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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如何实现“双碳”目标
⊙ 本刊采编部

由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政治、经济和环

境问题之一，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布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措施、

时间表、路线图。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已成为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

具体到我们制浆造纸行业，一个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其降碳减碳效果对

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国家已将其列为首批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范围的八

大重点行业之一，其碳排放量仅次于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高耗能

行业。虽然造纸工业本身，具有低碳产业的特征和潜力，原料基地可汇碳、产品可固

碳和循环利用、有机废弃物可资源化利用，但要实现“双碳”目标，却面临着极大挑

战。因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纸和纸板的人均消费量、生产量仍将不断提

高，《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2025年达到100kg、

2035年达到120k g的发展目标，行业面临着首先需要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的重

任，同时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减少碳排放。

我们怎么办？既要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求，又要完成“双碳”目标。本期特

邀专家学者献计献策，供造纸行业、企业制定“双碳”目标之参考。期盼我们的企业，

在迎接挑战的同时，也能抓住机遇。气候变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投资机会，随着

全球经济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迈进，只有早谋划早行动走在转型发展前列，才

能取得较佳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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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造纸工业要实现“双碳”目标，既面临极大的挑战，同

时也是一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升级的重要机遇。本文在

介绍温室气体及其特性、自然界的碳循环和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历

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造纸产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分析了行业实现

“双碳”目标的优势和主要问题，以及造纸工业的碳源与碳汇，提出

了加强原料基地建设、调整原料和产品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节能降

碳、碳收集和利用、以生物质精炼技术引领产业升级、积极参与碳排

放交易等策略，为“双碳”目标下我国造纸工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双碳”目标；造纸工业；碳源；碳汇；发展措施 

Abstract: On the way to achieve China’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China’s paper industry is facing both great challenges 
and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green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carbon cycle in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main problems of the paper indust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and introduces the carbon sources and carbon sinks of the paper 
industr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aw material bases,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raw materials and products, adjust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sa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developing biomass ref ining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paper industry.
Key word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paper industry; 
carbon source; carbon sink; develop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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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under the Carbon 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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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共同

面临的最大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之一。中国将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已

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第二个100年奋斗目

标的重要抓手。造纸工业的原料基地可汇碳，产品可固

碳和循环利用，有机废弃物可能源化利用，具有低碳产

业的特征和潜力。我国造纸工业要实现“双碳”目标既

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绿色升级的重要机遇。

1  “双碳”目标的背景

1.1 温室效应与气候变化

太阳光发出短波辐射到达地面，地面吸收热量后

释放出的长波辐射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吸收，并反射

回地表面，引起地表温度升高的现象称为温室效应。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全球纳入管控的温室气体包

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

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

硫（SF6）、三氟化氮（N F3）等7种气体。7种气体对温

室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63%、18%、6%、13%（后4种之

和），其全球增温潜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 

GWP）分别为1、7～72、153～310、140～11,700、6,500

～9,200、15,100～34,900、12,000～20,000[1]。其中，

与造纸工业关联度大的是CO2和CH4，二者对温室效应

的贡献率之和达81%。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使用化石能源和采伐森

林，使CO2在大气中积累浓度增加，尤其是近半个世纪

以来大气中CO2浓度快速增长。1760年大气中CO2质量

分数为275 mg/L，目前已增加至约420 mg/L。研究表

明[2]，大气中CO2浓度每增加一倍，全球平均温度将会

升高约2.3 ℃。据此预测，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控制大

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

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上升2.3～5.2 ℃。 

1.2 自然界的碳循环

自然界碳循环过程包括碳源和碳汇两个方面。其

中，碳源（carbon source）是指CO2的排放源，主要包

括燃料燃烧（化石能源、生物质）、有机物分解、人和动

物呼吸、碳酸盐分解等；碳汇（carbon sink）是指CO2

的消纳方式，主要包括光合作用吸收，溶解于海洋和湿

地，以植物及其产品、动物、碳酸盐、化石能源的方式储

存，以及在大气中积累。

在碳循环过程中，人类活动排放CO2量虽然占比远

小于自然过程，但它破坏了自然界碳循环过程的平衡。

地球40多亿年演变过程中以化石能源形式储存起来的

碳，被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消耗了60%以上，释

放了大量的CO2；同时，建筑材料（水泥、石灰）的大量

生产也释放了以碳酸盐形式固定了的CO2。另一方面，

人类活动的大量砍伐森林和湿地破坏，又减弱了光合作

用转化CO2的碳汇能力，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化石

能源消耗量快速增加，引起大气中CO2大量积累和浓度

快速增长。

碳中和，是指人类通过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汇这

两类方式，实现人类活动净碳的零排放。人类社会实现

碳中和的策略主要包括：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燃料、材

料和化学品），减少碳酸盐材料的使用，节能，增加林地

和湿地，收集、利用和封存碳等；最终在能源、化工、材

料等领域替代大部分化石能源，并通过增加碳汇和利

用封存实现人类活动的净碳零排放。

1.3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概况

1.3.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

阶段，分别是1992年5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

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

了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认发展中国

家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1997年12月在日

本京都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到2020年碳减排

目标和3种碳交易机制；2015年11～12月在法国巴黎达成

《巴黎协定》，明确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人为

排放与清除之间平衡（即碳中和），世纪末将全球地表

温度相对于工业革命前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 ℃以内，努

力实现1.5 ℃的目标[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大会自1995年起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监督和评审各

缔约方对该公约的实施情况，共同致力于公约的实施。

1.3.2 取得的成效和进展

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已在

上世纪末完成了其工业化发展阶段，即在20多年以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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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已明确了其碳

中和的时间表。例如，芬兰确认在2035年实现碳净零排

放，瑞典、奥地利、冰岛等国家在2045年；欧盟、英国、

挪威、加拿大、日本等将碳中和的时间节点定在2050

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也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

和。到2021年12月，全球已有136个国家制定了碳中和目

标，覆盖了全球88%的温室气体排放、90%的世界经济

体量和85%的世界人口。[4]

1.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

我国低碳发展的进程是在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共

同作用下开展的。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最早的缔约国之一。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

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提出了原有的粗放型发

展模式，超越了我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可持

续，要立足国情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低

碳经济。特别是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我国

走上了低碳绿色发展的快车道，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持续

加大，能源结构得到了极大改善，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的同时，能源消费强度持续快速下降，2011～2020年我

国能耗强度从0.85 tce/万元GDP降低到了0.63 tce/万

元GDP[5]。但是，2020年，我国能耗仍然占世界总能耗

的23.6%，CO2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30.9%，人均年排

放CO2量7.4 t，超过了欧洲年人均6.6 t [6]，约为世界年

人均排放量的1.3倍。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

上庄严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

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在202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

被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0月发布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同时发布了《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两个文件为我国“双碳”工作

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全面面向绿

色低碳发展转型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且实现“双碳”

目标的时间非常紧迫。

2  我国造纸工业发展概况

2.1 造纸产业的特点

当前，我国造纸工业要抓住“双碳”目标的机遇实

现绿色发展和产业二次升级，首先要考虑行业自身的一

些特点。

(1）近20年来，环保节能是推动我国造纸产业发展

最大的动力之一。目前国内大型造纸企业的技术装备和

环保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控制

的主流技术已经成熟，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整体可控；单

位产品综合能耗大幅下降，国内先进生产线的能耗强

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造纸工业的原料可再生，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可

资源化转化，产品可循环利用，具有典型的循环经济产

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3）造纸工业的原料基地可汇碳，产品可储碳，有

机废弃物可能源化利用，具有低碳产业的特征和属性。

(4）我国造纸行业原料基地的建设滞后，原料对外

依存度较高，行业的碳汇属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5）2020年造纸工业的能源消耗总量约占我国能

源消耗总量的1.23%，耗能总量约6,110万t c e，不属于

高耗能行业。但造纸生产过程的能耗强度较高，如技术

先进水平的生活用纸生产线的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

耗约为2.9 t c e，仅次于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

有色等高耗能行业的能耗强度。

(6）我国造纸工业的能源供给体系中化石能源占比

高达80%以上，且化石燃源以煤炭为主[7-8]，清洁能源占

比不到20%。

(7）产品的消费需求量仍有较大的上升空前，仍需

增加碳排放总量才能实现碳达峰。

2.2 产业规模及发展目标

2021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12,105万t，较上年

增长7.50％；消费量12,648万t，较上年增长6.94％[9]，

消费量略大于生产量；人均年消费量为89.5 k g，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52 k g，但远低于G7国家人均170 k g的水

平。 

据《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

要》[10]提出的发展目标，2035年我国纸及纸板国内生产

总量将达到1.7亿t，较目前净增加约5,000万t，人均年

消费量将达到120 kg。 

3  造纸工业的碳源和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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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造纸工业的碳源

造纸企业在进行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时，需要核算

的温室气体包括CO2和CH4，核算范围包括化石能源燃

烧排放、碳酸盐分解排放、废水厌氧处理排放，以及外

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生物质燃烧过程产生的

碳排放不计入企业的碳排放总量[11-12]。下面分别对制浆

造纸产生CO2和CH4排放的生产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介

绍。

(1）燃烧设备，包括锅炉、碱回收炉、石灰窑、纸机

和浆板机干燥设备、厂内化石能源运输工具等。目前，

国内造纸企业热电联产和供热的蒸汽锅炉约65%以煤

为主，天然气和生物质比例在逐年提高；碱回收炉主要

以黑液（生物质）为燃料，使用少量重油或柴油；石灰窑

主要以重油或柴油为燃料；纸机和浆板机干燥设备主

要使用蒸汽或燃气产生热风进行干燥。

(2）碳酸盐分解设备，包括制浆碱回收的白泥煅烧

石灰，以及用碱回收白泥、石灰石、碳酸钠进行锅炉烟

气脱硫等生产过程。其中，碱回收白泥中的碳酸根主要

源于黑液中的生物质燃烧产生的CO2，用其煅烧石灰或

者进行锅炉烟气脱硫，不产生净碳排放。因此，生产过

程应提高白泥的利用率，尽量减少外购石灰石和碳酸钠

的使用。

(3）废水处理过程，高浓造纸废水的厌氧生物处理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CH4（沼气），其增温潜能值为CO2

的7～72倍，大型造纸企业将其作为锅炉燃料、单独发

电，或者纯化后送天然气管网，小企业较多采用直接排

放；在造纸废水的好氧生物处理或者AOP高级氧化处

理过程中，有机物被降解会产生CO2，但这些CO2被认

为不是净碳排放。

(4）外购电力、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2020年，我

国造纸工业的CO2排放总量约1.12亿t，主要来自于化石

燃料燃烧和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对于某个造

纸企业来说，其碳排放源及强度主要受能源结构、原料

结构、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管理等因素的

影响。 

3.2 造纸工业的碳汇和储碳

3.2.1 造纸原料基地的碳汇

造纸工业主要以植物纤维为原料，植物的生长

过程就是碳汇过程。李碧霞等人[13]研究表明，广东三

岭山森林公园8年生尾叶桉和马尾松的立木碳储量

分别为166.9 t C/h m2、70.1 t C/h m2，碳汇能力分

别为611.9 t CO2/h m2、257.1 t CO2/h m2；贾黎明等

人[14]研究表明，我国人工和天然杨树林的立木碳储

量分别为23.7 t C/h m2、32.7 t C/h m2，碳汇量分别

为86.8 t C O2/h m2、119.7 t C O2/h m2；张蕊等人[15]

研究表明，四川长宁毛竹林立竹碳储量为40.9 t C/

hm2，年固碳量为9.43 tC/hm2，相当于每年的碳汇量

34.6 tCO2/hm2；李博等人[16]研究表明，白洋淀湿地芦

苇的碳储量为25.2～34.4 t C/h m2，碳汇量为92.4～

164.3 tCO2/h m2。因此，造纸企业可通过建设林浆纸

一体化、苇浆纸一体化项目实现碳中和。据估算，年产

100万t的浆纸联合企业通过建设5万～20万hm2速生林

（或芦苇）的原料基地，即可中和其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其中，原料的生长速度越快，轮伐周期越短，原料

基地的碳汇能力越强。

3.2.2 纸产品的储碳

植物纤维原料通过制浆造纸生产过程变成纸和纸

板之后，碳就被储存在产品中，其中部分纸制品可实现

长期储碳，部分产品变成废纸后又被循环利用，也可实

现较长时间的储碳。因此，与生物质能源利用、生产饲

料、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还田等一次利用即排放碳的方

式相比较，生物质用作造纸原料具有更好的储碳功能，

利用方式更加低碳绿色。

4  造纸工业绿色发展策略

4.1 加强原料基地建设

森林和湿地是地球陆地上最主要的碳库。强化造

纸原料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林（木、竹、苇）浆纸一体化

产业，增强造纸行业碳汇能力，是解决我国造纸原料短

缺的重要措施，更是造纸工业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

也是我国全面达成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

原料短缺长期困扰着我国造纸工业，2004年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

2010专项规划》，该规划实施近20年来成绩显著，但效

果远不能满足我国造纸产业的发展需求。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原料林基地的建设投资大，回收周期

长，基地建设的资金短缺；二是存在林业政策瓶颈。国

家正在大力推进林草碳汇交易实施，将为造纸原料基

·特  稿
 FEATURE

5
Sep., 2022  Vol.43,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地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渠道，同时也会促进国家相关林

草政策的改革，因此，有利于加速我国林纸一体化的发

展步伐和造纸原料基地的建设。

4.2 调整原料和产品结构

我国原料对外依存度高，2020年我国进口纸浆加

上进口木片约占我国造纸原料总量的40%，且近年来非

木纤维的比重逐年降低[9]，不利于发挥国内造纸原料基

地的碳汇优势。在“双碳”目标下，我国造纸工业应注意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原料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加大对林（草）浆一体化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在

提高纸浆自给能力的同时，推进造纸原料基地建设，增

强碳汇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企业生物质能源比例，促

进行业能源结构调整。

先进的制浆节能技术和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可以

使现代制浆厂成为净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工厂。如湖南某

化学木浆（造纸浆和溶解浆）企业利用碱炉与生物质锅

炉通过热电联产，在满足全厂热和电需求后，每年外送

电网电量超过3亿kW.h，在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实现了制浆生产过程的负碳排放，是“双碳”背景下绿

色工厂的典范。

加快竹子制浆造纸技术开发和应用。竹子制浆造

纸具备以下优势：国家对鼓励竹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力度大，竹子资源丰富，不受采伐指标限制，有较好的

制浆造纸产业化基础，成材周期短，碳汇能力强，基地

建设的投入相对较小。目前，竹子制浆造纸主要存在如

下一些技术问题：毛竹化学浆得率偏低，化学浆制浆过

程的硅干扰[17]；化机浆的预处理效率不高，白度难以提

高，纸浆应用范围较窄等。

加强芦苇、麦草等非木纤维原料生物制浆技术开

发和应用。这些非木材纤维原料的生长过程吸收CO2，

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碳汇；同时它们属于一年生植物，如

果不加以利用就变成了固体废弃物，其自然生物降解过

程除释放CO2外，还会释放出CH4、N2O增温潜能值高

的温室气体。国家发布了鼓励其资源化利用的一系列政

策，在造纸、能源、农业、食品等行业都开发了产业化利

用技术，其中，将其用于造纸是时间较早、规模较大、

技术装备水平较高、经济效益好的方式。目前，非木纤

维原料制浆造纸存在的主要瓶颈问题有：以化学制浆

方法为主，清洁生产水平低于木浆，产、排污量高于木

浆，且浆料质量和用途受限制，应根据其原料特性加大

其生物制浆技术开发的力度，提高其清洁生产水平，并

拓宽其纤维用途。

4.3 调整能源结构

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煤炭、石油

和天然气的CO2排放系数分别是1、0.818、0.593，即化

石能源中煤炭的碳排放远高于天然气，同时燃煤排放

的烟尘、SO2、NOX等污染物也远高于油、气，因此，在

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在我国较发达地区的

造纸行业已经实行了煤改气工程。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使用过程中全无碳排放，

生物质能使用过程中不产生碳的净排放，因此，目前的

清洁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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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能等，开发清洁能源利用技术和调整能源结构是全

球实现碳中和最核心的内容。造纸工业是目前世界上规

模化利用植物纤维资源最大的产业之一，具有生物质能

源利用的成熟技术和基本条件，如制浆废液碱热回收、

生物质锅炉、厌氧沼气发电、生物质酒精等均有成熟的

技术[18]。2019年欧盟造纸工业的生物质能源占比已达

到60%以上，美国达到了43%[7]；国内造纸行业的锅炉约

65%以煤为燃料，生物质能源占比目前仅17%左右。《造

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提出，

2035年力争生物质能源利用占能源消耗35%以上。提高

生物质能源比例是造纸行业调整能源结构的主要手段；

同时，应合理利用厂房和其它设施加强太阳能利用新技

术的应用。

4.4 节能减碳

《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

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纸浆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由

350 kgc e/t降为320 kgc e/t，纸及纸板由480 kgc e/t

降为450 kgc e/t，达到国际较先进水平。造纸行业的节

能减碳主要包括节热、节电、节水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几个方面。

4.4.1 节热

蒸煮、黑液蒸发和抄纸是制浆造纸过程主要蒸汽

消耗环节，蒸汽消耗约占化学浆和造纸总能耗的50%～

80%，降低蒸汽消耗是其节能关键手段之一。

制浆造纸节热的主要技术和措施包括：①先进的

蒸煮技术，如连续蒸煮和热置换间歇蒸煮可减少蒸汽

用量40%～80%；②先进的洗筛漂工艺和技术，如热封

闭筛选、中高浓技术；③提高黑液提取浓度和温度；④

高效黑液蒸发技术和设备，如结晶蒸发、MVR蒸发技

术；⑤热电联产；⑥纸机靴压、热泵等纸页高效脱水和

干燥节能技术；⑦余热回收技术。

4.4.2 节电

电是化机浆、打浆和抄纸过程的主要能耗，约占化

机浆和抄纸总能源的50%～85%，降低电耗是其节能关

键手段之一。

制浆造纸过程节电的主要技术和措施包括：①化

机浆节能技术，如采用化学预处理、生物预处理、渗透

剂预处理，高低浓磨浆，磨浆热回收；②制浆和打浆过

程添加生物酶技术；③节能的真空和风机系统，如透平

式真空泵；④废纸高浓碎浆，如鼓式碎浆机；⑤电机交

流变频调速技术；⑥选择短流程工艺，做好设备选型平

衡，避免大马拉小车；⑦节电或新能源的照明灯具。

4.4.3 节水

制浆造纸节水的主要技术和措施包括：①节水新

工艺和新技术，如热封闭筛选、逆流洗涤、中高浓技术；

②节水新设备，如高压水清洗；③加大水的梯级循环利

用和处理后的中水回用；④氧脱木素、无元素氯漂白和

全无氯漂白技术。

4.4.4 废弃物资源化和燃源化利用

制浆造纸及其辅助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量较

大，这些废弃物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的主要技术和

措施包括：①废纸作为造纸原料，节约能源和资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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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三剩物”，以及芦苇、麦草等作为造纸原料；③制

浆废液浓缩后燃烧，回收其热能和化学药品；④树皮、

木屑、草屑等作燃料；⑤废水处理污泥作燃料、肥料；

⑥碱回收白泥煅烧石灰、制备碳酸钙、用于锅炉烟气脱

硫、用作水泥生产原料等。

4.5 碳收集和利用

碱回收白泥制备碳酸钙是制浆造纸过程对CO2进

行收集和利用比较成熟的技术，该技术用CO2对碱回收

的白泥进一步碳酸盐转化，提高其碳酸钙含量，并控制

其粒子粒径。其产品可直接用作造纸填料，或制备成碳

酸钙产品外卖。从制浆黑液中析出木质素是制浆造纸过

程利用CO2的可能领域[18]。

4.6 以生物质精炼技术引领产业升级

生物质通过精炼可以获得能源、材料和有机化学

药品，从而替代现有的化石能源。造纸工业是典型的

传统产业，也是最早大规模高值化利用生物质的产业之

一，拥有大规模收集、处理、加工生物质的基础设施和

实践经验，具有生物质精炼的产业化基础[18]。在全球实

现碳中和的目标下，造纸行业应联合化学、化工、能源、

材料、生物等行业，加强跨学科合作，加大生物质精炼

的技术开发力度，以精炼产品拓宽行业的发展空间和领

域，以新技术引领行业的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

4.7 积极参与碳交易

碳排放交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2013

年北京、上海等8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先后启动，造纸

行业被纳入其中[11]。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

正式上线交易，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

业，共有重点排放企业2225家，其中包括了101家造纸

企业的自备电厂，覆盖了46亿tCO2排放量，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碳市场。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国内碳市场

范围将逐步覆盖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

属、造纸和民航等行业。造纸企业应积极准备和参与碳

交易，并逐步建立完善碳管理体系，将碳配额作为一种

资产进行管理，通过碳排放交易有效推进行业“双碳”

目标的实现和产业绿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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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行业作为碳排放管理重点行业之一，面临着既要发展生产，又

要完成“双碳”目标的巨大挑战。造纸企业作为碳减排主体，合理实施降碳

策略，是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从我国造纸企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出发，在分析造纸行业碳排放来源的基础上，剖析出“双碳”目标下，造纸

企业应采取整合升级产能、提高供能用能效率、充分利用生物质资源、调整

能源结构、研究应用节能降碳新技术等绿色低碳发展策略。同时，应建立完

善企业碳排放管理制度，实现合规低成本履约。旨在为造纸企业规划减碳

路径、管理碳资产提供参考。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造纸企业；节能降碳

Abstract: As a key industry in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the paper industry 
needs to develop production and achiev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which is a huge challenge. As the focu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should reasonably implement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ies, which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double carbon” goal.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Chinese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papermaking industry, 
and proposed that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ntegrate 
and upgrade production capacity, improve energy supply and energy efficiency, 
make full use of biomass resources, adjust energy structure, and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for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 sound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chieve 
low-cost complian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to plan carbon reduction paths and manage carbon assets as well.
Key words: carbon peaking; carbon neutrality;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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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造纸行业被列为首批纳入碳

排放权交易范围的八大重点行业之一，其碳排放量仅次

于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高耗能行业[1]，

造纸行业的降碳效果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

重要。与此同时，2020年我国纸和纸板人均消费量为

84 k g，较G7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70 k g[2]还有较大差

距。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纸和纸板人均消费

量仍将不断提高，《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

量发展纲要》也明确了2025年达到100 kg、2035年达到

120 kg的发展目标。行业需求达峰时间将明显滞后于全

国碳达峰目标，造纸行业将面临既要满足持续增长的

市场需求，又要完成“双碳”目标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

下，探索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的“双碳”目标应对策

略尤为关键。

1  造纸行业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近年来，我国纸浆、纸和纸板产量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2019年我国纸浆产量7207万t，较2009年增长

了7.99%；纸和纸板产量10765万t，较2009年增长了

24.59%。从企业结构来看，“十三五”期间行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占比为10.0%～13.5%，小型

企业占比超过75%，行业企业仍以小型企业为主。从能

源消费量看，2019年造纸和纸制品业能源消费量3847

万t标准煤，较2009年下降了17.19%，占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的比例从1.39%下降到了0.79%，在浆纸产量持续

增长的前提下，行业能源消费量及其占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比例大幅下降。从能源结构看，2019年行业煤炭

消费量占83.61%，天然气消费量占

11.06%，煤炭消费量占绝对优势。

2  造纸行业主要碳排放来源及排

放现状

根据《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行业碳排放源类别包括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废水

厌氧处理排放以及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1  不同类型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类型

漂白硫酸盐木浆

化学机械木浆

漂白化学麦草浆

非脱墨废纸浆

印刷书写纸

生活用纸

瓦楞原纸

平均值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小型企业

420

350

550

85

420

580

330

-

kg标准煤

/t产品

330

300

460

60

330

510

300

-

kg标准煤

/t产品

-21

-14

-16

-29

-21

-12

-9

-18

相较小型

企业/%

kg标准煤

/t产品

160

250

420

45

280

400

250

-

相较小型

企业/%

-62

-29

-24

-47

-33

-31

-24

-36

热力的排放。其中，过程排放主要为部分企业外购并消

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发生分解反应导致的

二氧化碳排放。据统计，造纸行业年碳排放量约1亿t，

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燃烧，以高碳含量的煤为主[3]。以

某大型浆纸联合企业为例，其碳排放量中化石燃料燃

烧来源占到99.67%，其中有96.45%来源于燃煤。

3  “双碳”目标下造纸企业应对策略

3.1 提高产能集中度，促进区域整合

我国造纸行业虽经历多次结构调整，但企业小而

分散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型

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4]。大中型企业

的清洁生产水平较小型企业优势显著，以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为例，同类型大型企业相较小型企业可降低约36%

（见表1）。通过产能升级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可从源

头上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

当前，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煤炭消耗是火

电行业最为经济可靠的碳减排途径[5]，采用大容量、高

参数机组提高发电机组平均热效率是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机组热效率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

30%提高到先进水平45%，碳排放量将降低约32%[6]。据

排污许可信息统计，目前我国造纸行业直接以煤炭作为

主要燃料的企业有1237家，其中年煤炭消耗量小于1万

t的企业数量占45%，存在明显的低效、分散用能现象。

早在2012年，原环境保护部环发〔2012〕98号文已明确

指出，制浆造纸项目须入区入园布设；工业园区通常都

建有集中热电设施，这为造纸企业实现区域整合、依托

园区公共设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优势和实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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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利用行业优势，调整能源结构

造纸行业具有天然绿色属性，其生产过程产生的

有机废液、有机废物、生物质气体等均可作为生物质资

源回收利用。以硫酸盐法化学制浆产生的黑液为例，

大型硫酸盐法化学木浆生产线碱回收炉产生的热能可

100%满足生产需求；同时亦已有浆纸联合企业尝试通

过碱回收炉+固废焚烧炉热电联产，将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树皮、木屑、废渣、污泥等生物质资源全部送入固废

焚烧炉回收热量，系统不再需要添加化石燃料即可实

现全厂供热平衡，同时实现了固体废物减量化。

欧美地区造纸行业生物质能源占全部能源的比例

已达60%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70%，我国造纸行业

生物质能源占比不到20%[7]，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潜力

巨大。同时，生物质能源作为“双碳”目标下的优质替

代能源，未来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造纸企业宜从行业

自身挖潜，推进林纸一体化建设，增加自有林地面积。

提高国内纤维原料供给能力的同时，积累碳汇、保障优

质稳定的生物质能源。除使用生物质能源外，欧洲和美

国造纸企业主要依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8]，根据I 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不同能源碳

排放系数，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为原煤的59%，天然气

亦是造纸企业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现实、安全选择之

一。

3.3 提高用能效率，开发应用节能降碳新技术

通过采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造纸企

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造纸行业“十四五”及

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行

业单位产品实际工艺综合能耗（外购和自产能源合计）

纸浆由350 k g标煤/t降为320 k g标煤/t，纸及纸板由

480 k g标煤/t降为450 k g标煤/t，达到国际较先进水

平，到2035年，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

行业关键节能技术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节能效果显

著。化学法制浆采用封闭筛选代替开放式筛选，可有效

分离置换出节子、浆渣中夹带的纤维和黑液，减少稀释

水用量，节水、节能效果良好，2019年化学法制浆企业

封闭筛选技术应用比例已达80%以上。纸机压榨部采用

靴型压榨代替常规压榨，可有效改善压榨效果，某企业

采用靴型压榨代替常规压榨后，纸幅干度增加6%，干燥

部能耗下降了18%。纸机干燥部烘缸通过采用封闭气罩

回收纸页干燥过程中蒸发水蒸气的热量和水分，提高送

风温度降低能耗；采用袋式通风技术可使纸机的干燥

能力提高10%～20%，纸机车速平均提高10%。采用透平

风机替代传统水环式真空泵，真空系统能耗可下降约

33%[9]。

除工艺过程采用节能技术外，根据行业特点，污

染物末端治理过程中仍有一定的能源回收潜力。因工

艺要求，造纸行业生产过程尤其是制浆工艺一般要维

持较高的温度，以漂白硫酸盐法化学制浆工艺为例，蒸

煮工段温度一般在145～165 ℃，漂白工段温度一般在

75～85 ℃，产生的废水在车间进行热交换回收热量后，

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的温度在55～60 ℃；化机浆制浆废

水水温在50～70 ℃[10]。该类废水常规须经冷却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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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化处理，而采用热泵技术，通过消耗少量电能或

化石能源，回收废水低温余热的同时，减少了冷却过程

耗能，获得双效收益。目前该技术已在部分企业成功应

用，太阳纸业采用污水源热泵技术，将废水水温降低

10 ℃，回收热量用于加热余热锅炉补水，年可节约标

煤2.78万t，年节约资金2,158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11]。

同时，造纸行业还具备开发应用负碳技术的基础。

对于碱回收过程中产生的苛化白泥，国内外大型浆厂一

般采用石灰窑煅烧法，使白泥再生成生石灰，循环使

用，该过程不仅要消耗大量的重油，原本固定在白泥中

的碳也重新回到大气中；而将白泥用于生产碳酸钙填

料，不仅实现了白泥的资源化利用，也产生了明显的负

碳效应。目前该技术已在岳阳纸业、太阳纸业、中冶银

河、新乡新亚等企业实现了产业化应用，苛化白泥生产

的填料碳酸钙指标完全可以作为造纸填料，应用于文化

用纸等各纸种[12]。

3.4 加强企业碳精细化管理，实现区域降碳协同增效

在行业高质量发展大环境下，企业作为碳减排主

体，除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低碳、降碳运行外，还应加

强碳精细化管理，做到合规履约。企业应在充分研究低

碳政策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碳排放管理办

法，建立碳管理组织架构，明确各部门职责；在摸清家

底、算清碳排放基础数据的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数据精

细化管理，制定排放数据诊断及预警机制，定期开展碳

排放自盘查，密切关注碳市场交易情况，实现低成本履

约。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一项针对温

室气体的减排技术，IPCC认为，假如不大量应用CCUS

技术，几乎没有气候情景能够实现深度减碳目标[13]，研

究开发CCUS技术对“双碳”目标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目前，我国CCUS技术总体处于工业示范阶段，主

要在燃煤电厂碳捕集用于EOR（强化采油）、咸水层封

存、销售等用途方面开展了实践应用。造纸企业碳排放

来源主要集中于化石燃料燃烧，且总量相对较小，探索

区域、行业协同联合开发实施CCUS技术，有利于推动

造纸行业CCUS技术的落地实施。

4  结语

近年，在浆纸产量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行业能源

消费量大幅下降。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行业需求达

峰时间将滞后于全国碳达峰目标，行业面临既要发展生

产、又要完成“双碳”目标的巨大挑战。作为碳减排主

体，造纸企业应立足企业实际，谋求从产能整合升级、

供能用能效率提高、生物质资源充分利用、能源结构调

整、节能降碳新技术研究应用等方面，研究制定低碳、

降碳策略。同时，应建立完善企业碳排放管理制度，积

极应对碳市场，达到节能降碳、合规履约、规避风险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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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净零排放（碳中和），目前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议

题，对行业、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全球越来越多

报告指出，气候变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随着全球经

济趋向净零排放脚步迈进，只有走在转型最前端，才能取得

最佳投资报酬。本文回顾了台湾地区造纸业能源使用现况，

进而探讨造纸业净零排放策略。

关键词：造纸工业；净零排放；温室气体；路线图；能源结

构；农林业残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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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Ne t z e r o e m i s s i o n s）与碳中和

（Carbon neutra l）成为目前全球最受瞩目的议题。

台湾确立的长期减量目标为：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降为2005年（266.038百万t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50%以下。采取先缓后加速的减碳路径，2020年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基准年2005年减量2%的减碳路径，亦即

到202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总量降为260.717百万t碳当

量；到2025年则较基准年减量10%及2030年较基准年

减量20%为努力方向。

本文回顾台湾造纸业能源使用现况，进而探讨造

纸业净零排放策略，作为岛内造纸业规划净零路径方向

的参考，希望能落实到造纸产业。

1  造纸业生产及能源使用

1.1 造纸产业生产量

2005～2021年台湾纸张及纸板生产量统计如图1

（造纸公会，2022年）。从图1中显示，造纸业随着市场

变动、进口纸影响等因素，纸张类（文化用纸、卫生纸

等）年产量逐年下降。于2015开始纸张类年产量已低于

百万吨，到2021年降到只有80.6万t（编者注：t指公吨，

下同）。反观纸板类（工业用纸等），因有废纸再利用技

术、能资源整合系统等优势，从2016年开始，年产量逐

年增加，到2021年已达历史新高点367.6万t。

综 合上 述 纸 张类 及 纸 板类 的 趋 势，造 纸 业

整体年产量虽然受到纸张类衰退的影响，但还是

逐年增加，除了2015年及2 016年受到全球金融海

啸的影响，年产量衰退至40 0万t以下（385.8万～

393.8万t），其余年份仍维持在410万～4 4 0万t范

围。但是纸板类/纸张类的比例差距趋势逐年显

著，从20 05年的2.6倍（72.5%/27.5%），到2018

年的3.8倍（79.3%/20.7%），再到2021年的4.6倍

（82.0%/18.0%）。以2005年为基准，2021年的年产量

下降3.38%（从466.1万t至448.2万t），纸板的占比从

72.5%提升到82.0%；以2018年为基准，2021年的年产

量增长5.36%（从425.4万t至448.2万t），纸板的占比则

从79.3%提升到82.0%。

1.2 造纸产业能源使用现况

台湾造纸业2005～2020年能源消费趋势如图2，能

源消费量比例趋势如图3。从图2及图3中显示，总能源

消费跟年产量息息相关，2011～2017年，造纸业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强化节约能源的推动，总能源消费量逐年

下降，成效显著。但是从2017年开始，因为新纸机的陆

续投产，所以总能源消费量开始逐年增长。总能源消费

量从2005年的129.86万kL油当量及2018年的112.50万

k L油当量，逐年微幅下降至2020年的113.02万k L油当

量。以2005年为基准，至2020年下降12.97%；而以2018

年为基准，至2020年则增长0.46%。

台湾造纸业202 0年的年能源消费量113.0 2万

k L油当量，其中能源结构分别为：煤及煤产品49.92%

（56.42万k L油当量）、电力30.61%（34.59万k L油

当量）、生物质能9.18%（10.38万k L油当量）、天然

气4.58%（5.18万k L油当量）、原油及石油产品3.62%

（4.10万k L油当量）、废弃物1.60%（1.81万k L油当

量）、热能0.48%（0.54万kL油当量）。

从图2及图3中的能源消费趋势显示，随着三大厂

[正隆、永丰余（含华纸）、荣成]的纸机规模化，达到汽

电共生厂的经济规模，无不以能源（电、蒸汽）自给自

足为原则。造纸业的汽电共生厂所使用的燃料，以煤及

煤产品为主，废弃物（造纸厂排渣、污泥及SR F等）为

辅。所以煤及煤产品的消费量比例从2005年的29.40%

（38.18万k L油当量）及2018年的47.46%（53.39万k L

油当量），逐年增长到2020年49.92%（56.42万k L油当

量），其中以2012年达到最大量58.94万k L油当量。以

2005年为基准，至2020年增长47.78%，而以2018年为

基准，则增长5.68%。不具装置汽电共生厂的小规模造

纸厂，则以购买电力为主，所以外购电力的逐年趋势变

化不显著，外购电力的消费量比例从2005年的26.69%

（34.66万k L油当量）及2018年的30.70%（34.54万k L

油当量），逐年微幅增长到2020年30.61%（34.59万k L

图1  2005～2021年台湾纸张及纸板年产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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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当量）。

生物质能消费量虽然占整体能源消费量的10%左

右，但是主要以浆纸一贯厂为主。自台纸新营厂于2016

年关厂后，华纸花莲厂的生物质能消费量稳定在10.38

万k L油当量（2020年）至11.89万k L油当量（2017年）

范围。这显示虽然造纸业配合相关部门能源政策，已

逐年安装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RDF替代燃料等措

施，但是对于整体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并不显

著。

因为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蒸汽成本远高于煤及煤产

品，所以大规模造纸厂的汽电共生厂改为以燃煤为主，

小规模造纸厂则因空污法规的限制，部分改为天然气，

部分则停工关厂。所以原油及石油产品的消费量趋势逐

年显著下降，消费量比例从2005年的26.88%（34.91万

k L油当量）及2018年的5.67%（6.38万k L油当量），逐

年急速下降到2020年3.62%（4.10万kL油当量）。

天然气主要消费在家庭用纸厂的扬基烘缸的烘

缸气罩及小规模造纸厂的蒸汽锅炉，所以消费量有逐

年增长的趋势，2012～2017年天然气消费量在2.63万～

3.53万k L油当量，而在2018～2020年则提升到4.43万

～5.18万k L油当量。天然气的消费量比例从2005年的

0.74%（0.96万k L油当量）及2018年的3.94%（4.43万

kL油当量），逐年增长到2020年4.58%（5.18万kL油当

量）。

虽然工业用纸厂已建成相当完整的能资源整合系

统，目前已达到有机废弃物零排放的水平。但是废弃

物消费量在整体能源结构来看，占比只有1.5%～2.0%

（1.57万～1.95万k L油当量），造纸业各大规模造纸厂

近年来逐步改造汽电共生厂锅炉及设置SR F或生物质

燃料专用锅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应会有明显的增长

空间。未来配合再生能源凭证的推动，将会有助于造纸

业温室气体的减量，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

1.2.1 单位产品耗能

造纸业2005～2020年平均单位产品耗能趋势如图

4。图4中显示单位产品平均耗能于2011年及2012年达

到历史高点294.4 L O E/t，因为能源成本占制造成本

的15%～20%，所以各厂无不设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强化节约能源，至2020年已明显下降至259.1 L O E/

t，历史低点则落在2017年的255.9 L O E/t。平均单

位产品耗能以2005年为基准，至2020年下降7.00%

（278.6 L O E/t到259.1 L O E/t），而以2018年为基

准，则下降2.04%（264.5 LOE/t到259.1 LOE/t）。平

均单位产品耗能从2019年的259.0 LOE/t到2020年的

259.1 L OE/t，这显示造纸业历经40余年持续节约能

源的努力，目前似乎进入了瓶颈阶段。

1.2.2 生物质能与废弃物燃料化

近年来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循环经济与再生能源政

策，造纸业累积娴熟锅炉操作经验，已能稳定并且符合

空污规范对废弃胎片、污泥、制程排渣（废纸混合物）、

废弃物衍生燃料等进行再生发热回收，并结合汽电共

生设备、绿能风力发电等利用，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

造纸业2005～2020年生物质能与废弃物能源消费

量趋势如图5。图5中显示生物质能消费量虽然占整体能

源消费量的10%左右，但是主要以浆纸一贯厂为主，主

要应用在制浆厂黑液燃烧，在2010年达到高点18.45万

k L油当量。自台纸新营厂于2016年关厂后，华纸花莲厂

的生物质能消费量逐年下降，至2020年降至10.38万k L

油当量。虽然造纸业配合相关部门能源政策，已逐年安

装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RDF替代燃料等措施，但是

图3  造纸业2005～2020年能源消费量比例趋势图2  造纸业2005～2020年能源消费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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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体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并不显著。

废弃物能源消费量目前只占整体能源消费量的

1.60%，图5中说明废弃物能源消费量趋势，于2005年达

到高点3.16万k L油当量，目前稳定维持在1.57万～1.81

万k L油当量。这显示历年来造纸业积极处理本身厂内

所产生的废弃物，所以消费量相当稳定。目前造纸业积

极建设专业废弃物锅炉，未来不仅处理本身所产生的废

弃物，同时会考虑外购SRF或生物质燃料，预期不久的

将来，生物质能与废弃物能源消费量，将会有显著增长

的空间。

造纸业目前都是混烧为主，锅炉效率往往无法达

到25%以上，所以无法申请“再生能源凭证”，进而抵扣

温室气体。建议造纸业从长远规划而言，应往100%生物

质燃料发展。

2  造纸业温室气体排放

台湾的减量目标为“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为

2005年排放量50%以下”；而要求制造部门的减量目标

为“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为2005年排放量-0.22%

以下；相较于2018年温室气体减量7%。”

2.1 造纸业列为第一批应盘查登录温室气体排放量

依据环保主管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登录”

规定，全厂（场）化石燃料燃烧的直接排放产生温室气

体年排放量达2.5万t二氧化碳当量以及公告的行业列

为第一批应盘查登录厂商。2015年度至2020年度的列

管家数分别为287、281、290、293、288及287家，平均

每年有288家企业登录，其中造纸产业（含制浆业）列

管15家，分别为正隆后里厂、永丰工新屋厂、荣成二林厂、

华纸久堂厂、正隆大园厂、华纸花莲厂、华纸台东厂、广源

台中厂、正隆竹北厂、永丰实清水厂、合众林内厂、日皓、

图4  造纸业2005～2020年平均单位产品耗能趋势 图5  2005～2020年生物质能及废弃物能源消费量趋势

锦美观音厂、上评嘉义厂、永丰实杨梅厂。

从环保主管部门2020年度盘查登录统计资料显

示，企业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共222.77百万tCO2e，

其中以使用燃料燃烧（80.70%）最高，其次为制程排

放（18.98%）、交通运输设备燃料燃烧（0.03%）及逸

散排放源（0.29%）。而同年度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则

有41.3百万tCO2e，间接排放型式以电力使用（87%）最

高，其次是蒸汽使用（13%）。

若以行业类别来看，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前5名分别为：电力业最高，占54.97%（约122.45百万

tCO2e），其次为钢铁业13.04%、基本化学材料制造业

10.94%、石油炼制业7.78%、水泥业4.11%及半导体业

1.81%等；而造纸业只排名第6，只有1.43%（3.196百万

tCO2e）。

依据温室气体登录平台，造纸产业（含制浆业）

列管15家2015～2020年第一批排放源之温室气体排

放量趋势如图6。从图6中显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

2015年（363.17万tCO2e）逐年增长至2018年达到高点

（390.02万tCO2e），到2020年下降2.67%（379.63万

tCO2e）。2018～2020年（325.1万～319.61万tCO2e）的

直接排放量远高于2015～2017年（295.76万～298.74

万tCO2e），这表示新建汽电共生厂陆续投产，所以直

接排放量上升；但是间接排放趋势自2017年（71.27万

tCO2e）起逐年下降，至2020年下降15.08%（60.01万

tCO2e），表示外购电力逐年下降，所以间接排放下降。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直接排放/间接排放比例来

看，2015～2017年分别为4.39、4.38、4.18；但是2018～

2020年分别为5.00、5.31、5.33。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比例的改变，表示造纸业自发电的比例已逐步调整（新

汽电共生厂陆续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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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造纸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

台湾造纸业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依据工

研院绿能所资料（2021年），造纸业燃料类别[烟煤-

燃料煤（t）、液化石油气（k L）、车用汽油（k L）、柴油

（kL）、（自产）天然气（kc u.m）、（进口）液化天然气

（kcu.m）、固态生物质能（kL油当量）、废弃物（kL油

当量）、电力（MW.h）、热能（t）]等的申报量，再乘以

各燃料的CO2排碳系数（表1），电力的CO2排碳系数则

依据台电公司历年的电力排碳系数（表2）来估算。

造纸业2005～2020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单位

排放量趋势如图7。从图7中显示，温室气体排放量（万

tCO2e）趋势几乎与年生产量（百万t）同步，从2005年的

历史高点441.03万tCO2e，逐年下降到2009年的历史低

点360.19万tCO2e，再缓慢增长到2012年的高点434.07

万tCO2e，再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低点369.15万tCO2e，

随着生产量的提升，再缓慢增长到2020年的408.15万

tCO2e。

从图7中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从2 0 0 5年

的9 4 6  k g C O 2 e/ t，逐年下降到20 0 9年的历史低

点903 k g C O2e/t，再缓慢增长到2012年的历史高

点1,026 k g C O2e/t，再缓慢下降到2017年的低点

931 kgCO2e/t，随着生产量的提升，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维持在933～945 kgCO2e/t，到2020年为936 kgCO2e/

t。

造纸业2005～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燃料源比例

趋势如图8。从图8中显示，温室气体排放源以燃料煤及

电力为大宗，以2020年为例，温室气体排放量为408.15

万tCO2e，其中煤及煤产品49.27%（201.10万tCO2e）、

电力45.15%（184.27万tCO2e）、原油及石油产品2.90%

（11.83万tCO2e）、天然气2.68%（10.95万tCO2e）。生

物质能及废弃物及热能的排碳系数为零，不计入温室

气体排放，这应是造纸业能源结构必须考量转型的方

向。

从图8中显示，煤及煤产品的排放比例20 05年

30.86%（136.10万tCO2e），从2008年开始逐年上升到

2013年的高点49.0%（205.88万tCO2e），再逐年下降至

2017年的低点41.95%（157.14万tCO2e），再逐年上升到

2020年的历史新高49.3%（201.11万tCO2e）。

电力的排放比例趋势，则与煤及煤产品趋势相反，

2005年45.65%（201.33万tCO2e），从2008年开始逐年

下降到2012年的历史低点41.93%（182.00万tCO2e），

再逐年上升至2017年的历史高点50.15%（187.86万

t C O2e），再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45.15%（184.27万

tCO2e）。

表1  燃料CO2排放系数(能源主管部门，2021年)

燃料类别

烟煤-燃料煤/t

液化石油气/kL

车用汽油/kL

柴油/kL

燃料油/kL

(自产)天然气/kcu.m

(进口)液化天然气/kcu.m

固态生物质能/kL油当量

废弃物/kL油当量

电力/MW.h

热能/t

CO2排放系数

2.408

1.753

2.263

2.606

3.111

1.879

2.114

0.000

0.000

0.509

0.000

图6  造纸业2015～2020年第一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趋势

图7  造纸业2005～2020年生产量、能源消费量、温室气

体排放量、排放强度、单位耗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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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造纸业2005～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燃料源比例趋势

随着能源结构的转型，原油及石油产品从2005

年23.03%（101.58万tCO2e），逐年急剧下降到2020年

的2.90%（11.83万tCO2e）。天然气则从2005年0.46%

（2.02万t C O2e），逐年缓慢上升到2020年的2.68%

（10.95万tCO2e）。

造纸业为高度密集产业，前15大造纸厂的生产量

已占总生产量的85%以上，其余50余家造纸厂，因温室

气体年排放量低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不列入“第一

批应盘查登录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排放源”。估算整体造

纸业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与第一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相比较，整理于表3。从表3中显示，2020年第一

批排放源申报量已占整体排放量的93.01%。

从台湾减量目标“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为

2005年排放量50%以下”为基准，2005年造纸业温室

气体排放量为441.03万tCO2e，至2050年需降为220.51

万tCO2e，以2020年来估算，还须进一步减量187.64万

tCO2e（408.15-220.51=187.64）；而在第二阶段管制

草案中要求制造部门的减量目标为“2025年温室气体

排放量降为2005年排放量-0.22%以下；相较于2018

年温室气体减量7%”。造纸业若以此估算，2005年排

放量-0.22%以下为基准，2025年造纸业温室气体排放

量则为440.06万tCO2e，实际2020年已下降至408.15万

t，已超减量31.91万tCO2e；若以2018年温室气体减量

7%为基准，2025年造纸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应为373.99

万tCO2e，以2020年来估算，还须进一步减量34.17万

tCO2e（408.15-373.99=34.17）。台湾全域及制造部门

2025年及2050年的减量目标如图9。

3  岛内代表性造纸厂的净零排放策略

3.1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正隆已制定2025年、2030年温室气体相较2017基

准年减少3.5%、5%的中长期目标，通过导入循环经济，

跨部门、跨制程的资源循环整合，推动各项节能方案、

拓展再生能源，以及引进高效率节能设备，持续精进温

室气体减量。2022年将持续推动各项目，朝较2017基准

年减量1%的目标迈进。

正隆公司全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说明如表4，事业

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说明如图10。2021年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为146.58万tCO2e，生物质温室气体有3.96万

tCO2e。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工纸厂830 k gCO2e/t、家

图9  台湾全域及制造部门2025年及2050年减量目标

万
t

表3  第一批排放源之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整体造纸业年排放量的比例

年度

整体年排放量/tCO2e

第一批排放源之申报量/tCO2e

占比/%

3,937,591

3,669,017

93.18

2016

4,024,251

3,692,640

91.76

2017

3,857,639

3,631,727

94.14

2015

4,253,598

3,900,185

91.69

2018

4,248,510

3,826,931

90.08

2019

4,081,532

3,796,265

93.01

2020

表2  2005～2020年电力CO2排碳系数(能源主管部门，2021年)

燃料类别

电力排碳系数/CO2e
.(kW.h)-1

2006

0.562

2005

0.555

2007

0.558

2008

0.555

2009

0.543

2010

0.534

2011

0.534

2012

0.529

2013

0.519

2016

0.530

2014

0.518

2017

0.554

2015

0.525

2018

0.533

2019

0.509

2020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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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厂1,260 kgCO2e/t。以制造部门目标2018年为基准年

（143.89万tCO2e），2021年较基准年增加1.87%，离全

域减量7%的目标，尚有一段持续努力的空间。

正隆为应对低碳绿能的国际发展趋势，达到净零

排放的目标，将持续致力于绿能减碳工作，整体策略说

明如下：

3 . 1 . 1 转型为亚洲低碳绿能新纸业，推动低碳智纸

（S.M.A.R.T.）产业

低碳智纸（S.M.A.R.T.）的代表意义为：

（S）资源减用、低碳加值（S u b t r a c t i o n）；（M）

转废为能（Ma t e r i a l）；（A）产销智能（Ar t i f i c i a l 

i nt e l l i g e nc e）；（R）回收再生循环（Re cyc l i n g）；

（T）先进制程（Technologies）。为掌握商机及发展循

环经济绿色营运，正隆将持续扩大布局，投资海内外循

环经济项目，积极推动“S.M.A.R.T.智纸”，以提升能

资源整合绩效，包含扩大回收纸处理量能、提高绿能比

例、推动数字化管理，朝亚洲低碳绿能目标迈进。

正隆为落实低碳节能、数位转型，自2019年以来已

推动汽电厂智能化、智慧产销等12个项目，提升营运效

率及强化客户服务。

3.1.2 提高绿能输出2倍，接轨国际减碳趋势

正隆已于3个厂址设置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系

统，已取得9,309张再生能源凭证。为持续建立低碳绿

色再生能源，大园厂已于2021年底启动沼气发电；竹北

厂引进全台最大高效能生物质汽电系统，年发电量达

1.26亿kW.h，约相当于43万家年用电量，已于2022年

第1季度正式启用；后里厂、台中料厂已规划增设太阳能

板。

正隆积极提高绿电输出，2022年的总绿电装置容

量较2020年增加近2倍，积极向低碳智纸转型。

正隆公司造纸事业部为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具体

落实方案，说明如下：

(1）减碳技术

● 能源效率提升

● 采用先进节能设备，汰旧换新提高设备能源效

率

● 制程最适化

● 导入工业4.0生产智能化

电力与蒸汽主要使用于制程生产设备及公用系

统，利用ISO 50001的管理手法与跨厂区能源使用效率

进行比较，务求每台造纸机都能发挥最佳操作效率。

2017～2019年公司共推动138件节能项目，合计减排

13,345 t二氧化碳当量。

(2）再生能源的使用

图10  正隆公司2019～2021年事业部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永续报告书，2021年)

范畴一（直接）

范畴二（间接）+大圆气电

范畴二（间接）—台电

总计（范畴一+范畴二)

范畴三

生质温湿气体ISO 

1406-1温室气体外部查证

2019/

 tCO2e

1,156,016.9838（81.4%)

132,171.9311（9.3%)

131,486.9430（9.3%)

1,419,675.8579（100%)

-

49,546.5231

验证通过（范畴一&二)

2021/

 tCO2e

1,174,581.0889（80.1%)

162,368.9918（11.1%)

128,865.2244（8.8%)

1,465,815.3051（100%)

280,951.2716

39,674.7210

预计2022年8月完成（范畴一～三）

1,140,522.3739（80.7%)

138,680.2890（9.8%)

133,741.7267（9.5%)

1,412,944.3896（100%)

265,918.3757

42,168.7640

验证通过（范畴一～三)

2020/

 tCO2e

表4  正隆公司2019～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永续报告书，2021年)

注1：2021年正隆已依循新版I S O14064-1：2018温室气体盘查标准，鉴别2020年范畴三类别三至类别六各项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包含上游运输和货

物配送、采购商品、固体和液体废弃物处理以及下游租赁资产），为265,918.3757 t C O2e，首次获第三方认证。2021年范畴三温室气体排放量预估为

280,951 tCO2e。

注2：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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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评估厂区条件，持续增设太阳能、风力与沼

气等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 购买绿电，减少外购电量的碳排

以再生能源年售电量参数计算，已涉及未来规划

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减少除向台电购买之外的购电量，

可减碳约29,700 t二氧化碳/a（2019年电力排碳系数

=0.509 kgCO2e/kW.h）。

3.1.3 循环经济-低碳燃料

● 利用制程排渣，制作低碳燃料SRF替代煤炭使

用。纤维含量约43.85%浆料可视为生物质物，燃烧所产

生的CO2可不计于总排放量中。

● 正隆竹北厂已投资新设90 t/h汽电共生锅炉，

可采用100%SRF作为燃料，原先竹北厂全向台电购电，

新设汽电锅炉可大幅减少外购电力（Scop e 2）需求；

SRF燃烧虽增加部分碳排（Scop e 1），但因SRF含有

43.85%生物质能，故整体碳排放量预计可减少24%。

● 生物质燃料：寻找有稳定来源且适合现有锅炉

燃烧的生物质燃料，降低煤炭使用量。困难点：生物质

燃料成本高、来源不稳定性、锅炉改造额外费用与飞灰

处理费高。

● 天然气固定源运用：公司所属

的7座纸器工厂，重油产汽锅炉陆续改

造，并已于2019年全部改为天然气锅

炉。

● 物流优化-天然气移动源运

用：公司所属的造纸厂及纸器厂等共

12个厂区中，堆高机多以柴油作为燃

料驱动，未来将可能改为天然气或电

力以达减碳效益。

3.2 永丰余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永丰余集团2018～2021年温室

气体年排放量统计说明如表5，排放

强度说明如表6。永丰余集团2021年

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为265.9万tCO2e，

其中林浆纸事业群排放量为10 0.9

万tCO2e、工纸纸器事业群排放量为

152.7万t C O2e、消费品事业群排放

量为12.3万tCO2e。温室气体排放强

度：消费品用纸1,290 k g C O2e/t、

工业用纸990 k gCO2e/t、文化用纸1,360 k gCO2e/t、

纸浆570 k gCO2e/t。以制造部门目标2018年为基准年

（260.3万tCO2e），2021年较基准年增加2.15%，离减

少7%的目标，尚有一段持续努力的空间。

各事业部净零排放的努力说明如下：

林浆纸事业部（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

纸）在面对全球高涨的减碳浪潮，将以加入“国际再

生能源倡议RE100”为目标，并带动供应链响应，力求

2030年使用60%再生能源，希望2050年达到100%使用

再生能源。华纸规划以科技进行能源替代与节能减排，

生物质燃料取代化石燃料。具体作法说明如下： 

(1）扩大投资再生能源：花莲厂目前已设置台湾唯

一且发电量最大的生物质能发电系统，可让发电容量从

16,000 kW提升至20,000 kW，将可增加能源自主率。

花莲厂同时进行废热回收工程，将热能回收再利用。

(2）智慧转型数位产销：导入AI及AOI建立智慧侦

测模型系统，事先预警，做好质量管控。另外，通过智

慧巡检及早发现设备异常，改善生产损耗并强化管理效

益，以此降减每个生产销售环节的碳排放。

(3）深耕纤维材料领域：华纸2020年进行组织

* 资料范畴包含（本报告书营数地点备整表）内所有生产地点。

* 表列数据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 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七大温室气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当量合计值。计算说明

如下：

   台湾区：使用经济工业部门温室气体盘查公告所提供的系数和办法，依GHG Protocol温室气体盘

查认定书规范,采用IPCC 2013 AR5的GWP值计算。

   大陆区：依照当地政府公告的燃料与电力系数，以及《年度二氧化碳信息报告指南》进行范畴

一、二排放量的估算。

表5  永丰余集团2018～2021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统计(永续报告书，2021年)

（单位：tCO2当量/a）

范畴一

温室气

体排放

量

范畴二，

温室气

体排放

量

范畴一

+二温室

气体排

放量

消费品事业部

林浆纸事业部

工纸纸器事业部

范畴一合计

消费品事业部

林浆纸事业部

工纸纸器事业部

范畴二合计

消费品事业部

林浆纸事业部

工纸纸器事业部

范畴一+二合计

2018

65,855

834,757

1,328,625

2,229,236

52,432

168,215

70,760

291,407

118,287

1,002,972

1,399,385

2,520,644

2019

60,836

803,122

1,335,277

2,199,236

46,278

150,260

53,668

250,206

107,114

953,382

1,388,946

2,449,441

2021

73,944

802,508

1,410,141

2,286,593

49,336

206,392

116,607

372,335

123,280

1,008,900

1,526,748

2,658,928

64,446

786,655

1,583,216

2,434,317

47,135

184,284

45,156

276,574

111,581

970,939

1,628,371

2,710,89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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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并购入观音厂，同时发表非塑食安用纸“益利

CircuWel l”系列产品，决心成为非塑全循环材料供应

者。以此为基础，花莲厂及观音厂计划扩增生产线，并

投入更多研发费用，持续拓展非塑产品终端应用，努力

以纸代塑产品的发展。

有关R E100，属于一个由气候组织与碳揭露计划

所主导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议，对于加入企业均需承诺

2050年绿电使用率达100%目标。华纸目前使用绿电达

21%，预计2030年将达67%，符合RE100规范需达60%。

而2040年RE100的绿电使用目标为90%。华纸到时能达

101%的目标值。直到2050年RE100需达100%的绿电使

用率，华纸到时目标值可达到109%。

工业用纸部（永丰余工业用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永丰工）为落实全循环经济理念，发行5年期、总金额为

16亿元的绿色联贷，成为业界首家依据绿色贷款原则申

贷企业。绿色联贷包含3个项目：沼气再生能源发电、零

燃煤汽电共生系统、回收纸制程能资源优化。此次联贷

也将公司的全循环经济理念拓展至绿色金融，推动产业

将绿色循环经济活动与财务金融结合，落实ESG理念于

整体营运中。

永丰工为提高工业用纸竞争优势，追求持续增长，

未来发展以四大方向为主，说明如下：

(1）客户需求将以系统化、数位科技，强化订单管

理并发展电子商务。另为满足客户多元服务的需求，将

扩展上下游网络策略关系，以提升服务效率与产品广

度。

(2）在生产制程上，将不断精进、持续推动制程标

准化、设备自动化，以提升质量、降低成本。

(3）供应链管理以数字化系统，强化国内外供应链

管理的效率、成本及质量。

(4）落实永丰余的循环经济核心理念，将在既有的

领先基础上，落实全循环经济商业模式。

消费品事业群（永丰余消费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永丰实）为落实因应对疫情、确保供应与创新研发、掌

握契机的发展策略，说明如下：

(1）持续创新，创造消费者需求，站稳市场领导地

位：五月花厚棒系列成功拓展了消费者对于家庭用纸

的高端需求，并将以领导地位的家庭用纸市占率与整体

品牌形象再往上提升。永丰实清洁用品在“橘子工坊”、

“植净美”、“得意”等多品牌策略下更灵活操作。2021

年目标扩大天然洁品与洗衣胶囊市场。永丰实将持续拓

展销售点，深化长期耕耘的通路伙伴关系，配合消费者

不断变化的生活形态，提升销售力，稳定增长。

(2）增进动能，再次跃进：永丰实长期关注技术研

发与人才培育，奠定深厚的事业基础。自2021年9月上市

后，跨入资本市场，是为了取得创新拓展的资金，提升竞

争力；并透过更加透明的经营，提升企业形象。

3.3 荣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二林厂2017～2021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统

计说明如表7。从表7中显示2021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53.44万t C O2e，相较2019年增加2.35万t C O2e，主因

2021年产量为76.9万t，较2019年的64.8万t增加12.1万

t，实际排放强度则较上年低。荣成纸业持续改善制程，

为奠定在台湾长期发展的竞争基础，于2015年第四季增

设7号造纸机（PM7），此项目总投资金额新台币42.4亿

元，除引进可节省能耗、水耗的新纸机及备浆设备外，

另已淘汰一台老旧纸机（PM2）及整改两台旧纸机，并

推动汽电共生设备升级，使锅炉效率增加、环保与空气

污染排放防治效率提高，进而达到增产不增污的永续

发展方针。以制造部门目标2018年为基准年（52.38万

tCO2e），2021年增加2.02%，离降低7%的目标，尚有一

段持续努力的空间。

排放强度是衡量温室气体管理绩效的重要指标，

2016～2020年温室气体年排放强度说明如图11。从图

11中显示，排放强度逐年显著降低，到2020年已降至

770 kgCO2e/t，为2016年以来年最低。荣成低碳造纸事

业节能减碳的主要对策包括：（1）汽电共生设备定期检

修，以提升锅炉效率、减少煤炭用量。（2）设备适时升

级、换新，减少电力耗用。

荣成纸业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构于高效利用资

表6  永丰余集团2018～2021年排放强度统计(永续报告

书，2021年)（单位：tCO2当量/t产品）

纸浆

华纸纸品

家庭用纸

工业用纸

纸箱纸板

2018

0.65

1.26

1.49

1.04

0.09

2019

0.60

1.34

1.43

1.16

0.09

0.56

1.34

1.27

1.07

0.09

2020 2021

0.57

1.36

1.29

0.9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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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5项环保高新技术。例如应用更少原料的低材质组

配及更环保的缓冲材技术的包材开发应用。

技术面：（1）再生纤维利用的高新技术；（2）节

能生产的高新技术；（3）节水生产的高新技术；（4）

空污、水污、减废处理的高新技术；（5）空间利用的高

新技术。在“再生纤维利用的高新技术”上不断提高回

收废纸的纤维回收率，目前已达投入104 k g废纸产出

100 k g成品领先同业，并且在制程中筛选出来的废弃物

透过“减废处理的高新技术”，将废弃物转换成衍生性

燃料，降低能源成本，提升在业界的竞争力。

服务面：成立绿色包装研发中心，除在技术面提升

竞争力外，对终端客户需求做客制化的服务，投入更多

资源在纸类包装产品的设计开发，以满足下游客户对商

品的保护需要，为客户提供整体包装解决方案，建构客

户的依存度。

营销面：坚持质量营销，以高效率、J IT（Ju s t i n 

t i m e）的生产能力作为公司接单生产的强力后盾，采用

客户订单后拉式的生产管理，成为能满足客户需求的高

效率服务型制造业者。

2020年，荣成纸业依产业核心价值制定永续策略

蓝图，并采取相应行动设定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产量能

源用量、废弃物总量等各项短中长期减量目标，以回应

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SDGs）。在绿色消费与促进

永续愿景的趋势下，公司致力于环保、高效利用资源的

技术开发，已逐步赢得市场认同，吸引同样注重环保、寻

求绿色产品包装、产业永续转型的客户一起合作，成为

全球知名品牌的最佳绿色包装伙伴。下一个20年，除产

品技术不断升级外，必须在环境守护上持续付出努力，

集团预计于2025年起每年可回收470万t的废纸，并为地

球减碳2,200万t，相当于少砍6,600万棵树木，约相当

于5.6万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吸碳量。

4  净零排放的因应策略

以2020年为基数（408.15万tCO2e）来估算，造纸

业2050年要达到220.51万t C O2e排放量，减量目标为

187.64万tCO2e。建议的减碳路径图有：（1）提升能源效

率，提高投资额度；（2）能源结构调整，远离化石燃料；

（3）间接排放-台电；（4）研究发展新兴及突破性技

术；（5）物流供应链-运输；（6）参与能源市场等。分别

说明如下：

4.1 提升能源效率，提高投资额度

造纸业依I PCC所建议的“制浆造纸厂最佳可行

技术结论”，进行全厂优化管理、制程改进，包含：采用

BAT节能设备、制程最适化、工业4.0生产智能化、强化

余热回收等，以及加强对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投资。

乐观情境依欧盟Roadmap 2050估算，提升能源

效率可以降低总排放量14.29%，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

58.32万t二氧化碳排放。而依据单位产品耗能分析，除

非有重大投资或是突破性新兴技术投产，否则依目前造

纸业能源管理现况，要进一步降低单

位产品耗能，恐有困难，所以悲观情

境取总排放量降低5%，估计到2050

年将减少20.41万t二氧化碳排放。

一般情境则以乐观及悲观情境的平

均值来估算，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

39.37万t二氧化碳排放。

4.2 能源结构调整，远离化石燃料

先进国家制浆造纸业减碳的主

要途径之一就是提高生物质能源的比

表7  荣成2017～2021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统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2021年)

2019/

 tCO2e

508,410.185

165.910

2,180.764

126.368

-

-

-

510,883.227

2018/

 tCO2e

521,230.378

172.428

2,235.983

126.468

-

-

-

523,765.258

2021/

 tCO2e

531,913.16

169.44

2164.97

185.20

-

-

-

534,432.76

511,051.017

167.413

2186.188

131.416

-

-

-

513,536.033

2020/

 tCO2e

489,010.048

180.093

2209.253

89.834

-

-

-

491,489.227

2017/

 tCO2e

二氧化碳

甲烷

氮氧化合物

氢氟化合物

全氟碳化物

六氟碳化物

三氟化氮

总量

温室气体

图11  荣成2017～2021年温室气体年排放强度(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书，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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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天然气部分取代煤及煤产品的情况模拟

天然气取代

燃料煤/%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48,928

97,857

146,785

195,713

244,642

293,570

342,498

391,427

440,355

489,283

液化天然气/

千立方公尺

2,011,056

1,913,466

1,654,889

1,323,911

1,021,893

821,238

742,216

760,503

834,741

931,603

1,034,303

排放量/

tCO2e

835,156

751,640

601,312

420,919

252,551

126,276

50,510

15,153

3,031

303

0

燃料煤

/t

表9  农林剩余资材部分取代煤及煤产品的情况模拟

农林剩余资材

取代燃料煤/%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10,089

220,177

330,266

440,355

550,444

660,532

770,621

880,710

990,799

1,100,887

农林剩余

资材/t

2,011,150

1,810,035

1,448,028

1,013,620

608,172

304,086

121,634

36,490

7,298

730

0

排放量/

tCO2e

835,156

751,640

601,312

420,919

252,551

126,276

50,510

15,153

3,031

303

0

燃料煤

/t

例，例如，欧盟2019年生物质能源比例已达到全部燃料

的60%，占全部一次能源的53%。（注：台湾只有一家制浆

厂，其余皆为造纸厂）。 

造纸业能源结构调整，以天然气取代煤及煤产品

及农林剩余资材取代煤及煤产品，两种模拟情境来讨

论：

4.2.1 天然气取代煤及煤产品

2 0 2 0年煤及煤产品共耗用835,15 6  t，热卡为

5,800 kcal/kg，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011,056 tCO2e。

假设锅炉效率不变情况下，以热卡来换算，天然气热卡

以9,900 k c a l/m3为计算基准，则需489,283千立方公

尺，温室气体排放量则降为1,034,303 t CO2e。天然气

部分取代煤及煤产品的情况说明如表8。表8中显示天

然气取代燃料煤在60%时，会有最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742,216 tCO2e。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127.0万t二氧化

碳排放。但是以目前台湾天然气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供

台电发电自用外，恐怕没有余裕供应给民营汽电共生厂

大用户使用。

4.2.2 农林剩余资材取代煤及煤产品

假设锅炉效率不变情况下，以热卡来换算，农

林剩余资材热卡以4,400 k c a l/k g为计算基准，则需

1,100,887 t，温室气体排放量则降为0 tCO2e。农林剩

余资材部分取代煤及煤产品的情况说明如表9。表9中显

示随着农林剩余资材取代燃料煤比例提高，温室气体

排放量明显等比例下降。估计到2050年只要农林剩余

资材取代燃料煤比例达到30%的话（330,266 t），将减

少99.7万t二氧化碳排放。假如取代比例达到40%的话

（440,355 t），将减少140.3万t二氧化碳排放。目前估

算农林剩余资材每年有568万t，其中适合应用为生物质

燃料的有95.35万t，如：菇包（15.6万t）、塑胶膜（1.1万

t）、菇包塑料袋（0.15万t）、批发市场包装（1.5万t）、

果树枝条（60万t）、竹（17万t）等。如何建构合法、具竞

争力的农林剩余资材能源应用的供应链（如同废纸回收

供应链的建构），提供稳定的生物质燃料源；造纸业如

何盘点现有的汽电共生锅炉，如何改造或是新建，来进

行燃料转换。这些将会是造纸业达到净零排放的关键

因素。

造纸业提高生物质燃料比例的短期做法为：（1）

提升农林废弃物搜集率：开发移动式料源搜集设备，降

低燃料生产成本。（2）建立生物质燃料市场：推动自产

生物质燃料于既有/新设系统混烧，逐步建构生物质燃

料市场。长期策略方向有：（1）开发先进生物质燃料转

换技术：提升生物质能转换效率及质量，以提升应用效

率，扩大生物质燃料应用面。（2）鼓励企业布局以亚洲

为主的海外生物质物矿源，并运回岛内供应大型集中式

生物质热电燃料需求。（3）建构完整生物质燃料上中下

游应用市场。

乐观情境以农林剩余资材取代燃料煤40%来估

算，需要生物质燃料440,355 t，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

60.82万t二氧化碳排放；而悲观情境则以农林剩余资材

取代燃料煤10%来估算，需要生物质燃料110,089 t，估

计到2050年将减少18.10万t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情境则

以乐观及悲观情境的平均值来估算，需要生物质燃料

275,222 t，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39.46万t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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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业从购买电力中的间接排放将会减少18.43万t二氧

化碳排放。悲观情境则是台电的能源结构依目前能源

白皮书的规划，电力排碳系数变动不大，以降减2%至

0.499来估算，造纸业从购买电力中的间接排放将会减

少3.68万t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情境则以乐观及悲观情

境的平均值来估算，电力排碳系数降减6%至0.478时，

造纸业从购买电力中的间接排放将会减少11.06万t二

氧化碳排放。

4.4 研究发展新兴及突破性技术

欧盟Roadmap 2050估算，新兴及突破性技术的

商业化，还可以降低总排放量10.20%的减排努力。依此

条件来估算乐观情境，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41.63万t

二氧化碳排放；悲观情境则为只有少部分新兴及突破性

技术的商业化，只能降低总排放量5%，估计到2050年

将减少20.41万t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情境则以乐观及悲

观情境的平均值来估算，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31.02万

t二氧化碳排放。

4.5 物流产业链-运输

造纸业以减少运输和物流产业链的排放量，大多

数改进来自燃料和运输效率、基础设施改善、多式联运

和替代运输燃料的使用，如沼气、先进生物质燃料、电

力甚至燃料电池等。欧盟Roadmap 

2050估算，优化供应链与运输效率，

可以降低总排放量8.16%的减排努

力。依此条件来估算乐观情境，估计

到2050年将减少33.31万t二氧化碳

排放；悲观情境则为台湾属于岛内

小区域范围运输，只能降低总排放

量4%，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16.33

万t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情境则以乐

观及悲观情境的平均值来估算，估

计到2050年将减少24.82万t二氧化

碳排放。

4.6 能源市场的参与

造纸业，特别是工纸厂，处理

本身所产生的废弃物，再制成SRF，

在汽电共生锅炉或专用锅炉进行混

烧，已有多年的经验。如何利用其

现场汽电共生（热电联产）资产，参

放（注：正隆竹北厂正在新建SRF及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

预计2022年投产）。

4.3 间接排放-台电

台湾比起美国、欧盟及日本，能源结构相对依赖

化石燃料，并且尚未实施电力自由化，电力系数相对

其他各国高。2020年造纸业外购电力的消费量比例为

30.61%（34.59万k L油当量），耗用度数为3,620,266 

MW.h，合计二氧化碳排放为1,842,715 t CO2e。2019

年的电力排碳系数[k gCO2e/(kW.h）]为0.509，随着

台电电力生产的加速脱碳，台电的电力排放系数目

标趋势如图12。电力排放系数目标为：从2020年的

0.502 k gCO2e/(kW.h)降到2025年的0.388 k gCO2e/

(kW.h)，这对于能源结构的改变，显然是相当严苛的挑

战。 

电力排碳系数降减对于造纸业净零排放的影响情

境模拟如表10。依欧盟Ro a dm ap 2050估算，电力排

碳系数降减，可以降低总排放量22.45%，依此条件来

估算乐观情境，需减碳91.6万tCO2e，此时的电力排碳

系数需从0.509降减49.71%至0.256。依图12的电力排

碳系数下降趋势显示，这或许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乐

观情境以台电的电力排碳系数降减10%至0.458时，造

特  稿·
FEATURE

24
第43卷第18期 2022年9月



与能源市场，强化及调整其能源采

购，以控制在低价范围，特别是间歇

性可再生能源的农林剩余资材。欧盟

Roadmap 2050估算，善用汽电共生

资产参与能源市场，可以降低总排放

量4.08%的减排努力。依此条件来估

算乐观情境，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

16.65万t二氧化碳排放；悲观情境则

为目前造纸厂的汽电共生锅炉，已没

有余裕参与能源市场，只能降低总排

放量2%，估计到2050年将减少8.16万t二氧化碳排放；

一般情境则以乐观及悲观情境的平均值来估算，估计

到2050年将减少12.41万t二氧化碳排放。

总结而言，假如能落实减碳路径图的6支箭：（1）提

升能源效率，提高投资额度；（2）能源结构调整，远离化石

燃料；（3）间接排放-台电；（4）研究发展新兴及突破性技

术；（5）物流供应链-运输；（6）参与能源市场等。造纸业

表10  电力排碳系数降减对于造纸业净零排放的影响情境

模拟

降减比

例/%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3,620,266

外购电力(2020)

/MW.h-1

1,842,715

1,824,288

1,805,861

1,787,434

1,769,007

1,750,580

1,732,152

1,713,725

1,695,298

1,676,871

1,658,444

排放量/

tCO2e

0.509

0.504

0.499

0.494

0.489

0.484

0.478

0.473

0.468

0.463

0.458

电力排碳系数/

kgCO2e
.(kW.h)-1

0

18,427

36,854

55,281

73,709

92,136

110,563

128,990

147,417

165,844

184,272

排放量降

减/tCO2e

图12  台电的电力排放系数目标趋势

的减碳量，依悲观、一般、乐观等三种情境来估算，说明如

表11。以2005年为基准年来估算，到2050年造纸业需减量

50%，亦即187.64万t二氧化碳排放。依悲观情境来估算，

只能达到减碳量87.05万t二氧化碳排放；依一般情境来估

算，能达到减碳量158.18万t二氧化碳排放，离减碳目标只

有29.46万t二氧化碳排放差距；但是依乐观情境来估算，

减碳量达到229.16万t二氧化碳排放，远超过目标值41.52万

t二氧化碳排放。依一般情境来估算减碳路径图的6支箭的

减碳量比例，依序为：（1）提升能源效率，提高投资额度：

24.91%（39.41万t二氧化碳排放）；（2）能源结构调整，远离

化石燃料：24.95%（39.46万t二氧化碳排放）；（3）间接排

放-台电：6.99%（11.06万t二氧化碳排放）；（4）研究发展

新兴及突破性技术：19.61%（31.02万t二氧化碳排放）；（5）

物流供应链-运输：15.96%（24.82万t二氧化碳排放）；（6）

参与能源市场：7.85%（12.41万t二氧化碳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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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造纸产业净零排放路径图情境分析

净零路径

提升能源效率，提高投资额度

能源结构调整，远离化石燃料

间接排放

研究发展新兴及突破性技术

运输

参与能源市场

合计

2050减量50% (2005)

23.40  

20.79  

4.23  

23.45  

18.76  

9.37  

100    

减碳量

比例/%

39.41  

39.46  

11.06  

31.02  

24.82  

12.41  

158.18

187.64  

一般/万t

二氧化碳

20.37  

18.1  

3.68  

20.41  

16.33  

8.16  

87.05  

悲观/万t

二氧化碳

24.91  

24.95  

6.99  

19.61  

15.69  

7.85  

100    

减碳量

比例/%

25.45  

26.54  

8.04  

18.17  

14.54  

7.27  

100    

减碳量

比例/%

58.32  

60.82  

18.43  

41.63  

33.31  

16.65  

229.16  

乐观/万t

二氧化碳

[收稿日期:202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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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关键技术开发

与产业化应用
⊙ 王建业  吴琼华  王雷  黄铖  吴安波  龚新波  陆军峰  王薇 

（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杭州 31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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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业 先生

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硕士，总

经理；一直致力于特种纸工作，带领

团队在特种纸纤维应用方面进行探

索纤维的一切可能。

摘 要：介绍了项目背景、创新原料配方，论述了PET纤维和

玻璃纤维多层复合技术、孔洞结构系统控制优化技术。以PET

纤维抄制复合滤纸的面、底层，以不同细度的玻璃纤维抄制

中间层，形成合成纤维-玻璃纤维-合成纤维复合多层结构产

品。

关键词：梯度空隙结构；孔洞结构；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

纸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the innovative raw material formula, the multi-layer composite 
technology of PET f iber and glass f iber, and the cont rol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of the hole structure system. The surface 
and bottom layer of composite filter paper are made of PET fiber, 
and the middle layer is made of glass fiber with different fineness, 
so as to form a synthetic fiber-glass fiber-synthetic fiber composite 
multilayer structure product.
Key words: layer void structure; hole structure; synthetic fiber; 
composite; glass fiber filter paper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Fiber Composite Glass Fiber Filter Paper
⊙ Wang Jianye, Wu Qionghua, Wang Lei, Huang Cheng, Wu Anbo, Gong Xinbo, Lu Junfeng, Wang Wei
 (Hangzhou Specialty Paper Co., Ltd., Hangzhou 311407, Zhe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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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的玻璃纤维抄制中间层，形成合成纤维-玻璃纤维

-合成纤维复合的多层结构复合滤纸。

（3）孔洞结构控制系统优化，分析复合滤纸的孔

洞特征对过滤效率、容灰能力的影响；研究确定复合滤

纸孔隙结构控制的主要因素，控制玻纤成形、多层复合

等过程。

（4）开发出高性能的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开

展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的中试研究和产业化生产。在

样品性能、质量指标分析和样品试用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技术和工艺，开发出高性能的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

的关键技术。

3  项目开发情况

3.1 小试实验

根据前期调研情况，确定研发的技术路线和质量

指标，然后制订详细的实验方案。以PET为主要原料，

制备不同直径的过滤基材。研究PET等原料配方、温度

等对熔喷效果和纤维直径的影响。以PE T为主要原材

料制备2～5μm纤维直径的过滤基材。以玻璃纤维为原

料，采用干法成形制备玻璃纤维过滤基材，研究成形工

艺、玻纤直径等对基材过滤性能的影响，确定合适的成

形工艺。

以PE T熔喷无纺布为面层和底层，以玻璃纤维过

滤基材为中间层，制备合成纤维-玻璃纤维-合成纤维

复合的多层结构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利用不同直径

纤维基材构建复合滤材的梯度空隙结构，在滤材Z向建

立多尺度梯度孔径结构。小试过程研究了各工艺因素对

产品物理性能的影响。

通过不断小试、调整，以及检测复合过滤材料的定

量、厚度、耐破度、透气度、孔径等一系列关键指标，初

步确定了原料配比、熔喷工艺、成形工艺、复合工艺等

一系列关键工艺技术，并进一步进行中试研究。

3.2 中试研究

开展阶段性实验研究，调试、修改，提供完整中试

方案。根据质量要求，将制备定量为210 g/m2的复合过

1  项目背景

燃油滤纸是一种特种滤纸，其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高，是一种高技术特种纸产品，在国内特种纸产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燃油滤纸是燃油发动机滤清器的关键

材料，对燃油起到净化、清除杂质的作用，它可以减少

燃油中的杂质对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的磨损，延长发动机

的使用寿命。传统燃油滤纸一般以植物纤维并配以部

分合成或无机纤维抄制成原纸，经树脂浸渍或涂布加

工后制成。由于植物纤维纸本身强度低、不耐水，且过

滤性能和过滤精度不理想、寿命短，已逐渐被高性能产

品取代。

本公司在前期研究和生产技术积累基础上，开发

高性能的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过滤材料。开发的合成

纤维复合玻纤滤纸为具有梯度孔隙结构的高性能合成

纤维-玻璃纤维复合燃油滤纸，是传统燃油滤纸的升级

产品。项目通过合成纤维-玻璃纤维多层复合，使粗纤维

层分布在滤纸入流部，形成较大的孔隙层；细纤维层分

布在滤纸出流部，形成较小孔隙层，从而形成梯度孔隙

结构。梯度孔隙结构复合滤纸由于表层的孔隙较大，因

而减小了过滤阻力，并形成了较大的蓄污空间；中下部

由细纤维形成的更紧密的结构，则可保证材料有足够的

过滤精度。

项目可开发出一种高性能的合成纤维和玻璃纤维

复合燃油滤纸及其关键技术，产品主要性能达到进口的

水平，可部分替代进口产品用于发动机领域，具有较广

阔的应用及市场前景。

2  项目主要内容

（1）以PET纤维和玻璃纤维为原料代替传统棉纤

维，分别采用熔喷法和干法成形技术抄制PE T纤维层

和玻璃纤维层，研究PET纤维直径和玻璃纤维直径对合

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过滤性能的影响，确定纤维配方

和成形工艺。

（2）利用PE T纤维层和玻璃纤维层，设计多层复

合结构。以PET纤维抄制复合滤纸的面、底层，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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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材料作为中试方案。

对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关键技术进行多次中试

实验，并将中试样品送至客户使用分析，根据客户发现

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改善产品性

能，最终生产出各项质量指标达到要求的合成纤维复合

玻纤滤纸，获得市场的认可。

中试过程中，将熔喷工艺制备的不同纤维直径

PE T过滤基材与玻璃纤维过滤层复合后制成多层结构

的复合过滤纸，经检测，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的主要

技术指标如表1所示。

从产品的物理指标看，中试过程中产品的耐破度、

透气度、最大孔径等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有的指

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质量指标的要求，但总体分析，其基

本性能指标均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通过不断调试、优

化改进来实现要求。

项目组经过分析认为，在熔喷工艺、纤维直径以及

玻璃纤维的直径和成形工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对不同纤维直径基材的组合方式要进一步地实验和优

化。经多次调整优化，生产出第二批产品，经检测，合成

纤维复合玻纤滤纸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表2所示。

[收稿日期:2022-07-29(修改稿)]

从调整后中试结果看，中试产品的耐破度、透气

度、最大孔径等各项物理指标均达到要求，产品性能稳

定，产品送客户试用后满足要求。

在多次中试基础上，项目组最终确定合成纤维复合

玻纤滤纸关键技术和工艺。中试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达

到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

反复实验，并经用户试用，完全可以在中试的基础上进

行产业化生产。

3.3 产业化生产

经过完整的工程化调试，开展了合成纤维复合玻纤

滤纸的产业化生产，并逐步形成一定生产规模，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创新点

（1）创新了原料配方，提高产品的过滤性能和稳

定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2）开发了PET纤维和玻璃纤维多层复合技术，

合理构建燃油滤纸的梯度空隙结构，最终形成多尺度

的梯度孔径结构，使透气度达到150 L/m2.s以上，大幅

提高了过滤性能。

（3）开发了孔洞结构系统控制优化技术，控制产

品最大孔径在35μm以下。

5  总结

经过项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通过调研、分

析、小试、中试、产业化生产、用户试用考核等各个阶段

的工作，项目完成了合成纤维复合玻纤滤纸关键技术的

开发，产品经检测，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要求，经用户试

用，反映良好。

公司已通过I A T F169 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其生产设备

和检测手段能满足批量生产要求。

表1  中试技术数据

指标名称

定量/g.m-2

厚度/mm

耐破度/kPa

透气度（ΔP＝200Pa）/L.m-2.s-1

最大孔径 /μm

技术要求

210±15

0.75～0.95

≥450

170±20

≤35

实测数据

220

0.92

440

160

38

表2  调整后中试技术数据

指标名称

定量/g.m-2

厚度/mm

耐破度/kPa

透气度（ΔP＝200Pa）/L.m-2.s-1

最大孔径 /μm

技术要求

210±15

0.75～0.95

≥450

170±20

≤35

实测数据

216

0.91

468

17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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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过程中所使用的溶剂需要谨慎、科学。

总览既有的脱酸用溶剂体系，氟碳溶剂被视为良好的脱酸用溶剂。

人工模拟常用的脱酸过程，使用全氟庚烷作为纸张脱酸用溶剂，并

对酸化纸张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前后纸张在（105±2）℃条件下进行

干热老化。考察处理前后纸张的酸度情况、机械性能、颜色变化等，

从而确定全氟庚烷作为脱酸载体在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过程中的使

用安全性。利用全氟庚烷-氢氧化镁体系对酸化的纸质文献进行脱

酸处理。经处理后，纸张的pH值和碱储量有很好的提升，可见全氟庚

烷作为脱酸载体可用于文献脱酸。

关键词：氟碳溶剂；全氟庚烷；纸质文献；安全性；有效性

Abstract: Selection of usable carriers in the deacidification process needs 
to be cautious and scientific. Combined with the existed deacidification 
solvent appraisal system, fluorocarbon solvent seems to be a good deacidi-
fication carrier. The commonly used deacidification process was simulated, 
and the paper was treated with perfluoroheptane as deacidification solvent, 
and the paper was subjected to dry heat aging at (105 ± 2) ℃ before and af-
ter the deacidification treatment. The acid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color 
differences, etc. of the pape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investigated to 
determine the safety of perfluoroheptan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paper lit-
erature as deacidification carrier. Deacidification system of perfluoroheptane 
and magnesium hydroxide were adopted to deacidify paper literatures. Both 
pH values and alkaline reserves were greatly improved after deacidification 
treatment, so it is proved safe and effective to deacidify literatures with per-
fluoroheptane as deacidification carrier.
Key words: f luorocarbon solvent; perf luoroheptane; paper literature; 
safety; effectiveness

全氟庚烷作为纸张脱酸载体的安全有效性研究
⊙ 张玉芝1,2,3*  徐森1,2,3  何子晨1,2,3  云悦1,2,3  章月3 

（1.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2.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南京 210016；3.南京博物院，南京 210016）

A Study on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erfluoroheptane as Deacidifecation Carrier
⊙ Zhang Yuzhi1-3, Xu Sen1-3, He Zichen1-3, Yun Yue1-3, Zhang Yue3 

(1.Key Laboratory of Paper Literatures Deacidification Conservation in Neoteric and Modern China, Nanjing 210016, China; 
2.Key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 of Paper Cultural Relic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Nanjing 210016, China;  
3.Nanjing Museum, Nanjing 210016,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 G2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8-0029-04

张玉芝 女士

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纸质文物

保护。

□ 基金项目：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20ZCK104）、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201909、202008）。

·研究开发
 R & D

29
Sep., 2022  Vol.43,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纸质文献在长期保存或使用过程中会发生酸化，

表现出纸页发黄、变脆、机械性能下降或丧失，不能翻

动或使用等。为了进一步延长纸质文献寿命，更好地发

挥纸质文献的文明传承作用，必须对酸化的纸质文献

开展脱酸研究及处理工作。

目前，比较成熟的脱酸方法主要分：气相脱酸法、水

溶液脱酸法、有机溶剂脱酸法及电场作用下的脱酸等[1-6]。

众所周知，气相脱酸法普遍存在气体易燃易爆或碱储量

小、脱酸效果不持久的缺陷；水溶液脱酸则有容易造成

纸张卷曲变形的隐患；有机溶剂脱酸也有易挥发、易燃易

爆等不足；电场作用下的等离子脱酸，还在推广阶段。

纸张纤维属于亲水性物质，是一种天然的吸湿材

料。造纸过程中，多加入一些施胶剂、进行压光操作以

增强纸张表面的抗水性，所以近现代文献脱酸液中多

加入表面活性剂以提高脱酸剂在纸张纤维中的润湿

性，使用黏度低的溶剂，或者是采用抽真空、微波等技

术方法促进脱酸介质渗透[2,6]。

氟碳溶剂属卤代烃类，虽然为有机溶剂，但烃分子

中的H被F部分或完全取代，从而使烃分子的燃烧特性

减弱。同时，氟碳溶剂具有惰性好、高密度、低黏度、表

面能低，而且具有不易燃、无毒、无腐蚀性等特性。

针对脱酸用溶剂的选用，目前尚未有国家标准，但

行业公认的溶剂安全性标准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1）

不易燃、不易爆，安全性高，不改变纸张性能（不与纸

张发生反应）；（2）操作人员安全，不伤害操作人员身体

健康；（3）对环境友好。

据已有资料可知，全氟庚烷具有不易燃、不易爆等

特性，文中将着眼于全氟庚烷对近现代文献的纸张性

能影响的研究，对纸张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前后纸张在

（105±2) ℃条件下进行干热老化；考察处理前后纸张的

机械性能、酸度情况、渗透能力、颜色等方面的变化。

1  实验前准备

1.1 材料

近现代酸化图书（A《一二九运动》，由人民出版社

于1954年3月出版；B《焦裕禄在兰考》，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于1966年4月出版；C《分阴集》，由北京出版社于

1979年6月出版；D《宝刀传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

1984年出版；E《离别勾》，由长江文学出版社于1992年

11月出版）；全氟庚烷（鸿嘉氟科技）；小麦芯粉（内蒙

古赛鑫面业）；乙醇镁（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

1.2 仪器设备

哈纳便携pH计、L&W微波水分测试仪、TM I卧式

拉力机、TMI耐折度仪、TMI撕裂度仪、DRK白度仪。

1.3 图书样本

为了大范围地验证全氟庚烷的安全性，实验过程中

采用ABCDE五本酸化图书作为实验对象；选取纸张时，

考虑到样本的均匀分布，从图书中切取纸样时需要间隔

取样，以使空白组和氟碳溶剂处理组有更好的对照。

1.4 图书处理

处理过程：向深口径的有机玻璃密闭容器中加入

足量的氟碳溶剂，后将所取样纸张浸泡其中，确保每张

纸的浸泡均匀。

浸泡时间选择：无论是喷涂脱酸、水溶液浸泡单

页纸脱酸，脱酸的时间基本在10～15 m i n；由于全氟

庚烷的黏度比水低，浸泡及渗透更容易，所以浸泡时间

30 min完全满足脱酸需求。完成浸泡后，将纸张从有机

玻璃容器中取出，悬挂晾干，备用，见图1。

1.5 后处理

文中1.3提及的纸样空白纸张（KB来表示）和浸

泡后纸张（J P来表示）老化72 h（3天）、288 h（12天）

后，放置于恒温恒湿实验室[温度(23±1) ℃，相对湿度

(50±2)%]的环境中做稳定处理，稳定72 h。

2  全氟庚烷安全性实验评价

图1  纸样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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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pH值的变化

测定pH值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表面pH值，二

是冷抽提pH值。冷抽提pH值测定时需按规定剪切纸

张，并浸泡处理1 h，是公认的最能反映纸张真实情况

的，平行测定3次并平均入表1。

由表1可以看出，AB组纸张经全氟庚烷浸泡后pH

值提高了约0.2个单位；CDE组纸张经全氟庚烷浸泡后

pH值降低了0.2～0.5个单位不等。出现pH值的变化，一

方面有可能是全氟庚烷溶剂对纸张的渗透作用进而导

致物质交换、扩散，另外还有可能是测定误差所致。

此外，随着老化时间的推移，干热老化12天后的纸

张相较于老化3天的，pH值有了一定幅度的降低，究其

原因可能是高热环境导致纤维素降解，酸性产物增多。

2.2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碱储量的变化

不同年代（批次、厂家、工艺等）造纸的过程中，可

能会添加不同的填料（例：高岭土、碳酸钙等）以增强

纸张强度、白度等；同时，造纸过程中还会引入多种施

胶剂，进而导致纸张的碱储量各有差异。

根据标准裁切纸样，并测定纸张的碱储量。若纸

张内的碱储量是正值，表示纸张内有碱性组分存在，或

纸张中的碱性成分多于酸性成分；若纸张的碱储量是

负值，则表示纸张内有酸性组分存在，或者纸张内的酸

性组分大于碱性成分。图书A-E浸泡老化前后纸张碱

储量的变化见表2。

从表2看出：ABCDE组的图书碱储量大小不同，

实验开始前DE组碱储量是正值，ABC组是负值，浸泡

后的纸张仍和空白纸张持平。老化3天（24 h）、12天

后，DE碱储量呈小幅上升、ABC组呈小幅下降趋势。

2.3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抗张强度的变化

根据标准裁切纸样，使用卧式拉力机进行抗张强

度的测试，平行测定6次并取平均见图2。

由图2可见，经浸泡处理后，纸张的抗张强度有所

下降，其中BDE三组抗张强度变化较小（在4%左右），

AC两组变化在10%左右；随着老化时间延长，纸张的抗

张强度也有所降低，空白组和浸泡组的抗张强度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

2.4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耐折度的变化

根据GB/T 457-2008裁剪纸样，测定3组，取平

均并以平均值的Log（10）值记入图3。

由图3可见，ABDE四组在浸泡后耐折度出现了略

微的升高，C组出现了略降；随着3天、12天老化，各组

均出现了耐折度的降低，降低趋势基本一致。

2.5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撕裂度的变化

参照国标裁切纸样，每个时间段平行测定4次，记

录撕裂度平均值，具体结果见表3。

从表3可见，ABCDE五组在浸泡

处理后，与空白组比，撕裂度均有小幅

度提高；各组纸张随老化时间的延长（3

天、12天），撕裂度呈逐步降低趋势。

2 . 6 全氟庚烷浸泡老化前后纸张颜

色的变化

经过0.5 h浸泡，而且全氟庚烷

因为表面张力较低而具有极好的渗透

性，所以考察纸张颜色变化尤为重要。

采用DR K白度仪记录不同时刻

处理前后的L、a、b值，并采用公式

∆E=[(∆L *)2+(∆a *)2+(∆b *)2]1/2

∆E值越大，则表明由全氟庚烷浸

泡引起的颜色变化越明显。所有的色

差及记录值记入表4。

一般而言，∆E≤1.5时，认为

0

3

12

表1  浸泡老化前后纸张冷抽提pH值变化

3.94

4.38

3.93

A-JPA-KB

3.72

4.06

4.03

B-KB

3.89

4.41

4.29

B-JP

4.10

4.58

4.11

C-KB

4.85

4.29

4.24

C-JP

4.32

4.56

4.05

D-KB

6.61

6.45

6.06

D-JP

5.83

6.13

5.71

E-KB

5.39

5.56

5.43

E-JP

5.12

5.36

5.34

老化
天数

0

3

12

表2  浸泡及老化前后纸张碱储量变化(单位：mol.kg-1)

-0.049

-0.075

0.003

A-JPA-KB

-0.076

-0.070

-0.078

-0.041

-0.044

-0.009

B-KB

-0.021

-0.011

-0.057

B-JP

-0.028

-0.043

-0.078

C-KB

-0.020

-0.069

-0.067

C-JP

0.125

0.192

0.182

D-KB

0.110

0.145

0.195

D-JP

-0.057

0.031

0.032

E-KB

-0.059

0.068

0.050

E-JP
老化
天数

0

3

12

表3  浸泡及老化前后纸张撕裂度变化

198

160

153

A-JPA-KB

160

153

145

160

160

183

B-KB

236

175

137

B-JP

229

221

206

C-KB

244

221

221

C-JP

214

191

160

D-KB

244

191

145

D-JP

229

175

137

E-KB

259

191

183

E-JP老化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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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无变化，1.5<∆E≤3.0时，颜色很轻微变化，

3.0<∆E≤6.0时，颜色轻微变化。

由表4可见，ABCDE五组色差值∆E均在6.0以内，

由全氟庚烷浸泡导致纸张的颜色变化很小。

3  结论

全氟庚烷的惰性好、密度高、黏度低、表面能低，而

且具有不易燃、无腐蚀性等特性均已被证实，通过系列实

验证明其在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全氟庚烷对纸张的酸度情况（pH值和碱储量）影响

很小，对纸张的机械性能、颜色变化、修复难易程度方面

影响甚微，可将其应用在纸质文献脱酸工作中。

参考文献

图2  浸泡及老化前后纸张抗张强度变化 图3  浸泡及老化前后纸张耐折度变化

表4  浸泡及老化前后纸张色差

*注：其中，组内色差（∆E1）为该组T时刻与0时刻相比较的色差，组间色差（∆E2）是T时刻，空白组和浸泡组的颜色差异。

A-KB

B-KB

C-KB

D-KB

E-KB

0

3

12

0

3

12

0

3

12

0

3

12

0

3

12

a

3.86

5.37

5.22

3.16

2.68

4.20

2.88

5.11

1.10

1.60

2.14

3.88

1.10

2.08

1.67

A-JP

B-JP

C-JP

D-JP

E-JP

64.92

64.70

62.54

70.27

69.74

68.23

68.77

65.81

65.22

71.37

70.69

70.29

72.53

70.15

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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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0

69.50

68.51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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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9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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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2

72.18

69.47

a

3.98

5.10

8.43

3.07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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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5.00

5.57

5.54

3.85

0.51

0.09

3.95

3.59

b

17.11

14.90

16.27

15.19

14.49

15.37

14.47

14.47

15.19

12.46

11.68

11.17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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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b

16.73

15.88

15.20

14.31

14.59

15.17

13.24

13.92

15.42

11.92

10.77

12.62

10.32

11.36

11.75

-

1.42

5.27

0.98

2.91

3.56

4.82

-

2.15

5.19

-

4.65

4.20

∆E1

0.54

1.51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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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49

1.28

0.81

4.63

4.03

2.28

4.10

1.20

3.05

2.38

∆E 2∆E1

-

2.85

1.66

-

0.88

1.11

-

3.97

2.84

-

1.54

3.45

-

1.44

3.4

老化天数 空白组 浸泡组

[收稿日期:2022-04-26(修改稿)]

研究开发·
R & D

32
第43卷第18期 2022年9月



果胶酶对剩余污泥脱水性能的影响
⊙ 宋刚1  罗清2* 

（1.宁夏兄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夏吴忠 751102；2.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

Effect of Pectinase on Dewatering Performance of Excess Sludge 
in Chemical Pulp Wastewater Treatment
⊙ Song Gang1, Luo Qing2* 
(1.Ningxia Brothers Packaging Materials Co., Ltd., Wuzhong 751102, Ningxia, China; 2.College of Bioresources 
Chemical & Materials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Shaan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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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刚 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工程师；从事造纸工艺

及生产管理工作。

摘 要：研究了果胶酶在改善污泥脱水性能方面的效果，

以污泥比阻（SRF）和毛细吸水时间（CST）来评价污泥的脱

水性能。结果表明：果胶酶处理剩余污泥可有效降低SRF和

CST。在果胶酶用量为2.4 U.g-1、p H为4.5、温度为50 ℃、反应

时间75 m i n的条件下，SRF和CST分别由37.4×1012 m.k g-1降至

20.5×1012 m.kg-1，24.2 s降至13.0 s。红外光谱分析表明，处理

后的污泥化学性质发生改变。果胶酶通过降解污泥中化学组

分，来改善污泥的脱水性能。

关键词：果胶酶；剩余污泥；污泥比阻；毛细吸水时间

Abstract: The effect of pectinase on improving dewatering per-
formance of sludge was studied. The sludge specific resistance 
(SRF) and capillary suction time (CS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ludge dewatering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ctinase 
treatment of residual sludg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RF and CST. 
At a pectinase dosage of 2.4 U·g-1, pH of 4.5, temperature of 50℃ 

and reaction time of 75 min, SRF and CST decreased from 37.4 
× 1012 m·kg-1 to 20.5 × 1012 m·kg-1 and 24.2 s to 13.0 s.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reated sludge were altered. Pectinase improves the dewatering 
performance of the sludge by degrading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in the sludge.
Key words: pectinase; excess sludge; specif ic resistance to 
filtration; capillary suc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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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经计算可得污泥的比阻值[10-11]。

R = ( 2b P A 2)/μC             (1 )

式中，b—斜率，t/V～V直线斜率；

A—面积，m2；

C—单位体积滤液所得滤饼干重，kg.m-3；

P—过滤压力，N.m-2；

μ—滤液黏度，N.s.m-2。

1.4.2 毛细吸水时间（CST）的测定

污泥脱水时，滤液滤出过程所需的时间即为毛细

吸水时间，通过CST测定仪（TR04-304M）进行测定。

随着我国工业智能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造纸工业

的CODCr排放量在2011～2019年从74.2万t下降到9.5万

t[1-3]。CODCr处理量增加，剩余污泥产量随之增多，其处

置费用约占水处理费用的50%以上，成为困扰造纸企业

经营的难题[4]。剩余污泥絮体是由少量纤维、大分子有

毒有机污染物、细菌、真菌等微生物胶结而成。污泥含

水率高（通常＞99.5%），结构松散、比表面积与孔隙率

极高[5]；平均粒径在100～500 μm之间，脱水性差[6-7]。

因此，剩余污泥脱水时尽可能提高机械方法脱水效率，

降低其含水率，是经济利用或处理剩余污泥的关键步

骤。过滤是剩余污泥脱水的主要方法，SRF和CST是影

响污泥含水率和脱水时间的主要因素[8-9]。

本文以剩余污泥快速脱水为目标，利用果胶酶对其

进行处理，并通过实验探究最佳工艺条件。以污泥比阻

（SRF）、毛细吸水时间（CST）为评价手段，探究果胶

酶用量、pH、温度、反应时间对污泥脱水性能的影响。

1  实验

1.1 原料与试剂

原料：剩余污泥取自陕西关中某造纸厂生化处理

后排出的污泥。污泥性质如表1所示。

试剂：果胶酶，购自苏柯汉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粉末状，酶活力为

30,000 U.g-1，适宜pH为3.5～5.5，适

宜温度为35～55 ℃。

1.2 仪器

水浴恒温振荡器（SHA-C），pH

计（FE-28），CST测定仪（304 M）。

1.3 方法

取一定量剩余污泥置于锥形瓶

中，加入果胶酶，置于水浴恒温振荡

器中反应，一段时间后对处理后的污

泥取样分析。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污泥比阻（SRF）的测定

将100 mL样品倒入漏斗中，抽滤。

记录时间t和对应时刻的滤液量V，以及

滤液总体积，在105 ℃下将泥饼烘干并

表1  剩余污泥的性能参数

初始含水率/

%

99.80

污泥比阻/

×1012 m.kg-1

37.4

pH

7.35 24.2

毛细吸水时间/

s

表2  因素水平表

因素

水平

1

2

3

pH值

B

3.5

4.5

5.5

果胶糖酶用量/

U.g-1 A

1.8

2.4

3.0

40

50

60

温度/

℃ C

45

75

90

反应时间

/min D

表3  实验方案及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K1平均/1012 m.kg-1

K 2平均/1012 m.kg-1

K 3平均/1012 m.kg-1

R 1/%

K1′平均/s

K 2′平均/s

K 3′平均/s

R1′/s

26.1

23.4

24.5

24.9

24.7

25.8

24.3

22.8

23.4

SRF/

×1012 m.kg-1

21.8

18.9

19.2

17.8

16.6

18.1

17.4

18.3

17.9

CST/

s

*注：R为SRF的极差，R′为CST的极差。

影响因子

45

75

90

90

45

75

75

90

45

24.73

24.50

24.07

0.67

18.77

18.13

18.43

0.64

DC

40

50

60

50

60

40

60

40

50

24.90

23.90

24.50

1.00

19.40

18.20

17.73

1.67

B

3.5

4.5

5.5

3.5

4.5

5.5

3.5

4.5

5.5

25.10

23.63

24.57

1.47

19.00

17.93

18.40

1.07

A

1.8

1.8

1.8

2.4

2.4

2.4

3.0

3.0

3.0

24.67

25.13

23.50

1.63

19.97

17.50

17.8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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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果胶酶处理剩余

污泥的最佳工艺条件。

2.2 各因素对污泥脱水性能的影响

2.2.1 果胶酶用量的影响

调节pH为4.5、60 ℃下反应1 h后脱水，并记录相

关数据，结果如图1。由图1可知，随着果胶酶用量增加，

SRF呈现先减少后略有增加的变化趋势。当果胶酶用量

为2.4 U.g-1时，SRF达到最小值20.8×1012 m.kg-1，污泥

的脱水性能得到改善。当果胶酶用量＞2.4 U.g-1时，SRF

随着酶用量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导致污泥脱水性能变差。

剩余污泥CST为21.7 s，CST＞20 s的污泥是不适宜机械

脱水的。当果胶酶用量＜2.4 U.g-1时，污泥的CST随着酶

用量的增加而降低；当果胶酶用量＞2.4 U.g-1时，污泥的

CST随着酶用量的增加而延长；当果胶酶用量为2.4 U.

g-1时，CST为最小值13.2 s。因此，果胶酶改善污泥脱水

性能的最佳用量为2.4 U.g-1。

2.2.2 体系pH值的影响

取果胶酶2.4 U.g-1于100 mL污泥样品中，反应1 h

后脱水，并记录相关数据，结果如图2。由图2可知，当pH

由2.5增大至4.5时，部分果胶酶参与污泥中某些物质的

降解，SRF和CST均先呈现下降趋势。当pH为4.5时，

SRF和CST分别为最小值20.8×1012 m.kg-1和13.2 s。

当pH＞4.5时，SRF和CST随着pH的升高不断增加。

此时果胶酶可能失活，导致其作用减小。本实验中选择

pH在4.5时为果胶酶处理污泥的最佳条件。

2.2.3 反应温度的影响

取果胶酶2.4 U.g-1于100 m L污泥样品中，调节

pH为4.5，反应1 h后脱水。结果如图3。

温度对于果胶酶处理污泥后的脱水性能有一定的

影响，温度较高或较低都有可能导致果胶酶失活。由图

3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酶处理后试样的SRF和CST

先出现较显著的下降趋势，当下降到最小值后，SRF和

CST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当温度为50 ℃时，SRF和

CST值最小，分别为20.5×1012 m.k g-1和13.0 s，结果

表明该温度下果胶酶的活性最高。因此反应温度应控

制在50 ℃左右。

2.2.4 反应时间的影响

取果胶酶2.4 U.g-1于100 mL污泥样品中，调节pH

2  结果与讨论

2.1 果胶酶处理剩余污泥的正交实验

以SRF和CST为评价手段。设计L9(3
4)实验表（见

表2）。探究果胶酶用量（A）、pH（B）、温度（C）和反

应时间（D）等因素对果胶酶处理对剩余污泥脱水性能

的影响，极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1）影响S R F的各因素主次顺序：

A＞B＞C＞D；较佳的反应条件为酶用量3.0 U.g-1、

pH4.5、温度40 ℃、反应时间90 min。（2）影响CST的

各因素主次顺序：A＞C＞B＞D，较佳的反应条件为酶

用量2.4 U.g-1、pH4.5、温度60 ℃、反应时间45 min。

由于各因素对污泥脱水性能影响的显著性差异较小，

图2  pH对SRF和CST的影响

图3  温度对SRF和CST的影响

图1  果胶酶用量对SRF和CST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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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5，50 ℃下反应，然后脱水，结果如图4。由图4可知，

随着反应时间增加，SR F和C S T先下降后趋于平稳趋

势，当反应时间小于75 m i n时，SRF和CST下降较为显

著；当反应时间大于75 min时，二者的下降趋势不显著。

说明反应时间不宜过长，否则果胶酶对于污泥脱水性能

的改善效率明显降低[13]。因此，反应时间为75 min。

综上所述，果胶酶改善剩余污泥脱水性能的最佳

工艺条件：果胶酶用量为2.4 U.g-1、pH为4.5、温度为

50 ℃和反应时间为75 min。

2.3 红外光谱分析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对脱水后的污泥进行红外

分析，结果如图5。由图5可知，经果胶酶处理后，剩

余污泥的红外谱图发生明显的变化，在1432 c m-1和

1030 c m-1出现新的吸收峰，分别为羧酸和多聚糖[14]。

表明经过果胶酶处理后，污泥中有机物的化学组分和

基团发生改变，污泥的絮体结构难以保持，使得其脱水

性能得到改善。

3  结论

(1）采用果胶酶处理剩余污泥时，影响SRF的各因

素主次顺序为：酶用量＞pH＞温度＞反应时间；影响CST

的各因素主次顺序为：酶用量＞温度＞pH＞反应时间。

图5  果胶酶处理剩余污泥的红外光谱

图4  反应时间对SRF和CST的影响

(2）果胶酶处理剩余泥的最佳工艺条件：酶用量

2.4 U.g-1、pH为4.5、温度为50 ℃、反应时间75 min，

污泥比阻和毛细吸水时间分别由37.4×1012 m.k g-1降

至20.5×1012 m.kg-1，24.2 s降至13.0 s。

(3）利用红外光谱分析可知，经过果胶酶处理后，在

1432 cm-1和1030 cm-1出现新的吸收峰，分别为羧酸和多

聚糖。污泥中有机物的化学组分和基团发生改变，污泥的

絮体结构改变，其脱水性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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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储浆塔是制浆造纸工厂常用的非标设备，对储浆塔

设计、制安关键要素掌控程度决定了储浆塔的质量。本文以容

积1500 m3储浆塔为例，依据多年储浆塔设计、制安经验，解析

其设计、制安关键要素，并就储浆塔采用不锈钢复合板和碳钢

内衬不锈钢板两种不同材料的制安形式的关键要素对比，分

析其优劣势，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技术借鉴。

关键词：储浆塔；过渡层焊接；衬里层焊接；变径；转角；开

孔灌浆；开孔补强；保温工程

Abstract: Pulp storage tower is a common non-standard pulp 
storage equipment in pulp and paper mills. The control degree of 
the key factors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tower deter-
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project. Taking 1500 m3 storage 
tower as an example, based on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the key 
factors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torage tower were analyzed, 
the comparison of key elements between storage tower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plastic composite panel and carbon steel lined stain-
less steel plate was made, in whic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were analyzed. It can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to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pulp storage tower; interlayer welding; lining welding; 
turning angle; hole grouting; hole reinforcement; thermal insul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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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浆塔是制浆造纸厂常用非标设备，几乎所有零

部件都需现场制造安装，其设计、制安技术和质量控制

难度远远大于标准设备。

参与储浆塔设计、制安的甲方、设计院和施工单位

必须通力协作、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的好坏决定了储浆

塔质量。而甲方作为项目直接受益者，是三方合作的领

头羊，甲方对储浆塔设计、制安关键要素掌控程度是决

定储浆塔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

储浆塔一般采用上大下小的结构形式，1500 m3

储浆塔设计高23 m，上部直径φ10.5 m，下部直径

φ6.7 m，其防腐最常用的是采用不锈钢复合板或碳钢

内衬不锈钢板两种手段。储浆塔结构形式见图1。

1  储浆塔设计、制造安装技术特性

1.1 储浆塔设计通用技术规范

(1）储浆塔按J B/T 4735-97《钢制焊接常压容

器》及GB 50128-2015《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

表1  技术特性

工 规 范 》等 标

准进行制造、检

验、验收。 

(2）储浆塔

直 线 度 允 差 为

2/1000塔高，最

大直线度允差为

20 m m；塔体安

装垂直度允差为

1/1000塔高，且

不超过30 mm。

(3）储浆塔

所有A、B类焊

缝均 按N B/ T 

47013-2015《承

压设备无损检测》的规定进行射线探伤，探伤长度不得

少于各条焊缝长度的10%，以Ⅲ级为合格；其余的焊缝

应进行渗透检测及外观检查，不得有

明显的表面缺陷存在；100%射线探伤

焊缝，以Ⅱ级为合格。                      

(4）储浆塔开孔补强的要求：小

于DN150的接管开孔不补强；DN150

～D N2 5 0的接管开孔补强圈宽度

为100 m m，厚度为6 m m；DN300

～D N4 0 0的接管开孔补强圈宽度

为150 m m，厚度为8 m m；人孔及

DN500～DN1000的接管开孔补强圈

宽度为200 mm，厚度为10 mm。

(5）储浆塔的裙座螺栓采用HG/

T 21545-2006标准的地脚螺栓，地

脚螺栓通过模板定位，通过二次灌浆

与基础联接。塔类的其他附件（地脚

螺栓、钢梯、护栏、避雷线等）参考有

关标准执行。

(6）技术特性和设计、制造、验收

要求见表1。

(7）储浆塔竣工后，应进行全面

的检查和验收，且提供表2所示的技

术文件。

图1  1500m3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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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焊缝无损检测安全要点

(1）从事射线检测人员必须经过防护培训，并取得

卫生防疫部门颁发的《放射工作人员》证。

(2）射线检测前，必须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通知

射线探伤时间及安全辐射范围。  

(3）检测前，必须划定警戒区域，悬挂警告标志，

组织监护人员并确认警戒区内无其他人员后才可开机作

业。

(4）射线检测人员应尽量利用现场建筑物屏蔽射

线，使所受的辐射剂量尽可能达到最小，关键部位可设

置铅板隔断防护。 

1.3 储浆塔顶稳定性检测要点

固定顶的严密性和强度检测试验应在储浆塔内充

水高度大于1 m，试验正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1倍，在储

浆塔内空间空气达到试验正压后，在储浆塔顶焊缝表

面涂肥皂水，未发现气泡、储浆塔顶无异常变形、焊缝

无泄漏为合格。

储浆塔制造完毕后应进行充水试验（且在压力试

验中计入充水高度），试验合格后，在所有开口封闭情

况下放水，当储浆塔内空间压力达到设计规定的负压

（-600 Pa）试验时，再向储浆塔内充水，使储浆塔内空

间恢复常压，此时检验储浆塔顶无残余变形和其他异

常现象，则储浆塔顶的稳定性试验合格。

1.4 储浆塔防腐及保温工程要点

防腐工程：碳钢材料制作完成后必须作防腐处

理，方法是对碳钢材料与空气接触部分除锈，然后喷

涂底漆厚60 μm，喷涂中间漆厚130 μm，喷涂面漆

40 μm，面漆颜色按企业习惯执行。

保温工程：当保温圈与储浆塔体上的附件（如接

管、人孔等）相碰时，应将保温圈移开或断开。在设备外

壁上焊接保温钉、外护的板支撑件保温圈，所有焊点全

部涂防腐油漆。

保温岩棉板铺设时同层错缝，内外层压缝，其搭接

长度大于50 mm。岩棉板铺完后用镀锌钢丝捆扎时，间

距小于300 mm，每块岩棉板至少二道捆扎。

外护镀铝锌彩钢板必须压成840型瓦楞板，以增加

彩钢板的强度，每个棱角两边固定用的自攻螺丝须用油

漆涂刷防锈。板缝、管缝之间所有接缝用玻璃胶密封，

特殊的地方用保温砂浆抹平用以防水，外部用与彩钢板

颜色相同的专用油漆涂刷。

1.5 储浆塔底部部件关联要点

储浆塔一般采用分段拼接方式制安，分段拼接分

二种方式：顺装法和倒装法。无论采用顺装法或倒装法

制作储浆塔，都必须先完成裙座、底板和第一节筒体的

拼接后才能实施下一步工程。其底部部件制安质量的好

坏直接影响储浆塔使用性能。

斜底弓形板尺寸精度：关联推进器在储浆塔内的

水力作用效果，直接影响浆料在储浆塔内混合均匀性。

支撑槽钢与预埋板、斜底的焊接强度：关联储浆塔轴

向静载荷的分布，并直接决定塔底基础二次灌浆成败。

筒体与裙座制安强度和精度：关联整个储浆塔的

直线度、垂直度和圆度的制安精度，筒体与裙座连接强

度直接决定了储浆塔塔体承受交变载荷、弯矩的能力。

2  储浆塔设计、制安关键要素

2.1 储浆塔工况及载荷分析

1500 m3储浆塔一般采用上大下小、斜底的结构

形式，设计高度23 m，变径系数约1.5，静载荷1600 t左

右。为保证浆料在储浆塔内不沉积且混合均匀，储浆塔

一般采用斜底配置较大功率的推进器来实现浆料在储

浆塔内的水力作用。由于推进器的水力作用，储浆塔的

底部和锥形过渡段将承受较大的交变载荷。

储浆塔属常压设备，内、外压应力对其影响较小，

可忽略不计。储浆塔塔体主要承受交变载荷、弯矩（风

载、偏心载荷、管道推力等）和轴向静载荷的联合作用。

弯矩使塔体一侧产生轴向拉应力，另一侧产生轴向压

应力，静载荷使塔体产生轴向压应力。由于交变载荷、

弯矩、静载荷随储浆塔工况而变化，组合应力也随之变

表2  竣工验收提供的技术文件目录

储浆塔交工验收证明书

材质证明书

焊缝射线探伤报告

储浆塔罐体组装检查记录

储浆塔总体试验记录

焊缝返修记录

储浆塔基础检查记录

储浆塔基础沉降观测记录

竣工图、设计变更、工程联络单

技术文件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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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储浆塔的强度和稳定性是结构设计的重点，

也是设备运行时的薄弱环节。

2.2 储浆塔设计、制安技术优化方案

针对储浆塔的特殊工况，依据多年储浆塔设计、制安

经验，整理储浆塔关键部位设计和制安优化技术方案：

2.2.1 塔体补强设计

如图2，储浆塔裙座作为塔体全部重量的支撑件，

采用宽400 mm×厚40 mm的环形碳钢板（件1）制作，

有效保证裙座强度和刚性。地脚螺栓通过箱式结构的

裙角与基础承台连接，保证塔底（固定端）具有足够的

强度和抗弯矩性能。

在储浆塔锥形过渡段与下部筒体连接处外侧设计

宽500 mm×厚20 mm环形碳钢板（件3）加强板，保证

锥形过渡段与下部筒体连接处具有足够的强度。

在储 浆 塔底 板与下 部筒体连 接 处则设 计宽

200 mm×厚6 mm环形不锈钢板（件2）防污板，既保证

储浆塔底部流道的平稳，又加强底板与下部筒体连接

处的强度。

2.2.2 冲刷区域补强

在储浆塔塔体上补焊一块耐磨钢板，其位置在顶

部进浆口所正对的冲刷区域。耐磨钢板加强塔体局部强

度，保护槽体不锈钢防腐层，满足储浆塔的特殊工况要

求，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2.2.3 转角补强

受水力交变载荷的影响，储浆塔底部筒体内壁和

内锥形段焊接处的不锈钢防腐层是最容易剥离脱落的

图2  底部和外转角加强    图3  内转角加强板铺贴

部位，也是储浆塔故障率最高的地方，解决方案是在

设计和制安时在储浆塔变径转角处加贴不锈钢板加强

（图3）。但转角加贴不锈钢板折弯比较困难，实践证明

采用500 mm×300 mm×2 mm规格的不锈钢板折弯和

施工都比较方便合理，依据贴板焊接情况合理增加塞焊

加固。

2.2.4 二次灌浆优化

储浆塔塔底基础二次灌浆一般在斜底以下的筒体

上开设直径150 mm的圆孔，利用泵车浇灌，灌浆完成后

检查灌浆质量合格再补焊好开孔。灌浆速度、底板排气

孔的开孔方位、大小和数量是灌浆成败的关键。如果配

置不当，常常因为排气不畅造成底板脱焊，只能割开底

板，挖出灌浆料重新制安，严重影响成本和工程进度。

1500 m3储浆塔基础二次灌浆量约25 m3（灌浆

料均价1.320万元/m3），仅灌浆料材料费约33万元。为

降低项目制安成本，经过多次实践，独创70%的混凝土

（灌浆料均价0.072万元/m3）+30%的灌浆料的技术方

案进行储浆塔基础二次灌浆，其灌浆效果完全满足设

计、使用要求，并节约资金21.84万元。

实践证明，储浆塔塔底基础灌浆采用分层开孔分

段灌浆的技术方案是合理、有效的。

在储浆塔斜底中心部位开直径φ300 m m的排气

孔，利用泵车先灌混凝土，待混凝土初凝后再灌注灌浆

料，完成第一层灌浆。灌浆速度控制在0.5 m3/m i n左

右，检查灌浆质量合格后再补焊好开孔。

在储浆塔斜底最高点部位开直径φ200 mm的排气

孔，利用泵车先灌混凝土，待混凝土初凝后再灌注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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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完成第二层灌浆。灌浆速度控制在1.2 m3/m i n左

右，检查灌浆质量合格后再补焊开孔。

2.2.5 基础沉降监测

(1）在注水之前，在储浆塔底部基础上设置至少4

个基础沉降观测点。

(2）在以下时间进行基础沉降情况观测并记录：

不同水位基础沉降：水位达到最大水位的1/4；水

位达到最大水位的1/2；水位达到最大水位的3/4；最

高水位；保持最高水位48 h（48 h内每8 h观测记录一

次）；罐内水全部放空后。

(3）观测到数值较大的基础沉降时，应停止灌水。

同时与设计部门和施工部门联系。查明原因并采取措

施，得到设计部门同意后，方可继续注水。

(4）整个基础的不均匀沉降量不得大于25 m m。

在10 m弧长范围内，任意两点之间的沉降差不得超过

13 mm，整个罐体周边任意两点之间的沉降差不得大于

25 mm。

3  不同材料的储浆塔技术特性

3.1 内衬不锈钢板储浆塔

3.1.1 技术标准

不锈钢衬里按JB/TQ 267-81《铬镍奥氏体不锈

钢塞焊衬里设备技术条件》进行制造、检验、验收。

3.1.2 贴板规格及开孔

底部筒体和锥形段，用1000 mm×300 mm×2 mm

不锈钢板衬里，上部筒体采用1000 mm×500 mm×2 mm，

在变径转角处可另贴不锈钢钢板加强，根据内衬情况可

采用塞焊加固。设备制造完后，不锈钢衬里应做致密性检

验，留检查孔，检查孔开设和焊接要求，见图4。

3.1.3 焊接要求

内衬不锈钢板要求与固定板贴实，采用手工钨极

氩弧焊进行焊接，内衬板、固定板与内衬板三者应先点

焊、定位后满焊，焊缝无气孔、夹渣、裂纹等缺陷。

3.1.4 焊接质量

不锈钢衬里要求表面平整、无明显凹凸现象；组装

整齐、牢固；氩弧焊连接可靠，无虚焊、夹渣、毛刺焊瘤

等缺陷；垂直度和水平度控制在3/1000之内；整体密封

性达到闭水试验的要求。

3.1.5 不锈钢衬里焊接质量检测

不锈钢衬里焊接质量检测是通过衬里气密性检测

来实现的。在储浆塔内衬不锈钢板时，先将衬里层进

行分区，浆塔圆周方向上每90 °为一个分区，分区高度

1500～2500 mm，衬里分区及检查孔做法见图5。在每

个分区的底部设置衬里检查孔，检查孔位置施工时根据

现场情况定。

衬里气密性检测一般采用压缩空气法，即往衬里

和碳钢外壳之间通入压力0.05～0.10 M P a的压缩空

气，在焊缝上涂肥皂水检查焊缝的渗漏，便可迅速查出

焊接缺陷的区域。

3.2 不锈钢复合板储浆塔

3.2.1 技术标准

按GB/T 8165-2008《不锈钢复合钢板和钢带标

准》和工厂标准《不锈钢复合板的焊接工艺规程》进行

制造、检验、验收。 

3.2.2 下料

不锈钢复合钢板的切割以及坡口加工尽量采用机

械加工方法，切割面应光滑，采用剪床切割时，复层应

朝上。也可以采用等离子切割，切割时复层朝上，严禁

图5  衬里展开后同一区间焊接及检查孔分区图4  衬里层焊接及检查孔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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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切割的熔渣落在复层上。

3.2.3 焊接方法

基层的焊接推荐采用手工电弧焊、埋弧焊及二氧化

碳气体保护焊。复层和过渡层的焊接，采用钨极氩弧焊

和手工电弧焊。

3.2.4 焊接控制

焊接宜先焊基层，再焊过渡层，最后焊复层。当条

件受到限制时，也可先焊复层，再焊过渡层和基层。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复合板厚度小于10 mm，基层的焊接

可直接选用与过渡层相同的焊接材料，如果复合板厚度

大于10 mm，这时可适当加大过渡层的焊接厚度（过渡

层的焊接厚度应大于或等于5 mm）。最后碳钢或低合

金焊接基层。

焊接时，基层熔焊金属不得超过距交界面1～

1.5 mm处，过渡层的熔焊金属必须完全盖满碳钢层并

超过交界面1～1.5 mm。过渡层要采用小规范直道多道

焊，复层要采用小直径焊条多道焊，并尽量控制焊缝余

高不得超过1.8 mm。

4  不同材料的储浆塔制安和投资对比

储浆塔一般采用不锈钢复合板和碳钢内衬不锈钢

表3  不同材料的储浆塔制安和投资对比

不锈钢复合板

内衬不锈钢板

施工

要求

精细

一般

施工

周期

91天

86天

环境

要求

较高

一般

检验

检测

简单

复杂

好

满足使用要求

使用

效果

[收稿日期:2022-04-25(修改稿)]

板两种不同材料的制安，由于不锈钢复合板材料价格较

高，且施工难度大，因此不锈钢复合板储浆塔较碳钢内

衬不锈钢板储浆塔投资成本高约18%。碳钢内衬不锈钢

板先做碳钢壳体，再贴板，不锈钢复合板是碳钢和不锈

钢同时施工。因此，施工周期、环境要求和使用效果都

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见表3）。

5  结束语

储浆塔是制浆造纸企业最有代表性的非标设备，

也是非标设备制安中“五大控制”难度较大的项目。储

浆塔设计、材料选用和制作工艺等都需甲方、设计院和

施工单位相互协作，在满足工艺需求的前提下，根据项

目特性不断完善优化技术方案，实现技术方案性价比最

优，有效避免过度建设。

研发创新

欧盟投资18亿欧元鼓励欧洲清洁技术创新研发

本刊讯（EU 消息) 7月21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欧盟创新基金的第三轮奖励（超过18亿欧元）用于17个大型创

新清洁技术项目，帮助将突破性清洁技术推向能源密集型行业，包括水泥、化工、水电、造纸（生物质精炼）等。选定

的17个项目位于保加利亚、芬兰、法国、德国、冰岛、荷兰、挪威、波兰和瑞典。

这17个项目是在大型项目征集下选中的。项目征集过程中，由独立专家根据其与传统技术相比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能力和超越最先进技术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估，然后再进行研发部署。其他选择标准包括项目的可扩展性和成本

效益潜力等。

选定的项目涵盖有助于欧盟脱碳实践的广泛领域，例如绿色能源、光伏发电、先进的生物燃料等，预计这些领

域在开始投资运营的前10年有可能帮助欧洲国家减少1.36亿t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此外，欧洲投资银行将预选多达20个有前景但尚未足够成熟的项目进行项目开发援助，这些项目将于2022年第

四季度公布。

目前，在已公布的17个创新清洁技术资助项目中，有两项与林纸行业有关：首先，在挪威，将建造和运营世界首

个商业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设施，将把林纸行业废弃物转化为先进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和生物炭；其次，瑞典的一个

项目将使用在热电联产(CHP)工厂捕获的二氧化碳，建造一个用于生产合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大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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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特种纸机搬迁改造的工程设计
⊙ 曹益民（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长沙 410114）

Engineering Design of Relo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Specialty Paper Machine
⊙ Cao Yimin (China CEC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angsha 410114,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8-0043-03

摘 要：为整合资源、产业转型升级，国内某造纸公司

将原有老旧纸机进行搬迁改造，以商品浆板及机械浆

为原料，生产离型原纸、工业衬纸、挂面纸等特种纸。从

设备布置、工艺流程，特别是水系统的优化等方面介绍

特种纸机搬迁改造的工程设计，总结了工程设计过程中

的优化措施以及注意事项。

关键词：特种纸；搬迁改造；工程设计

Abstrac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industr 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lo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 old paper machine is carried out by a paper mill in 
China. With commercial pulp board and mechanical pulp 
as raw materials, specialty paper such as release base 
paper, industrial linen, liner paper are produc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gineering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equipment layout, process, especially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ater system.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design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specialty paper; relo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ngineering design

在搬迁改造的工程设计中，为整合资源、优化升

级，将原有两台分别布置于独立厂房的5#、6#长网特种

纸机，进行整体搬迁升级改造[1]，集中布置于同一厂房

内，使整体的布置更加紧凑、合理，同时进一步整合生

产和管理。该生产线以商品浆板以及机械浆为原料，

生产离型原纸、工业衬纸、挂面纸等特种纸[2]，工艺成

品及质量要求均较高，从原料配比、设备选择、工艺

流程及工艺参数的确定，均要求达到国内外同行业的

先进水平。根据业主对纸机改造的期望，5#纸机，幅

宽2,362 mm，设计车速300 m/m i n，定量35 g/m2，

年产特种纸1万t；6#纸机，幅宽2,880 m m，设计车速

400 m/m i n，定量40 g/m2，年产特种纸1.6万t。根据

新的产能要求，对生产系统进行浆水平衡计算。备浆、

匀整及流送、损纸、真空、辅料及化学品等系统均做调

整优化，清水、蒸汽冷凝水以及纸机通风系统均重新优

化设计。根据生产要求，DCS、MCS系统均重新进行设

计优化。根据原纸机的生产实际情况及改造目标，进行

综合评估和升级，改造后各系统得到进一步优化，自动

化程度更高，整体布置更加合理，生产更加灵活、更加

节能、更加利于生产管理[3]。

1  工艺流程

1.1 混合浆料制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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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以商品浆板为主，机械浆为辅，漂白针叶浆

(N BK P)、漂白阔叶浆(L BK P)、机械浆(A PM P)的详

细配比，视产品需求做相应调整和变化。商品浆板经

15 m3水力碎浆机碎浆后，通过泵送往卸料浆池，在高

浓除渣器除渣、锥形磨浆机打浆后送至网前匀整系统调

浆池。打浆过程中，纤维直径变小，表面张力及接触面

积均会有所增加，纤维变得柔软可塑。

1.2 网前匀整及流送系统

成浆及损纸浆混合后，经白水调浓后送往过渡浆

池和抄前浆池，在匀整磨的作用下，解决纤维相互缠

绕、形成一定抗剪切强度絮状团块以及氢键的问题，保

证纤维的分散状态。匀整后送往稳浆箱，经冲浆泵稀

释并添加染料，在除砂器进一步进行除砂，经压力筛筛

选后上浆。生产过程中，要求保证上浆流量和浓度的稳

定。

1.3 损纸系统

切纸机、复卷机处的纸边，通过风机送至损纸碎

浆机，加入一定量的白水，混合碎浆后送至干损池，经

调浓后进行疏解，伏损浆和疏解浆在湿损池混合后送

往调浆池进行配浆。

1.4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采用透平真空设备，可以节能节水，同

时可以把产生的余热蒸汽送回纸机热回收系统循环利

用。

1.5 蒸汽冷凝水系统

纸机烘缸数为1#、2#扬克缸+8个烘缸，仍采用热

泵系统，更灵活地调节烘干曲线。同时，染料等化学品

系统的稀释采用冷凝水，减少清水以及蒸汽的消耗。蒸

汽供暖通系统蒸汽加热器使用后，冷凝水循环利用，提

高使用效率。

1.6 胶料制备及上料系统

淀粉在表面施胶罐中均匀溶解后，泵送至熬胶锅，

按一定配比添加聚乙烯醇以及表面施胶剂进行熬胶，

熬胶结束保温一定时间后，卸料至贮存罐，通过泵送至

跳筛后，供表面施胶机使用。

1.7 化学品系统

消泡剂、杀菌剂、硫酸铝、AKD、PAM、液钙、阳

离子淀粉等化学品系统基本沿用原设计，对工艺系统中

化学品的加入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杀菌剂在调浆池和

机外白水槽顶部加入；消泡剂的加入点设置在机外白水

槽顶部；AKD和PAM分别在进压力筛的浆管上加入；

染料加入点设置在冲浆泵入口管线上；液钙和高岭土的

加入点设置在冲浆泵后、一段除砂器前。以上化学品的

加入量均根据产品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输送设备一

般采用螺杆泵。

1.8 公用工程系统及其优化

在该工程的升级改造中，水系统的优化设计是难

点，也是亮点。为优化布局及节约资源，改造后的5#、

6#纸机系统，共用一套清水、密封水、冷却水以及压缩

空气系统。清水自系统管廊上的清水管网来，分别经过

50 μm和30 μm过滤器之后，通过泵依次送至叠片过

滤器、精密过滤器、反渗透过滤系统进一步过滤后，进

入纯水池储存备用。各冷却系统用水使用精密过滤器后

的清水。叠片过滤器和反渗透过滤器底部的浓水经收

集外送。两台纸机共用一套压缩空气系统。污水经收集

后泵送至污水处理厂。

采用纯水的系统包含以下部分：5#纸机系统中伏

损池、稀白水池、打浆白水池、机外白水槽、损纸碎浆

机、木浆碎浆机的补水以及高压洗涤系统的用水；化学

品系统中的PAM、阳离子淀粉、硫酸铝以及表胶系统的

稀释用水；5#、6#纸机系统磨浆机的冲洗用水。

采用冷却水回水的系统包含以下部分：6#纸机系

统中稀白水池、打浆白水池、机外白水槽、损纸碎浆机、

木浆碎浆机、跳筛以及脉冲衰减器的喷淋补水。冷却水

回水的去向大致分以下几种情况：回清水池；回冷却水

回收罐；去机械浆池补水；去6#纸机伏损池补水；去6#

纸机高压洗涤系统。

根据产品种类及工艺系统的要求，5#纸机密封水

采用经反渗透后的纯水，6#纸机密封水采用送至各冷

却系统的冷却水回水。另外，刷车系统共分两路：一路

为采用50 μm过滤器后的水进行刷车；一路为采用冷却

水回水进行刷车，共用一套刷车管路系统。

根据产品需求，以上是对整个车间的水系统流程

进行整合与优化，充分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

2  厂房布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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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纸机改造后，布置于同一厂房内，厂房长

193 m、宽42 m。主厂房主跨宽27 m，两侧辅跨宽分

别为7.5 m。主跨除打浆段外均采用单层布置；辅跨

除完成段外均采用双层布置。主厂房共包括四部分：

碎解段、打浆段、纸机湿部（含化学品区域）、纸机干

部以及完成段。根据工艺要求，部分设备布置于地面

±0.0 m层以下，比如：碎解段的机械浆卸料浆池和

木浆碎浆机；纸机段流送系统中的机外白水槽、冲浆

泵、除砂器；蒸汽冷凝水系统的气水分离器、冷凝水

泵；真空系统的滤液罐；损纸系统的损纸碎浆机、三

角池等；熬胶系统的槽罐和泵。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地

下空间，从而使地面空间更加通畅，整体布置更加合

理、优化，同时降低车间整体抬升的需求，减少了投资

成本。整个车间的起重设备共设置五台，分布情况为，

碎解段：设置L DA型电动单梁起重机一台，单钩起重

量2.8 t；打浆段：设置电动单梁起重机一台，单钩起

重量10 t；纸机湿部：设置电动单梁起重机一台，单钩

起重量10 t；表胶系统：设置L DA型电动单梁起重机

一台，单钩起重量2 t；完成段：设置电动单梁起重机

一台，单钩起重量10 t。充分考虑各区域的生产实际需

求，设置行车系统，以保障生产安全、可靠运行。车间

内设备以顺流程为原则进行布置，槽罐集中布置于打

浆段一楼地面。

3  设计优化及总结

(1）为减少管道内壁钩挂纤维的情况，高位箱至流

浆箱之间的所有浆管，均全部采用高抛光管道，以保障

纸机的稳定运行。

(2）工艺系统中，所有的浆管管道，均采用不锈钢

材质。管道设计中，每隔一段距离，采用法兰连接，便于

后期检维修过程中对管道进行拆卸以及对管道内垢进

行清理。

(3）缓冲浆池进缓冲浆泵处，出口管嘴的设置应尽

可能低，以便更换产品生产，进行刷车时，尽可能减少

浆料的浪费。

(4）锥磨机出口处的阀门，应靠近主管布置，从而

减少腐浆的产生及浆料的存积。

(5）两台纸机共用一套水系统，优化工艺流程和布

局，优化水平衡计算，提升水的利用效率。对生产运营

过程中降低水耗、节约成本、提升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6）考虑到胶料的黏稠性，送往施胶机处的管道宜

选用比设计规格大一级的管道，有利于胶料的输送，防

止堵塞；若输送距离较长，应对输送胶料的管道采取保

温或伴热的措施。

(7）熬胶系统处空间比较紧凑，熬胶锅布置于行车

梁正下方，需充分考虑熬胶锅搅拌器与行车电动机之间

的安全距离要求，以避免碰撞。

(8）从初步运行的生产实际情况看，搬迁改造后的

生产效益得以体现。从表1中的数据分析可知，纸机改

造后，水、电、汽的消耗均有所降低，改造后纸机的能

耗指标进一步下降，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达到了预期

的改造优化设计[4]目标。

综上所述，该生产线的工程设计先进、可靠，工艺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纸机试车投产

顺利。该项目的成功运行，实现了将资源整合、技术升

级、节能降耗、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为推动当地就业、增税减负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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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纸机改造前后能耗对比

纸机

5#纸机

6#纸机

水/

t.t纸-1

35

32

20

17

状态

改造前

改造后

改造前

改造后

电/

（kW.h）.t纸-1

1067

1001

948

895

蒸汽/

t.t纸-1

5

4.7

4.8

4.4 [收稿日期:202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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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作为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生活用

纸更是如此。而外观纸病是通过生产管理可以规避的质量风

险。本文结合常见的生活用纸洞眼纸病进行重点分析，达到

同行相互学习借鉴的目的。

关键词：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标准；生活用纸；洞眼纸病

Abstract: Quality is the life of an enterprise, especially for tissue 
paper that is directly contacted by individuals. Appearance paper 
defects are quality risks that can be avoided through production 
management. So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common 
eyelet paper defects in tissue paper,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y.
Key word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national standard; tissue 
paper; eyelet paper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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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日常综合管理工作。

造纸生产过程中，除物性指标外，外观纸病中洞

眼现象的质量问题经常容易发生，对内造成产品质量降

级，对外一旦流失到客户手中会造成严重投诉。而洞眼

纸病的存在势必会降低纸张的使用价值，更为严重的，

会使纸张成为废品，给加工生产线造成一定的经济损

失。

“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这就

更要求生产企业做好全流程管控，以“全面质量管理”

思维保证每一道工序的合格[1]。

1  国标规定

纸巾纸技术指标（GB/T 20810-2011）[2]对洞

眼的规定，如表1。卫生纸（原纸）技术指标（GB/T 

20808-2018）[3]对洞眼的规定，如表2。

由表1、表2中得知，随着高质量生活品质要求，优

等品也必将成为消费者更高和更多的选择和追求，而其

对洞眼的要求则更为严格，更需要我们在造纸源头做好

控制，预防损失的产生。下面对生活用纸制造过程中洞

眼纸病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对应

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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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洞眼的形态、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

2.1 洞眼的分类

洞眼，即为纸页上完全穿通而没有纤维的孔洞。按大

小不同，通常可分为针孔、孔眼和窟窿三种：①针孔是指像

针尖大小的小孔。②孔眼一般指比针孔大但直径在1 cm以

下的孔洞。③孔径在1 cm以上的孔洞一般被称为窟窿。

2.2 洞眼的表现形态

洞眼周边会出现不透明状、半透明状以及透明状，

一般位置呈现固定周期，如图1～图3展示洞眼的三份纸

样。也会出现无规律的现象，如针孔，往往无规律地分

散出现在纸页上；对于窟窿的形状也很不规则，常见有

黏撕性窟窿和脱落性窟窿两种情况。前一种一般是长

形的，可以看到纤维分层的现象；后一种一般呈现前部

大后部小，常会出现薄而溃烂的边缘。

2.3 洞眼的危害

洞眼是生活用纸原料纤维之间出现撕裂、相互间

连接不紧密而造成的现象，洞眼会对纸张使用带来一

定的影响。如果原纸出现洞眼未被发现而流到下游加

表1  纸巾纸（GB/T 20810-2011）对洞眼的规定

指标

名称

洞

眼

总数 ≤

2～5mm，≤

＞5mm,≤8mm，≤

＞8mm

单位

个.m-2

规定

优等品

6

6

不应有

不应有

超柔型

6

6

不应有

不应有

普通型

40

40

2

不应有

合格品

表2  卫生纸（原纸）（GB/T 20808-2018）[3]对洞眼的规定

指标

名称

洞

眼

总数 

2～5mm 

＞5～8mm

＞8mm

单位

个.m-2

规定

优等品

≤6

≤6

≤2

不应有

≤20

≤20

≤2

不应有

一等品

≤40

≤40

≤4

不应有

合格品

工车间，那么在加工分切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断纸现象

而造成一连串的成本损失，如包材、原纸，甚至会损坏

设备；如果过多的洞眼产生成品，不仅外观感觉显得较

差，在使用过程中还容易出现破损，影响使用效果和消

费者的体验感，最终影响到品牌价值。

2.4 洞眼产生原因和处理办法（表3）

2.5 洞眼与树脂障碍

结合生产实践，基于如上所发生引起洞眼的原因

分析，因树脂障碍造成洞眼而影响停机的频次相对要

高，尤其是发生在季节转换期间。所以为了减少洞眼发

生的几率，更需要造纸工作者提前干预，减少树脂障碍

发生的频次，从而控制洞眼的发生。此过程充分体现全

流程质量管理思路，需要我们从工艺质量管控入手，如

系统pH的合理控制，一起回顾下湿强树脂有效应用的

pH范围[5]。如图4。

随着碱性造纸的发展，也衍生出更多配套的化学

助剂运用，以公司生活用纸某机台某月的连续一周的不

同取样点的pH值数据为例，分析目前系统内的pH值分

布状态（表4）。

图1  涂层过硬、毛布预压不到位引起

的针眼或小洞眼

图2  气罩卡浆或是刮刀刮破引起的

连续性洞眼

图3  胶黏物或是滴水引起的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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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适宜的pH条件，配合不同的化学品组合，已经

成为目前有效控制树脂的常规手段，如树脂控制剂、树

脂控制酶等；同时树脂的有效减少，有利于纸机运行更

干净，增长毛毯使用寿命，减少洞眼发生的几率等。

3  结束语

以上是对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洞眼纸病的原因分析

和解决方法，当然产生纸病的原因还有很多，涉及工艺问

题、备品问题、设备问题等。这就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

地加以总结和分析，更快地解决随时可能产生的问题，有

效控制降级品的产生，降低由纸病带来的经济损失。

浙江景兴纸业已把质量从管理层面上升到文化层

面去经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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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系统内不同点位的pH值

取样点

pH值

白水

8.75 

8.69 

7.75 

8.26 

8.83 

8.53 

8.34

清水

7.59

7.35 

7.15 

7.06

7.46 

7.43

7.10

超清滤液

8.36

8.68

7.81 

8.03

8.11 

8.07 

8.12

8.40 

8.68

7.84 

8.07 

8.15 

8.20 

8.20

清滤液

8.40 

8.68 

7.64 

8.03 

8.17 

8.21

8.16

浊滤液

表3  洞眼产生原因和处理办法

序号

1

2

3

4

5

6

7

处理办法

应更换铜网或将网面小坑压平或用刷子沾上盐

酸刷洗。

一方面清洗PEO稀释槽过滤网，检查PEO罐的

溶液溶解情况，严重的话，要排走不合格的PEO

溶液，重新冲泡。[4]

一般用汽喷网，严重时停机擦洗。

若毛布没破损，则大多是黏状物粘在毛布上(如沥

青等物)，需要用煤油或汽油等有机溶剂擦洗。

请专业人员及时采取措施研磨修补。

从烘缸罩子设施采取一定措施，确保罩内的蒸

汽及时排出。

加强车间通风，使室内的湿空气及时排出。

产生原因

浆料处理不干净，易造成铜网磨损，导致

铜网出现漏浆；铜网接口处出现破裂；铜

网上黏有油污等（BF纸机）。

分散剂PEO冲泡不良，部分呈晶体状冲到

浆料中（BF纸机）

石蜡、沥青、树脂、胶乳等杂物堵塞网眼。

毛毯上沾有黏状物，使毛布不能滤水。

烘缸表面本身出现有眼

干燥蒸气排放不及时，遇冷空气变为水滴

掉落在纸页上造成。

车间内湿度较大，且无法及时排出室外，

一旦温度较低时，就会有水滴自屋顶凝结

滴到纸面造成孔眼。

特点

形状小呈半透明状，有规律性，

纸幅上每隔一定距离会出现。

大小形状不一，无多余纤维状

形状小，不规则

一般较大，呈透明状，且仅当毛

毯运行一周时才会出现一次

形状呈半透明状，可通过观察洞

眼出现时缸情况得知

一般比较大

[收稿日期:2022-05-20]

图4  湿强树脂有效应用的pH值范围

注：UF：脲醛树脂，MF：三聚氰胺甲醛树脂，GPAM：
乙二醛聚酰胺树脂，Polyamide-epi：聚酰胺表氯醇树脂，
Polyamine-epi：聚胺表氯醇树脂，Polyamide-epi-epoxide：聚
酰胺表氯醇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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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施工临时照明存在着布线复杂、管理难度大和安全隐患大的缺

点，而永临结合技术通过提前插入永久照明施工，在施工阶段完成部分区域

的照明工作，既达到施工临时照明的效果，又节省了临时照明工程的材料费和

安拆费，减少了施工现场明敷的线缆，减少了安全隐患。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本文结合纸厂工程实例，介绍厂房永临结合施工照明

技术。

关键词：临时照明；永临结合；安全

Abstract: Temporary lighting o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sites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complicated wiring, difficult management and great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The 
permanent-temporary combined technology, by inserting the permanent lighting 
construction in advance, completes the lighting work in some area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which not only achieves the effect of temporary lighting during 
construction, but also saves the material cost and installation and dismantling cost 
of the temporary lighting project, and reduces the construction site brightness. The 
installed cable reduces the safety hazard. It plays a favorable role in promoting 
safe and civilized construction on sit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manent-
temporary combined construction lighting technology of the workshop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example of the paper mill.
Key words: temporary lighting;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combin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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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军 先生

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工作性质：工

程总承包、工程现场、电气工程管理。

贵州鹏昇（集团）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t包

装纸项目配套5万t纱管纸生产线工程坐落于贵州省黔

西南州义龙新区新桥镇包装工业园，功能为配合公司年

产60万t包装纸建设项目，以废纸、浆渣和细小纤维污

泥为主要原料，配套建设年产5万t纱管原纸生产线工

程，项目建筑面积2789.4 m2,结构类型为一层门式钢架

结构，分主辅两跨，主跨：13.5 m高，为纸机本体生产线

区域，设置行车；辅跨：7.5 m高，为配电室、办公室和桥

架设备管道布置区。

施工用临时照明主要布置在车间内主辅跨和车间

外围一圈，用于管道、设备、电仪晚上加班施工作业。

1  永临结合照明施工技术

1.1 永临结合的定义

永临结合顾名思义就是将永久工程与临时工程互

利互补、取长补短、交错结合使用，而临时施工照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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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临结合即在工程施工阶段提前插入永久照明工程施

工，把永久照明系统的部分管线灯具在施工临时照明中

承担使用功能，接入临时照明用配电箱，满足施工现场

各专业施工照明需求，为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提供

有利条件。

1.2 施工照明永临结合的特点

临时施工照明采用永久设备设施临时用的永临结

合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1.2.1 有利于工程进度的推进

利用永久照明系统做临时施工照明用，需要永久照

明工程提前插入，也就是需要提前确定照明施工队伍、

照明材料采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和推前了照明工

程的招投标、进场事宜和工程施工进度，进而缩短了原

进度计划中照明工程占用的时间，这对工程总体进度起

到有力的推进。

1.2.2 有利于现场安全文明管理 

采用永久照明系统做临时照明用，所有的临时照明

用的电线、线管、灯具和配电箱的走向和坐标位置都以

正式照明设计图纸为依据进行施工。这也就杜绝了传统

临时照明系统电线明敷和乱接乱拉、灯具胡乱悬挂、配

电箱随意摆放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较大地减小了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难度，有利于施工现场安全文明

施工的管理。 

1.2.3 简化施工工序

利用永久照明系统，减少了临时照明电线的安装、拆

除工作量，不影响设备、管道和电仪工程等工序穿插。

1.2.4 节约成本

采用永临结合技术，节省了传统临时照明施工的材料

（线管、电线及灯具）费用与临时照明系统安装拆除费用。 

1.2.5 绿色环保

相较于传统的临时施工照明系统，永临结合下的

施工照明系统减少了人工、材料的投入，降低了能源消

耗，也减少了施工场地空间的占用，在施工节材、节地和

环境保护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2  永临结合施工照明技术的应用

2.1 施工准备

(1）选择施工单位：根据设计图纸和工程进度计

划，选择合适的施工单位。

(2）图纸准备：施工前领取最新版照明施工蓝图，

组织施工单位对图纸进行审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

给设计单位并催促其及时答复。

(3）技术准备：根据设计图纸、技术规范和现场

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现场临时照明永临结合施工方

案》，待施工单位作业人员进场后进行技术交底。

(4）材料准备：根据《施工现场临时照明永临结合

施工方案》和照明设计图纸，采购线管、电线、照明配电

箱等照明用材料。

2.2 施工照明平面布置

结合车间平面设计、施工进度和照明需求，采取三

阶段的是施工照明设置。第一阶段为主跨照明，用于纸

机基础板、机架安装等作业，在行车安装验收并通电运

行后，提前插入主跨照明施工，主跨照明灯具采用深照

型密闭供款灯，标高为屋顶梁下，需要利用行车进行施

工，其中线管利用屋顶钢结构梁和檩条进行隐蔽，照明

配电箱按设计图纸进行安装；第二阶段为辅跨照明，用

于辅跨设备管道制作安装和电缆敷设接线等作业。在

完成主跨照明后，进行辅跨的照明施工，辅跨灯具为密

闭性投光灯，固定在结构柱上；第三阶段为车间室外照

明，室外照明主要用于夜间室外管道加班作业和夜间行

走安全照明。布置图见图1。

2.3 技术要点

2.3.1 材料进场验收

材料到货后，应按要求进行进场验收，依据采购

合同和设计图纸核对线管、电线、灯具的规格、型号、材

质、合格证和质量证明书等，同时检查材料设备的外观

有无破损，对电线和灯具的绝缘性能进行现场抽样检

测，要求灯具的绝缘电阻值大于等于2 MΩ，电线的绝

缘电阻值应满足产品技术标准的规定。

图1  永临结合照明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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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照明配电箱安装

照明配电箱安装在钢结构柱上，利用槽钢制作支

架，支架与钢结构柱焊接固定，焊接位置及时清理焊渣

和涂刷银粉漆进行防腐，照明配电箱利用箱体四角的螺

栓孔与支架用镀锌螺栓固定，保证横平竖直，根据设计

要求箱体下边离地1.3 m。

2.3.3 电气配管

配管时要注意保证管口平整光滑无毛刺，管与管

和管与接线盒、配电箱之间采用插入式连接，连接结合

处要涂抹专用胶合剂，保证连接牢固可靠。主跨和室外

线管沿着钢结构檩条内侧敷设，利用管卡将线管固定

在檩条上，管卡应分布均匀、固定牢固，管卡间距为1～

1.5 m，辅跨过道照明线管沿桥架敷设（如果采用电缆

则直接放置在桥架里面，不需要配管），在线管到灯具

和照明配电箱的电线套金属软管防护，其中软管的长度

不应大于1.2 m。

2.3.4 灯具安装

安装灯具前要进行拉线标识，以保证灯具横平竖

直，在同一水平和标高。主跨灯具利用自攻丝将灯具底

座固定在钢结构梁下，辅跨和室外灯具利用焊机将底座

焊接在钢结构柱上，清除焊渣和刷防锈漆后将灯安装

在底座上，其中辅跨灯具安装标高为离地3 m，室外灯

具为离地4.5 m。

2.3.5 穿线

穿线前要对线管进行清管，清除管内的杂物、毛

刺，以免穿线时堵管和划伤电线，同时穿线时要分回路

进行，可以利用电胶布将同回路电线绑扎在一起，并用

便签纸进行回路标识，以免接线时回路错接。

2.3.6 接线

根据各回路电线上的回路标识对电线进行整理，

同时进行回路校线，无误后进行接线工作，接线时优先

接好灯具端，再接配电箱开关端，因为工地上人多且比

较杂，以免出现误操作导致触电事故。

2.3.7 绝缘遥测

线路接通通电前要对照明系统进行绝缘遥测，目

的是保证各回路的导通和检测是否有接触不良、电线绝

缘被划破导致短路的情况。

2.4 临时照明通电

首先将临时电源送到照明配电箱，利用万用表检

测进线电源三相电压平衡情况，然后分别给各回路送

电，查看灯具与回路开关是否匹配，各试验无问题后即

可投入使用，用于施工临时照明。

2.5 临时电转正式电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等到照明配电箱的正

式电缆敷设完成、车间变压器和低压柜安装和送电完

成，利用白天不需要照明的空隙将临时电源线拆除，同

时将正式电源电缆接进照明配电箱，测量绝缘无问题后

将正式电送进照明配电箱，测量电源电压无问题后即完

成临时电源到正式电源的转换。

3  结束语

贵州鹏昇（集团）纸业年产60万t包装纸项目配套5

万t纱管纸生产线工程采用永临结合技术，提前将主辅跨

和室外区域永久照明施工完成，满足了施工照明需要。永

临结合施工照明技术，极大地利用了永久照明工程的设

计图纸和材料，减少了临时照明工程人工和材料的消耗，

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施工现场临时电线的敷设、灯具的临

时固定和施工现场的空间占用率，进而减少了临时照明

系统与现场施工中在空间上交叉，避免了频繁挪动电线

和灯具，提高了工程观感质量，较大地减少了临电安全隐

患，有利于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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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太阳能光热蒸发纸及其制
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4395937 A

发明人：宋兆萍　唐杰斌　李伟　杨晓琴　卢茜

申请人：齐鲁工业大学

淡水资源短缺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海水

淡化是解决淡水危机的有效方法。太阳能是一种

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利用太阳能光热界面蒸发进

行海水淡化是近年来发展的高效太阳能利用方

法。光热蒸发材料是实现太阳能海水淡化的关键

材料。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光热

蒸发材料，如各种碳基材料、聚合物材料、金属纳

米材料等。但是，这些材料面临一些问题，如稳定

性差、制作工艺复杂、成本高或难以降解等。

专利CN 113401959 A提供了一种高效光热

蒸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选用具有准定向纤维结

构的醋酸纤维素基烟头滤嘴作为基体材料，可以

同时起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热传导损失和促进

水分向蒸发表面的水传输的作用；通过PVA的引

入使光热材料牢固地负载在基体上，改善了光热

蒸发材料的稳定性和耐水性。但是其采用的基体

材料单一，价格较高，且可降解性差，推广性不

高。

CN 111793243 A提供了一种光热蒸发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对具有三维孔结构的基体进行预

处理；在预处理后的三维孔结构中形成黏结层；在

黏结层上涂覆光吸收材料，以在基体的三维孔结

构中形成纳米结构蒸发界面，并进行固化处理，以

得到光热蒸发材料。

两者均依赖价格较高的黏结剂，涂层在海水

淡化中稳定性不高；制备得到的光热蒸发材料便

携性不足，降解性差，废弃物会造成环境污染。

针对上述问题，鉴于纤维纸张具有轻便、可降

解、成本较低的优势，本发明以植物纤维为主要原

料，制备一种可以在海水中长期稳定工作的光热

蒸发纸。

实施例1：该种高效太阳能光热蒸发纸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纸浆的解离与氧化

称取绝干木浆板30 g加水浸泡，用搅拌器搅

拌分散12 h，将浆料固含调节至10%，利用PFI磨

打浆机打浆至打浆度为50°SR左右。称取打浆完

成的浆料加水调节至浆液浓度为1%。加入为浆料

质量的100%的高碘酸钠固体，在45 ℃的水浴下避

光搅拌4 h，搅拌完成后抽滤。将抽滤得到的浆料

放入0.1 mol/L的乙二醇溶液中搅拌清洗2 h，除

去残留的高碘酸钠，终止氧化反应，然后再次抽

滤。再将浆料放在清水中搅拌清洗，搅拌10 min，

重复清洗两次，完成纤维的氧化。

（2）氧化纤维与壳聚糖的聚合反应与碳黑颗

粒的镶嵌包裹

将壳聚糖溶于1%的冰醋酸溶液中，配制浓度为

0.5%的壳聚糖溶液。按照纸张定量为100 g/m2计

算，称取3.14 g绝干浆量的氧化纤维，加水用疏解

机疏解后，放于搅拌器下搅拌。缓慢注入500 mL

的壳聚糖溶液，待壳聚糖与纤维素搅拌均匀后，逐

步加入植物碳黑3.14 g，在常温下搅拌24 h。

（3）纸页抄造

利用实验室的抄片器，直接倒入混合溶液，进

行高浓抄造。将湿纸页进行干燥，在干燥过程中，

氧化纤维素和壳聚糖进一步进行聚合，得到高强

度的光热蒸发纸。

实施例2：制备方法及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

之处在于：蔗渣浆板，高碘酸钾固体的浆液质量

为20%，乙二醇溶液浓度为0.05 mol/L；配制的

壳聚糖溶液浓度为0.1%，加入植物碳黑2.0 g，在

60 ℃下搅拌6 h。

实施例3：制备方法及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

之处在于：麦草浆板，高碘酸钾固体的浆液质量

为200%，乙二醇溶液浓度为0.5 mol/L；配制的

壳聚糖溶液浓度为2%，加入植物碳黑0.314 g，在

45 ℃下搅拌12 h。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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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1：普通纸张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纸浆的解离

称取绝干木浆板30 g加水浸泡，用搅拌器搅

拌分散12 h，将浆料固含调节至10%，利用PFI磨

打浆机打浆至打浆度为50°SR左右。

（2）纸浆称取与分散

按照纸张定量为100 g/m2计算，称取3.14 g

绝干浆量的纸浆，加水用疏解机疏解后，放于搅拌

器下搅拌。

（3）纸页抄造

利用实验室的抄片器，直接倒入纸浆分散液，

进行高浓抄造，然后将湿纸页进行干燥。

对比例2：该种高效太阳能光热蒸发纸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纸浆的解离

称取绝干木浆板30 g加水浸泡，用搅拌器搅

拌分散12 h，将浆料固含调节至10%，利用PFI磨

打浆机打浆至打浆度为50°SR左右。

（2）纸浆与壳聚糖、碳黑颗粒的混合

将壳聚糖溶于1%的冰醋酸溶液中，配制浓度为

0.5%的壳聚糖溶液。按照纸张定量为100 g/m2计

算，称取3.14 g绝干浆量的纸浆纤维，加水用疏解

机疏解后，放于搅拌器下搅拌。缓慢注入500 mL

的壳聚糖溶液，待壳聚糖与纤维素搅拌均匀后，逐

步加入植物碳黑3.14 g，在常温下搅拌24 h。

（3）纸页抄造

利用实验室的抄片器，直接倒入混合溶液，进

行高浓抄造，然后将湿纸页进行干燥。

对比例3：制备方法及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之

处在于：

（1）纸浆的解离与氧化

加入与浆料质量相当的高碘酸钠固体。

（2）氧化纤维与碳黑颗粒的混合

按照纸张定量为100 g/m2计算，称取3.14 g

绝干浆量的氧化纤维，加水用疏解机疏解后，放于

搅拌器下搅拌。逐步加入植物碳黑3.14 g，在常温

下搅拌24 h。

（3）纸页抄造

图1  光热蒸发纸与普通纸在干、湿两种状态下的应力与

应变的测定值

图2  光热蒸发纸与普通纸在250～2500 nm范围内测定的

光吸收率比较

图3  利用FLUKE Ti10热成像仪分析光热蒸发纸和普通纸

的光热转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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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验室的抄片器，直接倒入混合溶液，进

行高浓抄造，然后将湿纸页进行干燥。

实施效果例：将实施例1～3及对比例1～3制备

得到的纸张，进行性能测定。

为了说明本发明制备的光热蒸发纸的优点，将

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与普通纸张（对比例1）

进行了对比。

如图1所示，通过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

的拉伸应力可达到3.1×104 kPa，远大于对比例1

的普通纸张的1.25×104 kPa；在完全湿润时, 实

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的拉伸应力也可达到

1.08×104 kPa，而对比例1的普通纸张的拉伸应力

仅为0.37×104 kPa。

如图2所示，通过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

在250～2500 nm范围内的平均吸光率可达95%，

而对比例1的普通纸张的平均吸光率仅为22.3%。

如图3所示，在1个太阳光强度（100 mW/cm2）

图4   A为光热蒸发纸、普通纸、体相水在光源为带有标

准AM 1.5 G光谱滤光片的太阳光模拟器的一个太阳光强

度（100 mW/cm2）下0.5 h内的表面温度变化；B为光热蒸

发纸、普通纸、体相水在光源为带有标准AM 1.5 G光谱滤

光片的太阳光模拟器的一个太阳光强度（100 mW/cm2）下

1 h内的蒸发速率

图5  光热蒸发纸在户外进行模拟海水的太阳能淡化测试

图6  光热蒸发纸进行模拟海水的太阳能淡化实验制取的

淡水中金属离子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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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下，通过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在10 min

内表面温度即可达到77 ℃并一直保持，而对比例1

的普通纸张在20 min时表面温度仅有36 ℃。

如图4A所示，在实际蒸发测试过程中，在1个

太阳光强度（100 mW/cm2）照射下，通过实施例1

制备的光热蒸发纸的表面温度可稳定保持42 ℃，

而对比例1的普通纸张的表面温度仅有31 ℃。如图

4B所示，在实际蒸发测试过程中，在1个太阳光强

度（100 mW/cm2）照射下，通过实施例1制备的光

热蒸发纸的蒸发速率可达1.23 kg/m2/h，而对比

例1的普通纸张的蒸发速率仅为0.78 kg/m2/h。

如图5所示，将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在

户外进行了海水淡化测试，在阳光充足时，通过实

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每平方米每天可制取淡水

10 L以上。

如图6所示，将实施例1制备的光热蒸发纸的

海水淡化的淡水的水质进行了分析，淡化后水中的

主要金属离子Na+、Mg2+、K+、Ca2+都远小于世界

卫生组织（WTO）制定的饮用水标准。

降解性能分析：

将实施例1～3及对比例1～3得到的可降解纸

光热蒸发纸制成10 mm×10 mm的试样，浸没在

土壤培养液中，然后放置在30 ℃的恒温培养箱中

放置50 d。称量实验前后试样的质量，计算降解

率，如表1。

综上，可以看出实施例的光热蒸发纸的拉伸

应力相对普通纸张提升了3倍左右，在湿润时下降

的值虽然比较大，但是下降比例比普通纸张小；

而且完全湿润后的拉伸应力可以与普通纸张的媲

美，说明即使在完全湿润状态下，本发明的光热蒸

发纸也能满足使用强度需要。

有益效果：

（1）得到在海水中长期稳定运行的光热蒸发纸

在纸张纤维间形成稳定的化学键合，提升纸

张在水体中长期工作的稳定性。利用高碘酸钠对

植物纤维进行适度地氧化处理，使植物纤维的部

分羟基氧化成醛基。氧化纤维的醛基和壳聚糖通

过席夫碱反应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在反应过程

中加入一定量的食品级植物碳黑，碳黑颗粒牢牢锁

在纤维-壳聚糖网络中。然后利用造纸工艺抄造成

形，制备出高效的光热蒸发纸。碳黑颗粒的加入使

得纸张具备了高的吸光能力并将太阳光转换为热

能。利用界面蒸发技术，光热蒸发纸可以将海水

通过光热进行蒸发，蒸发的水蒸气冷凝后得到可

以饮用的淡水。

（2）成本低，适用面广

光热蒸发纸应用于太阳能海水淡化，立足于

解决淡水危机，仅利用太阳能，不需要额外的能源

消耗，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光热蒸发纸主要应用

于太阳能的光热界面蒸发领域，其不仅可以用于

太阳能海水淡化，也可以应用于光热污水净化，还

可以用于各种稀溶液的蒸发浓缩。可规模化生产

和便于存储携带。

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969514 A

发明人：黎应祥　潘天武　殷成发　郑代保　潘

顺国

申请人：湖北应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瓦楞纸生产工艺中，由于其原料大部分为

回收的废纸，其中夹杂大量废塑料、废泡沫等废弃

物，废纸经碎浆后需要将浮于纸浆表面的这些废

弃物浮渣通过扒渣机等进行清除。这些浮渣中残

表1  实施例及对比例制备纸张的性能分析

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1.23

1.12

0.94

0.78

1.01

0.89

蒸发速率

/kg·m-2

·h-1

95.0

92.1

67.4

22.3

72.5

45.4

吸光

率

/%

1.08×104

0.43×104

1.19×104

0.37×104

0.53×104

0.21×104

完全湿润时

拉伸应力

/kPa

3.1×104

1.45×104

3.23×104

1.25×104

1.56×104

0.94×104

拉伸应

力

/kPa

39.3

41.4

37.8

45.6

40.7

46.3

降解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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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少量的细小纸浆纤维，这些纸浆纤维在随浮

渣清除的过程中，难以被利用，造成了一定程序的

浪费。

提供一种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使其能够

对碎浆后的纸浆浮渣中的细小纤维进行回收利

用。

如图1所示，该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包括纸

浆储槽、外筒、筛筒及提升绞龙。

其中，筛筒同轴地设置于外筒内。外筒内设置

有提升绞龙，用以驱动提升绞龙的电机固定于筛

筒的上端。外筒的下端竖直伸入纸浆储槽内，其下

部开设有连通至纸浆储槽的浮渣进料管，以吸取

漂浮于纸浆储槽上内储存的纸浆表面的浮渣。环

形集料腔的上部设有浮渣出料管，以用于从上部

排出浮渣。

筛筒上设有筛孔，其与外筒之间围成环形集料

腔。提升绞龙吸取浮渣后朝上送料，浮渣内携带

的细小纸浆纤维随浆液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朝外通

过筛孔，进入环形集料腔内。环形集料腔的底部设

有连通至纸浆储槽的纤维返料口，从而使回收的

含有细小纸浆纤维的浆液回流至纸浆储槽内。

该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利用纤维比重大，

浮渣通过绞龙提升，在惯性作用下使纸浆纤维随

浆液甩出，从而细小纸浆纤维加以收集，既能变废

为宝，也可降低成本，减少原料的使用。

例如，1 t废纸(国废)可获得750 kg优质纸浆

纤维，排出的一般固体废弃物（废塑料和废泡沫）

大约有190 kg、沙子20 kg，其中含有纸浆纤维大

约40 kg。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可把废塑料和泡

沫夹杂的纸浆纤维进行有效的收集，收集效率约

达到95％，按照年加工10万t废纸产能计算，年可

回收纸浆纤维3800 t，按现行价每吨再生浆2500

元计算，可每年节约800多万元，经济效益可观。

环形集料腔的上部设有清洗装置。清洗装置

具有多个朝外筒的内壁喷射或淋洗的清洗头，从

而避免纤维在外筒的内壁上过多聚集。清洗装置

的汲水口伸入纸浆储槽的底部，进而通过纸浆本

身完成清洗。

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4395933 A

发明人：刘文明　万涛　林飞　汪锋　周仕春　

鲁仕敏　魏维久

申请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是一种使用在纸张

生产加工过程中，对其原料中的锯木屑起到研磨

作用的一种装置，利用该研磨装置可以加水将锯

木屑制成浆状，降低其纤维度，保证锯木屑能顺利

通过制浆的筛选净化系统，传统设备如图1所示。

由于锯木屑是木头加工时留下的粉料，其没

有经过制浆工艺蒸煮，锯木屑的纤维粗大，且纤维

挺度高，使得锯木屑直接使用时无法顺利通过制

浆的筛选净化系统；其次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图1  造纸纤维过滤收集装置的结构

1—纸浆储槽  2—外筒  3—电机  4—提升绞龙  5—筛筒  6—浮
渣进料管  7—浮渣出料管  8—纸浆  9—浮渣  10—纤维返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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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化程度较低，在其使用时，需要使用者通过

手动方式完成对锯木屑加工的添料及收料操作，

从而增加了使用者的操作步骤，降低了造纸用锯木

屑研磨装置的工作效率；同时传统造纸用锯木屑

研磨装置不具有组合固定结构，令其无法根据锯

木屑的粗细程度做对应的调节操作，给使用者带

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提供一种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可以解决

现有的问题。

如图2～图6所示，该种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

的箱体底座的上部固定安装有下磨盘，且下磨盘的

上部活动安装有上磨盘，下磨盘的侧边固定安装

有收料盘，上磨盘的侧边位于收料盘的内侧设置

有旋转刮板，上磨盘的上方设置有用来对锯木屑

进行添料操作的输料箱，旋转刮板的侧边外表面

为弧形结构，旋转刮板的侧边上部位置固定安装

有挡料板，箱体底座和收料盘之间设置有排料管，

且收料盘的上表面贯穿开设有配合旋转刮板使用

的槽口，上磨盘的上部设有进料槽，上磨盘和输料

箱之间设有软管。

旋转刮板的一端外表面固定安装有对接插

板，且对接插板的表面开设有对接卡槽，上磨盘和

软管的一端通过转帽连接，使得上磨盘在旋转时，

令软管做相对旋转操作，避免软管在上磨盘上拧

死，利用对接插板配合对接卡槽，对上磨盘和旋转

刮板之间起到拼接固定作用，同时利用上磨盘可

以带动旋转刮板同步转动，通过旋转刮板的同步

转动可以对收料盘内的研磨后的锯木屑进行收料

操作，使得研磨后的锯木屑通过排料管排入至抽

拉盒内。

箱体底座的上端靠近上磨盘的一侧固定安装

有支撑杆，支撑杆的上端外表面固定安装有固定

底板，箱体底座的内侧活动套接有抽拉盒，利用支

撑杆配合固定底板的使用，对输料箱的安装起到

辅助固定作用。

固定底板的上端外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一液压

杆，固定底板的上端靠近第一液压杆的一侧活动

安装有第二液压杆，固定底板和第二液压杆之间

通过滑座活动连接，第二液压杆的下端和输料箱

之间通过连接杆活动连接，利用第一液压杆可以

推动第二液压杆，使得第二液压杆带动输料箱横

向移动，同时启动第二液压杆，使得第二液压杆驱

图1  现有技术的锯木屑研磨装置结构 图2  新型锯木屑研磨装置的整体结构

1—抽拉盒  2—排料管  3—输料箱  4—支撑杆  5—连接杆  6—
固定底板  7—第一液压杆  8—第二液压杆  9—上磨盘  10—旋转

刮板  11—下磨盘  12—收料盘  13—箱体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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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料箱下移。

上磨盘的内侧中部位置固定安装有对接转

杆，对接转杆和下磨盘之间设有轴承，对接转杆的

下部设有第一电机，且对接转杆和第一电机之间

设有调速箱，调速箱内设有变速齿轮，第一电机的

输出端和对接转杆的一端均设有齿轮，当第一电

机转动时，使得第一电机输出端的齿轮配合变速齿

轮驱动对接转杆转动，从而令对接转杆驱动上磨

盘转动，对上磨盘和下磨盘之间的锯木屑起到研

磨作用。

下磨盘的底部设置有两组固定杆，下磨盘和箱

体底座之间通过两组固定杆对接固定，利用两组

固定杆的设置，对下磨盘和箱体底座之间起到辅

助固定作用，避免下磨盘同步转动。

输料箱的内部活动安装有转动杆，且转动杆

的侧边外表面固定安装有输料转板，转动杆的一

端设有第二电机，使用者通过启动第二电机，使得

第二电机驱动转动杆，令转动杆带动输料转板转

动，从而将输料箱内的锯木屑排出。

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的中部均设有第二圆

孔，其外表面均设有研磨槽，其内侧均开设有四组

限位卡槽，且限位卡槽的中部贯穿开设有第一圆

孔。

该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通过设置输料箱

和上磨盘，使用时，锯木屑以2%～4%的浓度添加

到锯木屑浆池中，稀释水为制浆白水，且温度控制

在40～50℃，浆料经过疏解泵疏散后，送入至输料

箱的内部，使用者利用第一液压杆可以推动第二

图3  上磨盘和下磨盘平面结构

9—上磨盘  10—旋转刮板  11—下磨盘  12—收料盘  14—第一电
机  15—调速箱  16—固定杆  17—对接转杆  24—上拼接盘  25—

下拼接盘

图4  旋转刮板的整体结构

10—旋转刮板  18—挡料板  19—对接插板  20—对接卡槽

图5  输料箱的内部结构

3—输料箱  21—输料转板  22—转动杆  23—第二电机

图6  上拼接盘的整体结构

24—上拼接盘  26—第一圆孔  27—限位卡槽  28—第二圆孔  29—
研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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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杆，使得第二液压杆带动输料箱横向移动，从

而横向调整输料箱的位置，同时启动第二液压杆，

使得第二液压杆驱动输料箱下移，从而纵向调节

输料箱的位置，在第一电机配合对接转杆驱动上

磨盘转动时，利用第二液压杆和第一液压杆对输

料箱的位置进行调节，可以避免输料箱和上磨盘

之间的软管出现断连现象，同时上磨盘和软管的

一端通过转帽连接，使得上磨盘在旋转时，令软管

作相对旋转操作，避免软管在上磨盘上拧死。使

用者通过启动第二电机，使得第二电机驱动转动

杆，令转动杆带动输料转板转动，从而将输料箱内

的锯木屑排出，使用者通过启动第一电机转动时，

使得第一电机输出端的齿轮配合变速齿轮驱动对

接转杆转动，从而令对接转杆驱动上磨盘转动，对

上磨盘和下磨盘之间的锯木屑起到研磨作用，降

低锯木屑的纤维度，使得研磨后的锯木屑可以顺

利通过制浆的筛选净化系统，从而利用锯木屑造

纸原料替代回收的箱纸板，以降低原料成本。

通过设置旋转刮板和收料盘，使用时，上磨盘

和下磨盘之间研磨后的锯木屑排入至收料盘上，

在对接转杆驱动上磨盘转动时，上磨盘利用对接

插板可以带动旋转刮板转动，使得旋转刮板配合

挡料板推动收料盘内的锯木屑移动，利用弧形结

构的旋转刮板，配合挡料板可以对锯木屑起到聚

拢作用，利用旋转刮板将收料盘内的锯木屑推入

至收料盘的槽口处，使得研磨后的锯木屑通过排

料管排入至抽拉盒内，利用旋转刮板和收料盘的

设置，使得该造纸用锯木屑研磨装置具有同步收

料结构，降低使用者操作步骤，提升其工作效率。

通过设置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使用时，使用

者可以根据锯木屑的粗细程度，首先将上磨盘从下

磨盘上取下，同时将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上的螺

栓取下，使得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分别从上磨盘

和下磨盘上取下，使用者通过更换具有对应尺寸

研磨槽的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同时利用上拼接

盘和下拼接盘的限位卡槽，将更换后的上拼接盘

和下拼接盘分别卡在上磨盘和下磨盘内侧，利用

限位卡槽的设置，可以避免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

在研磨时出现松动现象，同时在限位卡槽的第二

圆孔中插入螺栓，对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进行固

定，利用上拼接盘和下拼接盘的设置，使得该造纸

用锯木屑研磨装置具有研磨拼接结构，令其可以

根据锯木屑的粗细程度做对应的调节操作，提升

其使用时的灵活性。

造纸机干网张紧辊刮刀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944061 A

发明人：李庆祝　赵太刚

申请人：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

造纸机的纸页从压榨进入烘干部烘干时，由

于纸页相对较湿，纸页表面附着的细小浆团、填料

的杂质容易脱落并附着在造纸机的干网上，并传

递、黏附到干网导辊辊面，干网张紧辊由于干网包

角大，杂质黏附情况尤其严重。随着黏附在干网张

紧辊辊面的杂质逐渐增大、成团，会造成辊面的腐

蚀、脱落，连同杂质进入干网，被带到纸页，产生纸

病，影响干网寿命。

由于干网经过张紧辊后又换向返回，张紧辊

处的可利用空间非常有限，张紧辊相对于纸机机

架是活动的，张紧辊无法安装常规的辊面清理刮

刀，目前的解决措施主要是，在张紧辊辊面涂覆防

黏附、耐腐蚀的涂层，这种方法对张紧辊辊面的腐

蚀、黏附情况可得到一定改善，但纸页表面脱落的

杂质会一直附着在干网上，并逐渐变大、变脏后再

被带回到纸页，对纸页质量、干网寿命改善的效果

有限。

提供一种造纸机干网张紧辊刮刀装置，可以有

效清理去除黏附在干网张紧辊辊面的杂质，大幅

度减免杂质对张紧辊辊面的腐蚀，改善纸页质量，

延长干网寿命。

如图1和图2所示，造纸机干网张紧辊刮刀装置

主要由导轨、滑动小车、刮刀夹、刮刀片、销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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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传动绳链、集污盒组成。

导轨由槽钢制成，通过螺栓固定在张紧辊的

支座上，张紧辊支座可在纸机的固定机架上往复

运动；滑动小车主要由主板和滑轮组成，滑动小车

通过滑轮安装在导轨上；在导轨的两端通过螺栓

固定传动轮，传动轮上装有转动手柄，传动绳链材

料为钢丝绳，钢丝绳通过传动轮形成封闭的环形

结构，环形钢丝绳的一侧和滑动小车的主板通过

压板连接，在滑动小车主板的左侧通过销轴并排

安装有两套结构相同的刮刀夹，每套刮刀夹都由

底座和夹板组成，夹板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上，

底座的上部通过销轴和滑动小车的主板连接。两

套刮刀夹安装有同一个刮刀片，刮刀片装于夹板和

底座之间，刮刀片的刀刃位于张紧辊的辊面上，刀

背安装于刮刀夹中；相比利用单个刮刀夹固定刮

刀，用两套刮刀夹固定刮刀，可以使刮刀片的刀刃

和张紧辊辊面贴合更严密；滑动小车通过螺栓固

定集污盒，集污盒位于刮刀夹的底座和导轨之间，

集污盒面对刮刀片的一侧加工开口，开口位置低于

刮刀片刀刃的位置，使刮刀片刮下的杂质可顺利进

入集污盒中。刮刀夹、集污盒、滑轮都安装在主板

上，位于主板的下方。

刮刀片的刀刃部利用刮刀底座的自重产生的

杠杆作用压紧辊面，对转动的辊面进行清理。转动

传动轮的转动手柄，可带动钢丝绳运动，由于钢丝

绳环形的一侧被压板压紧固定在滑动小车的主板

上，随着传动轮的转动，刮刀片跟随滑动小车由钢

丝绳牵引做直线运动，从而实现对张紧辊辊面的

清理。

利用滑动的短刮刀片清理张紧辊辊面，可避

免浆团等污物在辊面的大量积聚，有效减少纸病

及污物对张紧辊的腐蚀；同时，清理下的污物被收

集到集污盒中，避免对纸页、干网和辊面的二次污

染；刮刀片利用刮刀底座自重的杠杆作用压紧转动

的辊面对辊面进行清理，不需要另外的刮刀片加

压部件，结构简单。

一种湿法脱硫尾气的热回收再利用系
统及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958963 A

发明人：田建明　采有林　贾双燕　宋端阳　韩

旭东　姜岸

申请人：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集中供暖面

积会进一步增加，供暖总量也势必上升；而随着

CO2减排要求的工作深入，城市内的燃煤供暖项目

新建机组必然减少；二者之间产生的供暖总量差

值，势必带来低温余热回收技术的需求和应用市

场的发展，因此低温余热回收必将成为市场的重

要发展方向。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技术是应用最广泛图2  滑动小车处轴向结构剖视

1—导轨  2—主板  3—滑轮  4—传动轮  5—钢丝绳  6—压板  
7—销轴  8—底座  9—夹板  10—刮刀片  11—集污盒  12—张紧

辊  13—干网  14—支座  15—机架

图1  干网张紧辊刮刀装置的主视结构

1—导轨  2—主板  4—传动轮  5—钢丝绳  6—压板  7—销轴  
8—底座  9—夹板  10—刮刀片  11—集污盒  12—张紧辊  14—支

座  15—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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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成熟的烟气脱硫工艺，其排烟温度普遍在

50～60 ℃之间，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较低，在将脱

硫后的烟气排出时，较大的温度差会导致烟气中

的水蒸气迅速冷凝，从而会产生大量的白烟从烟

囱口冒出，造成视觉污染。

另外，脱硫尾气中的热量直接排放会造成热

能的浪费，因此直接将脱硫后的尾气排出，既不符

合环保、绿色发展的要求，又会造成热量的浪费，

同时还会产生视觉污染。

提供一种湿法脱硫尾气的热回收再利用系统

及方法。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湿法脱硫尾气的热回

收再利用系统包括冷却凝结塔和空气预热塔，冷

却凝结塔和空气预热塔上分别设有进气口和出气

口；冷却凝结塔内固定安装冷凝喷淋装置，空气预

热塔内固定安装预热喷淋装置；冷凝喷淋装置包

括至少一个喷淋层，每个喷淋层通过一条管路与

空气预热塔连通；预热喷淋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喷

淋层，每个喷淋层通过一条管路与冷却凝结塔连

通。

该热回收再利用系统通过设置互相连通的冷

却凝结塔和空气预热塔，可以分别对湿法脱硫尾

气和用于回收热量的环境空气进行热交换，从而

实现对湿法脱硫尾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并且使升

温的环境空气能够再被利用；通过设置冷凝喷淋

装置、预热喷淋装置及连通的管路，可以实现冷却

水在冷却凝结塔和空气预热塔之间循环，节省了冷

却水的用量。

另外，采用热回收再利用系统对湿法脱硫尾气

进行处理后，脱硫尾气外排时与外界空气混合，基

本不会出现湿度过饱和的情况，水汽也就不会凝

结出来，也就是不会出现“白色烟羽”现象。同时，

在冷却凝结塔内，低温的循环水对脱硫尾气的淋

洗，使其中残存的SO2、NO2、脱硫浆液尘等污染

物得以进一步脱除，实现了深度净化功能。

冷却凝结塔的侧壁设有第一进气口，顶部设

有第一出气口，冷凝喷淋装置在竖直方向上位于第

一进气口和第一出气口之间；空气预热塔的侧壁设

有第二进气口，顶部设有第二出气口；预热喷淋装

置在竖直方向上位于第二进气口和第二出气口之

间；将第一进气口设置于冷却凝结塔的侧壁，可以

便于向冷却凝结塔内通入湿法脱硫尾气，将第一

出气口设置于冷却凝结塔的顶部，可以使尾气由下

而上地流动；将冷凝喷淋装置设置在第一进气口

和第一出气口之间，可以使向下喷淋的低温循环水

与向上运动的尾气具有足够大的接触面积和接触

时间，可以延长换热过程，使尾气和冷却之间能够

充分换热，提高热回收的效率。对于空气预热塔、

第二进气口、第二出气口以及预热喷淋装置的位

置设置，其优点与冷却凝结塔中各部件的优点相

同。

冷凝喷淋装置的每个喷淋层与空气预热塔连

通的位置位于第二进气口的下侧；预热喷淋装置

的每个喷淋层与冷却凝结塔连通的位置位于第一

进气口的下侧；这样，由喷淋层喷淋的低温循环水

或高温循环水落至冷却凝结塔或空气预热塔底部

后，能够迅速流出并进行循环，可以防止循环水在

冷却凝结塔或空气预热塔底部的过度存留；这样图1  湿法脱硫尾气的热回收再利用系统的结构

1—冷却凝结塔  2—空气预热塔  3—第一进气口  4—冷凝喷淋装
置  5—除雾器  6—第一排出泵 7—第二排出泵  8—第三排出泵  
9—第四排出泵  10—第二进气口  11—预热喷淋装置  12—循环喷
淋装置  13—第一出气口  14—第二出气口  15—循环管路  16—外

排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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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高循环水的循环效率，降低循环水的总用

量。

另外，循环水在循环流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始

终与外接进行热交换的。如果吸收热量后的高温

循环水在冷却凝结塔内长时间留存，则会导致高

温循环水中的部分热量被重新释放到冷却凝结塔

内，甚至可能与脱硫尾气重新结合，导致脱硫尾气

中的热量回收率降低；而低温循环水如果在空气

预热塔内长时间留存，可能会重新吸收一些热量，

导致其再次循环至冷却凝结塔内对脱硫尾气进行

降温时的效果变差。

冷凝喷淋装置和预热喷淋装置可以分别具有

多个喷淋层，并且多个喷淋层上下层叠布置；设置

多个喷淋层，可以进一步提高换热效果，使脱硫尾

气中的热量能够被回收得更加彻底。

第一进气口和第二进气口分别与一个进气管

道连通，两个进气管道均向上倾斜布置；通过设置

倾斜的进气管道，可以使脱硫尾气和环境空气分

别通入冷却凝结塔和空气预热塔内时能够先向下

流动一段距离，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加脱硫尾气和

环境空气与喷淋的循环水之间的接触时间和接触

面积，从而进一步提高换热效率和速度。

冷却凝结塔固定安装除雾器，除雾器在竖直

方向上位于冷凝喷淋装置的上侧；通过设置除雾

器，可以将换热后的脱硫尾气在由第一出气口排出

前，除去其中含有的液滴，进一步避免排出后产生

由水汽组成的“白烟”。

空气预热塔内固定安装循环喷淋装置，循环

喷淋装置在竖直方向上位于预热喷淋装置的上

侧；空气预热塔的外部设有循环管路，循环管路的

进液口与空气预热塔的下部连通，循环管路的出液

口与循环喷淋装置连通；通过设置循环喷淋装置

和循环管路，可以使进行热交换后的低温循环水

再次循环换热，提高环境空气对循环水中热量的

吸收率，使热量回收更加完全。

理论上在冷却凝结塔内也可以设置一些如循

环管路和循环喷淋装置的部件，使其内的循环水

进行自循环；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在空气预热

塔内换热时，循环水将热量释放给环境空气，循

环水的温度降低，低温的循环水在经过循环管路

和循环喷淋装置自循环时，始终通入的低温环境

空气能够不断地将其温度降低，使得设置自循环

装置的效果显著；但是，在冷却凝结塔内换热时，

循环水吸收脱硫尾气中的热量，温度由低升高，将

温度升高的循环水再次进行循环继续吸收不断通

入的高温脱硫尾气，热量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因

此，为了使系统装置结构简单，仅在空气预热塔上

设置循环管路和循环喷淋装置。

与每个喷淋层连接的管路上均设有阀门和排

出泵，并且排出泵接近该管路连通的喷淋层，阀门

远离该管路连通的喷淋层；通过在每条连通的管

路上设置独立的阀门和排出泵，可以使每个喷淋

层受到独立的控制，使该系统更加灵活。

空气预热塔的下部连通外排管路，外排管路

与循环水回收装置连通；通过设置外排管路，可

以便于对空气预热塔残留的循环水进行清理和回

收。

采用上述的系统进行热回收和再利用，通过

两次换热过程将湿法脱硫尾气的热量通过水转移

至用于回收热量的空气中。采用本发明的湿法脱

硫尾气的热回收再利用方法，不仅可以对湿法脱

硫尾气中的热量进行再回收，而且能够将回收的

热量换热至空气中，吸收热量的高温空气可以被

用于其他需要加热的系统或工艺中，例如可以将高

温空气通入锅炉，将其用于对锅炉的预热，这样可

以节约能源，具有降低生产成本的优点。另外，经

过换热的脱硫尾气排出至外部环境后，由于其温

度已经降低，可以一定程度防止其出现“白烟”，从

而防止视觉污染。

其中，第一次换热为，通过进气口向冷却凝结

塔内通入脱硫尾气，同时冷凝喷淋装置喷淋低温

的循环水，使低温的循环水与脱硫尾气换热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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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高温的循环水；第二次换热为，通过进气口向

空气预热塔内通入空气，同时，高温的循环水循环

至预热喷淋装置并被喷淋至空气预热塔内，使高

温的循环水与空气换热并转换为低温的循环水；

经过第二次换热后，低温的循环水再次循环至冷

却凝结塔内，重复第一次换热。

低温的循环水的温度低于向冷却凝结塔内通

入的脱硫尾气温度；高温的循环水的温度高于向

空气预热塔内通入的空气的温度。

在起始状态时，由于该系统中没有循环水，因

此，需要先向其中通入一定量的循环水，用于启动

上述换热的循环过程。

由于在起始状态时，该系统尚未与脱硫尾气或

环境空气连通，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任意开口向

冷却凝结塔或空气预热塔内添加低温的循环水。

当该系统中已有低温的循环水后，可以通过各个排

出泵提供动力实现低温的循环水的换热和循环。

起始时，可先通过第二进气口通入一定量的低

温循环水。通入后，开启与冷凝喷淋装置连通管路

上的排出泵，同时通过第一进气口通入待换热的

脱硫尾气，实现在冷却凝结塔内的第一次换热。

低温的循环水通入完毕后，可将第二进气口与

环境空气连通，准备进行空气预热塔内的换热过

程。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进行举例说明：如图1所示，湿法脱硫尾气的热回

收再利用系统中，冷凝喷淋装置包括一个喷淋层，

预热喷淋装置也包括一个喷淋层。

除上述已经记载的部件和装置外，还包括第

一排出泵、第二排出泵、第三排出泵和第四排出

泵；第一排出泵安装于预热喷淋装置与冷却凝结

塔连通的管路上，该管路上还设有阀门，并且阀门

接近冷却凝结塔；第二排出泵安装于冷凝喷淋装

置与空气预热塔连通的管路上，该管路上还设有阀

门，并且阀门接近空气预热塔；第三排出泵安装于

循环管路上，该管路上还设有阀门，并且阀门接近

空气预热塔的底部；第四排出泵安装于外排管路

上，该管路上还设有阀门，并且阀门接近空气预热

塔。各管路与各阀门之间、各管路与排出泵之间、

各管路与喷淋层之间全部采用法兰连接。

工作过程：起始时，先通过第二进气口通入一

定量的低温循环水。当低温的循环水到达设定的

液位时，开启第二排出泵，同时通过第一进气口通

入待换热的脱硫尾气。

冷凝喷淋装置喷淋低温的循环水，使低温的

循环水与脱硫尾气换热并转换为高温的循环水；

换热后的脱硫尾气由第一出气口排出至系统外。

当高温的循环水到达设定的液位时，开启第

一排出泵，使高温的循环水循环至预热喷淋装置

并被喷淋至空气预热塔内，同时，通过第二进气口

向空气预热塔内通入空气，使高温的循环水与空

气换热并转换为低温的循环水；换热后的空气由

第二出气口排出，并通入锅炉系统，为锅炉进行预

热。

低温的循环水再次循环至冷却凝结塔内，重

复第一次换热。

当高温循环水与空气换热后，可同时开启第三

排出泵，使一部分低温的循环水通过循环管路和

循环喷淋装置在空气预热塔内自循环。

低温的循环水的温度低于向冷却凝结塔内通入

的脱硫尾气温度；高温的循环水的温度高于向空气预

热塔内通入的空气的温度。其中，通入的脱硫尾气温

度为50～60 ℃，通入的空气温度为0～10 ℃，冷却凝

结塔内换热区域的温度为30～45 ℃，空气预热塔内

换热区域的温度为25～40 ℃。

系统对湿法脱硫尾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后，尾

气外排时没有出现“白色烟羽”现象。并且经过检

测，尾气中的SO2、NO2、脱硫浆液尘等污染物比

不经过该系统处理的尾气含量更低，说明实现了深

度净化功能。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3
Sep., 2022  Vol.43,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研发创新

福伊特OnView.MassBalance数字技
术提高浆料制备透明度

本刊讯（Voith 消息） 为了解决浆料制备中的

数据透明问题，提高制浆效率和质量，福伊特开发

了OnView.MassBalance数字技术，这一创新的

数字工具可以实时显示备料过程中的纤维损失，

进一步提高纸张生产的可持续性和效率。该技术

设置的显示界面一目了然，操作员可以在屏幕上便

捷地找到具有优化潜力的流程，从而做出改进优

化。

为了做到精准反应备料流程，采用了桑基图映

射了每个进料和出料流程，一旦流程异常、达到设

置的临界值，系统就会马上报告警示，避免进一步

的损失。通过这种方式，制浆造纸厂可以建立起

一套标准化流程，操作员即使互联换班也不会打

乱流程的进展，可以帮助操作员快速轻松地执行

每个流程。 

福伊特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采用该技术进

行提前检测，减少了后期需要处理的废弃物，提高

了资源效率，因此该解决方案在某家客户企业的

应用实验中，不到一年便收回了成本。例如，在法

国的一家OCC工厂，设计年产能为250,000 t，经过

备料系统优化，每月可节省600 t原材料，相当于产

量提高了2%，此外，未来的目标是到2030年帮助

行业实现90%的纤维回收率。

瑞典Northvolt与芬兰斯道拉恩索合作，
研发推广木质素电池材料

本刊讯（John Greene 报道） 回想过去十年开

发的创新电池技术及其相关的可扩展产品时，通

常会想到一种产品：锂。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目

前可获得的锂矿床和开采能力仍然有限，开采锂

等不可再生资源也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提取一

吨锂需要大约500,000加仑的水。因此，最近瑞典

电池生产商Northvolt公司与芬兰林浆纸企业斯

道拉恩索合作，携手开发了木质素制成的电池材

料——Lignode木质素基硬碳。

来自木材的木质素是形成支撑树木组织的关

键结构材料的有机聚合物，是Northvolt电池技术

的关键组成部分。生产过程中，斯道拉恩索将主要

研发生产基于木质素制成的Lignode木质素基硬

碳阳极材料，然后Northvolt将利用其超级工厂进

一步推动设计改进、开发生产工艺并扩大技术规

模以扩大市场采用。

斯道拉恩索表示，锂离子在充电过程中从阴极

移动到阳极，被储存在阳极材料的碳结构中。传统

的石墨材料具有严密的分层结构，离子只能从石墨

的侧面进出。而对于Lignode木质素基硬碳，其阳

极材料为无序的、高度开放的结构，使得快速充放

电成为可能。充电时间的减少让Lignode木质素基

硬碳有望成为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眼中

的差异化产品。

此外，L i g n o d e木质素基硬碳由占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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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的木质素制成。木质素在木材内部充当

黏合剂，增强硬度的同时还能防止腐烂。由斯道拉

恩索芬兰Suni la工厂生产的Lignode木质素基硬

碳实则是制浆过程中的副产品，完全以生物基为基

础，并可实现规模化生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充分

利用现有材料而无需采伐更多的树木。

斯道拉恩索自2015年起在其芬兰生产基地进

行木质素的工业化生产，目前年产能为50,000 t，

未来木质素基电池可能在全球向清洁能源生产的

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

Mondi开设集团首个纸制品可回收性
检测实验室

本刊讯（Mondi 消息） 近日，Mondi宣布在其

位于奥地利的Frantschach工厂开设了集团的首

个纸包装回收实验室，测试纸张和纸基包装的可

回收性。

Mondi表示，在公司内部尝试开展纸制品回

收测试，这加快了公司进一步开发可持续纸质包装

的过程。虽然纸质包装具有许多可持续性优势，但

对于易腐食品等产品，它也具有一定的阻隔功能限

制，因此，有时为了增强纸质包装的阻隔功能，可

能需要添加非纸质成分，例如阻隔涂层等，虽然提

高了阻隔性能，但在回收时却降低了包装的可回收

性。因此，Mondi的检测实验室将收集包装回收

的数据，了解纸质包装特性和回收使用情况，并进

一步用于改进现有产品并提供有关环境影响的信

息，供进一步研发使用，从而进一步改善纸质包装

材料流的循环性。

实验室的测试首先是在Mondi开发的各种纸

和纸质包装产品基础上进行的，确定回收的纸质

包装是否可以再次有效地利用。该实验室的工作

方式与工业回收厂类似，但规模较小，得出的结果

可以提供材料是否可回收的具体证据。

对此，Mondi研发和软包装负责人Elisabeth 

Schwaiger表示：“Mondi通过该实验室向客户提

供有关本公司产品可回收性信息，这将是公司开发

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增强对客户的价值主张的

关键推动力。目前，公司78%的产品组合已经是可

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产品，到2025年，我们

的所有产品都将满足这些要求。”

拓斯克OnCare.eDoc数字文档平台助
力工厂提高技术文档检索效率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 2022年7月6日，欧洲

Vajda-Papír纸业的一台领先型2.2L卫生纸机开

机，拓斯克为其提供包括整条生产线和所有辅助

系统的全套交钥匙工程项目。其中包含了最新的造

纸4.0的OnCare.eDoc数字文档平台。

OnCare.eDoc数字文档平台可以通过电脑桌

面和便携式设备（如手机）提供清晰的用户指南，

操作流程高效顺畅。关键优势在于，它可以提供整

个工厂所有设备的技术文档，由于数据量庞大，

OnCare.eDoc还提供了针对各种文档需求的有效

搜索功能。此外，借助收藏夹列表等自定义功能，

造纸企业可以根据特定要求对文档进行分类。这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的搜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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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Vajda-Papír运营总监Zoltan Pataki

说道：“OnCare.eDoc平台包含我们新生产线的

整个供货范围的技术文档。手册、图纸和工艺流程

图都可以通过该平台轻松找到。从而，我们能够提

高操作和维护效率。有了这个数字平台，我们终于

可以避免在搜索文档和数据上额外花费时间了，节

省了人力。”

拓斯克文档技术协调员Lorenzo Melani也

表示：“效率和数字化是相辅相成的。未来，拓斯

克的技术文档将在OnCare.eDoc平台上交付。我

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一个清晰且易于管理的数

字文档平台。对于像Vajda-Papír的交钥匙项目

这样的庞大供货范围，我们相信OnCare.eDoc会

有所作为。”

拓斯克未来将继续借助造纸4.0平台，帮助并

陪伴客户踏上数字化之旅，将庞大的数据量化繁

为简，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数字化服务。

UPM与韩国Dongsung化学公司合作
研发生物基可再生材料 

本刊讯（UPM 消息） 近日，总部位于德国的

UPM生物化学公司宣布已经与韩国的Dongsung

化学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利用生物基原

材料开发可再生产品，Dongsung化学公司的目标

是开发一种基于UPM BioPura生物原料的可再

生聚氨酯产品，UPM BioPura是UPM生物化学

公司制造的生物基单乙二醇（MEG）。

UPM生物化学公司表示，将投资7.5亿欧元将

德国洛伊纳（Leuna）生物精炼厂建造成世界上第

一个工业规模的生物精炼厂，把可持续采购的、经

过认证的木质生物质转化为下一代生物化学品，包

括Bio-MEG。据悉，洛伊纳生物精炼厂的目标是

每年生产22万t生物化学产品，计划将于2023年底

投产。

建立合作关系后，UPM生物化学公司和

Dongsung化学公司将积极合作开发使用Bio-

MEG的环保产品，瞄准亚洲市场及其庞大的纺织

业和制鞋业。

Dongsung化学公司计划通过推进环保产品

线，将UPM生物化学公司的Bio-MEG整合到其

生产中，来实现其产品组合的多样化。其目标是首

先将其应用于鞋类材料，然后扩展到汽车内饰材

料以及黏合剂。

UPM生物化学公司的Bio-MEG生物材料采

用可持续采购、经过认证的阔叶木纤维制成。阔叶

木主要取自德国洛伊纳生物精炼厂周边地区的森

林。目前，UPM生物化学公司正积极地致力于进

一步优化流程，以实现产品的碳中和，甚至达到碳

负值。

对此，D o n g s u n g化学公司首席执行官

ManWoo Lee说：“通过与UPM生物化学公司的

合作，我们能够获得下一代生物材料的稳定供应，

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主要产品。”

“Dongsung化学公司正在推行以生物基原

料替代品取代石化原料的战略，并减少其产品的

碳足迹，我们很高兴与其合作。”UPM生物化学负

责生化业务的副总裁Michael Duetsch补充说。

“UPM生物化学正在建设一个超越化石燃料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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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我们将与Dongsung的伙伴们合作，为他们的

客户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这些客户也渴望减少

碳足迹。”

DSS刀闸阀技术助力纸厂安全生产

本刊讯（JEANNE GRUNERT 报道） 安全生产

对制浆造纸厂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高温、高压、化

学品和极端pH值条件会对纸厂的设备造成影响，

而经久耐用且不产生压力损失或泄漏的阀门可以

提高工厂工人的安全性。

北美DSS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阀门产品，被北美

工程技术公司Jasper Engineering收购后成为其

子公司，生产用于制浆造纸、采矿、电力、化工等行

业应用的阀门。为了制浆造纸行业的需要，DSS改

良传统刀闸阀，将适用严酷工况的刀闸阀应用于

造纸行业。

Jack Schre ib er是美国包装公司（PCA）

旗下Wal lu la纸厂的维护主管，该纸厂主要生产

牛皮纸和纸浆，在纸厂的多个流程采用了DSS

刀闸阀。S ch r e i b e r认为，DS S刀闸阀的应用

对工厂安全具有重要价值，DSS刀闸阀安全性

高，由比许多其他阀门更坚固的材料制成，每隔五

年才需更换一次，而且DSS刀闸阀阀体更小、更紧

凑，因此更换容易，操作性强。

其实，刀闸阀对制浆造纸行业来说并不是新

生事物，最早由瑞典制浆造纸企业开始使用，能

够实现低压单向通用隔离，之后，刀闸阀又经过了

多次改进。2017年，DSS设计改进了刀闸阀技术

并投入使用。DSS公司表示，该阀门拥有技术最

先进的严酷工况，完全消除了无组织排放的可能

性，超过了MSS规定的严酷环境的严格标准，并

提供了ASME 1500/PN 250级（3750 psig/250 

barg）全真空的双向零泄漏。

DSS刀闸阀拥有特殊的导向剪切闸门，其设计

包括两个关键要素：剪切尖端和内部闸板导轨。从

“打开”到“关闭”，闸板全程受引导，当遇到固体

时，可移除任何偏转因素。当材料被剪切尖端撞击

时，材料断裂并倾斜，从而在闸门与主密封接触处

实现零泄漏。二次密封进一步消除了任何可能的

大气泄漏。当闸门完全关闭时，精密制造在闸板和

阀体之间形成金属对金属阀座，拥有较高的安全

特性、坚固的结构和较长的生命周期。

南非Sappi Saiccor浆厂使用MVR蒸
发技术助力工厂节能降耗

本刊讯（Paper 360 消息） MVR（机械蒸汽

再压缩）技术是目前较为先进的节能技术，可以

实现蒸发过程中低品位余热的高效回收再利用，

从而减少对外界能源的需求。近年来，MVR技术

凭借能耗低、结构紧凑、热能利用率高等特点受

到制浆造纸厂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南非的Sappi 

Saiccor纸浆厂。

Sap p i旗下的南非Sa i c c o r工厂是世界最

大的用亚硫酸盐工艺生产黏胶纤维的浆厂之

一，S a i c c o r工厂位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德班港以南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7
Sep., 2022  Vol.43,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MVR技术可应用到制浆流程以及后期黑液的

处理过程。在制浆过程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纤

维经过清洗、漂白、脱水和干燥，洗涤过程中产生

的亚硫酸盐废液不能直接燃烧，必须经过蒸发，

废液进入蒸发装置之后进行浓缩，然后作为燃料

送入回收锅炉。之后，锅炉燃烧产生高压蒸汽，同

时将用过的蒸煮液中的主要化学物质转化为蒸煮

酸，以便在制浆过程中重复使用，从而完成可持续

循环。在这一过程中，MVR装置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亚硫酸盐工业中，MVR压缩机也用于黑液的预

蒸发或作为多种配置的蒸发设备。

Saiccor工厂的Vul ind lela产能升级项目于

2018年5月开工，2021年9月竣工，项目成本超过 

2300万欧元。其中，制浆配备的蒸发厂建在浆厂的

中心，建成之后成为全球亚硫酸盐工业中同类装

置中规模最大的蒸发装置。该蒸发系统的压缩机

容量巨大，为16,000,000 W，每小时可蒸发300 t

水，电力输出大致相当于同时供应400,000个灯泡 

(40W)的电能。

此外，该系统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可以通过

机械蒸汽再压缩将介质从输入浓度直接浓缩到所

需的最终浓度，无需额外的中间环节。此外，具有

出色的清洁性能，可保证耐用性。

该蒸发厂由罐区（浓液、稀液、冷凝液罐等）

组成，还建有四个巨大的降膜板式蒸发器（plate 

fa l l ing f i lm evaporator）和风扇，拥有四个

MVR压缩机。在这一过程中，工艺蒸汽（蒸汽）被

加热到更高的温度水平，通过电动机械蒸汽再压

缩系统（径向风扇）将其作为新鲜的加热蒸汽送回

原有过程之中，进行重复利用。

Saiccor工厂负责人表示，板式降膜蒸发器和

MVR的组合是亚硫酸盐溶液浓缩的有效工艺解

决方案。通过机械蒸汽再压缩，蒸汽中所含的能

量不会丢失，而是返回到能量循环中。因此，可以

避免蒸汽损失。此外，板式降膜蒸发器非常易于清

洁，维修间隔长。因此，整个亚硫酸法制浆工艺的

蒸发系统相对节能和环保。

50km处，利用桉木纤维为原材料，采用独特的纤

维素化学技术，为Sappi集团生产溶解浆（DP）。

在循环经济方面，浆厂致力于从多个工艺领域节能

降耗，其中就包括通过建设蒸发装置有效利用蒸

汽和废物流的生物能源。

此前，Saiccor工厂启动了“Vulindlela”产能

升级改造项目，目标为将工厂产能从783,000 t提

高到890,000 t。与此同时，还将进一步降低对化

石燃料的依赖。整个升级项目包括安装一个新的

蒸发器回收锅炉、一个筛选和洗涤装置、升级漂白

装置和制浆线、改进回收回路和额外的镁蒸煮器

等。

Sa ic cor工厂采用亚硫酸法制浆，并安装了

GIG Karasek公司提供的蒸发设备，使用MVR技

术浓缩亚硫酸盐溶液，建成了世界同类型亚硫酸

法制浆厂中最大的蒸发装置。

从原理上而言，MVR就是一种热泵，通过机

械压缩做功，将能量从低品位提升至高品位，只需

要通过消耗少量的逆循环做功，就可以得到更大

的供热量。对此，Sappi表示，由于能效高、排放

低，创新的MVR工艺解决方案对循环产生了积极

影响，从而节省了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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