°半精炼石蜡

精制米糠蜡

18醇

白油

季戊四醇硬脂酸酯

仲醇聚氧乙烯醚（40EO）

十二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

疏水缔合增稠剂

10%NaOH

水

组成/%

6

10.5

5

4.5

3

0.5

0.75

1

0.3

68.45图1  精制米糠蜡、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的红外谱图

图2  精制米糠蜡、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的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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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粒径分布

图4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某外企商品样在不同温度

下的消/抑泡性能

试其在不同温度下的消/抑泡性能。为了模拟真实的白

水情况，取某大型箱纸板厂现场的白水，分别测试了在

35 ℃、45 ℃和55 ℃下的消/抑泡性能，如图4所示。

在35 ℃下，制备的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消泡速

度与某外企商品样相仿，均在15 s左右消泡至最低液

位。随后继续鼓泡，相同的鼓泡时间下，加入米糠蜡基

消泡剂的白水具有更低的液位，表现出了更好的抑制效

果。这可能与本实验方案中含有一定量的白油，在35 ℃

下，消泡剂内部呈现出部分熔融的聚集态有关。

在45 ℃下，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与某外企商品

样表现出基本相同的消/抑泡性能。作为参照物的某外

企商品样，是市场最为主流的中高温消泡剂，40～50 ℃

是其最佳的应用温区。新型的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

在其最佳适用温区内也表现出了极为优异的消/抑泡性

能。

55 ℃的白水温度，对市场上大部分脂肪醇消泡剂

而言都是接近或超过其适用温区的上限温度。尤其是

以Sasol N20+为主要原材料的脂肪醇消泡剂而言，在

55 ℃下乳液内部基本呈现完全熔融的状态，这种聚集

态对其消/抑泡能力是非常不利的。但以精制米糠蜡为

主要原料的新型消泡剂则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由于其更

高的熔点和更宽的熔程范围，其产品配方里含有低熔点

的白油和十八醇，在55 ℃下乳液内部仍呈现出部分熔

融的聚集态。米糠蜡基脂肪醇在55 ℃的温度下表现出

了比参照样品明显更为优异的消/抑泡性能（图4）。

2.4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储存稳定性分析

脂肪醇消泡剂是乳液状产品，乳液的稳定性对产

品的储存和应用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四

季分明，对脂肪醇消泡剂产品在夏季高温情况和冬季

寒冷条件下的运输和储存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温

储存条件下不分层、不破乳、不膏化，严寒条件下冰冻

后不失稳、融化后仍可保证其使用性能不下降。目前国

内外对脂肪醇消泡剂的保质期要求是3～6个月。本研

究采用了法国Formu lact ion公司的新型多重光散射仪

（Turbiscan Tower）来对乳液产品的稳定性进行快

速强化表征。通过在不同温度下对乳液样品进行扫描，

可以得到乳液顶部、中部和底部的光透射和散射情况，

最终得到产品在不同温度下TS I不稳定系数。通常情况

下，24 h扫描的乳液TSI不稳定系数不超过3.0，则代表

该产品在该温度下的稳定性可以达到3个月。

同样以某外企商品样二十二醇基脂肪醇消泡剂为

参照，分别测试了该样品与自制的米糠蜡基脂肪醇消

泡剂在4 ℃（低温）、25 ℃（室温）和55 ℃（高温）情况

下的产品稳定性，如图5所示。在4℃下扫描24 h后，米

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TS I不稳定系数为0.99，对照的

二十二醇基脂肪醇消泡剂的TS I不稳定系数为1.2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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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低温下均具有非常优异的稳定性。在25 ℃下，随着

温度的升高，分子运动加快，乳液颗粒碰撞几率增加，

两个产品的TS I不稳定系数均有所升高，米糠蜡基脂肪

醇消泡剂的不稳定系数为1.24，二十二醇基脂肪醇消

泡剂的不稳定性系数为1.76，二者在室温下也均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在55 ℃下，分子间运动进一步加快，同

时由于温度升高，乳液内部呈现更多的熔融态，对乳液

的稳定性是不利的。55 ℃下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和

二十二醇基脂肪醇消泡剂的TSI不稳定系数分别上升至

1.89和2.16，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在55 ℃下仍具有

更好的稳定性。可以满足不同条件下3～6个月保质期的

要求。

2.5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的工业应用测试

按照实验室优化的配方进行工业化生产，并将产品

用于纸机生产过程。测试纸机车速1200 m/m i n，白水

温度42 ℃，由于脱水网案短，白水循环速度快，纸机白

水空气含量高，需要加大补水阀开度。

新型米糠蜡基消泡剂上机后，消泡剂用量从切换

前的0.31～0.33 kg/t纸降低至0.27～0.28 kg/t纸，同

时白水空气含量还略有降低（图6），这说明新型的米糠

蜡基消泡剂具有更好的脱气能力。

3  结论

(1）精制米糠蜡具有与Sasol N20+和二十二醇类

似的化学结构组成、更高的熔点、更宽的熔程和更大的

接触角，适合用于制备高级脂肪醇消泡剂。

(2）优化配方制备的米糠蜡脂肪醇消泡剂，在

45 ℃下与对照商品样具有相似的消/抑泡能力；由于其

高熔点和宽熔程特性，在35 ℃和55 ℃下，较对照商品

样具有更为优异的消/抑泡能力。

(3）通过使用多重光散射扫描技术测定乳液的稳定

性，新型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在4 ℃、25 ℃和55 ℃的

TSI不稳定系数分别为0.99、1.24和1.89。随着温度的升

高，其稳定性有下降趋势，但均较对照商品样呈现出更

为优异的稳定性，且能满足工业生产要求的保质期。

(4）在纸机测试应用过程中，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

剂可以完全取代现使用的商品脂肪醇消泡剂，在用量降

低10%～15%的情况下，也可保持更低的白水空气含量，

有利于保证生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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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米糠蜡基脂肪醇消泡剂在不同储存温度下的乳液稳

定性

图6  米糠蜡基消泡剂用量和白水空气含量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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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聚乙烯醇纤维（PVAF）不同添加量对口罩亲肤

层过滤纸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纸张的干强度随PVAF

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纸张的湿强度在PVAF添加量小于3%

时没有改善，当PVAF添加量在3%～7%时，纸张的湿强度明显

提高，当PVAF添加量大于7%，纸张湿强度的增加趋势变缓。

纸张透气度随PVAF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添加量大于3%以

后，透气度下降趋势变缓。添加PVAF对纸张的吸水速度有所

影响，但下降幅度较小。

关键词：聚乙烯醇；聚乙烯醇纤维；口罩纸；过滤纸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dding amount of polyvinyl 
alcohol f iber (PVAF)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sk skin-
friendly layer filter paper were studi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paper was improved with the amount of PVAF 
was increased, the wet strength of the paper had no improvement 
when the amount of PVAF was less than 3%, the wet strength 
of the paper was obviously improved when the amount of PVAF 
was between 3% and 7%, when the amount of PVAF was more 
than 7%, the increase of the wet strength of paper was slowed 
down. The air permeability of the paper was decreased with the 
amount of PVAF increases, and the decreases of air permeability 
was slowed down when the amount exceeding 3%. Adding PVAF 
could affect the water absorption speed of the paper, but the 
decrease wa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polyvinyl alcohol; polyvinyl alcohol fiber; mask 
paper; filter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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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非典”、“禽流感”、“甲型

H1N1流感”、“雾霾”等危害的出现，口罩的使用量在

全球日益增长。尤其是2020年伊始由“新冠肺炎”引发

的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全球，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口罩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医用和民用防护物资，变

得十分抢手。

口罩作为一种供医护人员及广大人群使用的常用防

护用品，使用范围广，性能要求高，是防止呼吸道传染病传

播的一种重要工具[1-3]。人们将3层口罩（医用口罩、PM2.5

口罩）和活性炭口罩称之谓特种口罩，特种口罩的每一层

都有其特殊的作用,最外层的用于过滤掉体型稍大的颗粒

物，材料通常是无纺布；中间层用于防菌或用于吸附有机

物等气态有毒有害污染物，材料通常为过滤熔喷布或活性

炭纸；最内层即贴肤层，其作用为进一步过滤污染物，同

时还具有防止唾沫、鼻涕等飞出的功能。

由于贴肤层与面部皮肤直接接触，并且会被人体

呼气时的水汽所湿润，因此其过滤材料要求具有对人体

皮肤无刺激性、湿强度好，具有湿润后不宜破碎、柔软

舒适、无异味、呼吸阻力小等特性。采用植物纤维为原

料，湿法造纸工艺抄造的过滤纸，在纤维组织匀度和吸

液性能方面与干法无纺布相比，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但

在强度（特别是湿强度）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找到一

种既能增加纸张的干、湿强度，又尽可能对纸张其他性

能影响较小的技术方法显得十分重要。

聚乙烯醇纤维（简称PVA F）在湿纸页加热加压

的情况下，能在纤维之间形成有效的黏结，是湿法无纺

布较理想的黏结剂。本文以针叶木浆和黏胶短纤维为

主体原料，采用PVAF作为黏接增强纤维，研究了添加

PVAF对口罩亲肤层过滤纸性能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材料

凯利普针叶木浆（加拿大进口），黏胶短纤维（市

售，1.65dtex 4mm），PVAF（2.0dtex 6mm，70℃，

四川维尼纶厂），分散剂（市售）。

1.2 仪器及设备

高速组织捣碎机，上海标本模型厂；纸样成形器，

咸阳通达轻工设备有限公司；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高

精度电动厚度仪、纸张吸水率测定仪，四川长江造纸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式透气度仪，宁波纺织仪器厂；纸

张干燥设备（自制）。

1.3 纸张抄造

按定量20 g/m2进行抄片，针叶木浆与黏胶短纤维

的比例为1∶1。称取一定量的针叶木浆、黏胶短纤维、

PVAF（按对主体纤维的添加比例），将三种纤维混合

在一起用高速组织捣碎机分散，将浆料倒入烧杯中，加

入一定量的分散剂，搅拌使纤维分散均匀后，将浆料倒

入纸样成形器内，滤水后形成湿纸页，抄取湿纸页后在

干燥设备上烘干。

1.4 性能测试

(1)定量按GB/T 45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进行测

试。(2)抗张强度按GB/T 12914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

定进行测试。(3)湿抗张强度按GB/T 465.2 纸和纸板浸

水后抗张强度的测定进行测试。(4)透气度按GB/T 458 

纸和纸板透气度的测定进行测试。(5)吸水速度按GB/T 

461.1纸和纸板毛细吸液高度的测定进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添加PVAF对口罩贴肤层过滤纸强度的影响

在口罩的加工过程中，过滤纸需与其他过滤层材

料叠层复合，纸张的干强度应满足口罩加工工艺的要

求；同时该纸张作为口罩的亲肤层，会被人体呼气时的

水汽所湿润，为确保口罩贴肤层过滤纸在使用过程中

不破裂，这就要求纸张还应具有一定的湿强度。添加

PVAF对纸张干、湿强度的影响如图1、图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纸张的干强度随PVAF添加量的

增加而不断提高。这是由于PVAF在加热加压条件下能

形成半熔状黏接纤维，具有类似黏合剂的作用，在纤维

之间形成有效的黏接，使纤维间结合强度增加，从而提

高了纸张的干态强度。

由图2可以看出，PVAF添加量小于3%时，张纸的

湿强度几乎没有什么增加；当PVA F添加量在3%至7%

时，纸张湿强度随着PVAF添加量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PVAF添加量超过7%以后，纸张湿强度增加趋势变缓。

这是由于PVAF添加量小于3%时，纸页中的PVAF还无

法形成有效的网络；而当PVAF添加量大于3%以后，纸

页中的PVAF逐渐形成网络结构，且这种网络结构随着

PVAF添加量的提高而增强；但当PVAF添加量超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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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因为PVAF在纸页中已形成了分布密度较高的网

络，继续增加其添加量，PVAF的分布网络逐渐趋向饱

和，因此，纸张的湿强度提高幅度逐渐变小。

2.2 添加PVAF对口罩亲肤层过滤纸透气度的影响

作为口罩贴肤层，过滤纸应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

添加PVAF对纸张透气度的影响如图3所示。

由图3可见，随着PVAF添加量的增加，纸张的透

气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当添加量超过3%时，透气度

下降趋势变缓。这主要是由于未添加PVA F时，主体

纤维中的黏胶纤维自身没有结合强度，且针叶木浆的

打浆度也较低，所抄成的纸页强度低、松厚性好，所以

纸张的透气度高。随着PVA F添加量的提高，其黏接

作用的发挥增加了主体纤维之间的结合力，纸张致密

性提高，强度增加，松厚度降低，从而使纸张的透气

度下降。

2.3 添加PVAF对口罩贴肤层过滤纸吸水速度的影响

口罩贴肤层过滤纸还应具有防止唾沫逸出、吸收

一定量水汽等功能。添加PVAF对纸张吸水速度的影响

如图4。

由图4可见，随着PVAF添加量的增加，纸张的吸

水速度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这是由于

PVAF是一种亲水性的高分子纤维，其原料聚乙烯醇高

分子链上有较多的亲水性基团（-OH），且PVAF在纸

张中呈纤维状的黏接。因此，添加PVAF对纸张的吸水

速度影响较小。

3  结论

3.1 添加PVAF可以提高口罩贴肤层过滤纸的干强度；

纸张的湿强度在PVA F添加量小于3%时没有改善，当

PVAF添加量在3%至7%时，纸张的湿强度明显提高，

PVAF添加量大于7%，纸张湿强度的提高趋势变缓。

3.2 添加PVAF会降低口罩贴肤层过滤纸的透气度，当

添加量超过3%时，透气度下降趋势变缓。

3 . 3 添加PVAF会对口罩贴肤层过滤纸的吸水速度有

一定的影响，但下降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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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添加PVAF对纸张吸水速度的影响

图1  添加PVAF对纸张干强度的影响

图2  添加PVAF对纸张湿强度的影响

图3  添加PVAF对纸张透气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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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轻质碳酸钙与煅烧高岭土为主体原料，配合特种

胶乳作为黏合剂，使用哑光粉调整水墨涂层哑度，黑色浆进

行染色处理，其它辅助原料作为过程性助剂，开发出一种适合

天鹅绒触感纸应用的水墨涂层。通过实验室实验及上机筛选

出合适的哑光水墨各组分配比，经过一道气刀涂布生产出适

合的哑光水墨涂布纸。要求水墨层具有良好的遮盖性能、哑

度（75°角）≤5°、表面细腻、遮盖能力强、不掉色掉粉等性

能。

关键词：哑光水墨；哑光粉；气刀涂布

Abstract: With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and calcined kaolin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s, special latex as the binder, matte powder 
as the adjustment of the dullness of the ink coating, black pulp as 
the dyeing treatment, and other auxiliary raw materials as process 
aids, an ink coating suitable for velvet touch paper is produced. 
Through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computer screening out the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ratio of each group of matte ink, a suitable 
matte ink can be produced after air knife coating. The ink layer 
is required to have good covering performance, dumb degree (75° 
angle) ≤5°, fine surface, strong covering ability, no fading and 
powder dropping performance.
Key words: matte ink; matte powder; air knif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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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哑光水墨对生产天鹅绒触感纸具有很大的影

响。水墨层质量直接影响到天鹅绒触感纸的外观、抗返

黏、烫金、吸墨能力、防爆裂等指标。目前，市场上全哑

光水墨价格高昂，以黑色哑光水墨为例，市场售价12.5

元/kg，自制水墨成本约7.5元/kg，对企业成本把控具

有重要意义。水墨使用的主体原料比较简单，其主要控

制点在于原料的选择、特种化学品应用方面。为了保证

水墨层具有良好的哑度，需要配合使用一定量哑光粉

降低其哑度。本文以哑光水墨制备为中心展开研究，制

备适合生产天鹅绒触感纸的哑光水墨涂层。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轻钙：国内某科技有限公司，研磨碳酸钙（重钙）：

国内某公司，煅烧高岭土：国外某公司，特种胶乳：美国

某公司，黑色浆：国内某公司，工业酒精：国内某公司，

消泡剂：德国某公司，分散剂：国内某公司，哑光粉：国

外某公司，涂布原纸使用公司自产黑卡。

1.2 实验设备

涂料高频分散机：山东齐威有限公司；涂布机

美国EC-200：美国ch em i n s t r u m e n t s；粘度仪：美

国BROOK F I E L D；淌度仪：爱普生；印刷品油墨耐

摩擦测试仪10-18-01：美国T M I公司；热封实验仪

HST-H3：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光泽度仪GM：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热风干燥箱GZX-

9070：上海上迈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放大镜、蜡棒、酒

精灯。

1.3 水墨基料制备

称取一定量轻钙、煅烧高岭土和蒸馏水至1.5 L容器

中，使用高频分散机进行高速分散（转速3000 r/m in，至

少搅拌60 m i n），得到均匀混合溶液。然后添加特种胶

乳进行搅拌（转速1500 r/m i n，至少搅拌85 m i n），即

得水墨基料，进行密封保存。

1.4 哑光粉分散体制备

称取一定量哑光粉，将其加入到工业酒精中，浓度

控制在15%，进行充分搅拌（搅拌时间至少20 m i n），

即得哑光粉分散体，进行密封保存。

1.5 哑光水墨制备

称取一定量基料（1.3步骤制备的基料），依次添加

哑光粉（1.4步骤制备的基料）、色浆、胶乳进行充分搅

拌（转速1500 r/min，搅拌时间30 min）。

1.6 哑光水墨涂布纸实验室制备

使用涂布机，在黑卡原纸上进行涂布，涂布量

18 g/m2，然后送至热风干燥箱进行烘干，烘干温度

120 ℃、时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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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测试方法

1.7.1 抗返黏测试

纸样裁切成50 mm×240 mm试样，将样品进行对折

（触感层与触感层接触），置于热封仪上进行测试。测试

条件：温度150 ℃、压力110 k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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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放大镜刮擦纸面触感层是否被破坏。每组纸样至少

测定5次。

1.7.2 耐摩擦性测试

纸样裁切成60 mm×200 mm试样，置于油墨脱色

表1  主体原料的选择与效果评价

水/%

分散剂/%

轻钙/%

重钙/%

煅烧高岭土/%

胶乳/%

浓度/%

淌度/″

效 表面效果

果 

评 烫金

价 吸墨性

  干燥速度

  抗返黏

  防爆裂

  涂层强度（蜡棒强度)

  光泽度（75°角)

配方一

34.7

0.3

30

0

10

25

65

15

表面细腻、遮

盖强、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15.8

配方二

34.7

0.3

0

30

10

25

65

15

表面略显粗糙、遮盖

一般、轻微鱼鳞斑

良好

一般

一般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15.5

研究开发  R & D

24
第42卷第3期 2021年2月



实验仪上，按照《GB/T7706-2008》进行测试，测试结

束后观察每组样品掉粉情况，每组试样测试5次。

1.7.3 丹尼森测试

纸样使用不同级别蜡棒进行表面强度测试，按照

《GB/T 22837-2008纸及纸板表面强度的测定（蜡棒

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束后观察每组试样纸面和蜡棒

表面是否掉粉情况，每组测试5次。

1.7.4 光泽度测试

纸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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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涂层防爆裂测试

将纸样进行180°折叠，折叠后打开纸张，使用放大

镜观察折痕线处是否出现爆裂情况。

2  结果与讨论

2.1 主体原料选择

主体原料的选择和搭配比例很重要，主体原料的

选择决定了水墨涂布后的遮盖效果、吸墨效果、烫金等

指标。选用95级煅烧高岭土，轻钙选用4500目，其粒径

的大小决定了其遮盖效果和外观。为了确定重钙与轻

钙对哑光水墨层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1所

示。

表1的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可以明显看出

轻钙的遮盖效果、表面细腻度都比较高。从油墨吸收性

方面可以看出，轻钙吸墨性和干燥速度远高于重钙。这

是因为轻钙表面具有微细毛孔，属于是多孔性结构，重

钙表面呈现出不规则形状无空隙结构。在印刷过程中油

墨会通过微细毛孔进入到轻钙内部，所以轻钙的吸墨

速度和吸墨量均高于重钙。可以得出结论，在水墨生产

过程中更适合使用轻钙。

2.2 基料中特种胶乳的选用

基料中特种胶乳的选用至关重要。首先直接影响

到涂层的防爆裂能力，所以需要选择不同玻璃化温度

胶乳进行对比分析，玻璃化温度高的胶乳涂层的防爆裂

能力差，但玻璃化温度过低纸张挺度较差，且返黏现象

严重。其次，需要注意胶乳的用量，胶乳用量过高直接

影响后续油墨吸收能力，胶乳自身就具有良好的成膜效

果，对油墨吸收起到阻隔作用。胶乳选用必须进行严格

甄选，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不同玻璃化温度胶乳对涂层的影响

配方一

34.7

0.3

30

10

25

10

65

15

表面细腻、遮盖强、

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爆裂

12级/不掉粉

15.8

配方二

34.7

0.3

30

10

25

5

65

15

表面细腻、遮盖强、

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轻微爆裂

12级/不掉粉

15.8

配方三

34.7

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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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65

15

表面细腻、遮盖强、

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15.8

配方四

34.7

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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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

65

15

表面细腻、遮盖强、

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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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15.8

配方五

34.7

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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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5

表面细腻、遮盖强、

无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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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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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级/不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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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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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温度/℃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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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效果

   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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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泽度（75°)

效

果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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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示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选

用不同玻璃化温度胶乳对涂层的影响很明显，玻璃化

温度过高，涂层的防爆裂能力差，对后续机械加工产生

不良影响。玻璃化温度过低，纸张的抗返黏效果较差，

所以选择胶乳玻璃化温度至关重要。另外，需要注意胶

乳中含有大量的胶粒，胶粒含量也对涂层的抗返黏效果

产生严重影响，使用玻璃化温度2℃胶乳较为适宜。

2.3 哑光粉分散液制备

哑光粉分散液制备，按照15%浓度使用工业酒精

（乙醇、99.9%浓度）进行分散，转速800 r/m i n，搅拌

时间20 min。搅拌至黏稠状液体溶液体系即可，必须密

封保存，以备使用。

2.4 哑光水墨的制备

哑光水墨的制备工艺比较复杂，必须注意哑光

粉的添加顺序及其用量。选用的哑光粉为平均粒径

15 μm气相二氧化硅，探究不同哑光粉用量下对涂层哑

度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所示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

随着哑光粉用量的提高，涂层哑度呈现出下降趋势。

哑光粉消光原理在于颗粒越大光泽度越低，造成的镜 [收稿日期:2020-06-04(修改稿)]

面反射越小。当然，煅烧土和轻钙也

具有良好的哑度，为了保证涂层的外

观、平整性、遮盖效果等，需要使用

极细小的颗粒作为主体材料。消光粉

颗粒较大，目的在于降低光散射率、

折射率。由于消光粉的颗粒较大，所

以在配制哑光水墨过程中必须补加

一定量的胶黏剂，促使大颗粒材料能

够牢固地黏结到涂层表面，不至于造

成掉粉现象。胶乳的添加顺序至关重

要，胶乳添加到哑光粉之后，胶乳会

对哑光粉起到包裹作用，对哑度产生

不利影响，造成水墨涂层哑度偏高。

在哑光水墨配制过程中，需要注意

搅拌速度（1500 r/m i n），搅拌时间

30 m i n。在配制过程中必须进行充

分搅拌，搅拌不均匀会造成涂布不均匀、花斑、泛白等

现象。另外，选择哑光粉时，一定要注意哑光粉平均

粒径分布情况，粒径偏大会造成分散不均匀、涂层纸

病等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哑光粉用量8.0%较

为适宜。

3  结论

3 .1 哑光水墨的制备必须注意到胶乳、哑光粉的选择

和用量，化学品添加顺序对涂层哑度的影响很大。

3 . 2 水墨基料制备，较为合理的工艺为水34.7%、分散

剂0.3%、轻钙30%、煅烧高岭土10%、胶乳25%。

3 . 3 哑光水墨制备，较为合理的工艺为基料70%、色浆

20%、胶乳8%、水2%、哑光粉用量根据哑度进行调整添

加。

参考文献

[1]王云龙,杨江涛,杨立新.水性触感油在烟用接装纸上的应用研究[J].

涂料工业,2019,49(09):46-53.

表3  不同用量哑光粉对涂层哑度的影响

配方一

70

20

8

2

适量

50.8

15

表面细腻、遮

盖强、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10.5

配方二

70

20

8

4

适量

50.6

15

表面细腻、遮

盖强、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8.4

配方三

70

20

8

6

适量

50.4

15

表面细腻、遮

盖强、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5.5

配方四

70

20

8

8

适量

49.7

15

表面细腻、遮

盖强、无纸病

良好

优秀

快干

抗返黏

不爆裂

12级/不掉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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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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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淌度/″

   表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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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墨性

   干燥速度

   抗返黏

   防爆裂

   涂层强度（蜡棒强度)

   光泽度（75°角)

效

果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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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APU和碳酸锆盐类抗水剂是在造纸生产中常用的两

种涂料抗水剂。本文对PAPU和碳酸锆盐两种抗水剂在涂料

及涂布纸中的应用作了对比研究，讨论其对涂料和涂布纸的

影响。

关键词：PAPU；碳酸锆盐；涂料；油墨吸收

Abstract: PAPU and zirconium carbonate are two new kinds of 
water repellents. In this study, PAPU and zirconium carbonate 
were both used in paper coating. Coating material and some 
surface properties of coated paper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PAPU; zirconium carbonate; coating material; ink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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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造纸工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铜版纸得到了迅

猛发展，印刷行业对铜版纸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

如企业在进行彩色印刷时，为了保证印刷质量，铜版纸

的表面必须具有抗湿摩擦的能力。耐湿摩擦性是指在一

定压力下，纸和纸板的一定面积受到湿摩擦后纸张表面

受损的程度。它反映了纸张表面不会因湿摩擦而破坏的

能力。而对防水性有特别要求的涂布纸来说，例如酒标

纸、室外广告纸等，为了使其获得表面防水抗水的能力，

在纸张生产过程中，除了在施胶过程中进行浆内施胶剂

和表面施胶剂外，见效最快的是在涂料制备过程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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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水性助剂，使得涂布层获得良好的拒水性能[1]。

同时，基于安全与环保的考虑，国家对食品包装纸

及生活用纸等出厂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之前广泛用于

涂布的抗水剂例如脲醛树脂、改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乙二醛等，因为使用后纸张中留有部分甲醛等有机物，

已被淘汰。现在更多地是使用聚酰胺聚尿素甲醛树脂

（PAPU）和碳酸锆盐抗水剂。

PAPU应用广泛，因为它不含有游离的甲醛，并且

速度快，下机就起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涂布纸

在印刷过程中的适应能力。碳酸锆盐则是一种无机盐

类抗水剂，最近几年应用广泛。它也不含有甲醛，所配

置的涂料更稳定，流变性能更好；同时具有下机就熟化

的优点，使用后铜版纸的抗水性和印刷效果显著提高。

本实验主要研究对比了这两种抗水剂对涂料性能及涂

布纸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等指标的影响。

1  抗水剂作用原理

1.1 PAPU抗水剂的作用原理

PAPU对pH值的适用强，涂料中加入PAPU黏度

稳定，熟化速度较快。PAPU分子链上含有氯乙醇基和

聚胺基两种活性官能团，其中氯乙醇基能与涂料胶黏

剂产生化学连接键，聚胺基则与涂料胶黏剂结合形成离

子键，交联固化形成网状的固化膜，这是PAPU抗水性

的主要来源，也是作为涂布抗水剂的工作原理。

在实际使用中PA PU不仅可与涂布淀粉形成化学

键，而且又与丁苯胶乳形成离子键，涂层的耐湿摩擦性

能升高。此外，PAPU抗水剂微弱的阳离子性还可以与

涂料中的阴离子产生微絮凝作用，提高涂料层的蓬松

度、多孔性和透气性，可改善成品纸的印刷性能[1]。

1.2 碳酸锆盐抗水剂的作用原理

碳酸锆盐是目前在造纸企业应用较多，具有熟化

速度快且耐摩擦性能好的优点，通常用作涂料抗水剂

的主要是碳酸锆铵和碳酸锆钾。在60 ℃时锆盐的水溶

液会快速进行分解反应，以阴离子羟基化锆聚合物的

形态存在，对含有羟基、羧基的有机物有着较强的结合

力。阻止胶黏剂中的亲水官能团与水结合，例如，能与

丁苯胶乳的羧基形成共价键，又能与淀粉上的羟基形成

氢键，同样的反应会在锆链的其他部分同时发生，如此

一来淀粉链的长度成倍增加，在纤维表面形成防水膜

从而达到抗水效果。

因碳酸锆盐的化学活性较高，在涂料经过烘干部

时能够快速固化，可节省干燥时间，提高车速。此外，碳

酸锆盐在pH值为碱性条件下同样有效，所以对于GCC

这类弱碱性颜料有利。涂料配方中的化学品大多具有

阴电荷，而碳酸锆盐抗水剂阳电荷性较强，所以为了保

持涂料的稳定性，使用时需要搅拌并缓慢加入。在实际

生产中为了保证碳酸锆盐的使用效果，防止聚合,涂料

制备过程中必须加入缓冲剂，避免影响涂料黏度[2]。

2  实验

2.1 实验原料

颜料（99级GCC、95级GCC）、丁苯胶乳、PVA、

润滑剂、抗水剂等，取自晨鸣铜版纸工厂；PA PU抗水

剂，固含量50%，浅黄色透明液体；碳酸锆盐抗水剂，固

含量35%，无色透明液体；铜版原纸，取自晨鸣铜版纸

工厂，定量85 g/m2。

2.2 实验仪器

高速搅拌器，烘箱，黏度计，保水度仪，实验室刮

棒涂布机，压光机，白度仪，光泽度仪，IGT表面强度测

定仪，RI印刷适性测定仪等。

2.3 涂料配制

颜料：99级GCC 50份，95级GCC 50份；丁苯胶

乳10份；PVA 0.25份；润滑剂0.7份；抗水剂分别为0、

0.2、0.5份。将所需颜料及化学助剂按照涂布配方的加

入顺序制成涂料，固含量68%，加入NaOH用以调节涂

料的pH值在8～9范围内。

2.4 涂料指标检测

涂料实验中常使用旋转黏度计RVT检测涂料低剪

切黏度，条件室温，转速100 r/m i n。使用普利赛斯保

水度仪检测涂料的失水值，条件0.50 kPa，90 s。

2.5 纸张涂布及压光

取已配好的涂料，使用实验室刮棒涂布机进行涂

布，控制涂布量（12±1）g/m2。使用烘箱干燥，干燥

温度（105±2）℃，干燥时间2 m i n。烘干后的纸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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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平衡水分，再压光，压光条件：压力40 k P a，温度

50 ℃。

2.6 涂布纸指标检测

纸张在恒温恒湿条件下(湿度50%RH，温度23 ℃)

平衡24 h，然后按照国标要求，分别检测涂布纸白度、

光泽度、粗糙度、IGT印刷表面强度、干湿拉毛强度、油

墨吸收和印刷发花等。所用的主要仪器有GP-I SO普利

赛斯白度仪、丹贝尔平滑度仪和粗糙度仪、思百吉印刷

适性仪、RI印刷测定仪等。

3  结果与讨论

3.1 抗水剂对涂料指标的影响

流变性能是涂料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在高速运行

的纸机上涂布要求涂料是一种具有剪切变稀的假塑性

流体，即剪切力越大，涂料流动性越好。如果涂料流变

性差，涂布时刮刀会在纸张表面形成刮刀痕，纸页平滑

度降低，粗糙度增大，油墨吸收增加，同时纸张的光泽

度和印刷光泽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低剪切黏度和

保水性则是影响涂料流变性的重要指标。

由图1和图2可见，涂料中加入相同用量的抗水剂

后，加入PA PU抗水剂的涂料黏度比加入碳酸锆盐抗

水剂的涂料黏度高，涂料的失水值降低。由此可见，

PAPU型抗水剂适合制备较高黏度的涂料，且涂料具有

良好的保水性能。相比较来说，加入碳酸锆盐抗水剂涂

料的黏度稳定性较差，适合用于低黏度涂料的制备。

3.2 抗水剂对纸张表面强度的影响

纸张的IGT表面强度是评价纸张质量最重要的指

标之一，数值越高，在高速印刷过程中纸张表面越不易

出现起泡、掉毛掉粉问题。

由图3可见，涂料中加入抗水剂有利于提高纸张

IGT表面强度。相同用量抗水剂，加入碳酸锆盐抗水剂

的纸张IGT表面强度高于PAPU抗水剂。

3.3 抗水剂对纸张油墨吸收的影响

油墨吸收主要是检测纸和纸板吸收油墨的能力，

测试的结果能直接反映出纸面结膜密封情况。油墨吸收

性越高，则油墨对纸的渗透性越强，纸面的密封效果越

差。所以，通过纸张油墨吸收性的检测，可以预测纸张

在印刷过程中质量变化，有利于控制印刷品的质量[3]。

图4　两种抗水剂对纸张油墨吸收的影响

图1　两种抗水剂对涂料黏度的影响

图2　两种抗水剂对涂料失水值的影响

图3　两种抗水剂对纸张表面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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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见，加入抗水剂能够降低纸页的油墨吸收

性，随着抗水剂用量增加，油墨吸收性逐渐降低。相同

用量的抗水剂，PAPU型抗水剂纸张油墨吸收性略高于

碳酸锆盐型抗水剂。涂布纸是一种多孔承印材料，印刷

过程中，油墨从版面向纸面转移，油墨吸收性降低说明

油墨印刷到纸面后的渗透量和渗透速度降低，说明涂层

中空隙趋向于封闭。所以加入碳酸锆盐抗水剂涂层的

密封性优于PAPU抗水剂。

3.4 抗水剂对纸张其他指标的影响

由表1可见，相同用量的抗水剂，两者的成纸白度、

光泽度、粗糙度、印刷发花性基本相当；与空白样相比，

加入抗水剂有利于提高纸张干湿拉毛强度。与PAPU抗

水剂相比，加入碳酸锆盐抗水剂干拉毛强度略高。

4  总结

4.1 PAPU型抗水剂能使涂料黏度增加，加入PAPU型

抗水剂涂料的失水值降低，保水性变好。PAPU型抗水

剂适合于较高黏度涂料的制备，且涂料的保水性能较

好。相对来说，碳酸锆盐抗水剂配制涂料黏度较低，适

合用于低黏度涂料的制备。碳酸锆盐抗水剂在实际使

用时需搅拌并缓慢加入。

4 . 2 加入抗水剂，能够提高纸张的I G T表面强度与

干湿拉毛强度，降低油墨吸收性；成纸白度、光泽度、
[收稿日期:2020-07-06(修改稿)]

表1　两种抗水剂对纸张其他指标的影响

项目

白度

粗糙度

光泽度

湿拉毛强度

干拉毛强度

印刷发花

备注

空白

87.23

1.40

53.0

4.3

4.2

4.5

干湿拉毛强度数值越大，代表强度越高。

PAPU抗水剂

86.98

1.40

53.1

4.4

4.3

4.5

0.2

86.93

1.40

53.1

4.4

4.4

4.5

0.5

碳酸锆盐抗水剂

0.2

87.32

1.40

53.4

4.4

4.3

4.5

0.5

87.46

1.38

53.5

4.5

4.4

4.5

粗糙度、印刷发花性变化不大。相同用量抗水剂，与

PA PU相比，加入碳酸锆盐抗水剂在提高涂布纸IGT

表面强度、干拉毛强度，以及降低油墨吸收性方面优

势更明显。说明碳酸锆盐抗水剂涂层的密封性优于

PAPU抗水剂。

参考文献

[1]邵学军,张革仓.新型抗水剂PAP U树脂的性能及其应用[J ].中华纸

业,2002(04):53-55.

[2]修慧娟,韩卿,李金宝.碳酸锆盐对涂料及涂布纸性能的影响[J].纸和

造纸,2009(05):40-42.

[3]陈永常.纸张的油墨吸收性与印刷品质量[J ].中国造纸学报,2005:    

309-312.

The articl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Deaeration in the Coating Process” published in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Issue 24, 2017.12 was a translation of 1997 PTS symposium paper 
authored by Valmet’s prior employees Ilkka Roitto, Tapio Järvensivu and current employee Jukka 
Koskinen. The translation was done by Xu Chen.

发表在《中华纸业》2017年12月第24期的文章《除气在涂布工艺中的重要

性》是对一篇1997年PT S研讨会专题论文的译文，该文作者为维美德公司前员工

Ilkka Roitto、Tapio Järvensivu及现员工Jukka Koskinen。陈旭为译者。

It is hereby corrected. 
特此更正。

                                                                                                                             Valmet 
                                                   维美德

                                            2021年1月26日

Correction Statement 更正声明

研究开发  R & D

30
第42卷第3期 2021年2月



摘 要：在造纸工业中，淀粉料仓是淀粉制备系统的一种装

置。本文首先介绍了粉尘爆炸的作用机理以及爆炸发生的必

要条件；其次，从预防爆炸和降低爆炸效应两方面介绍了相

关的防控手段；最后介绍了造纸厂料仓设计的具体案例，为

淀粉制备过程中的风险防控提供参考。

关键词：粉尘爆炸；淀粉制备；料仓

Abstract: In the paper industry, the starch feed bin is a device 
in starch preparation system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of dust explosion an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explosion.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ma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and introduces rela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from two aspects: prevention of explosion and 
reduction of explosion effects. Finally, the specific case of the feed 
bin desig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starch prepa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dust explosion; starch preparation; feed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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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厂淀粉料仓防爆设计
⊙ 汪文祥  冯春  张猛  张佳珺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0031）

A design on the explosion-proof for the starch feed bin in paper mills
⊙ Wang Wenxiang, Feng Chun, Zhang Meng, Zhang Jiajun
 (China Haisum Engineering Co., Ltd., Shanghai 200031, China)

汪文祥 先生

造纸工艺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

工厂的工艺设计工作。

研究开发 R & D

31
Feb., 2021  Vol.42, No.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在各种造纸助剂中，淀粉是使用最早、应用范围最

广的一种。淀粉助剂包括原淀粉和改性淀粉，通用的添

加方式有两种：干部表面施胶和湿部添加[1]。淀粉在造

纸工业中应用时，在从料包转移到料仓的过程中，容易

引起粉尘飞扬，有粉尘爆炸风险。粉尘爆炸具有释放能

量大、对周围可烧毁程度严重、破坏力强等特点。

粉尘爆炸事故近年来屡有报道。2014年8月2日，昆

山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铝粉尘爆炸重大安全事

故，造成97人死亡、163人受伤。2010年2月24日，秦皇岛

某淀粉公司玉米淀粉发生粉尘爆炸事故，造成19人死

亡、49人受伤。由此可见，粉尘环境如果防护不当，会造

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虽然造纸厂淀粉粉尘事故

鲜有报道，但是与上述案例的粉尘同属于可燃性粉尘，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爆炸风险，做好相关的

防控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1  粉尘爆炸机理

可燃性粉尘泛指在常温下能与空气混合并形成具

有爆燃特性混合物的粉尘、纤维或飞絮。造纸厂中主要

粉尘源有如：淀粉、纸张碎屑、木材粉尘等。

基于火灾三角形原则，粉尘要达到爆炸状态一般

需要具备如下3个必要条件：（1）粉尘本身具有可燃性

或者爆炸性的物理化学特性；（2）存在氧化剂，一般为

空气中的氧气；（3）有热能源，即点火源，明火、静电、

摩擦放热、电弧、轴承过热等都可作为点火源。根据粉

尘爆炸五边形原则，粉尘爆炸的发生还需要满足两个

关键要素：粉尘浓度达到一定的爆炸极限；与粉尘达到

一定的混合比例，形成粉尘云爆炸性环境。要做到对粉

尘爆炸的有效性防控，可以对这几个关键条件做针对

性布置。

国内外学者对粉尘爆炸特性做了相关的基础研

图1  粉尘爆炸示意图

究。曹卫国［2］等研究发现，玉米淀粉爆炸氧极限浓度的

10%～11%。潘峰等［3］通过实验测得玉米淀粉的爆炸极

限、最小点火能等指数。甘媛［4］等研究了在粉尘爆炸中

碳酸钙的抑制效力，比较了通过碳酸盐等惰性介质抑

制爆炸的可能性。

2  防控手段

粉尘爆炸的风险防控可以从两阶段考虑：一是根

据粉尘爆炸的作用机理及必要条件，在爆炸未发生时，

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手段，降低爆炸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当爆炸不可避免地发生后，采取特殊的装置和手

段，减轻和控制粉尘爆炸的爆炸效应，减少或抑制次生

灾害的发生。

2.1 防爆

2.1.1 车间防尘

对造纸工业来讲，最经济的防控手段是降低空间

内的粉尘浓度，设置必要的通风除尘系统。在淀粉制

备车间，降低粉尘浓度通常有下面几种方法：一是制备

车间设通风系统，粉尘排至室外，降低车间粉尘浓度，

系统设置简单，一次投资小，运行成本低，实际工程常

采用。另一方面是降低投料时料仓内悬浮颗粒的浓度，

设置料仓负压除尘装置，在投料时开启，料仓内形成负

压，避免淀粉粉尘从料仓外溢到车间。如果工艺条件许

可，也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增湿除尘，降低粉尘的干度

和浓度。

2.1.2 防止点燃爆炸性环境

除了控制环境的粉尘浓度，消除点火源也是一种

重要的控制手段。在实际生产中，不仅要防止明火，也

要防止电气火花、轴承过热等点燃源。淀粉制备区域的

电机需要选用防爆电机。

2.2 降低爆炸效应

2.2.1 抗爆设计（耐爆设计）

国标GB/T 24626－2009《耐爆炸设备》中规定，

耐爆设计分为耐爆炸压力设计和耐爆炸压力冲击设计。

耐爆炸设计压力是 指能承受预期爆炸的压力，槽体本

身不破裂，能把爆炸火焰及爆炸压力的范围限制在最高

安全的等级。耐爆炸压力冲击设计设备可以允许设备发

生永久变形。淀粉料仓如果发生爆炸，耐爆设计能把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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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火焰及爆炸压力的范围限制在足够安全的等级。

2.2.2 抑爆

抑爆措施是当粉尘爆炸发生时，在槽体内压力升

高的瞬间，将抑爆介质释放出来，降低爆炸压力，又叫

惰化防护。惰化防护介质有气相惰化和惰性粉尘惰化。

常见的惰性气体有氮气、二氧化碳等，一般选氮气作为

惰化和抑爆介质。惰化防护是属于一种比较新的防护

手段，分为预防性和爆炸介入型，成本较高，造纸厂中

一般不采用。

2.2.3 泄爆

当粉尘达到爆炸条件并被引爆后，可以采取结构

性防护措施或装置，来减轻粉尘爆炸的爆炸效应，减少

或抑制次生灾害的发生。在爆炸所产生的压力达到设

计压力之前，开启设备上预留的泄压装置，使高压燃烧

物和未燃物向设计通道方向泄出，防止压力上升超过

容器的设计强度，以此来保证设备本体不致被破坏。

泄爆元件通常有爆破片、爆破膜、泄爆门等。这些

泄爆装置的安装要考虑对周围的设备和人员的安全影

响，泄爆门一般需要配合真空消除器使用，防止爆炸产

生的负压对设备本体产生损坏。泄爆会带来火焰和压力

的危害，并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

相关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将火焰和压力导向建筑物

以外或者进行无焰化处理。

抗爆、抑爆、泄爆技术是只是缓解粉尘爆炸危害

方法，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不能预防爆炸，只能减轻爆

炸危害。所以，在储存槽采用了泄爆装置的情况下，淀

粉制备车间内与粉尘爆炸有关的设备、电气、建筑、除

尘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生产操作等仍需采取各项防

爆措施。粉尘爆炸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因篇幅有

限，本文仅从料仓防爆泄爆设计方面介绍相关案例。

3  造纸厂中泄爆方案及其应用

如图3，该方案为本公司在海外某项目上采用的淀

粉料仓泄爆方案，在槽体顶部设置一处爆破片，并设置

泄压导管引到车间外。如有爆炸爆燃发生时，爆破片最

先遭到破坏，并通过泄压通道排放到室外安全区域。

爆破片的设计压力对整个系统的泄爆效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HG/T 20570.3-95爆破片的设置和

选用》推荐了爆破片与容器相关的压力关系表。如表1

所示。单个爆破片的最大设计爆破压力不大于设备设

计压力的121%。

当爆炸发生时，压力达到设计压力，泄爆口打开并

开始爆炸泄放过程。泄爆口面积的计算，需要考虑多方

面的因素和实际工况。由于粉尘爆炸机理复杂和工况

繁多，要得到一个较为完善的泄放面积比较困难。通常

图2  耐爆炸设备分类

图3  淀粉料仓泄爆方案

表1  爆破片与容器相关的压力关系表

压力容器要求

容器设计压力

最高压力

容器压力

121%

116%

110%

105%

100%

爆破片典型特征

火灾情况下最大设计爆破压力

多个爆破片用于非火灾情况下最

大设计爆破压力

多个爆破片用于火灾情况下最大

标定爆破压力；单个爆破片用于非

火灾情况下最大设计爆破压力

多个爆破片用于非火灾情况下最

大标定爆破压力

最大标定爆破压力（单个爆破片）

研究开发 R & D

33
Feb., 2021  Vol.42, No.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采用比例计算法、图算法、立方根定律等方法来进行选

择，设计单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一个合适的方法进

行计算。

目前，国际上广为采用的是美国防火协会标准

NFPA68系列和德国工程师协会标准VDI 3673系列标

准，其中都对泄爆提供了建议的计算公式，国标GB/T 

15605-2008也推荐了相关计算公式：

A=B[1+C×lg(C/DE)]  

C=(-4.305×lgp red,max-3.547)

由此公式可以看出，泄压面积A与最大爆炸压力

p ma x、爆炸指数K max、泄压装置静开启压力p s t a t、最大

泄爆压力p red,max以及当量长径比C/DE有关。

EN-14491-2012也提供了类型的计算公式，但是

计算结果相对保守。

泄爆会带来火焰和压力的危害，并可能对环境造

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保护在爆炸时靠近容器的人员

安全，防止外部粉尘沉积物引起的二次爆炸，必须要选

用合适的泄压管道将泄压口引到建筑物外部。因此，在

相关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将火焰和压力导向建筑物

外或者进行无焰化处理。

泄压导管应尽量短且直，并且角度不能过大，以免

影响泄压效果。如果泄压导管过长，则会大大降低导管

的泄压效果。在具体的设计中，因为现场布置原因，如

果无法设置符合规范长度的泄压导管到室外，也可采用

不产生火焰或火星的泄压装置。

笔者公司在东南亚某项目中，受限于场地布局，无法

设置安全长度的泄压导管，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我们采

用了在槽体上设置无焰排放装置。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发

生粉尘爆炸，爆破片会首先破裂，火焰和灰尘将进入无焰

通风装置内。灰尘大部分保留在过滤元件内，爆炸产生的

火焰经过不锈钢网时将会熄灭，气体通过设备排放到设

备周围的外部大气中。该无焰装置主要起到灭火消焰的作

用，解决无法安装泄压导管的难题。但是在实际设计中，

需要注意排放口避让操作通道和主要设备。

设置泄压导管及无焰排放装置在欧美等国家的

设计案例中已经屡见不鲜。美国防火协会N F PA68、

NFPA484、欧盟ATEX防爆指令、GB/T 15605等也给

料仓的相关设计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依据。国内设计案例

中，大部分仅考虑车间通风和电机防爆，对粉尘爆炸的

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

4  总结

造纸工业淀粉制备过程中的爆燃风险是客观存在

的，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预防与

防治。一方面，通过切断点火条件，阻断爆炸形成的客

观条件，进行主动预防。另一方面，在爆炸发生后，通过

抑爆耐爆设计等措施，在爆炸发生时，尽可能将爆炸危

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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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企业是能源消耗大户，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水、

电和蒸汽的消耗上，如何高效地使用好蒸汽和蒸汽冷凝水对

造纸企业节能降耗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造纸企业通过

多举措和多方位的高效使用蒸汽和蒸汽冷凝水，对降低蒸汽

消耗起到了关键作用，对降低造纸企业的能源消耗起到了重

要作用。

关键词：造纸企业；纸机；蒸汽；冷凝水；节能降耗

Abstract: As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as stricter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aper enterprises. Paper 
companies are large energy consumer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consumption of water, electricity 
and steam. How to efficiently use steam and steam condens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for paper enterprises. Nowadays, the efficient use of 
steam and condensate by paper companies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reducing steam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paper 
companies.
Key words: paper industry; paper machine; steam; condensate;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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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企业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水、电和蒸汽消耗

上，其中蒸汽能耗约占造纸生产成本的15%[1]。随着制浆

造纸技术的进步和制浆造纸设备的大型化和规模化的应

用，造纸企业节能技术得到了全方位发展和应用，节能降

耗和减污增效日渐成效。目前，我国造纸过程中大型文化

纸机的吨纸清水消耗已降低到国际领先水平，大部分都

在5.0～6.0 m3/t纸之间[2，3]；吨纸电耗和汽耗也在呈下降

的趋势，电耗大部分在450～550 kWh/t纸之间、蒸汽消

耗较低的在1.5～1.9 t/t纸之间。单位产品能耗高低与纸

产品种类和纸张定量、当地气候条件和季节等因素有关，

同一类型的产品在同一纸机上生产定量稍高的纸张产量

相对高些，对应单位产品单位能耗相对低些，气候寒冷的

地区产品单位能耗相对高些，冬季产品单位能耗相对高

些，同一纸机车速高、抄宽、性能稳定的纸机产品单位能

耗相对低些，综合绩效高的纸机产品单位能耗相对低些，

造纸节能技术应用广泛的纸机单位产品能耗相对低些。

大型纸机都设计有白水回收系统，并实现了白水封

闭循环利用，造纸化学品的在线稀释水大部分也由清

水改为上网浆料或清滤液，这些对造纸清水单耗的降

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热电联产使电和蒸汽都实现了价

值最大化的综合应用，大幅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生产成

本，加之蒸汽和冷凝水节能技术的多方位推广应用使蒸

汽和冷凝水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为节能降耗起

到了关键作用。

造纸是能源消耗密集型产业，是轻工业中的能耗大

户。国家要求2015年纸及纸板综合能耗降到530 k g标准

煤/t，纸浆综合能耗降到370 kg标准煤/t，纸浆、纸及纸

板生产平均取水量降到70 m3/t，废纸利用率达到72%。如

何高效地使用好蒸汽和蒸汽冷凝水对造纸企业节能降耗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造纸车间蒸汽使用情况

1.1 造纸车间蒸汽使用类型

造纸企业纸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蒸汽根据蒸汽

的用途一般分为低压蒸汽和中压蒸汽，低压蒸汽的

相对压力不高于500 k P a，中压蒸汽的相对压力高于

500 k P a。实际生产过程中，造纸车间使用低压蒸汽时

一般要求进造纸车间的蒸汽压力最高不超过500 kPa，

使用中压蒸汽时一般要求进造纸车间的蒸汽压力保持

在800 kPa左右。

1.2 造纸车间蒸汽使用原则

1.2.1 造纸车间使用蒸汽的设备

造纸车间使用蒸汽的设备一般有浆内淀粉蒸煮器

和表面施胶淀粉蒸煮器、压榨部蒸汽箱和压榨部走台、

干燥部烘缸、施胶机走台和气垫转向器、纸机通风换热

装置和车间通风换热装置、工艺温水换热器、机外白水

槽白水换热器，使用硬压光机的纸机有调节横幅厚度控

制的加热系统，另外机外涂布机还有烘缸和热风干燥

箱，涂料制备还有涂布淀粉和CMC或PVA的制备设备，

部分超压的热辊也有使用蒸汽加热热水的系统调节热

辊温度的换热设备，等等。

1.2.2 造纸车间使用蒸汽的原则

造纸车间使用蒸汽一般根据设备的耐压要求和干

燥曲线决定进造纸车间的蒸汽压力。纸机的烘缸为纸张

的主要干燥设备，材料HT250、壁厚28 mm的烘缸蒸汽

最高工作压力为450 k P a，材料HT250、壁厚30 mm的

烘缸蒸汽最高工作压力500 k P a，目前一般纸机的烘缸

都是材料H250、壁厚30 mm的烘缸，故它的工作压力决

定了进造纸车间的蒸汽压力最高不超过500 k P a，由车

间内主蒸汽管道上的安全阀控制，当压力超过500 k P a

时自动打开卸压。而涂布机的热风箱为了提高它的干燥

效率，故一般采用的蒸汽压力是800 k P a，故进涂布机

车间的蒸汽管道一般有两道：一道为低压蒸汽用于涂布

机的烘缸和辅助设备加热；一道为中压蒸汽用于涂布机

的热风箱换热。所以造纸车间有涂布机的一般采用两路

供汽：一路低压蒸汽，一路中压蒸汽。同时，淀粉连续蒸

煮器对蒸汽的压力也有要求，一般不能低于300 kPa，否

则可能达不到蒸煮温度和淀粉煮不熟。

2  蒸汽的节能降耗措施及其优化应用

造纸车间蒸汽使用点多、蒸汽使用设备错综复杂

（详见图1）。大型纸机产品蒸汽单耗基本在1～2 t，如何

高效地使用好蒸汽是降低产品能耗和成品的有效措施。

2.1 造纸车间与热电厂实行热电联产

热电联产关系到一个造纸企业的经济效益命脉，否

则造纸企业将举步维艰。因为造纸企业也是一个能耗大

户，所有设备的传动需要电能，几乎所有的加热设备都

需要使用蒸汽或蒸汽冷凝水。普通大型文化纸机的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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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消耗1～2 t、吨纸电耗450～550 kWh，根据纸张的

定量和车速变化而不同。所以热电联产也是造纸企业节

能降耗的关键所在，纸机利用电厂发电后的蒸汽加热烘

缸干燥纸张或加热其它相关过程设备，纸机再把蒸汽变

成的蒸汽冷凝水送回电厂（电厂省去水处理成本），大幅

提高了热能的利用价值和降低了生产成本。

2.2 淀粉连续蒸煮器的应用

过去，淀粉采用熬胶锅蒸煮，蒸汽与淀粉的接触不

均匀，淀粉熬制不是在严格的密封容器中进行，存在蒸

汽热能释放不充分和热能散失的问题，而使用淀粉连

续蒸煮器后让淀粉和蒸汽同时通过喷射式蒸煮器混合

均匀，并通过设定蒸煮温度和背压保证蒸煮条件稳定，

然后让淀粉在密闭的盘管（盘管有保温材料保温）中蒸

煮和保压，保证淀粉蒸煮充分和热能充分利用，降低了

蒸汽消耗。

2 . 3 纸机前干燥部采用三段供汽、后干燥部采用两段

供汽

纸机干燥部烘缸供蒸汽加热干燥纸页是造纸过程

中蒸汽的主要使用点，如何高效地利用好蒸汽热能可以

有效降低纸产品蒸汽单耗。三段供汽是目前最为有效

的降低蒸汽单耗的方式，能让蒸汽的热能充分释放出

来和合理利用[4，5]。

一般文化纸机分为前干燥部和后干燥部，三段供

汽针对的是纸机的前干燥部，即前干燥部采取分为三

段进行供汽的方式对前干燥的纸页进行干燥，根据干

燥曲线逐渐升温，主蒸汽控制高温缸的温度，高温缸产

生的蒸汽冷凝水汇集到一个冷凝水槽，因温度高产生闪

蒸汽（二次蒸汽），闪蒸汽进入下一段中温缸，干燥能力

不够的话则通过DCS程序自动补充一定量的主蒸汽，共

同对此段的纸页加热干燥，中温缸产生的冷凝水也汇集

到一个冷凝水槽，因温度也较高故也产生一定量的闪蒸

汽，闪蒸汽再进入下一段低温缸，低温缸的温度一般要

求较低（为了防止进干燥部的湿纸页黏缸），故用汽量

相应也较小，低温缸主蒸汽补充的量也很小。

大型文化纸机压榨部采用双靴压的方式对纸页进

行脱水，进干燥部的湿纸页干度一般在50%左右，纸页

定量高可能干度低点，纸页定量低可能干度高点。比如

7330 mm幅宽的Vo i t h纸机生产70 g/m2的高白双胶

纸，车速1450 m/m i n时进干燥部的湿纸页干度在52%

左右，但在同样条件下改产80 g/m2的高白双胶纸时进

干燥部的湿纸页干度可能降低到49%左右。同时，纸页

出前干燥部的水分一般在3.0%左右，可见大量的水分

都需要在前干燥部蒸发干燥。采用三段供汽通过QC S

和DC S的自动程序控制，QCS检测出前干燥部的纸页

水分并将信息传输给DCS的水分控制系统，DCS根据

设定的纸页水分调节主蒸汽的用量，如果QCS反馈的水

分检测值高于DC S的设定值，则开大进前干燥部的主

蒸汽进汽阀门开度，反之则关小进前干燥部的主蒸汽进

汽阀门开度，确保出前干燥的纸页干度达到设定值。三

段供汽的供汽原理主要通过干燥曲线做好的控制程序

进行供汽，生产过程中前干燥部供蒸汽根据程序和出

前干燥的纸页设定的干度进行自动调节或人工调节。

后干燥的供汽一般只有两段，大型文化纸机因通

过施胶机施胶回湿后进后干燥部的纸页干度一般在

75%左右，出后干燥部的纸页水分一般在5%～6%，所以

后干燥部需要蒸发干燥的水分相对前干燥要少一半以

上，故后干燥的烘缸只数也少、采用的供汽段数也只有

两段。高温缸的闪蒸汽进入低温缸，若干燥能力不够则

补充主蒸汽。比如，一台设计抄宽7330 mm、设计车速

1700 m/m i n、生产纸种50～120 g/m2的Vo i t h大型文

化纸机的前干燥部烘缸只数可能是37只，而后干燥可

能只有15只。故后干燥部也是根据DC S设定好的纸页

水分通过控制后干燥部高温缸的主蒸汽阀门开度来控

制出后干燥部纸页的干度。

纸机前干燥部采用的三段供汽和后干燥部采用的

两段供汽方式有效地利用了闪蒸汽的余热，有效地降低

了主蒸汽的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实现了节能降耗。图1  造纸车间蒸汽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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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纸机通风排气热回收流程

大型纸机都使用密闭气罩，它把整个干燥部的前

干燥部和后干燥部分别封闭起来，防止热量散失出去，

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做到既环保又节能降耗。

2.7 纸机通风排气热回收的应用

大型纸机都设计通风排气和热回收系统，把纸机

密闭气罩内加热纸页蒸发的湿热气体排出去，然后把外

界新鲜的空气与排出的湿热气体进行热交换，加热后的

新鲜空气再送到纸机的气罩，保持气罩里面压力平衡和

保持稳定的零点和露点，使纸页快速和稳定干燥。湿热

气体进行气气热交换之后温度还在50℃以上，然后再进

行气水热交换（见图2），加热工艺用清水作为纸机温水

槽的补水（见图3），进一步回收热能和降低蒸汽消耗。

3  蒸汽冷凝水节能降耗措施及其优化应用

造纸车间使用蒸汽过程中几乎每使用1 t蒸汽就产

生1 t冷凝水。大型纸机产量普遍在600 t/d以上，每天需

要的蒸汽量平均在900 t以上，故一台大型纸机每天几乎

能产生900 t以上的蒸汽冷凝水。造纸车间所有能回收利

用的蒸汽冷凝水都收集到总冷凝水槽，冷凝水槽的冷凝

水温度一般在80 ℃以上，故蒸汽冷凝水不但量比较大而

且含热量高和杂质少，如何有效地利用好蒸汽冷凝水对

降低清水用量和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能起到较大的作用。

3 . 1 蒸汽冷凝水冬季用于加热厂房通风的冷风，夏季

2.4 涂布机采用高温高压蒸汽提高干燥效率

涂布机因涂层的特殊性导致干燥方式与普通文化

纸的干燥方式不一样，涂布后纸页一面湿且涂料粘性

大决定不能贴缸或贴干网通过烘缸加热蒸发干燥，要

么使用红外线干燥，要么使用热风干燥，要么红外线和

热风两道干燥。使用热风干燥时因纸机速度快和为了

降低干燥设备的投资费用，一般通过提高热风的温度

来提高干燥效率，所以涂布机的热风加热蒸汽一般采

用相对压力为800 k P a左右的中压蒸汽。按饱和蒸汽压

力对应的温度可知，绝对压力为900 k P a的饱和蒸汽比

绝对压力为600 k P a的饱和蒸汽温度高约16.5 ℃（绝

对压力为600 k P a和900 k P a的饱和蒸汽温度分别为

158.863 ℃和175.389 ℃），加之热电厂一般给造纸车间

供过饱和蒸汽，故温度更高，效率更高。

换热后的冷凝水产生的闪蒸汽送到涂布机的烘缸

供汽系统，烘缸用于涂布纸的补充干燥，如果闪蒸汽干

燥能力不够则补充低压主蒸汽。一般机外涂布机的中压

蒸汽吨纸单耗0.1～0.3 t、低压蒸汽0.05～0.2 t，含有红

外干燥设备的和不含有红外干燥设备的机外涂布机中压

蒸汽差别较大。比如一台设计抄宽4750 mm、设计车速

1300 m/m i n、一涂到四涂的都有红外干燥设备的机外

涂布机生产105～250 g/m2的涂布纸，每面各涂布两次，

涂布量45～60 g/m2，生产过程中吨纸低压蒸汽单耗平

均0.07 t左右、中压蒸汽单耗平均0.27 t左右；而一台设

计抄宽3600 mm、设计车速1000 m/m i n的机外涂布机

无红外干燥设备，生产150～250 g/m2的涂布纸，每面各

涂布两次，涂布量55～65 g/m2，生产过程中吨纸低压蒸

汽单耗平均0.30 t左右、中压蒸汽单耗平均0.09 t左右。

涂布机热风箱采用高温高压蒸汽能有效提高涂布

纸的干燥效率，同时闪蒸汽用于烘缸加热纸页有效降

低了蒸汽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实现了节能降耗。

2.5 残余蒸汽加热工艺清水

前干燥部、后干燥部低温缸和涂布机烘缸产生的

蒸汽冷凝水虽然闪蒸汽量不大、温度不很高，但外排也

会造成热量损失。节能措施就是各使用一台小真空泵抽

吸最终的残余蒸汽通过换热器加热工艺清水用于纸机

温水槽补水（见图2），做到既节能又环保。如有机外涂

布机，热回收流程一样。

2.6 密闭气罩的应用

图2  纸机残余蒸汽热回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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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热工艺清水

3.1.1 蒸汽冷凝水冬季用于加热厂房通风的新风

大型纸机都有厂房通风设计。厂房通风主要是为

了改善各造纸车间的工作环境，起到冬季供暖风（北方

地区）、夏季供凉风的作用，实行人性化管理，让工人能

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充分提高工人的工作积

极性。因建设一台新纸机将包括制浆或打浆工段、纸机

工段、复卷工段、完成工段、成品贮存工段及其它辅助

工段，所以建设一台大型纸机可能包括数个车间，占地

面积较大，需要供风的面积相应较大，这些决定需要供

风的风量也较大，故冬季单位产品蒸汽消耗增加明显。

比如，一台7330 m m大型文化纸机冬季车间供风消耗

的蒸汽量可能达到吨纸汽耗的10%～20%，按每吨蒸汽

130元计算，则吨纸成本需要增加13～26元，故成本额

外增加数量不小。

使用蒸汽冷凝水对厂房供风的新风进行一级水水

热交换，如果加热能力不够新风达不到设定温度则再

使用主蒸汽进行二级汽水热交换进行补偿加热，这样

能降低单位产品蒸汽消耗约0.1 t，对应降低蒸汽成本

约13元，效果较明显。

具体方案：将造纸车间能收集利用的蒸汽冷凝水

都收集到总冷凝水槽（见图1），通过泵送到换热器，进

行水水热交换加热车间通风循环清水，然后送到厂房通

风各风机和加热新风，然后送厂房各供风点（见图4）。

3.1.2 蒸汽冷凝水夏季用于加热工艺清水给温水槽补水

然而，北方地区在厂房通风不供暖风的其它时间

或在南方不需要供暖风的地区，这个时候可以使用冷凝

水加热车间的工艺清水作为工艺温水槽的补水，降低加

热工艺温水的主蒸汽用量（见图5）。

3.2 冷凝水用于纸机水针补水

大型纸机水针系统包括网部切边水针、前干燥引纸

水针、施胶机引纸水针和压光机引纸水针等，这些水针

一般有一个专门的水站，使用换热后的蒸汽冷凝水作为

水源。因水针所处环境温度都在40 ℃以上，一旦水的硬

度高，存在结垢堵塞水针孔眼的风险，可能造成网部纸

边带边或压榨部出吸移辊位置掉边形成裂口或断纸，

降低纸机效率，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地下水，硬度基本

在200 m g/k g以上（以CaCO3计），使用设备极容易结

垢，所以水针水使用冷凝水代替清水解决了结垢问题，

提高了纸机效率。

3.3 冷凝水用于空压机的冷却水补水

空压机使用过程中需要使用冷却水降温，普通空

压机一般使用清水作为冷却水，通过在冷却水里加阻垢

抑垢剂防止换热器结垢；而离心式空压机对冷却水的水

质要求较高，要求使用软化水作为冷却水的水源，避免

换热器内部结垢、提高换热效率，保证离心式空压机稳

定运行。空压机使用的冷却水因换热后温度升高，需要

使用冷却塔冷却和循环利用，冷却塔有一定量的蒸发率

[Q=K（Tw1-Tw2）L，其中Q为蒸发损失量，Tw1为进水温

度，Tw2为出水温度，L为循环水流量，K为蒸发系数]，需

要根据冷却水池的液位补水。软化水设备需要投资和维

护费用高，故使用冷却后的蒸汽冷凝水代替软化水作为

离心式空压机的补水，能省去软化水设备的投资及其维

护费用，也降低清水用量（软化水设备需要排污）。

3.4 冷凝水用于染料制备稀释水

造纸染料使用过程中因用量小、添加不均匀，故

大部分都稀释到一定浓度后再使用，制备浓度基本在

0.5%～1.5%，稀释水要求硬度低，否则容易出现絮状沉

淀导致纸面出现色斑。尤其是北方地区的造纸企业，大

部分都使用高硬度的地下水作为水源，如果使用这样的

清水作为染料稀释水，极容易形成絮状沉淀，纸面色斑

问题几乎每个造纸企业都遇到过，后来几乎都改用冷凝

图5  造纸车间总冷凝水加热工艺清水热回收流程

图4  造纸车间总冷凝水用于厂房通风热回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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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制备，解决了染料稀释产生絮状沉淀的问题，纸面色

斑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冷凝水一般都是通过换热器

降温后使用。简单的方式解决了以往难题，可见冷凝水

在北方造纸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小。

3.5 冷凝水回用到电厂锅炉，降低水处理成本

电力、热力行业的大中型锅炉，为了防止锅炉爆管

等原因停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对锅炉

补水的水质要求特别高(热电厂锅炉要求水质：电阻率

＞5 MΩ.CM、SiO2＜20 μg/L)。一般的电厂、热力中心

均设立软化水车间，对锅炉补给水进行处理，处理成本

较高。软化水成本包括六个方面：水费、热费、设备折旧

费、电耗、盐耗、人工费，综合导致每吨软化水的处理

成本在10元以上。所以造纸车间的蒸汽冷凝水在利用

完余热和给相关用水点补水后，再将剩余的冷凝水全部

回用到热电厂作为锅炉补水或锅炉冷却水，能大幅降低

热电厂软化水处理成本。

因热电厂的锅炉补水或锅炉冷却水的水质要求特

别高，造纸车间与蒸汽冷凝水相关的流程设备不得有清

水及其它水掺入到里面，否则会污染热电厂的软化水，

造成锅炉结垢、锅炉冷却水设备结垢等问题，故蒸汽冷

凝水送给热电厂之前需要严格检测硬度等指标，不达

标的冷凝水杜绝送给热电厂锅炉或冷却设备回用。造

纸车间针对蒸汽冷凝水回用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为了

防止密封水（清水）混入蒸汽冷凝水系统造成冷凝水硬

度高，造纸车间纸机的冷凝水泵都改成了单机封泵，不

再需要使用密封水，从源头上切断了密封水混入冷凝

水的可能；其次纸机刷车开机或异常停机时间稍长再

重新开机过程中产生的蒸汽冷凝水可能含铁锈等杂质

较多，需要跟踪排放，直到达标才能输送给热电厂回收

循环利用。

3.6 用于温水槽的补水

如果没有自备热电厂的造纸企业或者出现冷凝水

硬度高热电厂不能使用的时候，这时冷凝水只能给造纸

车间自己使用，这种情况可以将蒸汽冷凝水送到造纸车

间温水槽加热工艺温水并代替部分温水使用，既降低

清水用量又节省加热工艺温水的蒸汽，同时也避免了冷

凝水排放造成浪费；其次可以送到纸机的机外白水槽，

加热白水，降低机外白水槽白水加热的换热器蒸汽用

量。白水温度高（一般50 ℃左右）有利于纸机网部的脱

水，降低纸机蒸汽单耗和减小纸页黏缸的几率。

4  蒸汽和蒸汽冷凝水节能应用的效益

4.1 社会效益

造纸企业大型纸机生产过程中蒸汽和蒸汽冷凝水

的节能应用能有效地提高蒸汽或蒸汽冷凝水的综合利

用价值，做到了物尽其用，降低了蒸汽单耗，进而减少

发电过程中煤的用量，相应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

些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人类的延续大有益处。

4.2 环境效益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大气和水资源

的清洁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环境。造纸企业大

型纸机生产过程中蒸汽和蒸汽冷凝水的节能应用能有

效提高热能的利用价值和减少热能的损失，故既做到

了节能降耗又保护了环境，值得推广应用。

4.3 经济效益

造纸企业大型纸机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蒸汽消耗

降低0.1 t则能降低生产成本13元左右，单位产品给热

电厂回用1.0 t蒸汽冷凝水则能降低热电厂水处理成本

10元以上。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综合能降低单位纸产品

蒸汽消耗0.2～0.3 t、回收利用1.0～1.5 t冷凝水，故能

降低单位纸产品生产成本36～54元，同时造纸生产过

程中蒸汽冷凝水用于水针补水、空压机冷却水补水和

染料稀释水等，解决了造纸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省去了

软化水设备的投资及维护费用，经济效益显著，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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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复卷机生产过程中各个动作步骤进行分解，计算

出复卷机的车速产能，作为复卷机设计参数选型的参考依

据。分析复卷机运转车速以及换卷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处理对

策，提升复卷机产能效率。

关键词：复卷机；车速；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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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造纸人的艰苦努力，中国造纸

工业持续稳定地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造纸工

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先进造纸设备的引进，外资资本的

进入，以及国家在产业发展、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淘

汰落后产能等方面政策支持，使得中国造纸产能大幅提

升，连续超过日本、美国，甚至整个欧洲跃居全球第一，

产量占比超过世界纸和纸板产量的四分之一，成为最

大的造纸生产国和消费国。

然而，一直以来造纸企业都非常注重纸机或涂布

机效率提升，而忽略了复卷机的效率提升。在很多造纸

企业，复卷机一直是生产流程线的瓶颈。由于复卷机选

型不当，或者复卷机长期缺乏系统性地保养维护，使得

复卷速度上不去、换卷时间长、故障率高，导致复卷机

产能跟不上纸机或涂布机产能，迫使纸机或涂布机因

无卷纸辊而非计划停机或降速或限制复卷订单接单规

模。

复卷机是将纸机、涂布机生产出来的大纸卷分切

成为下游客户需要的尺寸规格。复卷机的任务有四个：

首先是分切大纸卷，把卷纸辊空出并提供给纸机或涂

布机卷纸用；其次是把原纸毛边或未涂布纸边切除；其

三是分切出来小纸卷幅宽和直径必须满足下游工段或

客户的需求；最后是小纸卷质量必须能经得起裁切、印

刷、覆膜、贴合等后段加工处理。

1  复卷机设计产能计算

1.1 设计理论车速产能计算

与纸机、涂布机连续不停机运转不一样，复卷机对

一个大纸卷分切过程中，每复卷一批，复卷过程：升速

序号

运行车速/（m·s-1）

换小卷时间/s

换大卷时间/s

加速度/（m·s-2）

一个大纸卷复卷小纸卷批次

每批小纸卷线长/m

复卷机设计产能车速/（m·s-1）

复卷机设计产能车速/（m·min-1)

2

41.67

120

300

0.33

10

10000

19

1165

1

41.67

120

300

0.33

5

20000

25

1529

3

41.67

120

300

0.33

5

18000

24

1465

41.67

120

300

0.33

5

16000

23

1393

5

41.67

120

300

0.33

10

8000

17

1028

6

41.67

120

300

0.33

5

14000

22

1310

7

41.67

120

300

0.33

5

12000

20

1214

94

41.67

120

300

0.33

10

9000

18

1100

8

41.67

120

300

0.33

10

7000

16

948

10

41.67

120

300

0.33

10

6000

14

859

11

41.67

120

300

0.33

5

10000

18

1101

12

41.67

120

300

0.33

10

5300

13

791

表1  不同小纸卷线长下对应的复卷机车速产能

-匀速-降速-停机换卷。复卷机是间断作业的单体设

备，复卷机设计产能主要取决于最高设计车速、卷取换

小纸卷停机时间、放卷换大纸卷停机时间、每批小纸卷

线长等参数。

复卷机的平均速度产能等于一个大纸卷的线长除

以复卷完一个大纸卷（含一次换大纸卷停机时间）所需

时间而得到的数值，造纸行业中的生产设备速度单位用

m/min。

复卷机设计产能计算如下：

设小纸卷线长L小，m；

每个大纸卷分切成n批小纸卷，则大纸卷线长L大

=nL小，m；

复卷设计最高速度Vmax，m/s；

升速和降速的加速度a，m/s2；

卷取换小纸卷时间t小，s；

放卷换大纸卷时间t大，s；

复卷机从停止到升速至最高速度Vma x的时间t升，

s。

复卷机从最高速度V ma x降速至停止的时间t降，加

速度绝对值一样，t降=t升，

t升=Vmax/a

复卷机从停止升速到Vmax过程中所复卷的线长L升，

m。

L升=Vmax
2/（2a）

复卷机每批以Vmax的匀速运转时间t匀，s。

t匀=（L小-Vmax
2/a）/Vmax

复卷一批小纸卷运转时间=2V m a x/a +{（L 小

-Vmax
2/a）/V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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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特殊情况下，当L小-Vmax
2/a≤0时，即复卷速

度升不到Vmax就得降速，不能采用此公式。 

完成一个大纸卷的复卷（含一次换大纸卷时间）总

时间t总

t总=t大+n{t小+2Vmax/a+（L小-Vmax
2/a）/Vmax}

复卷机的设计车速产能V设

V设=L大/t 总=n L小/t 总=n L小/{t大+n [t 小+2V m a x/

a+（L小-Vmax
2/a）/Vmax]}                   (1)

复卷机最大速度Vma x、加速度a、卷取换小纸卷时

间t小、放卷换大纸卷时间t大是由设备供应商提供的，一

般会列入双方合同中的性能担保项目内。设备供应商提

供的参数单位往往不是标准单位，计算时需要换算成标

准单位。复卷机最大速度Vmax、卷取换小纸卷时间t小、

每批小纸卷的长度是影响复卷机车速产能最重要的三

个参数。

每个大纸卷线长L大、每批小纸卷线长L小以及每个

大纸卷可以复卷成小纸卷批次n，则是由生产部门根据

允许大纸卷最大直径、小纸卷最大直径、厚度、下游工

段或客户的要求定的。

以Voith Vari-plus单底辊双列复卷机为例，利用

公式（1）计算不同小纸卷线长、每个大纸卷复卷不同批

次下的复卷机设计产能，如表1。从表1可看出，在复卷

机设计参数不变下，小纸卷线长、每个大纸卷复卷成小

纸卷批次对于复卷产能影响很大。

Voith Vari-plus单底辊双列复卷机设计参数如

下：

设计最大车速Vmax=2500 m/min=41.67 m/s

换小纸卷时间t小=2 min=120 s

换大纸卷时间t大=5 min=300 s

升、降速加速度值=20 (m/min)/s=0.33 m/s2

1.2 复卷机设计产能选择

由公式（1）计算出来的是复卷机理论上最大的车

速产能，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停机更换圆刀、更

改复卷方案、更换夹头、停机清洁纸粉，需要有额外的

必要停机时间。所以在进行复卷机设计产能选型时需

要把这些停机时间考虑进去。根据生产经验，把一天内

需要更换圆刀、更改复卷方案、更换夹头、停机清洁纸

粉所需的停机时间分摊到一个大纸卷平均所需要的停

机损失时间，在公式（1）分母中加入。

停机更换圆刀、更改复卷方案、更换夹头、停机清

洁纸粉等损失时间分摊到一个大纸卷平均所需要的停

机损失时间t损

复卷机的实际车速产能V实

V实=n L小/{t大+n [t 小+2V ma x/a+（L小-V ma x
2/a）/

Vmax]+t损}                                 (2)

在实际复卷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问题复卷运转

车速开不到设计的最大值、纸卷换卷时间大于设计值、

断纸、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复卷产能，在复卷机车速产

能参数选型时需考虑进去。一般情况下，一台高速纸机

或涂布纸配有两台高速复卷机。造纸企业在选择复卷

机型号时要充分考虑到复卷小纸卷线长订单接单范围，

选择合适的复卷机型号。如选择的复卷机设计产能不

足，则要限制小纸卷卷筒接单范围或减少小直径卷筒订

单接单量；如选择的复卷机设计产能过大，则增加投资

费用。

2  复卷机效率提升

影响复卷机产能、效率的因素有多方面，除了设

备本身的设计参数（最高车速、换小卷时间、换大卷时

间）外，还有实际复卷运行速度、断纸次数、实际换卷时

间、更换切刀夹头时间、复卷方案更改时间、停机清洁

时间、设备保养维护或故障停机时间等因素。

本文以Voith Var i-plus单底辊双列复卷机为对

象，从提升复卷机运行速度、缩短换卷时间两方面研究

提升复卷机产能效率。

2.1 Voith Vari-plus复卷机介绍（图1）

图1  Voith Vari-plus复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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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计参数：

工作车速  max2500 m/min

卷取工作站

标准工作站 m a x l o a d 3t, w i d t h m i n 

420 mm

大负载工作站 m a x l o a d 6t, w i d t h m i n 

610 mm

加速度/减速度 20 (m/min)/s

放卷大纸卷换卷时间 300 s

卷取小纸卷换卷时间 120 s

卷取工作站和切刀重新设定时间 max300 s 

Voith Var i-plu s复卷机采用单底辊双列，通过

分开卷取产生高质量纸卷。在单底辊两侧水平位置上每

个小纸卷单独进行卷取。纸卷重量的增加不会影响卷

取纸卷的硬度。卷取纸卷上硬度分布曲线是由纸卷与

卷取缸之间的线压决定的。采用这种复卷方式，各纸种

（如涂布纸或其它特殊纸种）可复卷成大的、高质量小

纸卷。由于每个纸卷是单独卷取的，这样就不存在连体

问题，并可产生一个运转性极佳的纸卷，以利下游工段

加工。

2.2 复卷机运行速度

最高工作车速是复卷机重要的设计参数之一，是

合同中性能担保的项目之一，刚装机开机后复卷机的运

行 速 度 一 般 都

可以达到设计的

最高工作车速。

随着开机时间变

长，复卷工作站

设备的磨损或设

备保养维护工作

不到位，导致在

高车速下工作站

小 纸 卷 抖 动 严

重、纸卷端面不

齐（图2）。为了

确保小纸卷端面

整齐、外观合格，图2  小纸卷端面不齐

复卷机开机人员只能降低复卷车速，从而影响到复卷机

产能。   

小纸卷端面不齐的影响因素及处理对策：

（1）原因：工作站刹车减震装置功能失效，气管破

损或接头漏气、减震气缸密封泄漏、刹车片磨损。

对策：更换破损的气管、泄漏的气缸、磨损的刹车

片。

（2）原因：工作站加压气缸压力不足，气管破损或

接头漏气，气缸泄漏。

对策：更换破损的气管、泄漏的气缸。

（3）原因：工作站气缸定位销或气缸轴头松动。

对策：定位销、轴头紧固或更换。

（4）原因：工作站夹头轴晃动。

对策：更换夹头轴。

（5）原因：工作站气缸牛眼轴承损坏。

对策：更换气缸牛眼轴承。

（6）原因：工作站移动轨道线性轴承损坏。

对策：更换线性轴承。

（7）原因：纸芯管内壁损坏或强度不足。

对策：使用质量合格的芯管。

（8）原因：夹头膨胀块或耐磨块损坏。

对策：使用质量合格的夹头。

（9）原因：复卷工作站卷取参数曲线选择错误。

对策：根据生产的纸种，选择正确的纸种曲线，

Va r i-p l u s复卷机曲线纸种有三种，分别是b a s i c、

matt、gloss。

（10）原因：放卷大纸卷的基重、厚度CD p r o f i l e

差，纸面平整性差。

对策：反馈纸机或涂布机调整基重、厚度C D 

profile。

相对于纸机和涂布机，复卷机工作站动作次数频

繁，每次换小纸卷，工作站均要完成一个循环的动作，

平时的定期维护保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每日安排2～

3 h的停机维护检修，设备的小异常状况可以得到及早

发现并处理，持续保持以最高设计速度运转。当发现小

纸卷端面不齐影响到运行速度及品质，需及时安排停

机查找原因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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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换卷时间

2.3.1 卷取换小纸卷时间

Voith Var i-plus复卷机设计有全自动的小纸卷

换卷功能（图3），复卷机从停止到换卷结束后开始自动

升速的的时间是120 s。整个换卷过程无需人员操作。

一般在调试开机后小纸卷全自动换卷功能都可以做到，

时间在120 s以内。随着设备运转磨损、维护保养不到

位，导致芯管无法自动夹入、工作站自动定位不准等问

题出现，需要人工干预操作，自动换卷功能逐步失效，

换卷时间长，严重影响到复卷机的产能。

Va r i-p l u s复卷机卷取自动换卷影响因素及处理

对策：

(1）原因：芯管输送停止位置不准，定位位置不

准。

对策：输送小车位置重新校正。

(2）原因：翻板变形，芯管滚出后位置偏移。

对策：对变形的翻板整形。

(3）原因：芯管滚动的两根导轨间距太大或高度不

一致，导致芯管滚出后掉落或位置偏移。

对策：调整工作站两根导轨间距和高度。

(4）原因：芯管气缸托架上升速度不一致，导致芯

管在上升过程中往一边移动。

对策：检查气缸、气管是否泄漏，气压是否足够；确

保气缸、气管不泄漏，压力足够；活塞杆表面油脂、积灰

清理；调整控制阀使两侧的气缸托架提升速度一致。

(5）原因：托架上升到位后，芯管在高度或前后位

置与夹头不一致，夹头无法夹入芯管。

对策：调整托架上升高度和前后位置。

(6）原因：工作站闭合后的定位不准，与设定值的

偏差大于允许的最大偏差值。

对策：确认芯管长度正确；夹头

安装到位；确认工作站移动齿轮及齿

条正常；工作站重新校正定位。

2.3.2 放卷换大纸卷时间

Vo i t h Va r i-p lu s复卷机放卷

部安装有纸尾接合器单元（b u t t-

s p l i c e r），整个大纸卷接头制作过程

在5min以内。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大纸卷接头制作

成功，大纸卷的纸头风筝制作要规范，大纸卷外层的纸

张不能跑偏，否则会出现接头不平、死纹、黏贴不好，导

致爬行时接头断开，或小纸卷打底死纹多，影响效率和

品质。

国内厂家也发明一些复卷机换卷接纸的装置和

方法。比如，复卷机半自动接纸设备及其换卷操作方法

（专利号：200810156085.7），换卷时间在4m i n，接头

质量好，操作方便，成功率高。

3  结语

复卷机是间断作业的单体设备。影响复卷机车速

产能的主要因素有车速、换卷时间、每批小纸卷线长

等。造纸企业在选择复卷机型号参数时应充分考虑不

同产品结构下的复卷产能，选择合适的复卷机设计参

数。分析复卷机运转车速以及换卷时间的影响因素及

处理对策，提升复卷机产能及效率。

参考文献

[1]Voith Vari-plus winder operation manual 2004.

[2]曹邦威.新纸张涂布与特种纸年鉴[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185-186.

[3]曹邦威.最新纸机抄造工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408-413.

[4]卢谦和,胡开堂,周庆乐,等.造纸原理与工程[M].北京：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07:338-339.

[5 ]解祥文,周恒生.复卷机半自动接纸设备及其换卷操作方法:中

国,200810156085.7[P].2009-02-18.

图3  复卷机自动换卷工作站动作步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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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在常规三段漂上提高桉木浆白度的生产实践，摸索

出适合树皮含量高的桉木刨片浆的蒸煮用碱量和碱化段的优化。

结果表明：要在常规三段漂（CE H）流程上生产出高白度，即白度

84%I S O以上的桉木浆，树皮含量高的桉木刨片的蒸煮用碱量需要

达到22%，同时在碱化段Ep添加0.25%硫酸镁和0.5%水玻璃（硅酸

钠），可以把碱化段的碱化白度提到70%I S O以上，不仅确保漂后浆

的白度，还可以降低40%双氧水的消耗量，降低生产成本。

关键词：桉木刨片；蒸煮用碱量；K值；碱化白度；优化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whiteness of eucalyptus pulp based on conventional 
three-stage bleaching. The alkali consumption and alkalization stage of 
sliced eucalyptus pulp with high bark content were optimized, and the 
appropriate process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ucalyptus 
pulp with high brightness (higher than 84% ISO) could be obtained when 
the alkali content of eucalyptus planks with high bark content reached 
22%, and the eucalyptus pulp was processed by traditional three-stage 
bleaching (CEH)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basic whiteness of the 
alkalized part increased to 70% ISO when 0.25% magnesium sulfate and 
0.5 sodium silicate (sodium silicate) were added during the EP. This not 
only ensures the brightness of the bleached pulp, but also reduces the 
consumption of 40% hydrogen peroxide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Key words: eucalyptus shavings; alkali content for cooking; K value; 
alkaline whiteness;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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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南方省份，如广西，以桉木为代表

的速生林发展迅速，主要原因是工业用和装修用的板材

需求量逐年增加，这就催生一个木材加工业。该行业主

要是对砍伐的成熟速生桉木材通过机械进行圆周式的

剥切，生产出一片片规格的薄板，晒干后再通过后序加

工，就变成了工业、建筑业和装修用的板材。在木材进行

剥切过程中，木材表面层因平整、曲径大小不一和夹杂

的树皮原因，因此产生大量的边角料，当地俗称“桉木刨

片”。由于近年来速生桉种植发展迅速，部分挤压了原来

种植甘蔗的山地，使得以蔗渣为原料的部分浆厂原料出

现短缺，而作为边角料的桉木刨片经过一定尺寸切断，就

变成了制浆生产的重要原料来源，很好地弥补了蔗渣原

料的短缺。但是在利用刨片生产桉木浆过程，存在着一

个极其不利的条件，就是刨片中树皮含量极高，平均约

10%，高的达到15%左右。对于制浆原料树皮含量最理想

的要求为0来讲，树皮含量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

树脂含量高、洗浆滤水差、物耗高、白度难提高等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难漂导致的白度难提高问题，因为目前

相当多的浆厂仍然是常规的三段漂，没有氧脱木素及更

先进的四段五段漂白流程来克服因树皮含量高带来的难

漂问题，结果是不仅物耗极高，成品浆白度基本在81%～

82%I SO，难以满足适合市场需要的84%～85%I SO以上

的白度。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桉木刨片，解决成品浆

白度低的难题，广西粤桂股份有限公司制浆厂在这方面

进行了生产性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以下引出与大家

进行一些探讨，供大家参考。

1  生产试验

2017年广西粤桂股份有限公司制浆厂进行了四次

桉木浆生产实践，分别如下：

第一次：2017年1月14日白班开始转装全桉木刨片，

到17日上夜班截止，生产桉木浆10个班。

第二次：2017年5月18日下夜班开始转装全桉木刨

片，到20日下夜班截止，生产桉木浆6个班。

第三次：2017年7月12日白班开始转装全桉木刨片，

24日白班截止，生产桉木浆36个班。

第四次：2017年9月21日上夜班开始转装全桉木刨

片，10月2日上夜班截止，生产桉木浆33个班。

1.1 生产流程（图1）

1.2 工艺参数

本次生产实践采用的蒸煮器：蒸球。

(1）蒸煮用碱

四次生产实践用碱量（100%NaOH）分别为每球

1250 kg、1275 kg、1550 kg、1550 kg。

(2）装锅量：约7000 kg/球（绝干）。

(3）液比：2.7～3.2。

(4）蒸煮曲线如表1。

(5）蒸煮质量要求：K值17～21 K，残碱3～7 g/L,

粗渣≤3%。

氯化段（C）：用氯量3.5%～5%，氯化时间45 m i n,

氯化白度48%～53%ISO。

碱化段（Ep）：用碱量1.5%～2.5%，加双氧水，碱

化时间1.5～2 h。

次氯酸盐段（H）：用氯量3%～5%，漂白时间2～

2.5 h,漂后白度≥84%ISO。

2  结果与分析

由于第一次生产实践与第二次采用的工艺和生产

基本相同，本文主要是针对第二、三、四次的结果进行

分析和研究。

2.1 蒸煮用碱

2.1.1 蒸煮用碱对K值（卡伯值）的影响

在第二次生产实践中，桉木刨片平均装锅量为

7.08 t/球，蒸煮用碱1275 k g/球，用碱量为18%；第

三次生产实践中平均装锅量为6.96 t/球，蒸煮用碱

1550 k g/球，用碱量为22%。结果在生产实践中，蒸煮

质量的残碱和粗渣率检测数值基本都在控制范围内，

但对于K值就明显产生差异。 

表1  蒸煮曲线

时间/min

压力/MPa

40

0.40

升温空转

20

 0

5

0.2

小放汽

50

0.70

升温 保温

120

0.70

喷放

15

0

图1  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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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生产实践中，我们共检测了221个K值，第

三次共检测了296个K值，K值比例分布对比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刨片蒸煮用碱从1275 k g提高到

1550 k g后，K值低于19的由4.1%提高到了45.9%；而K

值大于22的，从62%大幅度降到11.15%。说明用碱量的

增加，对桉木刨片浆的K值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能够

大幅度地降低K值，意味着用碱量的增加，能够大幅度

降低未漂浆的木素含量。

在生产纯桉木浆之前，我们也曾煮过部分的刨片，

煮成浆后以20%～30%的比例配在蔗渣浆里，混合后洗浆

和漂白。但是单纯生产桉木浆还没有经历过。因此第一、

二次纯桉木浆生产时，我们仍然延用之前的蒸煮工艺，即

18%的蒸煮用碱量，主要是认为桉木刨片很薄，厚度仅为

正常蒸煮标准木片的五分之一，蒸煮液接触面积大，容易

蒸煮成浆。但是生产实践显示，对于树皮含量比较高的桉

木刨片，用碱量降低，虽然能解决了成浆问题，但是煮后

浆K值大部分超过22，木素含量高，蒸煮脱木素不理想。

这说明桉木刨片的蒸煮采用低用碱量是不可取的。

2.1.2 蒸煮用碱对白度的影响

我们对第二次生产实践和第三次的氯化白度进行

了统计，氯化白度比例分布结果对比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蒸煮用碱量为18%的时候，氯化

白度超过50%I S O的没有，而用碱量提高到22%时，低

于50%I S O的仅为13.8%，而在50%～55%I S O和高于

55%I S O的各占近50%，显示出刨片蒸煮用碱量提高到

一定程度后，表现出易漂性，这跟之前K值分布反映出

的差异是一致的。

两种不同蒸煮用碱导致的结果是：第二次生产

实践，氯化浆白度在27.8%～47.8%I S O范围，平均

36.9%I S O；第三次生产实践，氯化浆白度在44.7%～

61.6%ISO范围，平均54.0%ISO。

第二次共生产6个班的纯桉木浆，氯化通氯量每分钟

平均11 kg，高的时候通到14 kg，但是氯化白度6个班中竟

有三个班都没有达到40%ISO，氯化后的白度几乎与本色浆

的颜色一样，最高的氯化白度仅有个把达到47%ISO。

第三次生产实践，用碱提到1550 k g后，氯化白度

很容易超过50%I S O以上，通氯量也仅是7～8 k g，就已

经满足生产了。相比第二次生产实践，第三次生产氯化

段用氯量降低幅度达到27%左右，这也说明，之前在蒸

煮段降低用碱量，反而造成氯化段大量的用氯，氯化白

度却达不到要求。

那么不同用碱量对漂后浆白度的影响如何呢？我

们对两者的漂后浆白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由于用碱量为18%，比较偏低时，

漂后浆白度没有一个超过83%I S O，并没有符合我们生

产的预定目标：≥84%I S O。而用碱量达到22%时，漂后

浆白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全部大于82%ISO，但是超

过84%ISO的也只有62.4%，漂后浆白度仍然有37.6%的

相当大的比例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

2.2 碱化段（Ep）的优化

经过三次纯桉木浆的生产实践，我们发现在碱

化段所用的双氧水消耗非常高，为了达到漂后浆达

到84%I S O，我们在碱化段的双氧水吨浆消耗达到

100k g，但是能够满足我们生产所需要的浆白度，在第

三次生产实践中也仅有62.4%。为此，我们进行了碱化

段的优化。考虑的目的主要是基于减少双氧水的分解和

过渡金属的去除，提高碱化段的白度。

于是我们在碱化段进行了改造，在加双氧水的同

时，加入0.25%硫酸镁和0.5%硅酸钠（40 B e）。硫酸镁

一方面能作为双氧水的保护剂，另一方面又能够作为去

除过渡金属离子的最佳选择；同样，硅酸钠能够缓冲漂

白时的pH值，减少过渡金属离子的不利影响，与硫酸

镁具有相似功能，两者共同作用，能够发挥最佳效用。

表3　两次试验中白度分布

氯化白度／%ISO

第二次/%

第三次/%

50≤白度≤55

0

44.0

白度＜50

100

13.8

白度＞55

0

42.2

表2　两次试验中K值分布

卡伯值

第二次/%

第三次/%

19≤K≤22

33.9

42.9

K＜19

4.1

45.95

K＞22

62.0

11.15

表4　漂后浆白度分布

漂后浆白度/%ISO

第二次/%

第三次/%

83.0～83.99

0

32

84.0～84.99

0

50.4

＜82

69.2

0

82.0～82.99

30.8

5.6

＞85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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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采用优化后的碱化段，我们对碱化段的白

度、漂后浆白度与第三次进行了统计与对比，检测白度

比例分布结果对比如表5和表6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三次生产实践中，碱化段白度有

54.9%的白度低于70%I SO，结果漂后浆白度只有61.4%

大于84%ISO；而经过对碱化段进行优化后，碱化段白度

超过70%I S O的达到95.2%，结果漂后浆超过满足要求

的84%I SO以上的，从之前的61.4%提高到84.6%，其中

大于85%I S O的也有53.8%。第四次生产实践获得了比

较理想的结果，说明要想提高桉木刨片漂后浆白度超过

84%ISO，碱化段的白度必需达到70%ISO以上才有可能；

与此同时，对碱化段添加少量的硫酸镁和水玻璃（硅酸

钠），可以迅速地提高碱化段的白度达到70%ISO以上。

2.3 对比分析

对于草类浆来说，一般蒸煮用碱量（100%NaOH）

为15%左右已经足够了，而对于像桉木刨片的阔叶木

浆，由于蒸煮的木片非常薄，用碱量为18%时，已经

能够煮成浆。但是要在常规三段漂上生产出高白度

（≥84%I SO）的漂后浆，由于树皮含量高的影响，煮后

木素含量偏高，反而造成后序化学药品的大量消耗，结

果难以成功。在蒸煮段用碱量达到22%后，如果在碱化

段仅是最大量地使用双氧水进行碱加强处理，而没有

进行相应的优化，由于双氧水的分解受碱化段pH值和

过渡金属的影响，双氧水并没有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结果也不尽理想。而我们对碱化段在加双氧水的同时，

在其它相同条件下，添加0.25%硫酸镁和0.5%硅酸钠

（40 B e）对碱化段进行优化，就能把双氧水的消耗从

吨浆消耗100 k g减少到60 k g，效果非常明显，同时能

表5  优化Ep段白度分布

Ep段白度/%ISO

第三次/%

第四次/%

70≤白度≤75

41.9

57.1

白度＜70

54.9

4.8

＞75

3.2

38.1

表6  优化Ep段漂后浆白度分布

漂后浆白度/%ISO

第三次/%

第四次/%

83.0～83.99

32

15.4

84.0～84.99

50.4

30.8

＜82

0

0

82.0～82.99

5.6

0

＞85

12

53.8

大幅度提高碱化白度至70%I S O以上，确保漂后浆的白

度。经测算，对比碱化段和优化后的碱化段，后者吨浆

成本可降低33元左右。

3  结论

3 .1 桉木刨片相比常规的蒸煮木片，厚度比较薄，用比

较低的蒸煮用碱量18%，也可以煮成浆。但是在常规三

段漂（CEH）流程上生产出高白度（≥84%ISO）的桉木

浆，蒸煮用碱量需要达到22%才比较合适。

3 . 2 在常规三段漂（C E H）流程上生产出高白度

（≥84%ISO）的桉木浆，碱化段的碱化浆白度必须控制

到70%ISO以上，才能确保漂后浆的白度。

3 . 3 在常规三段漂（C E H）流程上生产出高白度

（≥84%I SO）的桉木浆，如果对碱化段进行优化，添加

0.25%硫酸镁和0.5%硅酸钠（40 Be），不单可以大幅度

地降低双氧水的消耗量，降低生产成本，还能迅速地提

高碱化白度至70%IS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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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still no goo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method for solid waste green mud in pulp and paper mills, and it 
is generally landfilled and incinerated.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pulping process, raw materials,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alkali furnace, the suspended solids of green liquor vary greatly 
among plants, so the amount of green mud produced varies several 
times or even dozens of times.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green mud produced in domestic chemi-mechanical 
black liquor alkali recovery, methods to green mud resource 
treatment  and  measures to green mud reduction.
Key words: chemi-mechanical pulp; alkali furnace; green liquid; 
solid suspension; green mud; reduction; resources utilization

化机浆碱回收绿泥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 黄再桂（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 535000）

Reduction and harmless treatment of the green mud in alkali recovery process 
during chemi-mechanical pulp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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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再桂 先生

高级工程师，钦州市第九批拔尖人才，现任广

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能源部处长级专员；从

事能源部生产运行管理及技术研发应用。

摘 要：制浆造纸厂固废绿泥，目前尚无很好的综

合利用方法，普遍都是填埋、焚烧。各厂因制浆工

艺、原料以及碱炉工况的差异，造成绿液固体悬浮

物差异很大，故绿泥产生量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本文简要分析了国内化机浆黑液碱回收绿泥产生的

原因、绿泥资源化处理方法及绿泥减量化的工艺措

施。

关键词：化机浆；碱炉；绿液；固体悬浮物；绿泥；

减量化；资源化 

我们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因为废水和废气污

染有国家标准制约，治理比较重视；而固体废物治理则

往往不甚重视，特别是固体废物治理基本上还没有纳入

环保评估的范围内。近十多年来，固废污染事件频发，因

此，国家对固体废物的处理要加以重视，规范固废管理，

重点在实施“全链条管控”，从物料入厂、出厂到安全填

埋或处理各个环节全程追踪。一是通过完善流程监控来

实现对固废物流向的全过程可追踪、可追溯；二是在建

立可追踪系统的基础上，完善全链条的管控责任。

化 学 木浆 的 绿 液固体悬浮 物 基 本 在 6 0 0～

2000 m g/L，笔者统计了国内三家单一化学机械浆碱

回收的绿液固体悬浮物含量在1500～8000 m g/L。造

成绿液固体悬浮物差异大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制浆工艺

和原料的差异（黑液热值）；二是碱炉工况（合理的配

风，炉衬、炉膛和碳床温度）；三是溜槽高度（溜槽口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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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底中心线）。而碱回收炉垫层的不当操作及稀白液固

体悬浮物高等影响甚小。如图1～图4。

绿泥主要成分如表1，其化学组分经常会随着一些

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包括工厂中物料循环的封闭程

度、制浆的原料和工艺等。

本文统计三厂的绿泥处理方法都是送动力锅炉混

煤掺烧。

1  化机浆碱回收系统参数对比（表2）

2  原因分析

三厂绿液固体悬浮物含量差异大，原因有：

(1）浓黑液热值：在600 ℃温度下灼烧测出来的浓

黑液有机物含量只有40%，而金桂和北海SE为52%和

53%。金隆浆的浓黑液热值只有11,119 k J/k g.d s，相

表1  绿泥组分占比[1]

组分

质量分数/%

Na2O

15.5

CaO

15.2

MgO

13.2

MnO

2.9

Fe2O3

1.5

Al2O3

0.1

SiO2

0.1

SO3

12.8

P2O5

0.2

C

19.3

对于金桂和北海SE要低很多。

(2）溜槽高度（距炉底中心线）：金桂为90 m m，

金隆和北海SE都是125 m m。溜槽高度决定熔融物在

炉膛底部的停留时间和反应时间，并可以保证碳床的

温度。近几年碱炉设计厂商都将溜槽设计高度提高至

200 m m，目的是为了保持碳床的温度，降低绿液固体

悬浮物含量，减少绿泥的产生。因化机浆碱炉无硫酸盐

且不添加芒硝，故垫层中只有氧化反应无还原反应，不

图1  三家国内化机浆碱炉

图2  常规绿泥处理流程

图3  绿泥混煤

图4  绿泥制作水泥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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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化机浆碱回收参数比较

车间

蒸发

碱炉

广西金桂浆纸

江苏华机恒脉+汶瑞

800+800

管式MEE

80～85

6.5～8.5

≤50

桉木+相思木

7.2

65～67

2980

52

60

碱煮(10%)+机械

华西能源

2010年9月

400

40

18/208.8

4.07(含吹灰蒸汽)

14

8

104

133

2.0～2.8

175

3

2.2/165

1.8/170

4.8/25

37∶45∶18

200

10

30

20G(0～6.5m炉衬)

4800

4800

28.8

23.04

664

17.36

2.51

86.93

否

2

90

绿液+蒸汽

19

压缩空气

item

设计厂商

设计蒸发量/(t.h-1)

蒸发形式

稀黑液温度/℃

稀黑液pH

稀黑液纤维含量/ppm

原料

蒸发比/(t水/t汽）

浓黑液浓度/%

浓黑液热值/(kcal.kg-1.DS)

浓黑液有机物/%

运行周期/day

清洗方式

设计厂商

投产时间

锅炉负载/(tds.d-1）

设计产汽量/(t.h-1）

蒸汽规格/(bar/℃）

产汽比/(t.m-3）

碱灰Cl-含量/%

碱灰K+含量/%

给水温度/℃

黑液喷燃温度/℃

黑液喷燃压力/bar

省煤器出口烟温/℃

燃烧风/层

一次风压力温度/(kPa.℃-1)

二次风压力温度/(kPa.℃-1)

三次风压力温度/(kPa.℃-1)

一二三次风量比例烟气

烟气NOx/(mg.Nm-3）

烟气SO2/(mg.Nm-3）

Dust/(mg.Nm-3）

炉膛下部材质

炉膛宽度/mm

炉膛纵深/mm

总高/m

炉膛截面积/m2

总容积/m3

单位截面积固形物处理量/(t.m-2.d-1)

截面积热负荷/(MW.m-2)

容积热负荷/(kW.m-3)

是否需要点油助燃

溜槽数量/个

溜槽高度/mm

溜槽消音方式

吹灰器数量/个

吹灰器墙箱气锁

金隆浆(江苏)

江苏华机

338

管式MEE

75～80

6.5～7

20

相思木

6.4

65～67

2660

40

30

稀白液或水煮+机械

武汉锅炉

2011年7月

125

11

18/210

2.23(不含吹灰蒸汽)

12

4

104

110

1.3

185

3

1.0/270～300

1.0/270～300

1.5/25

42∶38∶20

200

60

7

20G(0～6m炉衬)

3190

3190

24.2

10.18

246

12.28

1.58

65.45

否

1

125

绿液+蒸汽

15

无

北海STORAENSO

兰州节能

450

板式MVR

80

6.96

TSS305

桉木

—

65～67

3100

53

10～14

水煮（阻垢剂)

武汉锅炉

2016年6月

185

32

16/204

—

12

—

145

131

1.6

165

3

0.40/320

0.70/320

0.70/320

42∶58(2+3)

180

20

10

20G(0～5.5m炉衬)

3910

3910

26.54

15.29

406

12.1

1.82

68.4

否

1

125

绿液+蒸汽

19

二次风

备注

灼烧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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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国内化机浆碱回收参数比较

注：1 bar=0.1 MPa, 1 kcal=4.18 J，将表中换算成MPa和J。

车间

碱炉

广西金桂浆纸

汽包（14）

4800

3200

720～800

113

6.5

14 mm旋片

17 mm喷嘴

9∶9∶9∶9

左∶右 5∶4

前∶后 3∶2

item

吹灰蒸汽压力/bar

RB绿液TSS/(mg.L-1）

配风比/(m3.TDS-1)

炉膛温度/℃

RB运行负荷/%

喷枪高度/m

黑液喷枪旋片和喷嘴尺寸

一次风嘴数量/个

二次风嘴数量/个

三次风嘴数量/个

金隆浆(江苏)

汽包（13）

7600

4000

530

100

8

11 mm旋片

8 mm喷嘴

6∶6∶4∶4（改7∶6∶7∶7）

前∶后 4∶3改:前后各增加2个高二次风

前∶后 1∶2

北海STORAENSO

汽包（10）

1700

3400

680～760

80

7

9～11 mm旋片

12～14 mm喷嘴

8∶8∶8∶8

前∶后 4∶3

前∶后 2∶1

备注

会形成小山丘，整个垫层基本是平的。

(3）燃烧工况：金隆浆的配风偏大，根据化机浆黑液

元素分析（C、H、O、N、S）计算，合理的配风应在3000～

3500 m3/t d s，而金隆浆的配风比达到4000 m3/t d s，配

风大带走热量多，造成炉膛温度偏低，金隆浆炉膛平均

温度只有530 ℃。

(4）炉衬：2020年5月金隆浆修复炉衬后，绿液固体

悬浮物含量降低明显。

3  绿泥的处理

3.1 焚烧

金隆浆的绿泥和白泥混合过滤，干度达到65%以

上，呈粉状。金桂与北海SE是单独过滤，干度只有45%

以上，呈黏糊状，须与煤充分混合后才能焚烧，否则易

造成输煤系统堵料。

3.2 填埋

大部分制浆造纸厂都是填埋处理，在固定的区域挖

坑，铺上防渗透膜，结束后还要在上部覆盖防渗透膜。

3.3 水泥添加物

海南金海浆厂委托水泥厂处理，绿泥经水洗烘干

后按一定的比例添加到水泥中[2]。

3.4 制作水泥砖

广西金桂2015年使用绿泥制作水泥砖，但因无法彻

底解决绿泥可溶性盐造成的泛霜问题，只能内部消耗。

4  结论

综上所述，绿泥减量化可采取以下措施：

4 .1 提高浓黑液浓度：因化机浆黑液细小纤维含量高

（固体悬浮物：300～2000 m g/k g），浓黑液浓度受

限于此，超过70%浓度无法雾化。降低细小纤维含量

（如增加多级污水压力筛或利用浅层气浮去除细小纤

维等），减少蒸发效罐纤维挂壁堵塞情况，减少停机时

间，提高浓黑液浓度，提高碱炉热效率，提高产汽比，这

是未来化机浆发展的方向。

4 . 2 提高溜槽高度：提高溜槽高度至200 mm，保证停

留时间和碳床的温度。

4.3 合理的配风，控制炉温：金隆浆应根据理论计算，

并借鉴其他化机浆厂的经验，降低配风比，控制炉温在

700～850 ℃的范围。

4 . 4 炉衬的修复：从金隆的案例可知道，修复炉衬后

绿液固体悬浮物含量降低明显。炉衬寿命一般在三年

时间左右，应及时修复，保证碳床温度。

    金桂未来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改进，降低绿液固体悬

浮物，降低绿泥量：一是提高溜槽高度；二是尽快修复

炉衬（开机至今尚未修复过，炉衬已全部脱落）；金隆

改进方向：一是不影响燃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浓黑液

浓度（浓黑液65%～67%浓度流动性仍很好）；二是降低

配风比并重新分配一二次风的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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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损纸碎浆机的加宽浆池结构

申请公布号：CN 111576066 A

发明人：刘建坡　刘建涛　赵永超

申请人：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在造纸过程中，在纸机部分会产生大量的损

纸，即未成型或有缺陷的纸张。这些损纸不含杂

质，经过碎解处理后即可再次使用。损纸的碎解往

往采用在纸机下设置损纸碎浆机的方式，由于场

地所限，损纸碎浆机大部分采用卧式结构，即碎浆

机转子与水平面互相垂直。

这种损纸碎浆机需要在纸机下设置浆池进行

碎浆，传统的损纸浆池为扁平的立方体结构，便于

制作。这种浆池高度低，宽度与纸机的幅宽接近，

在碎浆机转子工作时，不能很好地利用浆流中层流

与湍流的互相作用，只能依靠转子的碎解作用。因

此这类传统浆池需要配备很大的转子和动力才能

满足生产需要，否则就需要浪费很长的时间进行

损纸的碎解。

尤其是现代纸机的幅宽越来越宽，需要的浆

池也越来越宽，有时候甚至需要两台损纸碎浆机

共同作业才能满足需要。这种情况下，浆池的设计

就更加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CN105755882B的发明公开一种造纸机损纸

处理池，包括损纸池、碎浆机、清水注入管和流浆

管路。其特征在于：损纸池的底部侧壁开有底部

出口，碎浆机至少有一台，流浆管路包括进浆管、

抽浆管、回流管和出浆管，进浆管的起始端与损纸

池的底部出口相通，进浆管与抽浆管之间安装了

浆泵，抽浆管、回流管与出浆管通过三通管接头连

接在一起，回流管和出浆管上均安装有流体控制

阀，回流管的输出端与损纸池内的底部出口边缘

相距10～100 cm。本发明加装回流管工艺，能有效

防止抽浆泵在抽浆过程中发生损纸堵塞进浆管的

问题，从而减少了水耗和电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

命。

CN206858935U的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漏斗

式湿损池。损纸槽的纵截面呈锥形，损纸槽的广口

端呈矩形，窄口端呈圆形，损纸槽的窄口端朝下安

装于承重台架上，窄口端下连接碎浆部。碎浆部包

括直径与窄口端直径相适配的圆筒，圆筒内安装搅

拌器，搅拌器的搅拌轴竖向设置，且叶轮朝上，叶

轮下通过轴承同轴安装扇叶式的底刀，底刀的叶片

与圆筒固定连接，搅拌轴的下端固定连接皮带轮，

皮带轮通过电机驱动。有益效果：用在湿部的损纸

池，也就是伏辊损纸池和压榨损纸池，其优点是只

需要一台搅拌器，占地面积小节约空间、节能、节

约投资。

但是上述技术方案仍是利用碎浆机转子的碎

解作用进行工作，没有很好地利用浆流中层流与湍

流的互相作用，损纸的碎解效率低，时间长，能耗

专利技术

图1  用于损纸碎浆机的加宽浆池结构

1—投料溜板  2—前侧壁  3—前侧壁的半径  4—池底  5—夹角b  
6—转子a  7—出浆口  8—后侧壁  9—回流圆弧的半径  10—回流
圆弧  12—距离b  13—夹角a  14—夹角c  20—距离a  23—导流锥  

24—转子b  25—尖角  35—浆池中心线  36—浆池左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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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供一种用于损

纸碎浆机的加宽浆池结构。

如图1至图3所示，该种用于损纸碎浆机的加宽

浆池结构的浆池内设有转子，浆池由前侧壁、后侧

壁、左右侧壁及池底围合而成的上部敞口结构。

如图1所示的俯视图，在浆池后侧壁的中心

位置，设置有一个导流锥，导流锥上至回流圆弧，

下至池底。在其头部是一个尖角，其角度范围在

100°～130°之间。

在浆池中心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两个

转子，其中转子a呈顺时针转向（自前侧壁方向望

去），转子b呈逆时针转向（自前侧壁方向望去）。

在两个转子的后面均设置有出浆口。

如图1所示，显示的为沿着浆池A-A方向显示

的浆池截面；其结构主要包括：投料溜板，与竖直

方向呈一定夹角a，其范围一般不超过45°。

前侧壁，该段呈圆弧状结构，其顶部与投料溜

板相连，其底部与池底相连。前侧壁以其对应圆心

所在的水平面为界，分为上半弧和下半弧，上半弧

对应圆心角的角度范围在30°～40°之间。

池底由后侧壁向前侧壁向下导向倾斜，其与水

平面呈一定夹角b，夹角b一般设置为10°即可。该

处夹角不宜过大，否则会导致前侧壁处的浆流速

度过大，产生飞溅。

浆池的另外一侧是后侧壁，出浆口和损纸碎

浆机的转子a都位于该处。浆池以中心线为界分为

左右对称的两个分浆池，转子a在宽度方向上位于

对应分浆池后侧壁的中间位置处。在高度方向上

则位于前侧壁的圆心下方一定距离a，这个距离一

般保持在前侧壁的半径的三分之一为最佳。距离的

尺寸过高的话，会导致转子a向下拨动的浆流无法

贴紧前侧壁进行流动；过低的话，又会导致向上拨

动的浆流不能快速通过回流圆弧。

在侧壁的顶部，与其相切连接的是回流圆弧。

回流圆弧并非一个180°圆弧，其末端继续延伸出

去一段，形成一个与水平面的夹角c，夹角c的角度

在10°～20°之间，使回流圆弧整体对应圆心角的

角度范围在190°～200°。回流圆弧的半径约为前

侧壁的半径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同时，回

流圆弧的圆心高于投料溜板与前侧壁之间的交点

一定距离b，距离与回流圆弧的半径基本相等。

如图2所示，显示的是经过流体力学软件分析

后的浆流示意图，此时的转子a为顺时针旋转（位

于前侧壁方向观察）。当转子a拨动浆料时，浆流沿

着池底流向前侧壁，此时的浆流速度逐渐变慢；当

到达前侧壁的最高点时，此时浆流出现分层，外侧

流速快的浆流继续沿前侧壁的切线向前运动，内

图2  剖视方向的浆池内的浆流示意图

6—转子a  14—夹角c  15—内侧浆流  16—外侧浆流  17—浆流a  
18—浆流c  19—浆料  21—浆流b  22—回流浆流

图3  俯视方向的浆池内的涡流示意图

6—转子a  8—后侧壁  23—导流锥  24—转子b  26—顺时针转向  
27—逆时针转向  28—浆流f  29—浆流d  30—涡流通道a  31—浆

流e  32—涡流通道b  33—浆流g  34—涡流通道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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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流速慢的浆流则在转子a的抽吸作用下，向转子

a位置运动。

流速较慢的浆流在被转子a抽吸的运动过程

中，其外侧的浆料，受到转子a向上推举的影响，被

推挤到侧壁上向回流圆弧运动；其内侧的浆料则

继续被转子a抽吸，其中一部分合格的纤维和水形

成浆流b被转子抽送通过出浆口排放出去，而另外

一部分浆料则与转子a接触后，被其击打继续汇入

浆流进行循环。

另外一方面，转子a的转动将一部分浆流a沿

着侧壁向上推举，沿着回流圆弧形成回流浆流。回

流浆流在向下运动的过程中，会接连与高速浆流

和浆流c交汇，形成涡流通道，并在交汇过程中发

生强烈的相互作用，浆料中的碎纸片、纸纤维等碰

撞、摩擦，大大加快了损纸的碎解过程。

如图3所示，显示的是在俯视情况下，浆池内

的浆流示意图。在浆池的左侧，转子a沿着顺时针

方向转动，浆料会被转子a推向浆池中心的导流锥

位置。当浆流碰到导流锥时，会被其侧壁偏引。与

此同时，在浆池的右侧，转子b沿着逆时针方向转

动，该处的浆料同样也被转子b推向导流锥形成浆

流d。当二者在导流锥的尖端处相遇后，形成涡流

通道a，并向前侧壁处移动，直至碰到前侧壁后被

各自的转子抽吸，向两侧偏引。

此时，以左侧转子为例，转子a推向浆池左侧

壁的浆流e，经过浆池的一系列引导，同样被转子

a抽吸至转子中心位置，并与浆流f相遇，形成涡流

通道b，并一同被抽吸至转子a处再次碎解。同样

的，在右侧浆流d与浆流g纸浆也形成一个涡流通

道c。

根据伯努利效应可知，涡流通道处会受到两

侧浆料的压力作用，其中的碎纸片、纸纤维之间的

互相作用会更加剧烈。

导流锥设有一个，导流锥的两侧对称布置有

两个转子，形成宽度方向上转子—导流锥—转子

的布置方案。其也可以采用浆池中导流锥设为两

个或两个以上，转子在导流锥的两侧对称布置，形

成宽度方向上转子—导流锥—转子—导流锥—转

子……的布置方案。

综上可知，在浆池作用下，其中的浆料在竖直

方向和水平方向均能产生较为强力的涡流，同时能

够破坏稳定的层流，避免浆料出现相对静止的状

态。并且涡流通道能够大大增强纤维、损纸之间的

摩擦作用，使浆料在短时间内多次与转子发生接

触。

有益效果：摒弃了传统浆池的立方体结构，在

浆池的竖直截面方向上采用了“双回流通道”结构

设计；在宽度方向上对称布置两个转子，分别形成

两组对称的双涡流。其充分考虑损纸碎浆机浆池

的特殊需求，尽可能地降低转子直径和动力消耗，

同时兼顾碎解效率，以实现效能最大化的目的。

采用了“双回流通道”的结构设计，实现了浆

池结构的最优化设计。在竖直截面上加大了损纸

在浆池中互相作用的力度，另一方面提高其与转子

之间的接触频率；同时在水平截面上，两组对称的

双涡流形成了三个涡流通道，涡流通道间的纸张

互相作用力格外强劲，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损纸

的碎解。

造纸机机辊

申请公布号：CN 111576076 A

发明人：严一涛　沈金鹏

申请人：严一涛

现有的造纸机压榨装置中的压辊是由辊体及

设置于辊体两端与辊体同轴的辊轴组成，其辊体

的材质通常使用易于与纸剥离的材质，多数使用

大理石或钢制金属辊；大理石具有一定的缺点与

优点，其优点是大理石内部组织中具有许多微小

的空隙，有利于湿纸页的剥离，但是其缺点也很明

显，就是成本过高，而且非常容易破裂；金属辊相

对于大理石就比较好，其强度较高、使用寿命长、

脱水效率好。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一种造纸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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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的技术方案，如申请号为2016103664592的一项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造纸机压辊，包括辊体及设置

于辊体两端与辊体中心同轴的辊轴组成。辊体外

表面设置有与辊体同心的半圆弧凸起，半圆弧凸

起具有20～40 mm的厚度，半圆弧凸起连接安装

有碾压板，半圆弧凸起与碾压板相接的边沿均从

十二点方向逆时针旋转15°～30°，且半圆弧凸起

与碾压板的另一边同样从十二点方向逆时针旋转

15°～30°，半圆弧凸起的长度与碾压板的长度相

加等于辊体周长，碾压板的厚度与半圆弧凸起的

厚度相同，碾压板上设置上与大理石表面相仿的

微隙，碾压板为质轻、硬度高、弹性好的塑胶型材

质，辊体与半圆弧凸起为同心同体的设计，且其材

质为硬度较高的钢铁材质，碾压板上设有防黏接

的微隙，使挤压效率更快。但现有技术中毛毯上的

纸浆宽度较宽时，驱动辊挤压纸浆挤出的水分不

能及时排出，进而影响纸浆的脱水效率，同时纸浆

脱水之后容易黏附在驱动辊上，影响纸浆的脱水

质量与纸浆的完整性。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造纸机

机辊。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机机辊的驱动辊的转轴

两端设有支架，转轴与支架转动连接，转轴通过

减速电机驱动，减速电机通过控制器连接电源；支

架下方与驱动辊对应位置设有副辊，驱动辊与副

辊之间配合对纸浆进行脱水；驱动辊外周圆周均

布一组人字形的排水槽，排水槽尖部朝向驱动辊

旋转方向，增加纸浆的排水效率。工作时，将毛毯

连同纸浆送入驱动辊与副辊之间，之后通过控制

器控制减速电机工作，减速电机带动驱动辊逆时

针转动，进而配合副辊对纸浆进行

挤压，使得纸浆中的水分被挤出，从

而完成对纸浆的脱水工作。当毛毯

上的纸浆宽度较宽时，驱动辊挤压纸

浆挤出的水分不能及时排出，进而影

响纸浆的脱水效率，同时纸浆脱水

之后容易黏附在驱动辊上，影响纸浆

的脱水质量，此时通过驱动辊外周圆

周均布一组人字形的排水槽，排水槽

尖部朝向驱动辊旋转方向，使得驱动

辊挤压纸浆产生的水分沿排水槽快

速向驱动辊两端排出，进而进一步增

加纸浆的排水效率，增加纸浆的脱

水效率；当纸浆通过驱动辊的挤压脱

水之后，通过人字形的排水槽增加驱

动辊与纸浆之间的进气速度，进而增

加纸浆与驱动辊的分离效率，减少黏

连，增加纸浆的脱水效率。

驱动辊外周开设有一组环形槽，

环形槽内套设有滤布；驱动辊内部设

有空腔，环形槽内圆周均布一组与空

腔连通的排水孔；转轴内开设的连图1  造纸机机辊的结构

1—驱动辊  2—转轴  3—真空泵  4—吸水漏斗  5—支架  6—排水槽  7—环形槽  8—滤布  
9—空腔  10—排水孔  11—连通孔  12—排水管  13—排气漏斗  14—张紧辊  15—弹性片  

16—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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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与驱动辊内部连通；连通孔内设有排水管，排

水管一端连通水池，另一端与空腔底部连通；排水

管上固连有真空泵，空腔内靠近纸浆进给方向的

一侧设有吸水漏斗，吸水漏斗通过管道与真空泵

的抽气口连通，吸水漏斗用于将排水孔处的纸浆

内水分吸入空腔中；排水管位于驱动辊外部的一

端出口高度低于驱动辊内部的出口高度；通过真空

泵配合吸水漏斗，对排水孔附近的水分进行抽吸，

进一步增加了纸浆表面挤出水分的排出效率，减

少水分堆积在纸浆表面，增加纸浆的排水效率，同

时配合环形槽内的滤布过滤，避免纸浆被吸进排

水孔中，保证纸浆的完整性，减少排水孔的堵塞。

当吸水漏斗将水分吸入空腔之后，由于排水管位

于驱动辊外部的一端出口高度低于驱动辊内部的

出口高度，使得空腔中的水分经排水管的虹吸效应

快速排出，进一步增加纸浆的脱水效率。

空腔内远离纸浆进给方向的一侧与吸水漏斗

对称位置设有排气漏斗，排气漏斗通过管道与真

空泵的排气孔连通，通过排气漏斗增加纸浆与驱

动辊的分离效率。由于空腔内远离纸浆进给方向

的一侧与吸水漏斗对称位置设有排气漏斗，使得

真空泵排出的废气经排气漏斗喷出，进而从驱动

辊远离纸浆进给方向一侧的排水孔喷出，快速对

纸浆与驱动辊之间的间隙进行吹气，进一步减少

纸浆与驱动辊之间的黏连，增加纸浆与驱动辊的

分离效率，增加纸浆的脱水生产效率，保证纸浆脱

水之后的完整性。

滤布直径大于环形槽直径，且支架斜上方转

动连接有张紧辊，张紧辊位于驱动辊远离纸浆进

给方向的一侧，滤布套设在张紧辊与环形槽之间；

通过张紧辊进一步增加纸浆与驱动辊的分离效

率。由于滤布直径大于环形槽直径，且支架斜上方

转动连接有张紧辊，使得滤布转过驱动辊与副辊

的位置之后，通过张紧辊的张紧使得滤布与环形

槽分离，进而通过滤布进一步加快纸浆与驱动辊

之间的分离效率，减少黏连造成的纸浆部分缺失，

保证纸浆脱水之后的完整性。

张紧辊与滤布对应位置圆周均布一组弹性片，

弹性片伸直后刮擦环形槽；通过弹性片保证滤布

的张紧力，减少打滑；通过弹性片的弹力，增加张

紧辊对滤布的张紧力，防止滤布打滑对纸浆的揉

搓，进而使得湿润的纸浆表面打毛，降低纸浆的

表面质量；同时弹性片伸直之后对环形槽进行刮

擦，进而增加环形槽的清洁度，减少纸浆碎屑对排

水孔的堵塞，保证排水孔的正常运行，同时保证环

形槽的深度，减少环形槽堆积过多纸浆杂质之后

深度变小，进而引发的滤布移位，减少滤布移位引

起的纸浆表面多余压痕和排水孔的堵塞，进一步

提高纸浆的脱水效率。

环形槽底部圆周均布一组磁块，通过磁块吸

引弹性片，进一步增加环形槽的清理效果；通过磁

块吸引弹性片，增加弹性片对环形槽的刮擦长度

和刮擦时间，进一步增加对环形槽的清理效率，保

证环形槽对滤布的良好限位，增加排水孔的排水

效率，进而进一步提高纸浆的脱水效率。

压区在上方的靴辊

申请公布号：CN 111576077 A

发明人：姜博恩　刘铸红　祝红军　李长国　盛

海鹏　赵建峰　李荣君　张卫军　原小新　郭卫民　

王磊磊

申请人：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的靴式压榨布置形式不管是直通式压

榨，还是复合式压榨，一般压区都在靴辊的下方

（如图1所示），也就是靴辊布置在配对辊（也叫背

辊）上方。这样布置最大的优点是：靴板被润滑油

包围，冷却效果较好，另外回油的收集比较方便，

但是这种结构的靴辊不适合用在正压处。在正压

结构中，配对辊需要布置在纸页的上方，靴辊需要

布置在下方。在常规的纸机中，如果压榨部需要加

正压，一般都是用普通的辊式压榨，而普通的辊

式压榨比靴式压榨的压榨效率低很多。

提供一种特殊结构的压区在上方的靴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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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正压处，其压区在靴辊上方，压榨效率高。

如图2所示，该种压区在上方的靴辊包括靴

辊梁、套接在靴辊梁外面的靴套以及连接在靴套

两端的靴套夹持装置，还包括安装在靴辊梁顶部

的靴板、驱动靴板的加载液压缸、安装在靴辊梁

侧面的接油盒、沿纸页行进方向安装在靴辊梁上

的位于靴板前面的喷油管以及位于靴板后面的刮

刀。接油盒连接有大回油管，接油盒和大回油管连

通，加载液压缸的输出轴竖直向上，并且加载液

压缸的输出轴和靴板固定连接，靴辊梁的中部安

装有用于提供液压油、润滑油、压缩空气、温度检

测和压力检测的管道装置，靴板的工作面设有油

池。

管道装置包括进油管、液压油管道、润滑油管

道、压缩空气管道和温湿度检测管道。进油管和

油池连通，高压油可以通过进油管进入油池，对靴

板和靴套进行润滑；液压油管道与加载液压缸连

通，向加载液压缸提供动力；润滑油管道与喷油管

连通，向靴板和靴套的夹区中喷润滑油。

靴辊梁的底部还安装有中部回油装置。

靴辊梁的两侧面均安装有接油盒，其中一个

接油盒安装在刮刀下部对应的靴辊梁侧面，另一

个接油盒安装在喷油管下部对应的靴辊梁侧面，

分别将刮刀刮下来的润滑油和喷油管喷出洒落的

润滑油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中间的大回油管将油

排出靴辊。

配对辊（也叫背辊）位于靴辊的上方。

加载液压缸、靴板、刮刀、喷油管、接油盒、大

回油管、中部回油装置和管道装置都安装在靴辊

梁上。靴套套在靴辊梁的外面，和靴套夹持装置形

成一个密闭空间，加载液压缸、靴板、刮刀、喷油

管、接油盒、大回油管、中部回油装置和管道装置

都包围在里面。

加载液压缸能够将靴板顶起，推向背辊，并对

靴板加压，使靴板工作面推动靴套。靴套与背辊辊

面之间产生巨大的线压力，从而对靴套和背辊之

间的纸页进行挤压脱水。

喷油管安装在靴板的前面，也就是靴套旋转

时进入压区的入口侧，以便于向靴板和靴套的夹区

中喷润滑油。

靴板工作面有油池，高压油可以通过进油管

进入油池，对靴板和靴套进行润滑。

刮刀安装在靴板的后面，也就是靴套旋转压

区的出口侧，以便于将靴套上带的润滑油刮下。

图2  压区在上方的靴辊结构

1—靴辊梁  2—加载液压缸  3—靴板  4—靴套  5—靴套夹持装
置  6—刮刀  7—喷油管  8—接油盒  9—大回油管  10—中部回
油装置  11—管道装置  12—纸页  13—配对辊（也叫背辊）  14—

进油管  15—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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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纸页  13—配对辊（也叫背辊）  16—靴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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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辊梁两侧面安装有接油盒，分别将刮刀刮

下来的润滑油和喷油管喷出洒落的润滑油收集起

来，然后通过中间的大回油管将油排出靴辊。

在靴辊梁的中间，靴辊梁的底部安装有中部

回油装置。回油装置由气缸、集油管、软管、小回

油管等组成。中部回油装置可以将接油盒没有收

集到的落到靴辊梁底部的润滑油收集起来，排到

靴辊外。

安装在靴辊梁中间的管道装置主要作用是提供

液压油、润滑油、压缩空气以及温度和压力检测。

压区在上方的靴辊，运行时加载液压缸进油，

对靴板加载，将靴板顶起，推向背辊，并对靴板加

压，使靴板工作面与背辊辊面之间产生巨大的线

压力，从而对靴套和背辊之间的纸页进行挤压脱

水。为了减小靴套和靴板之间的摩擦，靴板前面的

喷油管向靴板和靴套的夹区中喷润滑油。另外高

压油通过进油管进入靴板工作面的油池对靴套进

一步润滑。通过靴板后，靴套上附带的润滑油被刮

刀刮下，汇集到接油盒中，然后通过中间的大回油

管排出靴辊。接油盒没有收集到的落到靴辊梁底

部的润滑油，可以被中部回油装置收集然后排到

靴辊外。

方便维修的造纸用碎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1560783 A

发明人：梁权峰

申请人：南京林业大学

碎浆机能够将浆板、损纸、废纸等打碎成为纤

维状的浆体。现有大多数碎浆机由于其底部皮带

轮或转盘与轮叶和刀片之间采用螺栓等设备进行

硬性连接，其在检修和维护时并不能实现驱动硬

件设备与实现碎浆动作硬件设备之间的快速分离，

拆卸安装麻烦，极大地增加了检修时间，且当由于

该部位硬件设备为整体，尤其是对于立式碎浆机，

其检修时需整体拆卸给检修操作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

提供一种方便维修的造纸用碎浆机，解决了

碎浆机维修时拆卸及安装不方便的问题。

如图1～图4所示，该种方便维修的造纸用碎浆

机的罐体底部焊接有四个支撑腿，四个支撑腿以

罐体为圆心成环形阵列。罐体底部的圆心位置镶

嵌有定位盘，定位盘的顶端贯穿罐体的底部并延

伸至其内部，定位盘顶部的圆心位置活动套接有

传动机构，定位盘的底部活动套接有卡接机构，卡

接机构的底端焊接有锥面套，锥面套的底端焊接

图2  传动机构和卡接机构的剖视图

3—定位盘  4—传动机构  5—传动套  6—搅拌杆  7—转子刀  
8—插针槽  10—旋转件  15—旋转槽  16—定位插针  17—限位
板  18—挤压弹簧  21—锥面套  22—封板  23—轴承  24—传动

轴  25—皮带轮

图1  方便维修的造纸用碎浆机正视图

1—罐体  2—支撑腿  21—锥面套  22—封板  24—传动轴  25—
皮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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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板，封板的圆心位置镶嵌有轴承，轴承的内圈

固定套接有传动轴，传动轴的底端贯穿封板的底

部并延伸至其外部，传动轴的底端固定套接有皮

带轮。

锥面套的高度为卡接机构高度的1.2倍，锥面

套内壁底面贴合有一层密封橡胶片。

传动机构的传动套活动套接在定位盘顶面的

中部，传动套底面的外沿为C形结构，定位盘顶面

的外沿为与传动套底面外沿相匹配的C形结构。该

C形结构成环状，且该C形结构的底面开设有六个

插合槽，六个插合槽关于传动套的圆心成环形阵

列，插合槽的弧长为传动套外沿圆周周长的十二分

之一。传动套的顶端贯穿定位盘的顶部并延伸至

罐体内部，传动套的圆心处固定插接有搅拌杆，搅

拌杆的顶端固定套接有转子刀；传动套的底部开

设有两个插针槽，两个插针槽关于搅拌杆成轴对

称。

传动套与转子刀相对的一侧贴合有一层耐磨

垫片，耐磨垫片活动套接在搅拌杆的表面。该耐磨

垫片为氟橡胶材质。

转子刀的侧面为锥面，转子刀底端的直径为传

动套直径的1.5倍，转子刀能够将罐体内的植质纤

维打碎，实现碎浆效果。

卡接机构包括旋转件，旋转件固定套接在传

动轴的顶端，定位盘的顶面开设有旋转槽，旋转件

活动套接在旋转槽内，旋转槽底面的左右侧活动

穿插有定位插针，两个定位插针关于传动轴成轴

对称，且两个定位插针与两个插针槽位置相对且

一一对应。

定位插针顶端活动套接在其与位置相对的插

针槽内，定位插针的底端贯穿定位盘的底部并延伸

至其下方，定位插针的底端焊接有限位板，限位板

与定位盘底面相对的一侧通过挤压弹簧活动连接。

当定位插针与插针槽位置相对时，挤压弹簧的弹性

势能转变为动能，推动定位插针进入插针槽。

定位插针与旋转件搭接的一面开设有衔接锥

面，定位插针与旋转件相背的一面开设有抬升锥

面。

旋转件包括圆板，圆板固定套接在传动轴的

表面，圆板的左右两侧均焊接有两个触发臂，两个

触发臂关于传动轴成中心对称。触发臂与其位置

所在的定位插针相搭接的一侧开设有衔接凹槽，

衔接凹槽与衔接锥面相契合；触发臂与其位置所在

的定位插针相背的一侧开设有抬升凹槽，抬升凹槽

与抬升锥面相契合，抬升凹槽底端的水平高度高于

衔接凹槽中部的水平高度，且抬升凹槽的深度大于

插针槽的长度。当定位插针的顶端与插针槽内壁

的顶部完全搭接时，抬升凹槽底端的水平位置低

于传动套底端的水平位置。

衔接凹槽和衔接锥面契合部位的截面为V形，

抬升凹槽与抬升锥面契合部位的截面为与水平面

图3  旋转件的俯视图

3—定位盘  11—圆板  12—触发臂  13—衔接凹槽  14—抬升凹槽  
16—定位插针

图4  定位插针的正视图

16—定位插针  17—限位板  19—衔接锥面  20—抬升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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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75°倾角的斜面。

使用时，将皮带轮通过传动皮带与驱动电机传

动连接。以图3为例，皮带轮带动旋转件逆时针转

动，衔接凹槽与衔接锥面契合，此时定位插针的顶

端在插针槽内，旋转件抵触并带动定位插针旋转，

促使定位插针带动传动套旋转，并促使搅拌杆带

动转子刀对罐体内部的植质浆体纤维进行打碎。

需要拆卸时，将皮带轮反转。皮带轮通过传动

轴带动转子刀顺时针旋转，抬升凹槽与抬升锥面

抵触。由于斜面的作用，促使定位插针向背离传动

套的方向移动，直至定位插针的顶端与插针槽相

离。旋转件继续旋转，带动定位插针与插针槽位置

相错，此时卡接机构与传动机构相离，可以将卡接

机构及其底部的所有硬件整体取下，方便进行维

修。

有益效果：（1）通过定位插针带动转子刀旋

转，将转动轴反转可以促使定位插针与插针槽分

离，实现传动机构与驱动源之间的快速分离，方便

了设备拆卸和维修。（2）通过卡接机构配合传动

机构实现了碎浆操作，并且由于旋转块与定位插针

之间的配合，能够实现驱动源与具体动作硬件之

间的快速分离，简化了检修拆卸流程，缩短了检修

时间，极大地提升了设备故障时的应急响应能力，

提升了生产过程的安全性。（3）通过传动机构实

现驱动硬件设备和动作硬件设备的相互独立，在

对设备整体进行搬运时能够有效地将设备进行拆

解保护，增强了设备后期贮存和维护效果，在设备

初期的设计阶段，将驱动装置作为通用结构能够

极大增强同种类型设备硬件之间的相互更换和适

配，增强了工厂设备操作的灵活性。

圆柱形磨浆机用磨片

申请公布号：CN 112252070 A

发明人：臧田良　臧秉清　施晓刚　燕玉春

申请人：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磨浆机是造纸制浆的主要设备之一，有双圆

盘形和锥形磨浆机，也有平、锥形结合的，还有圆

柱形磨浆机。磨浆机上设置有磨片，磨片上设置有

磨浆区域，磨浆区域则由许多磨齿和沟槽组成，用

于输送纸浆原料和进行磨浆。现有技术中这些磨

齿和沟槽与磨片的母线一般呈相同的切入角角度

布置，磨齿或沟槽在纵深方向的宽度几乎相等。一

定数量的转子磨片及与之配合的定子磨片组成相

对转动的磨片组合，转子磨片和定子磨片之间存在

必要的间隙。纸浆原料从磨片入口端进入后到另

一端出口排出的过程中不断进入磨片之间的间隙，

在磨齿的齿面被切割、挤压、搓揉，分丝帚化，完

成磨浆过程。

现有技术中的圆柱形磨浆机磨片的磨浆区域

短，磨片上的磨齿长度有限。这种结构的磨片限制

了对纸浆原料的磨浆作用，并且由于磨浆区域的

半径相同、线速度一致，因而，入口端与出口端的

纸浆流量相同，入口端与出口端之间几乎无压力

差，不能实现最佳的压力磨浆动作，磨浆质量调控

范围也很小。目前只能通过减小转子与定子磨片之

间的间隙来达到精磨浆的目的，但这种调整会导

致磨片加快磨损，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提供一种能够提高磨浆纤维质量同时又不影

响生产效率并且能延长磨片使用寿命的圆柱形造

纸磨浆机磨片。

如图1所示，圆柱形磨浆机的结构由机体机

图1  圆柱形造纸磨浆结构

1—转子磨片  1’—定子磨片  3—入口端  7—圆柱形磨浆机  8—机
壳  9—机架  10—转子  10’、10”—机架两端  11—滑板  12—滑
动调节块  13—进浆通道  14—出浆通道  15—出口端  16—溢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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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机架、转子、滑板、进浆通道、出浆通道等组

成，圆柱形磨浆机的磨片分别安装在转子和滑板

上配合使用。转子由两端机架及轴承支撑固定，一

端由外部动力源提供动力使其旋转，另一端内部

为空心结构作为纸浆原料的通道。纸浆原料由管

道输送过来后进入转子空心通道，在转子大约中

间位置处设置的数个溢出孔处径向溢出后，分别进

入沿轴向分布在溢出孔左右两侧安装的两组磨片

间隙中，这两组磨片分别由转子磨片和定子磨片组

成。安装在转子上的磨片称为转子磨片，安装在滑

板上的磨片称为定子磨片，滑板与机壳通过滑动

调节块可实现滑动调节连接，使定子磨片径向移

动调节与转子磨片之间的间隙。每组磨片数量为

4～8片，在圆周方向组合成圆柱形。

转子磨片和定子磨片的磨浆区之间存在必要

的间隙，一般在0.1～2 mm之间。磨浆区由磨齿和

沟槽组成，用于输送纸浆原料和进行磨浆，纸浆

原料从磨片入口端沟槽进入后到另一端出口端排

出的过程中不断进入磨片之间的间隙，在磨齿齿

面上及沟槽中完成切割、挤压、搓揉、分丝帚化和

匀整，完成磨浆过程。造纸磨浆效果的优劣主要

依靠磨齿的齿形选择是否合适，齿形包括齿宽、

沟槽宽、沟槽深、齿形角度等，按照造纸制浆的具

体要求可以选择不同齿宽、沟槽宽、沟槽深、角度

等参数。圆柱形磨浆机磨片的母线是转子磨片和

定子磨片的轴心线在磨浆区上的投影，切入角为

与磨浆机转子的旋转方向相同、从其入口端延伸

至出口端的磨齿和沟槽与该磨片母线所形成的夹

角。切入角的大小决定了磨齿和沟槽的切割、挤

压、搓揉、分丝帚化等不同的功能或区别，比如：

设置的切入角比较小，则磨齿和沟槽的切割功能

突出；反之若切入角α比较大，则磨齿和沟槽的挤

压、搓揉、分丝帚化功能突出。切入角的大小还可

以决定泵送浆料的效率，若切入角的角度设计合

理，则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从入口端向磨片的内

部输送原料，而在出口端则以同样方式向外输出原

料，并能控制原料在磨片磨浆区的滞留时间和磨

浆频率。从入口端到出口端，切入角的大小和方向

是在保证磨浆质量的前提下使得原料行程最短、

生产量最大化的关键性因素。

如图2所示，该磨片从入口端延伸到出口端的

磨齿和沟槽，采用与磨片母线的切入角α呈多次变

图2  磨齿和沟槽与母线切

入角α呈不同角度变化的

磨片示意图

1—转子磨片  1’—定子磨片  2—磨浆区  3—入口端  4、4’—磨齿  
5、5’—沟槽  15—出口端  17—旋转方向

图3  带有磨齿断开的磨齿

和沟槽与母线切入角α呈不

同角度变化的磨片示意图

图4  入口端带有泵送结构

的弯曲的磨齿磨片示意图

1—转子磨片  1’—定子磨片  3—入口端  4、4’—磨齿  5、5’—沟
槽  15—出口端  17—旋转方向  18—端部  19—坡脚

图5  数量多一些的磨齿和

沟槽与母线切入角α呈不同

角度变化的磨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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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方向来达到上述技术目的。在入口端处的磨

齿和沟槽与磨片母线的切入角α的角度设置较大，

且与磨片旋转方向相同，同时设定切入角与旋转方

向相同为正值，反之为负值，这种设置方式在保证

磨浆质量的前提下使浆料在入口端沿旋转方向更

快更容易地进入磨浆区。在磨浆区中切入角α’的

大小和方向均有改变，大小改变为负值，方向则与

旋转方向相反，这种磨齿和沟槽的设置使得原料

在磨浆区内的流动状态被保持，从而导致原料被

滞留，滞留的结果是使更多的原料从沟槽中进入磨

齿齿面的缝隙中被精磨。磨齿和沟槽切入角的角

度和方向的不断改变，使磨齿和沟槽在磨片磨浆

区内的总长度延长，从而增加了磨齿齿面的磨浆机

率。

由于一组转子磨片和定子磨片齿形设计相

同，在面对面组合使用时，当一组磨片的磨齿和沟

槽与磨片母线的切入角为负值时，对于另一组磨片

的磨齿和沟槽来说切入角α就是正值，这种设置

使得原料很容易从这一组磨片的磨齿和沟槽中进

入另一组磨片的磨齿和沟槽中，从而增加了原料

进入磨齿齿面的机会。图2所示的磨片入口端与磨

浆区的切入角的大小与方向不同，而为达到更好

的磨浆效果，可以设置磨浆区的磨齿和沟槽与磨

片的切入角α’的大小和方向频繁多次变化。入口

端和出口端的磨齿和沟槽与磨片母线的切入角α

的方向和大小变化的次数则小于磨浆区的切入角

α’的方向和大小变化的次数，磨浆区中的更密集

的切入角α’的变化可以使得原料也实现频繁的变

换，使原料从一组磨片磨齿和沟槽中进入另一组

磨片的磨齿和沟槽中，原料流动变得更加活跃，取

得更好的磨浆效果。在磨片的出口端处磨齿和沟

槽与母线之间的切入角α设置为与入口端处的大

小和方向均相同，保证出口端与入口端具有相同的

齿形角度和通过量，使得磨浆机泵出的经过处理

的纸浆原料总量与泵入时的相同，只是这些纸浆

原料在磨浆区中滞留时间增加了。该磨浆区磨齿和

沟槽与磨片的母线切入角α角度变化范围取值为

±0°～60°，最佳取值为±25°～45°。

图3所示的是从入口端到出口端，主要集中在

磨浆区所在区域中磨齿和沟槽与磨片母线的切入

角α’呈多次变化，如切入角α’的方向可以多次改

变，至少变化2次或以上且每次方向改变时角度大

小可以不变，也可以变大或变小，这种频繁变化延

长了磨齿和沟槽的长度，即磨浆区的整体面积没

有变，但是这种结构设置改变了磨齿和沟槽的长

度，相对于现有的结构设计，增加了整个磨浆区的

磨齿和沟槽的长度。可以将磨浆区中所有的磨齿

和沟槽与母线的切入角α’的方向和大小均发生改

变，也可以只将部分磨齿和沟槽与母线的切入角

α’发生改变，图3所示的是部分磨齿和沟槽与母

线的切入角α’发生改变的情况。且图3还示出了

在改变的磨齿和沟槽前后侧处的磨齿和沟槽被设

置为断开的形状，且断开处形成一条直线、弧线或

折线，也可以是改变的磨齿和沟槽与前后侧的磨

齿和沟槽一起被断开，即形成磨齿和沟槽从入口

端到出口端为连贯连接、或非连贯连接的分段设

图6  出口端的磨齿和沟槽

与母线切入角α呈不同角

度变化的磨片示意图

1—转子磨片  1’—定子磨片  3—入口端  4、4’—磨齿  5、5’—沟
槽  6—磨齿  6’—沟槽  15—出口端

图7  与母线切入角α呈不

同角度变化的用弯曲的磨齿

和沟槽连接的磨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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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非连贯连接处呈断开形状。这种结构的益处在

于切入角α’发生改变的磨齿的沟槽产生了阻挡作

用，使断开的磨齿及沟槽可以重新分配纸浆原料，

使原料在磨浆区流动畅通，且分布均匀。

图4所示的是具有和图3所示在磨浆区所在区

域中磨齿和沟槽与磨片母线的切入角α’呈多次变

化的相同齿形，具有相同宽度的磨齿和沟槽，不同

的是变化的范围和幅度不是很大，磨齿和沟槽在

某个或某些位置的切入角α被改变，从入口端、磨

浆区域向出口端并非是连续的直线形，比如错开

一些，走向呈“Z”字形、“S”形或折线形，或被分

支或被嫁接合并，后面的磨齿端部的走向相对于

切入角α改变了方向，导致纸浆原料流动方向产生

了变化，端部导引坡脚，使得纸浆原料非常容易上

升至磨齿的齿磨面进行研磨磨浆。

图5所示的是另一个为数量多一些的磨齿和

沟槽与母线切入角呈不同角度变化的磨片示意

图。从入口端到出口端局部的磨齿和沟槽与磨片母

线切入角α的方向和大小呈现更密集的变化，并且

断开也更频繁，从而使被断开的磨片磨齿和沟槽

更加密集和短小，切入角α、α’的密集变化导致

原料的流动方向也更频繁地变换。

图6所示的是出口端的磨齿和沟槽与母线切入

角α呈不同角度变化的磨片示意图。与图2不同的

图8  磨齿和沟槽有断开时的示意图

1—转子磨片  1’—定子磨片  3—入口端  4、4’—磨齿  5、5’—沟
槽  15—出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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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入口端相比，出口端可以采用小一点的正值

的切入角α或者负值的切入角α’。这种结构会使

磨片的入口端很容易进入原料，而在出口端则减缓

了原料的排出，进而增加了原料在磨浆区的扰动

和滞留时间，提高了出口端与入口端的端比压，增

厚了纤维垫，提高了磨浆质量，并且能防止磨片无

间隙磨浆，可以延长磨片的使用寿命。另外，出口

端的磨齿和沟槽可以是直齿、直槽，或者弧形或弯

曲的磨齿和沟槽设置。

图7所示的是：为了纸浆原料流动的顺畅，减

少磨齿和沟槽急剧变化产生的阻碍，入口端处的

直齿和直槽与磨浆区中的弧形或弯曲的磨齿和沟

槽连接，实现圆滑过渡。图中示意了相同或不同弯

曲程度的磨齿和沟槽连接，逐渐向一端变大或变

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从入口端到出口端所需

要的数量和大小。

图8所示的是断开处的形状，磨齿和沟槽从入

口端到出口端是连贯连接、或是非连贯连接的分

段设置，非连贯连接处呈断开形状，且断开形成平

行的弧线、直线或折线。图中所示断开处形成的两

条弧线与上下两条直线围成一个类似于刀状的图

形。

有益技术效果：磨齿和沟槽与母线之间的切

入角α在磨浆区的多种变化有利于纸浆原料从入

口端更加迅速地进入磨浆区；切入角α的不断变化

延长了磨浆区的磨齿和沟槽的长度；同时将从入口

端延伸至出口端的某些数量的磨齿和沟槽设置为

断开的形状，将磨齿和沟槽构造为连贯或非连贯

的连接，形成分段结构，并且根据需要，同时将磨

齿和沟槽配合设置为采用直齿和直槽或弯曲的形

式。这种结构设置延长了磨浆区的磨齿和沟槽的

长度，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下延长了纸浆原料在

磨浆区的滞留时间，提高了磨浆区的端比压和制

浆质量，有利于纸浆原料的研磨。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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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拓斯克推出钢制扬克缸表面保护新
技术——TT Defender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 2021年2月，意大利卫

生纸机供应商拓斯克（Toscotec）推出了一种可用

于卫生纸机钢制扬克缸表面保护的新技术——TT 

Defender，这是用于卫生纸机上的一项突破性创

新，技术内容主要包括在钢制扬克缸内表面增加

一种特殊涂层，防止腐蚀性蒸汽对扬克缸表面的

损坏。

目前，TT Defender已成功应用拓斯克TT 

SYD钢制扬克缸，该技术已在位于意大利Lucart

的Diecimo纸巾厂运行使用。

由于钢制扬克缸的性能优于铸铁扬克缸，已

经广泛取代铸铁扬克缸，但是更换钢制扬克缸之

后，纸厂便需要更加频繁地检查蒸汽质量。为了将

蒸汽参数（例如pH和电导率）保持在正确合理范

围之内，便需要更高的技术要求。因此，拓斯克研

发了TT Defender保护性涂层技术，极其均匀的

涂层可确保钢制扬克缸维持出色的抗高腐蚀性。

它可以防止发生化学腐蚀的风险以及相关的问题，

包括机械磨损、腐蚀和管道堵塞等，从而防止湿度

分布不均。

由于该保护性涂层厚度极小，因此不会影响

钢制扬克缸的干燥效率。相反，它有利于提高总体

设备效率，大大降低了由于苏打水堵塞或内部腐蚀

问题导致的计划外维护的风险，并减少了定期内

部检查所需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厂性能。

拓斯克研发机械工程师Jacopo Bibbiani表

示：“我们不断升级与钢制扬克缸有关的所有技术

方案，TT Defender保护性涂层技术就是进一步

提高扬克缸效率的解决方案之一，这项创新性技

术将为许多纸厂带来新的改变，例如纸厂将能够

在控制其蒸汽和冷凝水系统的水质方面享有更高

的灵活性。”

ABB联手ACA Systems，推出在线孔隙
率传感器，助力纸厂提高纸卷质量

本刊讯（ABB 消息) ABB已与孔隙率传感器领

先供应商ACA Systems建立了合作关系，旨在为

纸厂提供一种在线孔隙率传感技术。据了解，该技

术可以稳定孔隙率监测流程，保证纸卷质量稳定

均匀。

ABB与ACA S y s t e m s携手推出了单点

ACA Permi传感器（single point ACA Permi 

sensor），使用连续气流方法，其速度是市场上其

他系统的50～100倍，致力于降低空气渗透率变化

幅度，从而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统一，此外，还有

利于优化能源使用效率并降低原材料成本。

该传感器具有多项高级校准功能，提高了测量

的准确性，同时提高了纸种更换效率，从而改善了

总体可运行性，提高了造纸精细控制水平。

使用该传感器，当监测到透气度始终维持在

平稳所需水平时，则认为该纸卷的质量最高。与实

验室或传统技术仅可测量每个纸卷的5～10个位

置点相比，该传感器可以实时测量10,000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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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纸卷的质量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

该技术将被设计用于有在线孔隙度测量要求

的造纸厂，作为独立解决方案或作为ABB质量控制

系统（QCS）软件包的一部分。

该传感器可轻松集成到ABB质量控制系统之

中，提高对造纸流程的数据显示和控制效率。此

外，该技术也可以与ABB Abi l ityTM质量管理系

统结合，还可与ABB的远程支持体系一起安装使

用，具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的客户报告说，使用该传感器控

制纸卷质量时，纸种更换的速度更快，可提高

15％～50％。对于专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

损失和最大化投资回报的运营商来说，这是一

个主要优势。”ACA Systems首席执行官Vesa 

Kukkamo说。

该传感器提供了广泛的测量范围，通常只需要

进行一次校准，因此通常无需更改各种等级的参

数或物理零件。

此外，自动清洁周期和智能结构使维护和安

装变得容易，测量信号还与所有工厂范围的系统和

云服务兼容。

“通过与该领域的广泛专业知识结合，推出

的这种新型传感器可提供更准确、更快的测量结

果，从而提供更高质量的输出效率，这对我们的客

户至关重要。”ABB产品经理Ad de Brouwer说

道。

传感器独特的测量探头设计主要针对特殊应

用（如装饰纸）量身定制，采用特殊涂层量身定

制，可以很好地与纸卷接触，并消除了空气、灰尘

和其他干扰的泄漏。该传感器可适用于多种类型

纸张测量，包括纸袋纸、MG牛皮纸、香烟纸、证

券纸、装饰纸、照片原纸、热敏纸、涂布前的原纸

等。

维美德面向制浆造纸客户推出新型
刀式浓度变送器 

本刊讯（Valmet 消息) 2021年2月，维美德面向

制浆造纸客户推出一种全新设计的Valmet Blade 

Consistency Measurement刀式浓度变送器。凭

借一流技术、全新用户界面和专利化探测原理，该

设备可确保所有应用领域可靠、准确、极具成本优

势的浓度测量。

维美德自动化业务线测量产品经理Beng t 

Johansson说：“数十年来，维美德刀式浓度变送

器一直是浓度测量市场上的标杆。借助先进的工艺

技术和丰富的用户经验，我们希望把原有设备良

好的运行性与可靠性保持下去。通过对这些原有

产品所有优越性能的充分利用，我们开发出一套更

加可靠和易于使用的新设备。可靠性、精确性及运

行寿命，是所有开发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维美德刀式浓度变送器是一种易于安装、维

护需求低、经济实用的测量方案。设备采用模块

化设计结构，不含任何移动部件，整个运行周期内

的成本低，不需定期维护，可以确保可靠的浓度测

量。它采用全新专利化探测原理和非接触性技术，

可长期保证未来测量的可靠性。

借助剪切力测量技术、大规格刀片及过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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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组合等，它还可对整条制浆线中所有浓度在

0.7%～16%之间的工艺位置浓度进行测量。

Valmet Link用户界面是一套可通过安全方

式进行远程连接的全新灵活的平台。它可使新设

备的调试、校准及操作过程都得以强化。明晰的图

像显示和菜单结构，使得设定与操作非常便捷。直

观的用户界面同大屏幕可确保校准更易进行，数据

更易浏览。用户界面适用各种不同的通讯接口，可

升级以备未来功能需要。

1954年，维美德首次拥有测量技术专利。此

后，维美德刀式浓度变送器一直在行业内居于领先

的市场位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许多纸厂纤

维浓度测量的标准配置。该设备是全球销售最多

的浓度变送器。第4代测量仪仍采用与以前相同的

测量技术，提供精确而可靠的纤维浓度测量来满

足全部工艺需求。

乌克兰科学家开发了使用落叶造纸
新技术

本刊讯（Pulpapernews 消息) 2021年1月底，根

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一些本地发明家最近在

乌克兰提出了一种使用落叶生产纸的独特技术。

技术提出者为瓦伦丁·弗雷希卡（Va lent i n 

Frechka），据他介绍，目前，通过实验，使用该技

术已生产了1.5 t工业用纸。

瓦伦丁·弗雷希卡表示，该想法由来已久，主要

目标就是提高纸张质量，并提高落叶的利用效率，

但在实施过程中，他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技术匮

乏，无法在工业规模上将叶片转化为纤维等。经过

努力，他最终完成了用落叶生产第一批工业用纸，

经专业机构证明，所生产的纸张具有必要的机械

特性并能够满足要求。

斯道拉恩索完成Oulu造纸厂纸种转
换升级，提高包装纸产能

本刊讯（Stora Enso 消息) 2021年1月底，斯

道拉恩索（Stora Enso）已完成其Oulu造纸厂的

纸种改造项目，将7号纸机转变为使用原木浆的包

装纸生产线。纸浆厂自2021年1月中旬开始投入生

产，新改造的机器已经处于启动阶段，将在第一季

度投入使用。

据悉，Ou lu造纸厂的纸种改造升级项目于

2019年5月开始，投资3.5亿欧元，截至目前已在预

算范围内完成。

新改造的牛皮纸生产线将主要生产高强度、

高视觉观赏度的AvantForteTM品牌牛皮纸，该产

品具有三层纤维层，将成为斯道拉恩索产品组合

中强度最高的牛皮纸，主要用于生鲜产品、高端电

子商务等包装。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nnica Bresky说：“完

成Oulu工厂的转换是我们转型的重要一步，并响

应了全球市场对可循环环保包装材料日益增长的

需求。”

“Oulu纸厂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生产强度

高、材料利用率高的牛皮纸及原纸。这使我们能

够利用具有强大增长潜力的高端包装领域，例如

食品接触和电子商务。”包装材料部门执行副总裁

Hannu Kasurinen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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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改造升级项目中，斯道拉恩索还对纸浆

厂和干燥设备进行了改造，生产未漂白的本色纸浆

（53万 t/a），其中约15万 t用于市场销售，其他纸

浆自给自足。新的世界一流的牛皮纸生产线的产

能为45万 t/a。一年之内全面建成后，Oulu工厂将

为包装材料部门带来3亿欧元的年销售额增长。

Oulu工厂预计将于2021年第二季度末达到

设计产能，2021年底实现产品组合的商业化，并在

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经营性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收支平衡。

Sappi推出创新型阻隔涂层技术，用
于包装用纸生产

本刊讯（Sappi 消息) Sappi欧洲提出，将在其

位于德国Alfeld的特种纸厂推出用于功能纸包装

的新型阻隔涂层技术，以巩固其作为可持续纸包

装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的地位。 

Sappi欧洲区首席执行官Berry Wiersum对

此决定进行了解释：“扩大我们专有的阻隔涂层技

术的使用，巩固了保持我们在阻隔涂层纸领域的

领先地位，以及我们与客户在开发面向未来的创新

包装方面的承诺，有助于实现公司可持续未来的

解决方案。”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个人的购买选择可

能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因此消费者对纸和纸板包

装的需求持续增长。寻求创新、真正可持续解决方

案的呼声从未如此高过。

Sappi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支持，使其超越传统

的基于薄膜和铝箔的材料解决方案，并不断扩大

产品范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此前，Sappi收购了Rockwell Solutions，升

级了隔离纸生产技术，而此次在德国Alfeld特种

纸厂推出新型阻隔涂层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可持

续性包装研发能力。

PulPac继续加速干法成型纤维技术全
球商业化进程 

本刊讯（PulPac 消息) PulPac通过由现有投

资者领导的最近一轮120万美元的融资，继续加

速其创新的可持续纸类包装技术的全球商业化进

程，募集总股本达到710万美元。

作为成立还不到五年的新兴企业，Pu l Pac

的发展速度是飞快的。PulPac成立于2018年，位

于瑞典哥德堡，一直致力于干法成型纤维（Dry 

Molded Fiber）的创新研发，拥有2,000多平方米

的通用和应用程序研发技术中心、工业生产陈列

室和中试生产线，希望通过研发和推进干法成型

纤维技术的全球性商用，推动纤维材料替代一次

性塑料的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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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捷克Štět í纸厂启动了其新的特种牛皮纸机

（kraf t paper mach ine）。这台纸机投资为

6,700万欧元，是欧洲第一台用原生和回收纤维为

原料生产零售和在线购物纸袋专用特种牛皮纸的

纸机。

该纸机每年将生产多达13万 t特种牛皮纸，这

意味着Mondi将拥有欧洲最大的面向消费者购物

袋的产品组合，其中包括白色和棕色的原始购物纸

袋，以及现在的再生纸袋，可用于从时尚商店到在

线零售平台和送货到家的各种手提袋应用。

新机器生产的EcoVantage双层牛皮纸由回收

和可持续纤维制成，并且100％可回收。

预计在立法的推动下，欧洲特种牛皮纸市场将

强劲增长，降低塑料购物袋造成的浪费，以往消费

者偏爱使用一次性塑料的购物习惯也将发生转变。

Mond i牛皮纸战略与产品管理负责人Kal le 

Taari表示：“我们希望为加工商和品牌所有者为其

零售和在线购物包装提供可持续的100％可回收纸

类产品。用这台机器生产的纸张将提供再生纤维产

品，这些产品具有自然的外观、出色的印刷性和强

度特性，这是购物袋的先决条件。我们很高兴能在

2021年推出EcoVantage系列的牛皮纸。”据悉，该

牛皮纸机幅宽为4.4 m，定量为70～135 g/m2。

此外，PulPac还取得了北欧银行融资，追加

了140万美元购买先进的干法成型纤维设备。 

PulPac将通过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整个供应链

上的投资，将收益用于继续使该技术快速工业化。

干法成型纤维是一种突破性的制造技术，用

于可循环、低成本、高性能的纤维包装和一次性

产品。通过开创无水纤维素模塑技术（cel lu lose 

molding without water），PulPac使品牌和包

装制造商能够以可持续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替代

品代替一次性塑料，并为林业及相关产业打开了新

的市场。

目前，无论是造纸行业，还是其他与纤维相关

的产业，都对PulPac技术的兴趣很大。干法成型

纤维已经为许多应用做好了市场准备，并且已经有

一些全球领先者和合作伙伴正在实施该技术。

据试验证明，该技术可实现纤维产品的高速制

造，并可替代目前由塑料制成的大多数包装和一次

性产品。它可以节省能源、水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还具有传统纤维成型方法无法满足的许多设

计和市场优势。

Pu l Pa c首席执行官、该技术的发明者之一

Linus Larsson说：“在全球市场上，渴望找到一

次性塑料的可行且负担得起的替代品，干法成型纤

维技术可同时满足可持续与高利润率的需求。这

笔额外的投资使我们能够加速并满足对该技术不

断增长的需求。”

为了加快在全球范围内一次性塑料的更换，

PulPac将该技术授权给了自己生产的加工商和品

牌商。如今，该公司已与许多选定的客户签订了合

作和许可协议，其中包括在各个行业经营的几个大

型全球品牌。

Mondi推出新型特种牛皮纸机，推动
欧洲购物袋革新

本刊讯（Mond i 消息) 英国包装纸企Mo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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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丹尼森推出新型可再生热敏标
签纸

本刊讯（Avery Den n i s o n 消息) 艾利丹尼森

（Avery Dennison）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标签和

功能性材料设计和生产的材料科学和制造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兰德勒。2021年，艾

利丹尼森推出了第一批可用于商业用途的直接热

敏标签纸——rDT，是采用回收纸制成的标签纸。

由于其易用性、高打印速度、高图像分辨率和

广泛的兼容性，直接热敏纸（DT Paper）已经成

为一种流行的标签材料。艾利丹尼森推出的新型

直接热敏纸是市场上首个可回收的无涂层直接热

敏纸标签材料。

“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可持续直接热解决方

案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在物流和电子商务领

域，”艾利丹尼森直接热敏纸产品经理Vincenzo 

Palumbo说：“如此广泛使用的材料没有可回收的

选择，这表明市场存在巨大缺口，我们很高兴推出

这款直接热敏标签纸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推动

标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款直接热敏标签纸是不含BPA（双酚A）的

直接热敏无涂层纸，已经获得FSC认证，性能与标

准热敏纸相当，具有良好的视觉外观、加工性、可

印刷性和条形码可读性。

“艾利丹尼森一直在不断研究和开发提

高产品可持续性的方法，而直接热敏标签纸是

我们rRang e再生纸产品组合中的最新创新产

品。”Vincenzo说到。

福伊特与Optima集团合作开发可持
续纸包装解决方案，以替代塑料包装

本刊讯（Voith 消息) 2020年底，Optima集团

与福伊特（Voith）建立了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目标

是开发可持续的纸包装解决方案。这是供应链中

不同阶段的两家公司首次合作开发环保兼容的塑

料包装替代品。

“福伊特和Optima有着相似的企业DNA，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整个供应链的合作才能实现

更大的可持续性，”Optima集团可持续发展经理

Dominik Broellochs说道。

“Optima在包括纸包装在内的各种包装解决

方案中都具有宝贵的经验，福伊特能够通过我们

广泛的技术专长和在造纸生产各个领域的数十年

经验来补充这一点。”福伊特造纸战略技术高级副

总裁Johann Moser说道：“Optima是开发用于

生产可高度成形的包装原纸的新型造纸机部分的

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两家公司成立的跨学科团队都在紧密合作以

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此外，他们还将密切关注迄今

为止被认为显然不适用于纸包装或不可行的产品

组合，不放弃任何一种可替代塑料纸品的可能。

两家合作伙伴正在共同努力，寻找未来的最佳

解决方案。Broel lochs说：“在许多领域，我们看

到了纸包装的开发潜力，并期待与福伊特的密切

合作。”

Opt ima集团总部位于德国，主要为生活用

纸、制药、消费品、医疗设备等提供包装材料，在

德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拥有共19个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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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m/m i n，生产定量140～250 g/m2的箱纸板；P M2

为左手机，生产100～160 g/m2的低定量牛皮箱纸板。

在一个生产车间同时建造两条不同的生产线，生产不

一样的包装用纸的左右手纸机项目，其最大好处是

投资省、效益高、制浆纤维原料利用率高。两台纸机

能够在保持高车速、高效率的前提下，保证产品品质，

生产高档牛皮箱纸板具有运行效率高、成形好、横幅

定量均一、成纸强度高、质量成熟稳定等特点，同时

具有节约资源、降低包装成本、减少碳排放的特性。

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太阳人坚定不移的目标。接

下来，太阳人将万众一心，万无一失，确保后续项目继

续高质量有序推进，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建设太阳

纸业“一带一路”上的精品工程，为助推太阳纸业的腾

飞增添新动力。

冀滦纸业年产30万 t OCC制浆线投入
运行

本刊讯（姜栋 报道) 2020年12月31日，凯登公

司为河北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年产30万 

t箱板纸项目P M1 O C C制浆线设备开机成功，各项质

量指标均达到要求，并控制在工艺范围之内，展现出

凯登始终如一的优越性能。

作为唐山市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该生产线以回

收废旧箱板、纸板为原料，采用目前世界先进的再生

浆生产工艺，生产箱板纸，P M1 O C C制浆线设备由凯

登公司提供，日产量达900 t/d，纸机抄宽5600 m m，

工作车速850 m/min。该项目工艺系统设计完善，实现

了清洁循环利用，同时选用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在

节能降耗的同时，又提升了产品质量。

此项目冀滦纸业选择凯登公司OCC制浆线设备，

是基于对凯登公司可靠的产品质量和优质服务的信

任。制浆设备是造纸生产线中最关键部分，直接决定

着纸张的成品品质。凯登公司O C C制浆线市场占有率

超过70%，此项目中凯登为冀滦纸业提供了比传统系

统节能超过20%和极低纤维流失的优质生产线，以感

谢冀滦纸业的信任。

凯登供货中还包括纸机面层Radiclone-AM80除

太阳纸业老挝年产80万 t高档包装纸
项目PM1、PM2先后成功开机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2020年12月11日、2021

年1月10日，太阳纸业全资孙公司太阳纸业沙湾有限

公司120万 t造纸项目中的80万 t高档包装纸项目PM1

和P M2先后成功上纸！这是太阳纸业继2020年11月20

日兖州本部45万 t特色文化纸成功开机后，迎来的又

一次喜悦！这是太阳纸业在海外开机的第一台和第二

台纸机。

太阳纸业老挝80万 t高档包装纸项目于2019年8

月25日开工建设。项目建设期间，老挝正处于疫情防

控最严格的时期，太阳纸业和德国VOIT H双方团队精

诚合作、风雨同舟，坚定力行创新的信念不动摇，牢

记力创价值的使命不松懈，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一

方面确保项目稳步推进，从设备的进场、存放到相关

专业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力求通过精细化管理，克服

各种困难，实现了太阳纸业海外纸机的提前开机。

据悉，该项目两台纸机由德国VOITH公司提供，主

要生产高档工业用纸，设计年产能80万 t，分左右手

机布局，其中P M1号为右手机，采用三叠网、双靴压、

表面施胶、硬压光饰面技术，设计幅宽6660 m m，车速

投资建设

资 讯 infoRmaTion

72
第42卷第3期 2021年2月



渣器系统。选用该极具盛名的高效除渣器系统，意味

着冀滦纸业PM1定位生产高品质箱板纸。

2021年，在国外废纸零进口的市场情况下，市场

原料势必会受到强烈冲击。河北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

公司年产30万 t箱板纸项目作为唐山市产业升级的重

点项目，处于全国造纸行业的先进水平。该生产线生

产过程清洁、低碳、环保，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冀滦纸业箱板纸

的市场竞争力。

广西江南纸业成功投产凯信新月型卫
生纸机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021年1月22日，广西江南

纸业有限公司T M4纸机——新月型高速卫生纸机顺

利开机投产成功。该纸机由山东凯信重机有限公司提

供，净纸幅宽2850 m m，设计车速1600 m/min，运行车

速1500 m/m i n。主要使用原料以商品木浆为主、兼顾

蔗渣浆，生产定量12～32 g/m2高档生活用纸，设计单

机年产能2.5万 t。

据该公司项目负责人、董事长助理谭炽介绍，该

纸机具有技术先进、结构合理、自动化程度高、运行

稳定、能耗低等优点，处于国内同类机型的领先水

平。针对广西丰富的蔗渣浆资源，凯信重机专门组织

国内外行业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从流浆箱的设计、成

形部的选型，到整个扬克烘缸及热风气罩的制作等，

均进行了优化升级，使该机型既适应商品木浆板，也

适应商品湿木浆及蔗渣浆配抄生产优质高档生活用

纸。

中顺洁柔（湖北）二期项目设计年产
能3万 t的首台机开机出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020年12月31日，中顺洁

柔孝南生产基地二期项目首台生活用纸机开机出纸。

据了解，此次开机出纸的是6号机，纸机设备由维美

德（PM P）提供，纸机幅宽3500 m m，设计车速1600 m/

min，设计年产能3万 t。

中顺洁柔在湖北省孝南经济开发区规划年产30

万 t的生活用纸项目，分三期建成，每期产能10万 t。

其中一期项目为10万 t生活用原纸，4台纸机已于2019

年5月建成投产。二期项目于2019年4月正式签约，共

4台P M P纸机，单机设计产能3万 t/a，实际产能共10

万 t，该项目于2019年7月开建。二期项目的另外3台纸

机也已开始建设。

待二期全部投产后，该基地的生活用纸将达到20

万 t产量。这不仅可以提升公司整体产能规模，还能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更好地帮助公司实现

战略目标。

贵州鹏昇纸业一期工程60万 t包装纸
项目PM2纸机投产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近一个月，纸业开机的

好消息频发。1月份，多台生活用纸纸机顺利投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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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山西云冈纸业与上海轻良公司合作的P M8纸机

顺利开机；保定市华奥纸业与西安维亚造纸机械有

限公司合作的T M2纸机顺利开机；广西横县江南纸业

有限公司第四台卫生纸机顺利开机投产……

贵州鹏昇（集团）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一期工程

60万 t包装纸项目P M2纸机于2021年1月26日开机运

行。该生产线主体设备是由江苏华东造纸机械有限

公司提供的三叠网纸机，净纸宽5600 m m，设计车速

850 m/m i n，采用废纸原料抄造箱纸板，年产能35

万 t。该生产线的OC C设备由凯登公司提供。据悉，贵

州鹏昇（集团）纸业一期工程60万 t包装纸项目由PM1

（年产能25万 t）和P M2（年产能35万 t）两条生产线

组成，而PM1生产线已于一个月前成功开机。

亚太森博增资200亿元首批项目动工

据《江门日报》报道 2020年12月23日，广东省

江门市新会区举行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增

资200亿元首批项目动工仪式。江门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毅，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广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从及新会区有关领导参加了活

动。

陈越华在致辞中指出，广东将进一步建设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鼓励跨国公司

和外资企业在粤投资兴业，加大投资发展壮大。希望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沿海

经济带建设，进一步改进生产工艺，优先使用清洁能

源，助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

新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梁明建表示，随着珠西

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正式通车，大广海湾保税物流

中心（B型）封关运营，崖门出海航道二期工程正式

开工，银洲湖纸业基地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持续放

大。新会区将大力推动银洲湖纸业基地等产业平台

扩能提质，全力打造新会沿江临港现代产业集群。

亚太森博总经理洪庆隆在致辞中指出，当天动

工建设的首批项目包括文化纸、无纺布等，投资金

额超30亿元，其他增资项目将力争5年内完成投资建

设。

据悉，亚太森博本次增资200亿元项目具体包括

90万 t高档文化纸项目、20万 t水刺无纺布项目、12

万 t生活用纸项目，以及燃气热电联供设施等。首批

项目包括年产45万 t高档文化纸和年产3.7万 t水刺

无纺布及制品项目，计划投资超30亿元。

玖龙纸业签下北海795万 t林浆纸一
体化项目

据纸业商会报道 2020年12月21日，由全国工商

联和广西自治区共同召开的全国知名民企助推“建

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大会上，玖龙纸业北海

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总投资302亿元，计划分两期

建成年产795万 t林浆纸一体化及智能化包装全产

业链项目。2025年全部建成后，玖龙纸业北海基地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浆纸生产基地。

本次签约前一天，玖龙纸业还在南宁和广东、

广西的交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签

订了该项目200亿元银团框架协议，为项目的顺利开

工提供基础支持。

纸业商会副会长、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介绍

说，2020年以来，在全国工商联的安排和指导下，玖

龙纸业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组织的民企“湖北行”，确

定了玖龙纸业湖北荆州基地项目，全力助力湖北经

济复苏。玖龙与广西结缘，也是在全国工商联“民企

入桂”号召下促成的项目，仅仅历时两个月就确定了

300亿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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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玖龙基地北海项目已于2020年12月底开

始动工建设。

山西强伟纸业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有序
推进

据《晋中日报》报道 近日，在山西强伟纸业三

期扩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各类工程机械隆隆作响，工程车辆来往穿梭，工

人师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施工作业。截至目前，

P M6造纸车间、制浆车间的主结构框架已完成，碎浆

车间正在安装钢结构屋顶，1.1万 m2成品库已全部完

工，热动力车间厂房和锅炉间基础正在加紧施工，整

个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作为全国最大的石膏板护面纸生产企业的山西

强伟纸业有限公司，自入驻寿阳后，已累计投资20亿

元，先后于2011年、2014年建成投产2条年产15万 t

石膏板护面纸生产线，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企业。2020年新上的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总建设规模

为年产110万 t石膏板护面纸及包装纸，列入寿阳县

2020年引进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包括一条年产30万 t

石膏板护面纸及包装纸生产线、两条年产40万 t石膏

板护面纸及包装纸生产线、日处理3万 m3的污水处理

项目等。总投资达30亿元，占地66.7 h m2（1000亩）。

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新增产值63.8亿元，新增利税14

亿元，新增就业700余人。

五洲特纸年产660万 t浆纸一体化项
目落户湖北武穴

本刊讯（鞠华 报道) 2020年12月28日，武穴市

与衢州五洲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举行年产660万 t浆纸

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武穴市委书记李新桥，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风，衢州五洲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磊、董事赵云福、赵鑫等参加签约仪式。

不久前结束的武穴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会提出了

“当好黄冈排头兵、挺进湖北二十强、奋斗全国百强

县”目标和“一区四城”定位，决定大力实施工业倍

增计划，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明确将特种纸业作为

主攻产业。五洲特种纸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专注纸

业深耕细作，成长性、安全环保、优势明显。年产660

万 t浆纸一体化项目作为武穴史上单体投资最大

的项目，项目的投产达效也将实现武穴工业倍增计

划。

签约仪式上，陈风与项目方代表签约。赵鑫介

绍项目基本情况。年产660万 t浆纸一体化项目落户

田镇马口工业园三期，占地333.3 h m2（5000亩），计

划总投资230亿元，采用同产同建、循环滚动方式投

资建设，引进15条特种纸生产线、1条化学浆生产线

和2条化机浆生产线，可实现年产410万 t特种纸、

150万 t化学浆、100万 t化机浆，同时配套建设碱回

收、化学品制备、热电、取水、污水处理。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近300亿元，税收16.59亿元，

安排就业4000多人。

签约仪式结束后，在田镇马口化工园三期举行

了年产660万 t浆纸一体化项目奠基仪式。

建晖纸业广西项目力争2021年3月底
前实现开工建设

据今日藤县报道 为加快广西建晖纸业有限公

司林浆纸一体化及新材料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落地

建设，2020年12月15日，藤县县委书记黄东明及建

晖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黎桂华一行一同来到藤县新

材料产业园建晖纸业（广西）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地

块进行实地调研。

在项目现场，黄东明一行在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就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建晖纸业（广西）

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是自治区、梧州市重点关注的一

项重大产业项目，县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加强对

接，共同推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对于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黄东

明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解放

思想，切实履行好包联责任，同心协力做好各项服

务和保障工作，帮助企业高起点做好发展规划，在

手续办理、项目审批等方面加强对接指导，提供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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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要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争取支持，加快推

进超高压输电线路迁移。要加快推进入园大道建设，

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为企业落户、扎根发展提供保

障。要加快征地搬迁、三通一平等工作，力争建晖纸

业（广西）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在2021年3月底前实现开

工建设。

据悉，建晖纸业（广西）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位

于广西梧州市藤县新材料产业园内，占地面积约

208.7 h m2（3131亩），计划总投资243亿元左右，分三

期建设年产530万 t浆纸一体化项目。项目建成后总

浆纸产能达到530万 t/a，计划用工约3800人，并可

带动上下游超10,000人就业。项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超

过170亿元，年利税15亿元。新材料产业园热电联产

项目，占地面积约22 h m2（330亩），计划总投资40亿

元，项目建成后为产业园入驻企业集中供热。预计年

产值约35亿元，年利税4亿元，企业用工约330人。

大指装备中标华泰集团PM9纸机提质
改造项目

本刊讯（大指装备 消息) 2020年即将结束之

际，大指装备迎来了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压轴订

单，为不平凡的2020年画上完美句号。

本项目是大指装备凭借科学合理的改造方案、优

质的产品和良好市场口碑，在与国内外十余家竞争对

手同台竞技中脱颖而出，赢得客户青睐。根据订单，

大指装备将承接其PM9纸机提质改造项目Integra®-

Si z e r膜转移施胶机、上料站系统、胶料制备系统、

烘干部改造、无绳引纸系统、自动水针引纸割刀系统、

损纸系统、润滑系统等一揽子工程。该机台设计车速

1200 m/m i n，卷纸幅宽6100 m m，改造后由原来的新

闻纸转为生产高档文化用纸。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本项目是华泰集团和大

指装备的第三次牵手，大指承接的安庆华泰干燥部优

化改造项目、日照华泰膜转移施胶段项目，运行效果

和服务均得到客户高度认可，这也是本次成功牵手的

良好基础。

郑州运达总包越南魁源12万 t包装纸
项目顺利投产

本刊讯（运达 消息) 2020年12月20日上午11时

58分，经过越南魁源和郑州运达的技术工程团队的

紧密配合调试，越南魁源12万 t包装纸项目成功上

浆，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并顺利产出第一卷

原纸。

该项目设计年产能12万 t，从规划设计、安装调

试到成功开机用时14个月，成套设备运行良好，获得

魁源纸厂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创造了越南造纸规模以

上项目开机记录。

该项目为总包项目，运达提供工程设计、制浆主

体设备、流送设备、搅拌器、浆泵、水泵、管道、阀

门、指导安装调试等交钥匙服务。

越南魁源纸业是越南安平纸业建设的新的造纸

基地。安平纸业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位于越南

平阳省，产品原料以再生纤维为主。运达和安平已经

有超过10年的合作历史，此次新项目的成功开机再次

助推双方达到一个新的合作高度。

安德里茨织物与辊子昆山工厂扩建项
目开工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2020年11月20日，安

德里茨织物与辊子昆山工厂扩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并在昆山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

昆山工厂为中国以及亚洲市场生产和供应高端压

榨毛毯和成形网。该工厂建成于5年前，是安德里茨

织物与辊子在中国第一家生产造纸织物的工厂。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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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刊讯（乔小桥 报道) 近日，山东省科学技术

厅下发《关于公布山东省2020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名单的通知》（鲁科字〔2020〕136号），认定

2020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亚太森博（山东）浆

纸有限公司榜上有名，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经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从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管理

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指标进行评价，旨在综合评估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及产业核心竞

争力。

亚太森博于2010年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近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承担

完成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100余项，授权专利70余

件，起草国家及行业标准8项，成功开发了特制漂白木

浆、溶解浆、高档液体包装卡纸、纤维素纤维等新产

品，研究浆纸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新工艺，

有力地助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岳阳林纸借力国企混改基金提速改革

强劲的市场需求，公司决定对该工厂进行大幅扩建。

出席此次开工仪式的有昆山巴城政府领导以及安

德里茨织物与辊子亚洲管理层和昆山全体员工。

安德里茨织物与辊子亚洲区总裁Bob Burke在致

辞中表示，该扩建项目的开工建设离不开巴城镇政府

的支持和帮助，昆山具备便捷的物流系统，良好的营

商环境。此外人杰地灵的昆山亦是人才汇聚之地，为

我们提供了优秀的人才。

该项目将遵循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客

户提供节能、省水和纤维原料的绿色环保的造纸织物

产品和方案。

本刊讯（冯冰辉 报道) 近日，由国有资本运营

试点企业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诚

通”）牵头设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

金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707亿元，

系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又一个重磅基金。它依

托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等各部委的大力支

持、多家中央企业和地方重点国有企业的共同参与，

具有丰富的项目储备和灵活的退出渠道，预期能够产

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

国企混改基金投资方式为主要通过股权投资和

创设、参股子基金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投资活动，

投资领域为重点投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反

向混改项目。在国企混改基金707亿元注册资本中，中

国诚通认缴出资金额为240亿元，占国企混改基金的

比例为33.95%，是国企混改基金第一大股东，其将负

责基金的日常运营和投资决策。

中国诚通是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岳阳林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印发<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资发研究[2018]70号），岳阳林纸于2018年8

月被纳入国企改革“双百企业”名单，两年多来充分

抓住改革契机，坚定按照“五突破一加强”的重要思

路，着重聚焦改革重点难点，19项改革举措逐一落到

实处。其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5项，健全法人治理

结构5项、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2项，全面完成既定目

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3项，混合所有制改革2项按照

既定规划进度取得突破，释放了企业发展新动能。

目前，岳阳林纸已完成“双百行动”2021-2022年

规划的编制。随着国企混改基金的设立，岳阳林纸将

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借助国企混改基金，整合和组

织市场资源，纵深推进“双百企业”综合改革，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企业活力，实现公司长远高质

量发展。

世纪阳光纸业荣获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证书

本刊讯（田金鹏 报道) 2020年12月29日，潍坊

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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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颁发仪式在世纪阳光纸业集

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济南海关企业管理和稽

查处处长王波，潍坊海关关长杨炳文，昌乐县副县长

张正民，集团公司总经理王长海等领导参加。

仪式上，与会领导观看了公司宣传片，并听取了王

长海总经理关于公司发展情况的介绍。王波处长表

示，世纪阳光获得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是企业综

合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充分体现。希望下一步要珍

惜荣誉，充分发挥高级认证企业的作用，实现企业更

大发展。最后，潍坊海关关长杨炳文向王长海总经理

颁发了海关高级认证证书。

据  悉，A E O（A u t h o r i z e d  E c o n o m i c 

Operator，即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

倡导的，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

和安全措施良好的企业实施认证认可，并给予优惠通

关便利的制度。通过A E O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享受国

家40个部委出台的49项联合激励措施，还可享受与我

国建立A E O互认的国家和地区最快捷的通关服务。获

得海关A E O高级认证，企业就获得了一块在全球有关

国家或地区快速通关的金字招牌，除享受查验更少、

通关更快、手续更简化、减少通关流通费用等通关便

利和优惠政策，也为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信誉担

保。

晨鸣纸业成立基金投资黄冈晨鸣二期
项目建设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晨鸣纸业公布，于2020

年12月23日晨鸣子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黄冈县域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湛江晨鸣（作为

有限合伙人）就成立基金合伙订立基金合伙协议。

基金合伙成立后，其财务资料将并入集团之合并报

表。

基金合伙重点投资于造纸及相关产业，包括以

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认购黄冈晨鸣的新增注册资本，

用于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基金合伙的目的：在充

分体现平等互利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推动黄冈地区造

纸及相关产业发展。

经营期限为5年，到期自动延期，若经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基金合伙可以清算。经营期限满3年后，

合伙人将无需履行其尚未完成的出资承诺。基金合伙

原则上投资于黄冈市行政区域，含支持当地企业在区

域外投资、并购项目和被投资的区域外企业在当地新

增投资项目。基金合伙将以股权投资为纽带，积极利

用资本市场和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投资于符合国家及

湖北省产业发展规划的县域经济。基金合伙作为专项

基金，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

晨鸣、黄冈市人民政府已于2020年8月签署了《黄

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协议书》。2020年8月，湖北省长

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冈长江创投与公

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含三方指定机

构）拟联合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合伙，采

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黄冈晨鸣，用于黄冈晨鸣二期

项目建设。

基于上述背景，基金合伙协议订约方订立基金合

伙协议成立基金合伙。基金合伙将以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的投资款认购黄冈晨鸣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20亿元，投资款用途不得变更，仅供黄冈晨鸣用于

二期项目建设。

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可以促进黄冈晨鸣项目产

业链延伸，加强资源循环综合利用。订立基金合伙协

议充分体现了黄冈市政府对公司浆纸一体化布局的

高度认可，有助于公司做优做强制浆造纸主业，提高

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中轻集团与华泰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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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任爱丽 报道) 2020年12月19日，中轻

集团与华泰集团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孙武湖酒

店举行。中轻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郭建全，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春

昱，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总经理魏文光等出席签

约仪式。

李晓亮对中轻集团长期以来对华泰集团的信任

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华泰集团与中轻集

团在合作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装备制造、工

程设计、技术研发、纸张销售等多领域双方进行了长

期合作，对华泰集团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通

过此次签约及高层互访交流，能够进一步推动双方强

强合作，不仅为华泰集团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更为双方找到了新常态下合作的新路径。

郭建全充分肯定了多年来双方建立的良好合作

关系，称赞华泰集团党建工作非常突出，做得扎实，

很有特色，对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承债重组破产

企业实现扩张发展、推动产业引领、加快转型升级、

发展循环经济等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中轻集

团与华泰集团作为行业内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较

强的企业，具备广泛的合作空间和良好的合作基础，

表示将全方位、深层次推动双方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

交流，希望与华泰集团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携手

并进，共同谋求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郭建全和李晓亮分别代表中轻集团和华泰集团

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纸张

供需，废纸浆、再生纤维等产品合作研发与引进，纸

张质量检测，工程设计与总承包，制浆造纸智能装备

与智能物流系统、工业互联网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

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

签约完成后，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与郭建

全总经理进行了座谈，就公司生产经营、产品结构、销

售形势及发展规划等进行了全面介绍。

蓝海拓凡科技与AB B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本刊讯（蓝海拓凡 消息) 2021年1月18日，杭州

蓝海拓凡科技有限公司与A B B（中国）有限公司在蓝

海拓凡科技公司签署《蓝海拓凡  &  A B B战略合作协

议》。蓝海拓凡总经理张文朝和A B B（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卢晓斌及双方核心领导均出席了此次签约仪

式。

蓝海拓凡与A B B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蓝海拓凡

与A B B在造纸行业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更好地服务广

大造纸企业。该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双方将发挥各

自优势，A B B将提供其优质的产品、先进的理念及成

熟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蓝海拓凡将利用其造纸行业

的影响力、精湛的系统集成力、雄厚的技术开发力，

将会在传动、控制、数字化等多方面给客户带来全新

的价值体验。

牡国投正式挂牌转让所持恒丰集团
全数股权

本刊讯（恒丰 消息) 恒丰纸业公布，2020年12

月1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恒丰集团出具的《关于恒

丰集团混改信息正式披露的告知函》，牡丹江市国有

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牡国投”)于2020年12

月15日将其持有的恒丰集团股权转让信息在黑龙江

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披露，转让比例为100%，挂牌起

始日2020年12月15日，挂牌截止日2021年2月8日。

恒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9.93%的股权，此次通过

股权转让方式引入投资者，将导致其股权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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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百年梦”行动计划启航

本刊讯（张伟 倪浪 吴利华 报道) 2020年12

月16日，“传承红色基因·同心逐梦前行”岳阳林纸

“百年梦”行动计划启航式在北京举行。岳阳林纸与

来自中央、省市出版界共63家单位116名代表真诚携

手，党建引领，同心共建，为传颂党史国史、推进教育

事业、促进文化传播做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追逐

新梦想。

中国纸业党委副书记竺小政，岳阳林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战，财务总监钟秋生、副总经理赵庆义，

中国纸业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曾林清等出席启航式。

岳阳林纸副总经理赵庆义致欢迎辞。岳阳林纸销售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喜平主持仪式。

李战作“百年梦”行动计划主题发言。他说，真

诚感谢合作伙伴久久为功的坚守支持，2020年，岳阳

林纸逆势而上，取得较好经营业绩。六十多年的峥嵘

岁月，六十多年的奋力拼搏，荣誉与使命交相辉映，成

为岳阳林纸前行的精神动力，也成为企业最厚重的底

色。

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的实质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在企业发展历程中，每逢艰难险阻的关键时

刻，总会有一股红色力量冲锋在一线、战斗在前线。

2020年疫情期间，在广大党员的守护下，与湖北仅有

一江之隔的生产基地，实现防疫和生产双胜利，全力

保障客户供应和公司业绩增长。

传承匠心品质。任岁月洗礼，岳阳林纸对品质的

追求，始终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公司以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相继导入6S、TPM、TQM、SOP等精益管理工

具，形成极富特色的“天岳精益生产管理模式”，用一

流原材料、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

务，为客户提供最好的纸张。

传承绿色使命。从新中国民族造纸产业的擎大

旗者，到国企改革的试验田，再到四大生态产业全新

呈现，岳阳林纸始终推崇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加

大与人们生活关联度更高的纸种开发，推进“以纸代

会议活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造纸过程的
纤维原料高效利用技术”项目年度会
议召开

本刊讯（杭化新材料 消息) 2020年12月6日，

由齐鲁工业大学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杭州市化

工研究院等13家单位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

于造纸过程的纤维原料高效利用技术”项目年度会

议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青山湖科创基地召开。

首先，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姚献平院长带领与会专

家参观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科研基地和微纳米纤维素中试示范基

地，展示微纳米纤维素产品和其高值化应用成果。

随后，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技术交流中心正式召

开项目会议。会议总结分析五个子课题研发进程，就

2021年项目整体验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来自11家

塑”，开发的环保复印纸、轻型纸、书刊纸、胶版纸系

列产品、微量涂布纸系列产品等，都是典型的绿色环

保产品。公司进入“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中国纸业党委副书记竺小政宣布岳阳林纸“百年

梦”行动计划正式启航，并同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启动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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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骨干等30多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姚献平院长致欢迎辞，对与会来宾

表示欢迎。随后，会议由齐鲁工业大学陈嘉川校长主

持，陈嘉川首先感谢杭化院为此次会议提供的场地和

支持，并介绍项目总体进展情况。

会上，刘忠、曾劲松、袁同琦、吉兴香、彭建军

等就各子课题进展情况分别进行汇报。参照验收标

准，与会专家对产品标准、项目经费执行进度等进行

重点讨论，确保完成各项任务，子课题将在2021年4

月30日前完成验收工作，总课题将在6月30日前圆满

完成验收。

围绕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创新驱动等国家战

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验收

工作。项目完成后，在纤维原料各组分清洁分离利用

及环境评价、微纳米纤维素关键制备技术及中试示

范、木质素高值化利用及产业化示范、生态型短流程

清洁制浆造纸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示范、制浆水解液

半纤维素提取技术及木糖制备产业化示范等五大方

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将推进我国造纸过程纤维原料

高效利用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

《造纸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规范》团体
标准启动会在晨鸣集团举行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2020年12月16日，“绿

色制造体系造纸行业座谈会”暨《造纸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启动会在晨鸣集团举行。会

议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绿色制造专业委员会主办，国

家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全

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相关领导出席

会议，来自全国造纸、环保企业的相关领导、专家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国家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党委书记李洪彦

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共同商谈造纸行业绿

色工厂及标准的启动工作，这项工作符合中国工业绿

色发展所制定的一系列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他指出，企业作为制定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

主体，全产业链建设都应满足绿色发展需求，在自身

行业领域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他表示，将加强与企

业在绿色发展、绿色创新、绿色技术方面互动分享，

希望参会代表携起手来共同制定行业标准，推动建

构绿色高效生产体系。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杜玉环介绍了3月份

以来绿色工厂标准开展情况。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

逐步发展，绿色制造既是国家政策要求，也是企业面

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作为一家跨行业、跨地域的综合

性协会，倡导绿色发展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义不容

辞的责任。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大家达成一

致共识，共同制定出既具实用性又有前瞻性的团体

标准。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奚

道云，针对团体标准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介绍。她表

示，研讨和制定绿色制造标准，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

经营水平，希望各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制定指标，达

成行业共识，推动标准制定。

会上，晨鸣集团介绍了“秉承绿色发展理念，领

跑中国造纸行业”的先进经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分享了岳阳林纸在绿色工厂方面的经验做法。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绿色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刘

敏，解读了我国绿色体系政策，分析了我国造纸行业

绿色发展现状，介绍了《造纸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规

范》标准编制情况。各企业代表对标准进行了认真

讨论，结合各自企业实际积极发表意见，提出合理化

建议，为绿色工厂标准制定献计献策。参会嘉宾一致

认为，绿色工厂标准制定既要突出重点，贴近实际，

更要总结经验，注重实效，以满足并指导企业实践。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绿色制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吴永利在总结讲话中表示，造纸工业是国家重要支

柱产业，绿色制造、绿色工厂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组成部分，走绿色发展之路是行业转型必须面对的

环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绿色制造专业委员会将全程

协助行业内企业申报绿色工厂，为会员企业做好服务

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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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法国造纸行业或将面临困境
近期数据显示，由于疫情反复、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阶段性封锁隔离的要求，法国的纸

张产量和消费量在2021年上半年预计将继续下滑。

尽管2020年造纸行业产销情况官方结果尚未正式发布，但法国造纸工业协会（Copacel）

代表在2020年底之前预计，与2019年相比，该行业在2020年产销水平将至少下降10％。

大多数法国分析师还预计，由于本地客户购买力持续下降以及广告印刷业务的下滑，2021

年将是整个行业艰难的一年。

由于近年来法国纸业生产成本显著增加，今年还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这可能导致

本地市场竞争加剧和中小型造纸企业的倒闭。

俄罗斯Seg e z h a集团计划建设新纸浆厂，有望成为俄

罗斯境内最大的纸厂之一
Segezha集团是俄罗斯主要的木材生产商之一，隶属于当地金融集团AFK  Sistema。该公

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俄罗斯卡累利阿地区（Karelia  region）建造一座新的纸浆和造纸

厂，预计这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造纸企业之一。

这家新企业每年将生产超过85万 t纸浆，并将成为该地区新建立的纸浆和造纸集群的一

部分，新企业将包含JSC Segezha PPM、LLC Segezha Upakovka和LLC Segezha West工

厂。该项目总投资额估计为1,000亿卢布（13.30亿美元），有望成为过去几年俄罗斯林木行业

最大的一笔投资。

同时，作为公司计划的一部分，除了建设新的生产设施外，还将对Segezha  PPM  JSC（世

界第三大优质牛皮纸生产商）进行现代化改造，该工厂的当前产能为每年36万 t，预计从2022

年开始将增加至42万 t。其大约70％的产品用于出口，出口至70多个国家。该项目的投资将达

到约70亿卢布。

未来几年内，莫斯科将继续保持俄罗斯造纸中心地位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市仍将继续保持俄罗斯制浆造纸的中心地位。据俄罗斯

《生意人报》（Kommersant）专家称，尽管疫情持续，带来诸多不利的经济后果，但与2019年

相比，2020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的纸和纸制品产量增长了35.7％，而该增长目前还在持续，

并将在2021年继续保持。

分析师认为，这可以解释为消费品制造商对纸包装的需求增加以及对于可再生包装产品

的需求提升。此外，这可能与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有关。

由于莫斯科及周边分布着多家大型纸浆和造纸厂，是诸多核心纸厂的所在地，其中许多

纸厂有望在增长，因此莫斯科市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维持其在俄罗斯造纸中心的地位，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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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国纸业发展的需要。

英国纸企Mondi收购土耳其领先的瓦楞纸包装生产商
Mondi已同意从美国国际纸业手中收购Olmuksan  International  Paper  Ambalaj 

Sanayi ve TicaretA.Ş公司90.38％的已发行股份，总对价为6,600万欧元。

Olmuksan是土耳其著名的瓦楞纸包装生产商，已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上市，旗下五

个工厂分别为食品、饮料、农业和工业应用提供高质量的可持续包装。瓦楞纸包装年产量约为

25.6万 t，年收入为10.93亿土耳其里拉（约合1.5亿欧元）。

Mondi在土耳其成功运营多年，目前在土耳其拥有四个瓦楞纸包装厂、一个回收集装箱纸

板造纸厂以及三个软包装厂，通过此次收购，将进一步巩固土耳其市场。据悉，此次收购预计

将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

未来几年，拉丁美洲纸浆产量或将明显下滑
根据部分行业分析师和巴西本地媒体的报道，由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持续快速破坏，拉

丁美洲地区的纸浆生产量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会大大下降。

尽管超半数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位于巴西境内，但数据显示其在巴西的种植面积却已经大

大减少。根据巴西国家航天局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巴西就毁坏了一个比牙买加面积还大的

雨林地区。因此，据分析人士称，巴西进一步大规模砍伐雨林的行为可能导致该国纸浆出口大

幅减少。

此外，目前在热带雨林的其他国家中也观察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其中包括玻利维亚、秘

鲁和哥伦比亚等，也就是说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维护还未受到明显重视。

巴西是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的第四大纸浆生产国，产量最大的是桉木浆。尽管近几

年巴西国内工资成本持续上涨，货币通货膨胀加快，汇率持续波动，物流基础设施不足，税收

较高，但迄今为止，巴西纸浆和造纸领域的发展一直在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国热带雨林

的不断破坏却可能会彻底改变这种原本有利的现状。 

Domtar以9.2亿美元出售个人护理业务 
北美林纸企业Domtar最近宣布已达成一项最终协议，以9.2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个人护理

业务出售给American  Industrial  Partners（AIP），交易预计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末完

成。通过出售部分业务，Domtar加强了对建立行业领先的纸、纸浆和包装领域的重视，以实现

更高的利润。

Domtar希望通过优化投资组合重新定位其纸、纸浆和包装业务，致力于成为包装行业的

长期战略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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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tar已经制定了新的计划，未来将重点发展包装领域，使箱纸板成为重要的收入来

源，计划使包装产能达到250万 t/a，并将于2021年第二季度正式对旗下Kingsport纸厂进行

改造，预计在2022年末可投产60万 t/a高品质再生牛卡及瓦楞纸。

在制浆方面，Domtar将专注于增长最快的几个细分市场，包括卫生纸、餐巾纸、手帕纸

等领域，并有机会通过战略投资进一步提高绩效。

国际纸业公布2020年财报，全年净收益4.82亿美元
2021年2月4日，美国国际纸业（International  Paper）公布了其2020年财报。财报显

示：国际纸业公司2020全年和第四季度的净收益分别为4.82亿美元（稀释后每股1.22美元）

和1.53亿美元（稀释后每股0.39美元）；全年和第四季度的调整后经营收益（非GAAP）分别为

1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2.80美元）和2.96亿美元（稀释后每股0.75美元）；第四季度运营提现

金流为7.89亿美元，使2020年全年现金流达到31亿美元；第四季度债务减少6.11亿美元，使

2020年全年债务共下降17亿美元。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萨顿（Mark  Sutton）表示：“我们在克服2020年疫情影响时

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公司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我们对员工和对客户的承诺，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仍

然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业绩而言，国际纸业在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实现了可观的收入

和现金流。2020年，我们向股东返还了8亿美元，减少了17亿美元的债务，以增强我们的财务

实力，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继续增强包装业务。进入2021年，预计瓦楞纸包装业务将继

续增强，纸浆业务收入也有望继续增长。”

未来十年，印度仍将保持世界废纸加工大国地位
据印度当地媒体分析师称，未来十年，印度仍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废纸加工处理国之一，

一方面是由于印度自身纤维原料不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中国废纸进口禁令的影响，美废、

欧废等转而流入印度。

据统计，目前印度仍然是世界上从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口废纸的最大目的地，据

预测，废纸进口量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

印度进口的外废很大一部分被运送到NR  Agarwal回收厂，该厂是印度最大的废纸回收处

理厂之一，位于古吉拉特邦（Gujarat）西部。

近年来，印度对纸张的需求显著增长，目前纸张消耗量最大的领域有两个：第一，国内的

图书出版部门；第二，用于生产纸板箱和其他类型的包装材料。因此，从中短期来看，印度外

废供应的不断增长对造纸业还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印度是传统的造纸纤维原料短缺的国家，

进口外废有利于该国的造纸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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