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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页纸成形网纤维支撑指标探析
⊙ 王国东  张艳妮（安徽太平洋特种网业有限公司，安徽太和 236000）

A Study on Fiber Support Index for Forming Fabrics with Tissue Paper
⊙ Wang Guodong, Zhang Yanni (Anhui Taipingyang Special Fabric Co.,Ltd.,Taihe 236600, Anhui,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6-0001-07

王国东 先生

工程师；从事产业用纺织品的研发和

生产，具有丰富的造纸成形网和干网

产品设计和生产经验，负责工艺设计、

过程质量控制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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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形网采用的纤维支撑指数和接触点数指标，常常用作成形性能评价。本文针对薄页纸成

形网，从指标的定义、公式、应用前提、局限等方面予以详细讨论。同时就成形网指标及使用中的效

果，进行了简单比较。

关键词：成形网；纤维支撑指数FSI；纤维接触点数CP；耐磨性

Abstract: The fiber support index and contact point were often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forming 
fabric. W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FSI and CP on forming fabrics for tissue paper. Their definition, 
formula, application, relevant of wear and plainnes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We hoped to find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term for paper mills and forming fabric manufacturers to estimate and 
analyze the retention of different forming fabrics. 
Key words: forming fabric; FSI (fiber support index); CP (contact point); wear-resistance performance

纸机成形网的主要功能是脱水、成形和传递湿纸

页。纸页成形过程应尽可能保证纤维留着率、提高脱水

效率、减少网痕和延长网使用寿命。纸页成形的效果直

接取决于成形网成纸面的细腻程度及孔隙状态，成形

网的脱水性能则取决于网体孔隙的大小、数目、形状、

分布以及脱水方式等。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

程。

对成形网的产品设计须根据生产状况和生产能

力有效地确定生产参数及工艺要点。评价成形网纸面

状况的指标有纤维支撑指数（FSI, Fib er Suppor t 

I n d e x）和单位面积内的接触点数（CP, C o n t a c t 

P o i n t s/c m2）。网孔的理论尺寸、经纬线浮长、开孔率

和网体的厚度等指标用于判断脱水能力和纤维留着情

况。成形网使用寿命（耐磨性能）一般通过磨耗厚度、

磨耗量来表示，设计时主要用理论设计磨耗体积及磨

耗厚度来评价确定生产参数，简言之就是综合考虑纬

线的直径、数量和浮长来确定。

本文主要从纤维支撑指数（F S I）和接触点数

（CP）来讨论薄页纸用单层成形网、2.5层成形网和

SSB（Sheet Support Binder）三层成形网。进而分析

和汇总现有薄页纸用成形网的应用及优势。尤其是2.5

层成形网和S SB三层成形网这两种网都能获得较薄的

厚度和挺度，同时使用寿命也比较理想，更接近理论设

计上的优质成形网。

FS I和CP指标都是在成形网的成纸面上单位平方

英寸面积内的计算值。

1  两个指标的定义及公式

1.1 纤维支撑指数

1.1.1 来源及公式

在造纸行业被广泛采用的纤维支撑指数(F S I, 

Fiber Support Index)指标最早由Beran提出，用于

单层网的评价。当然，B e r a n也认识到了纬向支撑比经

向支撑更有优势，因为在网运转时，纸浆沿经向供给，

故纬向更能支撑纤维。

实践证明B e r a n使用的F S I能有效比较单层、双

层、2.5层和三层结构网的支撑性能。FSI根据网成纸面

经纬线支撑长度段个数计算，纬线给了2倍权数。FS I与

线材直径无关，受网纹编织结构和网目数（密度）直接

影响。当然，FSI不能表示网任一方向的支撑效果。

计算公式如下：

英制单位           (1)

或 公制单位    (2)

 式中：Nj—经线密度(MD)，l/in或l/cm；

Nw—纬线密度(CMD)，l/in或l/cm；

t j—单位循环内经线的支撑段数，两纬线间为一

段；

t w—单位循环内纬线的支撑段数，两经线间为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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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单位循环内经线根数；

Rw—单位循环内纬线根数；

n—多层网纬线配比比值，据总纬密和此值可计算

织物成纸面纬线密度；

nNw—成纸面纬线密度(CMD)，l/in或l/cm。

1.1.2 公式注释

可见：纤维支撑指数是每平方英寸内的有效支撑

点数，与经纬线的直径或尺寸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测量

或提供的经纬线密度为公制单位时，需要换算为英制单

位；相邻经线或纬线间起支撑效果的才能记为支撑点

数。

1.1.3 公式的解释

从公式可知道经线方向的纤维支撑指数分段值为

经密（纬向）1 i n或1 c m内的单位组织循环内的支撑点

再乘以系数2/3，并没有包含经向方向1 i n或1 c m内的

所有支撑点；同样的纬线支撑指数分段值也没有包括在

内。因此需要配合接触点数来考虑。

1.1.4 进一步的考虑

也有提出在原公式中增加所有的数，这样公式就

变得更复杂，且计算结果值比较大。成为如下公式：

  

这种计算和考虑没有推广开，国家标准中也未涉

及。

1.1.5 FSI与网面细腻度

成形网的加工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挺度，因经纬线

越细强度和挺度越高，为了有效提高网的挺度则密度会

明显增加，网体也就越细腻。而成形网的表面细腻常用

光滑度或手感进行判断。FS I指标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

成形网纸面的细腻程度，这种评价需要在结构相同或

相近的情况下更准确。

1.1.6 局限性

跨经线或纬线的不计数，而实际脱水过程跨距离

的经纬线对长纤维会形成有效的2次或多次支撑效果，

但是这种支撑效果不记为支撑点数，也不进行纤维支

撑指数的计算。

对单层成形网的计算，以前纸厂经常是纸面用到一

定程度后将网翻个面，使成纸面变成磨损面来使用。因

此有时纸厂或供应商为了人为的提高产品质量，将机械

面的实际不起支撑作用的记为支撑点数，从而计算得出

数值高于其它厂数值的情况，并进而形成有效的营销手

段。而从纸厂使用后反馈曾提出质疑：更高纤维支撑指

数的成形网其成形和留着性能为什么更差？

因此纤维支撑指数指标也应明确其计算条件或基

准。正如滤水度测试条件：在恒定1200 P a压力下，5 L

水通过直径为1 c m2网的秒数。如果不能保证恒定的压

力测得的数值就不能成为有效数值。而这些基准或测

试条件经常存在人为的因素，因此就形成了数据价值大

打折扣，甚至拿错误的数据说事。

1.2 接触点数

接触点数（CP, Contact Points/cm2）是指单位

面积内网的成纸面与纸页接触起支撑作用的经纬线支

撑段个数。

计算公式如下：

 （公制单位 ）          (3)

或 (英制单位）       (4)

注：以下的计算公式由以上基本公式推出，推导过

程从略，计算时直接带入。并根据1 i n=2.54 c m进行英

制单位与公制单位间的换算。

1.3 指标的其它问题

从成形网成纸面的结构进行观察，因为经纬线的

屈曲存在，从立体看，经纬线对纸纤维类似海岛。不同

点的支撑效果有差异，但是在纤维支撑指数的应用上，

我们均认为形成的是一个支撑点，因此纤维支撑指数

和接触点数指标，在经纬线足够细、开孔结构越接近方

形越准确。

从单层成形网31204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脱水孔

实际上是形成3种不同的尺寸，且经纬线的曲度是不一

样的。这样存在不同的网孔结构对纤维的支撑留着不

同，但是我们的指标在使用中认为只要能形成类似支撑

桥作用就记为纤维支撑点。例如在成纸面上随屈曲形成

沿脱水方向的结构，则会加速纤维或加填的流失，在这

种形成支撑指数的地方可能需要更长的纤维才能留着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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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支撑指数和接触点数的判断，是在成纸面、经

纬线交织点间形成支撑弧线，则可以记为一个支撑点。

因此当经线或纬线已经穿透并位于网体的下方，即成形

网不能形成有效海岛形时，我们是不记为纤维支撑点

的。即使它会形成实际的纤维支撑，但是对成纸也是毫

无意义的，这种纤维支撑会伴随多次湍流或抽吸作用随

白水流失，如果不能有效流失的会成为脏污堵塞网孔、

需要清洗掉。

需要注意的是形成纤维支撑的不一定能保证纤维

或填料的留着，纤维或填料的留着还跟有效支撑长度、

纤维对流失的抵抗等因素直接相关。

2  实用计算式推导分析

以下以单层成形网31204来说明其基本计算公式

的推导，同种结构的公式化后能够使用EXCEL文件的

公式进行快速计算，并形成有效的数据报告。

在此处以单层成形网31204为例，进行有效纤维支

撑和接触点数的分析，对2.5层及三层SSB等成形网，分

析的标准相同，后边不再赘述。仅提供推导结果公式并

直接采用相应公式进行计算。

2.1 成纸面开孔形状

图1  31204成形网的成纸面显微放大图及网纹图

图2  31204纸面纬向剖面图

点2 点1

纬1 纬2 纬3 纬4 纬5

经线

图3  31204纸面经向剖面图

点2 点2 点4点1

经1 经2 经3 经4 经5

从显微放大的图看，在一个编织组织循环内，脱

水网孔是3种形状，并不是如平纹结构网的单一开孔形

状。因此在相应的经纬线之间记纤维支撑点时，其长度

尺寸是不一样的，但是理论的计算只考虑形成支撑点，

即记一个支撑点。

开孔形状、数量是直接影响成形网脱水性能的因

素，对纤维留着是间接的动态影响，因此此文不做进一

步讨论和分析。

从图1中的网纹图可以看出，31204产品基本组织

循环为4综，即采用4综、8综、12综、16综等均可编织。

2.2 经线的支撑

FSIj=(5.08/3)Nj
.t j.Rw

如上公式，经线的支撑我们主要是计算纤维支撑

指数的前段，作为支撑点数的计算依据。我们根据经线

的走势和形状，结合弯曲的效果来看其支撑点数并导入

公式中。

从组织图我们可以发现，基础组织循环内每根经

线与4根纬线交织，且经组织点均为1，纬组织点为3，交

织方式一样。因此一个组织循环内的经线可视为任一经

线的平移而得到，即每根经线形成的有效支撑效果理

论上是相同的。下面直接讨论单根经线上的支撑点及计

算推导。

图2中用蓝色的圆圈表示纬线剖面形状和尺寸（未

考虑单丝变形）；用红色的屈服线表示经线的走势形态

和纬线的交织。

从成纸面的经线看，与纬线2交织的经线能形成一

定的纤维支撑留存效果，分别记为点1和点2；而在纬线

之下的经线从理论上看会形成支撑效果，但是穿透到此

位置的纤维或填料均比较短，为了保证成形网的使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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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效果是需要去消除的，因此不能产生实际的价值，

不能记为支撑点数。而经线组织循环为4。

因此单根经线形成的有效支撑=2/4，带入计算

有：

2.3 纬线的支撑

图3中用红色的圆圈表示经线剖面形状和尺寸（未

考虑单丝变形）；用蓝色的屈服线表示纬线的走势形态

和纬线的交织。

从成纸面的纬线看，每相邻经线间的纬线都起到

纤维支撑作用，因此基本组织循环内单根纬线的支撑点

数如图中标识为点1、点2、点3、点4。

因此单根纬线形成的有效支撑=4/4，带入计算有：

2.4 31204纤维支撑指数公式

根据2.1.2和2.1.3的相关推导可得到31204单层成

形网的纤维支撑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FSI=0.8467Nj+3.3867Nw

式中： 

Nj—经线密度，l/cm；

Nw—纬线密度，l/cm。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FSI1=0.8467×35+3.3867×30=131.2。

2.5 纤维接触点数

根据上面显示的31204成纸面形成的有效纤维支

撑点数，结合纤维接触点数公式可知：

2.6 反面

如上讨论计算的是纬线形成长的浮长支撑，纤维

支撑指数最大化的公式。单层成形网的使用中，经常有

正反都用的情况，有时候用户会故意反过来用，即将成

纸面当磨损面来使用。这个时候经线的纤维支撑点数为

4，纬线的纤维支撑点数为2。相应的推导计算公式分别

为：

FSI=1.693（Nj+Nw）

CP=0.5NjNw 

从推导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来31204与反面用的

31204：纤维支撑指数FS I不同，但是纤维接触点数CP

却是相同的。

3  2B6408、2B6607和SSB6520经向剖面图

此处2.5层成形网以7综和8综结构来进行分析。

S SB6520以有效支撑，表纬∶底纬=2∶1，且采用每两根

尼龙单丝形成一根有效支撑纬线来自绑结的三层S SB

成形网。

后边的参数计算直接采用推导出的实用计算公

式，相应的计算公式推导从略。

3.1 2B6408（图4）

经线密度：71或72根/cm；纬线密度：66根/cm。

3.2 2B6607（图5）

经线密度：71或72根/cm；纬线密度：66根/cm。

3.3 SSB6520（图6）

经线密度：65根/c m；纬线密度：88根/c m；经线

配比1∶1，纬线配比2∶1。

在图4～图6中，为了形象表示经纬线编织结构作了

经向或纬向剖面图，图中是理论模型情况，非实际剖面

视图。

图4  2B6408经向剖面图

图5  2B6607经向剖面图

图6  SSB6520经向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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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纤维支撑指数FSI的计算

纤维支撑指数的计算值，可以使用整数表示或小

数点后1位表示，此指标没有单位。

4.1 31204

根据组织结构和FS I的定义公式推知单层成形网

31204的FSI计算公式为：

FSI=0.8467Nj+3.3867Nw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FSI=0.8467×35+3.3867×30=131.2。

4.2 2B6408

根据组织结构和F S I的定义公式推知2B6408的

FSI计算公式为：

FSI=0.423Nj+1.834Nw

将数据经线密度为72根/c m、纬线密度为66根/

cm带入计算有：  

FSI=0.423×72+1.834×66=151.5。

4.3 2B6607

根据组织结构和F S I的定义公式推知2B6607的

FSI计算公式为：

FSI=0.484Nj+1.935Nw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FSI=0.484×72+1.935×66=162.6。

4.4 SSB6520

根据组织结构和FS I的定义公式推知S SB6520的

FSI计算公式为：

FSI=1.693Nj1+3.387Nw1

式中： 

Nj1—上层经线密度即成纸面，l/cm；

Nw1—上层纬线密度即成纸面，l/cm。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FSI=1.693×32.5+3.387×44=204.1。

4.5 数值比较

从以上的计算可从理论上知道相同的经密、纬密，

不同的组织其相应的纤维支撑指数亦不同，S SB6520

的FSI最大，网面细腻程度和网孔更能有效地调整。

同时从手感来看，S SB6520的挺度也是最好的，特

别适合于高速新月型卫生纸机使用，几乎能满足所有

薄页纸的抄造需求。从国内使用经验看，车速1100 m/

m i n以上使用此类成形网的居多，且国内此类成形网已

经在1600 m/m i n车速上大量使用，部分指标效果优于

国外产品。

5  单位面积内的接触点数CP的计算

C P的单位面积我们通常采用c m进行计算，即每

cm2面积内的支撑点数量。根据英制的习惯，会求每平

方英寸内的支撑点数量。因此该指标的表示，一定要注

意其单位，必要时进行调整以使数值具有同样的基准来

比较，避免产生错误。

接触点数越多，则表明纸面经纬线交织点数也多，

也就是网孔开孔数量越多。

本文中采用公制单位进行计算，即每cm2内的接触

点数。

5.1 31204

根据组织结构和CP的定义公式推知31204的CP计

算公式为：

CP=0.5NjNw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CP=0.5×35×30=525（点/cm2）。

5.2 2B6408SSB成形网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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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织结构和CP的定义公式推知2B6408的CP

计算公式为：

CP=0.1354NjNw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当经线密度为71根/cm时

CP1=0.1354×71×66=634（点/cm2）；

当经线密度为72根/cm时

CP2=0.1354×72×66=643（点/cm2）。

5.3 2B6607

根据组织结构和CP的定义公式推知2B6607的CP

计算公式为：

CP=0.1633NjNw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CP=0.1633×72×66=776（点/cm2）。

5.4 SSB6520

根据组织结构和CP的定义公式推知S SB6520的

CP计算公式为：

CP=Nj1Nw1

将数据代入公式计算，有：

CP=32.5×44=1430（点/cm2）。   

从以上计算数据可以知道，要获得相同的纤维支

撑指数SSB网更易达到设计要求。

5.5 计算值统计汇总（表1）

6  耐磨性

实际生产的产品跟理论设计和计算是有差异的，

如成纸面的平整度。网面平整度是指同一网平面内的高

点（经组织点屈服平面）基本在同一水平面内。而我们

[收稿日期:2021-11-18]

纤维支撑指数和接触点数的计算基础是在整个网体平

整度好的基础上进行，如果网面出现明显不平整，则不

适合。如为了特殊效果需要专门编织经纬线突出形成棱

锥、波浪等形状的其它用途造纸过滤网，则不再使用纤

维支撑指数和接触点数这样的指标。

成形网耐磨性能受网机械面的平整度和网的磨耗

体积的直接影响。从生产的每个工序开始都影响到网

体平整度。经纬线的屈曲状态以及一次定型后的经纬

变换直接决定网的磨耗体积大小，一般在保证经纬转

换及屈曲的情况下，纬线直径越粗网体的耐磨性越好。

从生产实践来看当D w/D j＞2时，纬线直径的增大对耐

磨性影响不明显，经纬变换不易有效保证。

7  总结

纤维支撑指数和纤维接触点数虽然有很多限制，

但是能用于量化评价和比较成形网的纤维支撑性能，可

一定程度上反映纤维留着效果。同时这些指标一定程

度上与网平整度和耐磨性能相关。

从整体上分析，SSB成形网有以下优势：

(1）经纬配比更灵活，网孔径大小、数量及网厚度

能更好地保证。

(2）成纸面更细腻，单位网长度内纬线更细、更

密、纤维支撑指数更高。

(3）耐磨性更好，因为经线为两组，下经可以选粗

选细，提供更多的磨耗体积。

(4）生产中翘边减少，纬线收缩性能接近，更能保

证网平整度。

(5）横向（纬向）挺度最高，能有效降低抽吸水封

时网的凹陷、悬空运转时更稳定，因此特别适应夹网纸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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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几种薄页纸用成形网的FSI和CP值汇总

网型号

经线直径

经线密度

纬线直径

纬线密度

纤维支撑指

数FSI

接触点数CP

2B6408

0.15

72

0.15/0.22

66

151.5

643

31204

0.18

35

0.20

30

131.2

525

2B6607

0.15

72

0.15/0.22

66

162.6

776

SSB6520

0.13/0.18

65

0.12,0.12/0.22

88

204.1

1430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7
Mar., 2022  Vol.43,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摘 要：对低定量再生原纸表面施胶应用,采用自制的改性

纳米微晶纤维素（CONCC）与木薯氧化淀粉制备表面施胶液，

CONCC添加量为淀粉质量的0.05 wt%～0.2 wt%，原纸表面施

胶温度60 ℃。结果显示：淀粉施胶液体系中添加CONCC能提

高原纸的耐折度、抗张强度和抗水性；8 w t%木薯氧化淀粉

溶液基体与占木薯淀粉质量比0.1 wt%的CONCC协同制备的施

胶液，相比于淀粉施胶效果，再生原纸施胶后纵、横向耐折

度分别提高了16.7%和43.6%、抗张强度增强了24.5%、伸长率

降低了37.1%、30s C o b b降低14.5%。研究结果表明，再生原纸

在经组合绿色高分子CONCC/木薯氧化淀粉表面施胶后，其力

学性能和抗水性明显增强，应用性能改善。

关键词：阳离子纳米微晶纤维素；氧化木薯淀粉；表面施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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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ycled unsized paper with low base weight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urface sizing, modified nano-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CONCC) and oxidized cassava 
starch were used to prepare the surface sizing solution, with 
CONCC dosage being 0.05wt%-0.2wt% of starch, the base 
paper was treated at the surface sizing temperature of 60℃.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ading CONCC into starch sizing liquid 
could improve the folding resistance, tensile strength and water 
resistance of base paper. Compared with the effect of starch 
sizing, the sizing solution prepared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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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是广泛存在且可再生的资源，纳米微晶纤维

素（nanocrystalline cellulose，NCC）是天然纤维素

经过处理（如酸水解、生物酶水解等）后得到的一种纤

维素结晶体[1-2]。NCC力学性能优异、比表面积大、高结

晶度、高杨氏模量、高强度、高透明性和超精细结构，具

有生物可降解性、生物相容性以及化学性能稳定[3-4]。课

题组成员[5]通过超声辅助硫酸水解方法制备得到了典型

的棒状NCC，硫酸水解经离心、透析制备的NCC表面

含有部分磺化反应引入的磺酸基团，使NCC带负电，分

散在水中时相对较稳定[6]。

在造纸行业中，纳米纤维素可以通过浆内添加和表

面涂布[7]方式改善纸质性能。纸外浸渍[8]提高抗张指数，

低定量涂布纸张使其抗张强度优于同条件阳离子淀粉

涂布效果[9]；纸板涂覆氧化纳米微晶纤维素（ONCC）提

高拉伸应力[10]；同时，有研究表明阳离子化NCC在纸张

涂布应用中能改善纸质的阻气性和吸水性[11]、低定量材

质的表面性能[12]。当前，低定量涂布纸、包装纸/纸板、

电话号薄纸、新闻纸、字典纸等都在向低定量化方向发

展[13]，采用组合绿色高分子、无机/有机纳米纤维、交联

作用的多种方式，实现增强纸张干、湿强度,改善工艺和

环保等问题[14]，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综上，本文采用经硫酸水解后，阳离子改性的氧化

纳米微晶纤维素（CONCC）添加应用于氧化淀粉基施

胶液中，对再生低定量纸张进行表面施胶，研究其对纸

张物理强度和抗水性的改善情况。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仪器

木薯淀粉：杭州下沙纸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仪

器规格：YY-278C，细度≥99.5%，pH=7，工业品；再

生低定量原纸：滕州市腾信造纸厂，工业品；CONCC溶

液：实验室制备，酸性水解微晶纤维素（MFC）经透析、

氧化和阳离子改性获得，固含量1.27%；过硫酸铵：杭州

高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纯；蒸馏水。

XS E 205DU电子天平；DC-M I T135B耐折度

测试仪；QZ-C o b b值测试仪；O S P-100涂布刮棒；

DHG-9140A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JB90-D型强力电

动搅拌机；TC-15恒温电热套；FQ-CBD125可勃吸收

试样取样器；J-CBY100纸与纸板吸收性测定仪；FQ-

DLD100A定量测定标准试样取样器；D-DLY 50纸和

纸板定量测定仪；DC-KZ300C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

烧杯、吸管、四口烧瓶、温度计等。 

1.2 CONCC/木薯氧化淀粉施胶液的制备及应用

结合前期工作[15-16]，在加热和搅拌条件下，配制

8 w t%木薯原淀粉溶液，经过硫酸铵氧化得到氧化淀粉

溶液；以此氧化木薯淀粉糊液为基体，加入一定质量比

例[11，17]的CONCC溶液充分搅拌混合，复配成所需的表

面施胶液。

将未经施胶的再生低定量原纸固定于施胶实验台，

控制施胶温度约为60 ℃，用吸管、涂布刮棒吸取并刮涂

施胶液对原纸进行表面施胶，施胶应用中要保持每次施

胶液的涂布量一致，施胶量控制在1～3 g/m2[18]。纸张

施胶处理后置于90 ℃的干燥箱中处理10 m i n。干燥后

的施胶纸张需在恒温恒湿实验室中平衡静置24 h后进

行性能测试。

1.3 性能测试

(1）定量 按照国家标准GB/T 10739-2002对试

样进行温湿度预处理，依据GB/T 451.2-2002测试实

验试样定量，取平均值。

(2）耐折度 依据国家标准GB/T 457-1989《纸张

耐折度的测定法》测试施胶纸试样的纵、横向耐折度。

(3）Cob b值 依据国家标准GB/T 461.3-2005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浸水法）》。选择测试时间

为30 s，取5个试样的平均值。

(4）抗张强度 依据国家标准GB/T 12914-2008

对试样进行测试。每组纸张测试5次分别记录其抗张强

度、伸长率，取其平均值记为相应指标。

cassava oxidized starch solution and CONCC added with a mass 
ratio of 0.1 wt% cassava starch increased the MD and CD folding 
resistance of recycled base paper by 16.7% and 43.6% respectively, 
enhanced tensile strength by 24.5%, reduced elongation by 37.1%, 
and reduced 30s Cobb by 14.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water resistance of recycled base paper 
were enhanced and its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was improved 
after the surface sizing of CONCC/cassava oxidized starch.
Key words: cationic nanocrystalline cellulose; oxidized cassava 
starch; surface sizing; application; recycl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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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CONCC的基本性能

本研究用于复配表面施胶液的C O N C C溶液

是实验室制备，主要成分是NCC经氧化和聚乙烯亚

胺（P E I）阳离子改性接枝处理。实验室制备NCC、

ONCC、CONCC基本性能参数如表1所示。

Z e t a电位分析仪（Br o ok h av e n PLAS，德国

B r o o k h a v e n公司）测定样品悬浮液的电位，测试

温度为25 ℃，测试3次，取平均值。纳米粒度电位仪

（Zetasizer Nano S90，上海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测

定样品稀释比例1∶20，测试条件为25 ℃。

从Z e t a电位结果可以看出，未改性NCC悬浮液的

电位为-33.7 mV；而阳离子接枝后的CONCC悬浮液的

电位为+43.9 mV。改性后电性越强，其静电排斥与空间

位阻的作用力越强，使CONCC具有更好的分散性与稳

定性。从粒径数据看，接枝后的纤维素晶须的粒径也相

应增大。

2.2 纤维素微晶的红外图谱

采用美国Thermof i sher公司的Nicolet-5700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spectra，FT-IR）表征改性前后不同

纤维素晶须官能团的变化情况，控制扫描范围为4000

～500 cm-1，分辨率2 cm-1。NCC、ONCC和CONCC

的FT-IR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知，NCC和ONCC

和CONCC图谱上均出现了纳米纤维素特征峰。其中，

-OH的伸缩振动峰出现在波数为3334 c m-1处，但该

处的吸收峰宽度和强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表明不同改

性处理将会影响此处-OH的振动，ONCC和CONCC

存在着缔合状态的氢键，ONCC除了正常的-OH还有

部分-COOH；-CONCC还有-NH2使得3334 c m-1

处的峰变得窄而强；-CH2的伸缩振动峰出现在波

数为2902 c m-1处；醚键-C-O-C-的伸缩振动峰出

现在1050 c m-1处，且该处的峰强度相对高，尤其是

CONCC在该处的峰强度最高；经氧化后得到ONCC在

1637 c m-1处出现了-COOH中羰基的伸缩振动和弯曲

振动；CONCC在1637 cm-1处出现了尖锐的强峰，这是

阳离子基团-NH-的弯曲振动；1316 cm-1处为-COO-

中的-CO-的伸缩振动峰；1429 c m-1处为-CH2-的伸

缩振动峰；1562 c m-1处可能为NCC吸附水-C-O-振

动峰；-CH2OH经双氧水氧化成羧基，进一步与阳离

子聚合物PE I进行接枝反应，3334 c m-1、1637 c m-1、

1050 c m-1处均出现了明显的峰变化，新信号峰强度的

增强表明纤维素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结合表1测试结

果，进一步表明CONCC成功被氧化和阳离子接枝。

2.3 原纸检测结果

根据国标，分别对再生原纸定量，横、纵向耐折

度，抗张强度，30 s C ob b值等性能测量，取平均值，其

结果如表2。

2.4 不同CONCC用量的纸质施胶效果

2.4.1 CONCC用量对纸张耐折度的影响

图2所示是纸样进行纵、横向耐折度测试结果，同时

也展示了施胶液中不同用量的CONCC对纸样耐折度的

影响。由图中结果可知，纸样的纵向耐折度均大于其横向

耐折度，即纸样具有较好的纵向耐折度。这主要与纤维

排列主导方向及纵向纤维间的结合力相关。

同时，施胶液中添加CONCC后，样品纸的纵、横

耐折度都有提高。当CONCC添加量为0.1 w t%时，施

表1  NCC/ONCC/CONCC样品的基本参数

样品

NCC

ONCC

CONCC

粒径/

nm

493.5

416.2

547.7

Zeta电位/

mV

 -33.7    

-24.8    

+43.9

PDI

0.25

0.18

0.66

表2  原纸性能检测结果

定量/

g.m-2

55.0

耐折度/

次(横向)

16

耐折度/

次(纵向)

23

抗张强度

/kN.m-1

2.12

30s Cobb

值/g.m-2

32.5

伸长

率/%

12.1

图1  NCC/ONCC/CONCC的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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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1 w t%～0.2 w t%之间时，由于CONCC和氧化淀

粉的凝集效应，施胶液在纸张上的渗透性易达到饱和，

此条件下施胶纸抗张强度提高趋缓。

施胶液中添加CONCC后，施胶纸的致密性增强、

强度增加。CONCC添加量达0.1 w t%时，纸的伸长率

从未添加前的5.20%快速下降到3.27%附近；此后，

CONCC添加量改变，伸长率小幅波动。

3  结论

在85℃的恒定温度下，以8 w t%的木薯氧化淀粉

胶纸的纵、横耐折度分别达到了28次、23次；相比未

添加CONCC施胶纸张，耐折度明显提升。以上结果的

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方面：其一，随着添加量的提高，

CONCC结构上的阳离子胺基基团越多，与原纸上纤维

的结合力越强，施胶液与纸张的结合更致密，使施胶后

纸的耐折度得到改善[19]；其二，CONCC用量增多，施胶

液分散体系中的阳离子物质增多，和氧化淀粉体系产生

了絮凝效应[20]，使得施胶液渗透性降低，进而导致施胶

后纸样品的耐折度增加不明显或有所降低。

2.4.2 CONCC用量对纸张定量、抗水性能的影响

由图3可知，施胶液中CONCC用量改变对样品纸

的定量有一定的提高，提高幅度在2%～2.3%之间，通过

施胶处理能稍微增加定量，但改变不是很明显。

图3展示了不同C O N C C用量对样品纸阻水性

能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CONCC用量的增

大，施胶纸的吸水值先减小后增大。具体地说，未

添加C O NCC的施胶纸吸水值为23.5 g/m 2，添加

0.10 w t% CONCC的施胶纸张吸水值为20.1 g/m2，

施胶纸的吸水性能降低了14.5%。然而，添加量超过

0.10 wt%时，吸水值反而增大了。

分析原因可能是：（1）随着CONCC用量的增加，

施胶液稳定和均匀，施胶液涂覆于原纸表面时，涂

层表面的孔隙孔径大小和孔容变小且远小于未添加

CONCC的施胶纸，因此水向纸张内部渗透的速度大

幅度降低[20]；（2）当CONCC用量再增多时，极易导致

CONCC上的羟基、羧基以及胺基、酰胺基团与水分子

相结合，从而影响施胶纸的阻水性能[21]。

2.4.3 CONCC用量对纸张抗张强度、伸长率的影响

抗张强度是描述纸张机械性能最重要的指标。

CONCC添加量变化对施胶纸抗张强度的效果如图4

所示。由图4可知，随着CONCC添加量的增大，施胶纸

的表面抗张强度逐渐上升。未添加CONCC的施胶纸

张的抗张强度是2.78 k N/m，当CONCC添加量达到

0.1 wt%时，施胶纸张的抗张强度提升到3.46 kN/m，

提高程度明显；当CONCC添加量达到0.2 w t%时，施

胶纸张的抗张强度提升到3.52 kN/m。CONCC上含有

很多的羟基、羧基、胺基和酰胺基团，会与纸张纤维上

的羟基形成更多的氢键效应，增加纤维之间的结合力，

从而提高了施胶纸的抗张强度[22-23]。 CONCC添加量

图2  施胶试样纵、横耐折度随CONCC添加量变化

图3  CONCC用量对施胶试样定量、抗水性的改变

图4  CONCC用量对施胶试样抗张强度、伸长率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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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为基体，添加质量比为0.05 w t%～0.2 w t%的

CONCC协同作用，制备得到多组表面施胶液；分别对

选定的再生低定量原纸进行表面施胶应用。施胶纸张

经处理后进行强度、抗水性等性能测试。

实验研究结果显示：（1）添加CONCC制备的施胶

液对纸张施胶应用，施胶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能都优

于氧化淀粉施胶体系；（2）在8 w t%的木薯氧化淀粉溶

液中，添加淀粉质量0.1 wt%的CONCC制得施胶液，对

原纸施胶应用综合效果最佳；（3）综合数据结果可知，

8 w t %木薯氧化淀粉溶液、CONCC添加量为淀粉质量

比0.1 w t%时，施胶纸定量增加了1.18 g/m2，施胶纸的

纵向、横向耐折度分别比未添加CONCC时提高了10次

和4次，30s Cobb值降低了2.4 g/m2，抗张强度提高了

0.58 kN/m，表面施胶处理改善了原纸的拉伸性能。

CONCC添加于氧化木薯淀粉施胶体系，能有效改

善施胶纸的物理力学性能、抗水性，使纸张应用性能得

到提升。NCC作为天然高分子纤维晶须，阳离子改性后

的CONCC带正电、电位更高，其在淀粉施胶体系内应用

性好，在纸张施胶应用中更能凸显绿色环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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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纸浆洗涤工段中工艺指标的矛盾情况，构建

多目标优化，提高出浆量，降低清水使用量，达到高产、节能的

目的。本文基于洗涤工艺过程的多段逆流特性，搭建了非线性

数学模型，提出一种解决非线性问题的优化策略。引入自适

应的惩罚因子，将带约束条件的模型转化为无约束问题，利用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对类似于灰箱模型的纸浆洗涤过程建立

稳态模型，对于多目标模型，采用混沌优化算法进行目标优

化。计算机仿真表明，稳态优化模型不仅保障了纸浆洗涤干

净度，并且提高了洗后纸浆的出浆量。造纸厂实践表明，该方

法能有效解决洗浆过程的工艺指标矛盾问题，整个过程得到

了优化控制。该方案提高了出浆量，节约了洗涤用水，达到了节

能减耗的目的。本文提出的稳态优化控制方法适应于大部分

工业生产过程，对于非线性、多目标问题具有通用性，混沌优

化算法可解决灰箱问题的求解精度、结果可靠性等要求，避

免了局部最优的缺点。  

关键词：纸浆洗涤过程；稳态优化；罚函数；混沌优化；神经

网络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multi-
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paper wash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ulp output,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clean water,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gh yield and energy sav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lp washing process, a new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solving nonlinear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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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浆过程中，纸浆洗涤工段是至关重要的，洗浆

的结果对后续的蒸发、碱回收工段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对于洗浆工段，由于工艺流程长，且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表现出一种非线性、时变和大时滞的复杂特性。目

前研究大多集中在优化算法的设计，为了得到一个稳态

优化的求解，就需要建立准确的稳态模型，以及研究有

效的优化算法，这是解决非线性过程稳态优化问题的

关键。洗浆过程的优化问题往往表现在有非线性约束

条件，传统的基于梯度寻优的算法对模型的连续、可微

有较高的要求，混沌是在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表面

上规律、实质上任意的现象，利用混沌优化方法是一个

新领域[2-3]，Tokud a等对混沌优化进行了改造，以与退

火算法优化其混沌参数；AbedaIrazq等针对多目标动

力系统，采用稀疏压缩感知技术对多目标进行分析[4]。

以上都是对非线性系统的混沌多目标优化，根据纸浆

洗涤过程自身非线性特性，本文首先对洗浆过程进行

神经网络跟踪学习，建立稳态模型，并提出了多目标混

沌优化算法，以解决洗浆过程的多目标如何同时达到最

优控制的问题。

1  稳态优化递阶控制结构

在纸浆洗涤工段，多采用的是多段逆流洗涤的原

理。对此，在纸浆洗涤过程的最终优化级设计中，本文

采用分层分组式管理，将整个系统进行分解，依照工艺

特征，分割若干（如n个）相当程度上独立的小单元。对

于各个小单元设置控制回路，通过基础控制完成各自

小单元的控制。在各个小单元达到稳定控制后，搭建联

动级，实现各个小单元的联系，使整个过程结合起来。

当实际生产的产量出现变化，或者工艺参数需要调整，

联动级可快速地做出适量的变化及修改，从而提高了系

统的柔性。对于各大浆纸企业，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DCS）应用在工段中，以实现实时控制[5]，基础级、联

动级保障了生产的稳定运行，但缺少稳态过程的优化

调整，为了实现稳态优化控制，本文在此DCS系统基础

上，增加了优化级，实现基础级、联动级、优化级的三级

控制，构成了三级递阶控制，如图1所示。

在优化级中，优化控制器主要是实现模型的优化、

参数的优化调整。通过计算机实时在线完成，基础级

控制好各个小单元，通过联动级协调整个工艺过程，

洗浆过程的现场工艺数据通过DC S上传给优化级，在

优化级中，通过已预调好的模型及优化算法，对工艺参

数进行优化，多次优化计算后的最佳工艺参数，再传向

DCS，对输入进行调整，得到最佳设定值，通过三层上

下级之间的联动优化控制，使整个工况稳持在最佳状

态。在纸浆洗涤过程中，以洗后浆残碱和黑液的波美度

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本文通过神经网络方法将预先建

立的残碱和黑液波美度的关系通过MATLAB编辑调

试成功后，下载到DCS系统上。整个测量过程的嵌入如

图2所示。其中，下位机采用S7-400 PLC，上位机嵌套

MATLAB、WinCC软件，从而搭建了洗浆过程的软件

技术平台。

2  稳态优化控制

根据洗浆过程工艺指标的数学模型，在实际生产

making the constraint problem into an unconstrained problem by 
introduction of adaptive penalty factor, then based on the stable-
state neural network model of pulp washing, chaotic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as used for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al control of pulp 
washing proces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 in 
solving the optimal control of pulp washing process, it can bring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to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The 
steady-state optimal control method of pulp wash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multi-objective problem of nonlinear and 
complex production process. It has good universality in solving 
accuracy, meeting constraints and reliability, and is easy to find 
the global optimal advantage.
Key words: pulp washing process; stable-state optimal control; 
penalty function; chaos optimization

图1  稳态递阶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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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约束范围条件下，对洗浆质量和成本效益进行目标

函数优化。也就是根据建立的过程模型，寻找出最合适

全局优化计算，得出最佳的过程设定值，对系统进行不

断微调，从而使生产保持在最优工况。可描述为：

                

(1)

其中，X为系统输入，Y为神经网络模型输出，Yd为

输出的设定值，N(.)为通过神经网络训练得到的稳态模

型，S为可行域。若X∈S，则称X为可行解。从式（1）可

见，这是一个带约束条件的优化模型，在实际计算中，

由于约束条件的限制，往往找到的都是局部最优解，很

难能兼顾多个约束，找到全局最优解，对此，本文针对

约束进行等价转化，将其转化为带参数的目标函数，从

而得到无约束优化模型，便于得到最优化解。在约束转

化中，本文采用外罚函数法对约束条件进行了转化。

2.1 罚函数法

罚函数法是针对不等式约束提出的，其根本思想

是给目标函数设置一个惩罚项，构成罚函数[6]，原来的

约束条件进行了弱化与削减，目标函数进行了强化，在

求解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调整惩罚项，对不满足的解进

行剔除，多步寻优出最优解。罚函数可描述如下：

P（x,σ）=f（x）+σ（c（x））              (2)

其中，P（x,σ）为新目标函数，主要有式（1）中的

原目标函数f（x）以及惩罚函数σ（c（x））构成，惩罚项

是通过对式（1）中的约束条件c（x）进行构造得到的。

生产过程中，由于纸浆洗涤过程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

是洗涤质量，对此项指标通过增加一个不可微的罚函

数，从而消除掉约束条件。具体采用的不可微罚函数如

式（3）所示。

   

                                       (3)

采用此罚函数能够快速解决连续变量的离散化，

克服了计算上连续性的要求。

在纸浆洗涤过程中，最终的目的是得到一定干净度

的洗后纸浆，并且希望在洗涤过程尽量减少洗涤白水的

使用量，即用最节约的水洗涤得到尽可能干净的浆。减

少水的用量同时还要保证生产产量不减少。因此，要达

到高产、低耗的多目标函数，本文根据多目标混沌优化

算法特性，对纸浆洗涤过程进行双目标优化，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优化控制。

2.2 多目标混沌优化算法

多目标优化算法中，可分成两部分完成，分别对多

个目标及约束条件进行处理。针对多目标问题，进行设

置合适的系数组合，将其转换为单目标问题。对约束条

件通过上文的构建合理的罚函数，进行约简，得到无约

束问题。经过这两步处理后，原来的带约束的多目标问

题转变为无约束的单目标问题。此时，采用混沌优化理

论[7]对非线性问题进行最优解的搜索。具体步骤如下：

(1）多目标问题转化——理想点法。对每个目标计

算可行解的计算，将所有的可行解通过权重系数进行

线性组合，线性组合的函数即为最终的单目标。

(2）处理约束条件——罚函数法。选择合适的惩罚

项，利用P（x,σ）=f（x）+σ（c（x）），对约束条件进行

约简，转化为无约束问题进行优化。此时得到连续函数

的优化模型：

minf（x1,x 2,…xn）Xi∈[a i,bi] i=1,2，…n    (4)

(3）混沌变量初始化。初始选取n个不同的工艺指

标经验值，通过多项式回归出生产的n个不同数列，称

为x i,p，i=1,2,…n，p为混沌序列的大小[8]。其中，多项

式回归采用的是如式（5）所示的Log i s t i c混沌映射方

程：

xk+1=λxk(1-xk)                        (5)

式中，λ是迭代系数，取值在0～4,0≤x 0≤1时，式

(5)经过多次迭代，得到一个[0，1]的序列，具有模糊特

性，以此迭代出不同时刻工艺指标的过程数据。

在混沌优化算法中，通过式（5）生成混沌序列，对

其进行线性变换和平移，可将其构造成优化模型对应的图2  软测量模型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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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集中的个解，对这些单独的解利用对应的模糊遍历

法，搜索出最优解。 

(4）用混沌变量进行迭代搜索。详细过程如下：

①λj=λj-1（j=2，3…n），由此，迭代出新的混沌变

量λ，对于不充足数据样本，本文应用牛顿插值法，进

行数据插值模拟。如式（6）、式（7）所示。

xj
k=aj+λj+1（bj-aj） j=（1,2，…n-1）      (6)

xn
k=an+λ（bn-an）                     (7)

②对当前点进行遍历，若结果小于上次迭代的最

优值，即f(x k)＜f*，以当前点为最优点，进行保留，并以

其相应的最优函数值为最优目标值。x ol d=x
*，x*=x k，

f*=f (xk) 。

③如果f*经N1步搜索后保持不变，且 ，

则转式（3），否则继续迭代搜索。

(5）求p=x*-x*
o l d，更新容许集合为R，以线性关系

进行搜索：

f（X｀）=min{f（x*+ap）│X* +ap∈R}       (8)

Xold=X
｀，X*=X｀，f*=f（X｀）               (9)

(6）m=m+1，如果m＞N2，则停止搜索，得到全局

最优点X*，对应的f*为最优解。否则转到式（2）。

2.3 洗浆过程双目标优化模型

为了实现洗后浆高产量、低能耗的多目标，定义E

（x1,x 2,x 3）=x 3为清水消耗量，Y（x1,x 2,x 3）=x 1x 2为

纸浆产量。在洗浆过程中，我们希望清水消耗量尽可能

的少，而黑液浓度尽可能的高，双目标优化模型如下：

                       

   (10)

其中，x 1—进浆流量，m3/h；x 2进浆浓度，k g/

m3；x 3—清水注入流量，m3/h。是模型的决策变量。f1

（x1,x 2,x 3）、f 2（x1,x 2,x 3）是I段黑液桶中黑液波美度

和洗后浆残碱的模型函数，是一个用BP神经网络表示

并经过训练达到相当精度的稳态模型[10]，其模型结构

如图3所示。利用前馈神经网络描述纸浆洗涤过程中的

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11]，以此为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

是为了使模型能够模拟纸浆洗涤过程的运行，提高优化

结果的精度。

根据洗浆过程指标要求，上述x 1、x 2、x 3的

约束上下限为：X m i n、X m a x，以及f 1（x 1,x 2,x 3）、f 2

（x1,x 2,x 3）的约束范围Fmin、Fmax分别取值为：

X1m i n=2.0，X1m a x=2.4，X2m i n=100，X2m a x=135，

X 3m i n=2 5，X 3m a x=35，F 1m a x=2.5，F 2m i n=7.0，

F2m a x=9.0，由权重系数构成的单目标优化模型，可表示

为式（11）。

            

         

(11)

 

其中，ω1、ω2为加权系数，在[0,1]，且ω1+ω2=1。

它表示出浆量和清水使用量这两个方面的重要程度，也

就是产量和节能两个目标。在产量和节能两个目标中，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强调哪个目标，对应的权重就

可以分配更大一点。

至此，得到了一个非线性有约束的规划问题，可采

用混沌优化对上述单目标函数优化。通过MATLAB的

集成优化工具箱，可搜索出最优解。

3  优化仿真

在河南漯河一家以麦草浆为主要原料的造纸厂进

行现场数据的采集工作。根据混沌优化算法，对已建立图3  残碱（波美度）的BP稳态网络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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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碱和黑液波美度各种稳态神经网络进行优化。从单

目标和多目标两个方面深一步地对洗浆过程进行了优

化研究,稳态优化控制前后结果对比见表1。

在纸浆洗涤过程中，以分层分组式进行管理控制，

通过对工艺控制点的分析，三层DCS系统完成了纸浆洗

涤整个工段的控制。基础控制级的控制回路中可完成现

场工艺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联动级协调完成多个回路之

间的串联耦合控制运算，最上层的优化级中，完成两部

分工作：残碱及黑液波美度的测量及生产效益及成本的

目标最优。基本级和联动级保证了生产的平稳运行，优

化级通过不断地实时在线优化工艺参数，使得生产过

程保持在最优状态中。通过这三级控制，保证了工艺生

产，同时解决了洗后浆残碱越来越高，而波美度越来越

低的问题，优化后的残碱降低了，不超过2.5 g/L，黑液

波美度显著提高了，提高到9.12 Be。

基于残碱和黑液数学模型，优化后使得在保证了各

项指标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洗后出浆量较之前大幅

提高，耗水量明显降低。以纸浆洗涤过程优化后的各参

数结果为系统设定值，在纸业集团进行了试运行，对比

了其中5天的优化前后的运行结果，对比曲线见图4、图

5。

可看出未优化前，残碱、波美度都没有达到工艺要

求，且两者表现出很大的波动。在稳态优化之后，两个

指标基本满足了工艺要求，且较平稳地保持在稳定值附

近。首先解决了残碱和黑液波美度同时升高或降低的矛

盾。其次，洗后浆的产量得到了提高，洗涤用的白水量

相比之前得到了降低。可见，稳态优化控制为试点造纸

厂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是对纸浆洗涤过程的多级优化问题进行

了研究，针对纸浆洗涤工段中工艺指标的矛盾情况，构

建多目标优化，提高出浆量，降低清水使用量，达到高

产、节能的目的。对于不能用数学表达式表示的灰箱问

题采用神经网络进行描述，搭建了非线性数学模型，并

结合混沌优化算法对多目标模型的纸浆洗涤过程进行

目标优化，结果表明，稳态优化模型不仅保障了纸浆洗

涤干净度，并且提高了洗后纸浆的出浆量。本文提出的

稳态优化控制方法适应于大部分工业生产过程，对于

非线性、多目标问题具有通用性，混沌优化算法可解决

灰箱问题的求解精度、结果可靠性等要求，避免了局部

最优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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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高效I C厌氧反应器处理造纸废水的工程案

例。通过运行原理、工程设计、工程调试及连续稳定运行后

考察了其出水效果。结果表明：该反应器容积负荷高，耐冲

击负荷能力强，反应器故障少，操作更为简便，厌氧出水水

质好且菌体污泥含量少。在稳定运行条件下COD的去除率达

77.08%，沼气产量稳定，达到了设计目标。

关键词：厌氧反应器；造纸废水；运行

Abstract: An engineering case of high efficiency IC anaerobic 
reactor for treating papermaking wastewater was introduced. 
Its effluent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operating principle, 
engineering design, engineering commissioning and continuous 
and stable oper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ctor has high 
volume load, strong impact load resistance, fewer reactor failures, 
easier operation, good anaerobic effluent water quality and low 
bacterial sludge content. After stable operation, the COD removal 
rate reached to 77.08%, and the biogas output was stable, reaching 
the design standard and achieving good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Key words: anaerobic reactor; papermaking wastewa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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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目前造纸行业通过调

整原料结构，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装备，推进循环经

济，提升治污技术水平，实现造纸工业又快又好的持续

发展。现在国内一些大中型造纸企业，以废纸为原料生

产纸张白度要求不高的瓦楞纸、粗纸板和挂面纸板，通

常清水用量减少至3～5 m3/t纸。为了达到生产工艺要

求，新鲜水用量减少后重复用水量将增加，导致排至污

水站的废水污染物浓度很高，针对这种高浓度有机废

水，利用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势在必行[1-2]。

厌氧反应器是厌氧处理工艺条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颗粒污泥流化床反应器、厌氧污泥（出水）回流

工艺、厌氧生物膜、全混合式及推流厌氧反应器等。高

效的IC内循环颗粒污泥厌氧反应器具有运行成本低、

可产生沼气和污泥肥料、营养物质需求少、耐冲击负荷

能力强、容积负荷高、处理装置的容积小和操作简便等

优点而备受关注[3-5]。因此用IC厌氧反应器处理造纸废

水，来减少水资源消耗、提高污染治理程度、实现循环

经济、推进节能降耗，下面介绍造纸行业中的高效IC厌

氧反应器处理高浓有机废水的工程应用。

1  工程概况及运行原理

贵州某纸企以国产废纸为原料生产包装纸，产能

50万t/a，配套废水处理站一座，该废水站主体处理工

艺路线为：

集水池→斜滤网收浆→初沉池→水解酸化→高效

IC厌氧反应器→改良氧化沟→二沉池→Fe n t o n高级氧

化+三沉池+过滤

处理水量20,000 m3/d，处理后出水执行《制浆造

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本文

探讨该厌氧生化系统的工程设计及调试运行。

1.1 处理工艺

废水经斜滤网收浆和初沉池预处理后，进入厌氧

生化系统，处理水量20,000 m3/d，具体的进出水水质

如表1。

表1  厌氧生化系统废水污染物进、出水水质

废水来源

厌氧进水

厌氧出水

COD/

mg.L-1

≤3,500

≤1,050

处理水量/

m3.d-1

20,000

20,000

BOD/

mg.L-1

≤1,400

≤280

SS/

mg.L-1

≤300

≤300

pH

6.0～9.0

6.0～9.0

1.2 厌氧生化处理系统工艺流程

图1所示，厌氧处理单元包括水解酸化池、循环水

池、高效IC厌氧反应器、厌沉池、厌氧污泥池和沼气回

收利用系统。

1.3 高效IC厌氧反应器运行原理

有机物的厌氧消化可分为水解、发酵产酸、产乙酸

和产甲烷四个生化阶段，完成这些反应需要不同种群的

细菌共同参与。高效IC厌氧反应器利用反应器的多级

UASB生物处理技术、流化床技术、污泥颗粒化技术和

内外循环等技术给厌氧颗粒污泥（微生物）提供适宜生

存环境，将废水中的有机物逐步降解最终形成甲烷、二

氧化碳、硫化氢、氨和其他无机物。高效IC厌氧反应器

将高浓度的有机废水通过泵送进去反应器后，经过在反

应器底部的布水器将废水均匀地分布在反应器中，并与

提前加入驯化的颗粒污泥进行完全混合后在其上下两

个污泥床的反应室进行厌氧过程，降解废水中的有机负

荷并产生沼气，在反应器中上部的两级三相分离器的作

用下颗粒污泥、废水、沼气会自动分离，厌氧颗粒污泥

由于重力原因会回到底部重新与进水混合反应，废水由

于不断地泵送会向上继续运动流出反应器进入下一道

工序，产生的气体被顶部的气液分离器分离后引出反应

器[6-7]。

2  主要设备的设计参数及选型

2.1 水解酸化池

水解酸化池为废水处理量为20,000 m3/d提供约

4～6 h的预酸化时间，该停留时间起到将废水中结构

图1  厌氧生化处理系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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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可溶性有机物、结构复杂的大分子未溶解的固

体悬浮物和固体废弃物经历分解和水解的过程，使其

转变为可溶解的状态，被微生物细胞吸收和代谢[8-9]。

为了保证废水水解酸化以及后续进入厌氧反应器所需

要的最佳pH生存环境，通过添加酸碱控制调节pH在

6.5～7.5，同时在该工序投加营养盐提供厌氧所需的

营养物质，提高微生物菌群活性。设计构筑物尺寸为

42×16×6 m，容积4032 m3，有效水深5.5 m，并配备射

流搅拌装置，使污泥和废水充分混合。

2.2 循环水池

经过水解酸化后的废水在循环水池内与高效IC

厌氧反应器外循环出水进行混合，通过投加酸、碱，对

循环池内的pH值调节到厌氧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

适宜生长的环境条件。厌氧进水在循环水池内的混合，

对水解产酸菌和产甲烷菌到稳定的缓冲作用，降低酸

碱用量，同时循环水池在生产试车阶段水量较少的情

况下，仍能保证反应器顺利地启动。设计构筑物尺寸为

10 m×6 m×6 m，容积360 m3，有效水深5.5 m。

2.3 高效IC厌氧塔

为了保证高效IC厌氧塔的温度运行，污水自循环水

池通过电磁流量计和自动控制阀给定一个恒定的进水

量用泵送入到厌氧生物反应器，在此过程中进行产乙酸

和产甲烷反应。反应器的出水依靠重力作用溢流，为了

保证厌氧反应器具有一定的水力停留时间和上升流速，

经反应器立管底部优先出水进入到循环水池与进水混

合，剩余的部分经反应器立管中上部出水进入随后的厌

氧沉淀池。

2.3.1 高效IC厌氧塔反应器结构尺寸设计计算

(1）反应器的有效容积

设计容积负荷为NV=13.5 kgCOD/m3.d，厌氧系

统进水COD浓度c 0=3500 mg/L，E=0.70，§=1.24；

式中:Q—设计处理流量，m3/d；c 0—进水COD浓

度，k gCOD/m3；E—去除率；N V—容积负荷；§—余

量系数。

(2）反应器的形状和尺寸

工程设计厌氧反应器一座，横截面为圆形。

反应器有效高度为h=25.5 m，则

横截面积： 

S=V有效/h=4500/25.5=176.47 m2 

R 取7. 5  m，则反应器底部面积S =π×R 2= 

176.6 m2。

厌氧反应器超高取0.5  m，则反应器尺寸取：

D15×26 m，V总=4592 m3。

2.3.2 水力停留时间（HRT） 

tHRT=V/Q=(4,500/20,000)×24=5.4 h

式中：V—设计有效容积，m3；Q—设计处理流量，

m3/d；tHRT—水力停留时间，h。

2.3.3 上升流速

厌氧进料泵共三台（两用一备），单台进料泵流量

Q=700 m3/h；

 

式中：v—上升流速，m/h；Q—水泵流量，m3/h；

L—水泵效率，取0.85；S—反应器底部面积，m2。

经验数据提示，上升流速v=6～8 m/h，上升流速

v符合要求。

2.4 厌氧沉淀池

经厌氧反应器出水到厌氧沉淀池，厌氧出水含

有一定量的悬浮物，主要是少量的絮状厌氧污泥和少

量造纸废水的残留悬浮物，或者在厌氧系统运行异

常时会有厌氧颗粒污泥的流失。厌氧出水在斜板沉

淀池进行沉淀，进一步净化水质。设计构筑物尺寸为

15 m×10 m×6 m，容积900 m3，有效水深5.5 m，并配

备污泥排泥泵。

2.5 厌氧污泥池

厌氧污泥池主要收集厌氧沉淀池的污泥，同时兼

并厌氧调试初期和厌氧运行异常时的储运厌氧颗粒污

泥的作用。设计构筑物尺寸为10 m×6 m×6 m，容积

360 m3，有效水深5.5 m。

2.6 沼气处理单元

有机物经厌氧消化的终端产物是沼气和厌氧污

泥，沼气是可再生能源，本项目对沼气进行净化后送锅

炉燃烧。沼气燃烧系统主要由收集净化单元、沼气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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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和锅炉燃烧单元组成。收集净化单元包括气水分离

器、水封和脱硫塔；沼气贮存单元包括储气柜；锅炉燃

烧单元包括燃烧器和锅炉。具体工艺流程见图2所示。

3  本项目的创新点

3.1 设置厌氧沉淀池

厌氧处理是在人工制造的无氧环境中，利用厌氧

生物菌群的代谢功能，使有机物逐步降解，最终形成甲

烷、二氧化碳、硫化氢、氨及其他无机物的过程，该过

程是还原化学反应；好氧处理是在有氧条件下，以废水

中的有机物为营养源，利用好氧及兼性微生物进行有氧

代谢，该过程为氧化化学反应。该两种不同机理的还原

氧化反应过程中间设备厌氧沉淀池，进行必要的生物阻

断为厌氧出水提供缓冲兼氧的环境，以便快速适应好

氧环境；同时该沉淀池可以作为把培菌初期或者运行异

常时随出水带出的淘汰污泥和剩余污泥在此固液分离、

浓缩，污泥不进入好氧单元，作为剩余污泥处置。 

3.2 沼气回收利用

高效IC厌氧反应器在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沼气，

沼气为可再生清洁能源，可产生经济效益。本项目高效

IC厌氧反应器每天处理水量20,000 m3/d，厌氧系统

进水COD浓度c 0=3500 mg/L，COD去除率为70%，每

降解1 k gCOD产生沼气约0.35～0.45 m3，沼气产气率

取值0.4 m3/k gCOD，则厌氧反应器每天产生的沼气

量约为19,600 m3，按照每立方沼气产生的热值可折合

0.65 k g标煤，即每天产生的沼气送锅炉燃烧可替代约

12.74 t标煤。

3.3 增加抑制钙化措施

尽管厌氧反应器操作简便，运行故障少，但在实际

运行中会存在厌氧颗粒污泥及反应器钙化等问题，针对

上述问题在设计中具体措施如下：进水pH在线检测，使

水解酸化池的废水pH维持在7.2以下；反应器设置污泥

取样口，定期取样观察污泥钙化情况，若污泥有钙化迹

象，通过提前设置的污泥排泥口及时排出钙化污泥；设

置内回流和外回流，增加废水上升流速，同时设置内回

流反冲洗装置，定期对内回流管道进行反冲洗，减少其

图2  沼气送锅炉燃烧系统工艺流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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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表2  厌氧生化系统废水污染物进、出水水质

处理水量/

m3.d-1

19,834

20,312

20,051

19,612

18,969

19,568

20,201

19,968

19,762

19,892

19,817

COD

去除率/

%

76.34

77.05

75.86

77.51

78.16

77.95

74.57

78.71

78.02

76.52

77.08

厌氧进水

COD/

mg.L-1

3,487

3,560

3,463

3,512

3,462

3,437

3,386

3,467

3,512

3,479

3,477

SS/

mg.L-1

262

383

289

239

302

326

256

349

281

263

295

VFA/

mmoL.L-1

26.6

30.9

26.8

29.6

27.4

25.6

25.4

28.2

28.7

26.2

27.5

pH

7.19

7.02

6.87

6.86

6.68

6.68

6.66

6.55

6.85

6.89

6.83

厌氧出水

COD/

mg.L-1

825

817

836

790

756

758

861

738

772

817

797

SS/

mg.L-1

213

239

231

203

222

295

213

208

259

236

232

VFA/

mmoL.L-1

5.1

2.6

4.1

3.4

1.8

2.4

2.3

2.4

4.5

3.5

3.21

pH

7.77

7.73

7.57

7.28

6.71

6.92

7.05

6.76

7.37

7.32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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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离子在管壁及塔体附着；设置出水立管，防止空气

混入管道，减少出水管道的钙化。

4  调试运行情况

根据运行要求，启动初期投加90%含水率的厌氧

颗粒污泥1200 t，其主要性能如下：混合物中有机物

含量VS S大于60 g/L；菌泥有机含量VS S/T S S大于

0.75±0.1；有效污泥颗粒度70%～80%；沉降速率50～

150 m/h；颗粒直径1～4 mm。

厌氧反应器通过对进水流量、营养元素、pH、温

度和原水浓度的控制，以及对进出水的COD、pH、SS和

VFA(挥发性脂肪酸)的检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连续

稳定10天的具体数据记录和平均数据如表2所示，在厌氧

处理水量19,817 m3/d、进水COD 3,477 mg/L、pH 6.83、

SS 295 mg/L、VFA 27.5 mmoL/L的进水水质下，经

高效IC厌氧反应器处理后厌氧出水COD 797 m g/L、

pH 7.25、SS 232 mg/L、VFA 3.21 mmoL/L，COD

去除率达77.08%，其他各指标达到设计标准，取得预

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5  结论

5 .1 通过高效IC厌氧反应器针对造纸行业高浓度的有

机废水的工程应用，其具有容积负荷高、厌氧出水水质

好、厌氧出水菌体污泥含量少、耐冲击负荷能力强、反

应器故障少、操作更为简便等优点。 

5 . 2 通过对厌氧反应器进水流量、营养元素、pH、温

度和原水浓度的控制，以及对进出水的COD、pH、S S

和V FA的检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连续稳定运行后

COD去除率达77.08%，其他各项指标达到设计标准，

并取得预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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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过氧化氢的理化性质、危险性以及近年来发

生的安全事故，分析总结了过氧化氢储存系统在设计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过氧化氢；双氧水；储存；设计

Abstract: It introduced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 ty and 
hazard of hydrogen peroxide, share accidents in the recent years. 
Experience and lesson learned from hydrogen peroxide storage 
system design were summarized.
Key words: hydrogen peroxide; perhydrol; stor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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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疗

和工业领域。在军事领域，它被用于火箭发动机燃料的

助燃剂；在医疗领域，被用做杀菌消毒剂；在印染工业

中，被用做漂白剂和发色剂；在电子行业中，被用作集成

电路板的电镀液；在造纸行业，被用作纸浆漂白剂。作

为一种基础化工原料，亦被用作生产过硼酸钠、过碳酸

钠、过氧乙酸、亚氯酸钠、过氧化硫脲、酒石酸、纤维素

等的原辅料。

1  过氧化氢的理化性质

过氧化氢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为H2O2，摩

尔质量为34.016 g/m o l。纯的过氧化氢是淡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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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稠液体，可与水以任意比例混合，混合后的水溶液

俗称双氧水，为无色透明液体，低浓度下无味;高浓度

下有轻微的刺激性气味[1]。工业用途的过氧化氢多以

27.5%、35%、50%或70%质量浓度的水溶液存在[1]。

1.1 过氧化氢的危险性

1.1.1 分解

过氧化氢一直是在自然分解的，在一般情况下会缓

慢分解成水和氧气，但分解速度极慢。如果过氧化氢被

加热或者被污染，比如接触到热源、过渡金属离子、强

碱等，分解速率会急速上升，不断加快的分解将产生大

量的水、氧气和热量。

H2O2→H2O+1/2O2+98 kJ/molH2O2

1.1.2 爆炸

1 m3浓度为35%的双氧水分解时，可放出132 m3

的氧气和大量的热，热量又可以促进分解加速，在20～

100 ℃之间，温度每升高10 ℃，分解速率增加2.2倍，当

温度大于100 ℃时，将发生急剧分解反应甚至爆炸[1]。

分解产生的氧气和蒸汽因为体积膨胀，将从储罐顶部的

排气孔和泄压口排出，当大量气体不能迅速排出时，储

罐将面临超压爆炸的风险。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及液体

喷射将会危害周边建筑物、设备以及人员的安全。

另外，浓度大于65%的双氧水与有机物接触时易引

起爆炸，浓度大于70%的双氧水有自爆的危险。

1.2 蒸汽释放

分解产生的水遇热会转化为水蒸气。

1.3 火灾

过氧化氢因为其强氧化性，在与有机物或易燃物

（木材、纸张、纺织品、皮革等）接触时会发生火灾。

1.4 人身伤害

浓度大于5%的双氧水会对人的眼睛和皮肤产生刺

激作用，浓度大于20%时会引起灼伤，吸入过氧化氢会

损伤支气管，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甚至是致命的。口

服会出现腹痛、胸口痛、呼吸困难、呕吐、一时性的运动

和感觉障碍、体温升高等[2]。

2  事故案例

2021年10月14日，江苏省淮安工业园区内江苏富强

新材料有限公司双氧水生产装置净化塔内双氧水分解

发生事故[6]。

2021年9月10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董家

梁加油站附近一辆载有33 t双氧水的罐车在停放时，

罐顶上的液体输入口发生爆炸，将顶盖炸飞后发生泄

漏[7]。

2013年12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九州化工厂

在一辆双氧水槽罐车卸料至多个双氧水包装桶过程中，

一装满双氧水的包装桶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200余万元[7]。

2013年4月9日，江苏省金坛市江苏蓝色星球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只1 m3的双氧水储罐爆炸，未造成人

员伤亡。但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将周围部分建筑物门窗玻

璃震碎，造成2人被玻璃划伤[8]。

2012年8月25日，山东省淄博市国金化工厂双氧水

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直接经济

损失约750万元[7]。

2012年2月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家化工厂内

一双氧水储罐爆炸起火[8]。

2011年7月23日，山西省太原市东兴装饰城的一间

仓库内，一商户储存的工业用双氧水，因为高温发生爆

炸，事故现场瞬间被浓烟、大火吞噬，周边大量商铺的

玻璃门窗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震碎[8]。

由上可见，过氧化氢储罐爆炸事故常有发生且危

害性极大，究其原因，一般都是接触到了热源、金属离

子或碱液。笔者认为在新建过氧化氢储存系统时应重

点关注以下方面，并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优化作业规

程，制定事故处理预案等，方能最大限度减小过氧化氢

爆炸事故的发生。

3  过氧化氢储存系统的设计要点

3.1 场地选择

过氧化氢储罐应设置在室外阴凉、通风良好的地

方，避免阳光直晒，并且远离建筑物、热源、有机物、易

燃物、强碱和金属离子等。过氧化氢储罐不应设置在地

下，不建议将储罐安装在楼面上[5]。

卸料泵和供料泵应布置在储罐附近，且与其它化

学品分隔开来，并设置可靠的保护系统，以防止运输车

辆损伤泵和管道。

3.2 安全距离

过氧化氢储罐与建筑物和其它储罐之间的安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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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应按照《建筑防火规范》GB 50016-2018要求设置，

同时，过氧化氢储罐与其它有机物和碱液储罐建议不

要同罐组布置。

3.3 防火堤

为了防止过氧化氢泄漏造成的事故和污染，储罐

必须设置防火堤，防火堤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罐组内

一个最大储罐容积的110%，并且防火堤内的地面应做

防腐处理[1]。

3.4 材质选择

优先推荐使用304 L或316 L不锈钢板制作过氧化

氢储罐，钢板焊接时要特别仔细，必须使用惰性气体保

护焊缝，以免影响焊缝的纯度[5]。焊缝必须平整光滑，

无气孔夹渣、焊瘤、未焊透及未融合等。焊接后，焊缝

应做酸洗钝化处理，以去除焊缝表面的氧化层，并形成

一层新的氧化薄膜，起到耐腐蚀作用[3]。

过氧化氢储罐也有使用高纯度铝或塑料材质的，

但铝制储罐制作困难，塑料材质的耐久性和强度欠佳，

通常不推荐使用。

垫片材质应采用聚四氟乙烯，禁止使用橡胶或石

墨垫片[3]。

3.5 泄压口的设置

过氧化氢必须储存在常压容器中，为了实现紧急情

况下的压力释放，除常规罐顶排气孔外，必须再设置足

够面积的泄压口。泄压口可以是储罐顶部的人孔，但必

须是未封闭，可轻松开启的人孔，人孔内应设置金属网

目，防止异物掉入[5]。

排放口的尺寸计算有三种方法：

方法一：A=f（c，p，K f)≈0.35（c/100-c ) [K f/

(0.01p)1/2]                           (1)

式中：A—泄压口面积，cm2/t H2O2100%；

c—过氧化氢浓度，wt%；

p—最大贮存压力，Pa；

Kf—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因子。

举例来说，取p=5000 Pa，Kf=1500

c=35wt%时，A=40 cm2/t H2O2100%。

c=50wt%时，A=74 cm2/t H2O2100%。

c=70wt%时，A=173 cm2/t H2O2100%。

方法二：d=a×V0.493                      (2)

其中：d—排泄口直径，cm；

V—过氧化氢体积，m3；

a—随浓度变化的系数。

计算如下：

c=35wt%时，a=4.77，A=42 cm2/t H2O2100%。

c=50wt%时，a=6.74，A=56 cm2/t H2O2100%。

c=70wt%时，a=15.8，A=205 cm2/t H2O2100%。

方法三：

经验值：A=200 c m2/t H2O2100%（适用于小型过

氧化氢储罐）。

3.6 仪表的设置

为了实现过氧化氢储罐的实时检测和控制，储罐

上应设置温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以及液位开关等检测

仪表。温度升高意味着过氧化氢分解放热，因此温度传

感器十分必要，当储罐容积较大时，应设置多个温度传

感器[5]，见表1。

液位开关和热电偶禁止使用水银式的，热电偶中

使用的液体应与过氧化氢相容(无油)。

3.7 避免储罐过热

过氧化氢的储存温度不宜高于35 ℃，避免储存温

度高于50 ℃[4]，否则，过氧化氢将发生急剧分解反应。

可在罐顶设置遮阳棚和冷却喷淋装置来辅助降温，喷

淋强度可取6 L/(m2.m i n）[1]，必要时可以通过注水口

紧急向罐内注入大量清水以降低罐内双氧水的浓度和

温度，减缓分解速率，降低爆炸风险。

3.8 洗眼器

储罐附近应设置洗眼器，如果皮肤接触到过氧化

氢，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3% KMnO4溶液冲洗。

3.9 冲洗水管

储罐附近应设置冲洗水管，如有过氧化氢泄漏，应

用大量清水稀释至浓度低于5%后排放。

3.10 消除静电

放了防止电荷聚集产生火花，过氧化氢储罐应可

表1  拟设置温度传感器数量

温度传感器数量/

个

1

2

3

4

储罐容积/

m3

V＜100

100＜V＜500

500＜V＜1000

V＞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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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接地，法兰连接处应跨接[3]，罐车卸货时也应接地。

3.11 紧急排放口

储罐底部应设置足够大的排放口，紧急情况下方便

迅速开启并排空至防火堤内。

3.12 pH值监控

过氧化氢在酸性条件下，尤其是pH＜5时，分解十

分缓慢；而在碱性条件下，尤其是pH＞9时，分解速率

极快[4]。因此，有条件时，可以增设pH变送器，以便监

控pH值。必要时，可以向罐内加入一定量的酸作为稳

定剂[4]。

3.13 浓度选择

实验表明，当过氧化氢储存温度大约60 ℃以后，

随着双氧水浓度的增加，尤其是浓度大于15%时，分解

速率显著提高[4]。因此，过氧化氢储罐在设计之初就应

该与化学品供应商充分交流，综合考虑气候条件、运输

距离、运输成本等因素，条件允许时，尽量选择低浓度

的过氧化氢。如运输浓度大于15%，应注意对温度和pH

值的控制[4]。

3.14 避免接触金属离子

实验表明，Cu2+能催化过氧化氢分解，并且随Cu2+

浓度升高，过氧化氢分解速率急剧上升[4]。因此，过氧

化氢在运输、储存和管道输送时应避免接触到Cu2+、

Fe3+等金属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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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合成湿强剂PAE的最佳条件，探讨湿强剂PAE合

成过程中加入熟化促进剂后使湿强剂PAE熟化期的变化情

况，研究显示经加入促进剂后的PAE比传统PAE熟化期明显

缩短。实验结果表明：在制备预聚体PA时反应温度160 ℃，

二乙烯三胺∶己二酸=1.05∶1，保温3h，合成PAE时反应温度

为65 ℃，反应时间为2 h，预聚体∶环氧氯丙烷=1∶1.3的条件

下制得固含量12.5%的PAE湿强性能最优。熟化促进剂的制

备中，方法一：采用二乙胺对PAE熟化优于加入三乙胺；方法

二：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胺∶二乙胺∶己二酸=1∶1∶1∶1.5时

使PAE熟化时间缩短58%。

关键词：PAE；增强；熟化促进剂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the synthesis 
of wet strength agent PAE were studied, and the change of 
the curing period of wet strength agent PAE after adding the 
curing accelerator in the synthesis proces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ing period of wet strength agent PAE 
after adding the curing accelerator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PA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eparation of prepolymer PA reaction temperature 
160℃, diethylenetriamine’s ratio to adipic acid being 1.05 to 1, 
temperature holding for 3h, PAE synthesis reaction temperature 
65℃, reaction time 2h, prepolymer’s ratio to epichlorohydrin 
being 1 to 1.3, the wet strength of 12.5% PAE is the best. In the 
preparation of curing accelerator, method 1, diethylamine is 
better than adding triethylamine to the curing of PAE. Method 2, 
diethylenediamine, triethylamine, diethylamine’s ratio to adipic 
acid equaling to 1:1:1:1.5, PAE curing time was shortened by 58%.
Key words: PAE; enhancement; curing 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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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固含量为12.5%。

1.3.2 PAE专用熟化促进剂的两种使用方法

方法一：取计量好的中间体PA，加入计量好的二

乙胺或三乙胺，放入500 m L三口烧瓶中，加水稀释至

固含量为12.5%，待水浴加热至温度为60 ℃，在搅拌条

件下缓慢加入计量好的环氧氯丙烷，滴加时间尽量控

制在30 m i n，待烧瓶内温度升至70 ℃，搅拌保温2 h至

黏度变大，立即加入冰醋酸调节pH值至4～5，停止反应

（预聚体后添加法）。

方法二：取一定量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胺、二乙胺

或三乙胺的混合液，加入到带有搅拌器、冷凝管500 mL

的三口烧瓶中，开启搅拌，缓慢加入已称量好的己二酸

粉末，系统自动放热升温，升至160 ℃，待己二酸完全溶

解并且体系温度稳定回落（由于反应有水生成，反应温

度维持在154 ℃以下）后，在该温度下保温时长3 h后，停

止加热。当聚合物温度降到100 ℃后加凉水稀释到固含

量为50%，得到黄色或琥珀色的透明液体。按一定配比

向500 mL三口烧瓶内加入反应中间体、水和环氧氯丙烷

（30 m i n内滴加完），加热升温至65 ℃时开始计时，在

（65±5) ℃之间保温一定时间，待溶液黏度变大时，立即

加入1.96%的冰醋酸调节pH值为4～5，即可常温贮存备

用。最终产物的固含量为12.5%（预聚体中加入法）。

2  结果与讨论

2.1 二乙烯三胺与己二酸最佳摩尔比的选择

在制备反应过程中，二乙烯三胺与己二酸的理论

摩尔比为1∶1，但由于二乙烯三胺在反应过程中挥发，摩

尔比对中间体的黏度影响较大，所以探索最佳摩尔比

至关重要。

由图1可知，随着二乙烯三胺用量的增大，中间体的聚

合黏度先增加后减少。PAE的湿强性能随中间体黏度的增

加而增加，但黏度太高时，PAE的稳定性会变差。因此控

制在合成过程中的胺酸摩尔比在1.0～1.05之间。

2.2 反应温度对PAE黏度的影响

当温度较低时，PA E的交联化反应较为平缓，反

应进程较易控制；当反应温度较高时，反应过程难以控

制，容易发生凝胶现象，风险较高[1-2]。

所以在第二步中，反应温度不宜过高。当反应温度

超过70 ℃后，反应体系热量较高，聚酰胺分子快速环氧

在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纸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纸种需要

在水中保持一定的强度，比如厨房用纸、卫生纸、餐

巾纸、钞票纸等。这就要求这些纸种在应用中具有一

定的湿强性能，在纸张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加入湿

强剂成为最有效的方法。聚酰胺多胺环氧氯丙烷树

脂（Polyamideamine Epichlorhydrin Resin，简

PAE）是目前公认的湿强效果最好的一种湿强剂，它具

有低毒、污染小，使用方便，兼有助留、助滤作用，增湿

强效果好，适用pH值范围大等优点，但是PA E在生产

应用中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PA E使用过程中熟化期

过长，使生产成本大大增加，耗费人力物力等。为提高

PAE的使用效果，众多研究人员对PAE进行了研究，使

其更好地在造纸行业被使用。

本文采用通过在PAE合成前期与后期加入熟化促

进剂，以期PA E的熟化期缩短，使PA E的湿强效果增

强，生产成本降低，节省人力物力。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二乙烯三胺、己二酸、环氧氯丙烷、冰醋酸、二乙

胺、三乙胺、三乙烯四胺。

1.2 实验仪器

电热套、电热恒温水浴锅、恒速电动搅拌器。

1.3 实验方法

1.3.1 PAE的制备

第一步反应：量取一定量乙二烯二胺，加入到带有

搅拌器、冷凝管500 m L的三口烧瓶中，开启搅拌，缓慢

加入已称量好的己二酸粉末，系统自动放热升温，升至 

160 ℃，待己二酸完全溶解并且体系温度稳定回落（由

于反应有水生成，反应温度维持在154 ℃以下）后，在该

温度下保温3 h后，停止加热。当聚合物温度降到100 ℃

后加凉水稀释到固含量为50%，得到黄色或琥珀色的透

明液体，以备用，该步反应称为预聚体PA的制备。

第二步反应：按一定配比向500 m L三口烧瓶内

加入反应中间体PA、水和环氧氯丙烷（30 m i n内滴加

完），加热升温至65 ℃时开始计时，在（65±5) ℃之间

保温一定时间，待溶液黏度变大时，立即加入1.96%的

冰醋酸调节pH值为4～5，即可常温贮存备用。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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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系黏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大，甚至发生凝胶现

象[3]，故本文将温度控制在65 ℃左右。

2.3 环氧氯丙烷用量对PAE黏度的影响

环氧氯丙烷可以在聚合物分子中引入环氧基团，

从而使聚酰胺分子与纸页纤维发生较好的交联[4-5]。当

环氧氯丙烷的量较少时，反应体系发生的是岐化反应，

当环氧氯丙烷的量超过一定值时，体系发生的是交联化

反应。从图3中看出，当加入较多的环氧氯丙烷时，PAE

的黏度随之增大，其增湿强作用也逐渐增大。当环氧氯

丙烷的量超过30 g时，体系黏度和增湿强效果都会下

降，可能是因为过多的环氧体系阻碍PAE分子的交联化

反应。因此，为保证PAE具有较强的增湿强效果，且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环氧氯丙烷的用量为30 g。

2.4 熟化促进剂的制备

2.4.1 二乙胺与三乙胺对PAE的熟化促进效果

从上述反应可以看到，PA E合成所需的反应时间

需要近7 h，不利于生产，且消耗人力物力。由于二乙胺

与三乙胺具有促进树脂反应合成的作用，故采用二者来

制备熟化促进剂，以期缩短熟化期。在上文讨论得到制

备PAE的最佳生产条件下，比较二乙胺与三乙胺，看哪

种原料对PAE熟化期的缩短效果最佳。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胺用量的加大，PAE的反应

时间均缩短，而二乙胺对PA E的熟化促进作用较优于

三乙胺，故在PAE的合成第二步采用二乙胺作为熟化促

进剂。当加入超过25 g时反应过于剧烈，不利得到最佳

的PA E，所以在制备中加入20 g左右的二乙胺促进熟

化。

2 . 4 . 2 二乙烯二胺、三乙烯四胺、二乙胺\三乙胺与己二

酸不同配比对PAE性能的影响

在PA合成的过程中，通过加入不同配比促进PAE

的反应，增强湿强剂的性能。

从表1与表2中可以看出，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

胺、二乙胺与己二酸的摩尔比为1∶1∶1∶1.50时，得到的

PAE湿强度与黏度较高，熟化时间也缩短58%。

3  结论

(1）在制备预聚体PA时反应温度160 ℃，二乙烯三

胺∶己二酸=1.05∶1，保温3 h，合成PAE时反应温度为

65 ℃，反应时间为2 h，预聚体∶环氧氯丙烷=1∶1.3的

条件下制得固含量12.5%的PAE湿强性能最优。

图4  不同胺在PAE的熟化期

图3  环氧氯丙烷用量对PAE黏度的影响

图2  反应温度对PAE黏度的影响

图1  二乙烯三胺和己二酸摩尔比对中间体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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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二乙烯二胺、三乙烯四胺、二乙胺与己二酸不同配比

对PAE性能的影响

摩尔比

1∶1∶1∶1.40

1∶1∶1∶1.45

1∶1∶1∶1.50

1∶1∶1∶1.55

1∶1∶1∶1.60

时间/

min

150

150

150

150

150

反应温度/

℃

160

160

160

160

160

黏度/

mPa.s

678

1080

1285

1305

1397

湿强度/

%

21.51

29.07

30.05

28.15

27.55

表2  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胺、三乙胺与己二酸不同配比

对PAE性能的影响

摩尔比

1∶1∶1∶1.40

1∶1∶1∶1.45

1∶1∶1∶1.50

1∶1∶1∶1.55

1∶1∶1∶1.60

时间/

min

150

150

150

150

150

反应温度/

℃

160

160

160

160

160

黏度/

mPa.s

525

978

1105

1205

1255

湿强度/

%

18.79

20.56

27.26

25.28

22.36
[收稿日期:2022-02-18(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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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化促进剂的制备中，方法一：采用二乙胺对

PA E熟化优于加入三乙胺；方法二：二乙烯三胺∶三乙

烯四胺∶二乙胺∶己二酸=1∶1∶1∶1.5时使PAE熟化时间

缩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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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系统研究分析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成

本，课题组研究了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模具设计、模

具加热系统设计、模具维护保养等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依据

热膨胀理论分析免切边纸浆模塑成型模具的制造方式，对比

生产实践中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模具的结构要求，总结免切

边纸浆模塑制品生产模具的设计总体要求。从免切边纸浆模

塑制品的产量、能耗、模具成本、维护成本、产品质量和合格

率等方面，对生产成本进行全面计算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同样大小的模具安装面的条件下，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产

量明显低于切边制品，模具成本和维护成本远高于自动切边

制品的模具，免切边制品的废品率较高。所以不管从产量、质

量、成本、模具的互换性等方面分析，纸浆模塑免切边制品明

显不占优势。

关键词：纸浆模塑；模具；免切边制品；生产成本；生产设备

Abstract: I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and analyze the 
production cost of free-trimming pulp molding products, the 
research group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production die design, 
die heating system design and die maintenance on the production 
cost. Based on the manufacturing method of free-trimming pulp 
molding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rmal expansion, 
compared the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of free-trimming pulp 
molding products in product ion pract ice, and the overall 
design requirements of free-trimming pulp die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The production cost is comprehensively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output, energy consumption, mold ti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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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塑的大背景下，纸浆模塑产品因其环保、可自

然降解、干净漂亮的外观被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所采

用，用途越来越宽广。特别是在食品包装和餐饮具行业

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食品包装和餐饮具行业所用的纸浆模塑制品

主要是采用湿压法制作工艺，制品边缘往往会凹凸不齐

且带有一定的毛刺，通常采用切边的方式把废边切除，

达到制品边缘光洁整齐的效果。

如果能做到免切边，就能省掉切边工序而且还省

去切下的边料，降低生产成本。但20多年实践证明，免

切边的纸浆模塑餐具制品质量较差且不稳定、产品合格

率低,而且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成本较高。

本课题组从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模具设计、产

品排布、产量、热效率、模具成本、加热板成本、加热

方式、换模效率、模具维护成本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计

算，为纸浆模塑制品的模具设计和生产方式选择提供

参考。

1  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过程

一定浓度的浆液中，加入适量助剂，吸滤成型模具

把浆液中的纤维制成湿坯，经热压定型模具对湿坯进

行加压加热，使湿坯成为干燥制品，切除制品不整齐的

多余边缘，从而获得所需形状制品。这是一种湿压法制

作纸浆模塑制品的过程。

具体分为三个步骤：（1）吸滤成型模具吸附植物

纤维制作湿坯；（2）通过热压定型模具对湿坯进行加

压加热，使湿坯成为干燥制品；（3）把制品多余的边缘

切除，切除的多余边缘被粉碎后再被重复利用。

1.1 免切边的定义

所谓免切边，就是不经过机械切边工序而达到与

切边同样效果的工艺。由于以前的许多纸浆模塑制品

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低下，无法做到自动切边和自动打

孔，都要进行手工切边、手工打孔（侧打孔），所以出现

了一些免切边的纸浆模塑制品。

1.2 热压定型模具的热膨胀

湿压法制作纸浆模塑制品的过程中，吸滤成型模

具始终保持室温状态，称作冷态模具。热压定型模具工

作时处于170～190 ℃的工作温度，是热态模具。热胀冷

缩，热压定型模具从冷态变成热态时，模具会热膨胀变

大，制品的尺寸和中心距也因热胀而变大。

1. 3 模具热膨胀量的计算方法及分体式模具和分体加

热板

按公式（1）计算金属长度膨胀量ΔL：

ΔL=ɑ×L(t 2-t 1)                        (1)

式中：

ΔL—金属长度膨胀量，mm；

ɑ—热膨胀系数，mm/mm·℃；

L—金属长度，mm；

t1—周围空气温度，℃；

t 2—金属温度，℃。

通常模具温度为18 0～2 0 0  ℃，周围空气温度

30 ℃，模具材料通常为铜或合金铝的热膨胀系数是恒

定的，(t 2-t 1)变化也不大，ɑ(t 2-t 1)可以用系数k来代替,

按公式（2）计算金属长度膨胀量ΔL：

ΔL=k×L                             (2)   

式中：

k—简化热膨胀系数，也可称之为热膨胀百分比，

mm/mm。

根据经验，铜模具和铜加热板的简化热膨胀系数，

k=0.3%；铝模具加热板的简化热膨胀系数，k=0.4%。

而常规模具的大小为900～1200 mm，也有模具的

大小为1500 mm×1500 mm、1850 mm×1850 mm的大

台面纸浆模塑成型机。

根据公式（2），如果铝模具的大小为900 m m，

则ΔL=k×L=0.4%×900 mm=3.6 mm；如果铝模具

maintenance cost, product quality and qualified rat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old mounting surface 
of the same size, the production of free-trimming pulp molding 
produc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argin trimming products, 
the mold cost and maintenance cost of free-trimming products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of automatic margin trimming products, and 
the waste rate of free-trimming products is higher. Therefore, 
no mat ter f rom the analysis of output, quality, cost, mold 
interchangea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pulp mold free-trimming 
products are not obviously advantageous, and there are major 
production problems unforeseen by the initial entrants.
Key words: pulp molding products; molder; free-trimming 
products; cos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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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为1200 m m，则ΔL=k×L=0.4%×1200 m m 

=4.8 mm；也就是说，1000 mm×1000 mm的铝模具，

长度膨胀量ΔL=4 mm。

同理，1500 mm×1500 mm的铝模具，长度膨胀量

ΔL=6 mm；1850 mm×1850 mm的铝模具，长度膨胀

量ΔL=7.4 mm。

由此可见，整体加热板和整体模具的热膨胀量是

比较大的，任何采用整体加热板的模具都会出现制品

的大小边现象，免切边制品根本无法做到比较整齐的边

缘效果。免切边的成型模具必须采用分体式模具和分

体加热板。

1.4 模具热膨胀与免切边效果的相关性

因为整体加热板的加热膨胀会导致热压模具上的

制品型腔的中心距变大，所以热压模具的制品型腔的中

心距大于吸滤成型模具的制品型腔的中心距。虽然，在

模具设计时可以进行预先控制，但由于制品品种多样，

无法达到加热后的热压模具上的制品型腔的中心距与

吸滤成型模具的完全一致。这就会导致热压定型后制

品的边缘大小不均匀，行业内称之为大小边。通过边缘

的切除可以保证制品的边缘大小一致，堆叠在一起时

非常整齐。但免切边制品的大小边导致制品边缘的不整

齐。模具热膨胀量越大，制品边缘越不整齐。为达到较

整齐的制品边缘，需要控制模具热膨胀量。

1.5 免切边制品需采用分体式加热板和分体式模具

由于免切边制品需采用分体式加热板和分体式模

具，分体模具和分体加热板只适合某一特定制品，通用

性很差。更换模具时必须同时更换加热板。而加热板的

价格几乎与模具的费用相同。所以，免切边制品的模具

费用较高，几乎是整体模具费用的2倍。模具费用高导

致制品成本分摊高。

2  免切边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成本影响因素

2.1 吸滤成型的真空消耗

免切边的生产过程中，在吸滤成型时采用的纸浆

浓度较低（因为如果纸浆浓度较高，免切边效果就差，

毛边严重），所以生产免切边制品时，浆的浓度比切边

的低较多。一般地，切边制品浆的浓度：4%～5%；免切

边制品2%～3%。同样生产1t制品，真空吸滤成型时的排

水量要增加较多，几乎达到2倍以上。也就是说生产免

切边制品要消耗的真空量比切边制品大得多。真空耗能

是纸浆模塑生产过程的主要能耗之一。

2.2 包装、运输成本

免切边工艺为了达到减少毛边的效果，在热压合

模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虚压过程，否则就出现“炸边”

现象或较多毛边。所谓“虚压”就是热压合模时，上下

热压模具在合拢时先不压紧，对模具内的“湿坯”进行

一定时间的烘烤，等“湿坯”被烘烤到一定干度后，再施

加合模力进行热压定型。

这一虚压烘烤过程浪费了很多热量，另一不良后果

就是制品的密实度低。比如同样300个10寸圆盘制品叠

在一起，免切边制品比正常的制品要高出30～50 c m，

大大增加了包装、运输成本。

2.3 原料的特殊要求对成本的影响

根据多个使用过免切边工艺生产的厂家反馈，采

用蔗渣浆、麦草浆等100%草浆无法达到免切边效果，要

加入一定量的木浆进行调浆。

自动切边的纸浆模塑制品成型机 自动切边的纸浆模塑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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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免切边分体式加热板的通用性与互换性差，导致

模具成本较高和制品成本显著增高

一台纸浆模塑生产设备通过更换模具的方式可以

生产许多种产品。生产纸浆模塑食品包装或餐具产品，

因为种类多、制品式样繁杂，要求模具价格低，尽量减

少模具的更换部分，尽最大可能保留模具的通用部分。

决定制品形状的模具型腔部分是必须更换的，模具的

加热板及加热板下面的真空腔体可以通用。采用整体

加热板是通用性最好的，分体加热板越小越不通用。所

谓分体式加热板，就是分成小块的为分体式模具单配

的模具加热板，通用性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分成

小块的分体式加热板基本上是某一单一制品专用的，更

换模具需要同时更换分体式加热板和真空腔体，所以

更换模具的成本较高。

分体模具和分体加热板只适合某一特定制品，更

换模具时必须同时更换加热板。而加热板的价格几乎

与模具的费用相同。所以，免切边制品的模具费用较

高，几乎是整体模具费用的2倍。

2 . 5 分体式模具和加热板导致制品排布数量减少和产

量降低

按加热方式分，加热板主要分为电加热和导热油

加热二种方式。所以，加热板也分为“电加热板”和“导

热油加热板”。电加热板，包含插入在加热板内的许多

根电加热管；导热油加热板，内设导热油回路，外部与

导热油管道连接。

分体式电加热板，在每一小块加热板都需要插入

一定数量的电加热管，要把电线通到每一块加热板，所

以分体式电加热板之间需要保持一距离；分体式导热

油加热板，则每一块分体的导热油加热板都内设导热

油回路，分体式导热油加热板之间需要采用管道相互

连接，而且要有最小弯曲半径，所以分体式导热油加热

板之间的距离更大。

分体式电加热板和分体式导热油加热板之间需要

保持的距离，造成机器可生产制品的数量减少，导致产

量降低。

2.6 分体式加热板的维护和更换麻烦，成本较高

分体式电加热板，在每一小块加热板内都需要插

入一定数量的电加热管，所以电加热管数量远远大于

整体式电加热板。电加热管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分体式

电加热板更换电加热管的机率比整体式电加热板大得

多，且操作难度大、停机时间长。每块分体式电加热板

及其电加热管，相互之间的规格尺寸都是不一样的，没

有互换性，电加热管备件多，管理成本高。

分体式导热油加热板，则每一块分体的导热油加

热板都内设导热油回路，由于加热后的热膨胀，连接分

体式导热油加热板之间的管道容易漏油。

更换分体式加热板也是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因

为需要拆下模具、分体式加热板、电线、与之连接的导

热油管等。所以免切边制品的模具变更麻烦，更换模具

的时间长、人工成本高。

2.7 免切边制品的废品率较高

由于黄边、黑边现象经常发生，免切边制品的废品

率较高，明显提高了生产成本。

2.8 免切边制品较低的综合产量对成本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以下因素导致免切边的产量比非

免切边的要低。（1）免切边工艺的排水量大，吸滤时间

长，导致产量降低；（2）较长的虚压过程导致产量降

低；（3）分体式模具和加热板导致制品排布数量减少

和产量降低；（4）免切边制品低的合格率，导致产量降

低。产量低，必然导致成本升高。

3  质量比较

纸浆模塑制品中，有大量的掀盖式锁盒，锁盒由盒

盖和盒体二部分组成，标签锁定系统把掀盖式的盒子

盒盖和盒体锁在一起。标签锁定系统需要在掀盖盒子

的底盒侧面开一个或二个窄长孔。小尺寸有一个标签

锁，大尺寸有两个。自动切边的纸浆模塑生产设备是在免切边的纸浆模塑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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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热压定型后冲切出这些窄长孔，窄长孔整齐漂亮、

性能好。

免切边加工方法制作窄长孔的方法：标签锁的窄

长孔在吸滤成型时形成，经过热压干燥定型后，制品保

留了这些窄长孔。但是这样的窄长孔在侧面上很难制

作，容易变成宽度大的宽长孔。宽长孔严重影响标签锁

定系统对掀盖式盒子的密封效果。免切边加工出来的

宽长孔周围存在较多容易脱落的碎纤维，既影响使用又

不卫生。

4  结束语

从真空消耗量、包装运输成本、原料成本、模具成

本、维护成本、制品产量、制品质量等多方面综合分析，

免切边制品的生产成本比自动切边制品的生产成本要

高。据统计，免切边制品的生产成本高出切边制品20%

左右。

“免切边的纸浆模塑制品生产成本低”和“免切边

的纸浆模塑制品制造过程简单”，都是初入行者的认识

误区。

使用过免切边方式来生产纸浆模塑餐具制品生产

的厂家有：山东邹城的一家工厂、广东绿洲公司、广西南

宁的侨旺公司、马来西亚的一些工厂等。但最终这些公

司都增加了切边机，对制品进行切边处理。这些都是过

去的经验和教训。

[收稿日期: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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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模拟纸质吸管材料使用环境，提取吸管原纸

中重金属，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模拟提取液中

重金属浓度（以Pb计）。方法精密度为2.92%，回收率为94.3%

～101.8%，定量检出限为0.12 μg/k g。本方法测试快速、可

靠、稳定，可作为纸质吸管材料中的重金属迁移量的检测方

法。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纸质吸管材料；重金属；

迁移量

Abstract: This study simulated the use environment of paper 
straw materials, migrated and extracted heavy metals from paper 
base straw, and measured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imulated extraction solution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less than 5%, the recoveries rate 94.3%-101.8%, and the limit of 
detection 0.12 μg/kg. This method is rapid, reliable and stable, and 
can be used as a detection method for heavy metal migration in 
paper base straw materials.
Key word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paper 
base straw; heavy metal; migration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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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迁移纸质吸管材料重金属，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仪快速、准确测定其迁移量，以期为纸质吸管

材料重金属迁移量检测方法的标准制订提供技术支

持。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X-Ⅱ型，

赛默飞科技）；可调距切纸刀（四川长江造纸仪器

厂）；铅元素标准溶液（1000 μg/m l，中国计量研究

院）；仪器调谐液（赛默飞科技提供，10 p p b）；内标

溶液（B i）1000 μg/m l（中国计量研究院）；冰乙酸

（优级纯，德国默克）；130 g/m2本色吸管原纸（牡丹

江恒丰纸业提供）；超纯水（18.2 MΩ.cm）。

1.2 试样处理

准确裁取6 d m2本色吸管原纸左右样品，置于洁

净的聚四氟乙烯杯内，加入1 L温度为60 ℃的4%冰乙

酸溶液，摇动溶样杯，使冰乙酸溶液充分浸泡样品。

在60 ℃水浴上浸泡2 h，过滤后取上清液测试。同时

做试剂空白实验。

1.3 测定

调谐优化仪器，在表1的仪器工作条件下进行测

试。

1.4 计算公式

按下式计算样品中重金属(以Pb计)迁移量：

x=(c-c 0)/1000

式中：x—重金属(以P b计)迁移量，m g/k g；c—

铅测试浓度，μg/L，c 0—空白浓度，μg/L。

2  结果与讨论

2.1 试样迁移条件选择

根据纸质吸管预期的使用场景(碳酸饮料，热

饮)，选择以60 ℃的4%冰乙酸溶液为食品模拟物进

行浸泡迁移实验。分别实验了0.5 h、1 h、2 h、3 h浸

泡时间，当浸泡2 h后，样品重金属迁移量不再发生变

化，说明迁移完全。

2021年1月1日，随着我国史上最严禁塑限塑令正

式生效，传统的塑料吸管被禁用。据了解，目前不少

餐饮、茶饮企业(肯德基、喜茶、麦当劳、蜜雪冰城、茶

百道、星巴克等)已经开始使用纸质吸管代替塑料吸

管。同时，乳制品行业龙头伊利宣布在其推出的金典

奶产品中将搭配使用纸质吸管，此举或将引发乳制品

行业更换纸质吸管的浪潮。面对纸质吸管行业市场空

间的逐渐释放，纸质吸管材料行业前景广阔，许多造

纸企业进军纸质吸管材料行业。纸质吸管材料生产出

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生产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

本，采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填料以及将废纸浆作为原

料等，这些都将导致有毒重金属残留在产品中。如长

期接触使用该类材料制成的纸质吸管，可能会引发重

金属迁移至人体内，影响消费者健康。因此，2020年

11月，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发布《T/Z Z B 1921—

2020吸管原纸》团体标准，12月01日正式实施。该标

准中对纸质吸管材料的重金属迁移量（以P b计）提出

了限量要求（≤1.0 mg/kg[1]）。

目前，纸质吸管材料铅迁移量测试还没有相关的

标准和方法。本课题利用4%乙酸溶液60 ℃浸泡2 h条

表2  方法线性范围、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元素

Pb

相关系数

0.999956

线性范围/

μg.L-1

0～100

检出限/

μg.kg-1

0.035

定量检出限/

μg.kg-1

0.12

表1  仪器工作条件

射频功

率/W

1300

采样锥深

度/mm

200

雾化温

度/℃

3

雾化气流量

/L.min-1

0.85

冷却气流量

/L.min-1

13.0 

辅助气流量

/L.min-1

0.70 

表3　方法加标回收率

元素

Pb

加入量／

mg.kg-1

0.10

0.25

0.50

原始量／

mg.kg-1

0.0132

测量值／

mg.kg-1

0.115

0.249

0.502

回收率/

%

101.8

94.3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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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扰及消除

在ICP-MS分析中当测定溶液中可溶性固体总量

(T D S)＞0.02%时基体成分往往对分析离子信号产生

抑制作用和信号漂移，导致测定结果出现误差[2]。选择

适宜的内标元素和稀释因子，可以有效克服基体效应

和降低信号漂移[3]。本方法浸泡液体积为1L且在测试

前进行过滤处理，因此基本可以消除基体干扰。本方

法使用B i作内标元素,校正仪器测试过程中的信号漂

移，效果满意。

2.3 方法检出限

检出限采用连续20次测定标准空白液的仪器响

应值3倍标准偏差相当的浓度为检出限的方法进行计

算。方法检出限见表2。

2.4 方法加标回收率

迁移处理样品同时加入一定量的P b标准溶液,然

后进行样品迁移实验，最后上ICP-MS进行分析测试,

结果见表3。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本方法加标回收率满足要求

（90%～110%），说明方法测试准确性好。

2.5 方法精密度

对同一纸质吸管材料样品（130 g/m2本色吸管原

纸）平行测定10次，结果见表4。

表4  纸质吸管材料重金属迁移量测量结果

重金属迁移量（以Pb计)/mg.kg-1

平均值

RSD/%

项目
平行测量次数/n

2

0.0132

7

0.0137

3

0.0135

8

0.0134

4

0.0128

9

0.0128

5

0.0130

0.0132

2.92

10

0.0126

1

0.0129

6

0.0136

表5数据表明，本方法测试精密度良好，可以满足

纸质吸管材料重金属迁移量的测试要求。

3  实际样品分析

采用本方法测试A、B、C、D（C、D样为进口产

品）四组吸管原纸，结果见表5。4组产品重金属迁移量

均满足标准限量要求。

4  结论

本文实验研究了以4%冰乙酸溶液60 ℃下浸泡处

理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吸管原纸

重金属（以P b计）迁移量。该方法经验证实验结果可

靠，方法稳定性好，适用于纸质吸管材料重金属迁移

量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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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生产过程中浆料的选用、生产用水来源和湿

强剂用量等关键点进行控制，对防锈包装原纸的关键生产技

术予以介绍。工艺优化后纸张吸水性135 g/m2，湿抗张指数

横向10.7 N.m/g、纵向16.4 N.m/g，氯离子含量为141 mg/kg。

生产工艺可行，且产品性能满足客户需求，可进行连续生产。

关键词：防锈包装原纸；氯离子含量；湿强度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duct the anti-rust packaging paper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this paper were controlled 
the key point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size, the source of water 
used in production and the adding amount of wet st rength 
agent. Performance of products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Water 
absorption of paper is 135 g/m2, the wet tensile index in cross 
direction is 10.7 N·m/g, the wet tensile index in machine direction 
is 16.4 N·m/g and the content of chloride ion is 141 mg/kg.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feasible and it could be carried on the 
continuous production. The product performance meets the 
customer demand.
Key words: rust proof wrapping paper; chlor ide ion; wet 
strengthening agent

防锈包装原纸生产过程关键点控制
⊙ 邹志勇  田中粟  梁文伟  王秀玲  刘立峰  王贞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山东临清 252600）

The Control on Key Poin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nti-rust Packaging 
Base Paper
⊙ Zou Zhiyong, Tian Zhongsu, Liang Wenwei, Wang Xiuling, Liu Lifeng, Wang Zhen
(MCC Paper Yinhe Co., Ltd., Linqing 2526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61.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6-0040-04

邹志勇 先生

硕士，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主要从事制

浆造纸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工作。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0
第43卷第6期 2022年3月



防锈包装纸是由原纸涂布防锈剂再经特殊工艺加

工而成，不同用途的防锈纸，其后续加工工艺略有区

别，对原纸的性能要求也不同。防锈包装纸中氯离子的

存在会引起金属的点蚀，也会影响防锈剂的效果，因此

需要严格控制原纸的氯离子含量[1]。同时，鉴于客户后

续加工会先对原纸进行单面淋膜，再在非淋膜面涂布液

体防锈剂[2]，要求原纸还应具有较快的吸水速度和较好

的湿强度。本文结合防锈包装原纸实际生产及后加工

需求，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点进行控制优化，以提高原

纸后加工及成纸的使用性能。

1  实验药品

硝酸银标准滴定液（0.01 mo l/l）、铬酸钾指示剂

（50 g/l）、酚酞指示剂（10 g/l乙醇）、稀硫酸、氢氧

化钠（2 g/l）。

2  实验方法

实验检测每组样品三次平行，取平均值。

2.1 氯离子的提取与测定

氯离子的提取：按照国家标准《GB/T 2678.2—

2008 纸、纸板和纸浆 水溶性氯化物的测定》[3]的方法

进行。

氯离子的测定：按照国家标准《GB/T 15453—

2008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氯离子的测定》[4]

中的摩尔法进行。

2.2 纸张湿强度测定

参考《GB/T 465.2-2008 纸和纸板 浸水后抗

张强度的测定》[5]的方法进行。

2.3 纸张吸水速度测定

参考《GBT1540-2002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 

可勃法》[6]，样品测定吸水时长改为1 s，评价纸张吸水

速度。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围绕以下两个目标：一是降低防锈包装原纸

的氯离子含量，二是满足纸张快速吸水的要求，同时保

证纸张具有较好的湿强度，通过以下关键点的控制对

防锈包装原纸的生产工艺进行优化。

3.1 浆料的选择

对不同品种不同品牌现用浆料的氯离子含量进行

测定，筛选适合生产防锈包装原纸的浆料。从表1检测

结果可以看出，阔叶化学浆的氯离子含量高于针叶化学

浆，针叶化机浆的氯离子含量也较低，自制杨木化机浆

挤至干度30%后其氯离子含量仍高达468 mg/kg。综合

考虑，防锈包装原纸主要采用印迪本色针叶浆和森博本

色阔叶浆，在纸张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可配抄一定比例

的针叶化机浆。

3.2 生产用水的选择

纸张生产中，湿纸幅经压榨进入干燥部后，纸幅中

的水分被蒸发掉，而水中的氯离子被保留在纸幅中，导

致纸张的氯离子含量升高[7]。通过选择氯离子含量较低

的生产用水可以有效降低纸张的氯离子含量。对几种生

产用水中的氯离子含量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显示，地表

水自身的氯离子含量已在142 m g/l，经循环后的纸机

白水的氯离子含量达到了259 mg/l，自来水中的氯离子

含量也较高，达95.6 m g/l，而烘缸回水的氯离子含量

只有0.53 m g/l。鉴于公司余热发电出水量80 m3/h，

可以满足防锈包装原纸连续生产需要，因此考虑采用

烘缸回水生产防锈包装原纸。

3.3 不同白水循环次数时纸张及白水的氯离子含量

表1  不同品种品牌浆料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

浆种

针叶化学浆

阔叶化学浆

针叶化机浆

阔叶化机浆

品牌

IP平板

蒙迪

印迪本色

鹦鹉

芬亚

森博

森博本色

昆河

北极星

水晶

骑士

瑞丰浆板

自制杨木浆

浆料氯离子含量/

mg.kg-1

135

131

123

267

213

408

158

132

114

123

137

1932

468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1
Mar., 2022  Vol.43,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为进一步验证采用烘缸回水用于生产防锈包装原

纸，其白水是否可循环使用。实验室按吨纸15 m3清水

模拟实际生产，检测当白水不同循环使用次数时，纸张

和白水中氯离子含量。结果如表2所示：经过6次白水循

环后，纸张中的氯离子含量比较稳定，小于40 mg/kg。

纸张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的微小差异一方面来自浆料

中氯离子差异，另一方面来自检测误差[8]。白水中的氯离

子含量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变化

趋势非常缓慢，说明由于烘缸回水氯离子含量低，浆料

中的氯离子基本都溶出到烘缸回水中，可有效降低纸张

的氯离子含量。烘缸回水在防锈包装原纸的生产中可以

循环使用。

3.4 湿强剂的选择

湿强剂主要有聚酰胺聚胺-表氯醇树脂（PAE）、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MF）、脲醛树脂（UF）。由于UF

是非离子型的溶液，只能用于纸面施加[9-10]；M F会有

甲醛析出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11]；而PAE性价比较高，

并且可以赋予纸张持久的湿强度，能够满足后续加工

及使用过程对纸张湿强度的要求，因此选用PA E作为

防锈包装原纸的湿强剂。PA E制备工艺中存在聚酰胺

链与环氧氯丙烷脱氯化氢缩合反应[12]，所以湿强剂中

会存留氯离子，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PA E湿强剂，其

氯离子含量存在一定差异。对市面购买的PA E进行氯

离子含量的测定，其结果如表3，湿强剂中的氯离子含

量均在10000 m g/k g以上，个别厂家PAE氯离子高达

34435 m g/k g。根据实验检测结果，最终确定食品级

PAE湿强剂用于防锈包装原纸生产。

3.5 湿强剂用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针对筛选出的食品级PA E湿强剂，考察湿强剂用

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随着湿强剂的

添加量越大，纸张湿抗张指数也随之增大，但由于湿强

剂的用量增大会直接增加纸张的氯离子含量。结合客户

对纸张吸水性和湿强度的要求，确定合适的湿强剂用量

为30 kg/t纸。

4  生产实践验证

通过以上实验，对防锈包装原纸的生产关键点进

行优化，确定最优条件：浆料采用50%印迪本色针叶化

表4  湿强剂用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实验

序号

0

1

2

3

湿强剂添加

量/kg.t纸-1

0

15

30

60

纸张吸水

性/g.m-2

257

155

129

131

湿抗张指数

/N.m.g-1

无法测量

6.5

12.2

20.9

氯离子含量

/mg.kg-1

44

90

126

252

表5  中试产品与竞品性能比较

生产厂家

优化前产品

试生产产品

安徽某公司

湖北某公司

纸张吸水性/

g.m-2

70

135

119

120

230

141

135

167

氯离子含量/

mg.kg-1

湿抗张指数/

N.m.g-1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10.1

15.8

10.7

16.4

11.8

12.5

13.5

15.6

表2  不同白水循环次数时的纸张及白水氯离子含量检测

结果

白水循环

次数

新鲜烘缸回水

第一次循环后

第二次循环后

第三次循环后

第四次循环后

第五次循环后

第六次循环后

纸张氯离子含量

/mg.kg-1(干度

30%浆料)

37.9

27.9

36.4

36.5

39.3

29.6

39.3

白水氯离子含量/

mg.l-1(浓度1%浆

料滤液)

2.13

2.49

3.41

4.10

5.50

5.86

7.03

表3  湿强剂氯离子含量检测结果

名称

1#PAE

2#PAE

3#PAE

4#PAE（食品级)

34435

21300

13490

10650

氯离子含量/ 

mg.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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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1-10]

学浆、40%森博本色阔叶化学浆和10%北极星针叶化机

浆，混合浆打浆度40 °SR；生产用水采用烘缸回水；湿

强剂选用食品级PAE，合适用量为30 k g/t纸。中试产

品各项指标与市场产品相当，可以满足客户需求，见表

5。

5  结论

(1）防锈包装原纸浆料采用50%印迪本色针叶化

学浆、40%森博本色阔叶化学浆和10%北极星针叶化机

浆，混合浆打浆度40 °SR。

(2）余热发电出水的氯离子含量非常低，仅为

0.53 mg/l，非常适合于防锈包装原纸的生产。

(3）选用食品级PAE作为防锈包装原纸的湿强剂，

最佳用量为30 kg/t纸。

(4）对防锈包装原纸生产关键点进行优化，纸张吸

水性135 g/m2，横向湿抗张指数10.7 N.m/g，纵向湿

抗张指数16.4 N.m/g，氯离子含量为141 m g/k g。产

品性能良好，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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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对比不同浓度下打浆对装饰原纸亮度及遮

盖力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中浓磨浆条件下漂白阔叶

木浆纤维扭结程度上升、分丝帚化程度较好，钛白粉等填料

与纤维的结合程度上升，对于填料在纤维上的吸附与排布均

起到明显改善作用。

关键词：装饰纸；遮盖性能；不透明度

Abstract: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efining consistency  on brightness and hiding power of 
the decorative bas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medium-
consistency refining conditions, the degree of kinking of bleached 
hardwood pulp fibers increases, and the degree of fibrillation 
is better, and the degree of bonding between f illers such as 
titanium dioxide and fibers is increased, and the adsorption 
and arrangement of fillers on the fibers are mo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decorative paper; coverage performance; o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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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原纸是一种以优质木浆和钛白粉为主要原料

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工业特种用纸，经印刷、三聚氰

胺树脂浸胶后，主要用于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的护

面层纸、面层用纸和底层用纸[1]。作为人造板贴面材料，

装饰原纸一开始主要流行于西欧等国家，21世纪初伴

随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人造饰面板得以在装饰行业中

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步替代了实木材料的市场，基于此国

内的装饰原纸产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二十年。

经过多年的发展，各装饰原纸厂家通过对装备水平

的提升、生产工艺的改进，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达

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在钛白粉造纸

过程中，一部分吸附在纸纤维上，一部分进入造纸废水

中，钛白粉在纸纤维上的吸附量越多，钛白粉的留着率

越高，装饰原纸的灰分越高，装饰原纸的光学性能提高
[2]，因此钛白粉就成为了装饰原纸生产成本中占比极大

的一部分。本研究主要针对打浆方式的改进优化，以达

到钛白粉填料颗粒更好地附着于浆料纤维表面，改善钛

白粉与纤维的结合方式的作用，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钛

白粉的光学性能以及遮盖性能，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1  实验

1.1 试剂及原料

漂白阔叶木浆：低浓磨浆，打浆度25 °SR；中浓磨

浆，打浆度25 °SR；氯化法钛白粉。

1.2 实验仪器

实验室中浓磨浆机、PTI凯塞法快速成形抄片器、

日本TM 4000 plus扫描电镜、Valmet纤维形态分析

仪、德国维科特压板机、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分光光度

仪、打浆度仪、透反射显微镜。

1.3 实验方法

(1）磨浆：漂白阔叶木浆经疏解后浓缩，加水配置

成所需干度，设定参数进行磨浆。

(2）钛白粉分散：氯化法钛白粉经实验室分散机分

散为固定浓度的液体填料，备用。

(3）打浆度测定：采用GB/T 3332-2004打浆度检

测标准进行检测。

(4）纤维形态分析：浆料充分疏解后，使用Va lmet 图1  不同磨浆浓度下的L值及不透明度变化

纤维形态分析仪检测纤维长度、宽度、扭结指数、细小

纤维含量以及帚化度。

(5）纤维形态及帚化率测试：纸浆用赫氏试剂染色

制片，使用ＸＷＹ－Ｗ纤维仪观察纤维形态，按照GB/T 

22836—2008纸浆纤维帚化率的测定标准测试纤维帚

化率。

(6）纸页成形：将稀释到一定浓度的浆料使用PT I

自动纸页成形器进行抄造，抄片定量为80 g/m2。

(7）纸样灰分检测：使用马弗炉在800 ℃条件下对

手抄片灰分进行检测。

(8）压板色相及不透明度检测：将不同磨浆浓度条

件所抄造纸样选取同定量同灰分纸样进行压板，对比色

相及不透明度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磨浆浓度对装饰原纸光学性能的影响

在保证打浆度、填料种类及成纸灰分一致的情况

下设置打浆浓度为唯一变量，在不同的浓度下打浆所得

浆料与填料混合完成抄片后，对比成纸的光学性能及浸

入三聚氰胺胶水后压制的多层板后的遮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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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过实验分别在4.5%、12%、18%及24%浓度下

进行磨浆，所得浆料抄造后的光学性能及遮盖性能变

化见图1，在4.5%～18%浓度区间随着磨浆浓度提升的

同时，装饰原纸的L值及不透明度都出现上升趋势，至

24%浓度时上升趋势减缓，与18%浓度条件下相比提升

不明显。

(2）在ISO-c o lor颜色测试软件所测曲线来看，见

图2，分别以4.5%、12%、18%及24%的浓度磨浆抄取的

样片压制成板材后，经检测其四条Graphics曲线基本重

合，无明显异常点，这表明四种条件下所抄造纸样所含

显色物质元素基本一致，且含量相当，无太大差异。

在目前条件下实验来看，对浆料使用18%浓度进行

磨浆对装饰原纸压板后的L值及不透明度效果最好，在

将浓度提升至24%后浆料干度太大易堵塞磨片盘齿，从

而影响磨浆效果反而不如18%浓度，因此将18%浓度作

为最佳实验条件与目前生产条件进行进一步对比。

2 . 2 4.5%与18%磨浆浓度下抄造纸张宏观及微观差

异

(1）漂白阔叶木浆经过18%浓度打浆之后得到打浆

度25 °SR的浆料，如图3所示与4.5%浓度打浆相比，在

18%的浓度下打浆的细小纤维含量出现了明显地降低，

下降了3.05%；同时纤维的扭结指数与宽度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上升，较4.5%浓度打浆扭结指数上升了100%，

纤维宽度上升了16.49%；在帚化率方面18%浓度打浆后

为0.91%，也略有上升。其原因在于低浓磨浆主要依靠

磨盘直接对纤维进行冲击、剪切、压溃和摩擦，由于纤

维之间有大量的水分，使纤维相互间距离增大，并起到

润滑剂的作用，致使纤维间的摩擦和挤压作用很少；而

中浓磨浆，由于浆料的浓度高，盘磨间隙大，磨浆作用

并不靠磨盘直接和纤维作用，而是依靠盘磨间中浓浆

料的相互摩擦、挤压、揉搓、扭曲等作用，使纤维受到了

磨浆，与此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摩擦热，使浆料软化[3]。综

合来看，18%打浆浓度下不仅可以更好地使纤维发生扭

结、帚化作用，从而提供较好的纤维性能，同时理论上

也可以降低细小纤维的含量并促进钛白粉填料与纤维

图3  不同磨浆浓度下的纤维性能

图2  ISO color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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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结合，减少细小组分在白水中的流失，对于纸机

运行以及成本优化都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2）从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不同浓度下打浆后所

抄造纸张中纤维与填料的结合形态，如图4所示，在18%

浓度下打浆所抄纸样中钛白粉颗粒更多地分布在了纤

维之间的缝隙之中，减少了在孔隙中的无效堆积，疏松

的纤维间结构使得钛白粉更加均匀地分摊到各个纤维

的空隙间，形成了一些填料与纤维的黏连状态。

从图5两种打浆浓度下抄片的填料Z向分布情况来

看，18%浓度下打浆形成的纸页结构更疏松，填料在纸

张中的分布更为均匀，纸页各个层级间的分布量相当，

而4.5%浓度打浆所抄造纸样的填料在纸页上下层的分

布量差距就比较明显，这两种不同的钛白粉分布情况对

于其折射率影响较大，而折射率是钛白粉实现其高白度

的重要制约因素。

(3）两种打浆浓度下浆料与填料混合完成抄片后对

比成纸的光学性能及浸入三聚氰胺胶水后压制的多层

板后的遮盖性能如表1所示，在保持成纸的定量以及灰

分一致的前提下检测两种方式纸张的光学性能，发现

在18%浓度下打浆后的L值较4.5%浓度提升了0.58，白

度提高了0.96%，同时纸张对于人造板基材的遮盖能力

即不透明度上升了0.26%。

数据显示在理想状态下，18%浓度下的打浆可以形

成更好的纤维扭结和帚化，赋予纸页更疏松的空间结

构，优化增强了钛白粉填料与纤维的结合，使得纸张中

的钛白粉颗粒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钛白粉的光学性能

由光散射大小决定，散射效率越高，其光学性能如消色

力、遮盖力、白度等越好[4]。

3  结论

适当提高打浆浓度可以明显提高纤维的宽度、扭

结指数、帚化率，并降低细小纤维的含量，改善钛白粉

等填料的空间分布效果及光学性能。

在18%浓度打浆下的纤维，与钛白粉填料的结合状

态更好，钛白粉填料在纸页中的分布更加均匀，易抄造

形成疏松的纸页结构，使钛白粉填料的光散射性能得到

有效发挥，从而对装饰原纸的亮度、白度及遮盖力有一

定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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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浓度下抄片填料Z向分布情况

图4  不同浓度抄片填料与纤维结合状态

[收稿日期:2021-12-01]

表1  不同打浆浓度抄片压板后的光学及遮盖性能变化

指标

定量/g.m-2/灰分/%

L

a

b

白度/%

不透明度/%

18%浓度

(25 °SR)

80.6/36.25

91.32

-1.78

1.83

76.48

91.7

4.5%浓度

(25 °SR)

80/36.05

90.74

-1.79

1.78

75.52

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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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滑石粉在阻燃烟用接装纸原纸的应用，对

比滑石粉和重钙对烟用接装纸原纸阻燃效果和成纸物理指

标的影响，通过实验室小试和纸机中试，结合实验结果确定

最佳的加填工艺，进而提升烟用接装纸原纸的阻燃效果。

关键词：滑石粉；重钙；阻燃效果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of talc powder in anti-
flaming tipping base paper , compared the impact between talcum 
powder and heavy calcium carbonate on the f lame retardant 
effect of tipping base paper.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ipping 
base paper were improved by determining the best filling process 
through the laboratory test and paper machine pilot test, and then 
improved the flame retardant effect of tipping base paper.
Key words: talc powder; grinded calcium carbonate; f lame 
retardant effect

滑石粉在阻燃型烟用接装纸原纸中的应用
⊙ 耿群  纪军（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The Application of Talc Powder in Anti-flaming Tipping Base Paper
⊙ Geng Qun, Ji Jun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00, Heilongjia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27+.6; TS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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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6-0048-03

耿群 女士

工程师；主要负责卷烟配套用纸的质量改

进和工艺研发工作。

烟用接装纸是一种卷烟包装材料，用于滤棒与烟

支卷接包装，属于特种工业用纸，烟用接装纸原纸作为

印刷基本材料用于生产烟用接装纸。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我国卷烟工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成

为香烟的制造和消费大国，但卷烟工业不断发展，香烟

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也在增加，尤其是吸剩的烟蒂

燃烧所引发的火灾造成人身伤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触目

惊心。 

随着国家对火灾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人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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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实验室与生产现场的一致性，实验取的原

辅料全部取于生产现场，每个方案中其他辅料、助剂正

常添加，且加入量相同。

在相同条件下，三个方案各抄页10张，检测同一物

理指标时，确保三个方案纸样的成纸定量相同，以保证

实验的准确性。打浆工艺参数见表1，重钙指标检测数

据见表2，滑石粉指标检测数据见表3，重钙电镜照片见

图1，滑石粉电镜照片见图2，成纸检测结果见表4。

2.2 小试结果

由表4分析可知，方案三的燃烧孔洞尺寸最小，说

明阻燃效果最好，且对其他物理指标影响较小，因此说

明滑石粉比重钙更加适用于阻燃烟用接装纸原纸中，

可以有效提高原纸的阻燃效果。所以选取方案三与原

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因此要求烟草行业需加强卷烟产

品的安全性，降低卷烟产品的火灾安全隐患，因此需对

烟用接装纸原纸进行特殊处理，使加工后的烟支燃烧

到烟蒂时可以实现自动熄灭，从而开发出一种具有阻燃

功能的烟用接装纸原纸。当前越来越多使用者提出希

望能进一步提升烟支的阻燃效果，使100%的烟支燃烧

到烟蒂时可实现自动熄灭，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需研

究新的阻燃填料提升原纸的阻燃效果，降低卷烟产品

的火灾安全隐患。    

滑石粉的主要成分是滑石含水的硅酸镁，晶体呈

片状形态，造纸工业中应用的滑石粉是白色颗粒状物

质，溶解性能较好，并具有一些优良的物理和化学特

性，如润滑性、耐火性、熔点较高、化学性质不活泼、遮

盖能力良好等特性，特别适合应用在特种工业用纸的生

产中。

使用滑石粉作为造纸填料具有白度高、粒径稳定

好等优点，纸张也可达到平滑、细腻的效果。其阻燃机

理是将其作为填料以特定比例加入到纸张后，纸张中的

滑石粉经过高温受热会发生分解反应，这个过程需要

吸收大量热量，可使原纸的升温减缓甚至终止燃烧效

果。

1  实验方案

实验室分别以重钙、滑石粉以及重钙和滑石粉的

混合物进行实验室抄页实验，对比手抄页的阻燃效果和

物理指标。

实验室优选出填料方案后，在机台进行中试实验，

验证实验室配方的可行性。

2  实验过程

2.1 实验室小试

选取三个实验方案进行抄页实验：

方案一：以重钙作为填料进行抄页实验，纸中填料

含量按照22%设计，成品定量按照32 g/m2设计。

方案二：以重钙和滑石粉质量比1∶1作为填料进行

抄页实验，纸中填料含量按照22%设计，成品定量按照

32 g/m2设计。

方案三：以滑石粉作为填料进行抄页实验，纸中填

料含量按照22%设计，成品定量按照32 g/m2设计。

表1  打浆工艺参数

浆种

配比/%

打浆度/°SR

湿重/g

阔叶成浆

50

72

-

针叶成浆

50

83

6.5

混合浆

-

78

4.0

 表2  重钙指标检测数据

检验项目

D65亮度 /%

比表面积/m2.g-1

砷/mg.kg-1

细度 粒径D50/μm

     筛余物/%

碳酸钙（CaCO3以干基计)/%

深色异物 /个.g-1

尘埃（20%的悬浮液)

盐酸不溶物/%

标准要求

≥92.0

≥1.00

≤1.00

4.50～6.50

≤3.0

≥96.0

≤5

静止后观察液面，

表面应无明显的异

色杂物

≤0.50

实测值

94.2

2.08

0.06

6.036

0.002

96.44

1

无明显的

异色杂物

0.32

表3  滑石粉指标检测数据

检验项目

D65亮度/%

筛余物/%

沉降速度/ml.15min-1

尘埃/m2.g-1

荧光物质

体积平均粒径/μm

水分/%

标准要求

≥86.0

≤0.5

10～40

≤0.6

无

 ≤13.50

≤1.2

实测值

89.8

0.02

16

0.12

无

11.46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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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实验成纸物理指标接近，且使用滑石粉作为

填料的阻燃效果优于使用重钙的阻燃效果，而且系统

中加入滑石粉后，未对系统和成纸造成负面影响，与实

验室小试结果基本一致。经过后续验证，更换填料后的

烟用接装纸原纸在后续加工烟用接装纸的过程中使用

效果良好，而且阻燃效果得到客户的认可，未接收到任

何不良信息反馈。

4  结论

滑石粉可以替代重钙应用到阻燃烟用接装纸原

纸中，用以提高烟用接装纸原纸的阻燃效果，而且对

成纸的其他物理指标影响较小，可以满足客户的使用

要求。

方案在机台进行下一步对比实验，验证纸机生产的可行

性。

3  纸机中试

3.1 实验过程

根据实验室实验得出的初步结论，在纸机上进行

中试实验，中试实验采取两个方案进行比对：方案一填

料使用重钙，重钙按照成纸22%的比例连续加填在纸机

的混合仓和短循环系统中；方案二填料使用滑石粉，滑

石粉按照成纸22%的比例连续加填在纸机的混合仓和

短循环系统中。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除填料种类加填不

同外，其余纸机各部参数以及检测环境和检测人员均

保持一致。检测结果见表5。

3.2 中试小结 [收稿日期:2021-10-24]

图1　重钙电镜照片（2000倍） 图2  滑石粉电镜照片（2000倍）

表4  小试成纸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定量/g.m-2

单张厚度/μm

紧度/g.cm-3

透气度/CU

抗张强度/kN.m-1 

伸长率/%

白度/%

不透明度/%

灰分/%（灼烧）

纸中填料含量/%

燃烧孔洞尺寸/mm

方案一

31.6

56.4

0.56

11.8

1.263

1.8

86.4

74.4

12.5

22.32

10.5

方案二

31.7

55.8

0.57

11.5

1.32

1.9

85.7

74.2

17.61

22.58

10.0

方案三

31.7

55.0

0.58

11.3

1.39

1.9

85.1

74.6

22.26

22.26

9.5

表5  纸机中试成纸指标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定量/g.m-2

单张厚度/μm

紧度/g.cm-3

透气度/CU

平滑度/s

抗张强度/kN.m-1 

伸长率/%

白度/%

不透明度/%

灰分/%（灼烧）

纸中填料含量/%

燃烧孔洞尺寸/mm

方案一重钙

32.2

35.8

0.90

7.7

621

1.89

2.0

86.4

74.3

12.77

22.8

6.8

方案二滑石粉

32.3

35.5

0.91

7.6

618

1.91

1.9

86.2

74.7

22.6

22.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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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宋笺宣纸制作工艺
⊙ 童海行（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泾县 242511）

On the Manufacture Technology 
for Song Rice Paper
⊙ Tong Haixing 
(China Xuan Paper Co., Ltd., Jingxian 242511, Anhu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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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海行 先生

工程师；从事宣纸生产、技术研究工作。

摘 要：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为了适应书画市场对宣纸产品

的特殊需求，根据宋元水墨画的表现形式，精选历时2年以

上的燎皮和存放5年以上的燎草为原材料，以古法技艺生产技

术为基础，仿宋代造纸技艺生产，产品具有抗老化性和耐久

性能高、水墨渗沁迅速而不扩散、润墨层次分明、墨色浓淡清

晰、纸张韧性强、纸张厚薄均匀和光滑如丝等特性，适用于工

细山水，经得起反复皴擦，并适合没骨花卉的绘制，写意人物

及写意山水，也可勾绘工细的线描作品等。

关键词：燎皮；燎草；拖纸；蒸纸；砑光；宋笺宣纸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special demand for rice paper 
products in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market, China Xuan 
Paper Co., Ltd. selects singes lasting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singes stor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s raw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form of ink painting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ancient 
methods, the production was modeled after the technology of 
paper ma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Product has high aging 
resistance and durability, ink seepage seeps rapidly and non-
proliferation and ink distinct and strong toughness, clear shades of 
ink, paper thickness even and smooth like silk, is suitable for the 
exquisitely withstand repeated CunCa landscapes,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drawing, no bone flowers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exquisitely also drew the line work.
Key words: singeing; singeing grass; drag paper; steaming paper; 
calendering; Song ric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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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

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经过特殊的传统工艺

配方生产的，具有润墨和耐久等独特性能，可供书画等

用途的高级艺术用纸。目前，市场上用的宣纸大多数都

是润墨速度快、透墨效果好，在用于反复上墨、皴擦和

工雕细描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开发一种

既可书画又可细雕的宣纸，称之为“宋笺宣纸”。宋笺宣

纸是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宋元水墨画的表现形

式，精选存放2年制作的燎皮和存放5年以上的燎草为原

料生产制作的，整个生产过程分为两部分：一原纸的制

作，二原纸的加工。原纸制作分为精选原料、制浆、抄

纸、晒纸、检验。原纸加工分为检验、施胶、晾干、施胶、

晾干、蒸纸、砑光或施蜡、检验；其生产的纸张具有色质

自然、入眼温润、手感绵柔、匀薄如一；水墨渗沁迅速而

不扩散、水墨层次表现清晰、纸张韧性强等特性，工细

山水经得起反复皴擦，并适合没骨花卉的绘制，写意人

物及写意山水均可表现，也可勾绘工细的线描作品等。

1  原纸的制作

1.1 原料

(1）精选存放2年以上制作的燎皮，要求燎皮表面

起绒，手感柔软，色泽一致的优质燎皮。

(2）精选存放5年以上纤维自然纯化的燎草，手感

柔软，色泽一致的一级品以上的燎草。

1.2 制浆工艺

燎皮、燎草经过古法宣纸技艺加工而成。将加工后

的皮浆、草浆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经过筛选、净化

加工成混合浆。

1.3 抄纸、晒纸、剪纸工艺

抄纸利用竹帘滤水手工抄造、手工烘焙、手工裁剪

加工而成。捞纸过程中对纸浆浓度、打浆度等参数进行

实时跟踪检测，精准控制，确保纸张均匀细腻，需要注

意防止水汽、黏毛、槽口大等问题；晒纸过程中对于焙

温进行智能恒温控制，确保晒后纸张柔韧绵软，需要注

意防止出现肚里筋、松毛路、折痕、刷痕重等问题，要求

焙面平整，晒好的纸张无凹凸面；剪纸过程中应对纸帖

进行不少于3次目测检验，纸张合格率达到100%，纸张

翻检过程中不能有折痕。

1.4 规格

原纸为平板纸，尺寸规格为740 mm×1,440 mm，

偏斜度不应大于3 m m，原纸以100张为1刀，每刀纸重

3.80～4.00 k g，也可按订货合同规定生产其他尺寸或

定量的产品。

2  原纸的加工

2.1 检验

检验原纸不能有凹凸面、折痕、破损等现象。

2.2 施胶

首先制作一个长130 c m、宽80 c m、高7 c m的铁

盆，将制得的胶液盛满盆中。然后用大约长95 cm的直木

棍黏连原纸的一端，将这端纸浸入盆中，慢慢将原纸拖

过浸有胶液的盆，等原纸黏满胶液后，再把原纸挂在竹

竿上晾起，等纸晾干后，再把原纸拖第二遍。原纸施胶要

经过两次，而且每次施胶的胶液各不相同。一盆胶液一

次只能拖100张原纸，拖完后再重新补充新的胶液。

原纸通过两次施胶以后，会使胶液均匀地分布在

纸上，使纸显碱性，并含有苦性。施胶过后的纸能增加

纸的耐久性和防虫蛀，纸的表面显古朴色。纸张施胶

对环境温度、湿度有苛刻要求，如果在梅雨季节或连

续阴雨天施胶作业，会使施胶过后的纸张发馊、发酸，

纸面容易产生水渍。如果天气太冷施胶，煮出来的胶水

会凝固变成果冻状，影响施胶质量。因此，纸张施胶要

选择春秋季节天气晴好、空气湿度适中的时间作业比

较好。

2.3 蒸纸

将施胶拖染好的纸晾干后（自然干），把纸卷起

来，分50张一卷，外面用包装纸包好，竖直放入蒸煮桶

中。蒸煮桶底部用麻袋垫好，纸放在上面装好以后，上

面再用一层麻袋封闭,上面盖一片麻袋即可。通蒸汽加

热至沸腾，沸腾1 h后，保温3 h。蒸纸的目的：主要是稳

定胶液在纸面的均匀分布，防止纸面褪胶从而影响纸

施胶的质量。通过蒸纸也可使胶液与纸张纤维结合更加

紧密，稳定。

2.4 砑光（或打蜡）

把蒸好的纸，从蒸煮锅内取出以后，铺平。用光滑

的竹板或鹅卵石在纸面上用力均匀地打磨。打磨后的

纸张表面会显得光滑，增加纸的紧度和拉力，使纸表面

不起毛，增加纸的耐久性，外观上纸的颜色古朴，入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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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使纸经得起反复皴擦，增加纸的韧性。如果有的

客户需要对纸的吸水性加以限制，可以在砑光的过程

中，将蜂蜜蜡涂在竹片或石片的表面进行打蜡。打蜡是

根据客户对纸张润墨要求而加工的工艺，就是将涂过蜡

的竹片或鹅卵石在纸面上均匀地涂擦，使蜡分布在纸面

上。打蜡后的纸，对纸的润墨速度有影响，因此，在纸

面上打蜡要注意打蜡涂擦的时间和力度。打蜡过重，纸

面不吸墨，过轻则起不了减慢润墨的效果。

2.5 检验

纸张经过砑光或打蜡以后，原纸就加工完成了，对

加工后的原纸要进行表面有无破损、施胶是否均匀、表

面是否光滑、纸张厚度是否符合要求、色度是否均匀等

检验，原纸经过加工以后一般亮度要下降8%左右。把

检验好的纸裁边，每100张为一刀，包装入库。

[收稿日期:2021-12-10(修改稿)]

宋笺纸 宋笺纸宋笺纸

拖纸拖纸宋笺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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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纳
米纤维素薄膜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969516 A

发明人：方志强　张德健　侯高远　李冠辉　谢

鸿　崔锦怡　张诗曼　孙泽宇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环境污

染问题不断加剧，人们对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保

护愈加重视。可持续生物质材料因其具有绿色、环

保、可再生等优良特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

重视。从木材、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材料中提取

的纳米纤维素是一种天然的纳米材料，由其制备

的纳米纤维素薄膜具有来源丰富、绿色、优异的光

学性能和抗张强度等优点，在能源、电子器件等领

域展现出广阔而光明的应用前景。纳米纤维素薄

膜的广泛使用有望缓解白色污染，助力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纳米纤维素的结晶度一般高于

60%，高结晶度赋予纳米纤维素薄膜优异的抗张

强度的同时也使得薄膜在受到外力作用时能量难

以耗散，导致薄膜的韧性不足、耐折性能不佳，这

极大地制约了纳米纤维素薄膜的实际应用。针对

上述问题，国内外研究工作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

（1）通过优化纳米纤维素的性能来实现对薄

膜的增强增韧

通过提高纤维素的聚合度来提高纳米纤维

素薄膜的强度和韧性。Henr iks son等采用不同

聚合度的纳米纤维素制备薄膜，发现当纳米纤维

素的聚合度由410提升至1100时，薄膜的韧性由

3.0 MJ/m3提升至15.1 MJ/m3，薄膜的韧性提升

主要归因于薄膜的拉伸应变由3.3%提升至10.1%。

然而，薄膜的孔隙率提升至28%[1]。

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降低纳米纤维素平均

直径来实现纳米纤维素薄膜的增强增韧：Zhu等

研究了不同直径的纳米纤维素薄膜的应力应变，

发现纳米纤维素直径下降时，纳米纤维素薄膜的

强度和伸长率得到提升，实现增强增韧[2]。

（2）设计高度有序的结构提高薄膜的强度和

韧性

设计高度有序的结构通常可以通过可控的

“自下向上”组装合成。例如通过湿拉伸（cold 

d r aw i n g）的方式制备出纳米纤维素薄膜：

Sehaqui等将湿的纳米纤维素滤饼进行拉伸到一

定的应变（20%～60%）后干燥制得具有取向结构

的纳米纤维素薄膜，得到取向纳米纤维素薄膜的

强度和韧性都得到提升[3]。

另一方面，还可直接由天然木材通过“自上

向下”的方法制备各向异性的纳米纤维素薄膜。

例如，Zhu等将脱木质素与木材机械压制相结

合，制备出高度定向纳米纤维素的强透明薄膜

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制得的薄膜的强度高达

350 MPa[4]。

（3）通过与制备复合薄膜来实现增强增韧

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它材料复合提高纤维间

结合力，改善应力的传递情况：如Galland等通过

纳米纤维素与半纤维素复合，半纤维素作为“壳”

层黏结剂被强吸附在纳米纤维素表面，改善了纳

米纤维素之间的应力传递，使复合薄膜的抗张强

度达到了315 MPa，薄膜的韧性得到提升[5]。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它材料复合进行结构设

计，构建新的能量耗散体系，以达到增强增韧的目

的。如通过仿生设计提高纳米纤维素薄膜的韧性，

通过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中添加纳米黏土、M Xene

等片状材料构筑珍珠层结构：Cao等通过简单的真

空抽滤的方法将纳米纤维素和M Xene复合，模拟

生物组装成珍珠层结构，以M Xene为“砖”，纳

米纤维素为“砂浆”制备出复合薄膜。在纳米纤维

素∶M Xene=1∶1时，CNF薄膜的韧性从3 MJ/m3

（纯纳米纤维素膜）提升至14.7 MJ/m3，同时，复合

薄膜在4.9 N作用下耐折次数由1153次提升至14260

次，薄膜脆性大幅下降[6]。Wang等通过将纳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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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纳米黏土以及聚乙烯醇进行复合构筑人工珍珠

层结构，得到复合薄膜的强度高达302 MPa，该方

法得到的薄膜的韧性为3.1 MJ/m3[7]。

其中，添加增韧材料是实现纳米纤维素薄膜

的强度和韧性同时提升的有效途径。

然而，目前的方法还存在着成本高，添加后会

进一步增加纳米纤维素薄膜亲水性（如纳米黏土、

半纤维素）等问题。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

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纳米纤维素薄膜及

其制备方法。

制备方法及步骤：（1）将PET纤维与分散剂

加入水中，采用浆料疏解机进行混合分散均匀，得

到PET纤维分散体（PET纤维均匀且稳定地分散

于溶液中）；（2）将PET纤维分散体与纳米纤维素

混合均匀，真空抽滤，取滤渣，然后热压干燥，得

到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纳米纤维素薄膜

（高强高韧的各向同性纳米纤维素薄膜）。

实施案例1：

（1）采用氯乙酸与氢氧化钠对商业针叶木硫

酸盐木浆羧甲基化预处理后均质处理，制得的纳

米纤维素为分散剂，以1000 g水为溶剂，准确称

量并添加10 g（绝干含量）PET纤维，并加入2 g

（绝干含量）的纳米纤维素为分散剂，采用浆料

疏解机在6000 r/min转速下进行混合分散，分

散30 min后得到均匀、稳定分散的纳米纤维素/

PET纤维分散体。

（2）取10 g纳米纤维素/PET纤维分散体按

照PET纤维所占比例为2.5%（按薄膜干重计），与

3.88 g纳米纤维素均匀混合，加去离子水稀释到

0.1wt%，然后采用0.22 μm的微孔滤膜对得到的

混合体系在0.1 MPa的负压下抽滤，待抽完后转

移到滤纸中，采用加压缓慢干燥的方法干燥并压

紧复合薄膜：用2.5 kg的重物加压干燥，且每隔一

段时间（分别在5 min、30 min、1 h、4 h、8 h时）

加大一倍压力直至20 kg，期间不断更换滤纸，复

合薄膜压干后在55 ℃的烘箱中把复合薄膜最后残

留的水分烘出，制得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

性纳米纤维素薄膜。

（3）制得的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纳

米纤维素薄膜的抗张强度为200 MPa，伸长率为

10%，耐折次数为15000次，韧性为12.3 MJ/m3。

实施案例2：制备方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处

在于：按照PET纤维所占比例为5%（按薄膜干重

计），与1.88 g纳米纤维素均匀混合。抗张强度为

250 MPa，伸长率为23%，耐折次数为25000次，韧

性为19.8 MJ/m3。

实施案例3：制备方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处在

于：采用次氯酸钠与TEMPO用氢氧化钠调节pH

为10的条件下对商业针叶木硫酸盐木浆TEMPO

氧化预处理后均质处理；按照PET纤维所占比例

为5%（按薄膜干重计），与1.88 g纳米纤维素均匀

混合。抗张强度为213 MPa，伸长率为18.2%，耐

折次数为20000次，韧性为15 MJ/m3。

实施案例4：制备方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处在

于：采用次氯酸钠与TEMPO用氢氧化钠调节pH

为10的条件下对商业针叶木硫酸盐木浆TEMPO

氧化预处理后均质处理；按照PET纤维所占比例

为7.5%（按薄膜干重计），与1.21 g纳米纤维素均

匀混合。抗张强度为240 MPa，伸长率为15%，耐

折次数为10000次，韧性为16.5 MJ/m3。

实施案例5：制备方法及步骤同例1，不同处在

于：采用尿素、磷酸氢二铵对商业针叶木硫酸盐木

浆磷酸化预处理后均质处理；按照PET纤维所占

比例为5%（按薄膜干重计），与1.88 g纳米纤维素

均匀混合。抗张强度为220 MPa，伸长率为13%，

耐折次数为12000次，韧性为13.4 MJ/m3。

有益效果：

（1）提供的PET纤维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

纳米纤维素薄膜，其强度介于180～250 MPa之

间，相比于纯纳米纤维素薄膜，抗张强度提升了

15%～50%；伸长率达到10%～25%，是纯纳米纤维

素薄膜的3～6倍；薄膜的韧性介于10～20 MJ/m3，

为纯纳米纤维素薄膜的3～6倍；并且展现出优异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55
Mar., 2022  Vol.43,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的耐折性能，耐折次数为10000～25000次，将纯纳

米纤维素薄膜的耐折次数（4000～6000）提升了一

个数量级。

（2）为提高纳米纤维素薄膜的强度和韧性提

供一种新方法，采用商业化的PET纤维，通过以两

亲性的纳米纤维素为分散剂，实现PET纤维在水

体系中的均匀分散，获得稳定、均匀分散的PET纤

维分散体，然后与纳米纤维素按照一定的比例混

合均匀后进行抽滤、干燥，制备得到一种PET纤维

增强增韧的各向同性纳米纤维素薄膜，有助于进

一步推动纳米纤维素薄膜在能源、包装、电子器件

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助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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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碱炉强旋流式黑液喷枪

申请公布号：CN 112902197 A

发明人：江国春　朱明明　赵静

申请人：武汉凯比思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在碱法制浆造纸行业中，造纸黑液的污染最

为严重，碱回收技术是当前治理造纸黑液的最为

有效的方法。先对造纸黑液进行浓缩，然后通过

黑液喷枪将其喷洒到碱回收锅炉内进一步干燥和

燃烧。浓缩后的黑液经喷枪喷入锅炉，经干燥至

含水量10%～15%时落在垫层上燃烧，并进行还原

反应，生成熔融物回收可用碱，有机物燃烧产生热

量被锅炉吸收转化为高压蒸汽。为了建立稳定的

工况，需要使黑液在炉内均匀分布，并充分干燥，

为黑液在垫层上燃烧创造条件。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1201063245公开了一种旋

流固定式黑液喷枪，在喷枪内部安装了旋流片，在

旋流片上开有3个倾斜45°的孔，黑液从旋流片的

上方经过时会产生一定的螺旋效果，但是由于旋

流片比较薄，3个倾斜45°的孔较大，大部分黑液

可直接穿过旋流片，产生的旋流效果很小，由于增

加了旋流片并且黑液中带有杂质，容易造成将雾化

片孔堵塞，或者旋流片部分堵塞造成雾化不均匀

现象。雾化效果直接影响炉底燃烧状况及垫层分

布情况、熔物的顺畅度及碳粒的夹带，情况严重的

可引起黑风管甚至黑炉现象从而导致烧油，影响

碱炉产气量，降低碱炉热效率以及经济效益。

提供一种黑液流量稳定、不易堵塞、喷出后的

黑液具有强旋流、粒度匀匀、在炉内分布均匀的强

碱炉旋流式黑液喷枪。

如图1～图3所示，该种碱炉强旋流式黑液喷

枪包括导流管和喷枪枪头，导流管的一端有相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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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喷枪枪头侧壁的开口连通，另一端设有凸缘并

通过快速螺纹接头和密封垫圈与母管连接固定以

及快速装拆。

导流管与喷枪枪头焊接连接。导流管与喷枪

枪头之间的夹角为90～130°，导流管与喷枪枪头

呈偏心连接，导流管插入喷枪枪头的长度与喷枪

枪头侧壁的厚度相等，导流管的内腔与喷枪枪头

的内腔相切，使导流管内黑液在流入喷枪枪头内

腔过程中不产生竖直方向干扰，以一定的入射角切

向喷入喷枪枪头内腔，黑液在喷枪枪头内腔螺旋

向下运动。导流管的内腔与喷枪枪头的内腔在切

向连接部位处相切。

喷枪枪头上端密封，下端设有黑液喷口。喷枪

枪头上端密封方式可选用多种：通过螺纹与密封

螺塞连接；喷枪枪头上端设有密封板，密封板与喷

枪枪头通过角焊缝连接。

喷枪枪头包括柱状腔体段、锥状腔体段、圆柱

状缩口段和喇叭形开口段，导流管一端与柱状腔

体段侧壁连接，柱状腔体段上端密封，下端连接锥

状腔体段，锥状腔体段缩口部位与圆柱状缩口段连

接，圆柱状缩口段下端与喇叭形开口段连接。黑液

通过导流管以一定的入射角切向喷入喷枪枪头的

柱状腔体段，黑液在柱状腔体段内产生螺旋向下

运动；螺旋向下运动的黑液在经过锥状腔体段时

会产生收缩和向下加速运动；螺旋向下以及经逐

渐加速运动的黑液，经过圆柱状缩口段时会达到

最大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的螺旋向下运动的黑液，

流出圆柱状缩口段时会扩散成雾状液滴，雾状液

滴带有螺旋向下运动的动能，强旋流黑液雾滴有

利于延长其在炉内的下落轨迹和下落时间，有利

于黑液液滴充分干燥和燃烧。

导流管两端为直管，一端直管连接母管，另一

端直管连接喷枪枪头，导流管中间具有弯曲部位，

弯曲部位两端连接两个直管。弯曲部位的弯曲度可

以根据实际使用过程中喷枪枪头的喷射角度要求

在加工时进行调整，从而避免黑液喷射到碱炉炉

墙上。图3  黑液喷枪采用密封板密封的局部剖面结构

6—角焊缝  7—密封板

图2  黑液喷枪上喷枪枪头的结构

3—喷枪枪头  5—支管  5a—对接环缝坡口

图1  黑液喷枪结构

1—快速螺纹接头  2—导流管  2a—凸缘  2b—弯曲部位  2c—相
贯面  3—喷枪枪头  3a—切向连接部位  3b—柱状腔体段  3c—
锥状腔体段  3d—圆柱状缩口段  3e—喇叭形开口段  4—密封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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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枪头的上端面为与导流管轴线平行的斜

面。斜面的设计使喷枪枪头上端面与黑液距离更

近，减少喷枪枪头上部空间，上部空间接收的炉内

高温更易传导到黑液，喷枪枪头上端面冷却效果

好，不易烧坏。

喷枪枪头侧壁设有支管，支管下端面与喷枪

枪头之间夹角90～130°，支管与喷枪枪头偏心连

接，支管插入喷枪枪头的长度与喷枪枪头侧壁的

厚度相等，支管内腔与喷枪枪头内腔相切。

支管末端与导流管连接，具体连接方式为：支

管末端设有对接环缝坡口，与导流管环缝焊接连

接。

黑液喷枪采用耐高温、耐强腐蚀性物质以及

超高氯离子腐蚀材料经过固溶热处理制成。由于

黑液喷枪位于碱炉炉膛内，环境温度为近千度高

温，黑液中含有强腐蚀性物质以及超高氯离子，黑

液喷枪选择耐高温、耐强腐蚀性物质以及超高氯

离子腐蚀材料，可选择的材料依据其耐腐蚀性能

排列由低到高分别为：奥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

钢、镍基合金等，随着选用材料耐高温腐蚀等级的

提高，使用寿命也会相应增高。所使用的不锈钢材

料以及镍基材料需要经过固溶热处理，使材料达

到最佳耐强腐蚀性物质以及超高氯离子腐蚀性。

黑液喷枪外表面涂刷高温热障涂料，螺旋缠

绕氧化铝带或者陶瓷纤维带，采用钛合金喉箍固

定氧化铝带或者陶瓷纤维带。黑液喷枪具有耐高

温性能。

有益效果：

（1）黑液通过导流管切向进入喷枪枪头的

柱状腔体段以及下部的锥状腔体段时会产生强烈

地旋转并向下螺旋前进，螺旋前进的黑液经过锥

形下端的圆柱状缩口段时会产生加速，经过旋转

和加速的黑液离开缩口段时会产生雾化和扩散效

果，强旋流黑液雾滴有利于延长其在炉内的下落

轨迹和下落时间，有利于黑液雾滴充分干燥和燃

烧。

（2）在黑液喷枪的腔体内没有旋流片，可有

效避免在黑液喷枪的腔体内产生堵塞现象。

（3）在黑液喷枪的圆柱状缩口段的下端为喇

叭形开口段，喇叭形开口的大小可控制黑液雾化后

的张角。

（4）黑液喷枪的上端为螺塞结构，去掉螺塞，

可观察喷枪枪头腔体内磨损情况。

（5）喷枪枪头的上端面为与导流管轴线平行

的斜面，喷枪枪头上端面与黑液距离更近，减少喷

枪枪头上部空间，上部空间接收的炉内高温更易

传导到黑液，喷枪枪头上端面冷却效果好，不易烧

坏。

（6）结构简单容易制造。

浆料漂白段浆药混合螺旋一体化输
送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878087 A

发明人：刘洁　王安睿　付六生　宁荣亮　幸世

光　陈庆建

申请人：江西中竹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制浆造纸厂化学制浆车间浆料黑液提取洗涤

浓缩后进入CEH漂白段进行浆料漂白，每次分段

漂白后，浆料都是通过稀释后用泵从一层提升到

三层真空洗涤机上，对浆料进行洗涤脱水后漂白，

在进入下一段漂白过程中，浆料通过真空洗浆机真

空脱水后浆块再通过刮刀刮落到螺旋输送器内，

螺旋输送器一端加药，再将浆料和药液一同输送

到双辊混合器内，混合均匀后进入降流漂白塔，浆

料通过一定漂白时间后，再在底部通过稀释管加

入稀释液搅拌混合均匀后，再用浆泵抽入下一阶段

真空洗浆机，进入下一阶段漂白，其中存在如下问

题：（1）双辊混合器占地面积大、噪音重、电耗高、

维修难度大，企业生产过程可能带来诸多不便；

（2）化工药液从螺旋输送机的一端输入，易造成

浆料与化工药液的混合不均匀现象；（3）螺旋传

动电机为普通工频电机，当需要调节螺旋速度时，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58
第43卷第6期 2022年3月



只能调换皮带轮传动比来实现，操作繁琐，影响正

常生产。

提供一种浆料漂白段浆药混合螺旋一体化输

送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如图1所示，该种浆料漂白段浆药混合螺旋一

体化输送装置，一体化螺旋输送机上连真空洗浆

机，且真空洗浆机与一体化螺旋输送机之间设置

真空洗浆机铲刀架，一体化螺旋输送机下连降流

漂白塔，且一体化螺旋输送机与降流漂白塔通过

混合浆料输送管连接，降流漂白塔设置稀释水管，

且降流漂白塔内设置浆料搅拌器，稀释水管的一

侧设置浆料外送泵，一体化螺旋输送机包括螺旋

空心主轴，螺旋空心主轴前连一体化螺旋传动电

机，后连被传动空心轴，螺旋空心主轴右侧端口设

置药、汽输送管，且螺旋空心主轴与药、汽输送管

通过旋转接头连接，螺旋空心主轴设置螺旋叶片，

且螺旋叶片设置缺口。

螺旋叶片设置的缺口是每120°开一个，且缺

口长75 mm、宽50 mm。一体化螺旋传动电机是变

频传动电机。螺旋空心主轴连接被传动空心轴，

且螺旋空心主轴特定距离设置药、汽外放孔。螺旋

空心主轴设置锥形搅拌齿，且锥形搅拌齿与螺旋

叶片等高。

工作原理：在使用该浆料漂白段浆药混合螺

旋一体化输送装置时，首先螺旋空心主轴连接被

传动空心轴，且螺旋空心主轴特定距离设置药、汽

外放孔，通过螺旋空心主轴上分散的药液输送孔

输送化学药剂。相比于传统的一端进药，其药、汽

输送均匀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使漂白药剂

在短时间内与浆料混合均匀。螺旋空心主轴设置

锥形搅拌齿，且锥形搅拌齿与螺旋叶片等高。相比

于传统输送装置添加有锥形搅拌齿，在浆料输送

的同时做到的浆、药料的混合，缩减了多余工艺设

备。螺旋叶片设置的缺口是每120°开一个，且缺

口长75 mm、宽50 mm。缺口的设置，使得螺旋叶

片在旋转时，缺口能拨动高浓度浆料，使得真空抽

吸压实的浆料得以分散进而与药液或蒸汽混合均

匀，进一步提升混合效果。一体化螺旋传动电机

是变频传动电机，较传统工频电机，电机传动速度

调整灵活，可灵活控制螺旋空心主轴的转速，即可

根据浆料量的多少灵活调整一体化螺旋输送机的

输送速度，使浆料、药液或蒸汽在一体化螺旋输送

机内有利的停留时间，确保浆料与药液或蒸汽混

合均匀。

有益效果：将药液的添加，药液与浆料的混

合，浆料的输送集中到一个装置内，取消了一般工

艺中的双辊混合器，较现有一般工艺极大地缩小了

设备占地面积，能耗低、噪声弱、故障维修简便，

很好地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行成本。

图1  浆料漂白段浆药混合螺旋一体化输送装置的结构

1—真空洗浆机  2—真空洗浆机铲刀架  3—混合浆料输送管  4—
螺旋叶片  5—浆料外送泵  6—被传动空心轴  7—降流漂白塔  
8—浆料搅拌器  9—稀释水管  10—一体化螺旋输送机  11—旋
转接头  12—药、汽输送管  13—一体化螺旋传动电机  14—缺口  

15—锥形搅拌齿  16—药液输送孔  17—螺旋空心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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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造纸业的沉淀排沙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824593 A

发明人：林虹照

申请人：江门市新会银洲湖纸业基地投资有限

公司

现有的用于造纸业的排沙装置在结构上存在

一些不足，主要是除渣效果不是太好，过滤网容易

堆积沙子，需要工作人员频繁地查看除沙情况，且

需要人工处理，极为麻烦，为此，提出一种用于造

纸业的沉淀排沙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用于造纸业的沉淀排沙装

置，箱体的底端设减震支撑杆，避免在沉淀过程中

产生震动使沉淀效果变差，箱体的顶端设进料口，

进料口内设第一过滤网，第一过滤网由较小的孔洞

组成，在进行第一道过滤时避免影响纸浆流动，

箱体的内腔设第二过滤网，第二过滤网内设孔洞

且厚度较小，第二过滤网的左侧设卡块，箱体与第

二过滤网连接处设与卡块相匹配的卡槽，第二过

滤网的顶端右侧设有三角刮块，三角刮块底端设

有毛刷，毛刷便于将豆儿过滤网内的孔洞清理干

净，箱体的右侧设有把手，第二过滤网贯穿箱体的

右侧板块连接把手，箱体的内腔左侧设有第一电

动推杆，第一电动推杆的宽度和活塞宽度相同，箱

体的内腔设有放置板，放置板与箱体内腔底端之

间设有两组弹簧，弹簧起支撑作用，无减震功能，

箱体的右侧设有开口，开口内设有第二电动推杆，

第二电动推杆的底端设有活塞，箱体的内腔底端

设有警报器。

如图2所示，放置板由沉淀板和固定板组成，

沉淀板位于固定板的顶端，沉淀板的顶端设有三

角槽，沉淀下来的沙子将会进入三角槽之间，三角

槽顶端与第二电动推杆贴合，在第二电动推杆向

左侧伸出后，第二电动推杆的底部和三角槽的顶

端贴合，在清理沉淀下来的沙子时可避免纸浆流

出，固定板固定连接弹簧，沉淀板的左侧设有三角

卡块，第一电动推杆靠近沉淀板的一侧设有与三

角卡块相匹配的三角卡槽，当弹簧向下压缩后，固

图1  排沙装置结构

1—箱体  2—进料口  3—第一过滤网  4—第二过滤网  5—卡槽  
6—卡块  7—把手  8—三角刮块  9—第一电动推杆  10—第二电动
推杆  11—活塞  12—弹簧  13—三角卡块  14—三角卡槽  15—放

置板  16—警报器  23—第二卡槽

图3  警报器结构

16—警报器  24—支撑杆  25—升降板  26—固定块  27—固定杆  
28—转轴  29—闭合开关  30—连接弹簧  31—调节板

图2  放置板结构

10—第二电动推杆  13—三角卡块  15—放置板  17—第二卡块  
18—沉淀板  19—三角槽  20—固定板  21—滑槽  22—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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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板和沉淀板同步向下掉落，当沉淀板底端接触

警报器后，沉淀板左侧的三角卡块和第一电动推

杆右侧的三角槽卡住，此时，第一电动推杆开始向

右侧推动，使沉淀板滑出箱体内腔，沉淀板的底端

设有滑槽，固定板的顶端设有与滑槽相匹配的滑

块，沉淀板通过滑槽滑块相互配合滑出箱体的内

腔。

如图3所示，警报器的内腔设有升降板，升降

板与警报器的内腔底端之间设有升降弹簧，便于在

升降板落下后将升降板向上撑起，升降板的顶端

设有支撑杆，支撑杆贯穿警报器的顶板升出警报

器的内腔，升降板的底端设有固定块，警报器的内

腔底端设有固定杆，固定杆的顶端设有转轴和调

节板，调节板通过转轴活动连接固定杆，警报器的

内腔底端设有两组闭合开关，位于固定杆左侧的

闭合开关为打开开关，位于固定杆右侧的闭合开

关为关闭开关，固定杆的右侧闭合开关与调节板

之间设有连接弹簧，当放置板上沙子越来越多后，

重量变大，向下移动，将带动升降板向下移动，使

固定块接触调节板，将位于转轴左侧的调节板向

下压动，使调节板接触闭合开关，触发第二电动推

杆运动，清理放置板上的沙子，当清理结束后第二

电动推杆回归原位，位于转轴右侧的调节板通过

连接弹簧向上移动，带动另一组闭合开关，使第二

电动推杆关闭。

工作原理：所有电器均通过外部电源启动，使

用时，将纸浆通过进料口倒入箱体的内腔，在进料

口的第一过滤网将进行第一轮过滤，将纸浆内的

杂质清除，纸浆进入箱体的内腔后，第二过滤网将

进行第二轮过滤，纸浆通过沉淀将沙子和大颗粒

物体沉淀在放置板上，当沉淀物堆积越来越多后，

重量越来越大，将弹簧向下挤压，向下挤压的弹簧

带动固定板向下移动，当固定板接触到警报器后，

警报器带动第二电动推杆先向左侧伸出，进入箱

体的内腔，和沉淀板顶端贴合，当第二卡块与第二

卡槽贴合后，第一电动推杆开始运转，将沉淀板向

右侧推动，沉淀板底端的滑块在固定板顶端的滑

槽上运动，沉淀板将活塞挤出，滑出箱体的内腔，

即完成排沙。

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2809834 A

发明人：王玲

申请人：王玲

现有的高压水刀切割装置无法将水资源进行

循环利用，在水资源上的消耗过多，不利于环境的

保护，同时，现有的切割装置在收卷完成后需要手

动关闭，关闭不够及时，收卷完成后也无法自动将

纸带切断。

提出一种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置。

如图1～图3所示，该种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

置包括工作台和承载板，工作台的底端设置高压

喷嘴，高压喷嘴的底端设置两个喷口，两个喷口之

间的距离与纸带的宽度相等，因此从高压喷嘴中

喷出的高压水刀能将造纸时纸带两侧出现的多余

部分切除，高压喷嘴的外侧固定连接挡板；工作

台上还设置与高压喷嘴相对应的水管，水管贯穿

工作台设置，高压喷嘴的内壁上开设螺纹槽，高压

喷嘴通过螺纹槽与水管螺纹连接；承载板的顶端

固定连接两根对称设置的固定杆，两根固定杆之

图1  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置的结构

1—工作台  2—高压喷嘴  3—挡板  4—螺纹槽  5—水管  6—滑
槽一  7—滑块一  8—承载板  9—固定杆  10—限位环  11—收卷
辊  12—连接板  13—固定杆  14—齿条一  15—滑槽二  16—滑
块二  17—弹簧  18—转动杆  19—纸带  20—循环水箱  21—过

滤层  22—出水管  23—水泵  29—固定块  30—齿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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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转动连接收卷辊，收卷辊上固定套设两块限位

环，两块限位环分别位于收卷辊的左右两侧，收

卷辊的一侧设置底座，底座固定连接在承载板的

顶端，底座的顶端固定连接电机，电机的输出端固

定连接转轴，转轴的另一端与收卷辊螺纹连接；

收卷辊上固定缠绕纸带，纸带放置在循环水箱的

顶端，电机工作时带动转轴旋转，从而使得收卷辊

转动，将纸带收卷到收卷辊上，同时两块限位环

能将纸带的位置限制住，防止其在收卷时收卷歪

斜；承载板的一侧设置循环水箱，循环水箱位于高

压喷嘴的正下方，循环水箱的底壁上设置过滤层，

过滤层的长度和宽度与循环水箱的长度与宽度相

匹配；循环水箱的侧壁上固定连接出水管，出水管

贯穿循环水箱的侧壁伸入到过滤层中，出水管的另

一端固定连接水泵，水泵的输出端与水管固定连

接，水管伸入到工作台内部的部分采用硬质管道，

且水管的其余部分采用软管组成；高压喷嘴中喷

出的水会落到循环水箱中，在经过过滤层的过滤

后，被水泵抽出再次利用，从而极大程度地减少了

水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装置内还设

置控制装置，固定杆滑动连接在工作台上，且固定

杆贯穿工作台设置，固定杆的底端固定连接连接

板，连接板位于收卷辊的正上方设置，固定杆的侧

壁上固定连接滑块二；工作台上也开设有与滑块

二相匹配的滑槽二，滑块二的顶端固定连接弹簧，

弹簧为竖直设置，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滑槽

二的上内壁上，电机的输入端设置在顶端，且电机

的输入端固定连接导电片一，连接板靠近电机的

一侧侧壁上也固定连接导电片二，导电片一和导

电片二相贴设置；连接板的另一端通过导线和电

源相连接，连接板使用金属铜制造而成，电能通过

导线、连接板等设备传递到电机上，使电机导通；

随着装置的运行，收卷辊上的纸带越来越厚，最后

与连接板相接触，推动连接板向上移动；当纸带收

卷到一定厚度时，连接板移动至到导电片一与导电

片二分离，使电机不再导通，使装置不再运行，工

作台的内部开设空腔，固定杆的前侧壁上固定连

接齿条一，空腔内设置齿轮二，齿轮二与齿条一啮

合设置，齿轮二远离高压喷嘴的一侧固定连接固

定块，固定块的另一侧固定连接在空腔的侧壁上；

水管的两侧侧壁上均固定连接一块滑块一，工作

台上也开设与滑块一相匹配的滑槽一，水管的后侧

壁上固定连接有齿条二，水管的后侧还设有有齿

轮一，转动杆上固定套设两个固定环，两个固定环

分别设置在齿轮一的左右两侧，齿轮一与齿条二啮

合设置，且齿轮一与齿轮二位于同一水平线上，齿

轮二的另一侧固定连接转动杆，转动杆的另一端

贯穿齿轮一的中心设置，且齿轮一固定套设在转动

杆上，转动杆的另一端与空腔的另一侧侧壁固定

连接，连接板向上移动时，推动固定杆以及固定连

接在固定杆上的齿条一向上移动，从而使与齿条一

啮合设置的齿轮二逆时针转动，带动转动杆以及

固定套设在转动杆上的齿轮一一起逆时针转动，

使得齿条二向前方移动，从而推动水管和高压喷

图2  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置的控制装置的结构

8—承载板  9—固定杆  10—限位环  11—收卷辊  12—连接板  
13—固定杆  24—转轴  25—底座  26—电机

图3  造纸用高压水刀切割装置的空腔内的结构

1—工作台  3—挡板  5—水管  6—滑槽一  7—滑块一  18—转动
杆  27—齿轮一  28—齿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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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也向前方移动，将纸带裁断。

电能通过导线、连接板等设备传递到电机上，

使电机导通，随着装置的运行，收卷辊上的纸带越

来越厚，最后与连接板相接触，推动连接板向上移

动，当纸带收卷到一定厚度时，连接板移动至导电

片一与导电片二分离，使电机不再导通，使装置不

再运行，电机工作时带动转轴旋转，从而使得收卷

辊转动，将纸带收卷到收卷辊上，同时两块限位环

能将纸带的位置限制住，防止其在收卷时收卷歪

斜，除此之外，连接板向上移动时，推动固定杆以

及固定连接在固定杆上的齿条一向上移动，从而使

与齿条一啮合设置的齿轮二逆时针转动，带动转动

杆以及固定套设在转动杆上的齿轮一一起逆时针

转动，使得齿条二向前方移动，从而推动水管和高

压喷嘴也向前方移动，将纸带裁断，与此同时，高

压喷嘴中喷出的水会落到循环水箱中，在经过过滤

层的过滤后，被水泵抽出再次利用，从而极大程度

地减少了水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

有益效果：能完成水资源的循环使用，节省了

大量的水资源，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设置有控制装

置，能在收卷完成后自动关闭电机，而且能将纸带

自动切断，节省了人力资源，也不会出现收卷不及

时的情况发生，有利于装置的正常使用。

造纸旋振筛

申请公布号：CN 112813721 A

发明人：苏雪高

申请人：盐城大丰远东纸业有限公司

在造纸生产的过程中，一般需要对浆料进行

筛分，但是，传统的旋振筛在对浆料进行筛分的长

时间工作后，很容易出现筛网堵孔现象，就需要对

旋振筛拆卸后进行清理，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效

率。

提供一种造纸旋振筛，以解决传统的旋振筛

在长期对造纸浆料筛分后容易堵塞筛孔的问题。

如图1和图2所示，该种造纸旋振筛包括上盖、

上框体、筛网、下框体和底筒。上盖设置进料口且

盖合于上框体上。上框体内安装筛网，且上框体开

设排渣口。上框体同轴安装于下框体上。下框体设

置出料口。下框体安装于底筒上。底筒内设置振动

机构。造纸浆料从进料口投入上框体内，在振动机

构的旋振下，浆渣和浆液分离，浆液经由筛网的筛

孔进入下框体内并从出料口输出，浆渣则从排渣口

排出。

该种造纸旋振筛还包括支承板、竖向转轴、毛

刷辊。其中，支承板安装于上框体内，且支承板设

置于筛网的下方。支承板和筛网之间形成容置空

间。支承板开设多个导浆孔。浆液经由筛孔进入容

置空间后，再经由导浆孔流入下框体中，最终由出

图1  造纸旋振筛的结构

1—上框体  2—筛网  3—支承板  5—环形导轨  6—竖向转轴  7—
第一电机  8—毛刷辊

图2  上框与底框的连接处的结构

1—上框体  2—筛网  3—支承板  4—导浆孔  5—环形导轨  6—
竖向转轴  7—第一电机  8—毛刷辊  9—滚轮  10—第二电机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3
Mar., 2022  Vol.43,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料口输出。

竖向转轴可转动地安装于支承板上。支承板

安装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用于驱动竖向转轴以绕

竖向转轴的轴线自转。竖向转轴开设贯孔。

毛刷辊设置于筛网和支承板之间。毛刷辊的

圆周面抵靠于筛网的底部。毛刷辊的第一端可转

动地安装滚轮，支承板支撑于滚轮。毛刷辊的第二

端可转动地安装于贯孔中。竖向转轴安装第二电

机，第二电机用于驱动毛刷辊以绕毛刷辊的轴线

自转。

在筛网的筛孔堵塞时，启动第一电机，使得毛

刷辊绕竖向转轴的轴线转动，进而使得毛刷辊的

刷毛清理筛网的筛孔，当筛孔堵塞严重时，可以同

时开启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使得毛刷辊绕竖向

转轴的轴线转动，同时毛刷辊绕自身轴线自转，以

加强筛孔清理力度，去除附着筛孔中的顽固渣质，

使得筛孔疏通方便快捷，提高造纸浆料的筛分效

率，且无需拆卸上框体以清理筛网的筛孔。

筛网呈圆形，上框体、下框体以及底筒分别呈

圆柱形。竖向转轴竖向设置于筛网的轴心（圆心）

处。

毛刷辊沿筛网的径向方向设置，毛刷辊的长

度适配于筛网的半径。毛刷辊的第二端通过轴承

可转动地安装于贯孔的第一端内，第二电机的输

出端伸至贯孔的第二端内，且同轴连接于毛刷辊

的第二端。

毛刷辊包括辊轴和安装于辊轴的圆周面的刷

毛。辊轴的第一端通过轴承安装于滚轮的轴孔中，

辊轴的第二端通过轴承安装于竖向转轴的贯孔

中。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伸至贯孔的第二端内，且同

轴连接于辊轴的的第二端。

支承板呈圆形，支承板的外缘设置环形导轨。

环形导轨的上部形成沿支承板的外缘设置一圈的

限位凹槽。滚轮可转动地嵌设于限位凹槽中，使得

滚轮能稳定地行驶于限位凹槽中。

支承板开设穿孔，穿孔的位置对应筛网的轴

心。第一电机安装于支承板的底部，第一电机的输

出端穿设于支承板的穿孔中，且第一电机的输出

端同轴连接于竖向转轴。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造纸污水的处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205042192 U

发明人：罗鸣  叶明扬  肖武君  叶显宏  胡国

宏  黄飞松

申请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宣纸是传统手工艺品，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

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等特点，享有“千年寿纸”

的美誉。宣纸的制作工艺包括蒸煮、打浆、捞制、

晒纸、剪纸等工序，其中蒸煮、打浆和捞制工序产

生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和有机废物等，因

此需要先通过污水的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后才能符

合排放标准。

传统的造纸污水的处理系统主要包括混凝

池、初沉池以及二沉池等，当污水进入二沉池时，

一般让污水中的絮聚物或者说是絮状污泥自然沉

淀至池底并送至污泥处理装置加以处理，而二沉

池中的上清液则直接通过排水渠外排或送入其他

工段进行再利用。但是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由

于宣纸制造的原料主要是稻草、檀树皮等，这些原

料经过蒸煮、打浆等工序产生的污水经过混凝处

理后，不仅含有絮聚的有机废物，而且还有细小的

稻草、树皮等漂浮物，同时，二沉池的口径很大，其

位于室外敞口布置时也会有外界的杂物飘落在池

水中，也即是说二沉池的上清液表面不可避免地

会有一些漂浮物，不仅如此，当二沉池的上清液流

量过大时会导致水中的絮状污泥沉淀不够彻底，

进而直接进入排水渠内，导致污水处理效果差，因

此如何避免二沉池中的絮状污泥以及漂浮物随水

直接进入排水渠中，进而提高污水处理的效果，是

宣纸制造企业需要考虑的技术问题。

为此，提供一种结构简单、造价成本低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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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的造纸污水处理装置。

如图1所示，造纸污水处理装置沉淀池的外围

设有收集沉淀池溢出水的水渠，沉淀池的池口处设

有围板，围板沿着池口周向布置，且围板的外径小

于沉淀池的口径，沉淀池的池口高度介于围板上、

下板边的高度之间。围板与沉淀池的轴芯重合。实

际应用时，把污水直接送入位于围板内侧空间的沉

淀池中，污水中的絮状污泥会自然沉淀，而通过水

位的调节控制，当沉淀池中的污水水位高过沉淀

池的池口时，污水就会直接从池口端面溢至外围布

置的水渠中集中外排或再利用，由于沉淀池的池口

高度介于围板上、下板边的高度之间，也即是说围

板的上板边高过沉淀池的池口高度，而围板的下板

边低于沉淀池的池口高度，因此通过围板的阻挡作

用，使得沉淀池中的污水只能从围板的下方穿过并

溢至外围的水渠中，而沉淀池中的漂浮物则被集中

在围板内侧的水面上，如此可以有效避免水中漂浮

物进入水渠，从而提高污水的处理效果。对于围板

内侧水面上的漂浮物，经过一段时间采用打捞等

方式将池中这些漂浮物集中收集处理即可，非常方

便。该装置结构简单，造价成本低，因此可以在宣

纸制造企业中推广应用。

沉淀池的池口端面处设置有堰板，堰板上板

边的高度介于围板的上板边与沉淀池的池口高度

之间，堰板的上板边连续设置有缺口，堰板上的缺

口为开口向上的V形缺口，且缺口的口底高度与沉

淀池的池口高度一致。通过堰板的布置，不仅可以

起到调节沉淀池中污水溢出的流量，而且还可以

降低絮状污泥伴随着水溢至水渠内。沉淀池中的

水位基本上是控制在V形缺口的开口与口底之间，

因此通过堰板上的V形缺口的调节作用，使得当沉

淀池中的水位较高时，污水的溢出速度就会加快，

而当沉淀池中的水位较低时，污水的溢出速度就

会减缓，另外，由于沉淀池中的水是从堰板上的缺

口溢至水渠内，因此堰板对水也有一定的阻挡作

用，从而可以减少一些未沉淀的絮状污泥到达堰

板处时随水直接溢至水渠内。

围板的外侧间隔设置有连接杆，连接杆的一

端与围板的外侧壁焊连，连接杆的另外一端固定

在沉淀池的内壁处，通过连接杆的布置，使得围板

得以有效地固定在沉淀池内。堰板低于池口的外

侧板面与沉淀池的内壁相贴靠且两者螺栓连接，

连接杆的两端分别与围板的外侧板面、堰板的内

侧板面相焊连，堰板和围板选用不锈钢板即可，两

者焊连非常方便。又或者，沉淀池由水泥砌成，堰

板是在初砌沉淀池时插入固定在沉淀池的上端面

处，即在沉淀池的池壁砌好且水泥尚为湿状时，直

接将堰板插入水泥中即可实现堰板的固定，当然，

此时连接杆远离围板的一端可以直接在沉淀池的

池壁上打孔加以固定。

图1  造纸污水处理装置的结构

1—沉淀池  2—水渠  3—围板  4—堰板  6—连接杆

图2  A向堰板的展开

5—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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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ABB推出目前市场最快的纸机湿度传
感器，通过湿度传感技术帮助纸厂优
化水分含量

本刊讯（ABB 消息) 2022年1月，ABB宣布推

出了新款高性能红外反射式（HPIR-R）纸机湿度

传感器，可以提供目前市场上最快、最精确的湿度

监测。这款湿度传感器可实现每秒多达5000次的

精确测量，使工厂能够通过湿度传感器提高产量，

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这种先进的湿度传感技术将帮助纸浆、纸张

和纸板生产厂商获得精确的水分含量信息，让他

们有信心提高含水量目标并改善湿度曲线，从而

在减少废品的情况下提高最终产品质量。

当纸张在纸机中移动时，测量和控制水分含

量对于降低能源需求至关重要。这将导致优化干

燥、减少蒸汽使用，显著节省干燥部的能源消耗并

减少碳排放。事实上，改变蒸汽压力以产生仅1%

的水分变化就可以节省40万美元的能源开支。

即使在最困难的应用环境之中，这款红外反

射式湿度传感器使用的小光斑红外能量也能提供

出色的条纹分辨率和准确的边到边的纸张测量。

扫描时的测量是连续的，没有光束斩波或滤光轮，

确保最佳信噪比和最大测量速率。

ABB新款湿度传感器还具有内置的纸张温度

传感器，设计为完全风冷且可现场维修。再加上它

对灰尘和干扰不敏感，与类似解决方案相比，其可

以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降低总拥有成本。

虽然它可以放置在任何位置，但是这种红外

反射式湿度传感器的最大影响应用是在施胶机之

前，因为更高的精度和准确度可以让用户提高水分

含量目标，优化施胶流程并降低干燥能量需求。当

然，其也适用于预涂布位置。

另一项高价值应用是将湿度传感器放置在纸

机湿部之后，使操作员能够改善水分分布并增加进

入干燥机的纸张干燥度。除了节能之外，这还提高

了机器敏感区域的纸张强度，这意味着提高了运

行性能和纸张断裂恢复。

作为ABB质量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该湿度传

感器是全数字化的，提供高速测量以及一组丰富

的诊断数据，非常适合于分析以通知现场或企业

级决策。该传感器适用于所有平台类型纸张，例如

出版物、图形纸、纸板、纸巾、包装等。

维美德推出智能化浆料控制方案以确
保更佳的磨浆运行

本刊讯（Valmet 消息) 2022年1月，维美德宣布

面向纸及板纸生产用户推出维美德浆料控制应用

包，以实现稳定的磨浆工艺，提高生产能力和成浆

质量。在对浆料游离度以及其它多项参数所进行

的实时测量基础上，这种控制系统把先进的前馈、

反馈与模型预测控制融为一体。 

维美德浆料控制方案可完全嵌入现有维美德 

DNA自动化或IQ质量控制系统。必要时，该方案

还可独立供客户选用，包括所有必须的基本许可与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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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果

在开发阶段，维美德浆料控制系统的性能在

芬兰一家工厂被密切监控长达18个月。在此期间，

新方案确保两条浆线的产量与质量目标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能耗降低。同使用控制系统前相比，磨

浆线浆料游离度的波动量降低30%～70%。

维美德自动化业务线纸及纸板分析仪经理

Ismo Joensuu说：“在项目开始后的一年半时间

里，由于配料更加均匀，因断纸次数减少而额外增

加的生产时间多达数天，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操

作人员的正面反馈：在纸种变换过程中，他们将更

多精力集中在纸机控制方面。”

关键浆料特征被纳入参考

一般情况下，磨浆机控制是基于额定能耗或

游离度的目标值，纤维长度、细小组分、粗屑含量

以及分丝帚化等关键参数均被监控。维美德浆料

控制系统可与维美德浆料分析仪连接，后者以连

续方式对上述参数加以测量，以确保对与目标游

离度相应的额定能耗设定值的调节。控制的另一

项关键因素是维美德浓度测量设备，它可提供精

确可靠的测量，确保稳定的控制功能。

王子制纸利用碎布纤维成功研发环保
混抄纸

本刊讯（Oji Paper 消息) 近日，王子旗下王子

F-tex株式会社将一直作废弃处理的各种纤维、碎

布、回收衣料等作为纸张原料，成功研发出了资源

循环型环保混抄纸“MEGURISH（棉）”。

从环保的角度考虑，人们不断加速削减废弃

物。但在服装行业，没有成为最终产品的那些纤维

原料以及回收后的废旧衣物如何处理却依旧是一

个难题。

于是，王子制纸与爱媛县今治市的老字号楠

桥纹织株式会社一起合作，尝试研发能否将该公司

毛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毛巾线以及边角碎料变为

纸张的原料。在活用了王子积累的制浆造纸技术

后，终于成功开发出了环保新产品“MEGURISH

（棉）”。新产品将用于楠桥纹织株式会社的高端

毛巾品牌“ROYAL-PHOENIX of the seas”的

包装礼盒以及产品包装纸。

“MEGURISH（棉）”的诞生是一种将废弃

纤维作为纸张原料进行再利用，为纤维赋予新价

值的尝试。由于混合的纤维每次都会不同，所以

使得每个生产批次的产品色调和手感都会有所不

同，这种独特的随机性将为产品赋予新的价值。

福伊特创造可持续发展全新里程碑：
自2022年起正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气候中和运营

本刊讯（Voith 消息) 2022年1月，福伊特正式

宣布已实现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自2022年1月1日

起，在其全球范围内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并藉此实现气候中和运营。

这一成就再次彰显了福伊特作为工业生产脱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7
Mar., 2022  Vol.43, No.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碳领域先行者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福伊特全

球的所有工厂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提高能效和

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集团二氧化碳减排目

标的关键。

自2011/12财年以来，福伊特已成功地将其

能耗降低了28%。此外，集团还大量使用可再生能

源。截至2021/22财年初，可再生能源在福伊特电

力组合中的比例从上一财年的44%增长到87%。此

外，福伊特工厂使用的太阳能和水力发电量正在日

益增长。目前无法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会通过碳

补偿抵消。

福伊特致力于帮助客户减少碳足迹并实现其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保护目标。对此，集团首席执行

官托福·贺格博士表示：“‘持续有道，福泽未来’

的企业基因已深深融入福伊特集团的血液。如今

我们已实现气候中和生产的目标，这充分展示了福

伊特团队强大的执行能力。我们的客户也将从中受

益。通过整合集团的专业知识，我们能够全力支持

客户实现其气候保护目标。”

通过福伊特产品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目

前已超过排放量。TÜV针对2019/20财年推出的福

伊特产品及其潜在使用情况进行的分析结果已经

证实了这一点。根据相关报告，福伊特产品每年可

减少近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其产生的二氧

化碳为220万吨。福伊特将继续努力，以进一步降

低其产品在客户现场运行期间的碳足迹。 

Clearwater Paper推出BioPBS™专利
纸杯原材料，用于生产NuVo品牌环保
型纸杯

本刊讯（Clearwater 消息) 近日，全球生活用纸

及特种纸板生产商Clearwater推出了BioPBS™专

利纸杯原材料，这种材料可用于生产该公司旗下

的NuVo品牌纸杯，是一种可持续的纸杯原料，可

为餐饮服务运营商提供可堆肥的替代品，以替代

涂有低密度聚乙烯的热塑纸杯。

B i o PB S ™纸杯材料是市场上首个同时具

有可堆肥屏障、使用高达3 5 %再生纤维、并

获得了森林管理委员会 ® ( F SC ®)监管链认证 

(FSC-C008402)和高清打印表面的杯子原料。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纸浆和纸板事业部总经

理Steve Bowden说道：“我们在2019年首次推

出了NuVo®品牌纸杯，当时我们便承诺会不断创

新纸杯原材料，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差异化

和可持续性。此次，我们很高兴推出这款全新的

BioPBS™纸杯原材料，从而进一步提高NuVo品牌

纸杯的可持续性，我们相信不断更新的纸杯材料

将使我们的客户始终站在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最前

沿。”

凯米拉研发的生物基水溶性聚合物
生产取得新突破

本刊讯（Kemira 消息) 2022年2月，凯米拉宣

布首次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生产其新研发的基

于生物基原料的聚合物，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水资

源密集型行业可持续化学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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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批将用于商业销售的生物基材料聚

合物将被运送到赫尔辛基环境服务工厂(HSY)进

行试验，该机构是主要提供市政供水和废物管理

服务以及赫尔辛基都会区和环境信息的区域性权

威型机构。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研发和技术副总裁

Sampo Lahtinen表示，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业务

战略的核心，让我们的产品组合更加环保是其中的

核心要素之一，全新且可持续的聚合物化学的开发

并非一蹴而就，而且成本高昂且耗时，尤其是对于

我们技术要求高的客户应用而言，到目前为止，很

难找到类似的生物基替代品。

这种最新研发的基于生物基原料的聚合物

是一种生物质平衡聚丙烯酰胺（一种水溶性聚合

物），可用于制浆造纸以及其他水密集型行业和能

源行业等。

这种新型聚合物是根据生物质平衡原则制造

的，其中使用的大部分化石原料都获得了ISCC 

Plus认证，目前，这种聚合物在凯米拉位于意大利

圣乔治迪诺加罗和英国布拉德福德的工厂生产，并

在全球范围内供应给水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客户。

乌克兰创新公司Re-Leaf开发树叶造
纸技术，并启动商业生产

本刊讯（RISI Technology 消息) 乌克兰可持续

纸制品初创公司Re-Leaf宣布其开发的树叶造纸

技术取得成功，目前已开始商业化生产其叶基纸，

并正在为国际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生产纸板包装材

料。

Re-leaf开发的树叶造纸技术最初是乌克兰

国内的一个高中科学研发项目，最终经过多方研

发成为现实。Re-leaf公司销售和业务发展总监 

Alexander Sobolenko表示，这是一种全新产

品，经过独特的技术研发，最终将落叶生物质转化

为纸张。此外，造纸使用的都是地方当局收集的落

叶，并不会刻意打落树叶。

通过公司的专利技术将落叶加工成特殊纤维

后，可以在标准造纸机上生产纸板。通过落叶造

纸技术生产用于包装产品的牛皮纸，包括纸袋和

托盘等，由于采用了高质量的加工工艺，包装材料

和包装袋可以多次使用，然后进行堆肥或回收。

该公司目前的产量约为2,000t/a。之后，如果

产品能不断开发新市场，产量至少还可以增加三

倍。目前，该公司正在为欧莱雅的乌克兰工厂生产

包装材料。

Re-Leaf还表示，未来，其目标客户都将是注

重可持续发展、希望减少环境足迹的国际化企业。

据Sobolenko介绍，该公司每生产1t纸，可以用

2.3 t落叶代替17棵树木，并且可将纤维生产过程

中的用水量减少15倍，将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降低78%以上，同时不产生任何硫或氯排

放。

日本机械企业Oguma开发造粒机新
技术，将碎浆机废料转化为有价值的
燃料

本刊讯（Oguma 消息) 如何更有效地处理碎浆

机废料和污泥废料一直是造纸行业关注的问题。

如图1所示，碎浆机废料通常是塑料和其他不可回

收材料的混合物，非常潮湿且难以处理，经常被

送往第三方废物管理公司进行焚烧。但是焚烧的

过程效率低下、成本高，并且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

体。

通常情况下，碎浆机废渣和造纸污泥水分含量

较高，尽管已经在现场进行了部分脱水，但仍会在

高水分含量（可能为60%或更多）的情况下进行焚

烧，这便要求使用大量额外的化石燃料用于辅助

燃烧，产生的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如

何在降低造纸成本的同时使废渣处理的过程变得

环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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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本机械企业Oguma针对工厂废物回

收需求推出了一款新型造粒机（图2）。使用造粒机

避免了废物的直接焚烧，甚至可以将最差等级的

废物压缩、合并和脱水，制成固体燃料颗粒，用作

锅炉系统的进料。这款设备首先在日本市场进行了

测试，为工厂提供了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废物处理

方法，这也是未来废物回收利用的前进方向之一。

Oguma成立于1951年，以生产回收燃料机械

而闻名，此次推出的造粒机可以整合碎浆机污泥，

并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从而形成可用于垃圾衍

生燃料(RDF)的可处理颗粒，从而节省能源并降

低处理成本。这一概念将使工厂能够以低成本和

环保的方式处理所有以前不可回收的废物。

Oguma造粒机的研发历时三年，为制浆造纸

流程提供了一个强大、低维护的解决方案。这款设

备易于安装调试，带有集成料斗的不锈钢结构，吞

吐量高并有助于轻松去除废水。

工作过程中，造粒机通过压缩废料排出多余

的水分。该设备由两个旋转螺杆系统组成，将废料

引导到压缩区，然后多余的水分通过下面的通风

口排出（图3）。

在短暂的压缩和脱水过程中，淀粉和塑料成

分融合并结成固体颗粒（图4），随后颗粒从喷嘴中

喷出，收集之后将它们运输储存或立即用作锅炉

燃料。设备脱水性能强，颗粒出料时原料的原始含

水量（加工前一般为60%左右）已脱水固化降至了

30%左右。

由于摩擦，排出后的固体物质仍然保持较高温

度（约70 ℃），因此可以通过利用该余热进行自然

干燥，从而进一步降低固体颗粒的水分含量，使其

进一步降至30%以下。通过降低含水量，进一步降

低了运输成本，且提高了燃烧效率。

在具体应用中，公司较为典型的SS-10型号造

粒机吞吐量为4.8 t/d，并且有一系列功率选项，几

乎可以满足各种型号的纸机需求。

此前，一家大 型日本造 纸公司具 有一条

12,000 t/m产能的造纸生产线，为了高效处理

图1   碎浆机废料

图2   Oguma造粒机

图3   造粒机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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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浆机和筛选废物，这家工厂于2010年首次购买

了一台机器，利用其废物生产固体燃料。然而，该

装置经常出现问题，无法实现固体燃料的稳定生

产，维修成本逐年增加。2017年，该厂决定采用

Oguma造粒机取代原有设备，经过多年使用，证

明Oguma造粒机的设计和使用都达到了纸厂的要

求（图5）。

对此，工厂发言人说道：“我们原来使用的废

物处理设备有一个单独的加热系统，但Oguma造

粒机不需要这样的系统。此外，造粒机的产量更

高，而干燥系统的运行成本保持不变，节能效益良

好。”

此外，安装之后，该工厂的能源成本降低了约

50%。尽管造粒机的产量很高，但维护成本却较

低，每运行2,000 h后才需要进行一次一般维护，

减少了停机时间。

芬兰Cross Wrap打包和拆包设备提
高废弃物利用率，提高制浆过程的可
持续性

本刊讯（Paper 360 消息) 随着零垃圾填埋目

标的提出，造纸行业也越来越重视废纸的持续利

用，尤其是在制浆用废纸的打包和拆包过程中，提

高废纸利用效率、减少浪费便成为了促进行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Cross Wrap是芬兰一家专门从事捆包包装

和拆包设备的公司，为了提高废纸拆包效率，它开

发了一种可以有效去除金属丝的拆包机（图1），该

机器可以自动去除金属打包线，既降低了人工的风

险，又节省了时间。

Cross Wrap拆线系统可以自动打开任何废

纸材料的捆包，并收集和盘绕金属线，在制浆前

将金属丝从原料中取出，使其更容易回收利用。

此外，从原料中去除金属丝可以减少碎浆机

的压力，降低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一旦金属丝在

碎浆过程中与碎浆机中的其他废物混合，造成多

种材料缠在一起，那么原料将变得难以回收。

在制浆之后，碎浆机会产生废料，那么废料的

包装、运输和回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为了简化运

输，提高成本效益，可以对废料进行合理包装。通

过使用Cross Wrap打包机（图2），可以将碎浆机

图4   生成的固体颗粒

图5   某大型日本造纸企业安装使用Oguma造粒机

图1   制浆前去除金属丝的Cross Wrap拆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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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Mondi宣布将继续升级重载型瓦楞纸包装

技术，提高瓦楞纸箱的负重。

继2021年收购Olmuksan后，Mondi已经成功

整合了土耳其的三家重载瓦楞纸箱工厂（分别位于

土耳其于布尔萨、昆仑和盖布泽）、德国的一家工厂

（位于德国安斯巴赫）以及波兰的工厂（位于波兰

西梅特）。近年来，Mondi通过投资新产能、技术

和机械，已经将这些工厂发展为欧洲最大的全方

位服务、生产工厂之一，并在旗下各个工厂开展重

载型瓦楞包装的研发与生产。

Mond i销售总监Gera ld Dörzbach表示，

Mondi生产的重载型瓦楞包装纸箱最大承重可达

1 t，瓦楞纸箱还可以承受炎热潮湿的气候，几乎在

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保护内部产品。随着对这种

产品的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这种纸质包

装材料。此外，尽管这种瓦楞包装承重力强，但质

量相对较低，具有轻质、环保的特点，有助于客户

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外，除了减轻环境影响之外，运输重型物品

也越来越昂贵，因此，使用这种相对轻型的瓦楞包

装也有助于帮助客户提高成本效益。

此前，Mondi为其在欧洲的瓦楞纸包装客户

开设了三个新的客户参与中心，称为ThinkBoxes

客户参与中心。中心 分别位于捷克的 e s ké 

Budějovice、土耳其的Tire和德国的Ansbach。中

心拥有实体和数字空间，将帮助不同行业的客户在

不同阶段对增强型瓦楞包装进行研究。Mondi在捷

克的新中心有500m2的空间用于参与和共享体验，

德国中心则提供参与和共享体验，土耳其的中心为

不断变化的零售环境和新鲜产品包装提供了新的

思路。中心还设有用于互动网络研讨会和洞察力活

动的Think Inspiration平台，以及用于包装解决

方案性能测试的Think Verification系统等。

为了支持客户使用这种新型重载型瓦楞包装，

Mondi也在其ThinkBox客户参与中心为工业领

域的重载型瓦楞包装的开发提供了专用空间，经

过公司研发和客户参与，证明这种重载瓦楞包装非

常适合特色定制产品或重型产品的包装，同时可以

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货物空间。

废料整齐地包裹起来，使其更易于管理，将废料加

工成矩形捆包，不仅更易于在现场安全储存的仓

库，而且在运输过程中也更易于管理。

Cross Wrap打包机使用气密包装的包裹材

料，有助于防止废物溢出。气密包装还减慢了废物

的发酵速度，与松散的废品相比，更有助于保存材

料的能量回收潜力，可将其运输至能量回收工厂作

为燃料，最终将废物作为可重复使用的燃料是行业

实现零垃圾填埋目标的好方法。

欧洲包装纸企Mondi升级重载瓦楞纸
包装技术，优化重载瓦楞包装材料

本刊讯（Mondi 消息) Mondi是欧洲领先的可

持续瓦楞包装供应商，在德国、波兰和土耳其设有

工厂，为汽车、化工、机械、金属、太阳能、重型耐

用消费品、白色家电、家居等行业提供包装用纸。

图2   Cross Wrap废料打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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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俊厚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复合与表面涂覆技术，

与有着30年复合生产经验的意大利TIENG公司（Grifal集

团）以及有着60多年表面涂覆生产经验的德国WEKO公司开

展全方位的技术和项目合作，全面支持其在国内的造纸及

无纺布行业项目，涵盖项目技术咨询、设备制造、现场服务

及售后服务，致力于成为专业可靠的材料功能提升解决方

案提供者。

山东俊厚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设备包括：非接触离心涂

覆设备，PUR复合设备。用于表面化学品涂覆、硅油涂覆、淀

粉涂覆、表面施胶、隔膜涂层。

业务咨询电话：18660115132

邮箱：junhoojinan@163.com

扫码联系微信

PUR复合

离心涂覆

山东俊厚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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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插1



中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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