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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楠竹制浆可缓解我国造纸原料资源短缺问题，

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增加碳汇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介绍了我国的竹资源、竹子化学制浆特性和国内竹浆产业

现状；对楠竹的化学组成、纤维形态、物理特性和生物结构

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讨论；重点介绍了国内楠竹化学制浆技

术的科研和产业化应用，以及楠竹溶解浆制浆；并提出了楠竹

化学制浆产业化需要重点注意的技术问题及其建议。

关键词：楠竹；化学组成；纤维形态；化学制浆技术

Abstract: Using Moso bamboo as papermaking materi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lieve the shortage of papermaking raw 
materi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ncrease carbon sink capacity. The 
resources of bamboo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chemical pulp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mboo pulping 
industry we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fiber morphology,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biological structure 
of Moso bamboo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pulping technology 
of Moso bamboo in China were highlighted, and the pulping of 
Moso bamboo dissolving pulp was also showed. Finally, 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hemical pulping of Moso bamboo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Moso bamboo; chemical composition; fiber morphology; 
chemical pulp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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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纸浆和纸产品的生产消费量逐年增长，造纸

原料资源短缺，2020年我国造纸原料中进口木片、木

浆、废纸总量约占我国造纸原料消费总量的40%。在

国际原生浆和木片供给市场有限的同时，2021年我国

全面禁止进口废纸，相继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使国内木材采伐指标逐年紧缩，因而我

国造纸原料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原料资源

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造纸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问

题。竹材的生长周期短、碳汇能力强，其中楠竹是我国

生物量最大的竹种，资源丰富。竹子作为造纸原料在我

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目前，竹浆已成为我国产量最大的

非木浆，但是因为楠竹的原料特性，其制浆造纸的规

模化应用仍然有一些瓶颈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开发利

用楠竹作为造纸原料资源对解决我国造纸原料短缺、

增强碳汇能力和促进竹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1  楠竹资源及其特性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竹林

图1  近40年我国竹林面积变化[1]

图2  我国主要产竹省市的竹林面积变化[1]

面积占世界竹林总面积1/3以上。因为竹子易于人工种

植、生产周期短、碳汇能力强，一次栽种，永续利用，连

续采伐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我国林业政策

鼓励“以竹代木”，发展竹产业。2019年12月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56条规定：采伐自然保护区以

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2021年11月国家林

草局、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竹产

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国内近年

掀起了发展“竹产业”的热潮。

据2018年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1]，40多年

来，我国竹林面积增加了341.39万hm2，年均增加8.13万

hm2，年均增长率1.83%；我国竹林总面积641.16万hm2，

占森林总面积的2.94%（见图1），其中楠竹（又名毛竹）

林467.78万hm2，占72.96%；其他竹林173.38万hm2，占

27.04%。我国楠竹林平均高10.1 m、平均胸径9.3 cm、株

数2429株/hm2，竹林平均生物量70.53 t/hm2，楠竹林

的生物总量约3.30亿t，碳储量1.65亿t[1]。楠竹林分布

在我国13个省（市），其中楠竹林面积在70万hm2以上

的有福建、江西、湖南、浙江（见图2），4个省份面积合

计370.62万hm2，占全国楠竹林面积的79.23%。

目前，利用楠竹的主要产业有竹板材、竹家具、竹

凉席、竹地板、竹门窗、竹工艺品、竹笋食品、竹纤维、

造纸、竹旅游、竹炭、竹生物医药（竹醋液、竹叶黄酮）

等。

2  楠竹的原料特性

2.1 化学组成

表1是楠竹与几种常用造纸原料的化学成分比较。

可见，竹子与常用造纸原料比较其化学组成具有如下主

要特点：（1）综纤维素含量与常用造纸原料接近；（2）

木素含量与阔叶木原料接近，组成木素的结构单元也

与阔叶木类似（含较多的紫丁香基结构单元）[3]；（3）

1%NaOH抽出物含量比木材原料高，与草类原料接近；

（4）灰分含量高于木材，低于草类原料；（5）苯-醇抽

出物含量高于木材和芦苇，竹子中含有较高的蜡、淀粉

和果胶。因此，竹子的化学组成整体介于木材和草类原

料之间。

同时，从表1可见，楠竹与慈竹、黄竹、绿竹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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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竹子的化学成分比较，其主要化学组成接近，而灰

分较低，因此其化学制浆黑液碱回收的硅干扰会相对

较轻；同时，楠竹的化学组成随着品种、产地和竹龄的

不同有较大的差别。

2.2 纤维形态

表2列出楠竹与几种常用造纸原料纤维形态的比

较。其中，竹类纤维平均长度为1.5～2.0 m m，比阔叶

木和草类纤维长，比针叶木纤维短；纤维宽度一般为12

～16.2 μm，比木材纤维窄，比草类

纤维略宽；长宽比在110～150之间，

大于常用造纸原料；纤维细胞壁厚约

5 μm，壁厚胞腔小，壁腔比大于木

材，与稻麦草纤维相当。因此，竹类纤

维的综合形态特征是纤维细长、壁厚

腔小、密度大、纤维较挺硬。同时，竹

子纤维中杂细胞含量远高于针叶木

和阔叶木，但低于草类纤维。在竹类

原料中，楠竹（毛竹）的杂细胞含量通

常高于其他竹材，且其纤维形态随着

产地和竹龄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别。

2.3 物理特性和生物结构

表3是竹子与几种常用造纸原料

密度的比较。从表3可见，竹类原料的

密度大，一般为0.6～0.9 g/c m3，远

高于造纸常用的针叶木和阔叶木原

料，接近于它们的2倍，其中楠竹的密

度比一般丛生竹略低，且随着产地和

竹龄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别。

与木材相比，竹材纹孔小而少，

竹材的外表皮有一层脂肪蜡，内表面

有一层薄膜，且竹节的结构致密。因

此，竹材蒸煮时药液渗透困难，其中

楠竹的壁厚比其他竹材大，且其竹节

部分占比较大，药液渗透难度更大。

楠竹秆茎主要是由表皮组织、

维管组织和薄壁组织组成，维管束被

薄壁组织所包围，在整个楠竹茎干上

占有较大比例；其数量从竹青到竹黄

依次减少。图3为2年生楠竹不同位置

（竹青、竹中、竹黄）的维管束分布。

综上可见，从化学组成和纤维形

态而言，竹子是优良的非木材造纸原

表3  几种造纸原料密度的比较[2]

材种

密度/g.cm-3

桉木

0.3～0.51

杨木

0.35～0.53

马尾松

0.39～0.49

慈竹

0.72～0.85 0.63～0.81

楠竹

表2  楠竹与其他常见造纸原料纤维形态的比较

原料

种类

楠竹

楠竹

楠竹

楠竹

楠竹

慈竹

慈竹

黄竹

绿竹

麻竹

桉木

杨木

马尾松

芦苇

麦草

稻草

纤维平均

宽度/μm

13.8

15.3

16.2

13.5

12.0

13.6

15.0

11.0

11.5

15.7

15.9

23.5

50.0

9.7

12.9

8.1

纤维平均

长度/mm

1.9

1.75

2.0

2.0

1.57

2.7

1.99

1.89

1.77

2.60

1.0

0.88

3.61

1.12

1.32

0.92

纤维长

宽比

136

114

123

148

131

199

133

171

154

155

66

37

72

115

102

114

杂细胞

含量/%

-

-

31.2

-

30.6

19.7

16.2

31.7

22.2

28.5

17.6

13.3

1.50

35.5

37.9

54.0

-

3.86

4.55

5.70

-

-

-

-

-

-

-

-

0.65

1.77

4.16

4.40

壁腔比

[2]

[4]

[7]

[8]

[9]

[2]

[7]

[4]

[4]

[4]

[2]

[5]

[7]

[7]

[7]

[7]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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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楠竹与其他常见造纸原料化学成分的比较 

原料

种类

楠竹

楠竹

楠竹

楠竹

慈竹

慈竹

白夹竹

绿竹

丹竹

桉木

马尾松

芦苇

聚戊

糖/%

22.95

23.71

21.12

21.80 

21.60

25.41

22.64

17.45

18.54

18.23

13.53

22.46

硝酸-乙醇

纤维素/%

43.46

52.57

45.50

52.04 

51.09

44.35

46.47

49.55

47.88

48.78

52.70

43.55

总木

素/%

25.54

26.62

24.73 

27.36 

24.43

31.28

33.46

23.00

23.46

25.40

29.06

25.40

灰分

/%

0.94

1.03

1.10

0.62 

1.53

1.20

1.43

1.78

1.93

0.50

0.22

2.96

24.97

27.49

30.98

26.65 

22.26

31.24

28.65

26.86

23.46

14.67

13.29

31.51

1%NaOH

抽出物/%

4.19

7.68

5.96

7.44 

6.78

5.24

5.24

-

-

3.60

2.72

5.69

热水抽出

物/%

2.51

5.16

5.55

4.29  

1.64

-

-

6.60

-

1.50

1.40

2.63

苯-醇抽

出物/%

[2]

[4]

[5]

[6]

[2]

[4]

[4]

[4]

[4]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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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竹子的密度大，且苯醇抽出物含量较高，竹青、竹

中、竹黄、竹节的生物结构差异性大，影响蒸煮时药液

的渗透，尤其是楠竹片的厚度较大，蒸煮药液渗透的难

度更大。

3  竹子化学制浆特性和楠竹化学制浆工艺

3.1 竹子化学制浆特性

竹子作为造纸原料在我国和中南亚地区具有悠久

的历史，利用竹材的种类也较多。目前，国内竹子制浆

方法主要有KP法化学浆（粕）、化学机械法/生物化学

机械法和半化学法制浆。其中，化学浆是其主要产品，

均采用KP法制浆，主要用于生活用纸、包装纸、文化用

纸用浆和黏胶浆粕。竹子高得率浆在近几年发展较快，

以本色浆或低白度浆为主，主要用于包装纸、民俗纸、

炮竹纸生产。其生产线的规模普遍小于化学浆，甚至存

在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非法作坊式生产

线。

竹子作为化学浆原料，具有如下优点。

(1）生长迅速、成材快、产量高，碳汇能力强。一般

3～5年即可成材，每亩年产可达500～1,000 k g，生长特

别好的可达1,500～2,000 k g，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原料

基地。

(2）化学组成和纤维形态适合于制浆造纸，竹浆性

能介于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之间，优于草浆。

(3）竹子密度大，蒸煮设备利用率高；浆料滤水性

能比草浆好，碱回收率高于草浆。

同时，竹子作为化学浆原料，也存在以下不足。

(1）竹子组织结构致密，表层和内层结构特异，蒸

煮过程中药液渗透较困难。

(2）竹节较多，影响蒸煮的均匀性。

(3）竹子灰分含量比木材高，在制浆过程中易出现

硅干扰。

(4）化学浆漂白后容易返黄。

中国林科院木材所将国内常见的竹材按制浆性能

优劣分为如下4级[10]，第一级包括黄竹、慈竹、马蹄竹、

岗竹、牡竹、楠竹、金竹等；第二级包括淡竹、方竹、石

竹、撑篙竹等；第三级包括麻竹、青皮竹、箭竹等；第四

级包括木竹、苦竹、茶秆竹等。以上分级可见，楠竹是竹

类造纸原料中的优等原料。

3.2 我国竹子制浆产业化现状

国内四川、贵州、重庆、广东、江西、福建、广西、

湖南等省均建有规模以上竹浆生产线。国内已投产的规

模最大的竹浆线是贵州赤天化和四川泸州永丰，各有1

条年产20万t化学竹浆生产线[11]。我国竹浆的产能主要

集中于四川，至2019年四川投产的大中型竹浆生产企业

18家，合计产能240万t，预计到2022年底四川竹浆产能

图3  楠竹（2年生）不同位置（竹青、竹中、竹黄）维管束分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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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360万t以上[12]。2020年，我国竹浆总产量达219

万t，竹浆已成为产量最大的造纸用非木纸浆，其中四川

竹浆产量占全国竹浆总产量的60%以上。

国内竹子化学制浆主要采用KP法蒸煮，竹浆粕采

用PHK法，近年新建生产线主要采用热置换蒸煮或连

续蒸煮，化学浆的粗浆得率接近50%；大多采用了封闭

筛选、氧脱木素、ECF漂白、结晶蒸发和单汽包低臭型

碱炉等制浆新技术；碱回收率可达96%，排水量小于40 

m3/t浆。泸州永丰漂白竹浆的黏度≥800 mL/g，抗张指

数59.0～72.0 N.m/g，耐破指数4.8～5.5 k P a.m2/g，

白度85%～88%ISO，吨浆能耗小于200 kg标煤[11]。由于

受硅干扰的影响，竹子化学法制浆白泥煅烧石灰存在问

题，主要采用其他方法综合利用或处置。

3.3 楠竹化学制浆工艺

四川竹子化学浆主要采用慈竹、黄竹、棉竹、撑绿

竹、麻竹、白夹竹等竹材作为原料[12-13]。楠竹化学制浆

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2,6,8-10]，国内较大规模使用楠竹化学制浆的企业

有福建邵武竹浆厂、广西柳州造纸厂、广宁纸浆厂、抚州

造纸厂等。下面介绍一下楠竹K P法制浆的研究和应用

情况。

楠竹化学浆主要采用KP法蒸煮，其主要工艺条件

为用碱量15%～22%（以Na2O计），硫化度15%～20%；

纸浆得率42%～47%之间，纸浆卡伯值15～20。表4为几

种竹子的KP法制浆的实验蒸煮工艺条件和本色浆性能

的研究结果。从表4可见，楠竹的KP制浆工艺和纸浆性

能与慈竹、黄竹、绿竹和棉竹等其他竹材接近。

我们用贮存1个月、竹龄为4年的湖南楠竹在实验

室进行了K P法蒸煮和DQP短程序漂白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用碱量18%（以Na2O计），硫化度18%，液比为

1∶5，升温时间120 m i n时，最高温度165 ℃，保温时间

90 m i n条件下，粗浆得率47.3%，筛渣率1.89%，卡伯

值21.2，黑液残碱5.95 g/L；在C lO2用量3%、H2O2用

量1.5%时，漂白浆白度可达83.1%I S O，黏度899 m L/

g，抗张指数77.7 N.m/g，耐破指数

6.1 k P a.m2/g，撕裂指数9.3 m N.

m2/g，表明楠竹漂白浆的强度优于漂

白阔叶木浆优等品，接近漂白针叶木

浆一等品。

崔敏[10]研究了不同竹龄楠竹的

K P法制浆性能，蒸煮工艺条件为用

碱量17%(以Na2O计)，硫化度25%，

液比1∶5，最高温度170 ℃，升温时间

180 min，保温120 min；浆料经筛选

后，采用DoEPD1P四段漂白，ClO2用

量4%，H2O2用量2%。不同竹龄楠竹

制浆的蒸煮、漂白和纸浆物理性能的

结果见表5，可见竹龄4年左右楠竹的

综合制浆性能优于竹龄1年和2年的

楠竹。

邵武竹浆厂年产5万t漂白硫酸

盐竹浆生产线[14]，用楠竹采用硫酸

盐法蒸煮，液比1∶3.5，用碱量19%

～20%（以NaOH计），硫化度20%～

25%，纸浆K a p p a值26～30，粗浆

表6  楠竹PHK蒸煮结果和本色浆粕质量

33.64

粗浆得率/

%

筛渣率/

%

0.00 8.58

残碱/

g.L-1

Kappa

值

11.67

黏度/

mL.g-1

1096 94.55

a-纤维素含量/

%

4.81

聚戊糖含量/

%

表5  不同竹龄楠竹的蒸煮、漂白和纸浆物理性能研究结果

竹龄

/a

1

2

4

粗浆得

率/%

43.3

44.7

45.6 

Kappa

值

20.5

23.7

18.5

白度/

%ISO

83.7

83.6

83.9

黏度/

mL.g-1

660

904

803

抗张指数/

N.m.g-1

73.9

74.0

75.9

耐破指数/

kPa.m2.g-1

4.8

4.8

4.9

6.7

5.9

6.5

撕裂指数/

mN.m2.g-1

表4  楠竹与其他几种竹材制浆性能的比较

原料

种类

楠竹

楠竹

楠竹

慈竹

黄竹

黄竹

绿竹

棉竹

硫化度

/%

18.0

18.5

15.0

20.0

18.0

20.0

16.0

20.0

用碱量

(Na2O计)/%

20

22

16

22

20

18

20

21

细浆得

率/%

43.0

42.0

41.0 

42.0

43.0

36.6 

45.0

40.3 

Kappa

值

17.5

17.0

17.3

15.0

16.5

17.2

16.0

17.2

67.3

69.4

61.2

66.3

71.4

65.3

59.2

62.2

抗张指数/

N.m.g-1

9.4

8.9

-

9.2

9.6

-

9.0

-

撕裂指数/

mN.m2.g-1

[4]

[4]

[9]

[4]

[4]

[9]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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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结构均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其

制浆性能和纸浆质量均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选择合适竹龄的竹材很重

要。张齐生等人[6]研究了不同竹龄楠

竹的化学成分，结果见表7；崔敏[10]研

究了楠竹纤维长度、纤维宽度、竹材

密度和壁厚度随竹龄的变化，结果分

别见图4和表8。

从图4和表7、表8可见，随着竹

龄的增长，楠竹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含量变化较小，木素含量在第2年以

后基本稳定，3～7年竹龄竹材的灰分含量较低；纤维平

均长度、纤维平均宽度和密度均随着竹龄增长而增加，

壁厚度也增加。从楠竹作为造纸原料的角度考虑，竹龄

太短，灰分含量较高，纤维相对较短，抽出物含量相对

较高，竹料较易腐烂，贮存相对困难，也不能满足竹子

得率46%～52%，经单段氧脱，Kap p a值到14左右，然

后经C/DEOD三段漂白，白度80%～84%I S O，裂断长

≥5,000 m，耐破指数≥3.5 k P a.m2/g，耐折度≥100

次。

上述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楠竹KP浆的得率差异

较大，一般比马尾松、桉木、芦苇等低2～9个百分点，也

低于四川化学竹浆厂的得率；纸浆强度也有较大差异，

有的达到了《漂白硫酸盐木浆》QB/T 1678-2007针叶

浆一等品的要求，有的仅为阔叶浆合格品的水平。楠竹

化学浆制浆性能的这些差异主要是其材种、产地、贮存

时间、竹龄、制浆漂白工艺条件等不同造成的，因此，在

楠竹化学制浆工程上应对这些因素进行优化。

3.4 楠竹溶解浆制浆工艺

谭丽红等人[2,15-16]研究了湖南楠竹预水解硫酸盐

法制浆（PHK）的动力学和工艺。结果表明，楠竹预水

解半纤维素和K P法蒸煮脱木素的反应活化能分别为

83.3 k J/mo l和54.6 k J/mo l，小于木材的125.6 k J/

mo l和134.0 k J/mo l。楠竹PHK制浆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预水解P因子1,000左右，KP蒸煮用碱量17%（Na2O

计），硫化度20%，H因子1,000；最佳工艺条件下的楠

竹PHK蒸煮结果和本色浆粕质量见表6。从表6可见，

楠竹PHK本色浆粕的得率比马尾松和桉木低4～5个百

分点，硬度与桉木浆粕接近，黏度比马尾松和桉木浆粕

高。

4  楠竹化学制浆需要重点考虑的几个问题

4.1 竹龄的选择

随着竹龄的增长，楠竹的化学组成、纤维形态和

表8  不同竹龄楠竹的密度和竹壁厚[10]

竹龄/a

密度/g.cm-3

竹壁厚度/mm

1

0.592

6.698

0.5

0.494

6.755

2

0.600

6.949

4

0.692

7.506

0.728

7.875

6

表7  不同竹龄楠竹的化学成分[6]

竹龄/

a

1

2

3

4

5

6

7

8

聚戊糖/

%

22.81

20.46

21.48

20.84 

21.80

21.57

22.28

22.91

综纤维素/

%

71.40

71.60

71.17

70.62

73.84

72.47

72.51

70.55

总木素/

%

23.86

26.73

26.56 

25.87 

27.36

27.42

27.89

26.79

灰分/

%

2.02

2.26

0.96

1.46 

0.62

0.82

1.07

2.58

1%NaOH

抽出物/%

32.73

32.35

31.56

31.97

26.65

29.91

29.30

31.08

4.71

5.05

6.40

6.47  

4.29

4.30

5.11

5.41

苯-醇抽

出物/%

图4  竹纤维长度和宽度随竹龄的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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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繁殖的要求；竹龄过长，竹片密度加大，壁厚增加，

不利于药液渗透，且木素含量增加，分子量增大，蒸煮

脱木素难度增加。因此，造纸用楠竹以采伐3～5年生竹

子为宜。

4.2 贮存和备料

楠竹为春夏出笋的竹种，通常以8月至次年2月为

合理的采伐季节。因此，每年有约6个月左右时间不宜

采伐，竹浆厂必须要大量贮存原料，且这段时间贮存比

较容易受微生物作用而腐烂，或者发生虫蛀现象，贮存

需特别注意。张乐彝[17]等人的研究表明，将采伐后竹子

水分降低到18%以下堆存不易发生霉变虫蛀现象。在楠

竹贮存期，水和苯醇等抽出物随贮存时间增加而下降，

且前3个月下降较快。楠竹贮存时间延长，其化学浆强

度下降。当竹片陆地贮存时间为6个月时，其本色KP浆

的裂断长、耐破指数和耐折度分别下降约30%、31%和

85%[16]。可见，竹材的贮存对其制浆性能和纸浆质量影

响较大。

由于楠竹原料密度大、竹子壁较厚、细胞壁纹孔少

而小；加上其表皮和内表皮组成和结构特异性，在楠竹

备料时宜采用大角度斜切，采用加强竹片洗涤和竹片压

劈等手段可改善蒸煮时药液渗透和蒸煮性能。

4.3 经济合理利用

楠竹的用途广泛，其竹杆的底部和顶部物理性能

差异较大，可按特性不同将它们分别利用。底部壁厚，

竹节较多，蒸煮难度较大，但是机械强度较好，可用于

加工地板、家具、竹凉席、竹器、工艺品等；相对而言，

楠竹杆的中部和顶部更适合于制浆造纸；同时，楠竹加

工过程产生的竹节、竹屑、竹枝等可用于生产生物质颗

粒和竹粉。

4.4 合适的蒸煮工艺

采用黑液预浸，溶解果胶、淀粉、低分子糖等，可为

蒸煮药液渗透打开通道；添加蒸煮渗透剂可加速药液

渗透，改善其蒸煮性能；同时，根据其结构特性，需要

适当延长蒸煮的升温时间。

4.5 硅干扰控制和白泥利用

楠竹的灰分在竹材中相对较低，但高于木材原料，

生产过程中必须考虑硅干扰问题，通常可采用黑液中添

加适量白液、同步除硅、白液除硅等技术控制硅干扰。

当白泥中硅含量较低时，可用其煅烧石灰；当白泥 [收稿日期:2022-05-06]

中硅含量积累到较高水平时，需将白泥排出系统，外排

的白泥通常可用于水泥原料、制碳酸钙（造纸填料、塑

料填料、涂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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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经过“四代”产品的发展，设备结构和规格

系列不断完善，可满足不同浆种和不同规模的项目建设。目前，国产双辊

压榨洗浆机已成功应用于木材化学浆和化机浆以及非木化学浆等多个项目

中，成为制浆企业洗涤浆料的主流设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双辊压榨洗浆机；发展历程；高效节能；紧凑型；应用前景

Abstract: After four-gener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estic twin roll 
press, the equipment structure and specification ser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different pulp grades and projects.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twin roll press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many 
projects such as chemical pulp, chemical mechanical pulp, and non-wood pulp 
production. I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equipment for pulp washing, an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 words: twin roll press; development course;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compact structure;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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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辊压榨洗浆机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称谓，比

如最早的叫做双辊挤浆机、双辊置换压榨挤浆机，最近

有双辊洗浆机、五辊洗浆机、机械布浆双辊洗浆机等。

其实从设备的工作原理来讲，此类设备无论结构形式如

何改变，都是两支具有脱水功能的辊子工作，通过压榨

的原理实现浆料的脱水与洗涤。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叫

做双辊压榨洗浆机比较合适。近几年，随着单机设备工

作效率的不断提升才有了高效压榨洗浆机的说法。

1  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的发展历程

2000年之前，压榨洗浆机完全依赖进口。由于其良

好的洗涤效果、单机高产能和高出浆干度的优势，在东

北、四川一些浆厂通过引进压榨洗浆机作为工厂提升各

项洗浆指标的关键技术革新。

与原来的真空洗浆机、扩散式洗浆机等各种洗浆

设备比较，压榨洗浆机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单

机生产能力大、出浆浓度高、设备安装高度没有特殊要

求、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这也引起国内设备厂家的重

视，开始消化吸收这项先进技术。汶瑞机械（山东）有

限公司是最早消化吸收该技术的设备厂商之一。汶瑞机

械结合自身多年在制浆造纸行业生产运行洗浆设备积

累的经验，于2003年在制浆生产线成功运行国内第一台

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压榨洗浆机。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技术革新，同时伴随国内

制浆造纸行业规模化生产的趋势和国家环保政策日趋

严格大方向，特别是近几年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国

家战略目标，国产压榨洗浆机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

每天几十吨的规模发展到每天5000吨的规模，从最早

在非木纤维的应用发展到木浆线的大规模推广，从化学

浆开始到现在在化学浆、化机浆、废纸浆等绝大多数浆

种的全面开花，国产压榨洗浆机技术

逐步走向成熟，越来越得到国内外制

浆造纸客户的青睐。

回顾国产压榨洗浆机技术的发

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

段。

1.1 非木纤维的率先应用突破

压榨机洗浆技术最早是主要应

用于木材纤维的浆料洗涤和浓缩，20 图1  国产压榨洗浆机

世纪90年代引进国内的压榨洗浆机技术最早也是应用

于化学木浆项目。但是，当时我国非木纤维还占有很大

的比例，所以国内外压榨洗浆机要想在国内推广应用就

必须考虑当时国内纤维原料的现实。

基于国内当时的现实情况，国产压榨洗浆机最早

的工业化应用也是从非木纤维原料（竹浆）的洗涤开始

的。第一台国产压榨机的工业化应用得到国内制浆造纸

企业的大力支持，技术处在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虽然

应用效果较原来的洗浆设备有很大的提升，但设备本身

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无论如何，对国内设备

生产厂家及国内制浆造纸企业都是开创了国产压榨洗

浆设备技术的先河。

1.2 国产压榨洗浆机技术的变迁

1.2.1 不同工段要求不同的结构形式

由于国内浆料种类繁多和使用要求的不同，目前国

产压榨洗浆机主要分为单纯用于浆料浓缩的浓缩型压

榨洗浆机和可用具有洗涤功能的置换压榨洗浆机。前一

种主要用在对浆料洗涤要求不高或者在浆料最后湿浆

外运的工段。后一种结构则可以在设备浓缩的过程当中

再次加入后段逆流过来的滤液或清水作为二次洗涤，

这样可以保证浆料有更高的洗净度和单台设备更高的

洗涤效率。如图1。 

1.2.2 置换式压榨洗浆机布浆方式的演变

压榨洗浆机的发展进步体现最明显的是置换式压

榨洗浆机，而置换式压榨洗浆机变化最大的是布浆方

式的不断进步。

压榨洗浆机对进入设备浆料的浓度和流量保持稳

定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将浆料均匀稳定地分布

到两支压榨辊的表面是这种设备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

因素之一。随着国产压榨洗浆机不断地推广应用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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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模制浆企业要求的不断提高，国产压榨洗浆机在布

浆方式上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

最早的锥流道结构，如图2。                                      

通过进浆压力的推动，经过不断变小的容积空间，

尽量让来的浆料在近端和远端有着相同的流量和压

力，再通过可以调节大小的分支进浆口进入到设备内

部，同时分支进浆口还有对絮集的浆料进行分散的作

用。

这种最早的布浆方式随着设备的不断加长慢慢体

现出浆料分布不均匀和远端容易堵塞的现象。除了一些

小型的老式设备还在运行外，新的设备已经完全淘汰了

这种布浆方式。

流行的压力式分单元布浆结构，如图3。                  

分单元压力式布浆很好地解决了置换式压榨洗浆

机由于设备不断加长出现的远端由于进浆压力变小导

致的布浆不均匀和容易堵塞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布浆

单元都有单独的流量和阀门调节，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布

浆单元进来的浆料基本是稳定的、可控的。同时每个布

浆单元特殊的分浆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匀化浆料中的絮

团，避免大的絮团进入引起的堵塞和运行不稳定的情

况。

最新式的螺旋式机械布浆，如图4。                                   

螺旋式机械布浆的发展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1）更加有效地利用压榨辊的过滤面积，提高单台

设备的工作效率。因为同一直径规格的压榨辊的面积是

一定的，如果能够将这个面积尽可能地转化为有效的

过滤面积可有效提高单机设备的工作效率。分单元压力

式布浆由于密封、安装位置等原因扩大有效过滤面积存

在比较大的困难，螺旋式机械布浆由于布浆螺旋安装

高度可以提高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2）更低的进浆压力要求可以有效地节能降耗。由

于特殊设计的布浆螺旋起到了匀浆分浆的作用，所以进

浆压力的要求就大大降低了。同时进浆的浓度范围也会

更广，更高的进浆浓度就成为可能。在浆塔、漂白塔、氧

脱木素塔等位置，可以通过浆料的液位差实现进浆，这

样节能降耗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现在市场上所谓的五辊洗浆机其实就是螺旋式机

械布浆压榨洗浆机，只是布浆方式变成了螺旋式机械布

浆，工作的原理并没有改变。

压力式分单元布浆结构和螺旋式机械布浆目前都

还在大量应用，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不同企业、不同

工作环境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1.2.3 压榨洗浆机不同直径系列的发展

国产压榨洗浆机最早是从φ900直径系列开始的，

随着压榨洗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国内外制浆规模及

图2  锥流道结构

图3  压力式分单元布浆结构 图4  螺旋式机械布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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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种类不同需求逐渐衍生出φ700、φ1200、φ1500、

φ2000、φ2200等系列，产能涵盖50～5,000 a d t/d（以

硫酸盐化学浆为例）如图5。

1.2.4 国产压榨洗浆机驱动方式的转变

压榨洗浆机目前应用最多的驱动方式是采用液压

站+液压电机。其实，最早的压榨洗浆机由于液压技术

还没有发展起来是采用减速机传动的，当时因为设备比

较小，主要采用单减速机双轴输出技术。随着液压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低转速大扭矩液压电机的技术进步，压

榨洗浆机逐步转向液压系统+液压电机的传动方式。在

一段时间里，液压驱动因为其运行稳定、转速的无级可

调、液压系统自身的连锁保护等优点得到客户的青睐。

近几年，随着电机减速机、变频技术特别是DC S

控制系统的发展，压榨洗浆机采用电机减速机传动的

方式逐步得到推广。汶瑞是国内最早推广应用此技术的

设备供应商，经过最近几年的摸索积累，目前已完全掌

握此项技术，不同规格的压榨洗浆机已经批量应用到

规模化生产中并取得良好的运行效果。通过实践检验，

电机减速机传动系统替代液压系统传动主要有以下优

点：

● 更高的传递效率（95%以上），实现节能降耗的

目的；

● 系统简单，一般设备维护人员就可以进行管理；

●  易损易耗件很少，大大降低工厂长期运行维护

成本；

●  交货期缩短，相比原来受制液压电机长的进口

时间供货周期有了明显缩短；

● 投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1.2.5 其他新技术的发展

除了以上大的几个发展方向外，国产压榨洗浆机还

图5  国产压榨洗浆机不同系列的产能

有很多新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新材料、新工艺的全面推广：随着制浆造纸工

艺的发展各种新材料如254SMO、2205、2507、2101、

904L得到全面地应用。

●  微孔技术的发展：压榨辊必需的筛板由原来大

多采用电脉冲制孔技术转到高速钻孔技术，电脉冲制孔

的筛板由于孔壁粗糙容易出现微裂纹已基本被淘汰，国

内高速钻孔（微孔）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压榨辊线压力的在线调节技术：在线压力及压

榨辊间隙在线调节既提高了设备的开机效率又保证了

浆料的品质。

● 高压清洗功能的应用：通过高压清洗装置（一般

工作压力20 M P a）可有效清除筛板孔内壁的细小纤维

和垢迹，保证压榨辊的有效过滤功能。

●  国产压榨洗浆机紧凑型方向的发展：整体设备

的设计从操作维护的角度看更加的人性化、简单化、智

能化。

2  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的应用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在应

用方面得到了全面地推广和验证，从保证单机设备的可

靠性到实现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逐步实现了以点到线的

成套设备供应，生产规模从单机产能50,000 a d t/a左

右发展到1,500,000 adt/a及以上。

近十年来，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发展迅速，已推广

应用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成功地应用在木材和非木

的化学浆以及阔叶木化机浆生产线，各种结构的洗浆

机选用不同的材质可用于化学浆的未漂洗涤段、氧脱木

素段和漂白段的洗涤。在整线成套设备配套方面已实现

了阔叶木化学浆洗选漂、竹子化学浆本色浆黑液提取、

阔叶木化机浆多台洗浆机串联洗涤工程改造（见图6）、

纤维素纤维工厂非木混合浆的多台串联洗涤，其中，在

国外某厂年产300万t项目建设中，汶瑞配套了两条生

产线共18台第一代成套洗浆设备，规格型号为SJA2284

（压辊直径φ2,200 mm，压榨辊长度8,400 mm），见

图6；在国内某厂年产400,000 a d t/a化机浆的提产改

造中，用GS JA1540（压榨辊直径φ1,500 mm，压榨辊

长度4,000 mm）高效双辊压榨洗浆机代替了原生产线

国外配套的SCP1410单螺旋压榨机，有效地提升了产

·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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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幅度降低了电耗，达到了高效节能和清洁生产的

预期效果，见图7。在木浆大规模项目的提产改造中，实

现了鼓式真空洗浆机和双辊压榨洗浆机的高效组合，有

效地解决了生产瓶颈，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禾草化学浆

挤压扩散组合洗涤工艺中已实现了苇浆、蔗渣浆和麦草

图7  化机浆纸浆洗涤工艺

图6  化学木浆制浆工艺

浆鼓式真空洗浆机和双辊压榨洗浆

机的组合配套，在这些组合工艺中将

单台双辊压榨洗浆机安装在继多台串

联的鼓式真空洗浆机之后、氧脱木素

前进行浓缩洗涤，进一步提高了洗涤

效率，稳定了进入氧脱木素的浓度，

有效地保证了氧脱木素效果，更加有

利于降低成本和清洁生产。

3  结语

目前，国产双辊压榨洗浆机先后

经过了“四代”产品的发展历程，已实

现了不同规格的系列化技术创新，已

成功配套应用于木材和非木化学浆

以及阔叶木化机浆项目，不同结构的

洗浆机具有不同的特点，可根据浆种

特点进行合理选型配套，已能满足不

同规模化学浆和化机浆项目的建设。

实践证明，双辊压榨洗浆机具有单

机产能大、运行稳定性好、生产效率

高、土建费用少、热能利用高以及节

水节能等特点，其理想的运行效果逐步得到制浆企业的

认可，将成为今后制浆项目首选的洗浆设备。

[收稿日期:202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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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1)高浓碎浆机用除胶剂，提高纸浆白度，消除油墨点，每吨纸用量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添加的除胶剂，箱纸板、瓦楞原纸吨纸用量1.0kg，单价25.0元/kg。

(3)卫生纸用量0.6～0.8kg，涂布白纸板面浆用量0.6kg，文化印刷纸用量0.4kg，新闻纸用量0.3kg，单价35.0元/kg。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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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1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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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合成超细硅酸铝部分替代钛白粉用作装饰原纸的

填料，分别在较高和较低钛白粉填充量时进行了探讨，并在装

饰原纸产品上进行了应用实验。结果表明：混合颜料可提高钛

白粉的保留率，在较高的钛白粉填充量时，可改善钛白粉的分

散，并能提高遮盖力，最大可实现15%的替代率，遮盖力变化

不大；在较低钛白粉填充量时，效果不明显；可以得到更佳的

亮度，改善印刷性能、耐光性，减少设备的损耗；颜料成本可

降低5%以上。

关键词：超细硅酸铝；钛白粉；协同作用；装饰原纸

Abstract: The synthetic ultrafine aluminum silicate partially 
replacing titanium dioxide as the filler of decorative base paper 
was discussed, and the application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decorative base paper products at high and low titanium dioxide 
f illing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ed pigment can 
improve the retention rate of titanium dioxide. When the filling 
amount of titanium dioxide is high, the dispersion of titanium 
dioxide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hiding power can be improved. 
The maximum replacement rate can be achieved by 15 %, and 
the hiding power has little change. When the filling amount of 
titanium dioxide is low, the effect is not obvious. Mixed pigments 
can obtain better brightness, improve printing performance and 
light resistance, and reduce equipment loss. Pigment costs can be 
reduced by more than 5%.
Key words: ultraf ine aluminum silicate; titanium dioxide; 
synergy; decorative bas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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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原纸又称钛白纸，是以钛白粉为主要填料加

工而成，具有较高不透明度，是建筑装饰板材专用的饰

面材料。纯素色或者印刷木纹等花色后，浸渍三聚氰胺

树脂，再与各类人造板进行压贴，制成人造装饰板，广

泛用于家居、室内装饰领域。

装饰原纸可分为彩色纸和白色纸。在白色纸中，需

要添加大量的钛白粉(最高可达到45％)，以确保足够的不

透明度和白色度，起到遮盖底板颜色和缺陷的作用。增加

装饰原纸中的钛白粉添加量，可提高纸张的不透明度，但

添加量达到40%后，纸张不透明度基本不再提高[1]。

装饰原纸所用的钛白粉，质量要求高、价格昂贵，需要

寻找一种价格较低、并能达到钛白粉相同效果的填料[2]。

因而各国都在开发新的颜料产品，希望能替代或者最大

限度地节约钛白粉，超细硅酸铝即为替代钛白粉的极佳

材料之一[3]4。分子式为Al2O3
.nSiO2

.mH2O的超细硅酸

铝，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高纯度的硅铝化合物，具有散射

性好、白度高、粒径小、颗粒悬浮稳定等特点。其与颜料

配伍已被广泛应用于油墨、印染、涂料、皮革等领域,应

用于涂料中,可节省15%～20%的钛白粉[4]。

本课题研究装饰原纸中超细硅酸铝与钛白粉的协

同使用效果，尤其对纸张遮盖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超

细硅酸铝可以部分代替钛白粉用于装饰原纸的填料中,

不仅遮盖力没有降低，还带来其他益处，并可降低装饰

原纸的成本。

1  原料与仪器

1.1 主要原料

超细硅酸铝（EVON I K  Hy d r e x TMP）；金红

石型钛白粉（东方钛业556 6）；分散剂（N O P C O 

Dispersant-54）；漂白针叶浆（加拿大北木）和漂白阔

叶浆（巴西鹦鹉）；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粉末（巴斯夫）、

白色浸渍纸（180 g.m-2）、密度板。

1.2 主要仪器

M a s t e r s i z e r  3000激光粒度仪（马尔文帕纳

科）；EVO  M A  25/L S  25扫描电子显微镜（卡尔

蔡司）；CV3-P LUS实验室高速分散机（德国V MA 

D I S P E R M AT）；Z Y-D J-23型打浆机（山东中仪

仪器）；RK2-KW T快速纸页抄取器（P T I公司）；

HC-T3试样浸胶机（一台浸胶机和三抽屉水平烘

箱配合使用）（临安华创）；HC试样压板机（临安华

创）；S E051型厚度仪（瑞典L＆W）；A20透气度测

定仪（德国Bor gwa l d t  KC）；ACA灰分含量分析仪

（德国Em t e c）；S E070白度仪（瑞典L＆W）；M590

印刷表面粗糙度仪（英国Me s s m e r）；GST2  IGT印

刷适性仪(荷兰I G T)；CM-3600A台式色差仪（日本

KonicaMinolta）；KPP.01.S凹版打样机（英国RK），

528分光密度计（美国X-Rite）；Q-SUN Xe-1氙灯老

化试验箱（美国Q-Lab）。

2  实验方法

2.1 颜料的分散

将硅酸铝和钛白粉分别按照20%和50%的固含量，

利用高速分散机进行分散，首先加入水、分散剂和氢氧

化钠，分散剂和氢氧化钠用量均为0.1%，开动搅拌器，

在初始分散时使用较低的转速，逐渐提高转速以保持颜

料添加和润滑过程中拥有良好的涡旋体，在旋转的涡流

中缓慢添加颜料确保颜料良好的润湿，添加颜料的过程

持续5 min以上，保持分散转速(线速度)20～25 m/s，分

散25 m i n以上，直到所有的颜料都被分散开来并达到

均质状态。将分散好的硅酸铝和钛白粉按照不同比例混

合，加水调配至40%固含量，混合均匀备用。 

2.2 抄纸工艺

将阔叶浆和针叶浆按照7∶3的比例，以1.5%的质量

浓度用瓦利打浆机打浆到35 °SR。根据定量取合适的

浆量，加入一定比例的填料，混合均匀后倒入抄片器内

抄片。其中高填充量实验组中混合浆（绝干基准）与填料

（绝干基准）比例为100∶170，低填充量实验组中混合浆

（绝干基准）与填料（绝干基准）比例为100∶70。按照

定量为80 g/m2进行抄片，利用抄片器进行真空干燥。

2.3 凹印打样

采用水性油墨将试样用凹版打样机进行单面印

刷。

2.4 浸胶及压板

三聚氰胺树脂液的制备及浸胶方法，见参考文献[5]。

将浸渍胶膜纸分别放置于浸渍白色纸和密度板

上，在试验压机中压板，以压力20 M P a、温度180 ℃、

时间120 s条件进行压板，压板后冷却温度40 ℃，获得

的两种板样分别用来测试压板不透明度（以及I S O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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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耐UV老化试验（以及压板L值）。

2.5 老化试验

样板放入氙灯老化试验箱，在辐射功率60 W/

m2、黑板温度65 ℃下曝晒60 h。 

2.6 检测方法

在标准温湿度条件下将所有待测纸页平衡4 h后，

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测量定量、厚度、不透明度、ISO亮

度、粗糙度、透气度；采用ACA灰分含量分析仪按照仪

器说明书测试纸中钛白粉含量和灰分含量；采用分光密

度计测试凹印打样的纸样100%密度区的色密度值；分

别采用分光测色仪和白度仪测试样板色相和不透明度；

采用分光测色仪测试样板老化前和老化后的L值，计算

耐UV△L；海里奥凹印测试方法见IGT  Heliotest操作

说明。

3  结果与讨论

3.1 超细硅酸铝的性质

超细硅酸铝是人工合成的硅铝化合物，是一种新

型功能型硅酸盐产品。超细硅酸铝具有极好的悬浮性、

较小的粒度和极高的白度等特点，广泛应用在印染、油

墨、皮革、涂料、橡胶、造纸等行业。

超细硅酸铝与金红石钛白粉的特性指标比较如表

1所示，与钛白粉比较，超细硅酸铝亮度高、粒径大，具

有多孔的表面结构（见图1）；较小的TiO2粒子稳定地附

着在较大的硅酸铝颗粒的表面上（见图2）；硅酸铝具

有较低的磨耗，钛白粉（尤其是金红石型）以及煅烧瓷

土均有较高的磨耗（见图3）。

3.2 装饰原纸中较低钛白粉填充量时的应用效果

3.2.1 保留率

为了考察填料自身的留着率，抄片时没有添加助留

剂和湿强剂等提高保留率的化学品。当15%的TiO2被硅

酸铝替换时，填料留着率从36.9%提高到37.7%（见图

4），这是因为如图2所示，较小的T iO2粒子稳定地附着

在较大的硅酸铝颗粒的表面上，使钛白粉的保留率得到

表1  超细硅酸铝和钛白粉产品指标对比

项目

型号

筛余物(325目筛)/%

体积平均粒径/μm

烧失量(950 ℃)/%

105 ℃挥发物质量分数/%

pH值（10%浓度水悬浮液)

R457亮度/%

吸油量/g.10-2g-1

超细硅酸铝

HydrexTMP

0.03

5.87

18.4

7.66

6.90

96.6

140

金红石

钛白粉

5566

0.02

0.67

2.4

0.38

6.88

93.2

23.7

图1  硅酸铝多孔的表面结构

图2  较小的TiO2粒子稳定地附着在较大的硅酸铝颗粒的

表面上

图3  填料的磨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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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灰分时相同，当15%的TiO2被硅酸铝替换时，

填料留着率从32.1%提高到34.3%（见图8）。

3.3.3 ISO亮度

在TiO2和硅酸盐的协同作用下，明显地提高了ISO

明亮度，高填充纸压板后，硅酸铝可以提供良好的IS O

明亮度，在较高T iO2替换比例时，可以提供更为卓越的

ISO明亮度，见图9。

3.3.4 遮盖力

硅酸铝在高填充纸中的遮盖力表现非常好，浸胶

后硅酸铝可以提供更佳的遮盖力，即便替换15%的TiO2

水平，遮盖力并未明显下降（见图10），使实现较高的

TiO2替换比成为可能。

在采用钛白粉颜料作为填料时，在较大的填充量

时，钛白粉颗粒之间产生拥堆效应，使钛白粉颗粒紧密

接触，发生光学上的絮凝而不能有理想的遮盖性能，影

响钛白粉的利用率。

超 细 硅 酸 铝 具 有原级粒子（平均 粒 径1 5～

30 n m）、聚集离子（平均粒径200 n m）、附聚物（平均

粒径2～20 μm）这种复杂结构[6]，当与钛白粉协同作用

时，小聚团硅酸铝粒子将钛白粉粒子分隔开来，防止它

提高。

3.2.2 ISO亮度

超细硅酸铝具有极白的外观，其白度超过任何一

种钛白粉[3]6，因此纸张浸胶前及压板后的ISO亮度被很

好地维持，甚至在较高TiO2替换比例的时候略有提高；

通常来讲，树脂会使I S O明亮度下降，压板亮度会低于

浸胶前（见图5）。 

3.2.3 遮盖力

随着钛白粉被替换比例的增加，浸胶前遮盖力略

有下降，压板后的遮盖力下降较明显，当15%的T i O2

被硅酸铝替换时，压板不透明度从89.0%降低到87.5%

（见图6）。

3.3 装饰原纸中较高钛白粉填充量时的应用效果

3.3.1 松厚度

要求装饰原纸内部组织结构多孔疏松，有良好吸

收性能。如图7所示，随着钛白粉被替换比例的提高，

即便纸张灰分较高时，纸页松厚度依然较高，当15%的

T iO2被硅酸铝替换时，松厚度从1.52%提高到1.62%，

有利于提高装饰原纸的吸收性。

3.3.2 保留率

图4  低钛白粉填充量下留着率变化

图5  低钛白粉填充量下ISO亮度变化

图6  低钛白粉填充量下不透明度变化

图7  硅酸铝替代钛白粉松厚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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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产品的物理指标见表2。

与小试结果相同，采用硅酸铝少量（7.5%）替代钛

白粉时，填料保留率从65.5%提高到70.8%，亮度和不

透明度也略有提高。

在较高（30%）钛白粉含量下，纸页内钛白粉粒子

出现拥堆现象（见图12），而钛白粉/硅酸铝混合填料在

纸页内分散较好，没有出现拥堆现象（见图13），因此钛

白粉/硅酸铝混合填料即使在偏低的钛白粉含量时，遮

盖力（压板L值）依然有所提高。

超细硅酸铝是白色无定形的松散粉末颗粒，尺寸

小、比表面积大、表面具有多层性，颗粒内部具有分子

再絮凝成团，避免拥堆效应带来的光学絮凝现象。同

时大聚团的硅酸铝粒子的孔隙能捕捉小的钛白粉粒子

（如图11），不仅避免了钛白粉之间的拥堆作用，使钛白

粉的光学折射作用最大化，还提高了小颗粒钛白粉的保

留率，提高了钛白粉的综合利用率。

而当钛白粉的填充量较小时，钛白粉粒子间的孔隙

较大，拥堆作用不明显，此时再加入超细硅酸铝，发挥

的作用不明显，因此低填充量时，超细硅酸铝与钛白粉

的协同作用并不能提高钛白粉的遮盖力。

3.4 上机试验结果

在某款80 g/m2印刷型装饰原纸上进行了应用试

图10  高钛白粉填充量下不透明度变化

图11  钛白粉/硅酸铝的空间作用

图8  高钛白粉填充量下留着率变化

图9  高钛白粉填充量下ISO亮度变化

表2  超细硅酸铝替代钛白粉前后装饰原纸产品指标对比

项目

钛白粉

钛白粉/硅酸铝:92.5/7.5

97.3

98.6

压板

L值*1

不透明

度/%

96.9

97.2

耐UV

 △L *2

0.41

0.37

粗糙度

/μm

2.64

2.59

注1：压板L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压板后的遮盖力，数值越大代表遮盖力越高。

注2：耐UV△L数值代表板样的耐紫外光程度，数值较小时，表示紫外光下老化较慢。

注3：印刷色密度数值大小，可代表纸面油墨吸收数量的多少，数值较大代表固着在纸面的油墨较多。

注4：海里奥测出来的数值一般称为印刷漏印点长度，即数20个点的长度，这个长度越长，纸面越平整，漏印点指的是在版辊上完全印刷的点阵中没有

显现出来的点的数量。

0.627

0.640 

印刷

色密度*3

0.21

0.35

海里奥*4

/cm

30.2

29.2

钛白粉

含量/%

灰分

/%

37.2

37.4

填料保

留率/%

65.5

70.8

松厚度/

cm3.g-1

1.02

1.05

30.5

32.6

透气度

/CU

84.61

84.98

ISO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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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钛白粉在纸页中的分布

图13  钛白粉/超细硅酸铝混合颜料在纸中的分布

筛结构的多孔性[7]；钛白粉的吸油值为23.7 g/100 g，

超细硅酸铝为140 g/100 g，可见超细硅酸铝对油墨吸

收性能要明显高于钛白粉；因此引入超细硅酸铝，使纸

页结构更加疏松，大幅度改善纸张的吸收性能，透气度

也从30.5 CU提高到32.6 CU，着墨性提高，印刷色密

度值从0.627提高到0.640。

通过Hel iot e s t海里奥测试结果可见，使用硅酸铝

后漏印点数量显著降低，硅酸铝可以极大地提高印刷

性能，这是由于硅酸铝使纸页具有更好的可压缩性(松

厚度从1.02 c m3/g提高到1.05 c m3/g)、更低的纸张粗

糙度（粗糙度从2.64 μm降低到2.59 μm），使得纸张

和印刷板间能更好地接触。

当硅酸铝替换TiO2后，耐紫外能力有所改善，硅酸

铝替换部分钛白粉后，可以提高T iO2分散水平，提高了

TiO2的利用率，减少了TiO2的用量，因此可以提高耐紫

外能力，耐UV△L由0.41降到0.37。

3.5 经济效益

超细硅酸铝的价格约为金红石型钛白粉的50%左

右，超细硅酸铝替代10%的钛白粉时，颜料成本可降低

5%左右，替代15%钛白粉时，颜料成本可降低7.5%。

4  结论

采用超细硅酸铝替代5%～15%钛白粉用做装饰原

纸的填料，具有如下优点：

(1）提高钛白粉的保留率。

(2）在较高的钛白粉填充量时，可改善钛白粉的分

散，并能提高遮盖力，最大可实现15%的替代率，而遮盖力

并未明显减低。在较低钛白粉填充量时，效果不明显。

(3）超细硅酸铝较钛白粉具有更高的ISO亮度，当

TiO2同硅酸铝颜料混合使用可以得到比单独使用钛白粉

更佳的亮度，符合白色装饰原纸所追求的高亮度预期。

(4）改善印刷性能，更好的锁墨效果，减少纸张表

面油墨迁移，从而改善印刷清晰度，更少的漏印点。

(5）压板后的耐光性较好。

(6）可减少纸机设备以及凹版印刷滚筒的磨损。

(7）钛白粉颜料成本可降低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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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比较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同一规格纸张在相同

印刷条件下，采用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溶剂残留

的测定，比较其溶剂残留含量，分析其吸墨性存在的差异，以

便指导生产。结果表明：不同生产商生产的同一规格纸张，其

吸墨性存在差异，说明纸张的吸墨性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而

且受多个因素影响，最终从产品溶剂残留中体现出来。而油墨

中溶剂种类的选择也对卷烟商标溶剂残留含量有影响。

关键词：纸张吸墨性；溶剂残留；烟用材料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same specif ications of paper 
produced b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under the same printing 
conditions, the solvent residues were determined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 solvent residues 
we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ink absorption, 
so as to guide the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k 
absorption of the same specification paper produced b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was different, indicating that the ink absorption 
of paper was universal and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was 
finally reflected in the solvent residue of the product. The selection 
of solvent types in ink also affects the solvent residual content of 
cigarette trademark.
Key words: paper ink absorption; solvent residue; cigarett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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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和c油墨。

(2）溶剂及设备

三乙 酸 甘 油酯（色谱 纯），顶 空 瓶，安 捷 伦

7694E-7890A/5977C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000 μL移液枪。

1.2 实验参数

(1）顶空参数

样品平衡温度80 ℃，样品环平衡温度160 ℃，

传输线温度180 ℃，样品平衡时间45.0 m i n，样品

瓶加压压力138 k P a，加压时间0.20 m i n，充气时

间0.20 m i n，样品环平衡时间0.05 m i n，进样时间

1.0 min。

(2）气相色谱仪参数

色 谱 柱 规 格 （ 长 度 × 内 径 × 膜 厚 ）

60 m×0.32 mm×1.8 μm，载气为氦气（高纯），流量

2.0 m L/m i n的恒流模式，进样口温度180 ℃，分流比

20∶1，程序升温40 ℃，保持2 m i n，以4 ℃/m i n的速率

升温至200 ℃，保持10 min。

(3）质谱仪参数

以电子轰击源（E I）为电离方式，离子源温度

230 ℃，电离能量70eV，四极杆温度150 ℃，扫描范围在

29～350 amu的全扫描监测模式。

1.3 实验方法

该实验采用柔版印刷方式，在实验室进行。按照工

艺流程，分别对未印刷前五个厂家生产的样板纸、五种

样板纸单独印刷a、b、c三种油墨、印刷a、b两种底色油

墨后再叠印冰点油墨c后，裁切成15.5 c m×10.0 c m的

试样，印刷面朝里卷成筒状放入顶空瓶，用移液枪加入

1000 μL三乙酸甘油酯，密封后用顶空-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法进行检测，然后专项统计1-甲氧基-2-丙醇和

1-乙氧基-2-丙醇的含量[1]。

2  结果与讨论

(1）对不同纸张供应商生产的相同规格纸张，检测

样本纸中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含量，

如表1。由检测结果可知，由于纸张的生产工艺特点，其

本身的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溶剂残

纸张的吸墨性也称为吸收性，是指通过油墨的渗

透作用，或者利用纸张纤维的毛细作用吸收油墨中溶

剂的能力。不同纸张、不同油墨、不同印刷工艺都能影

响纸张的吸墨能力，从而影响最终印刷品的溶剂残留含

量。卷烟商标中溶剂残留包含26种化合物。近些年，随

着各烟草企业对烟用材料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严格，

对这26种化合物的限量标准不断地作出调整。现规定

卷烟商标中溶剂杂质总量不超过8.0 m g/m2，溶剂残

留总量不超过80.0 m g/m2。根据YQ15.4标准,除溶剂

杂质以外，还许可使用的溶剂有正丙醇、异丙醇、乙酯、

正丙酯、异丙酯、1-甲氧基-2-丙醇、1-乙氧基-2-丙

醇、丁酮、丁二酸二甲酯、戊二酸二甲酯和己二酸二甲酯

等。

我公司在用柔版印刷生产某一烟标产品检测其溶

剂残留时发现使用不同厂家相同规格的纸张印刷，测得

溶剂残留量有所不同，特别是1-甲氧基-2-丙醇和1-

乙氧基-2-丙醇（二者俗称慢干剂）尤为明显，这两种

化合物沸点都在120 ℃以上，在印刷过程中很难挥发，

故而是烟标溶剂残留的重点关注指标之一。本文就以

这两种化合物的残留量检测方法，浅析纸张对油墨的

吸收性，及其对卷烟商标中溶剂残留的影响。

1  实验

1.1 材料和设备

(1）实验材料

选择五个纸张生产厂家提供的相同规格的纸张

作为实验样品，并将纸张生产厂家按序号1～5进行编号

（表1）。分别印刷a、b两油墨厂家生产的底色油墨，用c

厂家生产的冰点油墨作为叠印油墨，分别称为a油墨、b

表1  样本纸中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含量

纸张

1

2

3

4

5

1-乙氧基-2-丙醇/

mg.m-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1-甲氧基-2-丙醇/

mg.m-2

未检出

未检出

0.03

未检出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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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量很小。

(2）将a、b、c三种油墨分别印在五家纸张供应商生

产的样板纸上，测得a、b、c油墨中1-甲氧基-2-丙醇和

1-乙氧基-2-丙醇含量，检测结果见表2。

检测结果可见，在样板纸上分别印刷a、b、c油墨

后，因为纸张的吸墨性，导致溶剂残留量增高，并且相

同油墨印刷在不同供应商所生产的纸张上，其纸张的

吸墨性存在明显差异，从图1、图2可以看出纸张吸墨性

对比，而且明显看出b厂家在生产油墨时加入了大量的

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

醇。

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

-2-丙醇俗称慢干剂，顾名思义就是

延缓油墨的干燥速率，并且这两种化

合物的沸点高，难挥发，一旦出现含

量超过限量标准，通过后序加工处理

也无法保证含量能挥发到限量标准以

下，甚至可能还会影响产品的印刷效

果。

(3）将印过a油墨、b油墨的两组1～5号纸张，分别

叠印c油墨，测得其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

丙醇含量，检测结果见表3。由检测结果可见，印刷了c

油墨后，也导致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

含量残留量增高，但明显看出仍然是2号和4号纸张溶剂

残留量最高，所印刷产品的吸墨能力会直接反映在最后

产品的溶剂残留中。同时，也印证了，加入了大量的1-甲

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就是慢干剂，导致

油墨挥发或是干燥效率降低，导致后续再叠加印刷其

他油墨，其含量直接升高。

3  结论

3.1 纸张质量对残留溶剂的影响

由于纸张生产工艺不同，纸张纤维中的毛细作用

以及各种连接料、添加剂等使得纸张表面特性不同，存

在大小不等的空隙，从而使纸张吸附作用也不一样，就

算是同一种纸张，由于厂家在制作过程中的工艺不一

样，其吸附作用也不一样。纸张的吸附作用不仅可以影

响印刷的效果，而且还能导致溶剂的残留，最终影响卷

烟商标质量。

因此，在纸张生产过程中，根据卷烟商标产品印刷

工艺要求，可以适当调整纸张生产工艺中连接料和填充

料配比，改变纸张表面的特性。为此可要求纸张生产厂

家应尽量保持纸张生产工艺配方稳定，以保证后续印刷

溶剂残留量的稳定。同时，要求纸张生产商可随货附上

原纸吸收性能参数，以便于卷烟商标生产厂家调墨员针

对不同原纸的表面特性，调整油墨黏度、pH值、溶剂配

表2  分别印a、b、c油墨后纸的1-甲氧基-2-丙醇和1-乙氧基-2-丙醇含量

(单位：mg.m-2)

纸张

1

2

3

4

5

a

1-乙氧基

-2-丙醇

4.61

11.75

2.28

13.88

2.49

1-甲氧基

-2-丙醇

2.05

2.43

1.63

5.42

3.26

b

1-甲氧基

-2-丙醇

82.98

115.17

23.71

107.24

46.31

1-乙氧基

-2-丙醇

1.63

2.51

3.46

10.65

6.35

c

1-甲氧基

-2-丙醇

0.36

0.82

未检出

0.76

1.45

1-乙氧基

-2-丙醇

未检出

1.00

未检出

1.25

0.13

图1  油墨中1-甲氧基-2-丙醇的含量

图2  油墨中1-乙氧基-2-丙醇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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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设备参数。在纸张的进货检验中，检测员也要重点

关注纸张的物理指标，如平滑度、挺度、含水量和紧度

等，这些也是影响纸张吸墨性大小的指标，能为车间调

墨员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3.2 油墨类型对残留溶剂的影响

对于同一类型纸张，油墨的类型或溶剂配比对产

品溶剂残留也将产生不同影响。因为除油墨本身会含有

溶剂，在调墨过程中也会根据需要加入不同量的溶剂

进行稀释和调配，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在长期检测产品

VOC s中会发现，凹印产品的油墨一般都是液体流动状

态，溶剂残留含量中主要是酯类或醇类化合物；胶印和

丝印产品的油墨流动性较差，溶剂残留含量中主要是苯

类和酮类化合物；柔印产品一般能检出1-甲氧基-2-丙

醇和1-乙氧基-2-丙醇也就是醚类化合物，由此可见，

印刷方式的不同需要的油墨类型也不同，所需要加入

的溶剂也不同，最后溶剂残留类型和含量也不同。

因此，在产品印刷之前的调墨过程，应尽可能优先

选择酯类沸点低易挥发纯度高的溶剂。根据印刷方式

来调整油墨性能，如增加（减少）稀释剂、冲淡剂、调墨

油、醚类溶剂和助剂等用量，以保证印刷效果。但是也

要考虑一旦加入如慢干剂之类的溶剂就会因难以挥发

造成溶剂残留导致VOC s残留量较高。所以，保持油墨

配比的稳定性，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3 印刷参数对残留溶剂的影响

印版上的油墨通过印刷设备施压后转移到纸张表

[收稿日期:2022-06-06]

面，致使油墨渗入纸张表面孔隙。在油墨转移过程中，

印刷压力的大小、印刷速度的快慢，甚至环境温度的高

低都会影响纸张对油墨的吸附能力。这就需要在印刷

过程中，根据纸张、油墨特性通过过程抽检，对印刷工

艺参数及时做出调整，保证产品印刷效果的同时确保溶

剂残留含量不超过规定限量标准。

4  总结

以上检验实验方法适合于不同的印刷方式、不同

的纸张和不同油墨的叠印。纸张吸墨性及其对溶剂残

留的影响对于凹版印刷、柔版印刷、平版印版等都具有

普遍性。由于印刷方式不同，选用纸张和油墨不同，其

吸墨能力会受影响。如此可见，印刷后产品中溶剂残留

量大小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

要求我们在生产实践中不仅要规范工艺流程，规范操作

要求，保证工艺参数的稳定；还要通过进货检验，要求

各原材料供应商按标准要求提供原材料，以保证每批

原材料的性能稳定；同时配合过程抽检及时调整工艺

参数，将产品的溶剂残留控制前移到原材料、过程生产

中，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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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印a、b油墨，叠印c油墨纸张的1-甲氧基-2-丙醇和1-

乙氧基-2-丙醇含量(单位：mg.m-2)

纸张

1

2

3

4

5

底色油墨+冰

点油墨

a+c

b+c

a+c

b+c

a+c

b+c

a+c

b+c

a+c

b+c

1-甲氧基

-2-丙醇

6.06

8.04

3.82

16.22

5.04

36.86

16.45

8.56

4.34

84.23

1-乙氧基

-2-丙醇

1.30

133.30

3.20

183.30

3.19

7.34

4.87

140.12

3.53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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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fiber ratio, beating degree, starch content 
and coating amount of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additive were 
analyzed on the baking resistance of baking base paper. When 
the softwood ratio was 70% and the beating degree was 60°SR, 
the yellowness went to 46.9%. When temperature resistant 
additive was not used, and the starch coating amount was 1.0%, 
the yellowness went to 50.7%.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ame 
starch coating amount,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additive 
content was 0.9%, the yellowness went to 49.3%.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higher of the ratio of the softwood, the higher the 
beating degree, the lower the starch coating content,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resistant additive content, the lower the yellowness of 
the paper, the more resistant the paper is to baking.
Key words: baking base paper; baking resistance; yellow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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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烘焙原纸生产时不同的纤维配比、打浆度、淀

粉含量、耐高温助剂涂布量等几方面对烘焙纸耐烤性能的

影响。当针叶浆比例为70%、打浆度为60 °S R时，返黄值为

46.9%；当不涂耐温助剂，淀粉涂布量为1.0%时，返黄值为

50.7%；在相同淀粉涂布量的情况下，耐温助剂涂布量为0.9%

时，返黄值为49.3%。结果表明，针叶浆比例越大、打浆度越

低、淀粉涂布量越低、耐温助剂涂布量越高，纸张返黄值越

低，纸张越耐烤。

关键词：烘焙原纸；耐烤性；返黄值

我国现代烘焙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

年的发展，我国烘焙行业经营业态多元化，品类不断丰

富。发展至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1980～1989年我国

现代烘焙行业开始兴起；1990～1999年国内现代烘焙企

业出现并发展；2000～2009年烘焙企业步入快速增长

期，线下品牌烘焙店开始发展；2010年至今，本土企业

逐渐主导市场，且在过去疫情防控的两年时间里，由于

居家隔离或餐饮行业限制营业等因素，人们将更多的可

支配收入投入到居家制作和外卖美食当中。而烘焙纸近

些年的需求量随着烘焙行业的发展也迅猛增长，并随

着疫情的发展也必将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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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性能，但是原纸生产工艺对耐烤性能的影响鲜有

研究报道，且在实际应用中时常出现相同涂布工艺、不

同烘焙原纸产品表现出不同的耐烤性能的现象。本实

验针对这一现象，对烘焙原纸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影响耐

烤性能的因素进行探索分析，以规避产品在终端使用中

出现的风险，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1  实验

1.1 原料与试剂

漂白针叶木浆（俄罗斯）、漂白阔叶木浆（俄罗

斯）、氧化淀粉（广西）、AKD（恒源化工）、PAE（恒源

化工）、耐温助剂（荷兰）。

1.2 仪器

瓦利打浆机（德国FRANK-PT I）、打浆度仪（巴

西R E GM E D）、抄片器（西班牙P TA）、涂布机（英

国）、压光机（芬兰）、E l r e p h o分光光度计（型号：

070，瑞典L&W）、电热鼓风干燥箱（天津市泰斯特仪

器）。

1.3 方法

1.3.1 抄片

取不同比例的漂白针叶木浆和漂白阔叶木浆共

200 g，使用瓦利打浆机按照1%的浆浓进行疏解打浆，

打浆度分别为60 °SR、70 °SR、80 °SR，分别加填1.5%

的AKD和1.5%的PAE，使用抄片器进行抄片，抄片定量

38 g/m2，通过DOE（2k+3）实验设计（见表1），验证针

叶浆比例分别为30%、50%、70%和不同打浆度对纸张

耐烤性能的影响。

1.3.2 压光

将抄好的纸页使用压光机在60 ℃、5 M P a的压力

下进行压光，保证纸页的紧度在（0.97～1.00) c m3/g之

间。

1.3.3 涂布

将压光好的针叶浆配比50%、打浆度60 °SR的纸

样按照表2的方案进行涂布，验证不同加量的淀粉以及

不同加量的耐温助剂对纸张耐烤性能的影响。

1.3.4 耐烤

将不同针叶浆配比、打浆度以及不同淀粉和耐温

助剂涂布量的纸页，分别切成尺寸为50 m m×50 m m 

的试样各10张，检测初始D65亮度，将烤盘放入干燥

烘焙纸是烘焙原纸经单面或双面涂硅后制成的一

种食品用纸[2]，其基纸主要是半透明纸、羊皮纸、高紧度

高平滑度超压硫酸盐浆纸[3]，目前市场主要是以半透明

纸为主，半透明原纸涂布食品级硅油后，使纸张表面具

有一层均匀分布的硅油薄膜，具有一定的耐烤、防水、

防油等特性，使纸张不易与食物黏连，食品加工后易于

剥离，可广泛用于甜品烘焙、食品烧烤、食品微波以及食

品包装等[4-7]，且随着国内外烘焙业的发展及烘焙纸具

有安全环保、便于回收等优点，烘焙纸的需求量也越来

越大。

由于烘焙纸主要应用于高温烘烤，刘智等人的专

利CN107419587  A[8]发明了高耐温烧烤纸及其制造方

法，耐温性能不佳的烘焙纸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返黄、

碳化的现象，在烘焙烧烤时，需要频繁更换，甚至碳化

的烘焙纸会与食物黏连或掉落到食物中。影响烘焙纸

耐温性能主要是硅油涂布工艺和原纸生产工艺两方面

因素，杨红的专利CN110387768  A[9]介绍了通过涂布

硅油使烘焙原纸既具有防油、防黏、疏水性能又具有耐

表1  漂白针叶木浆比例和打浆度对纸张耐烤性影响DOE

设计方案

标准

序

10

7

3

1

11

2

6

8

9

4

5

中心点

0

1

1

1

0

1

1

1

0

1

1

运行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区组

1

1

1

1

1

1

1

1

1

1

1

漂白针叶木

浆比例/%

50

30

30

30

50

70

70

70

50

70

30

漂白阔叶木

浆比例/%

50

70

70

70

50

30

30

30

50         

30

70

打浆度

/°SR

70

80

80

60

70

60

60

80

70

80

60

表2  淀粉和耐温助剂对纸张耐烤性能影响的方案设计

序号

1

2

3

4

5

6

淀粉涂布量/

%

1.0

2.0

3.0

2.0

2.0

2.0

耐温助剂涂布量/

%

0

0

0

0.5

0.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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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温度设置为220 ℃，待箱内温度恒定30 m i n

后，将试样放置于温度恒定的试验箱内的烤盘上烘烤

30 m i n。取出烤盘置于恒温恒湿实验室冷却60 m i n

后，测试每组试样的D65亮度。

返黄值计算，如公式（1）： 

返黄值（%）=(R0-R)/R0×100%            (1)

R0—试样的初始D65亮度，单位为%

R—高温烘烤处理后试样的D65亮度，单位为%

取10张试样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返黄值越低，

纸张耐烤性越强。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针叶浆配比及叩解度对纸张耐烤性能的影响

根据DOE的实验设计，并对漂白阔叶浆比例进行

删减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M i n i t a b软件对上述结果进行分析验证，从

Pareto图及主效应图（图1）可以看出，漂白针叶浆比例

及打浆度对纸张的返黄值均有显著影响，打浆度对纸

张返黄值的影响最大，漂白针叶浆比例影响次之。

通过返黄值的残差图（图2）也可以看出，返黄值的

残差正态分布，与拟合值无异常状态，直方图正常，与

顺序随机分布，因此可以验证上述结论正确。

结果表明：漂白针叶浆比例越大、打浆度越低，纸

张返黄值越低，纸张越耐烤。这主要是由于原料打浆

度越高，纤维分丝帚化率越高，纤维受热面积大，在同

样的时间内热传导效率高、碳化速度快；打浆度低则相

反。

2 . 2 不同涂布量的淀粉及耐温助剂对纸张耐烤性能的

影响

对不同涂布量淀粉的纸样和相同涂布量不同耐温

表3  漂白针叶木浆比例和打浆度对纸张耐烤性影响DOE

实验结果

漂白针叶木

浆比例/%

50

30

30

30

50

70

70

70

50

70

30

烤前D65

亮度/%

80.9

78.9

79.3

82.1

80.1

82.4

81.9

78.2

81.0

77.8

82.0

烤后D65

亮度/%

37.8 

32.7 

33.4 

40.5 

37.7 

43.8 

43.2 

35.4 

38.0 

34.9 

40.9

70

80

80

60

70

60

60

80

70

80

60

打浆度

/°SR

返黄值/

%

53.3

58.5

57.9

50.7

52.9

46.9

47.2

54.7

53.1

55.1

50.1

表4  淀粉和耐温助剂涂布量对纸张耐烤性影响实验结果

烤前D65

亮度/%

80.9

80.1

80.3

80.2

80.3

80.5

淀粉涂

布量/%

1.0

2.0

3.0

2.0

2.0

2.0

0

0

0

0.5

0.7

0.9

耐温助剂

涂布量/%

烤后D65

亮度/%

39.9 

38.8 

38.5 

39.4 

40.3 

40.8

返黄值

/%

50.7

51.5

52.0

50.9

49.8

49.3

1

2

3

4

5

6

序号

图1  漂白针叶浆比例与打浆度对纸张返黄值影响Pareto图和主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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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返黄值影响残差图

助剂的纸样进行耐烤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相同淀粉

涂布量的情况下，耐温助剂的涂布量越大纸张返黄值越

低，纸张越耐烤，而随着淀粉涂布量的增加，纸张的返

黄值越高，纸张越不耐烤。这是由于氧化淀粉为葡萄糖

高分子聚合物，高温下易被氧化变黄，其它生产工艺相

同的情况下，纸中淀粉含量越高的产品耐烤性能越差。

3  结论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得出：当针叶浆比例为70%、打

浆度为60 °SR时，返黄值为46.9%，说明浆料的打浆度

越低、漂白针叶浆配比越高，纸张越耐烤；当不涂耐温

助剂时，淀粉涂布量为1.0%时，返黄值为50.7%，说明

淀粉涂布量越低，纸张越耐烤；在相同淀粉涂布量的情

况下，耐温助剂涂布量为0.9%时，返黄值为49.3%，说

明耐温助剂涂布量越大，纸张越耐烤。因此烘焙原纸在

生产时可以结合客户的使用情况及成本考虑，优化上述

四方面影响因素，提高烘焙原纸的耐烤性能。烘焙原纸

耐烤性能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烘焙原纸的涂硅量和烘

焙纸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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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非织造材料及试样结构设计的防渗漏功能，探讨

卫生巾透气性与防渗漏功能之间的平衡，选用了不同性能的非织造材

料设计了12种不同结构组成的卫生巾试样。测试了试样的防渗漏功能

与透气性能，结果显示1～3层拒血液纺熔非织造材料都不能满足试样

对防渗漏功能的要求，利用拒血液纺熔非织造材料与吸收层结合可以

满足试样的防渗漏功能要求。添加一层吸收层对试样透气性的影响甚

微，却可以明显提升试样的防渗漏功能，满足防渗漏要求的复合非织

造底层透气试样可将透气性提升到8倍以上。选出了正常使用情况下能

够满足试样防渗漏功能要求的透气试样设计组合。

关键词：卫生巾；透气性；防渗漏；非织造材料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nti-leakage function of different 
nonwovens and samples structural designs, and to discus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air permeability and anti-leakage function of sanitary napkins, 
twelve kinds of sanitary napkins samples are designed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different properties nonwovens. The anti-leakage function 
and air permeability of the samples are tes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leakage function of the samples cannot be met by 1-3 layers of blood-
repellent spun-melt nonwovens. The combination of blood-repellent spun-
melt nonwovens and absorption layer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ti-
leakage function for the samples. Adding an absorption layer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air permeability of the samples, but the anti-leakage function 
of the samples can be obviously improved. The air permeability of the 
samples whose composite bottom layers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anti-
leakage can be increased to more than eight times. The design combination 
of air permeability samples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ti-
leakage function of samples under normal use is selected.
Key words: sanitary towel; air penetrability; anti-leakage function; 
nonwo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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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巾是女性生理期必不可少的个人卫生护理用

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女性对卫生巾的需求不

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功能上，对卫生巾舒适度的要求也

愈来愈高。透气性是反应卫生巾使用舒适度的一个重要

指标，透气性不好的产品会让使用者产生闷热感、黏连

感，甚至瘙痒感。虽然目前市场上部分卫生巾产品的防

渗漏底膜已经由非透气性聚乙烯膜改为了透气性聚乙烯

膜，但是卫生巾产品透气性的改善非常有限。使用拒血

液纺熔非织造材料[1-2]来替代聚乙烯膜，可以使卫生巾

产品的透气性得到质的提升。然而，在提升卫生巾产品

舒适度指标透气性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卫生巾产品功

能性指标防渗漏功能，如何平衡非织造复合材料应用

在卫生巾上的透气性与防渗漏功能之间的矛盾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卫生巾试样材料结构

卫生巾的主要结构一般由贴肤的面层、中间的吸收

层和底部防渗漏的底层三部分构成，本文重点探讨防渗

漏底层的透气性及防渗漏功能。为了便于更好地记录实

验及数据分析，需对卫生巾试样产品的结构材料进行编

号，如表1。

2  实验

2.1 材料与仪器

(1）材料：按表1中准备的试样材料，中速定性滤

纸，按GB/T  8939-2018中附录B中的标准合成试液的

配方配置的标准合成试液。

表1  试样产品的结构材料

结构材

料代码

A

B

C

D

E

F

结构材料名称

面层

厚型吸收层

拒血防渗漏非织造布

薄型吸收层

打孔聚乙烯膜

聚乙烯膜

产品结构材料组成

24 g.m-2的热风非织造布，纤维细度约1.5 dtex。

360 g.m-2的复合吸收芯体，是由2层40 g.m-2的无尘纸、1层45 g.m-2热风非织造布和2层

115 g.m-2的高吸收性树脂通过5 g.m-2热熔胶复合而成。

20 g.m-2的拒血液整理后的纺熔非织造布，是由3层纺黏非织造布和2层熔喷非织造布组成。

128 g.m-2的复合吸收芯体，是由1层25 g.m-2热风非织造布、1层40 g.m-2的无尘纸和1层

60 g.m-2的高吸收性树脂通过3 g.m-2热熔胶复合而成。

22目孔径的18 g.m-2透气性聚乙烯膜。

30 g.m-2透气性聚乙烯膜。

(2）仪器：秒表，JA31002B电子天平，直径11 c m

重量4 k g的压块，5 mL移液管，YG461DA透气性测试

仪。

2.2 测试方法

2.2.1 卫生巾试样产品防渗漏功能

将15张直径为15 cm的中速定性滤纸称重记为G0，

然后将滤纸平铺在水平桌面上，将试样面层向上平铺在

滤纸上，用移液管移取3 m L标准合成试液，注入到试

样的中心位置，待试液全部渗入试样后，将压块压在试

样上，15 m i n后取出滤纸称重记为G1。将滤纸重新平

铺在桌面上，再重复上述操作3次，分别记录滤纸重量

为G2、G3、G4，同一设计方案试样测试6个，取平均值，

再求出每次的滤纸重量与G 0的差值，分别记为ΔG1、

ΔG2、ΔG3、ΔG4。

2.2.2 卫生巾试样产品透气性能[3]

按照GB/T  5453-1997《纺织品织物透气性的测

试》，采用YG461DA型透气性测试仪测试试样透气率，

试样面积为20 cm2，压降100 Pa，同一试样测试10次，

取平均值，记为Q。

3  结果与讨论

3.1 卫生巾试样产品防渗漏功能（表2）

正常月经具有周期性及自限性。出血的第1日为月

经周期的开始，两次月经第1日的间隔时间称为一个月经

周期。月经周期平均为28日，持续时间平均为4～6日。经

量为一次月经的总失血量，正常月经量为20～60 m L，

超过80 m L为月经过多[4]。一般情况下，女性经期一片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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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巾的使用时长日间约为3 h，夜间6～8 h，一天使用卫

生巾的数量为6片左右。以此推算，正常情况下一片日用

卫生巾的吸液量约为2～4 m L，夜用卫生巾的吸液量约

为6～8 m L。本实验中，试样产品的测试结果ΔG2=0 g

的设计方案可满足日用卫生巾正常使用情况下的防渗漏

要求，ΔG3=0 g的设计方案可满足夜用卫生巾正常使用

情况下的防渗漏要求。

由图1可知，ABF是模拟当前市场上常规产品的设

计方案，测试结果显示渗漏量皆为0。在单吸收层的设

计中，与ABF相比，ABC在第2次加液测试便出现了渗

漏，将C的层数增加至3层，虽然随着层数增加渗漏量减

少，但是依然渗漏。将ABCC改为ABEC后，渗漏量无明

显改善。将ABCCC改为ABECC或ABCEC后，第2次加

液测试的渗漏量亦无明显改善，虽然第3次、第4次加液

测试的渗漏量明显减少，但实用意义不大，且E在试样

中的位置对试样的防渗漏功能无明显影响。在双吸收

层的设计中，ABEDC方案在第2次加液测试出现了渗

漏；ABCDC与ABCCDC方案第3次加液测试出现了渗

漏；ABECDC与ABCEDC方案第4次加液测试出现了

渗漏，且渗漏量差别不大。ABEDC虽是双吸收层设计，

但由于两层吸收层之间是打孔聚乙烯膜，上下层吸收层

通过孔径产生芯吸效应，液体通过孔径流入到下层，致

使E的阻隔作用明显降低，便与其他单吸收层设计方案

的功能相似，相当于增加了吸收层的厚度，故不建议直

接在两层吸收层之间应用打孔膜。

综上所示，ABCDC、ABCCDC方案可应用于日用卫

生巾，ABECDC、ABCEDC方案可应用于夜用卫生巾。

3.2 卫生巾试样产品透气性

由图2可知，将卫生巾试样中的底层F换成透气底

层结构后，卫生巾试样的透气性提升到8倍以上。相同

材料结构的透气底层中，随着C层数的增加，试样产品

的透气性递减，但趋势放缓。相同层数结构的透气底层

中，将一层C换成E，透气性有所降低，但E在试样中的

位置对试样的透气性几乎无影响。在试样中增加一层D

对试样的透气性影响甚微。

与ABF常规产品设计相比，ABCDC、ABCCDC、

ABECDC或ABCEDC的透气性都有着飞跃的提升，虽

然这些设计方案在防渗漏测试中出现极少量的渗漏，但

是可以满足对应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对防渗漏功能

的要求。如若使用产品不当，长时间不更换，即便产品

表2  试样产品的防渗漏测试结果

试样设

计方案

ABF

ABC

ABCC

ABCCC

ABEC

ABECC

ABCEC

ABCDC

ABCCDC

ABEDC

ABCEDC

ABECDC

ΔG2/g

0.00

0.69

0.63

0.25

0.56

0.24

0.20

0.00

0.00

0.27

0.00

0.00

ΔG1/g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ΔG3/g

0.00

1.30

0.96

0.75

0.97

0.54

0.49

0.28

0.04

0.71

0.00

0.00

ΔG4/g

0.00

1.89

1.38

1.20

1.45

0.78

0.76

0.65

0.23

1.18

0.11

0.10

注：试样设计方案中由左至右的代码顺序代表试样产品中由上至下的

结构组成顺序。

图1  试样产品防渗漏测试结果对比 图2  试样产品透气性测试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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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bin使用微纤化纤维素制成新型包装纸板

本刊讯（Klabin 消息) 6月27日，巴西最大的包装纸和纸板生产商和出口商Klabin宣布推出新型

Klamulti纸板，专为饮料包装（合装）而设计，使用微纤化纤维素(MFC)为原材料。

实验证明，在纸板中添加微纤化纤维素可显著改善产品的性能，同时还能降低纸张定量，生产出

更轻、更耐用的纸类包装，提高材料的使用效率。在微纤化纤维素生产过程中，对纤维壁进行微纤化处

理，从而提高纸张的机械强度，生产出强度更高的包装纸板。

对此，Klabin造纸业务执行官Flavio Deganutti说道：“Klabin的纸板生产线使用不同的纤维成

分，确保在刚度、结构、阻力和印刷质量之间达到最佳平衡。每个版本的产品组合都经过精心开发，致

力于在客户使用中达到最佳效果，生产更具差异化的纸板。”

在纸板生产中，Klabin建议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使木材成

分的使用更加多样化，为可再生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Klabin工业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和项目总监Francisco 

Razzolini表示：“这并非公司首次以创新的方式使用微纤化纤

维素，早在2014年，公司就开始在实验室开发微纤化纤维素，

并将其应用于纸板生产。随着2017年Klabin技术中心的落成，

加快了微纤化纤维素试验工厂的运营启动。此外，对公司的各

种纸机及其核心业务以外的应用进行了工业测试。”

2020年，Klabin与SENAI生物合成和纤维创新研究所

合作，迅速完成了用微纤化纤维素生产洗手液的测试。去年，

Klabin还发现微纤化纤维素可用于替代不可再生的石油衍生

物的生产等。如今，Klabin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微纤化纤维素

生产特定的纸板，日益提高纸板在某些领域的质量和应用。

[收稿日期:2022-06-01]

不发生底层渗漏，也会出现侧漏的情况，毕竟一片卫生

巾的吸收量是有限的。

4  结论

(1）利用拒血液纺熔非织造材料替换卫生巾底层

的聚乙烯膜来提升卫生巾的透气性，1～3层拒血液纺熔

非织造材料都不能满足卫生巾对防渗漏功能的要求。

但是利用拒血液纺熔非织造材料与薄吸收层相结合来

替换卫生巾底层的聚乙烯膜，可以满足卫生巾相应产品

的防渗漏要求。

(2）满足防渗漏要求的非织造复合透气底层卫生

巾方案与传统卫生巾方案相比，透气性提升到8倍以

上。薄吸收层对产品透气性的影响甚微，不及拒血液纺

熔非织造材料对产品透气性的影响大。

(3）利用拒血液纺熔非织造材料复合薄吸收层的透

气底层产品应根据产品的对应使用场景进行适当的调节，

不能像聚乙烯膜那样统一应用到所有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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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年产30万t化机浆项目木片输送系统试运行期间

所发生自动控制和机械故障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

处置措施，确保了生产装置安全、平稳、高效地运行。并对木

片输送系统的生产工艺、逻辑联锁和试运行方案进行总结，

为从事木片输送系统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木片输送系统；卸料螺旋；皮带输送机；逻辑联锁；

故障；试运行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automatic control and 
mechanical failure during the trial operation of the wood chip 
conveying system of 300000 t /a chemical mechanical pulp 
project,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disposal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ensure the safe, stab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plant.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logic interlocking 
and trial operation scheme of wood chip conveying system 
were summarize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engaged in wood chip conveying system.
Key words: chip conveying system; discharge screw; belt 
conveyor; logic interlocking; fault; te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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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片输送系统是制浆造纸生产线中最前置的部

分，主要由木片的筛选、输送和贮存等工序组成，另外

再配套冲洗和除雾单元。卸料螺旋和皮带输送机是木

片输送系统的核心设备，其高效、平稳、安全地运行关

系到木片输送系统的正常生产。为了确保该装置顺利投

运：其一，根据木片输送系统的工艺特点，制定可行的

试运行方案；其二，根据木片输送系统生产试运行期间

发生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方案和处置措施。通过以上两

种方案基本保证了生产装置在试运行期间的正常运行。

由于该项目需同时满足工艺先进可靠、自动化程度

高、操作人员少等要求，对生产全自动运行和设备安全

可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针对生产运行期间存在

生产工艺难全自动投入、卸料螺旋难以反转、皮带秤计

量不准、保护开关信号干扰等自动控制问题以及卸料安

全销断裂、螺旋张紧拉杆松弛、皮带输送机跑偏等机械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处置措施，满足了高效

生产和全自动控制要求，确保了生产装置的稳定运行。

开车调试期间的问题总结，为从事木片输送系统的工程

技术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工艺流程和主要设备

1.1 木片输送系统的工艺流程

木片输送系统由木片的筛选、输送和贮存等工序

组成。主要工艺流程为先通过码头自动卸料机的自动抓

斗将货船的木片倒入木片漏斗，然后将漏斗的木片通过

前段皮带输送机送到木片仓，再由卸料螺旋将不同品种

的木片经过后段皮带输送机送到化机浆车间进行加工

生产，木片输送线主要流程见图1。

1.2 木片输送系统的主要设备

木片输送系统的主要设备有：自卸皮带机、驳接皮

带、码头全自动卸料平台、皮带输送机、盘筛、污泥压

榨、正反皮带输送机、木片仓、卸料螺旋、木屑筛选设

备等，其中皮带输送机和卸料螺旋是核心设备，其设备

的质量和性能关系到生产装置能否高效、平稳、安全地

  图1  木片输送系统工艺流程

运行。

(1）卸料螺旋：是一种电机带动螺旋转动，推动物

料行走以实现输送目的的设备，在方形木片堆场中，主

要可以选用两种卸料螺旋，一种是双端支撑式卸料螺

旋，另一种是悬臂式卸料螺旋，本项目选用的是悬臂式

卸料螺旋，卸料螺旋的正反转和停止是通过限位开关

和行走电机进行联锁控制的，木片仓内的卸料螺旋的出

料能力为100～400 m3/h，可以通过变频器调节转速，

任意调节卸料量。

(2）盘筛：由于外购木片杂质较多，质量较差，因此

在生产前需要将木片进入盘筛，用于除去较大的杂质，

留下合格的木片。筛子有3层筛板，悬挂于钢丝绳上，可

以调节振幅。

(3）木片仓：一般经过筛选合格后的木片会通过皮

带输送机输送到木片仓，木片仓的容量大小依据制浆生

产车间的产量需求而定，为了确保木片量的稳定性，一

般需要贮存10～90天的用量，因此木片仓根据项目的要

求可设计成圆形料仓、钢制料仓、圆形木片堆场和方形

木片堆场，本项目根据需要设计成2个方形木片堆场28

万m3，单个堆场的设计容量为14万m3，通过正反转皮

带输送机来控制木片的转料。方形木片堆场的优点为

通过卸料螺旋在木片堆中取料，送往制浆生产车间的木

片含水率较稳定，不受天气的影响。

(4）皮带输送机：是一种用于远程输送木片的设

备，必须满足长期连续运行的要求，启动、运行和停机

应平稳并安全可靠。因此，皮带输送机选型上需满足：

皮带输送机在运行时，最大跑偏量不超过5%；在满载

启动和停机时，最大瞬时张力不得超过正常工作张力的

1.5倍。

(5）木屑处理系统：木片经过盘筛后的木屑通过混

合后经过皮带输送机送入污泥压榨间进行处理。

2  试运行方案

试运行是木片输送系统实施目标的检验阶段，在

此阶段需要检验和调试的内容涉到各方面，责任和协调

关系比较复杂，是确保木片输送系统达产达标的关键阶

段。因此，需要做好试运行方案以确保单机调试和联动

试运行顺利地完成。

2.1 单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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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调试内容

(1）需脱开联轴器、传动皮带、传动链条的设备，启

动电机前必须由安装人员将相关的传动部件脱开，待完

成现场控制柜启动及PLC系统启动两道程序后再由安

装人员将传动部件重新回装。

(2）根据设备特性不能脱开传动部件的设备（如电

机减速箱一体的设备等），由安装人员徒手盘动设备，

检查是否有卡涩及其他异常现象，在确定无异常后，在

现场控制柜上点动设备，以确定电机运转的方向是否

正确，之后再完成PLC上点动设备程序，确认电机运转

方向是否正确。

2.1.2 调试准备工作

单机试运转是系统正式运行的准备，是检验工程

质量、考核系统的整体工作性能、确保系统达标、机械

设备使用前磨合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保证试运行工作的

顺利进行并逐渐过渡到正常生产，单机调试前需要作好

如下准备工作：

(1）调试人员准备。为避免调试期间出现意外情

况，需要工艺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全程参与单机调试，

并主导后续的联动试车和投料试运行；需足够的安装人

员主导单机调试并负责现场整改和消缺，并根据现场

需要，随时配合调试及试生产工作。

(2）调试表格准备。各类签证和记录表格在调试开

始前必须准备好，包括安全调试注意事项的制定，单台

设备试运行前的检查签证，单机试运行评价报告单等。

2.2 单机试运行

(1）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才可以进行单机试运转。

当设备启动后，机械人员负责皮带机跑偏调整、电机振

动、声音和温升检查；电气人员负责电器元件的监控、

电流、电压和负载的检测；自控人员负责仪表检测及

PLC系统监控。

(2）电机运转测试完毕后由安装人员恢复联轴器，

待恢复后再次在PLC陆续启动各台设备，并进行运行测

试，包括皮带机跑偏测试及调整、皮带机限位测试、螺

旋限位逆反测试等工作。试运前要有签证和试运记录，

相关单位必须签字认可后方生效。

2.3 联动试运行

检验设备能否连续稳定的运行，运行能力是否达

到设计要求；所有皮带运输机、卸料螺旋送电实现远程

和自动控制；所有机械设备是否满足联动启停的要求，

是否满足安全、稳定的运行，电机连续运行状态是否正

常等。

3  控制策略

木片输送系统为满足工艺先进、自动化水平高、操

作人员少等要求，对自动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需要设计更加合理的自动化控制方案。

(1）P I D调节控制，对木片输送系统皮带输送机、

喷雾泵等主要耗能设备与现场仪表之间实现自动控制，

通过PI D自动调节变频器转速，可以有效地调节皮带运

转速度和喷雾水量，以便有效地进行能源控制。

(2）顺控，定时控，木片输送线的皮带输送机启动

和停止通过PLC程序实现顺控，确保皮带按照先后顺序

进行启停，确保进料系统控制稳定；对于卸料螺旋润滑

油泵实现定时控制，每隔12 h，开启电机给设备添加润

滑油，确保设备得到有效的养护。

(3）卸料螺旋启停和正反转控制。当卸料螺旋主电

机开启60 s后，才能启动行走电机，此时通过在卸料螺

旋上安装左右限位和极限限位及行走电机来控制卸料

螺旋的反转和停止运行。当行走电机启动后运行到木

片仓左右限位位置时，此时会碰到左限位开关或右限

位开关，此时行走电机会立即停止运行，5 s之后反转；

当偶尔出现异常，行走电机不能停止继续向前行走时，

会触碰到极限限位，按逻辑行走电机会停止运行。而正

常停机过程中，为了保护设备安全，需要先停止行走电

机，60 s后再自动停止主电机。

(4）正反转皮带输送机自动卸料控制。通过正反转

皮带输送机雷达料位计检测到木片仓料位的高度来自

动控制卸料点位置，当雷达料位计的测量值大于设定值

时，此时会联锁启动行走电机向前行驶5 s至下一个卸

料点。当低于设定值时，才会停在此处卸料。

(5）皮带输送机逻辑联锁控制。通过拉绳开关、跑

偏开关、速度开关、撕裂开关和堵料开关的信号进行皮

带输送机的联锁控制。为了安全考虑只要拉绳开关触发

会立即停止运行，而跑偏开关、速度开关、撕裂开关和

堵料开关是根据现场运行情况来设置触发停止时间，

一般设置3 s。

(6）卸料螺旋联锁控制。为了保护设备安全，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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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的极限限位、堵料开关和倾斜开关只要有信号触

发，卸料螺旋就会立即停止运行；而润滑油系统的流

量开关是连续12 h无信号时才会联锁停止卸料螺旋运

行。

4  调试中的问题和故障处理

木片输送系统在生产运行期间主要存在生产工艺

难全自动投入、卸料螺旋难以反转、皮带秤计量不准、

保护开关信号干扰等自动控制问题以及卸料螺旋安全

销断裂、螺旋张紧拉杆松弛、皮带输送机跑偏等机械问

题。通过分析原因并仔细排查，最终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方法和处置措施，满足了高效生产和全自动控制要求，

确保了生产装置的稳定运行。

4.1 生产工艺难全自动投入

木片输送系统需要实现工艺先进、自动化水平高、

操作人员少等要求，因此对PLC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水平

以及机械设备的质量和安装进度要求极高，但在试运行

过程并不顺利，对生产装置实现全自动控制难度极大，

常常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皮带输送机跑偏、打滑和撕裂

等机械故障，导致生产装置无法全自动运行。由于PLC

编程人员经验、能力和服务意识等方面较差问题，导致

编程组态错误频发，如点位编译错误、画面颜色未统一

图2  卸料螺旋难反转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标准、历史曲线不能正常显示、逻辑联锁编程错误等问

题，同一类型的问题不能一次性解决，也导致生产不能

全自动投入，主要原因是：

(1）PLC系统程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问题不

断，操作画面按钮偶尔失灵，给操作带来不便和生产安

全带来严重问题。

(2）PLC技术人员服务意识差和技术力量薄弱，不

能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不能整体审查程序的完整性

和可靠性，不能完全解决PLC程序出现的问题。

(3）同类问题不能一次性解决，需要反复督促和要

求后才能将问题暂时解决，但随后类似问题会再次出

现。

(4）木片输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皮带输送机

跑偏、打滑和撕裂等机械故障较多。

由于以上问题频繁出现，导致试运行过程并不顺

利，设备装置经常跳停，生产工艺难以全自动投入。针

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如下改进措施。

(1）针对PLC程序组态问题多导致可靠性和稳定

性差，检查程序逻辑、联锁和组态画面，对编程不规范

和程序逻辑错误的地方，重新组态编程和调试。此措施

解决了PLC程序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差以及画面失灵的

问题。

(2）针对P L C编程人员技术能

力、服务意识差等问题，要求厂商增

派技术能力和服务意识较好的技术

人员，采取此措施，编程问题基本得

到了改善，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

(3）针对皮带输送机的机械故障

频繁问题，通过调整皮带输送机的皮

带张紧器和安装精度，此跑偏、打滑

和撕裂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保证了

生产的正常运行。

4.2 卸料螺旋难以反转

卸料螺旋是木片输送出料系统

的核心设备，能否正常运行关系到木

片输送系统出料的正常运行。在试运

行期间，在木片料位较低时（图2a），

当卸料螺旋在启动或运行中碰到左

右限位开关后行走电机不能反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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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紧急限位后行走电机仍继续行走。将卸料螺旋开出

（图2b），此问题从调试开始至试运行结束反复出现，

导致设备装置无法正常运行和极大的安全问题。

4.2.1 行走电机的启动方式

(1）卸料螺旋启动时，主电机开启运行1 m i n后，行

走电机再行启动。

(2）卸料螺旋停机时，行走电机停机1 min后，主电

机才能停机，保证卸料螺旋的运行安全。

4.2.2 卸料螺旋不能反转的主要表现

(1）堆场木片较螺旋管稍低时，螺旋运行时（顺时

针），一股较大推力推着螺旋右行。

(2）螺旋右行时，触碰右限位后未正常反转或未反

转，触碰急停传感器后停止运行，急停后，现场控制箱手

动控制。

(3）螺旋启停位置在离右极限杆较近时（1 m以

内），行走电机停止运行的1 m i n内被推出工作范围，触

碰急停停止。

(4）行走电机正常运行时，右推力较大，行走电机

反转前，右限位传感器已被推出工作范围，触碰急停停

止。

4.2.3 卸料螺旋难反转的解决方法和改善措施

(1）机械方面改善措施：在顶部行走导向轮终端增

加机械挡块（图2c），避免跑出正常工作区域撞墙；卸料

螺旋启停位置离右极限位置1 m以上。

(2）仪控方面改善措施：通过PLC优化程序后，左

（右）限位开关（图2d）保持1 s接触后给行走电机停止

信号，行走电机停止2 s后，正常反转。

4.3 电子皮带秤计量不准

电子皮带秤是木片输送系统用于计量木片使用量

的核心仪器，其计量准确与否影响到化机浆的生产运

行。需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和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在

试运行阶段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对皮带秤进行校准和

参数设定；在生产期间需要制定巡检和校准计划，定期

进行巡检和校准，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人

员需要熟悉电子皮带秤的工作原理和维护技能，以便遇

到问题能及时解决。

4.3.1 电子皮带秤的工作原理

电子皮带秤主要由称重传感器、称重支架、速度

测量仪、测速滚筒组成，如图3所示。其测量误差在

±2.5%，当皮带输送机带负荷运行时，木片的重量就会

压迫称重传感器,此时会产生一个正比于皮带载荷的电

压(mV)信号及单位长度的木片重量为q（k g/m）。测速

滚筒上的速度传感器测出的皮带速度v（m/s）两者之间

的乘积为木片的瞬时量Q，然后在时间t内进行积分，得

到累积量。

木片的累积量公式为：

                
(1)

其中式中：传输距离l=v.t，重量为q（k g/m），速

度v（m/s），瞬时量Q。

4.3.2 电子皮带秤的安装

称重传感器的安装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关系到电

子皮带秤能否准确测量的关键。在安装过程中需要确

保称重支架的平整度，确保称重传感器安装在轴心位

置，使其受力均匀。另外电子皮带秤尽量安装在水平位

置，确保测量精度满足要求。

4.3.3 电子皮带秤的校准

电子皮带秤能否准确计量，平常需要制定校准计

划，及时进行校准，一般校准周期为3个月一次。校准过

程中需要使用砝码或者实物校准，精度较高时作实物

校准法。校准过程中注意称重传感器的周围环境，不能

有木片和粉尘堆积而影响到校准结果。

4.4 开关量信号干扰问题

本项目在开车调试过程中开关量信号干扰问题频

发，影响到生产装置的稳定运行，主要原因为开关量信

号在远距离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电磁信号的干扰，容

易导致开关量信号的失真；电缆阻抗和电压降的原因，

导致电缆的传输距离长度有限，当电缆线路过长时也容

易受到信号干扰；当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高次谐

图3  电子皮带秤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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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下料口直冲螺

旋管，经过1个月

之后卸料螺旋再

次启动时电机跳

停，二次开启后

安全销断裂情况

发生。

4 . 5 . 2 卸料螺旋

安全销断裂原因

分析和建议

(1）安全销断裂的可能原因：木片仓顶部皮带机卸

料时，下料口直冲螺旋管，冲击力造成；螺旋管埋在木片

中将近1个月，时间较长；安全销质量不过关。

(2）厂商售后建议：进料时，木片不能垂直落在螺

旋轴上；在长时间工厂停机的情况下，每天螺旋要运行

大概1 m i n；在准备长时间停机前，螺旋上方的木片高

度尽可能低。

(3）安全销检验报告见图5，从图5中看检验结果一

切正常。

4.6 皮带输送机跑偏、打滑、裂纹等机械问题

木片输送系统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过皮带跑偏、

打滑、裂纹等机械问题，对出现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

主要存在如下原因。

(1）在皮带输送机张紧调试过程中出现过制动器

抱闸滞后导致皮带打滑不能正常运行，检查后发现制动

器现场控制箱内部接线端子存在松动现象，导致信号

输出不正常，影响到制动器的动作；极少数制动器机械

波，会使电网电压波形畸变，导致信号干扰;控制线路感

应电压过大，也容易引起开关量信号的干扰。为了解决

信号干扰，常见的解决方法和处置措施如下：

(1）变频器运行时信号干扰。一般在变频器进线

设置进线电抗器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开关量信号的干

扰。

(2）感应电压过高导致开关量信号干扰。解决方法

是尽量加粗设备之间的接地线并缩短信号线之间的距

离，本例中通过将信号电缆的接地线并接在一起，相当

于加粗了接地线的线径，使感应电压信号干扰消除。

(3）PLC软件处理信号抗干扰措施。一般由于外部

设备容易产生触点扰动导致信号干扰，因此可以对继电

器、按钮和现场开关等的输入信号，通过加信号延时器

进行信号屏蔽干扰；对于一些大电感负载在断开过程中

产生的干扰信号，可以通过PLC屏蔽其这段时间的干扰

信号，不采用此段时间的开关量信号的方式予以处理。

4.5 卸料螺旋安全销断裂问题

木片仓底部隧道内的卸料螺旋（能力为10 0～

400 m3/h）将木片从仓内取出，并送入隧道内固定输送

皮带机运至化机浆车间，每个卸料螺旋（图4）都是可以

变频调速，从而调节卸料能力。调试开始时卸料螺旋运

行还算顺利，但随着木片堆场断断续续地投料，螺旋在

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停止运行，以致螺旋管长期埋在木片

堆上，导致启动时阻力增大，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卸料

螺旋安全销断裂等情况。

4.5.1 卸料螺旋运行情况

卸料螺旋从4月30日调试至10月25日安全销断裂，

主要开机情况见表1，从表1中看出4月30日至7月18日开

机调试过程中，安全销一直正常，直至9月28日第二次木

片场进料时，操作人员发现设备螺旋管埋在木片中，木

表1  卸料螺旋运行情况记录表

时间

2021-4-30

2021-7-16

2021-9-28

2021-10-28

设备开机

运行情况

卸料螺旋单机调试

木片堆场第一次投料

木片堆场第二次投料

设备跳停，安全销断

裂

备注

运行无异常

设备正常处理

设备螺旋管埋在木片中，

木片下料口直冲螺旋管

螺旋管埋在木片中将近1

个月后再次启动，断裂前

发生过两次跳停。

图4  卸料螺旋结构

图5  卸料螺旋安全销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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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故障导致制动器抱闸动作缓慢，影响到皮带的正常

运行。经过维修人员的处理，问题得以解决。

(2）皮带输送机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皮带跑偏问

题，当跑偏信号持续超过3 s时就会引起电机联锁跳停。

检查发现皮带支架安装不合格、头尾轮不平行、少数尾

轮张紧未调好导致皮带过松引起跑偏，经过安装调试

人员处理后，问题得以解决。

(3）个别皮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裂纹现象，经检查

研究发现皮带扣结构设计有问题，受力面过于薄弱，导

致裂纹出现，重新调整结构后皮带出现裂纹的问题得以

解决。

5  结束语

木片输送系统试生产运行期间存在难以全自动

运行、卸料螺旋难以反转、皮带秤计量不准、保护开

关信号干扰等自动控制问题以及卸料安全销断裂等 [收稿日期:2022-03-01]

PulPac推出由干法模塑纤维技术制成的新型杯盖

本刊讯（PulPac 消息) 每年，全球会生产超过3000亿个塑料盖子（包含150万t塑料），其中许多最终成

为了世界海洋中的垃圾。而近日，瑞典三家处于可持续发展前沿的创新公司——PulPac、Liplid和MAX 

Burgers合作，正引领着以可持续纤维为基础的替代品取代传统塑料盖子的发展方向。

MAX Burgers是世界上第一家为食品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标识和补偿的快餐连锁店，今年将开始在

其旗下瑞典的所有餐厅推广Liplid公司利用干法模塑纤维技术生产的新型可回收杯盖。

PulPac公司首席商务官Sanna  Fager说：“这是一个神奇的项目，我们将Liplid杯盖与我们的干法

模塑纤维技术相结合，为Liplid公司生产出了第一批200万个杯盖产品，我们期待着看到它们在MAX 

Burgers旗下所有快餐店投入使用。”

PulPac公司开创性的纤维成型技术使纤维制作独特的盖子成为可能。干法模塑纤维具有结构强度

高、切口少、超高的材料厚度控制等优点，使生产非常薄的纤维产品成为可能。干法工艺还可以节省大

量宝贵的水资源和能源，与其他方法相比，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减少80%。除了技术和环境方面的优势，

PulPac的技术还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单位经济效益——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一次性塑料。

对此，Liplid公司首席执行官Jesper  Berthold说：“世界需要智能和功能性的一次性塑料替代品。

利用PulPac的创新方法，我们Liplid公司生产了一种完全可回收、无塑料和可生物降解的杯盖，其设计新

颖独特，为市场带来了新的饮用体验。”

这种独特的杯盖被放置在杯子内部，而不是在杯子上方，从而防止泄漏，并改善随身饮料的稳定性

和饮用体验。这种创新智能设计，使用的原材料减少了25%，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赢得了“2022

年世界明星包装奖”。

机械问题，本文针对问题总结了其处理方法和处置措

施。对木片输送系统的生产工艺、逻辑联锁和试运行

方案进行了总结。本文可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

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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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造纸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很多生产卡纸车间

都采用了世界先进的膜转移施胶机，这种施胶机能均

匀地在纸面的正反面涂上淀粉膜从而提高原纸的表面

强度。与传动的浸胶式施胶机相比，既能提高纸的干

度同时又能降低断纸的几率，稳定生产降低成本。然而

先进的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容易

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施胶辊偏压、辊面出现条痕问题为

例，对出现问题后如何进行思路分析、排查原因，对各

种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实验论证、查找解决的方法并

对设计缺陷做出适当地改进等方面进行描述，用以降

低施胶机事故发生率，减少纸病发生，提高施胶辊的使

用寿命。

1  纸机简介

1.1 纸机基本信息

纸机基本信息见表1。

1.2 施胶部设备描述

造纸机施胶部主要由2条施胶辊（φ1015 m m，有

固定中高，橡胶辊）组成，每条施胶辊附带有施胶棒、

密封刮刀等设备。施胶部的布置形式如图1所示。

表1  纸机基本信息

参数

数值

定量/

g.m-2

170～350

纸种

液包、烟包、社会卡

幅宽/

mm

4,580

设计车速/

m.min-1

900

图1  施胶部的布置形式

1.3 出现的问题

(1）施胶新辊上机后，正常运行状态下发现施胶辊

偏压，操作侧压力高于传动侧压力。

(2）施胶下辊传动侧一米区域内出现圆周方向条

痕，见图2。

(3）施胶处的水分不稳定，施胶不均匀。

(4）新施胶辊运行前期纸张质量正常，但运行后期

接近刷车周期时（30天）纸幅上出现MD方向条痕。根

据客户提供问题

纸样看，纸张正

反两面会发现一

些M D方向的条

痕，条痕间距不

均匀，无明显规

律性。如图3所

示。

2  原因分析

针 对 施 胶

机出现的问题，

从三个方面来进

行解析，每个方

向又存在着不同

的影响因素。通

过对这些因素逐

一进行分析、试

验论证，查找最

终根本原因。分

图2  施胶辊面出现圆周方向条痕

图3  纸面出现MD方向条痕

图4  分析思路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39
Aug., 2022  Vol.43,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析思路如图4所示。

2.1 施胶两侧压力不稳

根据经验分析，偏压很有可能是施胶辊两侧的压

力不稳导致，而引起压力不稳原因的主要设备是施胶下

辊的推力支撑液压缸。排查液压缸是否存在漏油、油管

老化渗油、阀门出现堵塞或者故障等情况都有可能造

成液压缸推力不足，导致偏压。液压站及液压控制如图

5所示。

试验论证：对施胶机油站的液压元件进行逐一排

查，未发现阀门、油管、接头等有失灵或者泄漏现象，排

除液压元件损坏的可能。通过对调施胶下辊两侧液压缸

（将操作侧与传动侧互换）、更换新的液压缸后发现偏

压现象依旧存在，排除了液压系统问题。

2.2 施胶辊位置

施胶辊位置是否发生偏移，施胶上、下辊基础是否

出现下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施胶上辊与下辊之

间中心距离发生变化导致偏压。施胶辊的定位尺寸如图

6所示。

试验论证：利用水平仪对施胶上、下辊进行水平校

正，同时对两辊进行定位尺寸测量核实，结果符合施胶

辊原设计的标准尺寸，排除了施胶辊定位因素。

2.3 施胶辊包胶条痕

施胶辊包胶工艺一般为机械挤出式包胶，这种包

胶方式产生的包胶痕也有可能会造成辊面出现条痕。

包胶条痕如图7所示。

试验论证：(1）通过咨询包胶厂家得知新施胶辊包

胶一般采用机械挤出式包胶，产生的包胶痕呈螺旋分

布，通常包胶痕是弯曲的。现场观察到的辊面条痕是直

的且为封闭环形。 

(2）通过厂家计算包胶重叠间距在6～8 mm之间，

与目前辊面条痕间距13 mm不符。以上两点可以排除施

胶辊包胶因素。

图5  液压站及液压控制

图6  施胶辊的定位

图7  包胶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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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施胶辊包胶材料

整理了近五年来施胶辊包胶的记录，包胶记录如

表2所示。

试验论证：统计后发现施胶辊的包胶材料及参数

基本相同。A厂家与B厂家包胶的施胶辊安装到下辊位

置运行一段时间后均会出现条痕现象。施胶上辊和下

辊对调位置使用，施胶上辊没有问题，施胶下辊还是会

出现条痕，排除了厂家包胶选材因素。

2.5 施胶辊辊面所受外力作用

与施胶辊直接接触的三种物品：（1）纸张。（2）施

表2  包胶记录

厂

家

A

厂

家

B

厂

家

201605

201605

201401

201308

201507

201507

201504

包胶

时间

1.2

1.3

0.71

0.76

1.6

1.9

2.3

表面粗糙

度/μm

0.013

0.008

0.009

0.009

0.015

0.017

0.015

圆度/

mm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高性能橡胶

包胶

材料

19

19

21

20

22

21

21

包胶硬度

/P&J

0.19

0.188

0.186

0.2

0.183

0.191

0.197

中高值

/mm

图9  施胶机的密封刮刀

胶棒（计量棒）。（3）密封刮刀。与施胶辊接触的物品如

图8所示。

试验论证：（1）由于纸也会对辊面造成磨损（包括

缠纸等），从而有可能造成辊面出现条痕，但纸的磨损

不会如此规律且均匀，从而排除纸的因素。（2）与下辊

面接触如果压力较大也会产生条痕，但检查发现辊面未

出现明显计量棒痕迹且下辊计量棒加载压力、上辊加载

压力均正常，所以排除计量棒因素。（3）密封刮刀成为

重点排查对象，密封刮刀如图9所示。 

通过现场观察测量发现：密封刮刀的溢流孔分布

间距与辊面条痕间距规律相对应，间距正好为13 mm，

与辊面条痕间隔正好相同，条痕距离如图10所示。

分析如果刮棒梁出现倾斜，就会造成传动侧与操

作侧两侧刮刀的安装角度与辊面存在距离差别，导致通

过溢流孔喷在辊面的胶液量不同，长时间会在辊面形成

一定的印痕。所以将最终原因锁定在传动侧密封刮刀的

刮棒梁上。利用刷车停机时间将密封刮刀拆开，发现密

封刮刀的刮棒梁轴承损坏，损坏的轴承如图11所示。

3  解决问题及改进措施

更换密封刮刀的刮棒梁轴承后：（1）施胶辊两侧

压力正常、水分控制稳定、施胶均匀、辊面及纸面不再

出现条痕现象，问题得到解决。（2）施胶辊使用更换周

图8  与施胶辊接触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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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恢复正常（由不到一个月恢复到3个月），保证了纸机

的高效运行，大大降低了因频繁更换辊子而产生的研磨

和包胶费用。

更换损坏轴承时发现，该轴承损坏的原因是润滑

不良。于是改进了原设计中轴承的润滑方式，新做注油

孔，如图12所示。

4  结语

膜转移施胶辊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

的问题，如何快速解决问题就需要我们每位维护人员

做到：（1）对问题必须分析透彻，摸清问题的规律，找

到问题的根源。（2）熟悉相关设备的工作原理、组成结

构、工艺参数等。（3）理清思路，对不同影响因素验证

并做出决策。因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纸机设计不

图12  改进的加油孔

图11  损坏的轴承

同、产品种类不同，所以施胶机的设计也是千差万别，

本文只是提供施胶辊的个案供同仁参考。

[收稿日期:2022-06-18]

图10  测量条痕间隔距离

（a）施胶辊辊面条痕间隔

（b）密封刮刀溢流孔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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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顶部分离器螺旋轴与减速机吊挂连接螺栓

的宏观断口形貌，螺栓的规格、强度、硬度等材料特性，以及安

装连接形式等因素，分析螺栓断裂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蒸煮锅；顶部分离器；吊挂轴；螺栓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macro fracture morphology,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olt specification, strength and hardness, 
installation and connection form of the connecting bolt between 
the screw shaft of the top separator and the reducer, the causes of 
bolt fracture are obtained, and th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digester; top separator; hanging shaft; bolt

蒸煮锅顶部分离器齿轮箱吊挂轴用螺栓

断裂故障分析
⊙ 李东1  孙晓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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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Analysis of Bolt for Hanging Shaft of Gear Box of Separator 
at the Top of Cooking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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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设备技术中心副主任，工程师；主

要从事湿法备料及横管连续蒸煮、立式连

续蒸煮工艺设计及设备开发设计。

草类原料立式连蒸系统中通常是将物料与水按一

定比例(2%～5%)混合均匀后再经由草片泵送至立式连

续蒸煮锅中进行蒸煮反应。为了解决草片泵输送的料液

混合物不能达到蒸煮工艺要求的固液比的问题，需要在

蒸煮锅顶部设置脱水组件，用来脱出料液混合物中的多

余液体。

顶部分离器是为了满足此需求而设计的组件，其主

要由电机、减速机、螺旋轴、滤网、滤水筒及必要的支

架等组成。减速机输出轴为空心轴结构，螺旋轴轴头内

伸减速机内部，连接采用轴键与螺栓组合连接方式，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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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运行正常，设备正常运行6个月后发生螺栓断裂事故，

致使顶部分离器螺旋轴掉落，减速机空转，物料堵塞于

螺旋轴中，造成制浆生产线停机，严重影响了生产。

为了尽量减小停机对生产的影响，车间决定采用先

解决故障然后再进行故障分析。车间临时采购来相同规

格，但等级较高一级的螺栓进行替换。替换安装后按程

序继续开机运行，但仅运行3天就再一次发生螺栓断裂

事故，由此事故分析势在必行。

2  故障分析

2.1 出厂参数

螺栓规格：M24×260 mm，材料等级：8.8级，标

准号：DIN932。

2.2 断裂位置

测 量 断 裂 螺 栓 长 度（断口至 螺 栓 末 端）为

24.6 mm，断裂面位于螺旋轴轴头端面附近。

2.3 断面分析

如图3所示，断口较平坦，断面呈灰白色，无贝壳状

条纹或放射线条纹，有明显的新月形隆起，断面光亮平

齐，塑性变形痕迹不明显，是典型的螺栓材料因承受剪

切载荷过大而在应力集中最严重处产生疲劳，导致断

裂。

2.4 故障产生的可能原因

原因一：螺栓材料强度不足。

原因二：螺栓与减速机、螺旋等产生共振导致的螺

栓断裂。

原因三：螺栓直径小，强度不足。

2.4.1 原因一分析

该原因考虑螺栓材料强度不足，故用12.9级螺栓

替代，但替代后仅运行3天左右就发生断裂，对此现象

进行分析后原因如下：12.9级螺栓为预应力高强度螺

栓，高强度螺栓靠摩擦力传递外力，安装时需施加一定

的预应力，预压力直接影响高强螺栓的承载力。经询问

安装工人后得知安装时仅用扳手紧固，未使用固定扭力

矩扳手，造成高强度螺栓实际上未满足使用要求。

2.4.2 原因二分析

减速机空心轴与螺旋轴的配合公差为基孔制H7/

h6，空心轴Φ130H7,螺旋轴轴头为Φ130h6，该配合为

间隙配合，空心轴与轴头依靠键传递扭矩，键槽配合公

向力由螺栓承受，详见图1。

1  事故详情

某纸厂年产10万t本色浆生产线采用一台蒸煮锅配

套2组顶部分离器方案，如图2。设备调试及运行初期设

图1  顶部分离器的结构

图2  顶部分离器

图3  螺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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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JS9/N9，该配合为一般键连接。

电机带动减速机输出空心轴转动，通过键带动螺

旋轴一同转动，因键配合为一般键连接，进而导致减速

机空心轴和螺旋轴的转动不同步；而M24×260 mm螺

栓螺纹部分与螺旋轴紧密连接，螺栓根部与减速机端

盖紧密连接，这就使M24×260 mm螺栓在与螺旋轴的

连接端面处产生扭力矩，该力矩是导致螺栓断裂的因素

之一。

螺旋轴由于制作精度的原因，在运行中产生的跳

动；来料的不均匀对叶片产生冲击；电机及减速机运行

中产生的振动等因素会综合导致螺栓在空心轴中悬空

处产生共振，这也是导致螺栓断裂的因素之一。

2.4.3 原因三分析

螺栓规格尺寸小，会导致螺栓不足以承受设备运

行中产生的剪切力及拉应力发生断裂，这也是多数情况

下螺栓断裂的主要因素。

因该螺栓为减速机厂家选定，故将由减速机厂家

进行受力分析。
[收稿日期:2022-04-10]

3  解决方案

(1）螺栓规格经减速机厂家复核验算，螺栓直径满

足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系数要求。故螺栓规格不需要做

调整。

(2）为了多重保障，将选用高强度螺栓替代原螺

栓，且安装时严格按照给定预应力进行安装。

(3）为了解决共振的问题，在不改动螺旋轴及减速

机主体结构的前提下，在减速机空心轴空腔内安装高强

度弹性橡胶块，彻底避免共振现象的发生。

4  结语

经以上处理后，设备运行平稳，减速机与螺旋轴吊

装螺栓没有再发生断裂问题。

通过对本故障的分析，为该类型的机械设计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为了预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在设计

上要考虑周全，在加工过程中要重视零部件加工制造质

量，并控制装配及安装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导致故障发

生的因素。

·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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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创新技术公司Lignin Industries获得440万欧元创新

基金，研发生物基材料生产技术

本刊讯（Lignin Industries 消息) 瑞典木质素创新技术公司Lignin Industries致力于将木质

素进行优化，将其与原生和可回收热塑性塑料混合以制造新型生物塑料，最近获得了来自欧盟

创新基金的440万欧元资助，为位于瑞典的首个大型生产基地的扩建提供资金。

Lignin  Industries将利用这笔资金在瑞典建造大型生物质塑料生产和木质素加工基地，

该基地将主要生产RENOL®品牌产品，这是一种获得专利的、可再生的、高功能的生物基材料，

原材料主要来自牛皮纸制浆的副产品。

据悉，新的生产基地预计最初将能够每年生产10,000 t生物基材料，未来有可能增加到

50,000 t。

此外，Lignin Industries开发的创新解决方案还可用于生物复合材料生产，例如生产包装

薄膜等。创新的解决方案将取代聚乙烯等化石塑料，并有助于避免70%以上由传统材料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

Lignin  Industries是一家瑞典创新技术公司，创始人曾创立爱生雅（SCA），建立和管理

瑞典著名的几家纸浆和造纸厂。公司致力于使用绿色化学理念实现森林工业残余产品的升级循

环，用可持续和可再生的解决方案替代基于化石的塑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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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模板原纸的质量指标及其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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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模板随着建设发展主要产品种类有三种：建

筑红面模板、酚醛镜面模板、覆膜模板。其中覆膜模板

是三种产品中质量最好的，其表面采用覆膜技术，双面

均覆有黑色或者红色由特殊胶水制成的覆膜纸，从而使

得覆膜模板表面更加平整光滑，使用次数要高于同等厚

度的建筑红面模板和酚醛镜面模板，其制造工艺复杂、

用材更多，价格高于以上两种模板，多适用于高层建

筑、桥梁施工等强度要求较大的工程。

由于建筑覆膜模板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所以建筑

覆膜模板原纸（简称模板原纸）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但目前建筑模板原纸还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本

文根据客户使用情况反馈，结合我厂实际生产经验，介绍

了建筑模板原纸的质量指标和指标的关键控制要点。

1  质量指标

建筑模板原纸经过浸渍酚醛树脂或三聚氰胺树脂

后成为覆膜建筑模板[2]，是一种胶膜纸，所以它对于白

度和色泽没有要求[1-2]，但却具有自身的质量特性，如匀

度要好，纵向及横向定量偏差不宜太大，有较高的松厚

度，较好的吸收性，成纸的抗张强度要好，尤其是湿抗

张强度要求较高，成纸横向伸缩率要小，表面要平整，

不能有折子、裂口、孔洞等外观纸病。

我厂根据客户使用情况反馈，结合实际生产经验，

制定了我公司的企业标准，主要质量指标见表1。

2  质量控制要点 

模板原纸的质量直接影响客户的使用效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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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厂的实践经验，指标控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定

量、强度、吸收性、横向伸缩率和外观纸病等。

2.1 定量

定量要控制在62±2 g/m2，尤其是横幅定量差和

纵向定量差不宜太大，如果横向或纵向定量差波动太

大，会导致原纸在吸收胶液时渗透不均匀，影响胶附着

的均匀度，容易起层，最终导致在热压的时候没有合成

一体，在拆膜或使用过程中出现膜纸分层。我厂在生产

过程中，通过先进的QC S质量控制系统对成纸的横向

定量和纵向定量进行控制，并保证上网浆料的均匀和

稳定，从客户的使用效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模

板原纸在浸胶时吸收均匀，没有出现分层等问题[1-2]。

2.2 成纸强度

建筑模板原纸的抗张强度一定要好，尤其是湿抗张

强度，如果强度不好，一方面可能造成浸胶过程断纸，造

成客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连续生产，导致生产中的浪费

和生产时间的延长。根据客户反馈，建筑模板厂家主要

是关注模板原纸在浸胶过程中的运行情况，如果正常运

行不断纸将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原纸强度不好的

话，制造出来的模板纸的强度也很难保证，所以建筑模

板原纸的干湿强度是质量指标中的一个控制重点。为了

保证达到较高的干湿强度，一方面我厂主要是控制好长

纤维的比例，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增加强度的化

学品，如湿强剂、阳离子淀粉等，通过这些措施，我厂模

板原纸的强度一直都能满足客户的要求[2-3]。

2.3 成纸的Cobb值、松厚度、吸水高度

我厂控制原纸的C o b b值，辅助控制成纸的松厚

度和吸水高度，主要是实现对成纸表面吸收性的控制。

[收稿日期:2022-06-01]

表1  质量指标

指标名称

定量/g.m-2                                         

全幅定量差/g.m-2                                      

松厚度/cm3.g-1                                             

纵向抗张指数/N.m.g-1                                         

纵向湿强度指数/N.m.g-1                                       

表面吸收重量/g.m-2                                        

吸水高度/mm                                              

横向收缩率/%                                             

水分/%

指标

62±2

≤2.0

≥1.8

≥55.0

≥9.0

80～100 

20～25

≤2.0

6～8

注：吸水高度检测时间为10 min。

模板原纸的表面吸收性对后序生产的影响是非常关键

的，如果吸收性过小，则导致模板原纸在浸胶过程中不

吸胶，后序生产过程中就会产生分层等问题；如果吸收

性过大，则在浸胶过程中会浸胶量过大，导致断纸、卷

曲等问题，浪费材料，也影响生产成本的控制[1，3]。我厂

在实际生产实践中发现不同的模板纸生产厂家由于胶

料的差别，需要的表面吸收性也是不同的，有的厂家需

要大一点的表面吸收性，有的厂家则需要相对小一点的

表面吸收性，根据这一点我厂生产时控制不同的表面吸

收性，定向生产，定向发货。从客户的反馈情况来看，表

面吸收性满足了客户的使用要求。

2.4 横向伸缩率

建筑模板原纸要经过浸渍酚醛树脂或三聚氰胺树

脂，再经过干燥、分切等一系列后序加工工序。如果原

纸的伸缩性大，经过高温分切后会导致原纸急剧收缩，

直接后果是无法准确贴合[1-2]。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进

行控制的：一方面控制好浆料的配比、填料的添加、化

学品的添加；另一方面控制好纸机抄造过程，如浆网速

比、烘缸温度曲线等纸机参数的控制[3]。

2.5 外观纸病

建筑模板原纸由于后期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加工

工序，如浸胶、干燥、分切、贴合等，所以对成纸外观纸

病的控制也是比较严格的，如不允许有折子、裂口、孔

洞等外观纸病，如果有这些纸病，在浸胶过程中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断纸，导致后序工序无法进行，降低生产效

率，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

以上就是我厂根据客户的使用反馈和生产模板原

纸的实际经验，针对模板原纸的质量指标和质量指标

的关键控制要点进行的简要论述，希望能给其他生产建

筑模板原纸的厂家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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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质文献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内容之一。本文

就纸质文献修复纸张——手工纸的品种、选用与变迁进行分

析并提出见解。

关键词：纸质文献；修复；手工纸；宣纸；纸张品种；选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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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造纸术的起源国，造纸术在传播过程中，每

流传一地，就地取材用以造纸，诞生了很多纸种[1]。自古

而今的人，使用不同的纸留下了灿如繁星的纸质文献。

这些文献历经岁月的磨砺后又有不同程度地损坏，需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修复。然而，纸质文献的修复并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有很多问题横亘在修复界面前。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辨别纸种、寻找适合的纸、纸张的

变迁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引起文物修复机构的重视，

不仅被一年一度的文献修复技术委员会上提出研究与

讨论，还有一些大型的修复场所建立专门的机构进行

研究分析。本文专就纸质文献修复纸张的品种、选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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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1  传统纸张的品种

中国传统纸张都是手工制作完成，其品种可谓琳

琅满目，不胜枚举。根据我国现有的研究资料分析，中

国古代最多时有3,2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在农耕时期

都有手工纸制作的业态存活。所以，在纸张品种分类方

面，不能按地域纸张分，不仅工作量大，并且有挂一漏

万的现象存在，加上很多古代纸张的业态消亡，更是难

以统计。为此，只能根据制作的材料进行品类划分，大

致可分为麻纸、皮纸、竹纸、草纸和其他等五种[2]。

1.1 麻纸

麻纸主要原料来源于麻纤维，也是手工造纸最早

选用的材料，主要有黄麻、苎麻、剑麻等。中国一般以黄

麻、苎麻的废弃制品为原料制作，当代主要分布区域为

山西、陕西、山东、安徽等。

1.2 皮纸

皮纸的原料主要来源于植物的表皮，也是我国覆

盖范围最广、适用范围最广、业态存活最活跃的手工纸

品种。一般使用较为普遍的皮料有构皮、桑皮、雁皮（又

称滇结香）、三桠皮，最为有名的是使用青檀皮制作的

宣纸，较为少见的是荛花、狼毒花树根皮制作的东巴纸

和藏纸（又称狼毒纸）[3]。

这些皮料中，最为普遍的是构皮、桑皮。构皮又分

为北构、南构，北构一般在长江以北，枝干高大，又被称

为楮树皮（简称楮皮）；南构一般生长在长江以南，枝干

相对矮小，被直接称为构皮。桑皮分为野桑和家桑，一

般使用野桑制作的较多。使用构皮制纸的范围在所有皮

料中最广，当代还有陕西、山东、河北、安徽、浙江、江

西、广东、福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使用桑皮制

纸的范围也较广，新疆、安徽、浙江等地都有。

1.3 竹纸

竹纸的成本与麻纸、皮纸相比要低，在长江以南区

域较为普遍，一般使用的竹料为毛竹、茨竹[4]，当代分布

区域主要有浙江、安徽、四川、广西、福建、云南、贵州

等。

1.4 草纸

草纸用料主要有稻草、麦秸、龙须草等，以前也有

将以竹料生产较为粗糙的火烧纸称之为草纸，当代主

要以龙须草为主体制作。用稻草制纸的主要是宣纸行

业，将稻草掺入青檀皮中搭配混合制纸。只用麦秸制纸

与龙须草一样，以现代方式制浆后，手工抄制而成。龙

须草、麦秸制纸的当代主要分布区域在山东、安徽、浙

江、福建、四川等。

1.5 其他类[5]

主要有侧理纸、蚕茧纸、蜜香纸等。侧理纸，东晋

时纸名，以海苔为原料制作的纸，现已消亡。蚕茧纸，东

晋纸名，相传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以蚕茧纸书写，据有人

猜测应是绢帛。蜜香纸，东晋纸名，相传以蜜香树叶制

作，现已消亡。

1.6 历史名纸

中国既是造纸起源国，又是造纸大国，纸品名目

繁多，产生了不少历史名纸，几乎每一种使用普遍的原

料都产生过历史名纸，每一种名纸都有着辉煌的文化。

以下以产生的时间顺序，列举一些历史名纸的名称，如

侧理纸、蜜香纸、蚕茧纸、宣纸、麻纱纸、薛涛纸、云

蓝纸、硬黄纸、澄心堂纸、蠲纸、椒纸、柬纸、玉版纸、

宝钞纸、谢公笺、明仁殿纸、金粟山藏经纸、榜纸、宣

德纸、乌金纸、通草纸、开化纸、库笺纸、罗纹纸、毛

泰纸、玉扣纸、连史纸、元书纸、官堆纸、海月纸、太史

纸、高丽纸、香粉纸、凤髓纸、蜡笺、流沙纸、云母纸、

砑花纸、金花纸、瓷青纸、羊脑笺等，有数百种。这里列

举的历史名纸大多已消亡。主要目的是提示修复界，如

遇上这些历史名纸，后期又无业态存活的纸质文献如何

选用修复用纸。

2  当代手工纸的变迁

随着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政区分合，中国现有

县级行政区域2,850多个，大部分县级区域却没有或难

觅手工纸的生产了。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入大工业化时代

后，农耕文化和传统的作业方式迅速被现代化模式替

代，手工纸就是其中之一，其生产业态却以一种不可遏

制的速度在削减和消亡。

2.1 国内手工纸概况

·纵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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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纸是由古代手工纸发展演变而来的。古代的

纸全由手工操作而成，那时也没有手工纸的名称。19世

纪出现机械化造纸后，为了区分，才有了手工纸、机械

纸的称谓。我国的明清时期是手工造纸术的成熟阶段，

经历了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积累，手工纸中的许多技法

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如渍灰、晒白、捶捣、抄纸、干

燥等。手工纸的制造费时费工，劳动力需求较大，无论

纸的成本与效率，还是品种与数量，都经不起现代机制

纸的挑战而日渐萎缩。我国在1988年以前，手工纸每年

的产量处于20万～30万t之间，1992年缩减至13万t，到

2010年又缩减至1万t。近年，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

视，加上非遗保护力度加大，手工纸产量略有上升，但

也不超过2万t。尽管手工纸的产量在大幅度缩减，却并

非使用量减少，而是有很多的替代品出现。如文化用纸

和民间祭祀使用的手工纸大多是机械制造，大量的古籍

印刷、书画爱好者练习用的纸大多是带帘纹的机械纸。

只有用于中国书画艺术创作和古籍修复的还使用宣纸

或其他手工纸，这主要取决于一千多年来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手工纸生产能存活的主要原因，产量却始终上不

去。

2.2 国内手工纸业态

在农耕时期，我国手工纸生产覆盖面很广。随着大

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加速，新的职业不断增多，农民有

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加上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传

统农业在提速中解放出劳动力。在这种大的发展趋势

下，一些传统的手工作业被逐渐放弃，其中包括手工纸

的生产。2005年，我国开始大范围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次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十多年来，从国家到

各省、市、县建立了非遗保护体系，各地传统手工纸被列

入这四级保护名录，也通过了一大批代表性传承人[6]，

但从目前的保护实效来看，手工纸的生产业态仍处于逐

步消亡状态。

目前，国内手工纸主要有安徽、浙江、福建、广西、

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湖南、湖北、重庆、陕西、山

东、山西、河南、河北、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

这些地区中，以安徽的泾县、四川的夹江、浙江的富阳

生产业态较为活跃，以生产书画用纸为主导，产量也较

大；其他地区尤其少数民族集中区域，以生产民俗用纸

居多，产量极小。这三大集中区中，泾县以宣纸为主，夹

江、富阳以竹纸为主。其中泾县的宣纸、富阳的元书纸

是历史名纸。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达标排放要求严

格以及市场变化，这三大集中区的传统制纸也发生了变

化，安徽省泾县只有少量的宣纸维持生产，浙江富阳、

四川夹江的传统竹纸生产锐减至一两家[7]，剩余的业态

以现代化加工方式加工的龙须草、竹、皮、麦秸等浆料，

后端或以手工或以机械加工成带帘纹的纸，所有产品质

量均以书画市场需求制作，很少为修复用纸留下空间，

极大挤压了纸质文献修复用纸选择空间。

2.3 国外手工纸概况

国外手工纸以欧洲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欧洲各国

手工造纸作坊大约有40个，其中英国2个、法国6个、德

国4个、荷兰4个、西班牙3个、意大利3个、丹麦1个、芬兰

1个、瑞典3个、瑞士2个、波兰2个、匈牙利1个、捷克1个

等。而这些作坊大都隶属于博物馆、文化保护部门、学

校，也有纳入工厂管理的。无论归属于何地，政府每年

均要拨款补助，使之能保存、流传下去。有人估计，全世

界有组织联系的手工纸作坊125家（不包括亚洲地区），

各种从业人员1,400多名。有的国家以机器人替代了人

工，变成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表演，完全流于一种形式。

亚洲手工纸（中国以外）还有日本、韩国、朝鲜、泰

国、缅甸等国家有一定的业态存活，但大多不太景气。

国外手工造纸基本以皮纸为主，日本手工纸的生产与

质量较为典型，滋养日本手工纸的是书道艺术，进入本

世纪后，日本手工纸也在大量萎缩，现只剩下美浓等地

有少量的生产，产品大多以天价出售，2015年日本的和

纸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名录。

韩国、朝鲜生产高丽纸，韩国的高丽纸基本都从中国订

制，国内很少生产；朝鲜高丽纸尽管有一定的生产，但

产量很低。相对来说，泰国、缅甸等国因成本、劳动力工

资比其他国家略低，手工纸生产业态也相对活跃。

为探讨手工纸生产保护，美国、加拿大、波兰、匈

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

国家和地区于1986年自发成立了国际手工纸和艺术家

协会，成立时拥有会员430余人，其英文名称为IA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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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permakers and 

Paper Artists），1993年在加拿大召开首次会议，1994

年在荷兰召开例会，1995年例会在日本召开。该协会编

辑出版了以手工纸为主的刊物，其中首推菲律宾碧瑶市

（Baguio）发行的《DUNTOG》杂志，每年出春夏秋冬

四季刊[8]。尽管如此，依然没有探讨出更好的、切实可行

的保护传统手工纸的措施与办法。

3  修复用纸在新业态下的选用

纸质文献的修复又称有机文物的修复，一般是指

使用纸为载体进行记事、印刷、书画创作等实物在长期

保存中，出现虫蛀、污渍、水浸等不同程度的损坏，为延

长这些文献的保存时间，提高这些文献的利用价值，需

要对其进行修复。

在纸质文献修复中，一般选取原纸进行修复。因

此，修复人员要有纸张鉴别能力。一是靠肉眼与手感，

基本判断需要修复的文献纸张材料构成、帘纹粗细、厚

薄、基本工艺，以便于能准确地选用纸张，使修复后至

少在纸张上能与原文献达到契合程度。二是借助仪器检

测原文献与备选纸张的匹配程度。前者需要多年的知

识、经验积累，后者除具备一定的知识与经验外，还需

借助“纸张纤维分析仪”，对照分析仪中内存造纸常用

纤维图谱进行比较、判别纸浆及纸质文物的纤维种类，

与原文献纸张进行比对，达到纤维长宽度、弯（扭）曲指

数、分布频率、杂细胞含量、纤维细胞壁厚度及壁腔比

等指标的契合。

根据前文分析，我国现有手工纸种类远没有古代

丰富，很难准确为纸质文献修复提供匹配度高的纸张。

所以，修复界只能选用匹配度相近的纸张，有的干脆选

用宣纸。主要有以下原因：

(1）宣纸品种多

宣纸以青檀皮、沙田稻草为原料，相互搭配加工而

成。在这个行业中有配料、规格、厚薄、帘纹等四种分类

法，每一种还有更细的分法，形成宣纸上百个品种[9]。

(2）宣纸能达到修复的基本要求

首先是宣纸按配料分为特种净皮（皮料含量

达80%）、净皮（皮料含量达60%）、棉料（皮料含量

40%）。特种净皮、净皮与一般的皮料比较接近，加上青

檀皮在植物皮料纤维长度中处于中间位置，可以凑合

用。其次是纸质文献中留存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书画作

品，宣纸又是中国书画创作的最佳载体，最能发挥书画

妙味的纸张，所以书画修复界一般选用宣纸来修复。其

三是寿命长，根据使用抗老化试验检测，宣纸在手工纸

中属于保存时间最长的手工纸之一。

纸质文献修复的主要目的是延长原文献的保存寿

命，即便宣纸与原文献纸张不匹配，至少修复后不影响

保存寿命[10]。如选用保存时间短的纸张，反而会加速原

文献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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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信息产业进步，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的

信息化建设也得到较高层次发展。在突发事态发生即时信息

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给用户提供了在人机

交互的界面对应急信息平台和应急指挥体系进行快速操作，

协同实现应急救援与应急指挥体系的直观高效的应急救援体

系，获得全面、具体、针对性应急救援能力有着实际意义。

关键词：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平台；应急指挥体系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a’s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system in paper 
industry parks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at a high level. On the 
basis of immediate information on the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 icance to use compu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o provide users with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ve 
interface for the rapid operation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s, collaborate to 
achieve an intuitive and efficient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cue and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s, and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specific and targeted emergency rescue 
capabilities.
Key words: paper indust ry park;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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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突发

事件频频发生，不仅对人们日常活动

构成了巨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整个

社会经济的增长。利用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提供人机交互的界面，对造

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进行实时检索、

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在突发事

态发生时，即时形成全面、具体、针

对性救援能力，实现应急救援的直观高效的应急信息

体系，进行造纸工业园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与应

用，最大程度地减少造纸工业园区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和破坏。本文现就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平台及应急指

挥通信体系的构建进行阐述。

1  实验部分

1.1 信息数据实验设备需求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包含信息平台和指挥通信

体系，包含制浆体系、造纸体系，属于流程性（昼夜连

续）生产工业，每个体系均具有工艺参数、生产过程控

制复杂(如制浆生产线、造纸生产线、碱(酸)回收系统、

热电联产及废水处理等)，且每个体系均具有按一定顺

序组合而成等特点。因此，信息数据实验设备需求：

（1）服务器、客户端设备要求（见表1）。

（2）针对操作人员、管理人员的需求，设计不同的

查询界面、分析界面。

1.2 界面、硬件需求

（1）全中文界面。

（2）W i n d ow s2000或以上版本标准窗体及控

件。

1.3 软件需求

（1）使用浏览器实现对软件系统的访问，包含系

统的开始、登录界面、主界面和退出。

（2）造纸企业数据库设计方案通过客户端程序软

件配置的业务流程功能，实现相应的终端与服务器之间

数据传输（见图1）。

1.4 应急指挥流程总体流程需求

（1）造纸工业园区应急平台中服务器与存储系统

为应急数据中心、综合应用系统和信息接报发布系统提

供服务，是应急数据中心、综合应用系统和信息接报发

表1  信息数据实验设备需求

服务器要求

CPU IntelR或兼容机PentiumIV 2.8GHz

内存（RAM）1至少256MB建议1GB

硬盘空间至少500 MB

定位设备Microsoft鼠标或兼容设备

CD-ROM驱动器

监视器VGA或更高分辨率

客户端要求

CPU IntelR或兼容机PentiumiⅡ 600MHz

内存（RAM）1至少256MB建议512MB

硬盘空间至少500 MB

定位设备Microsoft鼠标或兼容设备

CD-ROM驱动器

监视器VGA或更高分辨率

布系统的载体，应急数据中心、综合应用系统和信息接

报发布系统是运行于服务器和存储系统上的软件系统

（见图2）。

（2）现场情况可通过移动图像采集设备及图像接

入系统查看事发地现场情况。

图1  造纸企业数据库客户端程序软件配置流程

图2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指挥流程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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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发生应急事件时，可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将

事件信息保存至事件信息库，进一步核实事件真实性

后，启动应急预案。启动预案后，通过智能辅助方案系

统、应急保障系统分析事发地周围相关情况，生成方

案，经指挥调度系统将方案下发至各相关单位及应急队

伍。

2  结构设计

2.1 系统结构设计

（1）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数据库是以任务流程

为导向，协同信息平台、指挥通信为核心，实现任务系统

录入、数据库平台采集、资源库管理、资源库综合应用

等系统结构设计（见图3）。

（2）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数据库需要设计身份

认证、授权管理、任务系统、数据库采集平台、资源库及

资源库管理系统、资源库综合应用等分布式结构。数据

采集平台将任务录入的数据装载到资源库管理系统中，

实现数据库系统构建，并负责将数据源为应用系统提供

运行支撑、数据输出或应用。

图4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软件结构设计

2.2 软件结构设计

（1）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数据库的软件结构可

以分为数据应用层、数据存储层、数据传输层、源数据

层。通过身份认证及授权管理实现企业任务数据库、数

据采集平台、企业综合信息资源库相应软件应用接口传

输的基本可用性和最终一致性（见图4）。

（2）PC端向服务器提出请求时，进而实现资源库

管理系统、综合应用、综合查询、数据分析数据或应用

接口的连接，输送综合查询和数据分析所需要的任务

数据信息和数据的标准规范。

2.3 应急指挥平台软件架构

（1）造纸工业园区应急指挥平台应用软件的架构

设计遵循平台化、组件化的设计思想，采用统一的数据

交换、统一的接口标准、统一的安全保障（见图5）。

（2）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平台提供应急资源信

息、危险源信息、危险源名称、危险源描述、危险品类

别、危险等级、所在位置、所属单位、影响范围、可能灾

害形式等；事件信息库包括突发公共事件信息、预测预

警信息、监测监控信息以及应急指挥过程信息等；监测

监控信息需包括风险隐患监测信息和事件现场监测监

控信息等；知识库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应对各类突发公

共事件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专家经验等，相关应急

处置图像展示页及指挥调度功能等相关实际操作与传

输。

2.4 应急指挥通信系统架构

图3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系统结构设计

图5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指挥平台软件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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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8-02(修改稿)]

（1）造纸工业园区应急指挥系

统的设计，必须以国家发布的五层

双翼结构为依据，实现语音业务、

视频图像业务以及部门的数据业务

到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平台的接

入（见图6）。

（2）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平

台通过业务开发接口来实现各部门

的语音调度在信息平台侧的对接，

业务开发接口。可以编辑一个事务

（控制流），直接调用一系列资源，

实现优先处理上层任务控制操作。

（3）图像接入子系统包括省市

各级系统中涵盖的各个部门的视频

图像资源。在协议转换器上配置相

应市应急中心侧的通道列表，完善

通道的关系建立，实现应急监控资

源通过对接服务器传送至市应急中

心。

（4）图像接入子系统的接入按照相应的视频路数

实际计算，根据前端摄像机最大编码带宽计算出，同时

传送至指挥中心的大屏平台对接所需的最低带宽，保证

上大屏的效果。

3  结论

（1）当前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体系资料缺乏，通

过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体系的构建，在事态发展即时

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具体、针对性、强实时救援能

力，协同实现应急救援与应急指挥体系的直观高效的应

急指挥通信体系，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和救援能

力具有实际意义。

（2）构建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体系可以实现为应急

指挥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实现其全生命周期的数据、

方案比对，实现造纸工业园区应急信息决策和指挥平

台，使日常工作与应急指挥工作有机结合，以及对突发

事件应急处理及公共信息服务等分类进行整合，提高处

置突发事件的效率，控制和减少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

失。

图6  造纸工业园区应急指挥系统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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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胞间层木质素的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4351493 A

发明人：武书彬　周士乐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木质素是一类复杂的有机聚合物，是地球上

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其可以被用来代替石油生

产生物质化学品、生物染料、生物基材料等，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分离植物胞间层木质素有利于单

纤维的制备以及区域均质木质素的精炼。传统的

单纤维和木质素分离方法主要是硫酸盐或亚硫酸

盐蒸煮法，是采用高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和硫化

钠或亚硫酸钠在140 ℃以上的高温条件下反应。

然而，在高温下溶剂易挥发产生刺鼻、有毒的二氧

化硫气体，且反应形成的废液会污染环境。

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

但这些方法均存在明显的缺陷，难以进行实际应

用，例如：

张学铭等人公开了一种温和且快速分离木质

素的方法，是采用氯化锌-乳酸混合物来提取生

物质中的木质素。该方法可以有效地脱除细胞角

隅(CCML)和复合胞间层(CML)的木质素，且氯化

锌-乳酸混合物不含硫元素，在低温下不挥发，不

会产生刺激性气味，但该体系中存在高浓度的氯元

素，在酸性条件下容易产生腐蚀性的废液，对设备

和水环境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黄晨等人利用低共熔溶剂对木质纤维原料进

行预处理，是利用氯化胆碱、愈创木酚和三氯化铝

组成的低共熔溶剂对木质纤维原料进行脱木质素

处理，该方法显著降低了体系中氯元素的浓度，但

三氯化铝本身遇热易分解产生有毒氯化物烟雾和

强酸，容易造成空气的污染和设备的腐蚀，且该方

法对纤维素纤维的损伤较大，难以得到高质量的

产物。

CN  113249995  A公开了一种生物质纤维素

单纤维和木质素的清洁高效分离方法，是先在温

水中软化红麻原料，再通过微波辅助有机酸处理

以脱除原料中的非纤维素成分，实现单纤维和木

质素的分离，该方法不需要使用含氯的金属盐，减

少了对环境的危害，但是微波辅助法较难控制反

应体系的温度，且对设备的要求高，生产成本高，

难以进行规模化应用。

因此，开发一种不会产生有毒气体、无氯化金

属盐、较低温下可控的针对区域单纤维和木质素

进行分离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供一种去除胞间层木质素的方法。

原理：氯化胆碱、单酚和芳香酸三者可以在较

低温度下形成低挥发性的共熔物（氢键、芳香环的

专利技术

表1  各种芳香酸和单酚的熔点和沸点

芳香酸/单酚

创木酚

4-甲基愈创木酚

邻苯二酚

水杨酸

3-甲基水杨酸

5-甲基水杨酸

205

221

245

211

234

234

沸点/℃

26

5

100

158

163

150

熔点/℃

表2  各种共融物的T1和T2

共融物

水杨酸∶愈创木酚

氯化胆碱∶水杨酸

氯化胆碱∶水杨酸∶愈创木酚

氯化胆碱∶3-甲基水杨酸∶愈创木酚

氯化胆碱∶水杨酸∶4-甲基愈创木酚

氯化胆碱∶3-甲基水杨酸∶4-甲基愈

创木酚

氯化胆碱∶香草酸∶愈创木酚

氯化胆碱∶5-甲基水杨酸∶愈创木酚

1∶4

1∶1

1∶1∶4

1∶0.5∶4

1∶2∶4

1∶1∶4

1∶0.5∶4

1∶1∶4

1∶0.5∶4

1∶1∶4

1∶0.5∶4

1∶1∶4

1∶1∶4

质量比

90

＞110

60

45

90

60

45

60

50

60

45

＞130

60

T1

/℃

80

-

30

25

70

30

25

30

25

30

25

-

30

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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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相容和酸催化原理），该共熔物在温和条件

下主要针对植物胞间层的木质素进行溶出，而对

细胞次生壁木质素和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则相对较

弱。

各种芳香酸和单酚的熔点和沸点如表1所示。

各种共融物的加热共熔最低温度(T 1)和保持共

熔状态的最低温度(T 2)如表2所示。

选取由氯化胆碱、水杨酸和愈创木酚按照质量

比1∶1∶4组成的共熔物进行举例：

例1：去除胞间层木质素的方法步骤：

（1）将5 g的氯化胆碱、5 g的水杨酸和20 g的

愈创木酚加入圆底烧瓶中，再置于80 ℃的油浴中

加热，直至各组分完全溶解，得到芳香型低温共熔

物。

（2）将毛竹切成大小规格约2 mm×2 mm×5 mm

的竹片，再将竹片加入300 mL的苯-乙醇混合溶剂

图1  例1中的固体产物的CLSM图

图2  例2中的固体产物的CLSM图 图4  例6在不同温度下处理24h得到的固体率曲线

图3  例3中的固体产物的CLS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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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醇的体积比为1∶2）中，进行6 h抽提，再将

竹片置于60 ℃下风干6 h至恒重。

（3）将1 g处理过的竹片加入30 g的芳香型低

温共熔物中，常压下60 ℃浸渍2 h，再升温至80 ℃

后在搅拌机转速180 r/min的条件下搅拌22 h，再

用G3漏斗趁热将反应混合物过滤，收集固体，得到

的固体先用50 mL的乙醇-水混合溶剂（乙醇、水的

体积比为3∶10）洗涤一次，再进行真空过滤，滤得

的固体用70 mL的乙醇-水混合溶剂常温搅拌分散

2 h，再次进行真空过滤，滤得的固体再用50 mL的

乙醇-水混合溶剂洗涤直至滤液呈中性，再60 ℃鼓

风干燥6 h，得到的固体产物即为纤维素。

固体产物的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CLSM）图

（具体操作：将样品切成50～100 μm的厚度，用质

量分数0.001％的吖啶黄素溶液染色，再用CLSM观

察、照相）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毛竹的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而细

胞壁仍较为完好。

例2：方法步骤与例1不同处在于：浸渍后的竹

片再升温至90 ℃后搅拌。

固体产物的CLSM图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毛

竹的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而细胞壁仍较为完好。

例3：方法步骤与例1不同处在于：处理过的竹

片加入5 g，浸渍后的竹片再升温至90 ℃后搅拌。

固体产物的CLSM图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毛

竹的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而细胞壁仍较为完好。

例4：方法步骤与例1不同处在于：浸渍后的竹

片再升温至90 ℃后搅拌。

经测试(CLSM)，毛竹的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

而细胞壁仍较为完好。

例5：方法步骤与例1不同处在于：处理过的竹

片加入5 g，浸渍后的竹片再升温至100 ℃后搅拌。

经测试(CLSM)，毛竹的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

而细胞壁仍较为完好。

例6：方法步骤与例1不同处在于：处理过的竹

片加入5 g，浸渍后的竹片再升温至70～110 ℃后搅

拌24 h。

在不同温度下处理24 h得到固体率曲线如图4

所示，得到的固体产物（采用高锰酸钾染色）的光

学显微镜图如图5（a为未经处理的毛竹组织细胞，

b、c和d分别为80 ℃、90 ℃和100 ℃下处理的毛竹

组织细胞）所示。

注：固体率(％)＝处理过的竹片质量/固体产物

的质量×100％。

由图4和图5可知：毛竹经过处理后固体率下

降，胞间层木质素被脱除，而细胞壁仍较为完好。

有益效果：解决了现有的胞间层木质素脱除方

法存在的会产生含氯废水或有毒刺激性气体、需要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处理、对设备要求高等一系列问

题，具有反应条件温和、工艺简单、纤维得率高、原

料廉价易得、溶剂可再生循环利用等优点，在生物

质精炼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种柴油滤纸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969517 A

发明人：王建业　吴安波　王雷　黄铖　闵月　

图5  例6在不同温度下处理24h得到的固体产物的光学显

微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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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政

申请人：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机油过滤纸是过滤纸原纸经过树脂浸渍、热

固化处理后形成有一定挺度与强度，能够经受一定

压差的功能纸，目前汽车柴油滤纸的材质主要是

含有高分子涂层的纸张，高分子材料的性质决定

着柴油滤纸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而由天然纤维原

料抄制出来的机油过滤纸原纸疏松、紧度低、固有

强度低，难以经受系统中油的冲击，也满足不了滤

芯使用过程的性能要求。而且纸制的机油滤纸还

普遍存在固化性、耐水性和耐油性差。

提供一种紧度适中、固有强度高，耐破度、固

化性、耐水性和耐油性高的柴油滤纸及其制备方

法。

对比例：该种柴油滤清器用耐高温阻燃滤纸

及其制备方法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木浆纤

维60～70份、维纶纤维30～40份、玻璃纤维10～15

份、白云石粉2～5份、纳米钛白粉1～3份、轻质碳酸

钙2～4份、改性纳米碳1～2份、纳米二氧化钛1～2

份、磷酸二氢铵0.5～0.8份、改性水溶性酚醛树脂

乳液3～4份、苯丙乳液2～5份、二乙醇酰胺0.5～1

份、硅烷偶联剂KH5500.5～1份、月桂醇硫酸钠

0.4～0.8份、湿强剂PAE4～6份。该柴油滤纸的

主要性能指标可达到紧度0.29g/cm3、过滤效率

89%、使用寿命9500km、过滤精度＜25μm、耐破

度≥294kPa、抗张强度10.7kN·m。

实施例1：该种柴油滤纸按重量份数计算取

得：阔叶木浆50份、稻草浆15份、芒草浆15份、羧甲

基纤维10份、二氧化硅短纤20份、硅胶粉1份、硼酸

锌0.5份、硅酸乙酯40份、高锰酸钾5份、硬脂酸改

性液30份、工业用甲醇80份。按照以下步骤制得目

标柴油滤纸：

（1）取阔叶木浆、稻草浆、芒草浆、羧甲基纤

维、二氧化硅短纤，通过碎浆机进行碎浆，再经过

磨浆机进行磨浆，成浆的打浆度为15°SR；

（2）取硅胶粉、硼酸锌，将其置于5份的甲

醇中进行反应，控制反应温度50±5℃、反应时间

5～8h，即得偶联剂；

（3）将制得的偶联剂加入至成浆中进行加热

混合，控制反应温度60±5℃，即得混合浆料；

（4）将混合浆料在斜网纸机或侧流式圆网纸

机抄制并压榨成形，获得滤纸原纸；

（5）取硅酸乙酯、高锰酸钾、硬脂酸改性、工

业用甲醇置于反应池中于70～90℃的温度下进行

充分搅拌至少2h，并冷却至室温，用70～100目纱

布过滤得到目标浸胶液；

（6）将滤纸原纸浸渍在目标浸胶液中，采用

凹版网纹面的辊式涂布方式进行上胶，控制上胶

量为13%；

（7）将浸渍后的滤纸原纸在140℃中的烘缸

内进行烘干固化获得目标柴油滤纸。

实施例2：该种柴油滤纸按重量份数计算取

得：阔叶木浆60份、稻草浆18份、芒草浆20份、羧

甲基纤维13份、二氧化硅短纤25份、硅胶粉1.2份、

硼酸锌0.8份、硅酸乙酯45份、高锰酸钾7份、硬脂

酸改性液35份、工业用甲醇100份。按照实施例1步

骤制得目标柴油滤纸，不同处在于：成浆的打浆度

为17°SR；控制上胶量为18%。

实施例3：该种柴油滤纸按重量份数计算取

得：阔叶木浆65份、稻草浆20份、芒草浆15份、羧

甲基纤维8份、二氧化硅短纤24份、硅胶粉1.2份、

硼酸锌0.5份、酸乙酯45份、高锰酸钾8份、硬脂酸

改性液30份、工业用甲醇100份。按照实施例1步骤

制得目标柴油滤纸，不同处在于：成浆的打浆度为

17°SR；控制上胶量为18%。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表1  机油滤纸性能检测结果

对比例

定量/g·m-2

紧度/g·cm-3 

过滤效率/%

使用寿命/km

过滤精度/μm

耐破度/kPa

抗张强度/kN·m

187

0.29

89

9500

＜25

294

10.7

实施例1

173

0.35

96

11000

＜18

341

12.5

实施例2

182

0.37

97

11000

＜18

344

12.3

实施例3

185

0.39

97

11000

＜18

346

12.3

实施例4

192

0.43

97

11000

＜18

36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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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4：该种柴油滤纸按重量份数计算取

得：阔叶木浆70份、稻草浆20份、芒草浆25份、羧

甲基纤维15份、二氧化硅短纤30份、硅胶粉1.5份、

硼酸锌1份、硅酸乙酯50份、高锰酸钾10份、硬脂酸

改性液40份、工业用甲醇120份。按照实施例1步骤

制得目标柴油滤纸，不同处在于：成浆的打浆度为

19°SR；控制上胶量为23%。

将对比例、实施例1～4所制得的机油滤纸进

行性能检测，其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所获得的柴油滤纸紧度0.39g/

cm 3、过滤效率97%、使用寿命110 0 0 km、过

滤精度＜18μm、耐破度≥354k Pa、抗张强度

12.4kN·m。具有紧度适中、固有强度高，耐破度、

固化性、耐水性和耐油性高的优点。

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胶
及其涂布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969518 A

发明人：陈建斌　黄婷　郭晓峰　沙力争

申请人：浙江科技学院　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

公司

随着医疗行业的迅猛发展，医疗器械使用的

安全性能越来越被重视，灭菌的理念逐渐成为行

业内共识，灭菌包装是实现医疗器械灭菌的关键。

目前，灭菌包装的主要包装材料包括医疗级透析

纸、淋膜/覆膜纸、特卫强、PE、PP、PET、PVC

等，其中透析材料主要为医疗级透析纸或者无纺

布，是透析灭菌方式的主要包装材料。

常规医用透析纸是由木浆脱水后制成，主体

为木制纤维素，拥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阻菌性，适用

于环氧乙烷、高温蒸汽等多种灭菌方式。目前国内

外普遍采用的透析纸，其热封性不好，必须在透析

纸上涂布一层热熔胶来增加其热封性。由于透析

纸的木质纤维素不能与其他高分子材料进行热封

合，故需要开发一种可用于透析纸的涂层热封胶，

使其能与其他材料进行热封合，作为医用灭菌纸

塑袋或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硬吸塑封合盖材用于包

装各类医用材料如针筒、导管、镊子、口罩、手套和

呼吸面罩等。

医用透析纸使用的热封胶通常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固体热熔胶，固体热熔胶的上胶量大、成本

高、透气性差，上胶后容易粘黏内容物，特别是涂

布速度太慢、生产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另

一种是水性热封胶，由于采用网纹辊涂布，速度可

以达到100 m/min，且胶水涂布量大大降低，透

气性佳，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但是存在热封强度的

稳定性差、强度偏低、热封后的包装在打开过程中

容易产生纸毛纸屑等，达不到行业标准，这些问题

严重影响了灭菌包装袋的产品质量，一直以来都是

行业的难点。故需要开发一种新的涂层配方和工

艺来实现和硬吸塑热封以及实现洁净剥离。

提供一种热封效果好、透气性高、强度高、热

稳定性好的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胶。

实施例1：该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包括：78 g的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

嵌段共聚物、8 g的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

性纳米埃洛石、12 g的聚乙二醇4000、2 g的抗氧

剂1010。

该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胶涂布于医

用透析纸上的方法，包括：

（1）制备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

共聚物：将9.8 g马来酸酐和26 g三氟乙醇混合，

加入0.8 g氨基磺酸、1 g甲苯，400 r/min下搅拌

加热至120 ℃，搅拌反应20 h，待反应不再有水滴

产生时，反应停止，反应产物过滤、蒸馏，得到含

氟马来酸酯；将6 g硫酸亚铁溶于20 g的去离子水

中，然后加入聚山梨酯配置成质量分数为6％的

硫酸亚铁溶液，备用；将28 g含氟马来酸酯加入

到200 g的硫酸亚铁溶液中，加入15 g质量分数为

5％的硫代硫酸钠水溶液，以3 ℃/min的速率升温

至60 ℃，150 r/min下搅拌反应2 h，然后将剩余

含氟马来酸酯全部加入，并依次加入5.6 g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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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g苯乙烯，同时滴加5g质量分数为2％的过氧

化氢溶液，10 min内滴加完成，升高温度至80 ℃，

继续反应10 h；反应完后，产物经洗涤、抽滤、

55 ℃下烘干，即得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

嵌段共聚物。其FTIR图如图1所示。

（2）制备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

米埃洛石：将10 g粒度40 nm的埃洛石与100 g盐

酸/琥珀酸混合酸溶液（盐酸质量分数为3％、琥

珀酸的质量分数为5％）混合，室温、2000 r/min

下搅拌2 h，得到酸化纳米埃洛石；将10 g酸化纳

米埃洛石与100 g质量分数为6％的乙醇溶液混

合，加入1 g的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超声分散

2 h，过滤并干燥，制得有机硅改性纳米埃洛石；

将10 g有机硅改性纳米埃洛石与200 g质量分数

为6％的乙醇溶液混合，加入7.5 g磺基琥珀酸，

70 ℃、400 r/min下搅拌反应1 h，然后加入0.4 g

苹果酸单酰胺，继续反应2 h，反应结束后，产物

过滤、干燥得到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

米埃洛石。

（3）制备水性涂层热封胶：将磺基琥珀酸/

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加入到100 g的去

离子水中，超声分散10 min，加入乙烯-苯乙烯-

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物，升高温度至60 ℃，

600 r/m in转速下搅拌30 m in，然后加入聚乙

二醇4000、抗氧化剂1010，2000 r/min下搅拌

30 min，用氨水调节pH至7，继续搅拌20 min后，

得到水性涂层热封胶。

（4）制备医用透析纸：将45 g的针叶木纤维、

15 g的阔叶木纤维、0.15 g的湿强剂WSA混合并

进行打浆处理成纸浆，打浆功率为70 kW，打浆度

为20°SR，将纸浆经长网纸机抄造，干燥卷取得

医用透析纸。

（5）网线辊上胶涂布：将水性涂层热封胶经

由180线网线辊上胶后均匀涂布于定量为60 g/m2

的医用透析纸上，即得涂层医用透析纸；具体工序

为：放卷、上胶、烘干、漂洗、烘干、冷却和收卷；

其中，上胶量为水性涂层热封胶干基1.5 g/m2，烘

干温度为60 ℃，涂布速度为50 m/min。

实施例2：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

物制备过程中，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的添

加量分别为5.6 g、14.6 g、22.4 g，即乙烯、苯乙

烯、含氟马来酸酯的添加摩尔比为1∶0.7∶0.4。

实施例3：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

物制备过程中，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的添

加量分别为5.6 g、14.6 g、33.6 g，即乙烯、苯乙

烯、含氟马来酸酯的添加摩尔比为1∶0.7∶0.6。

实施例4：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

物制备过程中，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的添

加量分别为5.6 g、14.6 g、56 g，即乙烯、苯乙烯、

含氟马来酸酯的添加摩尔比为1∶0.7∶1。

实施例5：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利用乙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代替乙烯-

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物。

实施例6：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利用纳米埃洛石代替磺基琥珀酸/苹果酸

图1  实施例1的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

物的FTI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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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

实施例7：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纳米埃洛石仅经有机硅改性，未经磺基琥

珀酸改性即用于制备水性涂层热封胶。

实施例8：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利用磺基琥珀酸改性纳米埃洛石代替磺

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

实施例9：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封

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利用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代替

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

实施例10：另一种医用透析纸用水性涂层热

封胶，其组分、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

之处在于：未添加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

纳米埃洛石。

为验证实验效果，对实施例1～10获得的医用

透析纸进行以下测试。

测试1：医用透析纸的理化性能测试参考GB/T 

19633-2005，其紧度、透气度、平均孔径、平滑度、

撕裂度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实施例1提供的水性涂层热封胶涂

布的医用透析纸的紧度为0.74 g/cm3，透气度为

12.7 μm/Pa·s，平均孔径为12.4 μm，平

滑度为23.5 s(正)、15.7 s(反)  ，撕裂度为

497 mN(纵)、522 mN(横)；对比实施例1～5

可以看出，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

嵌段共聚物对医用透析纸的紧度、透气度、

撕裂度具有明显的影响，这表明三嵌段共聚

物中含氟马来酸酯的存在对提高医用透析

纸的紧度、透气性、撕裂性能具有明显的增

益作用；对比实施例6～10可以看出，磺基琥

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的添

加可以提高医用透析纸的紧度、透气性和

撕裂性能，而添加未经改性的纳米埃洛石，

1

2

3

4

5

6

7

8

9

10

紧度

/g·cm-3

0.74

0.71

0.73

0.70

0.62

0.65

0.68

0.72

0.70

0.63

12.7

12.1

12.8

12.2

8.7

10.4

11.2

11.7

11.5

9.8

12.4

12.5

12.4

12.8

13.2

14.6

12.9

13.1

12.7

11.3

撕裂度/mN

23.5

22.8

23.6

23.0

20.5

15.8

17.5

21.2

20.1

21.9

正

15.7

14.7

15.3

15.1

13.3

9.4

10.8

13.8

12.5

13.1

反

497

484

493

490

407

418

455

478

471

421

纵

522

512

522

517

421

433

467

501

489

445

横
实施例

透气度

/μm·Pa-1·s-1
平均孔径

/μm

平滑度/S

表1  医用透析纸的理化性能

图3  医用透析纸的剥离强度测试结果图2  医用透析纸的抗张强度测试结果

B表示干态下的抗张强度，C表示湿态下的抗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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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经有机硅改性的纳米埃洛石，会降低医用透析

纸的平滑度，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共同改性

后的埃洛石对医用透析纸平滑度的增益作用更明

显。

测试2：医用透析纸的抗张强度测试参考GB/

T 12914-2008，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实施例1提供的水性涂层热

封胶涂布的医用透析纸的抗张强度达到8.47 kN/

m(干态)、2.28 kN/m(湿态)，抗张强度高，抗张性

能好；还可以看出，无论是乙烯-苯乙烯-含氟马

来酸酯三嵌段共聚物还是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

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对医用透析纸的抗张强度均

有较大的影响。

测试3：医用透析纸的剥离强度测试参考

ASTMF 8806，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提供的水性

涂层热封胶涂布的医用透析纸的剥离强度达到

5.8 N/15 mm，剥离强度高，抗剥离性能好；而且，

无论是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聚物，

还是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

均有助于提高医用透析纸的，抗剥离性能。

测试4：医用透析纸的热稳定性能测试：将医

用透析纸在70 ℃下热处理10 h后的，测试其剥离

强度的变化，用于评价医用透析纸的热稳定性能，

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数据可以看出，水性涂层热封胶涂布的

医用透析纸的剥离强度热处理10 h后仍能保持较

高的剥离强度，优选实施例1的医用透析纸经10 h

热处理后剥离强度变为5.7 N/15 mm，仅下降

1.2％；还可以看出，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

三嵌段共聚物中含氟马来酸酯的存在和磺基琥珀

酸/苹果酸单酰胺改性纳米埃洛石的添加对医用

透析纸的热稳定性能具有明显的增益作用，相比

单独利用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进行改性，利

用两者共同改性后的埃洛石对医用透析纸耐热性

能的增益作用更明显。

有益效果：

（1）以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三嵌段共

聚物为主要材料，添加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

改性纳米埃洛石、增塑剂、抗氧剂制备医用透析纸

用水性涂层热封胶，利用该水性涂层热封胶涂布

的医用透析纸，表面平滑度高，透明度高，粘结性

好，材料强度高，具有优异的透气性和稳定性，热

封效果好，剥离后无纸毛纸屑产生，实现了洁净剥

离。

（2）以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为单体共

聚获得乙烯-苯乙烯-含氟马来酸酯嵌段共聚物，

其分子量为15000～50000，相比乙烯-苯乙烯共

聚物，该聚合物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弹性，聚合物中

含氟马来酸酯链段的存在，赋予聚合物优异的稳

定性，干湿强度得到提高，透气性能增强，利用该

聚合物制备热封胶，该聚合物与热熔胶中的其他

成分相容性好，可显著提高热熔胶的黏性和剥离

强度，增强透气性和稳定性。

（3）利用磺基琥珀酸、苹果酸单酰胺共同对

纳米埃洛石进行改性处理，改性后的纳米埃洛石

分散性得到改善，能均匀地分散在聚合物中，提高

加工性能，纳米级埃洛石具有增强作用，可提高医

用透析纸的强度和韧性，相比单独利用磺基琥珀

酸或苹果酸单酰胺对埃洛石进行改性，苹果酸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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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的与磺基琥珀酸具有协同作用，可明显提高

终产物医用透析纸表面的平滑度，提高其耐热性

能，增加稳定性，延长使用寿命。

一种用于散浆系统的传输装置、散浆
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13955454 A

发明人：张超

申请人：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用于散浆系统的传输装置、散浆系

统，以解决当针、阔叶纤维造纸原料来料时，通过

采用一条外包切割线进行裁切易导致长短纤维浆

料混淆的技术问题。

如图1，传输装置包括：物料传输机构、感应机

构、分类机构以及第一转运机构和第二转运机构。

其中，物料传输机构可以为传输带等装置，

且可以用于接收造纸原料，并对其进行传输。感应

机构相邻物料传输机构设置，以用于对造纸原料

的类型进行识别；分类机构对应于物料传输机构

的出料端设置且与感应机构通信连接，分类机构

用于接收自物料传输机构的出料端传输的造纸原

料，且将不同类型的造纸原料分别运输至不同的

转运工位；第一和第二转运机构分别对应两个不

同的转运工位设置，以用于分别接收该两个转运

工位中的造纸原料。

因此，通过采用感应机构对造纸原料的类型

进行识别，并采用分类机构根据感应机构识别出

的造纸原料的类型将接收自物料传输机构的造纸

原料分别传输至对应第一和第二转运机构的转运

工位，从而可以实现采用一套传输装置对不同类

型的造纸原料进行分别传输。可以提高对不同造

纸原料的传输效率，且可以减少传输装置的整体

尺寸，减少设置空间。

物料传输机构的数量可以为一个或者至少两

个，当物料传输机构的数量为两个时，物料传输机

构可以包括第一及第二物料传输机构。

其中，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相邻设置，第

一、第二转运机构相邻设置。第一、第二物料传输

机构设置在分类机构的入料端一侧；第一、第二转

运机构则设置在分类机构的出料端一侧。

因此，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上传输的造纸

原料则可以通过分类机构转运至第一转运机构或

者第二转运机构中，进而通过第一转运机构以及

第二转运机构将该造纸原料传输至相应的散浆机

构进行散浆处理。

分类机构则可以将接收自第一物料传输机构

的造纸原料传送至第一转运机构，且可以将接收

自第二物料传输机构的造纸原料传送至第二转运

机构。

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均可以是具有传输

带的传输装置，且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上的传

输带的传输方向可以平行设置或者相交设置（如

垂直设置）。

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二者的出料端可以

间隔设置，且均朝向分类机构设置。或者，第一、

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二者的出料端也可以向第一转

盘汇聚，通过第一转盘可以接收第一、第二物料传

输机构二者的出料端传输的造纸原料。

当第一、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上传输带的传输

方向相交设置时，第一转盘接收到第一、第二物料

传输机构二者任一者上的造纸原料时，均可以带

动该造纸原料转动，从而对造纸原料的朝向进行

调节。

造纸原料可以是阔叶木纤维浆料或者针叶木

纤维浆料，其中，造纸原料在进行浆料制备之前通

常会被打包处理，以便进行运输。

对于每一包造纸原料上均可以设置相应的识

别标签，识别标签中可以包含有造纸原料的类型信

息（长纤或者短纤原料）；感应机构则可以通过对

该识别标签进行检测，进而识别出该包造纸原料

的类型。或者，感应机构还可以直接对造纸原料进

行识别，从而识别出该造纸原料的类型。例如，感

应机构可以包括取样组件和感应装置，取样组件

可以对造纸原料进行取样，感应装置则可以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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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组件获取的样本进行识别检测，以确定该造纸

原料的类型。

以物料传输机构的数量为两个、三个或者三

个以上，即物料传输机构还可以包括第三物料传

输机构、第四物料传输机构等。

以增加第三物料传输机构为例。第三物料传

输机构同样可以接收造纸原料且可以将造纸原料

向分类机构传输；分类机构则可以将接收自第一

物料传输机构的造纸原料传送至第一转运机构，

且可以将接收自第二物料传输机构的造纸原料传

送至第二转运机构；且分类机构可以将第三物料

传输机构输送的造纸原料传送至第一转运机构或

者第二转运机构。通过增加第三物料传输机构，

可以增加造纸原料向分类机构传输的传输端口，

进而可以提高对造纸原料的传输及处理的效率。

当物料传输机构的数量为至少两个时，每一

物料传输机构均可对应设置至少一个感应机构。

如图1所示，物料传输机构包括第一物料传输机构

及第二物料传输机构时，相邻第一物料传输机构

的位置可以设置至少一个感应机构；同样的，相邻

第二物料传输机构的位置也可以设置至少一个感

应机构。

感应机构的数量可以为一个，且设置在第一、

第二物料传输机构之间，从而可以对第一、第二物

料传输机构上传输的造纸原料均进行类型识别。

当感应机构完成对造纸原料均进行类型识别

后，则可以将识别结果传输给分类机构。

分类机构包括转运装置和导轨。其中，导轨可

以经过多个转运工位设置；转运装置则可以安装

于该导轨上，且可以沿导轨运动，其中，转运装置

可以接收从物料传输机构的出料端传输的造纸原

料，进而可以沿导轨将该造纸原料运输至不同的

转运工位。

分类机构还可以包括控制组件，控制组件可以

用于与感应机构通信连接。控制组件可以根据感

应机构识别到的造纸原料的类型，从而控制转运

装置将该造纸原料传输至对应于该造纸原料的类

型的转运工位。

第一、第二转运机构可以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

转运工位设置，且第一、第二转运机构可以分别对

应用于传输长纤原料及短纤原料。且第一、第二转

运机构接收到造纸原料后，则可以将该造纸原料

分别传输至与其所对应的散浆机构进行粉碎散浆

作业，从而使得造纸原料能够形成造纸浆液。

因此，通过对造纸原料的类型进行识别，然后

通过转运装置将不同类型的造纸原料分别传输至

与该造纸原料的类型相对应的转运工位，进而通

过第一或者第二转运机构将该造纸原料传输至与

该造纸原料的类型相对应的散浆机构进行粉碎散

浆作业。从而可以实现通过一套传输系统可以对

不同类型的造纸原料进行传输，且进行自动分类

将不同的造纸原料形成不同类型的造纸浆液。

其中，控制组件可以是控制箱，或者控制组件

也可以整合于转运装置上，即控制组件可以安装

图1  传输装置的结构

1—传输装置  2—物料传输机构  3—第一物料传输机构  4—第二物料传输机构  5—第一转盘  6—感应机构  7—分类机构  8—转运装置  
9—导轨  10—第一转运机构  11—第二转运机构  12—处理传输机构  13—第一剪切机构  14—分垛装置  15—位置调整装置  16—第二剪

切机构  17—异常检测机构  18—异常处理工位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5
Aug., 2022  Vol.43,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于转运装置上随转运装置同步运动。且控制组件

还可以对转运装置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等进行

控制。

为了便于造纸原料的运输，需要造纸原料进

行打包处理。通常需要采用铁丝等对造纸原料进

行捆绑固定。因此，在对造纸原料进行散浆之前还

可以设置剪切机构，通过剪切机构将铁丝等捆绑

件进行剪断处理。以将打包的造纸原料散开，而便

于后续的散浆作业。

传输装置还包括处理传输机构及第一剪切机

构。其中，处理传输机构可以对接于物料传输机

构的物料输出端，进而将物料传输机构传输的造

纸原料朝向分类机构传输。第一剪切机构可以相

邻处理传输机构设置，从而可以用于对处理传输

机构上传输的造纸原料进行剪切处理。

将大包的造纸原料分散处理成若干个小包可

以采用分垛装置进行作业。传输装置还可以包括

分垛装置，其中，分垛装置同样相邻处理传输机构

设置，且设置在第一剪切机构远离物料传输机构

的出料端一侧，分垛装置可以在第一剪切机构将

造纸原料外侧的打包铁丝等打包件剪断后，将大

包的造纸原料分散处理成若干个小包，然后，可以

依次将若干个小包的造纸原料分别放置在处理传

输机构上，从而可以通过处理传输机构将若干个

小包的造纸原料依次向分类机构传输。还可以通

过位置调整装置对处理传输机构上的每一个小包

的造纸原料进行位置调整，从而可以便于后续传

输时对小包的造纸原料进行定位。

对于造纸原料而言，通常是将分散的造纸原

料采用铁丝等打包件将其打包成小包，然后，将多

个小包的造纸原料进一步通过铁丝等打包件将其

打包成大包。对于此类造纸原料，在散浆作业之

前，还需要进一步将小包的造纸原料打包用的铁

丝等打包件剪断。

因此，还可以通过设置第二剪切机构对小包

的造纸原料进行剪切作业。其中，第二剪切机构同

样可以相邻处理传输机构设置，且可以设置在位

置调整装置远离第一剪切机构的一侧。

在第二剪切机构完成对小包的造纸原料进行

剪切作业后，还可以通过异常检测机构对小包的

造纸原料进行检测，从而判断该小包的造纸原料

上的铁丝等打包件是否被完全剪断。

若判断该小包的造纸原料上的铁丝等打包件

被完全剪断，则可以进一步将该小包的造纸原料

传输至分类机构进行后续的转运作业；若判断该

小包的造纸原料上的铁丝等打包件未被完全剪

断，则可以将该小包的造纸原料传输至异常处理

工位，通过人工或者机械处理的方式对该造纸原

料进行剪断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小包造纸原

料进一步传输至分类机构进行后续的转运作业。

第一和第二剪切机构均还可以包括废料回收

装置，废料回收装置可以将剪断的铁丝等打包件

图2  散浆系统的结构

1—传输装置  19—散浆系统  20—第一散浆装置  21—第二散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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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收。其中，废料回收装置可以是缠绕装置，

其可以使得剪断的铁丝等打包件卷绕其上进行回

收。或者也可以采用机械手等抓起铁丝等打包件

后进行抽离回收。

还提供了一种散浆系统，该散浆系统可以用于

将打包的造纸原料裁切成小包的造纸原料，进而

可以将小包的造纸原料进行散浆作业，从而将造

纸原料加工成所需的造纸浆液。

如图2所示，散浆系统可以包括传输装置。其

中，散浆系统还包括散浆装置，散浆装置可以包括

第一散浆装置以及第二散浆装置。

第一散浆装置用于接收第一转运机构传输的

造纸原料，并对造纸原料进行散浆作业；第二散浆

装置用于接收第二转运机构传输的造纸原料，并

对造纸原料进行散浆作业。

第一转运机构可以用于转运长纤造纸原料，第

一散浆装置则可以接收第一转运机构传输的长纤

造纸原料，且对该长纤造纸原料进行散浆处理，从

而形成长纤造纸浆液；第二转运机构可以用于转

运短纤造纸原料，第二散浆装置则可以接收第二

转运机构传输的短纤造纸原料，且对该短纤造纸

原料进行散浆处理，从而形成短纤造纸浆液。

有益效果：通过采用感应机构对造纸原料的

类型进行识别，并采用分类机构根据感应机构识

别出的造纸原料的类型将接收自物料传输机构的

造纸原料分别传输至对应第一转运机构和第二转

运机构的转运工位，从而可以实现采用一套传输

装置对不同类型的造纸原料进行分别传输。且可

以提高对不同造纸原料的传输效率，且可以减少

传输装置的整体尺寸，减少设置空间。

盘磨机主轴用密封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4352724 A

发明人：宋蓉蓉　沈锦桃　李欢　王宝金

申请人：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

在运行过程中盘磨机的磨浆区域会产生蒸

汽，为密封阻隔蒸汽和浆料，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

以下两种密封型式：（1）盘根密封，盘根由衬套限

位，并通过压盖压紧与轴直接接触，加入密封介质

后能发挥密封作用，但盘根密封对轴的磨损较大，

易造成密封介质泄漏，密封零部件使用寿命短，更

换及维修时间长，冷却水消耗多，后续干燥工段功

耗大；（2）机械密封，其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且

对主轴及安装部位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极高，

同时机械密封需要软化后的水进行冷却，对冷却

水质要求高，需配备相应的密封冷却系统，投入及

维护成本较高。

提供一种结构设计简单、冷却结构简易、消耗

低且使用寿命长、能够有效防止盘磨机制浆时蒸

汽及浆料泄漏的盘磨机主轴用密封装置。

如图1所示，盘磨机主轴用密封装置，包括用

于驱动动磨盘进行旋转的驱动主轴，驱动主轴的

前端（图1左侧定义为前端）经过磨室体的内腔安

装在动磨盘上，系统运行时通过驱动主轴带动动

磨盘旋转与磨室体配合磨浆；驱动主轴上套装有

轴套，轴套的后端通过螺杆固定连接在驱动主轴

上，轴套与驱动主轴之间还至少设置有两道O型密

封圈；轴套的前端与动磨盘的端面之间设置有用

于对驱动主轴进行密封的内密封组件（固定安装

在驱动主轴和动磨盘之间的密封环），密封环与动

磨盘之间设置有O型密封圈，密封环通过螺栓连接

在轴套前端外圆周面上，动磨盘的后端面上设置

有限位槽，密封环的前端插入至动磨盘后端面上

的限位槽内，密封环的前端外圆周面与限位槽的

内侧面之间通过O型密封圈密封；轴套上还套装有

位于磨室体外的外密封组件，外密封组件包括连

接管、密封座以及密封盖板，磨室体上设置有固定

法兰，连接管上设置有内侧法兰，连接管套装在轴

套外并从磨室体的内腔中伸出同时使内侧法兰与

固定法兰进行连接，同时在连接管的外围与磨室

体的固定法兰之间设置有O型密封圈；连接管的前

端设置有环形腔，密封座上设置有位于环形腔内

的法兰连接端，密封座安装在连接管内并且通过

法兰连接端和环形腔定位配合安装，密封座固定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7
Aug., 2022  Vol.43, No.16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安装在连接管和轴套之间后，还需要在密封座和

连接管后侧端面上的密封盖板，为保证安装可靠

性，可以在连接管的后侧端面铣削有加工有压槽，

密封盖板设计为与压槽配合的压板，压板通过螺

栓固定连接在连接管的后端面上；当然，密封座和

连接管之间至少安置有两道O型密封圈，另外，在

密封座的后端内表面处设置有压装槽，压装槽内安

置有骨架密封圈并且使骨架密封圈靠压在密封端

盖的内侧，密封座上设置有能够向骨架密封圈上

注入油脂的进油孔，连接管上设置有与进油孔贯通

的注油孔，通过注油孔和进油孔可以给骨架密封

圈加注油脂；外密封组件具有进气通道，进气通道

内能够通入压缩空气从而使外密封组件与轴套之

间产生正压。

密封盖板的内孔与轴套的外圆周表面之间设

置有迷宫密封结构，进气通道包括连接管上设置

的注气孔以及密封座上设置的与注气孔贯通的进

气孔槽，进气孔槽为环形结构，注气孔与外部的压

缩气源连通，通过进气通道内注入的压缩空气使

得密封座与轴套之间能够产生正压，所产生的正

压能够阻止磨室体的内腔中的物料进入到外密封

组件的密封座与轴套之间，确保磨室体的内腔中的

物料不会从间隙泄漏，还能够防止用于润滑骨架

密封圈的油脂进入磨室体的腔体内。

轴套上设置有一段伸入到磨室体内腔的螺纹

段，通过螺纹段能够在驱动主轴带动动磨盘旋转

时使泄漏的物料不断往磨室体方向输送，形成了

螺纹密封，由此通过密封座同时配合安装连接管、

密封盖板、密封环，利用注气孔连接压缩气源并

通至密封座，利用密封环的前端插入至动磨盘背

面的限位槽内，并通过螺纹段、迷宫密封、骨架密

封、O型圈密封组合形成的密封用于密封盘磨机磨

浆区域的浆料和蒸汽，防止密封介质泄漏，系统运

行过程中经注气孔通入压缩空气，减少运行过程

中密封介质的泄漏，减少对密封组件与主轴磨损，

密封效果好，经过试验验证并且与现有常规的密

封结构进行比较，可以明确得出以下效果：传统的

盘根密封的更换周期一般在1～2月，而本发明的密

封装置使用寿命达到2～3年，大大延长了设备连

续运转时间，缩短了维修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统的盘根密封无论使用水密封还是油密封，都

会有泄漏的情况，而本发明的密封装置则实现了

零泄漏，且无冷却水消耗，降低了生产成本；传统

上，盘根密封的安装空间较大，导致驱动主轴悬臂

过长，而本发明密封安装拆卸所需空间小，驱动主

轴悬臂较短，保证了设备稳定运行；传统的机械密

封结构复杂，价格昂贵，而本发明密封相比结构简

单，无需配备密封冷却系统，运行成本低。

技术创新优点：通过设置的特殊结构的内密

封组件和外密封组件并且利用内密封组件和外密

封组件上的多个密封圈密封盘磨机磨浆区域的浆

料和蒸汽，由此有效防止了密封介质泄漏，减少了

运行过程中密封介质的泄漏和磨浆过程中的浆料

对轴套及骨架密封圈的损坏，密封效果非常好，另

外，通过设置的进气通道可以通入压缩空气，利

用压缩空气产生的正压进一步有效减少运行过程

中密封介质的泄漏以及对内外密封组件与驱动主

轴的磨损，其结构简单巧妙，成本低廉并且性能可

靠，减少了维修工作量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1  盘磨机主轴用密封装置的结构

1—动磨盘  2—驱动主轴  3—磨室体  4—轴套  5—内密封组件  
6—外密封组件  7—连接管  8—密封座  9—密封盖板  10—骨
架密封圈  11—进油孔  12—注油孔  13—注气孔  14—进气孔槽  

15—螺纹段  16—固定法兰  17—内侧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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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瑞典创新测量技术公司PulpEye参与工
业5.0技术研究项目

本刊讯（Pul pEye 消息) 工业5.0是瑞典最近

启动的试点项目，其中瑞典创新测量技术公司

PulpEye便是项目所有及参与者之一，其生产的纸

浆分析仪已应用于多家制浆造纸企业。

该项目为期两年，旨在寻找更有效、更安全的

方法实现工厂的远程监控，获得了瑞典“过程工业 

IT和自动化”战略创新计划以及合作伙伴的大力

资助。

该项目由五个研究领域组成，其中PulpEye公

司的RedEye在线分析仪便是技术核心之一，主要

用于瑞典生物质精炼研究机构Processum（RISE

瑞典研究所分支机构）的水热液化(HTL)试点工

厂，保证试点工厂的IT安全，为工厂设备用户友好

界面、业务模型和客户应用程序提供技术支持。水

热液化是一种热解聚过程，用于在中等温度和高

压下将湿生物质和其他大分子转化为类似原油的

生物油。PulpEye公司参与了该项目所有的五个研

究领域。

RedEye是一款经济高效且功能强大的回收

周期黑液、白液和绿液的分析仪，主要基于光谱测

量技术，可以提供有效碱、活性碱和残碱等的分

析数据。分析仪配备集成触摸屏，所有操作员通信

都通过屏幕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此外，RedEye 

还可用于测量乙醇中的糖含量以及溶解纤维素过

程中的液体数据等。

PulpEye公司表示，公司的RedEye在线分析

仪非常适合Processum的水热液化试点项目，在这

个特殊的生物质精炼过程中，RedEye分析仪可用

于分析热解聚过程的蒸煮液动态变化，并为客户

提供优化的用户界面，还能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

此外，分析仪的分析速度很快，效率高，将帮助纸

厂操作人员以安全有效的方式访问大量数据。从

长远来看，将能够帮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以有效

的方式实现工厂的远程监控。

IT安全对项目的实施尤为关键，尤其在工业 

5.0时代更是必不可少。因此，具有高信息保密性

的RedEye分析仪为该项目提供了支持，未来还有

可能继续扩大试点工厂的规模。

工业 5. 0属于 瑞典“过 程工业 I T 和自动

化”战略创新计划，该计划由瑞典Vi n nova、

Formas和瑞典能源署共同牵头实施，合作伙伴

主要有Pu lpEye、RISE  Proc e s sum、北欧电

信供应商Tel i a、Bi l ler udKor snä s和Kondor 

Processoptimering。

福伊特造纸4.0数字技术优化能源效
率并节省成本

本刊讯（V o i t h  消息)  7月1 3日，福伊特

（Voith）宣布，多次技术升级和实践证明，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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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可以显著优化造纸企业能源效率并降低成

本。能源成本是造纸的主要成本驱动因素之一。随

着近几个月价格大幅上涨，为了保持竞争力，节约

能源成本对造纸商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低碳排放

正成为全球造纸行业关注的焦点。因此，福伊特设

定了到2030年借助颠覆性技术和优化的产品组合

实现碳中和造纸的目标，致力于使所有福伊特产

品相互协调，使纸张生产尽可能地节约资源。 

福伊特造纸4.0产品组合在每个领域都提供了

优化机会，福伊特专家可以快速实施这些优化机

会，并在短时间内为造纸商带来回报。其中，数字

应用程序是产品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大大

降低能源消耗。对此，福伊特造纸数字产品管理副

总裁Peter  Eisen说道：“我们的产品涵盖整个制

浆造纸过程，在可持续性和效率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数字应用程序是我们产品组合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数字应用程序有助于识别、理解甚至消除损

纸，在相同能耗的情况下提高产量。福伊特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拥有300多套数字化系统，其中大部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帮助企业收回了成本。其

中，OnQ Profilmatic CD纸幅横向控制系统等自

动化解决方案也实现了节能。通过设置节能模式，

可以减少OnQ  ModulePro喷嘴保湿器上多余的

喷水，节省干燥能源。此外，实验室专家可以远程

为现有纸幅控制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系统快

速进行软件安装与升级。

对于造纸4.0产品组合中的所有其他解决方

案，福伊特专家可以在分析当前改进潜力以及定

义和实施优化措施方面提供支持，还能够在可以

节省能源的监控和审计领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对此，福伊特造纸数字产品管理副总裁Peter 

Eisen表示：“除了不断开发现有产品组合外，我们

还不断致力于新的创新，扩展我们的数字化和自

动化产品组合。例如，目前，正在研发的OnView.

E n e r g y能源模块应用程序，使用OnV i ew.

Repor t s的仪表板和报告功能，为造纸厂提供了

用户友好界面，可以实现纸厂能源消耗的可视化，

目前正处于最终测试阶段。”具体而言，OnView.

Energy能源系统的不同视图允许比较不同时间段

或不同纸张的能源消耗，为纸机的干燥和空气技

术领域开发更多的节能潜力。

7月20日，福伊特再次宣布将进一步整合旗下

的数字化系列产品：为了在自动化和数字化的帮助

下最大限度地节省纸浆和纸张生产成本，福伊特

及其全资子公司BTG正在合并其产品组合，福伊

特的OnCumulus云平台和BTG的dataPARC这

两个成熟的数据平台将合并为一个集成的混合系

统。其中，福伊特OnCumulus今后将并入BTG的

dataPARC云平台，而BTG的MACS高级过程控

制系统将并入福伊特OnEfficiency产品系列，从

而加强福伊特造纸4.0产品组合的效率解决方案。

通过合并的产品组合，客户工厂的整个制浆造纸流

程都可以从中受益。

福伊特与BTG合并后，DataPARC云平台已

经成为了福伊特造纸4.0产品组合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中央平台和骨干系统。福伊特自动化领域解决

方案OnControl和OnQuality，以及控制回路、传

感器和执行器等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可用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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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作领域解决方案的基础。OnEfficiency产品

组合中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先进的过程控制和人

工智能的开式或闭式控制回路优化了生产过程，

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稳定质量。在可用性领

域，OnCare系列方案有助于改进维护流程并提高

机器可用性。在运营领域，福伊特还为各种功能提

供直观的应用程序，可用于分析和可视化数据，生

成虚拟传感器，显示仪表板，收集和管理数据，生

成报告和通知等。

王子成功开发材料可回收的环保型纸
杯纸

本刊讯（Oji 消息) 7月15日，王子控股宣布，通

过有效利用水系树脂涂布技术，王子成功开发出

材料可回收的环保型纸杯原纸。

近年来，随着全球削减塑料制品的趋势加速，

王子也不断推进可替代塑料的环保型纸制品的开

发。纸杯和牛奶包装盒等使用的覆膜纸在目前的

纸品回收系统中属于禁忌品（由于难以将覆膜层剥

离，一般作为禁忌品处理），需要作为可燃垃圾进

行处理，在材料的回收利用方面，仍是一大课题。

于是，王子通过在纸的表面均匀地薄涂一层

特殊的水系树脂，成功使纸张具有了纸杯纸所需

要的防水、防油和热封性能，同时使该纸杯纸在

现行的纸张回收体系中可进行回收再利用。

为了能够灵活应对环保意识强的客户的各种

需求，王子也将继续推进环保产品的开发和扩充，

为可持续发展社会作出贡献。

拓斯克为实现可持续造纸推出钢制
扬克缸的重大技术突破

本刊讯（To s c o t e c  消息) 6月29日，拓斯克

（Toscotec）宣布推出了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

（TT  Induction  SYD），这是一个碳减排的重

大技术突破，完全重新定义了扬克缸技术。TT电

感应式钢制扬克缸使用电感应代替蒸汽能源进行

烘干，直接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零。

早在2000年，拓斯克便率先进行了一项重大

技术创新，即推出TT钢制扬克烘缸（TT SYD），

是行业首台完全由钢制成的扬克缸。钢制扬克缸自

此超越了铸铁烘缸，成为造纸行业干燥效率和安

全性的基准。此次拓斯克推出TT电感应式钢制扬

克缸将再次成为生活用纸行业的新趋势，使用清

洁能源并消除与干燥过程相关的直接碳排放，符

合碳减排的行业趋势。

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的内部蒸汽分配和蒸

汽/冷凝水排出系统完全被一个感应系统所取代，

该系统由安装在壳体内部的静态线圈和位于外部

的电气控制和仪表组成，以便于维护和监测。由于

线圈采用精确的几何结构，该感应系统可在需要的

壳体区域保证非常快速和准确的加热效果，同时

防止其他区域出现残余循环电流。蒸汽加热的扬

克缸使用的是通常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蒸汽能

源，而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使用可以从可再生

能源中获得的电能，同时能够确保相同的烘干效

果，即均匀加热扬克缸的壳体与纸页接触，以实现

干燥。TT电感应式烘缸适用于安装在干法起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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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穿透干燥(TAD)纸机上。

对此，拓斯克研发总监Luca  Ghel l i表示：

“可持续性是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设计的指导

思想。作为一项成熟的工业技术，感应系统在应用

于卫生纸机最耗能的部分时具有多重优势。这项

尖端技术的效率将显著降低造纸的碳足迹。”

一般而言，纸机产生的碳排放量约有一半来

自扬克缸。通过使用清洁能源，TT电感应式钢制

扬克缸实现了零排放，同时保持产能不变，并且由

于感应系统效率显著提高，从而减少了能耗。由于

壳体的精确加热，还消除了与冷凝水去除不均匀

相关的水分分布问题，从而确保横向（CD）和纵向

（MD）的水分均匀性均得到了改善。

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的设计没有任何电

气、机械和辐射风险，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性。除

了提供安全操作外，它还解决了与蒸汽加热扬克缸

维护相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压力容器的强制和计

划控制、冷凝水管的维护，防止潜在堵塞以及蒸汽

和冷凝水入口和出口的特殊接头。在没有蒸汽的情

况下，整个扬克缸系统得到简化：端盖、无沟槽的

内表面、蒸汽和冷凝水辅助系统完全消失，包括蒸

汽发生器以及相关的维护和控制以及蒸汽质量的

精细控制也不再需要。TT电感应式钢制扬克缸只

需要对电磁感应系统进行相对简易的维护。

威立雅与Metsä Fibre合作，在制浆
流程中生产生物燃料 

本刊讯（Veol ia 消息) 法国可再生资源利用企

业威立雅（Veol ia）近日宣布，将启动世界上最大

的利用制浆流程生产碳中和生物甲醇的生物质精

炼项目，从芬兰的一家纸浆厂生产二氧化碳中性生

物甲醇，利用生物燃料替代化石燃料，助力实现碳

减排。

在与欧洲最大的林业合作组织Metsä  Fibre 
的合作下，该生物质精炼厂将基于威立雅的创新工

业规模概念，即商业化生物产品衍生的生物甲醇

生产，将粗硫酸盐甲醇的提炼安全地整合到制浆

生产过程中。

该项目将有助于欧洲的能源安全事业的发展，

同时支持欧洲绿色协议（Green  Deal）的交通运

输脱碳目标，因为工业级质量的碳中和生物甲醇代

表了一种可持续低碳燃料的新来源，未来很可能大

规模取代化石燃料。

该精炼厂由威立雅集团拥有和运营，毗邻并

部分建设在芬兰Metsä  Fibre公司的Äänekoski 
工厂中。精炼厂的年产能为12,000 t，预计将于

2024年投入使用，每年可避免多达3万 t的二氧化

碳排放，投资5000万欧元，得到了芬兰经济和就业

部的支持。

对 此 ，威 立 雅 首 席 运 营 官 E s t e l l e 

Brachl ianof f说道：“我们与Metsä  Fibre的生

物质精炼项目符合威立雅开发本地能源循环的战

略，从而实现脱碳目标并保证能源供应。这表明我

们有能力作为生态转型的推动者，通过各行业的

产业整合，为当地碳中和燃料开发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我们的工业理念的优势在于，这种模式可以被

全球约80%的纸浆厂直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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