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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溶解浆“全球产业链安全”为背景，以2016～2021

年溶解浆产业数据以及相关事件为基础，分析我国溶解浆产

业安全现状以及产业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

供了可行性应对策略。

关键词：溶解浆；产业安全；全球产业链；产业结构；一带一

路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dissolving pulp industry in 
2016-2021 and the related events, wer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solving pulp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existing 
safety problems. So a coping strategy was provided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Key words: dissolving pulp; industry security;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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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中国的溶解浆产业安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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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中华纸业》杂志特邀撰稿人，任职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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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溶解浆产业安全现状评述

1.1 2020～2021年中国溶解浆产量评述

2019～2021年，中国溶解浆产能稳定在260万t，

2021年实际产量仅有40万t（见表1），本年度没有新产

能释放；溶解浆总产量(普通溶解浆、棉浆、纸改溶解浆

总和)约为50万t，同比减少55.35%。这也是中国溶解浆

产量出现滑坡的第二年。本年度仅有湖南骏泰与太阳纸

业两家单位有过正常的排产计划，其余溶解浆企业均未

有正常排产计划，且由于市场价格受进口溶解浆压制，

两家企业合计生产溶解浆产量40万t。另10万t来源于棉

浆及纸改溶解浆。

2020年是新冠疫情出现元年，也是溶解浆产量下

降元年。从表象的关联性看，疫情是直接导致中国溶

解浆减产的主要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疫情的原

表1  2017～2021年国内溶解浆供应情况

时间

国内溶解浆产量/万t

溶解浆进口量/万t

进口依存度/%

2018年

156

284

64.84

2017年

160

262

62.38

2019年

158

306

66.23

2020年

112

326

74.77

2021年

50

345

87.79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表2  2020～2021年溶解浆进口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来源国

智利

芬兰

印度尼西亚

老挝

葡萄牙

泰国

巴西

日本

捷克

美国

瑞典

南非

加拿大

奥地利

其他

合计

同比

变化/

%

1025.44

54.93

32.33

2.37

1.64

-3.61

-4.21

-10.94

-15.14

-26.5

-32.34

-33.27

-36.34

-39.92

-3.17

6.06

2020年

占比/

%

0.7

5.29

25.47

7.51

2.8

2.55

13.44

3.03

5.7

9.7

5.45

9.26

4.33

4.09

0.68

-

2.28

17.24

82.93

24.44

9.12

8.31

43.75

9.87

18.56

31.58

17.75

30.15

14.09

13.3

2.21

325.58

进口量/

万t

2021年

进口量/

万t

25.66

26.71

109.74

25.02

9.27

8.01

41.91

8.79

15.75

23.21

12.01

20.12

8.97

7.99

2.14

345.3

占比/

%

7.43

7.74

31.78

7.25

2.69

2.32

12.14

2.55

4.56

6.72

3.48

5.83

2.6

2.31

0.62

因，导致了溶解浆下游主要产业纤维素纤维出口量减

少；行业内库存高企，导致纤维素纤维行业尤其是粘胶

短纤行业出现大幅度减产；最终倒逼国内溶解浆产能开

工不足。

从溶解浆环节看，由于粘胶短纤行业的开工率降

低，经济效益低下，导致其向溶解浆环节要效益，对溶

解浆价格进行打压；同时在疫情期间，人民币汇率的升

值，也变相地将国外溶解浆价格压制，最终国内溶解浆

工厂在成本端拼不过国外溶解浆工厂。同时，纸浆价格

在疫情期间景气度相对较高，且其有期货等金融工具

为交易的价格与量护航，使得浆厂生产纸浆的积极性高

于溶解浆；最终引发近两年中国溶解浆的产能出现连续

性下滑。

2021年除环保政策继续从严实施外，在3月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在

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指引下，棉溶解浆工厂在本年度

多数由于政策与成本的影响，退出生产序列，至年底，

全国仅在新疆有少部分棉浆生产企业运营。

综上，在疫情之下，随着我国环保政策从严、政府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纤维素纤维经济景气度低迷、

纸浆比溶解浆经济效益好等多重因素重叠下，造成我国

溶解浆产量在2021年降低至50万t的冰点。

1.2 中国溶解浆进口依存度解读

而从2017～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数据看，每年均

保持稳定的增长，从2017年期初262万t的进口量发展至

2021年345万t的进口量；5年间，进口量增长53.33%。而

我国溶解浆的进口依存度则由2017年的62.38%上升至

2021年87.79%。从数据看，我国的溶解浆产业安全已经

岌岌可危，下游纤维素纤维、纤维素醚等行业，随时可

能会被国外溶解浆生产企业进行“卡脖子”，只要国外

溶解浆企业在某个节点贸然提高溶解浆价格，将直接造

成下游产业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整个产业链在全球的

竞争力。

2  2020～2021年溶解浆进口情况

2021年中国共进口溶解浆345.3万t，同比增长

6.06%（表2）。另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溶解浆进

口均价944.69美元/t，与2020年的687美元/t相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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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升37.51%。从分国别数据看：本年度我国溶解浆进

口来源地进口量同比，老挝、葡萄牙、泰国、巴西等变化

不大，其余变化均较大。这表明，2021年我国溶解浆进

口来源地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对其进行详细解读，以

求寻得变化较大原因。

2.1 从智利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增加最

大的是智利，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25.66万t，同

比增长1,025.44%；全年进口均价881美元/t（见图1）。

2021年从智利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月，进口量

36,617 t，进口单价637美元/t。进口单价最高月在8月，

进口单价1,078美元/t，进口量16,026 t。

从智利进口溶解浆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是：2020

年第三季度，智利阿茹库公司的溶解浆生产线投入使

用，在当年就形成了稳定的产能；该工厂的溶解浆在

2020年8～11月以及整个2021年，均保持稳定生产，并且

保持较为稳定的出口量。

2.2 从芬兰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增加第

二大的是芬兰，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26.71万t，

同比增长54.93%；全年进口均价944美元/t（见图2）。

2021年从芬兰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5月，进口

量44,019 t，进口单价832美元/t。进口单价最高月在9

月，进口单价1,105美元/t，进口量27,273 t。

从芬兰进口溶解浆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是：2021

年4月，斯道拉恩索永久停止溶解浆的生产，专注于具有

增长潜力的业务领域。其位于芬兰东部的Eno c e l l工厂

溶解浆和针叶木浆年产能为49万t，此后该厂将继续生

产溶解浆以外的木浆。Eno c e l l工厂关停后，其原先库

存的溶解浆被陆续发往中国。从图2可以看出，在2021

年后期，其价格基本保持横盘不动，从芬兰进口的溶解

浆量也呈现逐月降低的趋势。如果溶解浆与纤维素纤维

行业没有重大变化，斯道拉恩索不再重启Eno c e l l的溶

解浆生产线后，2022年，从芬兰进口的溶解浆量将可能

逐月降低。

2.3 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增加

第三大的是印度尼西亚，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

109.74万t，同比增长32.33%；全年进口均价961美元/t

（见图3）。2021年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

发生在1～2月，进口量231,695 t，进口单价832美元/t。

进口单价最高月在8月，进口单价1,091美元/t，进口量

119,487 t。

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溶解浆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

是：本年度赛得利完成了对阜宁澳洋的收购，阜宁澳洋

旗下32万t粘胶短纤产能划拨至赛得利（盐城）纤维有

限公司，至此赛得利在中国拥有粘胶短纤产能合计为

182万t，由此造成了赛得利对于溶解浆的使用量较2020

年增加。同时赛得利的兄弟公司巴伊亚在巴西溶解浆工

厂本年度生产出现阶段性产量波动，造成从巴西进口溶

解浆的量与2020年同比减少。这两部分溶解浆造成的

量能缺口，最终依靠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溶解浆来解决。

2.4 从奥地利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减少最

图1  2020～2021年从智利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图2  2020～2021年从芬兰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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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是奥地利，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7.99万t，同

比增长-39.92%；全年进口均价985美元/t（见图4）。

2021年从奥地利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2月，

进口量25,678 t；进口单价743美元/t；进口单价最高月

在9月，进口单价1,299美元/t，进口量665 t。

从奥地利进口溶解浆同比降低较大的原因是：9～

12月，从奥地利进口溶解浆的量急剧下降，尤其是10月

与12月，出现了没有进口量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第三季度奥地利Ha l l e i n工厂检修，对溶解浆工艺

进行了生产上的一些改造，改造的目的是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指标。同时，改造后生产的溶解浆优先提供

给本土纤维素纤维工厂，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溶解浆出

口。

2.5 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减少第

二大的是加拿大，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8.97万

t，同比增长-36.34%；全年进口均价926美元/t（见图

5）。2021年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2

月，进口量23,573 t，进口单价685美元/t。进口单价最

高月在12月，进口单价1,162美元/t，进口量2,130 t。

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同比降低较大的原因是：3

月、8月、12月等三个月中国从其进口溶解浆量同比下降

较多。引发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疫情的波动引发加

拿大部分溶解浆工厂开工率不稳定；同时，由于纸浆比

溶解浆市场经济效益好，造成部分溶解浆工厂转产纸

浆的现象。由于11月与12月其进口量缩减较为严重，需

要继续关注2022年上半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量

的情况，观察加拿大溶解浆工厂减少溶解浆产量的程

度，由此判断我国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的持续性与稳定

性。

2.6 从南非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减少

图3  2020～2021年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图4  2020～2021年从奥地利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图5  2020～2021年从加拿大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图6  2020～2021年从南非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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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的是南非，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20.12万

t，同比增长-33.27%；全年进口均价926美元/t（见图

6）。2021年从南非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2

月，进口量39,217 t，进口单价670美元/t。进口单价最

高月在9月，进口单价1,072美元/t，进口量9,333 t。

从南非进口溶解浆同比降低较大的原因是：本年

度，1～2月、4月和7月从南非进口溶解浆量同比增长，其

余月份均同比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2021

年下半年，因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尤其是德尔塔与奥密

克戎毒株）扩散影响，南非Sappi公司先后关闭了3家溶

解浆生产工厂，并且至2021年年底，整个南非境内的溶

解浆工厂生产情况均表现非正常生产状态。从南非进口

溶解浆与2020年相比，减少9.97万t，这在某种程度上

引发了中国溶解浆市场供应格局的改变。

2.7 从瑞典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减少

第四大的是瑞典，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12.01万

t，同比增长-32.34%；全年进口均价954美元/t（见图

7）。2021年从瑞典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2

月，进口量16,529 t，进口单价670美元/t。进口单价最

高月在8月，进口单价1,120美元/t，进口量12,016 t。

从瑞典进口溶解浆同比降低较大的原因是：由于奥

地利与捷克的溶解浆厂生产不正常，瑞典溶解浆厂采取

有限供应同在欧洲的奥地利等国的纤维素纤维工厂，从

而减少了对华出口。另外，2021年11月，由于溶解浆设备

故障原因，导致瑞典Domsjo整个工厂意外停车。

2.8 从美国进口溶解浆情况

2021年中国溶解浆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同比减少第

五大的是美国，中国从其全年进口溶解浆量23.21万t，

同比增长-26.5%；全年进口均价1187美元/t（见图8）。

2021年从美国进口溶解浆最大进口量发生在1～2月，进

口量37,784 t，进口单价951美元/t。进口单价最高月在

11月，进口单价1,289美元/t，进口量22,517 t。

从美国进口溶解浆同比降低较大的原因是：2020

～2021年，由于中国多地加强控烟，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客观上降低了醋酸纤维的市场应用；同时本年度莱赛尔

纤维行情继续低迷，业内开工率较低。以上两种纤维的

产量低，导致了中国对高端溶解浆需求的减少。同时，由

于本年度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增加，加上美国到中国的运

距也较远，上述是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溶解浆量降低的

主要原因。

3  中国溶解浆产业安全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经在2018年发表于《中华纸业》的“中国溶

解浆产业安全现状及应对策略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溶

解浆产业安全存在四大问题，分别是：（1）发展时间短，

应对大型经济周期经验不足；（2）木片进口依存度大，

溶解浆生产成本无先天优势；（3）生产企业布局混乱，

产品结构单一；（4）我国溶解浆产业定价权较弱。从

2018年至今的溶解浆产业运营情况看，这四大问题在近

几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最终出现了

2022年我国溶解浆产量仅有40万t的现象。当然，出现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需要分析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找

出业内不能解决笔者在2018年提出的溶解浆产业安全

图7  2020～2021年从瑞典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图8  2020～2021年从美国进口溶解浆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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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问题的原因。

2018年至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

叠加使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开倒车”现象，单边主义使

全球合作贸易机制框架和所遵循的规则失衡，全球价

值链分工的基础遭遇挑战，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

给我国溶解浆产业链安全带来一定风险。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

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导致世界经济进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其直

接表现为全球供应链断裂，迫使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

更加关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安全原则甚至部分替代了

效率至上，美日欧都在竭力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迁

回，加速了产业链区域化布局。比如，2021年我国从瑞

典、加拿大、南非等国进口溶解浆减少，一方面是因为

这几个国家的溶解浆工厂限产；另一方面也有其优先保

障欧洲的奥地利等国家的纤维素纤维工厂溶解浆的供

应。

我国溶解浆产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遭遇到整个

产业的严重危机。虽然目前溶解浆减少至40万t的产量，

对国民经济影响甚微。但随着我国储备棉花在疫情期

间被大量消耗后，一旦因为棉花不足需要纤维素纤维来

大量替补时，溶解浆这个环节的产业安全将会被暴露无

遗。故我国的纤维素纤维产业链需要重视溶解浆环节的

产业安全。

4  应对之策

要想解决好溶解浆产业安全的四大问题，就需要

解决溶解浆产业安全的核心问题：成本过高。生产成本

高企的核心是因为我国缺少木片资源。解决这一问题，

仍是需要我国的溶解浆工厂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一带一路”上，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印尼

等东南亚国家拥有丰富的热带雨林；而俄罗斯、白俄罗

斯等国也拥有丰富的针叶林、针阔混叶林等可再生森

林资源。中国的溶解浆工厂与纤维素纤维工厂可以一起

参与到这些国家建设中，为其提供溶解浆生产技术、设

备及基础设施，而当地提供木片以及人工等。这样合作

后，溶解浆的成本会得到有效降低。

在解决溶解浆产业安全过程中，需要“溶解浆-纤

维素纤维”产业链工厂领悟透全球产业链模式本质，形

成“林-浆-纤-纱”产业链立体思维模式。这种全球化

产业链模式具体表现：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纵

向分工的缩短会使产品生产缩回到单个跨国企业内部

进行，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和环节；二

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向上分工的区域化集

聚会使不同企业生产从分散在全球各地回缩到一个区

域内集中生产，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

目前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利用全球化产业链模式进

行紧锣密鼓地布局，比如赛得利在全球的特许林地、溶

解浆厂、纤维素纤维工厂等布局；国内的则有太阳纸业

在老挝的溶解浆布局。

但国内的溶解浆工厂以及纤维素纤维工厂，目前能

够达到全球化产业链模式布局的近乎没有，比如太阳纸

业虽然在溶解浆向上游积极布局；但其下游没有纤维素

纤维工厂，也没有战略合作的纤维素纤维工厂。由于没有

确定的溶解浆使用量，就不能有效保障其溶解浆的生

产量。

综上，虽然我国在2021年仍保持着全球第二大溶解

浆生产产能的地位，但由于溶解浆与纤维素纤维产业没

有形成较好的联动，以及国内的溶解浆产品较为单一，同

时疫情期间没有较为稳定的木片来源，以及近两年溶解

浆经济景气度没有纸浆高等原因，造成了我国溶解浆产业

安全风险在2021年积聚较大，引发我国溶解浆产量新低。

导致下游不得不加大进口溶解浆的使用量，但进口溶解

浆的来源国因为疫情以及贸易战等原因，各来源国所占进

口量比例在2021年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因素交集在

一起，需要从业人员重视我国的溶解浆产业安全，让2021

年的溶解浆行业生态得以改变，以提升我国溶解浆产业

的安全系数，为溶解浆相关产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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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高浓打浆与低浓打浆对纤维的不同处理效果

及高浓打浆在生活用纸生产线上的应用。传统打浆工艺是采

用低浓磨浆机处理商品针叶浆及阔叶浆，某公司技改前也是

采用此种工艺，改用高浓打浆系统处理阔叶浆后，通过实验

和生产实践证明，浆料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特别是浆料强度

得到了明显提升，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可大幅降低生

产过程中针叶浆配比，为企业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生活用纸；高浓打浆；阔叶浆；成纸指标；效益

Abstract: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effects of high-consistency 
refining and low-consistency refining on fibe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igh-consistency refining in tissue paper production line. The 
traditional refining process is to use a low-consistency refiner to 
treat commercial hardwood pulp and softwood pulp. A company 
also used this process before the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After 
switching to a high-consistency refining system to treat hardwood 
pulp, it has been proved by experiments and production practices, 
the pulp qualit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especially the 
pulp strengt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product quality, the ratio of softwood pulp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greatly reduced, creating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manufacturer.
Key words: tissue paper; high-consistency refining; hardwood 
pulp; paper index;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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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作为一种日常消费必需品，随着我国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用纸消费量及产量呈现稳定增长

态势。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3年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风险规避建议报告》

显示，国内生活用纸市场规模由2009年450亿元增加至

2017年的11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了14个百分

点，2018年我国生活用纸市场规模仍保持增长趋势，根

据Eu romon i t or数据，2020年我国生活用纸市场规模

为1415.96亿元，同比增长8.50%。生活用纸市场发展空

间巨大，因此在生活用纸生产厂家大力推广使用高浓磨

浆代替原有低浓磨浆，这种新工艺、新技术将对整个行

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  打浆机理

通过图1可以看出，高浓打浆纤维的受力主要发生

在三个方面：磨盘与纤维间的作用、纤维与纤维间的摩

擦、挤压，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纤维的分层（内部细纤维

化）和分丝帚化（外部细纤维化）。而低浓打浆主要是

磨盘对纤维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切断和分丝帚

化（外部细纤维化）。

与低浓打浆不同的是：高浓打

浆是同时产生纤维的内、外部细纤维

化，同时避免切断。

通过图1(b)可以看出，高浓打

浆时机械浆所产生的外部分丝帚化

极为明显。同时，图1(d)表明高浓打

浆主要是通过纤维之间的相互揉

搓、挤压对纤维产生内部的分丝、分

层（纤维细胞的P层、S1、S2、S3层

之间产生错位），其表现形式为纤

维产生弯曲、扭结和微压缩。纤维挤

压变形后导致纤维变软从而产生弯

曲、扭结及微压缩，见图1(c)，这种

纤维的内部分丝帚化，增加了氢键

结合点，从而使得强度获得提升。打

浆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纤维变软，提

高结合强度。所以高浓打浆所独有 图1  高浓打浆对纤维表面及内部结构的影响

(a) 未打浆化学浆纤维  (b) 机械浆纤维

(c) 高浓打浆产生的卷曲、扭结及微压缩 (d) 高浓打浆产生的纤维内部分层 

的这种纤维的内部细纤维化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使纤

维的结合强度大大提升，同时又不切断纤维，不会产

生因为纤维变短而影响强度，中短纤维由于本身的纤

维长度较短，因此，采用高浓打浆是比低浓打浆更好

的选择。

2  实验室研究

对某厂提供的阔叶木浆（相思木与桉木）进行高浓

打浆和低浓打浆实验研究，分析对比高浓打浆和低浓

打浆处理后的浆料在打浆度、湿重以及FQA纤维形态

（长度、宽度、卷曲指数、扭结性能、细小纤维比例等）

和表面形貌（分丝帚化、切断、卷曲、扭结等）间的差

异，分析对比高浓打浆与低浓打浆制备的纸页在纸张的

裂断长、撕裂指数、松厚度、透气性等方面的性能参数，

具体结果如下：

2.1 高/低浓打浆浆料性能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高浓和低浓打浆浆料的纤维平均

长度、扭结指数、扭结角度、卷曲指数等明显降低，而细

小纤维比例明显增加。表明，低浓打浆均会对纤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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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切断作用，这种切断作用会明

显提高细小纤维的比例，降低纤维的

卷曲和扭结性能。

同时，在同样打浆度条件下，高

浓打浆浆料的平均长度、扭结性能、

卷曲指数等明显高于低浓打浆，而

细小纤维比例明显低于低浓打浆。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高浓打浆浓度

高，磨齿对纤维的作用减弱，主要依

靠纤维间的相互摩擦、挤压、卷曲扭

结等作用产生打浆效果，切断少，因

此与低浓打浆相比能更加有效地保

留纤维长度，并产生更多的分丝帚化

作用，所以细小纤维比例较低，但打

浆后纤维卷曲扭结作用高于低浓打

浆，说明纤维受到挤压、摩擦后被充

分软化。

2 . 2 高浓/低浓打浆浆料的纤维形

貌对比分析

实验中分析了一系列打浆度下高

浓和低浓打浆浆料的纤维表面形貌，

以观察纤维的切断、分丝帚化、卷曲

扭结等性能变化，具体如图2～图6所

示。 

如图2，可以看到未打浆时纤维

表面光滑，纤维比较完整，难以观察

到切断和分丝帚化，导管明显。

如图3，浆料高浓打到22 °SR，纤

表1  高/低浓打浆浆料FQA纤维形态对比

样品

混合浆板1#（未打浆)

混合浆板2#（高浓）

混合浆板3#（高浓）

混合浆板4#（高浓）

混合浆板2#（低浓）

混合浆板3#（低浓）

混合浆板4#（低浓)

扭结

角度

32.89

37.64

37.79

37.22

32.73

18.32

24.97

打浆度/

°SR

17

20

22

27

20

22

27

细小纤维

比例

3.68

3.98

4.32

5.18

4.18

4.93

6.37

打浆浓度/

%

-

20

20

20

1.57

1.57

1.57

平均长度/

Lw

0.724

0.714

0.700

0.686

0.704

0.694

0.656

湿重/

g

3.86

2.71

2.45

2.00

2.8

2.33

1.98

平均卷曲

指数

0.114

0.132

0.131

0.129

0.112

0.093

0.084

扭结

指数

2.29

2.58

2.60

2.56

2.24

2.05

1.87

平均宽度/

μm

14.7

14.5

14.5

14.6

14.7

14.7

14.9

图3  高浓打浆 22 °SR，×100

图4  低浓打浆 22 °SR，×100

图2  未打浆,17 °SR，×100

·特  稿
 FEATURE

9
May, 2022  Vol.43, No.1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图5  高浓打浆 27 °SR，×100

图6  低浓打浆 27 °SR，×100

维表面有较多的分丝帚化，有少量的

纤维被切断，导管比较完整，纤维有

明显的压溃、弯曲、扭结。

如图4，浆料低浓打到22 °SR，

纤维表面只有很少量的分丝帚化，

纤维的切断较重，纤维比较纤细和

挺直。

如图5，浆料高浓打到27 °SR，

其分析结论也和22 °SR时相类似。

实验室采用的瓦利打浆机（轻刀

打浆，打浆时间长）比实际生产用低

浓磨具有更好的分丝帚化效果，当然

其生产效率低。

如图6，实际大生产中采用双盘

磨对桉木进行低浓打浆至27 °SR时，

很难观察到分丝帚化，而切断作用更

为明显。

2.3 高/低浓打浆抄造纸页性能对比

表2  相思木浆板高/低浓打浆抄造纸页性能分析

样品

相思木浆板1#（未打浆)

相思木浆板2#（高浓）

相思木浆板3#（高浓）

相思木浆板4#（高浓）

相思木浆板2#（低浓）

相思木浆板3#（低浓）

相思木浆板4#（低浓）

打浆度/

°SR

16

20

24

31

20

24

31

打浆浓度/

%

-

17

17

17

1.57

1.57

1.57

2.55

2.39

2.24

2.16

2.2

2.01

1.83

松厚度/

cm3.g-1

撕裂指数/

mN.m2.g-1

1.74

3.37

5.33

6.83

2.94

4.94

5.95

定量/

g.m-2

56.208

58.88

56.96

57.456

61.024

59.52

58.048

1.19

2.15

3.51

3.97

1.89

3.49

5.09

裂断长/

km

厚度/

μm

143.5

140.54

127.34

123.98

134.24

119.66

105.94

7512.5

4647.5

1927.5

1077.5

4727.5

2395

722.5

透气度/

ml.min-1

图8  裂断长与松厚度关系图7  撕裂指数与松厚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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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实验中采用获得的一系列打浆度下的高浓和低浓

浆料，抄制定量为60 g/m2的纸页，经过恒温恒湿处理

后，测定其松厚度、撕裂指数、裂断长、透气度等，并进

行分析对比。结果如表2、图7。

由图7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松厚度下，阔叶浆高浓

打浆的撕裂指数较低浓打浆提升非常明显，提高的幅

度在50%～100%。撕裂指数主要受纤维长度和纤维结

合性能影响，因此说明高浓打浆比低浓打浆更加有效

地保留了纤维长度和提升了纤维结合力。在相同撕裂指

数情况下，高浓打浆可以通过更低的打浆度实现，且松

厚度更高。这对于生活用纸纸机抄造和松厚度都有很

好的作用。

从图8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松厚度下，高浓打浆的

裂断长较低浓打浆提升的幅度在30%～80%，表明高浓

打浆在获得高松厚度和高强度时比低浓打浆具有更好

的优势，主要是由于高浓打浆纤维的切断较少以及分丝

帚化效果明显，提升了纤维之间结合力。

从图9可以看出，在获得同样松厚度的条件下，高

浓打浆纸页的透气度明显低于低浓打浆纸页的透气度，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高浓打浆分丝帚化作用明显，纤维

间存在更多的结合，纸页结构更加致密，因此透气度更

低。 

3  生产应用 

经过之前一系列针对阔叶木浆采用高浓打浆应用

于生活用纸的研究及探索，某纸企2019年新上一套高浓

图10  采用高浓打浆前生产工艺流程

图11  采用高浓打浆后生产工艺流程

图12  高浓磨浆机

图13  双圆网浓缩机

图9  透气度与松厚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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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纤维分析仪分析数据

浆样名称

5/12 低浓磨前

5/12 低浓磨后

5/12 高浓磨前

5/12 高浓磨后

纤维重

均长度

(ISO)/

mm

0.809

0.795

1.023

1.005

纤维数

均长度

(ISO)/

mm

0.715

0.696

0.770

0.773

纤维

扭结

数/

1.m-1

2201.0

2194.2

2045.1

1810.8

纤维重

重均长

度(ISO)/

mm

0.891

0.877

1.471

1.415

扭结

角度

deg

39.36

39.54

38.26

38.13

24.50

22.56

24.55

19.58

卷曲

/

%

宽度

/

μm

11.9

12.0

13.0

13.0

细小纤

维比例

(A)/

%

15.64

16.48

16.62

16.12

F1(1)0

～

0.2mm

／%

7.0

7.6

7.7

6.7

F2(1) 

0.2～

0.6mm

/%

18.5

20.3

17.2

16.7

F3(1) 

0.6～

1.2mm

/%

69.7

68.1

59.0

61.4

F4(1) 

1.2～

2.0mm

/%

4.7

3.8

7.1

7.1

0.2

0.2

6.9

6.1

F5(1) 

2.0～

3.2mm

/%

0.00

0.00

2.10

2.00

F6(1) 

3.2～

7.6mm

/%

1.130

1.100

1.150

1.170

分丝

帚化

率／

%

表4  抄片检测物理指标情况

物理指标  

浆样名称

1#高浓打浆前

1#高浓打浆后

2#高浓打浆前

2#高浓打浆后

低浓磨前

低浓磨后

湿重

/

g

2.65 

2.45 

2.50 

2.56 

3.36 

3.13

打浆度

/

°SR

16

21

17

20

16

19

松厚度(定量

25 g.m-2)/

cm3.g-1

3.83 

3.50 

3.90 

3.63 

4.03 

3.87

-

104.86

-

93.21

-

72.30

提升

幅度/

%

提升

幅度/

%

-

-8.77

-

-7.01

-

-3.99

12.30 

25.19 

12.91 

24.94 

9.50 

16.37 

抗张指数（定

量60 g.m-2)/

N.m.g-1

313.20 

449.76 

296.88 

400.28 

299.00 

343.74

柔软度（定量

25 g.m-2)/

mN

提升

幅度/

%

-

43.60

-

34.83

-

14.96

耐破指数（定

量60 g.m-2)/

kPa.m2.g-1

0.69 

1.64 

0.79 

1.56 

0.00 

1.01

提升

幅度/

%

-

137.63

-

96.95

-

-

图14  阔叶浆高浓、低浓打浆后电镜分析

打浆系统，目的是通过对阔叶木浆使用高浓打浆来提升

纸张强度、减少长纤使用量、增加短纤使用量，同时改

善纸页品质。

3.1 使用高浓打浆前、后生产工艺流程（图10、图11）

3.2 主要设备及工艺参数

3.2.1 高浓磨浆机（图12）

生产能力：6～8 t/h，打浆浓度：15%～25%，

型号：H C R11 0 0，磨机形式：单盘，磨片直径：

φ1100 mm，主电机：720～900 kW，6P，10 kV。

3.2.2 双圆网浓缩机（图13）

产量：6～8 t/h，进浆浓度：4%

～6%，出浆浓度：15%～25%，网下白

水浓度：≤500 mg/L。

3.2.3 生产过程中浆样分析

3.2 . 3.1 阔叶浆高浓、低浓打浆后电

镜分析图片（图14）

从电镜图片可以看到，高浓打浆

后纤维相对于低浓打浆有如下区别：

（1）有更明显的弯曲、扭结、压缩，说

明纤维的内部分丝帚化明显；（2）有

更明显的起毛分丝，说明纤维外部分丝帚化更为明显；

（3）纤维长度更长。

3.2.3.2 Valmet FS-5纤维分析仪分析数据（表3）

从纤维分析仪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到：（1）从

纤维长度来看，低浓磨后纤维长度下降较大，而经过

高浓磨浆后纤维长度基本不变，说明低浓磨浆对纤

维切断较多。（2）从细小纤维比例来看，低浓磨浆后

细小纤维比例增长较多，而高浓磨后细小纤维比例

变化较小，说明低浓打浆主要以切断纤维为主；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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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浆以内部细纤维化为主。（3）从分丝帚化率来看，

高浓打浆比低浓打浆高，说明高浓打浆分丝帚化效果

好。

3.2.3.3 抄片检测物理指标情况对比(表4)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高浓磨处理纯短纤对抗张指

数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低浓磨处理纯短纤维，这是高浓

打浆能降低长纤占比的核心原因，因为它可以让纯短纤

提供更高的抗张指数。

3 . 2 . 3 . 4 低浓与长纤低浓+短纤高浓打浆成纸物理性

指标检测数据对比(表5)

3.2.4 经济效益分析

该厂日均产量为160 t/d，浆耗1.06 t/t，生产某产

品原长纤占比25%，采用高浓打浆后长纤占比11.25%，

吨纸长纤节降13.75%，吨纸电耗增加7.6 kWh，我们据

此计算：

年长纤占比节降成本：产量160 t/d×330 d/a×浆

耗1.06 t/t×长纤占比节降值13.75%×长短纤年平均差

价1000元/t=769.56万元/a。

年电耗增加成本：160 t/d×330 d/a×7.6 kW h/

t×0.6元/kWh=24.077万元/a。

年节降综合效益：769.56-24.077=745.483万元/

a。

3.2.5 生产质量优势

较好地发挥纤维原料的强度性能，在保持产品

各项性能指标的前提下，降低长纤的用量；成纸的柔

软度、手感性能显著提升；提高强度的同时保持良好

的松厚度，较低浓打浆可以提高卷取率（轻量化）；

白水浓度低；车间纸尘少；用户体验好；节降化学品

消耗；后加工成品率提高，效率高，质量提升；损纸

处理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备浆（碎浆）程序稳定；浆

料比例调节快速，纸机生产运行稳定性提高；转产方

便、快捷，物料节降；高柔软、高松厚有助于新产品

开发与设计；纤维原料利用效率提高；原料品种等变

化对生产稳定性的冲击变小；工艺组合灵活，适应性

强。

4  结论

从以上试验结果及工厂生产现场实际情况来看，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高浓打浆主要是通过纤维之间的相互揉搓、挤

压对纤维产生内部的分丝、分层，使纤维的结合强度大

大提升，而低浓打浆主要是对纤维的切断，从而损伤了

纤维强度。

(2）采用高浓打浆处理阔叶木浆板，可通过合理控

制打浆游离度，在维持纸页松厚度的同时提高纸页的强

度性能。

(3）采用高浓打浆处理阔叶木浆板，可以大幅度降

低长纤用量，同时纸张拉力较好，纸张松厚度维持不

变，成纸手感较好。

(4）针对以阔叶浆原料为主的生产生活用纸行业来

说，采用高浓打浆是一种比低浓打浆更好的打浆方式。

(5）采用高浓打浆处理阔叶木浆板，为灵活调整浆

料配比中长、短纤用量提供了条件，便于更好地提高成

纸质量及降低生产成本，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

益。

表5  低浓与长纤低浓+短纤高浓打浆成纸物理性指标检测数据

浆样名称

2021.7.27

低浓浆纸样

2021.8.24

高浓浆纸样

伸长

率/

%

29.7

28.2

定量/

g.m-2

13.6

13.7

厚度

(mm/

12层)

1.12

1.10

477.8

410.6

纵湿抗

张强度/

mN

耐破指数/

kPa.m2.g-1

0.39

0.71

吨浆磨浆

能耗/

kWh.t-1

83.4

低浓长纤58;高浓短纤

105;吨纸磨浆能耗91

纸种：13g/m2抽纸

长纤占比：25%

纸种：13g/m2抽纸

长纤占比：25%

注：因检测定量时非取样器取样，且纸样皱折较为严重，导致定量测量存在偏差，定量值仅供参考。

抗张强度/

mN

横向

580.4

639.6

纵向

1427.4

1457.4

柔软度

(mN/2层)

71.8

70.1

纵向 横向

37.3

38.2

[收稿日期:20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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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原材料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介绍了GB/T 28004.1-2021《纸尿

裤 第1部分：婴儿纸尿裤》的标准要求，并与老版标准GB/

T 28004-2011《纸尿裤（片、垫）》进行了内容比较，对新标

准中变更内容进行了着重解读，最后给出了4点新标准实施建

议，以帮助相关企业及检测人员更准确、全面理解和应用新

标准。

关键词：婴幼儿纸尿裤；质量；检测规则；标准；差异

Abstract: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tandard of GB/
T 28004.1-2021 Disposable diapers—Part 1: Disposable diapers 
for baby were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normative reference file, terms and definitions, product 
classif 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requirements 
of raw materials, judgement rules, mark, as well as pack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Meanwhil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old standard of GB/T 28004.1-2011 Disposal diapers were 
compared. Besides, four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tandard, which helping the relative 
enterprise and testing companie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standard correctly.
Key words: disposable diapers for baby; quality; detection rules; 
standards;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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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纸尿片已经从最初的软性需求发展为刚

性需求，婴幼儿纸尿裤/片、隔尿垫巾等受到越来越多

妈妈们的推崇，尤其在城市几乎成为婴儿必备品[1]，其

产品质量一直备受关注。国家标准GB/T  28004-2011

《纸尿裤（片、垫）》既适用于婴儿纸尿裤，又适用于

成人纸尿裤。由于婴儿纸尿裤与成人纸尿裤在原材料、

产品性能、安全要求等方面相差较大，所以全国造纸

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GB/T  28004-2011《纸尿

裤（片、垫）》（以下简称为11版标准）修订时，将其拆

分成了婴儿纸尿裤和成人纸尿裤2个标准。其中GB/T 

28004.1-2021《纸尿裤  第1部分：婴儿纸尿裤》（以下

简称为21版标准）于2021年4月13日发布，将于2022年5

月1日实施。

21版标准与11版标准相比，作了较大修改和变更。

为了使各婴儿纸尿裤生产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此标准，本文对婴儿纸尿裤新旧标准进行比较，并给出

几点建议。

1  标准名称与适用范围

相较于11版标准，21版标准修改了标准名称，同时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婴幼儿游泳用、训练如厕等

特殊功能纸尿裤的生产和质量检验提供了标准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1版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有6个，21版标准的规

范性引用文件有17个。一方面新标准增加了无尘纸、吸

水衬纸等原材料的要求，增加了相应的引用标准；21版

标准还增加了对重金属、可迁移性荧光物质等安全指标

的考核，增加了相应的测试标准；由于试验耗材及原材

料要求的变化，新标准不再引用GB/T 1914《化学分析

滤纸》和GB/T  22905《纸尿裤高吸

收性树脂》2个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与11版标准相比，21版标准增

加了“吸收速度”、“面层附着物”和

“杂质”3个术语，删除了“滑渗量”

术语。因为21版标准增加考核“吸收

速度”、“面层附着物”和“杂质”等

表1　新旧标准“渗透性能”对比

原材料

吸收  第一吸收速度/s

速度  第二吸收速度/s

回渗量/g

渗漏量/g

滑渗量/mL

标准号

GB/T 28004.1-2021

婴儿

纸尿裤

≤50

≤100

≤15.0

≤1.0

-

婴儿

纸尿片

≤50

≤100

≤15.0

-

-

婴儿纸尿垫

(护理垫)

无渗出，

无渗漏

无渗出，

无渗漏

GB/T 28004-2011

婴儿

纸尿裤

-

-

≤10.0

≤0.5

≤20

婴儿

纸尿片

-

-

≤15.0

≤0.5

≤20

纸尿垫

(护理垫)

-

-

无渗

出，无

渗漏

项目，不再考核“滑渗量”。

4  产品分类

与11版标准相比，21版标准增加了按穿戴方式分

类，分为腰贴型纸尿裤和裤型纸尿裤，并且细化了产品

规格，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低出生体重儿用纸尿裤比较特

殊，新标准规定其产品规格可自行规定。

5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与11版标准相比，21版标准用吸收速度代替滑渗

量指标，增加了面层附着物、杂质、防侧漏性能及安全

指标，同时对回渗量、渗漏量、pH等项目内容进行了调

整，删除了全长偏差和全宽偏差，也删除了“也可按订

货合同规定”。如果婴儿纸尿裤执行GB/T  28004.1-

2021，则必须符合其技术指标。

5.1 删除了“全长偏差”和“全宽偏差”考核指标

随着企业生产水平提升，纸尿裤的全长和全宽偏

差很少有不合格情况。再控制其偏差已没有太大意义，

因此21版标准删除了全长和全宽偏差。

5.2 调整了“渗透性能”考核指标和试验方法

纸尿裤的渗透性能考虑的是产品综合吸收液体的

能力，回渗量较大，会导致使用者皮肤与尿液接触，容

易造成不适，且滋生微生物，对皮肤造成伤害[2]。与11版

标准相比，21版标准用“吸收速度”代替“滑渗量”，并

修改了“回渗量”和“渗漏量”的测定方法。因为11版标

准中，“滑渗量”和“回渗量”在测试过程中易出现侧流

的情况，并且测试结果易受人为因素影响，不能很好地

反映产品的差异。与原测试设备相比，21版标准中使用

的渗透性能测定仪具有准确度高、重复性好、更接近实

际使用情况的优点。21版标准增加了测试压力和测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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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使渗漏量测试结果有所增加，所以21版标准渗漏量

考核指标调整为1.0 g。因为婴幼儿尿量不大，21版标准

规定测试婴幼儿纸尿垫（护理垫）的渗透性能时，使用

80 m L生理盐水取代11版标准中的150 m L，更加贴合

实际。

11版标准仅规定“具有特殊功能（如训练如厕等）

的产品不考核回渗量”[3]。21版标准更加详细，明确规定

“婴儿游泳用纸尿裤、低出生体重儿用纸尿裤以及标称

训练如厕或类似用途的产品不考核渗透性能[4]”。新旧

标准“渗透性能”考核指标对比详见表1。

5.3 增加了“面层附着物”考核指标

如果纸尿裤生产企业生产工艺不稳定或高吸收性

树脂、面层不符合要求，可能导致高吸收性树脂从面层

渗出，其中残留的丙烯酸对皮肤具有较大的腐蚀性，与

婴幼儿直接接触可灼伤皮肤、黏膜，乃至烧伤。因此，21

版标准规定了面层附着物指标“≤5颗/片”，对纸尿裤

面层渗出高吸收性树脂的情况予以控制。

5.4 调整了“pH”考核指标

pH值超标可能会降低皮肤抵御病菌入侵的能力，

引起皮肤瘙痒、皮炎甚至宝宝红屁股等疾病[5]。21版标

准参照GB  18401-2010中A类产品要求，将pH范围由

4.0～8.0改为4.0～7.5。同时考虑到11版标准中pH测试

溶液为蒸馏水，测试精度低且测试用介质与实际使用不

符，21版标准使用生理盐水作为介质更符合实际应用情

况，同时测试过程增加过滤步骤，大大提高了测试精度

和稳定性。新旧标准“pH”考核指标对比详见表2。

5.5 增加了“杂质”考核指标

我国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废弃的卫生用品做原材

料。21版标准新增杂质指标，目的是降低使用回收料带

来的风险。21版标准规定“3.0m m2～5.0m m2的杂质

≤2个/片，不应有＞5 mm2的杂质。”

5.6 增加了“防侧漏性能”考核指标

婴幼儿随着年龄增加，活动性增强，在使用纸尿裤

时如果防漏隔边漏尿，会污染衣物、床垫等。21版标准

要求测试时不能有侧漏情况。特别注意，低出生体重儿

用纸尿裤不考核防侧漏性能。

5.7 只在特定情况下考核“交货水分”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环境湿度相差较大，纸尿

裤产品中水分含量易受环境影响，因此21版标准规定交

货水分仅作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

5.8 增加了“安全指标”

由于婴童的各个器官都处在成长发育阶段，更容易

受到外界的侵害，并且儿童自身对外界危害的识别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国家强制性标准《婴童用纸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对产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如邻苯二

甲酸酯、丙烯酰胺、甲醛、重金属等）进行限量规定，但

是由于该强制性标准还未发布，因此在21版标准中单列

了安全指标规定，详见表3。

5.9 增加了“适用体重和适用腰围最大值”的要求

21版标准增加了婴幼儿纸尿裤适用体重和适用腰

围最大值的要求，应符合GB/T  33280-2016中婴儿纸

尿裤要求，其目的是统一产品的包装标识。

5.10 修改了“外观”的要求

21版标准简化了对外观的考核，相较于11版标准删

除了“无硬质块”、“手感柔软”等难以量化的主观判断

要求，同时删除了外观中对渗透性能的要求。21版标准

中渗透性能仅在渗透性能中考核，更加合理。

6  原材料要求

a仅印刷或染色的产品考核。

表3  安全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重金属含量/mg.kg-1 ≤ 铅

                      砷 

                镉 

                汞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丙烯酸胺含量/mg.kg-1 ≤

甲醛含量/mg.kg-1 ≤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 ≤ 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和邻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a/mg.kg-1 ≤

要求

10

2

5

1

无

0.1

6

0.1

20

表2  新旧标准“pH”指标对比

项目

pH

测试溶液

标准号

GB/T 28004.1-2021

4.0～7.5

生理盐水：0.9%氯

化钠溶液

GB/T 28004-2011

4.0～8.0

蒸馏水或去离子

水：pH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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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版标准将“原材料要求”单列一个章节，并增加

了“无尘纸、吸水衬纸、化学品及原料管控”原材料的

规定，并鼓励企业使用可降解材料按照GB/T 39951进

行相关试验。21版标准虽然没有提及“不应使用回收原

料”，并不是没有相关要求，而是从杂质考核中，限制回

收原料在产品中的使用。新旧标准“原材料”要求对比

详见表4。

重金属铅、砷、镉、汞等都可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长期使用接触有毒重金属污染的生活用纸品，可能

导致这些有毒物质转移到人体，并在人体内残留富集，

造成慢性中毒。参考国内外标准和法规，21版标准中规

定铅≤10 m g/k g、砷≤2 m g/k g、镉≤5 m g/k g、汞

≤1 mg/kg。 

荧光剂是一种复合有机物，如果直接和人体的皮

肤接触，会在人体的肝脏或者其他重要器官里积累，不

容易被分解，成为致癌因素[6]。21版标准规定婴童生活

用纸品中应无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纸尿裤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来自绒毛浆或纸制品加

工时使用的助剂聚丙烯酰胺的单体残留。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将丙烯酰胺列为2类致癌物[2]。在纸和纸制品中

极有可能含有丙烯酰胺残留单体，进而对人类健康产生

潜在的危害。21版标准中规定丙烯酸胺含量≤0.1 m g/

kg。

甲醛为较高毒性的物质，能对人的肝脏、肺和神经

系统产生损害，严重时能使人致癌或导致畸形[7]。由于

婴童用纸品在使用时与婴童直接接触，如果产品中含有

甲醛，将会对其健康造成危害。21版标准中对甲醛含量

进行了规定，甲醛含量≤6 mg/kg。

邻苯二甲酸酯可以作为增塑剂和增稠剂等。对于

纸尿裤产品，其中的底膜部位可能会

使用塑料原料，而这些原料在生产中

通常会使用邻苯二甲酸酯作为增塑

剂。为确保婴童的安全，故21版标准

规定纸尿裤（片、垫）的DBP、BBP、

DEHP总量应≤0.1%。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具有毒性，不

溶于水，这种染料在与人的皮肤接触

后，可引发多种恶性疾病、吸收致癌。

因此21版标准规定可分解致癌芳香胺

表4  新旧标准“原材料”要求对比

原材料

绒毛浆

高吸收性树脂

无尘纸

吸水衬纸

化学品及原料管控

可降解材料

回收原料

标准号

GB/T 28004.1-2021

应符合GB/T 21331的规定

应符合GB/T 22875的规定

应符合GB/T 24292的规定

应符合QB/T 4508的规定

应符合GB/T 36420相关规定

鼓励企业按照GB/T 39951进

行相关试验

—

GB/T 28004-2011

应符合GB/T 21331的规定

应符合GB/T 22905的规定

—

—

—

—

不应使用

染料≤20 mg/kg。

7  检验规则

21版标准细化了检验规则，增加了型式检验，相较

于11版标准更加精细。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21版标准对产品销售标识及包装做了更加详细的

规定，要求产品名称中“含婴儿纸尿裤、婴儿纸尿片、

婴儿纸尿垫或婴儿护理垫等字样”；要求标注使用用

途，如游泳裤应含“游泳”字样，训练用应注明训练如

厕或类似用语，方便消费者选择，也便于实验室分类检

测；需要注意的是新标准规定“其他标注内容应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即2021年12月1日

之后生产的产品，标识还需要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GB 

38598-2020《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的规定；

同时在产品运输贮存时提出“婴儿纸尿裤、婴儿纸尿

片、婴儿纸尿垫（护理垫）的保质期一般不超过3年”，

其余变化不大。

9  总结及建议

(1）GB/T  28004.1-2021《纸尿裤  第1部分：婴

儿纸尿裤》于2021年4月13日发布，将于2022年5月1日

实施，新版标准实施之前生产的婴儿纸尿裤可以标识

GB/T  28004-2011或GB/T  28004.1-2021，等2022

年5月1日新标准实施后生产的婴儿纸尿裤，需要标识新

标准GB/T 28004.1-2021。

(2）21版新标准，用吸收速度代替滑渗量指标，增

加了面层附着物、杂质、防侧漏性能及安全指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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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渗量、渗漏量、pH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各生产企业

要提前做好质量把控，降低产品质量风险。

(3）相较于11版标准，新标准增加了原材料“无尘

纸、吸水衬纸、化学品及原料管控”的规定，并鼓励企

业使用可降解材料按照GB/T  39951进行相关试验。企

业在生产前要严格筛查原材料，尤其严控有害物质的带

入。

(4）新旧标准对产品标识要求也不尽相同，需要注

意的是2021年12月1日之后生产的产品，标识还需要满

足国家强制性标准GB  38598-2020《消毒产品标签说

明书通用要求》的规定，企业要及时更换包装材料，避

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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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芳纶云母绝缘纸的主要原料有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和云

母，经过湿法成形和热压工艺制备而成。影响芳纶云母绝缘纸性能的因

素有很多，本文主要分析了云母的粒径、表观形貌和分散性能，研究了云

母粒径对芳纶云母绝缘纸物理性能和电气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

云母目数的增加，云母平均粒径降低，粒径分布越集中，分散越均匀；云

母目数过大和过小都会降低绝缘纸的物理强度和击穿强度，60～100目云

母粒径分布范围较广，芳纶云母绝缘纸可以获得较高的抗张强度、撕裂

度和击穿强度及电气强度，同时获得较低的透气率和收缩率。

关键词：芳纶；云母；绝缘纸；击穿强度

Abstract: Aramid-mica paper is made of aramid chopped, aramid fibrids 
and mica powder. First, aramid-mica paper was prepared by wet forming and 
drying to obtain its initial strength. After that, aramid-mica paper is pressed 
by a hot pressing machine. The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insulated paper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Particle size, apparent morphology and dispersion 
properties of mica were characteriz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e effect of 
mica particle size on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paper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mica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ica mesh. The distribution of mica particle size is more concentrated and 
uniform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ica mesh. The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paper are affected when there are high 
content of large or small particle size mica in aramid-mica insulated paper. The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ramid-mica paper are improved 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mica particle size range is 60~100 mesh.
Key words: aramid; mica; breakdown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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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间位芳纶短切纤维显微镜图

芳纶云母绝缘纸是基于芳纶纸和云母纸新开发

出来的纸种，主要原料有间位芳纶短切纤维、间位芳纶

浆粕和云母，用作高端电气绝缘材料[1-2]。芳纶云母绝

缘纸兼具了芳纶纸和云母纸的特点，即耐高温、耐电

晕和优异的强度性能，克服了芳纶纸耐电晕性能差的

缺点[3-4]。云母是无机颗粒，颗粒之间的搭接仅靠静电

作用力，故仅用云母做成的绝缘纸强度和界面结合性能

较差，因此需要添加芳纶原料进行增强[5-6]。

在芳纶云母复合体系中，除了芳纶沉析纤维/浆粕

的黏结填充作用，云母粒径直接影响沉析纤维/浆粕与

云母之间的结合方式及纸张结构，进而影响芳纶云母

绝缘纸的强度性能和电气性能。在芳纶云母绝缘纸湿

法抄造成形时，大粒径云母与芳纶纤维贴合或者穿插

在纤维间，小粒径云母则会填充到纤维间隙或包覆在纤

维周围，形成石砂型的结构，因此云母粒径大小和含量

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7-9]。本课题主要研究了云母粒径

对芳纶云母绝缘纸性能的影响，确定合适的云母粒度，

有效改善芳纶云母绝缘纸的强度性能和电气性能。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1.1.1 间位芳纶短切纤维

图1为间位芳纶短切纤维显微镜图，可以看出，芳

纶短切纤维细长、圆滑，其长度3～8 m m，产自江苏某

化纤厂。

1.1.2 间位芳纶浆粕

图2为间位芳纶浆粕显微镜图，可以看出，芳纶浆

粕呈现弯曲飘带状，带状较轻薄，纤维长短不一，易卷

曲缠绕，纤维分丝帚化度高，形似植物纤维，产自江苏

某化纤厂。

1.1.3 云母

图3为40～80目云母电镜扫描图，可以看出，云母

颗粒的形状和大小不均一，呈鳞片状，产自河北某厂。

1.1.4 其他化学品

聚氧化乙烯（PEO）和消泡剂等化学品，产自山东

某化工厂。

1.2 实验仪器

本实验主要仪器见表1。

1.3 实验方法

1.3.1 芳纶云母绝缘纸的制备

(1）定量为90 g/m2，其中云母含量50%（按绝干

浆计），沉析纤维+短切纤维50%（按绝干浆计），称取

间位芳纶短切纤维和浆粕进行疏解，加入分散剂和云

母，继续疏解均匀。

(2）将疏解后的浆料加入纸页成形器中，搅拌均匀

后快速成形，湿纸张经过多功能压榨机压榨，之后进行

烘干。

(3）再进行热压，热压压力为20 MPa，得到芳纶云

图2  间位芳纶浆粕显微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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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绝缘纸。

1.3.2 云母鳞片的处理

将云母鳞片煅烧等处理后，分批研磨，研磨粒径分

别为40目、60～80目、100目、200目、300目和400目。

1.3.3 测试方法

1.3.3.1 原料显微镜分析

纤维形态分析：将样品充分分散成单根纤维，放在

载玻片上，进行高倍显微镜观察，使用仪器为CDM-201

显微镜。

1.3.3.2 原料扫描电镜分析

纸样扫描电镜观察：将4 m m×4 m m样品贴到

样品台上，然后喷金进行扫描电镜观察。使用仪器为

KYKY-2800B。

1.3.3.3 云母的粒径分析

将云母体样品加入Bet t er s i z e  2000激光粒度分

布仪，选择云母光学参数，自动测试云母样品的粒径分

布及平均粒径。

1.3.3.4 纸张物理性能测定

定量、厚度、抗张强度、撕裂度和透气率分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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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4-2018、GB/T 455-2002和GB/T 5453-1997进

行测定。

1.3.3.5 纸张收缩率测定

切取纸样20 mm×15 mm规格，在240 ℃处理一定

时间，计算收缩率，公式如式（1）：

S=（L0-L）×100/L 0                   (1）

式中，L 0—处理前试样的长度，mm：L—处理后

试样的长度，mm。

1.3.3.6 纸张电气性能测定

将电压击穿试验仪预热15 m i n，放入纸样，进行

击穿电压的测试。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芳纶云母绝缘纸中芳纶沉析纤维/浆粕起到黏结

填充作用，改善界面结合性能和提高绝缘纸强度，云母

的添加可以提高耐电晕性能。但是，云母是无机颗粒，

颗粒之间结合力弱，直接影响沉析纤维/浆粕与云母之

间的结合方式及纸张结构，进而影响纸张性能。因此，

分析云母的粒径、表观形貌和分散性

能对绝缘纸性能的影响至关重要。

2.1 云母原料的分散性分析

将40目、60～80目、100目、200

目、300目和400目6组云母分别高速

分散30 s，静置5 s，拍照观察云母在

水中的分散情况，图4为不同目数云母

悬浮液分散情况。从图4中可以看出，

随着云母目数的增加，粒径越小，云

母颗粒在水中沉降速度越来越慢，云

图3  云母电镜扫描图

表1  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浆料标准疏解机

卧式电脑拉力仪

鼓风干燥器

平板热压机

多功能压榨机

数字式透气量仪

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

显微镜

扫描电镜

规格型号

EZM-4430

WZL-300B

DHG-9145A

C001

MASP 22H803

YG461E

ASM-32N2F

CDM-201

KYKY-28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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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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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茶明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科技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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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目数云母悬浮液分散情况

图5  不同目数云母显微镜图

母分散越均匀。云母颗粒需要与芳纶原料同步沉降，

云母的分散均匀程度和沉降速度直接影响云母的留着

率、芳纶云母混合体系滤水性和成纸的均匀性，进而影

响绝缘纸的性能。

2.2 云母原料的表观形貌分析

图5为不同目数云母显微镜图。将6组云母用黑色

胶带黏贴一层云母，然后通过数字显微镜观察6组云母

状态。从图5可以看出，40目和60～80目云母呈现鳞片

状结构，100目和200目云母呈现较小的鳞片状，300目

和400目云母颗粒非常细腻。

2.3 云母粒径分布

不同目数云母粒径分布如图6、表2所示，每组粒径

分布图中显示了累积分布和区间分布。结合图6和表2可

以看出，随着云母目数的增加，云母的中位径（D50）逐

渐减小，比表面积逐渐增大。4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为

0～807 μm，主要集中在51～807 μm，累积94.8%；60

～8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为0～807 μm，主要集中在

11～500 μm，累积94.7%；10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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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μm，主要集中在11～150 μm，累积88%；200

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为0～190 μm，主要集中在11～

190 μm，累积94.5%；30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为0～

150 μm，主要集中在0～50 μm，累积93%；400目云母

粒径分布范围为0～50 μm，主要集中在0～10 μm，累

积86%。综上所述，云母目数越大，粒径分布范围越窄，

尺寸集中均一，40～8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最宽，100目

和200目次之，300目和400目粒径分布比较集中。

2 . 4 云母粒径对芳纶云母绝缘纸抗张强度和撕裂度的

影响 

图7是云母目数对抗张强度和撕裂度的影响。从图

7可以看出，随着云母目数的增大，绝缘纸的抗张强度

和撕裂度先增大后减小，粒径在60～200目之间，绝缘

纸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度最高。结合云母粒径分布图和

纸张强度图分析，适当降低云母目数有助于提高纸张的

强度，大鳞片云母在纸张中起到应力传递作用；小粒径

云母填充到大云母粒径相互叠加形成的缝隙中，起到

缓冲的作用。芳纶纤维在纸张结构中起到黏结作用，可

以将大小云母鳞片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纸张强度

增大。当纸张中存在较多的过大云母颗粒时，云母鳞片

自身结构遭到破坏，以及云母和芳纶的结合遭到破坏，

纸张抗张强度和撕裂度降低。当纸张中存在较多的过

小云母颗粒时，鳞片相互搭接产生很多节点，这就会导

致纸张易在节点处断裂，绝缘纸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度

降低。

2.5 云母粒径对芳纶云母绝缘纸透气率和收缩率的影

响

图8是云母目数对透气率和收缩率的影响，从图

8可以看出，当云母粒径为40目时，绝缘纸的透气率较

高，云母粒径大于40目时，绝缘纸的透气率逐渐减小。

图6  不同目数云母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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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目数云母粒径分布

粒径参数

区间：﹤10μm

区间：11～50μm

区间：51～150μm

区间：151～190μm

区间：191～306μm

区间：307～500μm

区间：501～807μm

平均粒径/μm

比表面积/m2.g-1

40目

0.09%

5.11%

27.3%

7.5%

24.5%

25.95%

9.55%

240.2

0.015

60～80目

0.3%

17.2%

32.5%

17%

15.8%

12.2%

5%

150.0

0.017

100目

4%

38%

50%

8%

-

-

61.9

0.06

200目

6.5%

41.5%

52%

-

-

-

54.0

0.078

300目

46%

47%

7%

-

-

-

-

11.4

0.434

400目

86%

14%

-

-

-

-

-

3.9

0.754

这是因为较大的云母颗粒不能很好地填充在纤维空隙

中，且较大粒径的云母颗粒之前形成的空隙也较大，而

含有较多小颗粒的云母可以很好地填充在纤维空隙中，

所以云母粒径影响绝缘纸的透气率。同时，从图8可以

看出，随着云母粒径的降低，纸张的收缩率小范围内

先增加后减小，总体小于0.35%，纸张的收缩率不宜过

大，过大影响使用寿命。

2.6 云母粒径对芳纶云母绝缘纸击穿强度的影响

图9是云母目数对击穿强度的影响，电气强度是衡

量绝缘纸性能的重要指标，从图9可以看出，云母粒径

在60～100目之间绝缘纸有较高的击穿强度，云母粒度

过大和过小都会降低绝缘纸的击穿强度。较大的云母

鳞片剥片程度完整，大云母片在纸张中可以很好地起到

阻碍电流通过、增长电流通道的作用，因此制备出绝缘

纸呈现出较好的绝缘性能，但是当过大粒径的云母占

比过多时，即粒径40目，绝缘纸的透气率较大，绝缘纸

的击穿强度也降低。随着云母粒径的降低，从云母粒径

分布图和显微镜图可以看出，云母层片结构受损坏，碎

片化较为严重，粒径尺寸过小且呈现颗粒状，云母颗粒

间搭接不紧密使得云母发挥的绝缘作用有限，因而在纸

张受到电击时，电流受到的阻挡更小且电流通道较短，

导致纸张整体绝缘性能下降。

综上所述，云母粒径集中在60～100目之间，粒径

分布范围比较广，大粒径和小粒径占比一定范围，芳纶

云母绝缘纸可以获得较高的抗张强度、撕裂度和电气

强度，同时获得较低的透气率和收缩率，抗张强度为

2.64 k N/m，撕裂度为1.6 N，电气强度为23.23 kV/

mm，透气率为1.32 mm/s，收缩率为0.24%。

3  结论

本研究以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沉

析纤维和云母为原料，制备芳纶云母

绝缘纸，通过对比不同粒径云母对绝

缘纸物理性能和电气性能的影响，得

出结论如下：

(1）云母颗粒较大沉降速度过

快，云母颗粒较小沉降速度过慢，都

不能和芳纶原料同步沉降，云母粒径

图7  云母目数对抗张强度和撕裂度的影响

图8  云母目数对透气率和收缩率影响

图9  云母目数对击穿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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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散均匀程度和沉降速度，进而影响绝缘纸的性

能。 

(2）40目和60～80目的云母形貌上均呈鳞片状结

构，100目和200目的云母颗粒较小的鳞片状，300目

和400目的云母颗粒非常细腻。云母目数越大，中位径

（D50）逐渐减小，粒径分布范围越窄，尺寸集中均一，

40～8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最宽，100目和200目次之，

300目和400目粒径分布比较集中。

(3）云母目数过大和过小都会降低绝缘纸的物理

强度和击穿强度。60～100目云母粒径分布范围较广，芳

纶云母绝缘纸可以获得较高的抗张强度、撕裂度和击

穿强度，同时获得较低的透气率和收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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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李丹 报道) 近日，岳阳林纸成功开发礼

品包装纸，填补“目前国内没有能用于水性油墨凹版印

刷的轻量涂布纸”空白。这是岳阳林纸落实中国纸业党

委书记黄欣“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释放创新潜能”要求，

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具体实践。

岳阳林纸礼品包装纸经客户使用反馈，凹版及柔

版印刷色彩还原度高、过机性能好、印刷效果优异，获

得市场一致认可。新纸品将进一步改善公司产品结构，

拓展涂布类产品品种，促进产品高端化，提高盈利能

力。

礼品包装纸是一种用于礼品包装的纸品，经凹版或

柔版印刷（采用水性油墨），包装成小卷筒，终端用在超

市、店面（如蛋糕店面）等场所。

为满足涂布礼品包装纸良好的水性墨吸收性、良好

● 技术信息 ●

岳阳林纸成功开发用于水性油墨凹版印刷的礼品包装纸

的平滑细腻性、良好的柔软性，岳阳分公司技术中心党

支部成立涂布技术研发工作室，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重点

研究礼品包装纸涂料配方，打破胶版印刷类轻涂纸涂

料配方的传统禁锢，在胶黏剂品种与比例、抗水材料的

使用方面大胆突破，确保纸张水性墨吸收性能及纸张涂

层对有机溶剂的吸液性能。同时，优化颜料结构，提高

超级压光效果，改善凹版印刷时的水墨转移，防止浅网

印刷出现露白现象。

岳阳分公司技术中心、生产管理中心、运营（市场）

部、销售公司、品管部、文化纸事业部等部门密切配合，

群策群力，一举完成生产试制。整个试制过程，纸机运

行稳定正常，各定量产品吸墨性、平滑度、粗糙度、白

度、耐折度等关键质量达到标准要求，纸张综合性能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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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应用于江西某造纸厂日处理量

为4.5×104 m3的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中。本文详细介绍了工程

概况、工艺方案、设计参数、工艺特点以及运行情况。建成后

运行情况表明，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可稳定满足出水COD不高于

45 mg/L的排放标准，原水有机物被有效分解或矿化；并且，

与传统芬顿工艺相比，在处理过程中减少了盐分的引入与化

学污泥的生成。

关键词：造纸废水；提标改造；臭氧催化氧化；芬顿；絮凝沉

淀

Abstract: The 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process was applied to 
a paper mill in Jiangxi, with a daily treatment capacity of 4.5×104 

m3 treatment station is under upgrad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 process scheme, design 
parameters,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engineering operation shows that the 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process can stably meet the discharge standard of 
effluent COD not higher than 45 mg/l, and reduce the introduction 
of sal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emical sludge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Key words: papermaking wastewater; upgrading and reconstruc-
tion; 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fenton; flocculating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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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某造纸厂以废纸和植物纤维制浆，生产牛卡

纸和生活用纸，生产原料主要为成品纸浆、废纸制浆以

及竹片、木片等，其造纸及制浆废水排至企业污水处理

站。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4.5×104 m3/d。

1  处理工艺

主体处理工艺为“预处理+生化工艺+气浮+精密

过滤”，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由于该造纸厂距离长江较近，造纸厂污水处理站出

水执行《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

2008）表3标准，部分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B标准，即

COD≤60 mg/L、BOD5≤10 mg/L、SS≤10 mg/L、

NH3-N≤8 mg/L、TN≤12 mg/L、TP≤0.5 mg/L。在

经生化处理后，污水处理站二沉池出水COD可降至78～

117 mg/L，但由于气浮及精密过滤工艺仅对悬浮性颗粒

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难以去除原水中溶解性有机物，

因此改造前出水COD为51～75 mg/L，部分时段出水无

法满足COD不高于60 mg/L的要求。为稳定达到污水处

理厂外排标准，有效减少对受纳水体的污染，企业对深

度处理工程实施升级改造。

2  系统提标改造设计

2.1 设计进出水水质

提标改造工程主要以去除二沉池出水中的COD、

BOD5、SS、色度为设计目标，对二沉池出水中其他污染物

的去除效果无具体要求。此外，随着行业准入标准的不断

提高，为保证项目的前瞻性，本次设计深度处理工艺设计

进水COD≤120 mg/L，深度处理出水COD≤45 mg/L。

深度处理工艺主要设计进、出水水质见表1。

2.2 工艺流程

表1  主要设计进、出水水质

水质指标

进水标准/mg.L-1

出水标准/mg.L-1

BOD5

≤60

≤10

COD

≤120

≤45

SS

≤80

≤10

色度/

倍

≤80

≤30图1  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前处理工艺

造纸废水中往往含有一定的木质素、纤维素以及一

些添加剂，这类物质分子量较大，化学结构稳定，难以

被微生物有效去除，同时又溶解于水中，传统的混凝沉

淀、气浮、过滤等物理化学处理工艺也很难将其去除[1]，

污水处理站的运行数据也反应出此问题。为解决这一

难题，确定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方式为增加以高级氧

化为主的深度处理工艺。

芬顿和臭氧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高级氧化工

艺。芬顿工艺是常用的造纸废水深度处理工艺[2]，其原理

是二价铁离子(Fe2+)与双氧水（H2O2）之间的链反应催化

生成羟基自由基（.OH），.OH氧化电位仅次于氟，高达

2.80 V，电子亲和能为569.3 k J[3]；同时，芬顿工艺兼具

氧化和混凝两种去除污染物能力。但在运行过程中，芬

顿工艺存在化学药剂投加量大、反应过程引入盐分高、

化学污泥难处理、出水难回用等缺陷[4-5]，因此，一般多

用于处理原水COD较高、出水水质标准较低的情形。

臭氧工艺逐渐在市政废水以及化工、制药等工业

废水处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弥补臭氧直接反应选择性

强、对污染物去除效率低的不足，往往在系统中加入相应

催化剂，即臭氧催化氧化。随着《工业用水定额:造纸》等

文件的颁布，节水和水回用成为造纸生产的关键环节，而

臭氧工艺因无盐分引入、清洁、无二次污染而符合处理工

艺要求[6-7]。因此，建立以臭氧催化氧化为主体的造纸废

水深度处理工艺，成为本次提标改造的核心。

改造后的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改造中充分利用

原有构筑物，同时新增反应池、絮凝沉淀池、二次提

升泵房、臭氧催化氧化池、臭氧发生间等构筑物。为应

对不同来水水质，建立Ⅰ、Ⅱ两种运行模式，两种运行

模式皆是以臭氧催化氧化作为主体。模式Ⅰ：即在来水

COD≤120 m g/L时，在絮凝池内投加聚铁絮凝剂与

PAM，形成“絮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模式Ⅱ：

当来水水质恶化或COD＞120 mg/L时，在加药点1投加

浓硫酸、硫酸亚铁、双氧水，在加药点2投加氢氧化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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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形成“芬顿+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应对来水水质

较为恶劣情形。此外，深度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可直

接输送至污泥处理系统进行脱水处理，无需新增设备。

2.3 工艺特点

(1）以臭氧催化氧化为主要的处理单元，可有效去

除难降解COD，使COD稳定降低至较低水平，亦可削

减化学药剂的投加量和污泥产生量；此外，为降低臭氧

投加量，又增设絮凝沉淀工艺用以去除SS、胶体等。

(2）根据原水及生化处理出水水质情况，可切换不

同运行模式。当进水COD≤120 mg/L时，深度处理单元

以“絮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运行；当来水COD＞

120 mg/L时，以“芬顿+臭氧催化氧化”工艺运行；既可

保证出水达标排放，又可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药剂浪费。

3  主体构筑物设计

3.1 芬顿反应池

当深度处理单元进水水质恶化或COD＞120 mg/L

时，切换至芬顿氧化工艺，保证出水效果（模式Ⅱ）。

芬顿反应池1座，分2格。钢筋混凝土结构，配

备涡轮搅拌机，加药点位于氧化池前端，池体尺寸为

35.6 m×20.3 m×5.7 m。

3.2 絮凝沉淀池

絮凝沉淀池通过投加聚铁和PAM等药剂，去除水

中微生物污泥及反应过程中产生的胶体物质等，可有效

去除水中COD和S S。设计絮凝沉淀池采用高效沉淀池

形式，通过污泥回流等措施，提高药剂使用效率。

絮凝沉淀池1座，分2组，钢筋混凝土结构，池体尺

寸为34.5 m×22.0 m×6.3 m，包括：

(1）混合池：1座，分2格，配备涡轮搅拌机。

(2）絮凝池：1座，分2格，配备涡轮搅拌机，絮凝反

应时间为16 min。

( 3）污 泥回流 池：1座，配 备回流 污 泥 泵：

Q=200 m3/h，H=4.0 m，N=5.5 kW，1用1备。

(4）斜管沉淀池：1座，分2格，设置斜管填料、中心

传动浓缩刮泥机和出水槽等。

3.3 臭氧催化氧化池

臭氧催化氧化池与二次提升泵房合建，池体尺寸

为40.6 m×12.65 m×8.45 m，设计两级催化氧化工

艺，采用射流方式投加臭氧，池内设催化填料180 m3。

3.4 臭氧发生间

本工程选择液氧源成套臭氧发生装置。液氧源臭

氧发生器具有臭氧浓度高、运行效果稳定持续、投资

及运营成本低的特点，应用较为广泛。臭氧发生间配套

Q=35 k g O3/h的液氧源臭氧发生器3台，容积50 m3的

液氧储罐2套、尾气破坏装置2台，同时配套轴流风机、

灭火器等。

3.5 综合加药间

综合加药间包括加药、投药、储药场所和变配电

室。设置亚铁加药系统、聚铁加药系统、PAM加药系统

各1套，并配搅拌装置、药剂投加泵等；配套罗茨风机：

Q=8.8 m3/min，P=58.8 kPa，N=18.5 kW，1用1备。

3.6 室外加药系统

根据深度处理工艺的需要，设置室外加药系统1

套，包含浓硫酸、氢氧化钠及双氧水等。建设浓硫酸储

罐、氢氧化钠储罐、双氧水储罐各1套，有效容积分别为

30.0 m3、50.0 m3、50.0 m3。液体储罐配液位计及操作

爬梯，配卸料泵、投加泵等。

4  运行效果

造纸厂污水站提标改造工程于2021年2月建成，正

常运行后，深度处理的水量达到4.5×104 m3/d。深度处

理工艺进水COD≤120 mg/L，按“絮凝沉淀+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运行。表2为改造前和改造后水质指标对比，

图3为深度处理进出水COD情况。由表2及图3可见，增加

“絮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后，出水水质有明显的

改善和提高，在进水COD为78～117 mg/L时，出水各项图2  改造后深度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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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完全满足排放要求，COD降至25～41 mg/L，完全

满足COD≤45 mg/L的外排水标准。此外，在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运行过程中，与传统芬顿深度处理工艺相比，

大幅度削减了药剂投加量、盐分引入量、化学污泥产量

等，为造纸厂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图4为臭氧催化氧化工艺进出水紫外全波谱扫描

对比。由图4可见，臭氧催化氧化进水吸收峰主要集中

在190～300 nm。其中，190～220 nm、220～250 nm、

250～300 nm三个波长范围主要对应的有机物分别为烷

烃、含有共轭不饱和键的酮醛、苯环及杂芳环有机物。

在经臭氧催化氧化后，190～300 n m范围内的波峰数量

与位置下降幅度明显。这表明经臭氧催化氧化作用后，

烷烃、酮醛或苯环等化学基团被开环、断链、分解或矿

化为CO2和H2O
[8]，大幅降低了对受纳水体的污染。

表2  提标改造前后深度处理工艺进、出水水质对比

水质指标

进水

(平均值）

改造前出水

(平均值）

改造后出水

(平均值)

BOD5/

mg.L-1

10～30

（21）

9～24

(16.5)

5～9

（7)

COD/

mg.L-1

78～117

（97.5）

51～75

（63）

25～41

（33)

SS/

mg.L-1

58～77

(66.5)

14～36

（25）

6～8

（7)

色度/

倍

61～79

（70）

26～42

（34）

13～21

（17)

图3  深度处理进出水COD值

图4  深度处理进出水紫外全波谱扫描

5  结论

(1）江西某造纸厂污水处理站规模为4.5×104 m3/d，

在其提标改造中，设计臭氧催化氧化工艺作为主体工

艺，且在应对不同来水水质时，可切换“絮凝沉淀+臭氧

催化氧化”与“芬顿+臭氧催化氧化”两种运行模式。

(2）改造完成后，运行采用“絮凝沉淀+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与改造前对比，出水水质明显提升，COD

稳定不高于45 m g/L，且其他各项指标完全满足排放

要求，紫外全波谱扫描对比结果表明，经臭氧催化氧化

后，原水有机物被有效分解或矿化；另外，与传统芬顿

工艺相比，臭氧催化氧化工艺更清洁、低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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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厂蒸汽管道的柔性设计一直是厂区管道

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柔性设计

方法，能够充分释放管道变形，增大管道柔性，降低

管道应力和对支架的推力、力矩。该方法在东南亚某

大型制浆造纸项目蒸汽管道设计中取得了良好的实际

应用效果，达到了比传统设计方法更小的管道支架载

荷，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蒸汽管道；柔性设计；支架

Abstract: The f lexible design of steam pipeline in 
paper mill is alway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the 
outside pipeline desig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flexible design method, which can fully release the pipe 
deformation, increase the pipe flexibility, reduce the pipe 
stress and the thrust & torque to the support. This method 
has achieved goo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steam pipeline design of a large pulp & paper project in 
Southeast Asia.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 
less pipeline support load and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have been created.
Key words: steam pipeline; flexible design; br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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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工业管道设计中，应保证管道具有足够的柔

性来吸收位移应变，防止管道因热胀冷缩、端点位移造

成管道应力过大、管道推力或力矩过大，造成管道本身

或者支架破坏。因为温度高、管材厚、敷设路径受限等

原因，纸厂大型蒸汽管道的柔性设计一直是厂区管道设

计中的重点和难点。

在东南亚某大型浆纸项目中，在蒸汽管道应力计

算环节，使用传统的设计方法，比如使用固定支架隔开

各管段为自然形成的几何形状，在长直段使用固定支架

间π形补偿的形式，管道对支架的推力、力矩都很大。

而此蒸汽管道大部分敷设在旧有管廊上，业主严格限制

管道对支架的推力和转矩。因此在设计初期，该蒸汽管

道设计一直达不到业主要求。后经过和业主方充分地

分析讨论，在CAESAR-Ⅱ软件中利用不同间隙的限位

支架代替了固定支架，充分释放管道变形，增大管道柔

性，降低管道应力和对支架的推力、力矩。并经过精确

计算，取消了π形补偿器下方的弹簧补偿器，经过多步

优化，该蒸汽管道设计达到了比传统设计方法更优越的

计算结果，优化了管道布置，节省了弹簧支架，最终达到

了业主的要求。

1  项目现场条件

该项目为年产36万t生活用纸项目，配套一期已建

成的200万t浆厂。项目位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某市偏

远森林内，距离市区75 k m。厂址位于环太平洋地震

带边缘位置，地震震级按照印尼当地法规《SE I SM IC 

R E S I S TANT  DE S I GN  S TAN DARD  FOR 

BULIDING  STRUCTURES  SNI-1726-2002》，地

震加速度如表1。

风速采用10 m以上处的风速（100年一遇的3 s阵

风）为30 m/s。风速形状系数为0.6。

管道安装工况环境温度取18 ℃。

2  管道总平面布置

该DN600中压蒸汽管道从已有电厂蒸汽管道母管

表1  地震加速度

管道平面

矢量一

矢量二

最大联合加速度/g

X

0.146

0.146

Y Z

图1  管道总平面布置

表2  工况类型（LOAD CASE）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工况4

工况5

工况6

工况7

工况8

工况9

工况10

工况11

工况12

工况13

工况14

工况15

工况16

工况17

工况18

工况19

工况20

工况21

工况22

工况23

工况24

工况25

工况26

工况27

工况28

工况29

(HGR)

(HGR)

(HYD) 

(OPE)

(OPE) 

(OPE)

(OPE)

(OPE)

(OPE) 

(OPE)

(OPE)

(SUS)

(EXP) 

(EXP)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OCC)

W

W+T1+P1

WW+HP+H

W+T1+P1+H

W+T2+P2+H

W+T1+P1+H+U1 

W+T1+P1+H+U2 

W+T1+P1+H+WIN1

W+T1+P1+H+WIN2

W+T1+P1+H+WIN3

W+T1+P1+H+WIN4

W+P1+H 

L13=L4-L12

L14=L5-L12

L15=L6-L4

L16=L7-L4

L17=L8-L4

L18=L9-L4 

L19=L10-L4 

L20=L11-L4 

L21=L12+L15

L22=L12+L16 

L23=L12+L17 

L24=L12+L18 

L25=L12+L19 

L26=L12+L20 

L27=L21,L22 

L28=L23,L24,L25,L26 

L29=L4,L5,L6,L7,L8,L9,L10,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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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接出，后沿着旧有一期管廊敷设，每一直段大约为

400 m左右，三个直段共计1.2 km后敷设至新建管廊。

然后沿新建管廊依次分支进入各新建制浆和造纸车间

内。蒸汽管道总平面布置如图1。

3  CAESAR-Ⅱ软件建模计算

按照现场管廊实际条件，对DN600中压蒸汽管道

进行建模。设置管道各类参数如下：

管道介质：过热蒸汽；工作压力1.3 M P a，设计压

力1.4 MPa；工作温度220 ℃，设计温度225 ℃；水压试

验压力2.76 MPa。管道材料ASTM A106M；材料管径

×壁厚：φ610×17.48 mm。

计算标准：A S M E  B31.1-2 010《P o w e r 

Piping》。

综合风载、地震载荷、水压工况等组合，共考虑了

29种工况类型进行分析计算，如表2。

3.1 限位支架组合导向支架的应用

表3  DN600管道支架最大允许载荷

温度/℃

载荷/kN

垂直力

20

134

150

112

300

87.4

径向力

20

57.6

150

48.4

300

37.4

轴向力

20

73.6

150

61.8

300

47.8

Rigid +Z; Rigid GUI; Rigid LIM 

Rigid LIM w/gap; Rigid +Z

表4  载荷比较

节点

号

140

270

FX  N.

 

0

0

0

39941

0

0

0

0

0

39941

39941/L6

0

0

0

37257

0

0

0

0

0

37257

37257/L6

FY  N.

198

-8275

-8047

-7139

20934

-8275

-8275

-8275

-8275

20934

20934/L7

0

0

0

0

0

0

0

0

0

0

FZ  N.

-6834

-18918

-18507

-22303

-15608

-18918

-18918

-18918

-18918

-22303

22303/L6

-101835

-55726

-55984

-53603

-68502

-55726

-55726

-55726

-55726

-68502

-101835/L3

工况

类型

3(HYD)

4(OPE)

5(OPE)

6(OPE)

7(OPE)

8(OPE)

9(OPE)

10(OPE)

11(OPE)

29(OPE)

MAX

3(HYD)

4(OPE)

5(OPE)

6(OPE)

7(OPE)

8(OPE)

9(OPE)

10(OPE)

11(OPE)

29(OPE)

MAX图3  限位支架组合导向支架设计图

在该DN600中压蒸汽管道的初次计算中，采用的

是传统的支架设置方法，即使用固定支架隔开各管段自

然形成的L形几何形状做自然补偿，长直段则使用固定

支架间π形补偿，管道应力计算是合格的。但是管道对

固定支架的推力、力矩都比较大，这也是传统设计方法

固有的缺点。但业主方不仅要求管道应力计算达标，并

且考虑到该管道大部分敷设于旧有管廊上，而旧管廊并

没有预留该蒸汽管道的载荷，因此提出固定支架的力必

须减小。

经过分析讨论，我们提出采用两端带间隙的限位

支架和导向支架组合起来代替固定架起到限制管道位

图2  CAESAR-Ⅱ计算模型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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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和扭转的作用。因限位支架两端存在间隙，所以管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下自由伸缩，降低了支架所受水平轴向

推力。同时采用多个导向支架限制管道的扭转，可以分

散管道的水平径向推力。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大大降低了

支架整体的受力水平。

滑动支架总载荷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0.1/F/F/F ,,, ≤++ allowLLallowvvallowaa FFF
业主方还提出所有支架受力都应严格满足如表3

所示要求，单纯设置限位支架尚不能完全满足载荷要

求。

[收稿日期:2022-02-24]

图4  限位支架间隙设置

140号支架为限位架+导向架，限位架间隙100 mm。

270号支架为限位架+导向架，限位架间隙70 mm。

360号支架为限位架+导向架，限位架间隙100 mm。

406号支架为限位架+导向架，限位架间隙100 mm。

490号支架为限位架+导向架，限位架间隙80 mm。

图5  U型补偿现场照片

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为：逐个调整各限位支架间隙，

以平衡被限位支架分隔开的每段管段不同的柔性。如图

4所示部分管道为例，设10～140号支架之间管段为管段

一，140～270号支架之间管段为管段二，270～360号支

架之间管段为管段三。因为这三段管道柔性各不相同，

将管段间设置相同间隙的限位架，则管段一与管段二之

间的推力会大于管段二与管段三之间的推力，造成支架

之间承受的推力不平衡。应该根据推力分配情况，调整

相应限位架间隙，调配各限位架之间的推力至均衡，减

小支架推力极值。经过反复优化，最终的限位支架间隙

设置情况如图4所示。

表4是140号支架和270号支架各工况下的载荷

实际计算结果，可见14 0号支架最大轴向水平推力

FX≈40 kN，270号支架最大轴向水平推力FX≈37 kN，

大致相当。

3.2 弹簧支架的取消

经过CA E S A R-Ⅱ软件各工况的计算，严格设

计控制了U型弯下段持续载荷工况下变形不超过

10 mm。经和业主沟通讨论，取消了U型补偿下方的弹

簧支架，为业主节省了费用。现场实际使用情况良好，

如图5所示。

4  结语

以国外某大型浆纸项目蒸汽管道设计为例，讲述

了如何通过限位支架组合导向支架代替固定支架的新

型管道柔性设计方法，解决了传统蒸汽管道设计方法

中固定支架受力过大的问题，满足了尽量减小管道支

架受力的严格要求。并通过CA E SA R-Ⅱ软件各工况

的详细管道分析，进一步优化支吊架设计，节省了费

用。本文可为蒸汽压力管道设计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开拓思路。

参考文献

[ 1]唐永进.压力管道应力分析:第2版[ M ] .北京:中国石化出版

社,2009: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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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中试表明，AKD用于表面施胶效果好于浆

内施胶，并能有效减少AKD在实际使用中水解、污染毛

布、纸机断头等问题。

关键词：AKD；浆内施胶；表面施胶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trial production test show that 
AKD is used in surface sizing is better than in pulp sizing. 
And i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lems such as 
hydrolyzation, contamination of blanket and web breakage 
of paper machine.
Key words: AKD; internal sizing; surface 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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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纤维之间存有大量微孔，同时，由于纤维素和

半纤维素都含有亲水性羟基，很容易吸收水或其他液

体。在使用纸张的过程中，为了使纸张具有一定的抗拒

液体渗透的能力（主要是水），需要添加具有抗拒液体

渗透能力的胶体或用成膜物质覆盖表面，以防止或减少

液体渗入纸张内部[1]。这种材料被称为造纸用施胶剂。

根据施胶剂添加方式的不同，可分浆内施胶剂和表面

施胶剂两种。

AKD通常用作纸浆中的中性施胶剂，通过吸附在

微细纤维、填料以及纤维表面，上网后随着这些纸料

留着在湿纸页中。在干燥段，随着纸页中水分的逐步降

低，AKD颗粒在干燥温度的影响下熔化并铺展到纤维

表面。纤维素的羟基与朝向纤维的反应性官能团反应，

形成不可逆的β—酮酯[2]固定在纤维上，使疏水性烷基

朝外，赋予纸张抗水能力[1]。

ASA也是一种常用的中性施胶剂，可在pH5～9范

围内使用。在造纸机运行期间，留着在纸张中的大部

分ASA胶料迅速与纤维发生反应，完成施胶所需的时

间很短，纸张在纸机上干燥后即可达到90％的施胶效

果。  

国内某纸厂现用的浆内中性施胶剂有AKD、ASA

（使用量少）搭配使用，用的表面施胶剂是表面胶淀

粉。生产双胶纸时，为了提高双胶纸的施胶度，施胶剂

AKD用量大，夏季气温高AKD更易水解，导致污染毛

布、纸机断头增多、生产运行不正常。为减少因造纸系

统污染引起的断纸，稳定纸机运行，本课题通过试验在

上料站的表面胶淀粉内加入AKD，替代浆内AKD，对

纸张施胶度、毛布清洁程度、纸机运行情况进行研究。

1  实验

1.1 实验方案

某工厂双胶纸纸机，生产双胶纸定量70 g/m2，浆

料配比为针叶浆∶阔叶浆∶机械浆=5∶25∶70。实验前，

浆内施胶AKD用量12 kg/t纸，ASA用量1 kg/t纸。

实验中AKD的加入点由浆内施胶时的冲浆泵前，

改为施胶机上料站。

AKD浆内施胶：在配浆池内按照配比将浆料分散

均匀，加入阳离子淀粉。浆料进入流浆箱前加入AKD

进行浆内施胶。

表1  实验步骤

实验前

1

2

3

备注

浆内施胶AKD用量12kg/t浆，ASA用量1kg/t浆

记录AKD浆内施胶时的AKD加入量、纸张表面吸

收重量、毛布清洁情况，以及纸机运行情况。

在其他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逐步降低浆内AKD加

入量，增加施胶机上料站AKD加入量。

根据纸张表面吸收重量、毛布清洁情况，以及纸机

运行情况，逐步调整AKD的加入量。

本实验中，ASA的用量和加入点保持不变。

A K D表面施胶：在配浆池内按照配比将浆料分

散均匀，加入阳离子淀粉，浆料经过流浆箱上网，经过

压榨、干燥、施胶（加入AKD+表面胶淀粉）、干燥、卷

取。如图1。

1.2 实验仪器

电子分析天平，电热鼓风干燥箱，表面吸收重量测

定仪，裁纸刀（纸张定量取样器）。

1.3 检测方法

纸张的熟化：鉴于AKD施胶熟化具有延迟性，所

以为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纸张下机后需要在105 ℃的

烘箱中熟化15 min，冷却到室温备用。

施胶度检测：施胶度按照国家标准GB/T  1540-

2002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可勃法。

2  结果与讨论

为保证纸张质量的稳定性，中试过程中逐步降低

浆内AKD的加入量，同时增加施胶机上料站AKD的加

入量，期间及时对每个纸辊取样检测纸张表面吸收重

量。

2.1 AKD加入点对纸张施胶度的影响

从表2中看出，浆内加入A K D和表面施胶加入

AK D均能达到良好的施胶效果。但达到相近的施胶

图1  实验前AKD加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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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浆内添加AKD用量是表面施胶添加AKD用量的2

倍。这说明AKD用于表面施胶的施胶效果优于AKD的

浆内施胶。

这可能是由于AKD用于浆内施胶和用于表面施胶

过程中，吸附位置不同所致。浆内施胶AKD未上网之

前是均匀地分布在纤维的表面，当纤维上网后经过真空

脱水、压榨脱水，一部分AKD随着细小纤维流失了，另

一部分AKD留着下来，在吸附力强的纤维毛细管周围

留着较多。此时，AKD在纸张的内部、外部均有分布。

AKD表面施胶时，主要在纸张表面覆盖一层AKD涂

层，AKD不易进入纸张内部，而是在表面形成一层抗水

膜。

在经过纸机的干燥部，AKD经过熟化后会与纤维

发生酯化反应，使纤维具有抗水性。AKD用于表面施

胶，胶料基本铺设在纸张的表面，这样有利于AKD熟

化时产生更大块、更均匀的抗水膜。所以表面施胶的效

果要好于浆内施胶的效果。

2.2 AKD加入点对施胶棒清洁程度的影响

对比施胶机加入AKD施胶剂，其中石蜡等对施胶

棒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导致施胶机施胶稳定周期缩短，

同时还会影响施胶效果。但是，使用少量火碱或碱性毛

布清洗剂，每天清洗施胶棒，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保证施胶机施胶量稳定，从而达到稳定产品质量的目

的。

2.3 AKD加入点对毛布清洁度的影响

AKD用于浆内施胶，在经过真空脱水、压榨脱水

时，受纸机保留率影响，约占加入量30%左右的AKD进

入白水循环系统。AKD进入白水系统，因纸机系统温度

一般在48 ℃左右，AKD长时间在系统内循环，会发生

水解产生石蜡等化学成分，影响网子脱水，导致纸机脱

水变差、成形差，出网部水分上升，成纸匀度变差，从而

影响纸张强度及外观指标。

从表3中看出，停用浆内AKD后，毛布污染程度降

低，透水度升高，横幅相对稳定，且波动小。同时，由于

减少了毛布洗涤次数，降低毛布洗剂用量，延长毛布的

使用寿命，从而降低毛布更换次数，降低了织物成本，

提高了纸机作业时间。

2.4 AKD加入点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实验前浆内AK D加入量12 k g/t纸，A SA用量

1 kg/t纸；实验后浆内停用AKD，ASA用量仍为1 kg/

t纸，施胶剂AKD用量6 kg/t纸。

表4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达到相近的施胶度，表面施胶

加入AKD时施胶剂用量由12 kg/t纸

减少至6 kg/t纸。AKD价格按2.5元

/kg计，则吨纸成本降低约15元。

3  中试总结

3.1 浆内加入AKD和表面施胶加入

AKD均能达到良好的施胶效果。但

达到相近的施胶度，浆内添加AK D

用量高于表面施胶添加AKD用量，这

说明表面施胶加入AKD的施胶效果

优于浆内施胶。

3 . 2 施胶机加入AKD施胶剂，其中

石蜡等对施胶棒有一定程度污染，导

致施胶机施胶稳定周期缩短，同时还

图2  施胶棒糊棒（AKD用于表面施胶） 图3  施胶棒不糊棒（AKD用于浆内施胶）

 表2  中试中AKD添加切换过程及施胶效果

辊号

1

2

3

4

5

6

12

9

8

5.5

4.5

0

浆内AKD

用量/kg

1

1

1

1

1

1

浆内ASA

用量/kg

实验前

开始加入

停用浆内AKD

备注

0

2

2

2

4

6

表胶上料站

AKD用量/kg

表面吸收重

量/g.m-2

33.4/34.7

29.5/30.6

31.2/32.9

33.1/34.1

31.6/32.3

32.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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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AKD内部施胶与表面施胶毛布透水性对比

下毛布/ml.min-1

吸移毛布/ml.min-1

二压毛布/ml.min-1

备注

毛布透水度

149

493

470

实验前(浆内AKD 

12kg.t纸-1)

167

518

487

实验后(表胶上料站

AKD 6kg.t纸-1)

毛布透水度越高说明毛布越干净

表4  使用表面施胶AKD后成本变动情况

浆内施胶AKD/kg.t纸-1

ASA/kg.t纸-1

表面施胶AKD/kg.t纸-1

AKD价格/元.kg-1

成本变化/元.t纸-1

备注

毛布透水度

12

1.0

0

2.5

实验前用量

0

1.0

6

2.5

实验后用量

吨纸可降低施胶成本15元

AKD价格为未含税价格，价格随市

场变化，仅供参考。

[收稿日期:2022-02-07]

会影响施胶效果。但是，使用少量火碱或碱性毛布清洗

剂，每天清洗施胶棒一次，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保

证施胶机施胶量稳定，从而达到稳定产品质量的目的。

3. 3 浆内添加AKD，受纸机保留率影响，部分AKD进

入白水系统循环，会水解产生石蜡等化学成分，导致纸

机脱水变差、成形差，出网部湿纸干度下降，成纸匀度

变差，从而影响纸张整体强度及外观。AKD用于表面

施胶后，毛布污染降低，透水度升高，减少毛布洗涤次

数，延长毛布的使用寿命。

3.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达到相近的施胶度，由

浆内施胶改为表面施胶，AKD的加入量显著降低，能

有效降低吨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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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研发成功高松厚型屋顶包白卡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作为国内顶级屋顶型液体包装白卡纸供应商，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

公司一直保持稳定的供应、稳定的质量、稳定的技术服务，并持续改善，为客户提升价值。白底屋顶

型液体包装纸板（以下简称屋顶包）一直作为该公司“BoardOne博旺”品牌拳头产品之一，蝉联国内

屋顶包供应商桂冠。

为了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碳排放，该公司纸板技术研发团队

不断开发新产品，并于4月18日推出高松厚型屋顶包，其厚度、挺度、层间结合和边渗等关键技术指标

均与常规屋顶包产品处于同一水平。如265g/m2高松厚产品代替290g/m2常规产品，满足客户对产品使

用需求的同时，降低了约10%的原材料和化学品消耗。

按照国内屋顶包年需求量9万t测算，使用高松厚型屋顶包代替常规型产品，每年可减少近1万t

白卡纸消耗，约合60万棵树。高松厚型屋顶包的应用减少资源使用的同时，每年约降低2万t的碳排放

（根据相关资料，生产1t液体包装纸板需排放1.96t CO2）。

另外，亚太森博充分利用浆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黑液、木屑等生物质资源为工厂提供能源，满足

了工厂8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300多万t碳排放。凭借公司以生物质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先

进的生产工艺，亚太森博的高松厚产品碳足迹远小于同类产品，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对引领

行业以及整个产业链低碳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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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瓦楞原纸表面施胶效果，提高抗回潮性能，

开发了一种由固体施胶增强剂、苯丙类表面施胶剂及AKD组成

的三元表面施胶体系，有效改善了瓦楞原纸的抗水性能。中试

产品与原工艺产品性能比较，横向环压指数和纵向抗张指数

无明显变化，抗水性有明显提升，表吸降低9%左右，抗水时

间提高19.5%。并且，采用三元施胶体系吨纸施胶成本可降

低约11.9元。

关键词：瓦楞原纸；三元表面施胶；生产应用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rface sizing effect and 
moisture regain of corrugated base paper, a three-dimensional 
su r face siz 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in which sty rene-
acrylic surface sizing agent, AKD sizing agent and solid 
sizing reinforcing agent were added. The water resistance of 
corrugated base paper was improved eff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rocess product, the transverse ring pressure index 
and longitudinal tensile index had no obvious change, the water 
resistance can be improved obviously, the surface absorption 
decreased about 9% and the water resistance time increased by 
19.5%. Moreover, the cost of paper sizing can be reduced by 11.9 
yuan with using the ternary sizing system.
Key words: corrugation base paper; ternary surface siz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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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瓦楞原纸的原料主要以废纸为主，重复利用率

高，机械强度低，导致瓦楞原纸的物理强度差，实际生产

中通常采用表面施胶的方式，以改善产品的强度及抗水

性能[1]。目前，瓦楞原纸表面施胶多采用淀粉胶液中单一

添加苯丙类表面施胶剂或者烷基烯酮二聚体（AKD）施

胶剂，这种施胶方式效果不佳，瓦楞纸抗水效果不理想
[2]。本公司开发了一种由固体施胶增强剂、苯丙类表面施

胶剂及AKD组成的三元表面施胶体系，其中固体施胶增

强剂是一种以钛白粉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硫酸亚铁为主

要成分的复合施胶剂。采用三元施胶体系有效改善了瓦

楞原纸的抗水性能，增强了瓦楞原纸的物理强度，使产品

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可以节约成本。

1  小试

1.1 原料及药品

玉米淀粉、α-淀粉酶、苯丙类表面施胶剂、烷基

烯酮二聚体（AKD）施胶剂、固体施胶增强剂（主要成

分为硫酸亚铁）、硫酸铝。

1.2 设备和仪器

ZNCL智能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羌强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DRHH-2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程捷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温度计，衡水市博德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NDJ-5S型旋转黏度计，上海衡平仪表仪器厂；PHS J-

4A  pH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AFA-IV

自动涂布机，东莞市大来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表面施胶剂的制备

原施胶液的制备：配制固含量为9.0%的淀粉悬浮

液，加入适量的α-淀粉酶，移入水浴锅中进行加热，升

温至75 ℃时保温30 m i n，然后快速升温到98 ℃，保温

20 m i n，糊化完毕。待温度降至55 ℃时加入苯丙表面

施胶剂和AKD表面施胶剂，搅拌5 min后加入硫酸铝，

搅拌至完全溶解备用。 

三元施胶液的制备：原淀粉与固体施胶增强剂

按照100∶30的绝干质量比配制固含量为9.0%的悬浮

液，移入水浴锅中进行加热，快速升温至98 ℃，保温

30 m i n，糊化完毕。待温度降至55 ℃时加入苯丙表面

施胶剂和AKD表面施胶剂，搅拌5 min后加入硫酸铝，

搅拌至完全溶解备用。

表1  三元施胶液与原施胶液的物理性能比较

施胶剂

胶液pH

胶液黏度/mPa.s

固含量/%

三元

施胶液

3.86

23.6

11.0

原施胶液

4.32

25.4

11.0

变化幅度/

%

-10.6

-7.1

0

1.3.2 表面施胶方法

使用AFA-I V自动涂布机均匀涂在未施胶瓦楞原

纸表面，第一面施胶后纸张自然风干8 h再进行反面施

胶，放置于恒温恒湿实验室24 h，待测。

1.3.3 表吸的测定

样品表吸的测定方法参考《GB/T  1540-2002纸

和纸板的吸水性测定 可勃法》[3]。

1.3.4 抗水时间的测定

在自然环境下，将纸样放置48 h以上，然后使用注

射器将1 m L清水滴在纸样上，从开始滴水到渗透时所

用的时间，以分钟（min）为单位。

1.3.5 抗张强度的测定

参考《GB/T  22898-2008  纸和纸板  抗张强度

的测定 恒速拉伸法(100mm/min)》[4]。

1.3.6 环压强度的测定

参考《GB/T  2679.8-2016  纸和纸板  环压强度

的测定》[5]。

1.3.7 数据采集

每组样品3次平行测定，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施胶液物理性能比较

由表1可知，当胶液固含量相同时，与原施胶液相

比较，采用三元施胶体系的胶液pH和黏度略有下降。

三元施胶体系胶液未添加淀粉酶，仍可获得较低的胶

液黏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固体施胶增强剂

的主要成分为硫酸亚铁，硫酸亚铁发生部分水解，使胶

液pH降低，导致淀粉酸水解，降低了胶液黏度[6]；另一

方面是由于固体施胶增强剂替代了部分淀粉，降低了施

胶液中的淀粉浓度。低黏度胶液同时还有利于纸张对

胶液的吸收[7]，可获得更好的施胶效果。

2.2 三元施胶液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同一条件下分别采用不同的施胶剂对瓦楞原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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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面施胶，纸张自然风干8 h再进行反面施胶。将双面

涂布后的纸张置于恒温恒湿实验室平衡24 h后[8]，测定

产品性能，检测结果如表2。由表2可得，与原施胶液施

胶后的纸张相比，采用三元施胶液施胶后，虽然试样的

纵向抗张指数和横向环压指数没有明显变化，但正反面

表吸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分别下降约8.5%和5.4%，抗

水时间也大幅度提升，增幅约15.4%。由此可知：三元施

胶液的施胶效果更好。

3  中试结果及分析

三元施胶体系用于瓦楞原纸表面施胶中试期间，

在保证浆料配比一致、车速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中试生

产。如表3所示，中试产品正面表吸较原来降低9.7%，反

面表吸较原来降低6.9%，抗水时间延长8 min增幅达到

19.5%，抗水性能得到了提高；纵向抗张指数与横向环

压指数与试验前相当。总体来看，采用三元施胶体系时

瓦楞原纸可获得较好的施胶效果。

4  生产成本分析

由表4可知，瓦楞原纸表面施胶液优化后，吨纸施

胶成本为153.4元，原工艺吨纸施胶成本为165.3元，工

艺优化后吨纸施胶成本降低了约11.9元。

5  结论

(1）采用由固体施胶增强剂、苯丙类表面施胶剂及

AKD组成的三元表面施胶体系后，瓦楞原纸的抗水性

能得到明显改善，成纸表吸降低了约9%，抗水时间延长

了19%；抗张指数和环压指数与原工艺相当。

(2）三元施胶吨纸施胶成本降低约11.9元，降幅7.2%。

(3）固体施胶增强剂是一种以硫酸亚铁为主要成分的

复合物，固含量达到60%，可以取代部分淀粉，并且与苯丙

表面施胶剂和AKD施胶剂共同组成三元施胶体系，可以赋

予纸张更好的抗水性，并能降低施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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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工艺优化前后施胶成本对比情况

表面施

胶组分

玉米淀粉

α-淀粉酶

苯丙施胶剂

AKD施胶剂

硫酸铝

固体施胶

增强剂

合计

原施胶液
单价/

元.t-1

1874

16820

3675

3077

905

1609

吨纸用

量/kg

67.0

0.005

5.0

6.0

3.0

0

吨纸成

本/元

125.6 

0.08

18.4

18.5

2.7

0

165.3 

成本

变化

/元

-18.4 

-0.08

-5.5

-6.2

0

+18.3 

-11.9

三元施胶液

吨纸用

量/kg

57.2 

0

3.5

4.0

3.0

11.4

吨纸成

本/元

107.2 

0

12.9

12.3

2.7

18.3 

153.4

备注：施胶增强剂的固含量为60%左右，吨纸加入14 kg，胶液浓度相同

下可替代9.8 kg淀粉。 [收稿日期:2022-02-17]

表2  三元施胶液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施胶剂

表吸/g.m-2 正面

     反面

抗水时间/min

纵向抗张指数/N.m.g-1

横向环压指数/N.m.g-1

三元

施胶液

28.0

24.6 

60

37.4

8.1

原施

胶液

30.6

26.0 

52

38.2

8.0

变化幅度/

%

-8.5

-5.4

15.4

2.1

1.2

表3  中试产品检测结果

施胶剂

表吸/g.m-2 正面

     反面

抗水时间/min

纵向抗张指数/N.m.g-1

横向环压指数/N.m.g-1

三元

施胶液

26.1

25.6 

49

34.8

7.0

原施

胶液

28.9

27.5 

41

35.2

6.8

变化幅度/

%

-9.7

-6.9

19.5

-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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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低定量薄型印刷纸的生产难点，在小试基础上

优化了打浆工艺、钛白粉加填工艺、表涂工艺，同时通过生产

试验，生产产品的整体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且印刷及折页

效果满足客户要求。

关键词：低定量；薄型印刷纸；实验室小试；生产试验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duction difficulty of low basis weight 
printing paper, the beating process, titanium dioxide filling 
process and surface coating process were optimized. At the same 
time,through the trial production,The overall index of the produc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imilar products produced abroad, and the 
printing and folding effec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Key words: low basis weight; t issue pr int ing paper; lab 
experiment; tr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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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造纸行业的发展，市场上对特种印刷

纸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应用于印刷字典、圣经等的高

档薄页印刷纸通常定量范围为28～42 g/m2，目前更趋

向于越做越薄，定量越来越低，且印刷色彩及形式越来

越丰富，这种高档薄页印刷纸能够扩大信息量，有效地

降低印刷、运输成本及对林木资源的消耗。其生产难度

在于：定量低、纸页强度低，给抄造带来极大困难；纸

页太薄、外观匀度不好，易出现浆束及云彩花；定量低、

不透明度低，易产生透印现象；定量低、纸张挺度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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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于后续的折页和装订工序。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主

要从打浆工序、加填工艺、表涂工艺等方面着手进行研

究，在定量满足要求情况下，使得纸张的强度、匀度、不

透明度、挺度等指标达到要求。

1  实验部分

1.1 打浆原料

我们对比较常用的几种针叶木浆、阔叶木浆进行了

纤维分析对比和抄页实验，针叶木浆打浆度为70 °SR，

阔叶木浆打浆度为60 °SR，抄页定量为30 g/m2，针叶

打浆原料纤维分析数据如表1，抄页技术指标详见表2。

综合比较针叶木浆纤维分析数据以及抄页数据，

针叶木浆S1纤维匀整度较集中、纤维帚化率较高，且抄

页抗张强度、不透明度较高，利于提高成纸强度及不透

明度，因此确定使用针叶木浆S1。阔叶木浆确定使用不

透明度较高的阔叶木浆H1。

表1  针叶打浆原料纤维分析数据

纤维平均长度/mm

纤维平均宽度/μm

纤维匀整度（0.20～0.51mm）/%

纤维匀整度（0.51～0.82mm）/%

纤维匀整度（0.82～1.13mm）/%

纤维匀整度（1.13～1.44mm）/%

纤维匀整度（1.44～1.76mm）/%

纤维匀整度（1.76～2.07mm）/%

纤维匀整度（2.07～2.38mm）/%

纤维匀整度（2.38～2.69mm）/%

纤维匀整度（2.69～3.00mm）/%

纤维匀整度（3.00mm以上）/%

仪器法纤维帚化率/%

针叶

木浆S2

0.794

29.4

31.4

29

20.6

11

4.2

2.3

0.8

0.6

0.1

0.1

48.6

针叶

木浆S1

0.751

29.9

34.6

27.6

19.3

10.8

5

2

0.6

0.1

0

0

51.1

针叶

木浆S3

0.772

29.6

36.2

27

17.7

9.6

5.2

2.4

1.2

0.4

0

0.2

50.7

表2  打浆原料抄页技术指标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抗张强度/

kN.m-1

针叶

木浆S2

31.7

81.8

48.7

2.05

阔叶木

浆H2

30.2

73

57.9

1.82

针叶

木浆S1

30.6

80.7

50.1

2.27

阔叶木

浆H1

30.7

75.2

59.3

1.91

针叶

木浆S3

30.4

70.7

50.5

1.92

阔叶木

浆H3

30.5

73.8

52.4

1.76

1.2 浆料配比及打浆度

我们在30 g/m2薄页印刷纸通用打浆工艺基础上，

适当调整打浆配比，针、阔叶浆打浆度，进行抄页实验，

寻求更适宜的打浆工艺范围，以达到更好的成纸强度、

匀度和不透明度。

由表3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浆配比的增加，不透明

度逐渐降低，抗张强度逐渐增大，同时阔叶浆配比过

低，不利于成纸匀度。综合考虑，重点关注强度指标，

选择针叶浆配比在65%～70%之间。

由表4可以看出，随着针叶浆打浆度增加，D65亮

度明显降低，不透明度逐渐降低，抗张强度有明显增

加，匀度变化不明显，综合考虑，选择针叶浆打浆度范

围76～80°SR之间。

表4  不同针叶浆打浆度抄页检测数据

S1打浆度/°SR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抗张强度/kN.m-1

匀度

配比S1∶H1=70∶30，H1打浆度60 °SR

76

29.8

80.1

55.6

2.16

一般

72

30.0

80.6

55.9

2.07

一般

84

30.1

76.5

50.6

2.15

较好

80

30.3

79.8

54.5

2.13

一般

表5  不同阔叶浆打浆度抄页检测数据

H1打浆度/°SR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抗张强度/kN.m-1

匀度

配比S1∶H1=70∶30，S1打浆度78 °SR

64

30.4

78.3

55.7

2.17

一般

60

30.1

79.6

56.2

2.12

一般

72

30.5

74.2

52.6

2.19

较好

68

29.8

78.5

55.3

2.16

较好

表3  不同配比抄页检测数据

配比S1∶H1

定量/g.m-2²

D65亮度/%

不透明度/%

抗张强度/kN.m-1

匀度

S1打浆度72 °SR，H1打浆度60 °SR

60∶40

30.3

82.5

56.2

1.89

较好

75∶25

30.5

80.7

53.2

2.14

一般

55∶45

30.1

81.3

58.3

1.86

较好

70∶30

30.0

80.6

55.9

2.07

一般

65∶35

29.8

79.3

55.1

2.06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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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以看出，随着阔叶浆打浆度增加，D65亮

度、不透明度逐渐降低，在72 °SR时降低较明显；抗张

强度逐渐增加，匀度有转好趋势，因此选择阔叶浆打浆

度范围64～68 °SR之间。

1.3 加填工艺

生产低定量薄型印刷纸的一大难点是提高不透明

度，保证印刷不透印。填料是影响不透明度的关键辅

料，由于钛白粉具有高折射率、细粒度和高白度[1]，能赋

予纸张更好的不透明度，但其粒径小，保留率低，且纸

张越薄，填料的保留效果越差。为此，我们对比了两种

加填方法：(1）单独加填钛白粉，将分散好的钛白粉加

入混合浆中。（2）打浆时加入钛白粉，将分散好的钛白

粉等量分别加入针叶浆、阔叶浆中，共同打浆。两种方

法钛白粉加量均为100 kg/t纸。

如表6，选择使用打浆中加入钛白粉的加填方法，

纸张中灰分更高，即填料保留更多，不透明度更高。由

纸面放大1,500倍及5,000倍电镜图片可以看出，与单

独加入钛白粉比较，打浆时加入钛白粉的纸面钛白粉分

布更均匀，与纤维结合更紧密。打浆时，浆料在分丝帚

化过程中，通过打浆机磨片的挤压与摩擦，使得钛白粉

与纤维更紧密、均匀地结合，因此填料能更好地保留，

且成纸匀度更好。但如果钛白粉全部在打浆时加入，实

际生产中无法在线调整灰分，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在

打浆中加入钛白粉的同时，混合浆中适当连续添加钛白

粉，以便在线调整纸张灰分，从而在线控制纸张不透明

度。

1.4 表涂工艺

低定量薄型印刷纸要求具有足够的强度，不仅指

抗张强度，同时也包括表面强度、挺度，良好的表面强

度可以避免纸张在印刷过程中出现掉毛掉粉现象，保证

表6  两种加填方法抄页检测数据

定量/g.m-2²

D65亮度/%

不透明度/%

灰分/%

抗张强度/kN.m-1

匀度

电镜图片（1,500倍）

电镜图片（5,000倍)

单独加填钛白粉

30.4

85.3

70.4

5.3

1.75

一般

30.2

84.8

72.5

6.4

1.71

较好

打浆时加入钛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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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印刷效果；较高的挺度可以防止在印刷及折页过

程中出现卡纸，影响印刷及折页效率。PVA易成膜，其

膜的机械性能优良，具有良好的黏接强度和拉伸强度，

可用做纸品加工剂，广泛应用于造纸行业中[2]。这里，我

们进行了三种表涂方案的实验，从中寻求更有利于提高

纸张表面强度、挺度的表涂工艺。

方案一：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表涂实验，单面表涂不

同浓度PVA，原纸定量相同，表涂量相同。实验检测数

表7  表涂不同PVA纸张检测数据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灰分/%

纵向抗张强度/kN.m-1

挺度/mN

表面强度/m/s

纸面平整性

PVA浓度/%

30.5

88.6

73.5

14.3

1.72

13.5

0.57

较好

空白样

30.6

89.2

73.6

15.2

1.82

14.7

0.72

较好

4

30.2

89.3

73.4

14.9

1.89

14.6

0.86

一般

6

30.6

88.9

73.2

14.6

1.92

15.1

0.92

一般

8

30.4

88.7

73.9

15.1

1.98

15.6

0.95

较差

10

表8  表涂不同浓度氧化淀粉纸张检测数据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灰分/%

纵向抗张强度/kN.m-1

挺度/mN

表面强度/m.s-1

纸面平整性

氧化淀粉浓度/%

30.5

88.6

73.5

14.3

1.72

13.5

0.57

较好

空白样

30.0

88.2

73.2

15.6

1.79

14.1

0.65

较好

4

30.5

89.1

72.9

15.2

1.87

13.9

0.62

较好

6

30.2

88.6

73.9

14.8

1.85

14.5

0.68

较好

8

30.6

88.9

73.5

14.6

1.89

15.7

0.75

一般

10

表9  氧化淀粉和PVA按不同比例混合后表涂纸张检测数据

定量/g.m-2

D65亮度/%

不透明度/%

灰分/%

纵向抗张强度/kN.m-1

挺度/mN

表面强度/m.s-1

纸面平整性

氧化淀粉∶PVA

30.5

88.6

73.5

14.3

1.72

13.5

0.57

较好

空白样

30.2

89.2

73.4

14.8

1.82

14.2

0.69

较好

3∶1 2∶1

30.5

89.4

73.1

15.4

1.86

13.8

0.76

较好

1∶1

30.4

88.9

72.9

14.2

1.85

13.9

0.85

较好

1∶2

30.6

88.7

73.5

15.1

1.90

14.4

0.87

较好

1∶3

30.2

89.0

73.6

14.6

1.93

14.7

0.91

一般

据如表7，表涂PVA的纸张较空白样的纵向抗张强度、

挺度、表面强度均有较大提升，且整体与表涂PVA浓度

呈正相关，但PVA浓度过大时，影响纸张的平整性。

方案二：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表涂实验，单面表涂不

同浓度氧化淀粉，原纸定量相同，表涂量相同，且与方

案一一致。实验检测数据如表8，表涂氧化淀粉后纸张

的各项强度指标同样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不如方案

一，而纸张平整性优于方案一。

图1  氧化淀粉和PVA不同混合比例表涂对成纸纵向抗张

强度影响

图2  氧化淀粉和PVA不同混合比例表涂对成纸纵向挺度

影响

图3  氧化淀粉和PVA不同混合比例表涂对成纸表面强度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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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氧化淀粉和PVA按不同比例混合后进行

表涂实验，整体浓度8%，原纸定量相同，表涂量相同。

实验检测数据如表9，各项强度指标变化情况如图1～

图3，随着PVA比例增加，纵向抗张强度、挺度、表面强

度均逐渐提高，综合考虑纸面平整性，选择氧化淀粉和

PVA按比例1∶2混合表涂效果较好。

2  生产中试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在纸机上进行试验，试验机台

为抄造宽度3860 mm长网纸机，法国A l ima nd制造。

本次试验采用打浆工艺：使用针叶木浆S1，配比65%，

打浆度78 °SR，湿重7.0 g；使用阔叶木浆H1，打浆度

68 °SR。加填工艺：在针、阔叶线打浆时分别加入钛白

粉，各30 k g/t纸，在线调整加入量20 k g/t纸。表涂工

艺：选择氧化淀粉和PVA按比例1∶2混合表涂，同时注

意保持表涂均一性。本试验生产低定量薄型印刷纸与

国外同类产品指标对比情况如表10。本次试验生产成

纸的不透明度、纵向抗张强度、挺度、表面强度等指标

及成纸匀度均优于国外纸样，且试验产品的印刷效果及

折页情况满足客户要求。

3  结论

通过实验室小试，优选适宜浆种，优化打浆工艺、

钛白粉加填方式以及表涂工艺，有效提高了成纸强度、

不透明度、匀度。应用小试实验技术条件在机台中试， [收稿日期:2022-02-09]

生产的低定量薄型印刷纸指标整体略优于国外同类产

品，且印刷及折页使用效果满足客户要求。

由于低定量薄型印刷纸的生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其价格普遍较高，因此需要在稳定质量

的同时，后续逐步改进工艺、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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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中试生产成纸与国外同类产品检测数据对比

定量/g.m-2

单层厚度/μm

D65亮度/%

不透明度/%

灰分/%

吸水性/g.m-1²

纵向抗张强度/kN.m-1

纵向伸长率/%

挺度/mN

正/反表面强度/m.s-1

正/反面平滑度/s

匀度

中试生产

成纸

30.2

36.3

88.9

75.6

15.6

20.5

1.9

1.6

14.3

1.8/3.7

185/162

较好

29.8

35.1

87.6

74.2

16.2

25.5

1.8

1.5

13.8

1.5/2.8

192/178

一般

国外同类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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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对卡米尔连续蒸煮系统进行了技术

改造提升，提高了浆的洗净度，减少了终端废水的含

碱量，提高了浆产量，降低了污水处理厂负荷，减少

污水处理运行成本。

关键词：洗净度；浆产量；双辊压榨洗浆机

Abstract: The t 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Kamyr continous cooking system in 2019, raised the 
washability, reduced alkali content of terminal effluent, 
raised pulp output and reduced t reating load and 
operation cos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Key words: washability; pulp output; twin roll press 
wa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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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卡米尔连续蒸煮系

统主要生产硫酸盐木浆，产量500 a d t/d，主要设备包

括芬兰Rauma-Repol a备料系统，瑞典卡米尔连续蒸

煮系统包括蒸煮器、洗涤、筛选工序等，该系统于1994

年1月投产，由于设备运行时间长，环保管控日趋严厉，

原料结构发生变化，系统运行日趋封闭，节子和渣浆全

部回用，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浆洗净度较差，洗浆废水

残碱较大，制约了连蒸制浆产能的发挥，对后续生产及

污水处理产生不利影响，2019年进行技术改造提升。

1  生产流程与主要参数

1.1 制浆工艺流程（图1）

1.2 筛选系统工艺流程（图2）

1.3 主要技术参数

(1）材种：马尾松原木、商业木片（品种繁杂，质量

不均）。

(2）浆种：硫酸盐法微度漂白浆，卡伯值40～50 K。

(3）白液浓度：120～135 g/l（NaOH计），硫化度：

26%～32％，温度：85 ℃。

(4）蒸汽参数：高压蒸汽压力0.90～1.00 M Pa，温

度178～185 ℃。低压蒸汽压力0.40～0.50 M P a，温度

140～150 ℃。

(5）用碱量：16％～18％（Na2O计），喂料线加入白

液总量80%～85％，转换循环加入20%～15％。

(6）稀释因子：2～5 t/t风干浆。

(7）扩散洗涤器：进浆浓度约10％，出浆浓度约10％。

(8）压力筛：三段压力筛均为0.3 mm缝筛，进浆浓

度2.0%。

(9）脱水机：型号M-57，规格Φ3500×9000 mm。

2  技术改造提升

2.1 改造前浆料洗涤系统运行状况

浆料经蒸煮器内高温逆流洗涤、扩散洗涤、真空脱

水机三段洗涤。由于公司浆粕车间渣浆也进入连蒸系统

并且渣浆含残碱量大，系统节子经盘磨处理后全部回用，

造成系统浆中残碱量大，洗净度差，洗净度高达1.6 k g/

adt浆。稀释因子为3.0 m3/adt（高温逆流洗涤）。

2.2 改造需求

随着外部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废水排放指标要

图1  KAMRY双容器液相连续蒸煮工艺流程

1-木片仓 2-木片计量器 3-低压喂料器 4-汽蒸室 5-重物分离器 

6-高压喂料器 7-在线滤水器 8-液位槽 9-砂石分离器 10-顶部分

离器 11-高压预浸渍器 12-出料装置 13-加热器 14-蒸煮器 15-出

料装置 16-闪蒸分离器 17-滤液槽 18-扩散洗涤器 19-粗浆池

求提高，公司终端废水处理负荷加重，通过增加一段洗

涤设备，提高浆的洗净度，减少终端废水的含碱量，降

低污水处理厂负荷，减少污水处理运行成本。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纸袋纸客户

对产品各项指标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进而各种提高产品

指标的化学品层出不穷，公司造纸车间使用大量的中性

施胶剂、阳离子淀粉、消泡剂等，浆的冼净度（残碱量）严

重影响助剂的使用效果和使用量，针对公司浆料洗净度

不理想的状况，公司洗选系统有必要进行技术改造。

2.3 改造方案

在100 m2真空洗浆机（SU23脱水机）后新增一台双

辊挤浆机，以进一步提高浆料洗净度，该设备由福建省

三明市三洋造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CXJ0932型，规

格φ900×3200 mm，设计产量500 a d t/d，浆料硬度卡

伯值40～50 K，打浆度11～13 °SR，稀释因子≤2.5 m3/

adt，进浆浓度4.0%～5.0%，出浆浓度30.0%。

该型挤浆机采用双辊结构，在设备内部按工作状

图2  改造前筛选工艺流程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7
May, 2022  Vol.43, No.1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况分为脱水、置换洗涤、压榨三个

区。设备进浆浓度为3.0%～8.0%，

由两侧进浆口均匀进入设备内部，然

后浆料在脱水区被压缩脱水到大约

15.0%浓度，之后进行洗涤、压榨，压

榨后的最终浓度为30.0%。由于置换

洗涤在较高浓度时产生，经压榨后的

浆料浓度较高，洗涤效果很好。

2.4 改造后的筛选系统工艺流程

经压榨后的浆料稀释至10.0%～

12.0%的浓度后送后续工序，双辊挤浆

机压榨的滤液送回清洗原有SU23洗

浆机。改造后浆料洗净度明显改善。

3  技术改造后的几点成效

(1）节能降耗

通过增加一段洗涤设备，降低稀释因子，提高送

蒸发工段的稀黑液浓度，减少蒸发工段的生产负荷和

蒸汽用量；提高浆的洗净度，改造前洗净度平均高达

1.6 kg/adt，改造后浆料洗净度降至0.5 kg/adt。改造

前后洗净度对比如表1。

(2）减少造纸车间化学助剂的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

改造后，造纸车间化学助剂用量明显减少，生产成

本进一步降低，改造前后造纸车间化学助剂用量对比

如表2。

(3）达到节约用水效果

改造后，系统洗涤因子降至≤2.5 m3/a d t以下，浆

料洗涤设备用水量明显减少，起到节约用水的作用。

(4）达到减排和节约用碱的效果

通过改造提高了浆的洗净度，减少了终端排放污

水的含碱量，降低公司污水处理系统负荷，减少污水处

理成本。改造后浆的残碱0.5 k g/a d t浆，改造前浆的

残碱为1.6 k g/ad t浆，吨风干浆减排量为1.1 k g，连蒸

洗选500 a d t/d，每天可减少随终端废水排放的碱量为

300 k g，年减排碱量约100 t，减轻污水处理厂的污染

物负荷。

(5）提高连蒸产量

连蒸筛洗系统技改之后，连蒸产量较为稳定，2021

年连蒸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参考文献

[1]阚世龙.微度漂白硫酸盐法木浆生产影响因素分析[ J ] .中华纸

业,2018(18).

[2]吴银金.紧凑型双辊洗浆机的技术创新[J].中华纸业,2013(14).

[3]沈军.500t /a AUTO KAMRY连续蒸煮系统改造设想[J].中华纸

业,2001(11).

图3  双辊挤浆机原理

图4  改造后筛选工艺流程

表2  改造前后造纸车间化学助剂用量对比

化学助剂

2020年1～7月

2021年1～7月

同比下降/%

中性胶/

kg.t纸－１

9.126

8.16

10.6

硫酸铝/

kg.t纸－１

26.995

20.524

24.0

干强剂/

kg.t纸－１

31.714

29.259

7.7

助留助滤剂/

kg.t纸－１

0.0803

0.0678

15.6

消泡剂/

kg.t纸－１

0.1813

0.1397

22.9

[收稿日期:2022-02-09]

表1  改造前后洗浆效果对比

改造前2019年

改造后2021年

平均洗净度/kg.adt-1

2月

1.5

0.7

1月

1.6

0.8

3月

1.4

0.7

4月

1.5

0.6

5月

1.6

0.5

6月

1.7

0.6

7月

1.6

0.5

8月

1.7

0.5

9月

1.5

0.5

10月

1.4

0.5

11月

1.6

0.5

12月

1.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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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全球本色牛皮纸的产能、类别

和分布，同时针对中国市场的本色牛皮纸生产

情况进行了总结对比。最后对中国本色牛皮纸

市场在未来新的减少塑料应用的环保要求下，

进行了趋势预测。

关键词：本色牛皮纸；市场；产能

Abstract: T h is paper analyzes the g lobal 
capacity, category and distribution of unbleached 
kraft paper, and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production of unbleached kraft paper in Chines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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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市场上，基本以纯针叶木浆的本色牛皮纸

为主，因为本色牛皮纸着重强调的是高强度、高韧性、

高耐破、高撕裂的要求。

本色牛皮纸主要产地和本色针叶浆的原料产地有

很大联系，全球目前本色牛皮纸产能和消费量在1150万

t/a到1200万t/a左右。其中包含了各个种类的本色牛皮

纸。

本文所讨论的为150 g/m2以下的牛皮纸，常规定

量从25～150 g/m2。同时定义牛皮纸是指灰分含量在

5%以下的产品，而不把灰分超过5%以上的称为牛皮

纸。

目前牛皮纸适用的包装产品主要有：

高强纸袋：化工原料、水泥、面粉、糖等产品的包

装。

轻质纸袋：购物袋，未来也许有垃圾袋。

食品纸袋：更低定量的牛皮纸，同时要求可直接接

触食品，所以有化学物质含量要求。

特殊用途纸袋：档案文件用纸袋，适合长期保存，

防霉、防蛀、防水。

为了更好地研究本色牛皮纸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

势，本文将从本色牛皮纸全球产能统计、技术指标、发

展现状、纸机选择和应用方向预测这五个方面进行详细

地阐述。

1  全球产能统计[1]

1.1 北美洲

北美洲本色牛皮纸年产量238万t左右，如表1。其

中：

美国：206万t，主要生产公司是：We s t R o c k，

International Paper，Georgia-Pacific，UP Paper，

APC Paper，Midwest Paper，Twin Rivers Paper，

Hood Container Corporation。

加拿大：32.4万t，主要生产公司是：Ca n a d i a n 

Kra f t  Paper  Indus tr ie s，Paper  Excel lenc e，

Canfor Pulp。

1.2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年产量90万t左右，如表2。其中：

巴西：47万t，主要生产工厂：K l a b i n，I r a n i，

Iguaçu Celulose Papel S.A.，Trombini。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深入人心，环保纸将会是

未来造纸企业的发展趋势。牛皮纸作为环保纸的主力

军，显然也备受大家关注，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

的方方面面。牛皮纸包装在回收再利用上展现了其他包

装材质不具备的优势：韧性好、强度高、绿色环保、用途

广泛，“限塑令”“禁塑令”等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

了牛皮纸产业的发展。

牛皮纸的种类有很多，按照颜色主要分为本色牛皮

纸和白牛皮纸。本色牛皮纸按照原料可分为两大类：纯

木浆类和废纸浆类。

因为木浆类别有本色针叶浆、本色阔叶浆、本色

机械浆（本色稻麦草浆或甘蔗浆类，这个市场上所见不

多），所以现在市场常见纯木浆牛皮纸可细分为：

(1）纯本色针叶木浆类；

(2）纯本色针叶木浆混合本色阔叶木浆类；

(3）纯本色针叶木浆混合本色阔叶浆和化机浆类

（和其他类别的本色浆混合）或者半化学浆的本色牛皮

纸。

未来也许有纯阔叶浆类本色牛皮纸。

废纸浆牛皮纸可细分为：100%废纸浆生产的本色

牛皮纸和木浆配比对应20%～60%的废纸浆本色牛皮纸

（后期由本色废纸浆参与配比的本色牛皮纸，会随着环

保降塑的应用，市场更加广泛）。

表1  北美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工厂

WestRock

International Paper

Georgia-Pacific

Twin Rivers Paper

UP Paper

APC Paper

Bio-PAPPEL

Midwest Paper

Hood Container Corporation

ND Paper

Port Townsend Paper

Willamette Falls Paper Company

Republic Group

New-Indy Containerboard

Canadian Kraft Paper Industries

Paper Excellence

Canfor Pulp

国家

美国

(205.99

万t)

加拿大

(32.3 8

万t)

年产能/t

1,111,523.22

186,225.48

161,935.20

131,491.39

113,329.65

75,137.93

72,870.84

48,580.56

45,341.86

40,483.80

17,812.87

9,716.11

3,238.70

1,295.48

169,932

133,875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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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18万t，主要生产工厂：Cop am e x，B i o-

PAPPEL，KRAFIR。

智利：CMPC 8万t。

1.3 欧洲

欧洲本色牛皮纸年产量304万t，如表3。其中：

瑞典：60.5万t，主要生产公司有：Mon d i，BK，

Nordic。

俄罗斯：60万t，主要生产公司有：Segezha，I l im 

Group。

捷克：35.8万t，其中Mondi 34.5万t。

奥地利：Mondi 26.7万t。

芬兰：3个工厂21.5万t：Ko t k a m i l l s  17万t，

Billerud Korsnäs 4万t。

德国：9.6万t（废纸原料为主）。

爱沙尼亚：Horizon Pulp & Paper 6.2万t。

法国：Gascogne 9.3万t

1.4 亚洲

工厂

Mondi

Billerud Korsnäs

Nordic Paper

Segezha

Ilim Group

Mari Pulp and Paper Mill

Kondopoga

Solikamskbumprom

Selenginsky Pulp & Board Mill

Kommunar Paper Mill

Volga

Karavaevo

Ryazansky

Yarpaper

Alatyrskaya Paper Mill

Brianskaya Paper Mill

Kartontol

Dalkrovlya

Mondi

Novak Paper

JIP-Papírny Vetrní

Balsac Paper Mill

MELECKY

Mondi

Kotkamills

Billerud Korsnäs

Stora Enso

Cartiere SACI SpA

Cartiera del Chiese SpA

Cartiera Puglisi

Cartiera Galliera

Cartiera Grillo

Raipaper S.r.l.

Cartiera Mantovana

Cartiera Sacchettificio Bonino

Cartiera di Trevi

Cartiere Rodolfo Reguzzoni SRL

Cartiera Logudoro S.r.l.

Cartiera di Nebbiuno S.R.L.

Cartiera S. Stefano Di Sodini Davide

Smurfit Kappa Group

LC Paper 1881

Pere Valls

Stora Enso

Glucholaskie Zaklady Papiernicze

Mondi

Knijna Fabrika “Iskar” JSC

国家

瑞典

(60.5万t)

俄罗斯

(59.9万t)

捷克

(35.75万

t)

奥地利

(26.7万t)

芬兰

(21.5万t)

意大利

(18.75万

t)

西班牙

(16.2万t)

波兰

(10.7万t)

保加利亚

(10.2万t)

年产能/t

255,000

180,000

170,000

380,000

105,000

35,000

15,000

10,000

10,000

10,000

6,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

1,000

345,000

5,000

4,000

2,000

1,500

267,000

170,000

40,000

5,000

58,000

50,000

18,000

12,000

10,000

10,000

10,000

7,500

5,000

4,000

2,000

500

500

152,000

5,000

5,000

83,000

24,000

100,000

2,000

表3  欧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表2  拉丁美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工厂

Klabin

Iguaçu Celulose Papel S.A.

Irani

Trombini

Dall Pel

Ramenzoni

Primo Tedesco

PCE

Indústria de Papéis para 

Embalagem Irmãos Siqueira Ltda

Copamex

Bio-PAPPEL

KRAFIR

Celulosa y Papel del Bajío S.A.

CMPC

Smurfit Kappa Group

Fábrica de Bolsas de Papel UNIBOL SA

Carvajal

Arcor

Papel Prensa S.A.

Papelera Don Torcuato S.A.

PANASA

Industrias del Cartón S.A.-INCASA

Trupal

国家

巴西

（46.91

万t)

墨西哥

（18.03

万t)

智利

（8万t)

哥伦比亚

（7.5万

t)

阿根廷

（5.0 3

万t)

秘鲁

（4.18

万t)

年产能/t

209,916

84,609

61,404

44,982

25,347

13,923

11,067

9,996

7,854

110,313

35,700

29,988

4,284

80,000

59,976

8,925

6,069

32,487

10,710

7,140

29,988

6,426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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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Sprick GmbH

Leipa

Julius Schulte Söhne

LENK Paper

Pfleiderer

Schönfelder Papierfabrik GmbH

Koehler

Hellbut & Co. GmbH

Papierfabrik Nettemühle GmbH 

& Co. KG

Gascogne

Natron Hayat

Horizon Pulp & Paper

国家

德国

(9.6万t)

法国

(9.3万t)

波黑

(8.9万t)

爱沙尼亚

(6.2万t)

年产能/t

35,000

21,000

15,000

10,000

6,000

3,000

3,000

2,000

1,000

93,000

89,000

62,000

续表3  欧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工厂

福建青山纸业

广州造纸

岳阳林纸

泰盛集团（山鹰）

山东华泰纸业

大兴安岭纸浆公司

秦皇岛兆丰纸业

江西永新南方纸业

湖北宝塔沛博

河南大河纸业

漯河银鸽

烟台大展纸业

青岛海王纸业

四川眉山纸业

广东韶能集团

玖龙纸业

浙江华川纸业

Gain Hwang Paper Mfg. Co., Ltd.(台湾)

Hsing Chung Paper Corp.（台湾)

Oji

Hyogo Pulp Industries，Ltd（兵库）

Daio Paper Corp.（大王）

Chuetsu Pulp & Paper（中越）

Shin Tokai Paper（新东海）

Nippon Paper（日本制纸）

Taiko Paper Mfg. Co., Ltd.（大兴）

Nakagawa Seishi KK（巴川)

国家

中国（大

陆10 9.2

万t+台湾

4.18万t)

日本

（85.15

万t)

年产能/t

218,000

175,000

150,000

100,500

100,000

83,000

50,000

40,000

40,000

40,000

39,500

30,000

30,000

14,000

12,000

10,000

10,000

35,000

6,840

250,000

200,000

100,000

97,000

80,000

73,195

48,000

3,340

表4  亚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工厂

Best Paper Mills

Punalur Paper Mills

Sukraft Group

Amaravathi Sri Venkatesa Paper 

Mills Ltd.

Fortune Paper Mills

Pragati Paper Industries Ltd.

Star Paper Mills

Sidharth Papers

Rajshil Papers

Apex Paper Mills Nagpur

Sezon Papers

Jodhani Papers

K R Pulp & Papers

Paswara Paper Mill

Sri Hari Venkateswara Paper Mills

Premium Paper & Boards Ind. Ltd.

Indo Afrique Paper Mills

Krishna Tissues

Yash Pakka

Vamshadhara Paper Mills

Sri Ramadas Paper Boards

Seshasayee Paper & Boards

Paper Corea

Songhak Paper Co., Ltd.

Asia Paper

Korea Green Paper

OYKA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Doruk Kagit

Kahramanmaras Kagit Sanve TIC 

A.S

UCAL Donusen Kagit Sanve Tic 

A.S.

PT Suparma

Pura Group

SCG Packaging

Hiang Seng Fibre Container

Kruger

Pars Paper Industrial Group

Muda Paper Mills

United Paper Industries

国家

印度

(62.88万t)

韩国

(20.36万t)

土耳其

(13.8万t)

印尼

(12.34万t)

泰国

(8万t)

伊朗

(3.9万t)

马来西亚

(2.7万t)

科威特

(1.8万t)

年产能/t

90,000

88,000

77,000

68,500

50,000

37,800

27,800

27,000

24,000

20,000

20,000

16,500

15,000

15,000

13,000

12,480

10,000

10,000

8,211

5,500

5,000

3,000

90,000

55,000

40,000

18,600

90,000

25,000

15,000

8,000

86,500

36,897.5

47,520

32,500

35,000

4,000

27,000

18,000

续表4  亚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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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本色牛皮纸年产量342万t，如表4。其中：

中国：大陆109.2万t，主要企业有：青山、广纸、岳

阳、山鹰、华泰等；台湾4.18万t。

日本：85.2万t，主要企业有：中越、大王、日本制

纸（10.86万t，后面会关停最大的钏路工厂5.2万t）、王

子、大兴、林德科。

印度：62.9万t（几乎以废纸浆为主）。

韩国：20.36万t，主要企业有：Pap e r  C o r e a，

Songhak Paper，Asia Paper。

印尼：12.3万t，主要企业有：PT，Pura Group。

1.5 非洲

非洲本色牛皮纸年产量15.4万t。主要是埃及11万t

和南非2.6万t，如表5。

1.6 大洋洲

大洋洲本色牛皮纸年产量7.6 5万t，都是日纸

工厂

El Masria for Paper Making

EMAK

El Farouk Co. “Farco”

EG Paper

Islamic Paper Manufacturing Co.

SAPM

Corruseal

Lothlorien

MED Paper

Gharb Papier et Carton. G.P.C.

Lexpapier Sonacar S.A.

Transafrica Paper Mills Limited

国家

埃及

（11万t)

南非

(2.6万t)

摩洛哥

(1.2万t)

肯尼亚

(0.55万t)

年产能/t

35,000

35,000

25,000

10,000

5,000

11,000

10,000

5,000

6,000

5,000

1,000

5,500

表5  非洲本色牛皮纸产能统计 Nippon Paper在澳大利亚的产量。

2  技术指标分析

60 g/m2、70 g/m2、80 g/m2本色牛皮纸技术指

标分别如表6～表8。

60 g/m2本色牛皮纸透气度对比日本的纸透气度

要高。纸机方向抗张强度爱沙尼亚的地平线纸业最好，

其次是日本的新东海纸业；横向抗张强度中国较强，其

中岳林最好。撕裂指数纸机方向和横向都是日本大兴和

中越最好。伸长率横向和纸机方向都是日本中越最好。

耐破度日本中越最高。综上，60 g/m2本色牛皮纸日本

的品质较好。

70 g/m2本色牛皮纸透气度对比日本的纸透气度

要高。纸机方向抗张强度爱沙尼亚的地平线纸业和俄

罗斯塞佳纸业最好；横向抗张强度塞佳纸业最好，其次

是中国山鹰肇庆。撕裂指数纸机方向日本大兴最好，横

向日本新东海纸业最好。伸长率横向和纸机方向都是俄

罗斯塞佳纸业最好。耐破度中国纸张最高。综上，70 g/

m2本色牛皮纸俄罗斯塞佳的抗张强度和伸长率位列前

茅，日本的纸撕裂指数和透气度要好一点。

80 g/m2本色牛皮纸透气度对比日本的纸透气度

要高。纸机方向抗张强度爱沙尼亚的地平线纸业和俄

罗斯塞佳纸业最好；横向抗张强度塞佳纸业最好，其次

是中国山鹰肇庆。撕裂指数日本纸张最好。伸长率横向

和纸机方向都是俄罗斯塞佳纸业最好。耐破度日本中越

最高。综上，80 g/m2本色牛皮纸日本的纸抗张强度和

伸长率没有俄罗斯塞佳的好，但是透气度和撕裂度较

好。

厂家

反倾销数据

山鹰肇庆

岳阳林纸

Oji

Chuetsu Pulp & Paper

Shin Tokai Paper

Taiko Paper Mfg. Co., Ltd.

Hyogo Pulp Industries，Ltd

Horizon Pulp & Paper

国家

中国

日本

爱沙尼亚

伸长率/%

MD

≥2

2

2.3

1.7

2.4

1.6

1.3

1.9

1.8

CD

6.6

6.6

5.6

4.5

5.8

6

透气度/s

(100ml)

≤29

33

29

17

19

30

20

20

耐破度/

kPa

210

255

表6  60 g/m2本色牛皮纸技术指标

抗张强度/kN.m-1

MD

≥4.14

4

4.54

4.6

5.32

4.6

1.92

6.2

CD

≥4.14

3.2

3.5

2.08

2.9

2.61

2.25

1.29

2.6

撕裂指数/mN.g.m-2

MD

≥10

10.5

12

12.1

13.8

12.4

13.9

9.6

11

CD

13.7

16.2

14.2

16

13.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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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

反倾销数据

山鹰肇庆

Oji

Daio Paper Corp.

Chuetsu Pulp & Paper

Shin Tokai Paper

Taiko Paper Mfg. Co., Ltd.

Segezha

Horizon Pulp & Paper

国家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爱沙尼亚

透气度/s

(100ml)

≤29

33

20

20

26

19

25

20

耐破度/

kPa

296

323

表8  80 g/m2本色牛皮纸技术指标

抗张强度/kN.m-1

MD

≥5.52

5.3

8

5.08

5.9

5.98

6.73

8

7.8

CD

≥5.52

4.3

3.3

2.57

3.4

3.89

3.49

5.6

3.5

伸长率/%

MD

≥2

2

2.1

2.1

2.3

1.5

1.6

2.5

1.8

CD

5.9

4.3

6.5

5.1

4.5

7

5.8

撕裂指数/mN.g.m-2

MD

≥10

10.5

12

14

14.4

15.1

12.6

13

12

CD

17.7

18.4

18.4

15.1

14

13

14

厂家

反倾销数据

山鹰肇庆

Oji

Daio Paper Corp.

Chuetsu Pulp & Paper

Shin Tokai Paper

Taiko Paper Mfg. Co., Ltd.

Hyogo Pulp Industries，Ltd

Segezha

Horizon Pulp & Paper

国家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爱沙尼亚

透气度/s

(100ml)

≤29

33

17

21

28

18

25

20

耐破度/

kPa

315

282

281

表7  70 g/m2本色牛皮纸技术指标

抗张强度/kN.m-1

MD

≥4.83

4.6

5.7

4.74

5.2

5.28

5.04

5.65

7

7

CD

≥4.83

3.8

3.3

2.45

3.1

3.12

2.61

1.46

4.9

3

伸长率/%

MD

≥2

2

1.7

2.1

2.3

1.9

1.4

2.2

2.5

1.8

CD

6.2

4.2

6.4

6.3

4.2

5.9

7

5.8

撕裂指数/mN.g.m-2

MD

≥10

10.5

13

14

14.2

13.5

15.6

9.9

13

12

CD

14.6

17.5

17

18

16.9

13.5

13

14.3

3  国内本色牛皮纸发展现状[2]

中国本色牛皮纸目前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俄罗斯、

加拿大、美国、日本，由于伸性本色牛皮纸面临反倾销的

问题，所以重袋等级的本色牛皮纸主要来源于俄罗斯和

加拿大。而中国重袋伸性牛皮纸的主要生产公司有青山

纸业、山鹰肇庆，互为竞争对手。轻袋牛皮纸来源于日

本的数量比较多，这个形成竞争的是岳林、华泰、广纸。

目前随着国外价格的上涨和海运费用的提高，国外本色

牛皮纸的价格已经超过国内的价格，所以2021年以来本

色牛皮纸的进口数量锐减。

目前国内产能设备分布如下：

岳阳林纸：1号机：3940 mm，车速650 m/min，产

能6.5万t，生产60～100 g/m2本色牛皮纸。

青山纸业：1号机：4200 m m，产能6万t；2号机：

5200 mm,产能15万t，生产手袋纸；3号机：6200 mm，

产能18万t，生产本色牛皮纸。

华泰纸业（安徽华泰）：2640 m m，3450 m m，

3560 mm，产能20万t，生产65～150 g/m2本色牛皮纸。

主要产品有精致牛皮纸、信封牛皮纸、防水牛皮纸、纸

袋纸。目前总共产能（含白色）59.3万t。

广州纸业：1号机4400 mm，5号机5200 mm，产能

18万t。生产65～150 g/m2精致牛皮纸、70～80 g/m2复

合牛皮纸、65～70 g/m2淋膜牛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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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纸业（原来肇庆科伦）：4400 mm，产能8万～

10万t，有信封牛皮纸、本色吸管牛皮纸和伸性半伸性牛

皮纸。

凯 丰 纸 业：产能 1. 8 万 t，改 造后 2 . 4 万 t，

2800 mm，生产30～100 g/m2本色牛皮纸。

4  纸机选择

从造纸企业角度看，本色牛皮纸更适应中小企业

对产品细分的要求，这对目前面临淘汰的一些小机器是

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092 mm、1575 mm宽度的纸机就可以生产本色

牛皮纸，长网和圆网都可以生产。比如说，幅宽小的机

器可以用来生产附加值比较高的条纹牛皮纸，车速低的

可以生产纵横向拉力比小的牛皮纸，都没有任何限制。

2640 mm、3200 mm、4000 mm等宽度也可以做，最合

适的范围为3500～6300 m m宽度的机器，可以定制一

些批量稍微大一点的产品。

但是不适合超大型造纸机器的改造生产应用。因

为大型机器产量大、车速快、纵横向拉力比大，对成纸

性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只能生产一些附加值相对

低的产品。

目前来看，有企业改造以后的生产效果并不太好，

比如说目前大型的铜版纸机器改造以后的产品，市场反

馈效果不好，表面太过光滑，强度也不能达到要求。

5  应用方向预测以及存在问题

后期随着环保要求提高，塑料袋逐渐减少，中国国

内牛皮纸袋的用量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一定技术范围

之内的轻量级的纸袋纸用量会增加，国内工厂也必然会

增加这方面的产能，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还会开发

出更多的废纸等级的垃圾袋，用来替代塑料垃圾袋，其

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强度、耐水性能和可自然降解性能。

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目前国内比较多的发展

方向应用在纸袋行业，特别是轻质纸袋行业。

后面市场更广泛的应用侧重在食品应用行业和对

轻质纸袋应用方向的探索研究。

但是同样面临的问题是本色针叶浆原料的限

制。如果使用太多的阔叶本色浆，外观效果可能接

近，但是内在强度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是要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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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废纸行业市值连续三年下滑，2021年止跌上扬

至464亿美元
今年4月，全球领先市场分析公司IndexBox最新发布的废纸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全

球废纸行业市值在经历了三年的下滑后终于止跌上涨至464亿美元。2007-2021年，废纸行业市

值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趋势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仅在某些年份存在轻微波动。

2021年，全球废纸总产量约为2.31亿t，与上一年基本持平。2007-2021年，从产量增幅来

看，2010年增长速度最快，产量同比

增长4.7%，2017年达到峰值2.35亿t，

但从2018年到2021年，产量一直处于

较低水平。

从消费量来看，中国（6,700万t）

是废纸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占总量的

28%，第二大消费国为美国（2,900万

t），德国（2,200万t）排名第三，占总

量的9%。

2021年废纸产量最高的国家是中

国（5,400万t），美国（4,500万t）和日

本（1,900万t）紧随其后，三者总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1%。德国、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

墨西哥、西班牙和印度稍稍落后，共占27%。从2007年到2021年，在废纸主要生产国中，产量增长

最为显著的国家是印度，其他国家增速较为平稳。

从全球贸易来看，2021年在经历了四年的出口下滑之后，废纸的海外出货量显著增长，同比

增长11%，达到4,900万t，价值98亿美元。但总体而言，出口呈现相对平缓的趋势。2011-2021年，

2011年全球出口量创下6,000万t的历史新高，总价值121亿美元，然而从2012年到2021年，出口

一直未能恢复2011年的良好势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废纸出口国，出口量为1,600万t，约占

2021年全球总出口量的33%，英国（430万t）排名第二，其次是法国（270万t）、荷兰（240万t）、日

本（240万t）和德国（230万t）。

海外废纸进口量也在经历了四年下滑后上升至5,900万t。2011-2021年，进口总额年均增长

1.2%，全球进口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6,000万t，从2013年到2021年，进口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1,300万t）是废纸最大进口国，其次是印度（740万t）、德国（690万t）、印度尼西亚（340万

t）、荷兰（320万t）和越南（310万t），合计占全球总进口量的64%。

受俄乌局势影响，Huhtamaki和斯道拉恩索相继剥离

俄罗斯造纸业务
近期，受俄乌局势影响，多家造纸企业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其中便包括欧洲包装纸企

Huhtamaki和造纸企业斯道拉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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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Huhtamaki宣布已

决定启动剥离其在俄罗斯业务的

程序。Hu hta m a ki认为，目前俄

乌局势的演变和长期前景将阻碍

其在俄罗斯的增长战略的实现。

Huhtamaki将继续根据公司全球目

标和2030年战略，优先考虑抓住世

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增长机会的投

资。

Huhtamaki在俄罗斯有四个生

产基地，雇用了约700名员工，俄罗

斯的净销售额约占集团总净销售额的3%。

此后，Huhtamaki将在市场上寻找潜在的买家，并将在这一过渡时期维持其业务，但要视供

应链的可用性而定，以履行其合同和监管义务，并保障员工和客户稳定。

Huhtamaki成立于1920年，总部位于芬兰，在消费品包装界处世界领先地位，专门从事消费

品包装产品设计、制造及销售业务，在全球37个国家设有工厂，员工人数达15,000人，年销售额达

22亿欧元。

4月底，斯道拉恩索宣布已达成协议，剥离其在俄罗斯的两家锯木厂。斯道拉恩索旗下的 

Nebolchi和Impilahti锯木厂将被交接给当地管理层运营。此外，斯道拉恩索在俄罗斯的森林业

务也将结束，将不再采伐俄罗斯本地木材。

对此，斯道拉恩索对外表示，剥离位于俄罗斯的两家锯木厂及放弃俄本地的伐木业务主要

是由于目前俄罗斯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据悉，该交易正在走批准流程，预计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完成，公司表示不会对其年销售额

和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此前，由于在俄业务风险较大、前景不明朗，第一季度业绩录得7,000万欧

元的减值损失。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将造成额外损失约为6,000万欧元。

斯道拉恩索在俄的两家锯木厂员工共约330人，年总锯材产能为350,000 m 3，其中包括

55,000m3的加工木材和65,000t木材颗粒。此外，在俄罗斯的其他森林业务雇佣了大约170名员

工，并对旗下林地拥有大约370,000公顷的长期采伐权。

此前，早在3月2日，斯道拉恩索便宣布将开始逐渐停止在俄罗斯的所有生产和销售业务，此

外，公司在俄还拥有三个包装厂，也在为这三家工厂策划后期事宜。

僵持近四个月，UPM芬兰罢工事件终落幕
4月22日，芬兰造纸工人工会向UPM芬兰工厂罢工事件的调解人正式宣布，工会和UPM已就

UPM芬兰旗下五家工厂达成了首个针对特定企业的集体劳动协议，这意味着UPM芬兰工厂的罢工

终将告结，员工将重返工作岗位。

此次罢工涉及了UPM旗下的纸浆、新闻纸、特种纸、蓝泰标签和生物燃料五个业务部门，集

体和解协议签署后，UPM将尽快重启客户交付工作。新协议有效期为四年，即日起至2026年4月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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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批准了所有和解提案，罢工终于结束了，对此我们很欣慰。在此次谈判中，UPM和纸业

工会共同创造了历史，就五项针对特定业务的集体劳动协议达成一致，这些协议取代了造纸行业

自20世纪40年产生的旧协议。谈判达成的协议对企业和员工都有利，并为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UPM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Riitta Savonlahti说。

“在谈判中，合同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全新的角度看待的。这个过程很长，但最终，我们能够

在考虑到我们业务的需求和雇佣条款上达成一致。新条款提高了企业和工厂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同时也为员工提供了更好的条件。”UPM劳动力市场副总裁Jyrki Hollmén说。

新协议中，工人加薪是重点。工会也表示，加薪遵循了行业通用的“2+2”模式，即两年后需

要重新协商加薪事宜。新协议对旧协议进行了简化，页数约为旧协议的一半。其中，关于工人工资

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用小时工资代替定期工资，新的集体劳动协议使得在制定工资时更多考虑工人

能力和绩效，还同意增加轮班安排和使用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回顾此次罢工事件，UPM芬兰工厂罢工事件于2022年1月1日开始，持续了近四个月，最终于 4

月21日提交了解决罢工的新提案。UPM表示，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UPM将根据新协议作出如下

改善方案：

UPM纸浆同意将纸浆厂运营时间改为全年不间断运行，并在长期维护停工期间更灵活地使用

劳动力，取消了对使用定期雇员的限制。未来工人工资的制定将更多考虑员工的个人能力，以及

工作场所实践的发展。

UPM传媒用纸同意增加工作时间，并同意员工灵活运用工作时间，这对于顺利运营至关重

要。根据新协议，工作时间每年将增加24-32h。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因此增加工作时间也相应

地增加了工人收入。此外，还商定了一个鼓励性的薪酬制度，特别是提高了维修和日常工作的收

入。新协议还确定了合同期前两年的工资支付保证。

UPM特种纸就提高交付竞争力和可靠性的条款达成一致。新的集体劳动协议也在工厂层面扩

大了当地谈判的范围，并提高了公共假期期间的运营盈利能力。薪酬发放更多考虑工人的绩效和

能动性。

芬欧蓝泰标签的集体劳动协议，也确保了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保证了坦佩雷工厂的资源供

应。因此，新协议为提高产能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机会铺平了道路。

UPM生物燃料部门旗下的拉彭兰塔生物精炼厂（Lappeenranta Biorefinery）同意灵活使

用轮班制度，加强轮班工作培训。薪酬结构比以前更好地支持个人发展和表现。此外，双方还商

定了一些其他安排，使生物精炼厂在未来受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停工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有序生

产，而不是完全停产。

据芬兰造纸工人工会估计，自年初罢工以来，罢工已导致总损失金额3亿欧元。

比利时VG P在匈牙利建设第二家纸厂，进一步提高欧

洲包装用纸产能
4月中旬，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包装纸企Van Genechten Packaging(VGP)宣布在匈牙利

Komárom正式开设了第二家工厂，进一步扩大造纸产能。

随着可持续和可回收包装材料需求的日益增长，包装制造商致力于提供更多种类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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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纸解决方案，VGP也希望通过在匈牙利增设工厂进一步扩大其在欧洲的包装产能。

位于Komárom的新工厂是VGP在该地区建设的第二家工厂，见证了VGP在该地区市场的强劲增

长势头。该工厂建设速度创造了VGP在海外建厂的新记录，从做出建厂决定到正式投产仅用了14

个月的时间。

新工厂是VGP在Komárom建设的首家工厂的姊妹工厂，厂区包括10,000m2的生产大楼、办公

室、原材料和成品仓库等，为当地创造了100多个工作岗位。

2021年，芬兰造纸行业出口额同比增长8%，达93亿

欧元
根据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The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 Finland）数据显示，

2021年，芬兰森林工业产品的出口值超130亿欧元，占芬兰商品出口总额的19%，其中，最重要的出

口国是德国、中国和英国。

2021年，芬兰林业产品的出口值同比增长了16%，然而，与前十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出口额只

增加了2%。其中，纸浆和造纸行业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8%，达到93亿欧元；木制品行业的出口额比

2020年增加了42%，达到39亿欧元。

在所有纸种中，纸板已经超过纸张成为芬兰纸业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占芬兰森林产业总出口

价值的25％，出口最多的纸板为多层纸板，纸板出口额达到33亿欧元，而纸张出口额仍占22%，为

29亿欧元。

芬兰2021年的纸浆出口总量为460万t，出口额为26亿欧元，占林业产业出口收入的五分之

一。然而，尽管出口量只增长了4%，但纸浆的出口价值却增长了27%，这是受到纸浆价格大幅上

涨的推动。

到2029年，北美纸浆和纸张市场规模将达651亿美元
根据国际市场调研机构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数据显示，2021年北美纸浆和纸张市

场规模达到643.2亿美元。预计2022年将达到645.1亿美元，到2029年，预计将增长至651.0亿美

元，2022-202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0.13%。

研究显示，北美的卫生纸和特种纸需求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包装纸也变得非常抢手。预

计包装需求的飙升以及大数据和智能传感器等先进技术的渗透将进一步推动北美地区浆纸行业

的发展。利益相关者预计，全球各国都在推动废纸回收利用，这也在推动行业增长方面发挥宝贵

作用。

随着北美纸企逐渐开始采用更多先进技术来提高能源效率和简化办公流程，未来北美纸浆

和纸张市场的增长可能还会进入上升渠道，先进传感器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将为北美纸浆和纸

张制造商增添活力。

此外，废纸回收进一步促进了纸张运输、分拣和收集业务的发展。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 

(AF&PA)表示，2020年美国消费的纸张中约有65.7%被回收利用，其中，美国新泽西州、威斯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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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州的优惠政策将进一步促进这些地区废纸回收率的

增长。

然而，尽管包装用纸、生活用纸、特种纸行业增长趋势明显，但是北美印刷和教育行业对数

字媒体的日益青睐对印刷书写纸市场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不仅是在北美，这一问题也给全球印

刷书写纸市场带来了挑战。

国际纸业公布2022年一季度财报，利润同比增长45%
4月28日，美国国际纸业（IP）公布了2022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2022财年第一季度

归属于国际纸业的净收益为3.6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0.95美元），而2021年第四季度为1.07 

亿美元，2021年第一季度为3.49亿美元；2022财年第一季度调整后营业利润为2.88亿美元（稀释

后每股收益0.76美元），而2021年第四季度为3.01亿美元，2021第一季度为1.98亿美元。

此外，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运营提供的现金流为5.88亿美元，股票回购4.06亿

美元。国际纸业还积极寻求战略转变，包括出售Ilim集团的股权投资等。

对此，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rk Sutton说道：“总体来看，国际纸业第一季度收益好于预

期。我们从运营中产生了强劲的现金，并向股东返还了5.8亿美元，其中包括4.06亿美元的股票回

购。在商业和运营方面，我们在本季度表现良好，克服了较高的投入成本。展望第二季度，预计

需求将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先前价格变动力度超过成本涨幅，利润率将扩大。此外，我们正在

加速价值创造计划，致力于全年实现增量收益2亿-2.25亿美元，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乔治亚太平洋在美国两个州开设新工厂，满足电商包

装用纸需求
4月20日，乔治亚太平洋（Georgia-Pacific）宣布已在佐治亚州麦克多诺（McDonough, 

Georgia）和宾夕法尼亚州琼斯敦（Jonestown，Pennsylvania）正式开设新工厂，生产创新可回

收的邮件用纸。

再加上该公司菲尼克斯工厂最近增加的第三条生产线，乔治亚太平洋可回收邮件用纸总产量

提高了350%，帮助客户满足对更可持续电子商务包装不断增长的需求。

自2020年以来，乔治亚太平洋一直在向电商公司亚马逊提供可回收邮件用纸，两家新工厂投

产后，将有足够的产能为更多的电子商务客户提供服务，提供塑料邮件包裹材料的替代品。乔治

亚太平洋表示，其生产的邮件包裹用纸采用轻巧灵活的设计，可以节省运费，邮件箱设计新颖、

易于包装，可以提高仓库的包装效率。

公司商业发展副总裁Adam Ganz说道：“能够有机会为更多客户提供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持

续包装选择，我们很激动。近几年，消费者对可持续包装的需求持续增长，品牌和零售商正在寻

找强度和性能高且更加轻巧的包装方案，而我们所生产的可回收包裹用纸就是一种经过验证的

解决方案，实践证明，其超出了消费者和电子零售商的期望。”

此外，除了提高产能之外，乔治亚太平洋还可以利用其Hummingbird®数字印刷技术帮助客

户生产适合包装广告和营销的多色、高清包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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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新的包装材料在牛皮纸层之间添加了独特的膨胀材料作为缓冲，这种材料符合SFI认

证要求。此外，添加的缓冲材料弹性高，在整个包装和运输过程中为包装内容提供保护，已经获

得了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颁发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创新奖。

WestRock将永久关闭美国巴拿马城造纸厂
近日，北美包装纸企WestRock公司宣布，将于今年6月6日之前永久关停其位于佛罗里达州巴

拿马城的工厂。该厂主要生产箱板纸，此外还有牛皮纸和绒毛浆，年总产能为645,000t。该厂关停

之后，箱板纸产能将转移至WestRock旗下的其他工厂。

对此，WestRock首席执行官David B. Sewell说道：“关停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永久关闭

工厂必定会影响旗下员工，对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尽量降低对员工的影响，帮助该厂的员工在其

他工厂安排合适的岗位。”

巴拿马城工厂雇佣了大约450名员工，对于没有合适岗位的员工，将根据公司政策和工会协

议获得遣散费和重新安置援助。

对于永久关停巴拿马城工厂，WestRock公司表示公司近几年致力于提高其投资资本回报率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资产绩效，而巴拿马城工厂的现代化改造耗资巨大且收益较低，绒毛浆生

产规模小、利润不大，因此通过关闭这家工厂，集团将原本用于现代化改造的大量资金用于改善

其他关键资产，提升其他纸厂的效率和利润，这是出于集团的综合考量。

LD Celulose在巴西投产以生产溶解浆为主的新纸浆厂
4月26日，LD Celulose正式宣

布在巴西Triângulo Mineiro地区

投资约13亿美元，投产一家新浆厂，

浆厂年产能50万t，以生产溶解浆为

主。

LD Celulose是奥地利兰精集

团和巴西公司Dexco成立的合资企

业，希望通过该项目扩大溶解浆产

能，供兰精集团和其他有关企业使

用。该浆厂的主要设备由维美德提

供，详细工程于2020年初开始启动，

2021年初在现场进行安装工作，目前新工厂的设备操作和产能提升计划已经正式启动。

 LD Celulose首席执行官Luís Künzel表示，溶解浆是制造兰精人造纤维和特种纤维的

关键原材料，该工厂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溶解浆产量最高、能效最高的工厂之一。

APRIL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新建包装纸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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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亚太资源国际有限公司（APRIL Group）表示将在印度尼西亚新建一家造纸厂，将通

过投资33.4万亿印尼盾（约合23亿美元）建设可持续包装纸板生产设施，扩大其在下游领域的产

品组合。

新造纸厂计划建在苏门答腊岛廖内省Pangkalan Kerinci，这是苏门答腊岛十年以来最大

的制造业投资之一，预计该投资将通过具有附加值的可持续下游纤维产品的多样化，支持后疫情

时代印尼的经济发展和复苏。

纸厂建成后，每年可生产120万t折叠纸板，该纸板属于可回收以及可生物降解的环保产品，

可满足国内外市场对更环保包装产品的需求。此外，新纸厂的建设能够为周边城镇提供4,000多

个建筑工作岗位和近1,000个长期职位。

对此，印尼工业部长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表示，国内纸板制造业的增长将会减少

自身对进口的依赖，增加国内的外汇储备，同时促进印尼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恢复从欧盟进口废纸，缓解国内废纸供应压力
今年4月起，欧盟正式解除了对印度出口废纸的禁令，缓解了印度造纸行业原材料短缺困

境。

此前，欧盟曾于2021年10月20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向印度出口废纸的通知，规定于2021年11月16

日开始，欧洲国家将不会再对印度出口废纸，一度引起印度国内造纸企业的恐慌，但是后来行业

普遍认为这是政府接洽问题导致的文书错误所致。

废纸是印度造纸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之一，特别是用于制造牛皮箱板纸，而牛皮箱板纸又用

于制造棕色或瓦楞纸箱，用于包装从快速消费品到电子产品的所有物品。疫情之后以及欧盟废纸

禁令发布之后的一段时期，印度废纸的短缺曾导致其价格从不到100美元/t上涨到400美元/t以

上，运费也水涨船高。

因此，今年4月起欧盟解除对印度的废纸出口禁令将大大缓解印度的原材料压力。解禁令发

布后，纸价已经开始部分走软，不过要影响印度全国造纸市场，仍然需要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日本制纸秋田纸厂通过浆线升级提升环保效益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环保效益，日本制纸旗下的秋田纸厂（Akita Mill）对浆线进

行升级优化，安装了维美德TwinRoll™ Evolution双辊压榨洗浆机和螺旋推进器，新设备预计于

2023年5月底启动运行。

日本制纸表示，借助TwinRoll技术，纸厂可以大幅提升稀黑液浓度及工艺清洁度，减少蒸

汽用量、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废水排放。

日本制纸主要业务包括浆、纸、纸板、液体包装纸箱、化学品、功能性薄膜、家庭用纸以及特

种纸的生产和销售，还包括木材与能源业务。自1949年成立以来，日本制纸已发展成全球领先的

造纸公司之一，有雇员16,000人，销售额超过10,000亿日元。

秋田纸厂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森林资源丰富，适宜发展造纸，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发展

成为日本制纸旗下的一家领先的浆、纸及纸板生产企业。

环球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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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761014 A

发明人：刘英凤

申请人：广州市智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现有的用于卫生巾的蒸煮设备存在以下不足：

在设备中，卫生巾是存在于浆液形态内进行蒸煮

的，在蒸煮过程中，杂质不断被松解于纤维原料，

随之上浮并悬浮于浆液顶端，不断累积成层面形

式，阻碍了蒸汽对纤维的温度影响力，造成卫生巾

蒸煮效率大大降低。

因此，提出一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设备。

如图1至图7所示，该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设备

设有箱体、上端盖、操控面板、总机、通气管，上端

盖铰接在上端盖的上方，操控面板位于箱体外侧，

总机嵌固安装在箱体的侧端位置，通气管贯通连

接于箱体中。

箱体设有外框、蒸煮体、循环内室、底垫、通

接端，蒸煮体嵌入安装在循环内室中，循环内室位

于外框内侧，底垫连接在蒸煮体底部两侧端，通接

端与蒸煮体一端相连接且活动配合。

蒸煮体设有承载室、环扫装置、气孔，承载室

与蒸煮体为一体化且设在其内部中下段位置，环扫

装置嵌入安装在承载室内，气孔与蒸煮体为一体

化且相贯通设置，环扫装置设有两处，环扫装置做

专利技术

图2  箱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6—外框  7—蒸煮体  8—循环内室  9—底垫  10—通接端

图1  用于卫生巾的蒸煮设备的结构

1—箱体  2—上端盖  3—操控面板  4—总机  5—通气管 图3  蒸煮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11—承载室  12—环扫装置  13—气孔

图4  环扫装置的内部剖视结构

14—底接转盘  15—竖接轴  16—扫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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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环扫活动，便于将悬浮物扫摆开来。

环扫装置设有底接转盘、竖接轴、扫摆体，竖

接轴连接于底接转盘且相配合，扫摆体的末端与

竖接轴相连接且活动配合，竖接轴具有一定伸缩

程度限制，扫摆体在竖接轴的带动下进行活动，使

其始终在浆液顶面端进行扫摆。

扫摆体设有杆架、触兜块、孔腔、贯轴、转球

体、容动区，触兜块活动连接在杆架的外侧端位

置，孔腔与杆架为一体化且贯通设置，贯轴连接在

孔腔两侧，转球体与贯轴贯穿连接且活动配合，容

动区与杆架为一体化且设在其侧端位置，触兜块

与容动区活动配合，转球体设有四个，转球体在贯

轴的穿接下进行上下翻转活动，通透孔腔为转球

体提供活动端口。

转球体设有实块体、伞块、扣接轨、底兜簧，

实块体与转球体为一体化结构，伞块嵌入活动于

实块体内侧，扣接轨内嵌连接在转球体中，底兜簧

连接在伞块的底部位置且活动配合，伞块关于中

心呈对称结构分布，且做伸出内陷活动，底兜簧呈

弧状，具有一定弹性，底兜簧作为伞块活动的驱动

力，且为其提供小幅度晃摆力，便于其将外物进行

附带。

伞块设有侧褶端、摆附端、韧胶、铰摆杆、弹

簧，侧褶端连接在摆附端两侧端且活动配合，韧胶

连接在铰摆杆上端之间且活动配合，弹簧连接在

铰摆杆内侧之间，铰摆杆与摆附端相连接且活动

图5  扫摆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17—杆架  18—触兜块  19—孔腔  20—贯轴  21—转球体  22—容
动区

图6  转球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23—实块体  24—伞块  25—扣接轨  26—底兜簧

图8  触兜块的内部剖视结构

32—弧簧  33—内抵瓣  34—导力块  35—弹挤块

图7  伞块的内部剖视结构

27—侧褶端  28—摆附端  29—韧胶  30—铰摆杆  31—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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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侧褶端可进行褶皱缩折，韧胶为胶条材质，

具有较好的柔韧度，侧褶端、铰摆杆辅助摆附端的

展开面积，作为其受力形变力。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将待蒸煮的物料置于

承载室中，启动总机，调节操控面板，使通接端开

始作用于蒸煮体，进行蒸煮作业，在总机的作用

下，底接转盘受控而产生转动力，驱动竖接轴带

动顶部的扫摆体进行环状圆周活动，而将蒸煮中

产生的悬浮物进行扫开，由杆架圆周带动转球体

随之活动，在液体流力接触下其始终穿接着贯轴

进行翻转，伞块外端受到力的作用而顺着扣接轨

向内陷，使得底兜簧受到挤压而弹性形变，趋于

直向，当受压到一定程度时，其复位反向撑顶起伞

块，令其向转球体外端面延凸，侧褶端不再受侧端

挤压力而能向两侧端更大限度地展开，便于摆附

端延展，同时对铰摆杆的挤压力减小，在弹簧的弹

性作用下，铰摆杆受中间推力向侧端铰摆开，进一

步辅助摆附端的侧摆展力，且韧胶被扯开，与摆附

端相互连接配合，使得伞块上端与悬浮物的接触

面增加而更利于将悬浮物附带着扫开。

如图8所示，触兜块设有弧簧、内抵瓣、导力

块、弹挤块，内抵瓣位于弧簧内侧端，导力块嵌入

安装在内抵瓣内部且活动配合，弹挤块嵌入连接

在触兜块内部一侧端，弹挤块与内抵瓣周侧间隙

配合连接且活动配合，弧簧呈弧状，具有一定的弹

性形变力，导力块设有两处，呈对称分布，弹挤块

为顺丁橡胶材质，具有优良的柔韧性，导力块随弧

簧受力而形变且产生反向撑力，对弹挤块呈挤压，

便于触兜块整天对外物进行擦拭。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由触兜块随扫摆体进行

环周运动，其与浆液流体产生对冲力，在弧簧与容

动区的穿接配合下，能有一定区域的缓冲活动区，

同时其自身形态结构也让触兜块能进行一定的兜

摆，弧簧幅度晃摆对内抵瓣产生挤压力，使其弧向

受力，在对上下端的导力块产生不同时刻、不同位

置的不同大小挤压力，使得导力块在其自身弹性性

质下，进行形变，为弧簧产生缓压形变力，也将挤

压力传导于弹挤块，使其受压而延展，利于其对整

体有一个向外的推挤力，利于触兜块对外侧有进

一步近距离触接，利于其对承载室壁面的触接擦

拭。

一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分离纤维机

申请公布号：CN 112796142 A

发明人：刘培林

申请人：广州蒙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蒸煮分离纤维机是一种通过对纺织品进行加

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进行持续不断地翻转，使黏附

在纺织品表面纤维脱离黏附的设备，主要应用于

卫生巾的提纯浆工序中。现有设备主要存在以下几

点不足：由于在通过设备对卫生巾原浆加热搅拌的

过程中，附着在卫生巾表面的纤维会随着搅拌而

漂浮在液体表面，而当排出液体降低水位的同时

位于水面上部分纤维会重新附着在卫生巾的表面

形成黏附，不能对纤维进行有效地分离。

因此，提出一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分离纤维

机。

如图1至图5所示，该种用于卫生巾的蒸煮分离

纤维机包括分离舱、出气管、传动带、底座，分离舱

镶嵌设有底座的左侧方，出气管嵌固安装在分离舱

图1  用于卫生巾的蒸煮分离纤维机的结构

1—分离舱  2—出气管  3—传动带  4—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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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侧上端面，传动带镶嵌设于底座的右侧上方，

底座通过焊接安装在分离舱的正下方；分离舱包

括筒壁、固定架、滚筒、镶嵌盘，筒壁镶嵌设于固

定架的外侧端面，固定架嵌固安装在滚筒的正下

方，滚筒镶嵌设于镶嵌盘的左侧方，镶嵌盘嵌固安

装在分离舱的内侧右端面。

滚筒包括进水口、转盘、加热桶、齿轮盘，进

水口镶嵌设于转盘的下端左侧面，转盘嵌固安装

在加热桶的正下方，加热桶上端面镶嵌卡合安装

着齿轮盘，齿轮盘嵌固安装在转盘的正上方，齿轮

盘表面具有凸齿状可与镶嵌盘相卡合，在镶嵌盘转

动的过程中带动齿轮盘与加热桶一同转动。

加热桶包括收集机构、尖锥柱、排水口、转

筒，收集机构均匀嵌固安装在转筒的内侧端面，尖

锥柱镶嵌设于加热桶的内侧下端面，排水口均匀

镶嵌设于加热桶的内侧端面，转筒环绕包裹在尖

锥柱的外侧端面，排水口成矩阵式排列且相邻收

集机构，使加热桶在向外排水的过程中水流形成

向外翻涌流动状。

尖锥柱包括圆锥体、穿管孔、叶片，圆锥体外

侧端面环绕包裹着叶片，穿管孔镶嵌设于尖锥柱

的内侧端面，叶片位于穿管孔的正下方，圆锥体外

轮廓从下至上直径轮廓逐渐缩小，可使水流在流

动的过程中围绕圆锥体成螺旋状流动，使漂浮在

水面上的纤维远离尖锥柱。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

将需要蒸煮分离纤维的卫生巾原浆倾倒至滚筒中，

利用传动带带动镶嵌盘与滚筒内的齿轮盘相卡合

转动，在卡合转动的过程中带动位于加热桶内的

原浆进行纤维分离，使被分离后的纤维顺着其自身

图4  加热桶的结构

13—收集机构  14—尖锥柱  15—排水口  16—转筒

图2  分离舱的结构

5—筒壁  6—固定架  7—滚筒  8—镶嵌盘

图3  滚筒的结构

9—进水口  10—转盘  11—加热桶  12—齿轮盘

图5  尖锥柱的结构

17—圆锥体  18—穿管孔  19—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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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的浮力漂浮在水面，当原浆顺着转筒转动时，

原浆会在尖锥柱内圆锥体的圆锥状外轮廓与叶片

的导向效果下形成引导性流动，在原浆流动的同

时使漂浮在其上端表面的纤维顺着流动产生的离

心力而贴合在转筒的内壁上，利用嵌固安装在转筒

内壁上的收集机构对纤维进行收纳，避免纤维随

着水流的排出而再次附着在卫生巾上。

如图6至图7所示，收集机构包括流动槽、排

屑机构、拦截块、嵌固块，流动槽镶嵌设于收集机

构的内侧端面，排屑机构嵌固安装在嵌固块的左

侧方，拦截块嵌固安装在嵌固块的左侧外端面，嵌

固块镶嵌设于收集机构的内侧右端面，嵌固块外

轮廓与收集机构之间设有折角，可使转筒在转动

的过程中通过嵌固块对漂浮中的纤维进行引导收

纳。

排屑机构包括弹簧、转轴、摆动块、第二流动

槽、活动槽、棘齿片，弹簧镶嵌设于转轴的左侧方，

转轴活动卡合安装在第二流动槽的上端内侧面，

摆动块镶嵌设于第二流动槽的内侧右端面，第二

流动槽嵌固位于活动槽的右侧方，活动槽镶嵌设

于排屑机构的内侧端面，棘齿片位于摆动块的左

侧方，第二流动槽成贯穿状设于排屑机构的内侧

端面，可使水流与纤维顺着排屑机构流动的过程中

顺着第二流动槽进行流动，使水中的纤维拂过棘

齿片表面随之被其附着。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当原浆顺着转筒的内

壁而流动时，漂浮在原浆上端表面的纤维会被收

集机构内的嵌固块与流动槽所形成的拦截式夹角

被引导至流动槽内，通过流动槽的内轮廓流动导

向将位于原浆表面的纤维燃烧黏附在拦截块的表

面，且排屑机构内设有第二流动槽，在原浆带动

纤维不断流动冲刷的过程中纤维会被棘齿片所黏

附，逐渐填充满第二流动槽的内端面，随着第二

流动槽端面的逐渐填充导致其收到的推力逐渐变

大，直至带动摆动块整体在活动槽向左摆动，使第

二流动槽暴露在设备外，方便工作人员清理位于棘

齿片表面的纤维。

一种大量卫生巾浆片捣碎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3089357 A

发明人：黄美玲

申请人：黄美玲

卫生巾制作过程中，需要对浆片进行捣碎，随

着浆片捣碎到标准后，将捣碎的浆片进行加工制

成海绵垫片，同时对捣碎的浆片进行清洗消毒。

现有的一种大量卫生巾浆片捣碎设备主要存

在以下不足，比如：捣碎设备内的压柱不断地对浆

片进行撞击粉碎，由于制作卫生巾的浆片选用柔

软、透气等效果的材质进行制作，压柱下压扩张

后，对浆片进行大范围撞击时，压柱中间扩张形成

的卡缝会使浆片碎块在挤压后形成突起与外展的

状态，突起的浆片碎块随挤压卡入卡缝内，导致压

柱升起后将部分浆片碎块夹起，形成拉丝产生大

量毛絮，造成卫生巾制作流程的难度加大。

提供一种大量卫生巾浆片捣碎设备。

如图1至图6所示，该种大量卫生巾浆片捣碎设

备包括底座、旋钮、支撑柱、转机、捣碎桶，旋钮下图6  收集机构的结构

20—流动槽  21—排屑机
构  22—拦截块  23—嵌

固块

图7  排屑机构的结构

24—弹簧  25—转轴  26—摆
动块  27—第二流动槽  28—

活动槽  29—棘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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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活动卡合于底座上端，支撑柱下端螺纹连接于

底座上端，转机右端固定连接于支撑柱左端，捣

碎桶下端嵌固连接于底座上端，捣碎桶上端铆合

连接于转机下端。

捣碎桶内设有挤压装置、连接轴、连接板、传

动盒、推动装置、连接杆。挤压装置内侧与连接板

外侧相连接，转轴外侧与连接杆内侧相固定，连接

板内侧螺纹连接于连接杆外侧，推动装置外侧卡

合于传动盒内侧，连接杆与连接板均设有6个，环

绕连接轴分布，使挤压装置在对浆片进行挤压时

保持稳定。

挤压装置内设有挡板、卡圈、连接条、伸缩柱、

卡板、挡槽。挡板内侧与伸缩柱外侧相铆合，卡圈

外侧与挡槽内侧相焊接，连接条外侧与卡板内侧

相固定，伸缩柱内侧与卡板外侧相卡合，挡板卡合

于挡槽两侧，使浆片不会被挤压装置下压扩张产生

的缝隙夹起。

挡板内设有支撑杆、挡块、支撑条、卡杆、拉

槽、卡架。支撑杆内侧与卡架外侧相固定，挡块后

端与支撑条前端相铆合，卡杆内侧嵌固连接于支撑

条外侧，拉槽内侧与支撑条外侧相卡合，卡架外侧

与卡杆内侧相连接，卡条外侧设有抵条，呈弧形状

包围卡杆与卡条焊接在一起，加大固定效果，使卡

杆拉动卡条时不会发生偏移。

挡块内设有连接块、伸缩板、挡条、固定板、

抵柱、支撑架。连接块内侧焊接于挡条外侧，伸缩

图2  捣碎桶俯视的结构

1—底座  2—旋钮  3—支撑柱  
6—挤压装置  7—连接轴  8—
连接板  9—传动盒  10—推动

装置  11—连接杆

图3  挤压装置正视的结构

12—挡板  13—卡圈  14—连
接条  15—伸缩柱  16—卡板  

17—挡槽

图1  卫生巾浆片捣碎设备的结构

1—底座  2—旋钮  3—支撑柱  4—转机  5—捣碎桶

图4  挡板俯视的结构

18—支撑杆  19—挡块  20—支撑条  21—卡杆  22—拉槽  23—
卡架

图5  挡块俯视的结构

24—连接块  25—伸缩板  26—挡条  27—固定板  28—抵柱  
29—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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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外侧与支撑架内侧相连接，挡条内侧与固定板

外侧相固定，固定板前端铆合连接于支撑架后端，

抵柱外侧与伸缩板内侧相卡合，伸缩板呈半圆形

分布，内部设有支撑杆与抵柱相连接，使抵柱推动

浆片不会发生滑动。

抵柱内设有压圈、压角、抵块、挡圈、固定块、

弹角。压圈内侧固定连接于固定块外侧，压角外侧

与弹角相贴合，抵块外侧与弹角内侧相卡合，挡圈

设于抵块之间进行支撑配合，压圈外侧与抵块内

侧相固定，压圈呈弧形状，受挤压可以进行伸缩，

弹角为橡胶材质，具有弹性，使捣碎的浆片不会黏

附带起，而使浆片形成毛絮。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将设备进行通电，把浆

片放入捣碎桶内，旋转旋钮，使转机运行，推动连

接轴，连接轴带动连接杆与连接板推动挤压装置

内的挡槽对桶内的浆片进行来回撞击捣碎，挡槽

挤压浆片时发生扩张，使连接条与卡板两侧的伸

缩杆被贴合的挡板拉动，使拉槽内的卡架拉动卡

杆内侧的支撑条，支撑条带动伸缩板被支撑架后

端的固定板拉动进行扩张，使抵柱内的弹角与压

角对浆片进行挤压隔挡，弹角推动抵块内侧的压

圈收缩，压圈抵住固定块进行支撑，压圈与弹角会

弹将浆片抖落，防止浆片卡入缝隙内，导致浆片被

夹起，造成浆片被拉丝形成毛絮，加大制作流程难

度。

如图7至图9所示，推动装置内设有推板、推

杆、弹杆、卡块、卡槽。推板外侧与卡块内侧相焊

接，推杆内侧嵌固于推板外侧，弹杆设于卡块之间

进行支撑配合，卡槽前端与弹杆后端相贴合，推板

设有6个，呈环绕分布，使浆片向外扩展时，能够将

浆片居中进行二次撞击，让挤压捣碎的效果增大。

推板内设有滑轨、固定条、抵槽、连接架、推

条、撞块。滑轨外侧活动卡合于撞块内侧，固定条

下端与滑轨上端相连接，抵槽上端与滑轨下端相

固定，连接架设于撞块之间进行支撑配合，推条上

端卡合于抵槽下端，滑轨下端设有抵块，撞条上端

设有连接杆，使撞块撞击时加大振动效果，撞条的

稳定性增大。

推条内设有压板、推柱、弹板、卡条、弹块、导

槽。压板与导槽为一体化结构，推柱前端与导槽后

端相固定，弹板下端与弹块上端相连接，弹板后端

图6  抵柱仰视的结构

30—压圈  31—压角  32—抵块  
33—挡圈  34—固定块  35—弹角

图7  推动装置正视的结构

36—推板  37—推杆  38—弹
杆  39—卡块  40—卡槽

图8  推板正视的结构

41—滑轨  42—固定条  43—抵槽  44—连接架  45—推条  46—
撞块

图9  推条仰视的结构

47—压板  48—推柱  49—弹板  50—卡条  51—弹块  52—导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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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导槽前端相焊接，卡条前端与压板后端相铆合，

弹块为橡胶材质，具有弹性，使弹块挤压推动浆片

堆时，弹块进行收缩回弹将黏附的浆片抖落。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通过旋钮操控，使挤压

装置抬起时，传动盒推动推杆，使推杆推动推板进

行伸展，推板两侧的卡块对卡槽内的弹杆进行挤

压，由弹块挤压浆片，使弹块推动弹板，弹板推动

导槽抵住推柱，使推柱推动卡条抵住抵槽进行支

撑，推力带动连接架两侧的撞块在滑轨内进行滑

动，撞块撞击固定条与抵块产生撞击形成振动，将

弹块上的浆片抖落，使浆片向桶内居中，防止浆片

向外扩展，导致外侧浆片无法与撞柱进行接触，造

成浆片捣碎不够全面。

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这样使用起来，防

止浆片卡入缝隙内，导致浆片被夹起，造成浆片被

拉丝形成毛絮，加大制作流程难度；防止浆片向外

扩展，导致外侧浆片无法与撞柱进行接触，造成浆

片捣碎不够全面。

卫生巾浆片抄造烘干防裂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3106772 A

发明人：张宇

申请人：张宇

现有的卫生巾浆片抄造烘干防裂设备存在以

下不足：由于浆片不能被压得紧实，需要确保内部

物料留有间隙，烘干作业时，浆片会因受热干化而

扭曲变形，使得整体有一定的褶皱形变，容易造成

其内部物料无法较好地与热气接触，间隙间的湿

度不均，影响烘干效果。

因此，提供一种卫生巾浆片抄造烘干防裂设

备。

如图1至图6所示，该种卫生巾浆片抄造烘干防

裂设备设有箱体、挡门、操控面板。挡门铰接连接

在箱体的前后端，操控面板与箱体为一体化结构

且位于其前外侧上方位置。

箱体设有外框、烘干室、承载架、加热盖板、

导热板。烘干室位于外框内侧，加热盖板贯通在外

框顶部，导热板位于承载架底部，承载架安装在烘

干室中。

承载架设有支撑框、托载装置、排气管，排气

管连接在支撑框两侧端，托载装置与排气管相连

接且位于其内侧端，托载装置设有5个，且呈竖向

布置，排气管为贯通管结构，托载装置产热通由排

气管进行气体排流。

图1  卫生巾浆片抄造烘干防裂设备的结构

1—箱体  2—挡门  3—操控面板

图2  箱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4—外框  5—烘干室  6—承载架  7—加热盖板  8—导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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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载装置设有容纳槽、活动体、陶瓷板，活动

体嵌入连接在容纳槽内部，陶瓷板贯通设置在容

纳槽下方且相配合，陶瓷板为有陶瓷管的通透板

块，活动体可进行摆折活动，随受力大小而活动，

便于控制卫生巾浆片与陶瓷板的间距。

活动体设有衔接杆、连接块、卡块、倾摆板，衔

接杆下端与活动体底部滑动连接，衔接杆上端嵌

入于倾摆板中且活动配合，连接块连接在倾摆板之

间，卡块与连接块两侧端分别相连接且活动配合，

卡块嵌入倾摆板中，衔接杆、倾摆板均设有2个且

呈对称分布，衔接杆可进行一定的长度变化，倾摆

板在连接块的弹性配合下呈八字形态的摆折活动，

便于与衔接杆相配合，对其内部产生一定的气体引

导，改变其内部气压。

衔接杆设有位移杆、韧块、弹簧钢、引动板，韧

块下端与位移杆铰接连接且活动配合，引动板嵌

入活动于韧块内部，弹簧钢连接在韧块与引动板

的侧端间隔处，韧块为有韧性的胶块结构，呈倒三

角形态，且内部为空心状态，引动板下端具有一定

的偏重性质，引动板随韧块位移活动而活动，在弹

簧钢的弹性辅助下进一步推移，利于带动气流而

图3  承载架的内部剖视结构

9—撑框  10—托载装置  11—排气管

图4  托载装置的内部剖视结构

12—容纳槽  13—活动体  14—陶瓷板

图5  活动体的内部剖视结构

15—衔接杆  16—连接块  17—卡块  18—倾摆板

图6  衔接杆的内部剖视结构

19—位移杆  20—韧块  21—弹簧钢  22—引动板

图7  倾摆板的内部剖视结构

23—通板  24—瓣块  25—吸热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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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气压，产生吸附力。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通过将带烘干的卫生

巾浆片放置在容纳槽中，关闭挡门，对操控面板进

行调控，便于陶瓷板受控运作，在陶瓷管的高温产

热作用下，令气体在箱体中循环流通，并经由排气

管及时进行蒸汽排通，通过浆片置于倾摆板上端

面，为烘干的浆片带有水分而有一定重量，对活动

体产生重压，使倾摆板呈水平状态，在烘干作业

中，浆片水分蒸发，重量逐渐减轻，倾摆板在衔接

杆的伸缩弹性配合下，逐渐以侧端为支点而产生摆

折活动，连接块的弹性性质便于其中间段拉扯开，

而呈倾斜状态，利于位移杆带动着韧块位移，反作

用作为倾摆板的下端支撑力，便于其有更大的角度

变化，由卡块受连接块牵扯，以及引动板随韧块位

移活动，带动气体而产生向两侧排流的气流力，继

而令倾摆板由内向外产生向内的吸附力，便于当浆

片呈倾斜状态时，水分在重力作用下向斜下端流，

而对较为干化的浆片上端有一个吸附力，对其起

到位置稳固作用，并将较为干化的位置远离陶瓷

板，防止浆片部分区域过分烘干而皱裂。

如图7至图9所示，倾摆板设有通板、瓣块、吸

热块，瓣块连接在通板外侧，吸热块嵌入活动在

通板内侧，瓣块设有3个，且具有形变性，吸热块设

有2个，且具有受热膨胀特性，吸热块在挤压下形

变，气体经由通板的通透口，配合瓣块进行形变。

瓣块设有气垫、弹动架、侧通块，侧通块与气

垫为一体化结构且设在其两侧端，弹动架上端嵌

入于气垫中且活动配合，气垫呈瓣状，且具有较好

的回弹度，侧通块设有由内至外逐渐扩大的气流通

径，弹动架随气垫受压而位移，反作用利于气垫弹

性形变，便于气垫气压变化而从侧通块产生向周围

的鼓吹力。

弹动架设有伸缩杆、重球、顶球，顶球连接在

伸缩杆上端，重球连接于伸缩杆底部，顶球、重球

均为球状，顶球偏上位置为塑性弹性体材质，具有

优良的回弹力，伸缩杆可进行弹性伸缩，重球有一

定重量，伸缩杆的弹性伸缩辅助顶球、重球间距拉

开，便于产生撑顶效果。

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通过通板为有通透径

的板块，吸热块容易吸热而膨胀，在受到衔接杆位

移的挤压力时，会将气体向外挤出，使得瓣块进行

鼓起和凹陷形变，令气垫做瓣状活动，活跃于浆

片下方，进一步辅助热量作用于浆片间隙中，使得

浆片在烘干过程中有一定的底部吹力而不与通板

静态贴合，由伸缩杆的伸缩弹性性质，其连接着重

球、顶球便于两者远离或靠拢，利于顶球对气垫

有撑顶力，令其及时鼓起复位，重球的重力拉扯便

于弹动架对气垫产生下拉力，继而让其内部迅速

充气并尽可能多地进入热气体，从而更利于活跃

烘干。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8  瓣块的内部剖视结构

26—气垫  27—弹动架  28—侧通块

图9  弹动架的内部剖视结构

29—伸缩杆  30—重球  31—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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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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广19



彩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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