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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降低高分子材料由于自身的易燃性而引发的火

灾风险，新型阻燃剂的研发正在成为高分子材料阻燃技术领

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反应型阻燃剂是一类能与高分子材料进

行接枝共聚的高效阻燃剂，克服了传统添加型阻燃剂的诸多

缺点，对制备阻燃高分子材料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首

先从气相作用与凝聚相作用两个角度介绍了反应型阻燃剂的

基本阻燃机理，综述了反应型阻燃剂的应用现状，包括环氧

树脂、聚氨酯、棉织物以及阻燃纸领域，了解了反应型阻燃剂

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展，对比了反应型阻燃剂与添加型阻

燃剂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反应型阻燃剂的应用优势以及目前存

在的缺陷，并展望了反应型阻燃剂未来的发展前景，为反应型

阻燃剂的研发和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反应型阻燃剂；高分子材料；阻燃机理；聚合物加

工；化学反应；产品工程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fire caused by polymer 
mater ials due to their own f lammability,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f lame retardants become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 ield of polymer mater ials f lame 
retardant technology.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 is a kind of high-
efficiency flame retardant that can be grafted and copolymerized 
with polymer materials. It overcomes many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additive flame retardan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paration of flame retardant polymer material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flame-retardant mechanism of reactive 

反应型阻燃剂的原理、应用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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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分子材料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人类社会的许多领域，然而高分子材料容易燃烧，

这就限制了其产品的应用范围 [1]。在生产过程中添加阻

燃剂，能够提升高分子材料的耐高温、耐燃性，也是制

备阻燃型高分子材料的主要方法。因此，高效阻燃剂的

开发研究对扩大高分子材料的应用范围意义重大。

根据使用原理的差异，阻燃剂可分为添加型阻燃

剂和反应型阻燃剂 [2]。添加型阻燃剂通常以物理方式掺

入聚合物中，使用起来经济方便，但是它一般与聚合物

相容性较差，需较大的添加量才能达到较好的阻燃效

果，并且存在降低高分子材料机械性能的缺陷 [3]。与添

加型阻燃剂的原理不同，反应型阻燃剂能与单体形成共

聚物或者对高分子进行接枝反应，因此可使材料具有持

久阻燃性。而且反应型阻燃剂对高分子材料的机械力

学性能影响较小，只需少量就能达到较好的阻燃效果，

是目前阻燃剂研究的热门课题。本文主要介绍了反应型

阻燃剂的基本阻燃机理与在环氧树脂、聚氨酯、棉织物

和阻燃纸领域的应用现状。

1  反应型阻燃剂的阻燃机理

高分子材料的燃烧过程是一种具有多相反应化的

复杂过程，既伴随着物理变化，又存在着化学变化。反

应型阻燃剂在不同的阻燃体系中表现出了不同的阻燃

机理，这是由于阻燃剂自身的成分差异以及不同聚合物

的材料特性造成的。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反应型阻燃剂

的阻燃机理可以划分成气相机理和凝聚相机理两类。

1.1 气相机理

与燃烧过程相对应，反应型阻燃剂的气相阻燃机

理既包括物理作用也包括化学反应的作用，更多的是两

者起到的协同作用。物理作用主要表现在部分反应型

阻燃剂能够吸收环境中的热量发生分解并释放出如氮

气、氨气和二氧化碳等不可燃气体，这些气体通常能够

稀释聚合物材料裂解处或者火焰中心区域的可燃性气

体，使其浓度降低到燃烧极限之下，从而达到阻止材料

继续燃烧的目的。有时一些不可燃性气体还具有散热的

作用，可以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化学作用则主要体现

在自由基的捕捉机理上，比如有的磷系阻燃剂能够在温

度较高的环境中释放出相关的自由基与有助于燃烧进

行的H.和OH.发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阻止燃

烧的链反应，较大幅度地减少火焰释放的热量 [4]。

1.2 凝聚相机理

反应型阻燃剂的阻燃机理在凝聚相有着多种作用

模式，一般成炭作用是最为普遍的模式。反应型阻燃剂

通常能够较大幅度地增加聚合物的成炭量，特别是含

氧高分子，如环氧树脂、纤维素等。炭层一般形成于气

相和凝聚相的边界区域，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可以看

作是一道保护屏障，阻止空气中的氧传送和热量输送，

达到抑制可燃性气体产生的效果。以阻燃剂在棉织物

上的应用为例，其在凝聚相中使纤维大分子链的热裂

解反应历程发生变化，并促进了脱水、交联等反应的进

行，逐渐形成炭层，在此过程中增加了碳残渣量并且可

燃性气体的量也有所减少 [5]。反应型阻燃剂不仅能够增

加碳残量，还可以促进碳的抗氧化，阻止碳被完全氧化

成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氧化作用所释放的热量 [6]。除成

炭作用外，反应型阻燃剂在凝聚相的作用模式较为复

杂，还包括自由基抑制、熔融高分子黏度影响机制以及

表面涂层作用等方面。

通常情况下，反应型阻燃剂在阻燃材料中的主要

作用是在聚合物燃烧时生成不可燃气体，稀释可燃气体

的浓度，有效降低材料在燃烧和分解时的热效应，并且

增加炭化作用的量，阻碍氧和热量的传递。此外，有的

高分子材料在经反应型阻燃剂处理后，其引燃温度有

着较大幅度的提高，也达到了阻燃的效果。

flame retard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s phase interaction and 
condensed phase interaction, and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including epoxy resin, polyurethane, 
cotton fabric, and flame retardant. In the field of burning paper,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tudi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and additive f lame retarda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and the 
current existing ones were proposed. 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active flame retardant; polymer materials; flame 
retardant mechanism; polymer processing; chemical reaction; 
produc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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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应型阻燃剂的应用

2.1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E P）是一类分子结构中含有两个或以

上环氧基团的有机高分子聚合物 [8]。其具有优异的力学

性能与灵活的加工工艺，可与多种类型的固化剂发生交

联反应，形成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和化学稳定性的高

聚物，在黏合剂、浇注料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9]。但由

于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较低，一般情况下需要对其进行阻

燃改性来满足特殊工艺技术的要求 [10]。

反应型阻燃剂一般是通过化学改性的方式，在环

氧树脂体系中引入含有磷、氮等阻燃元素的基团来提

高环氧树脂的阻燃性能的。利用这种方式制备的环氧

树脂不仅表现出优异的阻燃性能，而且较大程度地保

留了树脂原有的机械性能。目前反应型阻燃剂在环氧

树脂上的应用以磷系和磷氮系协同阻燃剂为主。曹宇

等 [11]通过一锅法制备出了一种新型环氧树脂阻燃固化

剂SPDPT。研究发现SPDPT的加入能提高EP热固性

材料燃烧后的残炭量。当磷质量分数为1.0%时，阻燃

环氧树脂样品的LO I值为26.4%。在环氧固化物中，其

拉伸强度最高达到了37.2 M P a，弯曲强度最高达到了

63.8 MPa，冲击强度最高达到了21.6 kJ/m2。

DOPO是一种含磷杂菲环的化合物，具有良好的

热稳定性，其结构中含有的P-H键可以与众多不饱和

基团发生反应，能生成多种衍生物且大部分具有较好

的阻燃效果 [12]。Huo等 [13]以DOPO、三亚乙基二胺和对

苯二甲醛为主要原料，合成了一种反应型阻燃剂（DPT）

并将其成功应用到了环氧树脂中。由于DPT的加入使处

理过的环氧树脂样品在800 ℃时的焦炭率得到提高，与

未处理的样品相比，其放热速率峰值、平均放热速率和

总放热量分别降低了38.7%、31.6%和36.4%。在燃烧过

程中，多酚基团分解生成含磷化合物，促进凝聚相保护

层的形成。DPT中同时含有哌啶基团和磷杂菲基团，而

哌啶和磷杂菲基团在气相和凝聚相都有阻燃作用，赋予

了环氧树脂优异的阻燃性能。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

(POSS)是一类有机无机杂化的具有笼状结构的纳米级

材料，POSS在结构上不仅具有-Si-O-Si-为骨架的无

机内核，还可以对其取代外壳进行设计。较常用的外壳

设计为有机基团及其衍生物。POS S通常可以通过其有

机外壳与反应端基的反应来达到接枝到部分聚合物上

的目的[14]。FranchiniE等 [15]将环氧树脂作为反应端基，

把带苯基配体的POSS和带异丁基配体的POSS分别引

入到杂化材料体系中，对不同POS S结构对环氧树脂材

料阻燃性能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PO S S

在环氧树脂材料中分散性良好，引入后所制备的的环氧

树脂具有优良的阻燃性能。该研究还发现带有苯基配

体的POSS远比带有异丁基配体的POSS更有效，并且基

于苯基的PO S S簇与基体之间存在化学键有利于纳米

簇的分散，从而增强了阻燃性。 

相比于易加工的添加型阻燃剂，反应型阻燃剂由

于其持久的阻燃性以及较为稳定的机械性能获得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 [16]。然而，在合成反应性阻燃剂的过程

中，不但有复杂的化学反应，而且对有机溶剂和有毒催

化剂的使用也是很难避免的，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

担，也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17]。例如，磷胺类化合物常

被用来提高聚合物的耐火性，这种聚合物可以通过亲

核取代反应由氯磷酸盐合成 [18]。但是这一反应同时伴随

着危险的卤化磷和氯氢化物的释放。近年来，利用可再

生生物建筑材料制备防火环氧体系已得到广泛认可 [19]。

由于双酚A型环氧树脂目前具有压倒性的市场份额，利

用可再生资源合成高效阻燃剂以提高其耐火性能一直

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L iu等 [20]将两种木质素衍生化合

物香兰素和愈创木酚经简单绿色反应成功地与多巴酚

结合，其中愈创木酚不仅是一种试剂，而且是一种很好

的溶剂，并且愈创木酚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采用工业

上广泛应用的方法，将合成的BDB有效地转化为环氧

单体DGEBDB。DGEBDB与商用环氧树脂DGEBA具

有良好的相容性，并与不同配比的DGEBDB混合，在

DGEBA阻燃性能优良的反应性阻燃材料中显示出很大

的潜力。

2.2 聚氨酯 

聚氨酯（PU）是由氨基甲酸酯连接的有机单元组

成的聚合物，具有较为良好的抗噪、隔热、耐磨等多项

优异性能 [21]。在未经阻燃处理的情况下，聚氨酯材料的

极限氧指数(LO I)约为18%，容易燃烧并释放大量热量

和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 [22]。目前提高聚氨酯材料阻燃

性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阻燃领域较为热门的课题。反

应型阻燃剂一般是通过接枝反应把带有阻燃功能的基

团引入到聚氨酯分子结构中，以此来提高聚氨酯材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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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环境中的阻燃效果和热稳定性。

在对聚氨酯材料进行阻燃改性时，含磷阻燃剂应

用最多，不仅具有较好的阻燃效果而且低烟环保，其

原理是将磷元素以P-O或P-C键等化学键的形式引入

到聚氨酯材料结构中，这些共价键具有较大的键能以

及较强的稳定性。Ch e n等 [23]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反应

型阻燃剂无卤含磷三醇(P TMA)，并通过此阻燃剂制

备了一种阻燃型聚氨酯泡沫塑料（FPUF）。研究发现，

PTMA的阻燃效率较高，可以大幅度提升FPUF的阻燃

性能。在燃烧过程中，PTMA交联FPUF中60%以上的

磷会被分解为多聚磷酸及其衍生物，并保留在焦炭残渣

中。这表明PTMA在阻燃FPUF凝聚相中起主要作用。

Zhang等 [24]以甲酸和过氧化氢为原料，进行了甘油分解

蓖麻油的环氧化反应，并通过其与磷酸二乙酯的开环反

应制得了一种含磷阻燃剂蓖麻油基多元醇。采用一次成

型工艺制备了阻燃聚氨酯泡沫塑料。研究表明，在蓖麻

油分子链中引入的P元素含量较少，仅为3%左右，但仍

然能够提高聚氨酯泡沫塑料的热稳定性，聚氨酯泡沫

的LOI值可达到24.3%。

含氮反应型阻燃剂阻燃聚氨酯材料一般将三聚氰

胺基团通过共价键的形式引入到聚氨酯结构中的，三聚

氰胺是一种稳定的结晶化合物，含有67%的氮原子，温

度达到350 ℃就会升华，能够吸收大量能量，降低周边

环境温度 [25]。并且在较高的温度下，三聚氰胺会分解产

生氮气，并且形成热稳定的凝结物 [26]。Zhu等 [27]合成了

一种包含三聚氰胺结构的改性树脂(EUMF)，EUMF的

合成原理如图1所示，将该树脂以反应型阻燃剂的方式

制备了一种新型聚氨酯泡沫塑料(R PUF)。研究发现在

加入了该改性树脂后，RPUF的热稳定性明显增强，并

且表现出良好的抑烟效果。并且RPUF的峰值放热速率

和总放热量随着三聚氰胺量的增加也出现显著降低，

而LOI值有小幅度的增加，这说明EUMF对RPUF表现

出优异的阻燃和抑烟性能。 

相比于引入单个阻燃元素，引入两个或多个阻燃

元素的反应型阻燃剂无论是在阻燃效果上还是热稳

定性上表现更佳。Ya o等 [28]利用自由上升法制备了一种

新型阻燃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R PUF)。研究者通过

DOPO和三聚氰胺多元醇(MADP)两种原料向体系中分

别引入了磷元素和氮元素。研究表明，当MADP含量为

7.5w t%，MADP/DOPO体系使RPUF的结焦能力增

强，LOI值提高到28.5%。DOPO的部分磷残留在残焦

中，而MADP的引入明显促进了生成更稳定的芳香结

构，提高了炭层的强度。此外，MADP还促进了H2O和

CO2的生成，并稀释了气相中的可燃气体。可知MADP/

D O P O体系在气相和凝聚相上都取得了阻燃效果。

Wa n g等 [29]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含磷-氮体系反应性

阻燃剂三醇(TDHTPP)。该三醇包含了一种磷酸酯-三

嗪结构，对其分别引入了磷元素和氮元素，被用来制备

阻燃R PUF。研究发现该阻燃剂不仅与材料基体具有

较好的相容性，还能够提高RPUF的机械强度。在阻燃

方面，TDHTPP表现出优异的持久阻燃性，其在气相和

凝聚相都能够发挥出良好的阻燃效果，其中气相作用的

优势更大。

2.3 棉织物

棉织物因其舒适性和透气性而被广泛应用于服装

与装饰行业，然而它的热稳定性较差，可能会在日常生

活中引起火灾 [30]。因此，对棉织物改性从而获得阻燃性

并且提高热稳定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大量研究表明，在

棉纤维中加入阻燃剂是降低其易燃性的一种简单有效

的方法 [31]。阻燃剂分为很多种，加入棉织物的阻燃剂不

同会导致其耐火性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大部分用于商业

的阻燃化学品是卤素基的，但卤素基阻燃剂在燃烧过程

中会释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并且导致严重的健康和环境

问题。因此现阶段寻求更高效、协同和环保的阻燃剂逐

渐成为研究的重点[32]。图1  EUMF的合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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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应型阻燃剂在棉织物方向上的应用主要为

磷系阻燃剂和磷-氮协同阻燃剂。其中磷元素通常以

P-O-C共价键的形式存在于纤维素大分子中，能够较

大幅度地提高棉织物与阻燃剂的相容性，而且使用效

率高。Zheng等 [33]以亚甲基膦酸（DTPMPA）和尿素为

原料，合成了一种新型棉织物阻燃剂，即亚甲基膦酸铵

盐（ADTPMPA）。其主要反应原理是纤维素大分子与

ADTPMPA的-OH基团反应形成P-O-C共价键。经

过70 g/L和90 g/LADTPMPA整理后，得到的棉织物

LO I值分别可达到40.0%和41.5%；经过40个洗涤周期

后，其LOI值分别为26.5%和26.7%。FT IR光谱证实了

ADTPMPA和纤维素之间的-P-O-C键。TG结果表

明，处理后的棉纤维对比原始纤维而言保留了更多的

残留物。Z h a n g等 [34]以磷酸、尿素和甘露醇为原料通

过一种无溶剂的方法合成了环保型甘露醇六磷酸酯铵

盐(AMHPE)。实验表明，用20%～30%AMHPE处理的

棉花的LO I值达到36.0%～42.3%，表现出了高效的阻

燃性能。处理后棉花的分解温度相比于未处理棉花出

现显著降低，其炭渣量在N2中远高于未处理棉花。处

理后棉花的PHRR和THR值分别显著下降至93.41%

和56.54%，这些结果表明AMHPE阻燃棉显示出了优

异的热稳定性和高效的阻燃性。Wa n g等 [35]的研究证

明，在温和、无溶剂条件下，能够合成一种新型含磷阻

燃剂：三乙醇胺磷酸铵盐（ATEPEA）。在高温条件下，

ATEPEA可分解释放出NH3，并且生成磷酸基团，然后

在双氰胺的催化作用下又可以形成焦磷酸基团。而纤维

素上的氢基团与焦磷酸基团反应，形成许多P-O-C共

价键，在这种情况下，ATEPEA能够顺利地接枝到纤维

素大分子上，从而制得了经ATEPEA改性的棉织物，并

且处理后的棉织物在各项测试中显现出高效的阻燃性

和出色的耐久性。

除此之外，DOPO作为一种不含卤素、含磷的杂环

化合物，也经常用作制备阻燃剂的中间体 [36]。其结构中

存在P-H键，P-H键可与烯烃、羰基等结构发生反应

从而生成各种不同的衍生物 [37]。Zhang等 [38]以DOPO、

氯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和哌嗪主要原料制备了一种含磷、

氮以及硅的新型协同阻燃剂（DOPO-P i P-S i），并将

其有效地应用在棉织物上，经该阻燃剂处理过的棉织

物表现出良好的阻燃性，通过垂直可燃性测试，得到

12.2 cm的低炭长，LOI值可达到27.6%，而且其拉伸强

度也有所提高。TG结果表明DOPO-P i P-S i可以提高

棉织物的成炭能力，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经DOPO-

P i P-S i处理的棉织物可以通过释放不燃的挥发物形成

稳定的炭层。

2.4 阻燃纸

纸制品由于重量轻成本低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包

装、建筑、装修、农业和日用品行业，但是大部分纸张通

常是由纤维抄造而成的，由于其易燃特性，常易引发火

灾，从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39]。因此赋予纸张优异的

阻燃性对于减少火灾发生量、扩大纸制品的应用范围

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纸用阻燃剂不仅会对纸张

的阻燃性能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其机械性能产生较大

的影响。添加型与反应型阻燃剂均可应用于阻燃纸的

制备过程中[40]。但是由于原理的差异，添加型阻燃剂通

常只需将其添加于纸浆中，或利用涂布、浸渍等物理方

法来处理纸张表面，通过这种方法所制得的阻燃纸耐

久性较差。

与上述方法不同的是，反应型阻燃剂一般能与纸

张中的纤维组分发生接枝反应，而不是简单的表面附

着，使其成为纸张的一部分。由这种方式制备的阻燃纸

不但具有长期稳定的阻燃效果,而且其机械性能受到的

影响也相对较小 [41]。Xu等 [42]以亚磷酸铵为阻燃剂将其

应用到牛皮纸上，研究发现，(NH4)2HPO3可以进入纤

维内部，在双氰胺作为催化剂的条件下能与纤维素大

分子发生接枝反应。在燃烧过程中经阻燃剂处理过的

牛皮纸上会存在大量的残炭，这表明亚磷酸铵具有有

利于增强炭化的效果。而未处理的牛皮纸样品在空气中

完全剧烈燃烧，燃烧后无残留物。阻燃改性后，所有牛

皮纸均无余焰或余辉时间，当火焰消失时，这些样品立

即停止火焰的传播，这表明，由亚磷酸铵改性后得到的

牛皮纸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Li等 [43]为了达到提高木质

墙纸的阻燃性以及抗菌性的目的，制备了一种主要含有

磷氮阻燃剂(APP/PER/GP)、协同抑烟剂(OMMT)和

负载纳米二氧化钛的银的复合改性剂，并将其应用于木

质墙纸。研究发现，复合改性剂以微米级分布在碳纤维

表面，提高了碳纤维的阻燃性能，同时也提高了其抗菌

性能。Hu a n g等 [44]采用绿色、通用的硅烷辅助组装方

法，制备了硅烷接枝氧化石墨烯阻燃纸，并对其作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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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火灾报警传感器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与纯石墨烯纸相

比，硅烷石墨烯纸具有良好的机械柔韧性、优异的阻燃

性和较低的硅烷含量下的热稳定性。其阻燃机理为在

燃烧过程中接枝硅烷分子形成了致密的纳米二氧化硅

保护层，有效地抑制了石墨烯样品的热降解。

除了将反应型阻燃剂直接应用到纸面上外，还可

以先利用阻燃剂制备出阻燃纤维，再通过阻燃纤维抄

造出相应的阻燃纸，这也是制备阻燃纸的一种方法。

Z h a n g等 [45]以马来酸酐与碳酸锌为主要原料，通过均

相酰化反应和化学改性的方法将锌离子接枝到了纤维

素纤维上。当锌离子含量增加到4.96 w t%时，其阻燃

性能和热降解性能均得到有效改善。Xu等 [46]通过黏胶

纤维的碱化和醚化制得纤维素-Na和纤维素-K纤维。

经过热力学测试，纤维素-Na和纤维素-K纤维表现出

比黏胶纤维更低的放热速率、总放热和有效燃烧热。

此外，纤维素-Na和纤维素-K纤维的第二初始降解温

度、最大降解速率温度和最大降解速率均远低于黏胶

纤维,显现出了优良的热稳定性。

反应型阻燃剂目前在纸制品上的应用较少，主要为

含磷阻燃剂，种类较为单一。但是由于反应型阻燃剂具

有高效环保等优势，其在阻燃纸应用领域拥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3  结语

由于高分子材料在市场上的广泛应用，阻燃剂的开

发利用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环保意

识的日益增强，人们开始不断追求阻燃效果好、无毒无害

以及低用量的环保型阻燃剂。反应型阻燃剂能够以化学

反应的方式引入到高分子材料中，与添加型阻燃剂相比，

它具有低毒环保、低量高效的优点，并且不会对材料的

机械性能造成较大影响，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但是

由于工艺设备与生产方式的制约，目前反应型阻燃剂也

存在着制备成本高以及难以大规模生产的局限性，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价格相对低廉的原材料进行研发

以及逐步探索出一套成熟完善的工业生产方法。此外，还

需要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阻燃剂的阻燃机理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反应型阻

燃剂的综合性能必将不断提升，其在阻燃领域的应用范

围和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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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废纸纤维的干法制备工艺，该方法由散

包、干法筛选、破碎、搓丝、打包等工段组成，具有杂质去除

效率高、能耗低、耗水量和废水产量低等诸多优点，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废纸纤维；干法筛选；破碎；搓丝机

Abstract: A dry production process of waste paper f iber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is process is composed of unpacking, 
screening, crushing, ref ining and packing.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of this process, including high impurity removal 
efficiency,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w water consumption and 
low wastewater discharge. Above advantages make this method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 wa s t e pap e r f ibe r ; d r y s c r e e n i ng; c r u sh ; 
pulp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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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纤维长度、强度指标等方面的优势，以美废

为代表的进口废纸曾是我国造纸行业的重要原料之一。

据统计，2016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中，进口废纸的占比

高达24%。2018年，我国颁布“禁废令”，进口废纸以每

年35%～40%的比例逐年骤减，至2021年基本实现废纸

零进口[1]。随着废纸进口政策的收紧，我国高品质纤维

原料产生较大缺口，作为进口废纸的重要替代品，废纸

纤维的进口量开始逐年增加，国内造纸企业陆续在海

外投资建设回收纤维生产线来满足自身的原料需求。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9
Feb., 2022  Vol.43, No.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废纸捆经散包机处理后呈片状散布，在筛筒内螺

旋带的输送作用下，废纸被送往出料链板机，然后通过

分料装置均匀地分送至各条人工拣选皮带机。大块的

杂质和不符合要求的废纸暴露在皮带机上，通过人工

废纸纤维的处理方式一般有三类：湿法处理、干法

处理以及溶剂处理。干法处理具有得率高、杂质去除效

率高、耗水量少、废水产生少等优点，具有较好的应用前

景。本文将以废旧箱纸板为例，对采用干法工艺制备废纸

纤维的生产流程进行详细介绍。

1  废纸纤维干法备料流程

通过干法方式制备废纸纤维主

要通过以下流程实现：将废纸捆送至

散包机内进行散包、除渣，然后经过

人工拣选、破碎、磁选、旋风分离等

工序，形成较小的纸屑进入搓丝机，

在双螺杆作用下，废纸纤维压溃、离

解，形成绒毛化纤维。在此过程中，

要尽量去除混在废纸原料中的各种

砂石、金属、塑料等杂质，以减小对后

续生产设备和纸张质量的影响，典型

的工艺流程见图1。

生产的废纸纤维相关技术指标

应满足国家标准GB/T  24320-2009

《回用纤维浆》中的相关规定 [2]，具体如表1所示。

同时，还应满足GB  16487.4-2017《进口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的相关

规定，该标准对混入进口废纸纤维中的夹杂物有非常

详细的要求 [3]。

1.1 散包干法筛选系统

散包干法筛选系统主要由上料链板输送机，散包

机，出料链板输送机以及人工拣选皮带机等设备组成，

如图2所示。

散包机可以实现废纸捆的散包、除渣功能，主要由

投料装置、除渣筛筒、筒体驱动托轮、接渣槽及动力传动

系统等部分组成，散包机的一般技术参数如表2所示。

散包机的工作原理如下：上料链板机将打包紧实

的废纸捆由投料口投送至不停滚动的除渣筛筒里，废纸

捆被除渣筛筒内的提料板抬升至一定高度后经自由落

体下落，与筒体内部结构发生撞击，如此反复，最终被

分散开来。除渣筛筒上分布着φ15～φ45 mm的圆形筛

孔，在散包过程中，夹杂在废纸中的砂石、金属、塑料等

小块杂质可经筛孔分离出来，落入接渣槽集中处理。

表1  回收纤维浆技术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机械强度

抗张指数/N.m.g-1 ≥

耐破指数/kPa.m2.g-1≥

撕裂指数/mN.m2.g-1 ≥

亮度/%        　 ≥

胶粘物/mm2.kg-1 ≤

有效残余油墨浓度 ≤

尘埃度／mm2.kg-1

　0.3 mm2～1.0 mm2　≤

　1.0 mm2～5.0 mm2 ≤

　>5.0 mm2

灰分／%  ≤ 

交货水分／%

规定
非脱墨

废纸浆

32.0

2.00

3.60

-

300

-

1600

80

不许有

15

≤20.0

36.0

2.20

4.20

52.0

100

350

200

20

不许有

12

≤20.0

脱墨废纸

机械浆

40.0

2.80

4.80

70.0

80

200

100

10

不许有

8

≤20.0

白色废

纸浆

图1  废纸干法处理及再生纤维生产典型工艺流程

图2  散包拣选系统

 

  

 

表2　某散包机技术参数

筛筒直径/mm

筛孔规格/mm

处理能力/t.d-1

进料块度/mm

进料水分/%

3000～3750

φ15～φ45

200～1500

＜1200×1200×6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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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出来。同时，捡选皮带机上还可设置除铁器，进一

步筛选出废纸中的部分含铁杂质。和传统全人工方式

相比，通过散包机将废纸捆分散后，能够为工人提供一

个更为开放、高效的拣选环境。

散包过程中会产生比较多的浮尘和纤维漂浮在空

气中，为提高工人的工作环境，可通过风机将空气中的

浮尘和纤维集中抽送至除尘罐进行除尘处理。

通过以上的散包筛选过程，废纸原料中混入的各

类杂质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分离，有利于保证废纸纤

维的清洁度，同时降低设备磨损。

1.2 破碎系统

破碎系统的基本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废纸原料经

过人工拣选后需要进行破碎处理，从而得到满足搓丝

机对进入原料的尺寸要求。破碎机的产量和筛网孔径

有较大关系，例如某型号破碎机，采用10 mm孔径筛网

时，产量约为2 t/h，而采用36 mm孔径筛网时，产量则

能达到4～5 t/h。因而破碎机在选型时需从产能和工

艺所需的粒度大小等方面综合考虑。

破碎后形成的较小尺寸纸屑通过输送风机送至旋

风分离器。旋风分离器是一种分离装置，纸屑在离心力

的作用下甩向筒体内壁，并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筒壁滑落

至底部出口，通过与底部出口连接的

输送螺旋输送至下一工段。

在输送风机和破碎机之间，可设

置一金属分离罐，混在废纸屑中较重

的金属杂质（包括非铁金属）在重力

作用下会落到金属分离罐底部搜集

槽，而纸屑则在风机的作用下被抽送

至旋风分离器内。

破碎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可通过布

袋式脉冲除尘器搜集。布袋式除尘器

的过滤速度是决定除尘器性能的关键

参数，过滤速度大，可以减小过滤面

积，从而减小设备规模，降低投资，但

是另一方面，压损也会相应增大，从

而降低除尘效率，使滤袋容易堵塞，

因而需要根据现场空间布置、扬尘规

模、投资等各方面综合考虑。

1.3 搓丝机

破碎产生的废纸屑经螺旋输送机输送至搓丝机

进行废纸纤维的制备。搓丝机是一种相对新型的机械

法纤维制备设备，其核心工作部件是两根平行布置、紧

密啮合且转向一致的双螺杆，采用高耐磨、耐腐蚀合金

制作。废纸原料在双螺杆作用下不断受到挤、压、揉、

搓的作用，纤维最终被压溃和离解，形成合格的废纸纤

维。搓丝机生产的废纸纤维随后通过送料螺旋和刮板

输送机输送至打包系统。如图4。

与传统低浓度纤维制备设备相比，搓丝机具有以

下特点：（1）对纤维切断作用小，纤维强度高；（2）能耗

低；（3）耗水量仅为传统低浓度纤维制备设备的10%～

20%；（4）设备结构简单，易于操作，且维护成本低。表

3为某搓丝机的基本技术参数。

1.4 打包系统

搓丝机制成的废纸纤维通过刮板输送机送至打包

机打包，以便进行存储和运输。一套完整的废纸纤维自

动输送打包系统一般由以下主要设备组成：打包机、水

平包膜机、移动履带输送机、摇臂缠绕机等，如图5所

示。以长1500 mm×宽1000 mm×高1000 mm打包尺寸

为例，单条打包线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约10包/h，更大

图3  破碎系统

图4  搓丝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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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将废纸原料送至上料链板机进入生产流程，制备

好的废纸纤维则通过叉车送至成品储存区储存。厂区周

边设置环形通道，保证物流通畅。

3  结语

“禁废令”实施以来，优质纤维

原料的缺口使得我国造纸企业对进

口废纸纤维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此

背景下，本文以废旧箱纸板为例，详

细介绍了一种采用干法工艺制备废

纸纤维的生产流程，该方法具有杂质

去除效率高、能耗低、耗水量和废水

产量低等突出优点，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参考文献

[1]冯艳,徐婉成.行业观察:新冠疫情对再生纤

维供应的影响[J].造纸信息, 2020(5):34-36.

[2] GB/T 24320-2009, 回用纤维浆[S]. 

[3] GB 16487.4-201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S].

的生产能力可通过采用多条打包线实现。 

典型的打包流程如图6所示。整个打包流程自动化

程度很高，仅需2名工人用于系统监测和更换铁丝和膜等

消耗品，打包完成由履带输送机送至叉车后运走储存。

2  厂区布置

典型的废纸纤维生产线主要由原料堆存区、生产

区、成品储存区等组成，如图7所示。原料堆存区周边设

置若干移动卸货台，卡车运送过来的废纸原料在卸货台

卸货后进入原料堆存区贮存。生产区紧邻原料堆存区，

表3  某搓丝机技术参数

螺杆直径/mm

螺杆转速/r.min-1

电机功率/kW

生产能力/ADt.h-1

原料尺寸要求

进料浓度

出料浓度

出料参数

300

320

450(380V)

≥5

最大尺寸≤3cm

80%

85%～90%

200kg/m3，含水量15%～20%

图7  厂区布置

图6  打包流程

图5  打包系统布置

[收稿日期:2021-11-18]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12
第43卷第4期 2022年2月



摘 要：对木醋杆菌产细菌纤维素的条件进行优化，并通过

正交和单因素实验摸索细菌纤维素加固文物纸质的条件。结

果显示，葡萄糖为碳源、酵母浸粉+蛋白胨为氮源、接种时间

为36 h、接种量为10%、温度为30 ℃时产细菌纤维素最佳；细

菌纤维素浓度1.0%、DMAc浓度30%、再生温度30 ℃、再生时

间9 m i n为文物纸质最适加固条件，甘油浓度10%、塑化时间

5 m i n、无纺布做底衬层材料为加固纸张质感改善条件，处理

后纸张抗张强度上升一倍，白度、光泽度无显著变化，兼顾了

纸张的柔软度，为生物材料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技

术支持。

关键词：木醋杆菌；细菌纤维素；文物纸张；加固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optimize the bacterial cellulose 
condition for gluconacetobacter xylinus, and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 to reinforce cultural relics paper using bacterial cellulose 
through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glucose was used as carbon source, 
yeast extract powder + peptone as nitrogen source, inoculation 
time was 36 h, inoculation amount was 10 %, and temperature 
was 30 °C, the bacterial cellulose production was the best. 
Bacterial cellulose concentration of 1.0 %, DMAc concentration 
of 30 %, regeneration temperature of 30 °C, and regene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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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醋杆菌（Gluc on a c e t ob a c t e r  xy l i nu s）为

醋杆菌属中的一种 [1]，是最早发现能合成细菌纤维素

（Bacterial  Cellulose，BC）的菌株，也是目前已知合

成细菌纤维素能力最强的菌株，对其研究较为透彻。细

菌纤维素是英国科学家A.J.Br ow n在培养木醋杆菌时

发现的，它具有良好的抗张强度、弹性模量、亲水保水

性、生物相容性 [2-4]等优点，因其独特的性质广泛应用

于造纸、纺织、食品、化妆品等传统行业 [5]。纸质文献在

保存过程中面临着各种老化问题，导致纤维素聚合度降

低，纸张机械强度下降，因此探究新的加固手段尤为重

要。其中化学加固法使用较多，汪娟丽等人 [6]通过使用

水性氟乙醇溶液对韩城大禹庙藻井画进行加固保护，提

高了纸张物理性能；林茵涛等人 [7]选择四硼酸钠脱酸剂

和季铵型阳离子淀粉为脱酸加固剂，修复后的纸张具

有较强的耐久度。但这些方法均导致化学试剂的残留，

不利于纸质材料的长期保存。物理加固法 [8]则主要为塑

料膜加固、丝网加固等方法，这些方法的应用同样有较

大的局限性，不利于推广。

植物纤维是造纸过程中的主要原料，植物纤维中

含众多的羟基相互作用以氢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氢键

能有效提高纸张物理强度。BC具有与植物纤维素类似

的结构 [5]，纯度高、结合能力强、环境友好，没有植物纤

维中的木质素、半纤维素、果胶等组分，是纸张加固的

理想材料 [8]。因为生产提纯工艺简便，更加适合大规模

生产应用。本研究以木醋杆菌作为细菌纤维素合成菌

株，通过单因素比较不同培养条件下对产细菌纤维素干

重的影响，利用单因素和正交实验分析优化纤维素再生

条件，探究无纺布底衬层、塑化条件对加固纸张的改善

效果，让生物材料高效地应用到珍贵纸质档案的保护

中。

1  实验

1.1 材料

1.1.1 菌株与纸样

生宣纸购于安徽省泾县三星纸业有限公司；木醋

杆菌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制备纸质文物

霉斑模拟样，使用霉斑清洗剂清洗后，自然干燥形成老

化纸张备用。

1.1.2 试剂与培养基

N，N-二甲基乙酰胺（DMAc）；氯化锂（LiCl）；

乙二胺；甲醇；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种子培养基、发酵培养基：葡萄糖2%，蛋白胨

0.5%，酵母浸粉0.5%，柠檬酸0.1%，Na2HPO4 0.1%，

pH值6.0。

1.2 产细菌纤维素条件优化

使用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作为碳源；使用酵母浸

粉、蛋白胨、胰蛋白胨、酵母浸粉+蛋白胨（1∶1）、酵母浸

粉+胰蛋白胨（1∶1）分别作为氮源；选择12 h、24 h、36 h、

48 h为种子液活化时间；选择2%、6%、10%、14%为接种

量；选择20 ℃、25 ℃、30 ℃、35 ℃为发酵温度[9-10]。筛选

出木醋杆菌产细菌纤维素的最适条件。以上发酵条件

改变其中单一变量，其他因素均设置为葡萄糖2.0%、蛋

白胨0.5％，种子液活化36 h，接种量10%，30℃静置培

养6 d。

1.3 细菌纤维素及其加固剂的制备

挑取活化好的菌种，一定条件下在液体种子培养

基中培养，静置6 d后，将细菌纤维素膜从培养瓶中取出

后清洗。将膜浸泡在NaOH溶液中沸水浴加热30 min，

用蒸馏水反复多次冲洗。干燥后冷却至室温称重，制成

细菌纤维素备用。

将制备好的细菌纤维素剪碎，在乙二胺中浸渍

90 m i n，用大量蒸馏水和甲醇反复洗涤，真空干燥箱

中烘干至室温，制成活化的细菌纤维素。将一定量的

活化后细菌纤维素粉碎，浸没于8%L iC l/DMAc溶解

体系中，加热搅拌4 h，放置过夜，次日再搅拌30 m i n，

of 9 min was the optimal reinforcement conditions for the paper 
of cultural relics. Glycerol concentration of 10 %, plasticization 
time of 5 min, and non-woven fabric as the substrate material was 
the improvement condition for the texture of the reinforced paper. 
After treatmen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paper doubled, and the 
whiteness and glos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nd the softness 
of the paper wa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which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Key words: gluconacetobacter xylinus; bacterial cellulose; 
cultural relics paper;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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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r/m i n离心10 m i n。取上清液制成细菌纤维素加

固剂备用。

1.4 细菌纤维素对纸张加固

将裁剪好的老化纸张平铺在干净的玻璃板上，将

一定浓度的细菌纤维素溶液喷涂到宣纸样品上，除去

多余的细菌纤维素溶液。将处理过的宣纸样品迅速浸

润再生溶液（一定浓度的DMAc水溶液）中，再生过程

处于一定温度和时间，得到经过细菌纤维素加固的宣

纸样品[11]。加固后的宣纸样品利用清洗装置清除残留的

LiCl/DMAc，再经过甘油水溶液塑化，最后置于室温、

阴干备用。

1.5 正交实验设计

以细菌纤维素溶液浓度、再生温度、再生溶液浓度

和再生时间为影响因素，每个影响因素取四个水平，按

照正交实验表1分别实验，每组实验重复三次，以纸张

抗张强度为评价标准。

1.6 加固纸张的改善

1.6.1 甘油塑化条件对加固纸张的改善

配制5%、10%、15%、20%不同浓度的甘油水溶

液，对细菌纤维素加固后的纸张样品进行塑化处理，处

理时间为5 m i n，以纸张抗张强度、纸张质感作为参数

指标，探究塑化浓度与加固效果之间的关系。以3 min、

5 m i n、7 m i n、10 m i n为不同塑化时间，10%甘油浓

度，将纸张抗张强度、纸张质感作为参数指标，探究塑

化时间与加固效果之间的关系。

1.6.2 无纺布底衬层对加固纸张的改善

不同材质的底衬层影响细菌纤维素溶液在喷涂

过程中的分布，对底衬层的选择进行探索，选择用无纺

布、玻璃作为底衬层，使用1.0%细菌纤维素溶液在底衬

层上喷涂纸张样品。以纸张抗张强度、光泽度为参数指

标确定最佳底衬层材料。

表3  正交实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均值1

均值2

均值3

均值4

R

编号

0.5

0.5

0.5

0.5

1.0

1.0

1.0

1.0

1.5

1.5

1.5

1.5

2.0

2.0

2.0

2.0

0.425

0.550

0.775

0.950

0.525

纤维素

浓度/%

温度/

℃

20

30

40

50

20

30

40

50

20

30

40

50

20

30

40

50

0.650

0.725

0.675

0.650

0.075

DMAc

浓度/%

0

10

20

30

10

0

30

20

20

30

0

10

30

20

10

20

0.650

0.650

0.625

0.775

0.150

时间/

min

3

6

9

12

9

12

3

6

12

9

6

3

6

3

12

9

0.675

0.675

0.725

0.625

0.100

抗张强度/

kPa

0.4

0.4

0.5

0.4

0.5

0.6

0.6

0.5

0.6

1.0

0.7

0.8

1.1

0.9

0.9

0.9

表1  正交实验设计表

水平

1

2

3

4

温度/

℃

20

30

40

50

细菌纤维素

浓度/%

0.5

1.0

1.5

2.0

DMAc/

%

0

10

20

30

时间/

min

3

6

9

12

表2  不同因素对纤维素干重的影响

葡萄糖

蔗糖

麦芽糖

酵母浸粉

蛋白胨

胰蛋白胨

酵母浸粉+蛋白胨

酵母浸粉+胰蛋白胨

12

24

36

48

2

6

10

14

20

25

30

35

碳源

氮源

培养时间/h

接种量/%

温度/℃

影响因素
干重/

g.l-1

2.7

2.1

0.6

1.2

0.9

0.7

2.7

0.6

1.2

2.1

2.9

1.9

1.4

2.2

2.8

2.5

0.9

2.3

2.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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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纸张各项性能检测

根据国家标准GB/T  12914《纸和纸板抗张强度

的测定》测定纸张抗张强度；参照《GB8941.1.3：纸

和纸板镜面光泽度测定仪》测定纸张的光泽度值；根

据《GB/T  7975－2005纸和纸板颜色的测定（漫反射

法）》测定纸张白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培养条件对细菌纤维素产量影响结果

如表2所示，以葡萄糖为最适碳源，纤维素产量为

2.7 g/l；以酵母浸粉与蛋白胨的组合为最适氮源，纤维

素产量为2.7 g/l；以36 h为最适培养时间，纤维素产

量为2.9 g/l；以10%浓度为最适接种量，纤维素产量为

2.8 g/l；以30 ℃为最适温度，纤维素产量为2.8 g/l。

通过对木醋杆菌培养条件的改变，得到最大细菌纤维

素产量，木醋杆菌的培养条件为种子液活化培养36 h，

接种量10%，培养温度30 ℃，碳源为葡萄糖，氮源为酵

母浸粉+蛋白胨（1∶1）。

2.2 正交实验结果

如表3所示，影响加固后纸张抗张强度指标的主次

顺序为：细菌纤维素浓度＞DMAc浓度＞时间＞温度。

2.3 单因素实验优化细菌纤维素的再生条件

2.3.1 细菌纤维素浓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由表4可知，在抗张强度方面：细菌纤维素溶液处

理组的纸张抗张强度明显增加，浓度为1.0%的细菌纤

维素抗张强度与老化组比较提高近3倍。这可能是因为

表5  DMAc浓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抗张强度/kPa

光泽度/%

白度/%ISO

0.25

6.50

56.6

老化组 空白组

0.65

6.75

57.0

DMAc/%

10

0.50

6.72

56.9

20

0.58

6.72

56.6

30

0.65

6.75

57.0

40

0.68

6.72

56.6

表4  细菌纤维素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抗张强度/kPa

光泽度/%

白度/%ISO

0.25

6.50

56.6

老化组 空白组

0.65

6.75

57.0

BC浓度/%

0.5

0.48

6.62

56.8

1.0

0.68

6.74

57.1

1.5

0.82

7.00

57.8

2.0

0.95

7.40

57.9

纸张内植物纤维结构与细菌纤维素分子结合，表现为

结构更加紧密；在光泽度、白度方面：可能是由于细菌

纤维素分子的填补使纸张结构更加致密，从而纸张表

面光泽度、白度有所增加，浓度为1.0%时光泽度、白度

增加，但无显著性变化，更接近纸张原貌。根据最小干

预原则，细菌纤维素加固时最佳的细菌纤维素浓度为

1.0%。

2.3.2 DMAc浓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从表5可知，在抗张强度方面：与老化组比较，当

DMAc浓度小于30%时，可能细菌纤维素溶液中DMAc

被交换出来的速率减慢，大分子有足够的时间收缩、重

排，从而使纸张内部结构更加均匀，抗张强度更高，当

浓度超过30%时，抗张强度不再显著升高。在光泽度方

面：DMAc浓度对纸张表面的光泽度影响无显著性；在

白度方面：DMAc浓度对白度无显著影响。根据最小干

预原则，细菌纤维素加固时最佳的DMAc浓度为30%。

2.3.3 再生温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由表6可知，在抗张强度方面：与老化组比较，当

温度为30 ℃时抗张强度最大，之后纸张的抗张强度下

降。可能是因为当再生温度过高，导致破坏纸张本身的

植物纤维结构；在光泽度方面：虽然纸张表面光泽度变

化没有显著性，但纸张出现大量褶皱、光斑，严重破坏

纸张平整度。可能是温度的不断升高，导致细菌纤维素

分子之间的聚集不均匀，从而使纸张发生褶皱；在白度

方面：再生温度对纸张的白度无显著影响。因此，细菌

纤维素加固时最佳的再生温度为30 ℃。

表6  再生温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抗张强度/kPa

光泽度/%

白度/%ISO

0.25

6.50

56.6

老化组 空白组

0.65

6.75

57.0

温度/℃

20

0.50

6.75

57.0

30

0.65

6.73

57.1

40

0.62

6.74

56.9

50

0.60

6.69

57.2

表7  再生时间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抗张强度/kPa

光泽度/%

白度/%ISO

0.25

6.50

56.6

老化组 空白组

0.65

6.75

57.0

时间/min

3

0.60

6.85

57.0

6

0.61

6.80

56.7

9

0.65

6.75

57.1

12

0.62

6.82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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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再生时间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由表7可知，在抗张强度方面：与老化组比较，当再

生时间为9 m i n时，纸张抗张强度最高。可能是再生过

程中细菌纤维素分子之间不断重新结合，该过程需要一

定的时间去完成；在光泽度、白度方面：再生时间对纸

张表面的光泽度、白度无显著影响。因此，细菌纤维素

加固最佳的再生时间为9 min。

2.4 加固纸张的改善

2.4.1 甘油塑化浓度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由图1(a)可知，con1为老化纸张，con2为经过1%细

菌纤维素加固的纸张，通过使用不同浓度的甘油溶液

对加固后纸张进行塑化处理，发现甘油溶液能够有效

改善纸张在加固后质感变差的现象，但经过塑化后的

纸张抗张强度随甘油浓度增加下降显著。但20%甘油塑

化后纸张与空白纸张比较抗张强度依然提高10%。同时

随着甘油浓度的升高，纸张的干燥时间不断延长，当甘

油浓度为20%的时候，纸张出现无法完全干燥的现象。

使用甘油塑化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细菌纤维素加固后纸

张质感变差的现象，实验中发现使用5%甘油无法达到

预期目的，而15%的甘油会使纸张抗张强度下降42%。

因此，甘油的最佳浓度为10%。

2.4.2 塑化时间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由图1(b)可知，经过不同塑化时间处理后，纸张性

质发生变化，与时间最短组比较，纸张抗张强度无显

著变化，纸张的抗张强度不随塑化时间的延长而变化，

塑化时间不易过短或者过长，选择5 m i n为最佳塑化时

间。

2.4.3 无纺布底衬层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图2中con为空白纸张，A为玻璃板，B为无纺布。由

图可知，相比于传统玻璃底衬，同一浓度的细菌纤维素

溶液加固条件下，使用无纺布作为实验底衬层，纸张抗

张强度仅下降了9%。但是，与空白组对比光泽度无显著

变化，有效改善了纸张表面光泽度升高的现象。这可能

是渗透的细菌纤维素溶液被无纺布吸收，因此不会在接

触面形成膜，从而纸张表面光泽度无显著变化。因此，

选择无纺布为适合的底衬层材料。

图3中左为玻璃板底衬，右为无纺布底衬纸张加固

后效果图。以1.0%细菌纤维素加固纸张，不同底衬层表

面光泽度变化明显，通过视觉观察，以无纺布为底衬层

加固后的纸张平整柔软，更接近纸张原始状态。

2.4.4 细菌纤维素加固效果

图4中A为空白纸张，B-E分别为0.5%、1.0%、

图1  塑化条件对纸张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2  不同底衬材料对纸张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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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30]

1.5%、2.0%细菌纤维素处理的纸张，F为1.0%细菌纤

维素加固后塑化纸张。由图可见，随着细菌纤维素浓度

升高，纸张表面光泽度增加，易出现光斑。细菌纤维素

浓度越高，光斑数量越多，手感越硬，影响纸张观感。

通过比较发现，塑化后的加固纸张光泽度降低，视觉效

果更接近于空白纸张。

3  结论

通过比较不同碳源、氮源、接种时间、接种量、温

度对木醋杆菌产纤维素干重的影响，得到葡萄糖碳源、

酵母浸粉+蛋白胨氮源、接种时间36 h、接种量10%、温

度30 ℃为最佳条件，该条件下纤维素干重产量最高，可

达到2.7～2.9 g/l左右，比普通培养条件下提升4.5倍左

右。通过对细菌纤维素浓度、DMAc浓度、再生温度和

时间的正交和单因素实验，以及对底衬层、甘油浓度和

塑化时间等条件优化，确定最适细菌纤维素加固文物

纸质条件。其中细菌纤维素浓度对抗张强度影响最大，

DMAc浓度影响次之，再生温度影响最小。细菌纤维素

浓度1.0%、DMAc浓度30%、再生温度30 ℃、再生时间

图3  不同底衬材料效果

图4  细菌纤维素加固效果

9 m i n、甘油塑化浓度10%、塑化时间5 m i n、无纺布做

底衬层材料为最佳加固条件，该条件下纸张抗张强度提

升一倍，白度、光泽度无显著变化，加固后的纸张接近

原貌。从生物学角度，为文物纸张保护工作提供了一种

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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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防油纸是食品包装纸中的一大类，食品防油纸

要求具有防油性能，同时对物理强度、抗水性能、防黏性能、

印刷适应性和卫生指标都具有一定要求。本课题采用针叶浆

和阔叶浆为原料，将其制备成食品包装防油原纸。主要研究了

原料配比、AKD用量和防油剂复配对食品包装防油纸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阔叶浆含量、AKD使用、防油剂的复配都会

对食品防油纸性能产生影响。适当提高阔叶浆的含量可以提

高食品防油纸的抗张强度和防油等级，阔叶浆含量最适宜为

50%；AKD的使用会影响含氟防油剂的防油效果，适宜用量小

于1%；含氟防油剂和淀粉质量比在（1～4）∶20比较合适，可

以获得6～12级的防油等级。

关键词：食品防油纸；防油等级；物理性能

Abstract: Oil-proof paper is a widely-used packaging material 
in food packaging. Food oil-proof paper requires a certain oil-
proof performance, physical strength, waterproof properties, anti-
peeling properties, printability and health indicators. Oil-proof 
paper is prepared using softwood pulp and hardwood pulp.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effects of raw material ratio, PAE dosage, 
AKD dosage and oil-proof agent compound on the properties of 
oil-proof paper. The effect of raw material ratio, AKD dosage and 
oil-proof agent on properties of oil-proof paper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oil-proof grade of oil-proof paper can be improved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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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类包装纸当中应用在食品包装纸当中的防油纸

属于其中一大类，生活中的大部分食物都会含有油类

物质，所以通常这类包装纸需要具有防油性能，防油纸

是指能够抗拒油脂渗透的一种纸张 [1-2]。防油类食品包

装纸除了要求防油性能，对物理强度、抗水性能、防黏

性能、阻隔性能、印刷适应性和卫生指标都具有一定

要求 [3]。目前市场上主要包括覆膜纸和含氟防油剂的涂

布纸。防油纸中的覆膜纸属于纸张和塑料复合产品，这

类产品由于塑膜的不可自然降解其发展受到了限制，因

此如何替代覆膜防油纸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4-5]。本课

题主要研究了影响含氟防油纸性能的主要因素。防油

剂种类和用量、纸张的化学品添加、表面施胶和涂布方

式、原纸工艺都会影响防油纸的性能。

1  原料、仪器、方法

1.1 实验原料

浆料：针叶浆为银星牌浆，产自于智利；阔叶浆为

明星牌浆，产自于智利。

化学品助剂：含氟防油剂，来自于江苏某化工公

司；氧化淀粉，来自于龙游某特种纸厂；PA E，固含量

12.5%，来自于龙游某特种纸厂；AKD，固含量15%，来

自于龙游某特种纸厂。

检测化学品：正庚烷，分析纯；甲苯，分析纯；蓖麻

油，分析纯。 

1.2 实验仪器

本实验主要设备仪器见表1。

1.3 实验方法

1.3.1 防油原纸的制备

(1）将针叶浆和阔叶浆进行混合打浆到一定打浆

度，称取一定量混合浆进行疏解3～5 min。

(2）疏解后的浆料分别加入PAE、AKD等化学品，

然后再进行疏解3～5 min。

(3）将制备好的浆料放入纸页成形器中，搅拌均匀

后快速成形，湿纸页经过多功能压榨机压榨，之后进行

烘干，纸张定量40±2 g/m2。

1.3.2 防油纸的制备

(1）将一定量的淀粉在90～95 ℃下进行糊化，然后

加入一定比例的含氟防油剂，充分搅拌，制得防油剂涂

布液。

(2）将防油剂涂布液在防油原纸上进行涂布，然后

进行烘干制成防油纸。

1.4 测试方法

定量、厚度、抗张指数、透气率和耐脂度分别参

照GB/T  451.2-2002、GB/T  451.3-2002、GB/

T  451-2002、GB/T  5453-1997和GB/T  22805.2-

2008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纤维配比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纸张的结构不同于塑料薄膜紧

密的结构，纸张由内到外具有疏松多

孔的结构，纤维本身和纤维之间空隙

较多，油脂通过毛细管作用向纸张内

部渗透，同时由于纤维表面含有大量

极性基团，导致表面能较高，亲油性

强。防油纸原纸的生产工艺影响防油

纸的性能，如纤维原料种类、纤维配

比以及纤维分丝帚化程度等，本实验

主要研究了纤维配比对防油纸的抗

表1　设备仪器

仪器名称

浆料标准疏解机

卧式电脑拉力仪

鼓风干燥器

瓦利打浆机

纸浆打浆度测定仪

多功能压榨机

透气度仪

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

实验室辊式涂布机

水分测定仪

厚度测定仪

规格型号

EZM-4430

WZL-300B

DHG-9145A

VB-42F

SDJ-100

MASP 22H803

YG461E

ASM-32N2F

XT-300

MB120

PT-4

生产厂家

EMKO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宁波纺织仪器厂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

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

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amount of hardwood pulp is 50%. The use of AKD affects the oil-
proof grade of fluorine-containing oil-proof agent, and the optimal 
dosage is less than 1%. Oil-proof paper can obtain 6~12 grades of 
oil grade when the mass ratio of the fluorine oil-proof agent and 
starch is 1:20 to 4:20 range.
Key words: oil-proof paper; oil-proof grade; phys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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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度、伸长率、透气率和防油等级性能的影响。图1是

纤维配比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由图1可见，阔叶浆含

量为50%时，防油纸的抗张指数最大，为98.96 N.m/

g；阔叶浆含量在40%、50%、60%时，对防油纸的伸长

率影响较小；阔叶浆含量为50%时，防油纸的透气度较

小，为1.73 mm/s；阔叶浆含量在50%、60%时，防油纸

的耐脂度达到了12级。综合来看适当提高阔叶浆含量可

以增大防油纸的抗张强度和防油等级，同时降低防油

纸的透气度，阔叶浆含量最适宜为50%。

2.2 AKD用量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图1　纤维配比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图2  AKD用量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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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防油剂和淀粉质量比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AKD是烷基烯酮二聚体，可以用作浆内施胶，它

能赋予纸张优越的抗水或抗酸、碱溶液渗透能力，大

大改善纸张的物理性能。本实验主要探索了AKD对防

油纸的抗张强度、伸长率、透气率和防油等级性能的影

响，AKD用量为0%、1.0%、1.5%、2.0%、2.5%（对绝

干浆）。图2是AKD用量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可以看

出，AKD的添加对防油纸的抗张强度、透气率、耐脂度

都产生一定影响，并且随着用量的增加，抗张强度逐渐

减小，透气度逐渐增大，耐脂度逐渐减小。AKD的亲水

官能团和纤维素上的羟基发生反应，形成共价键结合

而固着在纤维上，在纤维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薄膜，使

纤维由亲水性变为疏水性，从而使纸页获得抗水性；含

氟防油剂的作用机理是其极化基团与纤维的接触，氟链

指向纸外，从而达到防油效果。AKD和含氟防油剂的

官能团都会和纤维的亲水基团作用，因此超过一定量的

AKD会影响含氟防油剂的防油效果。从防油纸的抗张

强度、透气率、防油等级方面综合考虑，AKD适宜用量

小于1%（对绝干浆）。

2.3 防油剂复配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

含氟防油剂经过表面施胶方式涂布到纸张表面，

可使纸张具有耐水、耐油、耐污染的性能，含氟防油剂

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淀粉等复配使用。研究表

明：含氟防油剂与淀粉复配使用，可以减少含氟防油剂

用量并提高防油效果。当与淀粉配合使用时，它能使纸

张表面具有最好的防油性能。在施胶浓度一定的情况

下（5%～13%），本实验主要研究了防油剂和淀粉配比

对防油纸的抗张强度、伸长率、透气率和防油等级性能

的影响。防油剂∶淀粉的质量比为0∶20、1∶20、2∶20、

3∶20、4∶20、5∶20。图3为防油剂和淀粉质量比对防

油纸性能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通过表面施胶的形

式添加含氟防油剂可以提高防油纸的抗张强度和防油

等级，并且可以减低纸张的透气度，使纸张变得均一致

密。同时，从图3还可以看出，随着防油剂含量的增加，

防油纸的抗张强度缓慢增加后趋于平稳，防油纸的透

气度先逐渐降低后小幅度波动，防油纸的防油等级逐

渐增加后趋于平稳。根据防油纸防油等级要求，不同的

防油纸防油等级要求不同，综合考虑防油剂和淀粉质量

比超过1∶20可以达到6及以上的防油等级，但防油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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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质量比不要超过4∶20。

2.4 表面形貌分析

图4是添加含氟防油剂和未添加含氟防油剂防油

纸的防油等级对比，红线上面是未涂防油剂的纸张，红

线下面是涂防油剂的防油纸。从图4可以看出，未涂防

油剂的纸张防油等级未达到1级，涂布防油剂的纸张防

油等级最高可以达到12级。

3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研究纤维配比、AKD用量和防油剂复

配对防油纸性能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适当提高阔叶浆的含量可以提高防油纸的抗

[收稿日期:2021-11-09]

图4  添加含氟防油剂和未添加含氟防油剂防油纸的防油

等级对比

张强度和防油等级，阔叶浆含量最适宜为50%。

（2）AKD可以影响含氟防油剂的防油效果，最适

宜用量小于1%。

（3）根据不同防油纸的防油等级要求，防油剂和

淀粉质量比在1∶20～4∶20范围内比较合适，可以获得6

～12级的防油等级。

综上所述，可以适当提高阔叶浆的含量改善防油

原纸的性能，从而提高防油纸的性能；AKD化学品的

添加会影响含氟防油剂的防油效果；复配淀粉和含氟

防油剂进行表面施胶，可以覆盖纸张纤维表面的亲水

基团和纤维之间的孔隙，从而使纸张表面比较致密并

降低纸张的表面张力，从而达到防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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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硫酸铝和聚合氯化铝（PAC）对化机浆高浓废液

进行处理，考察两种铝盐降低废液化学需氧量的效果。结果

表明：硫酸铝和聚合氯化铝均在加入量为1%时，对降低废液

化学需氧量效果最佳，降幅分别约40%和50%；加入阳离子聚

丙烯酰胺（CPAM）可以加快废液析出物的沉降。聚合氯化铝

特别适用于降低化机浆高浓废液的溶解性COD，为后续环保

分厂废液处理减轻了压力。

关键词：铝盐；化机浆废液；化学需氧量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luminum sulfate and poly aluminum 
chloride were used to reduce the waste liquor of chemi-machinical 
pulp, and the effects of reducing the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addition 
amount of aluminum sulfate and poly aluminum chloride is 1%, 
the COD of waste liquor could be reduced about 40% and 50%. 
Cationic polyacrylamide (CPAM) can accelerate the settlement 
of waste liquor.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oly aluminum chloride 
was bet ter than that of aluminum sulfate. Poly aluminium 
chloride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reducing soluble COD in high-
concentration waste liquor, which reduces the pressure for the 
subsequent disposal of waste liquor.
Key words: aluminum salts; waste liquor from chemi-machinical 
pulp;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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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根据实验方案是否需要继续加入配制好的CPAM

溶液20 m L，再进行过滤，并测定其指标；每组三个平

行样品，测定结果取平均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硫酸铝用量对废液COD的影响

实验过程中仔细观察废液状态，添加硫酸铝后，

会瞬时生成细小的析出物，伴有少量泡沫，推测泡沫的

产生可能是废液中残留的双氧水分解造成的。从表1中

1～4组数据可以看出，向废液中添加硫酸铝后，废液中

溶解性COD快速降低，当硫酸铝使用剂量为1%时，废

液COD降低了4512 mg/L，降幅达36.4%；随着硫酸铝

用量的继续增加，废液COD出现了反弹，这可能与添加

硫酸铝后的废液pH值降低有关。pH值会直接影响铝的

存在形式，进而影响降低COD的效果。从表1中5～8组

数据可知，向废液中加入硫酸铝后再使用CPAM，废液

COD的变化趋势及降低幅度与只添加硫酸铝时相近，

且产生的析出物在加入CPAM之后更容易沉降。说明导

致废液中溶解性有机物析出主要是硫酸铝的作用，而与

CPAM的使用无明显关系，但CPAM会加快废液中析出

物的沉降 [4-6]。

随着硫酸铝用量的增加，废液pH不断降低；而在

不同pH条件下，铝离子会以不同的络合物形式存在，具

体存在状态如图1。结合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当废液pH

在4～4.5时，废液COD的降低效率最高。

3.2 PAC用量对废液COD的影响

实验过程中的现象与加入硫酸铝后的现象类似，加

化机浆漂白后浆料经螺旋挤压机挤出的高浓废

液，主要是送往污水处理厂或碱回收进行处理。由于其

COD高达20000 m g/L以上，容易造成污水处理厂生

化处理出水不达标，给污水处理系统带来巨大压力[1]。

化机浆高浓废液主要成分为木材溶出的半纤维素和木

素，具有较强的阴电性。本实验尝试采用硫酸铝及聚合

氯化铝（PAC）处理制浆废液，利用铝盐较高的阳电荷，

使铝盐与废液中溶解性的阴离子组分发生电荷中和，破

坏废液原本稳定的胶体体系，使得部分阴离子有机物从

废液中析出，从而降低废液的溶解性COD，以期为今后

企业化机浆废液的处理提供技术参考。

1  原料及药品

1.1 实验药品

化机浆废液：取自化机浆车间回收多盘清滤液，即

外排废液。

硫酸铝：固体，工业用分析纯，未溶解直接添加。

PAC：按质量分数10%溶解。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M）：按质量分数0.1%溶解。

1.2 仪器

pH计：PHSJ-4A；电导率仪：DDS-307，上海仪

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  实验方法

2.1 pH值测定

依据PHSJ-4A说明书测定。

2.2 COD测定

依据《GB  15456-2019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化学

需氧量（COD）的测定》[2]操作测定COD。由于CPAM

溶液与PAC溶液加入废液后，体积发生变化，为真实反

映废液COD的变化，应根据体积变化比例对其进行校

正，所得数据均为校正后的数据。

2.3 电导率测定

参照《GB/T 11007-2008 电导率仪试验方法》[3]。

2.4 操作步骤

对照组：取化机浆废液，采用定性滤纸进行过滤，

直接测定滤液pH、电导率和COD。

实验组：向废液中分别加入不同剂量的铝盐，搅拌

表1　采用硫酸铝处理化机浆废液实验结果

实验

组别

0(对照)

1

2

3

4

5

6

7

8

CPAM

用量/%

0

0

0

0

0

0.01

0.01

0.01

0.01

硫酸铝

用量/%

0

0.5

1

1.5

2

0.5

1

1.5

2

pH值

8.5

5.4

4.5

4.1

3.9

5.4

4.5

4.2

4.0

COD

/mg·L-1

12395

10813

7883

8176

8967

10433

7499

8695

8936

COD

降幅/%

-

12.8

36.4

34.0

27.7

15.8

39.5

29.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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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聚合氯化铝（PAC）溶液后，废液瞬时生成细小的析出

物，这些析出物沉降较为缓慢，继续加入CPAM之后，析

出物沉降速度加快。CPAM加入前后COD的降低幅度没

有明显变化。随着PAC使用量的增加，COD的降幅逐渐

增大，其最佳使用量为废液的1%，继续增加PAC的使用

量，COD的降幅增加缓慢。这可能由于此时废液pH值影

响了铝的存在形式，降低了处理COD的效果[7-9]。

3.3 两种铝盐处理废液COD效果对比评价

根据前期实验，筛选硫酸铝和PAC的最适用量为

1%和1.5%，对同一样品进行重复实验比对其处理效

果，由表3可知：PAC的用量由1%增加到1.5%时，废液

COD降幅增加并不明显，其最佳用量为1%，处理高浓

度废液COD降幅可达49.3%，而处理低浓度废液COD

其降幅可达44.9%，因此PAC对于低浓度COD废液

仍然有降低效果。而硫酸铝的最佳用量为1%时，废液

的COD降幅仅42.5%，低浓度的废液COD降幅仅为

40.2%。由此可知：PAC处理废液COD效果优于硫酸

铝，其原因是PAC具有比硫酸铝更高的阳电荷。

3.4 两种铝盐处理废液对废液电导率的影响

采用PAC及硫酸铝均能有效降低废液的COD，考

虑实际应用的可行性，一方面是添加PAC及硫酸铝对废

液pH的影响，可采用间歇式处理，处理后pH较低的废

液与未处理的pH较高的废液进行混合，满足后续生化

处理要求；另一方面是添加的PAC及硫酸铝均为铝盐，

若残留在废液中，可能会对后续的厌氧菌及好氧菌有不

利影响，故通过检测处理后的废液电导率考察铝盐的

残留[10]。实验结果见表4。由实验结果数据可知，废液本

身的电导率比较高，可能是由于化机浆制浆过程中添加

的氢氧化钠及硅酸钠造成的，向废液中添加1%的硫酸

铝后，废液电导率仅增加1.6 ms/cm；添加1%的PAC到

废液中，废液的电导率仅增加1.3 m s/c m。根据检测数

据推测：大部分铝盐与阴离子物质作用形成析出物，而

残留在废液中的铝盐含量较少，因此可推测铝盐的加入

不会对后续微生物生长产生明显影响。

4  观点论证与实践应用

4.1 观点论证

根据上述实验结论，选定PAC作为化机浆高浓度

废液的絮凝剂，结合实际生产工艺路线，可选择单条化

机浆线的外排总口或环保分厂加入PAC。若在单条化机

浆线的外排总口添加铝盐，则添加铝盐后的废液可以和

另一条化机浆线的pH值较高的废液进行混合，一方面

表2  采用PAC处理化机浆废液实验结果

实验

组别

0(对照)

1

2

3

4

5

6

7

8

CPAM

用量/%

0

0

0

0

0

0.01

0.01

0.01

0.01

PAC

用量/%

0

0.25

0.5

1

1.5

0.25

0.5

1

1.5

pH值

8.3

6.6

6.0

5.2

4.8

6.7

6.1

5.4

5.0

COD

/mg·L-1

15451

14400

12175

7787

7432

14367

11636

7973

7695

COD

降幅/%

-

6.8

21.2

49.6

51.9

7.0

24.7

48.4

50.2

表4  PAC及硫酸铝对废液电导率的影响

用量/

%

0

1

1

对照

硫酸铝

PAC

组别

9.3

10.9

10.6

电导率/

ms.cm-1

图1  不同pH下的铝络合物的分布

表3  两种铝盐处理废液效果比较

硫酸铝

PAC

1

1.5

1

1.5

1

1.5

1

1.5

用量/

%

13295

13295

6701

6701

13295

13295

6701

6701

COD

/mg·L-1

42.5

41.2

40.2

38.5

49.3

51.7

44.9

46.5

COD

降幅/%

7645

7817

4007

4121

6741

6421

3692

3585

COD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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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混合后的高浓废液的COD，另一方面可减低废液

pH值。但由于析出物的聚集会沉降到地沟，长时间累积

会造成地沟堵塞 [11-12]。若选择在环保分厂进行添加，选

择在纤维回收车间之前添加铝盐，此处需要增加一道斜

筛过滤装置，主要是通过斜筛将一部分析出物提前分离

出来，避免过多的析出物进入一沉池而难以沉降 [13]。

4.2 实际应用案列

通过综合论证，选择在环保分厂添加PAC，添加量

根据计算的废液流量，按照1%比例进行喷洒质量分数

为10%的PAC溶液。在不同时间段取样进行检测，以考

察实际应用效果。其结果如表5。

经实际应用验证，PAC处理化机浆高浓废液，检

测处理后的废液指标及应用效果与实验室实验效果相

近，说明在实际应用中，PAC对降低杨木化机浆废液

COD有明显效果。添加PAC之后的工艺段增加了一道斜

筛过滤装置 [14]。

5  结论

(1）向废液中添加硫酸铝及PAC可以有效降低杨木

化机浆高浓废液的溶解性COD，当PAC的添加量为1%

时，废液COD降幅可达50%左右。

(2）对于低COD浓度的废液，PAC和硫酸铝均有降低

COD的效果，且PAC处理废液的作用效果优于硫酸铝。

(3）铝盐的加入对废液的电导率影响较小，不会对

后续微生物生长产生明显影响。

(4）从实际应用效果看，在污水处理车间生化处理

前添加铝盐进行预处理可以有效降低废液COD，从而

减轻了后续厌氧好氧和芬顿氧化的处理负荷。

(5）不同于传统的PAC作为絮凝剂或净水剂应用于

废水处理，采用PAC降低化机浆高浓废液COD的方式

针对的是废水中溶解性的有机物，特别适用于杨木化机

浆的制浆废液，而对于降低其他类污水COD的效果还

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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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实际生产应用中PAC处理废液指标检测

早晨8：00

下午2:00

晚上8:00

检测

时间

生产线（PAC处理前)

13365

12268

13009

COD

/mg·L-1

8.5

8.6

8.5

pH值

9.3

9.2

9.2

电导率/

ms.cm-1

生产线（PAC处理后)

7152

7655

7567

5.0

5.2

4.9

pH值

10.7

10.3

10.9

COD

/mg·L-1
电导率/

ms.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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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阳离子松香胶乳液的生产工艺，通过调整乳化

剂研发生产了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经检测生产的食品

级松香胶乳液氯丙醇等含量均符合食品级要求；通过实验室

验证及纸厂应用案例分析，生产的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

能够满足口杯纸、吸管纸等特殊纸种的质量要求。

关键词：阳离子松香胶；食品级；氯丙醇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tionic rosin latex was 
analyzed. Food grade cationic rosin latex was produced by 
optimizing the emulsifier. The content of chloropropanol in the 
rosin emulsion produced by the tes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food 
grade. Through laboratory verification and case analysis of paper 
mill application, the food grade cationic rosin emulsion can mee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special paper types such as cup paper 
and suction pipe paper.
Key words: cationic rosin emulsion; food grade; chloroprop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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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其中甲醛、卤素、重金属、溶剂残留等均未检出

（ND代表未检出），符合食品级原材料要求。

2.2 氯丙醇检测

表2为我们委托广州海关检测的松香胶氯丙醇含

量。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统的松香胶氯丙醇含量是

非常高的，1,3-二氯-2-丙醇和3-氯-1,2-丙二醇之

和达到了1711 m g/k g，而食品级松香胶氯丙醇含量

低于检出限值10 m g/k g。根据目前有些生产厂家要

求产品氯丙醇含量低于100 mg/k g的标准，我们研发

的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完全符合要求。

3  应用案例

3.1 实验室手抄片对比

2 02 0年7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简称  “禁塑令”）明确指出，从2021年1月1日起，

餐饮行业将禁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餐盒、吸管等。随

着禁塑令的实施，口杯纸、吸管纸以及一些食品包装

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松香胶因其熟化快、施胶逆转

少、控制边渗效果好等优点，在食品包装纸上的应用

也越来越多。

但是传统的松香胶1,3-二氯-2-丙醇和3-氯

-1,2-丙二醇（以下简称氯丙醇）含量较高，最新研究

发现氯丙醇对人体的健康有危害，长期或反复接触该

物质可能会导致肝脏损害。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制

定了氯丙醇的限量标准 [1]，国内也有许多造纸企业要

求松香胶氯丙醇含量小于100 mg/L。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开发了完全不含氯丙醇的食

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本文主要介绍食品级松香胶

乳液的生产工艺以及在纸张生产中的应用。

1  松香胶生产工艺

经过多年的发展、优化，目前阳离子松香胶生产

工艺已比较成熟。图1所示为阳离子松香胶生产工艺

流程，将松香高温熔化，乳化剂升温至120 ℃，两者

在静态混合器内高温高压撞击进行乳化，经均质机均

质，通过换热器降温至35 ℃左右，即可得阳离子松香

胶乳液成品 [2-3]。

目前行业内传统的阳离子松香胶均使用PAE作为

乳化剂，这种工艺生产的松香胶氯丙醇含量非常高，

已不符合最新的食品材料要求；也有的生产厂家使用

低氯PA E做为乳化剂，虽然生产的松香胶氯丙醇含量

能够大幅降低，但成品中仍然含有氯丙醇。我公司研

发生产了一种全新的无氯聚胺类乳化剂，生产的松香

胶乳液做到了完全不含氯丙醇。

2  松香胶检测指标

2.1 SGS检测

表1所示为我公司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S G S检测

表1　食品级松香胶乳液SGS检测指标

检测项目

甲醛/mg.kg-1

卤素/mg.kg-1

重金属/mg.kg-1

溶剂残留/mg.kg-1

检测方法

YC/T 332-2010

EN 14582:2016

GB 5009.268-2016

YC/T 207-2014

检测结果

ND

ND

ND

ND

图1  松香胶工艺流程

表2  氯丙醇检测指标

氯丙醇含量 

传统松香胶/mg.kg-1

食品级松香胶/mg.kg-1

1,3-二氯

-2-丙醇

735

<10*

3-氯-1,2-

丙二醇

976

<10*

注：*为检出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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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杯纸、吸管纸等一些食品包装纸来说，一

般都会用品质比较好的浆料，而且不添加填料，所以

系统的PCD、电导率等指标都非常好，成纸Cobb值的

控制相对更简单一些，比较难控制的是成纸的边渗指

标，而边渗又是口杯纸、吸管纸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4]。

我们在实验室分别用A K D、传统松香胶以及食

品级松香胶做了手抄片，并进行C o b b值及边渗的检

测。如表3所示，在用量为30 k g/t浆时，AKD控制纸

页Cobb值效果更好一些，但是从控制纸页边渗来看，

松香胶就有明显优势了，两个松香胶样品效果基本相

当，边渗都为1 mm，而AKD达到了4 mm。

3.2 在口杯纸生产中的应用

表4所示为松香胶在北方某纸厂口杯纸上的应用

案例，该工厂主要生产180 g/m 2口杯纸，之前使用我

公司传统的松香胶，随着客户对纸张要求的提高，现

在换用了食品级松香胶。

从对比数据来看，两种松香胶在用量30 k g/t纸

时，Cobb值都能控制到20 g/m 2以内，边渗控制在1～

2 m m，使用食品级松香胶控制边渗效果更好一些，可

以控制到1 m m，客户对口杯纸边渗要求一般是小于

5 mm，所以这个指标远高于标准要求。

因为纸机白水封闭循环利用，流失的松香胶会随

着白水进入系统再次利用，而实验室抄片时，松香胶

仅能单次留着，所以相同用量时，纸机生产的成纸要

比实验室手抄片效果好。

3.3 在吸管纸生产中的应用

表5所示为松香胶在山东某纸厂吸管原纸上的应

用案例，吸管纸一般由三层原纸复合而成，该纸厂主

要生产最外层的吸管原纸，定量为60 g/m 2，和口杯

纸一样，吸管纸也是对边渗要求非常高，一般要求控

制到8 m m以内。由表5可以看出，食品级松香胶效果

略好，成纸边渗可以达到2 mm，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4  结论

通过调整乳化剂、优化松香胶生产工艺，开发生

产了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经第三方检测，生产

的阳离子松香胶乳液能够达到食品级要求；同时通过

实验室验证及纸厂应用，与传统阳离子松香胶乳液相

比，生产的食品级阳离子松香胶乳液效果更好，能够

满足口杯纸、吸管纸等特殊纸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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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松香胶在口杯纸中的应用案例

项目

传统松香胶

食品级松香胶

松香胶用量/

kg.t纸-1

30

30

18.5

18.7

Cobb值/

g.m-2

2

1

边渗/

mm

表5  松香胶在吸管纸中的应用案例

项目

传统松香胶

食品级松香胶

松香胶用量/

kg.t纸-1

28

28

19.6

18.7

Cobb值/

g.m-2

3

2

边渗/

mm

表3  阳离子松香胶乳液手抄片实验

项目

用量/kg.t浆-1

Cobb值/g.m-2

边渗/mm

AKD

30

25

4

30

35

1

传统

阳离子松香胶

30

34

1

食品级

阳离子松香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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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纸机设备维护中，纸机烘缸传动齿轮由于其特殊

的设计结构及安装形式，使得设备维护人员在平时的日常巡

检中难以及时发现齿轮的故障隐患，易造成对故障的漏判、

误判。本文站在振动分析的角度上，结合设备故障诊断技术

说明如何通过齿轮的振动趋势及其振动数据的深入分析来

科学诊断纸机烘缸传动齿轮的故障。

关键词：纸机；烘缸；传动齿轮；振动值；设备故障诊断

Abstract: In the maintenance of paper machines, it is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e hidden danger of the driving gears for the paper 
cylinders due to its special design, which causes equipment 
maintainers to mistake the gear fault easily. In this paper, how to 
diagnose the running condition of cylinder driving gears with the 
vibration trend was described, and the problems through the deep 
researching of the vibration data were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Key words: paper machine; cylinder; driving gears; vibration; 
equipment fault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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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缸纸机烘缸传动形式

在现代化的造纸工艺流程中，“烘干”是一道很重

要的工序。它是将湿纸幅进行干燥，将湿纸幅中的水分

蒸发出来，使纸张干燥定形。为提高纸幅烘干的效率，

纸幅会在烘缸中走“S”型路线，以达到快速烘干的目

的。图1为干燥部烘缸传动示意图。

烘缸内部通有高温蒸汽，蒸汽将烘缸加热，当纸幅

通过烘缸表面时，纸幅受热，水分蒸发，纸张被烘干。

各烘缸的运行，依靠传动齿轮进行传动。每组烘缸

设有一个驱动齿轮，来带动这一组烘缸的运行。

从原理上来看，烘缸传动的形式跟一般的齿轮减

速箱是很相似的，只是烘缸的传动级数要远多于齿轮减

速箱。由于传动级数多，使得烘缸传动齿轮运行过程中

噪声大、振动大，不易发现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早期

隐患。而且，对于齿轮、轴承的检查和维修也较困难。

况且在这众多传动齿轮中，只要有一个出现故障，将导

致整组烘缸传动失效，导致纸机停机。因此烘缸传动齿

轮一直是纸机维护中的重点与难点。

本文主要说明如何结合振动数据，通过设备故障

诊断技术，来科学判断烘缸传动齿轮的故障，提高对烘

缸传动齿轮故障判断的准确率。

2  烘缸传动齿轮的特点

齿轮传动具有传动精度高、传递功率范围大、传动

效率高等优点。这些优点非常适合纸机烘缸传动的运

行工况，因此被广泛用于纸机烘缸传动上。

传动精度高：烘缸传动对速差要求严格，如果各个

烘缸速度不同步，出现速差，纸幅就会被拉断，造成断

纸，影响生产效率。而齿轮良好的传动精度，将保证各

图1  纸机烘缸传动示意图

图2  齿轮传动示意图

烘缸速度的一致，避免速差的产生。

传递功率范围大：纸机因生产需要会经常改变车

速，导致负荷的变化。烘缸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因为内部

积水导致负荷出现波动。还有其它一些意外情况都会引

起负荷的变化。负荷的变化会引起传递功率的变化，齿

轮传递功率范围大的特点将很好地适应这一工况。

传递效率高：传递效率高意味着节能，纸机是耗

能大户，齿轮传递效率高可以有效降低能耗。

当然，由于烘缸传动齿轮的安装形式，其在运行过

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着振动大、噪音大的特点。这也是造

成对烘缸传动齿轮故障判断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3  齿轮振动产生的机理

齿轮依靠齿的啮合来传递扭矩，如图2所示。

当两个齿进行啮合时，齿受力，产生弹性变形。当

啮合结束时，齿不再受力，弹性变形消失，齿恢复原况。

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想象成“弹簧”被压缩的过程。齿

轮上的每一个齿在啮合过程中都会重复这一过程：啮

合开始→产生弹性变形→啮合结束→弹性变形消失→

恢复原况。在这一过程中，齿将会产生振动，振动会传

递给整个齿轮，造成齿轮的振动。齿轮啮合所产生的振

动是齿轮的固有属性，无法消除，也是齿轮振动的主要

原因。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齿在啮合过程中产生的

弹性变形越大，齿轮产生的振动就会越大。当齿轮负荷

越大时，振动就会越大。因此，纸机在高车速时，烘缸传

动齿轮的振动会比低车速时更大，噪声也会更大。这属

于正常现象。

4  烘缸传动齿轮的故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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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的故障形式有多种，对于烘缸传动齿轮而言，

常见的故障形式有崩齿、齿面点蚀剥落、轴承故障等。

4.1 齿轮崩齿

齿轮崩齿通常属于突发性故障，事前无明显征兆。

齿轮崩齿属于严重的齿轮故障，当发生崩齿故障后，应

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检修。

对于烘缸传动齿轮而言，造成崩齿的主要原因有

过载、质量缺陷、疲劳断裂等。

过载：当齿轮运行工况改变，负荷增大，超过额定

负荷时，齿轮将过载。如烘缸内部严重积水时，会增加

齿轮的负荷，并造成冲击载荷，易使齿轮高负荷或超负

荷运行。或者为了提高产量，强行提高车速，这些都易

使齿轮过载，造成崩齿。

质量缺陷：传动齿质量缺陷，导致齿轮运行过程中

突然崩齿。如齿轮的材质缺陷、制造缺陷等。

疲劳断裂：如前所述，齿轮在啮合过程中会反复经

历负载、卸载这一过程。长期以往，轮齿必然会产生疲

劳效应，在轮齿薄弱处形成裂纹，并最终发生断裂。由

于这一过程属于渐变性过程，通过监测齿轮的运行状

态，如振动趋势，能够较好地发现齿轮的劣化趋势，避

免故障的发生。

齿轮崩齿属于严重的设备故障，但从笔者的工作

经验来看，对于烘缸传动齿轮而言，崩齿故障发生的概

率还是比较低的。主要是因为烘缸传动齿轮运行工况平

稳，不存在有冲击载荷。而且齿轮传递的负荷相对来说

不属于重载。

但当齿轮出现崩齿故障时，必须及时处理。否则，

齿轮啮合过程产生的巨大冲击将对轴承、机架等部件

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更为恶劣的设备事故的发生。

4.2 齿面点蚀、剥落

齿轮在啮合过程中，齿与齿之间会产生周期性的应

力变形。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齿面在周期性的应力下

会产生疲劳损伤，形成点蚀、剥落现象。当齿面出现点

蚀、剥落后，会降低齿的强度，并影响齿的啮合精度，造

成齿轮运行状况恶化，振动加剧，异响增强。

齿轮的点蚀、剥落故障是运行齿轮的必然结果，不

可避免。在实际设备维护中，可以通过提高备件质量，

加强润滑等措施来延长齿轮的使用寿命。笔者所在工

厂，有烘缸齿轮在使用年限超过20年后也未出现明显磨

损，整体状况良好。说明只要维护得当，烘缸传动齿轮

的使用寿命还是很长的。

4.3 轴承故障

烘缸传动齿轮的轴承故障多出现在小传动齿上，

因为小传动齿轮在功能上来说只是连接两个相邻烘缸

的传动，受力小、负荷小，因此在设计上轴承都选用小

型轴承，通常轴承内径以φ50 mm、φ60 mm居多。在正

常运行过程中，轴承强度是能够完全满足现场工况的。

但是当烘缸传动齿轮出现故障后，因受外力影响，

齿轮振动会上升，振动势必会通过齿轮的轴传递给轴

承，引起轴承振动的增加。这会使轴承运行状况恶化，

引发轴承故障，如滚道剥落、跑圈等。轴承的故障反过

来又会降低齿轮的传动精度，使齿轮振动进一步增加。

如此恶性循环，会加速轴承故障的发展，如故障发现不

及时，将导致烘缸传动齿轮轴承失效，造成纸机停机。

4.4 其它故障

影响烘缸传动齿轮运行状况的因素很多，当烘缸

传动齿轮出现振动趋势上升、异响等状况时，不一定是

齿轮本身的故障所引起，也有可能是其它因素导致异常

图4  齿面点蚀、剥落图3  齿轮崩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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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如烘缸积水、螺栓松动、共振等问题。对于这

些问题，应结合现场情况仔细排查。否则，盲目地安排

齿轮的检修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无法

有效解决问题，影响生产。

5  烘缸传动齿轮故障诊断机理

设备故障诊断技术是通过对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全

面、深入的分析来判断设备故障的具体原因，具有科学

性、准确率高等特点。对烘缸传动齿轮而言，主要是通

过分析齿轮啮合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数据来分析判断齿

轮的运行状态，及可能存在的故障隐患。

如前所述，齿在啮合过程中因受力将产生振动。假

设一个烘缸传动齿轮有37个齿，则每个齿在啮合过程中

均会产生一次振动。如果该齿轮每秒旋转一周（即转速

60 r/m i n），则齿轮在一秒钟内将产生37次齿的啮合振

动。根据频率的定义，齿轮将产生频率为37Hz的振动，

这个37Hz就称之为齿轮的啮合频率，记为GMF（Gear 

Mesh Frequency），其计算公式如下：

GMF=Zn/60

Z—齿轮齿数，n—齿轮转数（r/min）

齿轮啮合频率的振动会反映出齿轮运行状态的变

化，几乎所有齿轮的故障都会在啮合频率中反应出来。

所以通过对齿轮啮合频率的分析，将有效判断齿轮的

运行状态。

齿轮运行状态正常时，其频谱图如图5。

齿轮运行正常时，GMFx1（GMF）振幅最大，并伴

有低幅谐波（注：谐波的产生是齿轮运行特性造成的，

是齿轮的固有属性）。

当齿轮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或出现故障时，齿轮

啮合频率（GM F）的振动将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

GMFx1异常增大、GMFx2突出、GMF谐波增幅明显

等。通过对这些异常信号的分析，将有助于准确判断齿

轮可能存在的故障。

6  烘缸传动齿轮故障案例

6.1 案例一：齿轮崩齿

笔者所在工厂一台抄宽33 0 0  m m、设计车速

600 m/min的包装纸纸机，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巡检人

员发现40#烘缸传动侧突然出现异响，且烘缸传动齿轮

振动值有明显上升。

现场测量，烘缸传动齿轮振动达到16 m m/s，远

超正常水平。正常运行时，其振动值在8 m m/s左右，

超正常水平一倍。频谱图中GMF x1振幅明显增大，且

GMFx2也上升明显，如图6所示。

从频谱图分析，齿轮受额外的附加力，导致负荷增

加，齿在啮合过程中，形变加大，使GMFx1的振幅上升

明显。而且，该外力还使齿轮轴发生了歪斜，使GMFx2

有明显上升。分析说明，烘缸传动齿轮应该出现了较为

严重的故障，导致受力情况发生改变。

同时振动信号中还存在有明显的、规律性的冲击能

量，结合现场出现异响的情况，齿轮存在崩齿的可能。

如果齿轮崩齿，齿在啮合过程中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力，齿变形加大，使GMFx1振幅增大。而且巨大的冲击

力将有可能使齿轮轴发生歪斜，使GMF x2增大。再结

合对频谱图的分析，40#烘缸传动侧突然出现的异响很

可能是齿轮崩齿造成。

根据诊断意见，随即车间申请停机进行检查，并做

好更换齿轮的准备。检查发现烘缸大齿轮有崩齿的故障

图5  齿轮运行正常时的频谱 图6  40#烘缸传动齿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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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中数

据分析，齿轮啮

合频率的振幅异

常增大，且谐波

的振幅也远超正

常水平。对于振

幅的增大，主要

有两方面因素：

一是齿轮负荷增

大，二是齿轮约束刚度下降。

从现场情况来看，纸机工艺条件一直很平稳，负

荷无明显波动，所以应是约束刚度下降所引起的异常。

（注：约束刚度可以理解为能够使齿轮在固定位置稳定

运行的要素，主要有螺栓、轴承等。）

现场检查螺栓无松动，因此重点怀疑轴承有松动

现象。当轴承出现松动，如滚道磨损、跑圈等，齿轮受到

的约束会减弱，在受力不变的情况下，其振动会增大。但

增大的幅度有限，不会成倍的增大。在此案例中，齿轮

振动超过40 mm/s，严重超标，说明轴承应该出现了更

为严重的故障，如轴承散架。当轴承散架，齿轮在运行

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将大为减弱，振动会成倍的增加。

综合分析表明：齿轮轴承应该已经散架，导致齿轮

振动的剧烈增加。

根据诊断意见，车间立即申请停机检修。停机后，检

查发现传动齿轮轴承保持架已散，滚动体脱落，如图9。

检修完成后，齿轮振动降为10 mm/s以下，设备运

行恢复正常。

7  结语

影响烘缸传动齿轮运行状态的因素有很多，要实

际准确诊断齿轮出现的故障，其难度还是很大的。根据

笔者的工作经验，对于烘缸传动齿轮故障应重在提早发

现故障隐患。其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监测齿轮的

振动趋势变化。不管是齿轮本身出现的故障，还是受外

界因素影响，最终都会导致振动值升高。通过对振动趋

势的研判，再结合针对性的处理措施，能够有效地排除

故障隐患，避免故障的发生。

（图7）。

由于事先已

做好人员安排，

准备好了备件，

检修工作进展

顺利。检修完成

后，烘缸传动侧

异响消失，振动

下降，设备运行

恢复正常。

6 . 2 案例二：传

动齿轮轴承故障

设 备 故 障

诊断技术对轴承（在此特指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有一

套非常完善、科学的理论，对故障判断的准确率高。但

是根据笔者实际的现场诊断情况来看，这套方法并不能

很好地适用于烘缸传动齿轮轴承的故障诊断。因为烘

缸传动齿轮运行过程中振动大，噪声信号大，通常会掩

盖掉轴承故障所产生的故障信号，导致不易对轴承故障

进行准确判断。

然而，当轴承出现故障时，会影响传动齿轮的运行

状态，必然使齿轮啮合频率振动发生变化。通过对这种

变化分析，再结合停机时对轴承针对性的检查，将有效

发现轴承的故障。

笔者所在工厂有一台抄宽3960 m m、设计车速

700 m/min的文化纸纸机。在纸机生产过程中，巡检人

员发现二组烘缸传动齿轮振动突然增大，且现场有明

显异响。现场复测，振动达到41.8 mm/s，严重超标，

齿轮啮合频率GMF及其谐波异常明显且突出，如图8。

图9  已散架的轴承

图7  齿轮崩齿

[收稿日期:2021-11-04]
图8  烘缸传动齿轮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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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特种装饰原纸生产中颜色监测及控制的难题，

提出了一种实用的在线颜色测量控制方案，并结合山东某企

业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该方案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改进的

方案能较好地实现装饰原纸的在线测量和颜色控制，值得推

广和应用。

关键词：在线测量；颜色控制；装饰原纸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on-line color measurement 
and cont rol in the product ion of decorat ive base paper, a 
useful method for the color measurement and cont rol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n it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ccording with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of a papermaking 
enterprise in Shandong.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ved method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for on-line color 
measure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decorative base paper and it is 
worth applying and recommending.
Key words: on-line measurement; color control; decorative base 
paper

中图分类号：TS77; TS736; TS761.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4-0036-04

在线颜色测量及控制系统在装饰原纸生产中

的应用
⊙ 汪波（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制浆造纸事业部，长沙 410114)

Application of On-line Color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in the Production 
of Decorative Base Paper
⊙ Wang Bo (Pulp & Pape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ina CEC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angsha 410114, Hunan, China)

汪波 先生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自控工程设

计及研究。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36
第43卷第4期 2022年2月



颜色对于装饰原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决定着纸张的质量。由于人眼观察颜色的局限性，受

比较多的环境因素和自身主观经验的影响，如光线、角

度、距离、疲劳度等，眼睛对不同颜色的敏感度等，传统

肉眼观察并控制颜色越来越满足不了现代化大生产的

要求 [1]。另外，实验室仪器测量时取样往往会耽误比较

长的时间，不能及时控制纸张的颜色。基于此，本文结

合山东某企业装饰原纸项目，提出了在线颜色监测及控

制的方案，并结合实际分析了其应用效果。

1  系统概述

在线颜色监测及控制系统，能够在产品超出规定

的偏差范围之前进行及时地纠正，减少浪费，并且能更

早地识别干扰因素，满足快速的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

更好地控制颜色，满足质量要求。

目前对于颜色测量有三种方法：目视测量法、光电

积分测量法、分光光度测量法 [2]。

目视法是一种色度测量的基本方法，由于其目测过

程中存在很大的主观心理因素，因人而异，因此很少在

工业生产中使用。

光电积分法是20世纪60年代仪器测色中采用的常

见方法。光电积分法是在整个测量波长区间内，通过积

分测量测得样品的三刺激值，再由此计算出样品的色品

坐标等参数。此种方法虽然能够实现在线测量，但测量

精度较低，也不适合于颜色控制。

分光光度法是通过测量物体反射的光谱功率分布

或者物体本身的特性，通过光谱数据计算求得物体在

各种标准光源和标准照明体下的三刺激值，进而计算出

各种颜色参数 [3]。此种方法能够实现较为精确的颜色测

量并进行颜色控制。

本工程是山东某企业年产 6.5万  t装饰原纸

项目，对于颜色监测及控制系统选取的是瑞士

GretagMacbeth（格林达-麦克贝斯）公司的非接触式

在线颜色监测系统ERX50+CLCC。ERX50是一个较

为先进的颜色在线监测及控制系统，有自动控制染料

泵的PLC系统，还可以和DCS、MCS、QCS进行通讯，

从而实现颜色的在线监测，而CLCC(自动配色)系统能

够控制染料泵和颜料泵，实现自动配色，减少纸张色

差。

2  在线监测及控制方案

在线颜色测量仪采用分光测色原理，先测量出运

动样品的光谱反射率，根据色度学公式：

                    (1)

                     (2)

                    (3)

式中，-x（λ）、-y（λ）、-z（λ）为标准观测者光谱三

刺激值，S（λ）为标准光源的相对功率分布，ρ（λ）为

被测样品的反射率，K为调整因数，根据式（1）、（2）、

（3），可以计算出三刺激值X、Y、Z。而K的值可由下式

计算：

                     (4)

再根据三刺激值来算出所表色参量。一般用

CIEL *a *b *表色系统。即：

                    (5)

                 (6)

                 (7)

式中，L *为米制明度，a *、b *为米制色度，而X、Y、

Z同上，X 0、Y0、Z 0为标准光源照射到完全漫反射体上的

三刺激值。从而得出待测纸张与标准样品的色差ΔE如

下式所示：

经过进一步转化，得出：

根据以上测量原理得出色差数值，如果超过公差

要求范围，会被自动探测到，随后通过CLCC（自动测量

控制系统）立即纠正，避免色差。

纸张在线颜色测量一般有三个位置：碎浆机浆池，

湿部的压榨完成后进入烘缸处，以及干部的靠近卷取

辊处。下面以山东某企业6.5万 t装饰原纸的PM2为例，

阐述在线颜色测量系统的方案。

(1）方案一：测量探头安装在干部。

测量探头安装在干部出压榨进烘缸前，可以通过

对干部的单点测量对颜色进行实时线上监控，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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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与目视及实验室设备数值指导调色。

安装在此处的好处是可以得到干纸的颜色，能找

到干纸颜色与使用线上测得的实时颜色数据的相互关

系来指导人工干预和调色。

另外，线上颜色检测软件配备先进图形显示工具，

能够看到当前趋势图，可调出历史记录，能够与停机及

换卷信号连锁并自动执行操作。

(2）方案二：测量探头安装在湿部。

测量探头安装于出压榨进烘缸前，可以通过对

湿部的单点测量对颜色进行实时线上监测，并使用

CIEL *a *b *值与目视及实验室设备数值指导调色。

湿部颜色的测量是重要的，可以完全取代并优于人

工测量或者目测。湿纸页的折射率与浸胶压板后装饰纸

的折射率非常相近。湿部湿纸页的颜色测量数值与完

成浸胶压板后的成品纸有很好的相关性，这样至少提

前30 m i n就知道了颜色的正确与否。因此，可以提前调

整颜色。

对于牛卡纸、新闻印刷纸、文化纸、证券纸等一般

是放在干部进行测量，因为此处的纸张颜色已经稳定。

但对于装饰原纸来说，颜色测量则应放在湿部较为合

适，因为装饰原纸对色差及颜色稳定性要求更高，只有

提前测量并校正才能得到较好的纸品颜色。

ERX50+CLCC在线颜色监测系统的测量及颜色

控制示意图如图1所示。

ERX50在线颜色监测系统，能够把基础颜色和荧

光增白剂的增色值分开测量，使调色时两者分开独立控

制，具有1 nm的

光谱分辨率，并

且不受环境光、

车速、抖动的影

响，测量结果十

分精确，且延时

小、操作简单。

E R X50线

上分 光光度仪

结构紧凑，标准

的光学几何45°

环形照明/0°接

受角，是一款非

接触式测量产品。测量时，白光（脉冲氙灯、日光、可设

定包含或者不包含紫外光）照射在样品上。闪光周期是

0.001 s。在样品表面(90°)的法线方向反射光将被收

集并被导入到高分辨率的分光仪中。在样品测量的同

时，另一个高分辨率的分光仪将光源的能量分布以做比

较。 

无论是测量光源还是样品的分光仪，被修正的全

息凹面光栅将测量到的光学信号分解成401个不同的波

长信号，然后通过401个光电传感器进行测量。其测量

结果是真正意义上的1 nm的光谱测量分辨率。

将测量信号在高分辨率下放大并且数字化。然后

快速处理器会计算修正过的光谱反射数据。这401个反

射率数据（从330 n m到730 n m）是进一步进行计算的

基础，无论是何种光源和观察角。

为了保证精准的测量结果长期的稳定性，系统能自

动波长校正。已经做过的校正将通过测量一个已知数

据的彩色样品来验证。灯的UV部分的校正将通过仪器

内部一块增白白板来检查，这样保证了重复性好的高测

量精度。 

为了控制整个颜色测量系统，ER X50通过US B

和计算机连接起来，并且测量数据可以传输到计算

机。CAN总线能保证计算机和测量系统远达1/3英里

（500 m）的通讯。内设的光电隔离装置能够保证实际

生产环境中的测量稳定性。 

爱色丽开发的纸机线上颜色测量软件系列E S15 

Win和ES18  Win不仅用于控制颜色测量，而且以图表

的形式为生产提供良好测量结果，结果以趋势－条形图

－图表形式显示。超出公差要求范围，则会被自动探测

到并且随后通过CLCC系统立即纠正。  

3  系统的应用分析

表1  在线测量系统和颜色闭环控制系统的应用效果对比

提高产能/t.a-1

改抄次数/次.a-1

节省时间/min.a-1

利润/元

投资回收期/月

PM1(ERX50)

25,000 

1,000

3,000

1,211,362

10

150,000

1,000

15,000

1,816,000

11.5

PM2(ERX50+CLCC)

图1  ERX50在线颜色监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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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在线颜色测控系统应用于山东某企业6.5万 t

装饰原纸生产项目，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时间，缩短

了投资回收期。

该车间有一台3年前投入运行的PM1装饰原纸机，

产能及型号均为1430 m m的长网多缸纸机，但PM1没

有颜色闭环控制系统，只有颜色在线监测系统，而PM2

投入了较为先进的颜色闭环控制系统。颜色控制系统使

得颜色自动闭环控制，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按全年生

产时间为310天，每年约1000次改抄，每吨纸品价格为

7200元计算的结果对比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在线颜色测控系统能够提高产能，减

少改抄次数，增加企业利润。虽然投资回收期稍微长一

点，但两者都在一年之内。

4  结束语
[收稿日期:202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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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在线颜色测量控制系统

的在线测量原理及控制方案，并介绍了该系统在装饰

原纸生产中的应用，最后分析了应用效果。结果表明，

在线监测控制系统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增加企业

利润，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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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放射性液位计的测量原理和应用方式，并根

据不同制浆工艺的生产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如何在制

浆过程中使用放射性液位计测量液位。

关键词：放射性液位计；放射源；接收器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the radioactive level meter measurement ar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ulping processes, how to measure the 
level using a radioactive level meter in the pulp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Key words: radioactive level meter; radiation sourc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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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是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产

业，但随着国家全面禁止废纸进口，我国废纸浆缺口量

超过1000万t。各大纸企除了纷纷在国外布局废纸制浆

外，在国内也开始大量新建以木材为原料的化学浆线、

半化学浆线和化机浆线来生产纸浆。在这些制浆生产

系统中，有些设备的工艺条件苛刻，采用差压式液位计

或雷达液位计等常规仪表无法准确测量液位，为解决

这些场合的液位测量难题，采用放射性液位计进行液

位测量成为不错的选择。

1  放射性液位计测量原理和组成

1.1 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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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元素能够自发地放出射线（α，β，γ等），

射线穿过物体后强度会衰减，其衰减严格按照e指数变

化，射线液位计根据这一特点，利用放射源产生的具有

很强的穿透力的γ射线，穿过被测容器和容器内的介质

时，γ射线衰减的强度随容器内介质的高度而变化，通

过测量被介质吸收衰减后的射线强度，可以转化成相应

的液位高度。γ射线从放射源通过容器壁和容器内的介

质后，在接收端测得的射线强度呈指数规律，其计算公

式如下：

R=R 0e
-μ

1
ρ

1
de-μρh

R 0—放射源的射线强度，mCi；

e-μ1
ρ

1
d—容器对射线强度的影响系数，其中μ1为容

器的吸收系数，（g/c m3）-1.c m-1；ρ1—容器材质的密

度；d—为容器的壁厚，单位cm；

e-μρh—容器内介质对射线强度的影响系数，其中

μ为被测介质的吸收系数，（g/cm3）-1.c m-1；ρ—被测

介质的密度；h—被测介质的液位高度，单位cm；

R—射线穿过容器壁和被测介质后接收器测得的

射线强度，mCi。

1.2 放射性液位计的组成

放射性液位计由放射源、接收器和变送器三部分

组成，其中接收器和变送器可以是分体或一体式的。

放射源的形式有点状放射源和棒状线型放射源

两种，通常采用钴-60或铯-137两种放射性同位素，钴

-60的半衰期约为5年，具有穿透性强、柔韧性好的特

点，可以加工成钴丝，做成棒状线型放射源。铯-137的

半衰期约为30年，穿透性较差，通常做成点型放射源。

相同活度的铯-137和钴-60，钴-60产生的射线穿透力

更强，对于壁厚很大、气相密度变化大、挂壁严重的设

备，使用钴-60作为放射源具有明显优势。

接收器的作用则是接收检测γ射线。接收器也有

不同种类，根据形状分为点状和线/棒状；根据敏感

体分为气体和固体接收器。气体接收器有GM（G e i g e r 

Mu l l e r）计数管、电离室两大类，气体接收器检测效率

低、受温度影响大，但价格低廉。固体接收器为一个闪

烁体，射入的γ射线使闪烁体内部发出闪光，光电倍增

管将这些闪光转换成电脉冲并放大，通过测量脉冲率

（每秒钟脉冲的数量）可得到辐射强度。根据标定，脉

冲率可被转换为液位信号。

变送器的作用是将检测到的γ射线强度通过电子

线路变换成通用的4～20m A标准信号传送到控制系

统。放射性液位计还有一些功能是在变送器内完成，例

如：衰减自动补偿、接收器HV（High Voltage）自动调

节、料位突变的时间常数自适应、接收器自身温度测量

报警、接收器性能自检及探伤干扰自识别功能等。

2  放射性液位计的应用

2.1 选型

放射性液位计进行液位测量如图1所示。

使用放射性液位计进行液位测量，首先需要获取

必要的参数来确定合适的测量方案。根据放射性液位

计的测量原理，必要的参数包括设备内径、材质密度、

壁厚、设备内介质的密度、设备内需要测量的液位范

围，如果设备有保温层，则还需提供保温层的厚度和密

度参数。

根据设备参数和介质的参数，由放射性液位计厂

家计算选择合适的放射源，放射源的强度应能保证射

线能够穿透设备和被测介质并被接收器检测到，同时

尽量降低放射源的剂量。放射性液位计的放射源是被

密封在源盒中的，源盒只允许射线在某一方向辐射，而

在其它所有方向屏蔽，源盒有不同的尺寸和不同的发射

角，通常用于连续液位测量的发射角为40°。放射性液

位计的接收器长度也是有限制的，单根接收器的长度

最大可能在3 m左右，当液位测量范围超过接收器的长

度时，接收器可以串联使用来获得所需的长度。

根据设备尺寸参数和液位测量范围，同一个设备，

根据其尺寸，可以配置一个放射源和一个或多个接收

器，也可以配置多个放射源和多个接收器，根据放射源

图1  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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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角和接收器长度，可以计算出所需放射源的个数和

接收器的数量。

2.2 放射性液位计的布置和安装

放射性液位计因其射线的强穿透性和辐射对人体

有害等特性，在布置和安装时需要根据现场条件综合

考虑。如果在同一个区域内有多个放射性液位计，放射

源应尽量同向平行布置，避免接收器受到来自不同放射

源的干扰。放射源和接收器的安装位置还要考虑辐射

对现场工作人员的影响，其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人员通

道和操作平台。放射性液位计在设备上的安装位置还要

考虑设备的结构，当设备内部有搅拌器等附件时，要避

免其阻挡射线从而影响测量结果，这时可以将放射源

和接收器偏离设备中心线一定距离进行安装。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通常放射源和接收器采用

专用支架固定安装在设备上，安装支架由放射性液位计

供货商提供或者由供货商提供制作图纸。在确定安装

位置、放射性液位计以及安装支架外形尺寸后，应及时

提交相关资料给工艺和设备专业人员。以便确认是否留

出了足够的安装空间，如果空间不够或者有碰撞，要及

时调整安装位置或设计方案。

2.3 其它注意事项

放射性液位计的放射源是国家严格管理的第4类

或第5类放射源。其采购、运输、安装、使用和维护均应

符合国家的相关法规。在采购放射性液位计时要到省

市生态环境局申办《辐射安全许可证》，放射源运输到

现场后二十天内要到当地环保局办理备案。

放射源的安装和拆卸应由持有放射源操作许可证

的专业人员完成。在装置停车检修期间，放射源源盒应

关闭。使用中的放射源应定期检查，发现松动或严重

锈蚀现象要及时处理，放射源属于永久性的仪表配件，

只要源盒完好、安装牢固，通常不需要对放射源进行检

修。

2.4 应用案例

某公司新建30 万t/a化学浆生产线，根据生产工

艺流程，决定在蒸煮工段的木片计量螺旋缓冲仓、预浸

塔上部以及洗选工段的双辊压榨洗浆机后的中浓立管

上设置放射性液位计来测量设备的液位。双辊压榨洗

浆机后的中浓立管中浆的浓度为15%，该浓度的浆不具

有流动性，并且含有大量气体。在以往的项目中采用法

兰式液位计，测量不准，且容易损坏，实践证明采用放

射性液位计来测量能够取得更好的应用效果。

以中浓立管为例，可按以下步骤确定放射性液位

计的测量方案。首先收集中浓立管的设备资料，中浓

立管的材质为304 L不锈钢，密度为7.93 g/c m3，壁厚

10 mm，直径φ1200 mm，高度7800 mm，无保温层。

介质是浓度为15%的未漂浆，密度1050 k g/m3。然后确

定放射源和接收器的配置，放射源选择常用的铯137，

放射源强度可由仪表厂家根据以上参数计算决定。明

确设备的参数和需要测量的液位范围，以及根据设备

内部结构确定放射源的安装位置，即可计算放射源和

接收器的数量，用于连续测量的放射源发射角为40 °，

中浓立管根据实际运行工况，需要测量中浓立管上部

的大概4000 m m范围的液位，中浓立管内部无遮挡部

件，放射源和接收器可以安装在中浓立管的中心轴线

上。根据以上信息，计算每一个放射源可以测量的范围

H=(1210+200)×t a n(40°)=1183 mm，因此选择3个放

射源，接收器最大长度为3000mm，其实际可测范围在

2800 mm左右，因此至少需要2根接收器，根据测量范

围要求，可选择两根2000 mm的接收器，其有效测量范

围3600 mm。

3  结论

放射性液位计因为其非接触式的测量原理，不受

被测设备及介质实际工况的影响，可以适应各种高温、

高压、腐蚀、剧毒、黏稠等苛刻复杂条件下的液位测

量，放射源虽然对环境和人体有害，但是通过合理设

计，规范使用和维护，可以将其风险限制在合理范围，因

此放射性液位计在制浆行业的中浓立管、高浓磨前的料

塞螺旋入口溜槽等设备的液位测量上获得了很好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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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负责计量管理工作，含设备，备

件，实验室设备，信息化等采购，电气自

动化设计，程序控制及编程，仪器设备

仪表维护，故障维修处理等工作。

图1  检查程序

就可方便地试调换转换器部件甚至转换器整机；若是传

感器的故障需要试调换时必须停止管道系统运行，因涉

及面广往往不容易实施，尤其是大口径的电磁流量计。

2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检查流程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检查流程如图2示，大体分三

电磁流量计在现场使用中可能出现各种故障，这些

故障归纳起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为电磁流量计及关

联设备不正常引起的，主要包括转换器的原因和传感器的

原因，这类原因引起的故障一般比较容易解决；其二为非

电磁流量计引起的原因，主要包括参数设置不当，因安装

不合理导致介质特性引起的，等电势接地不可靠，外界电

磁波干扰、管路杂散电流干扰等。对于诸如此类的故障，

除了要熟悉该仪表性能以外，还要求维修工程师具有广

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现场经验，需要进行推理分析，更需要

使用单位和制造厂密切配合，多方试验。有些时候受限于

条件，可能要数月或数年才能真正找到原因。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主要表现有：（1）输出晃动；

（2）流量测量与应用参比值不相符（测量值与用户的工

艺参数不相符）；（3）无流量信号输出；（4）输出信号超

过满度值。

1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检查程序

通常故障的检查程序如图1示，从显示仪表工作是

否正常开始，逆流量信号传送方向进行。常规的检查一

般先用模拟信号器测试转换器，以判断故障发生在转换

器及其后续仪器还是在连接电缆和传感器发生的。若是

转换器的故障，由于现在的转换器大部分都有互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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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向用户询问该仪表过去的工作情况及故障情况，

查看记录曲线；（2）到现场初步检查仪表本身是否发生

故障及安装位置情况；（3）检查管网系统及周边的作业

情况。

通常采用的检查方法及检查内容如下：

2.1 电磁流量计故障的检查方法

图2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检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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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法：保险丝的通断、传输信号电缆和励磁电缆

的通断、励磁线圈的通断、电极对称性测量、电极对地

的绝缘电阻、励磁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

电流法：测量励磁电流、测量输出电流。

电压法：判别电磁流量计的供电电源是否正确。

判别两电极的对称性，工作时，两电极对地的直流

电压之差是否在10 mV以内。

判断SMART不能进行通讯的原因是否为+5 V输出不

正常的原因造成，也可作为SMART板好坏的判断依据。

波形法：在熟悉线路基础上测量关键点波形，判别

转换器电路板内部的故障所在。

替代法：利用转换器和传感器间以及转换器内各

线路板部件间的互换性，以替代法判别故障所在位置。

信号跟踪法：利用PLC程序监控流量计的信号。

2.2 检查转换器

首先要检查给转换器供电的电源电压是否和转换器

的标称电压一致，并且确认电源已经接通，检查保险丝是

否完好，确认转换器的电路板是否有烧坏的迹象，注意排

查并纠正。若是转换器的故障，由于现在的转换器大部

分都有互换性（出厂时经过标准信号源统一标定），就可

方便地试调换转换器部件甚至转换器整机；然后再检查

仪表设定的参数是否被更改，或和显示仪表（上位机）一

致。因仪表参数设置不当或用户不小心把出厂参数更改

后导致仪表不能正确测量的事例时有发生。

2.3 检查传感器

到现场的第二步是要检查传感器本身是否发生故

障，然后再对其它相关情况作分析，判断传感器是否故障

的三个要点：（1）空管时，传感器的电极及引线对传感器

外壳的绝缘电阻应为无穷大，管道潮湿时，电极对外壳的

绝缘电阻也可能为几十兆欧姆；（2）传感器的励磁线圈

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应为无穷大，且线圈电阻为16 Ω左右；

（3）满管时，电极及引线对传感器外壳的电阻数量级应

为几十千欧至几百千欧，电阻过大说明结垢或断线，电阻

过小说明测量管沉积导电层。无论是结垢或是沉积导电

层，都将影响测量值显示的稳定性，因此必须作相应处

理。必要时要对传感器衬里的好坏作相应地判断，以及在

传感器的上游是否有影响流速分布的堆积物等。

2.4 检查接线系统

检查用户使用的导线型号是否与说明书要求的型

号一致，电磁流量计的等电势接地是否牢固，若是分

体型的电磁流量计，特别要注意励磁线及信号线的连

接是否牢固，接线是否正确。有的用户在接线时用劲过

大，导致接线端子根部折断，接触时断时续。有的用户

对接地的概念不理解，屏蔽线不接地，或采用多点接

地，造成测量值显示不稳定。

2.5 检查安装情况

电磁流量计在国内过程控制中使用的时间已经很

长了，但在现场经常看到安装不合理的情况，如安装在

管道的高处不能满管运行，直管段不够，离泵太近等情

况。这些都是造成仪表不能准确测量的重要因素。但是

有些用户或设计员对此认识不够。对于测量值显示不稳

定的情况，还要考虑杂散电流干扰的影响。

2.6 检查歧管的流入、流出

用户经常会反映测量不准的情况，除了要做以上的

各项检查外，还要考虑歧管的流入、流出是否纳入测量

值的平衡计算。这一点用户经常会有想当然的思路，而

作为一个高水平的技术服务工程师一定要总揽全局。

3  常见故障的系统提示

(1）F报警：检查仪表菜单6.5.3和6.5.4的电压是

否接近。如果不接近，说明可能存在下列原因：流体流

场不稳定；流体中积聚气泡；在±5 V正常的情况下，

SMART板工作不正常；连接扁平电缆脱落；转换器模

拟板有故障；流量超过量程设定范围等。

(2）F报警，但流量显示正常：转换器模拟板有硬件

故障，但还可继续使用。

(3）D报警：检查仪表菜单6.5.1的励磁电压控制值

是否显示为23,000～27,000范围之内的值，如果数值很

小或为0，励磁保险丝断，更换0.4 A的励磁保险丝。如

果电压正常，可能为空管，此时可以将2.3空管检测功能

打开，看D报警是否消失。

(4）测量不稳定，无报警提示：重点检查传感器的

电极及励磁线圈对外壳的绝缘强度。

(5）SＭＡＲＴ板不能进行通讯：检查±5 V电压的实际值

是否均大于５.５ V,当+5 V电压低于5.3 V时，有可能通讯不正

常，当低于5 V时，通讯肯定不正常；检查扁平电缆连接是否可

靠，PIC12C509A集成电路是否损坏。

[收稿日期: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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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uses of water seepage at the end cover of the 
bearing seat of the feeding box bracke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BDYN-1000 sludge screw press dehydrator were analyzed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and two kinds of improvement 
schemes for the st ructure of the feeding box bracket were 
proposed. Afte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second scheme is finally 
selected to implement, and the seepage problem is completely 
solved.
Key words: screw press; dehydration; spiral spindle; feed box 
components; shaft head; bearing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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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公司设备研发部部长；主要从

事造纸制浆设备及相关污水、污泥处

理设备的研发。

河南百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污泥专用螺旋

压榨脱水机，适用于各种含纤维污泥的压榨脱水。造纸

污泥富含细小纤维，所以该机特别适用于造纸污泥的压

榨脱水。其利用变径变螺距螺旋主轴，采用逐级增加容

积压缩比设计，具有单机产量大、占地小、能耗低、出

泥干度高的优点，被广泛采用。

工作原理（图1）：浓缩污泥进入压榨脱水机进料

口，在变径、变螺距的螺旋轴推动下，污泥在网笼内前进

并逐步被压缩，水分由过滤筛网迅速排出，而固体物在

不断压缩的作用下含水率逐渐下降，当污泥前进到出料

口，污泥在背压盘的压力作用下再次被挤压，污泥继续

脱水。在螺旋的推动作用下，物料由出料口排出。本机可

在空心螺旋轴的轴管内通入蒸汽加热，有助于提高污泥

摘 要：对BDYN-1000型污泥专用螺旋压榨脱水机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进料箱支架轴承座端盖处渗水”的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找出故障原因，并提出两种进料箱支架结构改进方案。经过对

比分析，最终选择第二方案予以实施，彻底解决了渗水问题。

关键词：螺旋压榨机；脱水；螺旋主轴；进料箱组件；轴头；

轴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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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将

轴承座安装密封

圈处设计一密封

圈盖。这样出现

密封圈磨损的情

况后，将进料箱

支架移出，从后

面直接将密封圈

盖卸掉，就可以

更换密封圈，其

结构见图4。

方案二：在

进料箱支架与螺

旋轴接触处增加

盘根密封，将污

泥与轴承座密封圈彻底隔离开，将轴承座与进料箱支架由

焊接结构改为螺栓联接，并将轴承座设计成剖分式结构，

方便拆卸。将盘根密封处下边设计一接水盒并与设备底部

接水盘连通，在螺旋轴轴头处设置一隔水槽，防止污水顺

着轴头流到密封圈处，这样从盘根密封处渗出的污水就

可以直接滴到接水盒里，从而排到设备的接水盘里，并且

可以通过螺栓调节盘根压盖来控制盘根的密封程度。为

了防止润滑脂从轴承端盖处外溢，影响设备美观，在轴承

端盖处增加一密封圈，其整体结构见图5。

根据上述两种改进方案，我们进行了对比分析。

方案一：较原有设计改动不大，只是将轴承座右

端的密封圈由固定的改为可拆卸方式的。优点是：改动

小，设计工作量不大，并且解决了密封圈更换困难的问

的脱水性，提高污泥的出料干度。

某公司采购我公司生产的一台BDYN-1000型污泥压

榨脱水机，单机产量30 t/d，出泥干度30%～55%，设备在

正常使用了一年后，客户反馈设备进料箱支架轴承室端盖

处有渗水现象，如图2所示。经现场确认，情况属实。                         

1  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我们查看了进料箱组件的图纸如图3所示，该进料

箱组件由进料箱支架、进料箱、螺旋轴、网笼、轴承端

盖、轴承、油杯、挡圈、密封圈等组成，进料箱左侧与进

料箱支架联接，右侧与网笼联接，轴承座焊接在进料箱

支架的中心，4个密封圈并列安装在轴承室右侧，然后依

次安装挡圈、轴承、轴承端盖，螺旋轴轴头安装在密封

圈与轴承的内孔中。通过现场观察、客户反馈以及对图

纸的分析，我们判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与螺旋轴

轴头接触的密封圈磨损，加之进料箱内的污泥含水率较

高，造成污水渗入轴承室，进而通过轴承座端盖渗漏到

外边。出现这个情况，需要及时更换密封圈，否则污水与

轴承直接接触，非常容易损坏轴承，造成更大的损失。

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更换轴承室内的密封圈就行

了。可是实际操作却相当困难，由于轴承座和进料箱支

架为焊接结构，要更换密封圈必须用工具将螺旋轴支

撑或悬吊起来才行，然后再将进料箱支架移出，去掉轴

承，最后才能更换密封圈。由于设备工作现场一般都不

具备吊装条件，而且零件重量较重（螺旋轴重约8 t），

因此，维修工作难度高、工作量大，维修成本也很高。为

了在以后的设备使用中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决定对进料

箱支架结构进行改进。

2  改进方案的对比及实施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两种改造方案：

图1  污泥专用螺旋压榨脱水机工作原理

图2  故障设备照片

图3  进料箱组件

1-进料箱支架  2-进料箱  3-螺旋轴  4-网笼  5-轴承端盖  6-

轴承座  7-轴承  8-油杯  9-挡圈  10-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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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缺点是：污泥仍与密封圈直接接触，污水还有渗入

轴承室的风险。

方案二：较原有设计改动较大。优点是：该改造方案

增加了盘根密封及在螺旋轴头上设置隔水槽，彻底将轴承

室及密封圈与污泥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水流入轴承室

的问题。而且还在盘根密封下边设计了接水盒，使渗透的

污水顺着接水盒最终流进接水盘中，和压滤出的污水汇合

到一块排出机外，使设备外观保持美观，操作环境干净卫

生。缺点是：设计工作量大，设备制造成本有所增加。

通过对两种方案的对比，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案，虽

然会使设备制造成本增加，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

着客户至上的原则，我们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对进料箱

组件进行改进，其结构见图6，实物如图7所示。 

3  实施后的效果

对进料箱支架结构改进以后，安徽某企业引进我

公司两台同型号设备，通过近两年的实际使用，从未发

生过渗水问题，证明该结构改进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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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改造方案一

1-轴承端盖  2-轴承  3-油杯  4-密封圈  5-密封圈盖

1-轴承端盖  2-轴承  3-油杯  4-密封圈  5-密封圈盖  6-轴承

座  7-盘根压盖  8-盘根  9-进料箱支架  10-隔水槽  11-接水盒

图5  改造方案二

1-接水盘  2-接水盒  3-轴承端盖  4-轴承  5-密封圈  6-密封

圈座  7-轴承座  8-隔水槽  9-盘根密封  10-进料箱支架  11-

进料箱  12-螺旋轴  13-网笼

图6  改进后的进料箱组件

图7  改造后的实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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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之造纸行业

可行性分析
⊙ 苗成 

工业旅游源于旅游资源拓展而产生的一种旅游新

概念和旅游产品新形式，大多数工业旅游场景来自于

工业生产过程、工厂风貌、工人生产活动和工业生产遗

迹。工业旅游是宣传企业文化、诠释企业工业化生产过

程、提升企业知名度、快速汇集资本的方法之一。

造纸行业作为大工业产业的“一员”，多为装备重，

人员、技术、资金和产业密集的企业，同时以造纸企业

为核心的上下游企业数量多且为小微企业，核心及周边

企业聚集形成产业链的造纸行业存在着工业旅游厚重

的土壤和基础。

1  工业旅游的特点

专项旅游产品之一的工业旅游除具备旅游的主要

特征，工业旅游的资源特征更需要与社会背景、文化基

础以及历史情怀进行综合考量。其特点包括载体、资源

多重性、受益主体多样性、社会依附性强、主题鲜明且

市场明确等。

1.1 载体、资源多重性

首先，工业旅游产品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所参观的

机械设备等具有独特且新奇的观赏性，因旅游对象的

不同决定了其有别于传统历史、观光旅游。

其次，工业旅游老少皆宜有较强的参与性。工业生

产大多给人的感觉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工业旅游中由游

客自制工业产品可以给游客带来对工业产品深刻的认识

和乐趣。

1.2 受益主体多样性

工业旅游可以给以工业企业为代表的上下游企业、

旅游者、政府等带来资本、体验感、税收等多样性不同

的收益。就生产链条上的核心工业企业而言，工业旅游

可给企业带来直接收入的如门票收入、各类服务收入、

直销产品收入等；也可带来诸如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免

费广告效应、掌握市场动态、培养多层次现实和潜在顾

客等间接收入。就旅游者而言，可实现观光、旅游、采

购、求知等多元化需求。就政府而言，拉动内需、激活经

济发展，促进当地服务业和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家税收

和地方财政收入，加快改革升级和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30、60目标”以及人才引进。

1.3 社会依附性强

·纵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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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依靠上下游企业形成的供应链体系决定

了其需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工业资源的不可转移特性

决定了工业旅游只能在工业企业进行，工业企业在吸引

附近的以交通设施、商场、医院、学校、餐厅等代表的

社会基础设施入驻的同时，也依托上述社会基础设施来

满足工业旅游的需要。

1.4 主题鲜明且市场明确

工业旅游市场定位相对明确，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学生、科研工作者为主体，类科普性质的工业旅游

服务对象就是上述人员；二是在专业领域是头部企业具

备较为突出的影响力；三是工业科研主题是鲜明的市场

需求。

2  工业旅游的形式

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可实现以工业参观为主体，覆

盖工业购物游、工业科普游、企业文化游、工业遗产游

等多种工业旅游形式。

2.1 工业博物馆模式

将工业遗产地开辟为博物馆，展示其工业遗产的历

史、艺术和旅游价值，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一些具有历

史价值建筑、厂房、装备等的保护。露天博物馆能够为

游客展示独特的工业景观，同时提供生产场景再现等系

列旅游景观，为游客和旧工业产品怀念者提供了重要的

旅游体验；室内博物馆则以展示当年的生产文化、产品

为主，并配合完善的解说、表演活动提高游客体验度和

怀旧体验。

重庆工业博物馆是重庆市政府在“十二五”期间打

造的重大文化、旅游设施，是政府利用重庆钢铁厂大渡

口厂区整体搬迁后在原厂区上兴建的一座工业博物馆。

主要收集能够反映、记录重庆工业发展各个不同历史阶

段的代表性实物，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生产产品、文献

图1  重庆工业旅游博物馆 图2  德国鲁尔工业区

资料、音像资料、专利技术资料、生产工艺、商标广告、

生产生活用具用品等具有标志和典型意义的物质和非

物质形态物品。重庆工业博物馆是整个重庆文化的浓

缩，代表了一个城市厚重的工业历史。工业历史则代表

着城市发展的缩影，丰富的工业历史成为展示城市发展

的缩影面。如图1。

2.2 工业遗产模式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工业遗产所在

地逐渐变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地段，其周边也逐渐被住宅

小区所包围。因此工业遗产成为增加周边居民公共游憩

场所的重要途径。如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姆舍公园”，

原为著名的蒂森钢铁公司，停产后被改建为以煤-铁工

业景观为背景的公园，部分厂房和仓库被改造为迪厅和

音乐厅，废旧的储气罐改造为潜水俱乐部的训练池。如

图2。

1999年粤中造船厂破产后，利用厂区的遗存及现

代景观小品将工业遗产地改造为城市开放空间的典型

案例是粤中造船厂旧址改为中山岐江公园。生产旧址

因产业特点会融集众多的工业企业形成以核心企业为

中心的产业链，各类盛极一时的工业企业随着产业转型

在其所在区域关停并转，因工业企业占地面积大、汇集

人员多、配套完善，以此为工业遗产模式旅游提供可行

性。

2.3 创意产业园模式

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

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

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

力的产业。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大的区别是，围绕

“创新、艺术”开展再利用活动，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

赋予工业遗产新的文化涵义，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北京798创意产业园区是我国工业旅游创意产业运用的

纵 横·
SuRvey

50
第43卷第4期 2022年2月



图3  北京798创意产业园区

典型案例。原为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的798创意

产业园区，最初以对外招租的形式寻求闲置厂房和建筑

用地的再利用。产业园中招商引进旅游配套的衣食住

行各类所需的旅游基础设施，同时怀旧、古典、工业风

的厂房设计再配以“老北京”特质的工业附加品如儿童

机械玩具、学习机、红白机、熊猫电视纪念品等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代表工业产品以及销售各类新兴旅游商

品。如图3。

2.4 旅游度假地模式

随着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工业遗产旅

游逐渐兴起，尤其是在英国，工业旅游景点成为英国当

时增长最快的景点。此外欧盟各成员国将工业遗产资源

整合，按照产业门类设计主题游览路线，极大地推动了

欧洲工业旅游的发展。这种再利用模式与前几种最大

的区别，在于突出对原有工业文化的展示。

伊帕尔汗熏衣草观光园景区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伊

宁县域工业园区，是一个工业旅游主题景区（国家4A级

风景区）。整个景区分为婚纱摄影区、综合服务区、工业

游览区、熏衣草观光区四大部分。通过发展熏衣草芳香

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当地的产业转型。如图4。

2.5 工业特色小镇模式

中国将打造一批工业创意园区和工业文化特色小

镇。宁海智能汽车小镇位于宁东新城核心区内，临水见

山，自然生态优美。通过工业参观廊道、汽车主题公园、

科技文化中心等功能区的打造，处处体现智能、汽车、

小镇主题，让人们倘佯在山水之间，体验在智能世界的

快乐、便捷、优质的生活享受。如图5。

在新常态、新风口与新增量的各类新兴赛道中，新

兴工业生产体系中以智能科技、新能源汽车、新型家电

等赛道为发展方向，以此建立的工业特色小镇适应时代

发展、推动科技普及也带来了旅游的新体验，给工业企

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收入。

3  工业旅游之造纸行业可行性分析

图4  伊帕尔汗熏衣草观光园景区 图6  造纸术

图5  宁海智能汽车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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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造纸行业

3.1.1 造纸历史渊源悠久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如图6）。造纸术数千

年历史，造就了人们怀有深刻的造纸和纸张情怀，对纸

张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强和改变。

3.1.2 造纸技艺不断提升

从湿法造纸的传统技艺到现代集成化、机械化的

造纸工艺，从原来简单的用于记录文字的纸张到现在多

功能、复合功能的纸张，从以前易碎、保存不易的纸张到

现在强度高、保存时间久的纸张。千年造纸术在技艺、

理念上不断地提升，其生产流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3.2 工业旅游的造纸行业可行性

3.2.1 文化历史情怀

前文提及到中国悠久的造纸历史和文化情怀以及

在旅游者心中对造纸术探知心和文化历史情怀根深蒂

固，依托文化历史情怀的造纸行业工业游有先天独特的

工业体系优势，且可打造相对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旅游

产业园和旅游产业小镇。文化历史情怀是譬如钢铁行

业、煤炭行业、汽车行业等行业不具备的优势，目前在

国内外的工业旅游经典案例诸如钢铁行业、汽车行业等

兴起于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其文化起源和积淀

远落后于造纸行业。从目前以钢铁洪流和冰冷设备打造

的工业旅游体验来看可让旅游者进行的是一次性探知

旅游；而造纸行业却不是这样的情况，面对冰冷的造纸

设备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情怀，造就了造纸行业的

工业旅游是集成历史文化情怀的可多次复合的旅游，每

一次体验旅游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感受。

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成体系的造纸行业工业旅游

项目，但已有一些新的尝试。中国宣纸文化园项目，由中

国宣纸集团公司负责实施。项目共有中国宣纸博物馆、

宣纸古作坊、宣纸古籍印刷、文房四宝体验园、宣纸陈

列室、书画长廊、文房四宝与书画市场、江南民俗园八

部分组成。中国宣纸文化园总投资约1.5亿元，占地近4

万平方米。

3.2.2 工业载体、资源丰富

数量众多的造纸和纸制品工业企业为工业旅游提

供了丰富的工业载体、资源。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

企业改革，大部分国有造纸工业企业因为产能和技术及

产品积压等原因破产重组和产业升级。

大量经国企改革后的大型造纸工业企业逐步转制

成为民营企业，其大型设备因产业和技术升级不断更

新，为工业旅游中的工业购物游、工业科普游提供了强

有力的体系支撑。一些破产的造纸工业企业，其厂房和

工业设备遗迹为工业遗产游提供了资源和载体。

3.2.3 造纸企业转型升级需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下，造纸行业需要进行绿

色改造和转型升级，传统生产地的技改、升级难度很

大。造纸企业除了要在生产技艺和设备上进行换代升

级以外，还要在扩大经营上下功夫，对某些企业而言，工

业旅游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3.3 造纸行业工业旅游的建议

3.3.1 政策支持

大中型造纸工业企业在地方上作为利税大户，一定

程度上支撑了地方经济发展，针对大中型造纸企业需要

在产业引导、政策加持、人才引进等诸多方面给予全方

位的支持。尤其是在工业旅游方面需要各地方政府给予

更加细化的支持，从产业到招商引资再到政策加成以及

人才积分落户的支持。

一些破产重组的造纸工业企业遗留下来的厂房和

设备，可作为遗产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原有资源和

载体来做工作旅游，需要专项政策、产业、人才支持，同

时附以配套交通、商业、餐饮、银行等产业支持。

3.3.2 模式选择

目前工业旅游模式主要有工业参观游、工业购物

游、工业科普游、企业文化游、工业遗产游等模式。从造

纸企业的体量、规模到经营模式再到产品销售情况，造

纸工业企业在重资产、高技术、可操作和人文、历史、文

化等环节有着别的工业旅游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笔者

认为集文化历史旅游、工业参观游览、工业购物游览、工

业科普游览以及工业遗产游览为一体的工业旅游园或

者旅游小镇载体模式，是最佳的媒介或模式选择。

综上来说，造纸行业的工业旅游在现阶段来看是

可行的。从政策支持、模式选择、政府决策、市场选择等

多方面来说，都证明造纸行业的工业旅游具备人文历史

情怀深厚、载体资源丰富等诸多优势，某种程度上也是

造纸行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需要。

[收稿日期: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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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部刮刀橡胶气囊在线检测漏气
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924093 A

发明人：姜艳春　王智广　杨家万　董凯峰　尚

学城　毛国锋　刘云峰　周彤

申请人：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纸机的前后段设有若干气囊加载的刮刀，用

于处理移动表面。其中气囊的漏气检查工作非常

重要，这是因为一旦它漏气就会造成纸张穿刮刀或

者烘缸黏料。如图1-图2所示，为确保刮刀与烘缸

表面均匀接触，刮刀装置通常利用橡胶气囊通气

膨胀的原理实现刮刀的加载和卸载，且通过改变

气囊内加压量调节刀片与转动辊的接触线压。因

橡胶固有高温老化的特性，而且长时间在高温、加

压的状态下，老化速度加快，因此，烘干部刮刀装

置气囊时常在正常生产中出现漏气现象，但是，根

据现有的安装方法，无法在正常运行时观察它的

漏气情况，只有在停止的情况下才能检查。如果检

查频率较低，则往往错过发现问题的最佳时间；如

果检查频率较高，则需要频繁停机，影响机器运行

效率；与此同时，因缺少气囊漏气的检测手段，只

能在气囊漏气量很大时通过检测漏气的气哨发现

问题，从而容易导致刮刀闭合不严，且气哨发现问

题时已经造成生产停机事故，无法实现漏气提前

预判，使用效果不佳。

提供一种设计合理、使用效果好的烘干部刮

刀橡胶气囊在线检测漏气的装置。

如图1～图5所示，烘干部刮刀橡胶气囊在线

检测漏气的装置的气囊底托上端设有气囊调节结

构，且气囊底托上位于气囊调节结构之间通过枢

轴连接刀片顶板，且刀片顶板位于枢轴两侧的下方

与气囊调节结构相互接触，刀片顶板一端朝向烘

缸方向延伸并且端部设有与烘缸相互接触的刮刀，

气囊调节结构一端设有调压阀，调压阀与气囊调

节结构之间设有气动检测机构，气动检测机构与

调节压阀设置在调节面板上。

其中，气动检测机构包括耐压透明管路，耐压

透明管路内设有当气囊调节结构漏气时能够在耐

压透明管路内滚动上升的气流检测浮球。通过调

压阀将恒压空气通入到气囊调节结构内，当气囊

调节结构完好无损时且压缩空气在充压完成后，

自调压阀至气囊调节结构内的压缩空气是相对静

止的，无气流的流动，此时，气流检测浮球在耐压

透明管路底部；而当气囊调节结构漏气时，自调压

阀至气囊调节结构内的压缩空气会持续补充，气

流产生流动性并吹动气流检测浮球在耐压透明管

路浮动滚动，从而可通过微量漏气情况提前判断

气囊调节结构是否将要产生大量漏气，具有充足

的时间去对气囊调节结构做出修补措施，使用效

专利技术

图1  刮刀装置与烘缸的位置

1—气囊底托  2—枢轴  3—刀片顶板  4—刮刀  5—弧形定位槽  
6—气囊调节结构  7—卸载气囊  8—加载气囊

图2  刮刀对烘缸表面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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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

耐压透明管路两端通过金属导气管固定在调

节面板上，且耐压透明管路周向内侧形成浮球升

降通道，浮球升降通道底部具有倾斜支撑部。

倾斜支撑部直径自上而下逐渐减小，且倾斜支

撑部之间与浮球升降通道之间相互连通。倾斜支

撑部用于形成气流进入间隙以及浮球卡接部。

倾斜支撑部与浮球升降通道连接处周向形成

浮球卡接部，倾斜支撑部与设置在倾斜支撑部端

部的金属导气管之间形成气流进入间隙。气流进

入间隙的设置防止气流检测浮球对金属导气管产

生堵塞。

气流进入间隙周向设有若干呈倾斜设置的气

流通道，气流通道端口朝向气流检测浮球设置，且

倾斜支撑部两端设有用于检测气流进入间隙的气

流检测表。气流检测浮球的直径大于浮球卡接部

的直径，且气流通道的设置可将气流集中朝向气流

检测浮球吹动，提高气流检测的准确性。

气流进入间隙通过气流进入间隙端部的金

属导气管与调节阀相连，且浮球升降通道通过耐

压透明管路一端的金属导气管与气囊调节结构相

连。位于气流进入间隙端部的金属导气管直径小

于流进入间隙的直径，且位于耐压透明管路一端

的金属导气管直径小于浮球升降通道的直径。

气囊调节结构包括卸载气囊和加载气囊，卸

载气囊和加载气囊一端通过密封塞封堵，加载气

囊另一端与耐压透明管路相互连通，卸载气囊和

加载气囊相同的一端通过连接件固定，且气囊底

托两端分别具有弧形定位槽，卸载气囊和加载气

囊设置在对应的弧形定位槽内。弧形定位槽以及

接件的设置能够使卸载气囊和加载气囊在工作时

保持稳定。

调节面板上设有调节按钮和气压表，调节面

板底部设有压缩空气进入管，压缩空气进入管一端

与调压阀相连，另一端设有开关阀门。气压表能够

实时观察卸载气囊和加载气囊内的空气压力，便

于调压阀及时调节气压。

通过压缩空气进入管的压缩空气压强范围为

0.6～0.8 MPa，经过调压阀的压缩空气压强范围

为0.1～0.3 MPa。0.1 MPa的压强足够使气流检

图5  调节面板结构

11—调压阀  12—耐压透明管路  13—金属导气管  19—气流检测
表  21—调节面板  22—调节按钮  23—气压表  24—压缩空气进

入管  25—开关阀门

图4  耐压透明管路安装位置

6—气囊调节结构  11—调压阀  12—耐压透明管路  14—浮球升
降通道  15—倾斜支撑部  16—浮球卡接部  17—气流进入间隙  

18—气流通道  20—气流检测浮球  26—气动检测机构

图3  气囊调节结构进气方向

7—卸载气囊  8—加载气囊  9—密封塞  10—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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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浮球产生运动。

工作原理：烘干部刮刀装置的橡胶气囊的压

缩空气进气方式是一侧通过密封塞封堵，另一侧

通过调压阀将恒压压缩空气通入到卸载气囊、加

载气囊内，当卸载气囊和加载气囊完好无损时，则

压缩空气在充压完成后，自调压阀至气囊调节结

构内的压缩空气相对是静止的，无气流的流动；而

当气囊调节结构产生漏气时，自调压阀至气囊调节

结构内的压缩空气会持续补充，产生流动性；当气

囊调节结构完好时，压缩空气无气流流动，气流检

测浮球在耐压透明管路底部的浮球卡接部；当气

囊调节结构出现漏气时，压缩空气产生气流，气流

吹动气流检测浮球在浮球升降通道内浮动滚动，

从而可判断气囊或管路是否漏气。

技术优点：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在调压阀和气囊调节结构之间设有内部具有

气流检测浮球的耐压透明管路，当气囊调节结构

产生微量漏气时，自调压阀至气囊调节结构内的压

缩空气会持续补充，气流产生流动性从而使气流

检测浮球在耐压透明管路内浮动转动，实现对气

囊调节结构大量漏气的提前预判，且无需停机检

测，为气囊调节结构提前修补提供了时间，使用效

果好。

一种造纸机辊轴接头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921699 A

发明人：不公告发明人

申请人：梁小洁

提供一种造纸机辊轴接头装置，能够对造纸

机辊轴进行稳定连接和定位，避免转轴出现较大

的轴向窜动。

如图1至图10所示：造纸机辊轴接头装置包括

矩形的底板，还包括固定座，固定座用螺栓固定在

底板上侧的两个边缘处。连接管用螺栓固定在两

个固定座之间。端部固定件用螺纹旋接在连接管

的两端处。夹紧件用螺栓固定在固定座的上侧，夹

紧件用螺栓连接到连接管的外壁上。辅助固定架

用螺栓固定在固定座的上侧，辅助固定架枢接到

夹紧件的侧壁上。挤压件连接在两个夹紧件的上

端，挤压件挤压到连接管的上侧。

图3  夹紧件的结构

6—缓冲头  7—第一调节杆  8—安装管  9—夹紧板  10—第一缓冲
座  20—第一缓冲腔  21—底部支撑座

图1  造纸机辊轴接头装置的结构

1—底板  2—固定座  5—夹紧件  22—连接管  23—端部固定件  
43—挤压件  50—辅助固定架

图2  固定座的结构

3—第一支撑座体  4—第一安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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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在使用时，造纸机的辊轴穿设于连

接管内，穿设于连接管内的辊轴用端部固定件进

行轴向定位，避免在传动过程中出现轴向上的窜

动，确保传动过程稳定运行。挤压件对连接管的上

侧固定，确保连接管的上侧受到稳定的挤压力，固

定座对连接管的下侧进行固定，确保连接管的下

部的两侧稳定固定，从而确保连接管的上部和下

部整体受力稳定且实现牢固固定。通过调整夹紧

件带动挤压件，调整挤压件对连接管的挤压力。

固定座包括楔形的第一支撑座体，第一支撑座

体的端部是内凹的圆柱曲面。第一安装槽是凹设在

第一支撑座体内的矩形凹槽。第一安装槽沿着第一

支撑座体的高度方向延伸。

在使用时，连接管用螺栓固定在两个固定座之

间，第一支撑座体的端部是内凹的圆柱曲面，则第

一支撑座体的端部对和连接管外壁结构匹配，第

一支撑座体压紧在连接管的外壁上，实现对连接

管的两侧的挤压固定，确保连接管的横向位置稳

定。夹紧件的下端用螺栓固定在第一安装槽内。

挤压件包括第一外壳，第一外壳侧壁是圆柱曲

面。第一连接槽是圆弧状的，第一连接槽凹设在第

一外壳的内侧壁上，第一连接槽沿着第一外壳的

圆弧方向延伸。第二橡胶柱是半圆柱状的，第二橡

胶柱用螺栓固定在第一外壳内壁上。多个第二橡

胶柱沿着第一外壳的横向截面的圆弧方向分布。弹

簧钢圈是空心的圆弧状的，弹簧钢圈被第二橡胶

板挤压在第二橡胶柱的外侧。弹簧钢圈的两端边

缘枢接在第一外壳的内壁上。第二橡胶板是圆弧

状的，第二橡胶板用螺栓固定在第一连接槽内，第

二橡胶板挤压在弹簧钢圈的外侧。第二橡胶板采

用橡胶材料制备成。第一连接头用螺栓固定在第

一外壳的两端处。第一连接头沿着第一外壳的轴

向延伸。第一连接头是长方体状的，在第一连接头

内凹设有半球状的凹槽。多个半球状的凹槽沿着第

一连接头的长度方向分布。在第一连接头的下端

穿设有圆形的连接孔，半球状的凹槽和圆形的连

接孔连通。

夹紧件包括夹紧板，夹紧板是长方体状的。安

装管是圆管状的，安装管用螺栓固定在夹紧板的

上端。多个安装管沿着夹紧板的上端的宽度方向

排列。第一调节杆是圆杆状的，第一调节杆用螺纹

旋接在安装管的上部。缓冲头是半球状的，缓冲头

枢接在第一调节杆的上端。第一缓冲腔是凹设在

夹紧板的中部的矩形凹槽。第一缓冲腔处于夹紧

板的背离连接管的一侧。第一缓冲座用螺栓固定

在第一缓冲腔内。4个第一缓冲座沿着第一缓冲腔

的长度方向分布。底部支撑座用螺栓固定在夹紧

板的背离第一缓冲座的一侧的侧壁上。底部支撑

座靠近连接管一侧的侧壁是圆柱曲面。

第一缓冲座包括缓冲架，缓冲架是凸字形的，

且在缓冲架的中部凹设有矩形的第一安装孔。支

撑柱是圆柱状的，支撑柱用螺纹旋接在缓冲架内，

支撑柱的上端延伸到缓冲架的上方。第二弹簧套

设在支撑柱上，第二弹簧绑定在缓冲架内腔的顶

部，第二弹簧的另一端挤压在第一缓冲腔的底部。

第一导向管是圆管状的，第一导向管用螺栓固定在

图4  第一缓冲座的结构

11—缓冲架  12—外壳  13—橡胶座  14—调节座  15—第一弹簧  
16—第一升降杆  17—第一导向管  18—第二弹簧  19—支撑柱

图5  端部固定件的结构

22—连接管  24—第一螺杆  25—外顶紧管  26—内顶紧管  27—第
二螺杆  28—第一调节座  34—第一挤压块  35—第二缓冲座  42—

第一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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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架的两端处，即第一导向管用螺栓固定在缓

冲架的凸字形结构的边缘处。第一升降杆是圆杆

状的，第一升降杆用螺纹旋接在第一导向管的上

部。外壳是半圆柱状的，外壳的内部是空腔。

外壳用螺栓固定在第一升降杆的上端。橡胶

座是半圆状的，橡胶座枢接在外壳的内腔里面。调

节座的外壁是圆柱曲面，调节座的上端是内凹的圆

柱曲面，调节座用螺纹旋接在第一升降杆的上部，

调节座挤压在外壳的下侧。第一弹簧套设在第一

升降杆上。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挤压在调节座的下

端和第一导向管的上端。

在使用时，连接管的上侧挤压在第一连接槽

内，连接管的上侧和第二橡胶板用螺栓固定。缓冲

头转动地设置在半球状的凹槽内，第一调节杆滑动

地穿设于圆形的连接孔内。安装管的上端挤压在

第一连接头的下端处。

第一调节杆在安装管内旋转且沿着轴向移动，

第一调节杆带动缓冲头轴向移动，缓冲头拉动第

一连接头，第一连接头拉动第一外壳轴向移动，第

一外壳带动第二橡胶柱、第二橡胶板和弹簧钢圈，

第二橡胶板向下挤压连接管，从而带动连接管向

下移动，实现对连接管的纵向位置的调整。通过

旋转第一调节杆调整挤压件的纵向高度，进而调

整挤压件对连接管上侧的挤压力。当第一调节杆向

下转动时带动挤压件向下压紧在连接管的上侧，

增大对连接管上侧的挤压力。

在使用时，当滚轴产生纵向上的震动时，震动

力传递到第二橡胶板，第二橡胶板采用橡胶材料

制备成，在受到挤压时产生变形以缓解挤压力，起

到缓冲作用。第二橡胶板挤压弹簧钢圈，弹簧钢圈

采用弹簧钢制备成，弹簧钢圈受到挤压时产生变

形以缓解挤压力起到缓冲作用。

弹簧钢圈和第二橡胶板通过曲面接触，在受

到挤压时出现相对滑动，避免硬性撞击导致结构

损坏。多个弹簧钢圈沿着第二橡胶板的圆弧方向

分布，弹簧钢圈和第二橡胶板通过多个接触点位

传递作用力，避免作用力集中在一个位置造成局部

受力较大造成结构损坏，提高了其自身的承载能

力。第二橡胶板和连接管通过曲面接触，在受到挤

压时出现相对滑动，避免了硬性撞击导致结构损

坏，提高了使用时的安全性能。

在使用时，缓冲头和第一连接头通过球面接

触，在出现震动撞击时缓冲头和第一连接头之

间出现相对滑动，避免了缓冲头和第一连接头之

间的硬性撞击导致结构损坏，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能。

在使用时，当挤压件将受到的纵向作用力传递

到夹紧件时。其中，夹紧板的上部向下挤压第一缓

冲座。橡胶座用螺栓固定在夹紧板上。橡胶座受到

挤压后将挤压力传递到外壳，橡胶座在外壳通过

曲面接触，橡胶座在外壳滑动，从而避免了橡胶座

和外壳之间的硬连接结构在受到挤压力时出现结

构折断损坏的情况，提高了承载能力和使用时的

安全性。

外壳向下挤压调节座，调节座向下挤压第一弹

簧，第一弹簧受到挤压产生变形以缓解挤压力起

到缓冲作用。同时，第一弹簧产生反方向的作用力

到调节座上，调节座将作用力传递到外壳和橡胶

图6  第一调节座的结构

29—伸缩杆  30—橡胶垫片  31—第三弹簧  32—第一管体  33—第
一螺母

图7  第二缓冲座的结构

36—第一挤压杆  37—第四弹簧  38—第一橡胶板  39—第一框架  
40—第一筒体  41—第一橡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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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确保外壳和橡胶座纵向上受力平衡，实现对夹

紧板纵向上的稳定支撑，确保夹紧件纵向上整体

受力平衡。

当夹紧板向下挤压支撑柱和缓冲架时，缓冲

架向下挤压第二弹簧，第二弹簧受到挤压产生变形

以缓解挤压力，同时，第二弹簧产生反向作用力到

缓冲架，确保缓冲架纵向上受力平衡，提高其承载

能力。

端部固定件包括外顶紧管，外顶紧管是圆管状

的。在外顶紧管的一端一体成型地设有第一凸起，

第一凸起是圆环状的。第一凸起处于外顶紧管内

腔的端部。内顶紧管是圆管状的，内顶紧管沿着外

顶紧管的轴向穿设于外顶紧管的内腔里面，内顶

紧管和第一凸起轴向对齐。第一螺杆用螺纹旋接

在外顶紧管和内顶紧管上。多个第一螺杆沿着外

顶紧管的圆周方向分布。第一挤压块一体成型地凸

设在外顶紧管另一端的外壁上，第一挤压块是圆

环状的。在顶紧管靠近第一挤压块一端的外壁上

凹设有第一挤压槽，第一挤压槽是圆环状的。连接

管的端部滑动在第一挤压槽内。

第二螺杆用螺纹旋接在第一挤压块上。第二

螺杆用螺纹旋接在连接管端部的边缘处，从而第

二螺杆将连接管和第一挤压块连接起来。第一调

节座用螺纹旋接在第二螺杆上，第一调节座的端

部挤压到第一挤压块上。第一端盖用螺栓固定在

外顶紧管的端部，第一端盖是圆形的，在第一端盖

内穿设有圆形的第一支撑孔。第一端盖的侧壁和第

一挤压块的侧壁相互紧贴在一起。第二缓冲座用

螺栓固定在第一端盖的边缘处。多个第二缓冲座

沿着第一端盖的圆周方向分布。

第一调节座包括第一管体，第一管体是圆管状

的。

第一螺母用螺纹旋接在第一管体的内腔里

面。伸缩杆是圆杆状的，伸缩杆用螺纹旋接在第一

管体两端的边缘处。各伸缩杆沿着第一管体的圆

周方向分布。橡胶垫片采用橡胶材料制备成，橡胶

垫片是圆形的，橡胶垫片用螺纹旋接在伸缩杆背

离第一管体一端的端部。第三弹簧套设在伸缩杆

上。

在使用时，造纸机的辊轴穿设于连接管的内

腔里面，在造纸机辊轴和端部固定件接触的部分

设置有环形的台阶面，该台阶面挤压到内顶紧管

的端部，从而实现对造纸机辊轴端部的定位和支

撑，避免造纸机的辊轴沿着轴向窜动。

在使用时，两个端部固定件分别处于连接管

的两端，辊轴穿设于连接管内，辊轴对接的两个部

分都设置有环形台阶面，且该环形台阶面挤压到内

顶紧管的端部，从而实现对辊轴在轴向上分别从

两端对其进行挤压固定，实现对辊轴的轴向固定，

避免辊轴轴向窜动，提高了辊轴安装的稳定性。

旋转第一螺杆，第一螺杆推动内顶紧管沿着外

顶紧管的内腔滑动，内顶紧管滑动且压紧在造纸

机辊轴的环形台阶面上，实现对造纸机辊轴的轴

向压紧固定。通过调整第一螺杆和内顶紧管的位

置，实现对造纸机辊轴的固定。

旋转第二螺杆，第二螺杆推动第一挤压块沿

图9  辅助固定架的结构

51—第二框架  52—缓冲条  60—第三螺杆  61—第一挤压板

图8  挤压件的结构

44—第二橡胶柱  45—第一外壳  46—第一连接头  47—第二橡胶
板  48—弹簧钢圈  49—第一连接槽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58
第43卷第4期 2022年2月



着连接管的轴向滑动，第一挤压块带动外顶紧管

滑动，外顶紧管带动内顶紧管沿着连接管的轴向

滑动，从而实现对造纸机辊轴轴向的挤压固定。

旋转伸缩杆，伸缩杆伸缩且带动橡胶垫片，橡

胶垫片挤压到连接管的内壁上和第一挤压块的端

部，实现对第一挤压块的位置的压紧固定，从而实

现对外顶紧管的位置固定，以及对造纸机辊轴轴

向的辅助固定。

当外顶紧管轴向窜动时，第一挤压块随着轴向

移动且挤压橡胶垫片，橡胶垫片采用橡胶材料制

备成且受到挤压后产生变形以缓解挤压力，起到

缓冲作用。橡胶垫片挤压第三弹簧，第三弹簧受到

挤压产生变形以缓解挤压力。同时，第三弹簧将反

向作用力传递到橡胶垫片，橡胶垫片将作用力传

递到第一挤压块，确保第一挤压块轴向上受力平

衡，确保端部固定件轴向上受力平衡，位置稳定，

实现对造纸机辊轴轴向位置的牢固支撑和固定。

第二缓冲座包括第一框架，第一框架是长方体

状的，且在第一框架的一侧凹设矩形的第一凹槽。

第一挤压杆是圆杆状的，第一挤压杆滑动地穿设

于第一框架内。第一橡胶板是圆形的，第一橡胶板

用螺纹旋接在第一挤压杆背离第一框架的一端。

第四弹簧套设在第一挤压杆上。第一筒体是圆管状

的，第一筒体用螺栓固定在两个第一框架之间。第

一橡胶柱是圆柱状的，第一橡胶柱穿设于第一筒

体内。

在使用时，造纸机的辊轴穿设于第一端盖内。

当造纸机的辊轴出现轴向窜动时会挤压外顶紧管

和内顶紧管，外顶紧管轴向窜动且挤压第二缓冲

座和第一端盖。

其中，第一橡胶板受到挤压后推动第一挤压

杆，第一挤压杆沿着第一框架滑动，第一橡胶板同

时挤压第四弹簧，第四弹簧受到挤压后产生变形

以缓解挤压力，起到缓冲作用。同时，第四弹簧将

反向作用力传递到第一橡胶板，第一橡胶板反向挤

压第一挤压块，第一挤压块挤压外顶紧管，确保外

顶紧管轴向上受力平衡，实现对造纸机辊轴的稳

定支撑和固定。

两个第一框架将受到的挤压力分别从两侧传

递到第一筒体上，确保第一筒体横向受力平衡。同

时，两侧的第一橡胶板和第四弹簧都受到挤压，两

个第四弹簧都产生变形以缓解挤压力，提高其缓

冲能力。

第一筒体向内挤压第一橡胶柱，第一筒体和第

一橡胶柱通过圆柱曲面接触，在受到挤压时，第一

筒体和第一橡胶柱的接触面出现相对滑动，避免

硬性撞击导致结构损坏，提高使用安全性。

辅助固定架包括第二框架，第二框架是三棱

柱状的。在第二框架的一侧凹设有第一调节槽。第

一调节槽的内部是长方体状的，第一调节槽边缘

的侧壁是圆柱曲面。第一挤压板是薄板状的，第一

挤压板的上边缘和下边缘是圆柱曲面，第一挤压板

滑动在第一调节槽的边缘处。第三螺杆用螺纹旋

接在第二框架内，第三螺杆的端部枢接到第一挤

压板上。缓冲条的一侧用螺栓固定在第一调节槽

的底部，缓冲条的另一侧枢接在第一挤压板上。两

个缓冲条分别连接到第一挤压板的上边缘和下边

缘处。

缓冲条包括第一承载座，第一承载座是长方

体状的。在第一承载座的上部凹设有半圆柱状的第

一滑动调节槽。第一端板是梯形的，两个第一端板

分别用螺栓固定在第一承载座的两个端部。滑动

柱是半圆柱状的，滑动柱的端部枢接在第一端板

上，滑动柱滑动在第一滑动调节槽内。第三橡胶板

是矩形的，第三橡胶板用螺栓固定在滑动柱的上

端。第二调节座是半球状的。多个第二调节座分别

枢接在第三橡胶板和第一承载座上。其中，在第三图10  缓冲条的结构

53—第三橡胶板  54—第二调节座  55—连接柱  56—第五弹簧  
57—第一承载座  58—滑动柱  59—第一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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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板下侧的夹角处凹设有半球状的第一调节凹

槽，第二调节座是半球状的，第二调节座枢接在第

一调节凹槽内。在第一承载座上端的夹角处凹设

半球状的第二调节凹槽，第二调节凹槽和第一调节

凹槽尺寸一致且对应，第二调节座枢接在第二调节

凹槽内。连接柱是圆柱状的，连接柱用螺栓固定在

两个第二调节座之间，两个第二调节座分别枢接

在第二调节凹槽和第一调节凹槽内。第五弹簧套

设在连接柱上。第五弹簧的两端分别挤压到两个

第二调节座的上端和下端。

在使用时，旋转第三螺杆，第三螺杆推动第一

挤压板，第一挤压板枢接到夹紧件的侧壁上。第一

挤压板推动夹紧件挤压到连接管的外壁上，实现

对连接管的两侧的挤压固定。

在辊轴转动且出现横向震动时，夹紧件横向挤

压第一挤压板，第一挤压板挤压第三橡胶板，第三

橡胶板推动滑动柱转动，滑动柱和第一承载座通

过圆柱曲面接触，在受到挤压时，滑动柱沿着第一

滑动调节槽的侧壁滑动，避免硬性撞击导致结构

损坏。第二调节座是半球状的，其在受到挤压时，

第二调节座在第二调节凹槽和第一调节凹槽内滑

动，起到缓解作用，避免挤压力太大造成结构撞击

损坏。两个第二调节座分别从两端挤压第五弹簧，

第五弹簧受到挤压产生变形起到缓冲作用，同时

提高了缓冲条的承载能力。

浆料杂质分离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12900127 A

发明人：孙佳斌　孙行伦　孙行航

申请人：孙佳斌　孙行伦　孙行航

在废纸的回收利用过程中，需要去除废纸中

的残留物，如粉灰、颗粒、塑料薄膜等非植物纤维

的杂质。然而，总会有些许残留的杂质随着废纸的

碎解进入备浆储存塔中。在备浆储存塔中，经水力

碎解后的废纸浆料成为纤维，纤维本身带少量负

电荷，由于水分子的极化，纤维表面的负电荷产生

静电作用，导致纤维与纤维之间、以及纤维与颗粒

细小的杂质之间因静电吸附而絮聚，且不易打散，

影响造纸产品的质量。

提供一种浆料杂质分离系统，该浆料杂质分离

系统可以将具有优异分散性能的浆料与因静电吸

附作用而絮聚的杂质废料进行分离。

如果将浆料从备浆塔的高处输送，并从高位

处提取浆料，可以获得纤维排布规则的具有优异

分散性能的浆料，这些浆料不易发生絮聚，容易打

散。如果将这些优质浆料用于造纸，可以极大地提

高纸品的质量。

如图1所示，该种浆料杂质分离系统包括备浆

塔、进浆管和出浆管。

备浆塔沿自身周向设置多个搅拌器。搅拌器的

转速较低，主要用于搅拌并打散浆料中的纤维，防

止纤维之间因静电吸附发生絮聚。进浆管位于备

浆塔的上部，用于将碎解后的浆料溶液输送至备

浆塔。出浆管一端位于浆料溶液的液面以下的预

定高度处，另一端位于备浆塔的下部，用于收集浆

料。其中，预定高度为h，浆料溶液的液面高度为

H，且h/H＝0.6～0.8。进浆管的一端与上一道工

序中的碎解系统连通，另一端伸入备浆塔中，并从

备浆塔的上部以一定的流速释放至输送至备浆塔

中。碎解后的浆料中含有长短不一的纤维，这些纤

维悬浮于浆料溶液中。出浆管的一端位于浆料溶

液的液面以下的预定高度处，且该预定高度h位于

备浆塔的总高度H的0.6～0.8的位置处，另一端位

于备浆塔的下部，用于将收集的浆料导入下一道工

序中。

浆料中难免会掺杂一些颗粒细小的杂质，浆

料中的纤维本身带少量负电荷，这些杂质在自身重

力作用下向下运动的过程中，因纤维表面的负电

荷产生静电作用，使得杂质与纤维、以及纤维与纤

维之间因静电吸附而逐渐絮聚，并快速沉积到底

部。

由于出浆管距离浆料溶液的液面较近，可以

在浆料因纤维静电吸附而产生絮聚之前的一部分

刚被冲散的浆料先导入出浆管中，这部分浆料中

的杂质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自动下沉，容易被打散不

会发生絮聚，而成为优质浆料被运送至下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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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通过在备浆塔的浆料溶液的液面预定高度h

处提取浆料，可以将浆料溶液中因静电吸附作用

而絮聚的废料杂质与待提取的具有优异分散性能

的浆料进行分离，有利于提升浆料的均匀度，提高

造纸产品的质量。

浆料杂质分离系统出浆管的局部结构如图2所

示。出浆管包括呈预定角度设置的第一管部和第

二管部，以及连接第一管部与第二管部的波形管，

第一管部自上而下渐缩设置，且第一管部沿自身周

向还设置有多个筛孔，第二管部从备浆塔的下部向

外延伸，并与浆泵连通。

第一管部和第二管部之间的预定角度可以为

90°。第一管部自上而下渐缩设置，呈锥形管状结

构，便于将浆料导入至出浆管。第一管部沿自身周

向还设置有多个筛孔，多个筛孔可以快速筛选出浆

料中的水分，过滤出浆料中的纤维，提高浆料的密

度。

第一管部和第二管部为金属材质或者刚度较

大的管路，波形管为可伸缩的塑料件。由于第一管

部和第二管部之间呈预定角度设置，从第一管部

导入的浆料需要换向后从第二管部被吸出，波形

管可以在换向处缓冲浆料，防止浆料发生堵塞。

出浆管的第一管部内设置

有挡片，挡片由第一管部的壁部

沿径向延伸，并形成朝向第二管

部的螺旋下降的旋转通道。

由于第二管部与浆泵连通，

可以使进入出浆管具有一定浓

度的纸浆浆料在负压作用下以

一定的流量从第一管部较粗的

一端进入出浆管。由于压力作

用，纸浆浆料进入阶梯型螺旋

挡片内，使流经此处的部分浆

料出现一个封闭的涡流，封闭

涡流与中间流动的主浆流有一

定的速度差，在主浆流与封闭

涡流之间发生强烈的质量和能

量交换，从而产生强烈的湍流，

湍流之间有较大的速度梯度，产生剪切力，打破浆

料中的絮聚物，经过剪切分散的浆料在呈螺旋状

下降通道流动的过程中不易发生絮聚，提高浆料

的均匀度。

由于进浆管不断将碎解后的浆料导入备浆塔

中，浆料溶液的液面逐渐升高。为了使出浆管的端

部始终距离液面保持预定距离，需要随时调整出

浆管的高度。

浆料杂质分离系统还包括位于备浆塔顶部的

升降机构，升降机构的牵引绳与出浆管的第一管

部连接，用于带动出浆管随浆料溶液的液面变化

而上下移动。

升降机构可以为卷扬机，卷扬机通过滑轮组

和缠绕在滑轮组上的牵引绳带动出浆管上下运动。

由于第一管部与第二管部之间设置有可伸缩的波

形管，可以为第一管部的上下移动预留出合适的变

形量。

为了精确控制出浆管的上下移动量，浆料杂质

分离系统还包括液位传感器和控制器，液位传感器

位于备浆塔的预定位置处，用于感测浆料溶液的

液面高度，控制器与液位传感器和升降机构分别

电连接。

液位传感器是一种测量液位的压力传感器。基

图1  浆料杂质分离系统的结构

1—备浆塔  2—取样接口  3—液位视窗  4—倾斜面  5—锥形结构体  6—废料口  7—搅
拌器  8—进浆管  9—出料口  10—缓流装置  13—出浆管  14—第一管部  17—第二管部  

18—升降机构  19—牵引绳  20—液位传感器  21—波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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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的高度成比例的原理，

采用隔离型扩散硅敏感元件或陶瓷电容压力敏感

传感器，将静压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温度补偿和

线性修正，转化成标准电信号，从而可以感测浆料

溶液的液面高度。

控制器可以接收液位传感器发送的标准电信

号，并将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液面高度，根据液面高

度控制升降机构的运动，以使与升降机构连接的

出浆管的第一管部位于设定的高度，便于提取优

质浆料。

备浆塔的外周面上沿自身高度方向间隔设置

有多个取样接口。通过多个取样接口可以分别抽

取对应高度处的浆料样品，将浆料样品置于存储

器皿中，利用图像采集装置扫描存储器皿中的浆料

样品，以采集浆料样品的浆料絮聚图像，获取浆料

絮聚图像对应的斑纹指数（描述浆料样品的均匀

度）。通过检测各液面处浆料溶液内的纤维含量、

杂质含量以及是否发生絮聚等参数，可以定量控

制浆料的均匀度。

备浆塔的外周面上还设置有液位视窗，液位视

窗与多个取样接口相邻设置。液位视窗便于操作者

从备浆塔外观测备浆塔内的液面高度，便于控制

进浆管的进浆量。

出浆管的第二管部延伸至备浆塔外部的部分

呈曲线结构设置。如图1所示，出浆管的第二管部

延伸至备浆塔外部的部分呈U型曲线设置，以进一

步缓冲浆料的流速，防止浆料被浆泵快速吸出发

生絮聚。

浆料杂质分离系统进浆管的局部结构如图3所

示。进浆管位于备浆塔内的出料口一端还套设有

缓流装置，缓流装置为管状结构，缓流装置的底部

与出料口相对且间隔设置，可以形成导流通道。从

进浆管导入的浆料通过该导流通道沿图3中箭头

所指的方向进入缓流装置，并从缓流装置的顶部

沿图3中箭头所指的方向流出至备浆塔内。

由于进浆管位于备浆塔的上部，从进浆管导

入的浆料具有一定的喷浆压力和喷浆量，缓流装

置可以缓冲浆料的压力和流速，降低浆料的表面

张力及浆料纤维的碰撞机会，减少纤维间絮凝，使

纤维不易缠结。

缓流装置的底部还设置有锥形导流器和多个

排渣口。锥形导流器用于打散浆料，防止浆料在导

流通道出发生堵塞，减缓浆料的喷浆压力。锥形导

流器的纵向截面倾角θ＝30°，使得浆料的喷浆压

力不至过大冲掉锥形导流器，也不至于过小而发

生堵塞。排渣口用于排出在打散浆料的过程中沉

积的杂质，防止杂质堵塞导流通道。

备浆塔的底部设置有倾斜面和与倾斜面对应

的废料口，倾斜面上设置有多个锥形结构体。锥形

结构体用于打散沉积到底部的浆料，尽可能地减

小絮聚的浆料块的大小，防止堵塞废料口。废料口

用于排出浆料溶液中絮聚的废料杂质，这部分废

料杂质可以排出至搅拌设备中，进行快速的二次

碎解。碎解后可以再次通过进浆口进入备浆塔中，

提高浆料的利用率。

环保荧光纸检测定位安装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900138 A

发明人：倪沈华　赵红玲

申请人：倪沈华

荧光纸含有荧光物质的纸，吸收紫外光后，置

于暗处能发出亮光，主要由三种化学物质组成：过

氧化物、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过氧化物和酯类

化合物发生反应，将反应后的能量传递给荧光染图2  出浆管的局部结构

8—进浆管  9—出料口  10—缓流装置  11—锥形导流器  12—排
渣口  14—第一管部  15—挡片  16—筛孔

图3  进浆管的局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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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再由染料发出荧光。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荧光物

质中通常放置了一个槊料夹层，夹层内外隔离了过

氧化物和酯类化合物，经过揉搓，两种化合物反应

使得荧光染料发光。现有的色度仪不方便进行精

确移动调节，对色度仪进行移动以及升降调节灵

活性差，对环保荧光纸的色度检测效率低、精确度

差、可操作性差。

提供对色度仪进行精确定位安装的装置，水

平移动架通过水平滑座沿着水平导轨实现水平移

动调节，从而可以带动竖向移动座与定位机构实

现水平移动调节；从而控制色度仪实现竖向升降

调节以及水平移动调节的环保荧光纸检测定位安

装装置。

如图1、图2所示，环保荧光纸检测定位安装装

置的侧架正面设有水平移动架，水平移动架的正

面设有竖向移动座；侧架的正面设有水平导轨，水

平移动架的背面设有水平滑座，水平滑座安装在

水平导轨上；水平移动架的正面设有竖向导轨，水

平滑座的背面两端均设有一对滑架，每个滑架的

底部设有竖向滑座，竖向滑座安装在竖向导轨上；

竖向移动座的下部设有定位机构，定位机构包括固

定板，固定板的正面设有定位板，定位板的上部设

有上定位座，上定位座的中部设有定位槽，定位槽

的顶部内周面设有紧固环，定位板的下部设有下定

位座，下定位座的中部设有圆台形的定位仓，定位

仓的上端与下端均为开口结构，定位仓安装在定位

槽的下方；下定位座的侧部位置设有锁孔，锁孔插

接有锁杆，锁杆的内端穿过定位仓的侧部位置；上

定位座的侧部位置设有螺纹锁柱，螺纹锁柱的内

端安装在定位槽的内侧部位置，螺纹锁柱的外端

设有锁帽。

将色度仪安装在上定位座与下定位座之间，色

度仪的前端安装在下定位座的定位仓内，定位仓的

下端为检测口；色度仪的后端安装在上定位座的

定位槽内，通过紧固环对色度仪的后端进行套装

并使色度仪的后端牢固地安装在上定位座上；锁

孔插接固定螺栓，通过固定螺栓使色度仪的下端

牢固地安装在下定位座上，通过螺纹锁柱内端使

色度仪的上端牢固地安装在上定位座上，通过锁

帽对螺纹锁柱的外端进行牢固锁接，使螺纹锁柱

进行牢固安装，从而对色度仪进行精确定位安装；

将待检测的环保荧光纸放置在定位机构的下方，

通过色度仪可以对环保荧光纸的色度进行精确检

测；竖向移动座通过滑架与竖向滑座沿着竖向导

轨实现竖向移动调节，从而带动定位机构实现竖

向移动调节；水平移动架通过水平滑座沿着水平

导轨实现水平移动调节，从而可以带动竖向移动

座与定位机构实现水平移动调节；从而控制色度

仪实现竖向升降调节以及水平移动调节。

侧架的一端背面设有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

前部设有驱动轴，驱动轴的外周面套装有驱动轮，

图1  环保荧光纸检测定位安装装置的结构

1—侧架  2—水平移动架  3—竖向移动座  4—水平导轨  5—水
平滑座  6—减速机  7—从动轴  8—从动轮  9—步进电机  10—
驱动轴  11—驱动轮  12—水平传动皮带  13—限位柱  14—防撞
柱  15—驱动电机  16—主动轴  17—主动轮  18—传动箱  19—安
装腔  20—传动轮  21—竖向传动皮带  22—滑架  23—竖向滑座  
24—竖向导轨  25—定位机构  26—固定架  27—固定座  28—顶
架  29—扣座  30—扣架  31—防错位柱  44—导向槽  45—滑部  

46—限位扣片  47—固定螺栓  48—限位座  49—限位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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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架的另一端背面设有减速机，减速机的前部设

有从动轴，从动轴的外周面设有从动轮，从动轮与

驱动轮均安装在侧架的正面，从动轮与驱动轮之

间卷绕有水平传动皮带，水平滑座的上部与水平传

动皮带的底面连接；步进电机通过驱动轴控制驱

动轮实现转动，驱动轮通过水平传动皮带带动从

动轮实现转动，减速机通过从动轴使从动轮转动

稳定性更好，从而使水平传动皮带转动稳定性更

好，通过水平传动皮带带动水平滑座沿着水平导

轨实现来回往复运动，从而实现水平移动自动化

操控。

水平移动架的上端背面设有驱动电机，驱动电

机的前部设有主动轴，主动轴的外周面套装有主

动轮，水平移动架的下端正面设有传动箱，传动箱

内设有安装腔，安装腔内安装有传动轮，传动轮与

主动轮均安装在水平移动架的正面，传动轮与主

动轮之间卷绕有竖向传动皮带，竖向滑座的内侧与

竖向传动皮带的左侧连接；驱动电机通过主动轴

控制主动轮实现转动，主动轮的转动通过竖向传

动皮带带动传动轮实现转动，竖向传动皮带带动

竖向滑座沿着竖向导轨实现竖向移动调节，实现

竖向升降自动化操控。

定位板的顶部设有辅助锁杆，辅助锁杆与螺纹

锁柱的管径相同；辅助锁杆替换螺纹锁柱，通过螺

纹锁柱对色度仪的上部进行牢固锁接。

侧架的正面两端均设有限位柱，限位柱安装

在水平导轨两端的侧旁；通过限位柱对水平导轨

的两端进行限位，防止水平滑座从水平导轨上滑

落。

水平滑座的外侧部位置设有防撞柱；通过防

撞柱对水平滑座的外侧部进行防撞操控，对水平

滑座进行防护。

水平移动架的上端与下端的正面均设有防错

位柱，防错位柱的长度大于竖向移动座与水平移

动架之间的距离；通过防错位柱对竖向导轨的两

端进行防护，对水平移动架的移动距离进行限位，

防止竖向滑座从竖向导轨上滑落。

侧架安装在固定架的正面，侧架与固定架的底

部之间设有固定座，侧架与固定架的顶部之间设有

顶架；固定架与顶架之间设有扣座，扣座的顶部设

有扣架；通过固定架、固定座、顶架、扣座以及扣

架对侧架的背部进行牢固安装。

固定板与竖向移动座的正面之间设有对接板；

固定更加牢固。

水平滑座的对内朝向面两侧均设有滑部，水平

导轨的两侧均设有导向槽，导向槽向内凹陷，滑部

安装在导向槽内；水平滑座通过滑部沿着水平导

轨两侧的导向槽实现稳定滑动，使水平滑座滑动

稳定性更好。

滑架与竖向滑座之间设有限位扣片，限位扣片

的中部设有两道弯曲部，限位扣片的中部安装在滑

架与竖向滑座的端面之间，限位扣片的一端安装

在滑架上，限位扣片的一端、滑架以及竖向滑座之

间设有固定螺栓，水平移动架的正面设有限位座，

限位座的侧部设有限位腔，限位扣片的另一端安

装在限位腔内；通过限位扣片对滑架与竖向滑座

进行牢固安装，限位座通过限位腔对限位扣片的

另一端进行限位，当竖向滑座向上滑动时，限位扣

片的另一端限位在限位腔内；通过限位座对向上

滑动的竖向滑座进行限位，防止向上滑动的竖向

滑座从竖向导轨上滑落，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图2  定位机构的结构

32—固定板  33—定位板  34—上定位座  35—定位槽  36—紧固环  
37—下定位座  38—定位仓  39—锁孔  40—螺纹锁柱  41—锁帽  

42—辅助锁杆  43—对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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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纸业公布2021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2021全年

净收益18亿美元，增幅明显
2022年1月27日，美国国际纸业（IP）公布了2021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财报显示，2021年第

四季度归属于国际纸业的净收益为1.07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0.28美元），而2021年第三季度

为8.64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2.20美元），2020年第四季度为1.53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

0.39美元），季度净收益同比、环比皆有所下降。2021年第四季度净收益环比下降明显主要是由

于第三季度的净收益还包括了出售国际纸业位于波兰的Kwidzyn工厂的税后净收益3.5亿美元。

2021年第四季度调整后营业收益为3.01亿美元，而2021年第三季度为4.31亿美元，2020年第四季

度为2.06亿美元。

从全年来看，2021年归属于国际纸业的全年净收益为18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4.47美

元），而2020年全年为4.82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1.22美元），全年净收益增长明显；调整后

营业收益为13亿美元（稀释后每股3.20美元），而2020年全年为8.48亿美元（稀释后每股2.14 

美元）。

第四季度运营提供的现金为1.07亿美元，其中减掉了与2021年货币化交易相关的大约2.4亿

美元的所得税支付和与CARES法案相关的大约6000万美元的工资税支付。2021年全年运营现金

为20亿美元，而2020年全年为31亿美元。

此外，第四季度债务减少14亿美元，全年达到25亿美元；股票回购4.13亿美元，使全年达到 

8.11亿美元；养老金计划资金充足，并采取了有意义的行动来加速盈利增长，并大幅降低成本结

构。

对于近期的财务表现，国际纸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rk Sutton表示，2021年，国际

纸业在极具挑战性的运营和成本环境中实现了收入和收益增长。在整个2021年，我们满足了

强大的客户需求，同时管理和控制运营和供应链各个环节。我们将产品组合重点集中于瓦楞

包装领域，并采取了有意义的行动来加速盈利增长并大幅降低成本结构。进入2022年，潜在

的客户需求仍然稳固，尽管我们预计由于近期的劳动力和物流限制，近期销量将可能面临压

力，但长远来看问题不大。预计2022年的收益将继续增长，我们也将加速为股东和客户创造

价值。

2021年美国箱纸板产量再创纪录，实现九连增
2022年1月，美国林业与纸业协会（AF&PA）发布了美国造纸厂和纸板厂2021年的初步数据，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箱纸板总产量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5.6%，是过去10年中的第九次增长，

同时，创新美国箱纸板产量记录。

对此，美国林业与纸业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Heidi Brock表示，箱纸板这样的纸制品和

材料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寻求可持续选择的需求，是美国回收率最高的材料之一，按重量计算，从

城市废物流中回收的纸张重量比塑料、玻璃、钢铁和铝的总和还要多。

根据这一信息，旧瓦楞纸箱（OCC）的消费也可能达到创纪录的数字，OCC的消费量与箱纸板

的生产密切相关，截至2021年11月，消费量已经达到2220万吨，略低于2020年创下的全年纪录。

Heidi Brock进一步表示，消费者对可持续纸制品的需求正在增长，我们的行业正加大投资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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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和消费者需

求，协会成员也正致力于推进循环

经济，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承

诺。

美国的纸张回收率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增长，并一直保持在较高水

平，自2009年以来达到或超过63%。

2020年，近66%的纸张被回收利用。

美国造纸业已经宣布2019 -

2023年进行约50亿美元的制造基础

设施投资，以继续在产品中尽可能地使用再生纤维，这些投资将有助于使美国造纸厂和纸板厂

使用的回收纸数量增加约800万吨，比2020年增加25%。

Smurfit Kappa在巴西福塔莱萨投资3300万美元，进

一步扩大南美市场瓦楞包装领域投资
2022年1月18日，Smurfit 

Kappa宣布计划在巴西投资超过

3300万美元，以扩大其福塔莱

萨工厂（Fortaleza plant）的

产能，满足市场对创新和可持续

包装不断增长的需求。

此次扩建包括安装新的瓦

楞纸机，显著提高工厂的货架

包装能力，为新鲜水果、家用

电器和药品等一系列领域的快

速消费品客户提供瓦楞包装服

务。

此外，工厂内还将安装几台高端打印机，为电商包装纸提高所需的高水平精度和质量的打印

服务。此外，将建设一个新的创新中心，促进更多的客户合作，并促进有影响力、可持续和市场领

先的包装解决方案的开发。

Smurfit Kappa巴西地区首席执行官Manuel Alcalá表示，这项投资将确保Smurfit 

Kappa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客户在他们的市场中获得更多份额，新的创新中心和最先进技术的结合

将为与客户合作提供更多机会，为市场提供更加创新、鼓舞人心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美洲区首席执行官Laurent Sellier也表示：巴西总人口的近30%居住在东北地区，而福塔

莱萨工厂的升级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可以加强我们在巴西，尤其是巴西东北这个有吸引力

且发展迅速的地区的影响力，我们很高兴能够将公司全球投资计划的重要资源用于扩大我们在

巴西东北部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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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两家工会与Canfor达成固定模式交易，维护加

拿大制浆造纸领域工人的切身利益
近日，加拿大最大的两家

纸浆和造纸工会——Unifor

和P P W C都已与北美浆纸企业

Canfor 达成了初步协议，致力

于为加拿大西部的林纸行业发

展建立一种固定模式。通过达成

协议，两家工会将为浆纸行业工

人确立固定的工资模式。

U n i fo r工会主席Je r r y 

Dias表示，这项协议为加拿大西

部的林业工人建立了强有力的模式协议，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尤其可在动荡的市场环

境中为他们提供待遇保障的确定性。

Unifor和PPWC两家工会希望通过这一轮集体谈判共同努力，为纸浆和造纸工人制定严格的

工资待遇标准，与Canfor达成的这项协议将涉及两家工会旗下的数千名工人的利益。具体协议

细节在批准会议上提交给成员之前不会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为期四年的协议主要包括了

工人的工资增长、福利改善等领域。

PPWC工会主席Gary Fiege表示，我们对这项努力感到满意，并相信这项交易将为纸浆和造

纸工人开辟一条积极而公平的前进道路。

这一轮谈判还将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地方工会的数千名成员设定了新的模式，这

对加拿大经济复苏也至关重要。

PPWC是代表整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数千名林业工人的工会；Unifor是加拿大私营部

门最大的工会，代表各个主要经济领域的315,000名工人的利益。两家工会都倡导维护所有劳动

人民及其权利，在加拿大和国外争取平等和正义，并努力为更美好的未来创造渐进式发展与变

革。

乌兹别克斯坦重振传统丝质纸生产工艺，开发生产

新技术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官员和当地媒体最近发表的声明，乌兹别克斯坦最近恢复了本国独

特的丝质纸（silk paper）的生产。在传统的撒马尔罕丝质纸（Samarkand silk paper）生产

技术的基础上，近日，乌兹别克斯坦科尼吉尔市（Konigil）又推出了新的丝质纸产品。

据悉，早在一千年前，这种纸被认为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材料之一。自八世纪以来，乌兹别

克斯坦一直是亚洲造纸中心，当时，撒马尔罕地区的工匠首先采取丝质纸造纸技术生产这种类型

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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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丝质纸的历史，桑贾尔·穆赫塔罗夫工厂的一名员工说道：“最开始，我们从中国学会了

造纸术，并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出口纸张。即使大家都了解中国纸张，但当时的撒马尔罕丝质纸仍

然受到了市场欢迎。”

据悉，当时的撒马尔罕纸因其光滑度和颜色以及耐用性高，需求量很大，大多数写在撒马尔

罕丝质纸上的文件仍然保存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博物馆中。

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决定重振撒马尔罕纸的生产技术。首先，因为它很有趣且具有历史渊

源；其次，因为目前丝质纸供不应求，许多艺术家仍然需要这种纸张。

制造本身就是一个耗能和劳动密集型的过程。作为丝质纸生产原料，工匠们开发使用嫩桑

树皮，将其在一大桶水中长时间煮沸，然后将原料在砂浆中处理，将所得均匀物质转移到水中并

进行过滤，之后，再将浆料压在无纺布片上，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今后乌兹别克斯坦将继续改

进提升这种传统生产工艺，加快丝质纸的现代化生产流程。

维美德与Crown Paper Mill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其在

阿布扎比的纸厂提供卫生纸机生产线
2022年1月27日，维美德宣布将为Crown纸厂提供关键卫生纸机技术。近日，Crown纸厂

计划在阿布扎比建设一家年产能为6万吨的卫生纸厂，目前已与维美德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 

(MoU)。

根据协议，维美德将为其全程设计、制造和供应卫生纸机生产线，该生产线预计将于2024 

年第一季度开始生产。

Crown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大型生活用纸生产商，总部位于阿布扎比，工厂总占地面积5万

平方米，年生产能力10万吨，此次投资将进一步提高其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市场份额。

安德里茨向印度JK纸业供货的高效碱炉成功开机
2022年1月26日，安德里茨宣布其向印度JK纸业供货的一台950t/d的HERB高效碱炉已成功开

机，设备安装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塔皮区的Fort Songadh纸厂。

该碱炉设计用于处理阔叶木浆黑液，与工厂目前使用的附带圆盘蒸发器的碱炉相比，实现了

环保且更加节能的运行。这将大大提高工厂的纸浆产量以及热电效率。碱炉还具有独特的垂直

供风系统，可最大程度地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

供货范围还包括：除土建、电气和自动化外的整个工程设计；全部压力部件；辅机设备，例如

启动油枪、黑液喷枪、溜槽、高压蒸汽阀和管道；安全系统（SRS）等。这是目前安德里茨在印度安

装的第四台HERB高效碱炉，展示了安德里茨在印度制浆和造纸市场的高市场份额。

JK纸业是印度领先的综合纸浆、纸张和包装纸板制造商之一，通过采用最先进的创新技术

提供以混合阔叶木为原料的优质纸张和包装纸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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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投产，设计车速80米

-网部：3个全不锈钢网笼中1500*1950，第一

只为带气胀不锈钢网笼，表面为防伪铜网。

网箱带匀浆辊，每个网笼带不锈 钢吸水箱。

不锈钢真空回头辊一只，驱毯 棍两辊分离。

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

毛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压榨部：不锈钢真空吸移辊一只，一压为真 

空压榨一套，二压为勾纹石辊一套，三压 为

勾纹石辊反压一套。所有石辊配气动移 动

刮刀；所有毛布吸水箱为不锈钢材质；所有

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

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烘干部1：12只烘缸中1500*1950，4个毯缸

中800*1950；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

动张紧器；

-施胶机：上下双棍施胶；配不锈钢保温施胶 

槽；配不锈钢弧形辊； 

-烘干部2：6只烘缸中1500*1950，3个毯缸中

800*1950；配不锈钢弧形辊；所有毛毯均带

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所有导辊为铜面

包覆；刮刀若干；

 -软压光机：4辊软压光(传动电机，减速箱

齐全)；配不锈钢弧形辊及气动移动刮刀；配

备辊2只

-水平气动卷纸机 

1575防伪纸机转让
-1575复卷机一套 

-双面分切复卷机一套，瑞安市毅美机械厂

产品

-铜网水印压机一套 

-北京精雕，金属防伪模具冲压雕刻机一套，

主机辅机健全。

-所有传动 电机，减速箱齐全

联系人：奚先生 133489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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