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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造纸企业的制浆造纸系统及煤改气技术改造，分析其节能

以及降碳的效果，为造纸企业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以及大力发展新能源，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提

供参考，其节能降碳的措施主要在于：（1）优化制浆造纸系统

的工艺流程，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2）采用先进的节能降碳

设备及生产工艺；（3）合理利用高效的清洁能源。

关键词：造纸；节能；降碳；透平风机；膜转移表面施胶；天

然气；锅炉；背压发电机；低碳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grown rapidly, 

and the greenhouse effec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global life system. In this contex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means of a global agreement. China has therefore proposed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Paper enterprises 

are both a big energy user and a big pollut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the 

paper industry, and combines the pulp and paper system and 

coal-to-gas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per industry to 

analyze it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aper mill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energy structure, develop 

new energy sources, and continue to fight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ttles. Its energy-saving and carbon-reducing 

measures mainly include: (1) Optimizing the process flow of the 
pulp and paper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equipment; (2) Adopting advanced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reducing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3) Reasonably 

using high-efficiency clean energy.
Key words: papermaking;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turbine fan; membrane transfer surface sizing; natural gas; boiler; 

back pressure generator; low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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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 Paper Mills
⊙ Xia Zhaofeng (Zhongshan United Hongxing Paper Co. Ltd., Zhongshan 528471, Guang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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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峰 先生

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技术及节

能减排工作。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快

速增长，温室效应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对全球生命系统形成

严重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

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造

纸企业既是一个用能大户，也是一个污染大户，本文通过分

析造纸行业的能源消费情况及二氧化碳排放的状况，并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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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造纸行业能源消费情况及二氧化碳排放状

况

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2020年末我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101.6万亿元，能源消费量总量已经达到49.8亿

t标准煤，比2015年末的43.4亿t标准煤增长了14.7%，

其中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15年的63.8%下

降到56.8%，下降了7%，但仍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近几

年的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情况如表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消费量由2015年的0.63吨标准煤/万元降至2018年的

0.56吨标准煤/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5年可比价

格计算）。对于造纸行业的数据统计显示，机制纸及纸

板的生产量由2015年的11742.77万t提高到了2019年的

12515.30万t，增长了6.58%，2018年造纸及纸制品能源

消费总量为4102万t标准煤，所占当年全国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例为0.87%，虽然造纸行业近年来消耗的能源占

全国的能源消费量比例有所下降，但消耗的量仍然巨

大，故造纸行业的节能任务仍然巨大。

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会议达成了由196个国家和地

区通过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

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郑重承诺：中国力争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我国承诺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

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任务非常艰巨。近年来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根据BP数据：2020年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为98.94亿t，较2019年增加了0.88亿t。如

图1。

目前，造纸行业也是碳排放的重点行业，每年的碳

排放量非常巨大。2019年广东省51家造纸企业碳排放

指标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重/%

2019年

487488

57.7

19.0

8.0

15.3

2020年

49800

56.8

18.9

8.4

15.9

2018年

471925

59.0

18.9

7.6

14.5

2017年

455827

60.6

18.9

6.9

13.6

表1  全国2015～2020年各年能源消费总量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6年

441492

62.2

18.7

6.1

13.0

2015年

434113

63.8

18.4

5.8

12.0

履约总量为2056.86万t，2018年广东省56家造纸企业

碳排放履约总量为2051.55万t。

2  造纸企业的能耗分析及节能措施

优化制浆造纸系统的工艺流程，提高设备的利用

效率：

2.1 碎解系统的优化

(1）对50 m 3水力碎浆机增加辅助碎解系统，该系

统增加φ1200 m m沉渣井、0.08 m 3抓斗、5 m 3水力清

洗机、φ2000 m m圆筒筛以及自动化控制系统，配置

SCZⅢ气动绞绳机及切断器设备，将较粗的塑料杂质

在前端去除，减轻制浆后端设备处理负担，并且减少后

端纤维的流失。（2）辅助系统配置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

统，自动控制浆料的碎解、筛选、冲洗、回收过程，更有

利于浆料的回收利用。

2.2 筛选系统优化

筛选系统分为粗筛系统、纤维分级系统和精筛系

统：其中粗筛系统采用一级四段的筛选方法，一段粗

筛使用2台3 m 2的孔筛，二段粗筛使用2台(其中一台备

图1  2011～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BP、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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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 m 2的孔筛，三段采用纤维分离机对孔筛的尾渣处

理，四段则选择排渣分离机处理纤维分离机的轻渣；分

级筛主要对粗筛的良浆进行长纤维和短纤维分离，短纤

维直接进入净化系统除砂，长纤维则进入精筛系统进行

处理；精筛系统采用三段筛选法，一段精筛使用3台（其

中1台备用）3 m 2缝筛，二段精筛使用2台3 m 2缝筛，三

段精筛使用1台2 m2缝筛，尾渣回粗筛池前使用。

2.3 净化系统优化

净化系统主要分为高浓除渣系统和低浓除渣系

统，经过对低浓除渣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如长纤维采

用四段低浓除渣技术，型号为ECO-500，原来四段低

浓除渣器的数量分别为42、30、10、4支，改造后第一组

增加42支，长纤维各段的低浓除渣器数量变为84、30、

10、4支；短纤维处理系统新增加三段低浓除渣器，其各

段的除砂器数量分别为60、22、6支。改造后生产产量

提升了约30%，质量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2.4 浓缩系统优化

浆料的浓缩系统由原来的圆网浓缩机改造成多圆

盘浓缩机，减少设备的占地面积和电机功率，节省了用

电量。

2.5 流送系统及网部优化

流送系统由原来的白水池改成白水塔，外流式压

力筛改造成升流式压力筛，流浆箱改造以及管道重新

布置和研磨，网部的真空箱更换陶瓷面板，脱水板和真

空箱位置的重新布置等相关技术改造。

经过对制浆系统的优化升级后制浆系统的单位产

品电耗由136 kWh/t降到了110 kWh/t,降低了19%。

3  采用先进的节能降碳设备及

生产工艺

3.1 透平风机替代水环真空泵

透平风机与水环真空泵是现代

造纸技术真空系统中最常见的两种真

空发生装置，其工作原理各不相同：

透平风机的工作原理是：利用

叶片和气体的相互作用，叶轮高速转

动，提高气体压力和动能，并利用相

继的通流元件使气流减速，将动能转变为压力的提高。

通常使用多级组合压缩获得最终需要的压力。

水环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是：叶轮与泵体呈偏心配

置，当叶轮旋转时，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沿泵体内壁形

成近乎等厚的旋转水环，水环内表面与叶轮轮毂外表

面构成月牙形的工作腔，并被叶轮叶片分割成大小不

等的空腔，前半转空腔的容积逐渐扩大，气体从外界吸

入，后半转空腔的容积逐渐缩小，气体被压缩后排出外

界，从而完成吸气、压缩、排气三个工作阶段。

透平风机的机械效率较高，可节约设备能耗。我

公司使用水环真空泵时，1#机、2#机和3#机改造前水环

真空泵共19台，装机容量分别为2335 kW、2345 kW和

1982 kW，合计6662 kW，改造为透平风机后共4台，其

装机容量分别为1600 kW、2310 kW和1600 kW，合计

5510 kW。装机容量减少量1152 kW，减少17.29%，纸

机由车速520 m/m i n提速到650 m/m i n,增长25%，真

空系统综合节能量约40%，节能空间比较大。

3.2 膜转移表面施胶技术的节能分析

表面施胶淀粉蒸煮工艺流程（图2）。

表面淀粉（玉米原淀粉）的蒸煮工艺都已经非常

的成熟了，但由于玉米原淀粉中含有许多沙粒，在使用

过程中仍然很难去除，另外蒸煮好的淀粉仍然含有胶

粒，虽然通过振筛和过滤器可以处理掉较大的胶黏物，

但较小的胶黏物在压差的作用下仍通过过滤器，影响

表面施胶机运行，造成断纸多，而沙粒也一直留在系统

里，无法及时清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对系统进行

优化，胶料从上料槽到表面施胶机的过程中由压力筛

代替原来的过滤器，压力筛可以连续地排出颗粒状的

图2　表面施胶淀粉蒸煮流程

技术进步Technology

3
Dec., 2021  Vol.42, No.2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胶黏物，并且带有电动毛刷，可自清洗，保证设备干净

不堵塞，渣及砂排到胶料缓冲槽，干净的胶料经过计量

棒计量后，均匀地涂在施胶辊上，再从施胶辊转移到纸

面上，胶料缓冲槽里面的胶经过除砂器处理，干净的胶

料经过振筛返回上料槽或者胶料缓冲槽，尾渣则进入

沉砂槽，胶料经振筛过滤后返回胶料缓冲槽，砂则在沉

砂槽内定期被清除。经过优化处理的胶料，浓度由原来

的8%提高到10.5%左右，上料槽的温度有65 ℃提升到

80 ℃，淀粉的黏度提升到40 m P a.s，胶料质量提高更

有利于减少淀粉的用量，减少后干燥部的蒸发水分量，

达到更好的节能效果，现对表面施胶节能效果分析如

下:

（1）使用膜转移表面施胶机前（使用浸泡式表面

施胶机）：表面淀粉浓度为8%，吨纸消耗50 k g表面淀

粉，进表面施胶机后纸的水分为8%。

经物料衡算，卷取1 t含水分8%的纸蒸发水量为

525 kg。

（2）使用膜转移表面施胶机后：表面淀粉浓度为

10.5%，吨纸消耗40 k g表面淀粉，进表面施胶机纸的

水分为8%。

经衡算，卷取1 t含水分8%的纸（忽略卷取的损

纸）蒸发水量为310.5 kg。

（3）对比膜转移表面施胶与浸泡式表面施胶后干

燥部情况：膜转移表面施胶后干燥部每吨纸少蒸发水

分214.5 kg，相当于节能40.86%。

（4）纸机系统的能耗分析与对比

通过制浆系统的优化和造纸真空系统透平风机

代替水环真空泵的技术改造，以及膜转移表面施胶

机代替浸泡式表面施胶机，纸机车速由520 m/m i n

提升到650 m/m i n,产量由552 t/d增加到848 t/d，

增加了53.6%，单位产品的电耗由510 kW h/t降到了

385 kW h/t，下降了24.5%，蒸汽消耗由2.04 t/t纸

降到1.66 t/t纸，下降了18.6%，直接生产单位产品能

耗由278 k g标准煤/吨纸降到了208 k g标准煤/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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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下降了25%。

4  合理利用高效的清洁能源

目前，广东省造纸行业主要以燃煤等化石燃料燃

烧作为能源，原煤的利用效率比较低，产生的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也较大，合理地利用天然气解决公司的热力

问题，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风力发电，解决公司的

照明、办公等相关电力问题，对于纸机等相关连续性运

转设备，可采用联网外购电力，减少厂内低效的自发电

力问题，从而达到节能环保低碳的效果。

5  造纸企业的二氧碳排放状况分析及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的措施

5.1 造纸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排放状况分析

目前国内造纸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自备电

厂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净购入电力排放、净购入热力

排放以及生产过程中添加石灰石排放，另外废水处理系

统产生的沼气燃烧产生二氧化碳。

现以我公司为例，对造纸企业进行煤改气前后的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

煤改气前，我公司使用2组75 t/ h的燃煤锅炉

+12MW的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的热电联产机组给3台纸

机和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提供热力和电力,1#、2#、3#

纸机的产能分别为10万t/a、20万t/a和10万t/a，共40

万t/a，由于生产低定量产品，车速和产量被限制，实际

年产量仅20万t/a左右，现将改造前的燃煤锅炉+抽凝

式发电机组热电联产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表2）进行分

析：在分析期内使用烟煤74656.578 t，低位发热量为

16.723 MJ/kg，单位热值碳含量为0.0261 t/百万kJ；

褐煤使用量90092.001 t，低位发热量为16.706 M J/

k g，褐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为0.028 t/百万k J；柴

油使用量为40.3 t，低位发热量为43.33 M J/k g，

单位热值碳含量为0.0202 t/百万k J；净外购电力

-2415.784 MWh，电网排放因子为0.6379 t二氧化碳/

MWh；产量147545.240 t。根据广东省企业（单位）二

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1年修订）计算：

烟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119479（tCO2）

褐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154518（tCO2）

柴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129（tCO2）

净外购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541（tCO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72585（tCO2）

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1.8475（tCO2/t纸）

煤改气后，我公司使用1组75 t/h的天然气锅炉

+6 MW的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的热电联产机组给3台

纸机和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提供热力和电力，不足电

力通过电网外购供生产使用，改造后，根据下半年天

然气锅炉+背压式发电机组热电联产二氧化碳排放情

况（表3）分析：天然气使用量2137.2378万m 3，低位发

热量为33.70 M J/m3，单位热值碳含量为0.0153 t碳/

百万k J，净外购电力59114.624 MWh，电网排放因子

为0.6379 tCO2/MWh，产量126634.848 t。根据广东

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1年修

订）计算：

天然气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0404（tCO2）

净外购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7709（tCO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78113（tCO2）

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0.6168（tCO2/t纸）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表3  天然气锅炉+背压式发电机组热电联产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10934.2834 

12140.9246 

13687.7288 

14274.2773 

12215.5488 

14860.5988 

78113.3618

合计

CO2/t
产量/t

17414.767 

20660.956 

21043.576 

22530.899 

21682.344 

23302.306 

126634.848 

排放强度/

tCO2
.t纸

-1

0.6279 

0.5876 

0.6504 

0.6335 

0.5634 

0.6377 

0.6168 

天然气

8954720

10094120

10026600

10370360

9987720

10285320

59718840 

CO2/t
用量/

m3

2804561 

3009879 

3867725 

4089858 

3125503 

4474852 

21372378

低位发热量/

MJ.m-3

5313.2324 

5774.8140 

7357.7705 

7713.8076 

5894.9549 

8349.5637 

40404.1432

电力

142914

114326

103480

85880

79280

78336

604216

外购电力/

kWh

8811.806

9979.794

9923.12

10284.48

9908.44

10206.984

59114.624

输出外电/

kWh

5621.0510 

6366.1106 

6329.9582 

6560.4698 

6320.5939 

6511.0351 

37709.2186 

净外购电力/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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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造纸企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措施

造纸企业是用能大户，也是污染大户，为了响应国

家“双降”的政策，造纸企业更应积极采取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的措施，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1）加强现

场生产管理，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减少设备空转率，

减少能源的消耗。（2）采用先进的节能设备，如磁悬浮

式的透平风机、鼓风机等，减少纸机网部，废水工段等

的能源消耗。（3）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如采用变频

技术，冷凝水回收技术等。（4）合理利用高效的清洁能

源：如天然气、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以及水力发

电等。（5）要大力建设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显著扩大

木浆生产规模,实现造纸工业林纸一体化发展，最终达

到“碳中和”的目标。

6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经济也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收稿日期:2021-10-13]

量的增长。而造纸行业又是一个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双

高”行业，所以造纸行业的节能降耗以及降低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可以通过加强生产管理、采取先进的节能

设备和节能技术，以及合理高效地利用清洁能源，加大

林纸一体化的建设等相关措施来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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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SCA 消息) 为了支持行业节能降碳，欧洲领先的林纸企业SCA与瑞典商用车制

造商Scania合作，正在共同研发首辆用于装运木材的电动卡车，负重高达80 t，车辆装运是

一种环保可持续的运输方案。

由于电池问题，电动货车的运载能力一直受到质疑，而此次SCA与Scania合作，便是为

了证明重型电动货车同样可以行驶很远的距离。通过安装新型电池，这种电动货车在公共道

路上负重可达 64 t，私人道路上负重可达80 t，行驶距离也得到充分的保证。

新型电动卡车将从2022年投入运行，为SCA位于瑞典的Obbola纸厂运输木材。此前，

SCA每年需要与87家运输承包商合作，雇佣265辆货车，运输约850万 m3木材。而新型电动

货车的研发将优化木材运输布局，为SCA旗下制浆造纸厂降低碳足迹。

据统计，Obbola纸厂运输木材期间，每增加一辆电动卡车，每年便可减少约55,000 kg

的碳排放，为欧洲纸业节能降碳做贡献。

SCA与Scania合作，研发首辆木材装运电动货车，

为旗下纸厂服务

● 技术信息·研发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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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纸机中常见旋转体动平衡的基本理论以及常

见的校正方法，重点介绍了对于刚性辊筒的二面平衡法及柔

性辊筒的三面平衡法。

关键词：旋转体；烘缸及辊筒；动平衡；校正

Abstract: The practical dynamic balancing for the rotators 

including dryer cylinder and rolls, was introduced briefly. And 

two planes correction for rigid rotators and three planes correction 

for flexible rolls were introduced.
Key words: rotators; dryer cylinder and rolls; dynamic balance;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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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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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9211(2021)24-0007-04

旋转体，一般也称之为转子，是指运转中作圆周方

向运动的设备件。化学工业中，叶轮和旋转轴是最常见

的转子；而在造纸工业中，广义的旋转体包括各种碎浆

转子、脱墨转鼓、筛筐、打浆设备、搅拌等旋转设备以及

造纸机上所有辊筒类设备；狭义的纸机旋转体仅指烘

缸及辊筒。本文所指纸机中的旋转体主要是指后者。

近年以来，我国造纸工业发展很快，不管是总产量

还是生产及装备水平，已经逐渐从改革开放前的落后状

态发展到目前居于世界前列，而造纸机械也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设备的门幅不断增宽，车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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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产效率及能耗要求一再升高。而这些都对旋转

件的平衡运行包括其动平衡性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本文将从实际出发，对如何提高造纸机械旋转件动

平衡校核做初步探讨。

1  主要的旋转体

如上文所述，本文将把旋转体分为烘缸及辊筒两

类。在造纸设备制造中，很多情况也把烘缸看作是特殊

的辊筒，但由于烘缸的设计、制作与普通的辊筒差别较

大，在本文中我们将烘缸与辊筒并列来讨论。

辊筒，造纸行业中也称为辊子，是纸机中最常见的

转子。按照转子的分类我们也可以分为刚性辊筒和柔

性（挠性）辊筒。刚性转子，在I S O1925中有严格的定

义，其定义是“凡是可以在两个（任选）校正平面上进

行校正，并且校正后在任意转速直至最高工作转速，它

的不平衡量不会超过平衡允差，其中转子的运行条件

近于最后支撑系统的条件，这样的转子可认为是刚性

转子。”[1]一般在纸机的旋转体中，烘缸、真空辊、压榨

辊、施胶上料辊等都是典型的刚性辊子；而与之对应，

导辊、弧形辊是典型的柔性辊。当然刚性与柔性是相对

的，相对我们目前纸机的运行条件下，如果运行速度大

幅度提升，有些辊子的刚性会不满足刚性运行的条件，

这时候校正乃至重新设计和制作新的辊体都是必要

的。

2  不平衡的产生及危害

2.1 不平衡的产生

旋转体不平衡的产生，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的: 

(1）制造问题

由于辊体材料不可能是绝对理想地均匀分布，再

加上制造过程中加工误差造成的重心偏移，装配造成

旋转体的质量偏心，这些都是旋转体产生不平衡问题

的根源，也是我们进行动平衡校正的重点控制环节之

一。

 (2）材料制造及使用原因　

旋转体的设计中，其几何外形不对称或者尺寸不

合理，导致出现不平衡问题。另外运行中的弯曲变形，

材料性能不良，如发热或变形、疲劳断裂或零部件脱

落等，也有可能破坏原来出厂时的平衡，引发动平衡问

题。

(3）其它问题

在纸机运输、安装以及运行之中发生的其它因素，

如轴承偏心、组装件松动、基础松动等，均可能引发辊

筒的不平衡问题。在旧纸机的升级中，原来设计的旋转

体（老辊筒、烘缸等），都需要动平衡校正之后才能确

保正常运行。

另外，在辊筒的长期贮存中，由于重力作用辊体会

产生形变，门幅越宽的辊筒，质量越大变形会越明显。

对于国内现代化宽门幅的纸机辊筒，已有较多工厂在辊

子贮存车间都装备有动力机构，可以在贮存中带动辊体

慢速旋转，以防止辊筒变为香蕉形。

2.2 不平衡可能造成的后果

不平衡的存在将使支撑以及整台纸机承受附加动

载荷，轻则造成机械的振动、噪声，影响使用、寿命、工

作性能及操作环境等，严重的可能造成整个转子系统

破坏。

式（1）表明了不平衡力与造纸机械旋转件或纸机

车速的关系:

F=meω2=U.（2πn/60）2=U.（2v/D）2          (1)                    

式中:     

F为不平衡质量产生的不平衡离心力（μN）;            

m为辊筒的总质量（kg）;

e为不平衡度，表示单位辊筒质量的不平衡量

（g.mm/kg）;

U为辊筒的不平衡量（g.mm）;

ω为辊筒旋转的角速度（或角频率）（rad/s）;

n为辊筒转速（r/min）;

v为造纸机的车速（m/s）;

D为转子直径（m）。

由式（1）可知，纸机辊筒的不平衡离心力与纸机

车速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与车速的平方成正比增加。因

此，在纸机速度上升过程中，不平衡离心力会大幅度增

加，造成辊筒系统强烈振动，甚至会严重损坏设备，影

响生产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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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平衡校正方法

按照平衡方式，动平衡可分为平衡机平衡法和现

场平衡法。动平衡校验就是寻找不平衡量并处理使之

平衡的过程。

平衡机平衡法就是在旋转件的制造或维护过程

中，将旋转件放在专用的平衡设备上进行不平衡测量和

平衡处理的过程，它是进行转子平衡十分成熟的传统

方法，目前在烘缸辊筒等大型旋转件的加工制造过程中

被广泛采用。目前，我公司全部的辊筒生产及维护车间

均配备了动平衡设备，如辽阳分公司装备了德国28 t重

型动平衡机，可用于烘缸及所有辊筒的动平衡校正。

现场平衡法是指，旋转件在纸机运行的现场，不

拆机、工作车速条件下，通过现代测控技术进行振动监

测、不平衡的诊断和不平衡量的测量，进而进行平衡处

理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主要用于烘缸、扬克缸等不易

拆除的旋转体，有时可以用便携式现场动平衡仪提供

现场服务。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平衡机平衡法，主要关注的是

旋转体制造环节的动平衡技术。

3.1 动平衡等级

动平衡等级，也可以称之为动平衡质量，它是指旋

转件的动平衡标准，在ISO1940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造纸

机转子的等级，国内现有标准为QB/T 3917-99。 

动平衡等级的单位为g.mm/kg，代表不平衡量对

于转子轴心的偏心距离。显然，等级值越小，代表动平

衡的精度越高，例如汽车车轮的动平衡等级为G40，而

机床一般件的动平衡等级则为G2.5。一般而言，造纸

机旋转体的动平衡等级在G1.0～G2.5之间，要求较高

的部件，等级更高。

3.2 不平衡量与剩余不平衡量

所谓的不平衡量如2.2节所述，是指辊筒由于制造

或加工所形成的固有的不平衡量，单位为g.mm。经过

动平衡校正之后，辊筒达到了一定的动平衡等级后残留

的不平衡量，称之为剩余不平衡量。

显然，当辊筒的质量一定时，如果确定了其动平衡

等级，那么它的剩余不平衡量也是确定的；再进一步，

如果当辊筒的质量一定，动平衡等级确定了，而校正半

径也确定了，那么其剩余不平衡的质量也就确定了，这

就是动平衡的原理。

3.3 相位角

相位角是指不平衡量与测试平台所规定的0度角之

间的位差。简单讲，它告诉测试者在圆周方向上进行加

重或减重的相位。

显然辊筒的动平衡检测中，不平衡量的相位测量

的准确性，是平衡工艺的关键之一，是平衡工艺和试验

效率很重要的因素，一般现代的动平衡机上，不平衡量

与相位角会同时显示出来。

4  不同旋转体动平衡的校正

4.1 烘缸的动平衡校正

烘缸是刚性转子，根据刚性转子的定义，我们很容

易知道，平衡校正通常采用双面平衡法，即在两个端面

进行。动平衡机利用旋转体存在的不平衡量并借助其

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使动平衡机的振动系统产生位移

振动，其振动讯号通过传感器反映到座标的电子屏幕或

指针表上，测出或计算出不平衡量的相位和不平衡量的

“量值”，通过换算求出不平衡量。这时我们只要在偏

重的对称点加一定的重量，使不平衡量接近零值，无论

是高转速还是低转速，都不会产生新的不平衡现象（见

刚性转子定义）。

通常平衡校正方法从平衡原理上可分为加重和去

重方式。加重可以在不平衡稍轻的方向上附加质量，一

般包括：焊接、铆接、螺钉连接、圆周上滑槽中配加校正

重、喷镀金属等。而去重就是在不平衡的稍重点方向除

去质量，可以通过钻孔、磨削、铣削等方式进行。烘缸属

于压力容器，为了避免防止破坏压力容器本体结构，平

衡常采用在烘缸端面筋板加重方式。

4.2 刚性辊子的动平衡校正

刚性辊子的动平衡校正与烘缸类似，也采用双面

平衡法。真空辊以及可控中高辊由于端面有仪表或液压

管的存在，无法在端面进行加重或减重，这时可能需要

在端盖甚至辊壳上进行钻孔去重。

4.3 柔性辊子的动平衡

柔（挠）性辊子的动平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由振动理论可知，作为连续弹性体处理的柔性辊筒，有

无穷个固有频率（临界转速）和与之对应的主振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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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需要对不同阶的振型进行分别动平衡校正。但实际

上在造纸工业的设计中，只需要考虑辊筒的一阶及二阶

振型，柔性辊筒大多设计为三面校正，即辊筒的两个端

面加上中间一个面共三面进行校正。有特殊的辊筒，如

直径较小细长的弧形辊，为确保精度，也有厂家进行五

面校正。

如前所述，为确保运行的稳定性，造纸工业中的柔

性辊子在设计时通常设置条件是运行在一阶临界速度

以下，部分要求较高的位置其辊筒需要运行在半临界速

度以下。这样动平衡校正中需要考虑半临界速度对辊子

的影响。

由于柔性辊子的动平衡校正难度大、较复杂，下面

以三面校正、硬支撑平衡机为例，进行详细地介绍。

辊子动平衡前，在两端刚性支撑点A B的支撑下

（如图1所示），在平衡机上需要低速运行几个小时消

除其本身可能的形变。在提速过程中，记录中间面径向

跳动值以及其一倍频分量S1和二倍频分量S2。其中S1

定义为对应某转速（即频率）下的中间校正面的径向跳

动值，S2为对应上述两倍转速（即二频率）下的校正面

（平面3）的跳动值分量。

跳动值S1是辊子在静态和动态不平衡情况下叠加

效果，其中静态不平衡主要是因为辊体的几何形状、外

径圆度偏差从而造成旋转中心线与几何中心线不同一

所致。而动态不平衡主要是辊体由于不平衡量在转动

时离心力作用下变形所致。可以通过上述动平衡校准减

少不平衡，从而使S1跳动减小到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于辊体刚性的非均质性（各向异性，如不均匀

的壁厚）或者椭圆变形（圆柱体纵切面的X轴和Y轴方

向刚性不一致），从而引起S2的跳动随着速度增加而增

加，尤其是在二倍频产生共振引起跳动大幅增加（共振

峰值）。因而S2跳动不可能通过动平衡校准而大幅变

化，通常只有对辊体内壁重新加工，提高旋转体的几何

均一性；或者重新设计辊子，如提高辊体外径而提高刚

性，才能有效地减少S2跳动。

一般刚性辊的刚性比柔性辊大很多，所以很少出

现S2跳动超标。若出现超标均可以通过对刚性辊体内

壁重新加工而纠正。

S1及S2的跳动最大允许值反映了辊体的平衡精

度，精度等级是μm/m，一般是辊体制造商根据运行条

件（如造纸工艺要求和经验）设定。

在提速至工作车速过程中，若跳动超过标准，可能

需要检查辊体或进行多次配平，以逐步减小不平衡量。

在提速中，只有当不平衡量的重量及相位角都稳定时，

才可以进行配平操作。最终辊体配平如图2所示。

柔性辊两个端面（如图2中的平面１及平面２）的配

平装置，大多与刚性辊类似，可以在端面进行加重或减

重。而中间面的配平装置，属于柔性辊特有的，常见的有

星形结构、网状结构等，用于把加重块放在辊体中心位

置的配平装置中。很多导辊为了配平的方便，端面开有

对称的小孔。这些配平装置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避免在

辊体中间打孔加重/减重从而影响辊体的强度。

5  结语

旋转体良好的动平衡状态对提高设备运行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发挥设备潜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出厂时良好的动平衡性能是正常运行的前提。

旋转体的动平衡技术及校正方法由于辊体的性能

不同而有差异。

参考文献

[1]转子动平衡[M].周仁睦,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15.

图1  柔性辊子动平衡示意图

图2  柔性辊子配平平面示意图
[收稿日期: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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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聚醚多元醇和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

（PAPI）为原料，添加杨木机械浆（TMP）或杨木木粉（WF），

制备了具有较高拉伸强度的轻质聚氨酯（PU F）木塑复合材

料。讨论了添加杨木机械浆和杨木木粉对复合材料的泡沫密

度、力学性能、热稳定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经盘磨处理的

杨木TMP纤维表面呈现显著纤维分丝帚化现象，表面暴露更

多的羟基，为制备PU F木塑复合材料提供了良好的分散性能

和反应活性；与不添加杨木纤维的PUF材料比较，制备的PUF

木塑复合材料密度减少51.6%，拉伸性能为0.39 M P a，提高

8.1%，但存在一定的压缩和弯曲强度损失。热重分析发现，

添加杨木纤维的PUF木塑复合材料热稳定性得到一定程度提

高。

关键词：杨木TMP；聚氨酯泡沫材料；木塑复合材料；力学性

能

Abstract: In this study, polyurethane foamed wood-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 was synthesized from polyether polyol, 

polymethylene polyphenyl isocyanate (PAPI), poplar TMP or WF 

main materials, a higher tensile strength lightweight PUF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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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材料由德国化学家拜尔在20世纪30年代

首次提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广泛应用在汽车工

业、建筑、冷藏保温、家具等行业。在“十三五”规划中，

我国聚氨酯工业发展目标是：产业规模在“十二五”达

到的1000万t基础上，力争达到1500万t以上，产销量占

全球总量的60%以上 [1]。随着“十四五”规划的有序展

开，聚氨酯行业将迎来高质量的发展。聚氨酯材料密度

小、成本相对低廉、单位体积的价值较低，这直接导致

聚氨酯材料的回收利用率较低。而聚氨酯泡沫材料属

于有机合成大分子，生物降解性极差，绝大部分聚氨酯

泡沫材料在使用过一次后即进入垃圾处理系统，造成了

巨大的环境压力。近年来，材料的生物可降解性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能源部的报告显示，在2020年生

物基材料对传统材料的替代率达到10%，到2050年将

达到50%。可降解生物基天然高分子的应用研究及开发

正日益升温 [2]。

当前提高聚氨酯泡沫材料的生物可降解性方向的

研究，大多选取使用改性或液化的植物油脂、木质纤维

素、松香、淀粉、废纸浆 [3-4]等农林剩余物 [5]，代替合成

聚氨酯反应中的部分多元醇这一思路 [6]。木粉作为一种

常见的填料也被用于合成聚氨酯木塑复合材料 [7-9]，但

木粉纤维长度较短、比表面积较小、表面活性基团较

少，加入后会导致生物基聚氨酯泡沫材料的力学性能

降低 [10]。机械浆是一种通过盘磨机中的揉搓作用将木

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 The effects of TMP and WF addition 

on the dens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composite foams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poplar fiber through the disc refiner treatment 
is increased, fibrillation of the fiber is obvious, and the mechanical 
interlocking ability is increased. The foam density of the prepared 

PUF material is reduced by 51.6%, and the tensile performance is 

0.39MPa, which is increased by 8.1%, but there is a certain loss of 

compression and bending strength.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PUF material added with poplar 

fiber has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poplar TMP; polyurethane foamed material; wood 

plastic composite; mechanical property

质纤维分离的制浆方法，利用磨盘的旋转摩擦工作面对

纤维原料的摩擦撕裂作用，以及由于摩擦所产生的热

量对原料胞间层木素的加热软化塑化作用，将原料磨解

撕裂分离为纤维。在分离的过程中纤维更多地受到摩擦

撕裂而不是切断作用。因此，在相同的粒径下与木粉相

比，机械浆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且纤维表面具有更多

的游离羟基，可以为合成聚氨酯反应提供更多的反应点

位，为改善材料的各项指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11-12]。

为了探讨机械浆对聚氨酯木塑复合材料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高浓盘磨机制备了杨木机械浆（TM P），

部分代替聚醚多元醇，制备了机械浆聚氨酯泡沫

（TMPPUF）材料，测定了杨木TMP在TMPPUF的

微观形貌和尺寸分布情况，同时考察了T M P和木粉

（WF）制备聚氨酯发泡木塑复合材料对微观形态、力

学性能和热稳定性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料

杨木，产地山东济南，树龄5～8年；聚醚多元醇

（HK4110，羟值430～470 m gKOH/g），工业级，佳桐

塑胶原料公司；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工业

级，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泡沫稳定剂AK8860，

工业级，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一氟二氯乙烷

（HCFC-141b），工业级，山东鑫百禾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N,N-二甲基环己胺、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

氧基硅烷（KH-570），分析纯，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设备

高浓盘磨机，BX-300-2型，北京春辉新吉造纸机

械厂；微型植物粉碎机，FZ102型，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

限公司；电子万能试验机，TCS-2000型，台湾高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SEM），S-3400型，

日本日立公司；同步热分析仪（TGA），STA409型，德

国耐驰公司；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Mag n a 

IR550型，美国Nicolet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杨木木粉和杨木TMP的制备

杨木经过微型粉碎机粉碎过筛网，得到60～8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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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粉，105 ℃烘干24 h备用。

在30%的浓度下，使用高浓盘磨机，通过控制不同

的磨解能耗将杨木片解离成加拿大游离度（C S F）分

别为680 m L、520 m L、390 m L和280 m L的四种杨木

TMP纤维，105 ℃烘干24 h备用。

1.3.2 杨木WFPUF和TMPPUF材料的制备

聚氨酯发泡木塑复合材料的基本配方见表1。

按照表1配方将杨木木粉或杨木TMP与聚醚4110、

泡沫稳定剂、催化剂、发泡剂等加入到聚乙烯包装袋

中揉搓均匀。加入PAPI（异氰酸酯指数控制在1.05），

快速揉搓均匀。在发泡初期挤入到自制的模具。在

烘箱40 ℃中发泡，固化48 h。分别得到W F PU F和

TMPPUF复合材料，对比实验为PUF。

1.4 分析测试方法

1.4.1 TMP和木粉形态分析

鲍尔筛分仪测定纤维形态：取50 g样品分散于水

中测定。

1.4.2 泡沫材料性能测定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

将聚氨酯泡沫液氮处理1 m i n，萃

断，选取断裂面，以导电双面胶固定

于不锈钢载物片上，真空镀金后，采

用S34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试样

的表面结构形貌。

热失重分析（TGA)：样品在氮气

气氛下，使用德国耐驰公司S TA409

型同步热分析仪，升温速率10 ℃/

m i n，温度范围40～600 ℃，进行热

重测试分析。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 T-

I R）：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溴化钾进行压片测定。

力学性能的测定：压缩强度按

照GB/T  8813-2008测试。样品切

割成50 mm×50 mm×30 mm尺寸，

5 mm/m i n匀速在万能试验机上测

定；弯曲强度采用GB/T  8812.1-

2007测试：样品切割成120 mm×5 mm×20 mm尺寸，

以10 mm/m i n速度，采用三点式弯曲负荷下测定；拉

伸强度及拉伸模量按照GB/T  9641-1988测试：样品

测定区域切割成50 mm×25 mm×15 mm尺寸，5 mm/

min匀速拉伸。

2  结果与讨论

2.1 杨木TMP纤维筛分分析

纤维筛分采用鲍尔筛分仪测量，以明确杨木TMP

纤维长度分布情况。四种不同游离度的杨木TMP纤维

筛分分布见表2。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杨木TMP纤维

主要集中分布在28～100目之间；随着磨浆程度增加，浆

料游离度下降，杨木TMP长纤维组分(≥R28)下降，通

过200目以上短纤维组分逐渐增加。而中等长度纤维筛

分（R50+R100）含量几乎都在质量分数50%以上，说明

制备的四种杨木纤维具有较好长度分布，适宜用于生

物基材料制备。

图1显示，木粉纤维挺硬、表面光滑，未见分丝帚化

表2  不同加拿大游离度下的纤维长度分布

注：R为截留于筛板上纤维级分的质量分数，P为通过筛板纤维级分的质量分数，字母下标数字为筛

具网目。

游离度/

mL 

680

520

390

280

TMP1

TMP2

TMP3

TMP4

编号 R28/%

21.66

15.02

15.42

9.65

R200/%

7.04

7.48

7.23

6.93

8.28

2.54

3.48

0.49

R14/% R50/%

29.54

25.82

28.89

25.13

P200/%

4.71

23.72

24.28

30.97

R100/%

28.78

25.43

20.71

26.82

表1  木粉PUF和TMPPUF发泡材料的配方

PUF

HK4110

AK8860

N,N-二甲基环己胺

KH570

HCFC-141b

水

PAPI

WF或TMP

原料

100

2.4

1.2

2.4

15

5

120

10

用量/份

杨木木粉PUF

HK4110+WF

AK8860

N,N-二甲基环己胺

KH570

HCFC-141b

水

PAPI

WF或TMP

原料

100

2.4

1.2

2.4

15

5

120

10

用量/份

杨木TMP PUF

原料

HK4110+TMP

AK8860

N,N-二甲基环己胺

KH570

HCFC-141b

水

PAPI

WF或TMP

用量/份

100

2.4

1.2

2.4

15

5

1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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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TMP4纤维柔顺、表面分丝帚化明显，盘磨解离处

理大大增加了纤维比表面积，增加了纤维表面羟基反应

位点，即提高了其化学反应性能，同时在聚氨酯泡沫材

料制备中形成了机械互锁现象 [13]，为TMPPUF4拉伸强

度的提高提供了证据。

2.2 力学性能分析

表观密度是影响泡沫材料力学性能的重要参数

之一。从表3可知，与PUF对照样比较，添加10%的WF

和TM P（相对于聚醚HK4110）制取的发泡木塑复合

材料的密度呈现不同程度下降。木粉PU F的泡沫密

度为95.05 k g/m3，TMPPUF1（680 m L  C S F）为

56.89 k g/m 3，分别减重19.1%和51.6%，因此在制取

PUF木塑材料时，添加少量TMP纤维可以制备更加轻

质的发泡木塑材料。

比较几种材料强度性能可以看出，添加杨木TMP

纤维对PU F木塑复合材料的强度性能产生不同程度

表3  WF和TMP制备的发泡木塑复合材料的密度和力学性能

物理

指标

TMPPUF1

TMPPUF2

TMPPUF3

TMPPUF4

WFPUF

PUFctr

泡沫密度/

kg.m-3

56.89

67.41

73.21

73.67

95.05

117.45

0.31

0.31

0.40

0.41

0.32

0.64

压缩强度/

MPa

0.34

0.28

0.33

0.32

0.31

0.37

弯曲强度/

MPa

0.31

0.20

0.26

0.39

0.21

0.36

拉伸强度/

MPa

图2  不同泡沫材料的TG和DTG

图3  发泡木塑复合材料的SEM

A PUF CB WFPUF  

图1  WF和TMP纤维微观形态

的影响，其中，对压缩强度和弯曲强度有一定程度的

牺牲，但对拉伸强度的影响较小。添加W F纤维的发

泡木塑复合材料所有强度指标较PUFc t r、TMPPUF

低，其拉伸强度损失为41.7%，但TMPPUF4（280 m L 

CSF）拉伸强度为0.39 MPa，比未添加纤维的PUFctr

高8.3%。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杨木解离程度的增加

（CSF下降），长纤维级分（R14+R28）降低、细小纤维

纤维级分（R200+P200）增加（见表2），添加10%杨木

TMP纤维的PUF木塑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逐渐增加，

甚至超过PUFctr的拉伸强度。因此使用杨木TMP纤维

替代杨木WF制备PUF材料，不仅可以使发泡材料轻量

化，而且可以提高材料的拉伸强度性能。

2.3 热重分析(TGA)测试

从TG曲线图2中可以看出，材料的主要分解温度

在300～400 ℃之间，失重初期主要是多元醇组分和纤

维的降解，PUF的分解温度最低，表明杨木纤维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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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材料的热稳定性能提高，在400 ℃左右的第二阶段主

要是聚氨酯结构的降解。由于含有纤维的泡沫材料中

形成的氨基甲酸酯键较少，同时纤维中活性羟基的数量

少于商品多元醇，导致添加木纤维的聚氨酯泡沫分解速

率高于PUF。

对曲线中的“残炭”进行了分析，在600 ℃时PUF的

残炭量为15.28%，木粉PUF和TMPPUF4残炭量分别

为17.86%和18.48%。表明残炭的含量与木纤维的含量

有关，木质素的存在导致残炭量的增加[14]。TGA如图2所

示，三种样品的最大失重速率均出现在347 ℃左右。杨

木纤维的加入导致在314 ℃左右呈现略快的失重现象。

2.4 SEM分析

PUF发泡木塑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取决于纤维在

基体中的分散效果及纤维与基体之间的连接状态。为

研究杨木纤维在聚氨酯泡沫制备过程中的作用，利用

SEM观察了PUF、WFPUF和TMPPUF4的界面形态，

结果见图3。

由图3知，PU F泡孔均匀分布且都是呈现闭孔状

态，WFPUF、TMPPUF4中纤维的加入导致泡孔破裂。

WFPUF的泡孔破裂较多，是由于木粉暴露的反应基团较

少，发泡过程中产生聚团刺破了泡孔。TMPPUF4中纤维存

在少量的聚团，泡孔破裂的较少，均匀分布在泡孔之间。

3  结论

(1）添加TM P纤维是制备超轻质PUF的较好方

法，但与不添加木纤维的PUF材料相比存在一定的压缩

和弯曲强度损失。TMP和WF纤维制备的聚氨酯木塑复

合材料，其泡沫密度均轻于未添加任何木纤维的PUF

材料，泡沫密度分别减重19.1%和51.6%。

(2）TM P纤维制备的聚氨酯发泡木塑复合材料具

有较好的强度性能。TMP4纤维替代部分聚醚，可以获

得拉伸强度较好的轻质聚氨酯木塑复合材料，其拉伸强

度比不加木纤维的PUF高8.3%。良好分丝帚化、柔顺

的TMP4纤维，比硬的WF木粉，表面暴露更多羟基，在

聚氨酯PUF泡沫材料制备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化学反

应性能并形成了机械互锁，从而增加材料的拉伸性能。

(3）制备的TMPPUF4泡孔均匀，分散性较好，改

善了泡沫材料的力学性能。热失重分析结果表明提高了
[收稿日期:2021-08-09]

泡沫材料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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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野外采样、实验室分析等手段筛选出六

种非木材植物原料，详尽地分析了六种植物的生物结

构、纤维形态、化学成分及官能团组成；并通过考察

所选植物的硫酸盐法蒸煮工艺，分析了六种植物原料

的制浆可行性且初步探讨了其制浆工艺。

关键词：非木材原料;生物结构;纤维形态;化学成分;

蒸煮工艺

Abstract: Six kinds of non-wood plants were selected 

by means of f ield sampling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The biological structure, fiber morpholog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al group composition of the 

raw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By investigating 

the sulfate cooking process, the pulping feasibility of 

the selected raw materials was analyzed and the optimal 

method was determined.

Key words: non-wood raw mater ia ls; biological 

structure; f iber morphology; chemical component; 

coo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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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浆粕消耗量不断增加，然而木材资源是

非常有限的 [1]。农业残留物或海洋生物资源等 [2]非木材

原料的新的利用方式存在巨大的潜在利益，可以作为新

的纤维素纤维来源 [3]。因此，非木材原料在制浆造纸、

生物质能源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1  我国非木材制浆原料简介

非木材原料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地应用于制浆造纸

行业，尤其适用于中国。我国森林资源相对匮乏，非木

材原料在制浆行业中占重要地位，在我国的制浆发展历

程中草浆产量甚至一度达到国产纸浆量的85% [4]。然而

随着草类原料的大量应用，与木材原料相比，非木材原

料的缺陷也被暴露出来：与木浆相比，纸张强度较低仅

能用作中低档文化用纸，且黑液难以处理易造成水体

污染。因此选择合适的非木材纤维来源以解决纸张强

度和环保问题是非木材制浆研究的重要方向[5]。

与木材原料相比，非木材原料有生长周期短、环境

适应性强等优势，尤其适应我国制浆业的现状。相比于

其他国家，我国森林覆盖率较低，可供砍伐的木材原料

越来越少，林浆一体化产业还未成

熟。而我国非木材原料非常丰富，

不但每年有大量的农业副产品如秸

秆等被焚烧或掩埋，还有许多未被

利用的野外植物，这些非木材原料

生长周期短、价格低廉，是制浆业

的绝佳原料。

非木材原料曾经是我国制浆

的主要原料，是中国制浆行业的一

大特色，在制浆原料结构中占据重要

位置，但是非木材浆也存在一系列问

题，产品质量不高、废液回收及废水

污染等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

问题。面对当前大规模、集约化的生

产要求以及清洁化生产的环境要求，

需要我们增加对非木材原料的开发

利用，增加其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表1  仪器与设备

仪器名称

扫描电子显微镜

新型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

纤维测定仪

X射线衍射仪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六罐旋转蒸煮器

型号

S－3400N

SU8020

XWY－VI

Rigaku Smart Lap

Nicolet 6700

Six Vessel Rotating

生产厂家

日本日立公司

日立高新科技

华伦造纸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理学公司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美国Greenwood Instruments

表2  六种非木材原料的化学组分

葛藤

蜈蚣草

飞蓬

玉草

五节芒

桑树

综纤维素/

%

57.61

54.13

69.2

64.83

74.43

70.45

24.84

30.61

37.5

38.99

40.62

39.19

纤维素/

%

聚戊糖/

%

32.77

23.52

31.7

25.84

33.81

31.26

酸溶木素/

%

8.4

5.94

6.45

5.97

2.63

3.52

酸不溶

木素/%

20.68

32.34

20.91

18.46

17.84

18.07

苯醇

抽出物/%

5.96

2.59

1.1

4.75

2.34

4.51

灰分/

%

7.35

5.0

2.34

5.99

2.76

3.45

[6]。通过野外采集的方式收集了六种非木材植物，并对

其生物结构、纤维形态、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探讨其制

浆性能，以期为非木材制浆寻找新的原料来源。

2  六种非木材原料制浆性能分析

植物原料的生物结构、纤维形态及化学组分的分

析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

首先分析了六种非木材原料的基本化学成分；然后通过

扫描电镜（SEX）和光学纤维镜观察和研究了原料的生

物结构；并进一步通过红外光谱（FTIR）和X衍射图谱

（XRD）对其表面官能团和结晶度做出进一步研究；最

后通过硫酸盐蒸煮法探讨其制浆的可行性。

2.1 实验部分

2.1.1 原料与仪器

野外采集葛藤、蜈蚣草、飞蓬、玉草、五节芒、桑枝

六种非木材原料，经剪切、清洗、风干备用。

本实验中主要仪器设备见表1。

2.1.2 实验方法

选取所采集的六种非木材植物纤维原料，充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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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后分别置于植物粉碎机中粉碎，将粉碎的原料过40～

60目筛，编号后置于密封袋中备用。

植物纤维原料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灰

分、有机溶剂抽出物、果胶等在内的组分分析参照《制

浆造纸分析与检测》中方法测定；通过扫描电镜、电子

显微镜、红外光谱、XRD等手段进一步分析其纤维形

态及纤维性能，并通过蒸煮实验评价其制浆性能 [7]。

2.2 结果与讨论

2.2.1 化学成分分析

造纸植物纤维原料和纸浆的化学成分分析包括对

主要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和次要成分（灰

分、有机溶剂抽出物、果胶等）的分析，以及其他化学成

分的分析 [8]。本实验用于表征制浆植物纤维原料的化学

组成特征的分析项目有：综纤维素、纤维素、木素（包

括酸不溶木素和酸溶木素）、聚戊糖、有机溶剂抽出物

（苯-乙醇）、灰分等含量的测定。据此初步判断其制

浆造纸的适用性；揭示各种化学成分的溶出规律，以便

更深入地研究其机理。

综纤维素是指植物原料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

总和。综纤维素的含量依原料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从

表2可以看出实验中六种不同原料的综纤维素含量在

55.21%～74.43%之间，五节芒和桑树综纤维素含量相

对较高，分别达到74.43%和70.45%，蕨类植物蜈蚣草

综纤维素含量较低仅为54.13%，可见植物中综纤维素

含量与其科属有一定关系。一般针叶木综纤维素含量为

65%～74%；阔叶木为70%～82%；禾本科植物为64%～

80%，实验中所测原料除蜈蚣草之外，其他原料基本在

此范围内，这说明具有制浆的潜力。

所测六种造纸原料中纤维素含量在24.8 4%～

42.61%之间，葛藤中纤维素含量仅为24.84%；五节芒

的含量最高，达到42.61%，禾本科植物的纤维素含量一

般在38%～55%之间。

一般针叶木的木素含量为25%～35%；阔叶木为

18%～22%；禾本科植物为16%～25%。实验中我们发现

木素含量最高的为蕨类植物的蜈蚣草达到38.28%，禾

本科的五节芒中仅有20.47%。木素含量的高低直接影

响其蒸煮的难易程度。

植物原料除三大素以外还包括灰分、抽提物等物

质。该六种原料灰分含量在2.34%～7.35%之间，其中葛

藤的灰分含量最高。原料中抽出物主要有部分无机盐、

糖、植物碱、单宁、色素及多糖类物质等，本实验采用苯

-醇抽提，其抽出物含量在1.1%～5.96%，含量较高的

为葛藤（5.96%）。

2.2.2 植物原料表面特征的扫描电镜研究

图1中A、B、C、D、E、F分别为葛藤、蜈蚣草、飞

蓬、玉草、五节芒、桑树在放大2000倍条件下的扫描电

镜图像。

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A（葛藤）、B（蜈蚣草）、F

（桑树）中明显的纤维束结构，证明葛藤、桑枝原料结

构中纤维比较光滑，纤维含量相对较高，且其他杂细胞

较少；D（玉草）、E（五节芒）中纤维比较细长，纤维表

面有较多薄壁细胞包裹，主要原因可能是玉草和五节

芒为禾本科植物，原料中含有大量单宁、果胶质等杂细图1  六种植物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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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撕裂度；C、F相比上述四种植物原料，纤维明

显粗短，较短的纤维成纸匀度较好，纸面较细平 [9]。

从表3可知六种植物原料的平均纤维长度、宽度及

长宽比。六种植物的纤维长度在0.55～1.56 mm之间，

其中飞蓬的平均纤维长度最短为0.55 mm，属于甚短纤

维的范围，而玉草纤维较长，平均长度可达1.56 mm，

属于稍长纤维的范围。与阔叶木树材(大多数为0.5～2 

mm)和针叶木树材(一般为2～3 mm)的纤维长度相比，

几种原料纤维长度与阔叶木比较接近 [10]。

纤维宽度一般是测量纤维中部直径最大处，实

验中不同原料的纤维宽度在3.1～6.33 μm之间，

其中较细的纤维有五节芒和玉草，其平均宽度为

3.1μm和4.03μm；桑树的纤维较粗，平均纤维宽度

可达6.33μm。大多数针叶树材的管胞直径为0.02～

0.05 mm，阔叶树材木纤维的直径一般小于0.02 mm。

该六种原料的纤维长宽比在88.14～387.1之间，其中飞

蓬的纤维长宽比远小于其他几种植物，仅为88.14，而

葛藤、蜈蚣草、玉草、五节芒四种植物的长宽比均大于

300。通常在制浆造纸和纤维工业中的原料，纤维长宽

比越大其性能越好，若长宽比低于35则其性能较差，因

表3  六种植物纤维形态

葛藤

蜈蚣草

飞蓬

玉草

五节芒

桑树

项目

1.54

1.5

0.55

1.56

1.18

0.95

纤维长度/

mm

6.12

4.98

6.24

4.03

3.1

6.33

纤维宽度/

μm

251.6

301.2

 88.14

387.1

380.65

150.08

长宽比

图2  六种植物的茎秆纤维形态

胞；C（飞蓬）中含有大量的网纹导管，由导管内壁肥厚

不均引起的薄的部分与厚的部分交互形成的网状斑纹

导管，并且可以看出飞蓬中结构较杂，纤维束很少且较

短。因此可以看出五节芒和玉草纤维非常适合制浆，葛

藤、蜈蚣草、桑树纤维结构也比较合适，而飞蓬纤维结

构比较杂乱相对较差。

2.2.3 纤维形态的观察及长宽测定

造纸原料的纤维形态是评价造纸原料的优劣、确

定工艺条件的重要依据之一。图2中A、B、C、D、E、F分

别为葛藤、蜈蚣草、飞蓬、玉草、五节芒、桑树在XWY

纤维仪0.59 mm（4倍物镜）条件下的纤维形态图。

由图2可以看出A、B、D、E四种原料纤维比较细

长，D、E尤为明显，可见这四种原料纤维较长，分析葛

藤、蜈蚣草、玉草、五节芒这四种原料纤维较长成纸具

图3  不同植物的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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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验中六种植物原料纤维长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玉草、

葛藤、蜈蚣草、五节芒、桑树、飞蓬。

2.2.4 红外光谱分析

利用红外光谱仪对纤维原料进行分析检测，根据

相关资料和红外光谱谱图库 [11]进行红外分析。图2-3中

A、B、C、D、E、F分别为葛藤、蜈蚣草、飞蓬、玉草、五

节芒、桑树六种不同原料的红外谱图如图3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六种原料的红外吸收峰基本一致，于是我们

选取一种原料（五节芒）来分析其所含基团特征。由图

3可以看出几种原料均在3330 c m-1和1200 c m-1附近有

较强的吸收峰，这是木素和纤维素的特征峰，证明几种

原料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木素。另外图中还可以看出

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中所含的羧基、羟基、羰基、甲

基等官能团。还可以看出在1514 c m-1和831 c m-1的吸

收峰表示五节芒木质素中具有愈创木基丙烷和紫丁香

基丙烷结构，可见该原料的木素结构类似阔叶木的G、S

型。

2.2.5 纤维素结晶度的测定

植物原料中纤维素由结晶区和无定形区相互连接

成，纤维素结晶度指的是纤维素结晶区在纤维素整体中

所占的比例 [12]。通过X射线衍射图谱可以分析纤维素结

晶区，从而得到原料的纤维素结晶度。原料中随着结晶

度的增加，纤维的抗拉强度、硬度、密度、弹性模量等也

相对增加；而纤维的柔软值、润胀度、保水值、化学反应

性等也随之下降。因此，纤维素结晶度也是评价纤维原

料的一项重要指标 [13]。图3为本实验中六种不同植物原

料的衍射强度曲线，由原料的衍射曲线可计算该原料的

纤维素结晶度。如表4。

葛藤、蜈蚣草、飞蓬、玉草、五节芒、桑树的相

对结晶度分别为20.85%、24.42%、21.7%、34.51%、

40.39%、25.83%，不同原料之间差别较大，除五节芒

（40.39%）和玉草（34.51%）外其余均小于30%。与稻草

（相对结晶度49%）相比较小。原料中随着结晶度的增

加，纤维的抗拉强度、硬度、密度、弹性模量等也相对增

加；而纤维的柔软值、润胀度、保水值、化学反应性等也

随之下降。可以推测几种原料造纸所得纸张抗张强度

应该较差，而润胀度等性能相对较好。

2.2.6 不同纤维原料制浆性能的初步探讨

在用碱量（Na2O计）20%、硫化度20%的条件下用

所筛选的六种植物原料进行硫酸盐法蒸煮，如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在用碱量和硫化度均为20%的条

件下，六种原料的粗浆得率有很大不同，葛藤、蜈蚣草、

飞蓬、玉草、五节芒、桑树的粗浆得率分别为36.88%、

31.08%、45.88%、52.22%、48.44%、45.08%，其中葛

藤与蜈蚣草得率远低于其他四种植物，主要由于其综纤

维素含量较低；通过不同原料粗浆的卡伯值可以看出

葛藤与蜈蚣草的卡伯值分别为25.58和19.45，远高于其

他原料，可见其木素脱出率并未达到要求，还需更高的

用碱量；分析黑液可得，葛藤与蜈蚣草黑液无机物含量

较高，主要与其灰分含量有关 [14]。综合分析六种植物可

得，藤蔓类植物葛藤与蕨类植物蜈蚣草由于其植物体内

综纤维素含量较低，木素含量相对较高，并且灰分、抽

出物等较多，导致其在蒸煮过程中较难成浆且耗碱量

大、制浆得率低，因此制浆可行性较低。飞蓬、玉草、五

节芒、桑树综纤维素含量在64.83%～74.43%之间，木

素、灰分、抽出物等含量相对较低，粗浆得率较高且卡

伯值相对较低，基本符合制浆的需求。

表5  不同纤维原料的制浆性能

葛藤

蜈蚣草

飞蓬

玉草

五节芒

桑树

得率/

%

36.88

31.08

45.88

52.22

48.44

45.08

3.68

4.48

5.92

7.52

4.0

6.88

残碱/

g.l-1
固形物/

%

15.04

12.18

13.47

14.17

15.99

13.05

无机物/

%

8.25

9.55

6.23

6.22

5.89

6.01

有机物/

%

6.79

2.63

7.24

7.95

10.1

7.04

卡伯值

25.58

19.45

9.14

7.69

7.81

13.81

表4  不同原料的纤维素相对结晶度

葛藤

蜈蚣草

飞蓬

玉草

五节芒

桑树

项目

211

172

212

226

359

302

002晶面

衍射强度

167

130

166

148

214

224

am晶面

衍射强度

20.85

24.42

21.7

34.51

40.39

25.83

相对结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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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分析六种原料的组成成分得出结论：葛藤的

综纤维素和纤维素含量较低仅为57.61%和24.84%，

而其灰分、苯醇抽出物含量却达到7.35%、5.96%，其

造纸适用性比较低；蜈蚣草的综纤维素与纤维素含量

也比较低仅有54.13%和30.61%，其木素含量却能达到

38.28%，可知其蒸煮难度会很大；飞蓬、玉草、五节芒、

桑树综纤维素含量在64.83%～74.43%之间，纤维素含

量在37.5%～40.62%之间，木素、灰分、抽出物等含量

相对较低，基本符合制浆的需求。

(2）通过SEM和纤维测定仪分析六种不同植物原

料的基本结构和纤维形态分析得出结论：从外观上可

以看出，在扫描电镜图中葛藤、桑树的纤维较为平滑；

五节芒、玉草纤维结构比较细长但表面比较粗糙；飞蓬

表面结构比较杂乱，含有大量网纹导管，纤维较少。用

纤维测定仪分析不同原料的纤维形态，可以看出，相比

于其他四种植物飞蓬、桑树纤维明显比较粗短。其中五

节芒、玉草、葛藤、蜈蚣草属于稍长纤维，而飞蓬、桑树

属于较短纤维。

(3）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可知，六种纤维原料的结

构基本相同，均存在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素的典型吸

收峰，具有甲基、羰基、羟基、羧基等官能团。对原料

进行X衍射图谱分析可得：葛藤、蜈蚣草、飞蓬、玉草、

五节芒、桑树的相对结晶度分别为20.85%、24.42%、

21.7%、34.51%、40.39%、25.83%，我们可以看出六种

原料的相对结晶度较小，而纤维的结晶度越大，纤维的

断裂强力就越大。

(4）进一步对几种原料进行蒸煮实验，飞蓬、玉草、

五节芒、桑树综纤维素含量在64.83%～74.43%之间，

木素、灰分、抽出物等含量相对较低，粗浆得率较高且

卡伯值相对较低，基本符合制浆的需求，是值得进一步

开发研究的制浆造纸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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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废纸的循环利用导致纸机湿部化学体系存

在电导率高、传统增强剂增强性能差等问题，研究高电导率下

的新型纸张增强剂对提高废纸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该实

验主要原料为玉米淀粉，采用半干法工艺制备两性淀粉，探

讨了其在高电导率下对废纸的增强效果。结果表明，在同种阳

离子淀粉下制备的两性淀粉，随着阴离子试剂磷酸盐用量增

加，其阴离子取代度不断增大，而阳离子取代度有所降低，但

阴、阳离子总取代度基本保持不变。与阳离子淀粉相比，在高

电导率下两性淀粉对废纸均具有较高的增强性能。当两性淀

粉的阴、阳离子取代度分别为0.056和0.065时，废纸的增强效

果最好，在电导率约2500 μs/cm、增强剂用量为1%时，纸张抗

张指数和耐破指数较空白样分别提高了37.6%和20.3%。

关键词：两性淀粉；半干法；废纸；电导率；增强剂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cycling of waste paper leads 

to problems such as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n the wet-end 

chemical system of the paper machine and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reinforcing ag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new paper reinforcing agent with high electr ical 

conductivity for improving the recycling of waste paper. The 

amphoteric starch was synthesized by a semi-dry process with 

corn starch.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n waste paper under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the same cationic starch is reacted with different am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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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造纸行业迅猛发展导致木材资源短

缺，废纸浆成为木浆原料的替代品。废纸回收所得的纤

维短、成纸强度低 [1-2]，常常需要使用增强剂来提高纸

张的强度性能，但废纸的循环利用会带来抄纸体系阴离

子垃圾含量显著增大，体系电导率明显提高 [3]，不利于

传统增强剂分子链的伸展，导致低的增强效率。为了实

现高电导率下的纸张增强，两性离子增强剂常常被用于

提高纸张的性能 [4-5]。两性离子增强剂是一种两性聚电

解质，其分子链上同时带有正、负电荷基团[6]。与常规的

阳离子增强剂和阴离子增强剂相比，两性离子增强剂具

有反聚电解质效应 [7]，在高电导率下仍能保持其分子链

的伸展，不仅有利于增强剂在废纸纤维上的留着，同时

有利于增强剂官能团的充分利用 [8-10]，使用后能够获得

优异的增强效率。

天然淀粉具有来源广泛、价格便宜等显著优势，近

年来成为两性离子增强剂的研究热点 [11-13]。然而，如何

低成本制备两性离子增强剂仍是一项挑战。面对这一挑

战，本文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研究了半干法两性淀粉的

制备及其应用性能，以其为两性淀粉增强剂的研究开发

提供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1）主要材料：玉米淀粉，济南优米化工有限公

司；商品阳离子淀粉，上海化工有限公司；废纸浆，山

of anionic reagent, the cationic substitution degree is decreased 

and the anionic substitution degree increased with the phosphite 

adding, but the total substitution degree remained unchanged. 

Compared with the cationic starch, the amphoteric starch has 

higher enhanced performance in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When the cationic substitution degree and anionic substitution 

degree of amphoteric starch are 0.065 and 0.056 respectively,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waste paper is the best. When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s about 2500 μS /cm and the dosage of reinforcing 
agent is 1%, the tensile index of paper increased by 37.6% and the 

burst index of paper increased by 20.3%. 

Key words: amphoteric starch; semi-dry process; waste pap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reinforcing agent

东博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3-环氧丙基三甲基氯化

铵（GTA）、磷酸氢二钠（Na2HPO4）、氢氧化钠、盐酸

等，天津市天利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主要仪器：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技有

限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上海精科分析仪器厂；凯

氏定氮仪，瑞士Buch i公司；红外光谱仪，德国Bruker

公司；X射线衍射仪，英国Kratos公司。

1.2 两性淀粉的制备

一定量的玉米原淀粉、阳离子醚化剂与氢氧化钠

碱溶液在匀浆机内混合均匀（控制含水量约25%），活

化后置于烘箱中于75 ℃下进行醚化反应，得到阳离子

淀粉；配制不同质量分数的磷酸盐（Na2HPO4）溶液，

调节pH至5.5（控制含水量约25%），将此溶液与已制备

好的阳离子淀粉在常温下混合均匀，置于烘箱中进行高

温酯化反应，冷却后经洗涤、干燥、粉碎过筛，制得两性

淀粉。

工艺流程如图1。

1.3 阳离子取代度和阴离子取代度的测定

两性淀粉中氮含量和磷含量分别采用凯氏定氮法

和磷钼蓝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依据公式计算出阳离子

取代度DS C和阴离子取代度DS A。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

献 [14-15]。

1.4 两性淀粉的结构性能表征

1.4.1 FT-IR分析

将样品用乙醇-水溶液洗涤数次，干燥后采用KBr

压片法，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进行扫描，扫描波

数范围为400～4000 cm-1。

1.4.2 XRD分析

图1  两性淀粉的工艺制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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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化剂用量对半干法阳离子淀粉取代度及反应效

率的影响见图2。由图2可知，阳离子淀粉取代度随着

GTA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醚化反应效率逐渐减小。这

是由于半干法醚化反应中，含水量低，醚化剂难以渗透

到淀粉颗粒内部，往往与淀粉颗粒表面的羟基进行反

应。鉴于淀粉表面可及羟基数量一定，当醚化剂达到一

定用量时，进一步增加醚化剂用量，并不能提高醚化剂

的应用效率，反而使反应效率降低。从成本控制出发，

选择阳离子醚化剂用量为7%时较为有利，所制备的阳

离子淀粉取代度约为0.073。

2.2 磷酸盐用量对两性淀粉取代度的影响

以取代度为0.073的阳离子淀粉为对象，研究了磷

酸盐用量对两性淀粉取代度的影响，结果见表1。由表

1可以发现，相同的阳离子淀粉与不同用量的Na2HPO4

反应后均可以得到两性淀粉。随着磷酸盐用量的增

加，所得两性淀粉的阴离子取代度逐渐增大，但阳离子

取代度逐渐减少。淀粉葡萄糖环上有C2、C3、C6位羟基

（-OH），三个羟基具有不同的反应性能 [17]。碱性条件

下，C2位羟基容易发生反应，而酸性条件下C6位羟基容

易发生反应。阳离子醚化反应在碱性条件下进行，而磷

酸酯化在酸性条件下进行，导致了阳离子化后的淀粉进

一步磷酸酯化后，阴阳离子总取代度增加。但鉴于淀粉

表面能够参与反应的总羟基数量有限，使得总取代度基

本稳定。同时，虽然碱性条件下，C2位羟基容易发生反

应，但C6位羟基空间位阻较小，也会有部分羟基参与醚

化反应，这部分参与醚化反应的羟基在酸性条件下进

行酯化反应时，可能被阴离子磷酸基团取代，从而使阴

离子化后的两性淀粉阳离子取代度降低。

阴、阳离子基团比例直接影响两性淀粉的总电荷

量。一般而言，造纸工业常用的两性增强剂总体应该

体现为净的正电荷 [18]，从而能够在增强的同时，有效

弥补湿部化学的正电荷需要。由表1可以看出，在阳离

子淀粉取代度约0.073，磷酸盐用量为5%～7%时，DS C 

>DSA，能够更好地满足两性增强剂的基本物性需要。

2.3 淀粉的红外光谱分析

对两性淀粉Ⅱ进行红外表征，并与玉米淀粉和取代

度为0.073的阳离子淀粉进行比较，结果见图3。由图3可

知，两性淀粉红外光谱保持了玉米淀粉和阳离子淀粉的

特征吸收峰，在1530 c m-1、1678 c m-1、1720 c m-1处出

取一定量的淀粉样品铺满整个试样台，设定扫

描参数如下：样品扫描范围2θ=4 °～60 °，扫描速度

0.016 °/s。

1.4.3 淀粉颗粒偏光显微镜分析

配制质量分数为2%的淀粉溶液，在载玻片上滴入

少量样品，盖上盖玻片并放置于偏光显微镜载物台，选

择合适的偏振光线，转动载物台，观察淀粉颗粒的偏光

十字结构，拍摄成像。

1.5 两性淀粉的增强应用实验

增强剂制备：配制商品阳离子淀粉和自制两性淀粉

为质量分数1%的淀粉乳，在95 ℃下保温30 m i n使其充

分糊化，降温至70 ℃保温备用。

抄造过程：称量废纸，置于纤维标准疏解器中，加

水调节浆浓至1.2%，疏解30,000转，加入氯化钠调节电

导率约2500 μS/cm，加入增强剂继续搅拌20 min后，

利用标准纸页成形器制备定量80 g/m 2手抄片。恒温恒

湿后测定纸页物理性能 [16]。

2  结果与讨论

2.1 醚化剂用量对阳离子淀粉取代度的影响

图2  GTA用量对阳离子淀粉取代度及醚化反应效率的影响

表1  磷酸盐用量对两性淀粉取代度的影响

Na2HPO4/

%

0

5

7

9

11

13

15

阳离子淀粉

两性淀粉Ⅰ

两性淀粉Ⅱ

两性淀粉Ⅲ

两性淀粉Ⅳ

两性淀粉Ⅴ

两性淀粉Ⅵ

样品编号序号

1

2

3

4

5

6

7

DSC

0.073

0.071

0.065

0.061

0.058

0.054

0.051

DSA

-

0.049

0.056

0.061

0.072

0.079

0.081

总取代度

0.073

0.120

0.121

0.122

0.130

0.133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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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新的伸缩振动峰，这些都是酰胺

的特征吸收峰 [19]，表明季铵阳离子化

的发生；在1160～1350 cm-1处表现出

较强的P=O的振动峰 [20-21]，从而证明

磷酸酯化反应引入了磷酸根基团，进

一步证明了该实验阳离子醚化和磷酸

酯化的发生。

2.4 淀粉的X-射线衍射分析

测定了两性淀粉Ⅱ的X R D，并

与玉米原淀粉、取代度0.073阳离子

淀粉进行比较，结果见图4。从图4可

以看出，玉米原淀粉在衍射角2θ分

别为14.93 °、17.36 °、18.00 °和

22.81 °处各出现一个较强的衍射

峰，为典型A型结晶结构 [22]。阳离子淀

粉和两性淀粉Ⅱ的衍射峰类型及位置

与玉米原淀粉相类似，依然保持了其

A型结晶结构。经阳离子醚化和磷酸

酯化后，两性淀粉的三个主要结晶衍

表2  两性淀粉对废纸增强性能

注：用量为1%，相对于绝干浆。

空白

商品阳离子淀粉

两性淀粉Ⅰ

两性淀粉Ⅱ

两性淀粉Ⅲ

两性淀粉Ⅳ

两性淀粉Ⅴ

两性淀粉Ⅵ

样品

17.1

18.2

21.4

23.6

21.9

20.9

19.3

18.9

抗张指数/

N.m.g-1

76.3

77.8

76.9

76.9

76.7

77.9

77.9

76.7

定量/

g.m-2

-

6.4

25.0

37.6

28.0

22.0

13.0

10.3

抗张指数增值

/%

1.05

1.08

1.17

1.26

1.19

1.15

1.17

1.12

耐破指数/

kPa.m.g-1

-

2.9

11.5

20.3

13.9

9.5

11.5

6.7

耐破指数增值

/%

图5  玉米淀粉、阳离子淀粉和两性淀粉的偏光显微结构

图3  玉米淀粉、阳离子淀粉和两性淀粉的红外光谱图

图4  玉米淀粉、阳离子淀粉和两性淀粉的X-射线衍射图

射峰相对减弱，结晶度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碱化及

高温酯化导致淀粉结晶区的润胀和分子结构中小部分

氢键断裂。

2.5 淀粉颗粒偏光性能分析

利用偏光显微镜测定了两性淀粉Ⅱ的结构，并与

玉米原淀粉、取代度为0.073阳离子淀粉进行比较，结

果见图5。由图5发现，玉米原淀粉的偏光十字结构较完

整，取代度为0.073的阳离子淀粉颗粒的偏光十字结构

较原淀粉明显减弱，说明醚化反应使得淀粉的结晶结构

发生了变化。同时，阳离子淀粉的偏光十字周围有较多

游离的细小颗粒，说明在醚化过程中，淀粉颗粒局部发

生破碎现象。两性淀粉Ⅱ的偏光十字结构破坏程度增

加，明显变得模糊，一部分偏光十字消失，表明高温酯

化会进一步破坏淀粉的结晶结构。

2.6 不同取代度两性淀粉对废纸增强性能的影响

对两性淀粉的增强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见表2。

由表2的实验结果可知，在高电导率下，增强剂用量为

1%时（相对于绝干浆），商品阳离子淀粉和两性淀粉

Ⅰ—Ⅵ对纸张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其中两性淀粉Ⅱ对纸张的增强效果最好，其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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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比空白样提高了37.6%和20.3%，

在此条件下商品阳离子淀粉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仅

增加了6.4%和2.9%。这是由于当电导率超过2000 μs/

cm时，阳离子淀粉留着率会显著降低 [23]。而两性淀粉具

有优良的反聚电解质效应，能够实现较好的留着，从而

能够赋予纸张更高的增强性能。

3  结论

(1）利用半干法，可以有效合成两性淀粉增强剂。

在同种阳离子淀粉下制备的两性淀粉，随着磷酸盐用量

增加，其阴离子取代度不断增大，而阳离子取代度有所

降低，但阴阳离子总取代度基本保持不变。

(2）与阳离子淀粉相比，在高电导率下两性淀粉对

废纸均具有更高的增强性能。其中两性淀粉的阴、阳

离子取代度分别为0.056和0.065时，废纸的增强作用

效果最好，在电导率约2500 μs/c m、增强剂用量为1%

时，纸张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较空白样分别提高了

37.6%和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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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次采用水力空化技术处理造纸漂白废水。研

究了初始废水COD C r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和初始pH值等

因素对水力空化技术处理漂白废水中COD C r和色度的去除效

果，同时提出了水力空化技术对漂白废水中COD C r和色度的去

除机理。结果表明，当初始漂白废水CODCr浓度为4000 mg/L、

反应时间为25 m i n、反应温度为15 ℃时，COD C r和色度的去除

率分别可达85%和80%。

关键词：漂白废水；水力空化；降解；脱色

Abstract: In this paper, hydraulic cavitation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treat pulp and paper industrial bleaching wastewater 

for the f irst t ime. The removal rate of CODCr and color in 

bleaching wastewater by hydraulic cavitation technology was 

investigated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CODCr concentration, reaction 

time, reaction time and initial pH value. In the meanwhile, the 

removal mechanism of CODCr and color in bleaching wastewater 

by hydraulic cavitation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initial CODCr concentration is 4000 mg/L, the 
reaction time is 25 min, and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is 15 , 
the removal rates of CODCr and color can reach 85% and 80% 

respectively.

Key words: bleaching wastewater; hydraulic cavitat ion; 

degradation; decol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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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降低成本、节约用水，在实际生产中造纸行业

的废水往往被多次循环使用，在制浆段、漂白段中排出

的废水通常被送往原料端，洗涤原料，洗涤后的水紧接

着进入制浆和漂白工序。因而，造纸企业排放的废水往

往含有大量有机物、毒性物质、酸碱物质和悬浮物等，

呈现色度深、碱性大和难降解的特点 [1，2]，本文中的造

纸漂白废水指的是多次循环后的混合废水。虽然生产

过程中设有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但仍有大量废

水排入自然界，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和生态破坏。因

而，需要采取绿色、合适的方法处理造纸漂白废水。

常见的造纸漂白废水处理方法包括：物理法、化学

法、生化法、氧化法和混凝法等 [3]。但是这些方法存在

各种各样的弊端和不足，如处理容量有限、容易产生二

次污染、成本高、技术不成熟、难以达到国家要求的排

放标准等 [3]，也就无法实现造纸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因此，探寻绿色高效处理造纸漂白废水的方法成为

人们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

水力空化是一种新型的物化废水处理技术，也是

一种高效的高级氧化处理技术，具有反应装置简单、运

行成本低、能量利用率高、无二次污染和易于规模化运

行的优点 [4]。该技术通过压力的瞬间释放，产生空化现

象，能够对水体中的有机物进行强力剪切，同时在通氧

气的过程中，能够将氧气转化为臭氧，进而形成强氧化

性的羟基自由基。该技术不仅可以单独处理废水还能

够与其它高级氧化处理技术相结合，不仅可以用于废水

的预处理工艺中，也可用于多级深度处理工艺中，进而

提高对废水处理的效率 [5]。因此，水力空化被认为是一

种非常有前景的高级氧化处理技术。然而，目前还没有

使用水力空化与氧气相结合处理造纸漂白废水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选取造纸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漂白废水，通

过调控初始造纸漂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Cr）的浓

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和漂白废水初始pH值等因素，

探索水力空化技术对造纸漂白废水中的COD Cr和色度

的处理效果，以期为造纸漂白废水的深度氧化处理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实验

2.1 实验原料

造纸漂白废水取自某造纸企业，其水质为COD C r 

58 0 0  m g/L，色度130，p H值6.8，悬浮物（S S）

500 mg/L。

2.2 仪器与设备

水力空化设备（青岛净天环保TC01-A，中国）、

COD快速消解仪（邢台钜都H8049，中国）、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岛津UV1800，日本）、pH计（上海雷磁

PHS-25，中国）。

2.3 水力空化

将漂白废水加入水箱1中，通过控制阀门1调控加

入量，打开冷却装置和氧气装置，保持空化反应器温度

和氧气流量恒定，通过阀门2调控废水在空化反应器中

的停留时间，水力空化实验系统示意见图1。

3  结果与讨论

3.1 漂白废水CODCr初始浓度对水力空化效果的影响

鉴于纸浆漂白方法多种多样，其产生的废水中各种

有机物的含量也不尽相同，CODCr不仅是造纸漂白废水

中的主要处理对象，也是一项重要检测指标。为了探究

水力空化技术对不同CODCr浓度造纸漂白废水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蒸发或稀释制备不同COD C r浓度（12000 

m g/L、8000 m g/L、4000 m g/L、1000 m g/L、

500 mg/L）的废水，待水力空化设备运行稳定后，将相

同体积的漂白废水分别加入空化设备水箱1中，控制相

同流速流入水力空化反应器反应20 m i n，反应完成后

立刻从水箱2中取样检测，多次重复取平均值。

从图2可以看出，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造纸漂白

废水中的COD Cr去除率可达75%以上，归因于一方面水

力空化在空泡溃灭的过程中会产生高速液体射流进而

图1  水力空化实验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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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强大的剪切力，该剪切力能够打破有机物大分子

链上的碳碳键，从而达到降解高分子有机物的目的 [6]；

另一方面，空化过程中通入的氧气会与水分子反应产生

臭氧，进而产生大量的羟基自由基进一步破坏造纸漂白

废水中的有机物。然而，当漂白废水COD Cr浓度降低至

4000 mg/L以后，废水中的CODCr去除效率减缓。这是

因为，水力空化产生的臭氧是通过溶解于水中进而作用

于造纸废水中的有机物发挥作用，当水中有机物浓度较

低时，消耗的臭氧含量相对减少，产生的臭氧与水中臭

氧的浓度差变小，加之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有限，使其

反应效率降低。综上可以看出，并不是造纸漂白废水中

CODCr的浓度越低越好，综合考虑工厂利益和成本以及

水力空化所产生臭氧的浓度进行确定。对于废水色度，

由于水力空化过程中产生的剪切力和臭氧羟基自由基的

作用降解了废水中存在的可显色的不饱和有机物，进而

减少了废水中的显色反应，达到脱除一定颜色的目的，

其最高脱色率达到了78%。综合考虑，确定漂白废水的

浓度为4000 mg/L。

3.2 反应温度对水力空化效果的影响

水力空化在降解有机物的过程中，温度表现出多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反应温度增加，化学反应速率加

快，有利于加快有机物的降解。然而，温度过高会直接

导致液体饱和蒸汽压提高，从而增加空化现象概率，

但是空化强度降低，不利于剪切力对有机物的降解力

度。另一方面，由于水力空化过程中产生了臭氧，而臭氧

不稳定，在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下，难以分解为羟基自由

基，致使废水中的难降解有机物仅被氧化而无法被降

解，且由于臭氧的选择性，在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下其难

以高效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 [7]。加之我国北方地区四季

分明，温度变化明显，因此很有必要探讨漂白废水温度

对水力空化效果的影响。选择的温度范围为5～45 ℃，

反应温度对造纸漂白废水中COD Cr去除率和色度的影

响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漂白废水COD Cr去除率随着反应

温度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当反应温度为15 ℃时，

漂白废水的COD C r去除率达到最大值85%。15 ℃时的

COD Cr去除率明显高于5 ℃时的漂白废水COD Cr去除

率，这说明反应温度对整个废水处理过程有明显影响。

但在反应温度超过15 ℃后，漂白废水中CODCr的去除率

却呈现明显降低趋势，这是因为虽然一定的温度能够增

加反应的速率，但是当反应温度过高时，会导致水力空

化强度降低和废水中的臭氧含量减少，进而影响剪切力

和羟基自由基对有机废水的降解作用[8]。

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造纸废水的色度去除率相

对COD C r去除率变化不大，色度去除率维持在50%～

70%之间，说明造纸漂白废水的色度去除对温度变化不

够敏感，漂白废水的色度去除率在15 ℃时达到最高为

70%，随后随温度的升高呈现逐渐缓慢降低趋势。

3.3 反应时间对水力空化效果的影响

此外，反应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反

应时间的长短与企业的生产程序和工艺及成本控制息

息相关。反应时间对水力空化处理造纸漂白废水的影

响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到，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造纸漂白

废水中的CODCr去除率不断增加，在反应25 min后，漂

白废水的CODCr和色度去除率均超过了80%，继续延长

图3　反应温度对水力空化处理漂白废水CODCr和色度去

除率的影响

注：初始浓度4000 mg/L，反应20 min，pH=6.8。

图2　初始CODCr浓度对水力空化处理漂白废水CODCr和色

度去除率的影响

注：反应温度25 ℃，反应时间20 min，pH=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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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这与CODCr的去除率趋势基本一致。

3.4 漂白废水初始pH值对水力空化效果的影响

造纸漂白废水的酸碱性（pH值）是另外一个影响

废水中有机物降解的重要参数。废水的酸碱性不仅与

有机污染物在废水溶液中的分子、离子状态有关 [10]，而

且对水力空化的强度和空化的概率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执行水力空化时，需要严格控制漂白废水的pH

值。换句话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pH值参考范围，基于

此本文将探究不同pH值的造纸漂白废水对水力空化效

果的影响。

从图5中可以看出，随着溶液pH的升高，水力空

化处理造纸漂白废水的效果呈现逐渐升高直至平缓的

趋势，在pH为4.1时，CODCr的去除率明显高于pH值为

1.0时CODCr的去除率，pH值大于7.1以后，漂白废水中

CODCr的去除率一直缓慢增加，说明偏碱性环境更有利

于CODCr的去除，归因于水力空化过程中产生的臭氧离

解出羟基自由基，在碱性条件下羟基自由基氧化有机物

的反应占主导，有效地加快了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降解

速率 [11]。但是，反应体系中pH值的提高对于造纸废水

的色度影响相对较小，从图5中可以看到，pH在4.1时的

色度去除率与pH值在11.0时的相差不大，这是因为漂

白废水中的基团主要为一些难以降解的碳碳键、羰基

等不饱和官能团，而臭氧则可以氧化这些官能团，使其

降解 [12]。因此，无论造纸漂白废水的酸碱性如何，水力

空化对漂白废水的色度都具有较好的脱除效果。从图

中也可以看出，该水力空化设备适用于pH范围在2～12

的废水处理。

4  结论

水力空化深度处理造纸漂白废水效果显著。水力

空化处理漂白废水的效果与漂白废水的初始COD Cr浓

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和造纸漂白废水的初始pH值

有关。实验结果表明，当漂白废水的初始COD Cr浓度为

4000 m g/L、反应温度为15 ℃，在碱性条件下（pH值

＞7）反应25 m i n，造纸漂白废水的COD Cr和色度去除

率分别可达85%和80%。水力空化技术对漂白废水的良

好效果，归因于空化过程中产生的剪切力和臭氧解离出

羟基自由基与有机物的降解反应。

反应时间，COD Cr的去除率缓慢增加、逐渐平缓。这是

因为在水力空化处理漂白废水的实验初期，水力空化产

生的剪切力和由于水力空化产生的臭氧离解出羟基自由

基攻击漂白废水中的有机物，此时废水中的臭氧浓度较

低，臭氧迅速溶解于造纸废水中产生羟基自由基，进而

降解有机物。但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虽然空化作用产

生的剪切力在不断起作用，然而造纸漂白废水中臭氧浓

度的增加，羟基自由基的增多，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较

低以及降解产物的抑制作用导致了漂白废水中有机物

降解速率的减慢 [9]。

而漂白废水的色度则来源于造纸废液中存在的难

降解不饱和有机物，由于这些有机物含有的各种不饱

和基团，使得造纸废水呈现颜色。因而，漂白废水中颜

色的深浅与废水中CODCr的去除相对应，CODCr的去除

率高，说明漂白废水中有机物降解的多，废水的颜色也

就较浅。从图4中可以看到，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造纸

漂白废水的颜色去除率逐渐增加，而后缓慢增加直至平

图4　反应时间对水力空化处理漂白废水CODCr和色度去除

率的影响

注：初始浓度4000 mg/L，反应温度15 ℃，pH=6.8。

图5　漂白废水初始pH对水力空化处理漂白废水CODCr和

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注：初始浓度4000 mg/L，反应温度15 ℃，反应时间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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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托辊与扬克烘缸之间的压力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

了采用面荷载有限元计算烘缸所受荷载的真实工况。使用N i p 

C o m p程序计算出压区宽度、压力峰值、保压时间以及压榨冲

量等设计参数值，从而优化压榨设计。

关键词：扬克烘缸；线荷载；托辊；压榨分析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essure between the press roller and 

the Yankee dryer is studied and analyzed. Compared with the line 

load,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of surface load is closer to the 
real load condition of the dryer. The NIP COMP program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esign parameters such as the width of the 

pressure zone, the peak pressure, the holding time and the press 

impact, and a good press design parameter value was obtained.

Key words: Yankee dryer; linear load; touch roll; pr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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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克纸机中的湿纸幅经过压榨脱水后再进入烘缸

进行干燥，压榨脱水是最经济的降低纸幅水分的方法。

由于托辊外侧包胶在线荷载作用下要发生变形，所以

托辊与烘缸接触为面接触。研究包胶辊面的变形将更

新人们对烘缸上荷载的认识，即托辊与烘缸之间的载

荷为面荷载。此外对包胶变形的研究将对压榨性能与

包胶辊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1  压区计算分析

1.1 压区宽度与压力峰值

扬克纸机中纸幅成形后，经传送进入干燥部。经过

真空托辊进行压榨脱水后再进入烘缸干燥。同时烘缸

上面有气罩装置，利用热风的射流强制对流蒸发干燥。

其中托辊压榨是机械脱水，是最为节能高效的脱水方

式。研究压榨效果的参数可以为烘缸设计提供所需要

的边界条件：托辊为包胶辊，在线荷载作用下与相邻烘

缸之间相互挤压，使湿纸幅挤压脱水。如图1所示。 

卫生纸机压榨部设计是造纸工艺设计师与设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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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程师关注的问题。笔者前期工作有托辊对于烘缸

的应力分析计算 [1]，托辊作用下烘缸变形分析 [2]。此后，

对托辊引起烘缸应力分析的不同算法进行了研究 [3]。

首先，压榨辊的结构一般是在不锈钢辊芯的外侧

包覆一定厚度的橡胶或是聚氨酯等粘弹材料。包覆层

材料在压力作用下发生变形。由于此类材料为非线性材

料，压区中不同位置的压力值 [4]分布如图2所示。

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硬度的包胶，其压区不同位置的

压力也有所不同[5]。包胶硬度高时压区偏窄，峰值压力高；

包胶硬度低时压区宽度增大，峰值压力降低。如图3。             

图3说明：（1）随着包胶材料硬度降低，压区宽度

增大；（2）压区宽度值与压力峰值成反比。

1882年赫兹关于接触应力的数学模型 [5]也说明了

这一点。

σmax=1.277N/b                        (1)

b—压区宽度；N—线荷载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计算技术的提高，人们对于非

线性材料特性的认识以及对压榨的分析计算能力有

了很大的提高。安德里茨（斯通伍德）公司发布了N i p 

图1  扬克纸机干燥系统

图2  包胶辊的压区与峰值应力

图3  不同包胶硬度变形

图4  Nip Comp压榨分析计算

C a l [6]程序。当给定包胶辊与相邻辊的设计参数，该程

序可计算出压榨的压区宽度、峰值压力、保压时间和压

榨冲量值。

笔者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发了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

带有压榨辊温度场分析的压榨分析软件Nip Comp [7]。

这一计算分析软件具有计算速度快、精度高的特点，它

为造纸厂、造纸机械厂与包胶厂技术人员提供了压榨分

析工具，计算输出如图4所示。

托辊与烘缸之间的载荷并非作用于一条直线上的

线荷载，而是作用于一个压区内的荷载。线荷载的分布

为一似抛物线的形状。烘缸的强度与刚度有限元计算

依赖于上述计算出的压区宽度与压力峰值，以面荷载输

入荷载条件。压区宽度一般不大于60 mm,因此在扬克

缸计算中单元划分一般沿环向划分四排或六排单元计

算精度已经足够（如图5所示），而接触面压强取中间值

（图上近似也有足够的计算精度）。

1.2 “线荷载”与压区荷载的对比

有限元分析的三维实体单元划分与应力分布如图6

所示。   

将上述有限元分析结果与常规线荷载分析对比。

由于采用了面荷载，沿烘缸环向变形区域加大，而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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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及径向变形明显降低（如表1所示）。所以采用面

荷载作有限元计算更接近烘缸所受荷载的真实工况。

上述计算结果只是说明“线荷载”与压区荷载计算

的对比，“线荷载”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并非真实工况，上

述压区荷载的计算值是在给定烘缸直径、运行车速、压榨

辊的直径、包胶厚度、包胶硬度以及给定线荷载之下的一

种计算值。随着这些值的变化，压区宽度、压力峰值以及

最大变形量等参数也在变化，对于“线荷载”的压力峰值

及烘缸最大变形量计算可通过有限元计算或通过近似计

算方法计算压力峰值[1-2]及烘缸最大变形量[3]。

2  压榨的优化设计

如前所述，当给定了包胶辊的结构尺寸、包胶硬度

以及相邻辊的直径，通过Nip  Comp程序计算分析，可

以得出压区宽度、压力峰值、保压时间以及压榨冲击等

数值。也就是说，同一个线荷载数值在不同的压榨辊结

构下，其压榨的效果是不同的。

现阶段研究结果还没有得到可以用来确定其压榨

后干度值的托辊压榨的设计参数。这是由于影响托辊

压榨干度的因素很多。除压榨结构设计参数外，还有辊

子开孔、开沟以及真空设计等影响因素。但是工程实践

表明，在真空托辊的结构一定的前提下，增加峰值压力

会提高湿纸幅的干度。因此，在托辊压榨情况下，提高

压力峰值是提高压榨干度的有效途径。

工程实践与计算分析结果表明，真空托辊压榨应

控制其峰值压力在2.5～3.0 M P a，最大压区宽度为

60 mm。适当的压区宽度可以保证压榨的干度与纸质的

松软度。此外，根据赫兹原理可知，峰值压力与压区宽

度成反比例，因此做压榨优化设计时应该充分照顾到这

两个方面。

托辊的透孔与盲孔以及开沟设计的优化，直接影响

着水分收集。已经有不少相关的专利技术[8]正在实施中。

压榨的保压时间越长压榨效果越好，保压时间也

称压区停留时间（NRT），其计算方法是：

保压时间（NRT）=纸机方向压区宽度/车速  (2)

其中纸机车速易于测量，而纸机方向压区宽度的

变化极大。一般大直径压榨辊、硬度低的包胶材料会增

加保压时间，优化设计过程也应适当考虑保压时间。

压榨冲击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但是这一参

数往往被忽略了，其定义是：

                 (3)

t b—冲量开始时间；t e—冲量完成时间；p 1、p 2—纸

幅两面压力

表1 “线荷载”与压区荷载对比

荷载种类

线荷载

压区荷载

压区宽度

/mm

-    

53.5

荷载

/kN.m-1

100

100

压力峰值

/MPa

2.58

2.35

烘缸最大变

形量/mm

1.3

1.1
图5  压区单元划分

图6  有限元分析的网格划分及应力分布 图7  压区荷载影响水的移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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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所示，水的移除能力与p 1、p 2间的面积成正

比例，由此加大压区荷载与保压时间将增加水的移除

能力[9]。为使p 2线下移，又增加p 1、p 2之间的面积，同时减

少回湿现象，应该采用压榨专用毛布，可达到此目的[10]。

综上所述，湿纸幅通过压榨移除水分，其线压力会

影响压榨效果。但给定线压力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影响压

榨效果的因素，如压榨辊的直径、包胶厚度、包胶硬度等

的选择，优化设计使压榨纸幅脱水效果更好。表2所示工

程实例与计算分析均涉及到压榨的优化设计问题。

案例1与案例2为铸铁烘缸，并使用燃气气罩，案例

3为钢制烘缸蒸汽气罩。案例1压区宽度尚可，但峰值压

力较低，保压时间与压榨冲量均较低；案例2包胶厚度

下降包胶硬度降低，使得冲量上升。结合案例1、案例2，

改进算例1，将线压提升到120 k N/m，压区宽度、峰值

压力、保压时间及压榨冲量均达到较好的效果。

案例3适用于蒸汽气罩，希望压榨效果有所提高。为此

加大压榨辊直径，提高线压力，其结果更优于案例1、案例2

的改进算例1，经现场测量，压榨后的干度可达到42%。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探讨了大直径6100 mm烘缸的

高速卫生纸机压榨设计算例2，也得到较好的效果。

3  总结

扬克烘缸与托辊之间的线荷载的实际情况是，包

胶在压力作用下发生变形，托辊与烘缸接触为面接触，

所以载荷性质是面荷载。面荷载作用应该用专用程序，

如Nip  Comp程序进行分析，确定其压区宽度与压力峰

值等参数，再进行扬克烘缸的强度与刚度计算；大量计

算分析表明，以面荷载计算结果，扬克烘缸的应力与变

形均低于以线荷载计算数值，其可靠性较高。

对于线荷载作用于烘缸，其计算结果有压区宽度、

压力峰值、保压时间与压榨冲量等参数，这里存在优

表2  工程实例与算例

序号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算例1

算例2

包胶材料

硬度PJ

25

22

25

25

30

辊芯外径/

mm

1181

1240

1410

1181

1410

车速/

m.min-1

2100

2000

1800

2000

2000

包胶辊外

径/mm

1227

1280

1450

1227

1450

线荷载/

kN.m-1

100

100

120

120

120

辊芯内

径/mm

1041

1100

1270

1041

1270

包胶辊表

面温度/℃

30

30

30

20

30

相邻辊

外径

5486

5483

5480

5486

6100

压区宽

度/mm

56.51

51.23

57.51

60.43

61.98

峰值压力

/MPa

2.37

2.615

2.793

2.661

2.594

保压时

间/ms

1.615

1.537

1.919

1.813

1.859

压榨冲量

/kPa.s

2.857

3.0

4.0

3.6

3.6

化设计问题。压区力争宽些，一般数值应接近60 m m

为优，压力峰值应不低于2.5 M Pa，保压时间与烘缸车

速、压榨辊直径相关联，应尽量控制在1.5 m s；压榨冲

量值应该控制在3.5 k P a.s以上。因此压榨的优化设计

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大量计算结果，才可以

完成一个好的压榨设计。

此外，正确选择压榨毛布，以减少回湿现象，增加

出压榨干度，压榨辊开孔及配置真空辊等设计应纳于优

化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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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简称PAE）作为湿强剂，研

究了PAE湿强剂不同的添加量对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性能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添加PAE湿强剂可以提高锌银电池用亲水性隔膜的

干、湿强度，当PAE的添加量超过0.9%时，隔膜湿强度的提高趋势

变缓；添加PAE会使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吸碱速度有所下降，但

下降幅度较小；添加PAE会使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吸碱率有所下

降，当PAE的添加量超过0.3%，吸碱率没有明显的变化；添加PAE可

降低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浸碱收缩率，当PAE添加量大于0.3%

时，隔膜的浸碱收缩率可从10%降低至9%。

关键词：锌银电池；隔膜；聚酰胺环氧氯丙烷（PAE）；亲水性

Abstract: Taking polyaminamide epichloro-hydrin resin(PAE) as wet 

strength ag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ddition 

amount of i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ydrophilic separator for zinc-

silver batt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ength and wet strength of 

the separator was improved with the addition amount of PAE.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 of PAE was more than 0.9%, the increased rate of the 

wet strength of separator was slowed down. The alkali absorption speed 

of hydrophilic separator for zinc-silver battery was declined by adding 

PAE, but decreased range was slowly.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 of PAE 

was more than 0.3%,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in alkali absorption 

rate. The addition of PAE could reduce the alkali-leaching shrinkage 

rate of hydrophilic separator for zinc-silver battery.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 of PAE was more than 0.3%, the alkali-leaching shrinkage rate 

of separator could be reduce from 10% to 9%. 

Key words: zinc-silver battery; separator; polyaminamide epichloro-

hydrin(PAE); hydrophi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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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隔膜是化学电池中的关键材料之一，被称为

电池的“第三极”，它位于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之间，主要

作用是隔离电池正负极活性物质，防止因两极活性物质

直接接触而产生电池内部的短路 [1]。锌银电池具有比能

高、比功率大、放电电压平稳、可大电流放电、贮存性能

好等优点，主要运用于导弹、运载火箭、鱼雷、卫星等武

器装备中，为动力、控制、舵机、遥测、安全等系统提供

电力[2-3]。由于锌银电池存在锌电极腐蚀、氧化银电极溶

解、隔膜及电解液发生降解反应等问题，如果电极和隔

膜长期浸泡在电解液中会降低电池的存储寿命。为了满

足行业的存储要求，自动激活贮备电池得到发展，锌银

贮备电池应运而生 [4]。锌银贮备电池在工作前，极板和

电解液是分开存放的，当电池需要工作时，将电解液快

速注入电池内部，隔膜吸收电解液后，电池被激活就可

以正常工作。

目前锌银贮备电池隔膜主要是亲水性隔膜和聚乙

烯醇（PVA）隔膜组合使用。亲水性隔膜主要起到隔离

作用，采用耐碱植物纤维抄造，具有较好的亲液性能，

电解液注入后，能够迅速激活电池达到正常工作电压，

然而亲水性隔膜抗张强度与湿抗张强度均较低，遇到

震荡或冲击时隔膜可能出现破损，造成电池短路 [3]。随

着电池性能的提升，对隔膜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目前锌银电池用亲水性隔膜湿抗张强度较低的不

足，本文选择PAE作为湿强剂，开展了添加PAE对锌银

电池亲水性隔膜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棉浆（市售），麻浆（市售），PAE（固含量12.5%，

杭州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

1.2 实验仪器及设备

实验室打浆机，陕西科技大学机械厂；高速组织捣

碎机，上海标本模型厂；纸样抄取器，陕西咸阳通达轻

工设备有限公司；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四川长江造纸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纸张吸水率测定仪，四川长江造纸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纸张干燥设备（自制）。

1.3 隔膜样品制备

实验所用的棉浆经打浆后，打浆度为45 °S R，湿

重为3.3 g；麻浆经打浆后，打浆度为25 °SR，湿重为

15 g。

按定量45 g/m 2进行抄片，棉浆与麻浆的配比

为90%∶10%，PA E的添加量分别为0、0.3%、0.6%、

0.9%、1.2%（质量分数，对绝干浆），称取一定量的棉

浆和麻浆，将棉浆和麻浆分别放入高速组织捣碎机中，

加入一定量的水，将纤维疏解分散，在浆料中加入PAE

湿强剂，搅拌使PAE均匀混合在浆料中后，将浆料倒入

纸样抄取器中滤水成形，用滤布盖在湿纸页上后在一定

压力下压榨，把湿纸页转移至干燥设备上进行干燥。

1.4 性能测试

(1）抗张强度按照GB/T  12914  纸和纸板抗张强

度的测定进行测定。

(2）湿抗张强度按照GB/T  465.2  纸和纸板浸水

后抗张强度的测定进行测定。

(3）吸碱速度按照GB/T  461.1  纸和纸板毛细

吸液高度的测定（克列姆法）进行测定，溶液为40%的

KOH。

(4）吸碱率按照GB/T  461.3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

测定（浸水法）进行测定，溶液为40%的KOH，浸渍时

间为30 min。

(5）收缩率按照GB/T  459  纸和纸板伸缩性的测

定进行测定，溶液为40%的KOH，浸渍时间为1 h。

2  结果与讨论

2.1 添加PAE对锌银电池隔膜干、湿强度的影响

在锌银贮备电池的装配过程中，隔膜的干强度应

满足装配过程中的工艺要求；为了长期贮存，锌银贮备

电池在工作前是将极板组和电解液分开存放的，电解液

注入后，使极板组（正极板、负极板、隔膜等部件构成）

浸渍在40%的KOH溶液中，此时隔膜处于湿态环境中，

因此还要求隔膜具有较好的湿态强度。隔膜的干、湿强

度随PAE添加量的变化情况如图1、图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加入PA E后，隔膜的干强度有所

提高，这是由于PA E加入浆料会渗透至纤维的表面和

内部，缩聚成高分子聚合物，PAE与相邻纤维间的部分

羟基形成新的结合键 [5]，增加了纤维间的结合力，从而

提高了隔膜的干强度；由图2可以看出，隔膜的湿强度随

PAE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这是由于PAE与相邻纤维间

的部分羟基形成新的结合键，其中亚甲基醚键等共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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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网络的形成对增加隔膜的湿强度最为关键 [5]，且这

种共价键交联网络的密度随着PAE添加量的增加而提

高。当添加量超过0.9%时，湿强度的增加趋于缓慢，这

是因为PAE是一种阳离子湿强剂，随着PAE添加量的增

加，浆料系统的Za t e电位由负值变为正值，其留着率降

低，PAE阳离子分子的吸附作用开始下降 [5]。因此，隔膜

的湿强度增加趋势开始变缓。

2.2 添加PAE对锌银电池隔膜吸碱速度的影响

隔膜的吸碱速度直接影响锌银贮备电池的激活性

能。添加PAE对隔膜吸碱速度的影响见图3。

由图3可以看出，随着PAE添加量的增加，隔膜的

吸碱速度有所下降，不过下降幅度较小。这是由于PAE

带有H+离子，而植物纤维表面带有OH-离子，当二者接

近时会发生吸引，经加热形成网状结构，导致裸露在纤

维表面的亲水基团（-OH）减少 [6]，而亲水基团（-OH）

的减少对隔膜的亲水性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添加PAE对

隔膜的吸碱速度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2.3 添加PAE对锌银电池隔膜吸碱率的影响

吸碱率对锌银电池隔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指

标，只有隔膜吸收了一定量的KOH溶液，才能形成充足

的电化学反应过程的离子迁移通道，并保证有足够的

KOH溶液参加反应，电池组才能正常工作。添加PAE对

隔膜吸碱率的影响见图4。

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PAE添加量的增加，隔膜的

吸碱率有所下降，当添加量超过0.3%时，吸碱率的下

降趋势比较缓慢。这是由于PA E分子间的交联使得部

分高分子聚合物沉积于纤维之间，在纤维周围产生一

个交错链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纤维的润胀和

吸水 [5]，因此添加PAE对隔膜的吸碱率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也发现，未添加PAE的试样，浸渍到

KOH溶液中以后，试样的湿态厚度有较明显的增加。而

添加了PAE后的试样，浸渍到KOH溶液中以后，其湿态

厚度没有明显的变化。

2.4 添加PAE对锌银电池隔膜浸碱收缩率的影响

锌银电池采用的电解液是40%的KOH水溶液，电

池激活过程注入电解液，使极板组（正极板、负极板、隔

膜等部件构成）浸润在电解液中，这就要求隔膜具有较

低的浸碱收缩率，若收缩率过大，容易造成隔膜破裂导

致电池内部短路。图5为不同的PAE添加量对隔膜收缩

率影响的实验结果。

图1  添加PAE对隔膜干强度的影响

图2  添加PAE对隔膜湿强度的影响

图3  添加PAE对隔膜吸碱速度的影响

图4  添加PAE对隔膜吸碱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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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

(3）添加PA E会使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吸碱率

有所下降，当PAE的添加量超过0.3%，吸碱率没有明显

的变化。

(4）添加PA E可降低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浸碱

收缩率，当PAE添加量大于0.3%时，隔膜的浸碱收缩率

可从10%降低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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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可以看出，当PA E添加量超过0.3%时，隔

膜的浸碱收缩率有较明显的降低。这是由于PA E是一

种高分子聚合物，其本身具有较好的耐碱性能，另外，

PAE部分高分子聚合物沉积于纤维之间，在纤维周围产

生一个交错链状结构，限制了纤维与纤维间的活动，减

少了隔膜的伸缩变形 [5]，从而使隔膜的收缩率降低。

3  结论

(1）添加PA E湿强剂可以提高锌银电池亲水性隔

膜的干、湿强度，当PAE的添加量超过0.9%时，隔膜湿

强度的提高趋势变缓。

(2）添加PA E会使锌银电池亲水性隔膜的吸碱速 [收稿日期:2021-07-29]

图5  添加PAE对隔膜浸碱收缩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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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卷纸机是连续式造纸生产的最后一道联动工序，换

卷装置则是实现换卷过程的重要配套设备之一。文中主要针

对在瓦楞原纸、箱纸板生产线上应用广泛的纸带式换卷装置

的基本结构和维护重点等注意事项予以介绍。

关键词：卷纸机；纸带式换卷装置；换卷损失

Abstract: Reel is the last process in the continuous paper 

production line, meanwhile the roll changer is one of the unit 

that plays a significant function in roll change.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and share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the key maintenance 

point of the paper tape roll changer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making corrugated fiber board and liner board.
Key words: reel; paper tape roll replacement device; roll chang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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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换卷方式的典型应用场合

类型

纸种

车速/m.min-1

纸带式

瓦楞原纸/箱纸板/文化用纸

＜1200

鼓泡法

生活用纸

＜1000

鹅颈吹气

文化用纸

＜1500

超高压水针

多种纸种

＜2000

卷纸机是连续式造纸生产的最后一道联动工序。

它为后续涂布加工、平张分切或子卷分切，提供了原纸

的储存条件。卷纸机的基础功能是：（1）将空的卷纸辊

接收和储存于辊库；（2）卷取纸幅到卷纸辊，形成母

卷；（3）完成行进中的纸幅由母卷到空的卷纸辊的换卷

过程；（4）输送母卷至后道工序。卷

取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的生产线效

率，最小化的原纸损失，最低化的纸

幅负面质量影响，最高级别的自动化

安全操作 [1]。换卷装置是实现换卷过

程的重要配套设备之一，根据纸种、车速和生产线不同

的投产时期，不同换卷方式的典型应用场景可以参考表

1[2]。文中主要针对瓦楞原纸、箱纸板生产线上应用较多

的纸带式换卷装置的基本结构和维护重点等注意事项

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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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纸张的厚度。将D=760 mm，δ=10 mm、20 mm、

30 mm、40 mm、50 mm，T=0.14 mm，代入公式（1）

中，分别计算辊底损纸米数如表3。从表中可以注意到，

按标准母卷米数60000 m来计算，如果存在较大的辊底

回抄厚度，则对生产线的产量损失和效益损失影响不容

小觑，当辊底回抄厚度大于10 mm以上时，即需要引起

生产管理人员的重视 [5]。如图4。

1  纸带式换卷方式介绍

在连续造纸生产过程中，全幅的纸幅连续卷取在

母卷上，当母卷达到设定的直径时，换卷纸带粘附到纸

幅的传动侧侧边部，换卷纸带被带入至新的卷纸辊和

卷纸缸之间的压区，纸幅被纸带切断并缠绕到新的卷

纸辊上，完成换卷过程。整个换卷过程可全自动化按预

设条件执行，不需要操作员进行吹压缩空气、手动递喂

等高风险作业，使得安全生产可以得到保证。纸带式换

卷装置技术成熟，适用的纸种、车速、幅宽范围广泛，在

瓦楞原纸/箱纸板/白卡纸/文化用纸生产线均有众多

使用案例，换卷过程的典型动作分解见表2。

2  纸带式换卷装置的主要组成部件

纸带式换卷装置的主要组成部件包括：（1）换卷

轨道；（2）换卷机构横梁；（3）换卷纸带储存盒；（4）纸

带加载和发射单元；（5）动力单元。安装位置及主要组

成部件见图1和图2。

3  换卷损失分析

在换卷过程中产生的损失主要归纳为：（1）辊底

纸幅碎裂，褶皱，碎片卷入等的辊底回抄损失；（2）辊

顶甩纸造成裂口，外观皱纹，表面擦伤等的辊顶回抄损

失；（3）换卷失败，造成生产断纸的卷取回抄损失 [3]。

3.1 辊底损纸损失

纸带换卷系统靠撕裂纸幅完成换卷，纸幅首先缠

绕到卷纸辊的传动侧，虽然在10 s以内，纸幅即可完成

全幅换卷。但是在纸幅连续加宽并缠绕于卷纸辊的过

程中，母卷底部会形成一种呈锥形的螺旋结构缠绕层，

这种“胡萝卜”样外观即造成辊底损失。同时由于打纸

带（图3）紧紧缠绕于卷纸辊上，打纸带的印痕也会造成

纸幅外观上的强烈褶皱 [4]。辊底损失是纸带式换卷方式

尚无法克服的弊端。辊底损纸量的相关计算公式如式

(1)所示。 

                 
 (1)

式中D代表卷纸辊外径，δ为辊底回抄厚度，T

图1  纸带式换卷装置的位置示意

图2  纸带式换卷装置部件构成

表2  换卷过程的典型动作分解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动作描述

新的卷纸辊助动加速至换卷速度

卷纸机换卷信号发出

新的卷纸辊移动至换卷预备位置

换卷纸带头部贴双面胶带

换卷纸带自动加载至发射等待位

换卷纸带发射至卷纸辊与卷纸缸的压区

纸带撕裂纸幅，缠绕到新的卷纸辊上

母卷推出，换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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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辊顶损纸损失

辊顶损纸主要是由于母卷在退纸轨道退出的过程

中，仍然在进行高速的旋转造成纸尾破碎。飞扬的碎纸

片极容易被气流带入到新卷，对复卷过程产生影响，有

时也会引起卷取断纸。每次换卷时辊顶损纸约为60 m。

如果搭配纸尾封胶装置使用，则可以进一步减少辊顶

损纸的损失 [6]。

3.3 换卷失败损失

根据表4生产运行日报的统计，参考平均每天换

卷25次,可估算得到纸带式换卷装置的换卷成功率为

98%，由换卷失败损失的生产效率为0.36%。

4  纸带式换卷装置的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4.1 换卷环境

卷纸机区域的温度和湿度对换卷装置的使用效果

影响巨大。由于干燥后的纸页携带大量的热量进入卷

纸机，再加上卷取损纸碎浆系统产生的高湿空气，如果

没有建立良好的强制通风系统，卷纸机区域就可能长期

处于＞50℃、90%RH湿度的环境 [7]。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下，换卷轨道上容易结露，导致纸带加载故障。换卷纸

带是由精制牛皮纸按股捻成，如果换卷纸带受潮，则可

能导致纸带加载失败，故换卷纸带建议采用小盘式规

格，其余的打纸带存放于25 ℃、50%RH的恒温恒湿室

内。

4.2 换卷参数标准化

生产操作人员需注意摸索和建立标准化的操作参

数，例如：不同定量/纸种的换卷纸带加载长度、切刀气

压、喂带气压、刹车气压、换卷胶带长度等。形成标准化

的操作参数，可以保障连续倒班生产条件下，各个班值

人员的操作统一，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4.3 易损件维护标准化

为了将纸带以最理想的角度进入卷纸辊与卷纸缸

的夹区，因此纸带式换卷装置的轨道通常为耐磨的高

分子材料制成。在纸带加载和发射时，都会摩擦换卷轨

道，当磨损到可以目视检查有缺口或严重拉痕时，就会

对纸带加载和发射造成干扰。换卷轨道通常更换的周

期为12个月，维护人员可利用计划停机的时机，定期进

行检查。

4.4 做好卷纸辊的清洁工作

生产操作人员务必需要做好卷纸辊的清洁工作。

换卷带头部贴的胶带容易积存在卷纸辊的传动侧，这

表3  辊底回抄厚度占母卷比例

辊底回抄厚度

辊底回抄米数/m

辊底回抄占母卷比例/%

20 mm

350

0.58

10 mm

173

0.29

30 mm

532

0.89

40 mm

718

1.20

50 mm

908

1.51

表4  换卷成功率与损失时间统计

月份

**年5月

**年6月

**年7月

**年8月

**年9月

月平均

平均单次时间

换卷失败次数/次

10

12

18

23

13

15

10 min/次

换卷损失时间/min

201

98

160

176

107

148

图4  辊底回抄损纸的厚度

图3  换卷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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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8-10]

些胶黏物如果不予以清除，将会因黏连问题导致换卷

失败的断纸发生，故需要定期使用胶黏物去除剂保持

卷纸辊表面的清洁。

5  结束语

面对制浆造纸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如何提高有

效运行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回抄纸始终是生产管

理人员的重要课题。随着更多宽幅高速造纸生产线的

投产，超高压水针换卷替代纸带式换卷成为当下的技术

趋势，配合纸尾喷胶封边设备，换卷过程中的回抄纸也

可以得到充分降低 [7]。但是纸带式换卷装置作为技术成

熟产品，在生产运行和设备维护人员的科学操作与精细

维护下，依然可以在众多生产线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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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Metsä Board 消息) 近日，欧洲优质纤维纸板生产商Metsä Board宣布在其卓越试

验中心安装了法国信息企业Dassault  Systèmes提供的3DEXPERIENCE模拟平台，通过数字

模拟技术开发和测试纸类包装的数据参数。

专家表示，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加快纸类包装开发环节，并减少包装的碳足迹。

与使用物理原型进行多次测试的传统方式相比，仿真模拟技术使纸包装的试验和开发速度

提高了85%。仿真技术有助于管理从材料选择到交付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开发流程。新技术可

以帮助Metsä Board向客户推荐适合的最佳纤维包装材料。

“我们希望加快创新速度，为纤维包装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提供

最佳的包装解决方案并减少试验和开发过程中的碳足迹。例如，与传

统物理测试方法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相比，现在的数字模拟平台技术

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纸箱的压缩和跌落测试等环节，大大提高了效

率。”Metsä Board开发高级副总裁Markku Leskelä说。

Dassault  Systemes总部位于法国巴黎，主要提供3D体验平台，

应用涵盖3D建模、社交和协作、信息智能与内容和仿真等服务，其智

能化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等领域。此次与Metsä 

Board合作，是该公司的数字技术在造纸包装领域的首要尝试。

Metsä Board通过3DEXPERIENCE

模拟平台数字化技术降低纸包装环境影响

● 技术信息·研发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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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型涂布机的热熔胶涂布进行了阐述。主要介绍

了涂布装置的结构和常见的质量问题处理，以及应该注意的

事项。

关键词：热熔胶；转棒式涂布；黏度；压力调节

Abstract: The hot melt adhesive coating of a certain type of 

coating machine was elaborated in paper.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oating device and the handling of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matter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 words: hot melt adhesive; rotary bar coating; viscosity; 

pressur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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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9211(2021)24-00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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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副总经理；分管生产系统。

表1  热熔胶的基本技术参数

项目

颜色（加德纳)

软化点

黏度

操作温度

数值

一般小于等于G6

一般在100 ℃左右

不同的温度对应的黏度也不同。一般

180 ℃对应的黏度为6000 mPa左右

150～180 ℃

注：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类型的热熔胶技术指标会有差异。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合成橡胶型压敏热熔胶（以下简称热熔胶）是一种

可塑性的黏合剂，常温呈固体状态。一般由橡胶、树脂、

环烷油、抗氧化剂等材料在高温高压下共聚而成。与水

性胶水不同，它只需要通过加热设备高温加热后使其熔

融，然后使用涂布装置把热熔胶转移到基材上，整个过

程不需要复杂的干燥设备，投资相对较小，生产效率较

高。其主要用于压敏不干胶标签的生产，产品广泛应用

于日化、卫材、物流、商超等行业。

1  热熔胶的基本技术参数（表1）

2  常见的涂布头种类和涂布装置结构

目前标签涂布厂家常见的涂布头有两种：夹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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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棒式。夹缝式涂布头一般应用于涂胶量较大的产

品，其优点是设备投资较少，缺点是涂布过程容易有杂

质堵塞夹缝造成胶面有刮痕漏胶，使产品失去使用价

值。转棒式涂布头一般应用于涂胶量较低的产品，其优

点是杂质能随转棒的转动从而被涂布基材带走不会产

生刮痕，其缺点是设备投资相对较高（是夹缝式的2～3

倍）、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

2.1 夹缝式涂布装置（图1）

该种结构的涂布头，为了防止横向变形，一般是由

上、下两块比较厚的钢板构成，下钢板刻有流道。钢板中

间会放置一张铜片，涂胶量越高，铜片越厚。涂布头上

面不但有温度传感器和发热装置用于分区控制温度，而

且还会有胶量微调螺丝，通过这两种方式使横幅涂胶

量更均匀。

熔融的热熔胶经过胶泵，通过流道后均匀地从唇

口中间挤出。上、下唇口在加工时要有斜角，同时涂布头

的高度、角度与背辊的间隙都是可以调节的，这样做的

目的是使热熔胶流到基材上后可以由上唇口来刮匀和

计量胶量。

2.2 转棒式涂布装置（图2）

转棒式涂布头的结构类似于夹缝式，主要区别是

夹缝式涂布头是通过上唇口来刮涂，然而转棒式涂布头

是通过转动的镀铬光棒来转移和计量胶量。

出胶口位于转棒的下方，热熔胶挤出后是通过转

棒转移并计量到基材上面的。转棒在生产过程会受到

杂质的损伤和局部自然磨损，因此是需要经常更换的。

承载转棒的唇口受到转棒转动磨损的影响，也是需要更

换的，但是费用相对转棒来说要高很多，更换的周期相

对也比较长。

3  涂布的常见质量问题及解决

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本文选取了转棒

式涂布来展开论述：

3.1 漏涂

漏涂是指涂布的基材局部或全幅没有涂上胶水，

失去使用价值，是最严重的质量问题。主要受以下几方

面的影响：

(1）涂布头转棒与硅橡胶背辊（以下简称背辊）的

间隙太大，没办法把高速运行时纸面带来的空气挤出，

导致纸面出现无规律的漏涂。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开机

前要作转棒与背辊之间的压痕测试，不同定量的基材对

应的压痕是不同的。

(2）背辊有局部磨损，与转棒配合不好，间隙过大

的位置有漏涂。处理的方法通常是重新研磨辊面，如果

胶层太薄则需要重新包胶，需要的费用相对较高。

(3）宽幅和高速涂布机一般会配有2个以上的胶泵

给涂布头供胶，如果单个胶泵磨损或损坏，局部供胶不

足也会造成漏涂。

(4）涂布头温度传感器故障导致温度控制失真，如

果是温度太低，会导致热熔胶黏度增大流速变慢，也可

能会导致局部漏涂。可以用红外测温仪来检查涂布头的

局部温度，如果有异常要及时通知电气工程师来检查和

更换有问题的温度传感器。

(5）待涂布的基材有皱折，涂胶后皱折的位置展开

有漏涂。这种情况要设法消除皱折或更换有问题的基

材。

(6）胶水有缺陷导致漏涂，需要更换合格的胶水。

3.2 没有留边

为了保证涂布机连续生产，各个导辊的两边是不允

许积胶的。因此涂布头两侧各塞入一块胶片，这两块胶

图1  夹缝式涂布装置 图2  转棒式涂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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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作用是控制胶面的宽度，使涂布的基材两侧留有大

约0.5 mm宽的无胶区域（留边）。由于涂胶量、热熔胶

供应厂家和品种、车速、熔胶温度的差异，都会对留边

造成影响，因此需要一线工人积累实际的生产经验来作

出相应的调整。

(1）上唇积胶

主要是由于转棒对背辊的压力太小，导致热熔胶

无法转移到基材上面，逐渐积累到上唇。涂布头上唇积

胶会影响涂胶的质量，还会造成热熔胶浪费。通常转棒

对背辊的压力要控制在0.6 MPa以上。要注意的是如果

压力太大，可能会造成基材断开或加速背辊的磨损。

(2）皱折

涂布的基材在涂布头背辊处产生皱折，无法展开，

严重的会有漏涂。

①前面的导辊不平行、不水平或者局部有磨损，导

致基材产生皱折后进入涂布头。通常是要重新调整导辊

的平行度和水平度，或者重新研磨或更换导辊。 

②转棒对背辊的局部压力太大，导致基材压力大

的位置产生皱折。因此在作开机前检查时，首先要调整

好胶量横幅调整螺丝，保证转棒对背辊的横幅压力是均

匀的（可以作压痕测试）。在生产过程中，如果出现胶量

不均匀的问题，要注意只能微调螺丝。如果微调不能解

决问题，就要找其他方面的原因了，防止调节过度造成

局部压力太大。

③张力不稳定导致。如果是基材有明显抖动，那很

可能是张力控制有问题，需要稳定纸幅张力。

(3）条痕

条痕是指热熔胶涂布、复合、收卷后，纸面有不平

整的凸起，这会导致在涂布或分切时出现松紧不一的

质量问题。终端客户印刷、模切、收卷后可能会出现端

面不齐或变形报废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热熔胶有杂

质或者是熔胶的温度太高导致胶水碳化堵塞出胶口造

成，一般的做法是在熔胶箱出胶口增加过滤器和熔胶的

温度尽量不超过180 ℃。

(4）漏胶

漏胶是指热熔胶没有被完全转移到基材上，从涂

布头出胶口流下来，造成浪费。这主要是涂布头的角度

没有调好或者是涂布头下唇口有缺陷导致。

4  应该注意的事项

(1）为了防止背辊过早损坏和保证涂布精度，通常

背辊的包胶材料要选用能承受200 ℃的硅橡胶，硬度为

80度左右，辊芯要通冷却水。

(2）由于涂布头、热熔胶融化后温度比较高，员工

在操作时要作好个人防护，避免烫伤。

(3）电气工程师要定期检查熔胶箱的温度传感器，

防止传感器故障导致加热装置持续发热，一旦有空气进

入高温胶块内，可能会引发火灾造成事故。

综上所述，在生产过程中，只有认真操作好涂布

头，才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收稿日期: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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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纸业公司2#纸机主导产品为伸性纸袋纸。为

提升产品质量，推进产品转型升级，2018年对2#纸机流

送部除砂系统进行改造，纸机系统重点增加一套底层

低浓除砂器，且改造提升原有面层除砂系统。改造之

后，成品纸张质量得到明显提升，适应了市场新型包装

用纸需求，助力2#纸机产品的转型升级。

1  改造前生产流程

2#纸机主要以生产伸性纸袋纸为主，最大产量

360 t/d（95g/m 2，车速520 m/m i n），面层浆占比约

35%，综合考虑后续产品结构调整（如抄造牛皮卡纸、

食品包装纸等）、产能提升等因素，本次改造以连蒸

最大供浆能力400 t/d为基础进行设计选型，则面层

除砂系统处理能力应大于400×35%=140 t/d；抄造卡

纸面层挂浆量约15%，底层除砂系统处理能力应大于

400×85%=340 t/d。

改造之前，青山纸业公司连蒸系统硫酸盐针叶木

浆经过高浓工序、低浓盘磨串联打浆处理后，经配浆池

掺入一定比例其他浆料调配后送入纸机浆池，再经一段

图1  纸机供浆系统改造前流程

纸机压力筛筛选之后送流浆箱上网抄造，一段纸机压

力筛筛选排出的渣浆中浆料含量较高，经回收系统予以

处理利用，2#纸机面层、底层流送系统生产流程如图1

所示。

生产流程中，纸机压力筛是流送系统中唯一的筛

选设备，由于压力筛只能够筛除浆料中尺寸比较大的杂

质、纤维束，无法有效去除浆料中含有的细沙、金属颗

粒等细小杂质。

面层流送系统原有一套除砂系统，其主要是针对

箱纸板生产设计，设备故障率高（除砂器锥体极易爆

管，处理时间长并且需要停机），除砂效果差，纤维流失

率高，在2#纸机转型生产纸袋纸时未投入使用；原有底

图2  改造后的除砂流程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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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流送系统未配

置除砂系统。2#

纸机由箱纸板机

转型生产纸袋纸

之后，难以适应

纸袋纸的质量要

求，产品质量较

差。

2  改造后生产

流程

为提升产品

质量，拓宽产品

结构，青山纸业

公司在纸机方面重点改造升级面层、底层流送系统，改

造后生产流程如图2。

面层流送系统原有一套除砂系统，本次主要对其

进行改造升级，根据纸袋纸抄造工艺要求，重新核算除

砂系统有关参数，更换锥管，更新配套浆泵等，主要部

件均由安德里兹提供，面层除砂系统采用四段除砂器

串级连接，中间不设浆池，除砂器从一段至四段，分别

配置20、8、6、4个除渣管，最大设计处理能力为日处理

绝干浆160 t/d，良浆最大流量248 L/s，除砂器压降为

130 k P a，各段排渣率控制在20%左右，为优化流程减

少投资，面层四段除砂器的渣浆送至底层除砂系统进行

处理，面层除砂系统总用电量209.8 kW。

底层流送系统在底层纸机浆池与底层纸机压力筛

之间新增一套低浓除砂系统，该套系统要求技术先进、

稳定可靠、故障率低、高效、纤维流失率小。经多方比

对，底层除砂系统最终选择由安德里兹提供，采用五段

串级连接，中间不设浆池，一至五段，分别配置48、16、

10、4、2个除渣管，其中一段配置2台除渣器，最大处理

能力为日处理绝干浆400 t，良浆最大流量580 L/s，除

砂器压降为130 k P a，一到四段各段排渣率控制在20%

左右，五段排渣率为35%左右，五段废渣另行处理。整

套除砂系统用电量为406 kW。

底层纸机机外白水槽改造，除砂系统改造前，底层

纸机机外白水槽主要用于纸机压力筛供料泵的泵前稀

释用，增加除砂系统后，需要兼顾一至四段除砂器供料

泵的泵前稀释，根据除砂系统设计参数及车间现场实

际状况，由安德里兹公司提供改造方案，对原有底层纸

机机外白水槽进行改造，从槽体侧分支出DN600管供

除砂系统供料泵使用（如图3所示），改造后，可同时满

足纸机压力筛、一至四段除砂器供料泵的泵前稀释用，

节约清水用量。

3  改造后性能测试

3.1 产能测试（表1）

结论：实际产能达到担保要求。

3.2 除砂系统好纤维排出率

经过安德里兹和厂方技术人员技术交流达成共

识，除砂系统末段排出的尾渣除了灰分都是好纤维（实

表1  改造后性能测试数据

位置

面层一段除砂器

底层一段除砂器

压差/

kPa

133

138

数量

20

48

良浆流量担保

值/L.min-1

13,400

32,000

实际良浆流

量/L.min-1

13,563

33,159

表2  面层、底层浓浆产能及排渣量产能测试数据

位置

面层浓浆

底层浓浆

末段除砂

器排渣

浓度/

%

2.11

2.13

2.07

3.16

3.24

3.08

0.464

0.492

0.344

测试

次数

1

2

3

平均值

1

2

3

平均值

1

2

3

平均值

流量/

L.s-1

64.1

64.1

64.1

113

113

113

78.1

74.2

81.9

产能/

t.d-1

116.86

117.96

114.64

116.49

308.52

316.33

300.71

308.52

0.52

0.53

0.41

0.48

注：末段除砂器排渣时间，每班1次，每次8 m i n，每天3次合计排渣

24 min。

表3  好纤维排出量测试结果

总进浆量/

t.d-1

425.38

434.29

415.35

测试

次数

1

2

3

平均值

好纤维排出量/

t.d-1

0.45

0.46

0.35

好纤维排出率/

%

0.106

0.106

0.084

0.099

图3  稀释用白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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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好纤维含量低于此计算值）。

3.2.1 面层、底层浓浆以及排渣量产能测试

表2为面层底层浓浆产能及排渣量产能测试数据。

经检测，末段排渣灰分含量13.95%。

3.2.2 除砂系统好纤维排出率(表3)

测试结果好纤维排出率0.099%，好纤维排出率达

到合同担保值＜0.2%。

3.3 尘埃去除效率测试结果

纸机低浓除砂系统改造投运之后，安德里兹委托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和计算面层、底层浆

尘埃去除效率，测试结果如表4、表5。结论：面、底层除

砂系统尘埃去除率均达到工程合同担保值。

4  改造效益评价

4.1 改善产品质量

青山纸业公司2#纸机由箱纸板机转型生产纸袋

纸，由于除砂系统缺失，纸张外观中小黑点、小白点、细

沙、金属颗粒、纤维束等杂质较多，影响产品卖相；纸张

匀度较差，影响纸张物理指标。

面、底层低浓除砂系统投入使用后，浆料中的各种

细小杂质被有效去除，纸张外观中原本存在的小黑点、

纤维束、细沙、金属颗粒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纸张物

[收稿日期:2021-10-27]

表6  改造前后工艺备品使用周期

工艺备品

成形网

毛布

改造后

约6个月

约60天

改造前

约5个月

约45天

备注

理指标也得到提升，得到客户认可。

4.2 拓宽产品结构

2#纸机主打产品为伸性纸袋纸，传统水泥包装用

纸对外观要求较低，只要物理指标达到要求即能满足

市场需求；但是新型包装用纸要求纸张表面洁净，由于

除砂系统缺失，难以满足新型包装用纸市场需求。在面

层、底层低浓除砂系统投入使用后，纸张外观质量明显

提升，为2#纸机开发生产市场上紧俏产品、高档产品等

对外观要求严格的品种奠定了基础。

4.3 保护纸机设备

纸机低浓除砂系统投入使用后，纸浆中的细沙、

金属等细小颗粒被有效去除，对脱水器材（成形网、案

板、毛布）及纸机设备起到了有效保护作用，减少磨损，

延长了使用周期。

5  结束语

青山纸业公司2#纸机流送部低浓除砂系统改造，根

据纸袋纸抄造工艺要求，科学核算除

砂系统有关参数，关键设备选用安德里

兹厂家，改造投产后，成品纸张质量得

到明显提升，适应市场新型包装用纸需

求，助力2#纸机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新

产品研发走产品特色化道路，以竹木混

浆纸为主的市场逐步得以拓展，环保牛

皮纸系列特色产品得到客户认可，成功

开发出手提袋用青竹环保牛皮卡纸，实

现箱纸板市场向手提袋纸市场的成功

转型，同时青山纸业公司密切关注水泥

包装袋新国标2022年4月1日实施情况，

积极拓展新型包装用纸市场，新型包装

用纸在青山纸业公司纸张销量占比接

近50%，为实现占领以纸代塑市场提前

布局谋篇。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备注:进浆尘埃数量少于10 mm2.m-2，检测结果无效，不做评价。

表4  面层浆尘埃度测试结果

杂质大小/

mm2

＞1.0

0.40～1.0

0.15～0.39

0.04～0.14

面层一段良浆面层一段进浆 尘埃去除效率/%

0

13

168

1454

杂质数量/

个.mm-2

0

9.0

36.7

100.1

PPM/

mm2.m-2

0

7

51

755

杂质数量/

个.mm-2

0

5.2

10.5

51.3

杂质数量/

%

-

-

69.61

48.07

PPM

/%

-

-

71.39

48.75

PPM/

mm2.m-2

备注:进浆尘埃数量少于10 mm2.m-2，检测结果无效，不做评价。

表5  底层尘埃度测试结果

杂质大小/

mm2

＞1.0

0.40～1.0

0.15～0.39

0.04～0.14

面层一段良浆面层一段进浆 尘埃去除效率/%

0

16

181

1366

杂质数量/

个.mm-2

0

9.3

39.5

94.6

0

8

54

633

杂质数量/

个.mm-2

0

5.9

12.9

50.2

杂质数量/

%

-

-

70.17

53.66

-

-

67.34

46.93

PPM/

mm2.m-2
PPM/

mm2.m-2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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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造纸上市公司：专利综合分析（Ⅰ）
⊙ 王译霄1a#  张熙悦1a#  胡竞1a  刘奕杨2*  刘金泽1a  何宏禛

1a  杨善如1b*  王云山3  靳欢1c*  

王庆甫1a  杨刚1b   Sun Yong1a* 

（1.宁波诺丁汉大学 a.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b.英语语言教育中心；c.计算机系，浙江宁波 315100；2.伦敦

大学学院 (UCL)化学工程系，London WC1E 7JE, UK；3.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190）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hina Listed  Paper Companies in A Stock Market: 
Patent Analysis (I)
⊙ Wang Yixiao

1a#
, Zhang Xiyue

1a#
, Hu Jin

1a
, Liu Yiyang

2*
, Liu Jinze

1a
, He Hongzhen

1a
, Yang Shanru

1b*
, Wang Yunshan

3
, 

Jin Huan
1c*

, Wang Qingfu
1a

, Yang Gang
1b

, Sun Yong
1a*

 

[1.a.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ELE); 

c.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Ningbo 315100, Zhejiang, China; 2.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Torrington Place, London WC1E 7JE, UK;  3.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C1903500)，FoSE New Researchers Grant (I01210100011), 澳大利亚Edith Cowan Univers ity Awards 

Grant (SOE20161124)，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 QJD1803014，Faculty Inspiration Grant UNNC (FIG2019), Summer Research Grant 

Support from UNNC 2020，宁波市科技局工艺项目(2019C10033 & 2019C10104)。
#共同第一作者：

#王译霄先生，2018级化学工程本科生（能源化工方向，已在国际国内期刊上以第一作者等发表论文6篇）。
#张熙悦女士，2019级环境工程本科生（环境工程方向，已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3篇）。

 *通讯作者：

靳欢，博士，助理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计算机系，电子邮箱:huan.jin@nottingham.edu.cn，电话：0570-88180000-8766；

刘奕杨，博士研究生，University Col lege London (UCL),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电子邮箱:ucecyl1@ucl.ac.uk；

杨善如，博士，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语言教育中心，电子邮箱:shanru.yang@nottingham.edu.cn；

Yong Sun，博士，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系，电子邮箱:yong.sun@nottingham.edu.cn。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泰康东路199号宁波诺丁汉大学，邮编：315100。

中图分类号：TS7; F407.83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24-0051-04

纵 横SuRvey

摘 要：使用计算机机器学习联合网络爬虫算法，对多家造纸上市公司在专利方面的讯息进行全方位收集，并以此为素

材对这些造纸企业进行多维度地分析和总结，挖掘出样本上市造纸企业的内在潜质和优势，找到自身问题。

关键词：造纸上市公司；专利技术；分析

Abstract: Using coupl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web crawler algorithms, this paper collects all-round technical and talent 

information from a number of listed paper companies. Multi-scale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these data a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merits of these enterprises, thereby helping China paper industry to find problems and explore solutions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Key words: listed paper companies; patent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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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纸企业样本区域分布

根据A股上市样本公司，共有36家造纸企业入选

A股内纸类与林业产品样本。笔者对其中21家样本上市

公司分布的省份进行统计，同时统计了该省所有上市公

司的总市值。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有1家上市造纸企

业，总市值为35亿元；山东省有5家，总市值达到1081亿

元；浙江省有6家，总市值为527亿元；福建省有2家，总

市值为157亿元；广东省有3家，总市值为314亿元。

从地域上看，主要造纸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分布在

东部沿海城市，这些省份的总市值都超过百亿。值得一

提的是，山东省在造纸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除了山东

省外，浙江省和广东省的企业也具有较强的实力，是上

市造纸企业的第二梯队。东三省的吉林以及经济特区

深圳也涌现出优秀的纸类相关企业。但是无论从规模

和纸浆处理能力等方面，山东省是我国制浆造纸的传统

大省，各企业有着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和相对较全的产

业链布局。

3  造纸企业专利申请

21家造纸企业申请专利数如表1所示，共收集到申

请专利4531条。将发表专利前5名的企业比较如图2所

示。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申请专利

划等号，但是作为企业护城河构筑的重要技术性指标，

专利的申请数量通常是投资银行和行业创新评估的重

要指标,从而被广泛采用 [6]。从图2明显看出，不同企业

与以往的技术评论和研究型论文不同，我们更加

关注我国目前造纸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在专利上的投

入和储备。通过进行客观数据分析，希望找到造纸企业

的优势和不足。对这些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和讨论，无

论对于企业管理者进行战略布局，或是了解自身的竞争

对手，还是行业技术从业者（选择更有未来发展潜力的

雇主），都会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1  算法简介

目前列入A股作为权重的上市公司共有36家。A股

上市公司造纸板块通过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20年第

四季度上市公司分类结果进行取样 [1]，专利搜索采用国

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对每一个造纸上市公司进行逐

一搜索 [2-3]。由于数据量巨大，我们使用自己研发的基于

网络爬虫和数据分析算法的模型，该算法抓取数据、验

证数据的流程如图1所示。

所有数据都将通过自动和手动双验证以达到最大

限度的正确性。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的准确

性应该能够接近90%以上 [4-5]。本文主要使用这些得到

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图1  数据收集以及验证算法流程

纵 横 SuRvey

表1  造纸企业申请专利数统计 

公司

宜宾纸业

晨鸣纸业

岳阳林纸

冠豪高新

山鹰国际

青山纸业

齐峰新材

民丰特纸

丰林集团

太阳纸业

华泰股份

专利/件

14

369

306

121

679

66

269

63

144

235

243

公司

景兴纸业

荣晟环保

凯恩股份

博汇纸业

顺灏股份

仙鹤股份

松炀资源

美利云

恒丰纸业

五洲特纸

专利/件

71

144

202

33

52

107

43

134

9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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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专利的申请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我们选择出前五强企业，分别为：山鹰国际（679

件）、晨鸣纸业（369件）、岳阳林纸（306件）、齐峰新材

（269件）以及华泰股份（243件）。目前市值对标如图3。

从企业规模上看（因市值随交易波动较大，这里只

能做粗略估计），市值前五强分别为：太阳纸业（450亿

元左右）、晨鸣纸业（300亿元左右）、博汇纸业（210亿

元左右）、仙鹤股份（200亿元左右）以及山鹰国际（160

亿元左右）。通过对市值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

思的现象。从市场上看，太阳纸业规模处于造纸企业的

龙头位置，其次是晨鸣纸业。可以看出，虽然从资本市

场的规模上看，太阳纸业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晨鸣纸业

已经在专利申请数量上超出了太阳纸业近30%，这多少

能够反映出行业第二名在追赶第一名的过程中，对技术

的投入和投资在逐渐加大，这为晨鸣纸业在未来面对不

确定性的过程中增加了很多潜在的后发优势。此外，值

得一提的是山鹰国际，虽然这是一家市值在160亿左右

的造纸企业，但是从其发表专利的数目上看，山鹰国际

的件数已经处于绝对领先位置。应该说为后续企业实

现弯道超车可能提供潜在的内在动力和机会。

为了更为细致地探讨这些企业在技术上的布局，

我们将深入探讨龙头企业即太阳纸业与晨鸣纸业所申

请技术专利的具体内容分布。针对纸浆造纸企业的特

性，我们归纳总结了10个方面，即：原材料、纸浆、造

纸、碱回收、废水/污水、脱墨、漂白、生物法、包装以

及生产工艺。图4和图5分别为太阳纸业、晨鸣纸业的专

利内容分布。通过对这些专利内容的分析，希望能够窥

斑见豹，从侧面了解到造纸企业在哪些技术领域逐渐

加大力度和对未来新的竞争进行下注，从而可以简洁地

分析出新时代下企业在面对巨大市场竞争中如何进行

技术战略布局。比照图4和图5，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龙

头企业在技术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布局，有相似，也有不

同。首先，从对原料的改进和处理上，申请相关专利数

的相对数量较为接近，两家企业的布局比较相似。因为

目前以木材为原料进行制浆造纸依然是主流的工艺生

产线。第二，在纸浆方面，两家企业投入的专利申请也

较为相似。第三，在造纸方面，两家公司出现了较大和

较为明显的技术投入优先级。对太阳纸业，在造纸方面

的专利只有不到10%，而对晨鸣纸业，有关造纸方面的

专利申请数则高达21%。这说明晨鸣纸业在造纸方面的

投入有非常大的比例。有可能的解释是晨鸣纸业希望在

造纸方面凭借其技术积累逐渐构筑起坚固的护城河。

第四，碱回收方面，因为采用木浆造纸，黑液的碱回收

问题相对处理起来非常成熟，从而可以看出企业技术

改造意愿不强烈。第五，两家企业在污水处理、漂白以

及生物法方面展现出非常相似的专利申请比例。从这些

相对百分数可以看出，虽然这些上下游工艺在整个企业

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对于一个全产业链的龙头公司而

言，适当和健康的投入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第六，在末

端纸的包装方面，晨鸣纸业的投入量也领先于太阳纸

业，说明晨鸣纸业希望在末端产品上面也能提高产品竞

争力。最后，太阳纸业在工艺研发方面显著多于晨鸣纸

业的专利数量。对生产工艺的优化和研发是头部企业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太阳纸业在这方

面的努力和投入应该也是资本市场最为认可的。因而，

虽然太阳纸业在总体专利申请数量上面落后于第二名

的晨鸣纸业，但是它在把控核心盈利能力即提高生产效

图2  造纸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目对比

图3  造纸上市公司市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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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做到了最好，因而受到资本投资

人的认可并给出近20倍的市盈率PE值。

我们对头部两家造纸上市公司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龙头企业逐渐发展出针对自身优

势的技术储备路线。以太阳纸业为例，专利申请类别主

要集中在以提高单位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

优化上，大力优先发展纸浆以及生产工艺优化相关核心

技术，是目前企业技术储备的一个趋势；而对于晨鸣纸

业，技术的战略储备更为接近造纸企业的核心即造纸，

有利于企业应对市场波动和抵御系统风险。这或许就

解释了虽然晨鸣纸业只有太阳纸业市值的一半，但是该

公司的动态市盈率(PE-TTM)也能够达到16以上，这充

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晨鸣纸业的看好。

4  讨论与展望

图4  太阳纸业专利申请明细比较

图5  晨鸣纸业专利申请明细比较

现代企业的竞争已经进入新的层面。面对前所未

有的变局，核心竞争力即护城河的建立是不变的主题。

专利的储备是企业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最稳妥的策略。

从对专利的投入和申请上看，山鹰国际和晨鸣纸业

走在了最前面。笔者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山鹰国际

和晨鸣纸业在今后能够很好地解决企业运营中的机构

臃肿特别是行政机构规模与效率之间的矛盾的话，两家

造纸企业将会进一步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从而使PE-

TTM估值能够有望从现在的15～16上升到20～22。也就

是说，目前这两家公司仍然属于估值区间较低的阶段。

对于行业龙头太阳纸业，可以说在企业运营和提

效降本方面做到了最好，因此市场给出了21倍的P E-

TTM值。但是，作为龙头企业也面临很多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方面，例如无论在专利申请数目还是具体的专利技

术方面，太阳纸业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即造纸、制浆、

碱回收等方面是明显落后于后来者例如晨鸣纸业等企

业，随着效率和规模红利的逐渐消耗，龙头企业如何保

持绝对竞争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从人才储备方

面，太阳纸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储备还明显落后于后来者

（山鹰国际和晨鸣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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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摩擦纳米发电机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114064 A

发明人：耿魁伟　曹清波　刘玉荣　姚若河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能源问题是当今的热点问题，受到了全世界人

们的广泛关注。电子器件和智能设备的运行都意

味着能量的消耗，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往往又会有一部分的能量被浪费（例如：人的行

走、手臂的摆动等），而摩擦纳米发电机正好能够

有效地将周围环境中微小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然而，现有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在应用上还面

临一些问题：（1）大多数摩擦纳米发电机都是采

用柔韧性较差的刚性基底（例如：硅基底、玻璃、

钛箔等），难以满足实际可穿戴的应用需求；（2）

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例如：水热生长法、

化学气相沉积法等）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操作难

度大等问题，难以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3）摩擦

纳米发电机的耐高温和耐老化性能较差，使用寿

命较短，无法完全满足实际应用要求。

因此，亟需开发一种综合性能优异、制造成本

低、制备工艺简单、可以满足多样化应用场景的摩

擦纳米发电机。

提供一种摩擦纳米发电机及其制备方法。

该种摩擦纳米发电机，其组成包括第一芳纶

纤维层、第一银纳米线层、第二芳纶纤维层和第二

银纳米线层。第一芳纶纤维层与第一银纳米线层

贴合；第一银纳米线层和第二芳纶纤维层之间设

置有间隙；第二芳纶纤维层与第二银纳米线层贴

合。

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骤：（1）配制

芳纶纤维分散液，再浇注在微孔滤膜上，进行抽

滤，得到芳纶纤维纸；（2）配制银纳米线分散液，

再浇注在芳纶纤维纸上，进行抽滤，再进行热压，

得到芳纶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3）将一张芳纶

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的银纳米线层与另一张芳

纶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的芳纶纤维层相对设置

并预留空隙进行组装，即得摩擦纳米发电机。

工作原理：当摩擦纳米发电机受到触摸压力

时，第一银纳米线层和第二芳纶纤维层接触摩擦，

使两者表面积累电荷并在第一银纳米线层和第二

银纳米线层之间形成电位差。压力释放时，第一银

纳米线层和第二芳纶纤维层分离，第一银纳米线

层和第二银纳米线层之间的间距变化使电位的平

衡状态无法维持，从而形成信号电流和开路电压。

电位差消失后，电子的流动停止，电流消失。再次

按压，第一银纳米线层和第二芳纶纤维层表面电

荷的感应引起反向电位差，产生相反的电流。

银纳米线的制备方法：

（1）将0.8 g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加入50 mL

的1,2-丙二醇中，60 ℃搅拌至完全溶解，冷却至

室温，得到聚乙烯基吡咯烷酮溶液；

（2）将2 mL浓度10 mmol/L的氯化铜溶液和

2 mL浓度4 mmol/L的氯化铁溶液加入聚乙烯基

吡咯烷酮溶液中，再加入20 mL浓度0.35 mol/L

的硝酸银溶液和20 mL浓度2 mmol/L的溴化钠

溶液，搅拌5 min，在170 ℃静置40 min，冷却至

室温，离心，用丙酮洗涤离心得到的固体2次，用去

离子水洗涤离心得到的固体3次，即得银纳米线。

实施例1：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

骤：

（1）将20 g的Kevlar芳纶纤维加2L的水磨浆

至纤维长度约280 μm，再加水稀释并进行搅拌，

配制得到浓度2 mg/mL的芳纶纤维分散液，再浇

注在微孔滤膜上，抽滤6 min，得到芳纶纤维纸；

（2）将银纳米线加水分散，配制得到浓度

2.5 mg/mL的银纳米线分散液，再浇注在芳纶纤

维纸上，抽滤5 min，形成面密度0.5 g/m2的银纳

米线层，在110 ℃热压10 min，得到芳纶纤维-银

纳米线复合纸；

（3）取2张芳纶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裁剪成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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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2 cm的大小，并外接导电铜箔，将一张芳

纶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的银纳米线层与另一张

芳纶纤维-银纳米线复合纸的芳纶纤维层相对设

置并预留空隙进行组装，即得摩擦纳米发电机（制

备过程如图1所示，结构和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经测试，摩擦纳米发电机两端的电压（3次测

量取平均值）为32.29 V，实现了能量的收集和转

换，且灵敏度和柔性良好。

实施例2：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骤

同例1，只是芳纶纤维长度约400 μm，测试两端电

压为39.70 V。

实施例3：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骤

同例1，只是芳纶纤维长度650～1050 μm，测试两

端电压为79.69 V。

实施例4：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

骤同例1，只是芳纶纤维长度650～1050 μm，银

纳米线层面密度为1.0 g/m 2，测试两端电压为

130.52 V。

实施例5：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方法及步

骤同例1，只是芳纶纤维长度650～1050 μm，银

纳米线层面密度为2.0 g/m 2，测试两端电压为

133.71 V。

性能测试：

（1）实施例1～3的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

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测试结果如图3a所示（图中的

“较短”对应实施例1，“中等”对应实施例2，“较

长”对应实施例3）。由图3可知：随着芳纶纤维长

度的增加，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路电压和短

路电流均增大。

（2）实施例3～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

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测试结果如图3b所示（图中波

形曲线上的“0”代表不设置银纳米线层，“0.5”对

应实施例3，“1.0”对应实施例4，“2.0”对应实施

例5）。由图3可知：随着银纳米线层的面密度增大，

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均增

大，但当银纳米线层的面密度增大到1.0 g/m2后，

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便不

再继续增大。

（3）使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连续工作

1020个周期，测试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稳定性，得

到的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摩擦

纳米发电机连续工作1020个周期后输出的开路电

压无明显变化，说明该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稳定性

好。

（4）将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放置在空

气中300天，分别于第10天、20天、30天和300天

测试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路电压，得到的耐

老化性能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实施例

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放置在空气中300天后输出的

开路电压下降不超过20％，说明该摩擦纳米发电

机的耐老化性能好。

（5）用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驱动数码

管和LED灯珠（50个），得到的测试照片如图6

所示（图中的a为驱动数码管，b为驱动50个商用

LED）。由图6可知：该摩擦纳米发电机可以驱动数

码管和50个商用LED。

有益效果：该摩擦纳米发电机具有质量轻、柔

韧性好、耐高温性好、耐老化性好、稳定性高等特

图1  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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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且制造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适合进行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具体来说：（1）该摩擦纳米发电机

是采用芳纶纤维纸重叠制成，其易于进行折叠弯

图2  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图3  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测试结果

图4  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的稳定性测试结果

图5  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的耐老化性能测试结果

图6  实施例5的摩擦纳米发电机驱动数码管和LED灯珠的

测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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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灵敏度高，便于与其他柔性电子器件进行集成

用在自供电领域；（2）该摩擦纳米发电机通过调

节芳纶纤维的长度和银纳米线的比重，便可以对

开路电压等进行调节，进而便于对摩擦纳米发电

机的发电性能进行调节；（3）沉积摩擦层和导电

层使用的方法为真空抽滤，与传统的水热法、化学

气相沉积法相比，制备周期更短、制备过程更加简

单、操作难度更低、生产成本更低。

用于空气过滤器的静电纺纳米空气过
滤纸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026428 A

发明人：惠岚峰　苏未寅　杨乾　孙晚红

申请人：天津科技大学

空气过滤纸是常用的空气过滤材料，用于除

去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颗粒，在建筑物、车辆中的

空气循环系统以及真空吸尘器和过滤呼吸器等净

化设备中被广泛使用。

性能优良的空气过滤纸应该具有较高的过滤

精度、相对较低的过滤阻力和较高的纳污能力。然

而现有的空气过滤材料对直径≥0.5 μm的颗粒物

过滤效率较低，且阻力较高，使用寿命短。

因此，亟待提供一种过滤精度高、阻力小、容

尘量高的空气过滤材料。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空气过滤器的静电纺纳米

空气过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其操作简单、条件可

控，制备的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过滤精度高、阻

力小、容尘量高，适于用于高效空气过滤器。图1所

示为静电纺丝工艺示意图。

实施例1：用于空气过滤器的静电纺纳米空气

过滤纸，由聚乙烯醇层与空气过滤纸复合而成；聚

乙烯醇层为聚乙烯醇溶液通过静电纺丝沉积于空

气过滤纸上制得。其中，空气过滤纸为市售材料，

植物纤维和合成纤维混合材质。

用于空气过滤器的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聚乙烯醇粉末（黏度20.5～24.5 mPa·s）

溶于去离子水中，80 ℃搅拌6 h，搅拌后超声2 h，

制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6％的纺丝溶液。

（2）以空气过滤纸为接收基材，将其卷设于

旋转滚筒上；纺丝溶液注于注射器中，注射器使用

18#不锈钢针头，并且注射器可通过移动装置控制

其左右移动，进而使形成的聚乙烯醇纳米纤维均

匀附着于空气过滤纸上（图1）。

静电纺丝时，向注射器施加18 kV电压，控制

注射器推料速度为0.6 mL/h，左右移动速度为

15 mm/s；控制旋转滚筒转速为500 r/min，接收

距离（针头到空气过滤纸表面距离）为15 cm；并且

保持静电纺丝环境温度为25 ℃，环境相对湿度为

30％。

（3）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置于60 ℃烘箱中

干燥3 min，获得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

实施例2：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

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80 ℃搅拌5 h，制

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10％的纺丝溶液；注射器

使用21#不锈钢针头；静电纺丝时，向注射器施加

21 kV电压，控制注射器推料速度为1.0 mL/h，

左右移动速度为10 mm/s；控制旋转滚筒转速为

400 r/min，接收距离为18 cm；环境相对湿度为

40％；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置于50 ℃烘箱中干

燥5 min。

实施例3：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图1  静电纺丝工艺

1—填装有纺丝溶液的注射器  2—高压电源  3—旋转滚筒  4—静
电纺丝形成聚乙烯醇层  5—空气过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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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90 ℃搅拌5.5 h，

搅拌后超声3 h，制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12％的

纺丝溶液；注射器使用22#不锈钢针头；静电纺丝

时，向注射器施加25 kV电压，控制注射器推料速

度为0.9 mL/h，左右移动速度为12 mm/s；控制

旋转滚筒转速为400 r/min，接收距离为12 cm；

并且保持静电纺丝环境温度为30 ℃，环境相对湿

度为50％；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置于70 ℃烘箱

中干燥5 min。

实施例4：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法

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搅拌后超声2.5 h，制

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8％的纺丝溶液；静电纺丝

时，向注射器施加21 kV电压，控制注射器推料速度

为0.8 mL/h，左右移动速度为15 mm/s；控制旋

转滚筒转速为500 r/min，接收距离为16 cm；并

且保持静电纺丝环境温度为35 ℃，环境相对湿度

为50％；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置于55 ℃烘箱中

干燥3 min。

对比例1：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法

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将等量的聚乙烯醇

粉末（黏度20.5～24.5 mPa·s）与纤维素纳米纤

维（直径5～20 nm、长度10～1000 nm）混合，溶

于去离子水中，80 ℃搅拌5 h，搅拌后超声2.5 h，

制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9％的纺丝溶液；注射器

使用22#针头；静电纺丝时，向注射器施加21 kV

电压，控制注射器推料速度为0.9 mL/h；并且保

持静电纺丝环境温度为30 ℃，环境相对湿度为

50％；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置于70 ℃烘箱中干

燥4 min。

对比例2：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法

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制得聚乙烯醇质量

分数为15％的纺丝溶液；注射器使用18#不锈钢针

头；静电纺丝时，向注射器施加21 kV电压，控制

注射器推料速度为0.9 mL/h。

对比例3：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法

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80 ℃搅拌5 h，搅拌

后超声3 h，制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10％的纺丝

溶液；注射器使用20#不锈钢针头；静电纺丝时，

向注射器施加12 kV电压，控制注射器推料速度为

0.6 mL/h，左右移动速度为10 mm/s；控制旋转

滚筒转速为400 r/min；静电纺丝后获得的材料

置于60 ℃烘箱中干燥5 min。

对比例4：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制备方法

及步骤同例1，不同之处在于：90 ℃搅拌5.5 h，搅

拌后超声2.5 h，制得聚乙烯醇质量分数为12％的

纺丝溶液；注射器使用22#不锈钢针头；静电纺丝

时，控制注射器推料速度为1.0 mL/h，接收距离

为10 cm。

分别使用实施例1～4、对比例1～4中制备的

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在Palas  MFP  3000滤

料测试系统中进行测试。实验用粉尘是标准A2

细灰，符合ISO12103-1标准。规定测试条件的终

止压差2000 Pa，发尘浓度1000 g/m3，额定气体

流量66 L/min，试样面积100 cm 2，试样面速度

11.1 cm/s。结果如表1所示。

一种美纹纸原纸用的浸液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026423 A

发明人：谢荣

申请人：江西信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美纹纸是一种高科技装饰、喷涂用纸，广泛应

用于室内装饰、家用电器的喷漆及高档豪华轿车

表1  静电纺纳米空气过滤纸的测试结果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组别
初始阻力

/Pa

71.5

82.5

83.8

78.5

82.3

87.5

90.4

85.2

133

137

134

135

127

125

130

127

容尘量

/g·m-2

99.958

99.992

99.976

99.989

99.712

99.635

99.804

99.783

对≥0.5μm的颗

粒物过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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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涂，而美纹纸原纸在进行加工的时候需要对

其表面涂抹覆盖一层液体来增加美纹纸的韧性，

而现有的浸液装置都是通过让美纹纸直接通过注

满液体的箱体内进行直接地浸泡涂抹，会导致美

纹纸表面的液体涂抹不均匀，使得美纹纸的浸液

质量无法达到一致和稳定。

提供一种美纹纸原纸用的浸液装置，可使美

纹纸表面的液体涂抹均匀。

如图1所示，该种美纹纸原纸用的浸液装置包

括主体、注液口、出纸口和变速电机。主体顶端开

口设置有注液口，主体中部靠近底端开口设置有出

纸口，主体一侧固定连接有变速电机；注液口包括

有涂液器，涂液器固定连接有注液口底端；涂液器

包括有储液槽、出液口和流动槽，储液槽开口设置

于涂液器中部，出液口开口设置于储液槽底端，流

动槽固定连接于涂液器底端；变速电机包括有浸

液辊，浸液辊嵌入设置于变速电机一侧。

其中，涂液器通过管道与注液口相连接，且涂

液器的宽度与浸液辊长度一致，通过涂液器能够

将其液体进行储存和涂抹在浸液辊的表面。储液

槽为涂液器内部中空设置部分。出液口为储液槽底

端呈倾斜状开槽的开口。流动槽为涂液器底部定

弧形凹陷的凹槽，且流动槽的两侧设置带有弧形凹

槽的长方形状凸块。浸液辊为变速电机一侧贯穿

其主体连接在内部的圆柱形状圆辊，通过浸液辊

的转动能够将表面上的液体均匀地涂抹覆盖到美

纹纸的表面，使得不会造成其美纹纸在浸液的时

候表面的液体量不一致导致其覆盖不完整均匀。

工作原理：使用时，首先将浸液的液体从注

液口中注入到涂液器中，将其均匀地涂抹在浸液

辊上，再通过变速电机的转动带动其浸液辊转

动来将液体均匀地涂抹覆盖在美纹纸表面，而在

液体注入进涂液器的时候，会进入到储液槽进行

储存。然后通过出液口的倾斜开槽让液体能够缓

慢地向一侧流动，使得其均匀地涂抹在浸液辊表

面，而通过流动槽与浸液辊之间一定的缝隙让液

体能够在其空隙中流动，让其能够均匀全面地涂

抹在浸液辊表面，同时两侧的凸起能够防止多余

的液体溢出到外面，使得让液体对浸液辊的覆盖

更加全面，不会存在有覆盖断裂。最后当液体涂

抹在浸液辊表面上的时候，通过其浸液辊的缓慢

转动来将液体均匀地覆盖涂抹在美纹纸的表面，

使得其美纹纸的表面涂抹覆盖更加地均匀不存在

有不平整。

一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及加工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3026432 A

发明人：李长增　李波

申请人：莱阳银通纸业有限公司

现有的防伪纸较少使用铜版纸作为基材，硬

度不佳，且现有防伪纸的防水防油

效果较差；现有的防伪纸加工设备

在对其进行裁切时，无法对防伪纸进

行固定，防伪纸在裁切时容易发生位

移导致裁切不平整；现有的防伪纸

加工设备在对其进行裁切时会产生

小的纸屑，这些纸屑若不及时清除

会沾附在纸张或裁切刀上，影响裁

切的效果。

提出一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及

加工设备。图1  美纹纸原纸浸液装置的结构

1—主体  2—注液口  3—涂液器  4—储液槽  5—出液口  6—流动槽  7—出纸口  8—变速
电机  9—浸液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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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图3所示，该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及加

工设备的基材层为铜版纸层，基材层的上方复合有

防伪印刷层，防伪印刷层的上方涂覆有热敏涂层，

热敏涂层的上方涂覆有液晶涂料层，液晶涂料层

的上方和基材层的下方均复合有透明保护层。

防伪印刷层的中部镶嵌有安全线，防伪印刷层

的一角压印有水印，防伪印刷层的另一角压印有防

伪码。铜版纸层可以加强防伪纸的硬度，提升防伪

纸的抗撕拉性能，热敏涂层具有防水、防油、防酒

精和防摩擦的功能，配合透明保护层使防伪纸的

防水、防油、防酒精和防摩擦的效果更好，液晶涂

料层可以通过温度变化而改变颜色显示真伪，配

合安全线、水印和防伪码使防伪纸的防伪效果更

好。

该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的加工设备包括底座

和顶板。顶板上设有裁切机构，底座的顶部对立

两侧均焊接有侧板，底座的顶部两端分别水平安

装有第一传送带和第二传送带，底座的顶部位于

第一传送带和第二传送带的中部开设有通槽，第

一传送带上方一侧设有限位

板，其中一个侧板上设有带

动限位板移动的移动机构，

限位板和另一个侧板上均设

有固定防伪纸的固定机构，

底座底部位于通槽的下方设

有储尘箱，储尘箱和通槽连

通，储尘箱的侧面设有吸尘

机构和除静电机构。裁切好

的防伪纸随第二传送带传送

至下一设备。

顶板位于通槽的正上

方，顶板的底部四角均竖直

焊接有立柱，且四个立柱的

底端分别焊接于两个侧板的

顶部，底座的底部四角均竖

直焊接有支撑柱。

裁切机构包括液压伸缩

杆和裁切刀，液压伸缩杆竖直安装于顶板的顶部

图3  一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加工设备的结构

1—侧板  2—限位板  3—第一皮带  4—螺杆  5—底座  6—电动滑台  7—C型杆  8—液压伸缩
杆 9—顶板  10—裁切刀  11—第二传送带  12—离子风机  13—出风管  14—吸尘器  15—储尘
箱  16—第一传送带  17—正反电机  18—第二皮带  19—转轴  20—固定板  21—吸尘嘴  22—

通槽  23—喷头  24—吸尘管

图1  一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的截面

25—透明保护层  26—液晶涂料层  27—防伪印刷层  28—热敏涂
层  29—基材层

图2  一种热敏型铜版防伪纸的防伪印刷层俯视图

27—防伪印刷层  30—水印  31—防伪码  32—安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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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处，液压伸缩杆的伸缩端贯穿顶板并和顶板

滑动连接，液压伸缩杆的伸缩端底端安装有C型

杆，C型杆的底部安装有电动滑台，裁切刀安装于

电动滑台的输出端底部。液压伸缩杆通过C型杆

带动电动滑台和裁切刀下移，直至裁切刀接触防

伪纸，启动电动滑台带动裁切刀来回移动对防伪

纸进行裁切。

移动机构的螺杆设有两个，两个螺杆均贯穿

其中一个侧板并和侧板通过螺纹连接，两个螺杆

的顶端均伸入限位板侧面并和限位板转动连接，

两个螺杆之间通过第一皮带连接。将防伪纸放置

在第一传送带上，并使其一侧边紧贴侧板，再通过

转动其中一个螺杆，螺杆通过第一皮带带动另一

个螺杆转动，两个螺杆一起带动限位板前移使其

接触防伪纸另一侧。侧板和限位板对防伪纸起到

限位作用且不会影响防伪纸的移动，使防伪纸在

移动时不会发生偏移，且可以对不同宽度的防伪纸

进行限位。

固定机构包括正反电机和转轴，转轴水平转

动连接于另一个侧板和限位板内侧的中部，正反

电机水平安装于另一个侧板和限位板外侧的中

部。

正反电机的输出轴和转轴之间通过第二皮带

连接，转轴两端均焊接有固定板，固定板为弧形结

构。当防伪纸移动至裁切位置时，启动正反电机通

过第二皮带带动转轴转动，转轴带动固定板转动，

直至固定板的底端紧抵防伪纸的上表面，固定板

对防伪纸进行固定，防止防伪纸在裁切的时候发

生位移，保证防伪纸裁切均匀，降低防伪纸的破损

率。

吸尘机构的吸尘器安装于储尘箱的侧面一

端，吸尘器的吸尘口连通有吸尘管，吸尘管另一端

伸入底座内部并安装有吸尘嘴，吸尘嘴位于通槽

的一端并对准底座顶部。吸尘器通过吸尘嘴将除

去静电后的剩余纸屑从通槽的上方吸入吸尘器内

部，从而可以完成纸屑的收集，无需人工清除纸

屑，省时省力。

除静电机构的离子风机安装于储尘箱的侧面

另一端，离子风机的出风口连通有出风管，出风管

另一端伸入底座内部并安装有喷头，喷头位于通

槽的另一端并对准底座顶部。离子风机向底座顶

部吹风，对纸屑消除静电，防止纸屑因静电作用沾

附在纸张或裁切刀上，保证裁切的效果。

一种便于清洁的碎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3005801 A

发明人：朱石烨

申请人：上海汇圣林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便于清洁的碎浆机，其升降架在升

降过程中，叶片将自行旋转对纸浆进行搅拌，而切

割刀在齿轮传递下同样旋转进行碎浆动作，无需

额外添加动力机构，提高了实用性。

如图1所示，该种便于清洁的碎浆机的机箱内

设工作腔，机箱上下两端分别设有与工作腔相连的

入料口与出浆管，工作腔内滑动设置升降架，升降

架上下两端分别设有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第一支

架上转动连接第一旋转架，第一旋转架上设有六

个均匀分布的叶片，第二支架上转动连接第二旋转

架，第二旋转架上设有七个均匀分布的切割刀。第

一旋转架与第二旋转架均设置在升降架的中轴线

上，第二旋转架上端设有第二防水台，第一旋转架

下端设有延伸至第二防水台外端的第一防水台，纸

浆无法通过第一防水台与第二防水台之间的间隙。

第一旋转架与第二旋转架之间连接传动机构，机

箱内设驱使升降架升降的升降机构，机箱内设驱

使升降架摆动清洁的摆动机构。

传动机构包括设置于第二旋转架内同步旋转

的传动架，传动架上设有延伸至第一旋转架内的

传动杆与设置在传动杆顶端同步旋转的齿轮。第

一支架内设置固定架，固定架下端设有三个均匀分

布的支杆，支杆上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与齿轮相啮

合的传动齿轮，传动齿轮直径小于齿轮直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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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架内设置与传动齿轮相啮合且同步旋转的内

齿轮。

机箱上端设有与工作腔相连的动力腔。升降机

构包括设置于动力腔的第一电动推杆，第一电动推

杆下端连接第一推杆，第一推杆下侧设连接架，连

接架上端设有通过轴承与第一推杆转动连接的连

接管，连接架与第一支架之间设有缓冲组件。

缓冲组件包括设置在第一支架上端的缓冲

架，缓冲架上端设有第一限

位板，连接架下端设有延伸

至第一限位板下侧的第二限

位板。连接架与缓冲架同步

旋转，缓冲架内设有与连接

架相连的复合弹簧。

机箱左端设有与工作腔

相连的移动腔。摆动机构包

括滑动设置于移动腔内的

移动架，移动架中间设有滑

槽与滑动设置于滑槽内的横

板，滑槽两端分别设有复位

槽，横板两端分别设有延伸

至复位槽内的复位板，复位

板左端与复位槽内壁之间设

有复位弹簧。升降架左端设

有防水槽，防水槽内滑动设

置有防水架，防水架右端与

防水槽内壁之间设有两个压

力弹簧，横板右端与防水架

左端相抵，横板右端设有圆

角。纸浆无法通过各零部件

之间的间隙进入移动腔内，

移动腔内分别设有驱使移动

架前后移动的移动组件与驱

使横板弹出的推送组件。

机箱左端设有与移动腔

相连的驱动腔。移动组件包

括设置于驱动腔内的电动

机，电动机上设有主动轴与设置在主动轴上同步

旋转的驱动齿轮，移动架上端设有延伸至驱动腔

内的齿条架，齿条架内固设有与驱动齿轮相啮合的

齿条。

机箱左端设有与移动腔相连的推送腔。推送

组件包括设置于推送腔内的第二电动推杆，第二

电动推杆右端连接有第二推杆与设置在第二推杆

右端的推板，移动架上下两端各设有直槽，推板右

图1  便于清洁的碎浆机的设备结构

1—机箱  2—工作腔  3—入料口  4—出浆管  5—升降架  6—第一支架  7—第二支架  8—第一
旋转架  9—叶片  10—第二旋转架  11—切割刀  12—第二防水台  13—第一防水台  14—传动
机构  15—传动架  16—传动杆  17—齿轮  18—固定架  19—支杆  20—传动齿轮  21—内齿轮  
22—升降机构  23—动力腔  24—第一电动推杆  25—第一推杆  26—连接架  27—连接管  28—
缓冲组件  29—缓冲架  30—第一限位板  31—第二限位板  32—复合弹簧  33—摆动机构  34—
移动腔  35—移动架  36—滑槽  37—横板  38—复位槽  39—复位板  40—复位弹簧  41—防水
槽  42—防水架  43—压力弹簧  44—移动组件  45—驱动腔  46—电动机  47—主动轴  48—驱
动齿轮  49—齿条架  50—齿条  51—推送组件  52—推送腔  53—第二电动推杆  54—第二推杆  

55—推板  56—直槽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63
Dec., 2021  Vol.42, No.2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端延伸至直槽内并与横板左端接触。

具体操作方式：第一电动推杆与第二电动推杆

均为现有技术，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推杆

的直线往复运动。

第一电动推杆通过第一推杆驱使连接架带动

与缓冲架相连的升降架在工作腔内上下移动，该

过程中纸浆冲击叶片并推动第一旋转架旋转，旋

转的第一旋转架带动叶片实现搅拌纸浆的功能。

第一旋转架通过内部的齿轮组将动力传递至第二

旋转架处，第二旋转架以高于第一旋转架的旋转

速度带动切割刀切割纸浆内的大颗粒纤维，实现

碎浆功能。

当需要排出工作腔内的纸浆或清洁工作腔内

残余的纸浆时，第二电动推杆通过第二推杆推动

推板右移，与推板右端接触的横板将弹出并进入

防水槽内，同时电动机通过驱动齿轮与齿条的啮

合关系驱使移动架前后移动，则横板随移动架前

后移动时，横板反复与防水槽前后两端的内壁接

触并驱使升降架摆动，摆动的升降架可使黏附在

升降架上的纸浆掉落，提高清洁效果。完成工作后

通过第二电动推杆驱使推板复位，与横板相连的

复位板在复位弹簧的弹力作用下带动横板复位，而

防水架在压力弹簧的弹力作用下复位。

有益效果：升降架上下移动的过程中，工作腔

内的纸浆对叶片施加作用力并驱使第一旋转架旋

转，旋转的第一旋转架又可通过叶片实现搅拌纸

浆的功能，且第一旋转架通过齿轮组传递动力至

第二旋转架处，第二旋转架通过切割刀切割纸浆

内的大颗粒纤维，实现碎浆功能。此外弹出的横板

随移动架前后移动时，横板将驱使升降架摆动，摆

动的升降架可使黏附在升降架上的纸浆掉落，提

高清洁效果。

转动阻力小的新型易维护导辊

申请公布号：CN 112982008 A

发明人：朱华忠

申请人：朱华忠

导辊又名领导辊，其作用是使铜网在运行过

程中保持正常固定的位置，铜网跑偏时把它再调整

回原位，领导铜网始终走正确的道路。导辊引导并

驱动造纸机湿端和干燥工段的丝网和毡布，两区

域的导辊采用相同的轴承，但依据应用位置的不

同采用不同的润滑和密封。在老式造纸机中，湿端

工段常用润滑脂润滑，干燥工段用油润滑。在现代

造纸机中，两工段都用油循环润滑，由于工作条件

不同，湿端和干燥工段需要采用各自的油循环润

滑。

现有的导辊由于使用年限和工作负荷的因素，

会造成驱动该导辊的动力大、耗能高，不但增加加

工成本，而且影响导辊的转动速率，继而影响相关

图1  转动阻力小的新型易维护导辊整体结构

1—连接头  2—旋转轴  3—轴承  4—导辊  5—合金耐磨层  6—
安装头  7—检修头  8—集油槽  9—溢油口  10—安装槽  11—输

油通道  14—通孔

图2  安装头与导辊主体连接结构

2—旋转轴  3—轴承  4—导辊  10—安装槽  11—输油通道  12—
输油孔  13—橡胶塞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4
第42卷第24期 2021年12月



产品的生产加工效率。因此，提出一种转动阻力小

的新型易维护导辊。

如图1、图2所示，该种转动阻力小的新型易维

护导辊，导辊两端对称设置安装头，安装头中间开

设安装槽，安装槽内固定连接轴承，轴承中间穿设

旋转轴，安装头外侧设置检修头，检修头中间开设

与旋转轴对应的通孔，通孔内壁设置与轴承边侧

对应的输油通道，输油通道外侧固定集油槽，集

油槽一端开设与输油通道和轴承对应的溢油口，

检修头外侧一边侧开设与输油通道接通的输油

孔，输油孔一端卡接橡胶塞。安装头和导辊为一体

成型结构。

旋转轴一端固定连接头，方便旋转轴与转动

部件之间的固定连接。

检修头与安装头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拆装便

捷，易与导辊的维护。

集油槽内部设置凹槽，且集油槽和检修头为

一体成型结构。导辊旋转时在

离心力的作用下，多余的润滑油

进入集油槽，避免溢出造成污

染。

导辊外侧环设合金耐磨层，

延长导辊的使用寿命。

输油通道与水平面呈30°

夹角，输油孔竖直方向的位置

高于轴承，使得加入的润滑油

可以自行滑入轴承的转动部件

处。

使用时，该种转动阻力小的

新型易维护导辊具有驱动导辊

所需的动力小、耗能低，降低加

工成本，保证导辊的转动速率，

继而提高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效

率的优点。通过在导辊两端的

安装头中间嵌设轴承，且轴承

中间穿设旋转轴，每间隔一段

时间便向检修头一端的输油孔

内注入润滑油，并塞上橡胶塞，

从而润滑油沿着输油通道流向轴承的转动机构

处。导辊旋转时，多余的润滑油会在离心力的作

用下穿过溢油口进入集油槽。可以通过拆除检修

头进行定期清洗，保证导辊旋转阻力小，使用效

果好。

一种调控转速及液面的纸浆洗涤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985510 A

发明人：刘帕

申请人：深圳市御天实业有限公司

在蒸煮或磨浆后，所得的纸浆称为粗浆，为了

满足漂白或抄纸的需要，必须对粗浆进行一系列

的处理，真空洗浆机洗鼓的转速与进浆浓度有关，

多重洗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进浆浓度不同。目前

不能准确根据进浆浓度控制对应的洗鼓转速，降

图1  一种调控转速及液面的纸浆洗涤装置结构

1—箱体  2—洗浆腔  3—转鼓  4—通管  5—进浆水泵  6—进浆管  7—进浆口  8—气流控
制装置  9—气囊  10—排浆水泵  11—排浆管  12—转鼓控制装置  13—转轴通管  14—气囊
腔  15—滤水槽  16—定时阀装置  17—动感应器  18—滤水量杯弹簧  19—定感应器  20—

滤网  21—滤水量杯  22—排水管装置  23—检测杆滑槽  24—检测杆弹簧  25—感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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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洗浆质量，而且不能自动感应转鼓所在浆位高

度，不能实时进行对浆位的控制，从而不能控制过

滤面积等，不能准确保证洗涤效果。

因此，提供一种调控转速及液面的纸浆洗涤

装置，能实现利用浆料滤水性测试进浆浓度，从而

控制对应的转鼓转速；同时利用距离感应器及漂

浮测试杆实时检测浆位高度，从而精准控制浆位，

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洗净度。

结合图1～图5的一种调控转速及液面的纸浆

洗涤装置，包括箱体、设置于箱体右端通过滤水性

测得进浆浓度以便进行转鼓转速调控的进浆检测

组件、控制进浆量的进浆组件、利用转鼓进行洗浆

的洗浆组件，进浆组件将进浆检测组件测量后的

纸浆传输至进浆组件内；进浆检测组件包括定时

输入排出检测浆液的定时组件、对滤水性进行检

测的滤水检测组件，定时组件对滤水检测组件进

行定时输入排出控制；洗浆组件包括控制转鼓转

速的转鼓组件、利用气囊膨胀收缩对浆位进行调

整的水位调节组件、利用距离感应器感应检测浆位

的浆位检测组件、控制纸浆排出的排浆组件，排浆

组件控制排出经转鼓组件洗涤的纸浆，根据浆位

检测组件的检测结果利用水位调节组件将浆位调

整至转鼓组件适宜的高度。本技术方案提供一种

测试进浆浓度从而控制对应的转鼓转速、实时检

测浆位高度从而精准控制浆位的高产高质纸浆洗

涤制纸装置。多处采用距离感应器检测浆位及进

浆浓度，从而避免影响真空洗浆机内部真空度，保

证洗浆的顺利进行；利用滤水性直观间接得到各

处进浆浓度，更有利于调整至对应的转鼓转速，提

高洗涤质量；通过轻型材料实时监测浆位高度，及

时对浆位进行调整，保证洗浆的质量。本装置实现

了实时控制转速及浆位，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洗净

度。

进浆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洗浆腔及进浆口之

间的进浆管，进浆管与进浆水泵动力连接，通过进

图5  通过测试滤水量检测进浆浓度的工作过程

17—动感应器  19—定感应器  21—滤水量杯

图2  漂浮检测杆的整体结构

26—感应片  27—检测管  28—浮漂

图3  气囊的结构

9—气囊

图4  测试浆位的工作过程示意

27—检测管  28—浮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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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泵控制进浆管的进浆传输速度，精准控制进

浆流量，从而便于对浆位进行调节控制。

定时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箱体右端顶部且开

口向上的进浆口，进浆口底壁固定设置有开口向上

的滤水槽，滤水槽上端动力设置有定时阀装置，滤

水槽中部固定设置有后端与外界连通的排水管装

置，利用定时阀门装置控制定量时间的浆液输入

及排出，从而能够控制进行一定时间的滤浆操作

以便测得滤水量，且及时排除以便后续重复进浆

操作的顺利进行。

滤水检测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滤水槽侧壁间

且位于定时阀装置下侧的滤网，滤网位于排水管

装置上侧，滤水槽内滑动连接有位于排水管装置

底端下侧的滤水量杯，滤水量杯底端固定设置有

动感应器，滤水量杯底面与滤水槽之间通过滤水

量杯弹簧连接，滤水量杯弹簧处于正常状态，滤水

槽底壁固定设置有定感应器，进浆进入进浆口后

控制定时阀装置启动连通，进浆浆液通过滤网进

行滤水，滤水进入滤水量杯杯内，一定时间后关闭

定时阀装置断流，控制感应此时的动感应器与定

感应器之间的距离，得到进浆对应的滤水性，从而

得到进浆浓度调控至对应的最佳转鼓速度。检测

完毕启动排水管装置抽出滤水量杯杯内的滤水进

行排放，利用定时的滤水量直观间接检测出对应

的进浆浓度，保证根据各不同的进浆浓度调控对

应的最佳转鼓转速，从而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洗净

度。

转鼓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箱体内的洗浆腔，

洗浆腔内设置有转鼓，转鼓后端与转鼓控制装置

动力连接，通过转鼓控制装置精准控制转鼓的转

速。

水位调节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洗浆腔底端侧

壁的气囊，气囊内设置有气囊腔，气囊顶端左右对

称固定设置有通管，左侧通管连通排浆水泵与洗

浆腔，右侧通管连通进浆管与洗浆腔，气囊右部底

端动力设置有与气囊腔连通的气流控制装置，气

囊顶端前后对称固定设置有转轴通管。转鼓前后

端通过转轴通管，控制气流控制装置向气囊腔内

充气，从而使气囊膨胀，使浆位提高，控制气流控

制装置向气囊腔内抽气，从而使气囊收缩，使浆

位降低，实现对浆位的调节。利用对气囊体积的

控制调整浆位至适宜位置，方便简单地实现了浆

位调节。

浆位检测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洗浆腔顶壁且

开口向下的检测杆滑槽，检测杆滑槽侧壁固定设置

有感应环，检测杆滑槽内滑动连接有检测管，检测

管顶面固定设置有感应片，感应片能够与感应环

相互感应，感应片顶面与检测杆滑槽之间通过检

测杆弹簧连接，检测杆弹簧处于正常状态，检测管

底端固定设置有浮漂，纸浆进入洗浆腔内，从而用

过浮力使浮漂向上运动对应的距离，使检测管及

感应片向上运动对应的距离，使感应片与检测杆弹

簧感应得到此时对应的浆位。通过水位调节组件

将浆位调节至适宜高度，实现对浆位的实时检测，

能够及时对浆位进行调节，从而提高了产量和洗

净度。

排浆组件包括固定设置于洗浆腔左端壁的排

浆水泵，排浆水泵与排浆管动力连接。通过排浆管

控制排浆水泵的排浆传输速度，精准控制排浆流

量，从而便于对浆位进行调节控制。

检测管使用轻型材料以便顺利浮动，浮漂内

充满气体，从而能够浮于纸浆表面。感应片质量较

轻，能够利用纸浆的浮力将浮漂、检测管及感应片

向上提升对应的浆位高度。

有益效果：本设计提供一种测试进浆浓度从

而控制对应的转鼓转速、实时检测浆位高度从而

精准控制浆位的高产高质纸浆洗涤装置；多处采

用距离感应器检测浆位及进浆浓度，从而避免影

响真空洗浆机内部真空度，保证洗浆的顺利进行；

利用滤水性直观间接得到各处进浆浓度，更有利

于调整至对应的转鼓转速，提高洗涤质量；通过轻

型材料实时监测浆位高度，及时对浆位进行调整，

保证洗浆质量。本装置实现了实时控制转速及浆

位，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洗净度。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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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M o n d i投资20 0 0万欧元对奥地利 
Frantschach工厂进行技术升级

本刊讯（Mond i Group 消息) 近日，英国纸企

Mond i宣布投资2000万欧元，对旗下的奥地利

Frantschach工厂进行了技术升级，提高制浆过程

可持续性。

据悉，2021年是Frantschach纸浆厂成立140

周年，目前已经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并利用制浆

余热为周边社区和工业公司提供热力资源。

此次技术升级将主要助力于提高生产线的效

率，例如，对蒸汽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提高热效

率并减少设备对蒸汽的消耗，提高效率。此外，降

低生物废水处理的化学需氧量，预计技术升级后，

需氧量每年可减少140 t。

从根本上说，此次技术升级主要是出于充分

利用木材资源的需要，提高资源效率，为欧洲发展

生物经济贡献力量。为此，Mondi也将继续通过

增加制浆副产品的生产份额助力生物经济发展，

例如，作为制浆副产品，妥尔油可用于生产油漆、

黏合剂或薄膜等，对此，Mondi将进一步提高制

浆过程中妥尔油的提取效率，从18 kg/t浆提高至

36 kg/t浆。

奥地利Frantschach工厂主要生产牛皮纸，用

于食品、建筑材料和动物饲料的包装等，此次升级

将从蒸汽设备入手，首批设备将于2023年第三季度

开始调试。

ABB机器人技术助力Zume实现一次
性包装转型，使用植物纤维包装替代
一次性塑料

本刊讯（ABB 消息) 2021年11月，ABB宣布与

Zume签署合作协议，使用ABB机器人单元支持

Zume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可持续纤维包装材料，从

而减少对一次性塑料包装的依赖。Zume总部位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全球范围内供应创新型可

堆肥纤维包装。

在未来五年内，ABB将在Zume全球各地的

工厂集成和安装超过1,000套模制纤维生产单元

(MFC)，其中包括多达2,000台的机器人。ABB 

将充分利用其全球解决方案中心布局网中的项目

管理团队和自动化专家，帮助Zume开发年产量达

数百万件的可持续包装材料生产解决方案，以满

足相应的生产规模、速率和模块化需求。

随着来自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压力越来越

大，制造商们亟需寻找一次性塑料包装的替代品。

新型包装材料既需要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又要易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8
第42卷第24期 2021年12月



于成型，还得与塑料一样具有高成本效益。Zume 

的包装材料来自可持续收获的农产品剩余植物材

料，包括竹子、小麦和稻草等。与塑料包装的生产

和处置相比，用植物材料生产消耗的水和能源显

著减少，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大大降低。与塑

料不同，植物性材料的生物降解率可达100%，用

后即可降解。

“通过ABB机器人实现Zume产品的自动化生

产，使得Zume生产的可持续性包装材料成为一次

性塑料的可行且经济的替代方案，”ABB机器人与

离散自动化事业部全球总裁安世铭说道。“现今，

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可能，通过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和生产浪费等更高效的生

产方式，使世界变得更具可持续性。我们的合作证

明，当大家都致力于创造低碳社会并携手合作时，

一切皆有可能。”

Zume开发并获得专利的一项创新制造工艺，

可为包括食品、杂货、化妆品、消费品在内的各类

物品制作可堆肥纤维包装。目前，安装于Zume工

厂的两台ABB  IRB  6700机器人组成的Zume模

制纤维单元，可将植物材料制成产品包装，其中每

个单元单日可处理近两吨农业原料，制作8万件可

持续包装产品。通过与ABB合作，Zume有望为每

个工厂配备多达100个机器人单元。凭借ABB模制

纤维单元高速、可扩展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家工厂

每年将可处理71,000 t农业原料，生产近20亿件

包装产品。

此外，Zume和ABB还为印度最大的木材和纸

制品制造商之一Satia公司创建了一个试点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包含10套生产单元的工厂每天将处

理20 t小麦秸秆，为众多行业生产100%可堆肥包

装材料。

除此之外，其他正在规划中的试点项目，包括

同样位于印度的全球领先的制浆造纸机械供应

商Parason  Group和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全

球首家100%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可堆肥包装工厂

Jefferson Enterprise Energy。

Northwood推出Whisper Green系列
100%可再生卫生纸

本刊讯（Northwood 消息) 2021年11月，英国知

名生活用纸企业Northwood Hygiene Products

宣布推出Whisper  Green系列优质卫生纸、面巾

纸和手帕纸，与一般的卫生纸不同，该系列采用

100%回收纤维制成。

Whisper  Green系列纸张是一种优质、环保

的双层纸，原材料使用经FSC认证、可持续采购的

再生纤维，纸张上增加了压花图案，可提高卫生纸

的吸收性和舒适性，并结合压层技术增加纸卷的

强度。

Northwood营销经理Paul Mulready表示：

“在英国，每人每年可使用大约127卷卫生纸，因

此我们需要通过寻找更环保的纸张提高环境效

益。此次推出的这种卫生纸全部使用再生纤维制

成，既提高了环境效益，也并未牺牲纸张的质量

和柔软度。这些卫生纸具有高度吸水性、柔软性

和舒适性，相信它会受到最终用户和分销商的欢

迎。”

此外，除了卫生纸本身，卫生纸的包装材料也

由至少30%的回收材料制成，可以广泛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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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PulPac在干法成型纤维生产线中
投入使用在线回收系统

本刊讯（PulPac 消息) 瑞典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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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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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PulPac在其

干法成型纤维生产线中投入使用了在线材料回收

系统，该系统可以使任何含有添加剂的残留材料

再次返回到生产流程中，进行二次处理，保证成品

纤维模塑产品的质量。

实验结果表明，在线回收系统不仅能够确保

纤维输入材料的使用率超过99%，而且通过材料

再循环，还增强了最终产品的阻隔性能。这显著提

高了生产效率，节省材料消耗，同时生产出比传统

纤维更具优势的优质产品。

对此，PulPac首席技术官Sebastian  Roos表

示，这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的突破，通过以更少的

投入材料生产更好的产品，可以提高产品的经济

性和竞争力。通过在生产中投入在线回收系统，既

提高了干法成型纤维产品的阻隔性能，也不影响

其他指标，从而提高了能源和材料利用效率。

Mondi推出新的不透明纸张解决方案
IQ Extralight

本刊讯（Mondi 消息) 英国纸企Mondi近日推

出了一种不透明的纸张——IQ  Extralight。这种

纸张在其位于奥地利的Neusied ler纸厂生产，是

一种高质量的未涂布化学浆纸，主要用于药物和

化妆品、操作手册、目录或法律文本的插页。 

IQ  Extral ight具有出色的印刷性和折叠性

能，已通过FSC认证，是Mondi实现碳中和的环保

系列纸类产品之一。目前，其在欧洲市场主要销售

定量为40 g/m2、45 g/m2、50 g/m2和60 g/m2

几种规格的产品。

由于具 有出色的印刷 性 和 兼容性，I Q 

Extral ight可提高印刷效率。再加上具有出色的

折叠特性，使IQ  Extral ight成为符合多种印刷

条件的理想解决方案。此外，这种纸张具有高度

不透明性，保证了出色的可读性。在生产过程中，

Neusiedler纸厂通过自动化质量控制确保实现多

种特性。

斯道拉恩索以制浆副产品为原材料开
发可再生电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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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2021年11月，斯

道拉恩索生产的生物基电池材料Lignode®获得

了芬兰Metsä360奖。斯道拉恩索在其芬兰实验工

厂Kotka生产这种电池材料，使用的原材料来自

Sunila浆厂的制浆副产品木质素。

经证明，Lignode®具有可再生、无毒的特

点，可替代化石基的石墨烯用于制造锂电池。作为

锂离子电池的材料，木质素显著提高了其附加值，

具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潜力。

斯道拉恩索生物材料部门创新高级副总裁 

Laur i  Lehtonen表示，感谢Mar jat t a和Eino 

Kolli基金会以及芬兰拉彭兰塔工业大学授予我们 

Metsä360奖，我们将继续提高创新能力，开发生

物基产品。

福伊特造纸4.0技术在全球已安装
300例，得到国际市场广泛认可

本刊讯（Voith 消息) 凭借造纸4.0概念下的数

字化和自动化产品组合，福伊特已经成为造纸行

业的创新推动者。2021年12月，福伊特宣布其造纸

4.0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安装超300例，客户实践

证明，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在帮助制浆造纸企业

提高效率、可持续性和质量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五年多来，全球客户一直依赖我们的数字

解决方案，在诸多个性化工业领域，我们也可以提

供定制的解决方案，”福伊特产品与服务和数字化

技术总裁Jürgen  Abraham博士说道，“基于我

们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们正在不断为未来的纸张生产创造新的可能

性。”

通过数字化技术，福伊特专家和研发实验室

人员通过具体方法为客户提供建议、陪伴和支持，

帮助他们建立数字化造纸厂。福伊特工业互联网平

台OnCumulus可以实现对机器和系统数据的快

速访问，是数字化技术的基础，通过使用收集和评

估的数据，应用程序会实现整个流程链的性能改

进。强大的数字解决方案具有最高的安全标准，能

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并能不断自

我优化，显示出强大的可持续性。除了可以提高纸

厂效率外，造纸4.0技术还可以显著提高生产的可

持续性。

福伊特造纸4.0技术已经获得了诸多客户企业

的认可。意大利知名特种纸生产商Fedrigoni首席

运营官Mario Naldini表示：“数字化可以支持我

们旗下纸厂改进所有运营绩效，例如客户服务、效

率和灵活性绩效指标等，福伊特在Fabriano纸厂

安装应用的OnEfficiency数字化技术解决方案是

我们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投资回

报期还不到一年，经济效益显著。”

奥地利纸企Laak irchen  Papier  AG首席

执行官Thomas  Welt博士也表示：“在福伊特造

纸4.0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提高生产的可持

续性，除了多样化的参考资料外，福伊特在可持

续造纸和研发活动方面数十年的专业知识也让

我们信服。福伊特造纸4.0旗下的OnEfficiency.

S t r e n g t h数字化技术已在我们PM10纸机上

成功使用。此外，我们也是福伊特新开发的 

OnEfficiency.BreakProtect和OnView.Energy 

数字技术的试点客户。”

福伊特除了为造纸商提供定制的完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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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MAXDLF将超越了当前市场上标签的选择：

我们之前MAXStic产品，让垃圾填埋场不再出现

标签底纸，现在的MAXDL产品，标签本身也将消

除。”

MAXStick是该公司的“标志性产品”，据称

是市场上首个无底纸的直接热敏可再贴标签。这

种标签使用专门的黏合剂配方，使其可清除和重

新黏贴，同时还可回收、无硅和无BP。

亚马逊推出可再生新型包装解决方
案

本刊讯（Amazon 消息) 近日，电子商务零售商

亚马逊宣布推出了一种由再生纸制成的包装解决

方案，以推动零食商品配送的可持续性。

此类绝缘包装在美国当地生产，可实现路边回

收，将用于亚马逊生鲜店、商店和全食超市相关产

品运送。亚马逊已在其内部的热实验室和北美、欧

洲的多个外部实验室测试了包装的热效率。亚马

逊还通过“神秘顾客计划”以验证该解决方案的

热效率，并在多个城市开展了消费者试验。

亚马逊零售业务副总裁Stephenie  Landry

表示：“该新包装是亚马逊对气候承诺的最新承

诺，即在2040年，业务实现净零碳的承诺，同时为

员工、客户和地球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该产品包装解决方案预计每年可替代约 

73.5万磅（1磅=0.4535924千克）塑料薄膜、315 

万磅天然棉纤维和150 0万磅不可回收混合塑

料。

主导这个包装开发项目的亚马逊零售配送包

装高级项目经理Joe  Rake表示：“我们的目标是

将更少的材料送到垃圾填埋场，更多地回到循环

经济中。这种可回收包装有望激励亚马逊和其他

人继续为位于各地的客户和社区寻求创新、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

方案，包括数字化、自动化和专业知识之外，还

关注生产线的各个细节，例如开发了特定的传感

器技术，并支持在整个过程中实施以获得最佳结

果。

为了继续推动数字化和自动化，福伊特依赖

敏捷、以客户为中心的开发流程，开发了OnView.

DigitalEye“数字眼”技术，赢得了2021年的人工

智能冠军奖。借助数字分析工具，福伊特帮助造纸

企业在备料之前准确确定回收纸的质量。

Jürgen  Abraham博士表示：“像OnView.

DigitalEye这样的创新解决方案是造纸4.0和自

主造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数字化和自动化将

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最近还提出了一种创

新的操作理念，作为我们造纸愿景的一部分。借助

智能算法和直观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友

好性，同时提高产能和效率。”

福伊特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公司还将继续推

广数字产品组造纸4.0，并重点关注全线供应商、

效率、可持续性、云解决方案、自动化和创新等研

发主题。

MAX International发布可溶解且无
底纸热敏标签

本 刊 讯（ M A X  消 息 )  近 期 ，M A X 

International  Converters推出了最新可溶解、

无底纸热敏标签——MAXDLF，并声称此产品为

“世界首创”。

该公司称，MAXDLF热敏标签材料为纤维素

纤维，由精细研磨的木浆制成，无毒、可生物降解

且100%可回收，可在30 s内溶解在任何温度的水

中，且不会留下任何残留物或纸浆。

MAXDLF将提供标准80 mm、58 mm和

40 mm宽度以及多种行业标准的长度供选用。

MAX  International总裁Mike Viguna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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