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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浆纸技术论坛

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专题报道（Ⅱ）

享技术盛宴 破发展困境

专题 Special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纸业技术交流盛会——“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中华纸业浆纸技术

论坛”，今年移师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院士之乡——浙江宁波，在中国造纸协会倾力打造的

“中国造纸周”期间举办，是“中国造纸周”系列重要组成活动之一。

“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是造纸行业规范、专业、权威的技术研

讨、交流、推广平台。论坛由中国造纸协会、中华纸业杂志社联合业内各专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权威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打造，充分发挥“产、学、研、媒”合力作用，汇集中外专家学

者智慧和行业优势资源，促进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自

2009年设立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以技术性强、专业度高、规模大、效果好著称。

“论坛”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大中型制浆造纸及相关产业的300多位技术大咖欢聚一堂，交

流最新创新技术与资讯，场面热烈。现将本届论坛的主要演讲内容进行整理，在12月的第23期

和第24期上刊登，本期侧重刊登应用性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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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Special

【开幕式】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 钱毅

开幕致辞：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 王泽风

【主题演讲：市场形势】（23期“特稿”专栏刊登）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中国造纸工业2018年生产运行情况》

【主题演讲：技术创新】（23期刊登）

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齐鲁工业大学校长 陈嘉川：《资源短缺时代纤维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 

查韦环境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和CEO、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赵汝和:《北美浆纸工业技术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主题演讲：产品创新】（23期刊登）

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 陈港：《特种纸与纸基功能材料的研发及应用》

宁波中华纸业/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经理 王俊明：《高质高效绿色包装新产品——吸塑纸板的开发》

【主题演讲：装备创新】（本期刊登）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周周：《维美德纸机技术的最新发展》

兰泰克中国公司技术总监 文乐：《纸机节能及系统优化技术》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华东大区区域经理 楚松伟：《运达节能高效装备行业案例分享》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方案部/解决方案部经理 王鹏伟：《造纸行业良信电器低压产品解决方案》

【主题演讲：方法创新】（本期刊登）

汉高乐泰（中国）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张中华：《汉高乐泰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广臣：《原料水分检测流程及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

【会议总结】

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 崔棣章

【会议主持人】

中华纸业杂志社副总编 张洪成、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 李玉峰

【晚宴致辞】

晚宴主持人：中华纸业杂志社编辑 赵婉青

晚宴致辞：中华纸业杂志社副社长 史韶惠、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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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纸机技术的最新发展
⊙ 周周

周周先生，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陕西科技大学造纸专业毕业，历任工艺工程师，纸厂车间主任、分厂厂

长。2003年加入美卓造纸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一直从事造纸机械技术及服务的销售工作。现任维美德中国区造纸

业务线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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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met latest development for board, paper and tissu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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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领先的制浆造纸行业供应商，维美德每

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最新的OptiConcept M优

化概念模块化纸机已有十几台在全球范围内运行，包括

中国的玖龙、联盛、景兴等，其中利用灯光设计进一步

优化的OptiConcept M纸机将于玖龙PM40纸机率先

使用。维美德开发的代表性纸机和纸板机技术已获得

海内外市场的广泛应用和认可，本文将重点介绍维美德

代表性的制浆造纸技术以及两种最新的卫生纸机的运

行情况。

1  维美德代表性纸机技术

经过多年积累和研发，维美德开发出了多种适合纸

机和纸板机的先进技术，主要包括OptiFlo水分层流浆

箱、OptiFormer SB夹网成形部、OptiPress压榨部、

图1  OptiPress压榨部配有传送皮带或金属带

图2  UPM Tervasaari纸厂PM8纸机改造前后对比

图3  施胶机技术的演变

OptiSizer硬辊喷淋施胶、OptiCalender水冷却压光技

术、OptiCoat帘式涂布技术等，并已经成功应用于国内

外多个案例。

1.1 OptiFormer SB夹网成形部

OptiFormer SB夹网成形部能效高、质量好，适用

于更大的定量范围（每平方米几十克至二百多克），可以

取代成形辊，有利于减少维修工作，降低设备维护成本。

1.2 OptiPress压榨部

通常情况下，在纸机压榨部，如果纸的强度不够

或车速提高，压榨部速差大时容易引发断纸。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Opt i Pre s s压榨部配有传送皮带或金属带，

如图1所示。一方面，可以通过传送皮带实现纸幅封闭

运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热金属带实现纸幅封闭

运行，增加出压榨部的干度，并提升纸幅的强度。这种

图4  OptiSizer硬辊喷淋施胶技术

图5  增加压区压力效果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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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以使运行性能更好，有助于提高松厚度，优化质

量，提高出压榨部干度，并降低速差。

O p t i P r e s s压榨技术曾应用于U P M芬兰

Te r v a s a a r i纸厂的PM8纸机，通过加热金属带的方

式优化生产、提高产量。PM8纸机主要生产离型纸，

网宽7250m m，设计车速1400m/m i n，定量范围40～

120g/m2。改造之后成效显著，首先，通过改造提高

了干度（约3%～6%）、运行性能和纸机车速；其次，降

低了纸幅的透气度，改善了强度；再次，改造之前该纸

机只能生产53g/m2离型原纸，改造后开发出了UPM 

Brilliant evo和Honey evo两个新纸种。纸机改造前

后变化见图2。

此外，该技术还应用于S a p p i纸业奥地利的

Gr a t k o r n纸厂PM11纸机，取得明显成效。PM11纸

机生产涂布印刷纸，网宽9250m m，设计车速1500m/

m i n，年产量72万吨。该纸机改造的目标是降低纸幅的

纵横向强度比，消除开放运行，实现较好的运行性能。

改造方案：去掉第四压榨；传送带包覆中心辊，

通过第二压榨和第三压榨；纸幅从压榨部到烘干部

封闭运行；增加了1个烘缸；增加了4个真空风辊，带

HiRun4000稳纸器。

通过在压榨部加传送带，该纸机实现了封闭运

行，烘干部速差降低25%。通过成形部改造，改善了成

纸的质量和印刷性能，纵横向强度比下降20%，匀度提

高10%，减少了色斑，并丰富了产品系列，定量范围从

250g/m2扩大到350g/m2。

1.3 OptiSizer硬辊喷淋施胶

随着对纸张质量和生产效率要求的提高，施胶技

术也逐渐发展演变，技术演变历程见图3。通过槽式施

胶向膜转移施胶的转变，提高了胶料固含量的可能性，

图7  维美德卫生纸机供货范围

图8  厨房用纸产品质量对比
图6  OptiCalender水冷却压光技术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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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擦拭纸的吸水性

图10  原纸厚度与速差传递范围

但膜转移施胶也有其不足之处。在膜式施胶中，由于国

内OCC杂质多，容易对计量棒造成磨损，对易耗品消耗

很大，喷淋施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降低了损耗，

施胶量更容易控制。随后，维美德将压光机技术借鉴到

施胶机，开发出了OptiSizer硬辊喷淋施胶技术。

Op t i S i z e r硬辊喷淋施胶（图4）采用硬胶辊，淀

粉喷涂到辊面上，借由该辊进入压区，再施到纸面上。

Opt iS i z e r施胶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提高纸幅强度。在

压区中，淀粉以更高的线压力被施加到纸面上，淀粉渗

透较多，纤维之间的距离相对缩小，相比低压情况，高线

压使纤维密度及纸张强度均得以提高，如图5。其它明显

优势还包括：淀粉喷涂技术的使用可降低寿命周期内的

成本，更精准的压区控制可提高设备的运行性能。

世界上第一台OptiSizer硬辊喷淋施胶案例来源于

德国Propapier公司Burg纸厂PM1纸机，于2018年4月

正式开机，该生产线以100%废纸浆生产挂面纸板、瓦

楞原纸和牛皮纸替代纸种。通过施胶机技术改造，提高

了运行性能，实现了设定的质量目标。

1.4 OptiCalender水冷却压光

实践证明，温度每降低10℃，纸张松厚度便可提高

1%。因此，Opt iCa lender水冷却压光技术通过在纸机

加装水雾喷淋装置，在压光之前提前降低纸幅温度，可

以使松厚度提高2%～4%，提高产量。如图6所示。

该技术典型案例为斯道拉恩索芬兰Ingeroi s纸厂

的BM4纸板机，该纸机主要生产涂布纸板(白卡)，网宽

5100mm，设计车速750m/m i n，年产量28万吨。通过

压光部改造之后，优化了运行操作，提升了松厚度，能耗

降低，节约了原材料，改善了Tambr ite涂布纸板的轻量

化（单位面积重量）和挺度指标。

2  两种全新卫生纸机介绍 

2.1 维美德卫生纸机技术发展

2018年5月之后，维美德卫生纸机供货范围主要包

括五种类型：Advantage DCT、Advantage NTT、

Advantage QRT、Advantage eTAD和Advantage 

TAD纸机，见图7。其中，Advantage DCT是目前全球

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主流机型，采用干法起皱技

术；Advantage NTT是一种塑纹纸机，可切换生产更

高品质的产品；Advantage TAD热风穿透纸机，主要

用于生产松厚度高、吸水性好的顶级生活用纸产品，目

前多流行于北美地区；而维美德最新推出的Advantage 

QRT和Advantage eTAD两种卫生纸机，其经济性更

强，纸机性能填补了低端和高端之间的空档，具有较大

的市场潜力。

2.2 两种新型卫生纸机应用参数对比

Advantage QRT和Advantage eTAD两种卫生

纸机作为有效填补高低档纸机空白的中间产品，其参数

特点与其他三种纸机相比，对比如图8、图9、图10。

目前，已有一台Advantage QRT在美国Orch id 

P ap e r B a r nwe l l纸厂成功运行；两台Adva n t a g e 

eTAD分别在美国Crossett和Port Hudson成功运行，

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作为全球领先的造纸和能源行业开发者和供应商，

维美德坚持客户驱动的研发思路，工程技术创新与工业

设计相结合，致力于开发人机界面更友好的机械设备，借

助于实验纸机，确保每位客户的投资安全，未来也将继

续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研发与创新。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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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紧跟制浆造纸企业最终需求，和用户一起提高纸机运

行效率。

1  纸机湿部真空及脱水常见问题

1.1 网部常见问题

网部真空梯度不合理，造成真空浪费：

● 局部真空过高，引起成形网负载大、磨损大；

● 伏辊真空及刮刀配置不合理，造成脱水效果差，

出网部干度低；

纸机节能及系统优化技术
⊙ 文乐

芬兰 兰泰克 系统 有 限 公司 是 一家 芬兰公司

（w w w.r u n t e c h.f i），自1980年起专业从事真

空&脱水&纸机运行性审计及优化。其英文名称：

Runtech=Run+Tech，即运行+技术，兰泰克不是一家

简单的设备供应商，而是从纸机运行、工艺、系统的角

度去诊断和解决问题。公司的主要业务方式为纸机审计

→提出解决方案→设计→安装、调试、开机→持续优化

和服务，与用户密切沟通和合作，最终达到提高纸机运

行性、降低单耗的效果。因此，兰泰克只有一个目标，就

文乐先生，Runtech中国公司技术总监。

Energy saving and system upgrading solutions for paper machines

中图分类号：TS7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4-0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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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部气水分离器和管道连接不合理，会在系统

中产生大量泡沫，化学品成本高；管损大，真空能耗

高。

1.2 压榨部常见问题

● 刮刀接水盘效果差，不能完全接收压区脱除的

水，造成纸幅返湿；

● 出压区干度低，吨纸蒸汽消耗高，纸机运行稳定

性差；

● 毛布真空过高，引起毛布负载大、真空能耗高；

● 压榨部气水分离器和管道连接不合理，同样会

在系统中产生大量泡沫，化学品成本高；管损大，真空

能耗高。

2  兰泰克系统优化技术

兰泰克公司的系统优化技术包括真空系统、刮刀

及脱水、在线脱水测量等，如图1。高效、可靠的刮刀及

量身定制的接水盘配合E c o f l ow在线脱水测量装置为

表1  三类真空系统在大型纸机上的应用比较

台数 

齿轮箱 

变频控制 

土建/安装 

备件及服务 

真空及抽气量 

专业性 

优化服务 

水环泵

8～15台，有备份 

需要，效率损失 

可，但节能不显著 

简易 

快速、灵活 

抽气量恒定，真空度变化 

泵制造商，非造纸专业 

无 

4～6台，有备份 

无需齿轮箱，无级调速 

变频控制转速，无级调速 

简易，改造不需停机 

中国有全备件及服务，快速灵活 

真空度及抽气量均可调，满足动态工况需求 

专门从事纸机审计及优化 

开机后，优化服务 

Ecopump变速透平机

1～2台，无备份，停机风险高 

需要，效率损失 

不能调节转速 

土建、管路投资高，改造停机时间长 

基本备件价格昂贵，交货慢 

真空度恒定，抽气量可调 

泵制造商，非造纸专业 

无 

定速透平机

图1  兰泰克的系统优化技术 图2  真空系统的演变

纸机在最优真空度下运行创造条件。刮刀及接水盘、

E c o f l ow脱水在线测量及第三代变速透平真空系统三

者协同作用，在优化纸机脱水和降低真空能耗的同时，

提高纸机系统运行性和效率。

2.1 真空系统——变速透平机

目前市场上的真空系统主要有三类，如图2。第一

代是水环泵（或有些是罗茨泵），始于1900年，效率较

低，在新纸机上几乎不再使用；第二代是定速透平机，

始于1945年，体积庞大，使用仍然较多；第三代是变速

透平机，始于1999年，是目前最先进的产品，节能效果

最显著。这三类真空系统在大型纸机如瓦楞原纸纸机、

文化纸纸机、箱纸板纸机等上的应用比较如表1。这里

主要介绍变速透平机。

Ecopump变速透平机的特点：

● 提高纸机运行性及效率；

● 节能30%～70%的真空系统，投资回收期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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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沟纹或盲孔内的水及脏物，而兰泰克A i rB l a d e空

气刮刀技术，借助压缩空气的原理，从根本上解决沟纹

辊或盲孔辊脱水效率低以及回湿等问题，高效的压区

脱水不仅仅需要使用先进的压榨方式，同时量身定制

的刮刀接水盘也是极大提高压榨部脱水效率的关键。

Runtech脱水及刮刀接水盘优化技术的应用，可显著改

善及提升压区脱水效率，提升出压榨干度1%～2%，进而

降低烘干部蒸汽消耗4%～10%，同时还大大提升纸机

专题 Special

● 完全释放纸机供应商因“过度设计”所产生的

节能潜力；

● 相比水环泵，节水100%。无需冷却塔/消音池，

减少水处理费用；

● 施工及运行费用低；

● 安装维护简单，可在正常停机甚至纸机运行时

进行。

真空系统节能优化：用于旧纸机改造时，利用原

有的真空系统位置即可，不需要占用额外空间，如图3

（上）；新纸机的真空系统，非常紧凑，通常安装在一

楼，如图3（下）。

Ecopump变速透平机与水环泵及定速透平机的对

比，如图4。传统的水环泵和定速透平机在真空和抽气

量调节方面受到限制，无法灵活地根据纸机不同生产

状况下的不同真空需求而进行调整，造成真空浪费。同

时，传统真空配置运行效率低，增加了纸机真空系统运

行成本。采用变频透平真空系统时，根据纸机不同运行

条件调节透平机的转速，来满足纸机不同工况下动态

的抽气量和真空度需求。相比传统水环泵和定速透平

机，若采用变频透平机真空系统，可为纸机真空系统节

能30%～70%。

2.2 刮刀及脱水优化

刮刀与接水盘的主要作用是最大限度地刮除和接

收压区脱除的水，减少毛毯和纸幅的回湿。所以，高效、

可靠的刮刀和接水盘对纸机脱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传统刮刀在应用于沟纹辊或盲孔辊时，都无法有效

图4  水环泵、定速透平机及变速透平机的运行曲线

图5  传统刮刀与兰泰克空气刮刀的对比图3  真空系统节能优化：改造/新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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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传统接水盘与兰泰克双刮刀接水盘的对比

图7  开/关空气刮刀测试——Palm Wörth PM6

图9  借助Ecoflow进行脱水控制

图11  毛布吸水箱真空度对压榨部脱水量的影响图8  Ecoflow在线脱水测量设备

的运行效率。目前此服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交付超500

台纸机。

传统刮刀与兰泰克AirBlade空气刮刀的对比如图

5；传统接水盘与兰泰克双刮刀接水盘的对比如图6；开

/关空气刮刀在Palm Wörth PM6测试实例如图7。

2.3 在线脱水测量系统

目前，多数纸机都没有配备准确、可靠的网部压榨

图10  网部脱水监测及优化

注：现工况下，最后一个吸水箱不脱水(仅0.2L/s)，可关闭，显著

节电并降低成形网及脱水面板的磨损；依据每个吸水箱后干度

(用脱水量换算)，合理配置各吸水箱真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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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脱水计量系统，少数纸机配备的是传统的电磁式流

量计，而电磁式流量计往往由于受到测量条件的限制，

无法准确反映实际脱水量，也就无法为真空调节提供

真实有效的依据。

兰泰克公司的Ecoflow脱水在线测量系统，采用重

力原理巧妙测量纸机各关键脱水点的脱水量。相比传

统的电磁式流量计，Ecoflow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水中气

泡、纤维以及其它因素对测量结果准确性的影响，从而

显著提高脱水测量准确性。通过对关键脱水点的精确

测量，使用Ecof low作为辅助工具来调节纸机关键脱水

点的真空度，可达到最佳真空控制的效果。Ecof low在

线脱水测量系统如图8～图11。图11非常清晰地展示了

真空、刮刀&接水盘及在线脱水测量协同作用可达到系

统优化的效果。

2.4 兰泰克系统优化理念

兰泰克的系统优化理念，真空、刮刀及在线脱水测

量协同作用对降低纸机能耗的分析如图12，系统优化年

收益分析如图13。

网部、压榨部真空合理配置，有助于降低真空系统

能耗，减少成形网及毛布的负载和磨损，延长成形网和

毛布使用寿命。同时，网部和毛布传动负载也会降低，

从而节约传动电耗。

Ec o f l ow在线脱水测量实时监测各个脱水点脱水

量，通过Ecopump变速透平机方便地调节纸机真空，借

助Ec o f l ow脱水量反馈即可找到最合理的真空配置，以

达到网部、压榨部脱水量最大化。而刮刀和接水盘作为

最直接的脱、排水工具，合理、高效的刮刀和接水盘可确

保高效脱、排水，以及最小化的纸幅回湿。真空、刮刀、

脱水及脱水测量之间互相促进，从而达到提高出压榨部

干度、提升产能以及提高纸机运行性的系统优化效果。

另外，合理的真空和脱水配置，也为快速开机创造

良好条件。

3  应用案例

3.1 案例一：Papelera de la Alqueria, Spain

真空及脱水系统优化，四辊三压区压榨带靴压，生

产纸种：箱纸板，车速：370～650米/分。优化内容：真

空系统改造+三压刮刀优化，利用1台兰泰克变频透平

机替代原有6台水环泵。

优化效果：真空系统能耗由原来的1028千瓦降为

365千瓦，节能663千瓦（节省64%），提高出压榨部干度

2%，产能提升11%，节水9万米3/年。

3.2 案例二：Stora Enso Kaukopää PM8，改造定速透

平真空系统 

改造前，真空系统的配置为Na s h 1水环泵、多级

透平机-1、多级透平机-2，总的运行功率共计317千瓦

+888千瓦+850千瓦=2055千瓦。

改造后，配置为多级透平机-1、EP500-700-S透

图12  兰泰克的系统优化理念

图13  Runtech系统优化年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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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机，总运行功率共计1110千瓦。

改造效果：节电945千瓦（节省46%），节水14万米3/

年。

3.3 案例三：Sappi Stockstadt PM1，改造定速透平真

空系统

改造前，真空系统配置为RC 80定速透平机 、R C 

56定速透平机，总的运行功率共计1375千瓦。

改造后，配置为低真空风机、EP400-700-D1透平

机、E P400-700-S透平机，总的运行功率共计75千瓦

+240千瓦+310千瓦=625千瓦。

3.4 案例四：恒安&理文卫生纸机

纸机幅宽5600毫米，车速2000米/分，产品定量13

～20克/米2。

按纸机供应商要求，设计功率600千瓦。兰泰克优

化后，实际运行功率250～350千瓦。

3.5 案例五：常熟理文PM6

2015年3月压榨部真空系统改造，改造内容：3台

Ecopump透平机替换压榨部4～5台水环泵，网部、压榨

部的脱水和刮刀优化。

改造效果：真空系统单位能耗:14 8 k W.h /

t→100kW.h/t→75kW.h/t→54kW.h/t，车速提升30

米/分，毛布寿命延长8天，断纸减少20%，产能提升1万

吨/年。

3 . 6 案例六：某30万吨/年高档文化纸新纸机，“释放

新纸机过度设计”

Vo i t h新纸机，幅宽6900毫米，车速800～1600米

/分，产品定量30～120克/米2，2015年11月开机。依据

主机商对真空度和流量的要求进行设计，安装功率为

3000kW,需配置6台EP500变速透平机。

开机后真空系统实际电耗只有1140kW,仅需运行

4～5台变速透平机，真空系统就可以达到吨纸电耗34 

kW.h/t。

4  结论

传统的乃至现在很多的真空系统改造，如果只是

从真空设备入手，不管是配备变频器的水环泵还是定速

透平机，虽然有一定的节能效果，但是要做到真正纸机

最大化节能和降低单位成本来说，还远远不够。相比于

真空系统节能，单位能耗下产能的提高更受到纸企的

青睐，而提升纸机运行稳定性和出压榨部干度是提高

纸机产能的关键。兰泰克变速透平机、在线脱水测量和

刮刀与接水盘等技术相互协调作用，在满足纸机真空系

统节能的同时，最大限度提升纸机运行稳定性和提高

纸幅出压榨部干度，契合纸机节能最大化的同时，实现

单位成本最小化的战略目标。

目前，芬兰兰泰克公司已为国内外数百家纸厂提供了

系统优化解决方案，如Valmet、Voith、玖龙、太阳、理文、

恒安、UPM、StoraEnso、SCA、山鹰、永丰余、SAPPI、

APP、联盛、国际纸业、Smurfit Kappa、正隆、荣成、金

田、景兴、Mondi、红塔仁恒、金凤凰等。

兰泰克公司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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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达节能高效装备行业案例分享
⊙ 楚松伟 

Yunda’s efficient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equi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ome successful cases

中图分类号：TS733+.8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4-0018-03

[装备创新]

2017年，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制浆造

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图1)，另外，运达

还是陕西科技大学造纸装备联合研发中心、陕西科技

大学造纸工程学院实习基地、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常

务理事单位、中国造纸自主装备星光汇成员、中国造纸

协会理事单位、中国造纸学会机械设备专业委员会委

员，并邀请贝励林纸咨询公司做企业的全球战略咨询。

2017年，运达还通过了30万吨/年废纸中浓制浆关

键设备研制及系统成套集成项目的鉴定，图2为鉴定会

现场照片。2018年，由运达起草的《干式散包除渣机》

轻工行业标准已正式实施，这也说明了运达公司生产的

干式散包除渣机的设备达到了行业准备的引领地位。图

3～图5为运达公司的部分业绩.

下面是运达公司的代表性产品：

 

1  新型转鼓碎浆机

Z D G400B型鼓式碎浆机直径达到4000m m，日

处理能力750～1000t，具有预浸区、碎浆区和筛选区，

可一次完成碎浆、筛选两个工序，并且具有节水效果明

显、成浆质量好、纤维流失率低（纤维流失率≤0.5%）

等特点。见图6。

运达鼓式碎浆机采用特有专利技术共11项，停料

楚松伟先生，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华东大区区域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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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貔貅筛

运达公司设计的貔貅筛，采用特殊设计的淘洗水

装置，高效回收纤维，减少纤维流失。高效淘洗转子，

模块化设计，维护成本低。见图8。

4  超级筛

运达公司设计的超级筛具有能耗低、效率高、低脉

冲、再分布的特点。见图9。

专题Special

后15～20分钟即可基本排空（7分钟后即可降至50%电

流停机，方便下次启动）。除此之外，还有内部防结绳

装置，防止缠绕物结团。

运达转鼓碎浆机在全球已成功运行近200台。

2  生活纸、特种纸专用筛

生活纸、特种纸专用筛（图7）可高效去除叩前池

浆料中的铁丝、砂石等坚硬杂物，有效防止坚硬杂质打

坏磨齿。高效隔绝粗大杂质、内流结构降低磨损、工作

压差小、动力小。

图1  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成立

图2　30万吨/年废纸中浓制浆关键设备研制及系统成套

集成项目通过鉴定

图3　运达公司的部分业绩（1）

图4　运达公司的部分业绩（2）

图5　运达公司的部分业绩（3）

图6　新型转鼓碎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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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盘磨浆机

双盘磨浆机是通用设备，可以应用到各种造纸制浆

纤维的打浆环节，运达的产品目前已经可以替代进口。

运达的设计是一个整体的机架，使用浮动转盘结

图7　生活纸、特种纸专用筛示意图

图8　貔貅筛示意图

图9　超级筛示意图

构，同时都安装了密封水检测报警装置、密封水接近开

关、轴承温度传感器、浆料温度传感器，有利于在线监

测设备运行情况。

运达双盘磨浆机在全球已成功运行200多台，恒

安、中顺都是运达的客户。

6  其它关键设备

6.1 中浓压力筛

运达生产的中浓压力筛，相同产能情况下吨浆水

耗大幅降低，良浆洁净率大幅提升，浆料浓度提高后吨

浆电耗大幅降低，比传统压力筛节能 30%。技术特点：

（1）多翼块设计转子：无缠绕、脉冲温和、筛浆洁净，

脉冲频率高、产能卓越；（2）筛选区增浓少、筛鼓寿命

长、筛选效率高；（3）中浓筛选(最大4%)，降低生产过

程用水量，同等产能筛鼓面积小，投资、维护成本低；

（4）筛体底部双层结构设计、缩短排渣路径，提高设备

运行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运达中浓压力筛在全球已成功运行1000余台。

6.2 流送筛

运达生产的流送筛具有的技术特点：（1）装机容

量小、节能效果明显，可谓是小胃口、大产能；（2）内流

式结构、低脉冲设计、上网匀度好；（3）出浆口采用扩

散型设计、无垫片配对法兰，内壁抛光处理，实现流送

管道无缝连接、不挂浆；（4）主机和传动采用模块化设

计，结构稳定可靠，安装维护省工省时。

目前，运达网前流送筛已在全球成功运行400余台。

7  其他辅助设备

7.1 生活纸、特种纸专用筛

该设备是一种内流式的粗筛，超低能耗，对后加工

环节的回收纸回用有帮助。这些纸中夹杂一些标签、塑

料，如果没有处理直接回用的话，会对生产造成影响。

使用之后能够高效去除轻重杂质，减少及杜绝胶黏物

粘缸粘网造成的断纸。

7.2 化学浆封闭筛选系统

系统的筛选浓度可以达到3%～5%，减少制浆耗水量

和降低污水处理成本。系统工艺合理，设备技术先进，能

耗比传统工艺设备节约40%～50%。黑液过滤机的黑液提

取浓度高,有利于黑液后序工段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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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良信电器低压产品解决方案
⊙ 王鹏伟

1  造纸行业综述

造纸行业，是关系民生的直接消费品产业。本世纪

以来，我国造纸产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转型升级步

伐加快，供给结构明显改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绿色

制造大力发展，生产规模连续8年位居全球首位。造纸

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做优做强我国轻工业贡献了重要

力量。

2  低压产品解决方案

Power distribution solutions for the paper industry

中图分类号：TS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4-0021-04

[装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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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伟先生，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方案部/解决方案部经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低压电

器高端市场的领先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SZ.002706），主要从事终端电器、配电电器、控制电

器、智能家居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良信电器以客户需求驱动产品研发，每年投入研发

的费用不低于当年销售额的6%；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

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CNAS认可

及美国UL认证；目前累计申请国内外各项专利超过537

项，并领衔、参与了多项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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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框架产品系列（NDW3系列）

图5  造纸行业传动系统配电系统（400V）

图3  造纸行业低压厂区配电方案（400V）

图4  造纸行业690V电压配电方案

图2  包装用纸板的造纸生产流程

图1  制浆生产流程

良信电器以高端低压电气系统解决方案专家为

品牌定位，以解决客户的压力和挑战为己任，为客户

创造价值。良信电器致力于人们更安全、便捷、高效地

使用电能，专注低压电器领域，选择目标集聚战略，成

为低压电器高端市场领导品牌，为中国制造赢得竞争

优势。

下面是良信电器的低压电气系统产品解决方

案：

2.1 制浆造纸生产流程

从电器控制的角度出发，典型的制浆生产流程如

图1，包装用纸板的造纸生产流程如图2。

2.2 低压系统方案

造纸行业低压配电方案，厂区配电如图3，工艺配

电如图4、图5。

2.3 低压产品方案

2.3.1 框架产品系列

框架产品系列主要包括N DW1A系列、N DW2

系列、N DW3系列。N DW1A系列的参数为：额定电

流：200～6300A，机械寿命：30000次，电气寿命：

15000次，分断能力：65～120k A，环境温度：－40℃

～+70℃，海拔：400 0m；N DW2系列的参数为：额

定电流：20 0～630 0A，机械寿命：30 0 0 0次，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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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双电源转换的优点

图8  塑壳断路器

图9  直流塑壳产品
图12  PC级Ⅱ、Ⅲ双电源转换NDQ3H系列

寿命：15000次，分断能力：I c s=100%I c u=120k A，

I c s=I c w=I c u=75k A(690V，4000A)，环境温度：－

40℃～+70℃，海拔：4000m；NDW3系列的参数为：

额定电流：200～6300A，机械寿命：15000次，电气寿

命：10000次，分断能力：Ic s=I cw=I c u=100k A(690V 

6300A)，环境温度：－40℃～+70℃，海拔：4000m。

其中N DW3系列的特点如图6、图7。（1）全新设

计。全新二次接线端子，接线更可靠。（2）全新外观设

计。高效灭弧、零飞弧、可上下进线。（3）多种锁定装置

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护。按钮锁：分合闸可分别独立锁

定；门联锁：“分闸”时，柜门才能打开；位置锁：三位置

图10  CB级双电源转换

图7  框架产品NDW3系列的特点

锁等。（4）多种连接方式。接线方式多样化，满足不同

客户需求，可水平/垂直/混合接线；母排可选配：标准

母排，特殊用途加长母排，行业特殊异型母排。

2.3.2 塑壳产品系列

塑壳产品系列主要包括NDM2系列、NDM3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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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工控产品系列

N DM5系列。N DM2系列的参数为：额定

电流：10～800A，机械寿命：20000次，电

气寿命：8000次，分断能力：25～100k A；

N D M3系列的参数为：额定电流：10～

1600A，机械寿命：20000次，电气寿命：

8000次，分断能力：35～100k A；NDM5系

列的参数为：额定电流：16～1600A，机械

寿命：25000次，电气寿命：18000次，分断

能力：100～150k A。其中NDM5系列如图

8。

塑壳产品系列的特点：（1）气流速动脱扣机构。采

用3个基础零件构架的一种新颖结构，减少零件传递环

节，并可靠输出较大力矩，使断路器达到快速分断的效

果。（2）双断点扭簧机构。通过采用扭簧替代压簧的结

构，整体减少转轴系统零件数，从而达到原有触头的动

作效果。（3）脱扣器故障判别指示。采用热脱扣故障双

显示装置，可清晰直观的区分显示故障类别。（4）模块

化多重隔离。模块化的设计，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一致性

及更换维护性，同时每单个模块的绝缘隔离性及整体

安全性更高。

其中直流塑壳产品系列如图9。主要参数：壳

架规格：12 5、2 5 0、4 0 0、63 0、8 0 0；额定工作电

流：16～80 0A；极数：2P/3P/4P；额定工作电压：

D C50 0V(2P)、D C750V(3P)、D C120 0V（4P）、

DC1500V（3P）、DC1500V（2P）；绝缘电压：1500V；

分断能力：Ics=100%Icu=40kA。

2.3.3 双电源转换开关产品系列

双电源转换开关产品系列主要包括N DB2/T系

列、NDB6系列、NDU1系列、NDU1-I系列。其中CB级

双电源转换NDQ5W系列的参数如图10，特点如图11；

PC级Ⅱ、Ⅲ双电源转换NDQ3H系列的参数如图12。

N D Q5W双电源转换开关系列的优点：（1）低压

系统电源级（进线侧）的CB级自动转换开关。（2）执

行元件种类多，分断能力高。可选NDW1、NDW1A、

NDW2(F)、NDW3(F)系列万能式断路器；同时可以选

择低温、高原型断路器或湿热型断路器，满足更高的环

境要求。（3）多种安全防护装置。具有电气联锁、机械

联锁、断开位置钥匙锁，确保机构间可靠动作；同时具

有抽屉式断路器门联锁、抽屉式三位置锁定及解锁装

置、接线端子防护罩、合闸准备就绪装置等防护装置。

2.3.4 工控产品系列

工控产品系列的特性如图13。

3  行业最佳案例

制浆造纸行业最佳案例如表1。

总之，良信电器致力于让人们更安全、高效、便捷

的使用电能，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低压电气系统解决方

案，解决用户痛点，提供定制化服务。

良信电器，预见未来！

表1  造纸行业最佳案例

贵州赤天化

新疆恒安纸业

唐山天正纸业

湖南森叶纸业

河南大指装备

晨鸣纸业(寿光)

配电室

设备配套

动力箱和照明箱

2017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8年

塑壳  微端

全系列产品

框架、塑壳系列产品

框架、塑壳、接触器系列产品

框架、塑壳、接触器、热继电器

等系列产品

塑壳、微端、双电源等系列产品

案例企业 应用场所 产品系列 合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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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乐泰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
⊙ 张中华 

张中华先生，汉高乐泰（中国）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LOCTITE reliability solutions for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machinery

中图分类号：TS733; TS7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4-0025-06

[方法创新]

汉高乐泰公司在全球拥有领先的创新、强大的品牌和先进的技术，引领了技术发展的

潮流。主要产品为胶黏剂，在中国有超过十一家的工厂来生产，向全世界客户提供产品，保证

客户安全、快捷、有效方便地使用，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制浆造纸厂的主体设备就是由“辊

子”组成的连续运转的机电仪综合体。因此如何提升辊子的可靠性、安全性运转，提高效率，

节省成本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根据不同的辊子，不同的化工设备，辊子在运行中，因为滚动而

发生螺塞的松动或者液压设备持续循环造成的螺塞松动，液压油出现泄露等原因，令企业不

得不停机，或者造成环境的污染。汉高乐泰为制浆和造纸机械提供可靠性的优秀解决方案，

主要关注设备的维修维护和保养，保证其持续运行和可靠性。

1  汉高及其MRO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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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乐泰的胶黏剂主要用在工业维修市场，主要运用在八大行业（电厂、矿场、石化、钢

铁、轨道交通、水处理、造纸和食品加工）；在造纸领域有很多设备环节，不光是黏接密封的

问题，后期还有腐蚀穿孔的问题，这些都会造成设备的停机和环境的问题。乐泰能够给客户

带来价值，帮助提高设备的可靠性：（1）设备的可靠性。乐泰工程胶黏剂可以防止泄露造成的

腐蚀，同时可以给润滑油或者流体的输送设备一些密封，持续工作，减少停机时间，增加企业

产值与利润。（2）提高生产效率与人均产值。乐泰通过重建，恢复到原来的几何形状，以及利

用耐冲击耐磨性的保护涂层来填充严重的磨损区域，会发现使用后远远超过了刚买来时的输

送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3）节省成本。维修频率降低，维修

工人减少，生产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延长了设备寿命，减少了材料和电力成本，综合达到了节

约成本的目的。（4）提升安全性最为重要。生产的安全，工人的人身安全，乐泰承诺减少计划

外停机，提高工厂安全，降低由不可靠的或损坏的机械设备带来的危害，保证更少的故障、更

低的风险（见图1～图9）。

1.1 提升可靠性，减少或杜绝设备的慢性故障

减少重复性的日常维护，延长设备运行周期，避免由于慢性故障导致的额外维修费用和

停机时间。见图2、图3。

1.2 提高产量与设备利用率

防止紧固件松动，避免磨损，保证紧密配合，磨损部件重建，节约能耗。见图4、图5。

1.3 节省成本

延长设备寿命，减少材料和电力成本，识别降低成本机会，减少更换成本。见图6、图7。

1.4 提升安全性

减少计划外停机，提高工厂安全，增强影响规章、利润、检修和产量的安全应用，降低由

于不可靠的或损坏的机械设备带来的危害，避免生产事故。见图8、图9。

2  乐泰浆纸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

乐泰为浆纸设备提供可靠性解决方案，应用在木材处理区域/备料区、化学工厂区域、

木浆制造区域、造纸区域、整饰区五个区域里面，为产品提供设备的可靠性。比如在木材处理

图1  汉高及其MRO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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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汉高乐泰产品提升可靠性

图3  提升可靠性的解决方案

•
•
•

•

•
•

•
•

图4  汉高乐泰产品提高效率

图5  提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
•

•

•
•

•

•
•
•
•

图6  汉高乐泰产品节省成本

图7  节省成本的解决方案

•
•

•

•

•
•
•

图8  汉高乐泰产品提升安全性

图9  提升安全性的解决方案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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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当螺旋输送减速机和碎木输送机长时间转动工作，螺母螺塞发生磨损松动，从而导致停

机或者其他问题发生，所以在装配的时候，使用螺纹密封胶和锁固胶就不会发生松脱问题。

除此还有法兰密封、超高温密封等高温耐磨的产品，都可以在制浆和造纸一整条生产线上提

供解决方案（见图10、图11）。

2.1 解决跑、冒、滴、漏问题

这是在工业维修中最常见的专业术语，不光是制浆造纸企业，包括一些需要流体输送的

企业，都会发生的常见问题。导致生产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30%属于偶发故障，70%为慢性

疲劳、紧固件松动、销键滑动、轴心不准、油/气泄漏等原因。

跑、冒、滴、漏主要是靠五种产品来解决一系列问题：（1）螺纹锁固，通过螺纹锁固锁住，

防止慢性疲劳发生；锁紧螺丝，防止起锈，方便拆卸；（2）螺纹密封/管道密封，比如设备装配

好后再进行角度调试，势必会造成在今后使用中发生漏气漏液现象，但螺纹锁固胶产品，在凝

图10  乐泰制浆造纸行业解决方案概览

图11  乐泰制浆造纸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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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Loctite厌氧胶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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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乐泰螺纹锁固胶vs传统紧固方式

图14  乐泰管螺纹密封胶vs传统密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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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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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15  乐泰平面密封胶vs传统法兰密封

图16  超高温密封剂产品

• •

图17  超高温密封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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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超高温密封剂压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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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超高温密封剂耐化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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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乐泰固持胶的优势

图21  错位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图22  磨损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

固前最高可实现90°的回调且不会造成漏气漏液；（3）

法兰密封；（4）超高温密封；（5）轴承固持（见图12）。

汉高乐泰产品优势及应用见图13～图20。

2.2 泵修复解决方案

从装配到维护，提升工业泵可靠性及效率，延长其

使用寿命。

2.2.1 面临问题

(1）高额设备费用使维护成为关键，延长使用寿

命，提高效率，提升可靠性。（2）高额维护成本：巨额损

坏成本。

2.2.2 几类常见的泵机损坏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错位：螺纹间的空隙导致。振动引起的松脱，

基材收缩和膨胀不均，环境对金属固件的腐蚀（见图

21）。

解决办法：乐泰243中等强度螺纹锁固剂可以填补

螺纹之间的空隙，防止松脱，100%密封防止腐蚀，来确

保所需的夹紧力、泵对准和可靠性。

(2）泄露：长时间老化可以克服，不是简单的通过

一个压缩来提供密封性，是两面的一个黏接。

(3）磨损：因磨损、腐蚀或化学侵蚀对表面和零部

件造成损坏的现象。泵在运行中会遇到：流动分离、气

蚀、侵蚀、振动、腐蚀、化学侵蚀；泵过早失效：进行维

修或更换的维护成本更高（见图22）。

解决办法：乐泰复合材料可以重建磨损的表面，提

供耐磨和抗冲击性能，延长设备或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2.2.3 主要修复产品

乐泰复合材料、乐泰螺纹锁固剂、乐泰抗咬合剂。

使用LOCTITE抗咬合剂，防止咬死和腐蚀；使用

LOCT I T E固持胶，预防轴承跑圈、微动腐蚀并修复键

槽；使用LOCTITE金属修补剂，修复磨损轴，预防发生

泵失效的难题。

2.2.4 其它产品（润滑、清洗、特种修补等）

能短时间紧急抢修，润滑产品让设备更欢快地跑

起来。     

(1）防锈、润滑、清洗：多功能通用防锈润滑，特种

润滑（如轴承），多功能通用清洗；电器清洗，维修工洗

手液。

(2）其它维护产品：O型圈维修盒，锈蚀转化剂，金

属修补；管道堵漏，通用型结构黏接等。

专题 Special

30
第39卷第24期 2018年12月



废纸作为我国造纸的重要原材料，具有较高的进

口依存度。据统计，国内纸厂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1

月1日23批次废纸核定进口量，共计18227503吨，前十名

造纸企业总量为16033163吨，占比高达88%，玖龙纸业

一家就占据了40%（图1、图2）。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

各地造纸厂纷纷提高了国废回收标准，包括国废验收标

准和装车要求。在国废的回收过程中，主要验收水分含

量、杂物和杂纸等。其中，水分含量的测定是必不可少

的关键环节。

“管理出效益”，而通过智能管理可以实现更好

的效益。尤其是现今，造纸厂除了面对原料不足的长期

难题外，还饱受原料质量不稳定的困扰。通过原料进厂

流程中的智能管理，可以为企业提高效率、降低安全风

险、减少人为操作弊端、减员增效，实现造纸厂更好的

原料进厂管理，加快企业两化融合进度。本文主要介绍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原料水分检测流程

及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的相关内容。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1

月22日，自公司成立以来，秉承着“立足商业，诚信为

本，产品即人品”的经营理念，凭着专业的技术知识、过

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深耕并服务于造纸行

业（如图3）。2014年公司与德国安旭公司深度合作，针

对造纸厂和生物发电厂研发了超低频微波整车原料水

原料水分检测流程及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
⊙ 李广臣 

李广臣先生，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整车原料水分自动检测方案提供商。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raw material’s moisture testing 
and factory entering process

[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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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仪。此技术可以直接对整车原料的水分实现自动化检

测，大大节省了原料检测的时效。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

进厂流程及质检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车辆进厂的智

能化管理（一车一卡、自动排队叫号、过磅无人化、过磅

防作弊、厂内车流量控制等）、质检流程的智能化管理

（废纸包的自动化抽样、原料水分整车自动检测、质检

数据的信息化管理）。

1  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

(1）制卡管理系统（图4）

(2）进厂排队管理系统（图5）

(3）无人值守称重流程管理（图6）

图1  2018年23批次废纸主要企业核定进口量

图2  2018年23批次废纸核定进口量的企业占比

图3  公司发展历程

图4  制卡管理系统流程

图6  无人值守自动过磅系统

图5  进厂排队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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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波能量衰减的变化量，以及2个超声波车辆

宽度补偿探头计算瞬时总质量，根据损失的总能量与总

质量的比值，利用专业电脑系统软件即可计算出物料的

含水率。由于微波完全穿透过程物料，所以所有的物理

性水分都能被测定。这不仅适用于测量卡车表面物料

的水分，而且也测量整卡车内部物料的水分。该技术保

证了很高的测量准确性和精度，物料的颜色和表面结构

以及水蒸气和粉尘都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2.2 整车废纸质检流程解决方法

2.2.1 原料水分的自动检测（图7～图9）

整车原料微波水分仪的优势：

(1）水分仪对被测物料的pH值和导电性不敏感。

发射能量低，不会改变物料的性质，环保又安全。

(2）测量的是总水分（物料表面与内部水分之和），

测试结果更具代表性。

(3）测量方式：微波非接触穿透式测量，不会磨损

2  整车废纸质检流程解决方案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运用于造纸企业，测量造纸

厂整车废纸的水分，不仅适用于测量卡车表面的水分，

同样可以测量整卡车内部的水分，是迄今为止更环保、

更安全、更快速、更稳定、更精准的整车废纸水分检测

方案。

2.1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测试原理

此微波是一种925～980MH z的超低频微波（可以

穿透高密度及高质量的物体），根据微波穿透介质时产

生的微波能量衰减量来计算水分的百分比含量。水是一

种极性分子，当特定频率的微波穿透物料时，物料里面

水分子O-H键会吸收特定频率的微波能量。微波从位

于卡车左侧的微波发射探头发射能量，穿透过卡车后被

卡车右侧的微波接收探头接收剩余的微波能量，同时

加配2个卡车测距仪，测量卡车的宽度。

图7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案例

图8  专业微波水分仪测试软件（老版）

图9  车辆检测示意

表1  整车原料微波水分仪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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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杂质、杂纸的分拣

图11  质检信息化管理系统

探头、不黏着物料，不影响收购过程。

(4）提供瞬时测量值（实时测试）来用于过程控

制。测量精度高，测试废纸/树皮秸秆精度可达1%（视

具体物料而定）。

(5）不受环境粉尘、水蒸气因素影响，不受物料颜

色变化及阳光照射的影响，抗干扰能力强。不使用核

源，不需要申请核辐射安全许可证。技术参数详见表

1。

2.2.2 杂质、杂纸数据的自动计算

(1）杂质、杂纸的分拣流程（图10）

(2）质检信息化管理系统

车辆进入后，设备自动选择测量通道，测量数据自

动选择上传，每一辆车的图片信息都会在数据库里保

存，并看到远程详细的数值等（图11）。

2.2.3 特殊车辆的水分处理方案（图12）

(1）进厂流程及原料检验流程优势

减员：以一天收50车废纸为例，人工模式（地磅加

测水）需要地磅6人，测水8人，共需14人；而进厂无人称

重模式，仅需要2名监督人员和2名维护人员。

增效：人工过磅加上质检流程完成大约需要30～

40分钟/车，而无人值守称重模式大约只需要3分钟/

车。

自动化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技术、物联网设备、整

车微波水分仪、软件编程实现过磅检斤，水分检测过程

自动化、智能化。质检流程的数据自动化，加快企业两

化融合进度。

防作弊：人工模式作弊手法多种多样，防不胜防；

无人值守模式，所有数据系统自动处理，无法人为干

预，且具备多种针对车辆、物资智能防作弊判断。

(2）进厂流程及质检流程（图13）

图12  手持水分检测仪器

专题 Special

表2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部分案例企业名单

博汇纸业

太阳纸业

江门明星纸业

江西柯美纸业

理文造纸

扬州永丰余

甘肃静宁恒达

白山琦祥纸业

中冶纸业

泰和纸业

企业名称 数量/套

3

2

1

1

5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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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单包废纸微波水分测量方案 图15  在线煤炭水分/重量/灰分/热值分析系统

3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应用案例

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能够快速、精准、方便地在线

测量出整车的废纸水分值，这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极大

地节约了造纸厂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目前该仪器应用的案例主要包括：太阳纸业、世纪

阳光纸业、博汇纸业、山鹰纸业、理文造纸、明星纸业、

柯美纸业、琦祥纸业、中冶纸业、泰和纸业等（见表2）。

4  其他明星产品

4.1 单包废纸微波水分仪

此产品专门针对外废研发而成，有别于整车废纸微

波水分仪，可以和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仪结合使用，在提

高检测效率同时，也解决了整车废纸水分某一处数值高

不能进行单独索赔的问题，解决了整车废纸微波水分不

能解决的问题，优化人员配置的同时减少了人为等不定

因素及误差（见图14）。

4.2 在线煤炭水分/灰分/重量/热值综合测试系统

提供的是在线式分析系统，在线式煤炭水分/重量

/热值分析系统可以直接得出所测煤炭热值，并且通过

标准的输出模式，传输到ERP系统，与厂区内部软件进

行对接。一切实现自动化，不需要人员干预。作为第一

个将三种产品（在线微波水分仪/核子秤/灰分仪）集成

在一起，自动核算热值，不论是从煤进厂时作为和客户

结算的依据，还是自己生产中成本的控制，都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图15）。

4.3 在线皮带式木块/竹片微波水分仪

测量方式为非接触测量，不磨损探头、不黏连物

料、不影响生产过程；不受环境粉尘、水蒸气因素影

图13  进厂流程及质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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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图19）。

5  承诺、服务与技术服务

山东瑞中致力研发用于造纸行业废纸水分检测的

完整的集成系统，为造纸行业提供废纸收购的整体解

决方案。从车辆进厂、制卡、过磅、水分检测、数据上传

与分析到车辆驶离等程序全部实现自动化，无需任何

人工操控。该系统的开发，将迎来整个造纸行业一次新

的技术变革，不仅为造纸行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

时为企业无人智能化管理提供实现基础，也为我们的

环保事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Emission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做出贡献。

响，抗干扰能力强，不受物料颜色变化及阳光照射的影

响；不含放射性核源，不改变物料的性质，环保、安全可

靠。高端配置能量发射探头、接收探头、高度（质量）补

偿探头、微电脑中央处理系统，免维护，运行成本低。极

大地节省了检测时间，测量精度高，均匀物料精度0.1%

～0.01%，避免人为误差（图16）。

4.4 接触式微波水分仪的应用

实时测量物料中的水分（图17）；使用案例（图

18）。

4.5 实验室木块水分检测仪

测量范围：0.1%～70%（根据产品而定）

分辨率：0.1%

测量精度：0.1%～0.3%（根据物料而定）

取样容器：0.05～12L（大小可选择）

产品特点：具有密度补偿功能、红外测温功能、自

动温度补偿功能和数据保持显示功能。

手动保存测试的数据，可以记录10000个数据，并

保存打印出来大而明亮的LC显示表。

交货范围：带一个0.05～12L测量箱的测量主机、

图16  在线皮带式木块/竹片微波水分仪

图17  接触式微波水分仪

图19  实验室木块水分检测仪

图18  木块、玉米等水分测试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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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L i C l/DM S O溶解大豆茎秆，再向溶解体系中按序加入单体（N I PPAm，N-异丙基丙烯酰胺）、交联剂

（MBA，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引发剂（AIBN，偶氮二异丁氰），合成半互穿聚合网络温敏型凝胶。发现：该凝

胶富含孔洞，可迅速吸水溶胀，且对温度敏感。而聚异丙基丙烯酰胺和木质纤维链段之间通过强烈的化学或物理

联接而共存于凝胶中。通过提高交联剂用量，可达到增强凝胶网络结构致密度，减小孔隙，增加壁厚的作用，从而

可降低凝胶的平衡吸水溶胀率和消溶胀率。此外，因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的存在，凝胶溶胀行为也必定受到影响。

关键词：LiCl/DMSO；乙二胺；温度敏感性；木质纤维凝胶

Abstract: The temperature-sensitive semi-interpenetrating gel can be made from soybean stem, after dissolved by LiCl/
DMSO and added monomers(NIPPAm), crosslinking agents(MBA) and initiators(AIBN). It has found that the gel, rich in 
holes, can absorb water and swell quickly and is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PNIPAm and ligncellulosic units can co-exit in 
gel via strong chemical and physical links. As the dosage of crosslinking agents increases, the crosslinking d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verage pore size decreased, and pore wall thickened, which reduces the balanced water-absorbing swelling rate 
and dissolving swelling rate of the gel. Moreover, gel swelling behaviour can also be affected by lignin and hemicellulose.
Key words: LiCl/DMSO; ethanediamin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ligncellulosic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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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纤维凝胶材料[15]。在此基础上，继续引入单体试剂，

在一定条件下引发制备木质纤维基温度敏感型半互穿

网络凝胶，并表征其形貌特征、温度敏感性及溶胀性能

等性质。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

大豆茎秆原料收集于江苏北部，在微型植物粉

碎机中粉碎并筛选出0.177～0.420mm部分，再经苯醇

（体积比为2∶1）抽提24h。微晶纤维素（MCC）购买于

国药集团。两种原料经过常温真空干燥后密封存放，以

供进一步研究。

1.2 实验仪器

恒温磁力搅拌器（DF-101S，南京科尔）；超高

性能全自动吸附仪（ASAP 2020，M ic r ome r i t i c a, 

USA）；扫描电镜（Quanta 200，FEI，USA）；热重分

析仪（TGA Q500，TA，USA）。

1.3 实验方法

1.3.1 乙二胺预处理

取一定量脱脂大豆茎秆或MCC原料，浸入无水乙

二胺（EDA）溶液中，常温下持续搅拌24h，之后过滤去

除EDA溶液，所得固体在-50℃下冷冻干燥，从而获得

大豆茎秆-EDA复合物（Stem-EDA）或MCC-EDA复

合物（MCC-EDA）。

1.3.2 PNIPAAm-木质纤维凝胶的制备

将MCC-EDA或S t em-EDA以2%（扣除其中残

余EDA的量）的浓度溶解于8% LiCl/DMSO溶液中。

在常温下分别加入N-异丙基丙烯酰胺（N I PAAm）和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搅拌混合10m i n后

继续加入偶氮二异丁氰（AIBN），持续搅拌至溶解后在

真空条件下脱泡，而后在氮气氛下静置凝胶化24h，温

度设定为60℃。反应完毕后取出凝胶，并用无水乙醇多

次浸泡，洗去残余单体、低聚物和L iC l/DMSO。最后

以叔丁醇置换出凝胶中的无水乙醇并冷冻干燥，得到气

凝胶，具体工艺参数见表1。

1.4 凝胶分析

1.4.1 凝胶红外光谱分析

表1  温敏型SIPN木质纤维凝胶的制备参数

Stem-T-1

Stem-T-3

Stem-T-5

MCC-T-1

MCC-T-3

MCC-T-5

编号

10

10

10

10

10

10

NIPAAm 

/g

1

3

5

1

3

5

MBA 

/g

0.1

0.1

0.1

o.1

0.1

0.1

AIBN 

/g

Stem，1 

Stem，1 

Stem，1 

MCC，1 

MCC，1 

MCC，1

木质纤维 

/g

因高分子链上含有一定比例的疏水/亲水基团，温度

敏感型凝胶可随着外界温度变化而发生体积相变[1～3]。制备

该凝胶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单体为聚乙烯醇（PVA）、聚

氧化乙烯（PEO）、N,N-二乙基丙烯酰胺（DEAAm）

和N-异丙基丙烯酰胺（NI PAAm）等[4,5]。在凝胶溶液

中加入单体，通过引发剂引发反应后可合成半互穿网络

（Semi-IPN）凝胶[4～9]。多糖类聚合物在自然界中储量

丰富，生物相容性佳，且生物可降解，因此是制备互穿

网络聚合物水凝胶的一类重要生物大分子。

很多学者利用木质纤维分离出其中的纤维素、半

纤维素或者木质素制备出互穿网络结构或半互穿网络

水凝胶。Chang等人[10,11] 在碱脲水溶液体系（NaOH/

Ur e a）中，以环氧氯丙烷（ECH）为交联剂制备纤维

素网络，再添加交联剂（BI S，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在

过硫酸铵的引发下在纤维素交联网络结构基础上再交

联聚合异丙基丙烯酰胺（N I PA Am），从而制得全互

穿网络结构水凝胶。其中同时存在着两个聚合网络，

具有规则的多孔结构，良好的机械强度和热响应性。

Wang[12]等人将纤维素溶解于L iCl/DMAc体系，再加

入NIPAAm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在过

氧化苯甲酰（BPO）引发下合成了含有聚N,N-二甲基丙

烯酰胺（DMAm）和纤维素的半互穿网络结构水凝胶。

该凝胶的热重检测结果显示半互穿网络聚合物只具有

一个热分解温度，这说明在凝胶结构中DMAm链段和

纤维素链段之间存在良好的化学联接。

虽然关于纤维素、半纤维素或者木质素等单组分

的凝胶的研究很多[13,14]，但是对于不分离各成分的全组

分木质纤维温度敏感型凝胶的研究却比较少。本课题

组已在不分离木质纤维原料各组分状态下成功制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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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cm-1处强吸收峰是木质纤维中羟基-OH的伸缩振

动。在2976cm-1和1465cm-1处出现-CH3的不对称伸缩

振动和不对称形变。最重要的是656cm-1和1545cm-1处

的吸收峰则是酰胺中C=O和N-H的特征吸收，而此酰

胺基团正是来源于NIPAAm。因此，SIPN木质纤维凝

胶中既有木质纤维的存在，也有PNIPAAm的存在。

2.2 木质纤维气凝胶的形貌

在L iC l/DMSO全溶体系中利用乙二胺预处理的

木质纤维可成功制备出具有多孔的三维网络结构的木

质纤维凝胶，而这种多孔结构非常有利于水分在凝胶网

络结构中的扩散、渗透，从而使得凝胶最大限度地吸水

润胀。图2中MCC-T-1凝胶中出现小球状网络结构，球

状纤维颗粒表面可明显看到纤维交织网络结构。这是

由于MCC-T-1凝胶制备过程中交联剂用量较低，使得

PNIPAAm之间或PNIPAAm与纤维之间的交联点较

少，而纤维与纤维之间的羟基形成的氢键较多。因此，

凝胶中三维网络结构整体比较疏松。而提高交联剂用

量，则PNIPAAm与纤维之间、PNIPAAm之间的交联

程度不断加强，从而使得MCC-T-2与MCC-T-3中网

络结构越来越致密，凝胶中孔隙减小，孔壁增厚。

与MCC-T凝胶的形貌不同，因未脱除木质素和

半纤维素，木质纤维凝胶S t e m-T中呈现出蜂窝状网

络结构。S t e m-T-1凝胶中由于交联剂用量较低，在

凝胶孔的孔壁上有很多的小孔。若增加交联剂用量，

PNIPAAm与木质纤维之间、PNIPAAm之间的交联程

度加强，S t em-T-2和S t em-T-3中结构更致密，孔隙

缩小，孔壁增厚，凝胶强度显著增强，这与MCC-T凝胶

取适量干燥的气凝胶样品，与KBr混合并在玛瑙

研钵中研磨后压片，再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

IR-650对其化学结构进行分析，扫描分辨率为4cm-1，

扫描范围为4000～400cm-1。

1.4.2 凝胶形貌分析

采用液氮脆断气凝胶，并按要求将其固定于洁净

载玻片上，利用喷金仪在其截面和表面喷镀金膜，厚度

约10nm，然后用扫描电镜Quanta 200 SEM（FEI，

USA）观察其形貌。

1.4.3 凝胶比表面积和孔径测定  

将干气凝胶样品装入A S A P 2 0 2 0超高性能

全自动气体吸附仪样品管中，70℃条件下连续脱气

24h，再在液氮温度下监测其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并

以Brunauer-Emmet-Te l l e r（BET）法和Bar r e t-

Joyner-Halnda（BJH）法计算孔径和比表面积。

1.5 性能分析

1.5.1 热稳定性分析

使用Q500热重分析仪在氮气流量为30mL/min、

升温速率10℃/m i n条件下测定气凝胶在20～600℃范

围内的热稳定性。

1.5.2 溶胀性

利用称重法测定气凝胶产品在水中的溶胀行为。

溶胀度RS可根据公式（1）计算：

RS=（mt-md）/md×100%                 (1)

式中：mt—凝胶浸入蒸馏水中预定时间后的质量，

g；

md—干凝胶的质量，g。

1.5.3 消溶胀行为分析

采用称重法测定凝胶在45℃水中的消溶胀行为。

消溶胀率按公式（2）计算：

消溶胀率=（Wt-Wd）×100%/Wd           (2)

式中：W t是15℃下平衡溶胀后凝胶放入45℃水中

预定时间的质量，g；Wd是干凝胶质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木质纤维气凝胶红外光谱

从气凝胶产品红外吸收光谱图（图1）中可以看到， 图1  SIPN木质纤维凝胶红外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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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IPN木质纤维凝胶扫描电镜

注：放大倍数：200、2000、5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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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非常相似。

2.3 木质纤维凝胶热稳定性

聚合物的热稳定性是评价其性能的一个重要指

标，可反映出聚合物网络结构中不同聚合物链段的分

子间作用力情况。六种凝胶经冷冻干燥后利用热重分

析仪检测其热稳定性能，结果见图3。纯纤维素和纯

PNIPPAm聚合物的分解温度分别为350℃和400℃[12]，

若没有强烈的化学键联接，只是两种聚合物的简单混

合，则分别会在350℃和400℃各出现一个分解温度，而

本实验中所制备的SIPN木质纤维凝胶的分解温度处于

350～400℃之间，并且只有一个分解温度，这表明凝胶

中的木质纤维与PN I PAAm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化学键

链接。这证实了图1中木质纤维-PNIPAAm半互穿聚合

物网络的结构，在该凝胶网络结构中木质纤维分子链

完全伸展开形成刚性骨架，贯穿于PNIPAAm交联网络

结构中，木质纤维和PNIPAAm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化

学键联接。

2.4 木质纤维凝胶溶胀性能

由此可知，该气凝胶产品是一种多孔性材料，应具

备较强的吸水溶胀性能。在此，采用称重法来检测其在

水中的溶胀性能。

从图4可知，六种凝胶的平衡溶胀率均随着外界温

度的提高而降低。15℃时，MCC-T-1的平衡溶胀率为

2521%，S t em-T-1的平衡溶胀率略低，为1867%，其余

四种凝胶平衡溶胀率相差不大，处于480%～780%范围

内。当温度逐步提高至45℃时，平衡溶胀率降低，表现

出温度响应性。尤其是交联剂含量较低的MCC-T-1和

St em-T-1，45℃时两种凝胶的平衡溶胀率分别降低至

144%和168%，比45℃下其他四种凝胶的溶胀率（210%

～360%）均低。

PNIPAA分子链上同时存在亲水基团酰胺基和疏

水基团异丙基，当凝胶的LCST高于外界环境温度时，

酰胺基与水分子间的氢键联结作用较强，PN I PAAm 

链段伸展，凝胶网络结构比较疏松，导致水分子在凝胶

网络中不断扩散，凝胶吸水溶胀。然而随着环境温度逐

步提高，酰胺基和水分子之间的氢键作用被逐步削弱，

而PNIPAAm分子链上的疏水基团互相作用反而增强，

PNIPAAm链段逐步收缩，使得凝胶网络中孔隙逐渐变

小，进而排除所吸收的水分。当温度持续升高并且超过

其LCST时，PNIPAAm分子链的疏水作用明显强于酰

胺基与水之间的氢键作用，高分子链聚集收缩，凝胶中

的水分被挤出，从而使得凝胶体积急剧下降而发生相

变。依据参考文献可知PNIPAAm的LCST为33℃，其

吸水性要低于木质纤维，所以木质纤维含量高的凝胶平

衡溶胀率（ESR）大。该SIPN木质纤维凝胶网络中由于

引进了PNIPAAm链段，使得其对温度具有应答效应，

但是由于木质纤维素的存在，LCST会有所升高，因此，

图4  SIPN木质纤维气凝胶在不同温度下的平衡溶胀率

图3  SIPN木质纤维凝胶热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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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T-1和Stem-T-1的LCST均高于PNIPAAm的

LC S T。另外，纯纤维素的吸水性要强于含有木质素的

木质纤维，而S t e m未经任何脱木质素处理，其中保留

有完整的木质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其结构中的活性

反应位点必定比MCC少，因此，S t em-T-1中所含有的

木质纤维链段要少于MCC-T-1中纤维素链段，且含有

木质素的木质纤维的吸水性要低于纯纤维素，从而使

得Stem-T-1的平衡溶胀率和LCST均比MCC-T-1略

低，而其LCST更接近于PNIPAAm。

随 着 交 联 剂 用量 的 增 加，凝 胶 网络 结 构中

PN I PA A m链段含量越高，理论上其温度应答效应

应该越明显，然而提高交联剂用量，则会提高凝胶中

PNIPAAm链之间、PNIPAAm链与木质纤维之间以及

木质纤维素链之间的交联水平，从而使得PN I PAAm

链段的伸缩活动能力被限制，凝胶的ESR下降，所以，

MCC-T-2、MCC-T-3、Stem-T-2和Stem-T-3的平

图6  SIPN木质纤维气凝胶在45℃水中的消溶胀行为

图5  SIPN木质纤维气凝胶在15℃水中的溶胀行为

衡溶胀率较低，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其平衡溶胀率变动

很小。

温敏型凝胶在溶胀过程中，高分子链得以舒展，

使得水分子逐步进入凝胶网络中，这是凝胶溶胀过程

中的关键步骤，且高分子链的舒展决定了凝胶溶胀速

度的快慢。因此，利用称重法测定S I PN木质纤维凝胶

在15℃水中的溶胀性能。从图5可知，当凝胶进入15℃

水中5m i n时，MCC-T三种凝胶的溶胀度R S分别为

393%、226%和265%，Stem-T的RS分别为387%、251%

和498%，其中S t e m-T-3已基本达到平衡溶胀。这说

明S I PN木质纤维凝胶可快速吸水溶胀。随着时间的延

长，木质纤维凝胶继续溶胀。30m i n时MCC-T-3的R S

已升高至468%，已基本达到其E SR。而MCC-T-5和

Stem-T-3的RS的增加速度明显减小，60min时RS分别

为664%和625%，继续延长时间，其变化基本不大。但

是MCC-T-1和Stem-T-1的RS一直随着吸水时间的延

长而不断上升，尤其在0～120m i n，两种凝胶R S变化非

常大，120min时RS已分别达到1270%和1328%，而后继

续溶胀至ESR 2521%和1867%（图6中0min时ESR）。

由于MCC-T-1和Stem-T-1凝胶制备过程中交联剂用

量最低，木质纤维和PNIPAAm链之间、PNIPAAm链

之间的交联点少，凝胶中网络结构疏松，孔隙率高，利

于水分子快速进入凝胶网络中，并与聚合物形成氢键结

合而得以被凝胶网络固定住，从而不断溶胀凝胶。当交

联剂用量增加，凝胶聚合网络的交联密度提高，网络结

构非常致密，孔径减小，不利于水分子进入凝胶，限制

了水凝胶的溶胀变形能力。

图6中是S I P N木质纤维凝胶在15℃下达到平衡

溶胀后再转移至45℃水中的消溶胀曲线，可见其在

45℃水中均迅速收缩，排除吸收的水分。当15℃下平

衡溶胀后的水凝胶放入45℃水中30m i n时MCC-T凝

胶和S t e m-T凝胶的溶胀率降低速度非常快，尤其是

MCC-T-1和S t e m-T-1，其溶胀率分别从2520%和

2076%降至680%和482%。这是由于当环境温度高于

凝胶的LC S T时，水分子与水凝胶链段之间的氢键作

用急剧降低，木质纤维链段和PN I PAAm链段运动能

力增强，从而使得凝胶中聚合物分子链以疏水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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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聚集，并挤出其中的水分，进而表现为消溶胀。随

着交联剂用量的增加，凝胶结构越来越致密，凝胶网

络中高分子链的运动能力减小，从而限制了其收缩变

形程度，因此，MCC-T-2、MCC-T-3、St em-T-2和

S t e m-T-3凝胶的收缩有限，从而使得其溶胀率降低

幅度较小。

3  结论

3.1 大豆茎秆和MCC溶解于LiCl/DMSO溶剂后与单

体NIPAAm和交联剂MBA在引发剂AIBN的作用下可

顺利合成半互穿聚合物网络木质纤维基凝胶，且该凝胶

对温度敏感。

3.2 根据凝胶产品的FT-IR和TG检测结果可知，木质

纤维和PN I PAAm段之间通过强烈的化学键和物理连

接而共存于木质纤维凝胶网络中。

3 . 3 木质纤维凝胶是一种多孔材料，不但可迅速吸水

溶胀，且对外界环境温度敏感。凝胶的溶胀行为的调控

可通过调节凝胶交联度来实现。提高交联剂用量，可增

强木质纤维与PNIPAAm段、PNIPAAm段间的交联程

度，从而使得凝胶网络愈加致密，孔径缩小，孔壁厚度

增加，进而降低凝胶E SR和消溶胀率。此外，因木质素

和半纤维素被保留在凝胶中，必然会对木质纤维的溶胀

行为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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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单因素变量分析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的效果，优

选酶预处理最佳工艺。结果表明，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酶用量3.0IU/g，预处理时间2h，温度50℃，pH值7.5；预处理苇浆的最佳工艺

条件为：酶用量1.0I U/g，预处理时间1h，温度50℃，pH值7.5。与原浆相比，在最

佳工艺条件下，酶预处理桉木浆打浆度提高7.4°SR，苇浆打浆度降低3.1°SR。酶

预处理过程中，桉木浆和苇浆中细小组分含量降低，纤维平均长度增加，桉木

浆和苇浆纤维得以软化。经PF I磨浆后纤维表面分丝帚化程度加强，打浆效果

显著改善，成纸抗张强度和耐破强度提高。

关键词：纤维素内切酶；酶预处理；桉木浆；苇浆

Abstract: The endo-cellulase pretreating for reed pulp and eucalyptus pulp were 
optimized with the method of univariate analysis. It concluded that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eucalyptus pulp pretreating are: enzyme dosage 3 IU/g, pretreatment time 
2h, temperature 50ºC and pH 7.5. For reed pulp, the optimum condition are: enzyme 
dosage 1 IU/g, pretreatment time 1h, temperature 50ºC and pH 7.5. Compared with the 
raw pulp, the beating degree of endo-cellulase pretreated Eucalyptus pulp increased by 
7.4ºSR, and reed pulp reduced by 3.1ºSR under the optimum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The endo-cellulase pretreatment can help to reduce the fines content, increase average 
fiber length, and soften Eucalyptus  and reed fiber, which induce higher fibrillation extent 
during PFI refining. And paper strength as well as tensile strength can also be improved.
Key words: endo-cellulase; enzyme pretreatment; Eucalyptus pulp; reed 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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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度报告[1]指出，2017年全国纸

浆生产总量7949万t，其中，废纸浆6338万t；木浆1050

万t；非木浆597万t。较上年增长1.02%，占纸浆消耗总

量6%。与木材原料相比，非木材原料杂细胞含量高，细

胞平均长度小、宽度和胞腔小，打浆时较难帚化，同时

又容易润胀，导致打浆能耗高，且抄造时纤维的滤水性

差、生产效率低、湿纸幅强度低。而木材原料由于纤维

较硬，打浆时纤维表面难以分丝帚化，导致打浆能耗较

高。

近年来，关于生物酶技术的应用研究逐渐丰富[2]，

而纤维素酶在打浆预处理[3]中的应用研究也早已开始。

袁平等在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马尾松磨石磨木浆

时发现，酶预处理能够使浆料的打浆度降低，且成纸强

度增加[4]。万周原野等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

发现，在最佳预处理工艺下，桉木浆的打浆能耗降低，

成纸后耐破强度提高[5]。李海龙等研究表明，纤维素酶

用于酶预处理，能够使纤维的表面疏松，提高纤维的吸

水润胀能力以及纤维表面的细纤维化，进而使浆料打

浆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程度的提高[6]，降低打

浆能耗的同时提高浆料的成纸强度。纤维素内切酶用

于非木浆的研究表明，打浆前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能

减少浆料中的细小纤维含量，改善滤水性能，同时能够

使长纤维的表面变得粗糙、褶皱，因此打浆后浆料的滤

水性能提高[7～10]。此外，长纤维表面的细纤维化程度也

会增强。所以经过酶预处理后的浆料滤水性能和成纸

效率提高，同时成纸的匀度和强度增加。

本实验中将纤维素内切酶在不同酶用量、预处理

时间、预处理温度以及预处理pH值条件下预处理桉木

浆和苇浆，通过比较预处理对打浆度的影响，优选出纤

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的最佳工艺。在最佳

预处理工艺下比较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

浆的纤维特性、纤维表面形态、磨浆性能以及成纸强度

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1.1 酶活测定

纤维素内切酶由本校微生物实验室培养。纤维素

内切酶的酶活采用Smog y i-Ne l s on l法测定。反应体

系为1.5m l，其中包括稀释一定倍数后的酶液100µl，

pH值7.5的磷酸钾缓冲液900µl以及2%CMC-Na溶液

（底物）500µl。测定时，将磷酸钾缓冲液和底物加入

试管中，50℃下预热5m i n；加入稀释一定倍数的酶液

摇匀，在50℃下水浴反应30m i n；加入500µl索莫奇试

剂后煮沸15m i n；冷却至室温后，加入500µl尼尔森试

剂，摇匀后静置20min，再10000r/m in离心10m in，取

上清液200µl于520nm下测定紫外吸光值。

测定的吸光度值A再对照葡萄糖标准曲线计算葡

萄糖含量，按照如下公式（1）计算纤维素酶酶活。

葡萄糖的标准曲线方程：y=0.0664+0.0098x，

R 2=0.99974。其中x为葡萄糖浓度（µg/m l），y为

520nm处的吸光值。

酶活计算公式：

纤维素酶活=[(A+0.0064)×N]/(0.0098×M×C

×t)                                       (1)

式中：A—520n m处的吸光值；N—酶液稀释倍

数，M—葡萄糖的摩尔质量（180g/m o l），C—所加酶

液的量（0.1ml），t—酶促反应时间（30min）。

1.2 浆料准备

取360g（绝干）浆板撕成25mm×25mm的小块，

于5L水中浸泡4h以上，利用ZQS2型槽式打浆机疏解完

全后离心脱水，分散均匀后置于密封袋中平衡水分，再

测定湿浆水分备用。

1.3 浆料酶处理

取一定量浆料置于密封袋中，加入稀释一定倍数的

酶液以及指定pH值的缓冲液调节浆浓至3%，将酶液与

浆料混合均匀。在指定温度下反应一定时间，期间每隔

10m i n搓揉一次，使得浆料和酶液充分混合。保温结束

后将密封袋放入沸水浴中煮沸10m i n停止反应。将反应

后的浆料用3L自来水洗涤三次，洗后浆料挤干，测定水

分，计算得率，备用。

1.4 打浆处理

打浆在ZQS7型PFI磨浆机中进行，打浆浓度10%，

打浆间隙0.2mm。本实验中由于苇浆磨浆时打浆度上

升较快，其值若未标明转数，则表明是在PF I磨1400r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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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的数据。而桉木浆则是在2.5万r下测得的数据。

1.5 打浆度测定

按照《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11]中的方法，利用

JDJY100型肖伯氏打浆度仪测定PFI磨浆后桉木浆和苇

浆的打浆度。

1.6 纤维特性分析

利用Morfi Comapct纤维形态分析仪测定酶预处

理后磨浆前纤维特性指标。

1.7 纤维表面形态分析

取少量经酶预处理PFI磨浆后的桉木浆和苇浆，在

梯度浓度为30%、50%、70%以及100%的乙醇溶液中分

级脱水，每种浓度脱水1h，经100%乙醇脱水的浆料用

叔丁醇置换12h，期间更换2～3次叔丁醇，之后再冷冻

干燥48h。干燥后的浆料喷金之后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其表面形态。

1.8 磨浆性能分析

1.8.1 桉木浆磨浆性能分析

取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后桉木浆，加水稀释至

10%，再均匀放入PF I磨盘四周，分别在磨浆转数为1

万、2万、2.5万、3万以及4万r下进行磨浆，并测定其打浆

度。

1.8.2 苇浆磨浆性能分析

取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后的苇浆，加水稀释至

10%，再均匀放入P F I磨盘四周，分别在磨浆转数为

1400、2800、4200以及5600r下进行磨浆。按照加拿大

标准游离度测定法[12]测定其游离度。

1.9 成纸强度分析

取酶预处理PF I磨浆后的桉木浆和苇浆，在奥地

利PT I标准抄片机上抄造定量60g/m2的纸片[13]，测定

其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11]。

2  结果与讨论

2.1 酶预处理浆料最佳工艺条件优选

2.1.1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最佳酶用量

研究[14]表明，酶促反应的速率与酶的浓度成正相

关，不同的酶用量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时具有不同的

酶促反应速率。在酶用量分别为0、0.5IU/g、1IU/g、

3IU/g、5IU/g、10IU/g和20IU/g（相对于绝干浆），浆

浓度3%，处理时间2h，温度50℃以及pH值7.5条件下对

桉木浆和苇浆进行预处理，结果如图1所示。 

对于桉木浆而言，纤维素酶与纤维表面接触，进而

分解纤维素，使得纤维表面疏松，容易吸水润胀，从而

有利于打浆度的提高[15]。图1显示，当酶用量由0增加至

3.0IU/g时，PFI磨浆后桉木浆的打浆度由31°SR上升至

39°SR，增加幅度达到25.8%，上升明显；当继续增加酶

用量至20IU/g时，桉木浆打浆度上升至41.7°SR，上升

幅度减缓。这是由于随着酶用量的增加，更多的酶能够

与纤维表面接触，从而使得纤维的润胀程度加大，桉木

浆的打浆度随之上升。而当酶用量达到一定值时，由于

纤维表面积有限，酶与纤维的接触达到饱和，此时再增

加酶用量对于提高打浆度的效果不明显。因此纤维素

内切酶用于预处理桉木浆时，较为经济合理的最佳酶用

量应为3.0IU/g。

苇浆与桉木浆相比，其杂细胞组分尺寸小，含量

高，并且纤维的聚合度低。Nagarajan的研究表明[16]，

酶处理过程中，比表面积较大的细小纤维容易吸附更

多的酶分子，因此比长纤维更易酶解，从而降低浆料中

细小组分的含量，提高浆料的滤水性能。由图1可知，

当酶用量为1.0I U/g时，PF I磨浆后苇浆的打浆度为

22.3°SR；增加酶用量至5IU/g时，苇浆的打浆度上升

至23.1°SR；继续增加酶用量至20IU/g时，苇浆的打浆

度又开始下降，由23.1°SR降低至22.4°SR。这是由于当

纤维素内切酶用量较少时，酶主要作用于细小纤维，减

少浆料中的细小纤维含量，使得浆料的打浆度降低；随

着酶用量的增加，更多的酶作用于长纤维表面，使得纤图1  酶用量对两种浆料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º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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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U/g，浆浓度3%，预处理时间2h以及pH值7.5条件

下预处理桉木浆；另外，相同温度，酶用量为1.0IU/g，

浆浓3%，预处理时间1h以及pH值7.5条件下预处理苇

浆。

图3显示，预处理温度在30～50℃范围内，桉木浆

的打浆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由36.7°S R上升至

38.9°SR；当继续提高温度至60℃时，桉木浆的打浆度

降低至37.4°SR。说明当温度低于50℃时，升高温度使

得分解纤维素的酶促反应速率加快，桉木浆纤维表面

的疏松活化程度提高，进而使得PF I磨浆后浆料的细纤

维化程度增加，桉木浆的打浆度升高；当预处理温度超

过50℃时，纤维素内切酶的稳定性遭到破坏，酶的活力

受到一定损失，使得纤维素内切酶分解纤维表面的纤维

素程度降低，最终打浆度降低。由此可知，纤维素内切

酶预处理桉木浆的最佳温度为50℃。

由图3还可知，随着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苇浆的温

度升高，浆料的打浆度由30℃时的24.1°SR降低至50℃

维表面疏松，进而磨浆后浆料的打浆度上升；若继续增

加酶用量，越来越多的酶分子作用于长纤维表面，使得

长纤维表面的细小组分减少，浆料的打浆度降低。因此

纤维素内切酶用于预处理苇浆时，为了尽量提高滤水性

能并且减少纤维的强度损失，最佳酶用量应为1.0I U/

g。

2.1.2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最佳时间

酶分子在酶促反应中起催化剂的作用，在整个酶

促反应过程中除去环境对酶活性的影响，酶活基本不

会损失，因此若不进行终止处理，酶会持续分解底物。

为研究预处理时间对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

浆效果的影响，在预处理时间为0.5h、1h、2h、3h和

4h，酶用量3.0I U/g，浆浓度3%，温度50℃以及pH值

7.5条件下，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此外，在

保持其他条件与预处理桉木浆相同，酶用量为1.0IU/g

时，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苇浆。

从图2可知，预处理2h后继续延长时间会降低桉

木浆的打浆度。这是由于酶分子在长时间的高温环境

下其稳定性受到影响，活性降低，使得酶预处理桉木浆

的效果变差。同时随着时间的延长，酶可能进入纤维内

部，破坏纤维的强度。因此应选择合适的预处理时间，

在提高浆料打浆度的同时不影响纤维的强度。对于本实

验中预处理桉木浆来说，最适处理时间为2h，此时桉木

浆的打浆度为39.2°SR。

预处理时间对苇浆预处理效果影响较小。预处理

时间为0.5h时，苇浆的打浆度为23.0°SR；当预处理时

间延长至4h，苇浆的打浆度为22.5°SR。可见，随着预

处理时间的延长，苇浆的打浆度基本不变。但为保证一

定的预处理时间，同时又节约能耗，选择预处理苇浆的

最适时间为1h，此时苇浆的打浆度为22.9°SR。

2.1.3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最佳温度

生物酶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不同，一般在较低

温度下其稳定性较好，但在低温条件下，化学反应速率

较慢。若提高温度，虽可加快反应速率，但会严重影响

生物酶的稳定性。因此综合酶的稳定性以及温度对酶

促反应速率的影响，每种酶都有其最适的反应温度。

为研究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的最佳温

度，在温度分别为30℃、40℃、50℃以及60℃，酶用量 图3  温度对两种浆料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º º

图2  预处理时间对两种浆料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º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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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2.3°SR；当温度超过50℃时，苇浆的打浆度又开始

上升。说明温度升高有利于提高酶促反应速率，浆料中

的细小纤维更易被分解，进而使得苇浆的打浆度降低；

当继续升高温度时，纤维素内切酶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浆料中的细小纤维含量减少程度降低，打浆度升高。因

此，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苇浆的最佳温度为50℃。

2.1.4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最佳pH值

酶促反应介质的pH值会影响酶分子活性基团与底

物的结合状态，从而影响酶促反应的效率[14]，因此每个

酶促反应都有其最佳的pH值。在pH值分别为6、7、7.5

以及8，酶用量3.0I U/g，浆浓3%，预处理时间2h以及

预处理温度50℃条件下预处理桉木浆；另外，在相同pH

值，酶用量为1.0IU/g，浆浓3%，预处理时间1h以及温

度50℃条件下预处理苇浆。

图4表明，当预处理的pH值为7.5时，桉木浆的

打浆度最高，苇浆的打浆度最低，分别为39.3°S R和

22.4°SR。说明过酸和过碱的环境都不利于纤维素内

切酶与浆料中的纤维结合，在pH值为7.5时酶促反应的

效率最佳。对于桉木浆而言，酶促反应的效率越高，纤

维表面纤维素分解程度越大，纤维表面疏松活化程度

越高，磨浆后纤维的分丝帚化加剧，浆料打浆度提高。

对于苇浆而言，酶促反应的效率越高，分解苇浆中的细

小组分效果越好，使得苇浆的滤水性能越好，打浆度越

低。因此，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的最佳

pH值均为7.5。

由上述研究可知，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的

最佳工艺条件为：酶用量3.0I U/g，预处理时间2h，浆

浓度3%，温度50℃，pH值7.5；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

苇浆的最佳工艺条件为：酶用量1.0I U/g，预处理时间

1h，浆浓度3%，温度50℃，pH值7.5。在最佳工艺条件

下，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使得桉木浆

打浆度提高7.4°SR，苇浆打浆度降低3.1°SR。

2.2 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浆打浆性能的影响

2.2.1 对浆料纤维特性的影响

利用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麦草浆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麦草浆中细小纤维的含量，改善浆料的滤水性

能[17]。为研究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浆纤

维特性的影响，探究酶预处理对浆料打浆性能的影响，

利用纤维形态分析仪对最佳工艺条件下酶预处理后的

桉木浆和苇浆中纤维平均长度、粗度、纤维宽度以及细

小纤维含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未经酶预处理的原苇浆与原桉木浆相比，纤维的

平均长度较小、粗度和宽度较大且浆料中的细小组分

含量较高。经过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后桉木浆纤维平

图4  pH值对两种浆料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º º

表1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浆纤维特性的影响

数量平均长度（Ln）/µm

质量加权平均长度（Lww)/µm

长度加权平均长度（Lw）/µm

粗度/(mg/m)

纤维宽度/µm

细小组分（长度）含量/%

细小组分（表面积）含量/%

分析指标
原桉

木浆

654

747

66

0.0622

14.7

23.2

7.34

524

654

75

0.0642

17

35.2

12.36

原苇浆

539

686

78

0.0712

16.8

33.7

11.41

酶预处

理苇浆

666

758

68

0.0581

14.5

19.8

6.06

酶预处理

桉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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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浆料纤维表面形态的影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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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逐渐减小，并且经过酶预处理后苇浆的游离度降

低更加缓慢。如在磨浆转数为4200r时，原苇浆和酶预

处理后苇浆的游离度分别为285.0m l和337.5m l，较

2800r时的游离度分别降低了116m l及88.5m l。而当磨

浆转数由4200r增加至5600r时，苇浆的游离度分别降

低了87.0m l和72.5m l。说明当增加磨浆转数时，经过

酶预处理后苇浆由于浆料中细小组分含量的减少，游

均长度增加，粗度、宽度以及细小组分含量降低，说明

酶预处理可降低桉木浆中比表面积较大的细小组分含

量，纤维的平均长度相对增加，同时部分酶分子与长纤

维表面接触，分解纤维表面的纤维素，使得纤维产生轻

微的剥皮效应，纤维的粗度和宽度稍有降低。经过酶预

处理后苇浆纤维平均长度和粗度增加，宽度和细小组

分含量降低。说明纤维素内切酶分子能够分解苇浆中

的细小组分，从而增加浆料中长纤维的相对含量。

2.2.2 对浆料纤维表面形态的影响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浆料时，部分酶分子结合至

长纤维表面，分解表面的纤维素，使得纤维表面松弛，

从而影响浆料的打浆性能。为研究酶预处理对桉木

浆和苇浆表面形态的影响，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

1500倍观察PFI磨浆后单根纤维表面形态。

图5可知，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后桉木浆和苇浆纤

维柔软、表面起毛和细纤维化程度均比原桉木浆和苇

浆高。说明酶预处理使得纤维表面的纤维素被分解，纤

维得到软化、表面疏松，在经过相同条件的PF I磨浆之

后，纤维吸水润胀和表面分丝帚化程度增加，桉木浆和

苇浆打浆效果明显改善。

2.2.3 对浆料磨浆性能的影响

根据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浆纤维特性以及表面

形态研究可知，酶预处理使得浆料中的细小组分含量

减小，浆料的滤水性能提高，打浆度上升较慢；而磨浆

后纤维细纤维化程度提高，长纤维能够充分地分丝帚

化；细纤维化程度提高使得浆料的打浆度上升较快，降

低磨浆能耗。为研究酶预处理对桉木浆和苇浆磨浆性

能的影响，在不同磨浆转数下对酶预处理后的两种浆

料进行磨浆处理。

由图6可知，与原桉木浆相比，在相同的磨浆转

数下酶预处理桉木浆的打浆度明显升高，且随着转数

越高，打浆度上升越多。同样在2.5万r磨浆后，原桉木

浆打浆度为32.2°SR，酶处理后的桉木浆的打浆度上

升至39.6°S R，提高了23.0%；而在4.0万r磨浆后，原

桉木浆打浆度为38.2°SR，经过酶处理后的打浆度为

49.3°SR，增幅高达29.1%。由此可知，在相同的磨浆转

数下，酶预处理能够有效提高桉木浆打浆度，降低打浆

能耗，并且高打浆度下的酶预处理效果更明显。

由图7可知，随着磨浆转数的提高，游离度的降低

图6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桉木浆磨浆性能的影响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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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苇浆磨浆性能的影响

图8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对浆料成纸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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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度降低程度减小，长纤维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分丝帚

化。可见在相同的磨浆转数下，经酶预处理后苇浆的打

浆度更低，长纤维表面的细纤维化程度更高，苇浆的磨

浆性能得到改善。

2.2.4 对浆料成纸强度的影响

通过2.2.2对酶预处理后桉木浆和苇浆纤维的表

面形态观察可知，酶预处理可使磨浆过程中纤维表面

分丝帚化程度提高，磨浆效果得到改善。为研究酶预处

理对桉木浆和苇浆成纸强度的影响，将两种浆料经酶

预处理及PF I磨浆后，抄片测定其抗张指数和耐破指

数。

图8表明，两种浆料经过酶预处理后抗张指数提高

较为明显。与原浆相比，经酶预处理桉木浆和苇浆的抗

张指数分别提高了2.7N.m/g和1.73N.m/g。说明酶预

处理后纤维表面的分丝帚化程度提高使得纤维间的结

合力增强，纸张的抗张强度提高。此外，两种浆料耐破

指数也稍有上升。由2.2.1可知酶预处理使得桉木浆和

苇浆的平均长度稍有增加，从而有助于浆料成纸后的

强度提高。

3  结论

3 .1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桉木浆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酶用量3.0IU/g，预处理时间2h，温度50℃，pH值7.5；

纤维素内切酶预处理苇浆的最佳工艺条件为：酶用量

1.0IU/g，预处理时间1h，温度50℃，pH值7.5。在最佳

工艺条件下，桉木浆打浆度提高7.4°SR，苇浆打浆度降

低3.1°SR。

3 . 2 酶预处理使得桉木浆和苇浆中的细小组分含量降

低，纤维的平均长度增加；桉木浆和苇浆纤维软化，经

PF I磨浆后纤维表面的分丝帚化程度提高，打浆效果得

到改善；成纸后的抗张强度和耐破强度增加，尤其抗张

指数，分别提高2.7N.m/g和1.73N.m/g。

3 . 3 酶预处理能够有效提高桉木浆打浆度，降低打浆

能耗，并且高打浆度下的酶预处理效果更明显；而酶预

处理后苇浆的打浆度降低，长纤维表面的细纤维化程

度得以增加，苇浆的磨浆性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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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皮宣的生产与加工
⊙ 童海行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泾县 242511)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raw Xuan paper
⊙ TONG Hai-xing (China Xuan Paper Co., Ltd., Jingxian 242511, Anhui, China)

摘 要：为了开拓制造宣纸原材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对生檀皮的生产与加工进行了

研究，主要是生檀皮的蒸煮与漂白，在此基础上开发生产了生皮宣纸。本文仔细分析

了生皮宣纸研发成功的主要成果：⑴成功运用二次加碱蒸煮新工艺解决了生檀皮聚戊

糖、胶汁、木素含量高、皮质老化发脆难于蒸煮的重大难题，取得了二次加碱蒸煮檀

皮技术成果。⑵成功运用二段漂白技术解决了生檀皮浆难于漂白的难题，既达到漂白

白度，又提高纤维强度，取得了在檀皮浆漂白上的创新成果。生檀皮加工生产的浆料

纤维长、强度高，浆料白度符合宣纸制作工艺标准要求，生产制作的宣纸各项物理指

标均达到或超过宣纸国家标准。

关键词：生檀皮；二次加碱蒸煮；二段漂白技术；生皮宣

Abstract: In order to diversify raw materials for xuan paper produc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survey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raw sandalwood bark, especially 
on its digestion and bleaching. It provides a guide for the production of raw Xuan paper. 
Two majo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is process. Firstly, secondary alkaline 
cooking technique was adopted to make raw sandalwood bark easy in cooking by reducing 
the contents of pentosan, gel and lignin. Secondly, innovative bleach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y using two-stage bleaching technology to make raw sandalwood pulp easy in 
bleaching, which not only ensure the brightness degree, but also improve the fiber strength. 
Raw Xuan paper made from raw sandalwood bark boasts long fiber, high fiber strength and 
brightness, which has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Xuan paper.
Key words: raw sandalwood bark; secondary alkaline cooking; two-stage bleaching 
technology; raw Xua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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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为檀皮。千余年以来，

在泾县及周边地区，檀皮加工一直采用传统熟檀皮加

工工艺，对大别山区及外省地区的檀皮加工存在一定

的困难，全县及周边地区檀皮种植面积约600k m2左

右，熟檀皮年产量约250万k g左右，而全县宣纸年产量

在1500t左右，约需檀皮375万k g左右，檀皮产量远远

不能满足企业生产需求。为此，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大

力开拓大别山区及外省河南、陕西、湖北、江西等省约

1500km2生檀皮资源，可缓解因宣纸原材料紧张制约企

业发展的矛盾，加快制造宣纸原材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的步伐。因此，率先利用域外檀皮资源，进行生檀皮加

工研究，研发生产生皮宣，很有必要。

生檀皮是指在每年的5～8月期间，对檀树树枝砍

图1  生檀皮

图2  熟檀皮

伐后，从树枝上直接剥皮的茎皮。

熟檀皮是指在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枝条砍伐

后，通过蒸煮，水泡、撕皮、晒干、扎捆等多道工序加工

制成的茎皮。

生檀皮加工工艺是指在熟檀皮传统加工工艺基础

上根据生檀皮原材料特性，通过对蒸煮、漂白工艺的改

进和创新而形成的加工工艺。

生檀皮原材料特性：皮质硬度高，聚戊糖、木质

素成分含量高，不易蒸煮，难于漂白。通过改进蒸煮方

法，调整蒸煮工艺曲线，降低浆料硬度，减少浆料聚戊

糖的含量。在浆料漂白工艺上，采用二段漂白工艺，加

强漂白段与段之间的洗涤，使生檀皮纤维受损伤小，漂

白后的浆料白度符合制造宣纸的质量要求。

生皮宣宣纸：采用生檀皮、燎草为原料，通过蒸

煮、漂白、打浆等一系列制浆工序，用传统的宣纸抄造

技术制作而成。

1  生檀皮二次加碱蒸煮工艺

由于生檀皮的性质与现在投入使用的熟檀皮性质

质量差别很大，生檀皮聚戊糖、胶汁、木素含量高，皮

质老化发脆难于蒸煮。如果按照传统的熟皮蒸煮加工

工艺来处理，其结果是浆料的纤维始终达不到标准要

求，造成宣纸生产过程中质量波动，很难保证宣纸质量

的稳定。因此对生檀皮蒸煮工艺需要加以研究，在传统

的熟檀皮加工工艺基础上，对其过程的核心工艺条件进

行创新改进。其具体方案：在生檀皮蒸煮过程中，碱分

两次加入，通过二次加碱并增加5%的用碱量，延长水的

沸腾时间和蒸煮保温时间，使蒸煮硬度降到20～25K之

间，以保证下道工序的可操作性。

具体实施方法：在檀皮蒸煮过程中，碱至少分两次

加入，第一次加碱量占檀皮质量的10%～15%，加碱量

保证前期浸入蒸煮液中的檀皮脱木素和一些皮壳消耗

的碱，第一次加碱蒸煮时间约100m i n，将锅打开，把锅

内檀皮翻身，将上层檀皮翻入下层，下层檀皮翻到上层；

然后第二次加碱，加碱量占檀皮质量的6%～8%，第二

次加碱补充蒸煮液中前期消耗的碱，保持一定的碱液

浓度，使后来浸入蒸煮液中的檀皮以及皮壳内层的檀皮

能在一定的碱液浓度中充分地脱除木素，整个蒸煮时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52
第39卷第24期 2018年12月



间约6h。

二次加碱方法蒸煮生檀皮，是将生檀皮、水、烧碱

一起常压蒸煮，蒸煮时脱木素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

段：

(1）初始阶段，开始蒸煮升温到100℃的阶段。该阶

段脱木素率达60%左右，此时，碱消耗大，残碱下降快，

木素溶出多。

(2）补充碱后脱木素阶段，即从100℃升温至沸腾。

该阶段脱木素率达30%，这一阶段残碱下降变慢。

(3）残余木素脱除阶段，即保持沸腾的保温期间。

保温时间可继续脱去木素3%左右，这一阶段，残碱下降

主要消耗在碳水化合物降解方面，对檀皮纤维有损伤。

从以上生檀皮蒸煮脱木素的反应历程可以看出，

蒸煮初期，是木素大量脱除阶段，此时碱的消耗量最

大，第一次加的碱量比第二次加的碱量大。生檀皮与水

的质量比为1∶8。刚开始蒸煮时，生檀皮的一半体积暴

露于蒸煮液外，加碱的蒸煮液先和下部的檀皮进行反

应，随着反应进行，皮质软化，上层檀皮进入蒸煮液，

此时补加碱，维持蒸煮液浓度，保证完成对上层檀皮的

脱木素反应。

第一次加碱蒸煮时间约100m i n，整个蒸煮时间约

6h，在第二次加碱之前将蒸煮液中檀皮进行翻整。第

一次加碱蒸煮约100m i n，下层檀皮物料基本脱木素完

全，此时将锅打开，把锅内檀皮翻身，将上层檀皮翻入

下层，下层檀皮翻到上层；第

二次加碱，补充蒸煮液中前

期消耗的碱，保持一定的碱

液浓度，使后来浸入蒸煮液

中的檀皮和皮壳内层的檀皮

能在一定的碱液浓度中充分

地脱除木素。

1.1 实例1

在锅内加质量比为1∶8

的生檀皮与水，第一次加烧

碱量占生檀皮质量的10%，

常压下100℃蒸煮约100m i n

后，下层檀皮物料基本脱

木素完全，此时将锅打开，

把锅内皮翻身，将上层皮翻入下层，下层皮翻到上层；

第二次加碱量占檀皮质量的6%，常压下100℃蒸煮约

260min得处理后的檀皮（样1）。

1.2 实例2

在锅内加质量比为1∶8的生檀皮与水，第一次加烧

碱量占生檀皮质量的12%，常压下100℃蒸煮约100m i n

后，下层檀皮物料基本脱木素完全，此时将锅打开，

把锅内皮翻身，将上层皮翻入下层，下层皮翻到上层；

第二次加碱量占檀皮质量的7%，常压下100℃蒸煮约

100min得处理后的檀皮（样2）。

1.3 实例3

在锅内加质量比为1∶8的生檀皮与水，第一次加

烧碱量占檀皮质量的15%，常压下100℃蒸煮约100m i n

后，下层檀皮物料基本脱木素完全，此时将锅打开，

把锅内皮翻身，将上层皮翻入下层，下层皮翻到上层；

第二次加碱量占檀皮质量的8%，常压下100℃蒸煮约

260min得处理后的檀皮（样3）。

表1是二次加碱技术与一次加碱技术分别得到的

檀皮的硬度比较。

表2是二次加碱技术与一次加碱技术分别得到的

檀皮的生料皮的质量占总檀皮质量百分数的比较。

表3是二次加碱技术与一次加碱技术分别得到的

檀皮的浆白度的比较。

由表1～表3可以看出，二次加碱蒸煮相比一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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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檀皮二段漂白技术

生檀皮经蒸煮后檀皮浆内仍留有残余木素，需要

经过漂白，进一步除去木素。生檀皮蒸煮过后的浆由于

浆料脆、硬度高，浆料难于漂白。为此，对生檀皮浆漂白

要进行研究，选择适合的漂白工艺。传统的檀皮浆漂白

生产工艺是采用单段漂，这种方法对檀皮浆漂白反应

剧烈，漂白后的纤维损伤严重，漂白过程极易产生夹黄、

过漂、漂皮不穿心现象。这种漂白方式显然不利于生檀

皮浆的漂白。为此，需要研发一种能温和有效地对生檀

皮浆进行漂白的方法。

为了实现上述漂白目的，研发二段漂白檀皮浆工

艺，漂白剂分两次加入檀皮浆中。第一次加漂剂，漂剂

的浓度相对于单段漂的漂剂浓度较低，漂白条件相对

温和，减少了对檀皮纤维的损伤。第二次加漂剂，就是

补充前段反应所消耗的漂剂，使漂白剂浓度达到相对

稳定，使打浆过后檀皮浆在漂液中充分地进行漂白。二

段漂白檀皮浆工艺技术就是先通过稳定一段漂的漂率

（10%左右），并通过测试一段漂的浆料硬度，根据浆

料硬度情况，确定二次漂率，在一段漂后，对浆料碎浆，

再进行二次漂白，完成符合要求的漂白过程，确保生檀

皮漂白后的纤维和白度指标符合制作宣纸的要求，从而

生产出符合国标要求的生皮宣纸。

具体操作步骤：将檀皮浆放入池中，漂白剂分两

次加入。漂白剂为次氯酸钙，檀皮浆水分含量为70%

～80%，漂白温度为常温。次氯酸钙分两次加入，第一

次加次氯酸钙漂率为6%～7%，将漂白剂和檀皮浆充

分混合，反应时间为4h，漂后白度要求达到(60±2)%，

残氯含量≤0.04g/l；第二次加次氯酸钙漂率为4%左

右，反应时间为3h，白度要求达到(78±2)%，残氯含量

≤1.00g/l,然后终止漂白。第一次加次氯酸钙量是通

过试验推断来确定的，即根据檀皮浆第一次漂后白度

（60±2）%反推得到第一次加次氯酸钙的量。第一次漂

白结束后测得漂白浆的硬度，根据硬度值来确定第二

次的漂率。

2.1 实例1

取一定量的生檀皮浆，皮浆水分72.0%，第一次漂

率为5%，常温漂白（温度达到20℃以上），漂白时间4h，

碱蒸煮，檀皮的硬度明显降低，说明檀皮可被充分蒸

熟、蒸透、蒸煮皮质均匀、生料皮少，蒸煮过后檀皮的

颜色浅，手感软，木素可更加充分地溶出；檀皮的生料

皮含量明显减少；檀皮蒸煮后的白度明显提高。

综上，二次加碱蒸煮技术由于碱是逐步加入的，

相比一次性加入碱，蒸煮液浓度低，脱木素反应条件温

和，纤维组织得到保护，纤维得到保护直接影响和保证

了生檀皮纤维的强度。二次加碱蒸煮技术蒸煮的生檀

皮均匀，手感柔软，檀皮颜色浅，生料皮少，改善了蒸煮

质量，同时缩短了蒸煮时间，降低了成本。

表1  二次加碱与一次加碱分别得到的檀皮的硬度比较

一次加碱蒸煮

两次加碱蒸煮

方法类型

38.09

24.15

样1

33.14

22.54

样3样2

35.67

23.68

硬度（K值）

表2  二次加碱与一次加碱生料皮对总檀皮质量百分比

一次加碱蒸煮

两次加碱蒸煮

方法类型

7.5

3.4

样1

7.0

3.0

样3样2

7.2

3.1

生料皮/%

表3  二次加碱蒸煮与一次加碱蒸煮檀皮浆白度的比较

一次加碱蒸煮

两次加碱蒸煮

方法类型

40

44

样1

43

48

样3样2

42

46

浆白度/%

表4  一段漂白与二段漂白檀皮浆白度、平均纤维长度以

及漂率的比较

两次漂白

78.9

77.2

74.8

12

11

9

2.25

2.44

2.56

一次漂白

75.2

73.6

70.9

18

15

12

2.11

2.37

2.43

项目

白度/%

漂率/%

平均纤维长度/mm

样1

样2

样3

样1

样2

样3

样1

样2

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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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氯0.021g/l。

一段漂后檀皮浆白度56.5%，皮浆硬度（K值）

4.58。

将生檀皮浆进行打浆处理，第二次漂率为3%，常

温漂白，漂白时间3h，残氯0.52g/l，二段漂后檀皮浆白

度78.5%（样1）。

2.2 实例2

取一定量的生檀皮浆，皮浆水分70.0%，第一次漂

率为6%，常温漂白，漂白时间4h，残氯0.032g/l。

一段漂后檀皮浆白度53.4%，皮浆硬度（K值）

6.88。

将檀皮浆进行打浆处理，第二次漂率为4%，常温

漂白，漂白时间3h，残氯1.00g/l，二段漂后檀皮浆白度

76.2%（样2）。

2.3 实例3

取一定量的生檀皮浆，皮浆水分73.0%，第一次漂

率为8%，常温漂白，漂白时间4h，残氯0.048g/l。

一段漂后檀皮浆白度50.8%，皮浆硬度（K值）7.50。

将檀皮浆进行打浆处理，第二次漂率为5%，常温

漂白，漂白时间3h，残氯1.10g/l，二段漂后檀皮浆白度

75.5%（样3）。

表4是生檀皮浆中一次性加入漂白剂进行漂白与檀

皮浆中分两次加入漂白剂进行漂白后的檀皮浆其白度、

平均纤维长度以及漂率的比较。

由表4可知，在白度达到要求的情况下，用二段漂加

漂技术其漂率更低，一段漂过后将浆料进行打浆处理然

后再进行漂白，这种方法对檀皮浆漂白效果好，不易产

生浆料夹黄、过漂、漂皮不穿心等现象，抄造的纸张产生

的黑点和黄茎少，提高了纸的质量。提

高了漂白得率，降低了漂损。二段漂漂

白剂分两次加入，漂白反应条件缓和，

对檀皮纤维损伤小，因此平均纤维长

度要长，提高了浆料的强度。

3  生皮宣的抄造

生檀皮经过蒸煮和漂白以后，就

制成了檀皮浆料，然后与燎草浆混合，

按一定的比例配成浆料，通过筛选、

净化，按照传统的宣纸抄造方法（捞、

晒、剪）就可以生产生皮宣了。具体的

工艺技术路线见图3。

经测试，生产的生皮宣纸各项物

理指标如表5。

可以看出，检测各项物理指标均

符合宣纸国家标准，有的甚至超过国

家规定的标准。

[收稿日期:2018-07-29]

表5  生皮宣纸各项物理指标

检验项目

感官指标

规格/mm  长度

   宽度

紧度/(g/cm3)

亮度（白度）/%

裂断长纵横平均/km

撕裂指数纵横平均/(mN.m2/g)

湿强度纵横平均/mN

润墨性

耐老化白度下降（绝对值）/%

吸水性/mm   纵横平均

      纵横差

伸缩性/%  受湿后平均伸长

    干燥后平均收缩

尘埃度/(个/m2) 0.5～2.0mm2

 0.3～1.5mm2（黑）

 ﹥1.5mm2（黑）

双浆团/(个/m2)

水分/%

定量/(g/m2)

1380±3

690±3

0.35±0.04

72～75

≥2.50

≥9.2

≥440

符合标准要求

≤3.0

12～20

≤3.0

≤0.75

≤1.00

≤68

≤24

不许有

不许有

≤10

31.0

纸质绵韧，手感润柔，纸面应平整，有隐

约竹帘纹，切边应整齐洁净，纸面不许

有折子、裂口、洞眼、沙粒和附着物等影

响使用的瑕疵。同批产品色调应一致。

技术要求（特皮类）

1380

690

0.36

74.5

2.83

11.0

730

符合

5.5

16

2.6

0.56

0.75

56

16

0

0

6.8

34.7

符合

检验项目

图3  生皮宣加工工艺流程

生产实践pRoDuction

55
Dec ., 2018  Vol.39, No.2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关键技术研发
⊙ 吴安波 (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杭州 311407)

1  项目背景

对于汽车发动机，滤清器起到“肺”的作用，可分

为机油、燃油及空气三种滤清器，即“三滤”。其中，空

气滤清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空气滤清器的核心材

料是空气滤纸，它可以保证进入气缸的空气质量，保护

发动机气缸和活塞环，并防止灰尘进入曲轴箱机油内，

减缓曲轴颈和轴承的磨损，从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已有研究表明：汽车发动机的早期损坏70%与空气滤

纸相关，其质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是国家规定的内燃机质量强制检验项目之一。同时，高

精度过滤材料可滤清空气中的悬浮尘埃、颗粒，使不含

杂质的清洁空气进入发动机气缸内部，从而保证可燃

混合气的充分燃烧，减少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污染

气体的排放。然而，目前国内汽车用空气滤纸市场仍被

国外产品所占有，代表性的企业有美国H&V公司、德国

Ge s s ne r公司、韩国Ah l s t r om和意大利BOSSO公司

等。如意大利BOS SO公司生产的用于桑塔纳汽车的空

气滤纸的定量为120g/m2，其平均孔径为40µm以下，

透气度（ΔP＝200P a）≥100L/m2.s，对0.5µm微粒初

始过滤效率达到70%～80%，耐破度指标≥200k P a，在

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目前，国内产品还没有达到进口高端产品的水平，

至今国产空气过滤纸的市场份额仅为10%左右，且主要

是中低端的。从质量和性能上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国

产过滤纸普遍采用单一纤维，如针叶木浆、阔叶木浆、

丝光化浆等来抄造单层滤纸，孔隙结构单一，使得产品

的透气性和过滤性较差，难以在过滤效率、过滤阻力与

纳污容量间进行平衡，从而会严重影响汽车发动机的正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high-performance auto filter paper
⊙ WU An-bo (Hangzhou Specialty Paper Co., Ltd., Hangzhou 311407, China)

摘 要：以高密度棉浆、优质漂白针叶木浆为主要原料，采用

恒功率打浆技术、纳米纤维浆内添加技术，并通过优化水溶

性树脂等助剂添加工艺，研发了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产品具

有孔径小、透气度好、过滤效率高等特点。

关键词：汽车；高性能；空气滤纸；关键技术

Abstract: With high-density cotton pulp and premium BSK pulp 
as raw materials, we developed a sort of high-performance auto 
filter paper by means of constant power beating technology, nano-
fiber addi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ed techniques for addition 
of water-soluble resin additives. The filter paper is featured by 
small aperture, good air permeability and high filtr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automobile; high performance; auto filter paper; ke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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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品电镜图1

常运转。本公司作为国内单个企业产量前列的汽车空气

滤纸生产厂家之一，一直致力于研发高质量、高性能的

汽车空气滤纸。公司研发团队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复

合纤维的纳米级均一化处理可更易实现孔径的梯度分

布，从而提高了颗粒型污染物的过滤效率。该结果为本

项目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关键技术研发提供了重要思

路和基础。目前，公司研发的汽车空气滤纸的关键性能

已接近进口产品，通过进一步优化，可达到或超过国外

产品，并有望大量替代国外产品。

本研发项目完成后，可开发出一种高性能汽车空气

滤纸，在结构上实现平均孔径≤40µm，在过滤性能上

实现对0.5µm微粒初始过滤效率≥80%，耐破度指标

≥250kPa，主要性能达到或超过进口的同类产品。

2  研发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以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并复配纳米纤维及

助剂开发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

2.1 纤维原料的选用和打浆技术研究

重点采用针叶木浆纤维、阔叶木浆纤维、纳米纤维

等为主要原料，研究各种纤维的特性；研究不同纤维的恒

功率打浆技术，控制合理的打浆度；研究不同纤维配比

在浆内添加条件下对汽车空气滤纸性能的影响；研究多

纤维配比下空气滤纸的抄造条件，以获取高匀度纸页。

2.2 优化纤维层间复合，构建梯度结构

研究纳米纤维在空气滤纸面层添加的工艺；研究

面层添加对空气滤纸性能的影响，比较与浆内添加条件

下的区别；研究空气滤纸孔隙结构控制的主要因素；确

定浸胶过程及固化条件。

2.3 研发高性能汽车空气过滤纸

通过优化植物纤维、纳米纤维的配比，控制各种纤

维浆料合理的打浆工艺、上网成形条件、浸胶及固化的

工艺参数等，开发出孔隙结构合理分布的空气滤纸；开

展高性能汽车空气过滤纸的产业化中试研究，制定产品

质量和技术标准，科学合理地确定其工艺流程及工艺

技术条件，并成功进行产业化生产。

3  技术和产品开发过程

3.1 研发方案制定

2017年9月，公司成立了以吴安波高级工程师为主

的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小组，对项目

的全过程制订了科技攻关计划，确定研发方案，责任到

人，分工协作。

研发小组在经过多次市场调查、资料查询和讨论

的基础上，确定了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研发的技术路

线、产品质量指标。

(1）技术路线（图1）

(2）主要质量指标（表1）

3.2 小试试验结果

(1）采用高密度棉短绒浆或漂白针叶木浆，可制得高

性能汽车空气滤纸；通过浆内添加3%到5%的纳米纤维，

能够显著降低汽车空气滤纸的孔径；添加纳米纤维对透

气度也有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幅度相对较小。

图1  关键技术开发项目技术路线

表1  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技术指标

定量/(g/m2)

透气度（ΔP＝200Pa）/(L/m2.s)

平均孔径/µm

初始过滤效率（0.5µm）/%

耐破度/kPa

指标名称

116±5

≥100

≤40

≥80

≥250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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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降低。

(6）长纤纳米纤维比短纤纳米纤维，能更有效地改

善滤纸的性能。

3.3 中试研究

根据质量要求，将抄制定量确定为116g/m2。从

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公司对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进

行了多次中试试验。这里主要阐述第二次中试情况。

（1）纤维配比：纳米纤维的含量为4%

（2）恒功率打浆：最终打浆度：38°SR

经检测，成纸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表2所示。

第二次中试产品，经客户试用后满足要求，产品过

滤效率曲线如图4。

中试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达到Q/HTZ35-2018《高

性能汽车空气滤纸》企业标准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

们进行了多次反复试验，并经用户试用，完全可以在中

试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化生产。

3.4 产业化生产

经过较完整的工程化调试，开展了高性能汽车空

气滤纸的产业化生产，并逐步形成一定生产规模，获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技术创新点

4 .1 研发了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的配方和生产技术。

空气滤纸用到的纤维主要包括高密度棉短绒浆、漂白针

叶木浆、纳米纤维等。制备过程中添加了助剂。研发了

浆内添加和表面添加纳米纤维生产高性能的纳米空气

滤纸技术。通过在浆中添加3%～5%的纳米纤维，在保

证透气度条件下，显著降低空气滤纸的孔径，从而提高

其过滤效率。

4 . 2 采用恒功率打浆技术，探索打浆设备的实际功率、

设定功率与纤维微表面特性变化之间的关系，开发混合木

浆纤维的恒功率打浆技术，保证木浆纤维的打浆质量。

5  知识产权情况

本项目前后，在相关技术研发和生产工艺、设备等

方面，申请了国家专利7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

用新型专利2项；已申请受理发明专利2项)；已形成自己

的知识产权。

图4  过滤效率曲线

图3  产品电镜图2

表2  第二次中试技术指标

定量/(g/m2)

透气度（ΔP＝200Pa）/(L/m2.s)

平均孔径/µm

初始过滤效率（0.5µm）/%

耐破度/kPa

指标名称

115.1

115.4

23.8

84.3

289.5

实测数据

[收稿日期:2018-10-08]

(2）与浆内添加方式相比，面层添加纳米纤维的方

式能更有效地降低汽车空气滤纸的最大孔径，同时更

有利于保持其透气度。

(3）对于面层添加纳米纤维方式，汽车空气滤纸孔

径和透气度的变化规律存在明显差别，但在相同的纳米

纤维用量下，孔径和透气度都优于浆内添加纳米纤维的

方式。添加纳米纤维后产品电镜照片如图2、图3。

(4）改变汽车空气滤纸原有的浆料纤维配比对孔

径和透气度都有影响，对纳米纤维的作用效果也有一定

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添加少量纳米纤维均可以在对透

气度影响较少的条件下显著降低滤纸的孔径，从而提高

过滤效率。

(5）随着纳米纤维用量的增加，长纤和短纤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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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防伪铝箔衬纸是融丰特纸和云南昆明卷烟厂

共同开发生产的一种卷烟防伪技术，从2004年开始到

现在已经使用十四年了，取得了显著的防伪效果，对云

南卷烟厂“云烟”香烟的品牌起到了保护作用。

通过十几年的生产，我们摸索积累了一套生产水印

防伪铝箔衬纸的工艺和方法。生产工艺在《中华纸业》

2017年16期已经作了阐述，现在把生产过程中必须注意

的事项再作强调，以减少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损失。

1  定量及横幅定量偏差

定量一般是根据客户要求来生产，我们的客户要求是

70g/m2、72g/m2和36g/m2，定量变化小于等于1g/m2，

纵向定量要求稳定，要保证高位箱的来浆浓度一致性，

特别是混合浆浓度一定要稳定，这就要求该岗位员工责

任心要强。横向定量偏差不能超过1g/m2，否则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折子，影响产品质量。这就要求把圆

网纸机的出浆口调整好，控制好横幅定量。

36g/m2和70g/m2水印防伪铝箔衬纸的生产是有区

别的；36g/m2衬纸用一个圆网就可以生产了，70g/m2的

衬纸必须用两个圆网生产。且36g/m2衬纸的针叶木浆用

量不低于70％，打浆度也相对高些。36g/m2和70g/m2水

印防伪铝箔衬纸工艺对比如图1。

2  厚度

一般纸张对厚度要求不大，但对水印铝箔衬纸来

关键词：水印防伪铝箔衬纸；生产；注意事项

Key words: watermark foil medium paper; production; precautions

中图分类号：TS76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8)24-0059-02

水印防伪铝箔衬纸生产注意事项
⊙ 张绍武 (唐山融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河北唐山 063001)

Precau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atermark foil medium paper
⊙ ZHANG Shao-wu (Tangshan Rongfe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Tangshan 063001, Hebei, China)

张绍武先生

高级工程师，总经理；2015年10月被中国防伪行业协会聘为第一

届防伪专家委员会专家。2017年6月，“分层分色水印防伪纸“取

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六个发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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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为此我们在化验室和机台

都配备了千分尺，以便随时检验纸张厚度。特别是横幅

厚度差不能过大，过大会在纸张复合过程中压出折子。

上面提到的定量问题，最终会表现在厚度问题上。

3  水印凹凸感

水印是水印防伪技术的显著防伪手段。现在有学

者已经把印刷白油墨算做水印防伪的一种，但这和纸

张的水印防伪其实是两个概念。透光看都可以看到水

印效果，但是用手摸，抄造出来的水印效果明显有凹凸

感，基于这个原因，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证水印的清晰

度和凹凸感。我们生产水印防伪铝箔衬纸是用圆网纸

机生产，圆网纸机的水印效果及凹凸感明显好于长网纸

机，可更加明显地与油墨印刷水印相区分。

4  白度

要求同一批纸不能出色差，更不能出现荧光物。影

响白度的主要因素是木浆和滑石粉，在生产中保持比例

不变，产品的白度才可能稳定。木浆白度一般85%，滑石

粉白度90%，两个原料的比例一致，白度才可以稳定。

5  重金属含量控制

由于烟草行业按食品标准要求供应，对重金属的

要求也非常严格。由于检测重金属含量过程非常复杂，

[收稿日期:2018-07-02(修改稿)]

 

图1  36g/m2和70g/m2水印防伪铝箔衬纸工艺对比

不能马上出数据。故一般选好木浆、滑石粉后轻易不要

改变。主要是滑石粉的影响比较大。还有就是配比，出

来的产品测试合格后，配比一般不要改变。

6  平滑度及光泽度

平滑度高复合出来的水印防伪铝箔衬纸才会漂亮，

但是光有平滑度的高数据还不行，因为有些情况是：虽

然平滑度数据挺高，但是复合出来效果并不理想，查找

原因后，是光泽度不够。纸张细看有小气斑，甚至是划

痕、折痕都不行，都会影响复合质量。

7  荧光物控制

由于烟草行业按食品标准要求供应商，对荧光反

应的要求非常严格。纸张不但不能在紫外荧光灯下发

亮，甚至要求连荧光点都不能有。对抄造纸张来说难度

可想而知。最后与用户协商，形成了每平方米不能多于

30个荧光点的协议标准。

我们首先从原料入手：木浆不能有（带有）荧光

物，我们用的进口木浆，能够达到要求，但是外包装有

带有合格证之类的东西，如果打进碎浆机，势必会产生

荧光物，所以在投料前，必须将包装物拿掉，避免带荧

光物的合格证之类的白纸混入系统。滑石粉也要进厂检

验，不合格的滑石粉不能进厂；毛布也要选择不含荧光

纤维的毛布，通过检验确定毛布供应商。最早我们用洗

衣粉清洗毛布，发现这个问题后，改用了不含荧光物的

洗涤灵。对正常生产来说，准备紫外线荧光灯随时检验

荧光物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保证疑似含有荧光物的原材

料远离生产线即可。

8  横幅尺寸

最早的尺寸是：930m m，厂家为降低成本一再降

低横幅尺寸，现在改为928mm，另一个规格是904mm。

因纸张本身有一定的收缩性，故生产中掌握宁大勿小的

原则。因横幅尺寸小了造成废品，规定每纸卷检查横幅

宽度。

生产经验告诉我们，严格执行工艺，严格原材料检

验，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就能保证产品质量稳定，保

证用户生产使用时不出现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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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08867137 A

发明人：王平  沈晓阳

申请人：天津科技大学

目前，常用的磨浆机和打浆机按照其转子的形

状可分为圆盘形、圆锥形和圆柱形。圆盘形磨浆机

（简称盘磨机）主要分为单盘、双盘和三盘磨浆机；

圆锥形磨浆机分为单锥、双锥和三锥磨浆机。盘磨

机是从圆盘的中心进料、从圆盘的周边出料；圆锥形

磨浆机是从圆锥小端进料，大端出料。圆盘中心和圆

锥小端速度较低，浆料容易进入磨片之间。此外，盘

磨机、圆锥形磨浆机和圆柱形磨浆机的转子和定子

的磨片间隙均可以调整，但盘磨机和圆锥形磨浆机

磨片间隙调整较为简单，而圆柱形磨浆机进料和出

料的速度相等，磨片间隙调整比较复杂。因此，盘磨

机和圆锥磨浆机使用较为广泛。

通常，不同类型磨浆机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有效

磨浆面积和转速的乘积。根据目前各种磨浆机的设

计转速（750～1500r/min），当有效磨浆面积相等

时，可以得到单盘磨机转子外径最大，三盘磨机、单

锥形磨浆机、双锥形磨浆机、三锥磨浆机转子外径

依次递减，圆柱形磨浆机转子外径最小；磨浆机转

子尺寸减小，可以减小转子的质量和转动惯量，意味

着可以减少磨浆机的空载功耗，达到降低能耗的目

的，这一点已经在生产中得到证实。在保证磨浆质量

和效率的前提下，减少磨浆机的能耗，一直是制浆造

纸企业不懈追求的目标。

此外，高浓磨浆设备双螺杆磨浆机（又称为双螺

1

图3  销钉机筒与螺杆轴向剖视

1—电机  2—弹性联轴器  3—减速器  4—联轴器  5—前轴承
座  6—进料口  7—机筒盖  8—开合机构  9—机筒座  10—机座  
11—出料螺旋输送器  12—后轴承座  13—机筒连接螺栓  14—前
轴承  15—螺杆前挡环  16—第一进料螺旋  17—第二进料螺旋  
18—第三进料螺旋  19—输送螺旋  20—第一叶轮  21—第二叶轮  
22—第三叶轮  23—第四叶轮  24—螺杆芯轴  25—后轴承  26—径
向销钉组  27—销钉  28—螺母  29—进料口上段  30—进料口下
段  31—进料口上衬瓦  32—进料口下衬瓦  33—机筒盖外套  34—
机筒盖衬瓦  35—油缸铰支座  36—机筒盖支座  37—油缸  38—
连杆连接销  39—机筒盖开合销  40—机筒盖连杆  41—机筒座外
套  42—机筒座衬瓦  43—第二挤压区滤网  44—第一挤压区滤网  
45—进料口滤网  jlq—进料区  jjq1—第一挤压剪切区  jjq2—第
二挤压剪切区  jjq3—第三挤压剪切区  jjq4—第四挤压剪切区

图1  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机总体结构

图2  开合机构结构

● 专利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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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辊式磨浆机、双螺旋搓丝机）采用挤压法磨浆，通

过挤压、揉搓将制浆材料磨制成浆料。与相同生产

能力的盘磨机、锥形磨浆机和圆柱形磨浆机相比，

由于其转子转动惯量较小，转速较低（300～400r/

min），空载能耗更低，具有较为明显的节能作用。但

是由于其磨浆原理所限，浆料的帚化作用较差，只能

应用于浆料粗磨，还不能完全取代盘磨机和圆锥形

磨浆机。

但是，双螺杆磨浆机由于结构比较复杂，在制

造大规格设备时存在着一些困难，比如由于两螺杆

中心距较小、扭矩较大，在设计传动箱时齿轮寿命

难以满足高可靠性的要求；此外，由于螺杆长径比较

大，螺杆的扭转变形和使用寿命较短也成为一个制

约因素。

为此，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便于加工

制造、可靠性高的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机，能够进一

步降低空载能耗，降低磨浆生产成本，改善磨浆效

果。

如图1所示，该种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机包括机

座、机筒座、机筒盖、前轴承座、后轴承座、螺杆、联

轴器、减速器、弹性联轴器及电机。在机座上固定安

装机筒座、前轴承座及后轴承座，前轴承座与后轴承

座分别通过前轴承及后轴承安装螺杆，机筒座及机

筒盖通过机筒连接螺栓连接，螺杆的前端通过联轴

器连接至减速器，减速器通过弹性联轴器连接至电

机，在机筒盖上设置有进料口，在机筒座上设置有出

料口，该出料口连接至出料螺旋输送器。

创新之处：机筒盖与机筒座通过开合机构对开

式连接，螺杆从前到后依次设置有螺杆前挡环、第一

进料螺旋、第二进料螺旋、第三进料螺旋及输送螺

旋，在输送螺旋上从前到后依次设置有4个叶轮，在

机筒座及机筒盖上靠近该叶轮位置处均设置有径向

销钉组，销钉组伸入机筒座及机筒盖内，输送螺旋及

若干叶轮分别与径向销钉组形成若干挤压剪切区。

电机提供的动力通过弹性联轴器传入减速器，

通过减速以后，转速达到100～400r/min，经过联轴

器带动磨浆机的螺杆转动。由于是单螺杆传动，减

速器可以采用一个传动比合适的标准二级齿轮或者

蜗杆蜗轮减速器。为了装配和拆卸方便，机筒采用对

开剖分式结构，分为机筒盖和机筒座两部分；为了提

高磨浆机的生产能力，机筒内径D可达500～600mm，

螺杆尺寸大，机筒盖重量很大，采用开合机构开启和

关闭机筒盖，开合机构分为安装在机筒后侧的两个

完全相同的部分。出料螺旋输送器穿过机座将加工

好的浆料输送到指定位置。

如图2所示为开合机构的结构。开合机构包括

油缸铰支座、机筒盖支座、油缸、连杆连接销、机筒

盖开合销及机筒盖连杆。油缸通过销轴与油缸铰支

座铰接，机筒盖通过机筒盖开合销与机筒盖支座铰

接，机筒盖支座与机座固定连接，机筒盖左端固定

连接机筒盖连杆，机筒盖连杆通过连杆连接销与油

缸的伸缩杆铰接。当需要打开机筒时，拆下机筒连接

螺栓，通过两油缸伸缩杆的收缩，将机筒盖逆时针旋

转90°左右，就可以轻松打开机筒。

图3是销钉机筒与螺杆轴向剖视图。机筒主要有

由机筒盖外套、机筒盖衬瓦、机筒座外套、机筒座衬

瓦、第二挤压区滤网、第一挤压区滤网、进料口滤网

和若干径向销钉组组成；螺杆从前到后依次设置有

螺杆前挡环、第一进料螺旋、第二进料螺旋、第三进

料螺旋、输送螺旋及螺杆轴芯，在输送螺旋上从前

到后依次设置第一叶轮、第二叶轮、第三叶轮及第四

叶轮。

第一进料螺旋、第二进料螺旋、第三进料螺旋

构成进料区，在进料区的3个进料螺旋的螺距和槽

深逐步由大变小，以产生2.5～4的压缩比（不同制浆

材料，所需要的压缩比不同），使从进料口进入的纤

维材料被压缩变形后，进入挤压剪切区。

为了使物料逐步剪切细化，输送螺旋分别与第

一叶轮、第二叶轮、第三叶轮及第四叶轮之间形成第

一挤压剪切区、第二挤压剪切区、第三挤压剪切区及

第四挤压剪切区。

径向销钉组包括主剪切销钉组及副剪切销钉

组，主剪切销钉组分别与若干叶轮形成主剪切元件，

第一叶轮、第二叶轮、第三叶轮及第四叶轮与对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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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销钉的轴向距离分别为zj1、zj2、zj3及zj4。

进入第一挤压剪切区的物料首先被销钉组从正

常流动的螺旋槽拨到后一个螺旋槽（第一副剪切元

件），当销钉组通过螺棱时，由于销钉组与螺棱的间

隙很小，物料受到一次挤压剪切；当物料通过第一叶

轮及销钉组（第一主剪切元件）时，受到更为剧烈的

挤压剪切。每个挤压剪切区都有一对主剪切元件和一

对副剪切元件。

通过第一叶轮的物料进入第二挤压剪切区。第

二挤压剪切区的构成与第一挤压剪切区相似，只是

第二叶轮的槽宽yc2小于第一叶轮槽宽yc1，且第二

主剪切元件的轴向距离zj2减小，第二挤压剪切区的

正常螺旋的螺距可以与第一挤压剪切区相等或者略

有减小；物料进入第二挤压剪切区的作用与第一挤

压剪切区相似，只是通过挤压剪切后更加细化。以此

类推，物料通过第三挤压剪切区和第四挤压剪切区

后，被加工成符合要求的浆料，到达出料区后，在重

力作用下，下落进入出料螺旋输送器，被输送到指定

的位置。为了使纤维材料逐步细化，沿物料在机筒内

的流向，从上游到下游，销钉与叶轮的轴向距离zj逐

渐减小，即zj1＞zj2＞zj3＞zj4；销钉与叶轮的轴向

距离的取值范围为zj＝2～20mm。

副剪切销钉组与输送螺旋缺口形成副剪切元

件，输送螺旋对应主剪切销钉组及副剪切销钉组

位置处设置有缺口，以使螺杆旋转时不与销钉发生

干涉。输送螺旋缺口轴向宽度qk取值范围为qk＝

dx+(2～5)mm，dx为销钉的公称直径。

考虑到制浆材料在进入进料口之前，已经被碱

液或其它水溶液浸泡，或者蒸煮湿透，进入进料口

时在进料螺旋推进器和螺杆第一进料螺旋的挤压作

用下，物料中的水分将被挤出，如果物料中的液体不

能顺利排出，将影响挤压剪切的效果，因此在机筒座

进料口下方设有进料口滤网、在第一主剪切元件和第

二主剪切元件下方分别设有第一挤压区滤网和第二

挤压区滤网，物料通过这三个滤网区，可以将水分全

部排出。

图3的A-A剖面图表示第一主剪切元件销钉径向

安装示意图。可以看出，销钉组在机筒径向截面均匀

布置，每个截面的销钉为6～10个；销钉过多，对螺旋

槽中流动的物料形成的阻力增大；销钉过少，与对应

叶轮形成的摩擦力较小，将会影响叶轮的剪切效率。

为了不影响机筒盖的开启，机筒盖和机筒座上布置的

销钉应避开机筒盖和机筒座的连接螺栓。

图3的B-B剖面图表示进料口的径向截面示意

图。进料口分为进料口上段和进料口下段，在该进料

口上段内壁上设置有进料口上衬瓦，在该进料口下端

内壁上设置有进料口下衬瓦，进料口轴线与第一进

料螺旋径向截面中心垂直线之间存在偏心距，在进

料口机筒座内壁偏心侧设置有圆弧槽，圆弧槽的凹

陷深度逐步减小，使机筒内容料空间增大，进入的物

料在机筒内壁压力作用下，容易进入进料螺杆的螺

旋槽内，从而增加物料的喂入量。偏心距e的取值范

围为e＝(0.2～0.5)D（其中，D为机筒内径）。

图3的第一叶轮与第二叶轮结构中，yc1为第一

叶轮槽宽，yc2为第二叶轮槽宽，叶轮槽宽yc3和yc4

将逐步减小。叶轮槽宽减小时叶片数目可以适当增

加。在叶轮径向叶轮开槽方向与径向有一夹角为α

＝20°～30°；在叶轮轴向叶轮开槽方向与轴线有一

夹角β≈45°。叶轮需要采用硬度和强度较高的合

金钢制造，槽的边缘即为剪切刀刃，径向夹角α是为

了增加叶轮槽的长度，以提高剪切效率；径向夹角α

的方向应偏向螺杆转动方向。当螺槽中的物料从上

游向下游流动时，叶轮斜槽的宽度yc逐步减小，即

yc1＞yc2＞yc3＞yc4，叶轮槽宽的取值范围为yc＝

5～20mm，在其上游的销钉的配合作用下，以逐步将

纤维材料剪切细化。

图3的销钉副的装配关系及结构中，销钉副由销

钉和螺母组成。销钉采用高韧性耐磨材料制造，最

下端锥形部分插入到机筒内与流动的物料作用，锥

形部分的大端直径dx为销钉的公称直径，锥形长度

为xc。锥形部分以上直径为dx的圆柱部分穿过机筒

盖衬瓦，上面的螺纹部分与机筒盖外套连接；销钉最

上端的四方部分用来拧动销钉，以调整销钉在机筒

内的悬伸长度。销钉组安装在机筒内时要求其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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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与螺杆螺旋槽底部距离为c（2～5mm为宜），机

筒盖衬瓦上的孔径Dc＝dx+(1～2mm)。销钉应安装在

机筒的径向，在机筒轴向也不得偏斜，否则，会使销

钉锥形部分受力不均匀。

销钉的参数为：dx＝(0.085～0.125)D（D为机筒

内径，dx取值应考虑加工物料性能，销钉材料与销

钉加工和安装质量），插入机筒锥形部分的锥度为

3°～5°，锥形长度为xc＝H-c（H为正常螺旋的螺槽

深度）。

有益效果：

（1）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机的机筒盖与机筒座

通过开合机构对开式连接，螺杆从前到后依次设置

有螺杆前挡环、第一进料螺旋、第二进料螺旋、第三

进料螺旋及输送螺旋，在输送螺旋上从前到后依次

设置有3～5个叶轮，在机筒座及机筒盖上靠近该叶

轮位置处均设置有径向销钉组，径向销钉组伸入机

筒座及机筒盖内，输送螺旋及若干叶轮分别与径向

销钉组形成若干挤压剪切区，结构设计简单，和双

螺杆磨浆机相比，由于只有一个螺杆，机筒的结构大

为简化；双螺杆磨浆机由于需要两个同向旋转、确定

中心距的传动箱，传动箱的结构比较复杂，需要有减

速和分动两组传动件，而单螺杆磨浆机传动箱只需

要减速功能即可，传动箱的设计大为简化，也可以选

择传动比合适的标准减速器。和现有的单螺杆磨浆

机相比，其在机筒内内壁没有肋条、螺旋槽和凸凹阵

列，而是采用光滑的机筒内壁，便于制造加工，且节

约成本，约为双螺杆磨浆机的65％～80％。

（2）径向销钉组包括主剪切销钉组及副剪切销

钉组，主剪切销钉组分别与若干叶轮形成主剪切元

件，副剪切销钉组与输送螺旋的缺口形成副剪切元

件，构成了一对动、静刀具，增大对纤维物料的粉碎

和细化。

（3）主剪切销钉组与对应叶轮的轴向距离从前

到后逐渐减小，不仅使得螺杆的制造成本降低，且

刚性有所提高，增大对纤维材料的挤压剪切操作，实

现纤维材料的逐步细化粉碎，达到磨浆效果。

（4）输送螺旋对应主剪切销钉组及副剪切销钉

组位置处设置有缺口，以使螺杆旋转时不与销钉发

生干涉，保证挤压剪切效果。

（5）主剪切销钉组包括若干主剪切销钉，副剪

切销钉组包括若干副剪切销钉，若干主剪切销钉及

副剪切销钉均均匀分布在机筒盖及机筒座径向方

向，保证纤维材料在剪切挤压区内的充分细化。

（6）输送螺旋上的每个叶轮沿径向方向均匀设

置有若干斜槽，斜槽宽度从前到后逐步减小，叶轮

径向斜槽与径向的夹角约为20～30°，叶轮轴向斜槽

与轴线夹角约为45°，实现逐步对纤维材料的剪切细

化。

（7）进料口分为进料口上段和进料口下段，进

料口轴线与第一进料螺旋径向截面中心垂直线之间

存在偏心距，在进料口机筒座内壁偏心侧设置有圆

弧槽，圆弧槽的凹陷深度逐步减小，使机筒内容料空

间增大，进入的物料在机筒内壁压力作用下，容易进

入进料螺杆的螺旋槽内，从而增加物料的喂入量。

（8）空载功耗降低：由于销钉机筒单螺杆磨浆

机只有一个螺杆，传动箱结构简单，传动件数目明显

减少，所以空载功耗降低。初步估计，与双螺杆磨浆

机相比，空载功耗可降低1/3左右。设备成本和空载

功耗降低，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9）结构简单，设备体积和尺寸减小；使用机筒

盖液压油缸开合机构，加上螺杆采用组装式结构，

设备的使用维护较为方便。易损件主要是销钉、螺杆

元件、机筒盖和机筒座的内衬瓦，易损件的更换较为

方便。

自动引纸器

申请公布号：CN 108867144 A

发明人：占正奉  陈学萍  张先荣  吴小平  

郝明锦  季卫国

申请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提供一种造纸机自动引纸器，其目的在于解决

现有纸机引纸操作困难、可靠性相对较差的问题。

该造纸机自动引纸器在采用气吹引纸方式的前提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64
第39卷第24期 2018年12月



下，对吹气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提高引纸的导向性，

可稳定可靠地进行引纸，并具有较好的导向性，缩

短引纸时间，且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机自动引纸器主要包括

安装座、引纸部件和驱动机构。其中，安装座是整

个引纸器的基础件，安装支撑其它部分；引纸部件

是工作部件，实现引纸动作；驱动机构安装在安装

座上，且其驱动引纸部件做伸缩运动，在需要引纸

时将引纸部件推送到工作部分完成引纸动作。

引纸部件主要由两个可通气并可形成气流的气

管组成，两个气管分别为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它们

并排设置。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可以是圆管、方管

或其它形状管件，只需其内部具有通气的空间。在本

文中，导纸气管是一个矩形管，由板件焊接而成；托

纸气管采用圆管，且其一端为进气端，可外接其它气

体管路，另一端封闭。在导纸气管沿长度方向上设

置有一排导引气孔，同时，托纸气管上沿长度方向设

置有与导引气孔布置方向一致的一排托纸气孔，且

导引气孔和托纸气孔的数量和位置相对应。

需要注意的是，导引气孔的轴线和托纸气孔的

轴线之间成一夹角。在引纸过

程中，托纸气管中通气通过托

纸气孔吹出气流，将纸托起，

而导纸气管中通气通过导引气

孔将托起的纸导向，准确完成

引纸。作为优选，托纸气孔的

轴线经过托纸气管的轴线，而

导纸气管上的导引气孔则为倾

斜孔，导引气孔的轴线与托纸

气管的轴线相交，且导引气孔

的轴线和托纸气孔的轴线之

间的夹角可以通过控制托纸

气管的转动实现调节；同时，

为配合气孔位置和角度设置

关系，导引气孔的直径控制在

1.5m m左右，托纸气孔的孔径

在3.5m m左右时更好，引纸过

程保证产生均匀的气流，引纸导向性更好。

导纸气管设有导引板，导引气孔开设在导引板

上，且导引气孔轴线并非垂直导引板表面，具有倾

斜角。导引板的前端向外延伸一段，形成较大的支

撑面，其后端伸至靠近托纸气管的导引气孔处，将

导引气孔和托纸气孔较为紧密地联系。导引板的设

计：引纸时，导纸气管的导引气孔和托纸气管的托

纸气孔均在导引板和纸之间，从而在导引板和纸之

间形成一个气流空间，对纸面较大面积进行较为均

匀承托和更好的导向引纸，达到更加优越的引纸稳

定性、准确性，以及对纸面更好的保护，避免损伤。

同时，导纸气管具有导引进气接头，可通过其他管

路接气源，并且导引进气接头位于设置在导纸气管

上一排导引气孔的中间位置，这样向导纸气管中通

气时各导引气孔的气流大小相对均匀。

对于既能控制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还能保证导引气孔和托纸气孔的夹角满

足引纸要求，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导纸气管的一端

通过焊接固连支撑板，支撑板上设有安装孔，托纸

气管的进气端穿过安装孔后通过螺钉锁紧，可方便

图1  造纸机自动引纸器的结构

1—引纸部件  2—导纸气管  3—导引板  4—导引气孔  5—导引进气接头  6—托纸气管  7—托
纸气孔  8—连接板  9—支撑板  10—连接件  11—连接套  12—调节板  14—导杆  15—导向
块  16—导向滑座  17—安装座  18—油缸  22—硬管  23—管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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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角度，又可固定限制工作中转动；导纸气管的

另一端和托纸气管的尾端通过螺钉可拆卸安装到

连接板上，从而使得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有机地结

合成一个整体，并方便引纸角度调节。

由图1可知，驱动机构主要包括连接件、导杆、导

向滑座和驱动缸。其中，导杆通过导向滑座支撑设置

在安装座上，也就是导向滑座通过螺栓固定到安装

座上，导杆滑动设置在导向滑座中，从而导杆可在导

向滑座中做伸缩运动；导杆的一端通过连接件连接

引纸部件，而其另一端连接驱动缸，通过驱动缸驱动

导杆伸缩，实现引纸部件的推送或退回动作。

连接件的两端分别具有连接套和调节板。其

中，托纸气管的进气端穿过连接套，并通过螺母与

托纸气管进气端上螺纹配合锁紧，并通过紧定螺钉

将螺母顶紧，防止松动而造成的引纸部件转动。如

图2所示，调节板上开设圆周分布的多个调节孔，连

接件通过螺栓穿过调节板上的调节孔后连接导杆

的端部。从而连接件的连接套与托纸气管配合结

构，可较大幅度调整整个引纸部件的角度；调节板

连接导杆的结构，可小幅调整引纸部件的角度，从

而可精确完成引纸部件安装时的引纸方向控制。

驱动缸作为引纸器的动力元件，限于引纸器工

作环境的性质，驱动缸优选采用油缸，驱动力大。

油缸的动作通过液压油路控制，具体如图3所示，

油缸的有杆腔通过换向阀接油箱，油缸的无杆腔通

过换向阀接油泵，油缸的无杆腔与换向阀之间的管

路上安装单向减压阀和单向节流阀，从而通过换向

阀进行换向操作，通过单向减压阀控制油缸压力稳

定，单向节流阀控制油缸速度稳定，使油缸能够稳

定工作。这里，换向阀选择采用二位四通电磁换向

阀，可通过控制电路控制器换向动作。

另外，因为引纸部件在使用中需要来回运动，

而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都需要通过管路接气源，

这将拖动连接管路来回磨蹭，不利于连接管路的

保护，可能会发生泄气问题。因此，导杆上设有导

向块，对应导向滑座上设有与导向块相配合的导向

槽，导向块上通过管夹安装有两根硬管，两根硬管

分别通过软管接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这样硬管相

对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之间相对静止，连接的软管

不会受到拉扯，从而避免上述问题发生。

使用中，当需要引纸时，换向阀得电，驱动缸将

引纸部件推送到工作位置，气源对导纸气管和托纸

气管通气进行引纸操作；完成引纸工作后，停止供

气，换向阀换向，驱动缸带动引纸部件返回初始位

置，等待下一次引纸操作。

有益效果：

（1）通过引纸部件中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的

配合完成引纸操作，其中，托纸气管中通气通过托

纸气孔吹出气流，将纸托起，而导纸气管中通气通

过导引气孔将托起的纸引导向，准确完成引纸。相

比现有套滚筒及皮带引纸结构，大大降低了个人维

护检查的工作，节约了备品的更换成本，提高引纸的

导向性，可稳定可靠地进行引纸，并具有较好的导

向性，缩短引纸时间，且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2）引纸时，导纸气管的导引气孔和托纸气管

的托纸气孔均在导引板和纸之间，从而在导引板和

纸之间形成一个气流空间，对纸面较大面积进行较

为均匀承托和更好地导向引纸，达到更加优越的引

图2  造纸机中连接件与导杆的连接结构

图3  造纸机中油缸的液压系统

12—调节板  13—调节孔  14—导杆  18—油缸  19—换向阀  20—
单向减压阀  21—单向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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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稳定性、准确性，以及对纸面更好地保护，避免

损伤。

（3）托纸气管的进气端穿过支撑板的安装孔

进行安装，可圆周转动，从而调整托纸气管的托纸

气孔轴线与导纸气管导引气孔轴线之间夹角，灵活

调整托纸和引纸的方向，满足造纸工艺不同引纸场

合需求，且调整到位后可通过螺钉锁紧托纸气管。

（4）引纸部件通过连接件连接导杆，而连接件

的连接套与托纸气管配合，并通过螺母锁紧，可较

大幅度调整整个引纸部件的角度；连接件的调节板

连接导杆，可小幅调整引纸部件的角度，从而可精

确完成引纸部件安装时的引纸方向控制。

（5）导杆在驱动缸作用下可沿导向滑座做往

复伸缩运动，也就是在需要引纸时，将引纸部件推

送至工作位，在引纸成功后，则将引纸部件退回初

始位置，不影响纸机正常工作。导杆上的导向块与

导向滑座上导向槽配合，对导杆运动进行导向，保

证引纸部件引纸方向的准确性，且导向块上安装硬

管，并与通过软管接导纸气管和托纸气管连接，它

们之间相对位置关系不变，对管路具有保护作用，

避免各接头处长时间使用后发现漏气，提高工作稳

定性。

（6）驱动缸采用油缸，驱动力大，并通过换向

阀进行换向操作；同时，通过单向减压阀控制油缸

压力稳定，单向节流阀控制油缸速度稳定。

防水耐高温离型纸

申请公布号：CN 108867182 A

发明人：黄梅

申请人：台博胶粘材料（东台）有限公司

离型纸，又称硅油纸、防黏纸，按照原材料来分

有格拉辛离型纸、聚乙烯淋膜离型纸（PEK）和高岭

土涂布离型纸三大类。其中聚乙烯淋膜离型纸因其

尺寸稳定性较高等优点，在中国大量生产，并在胶

带、广告等行业广泛使用。三种离型纸各有优缺点，

从而应用于不同但狭窄的领域，而不能互相替代。但

他们的共有缺点是耐高温较差，在高温下，纸张都会

发生变形等。由于国内耐高温离型纸的生产技术不

成熟，目前大多数耐高温离型纸均依赖于进口。

提供一种防水耐高温离型纸。

如图1所示，该种防水耐高温离型纸上下两端分

别通过增强胶黏剂层黏接红色阻燃剂层和云母带

的内侧面，云母带远离离型纸一侧依次设置有环保

聚酯薄膜和高吸水性树脂层；红色阻燃剂层远离离

型纸一侧依次黏接有环保聚酯薄膜、高吸水性树脂

层和聚酯海绵，红色阻燃剂层、云母带、环保聚酯薄

膜、高吸水性树脂层和聚酯海绵之间均通过增强胶

黏剂层黏接在一起。

增强胶黏剂层是由环氧树脂黏结剂制成的，聚

酯海绵是一种耐高温材料制成的，离型纸内侧与仪

器相连，靠近离型纸内侧的云母带是由一种耐高温

绝缘材料制成的。

该种离型纸适用于电子、汽车泡棉或是印刷等

领域，因此在离型纸与仪器连接的一侧设置有一种

由耐高温绝缘材料制成的云母带，云母带不仅在仪

器表面温度过高时，保护离型纸不变形，并且还起到

绝缘的作用，同时在云母带内侧的高吸水树脂层吸

水后即可产生数倍于原体积的膨胀，致使封堵其中

间隙以防止水的深入，并在云母带高吸水树脂层之

间设置环保聚酯薄膜，环保聚酯薄膜可以将高吸水

树脂层中渗透的水阻隔在云母带的外侧，保证云母

带的性质不受影响。同样红色阻燃剂层在环保聚酯

薄膜和高吸水树脂层的作用下，起到更好的阻燃作

用，同时高吸水树脂层在离型纸受到高温侵袭时，首

3

图1  防水耐高温离型纸的整体结构

1—离型纸  2—增强胶黏剂层  3—云母带  4—红色阻燃剂层  5—
环保聚酯薄膜  6—高吸水性树脂层  7—聚酯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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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利用其内部的水迅速降温，起到缓冲的作用。

在离型纸中的高吸水树脂层在平时可以吸收

水，一旦遇到高温环境，高吸水树脂层内部的水立即

升华，起到降温的作用，同时最外层的聚酯海绵是一

种耐高温材料，首先阻隔高温的侵袭。当聚酯海绵无

法阻隔高温时，最接近离型纸的红色阻燃剂层可避

免离型纸燃烧，保持离型纸的形状。

有益效果：该产品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通过耐

高温材料和耐高温增强剂使得离型纸具备了很强的

耐高温能力；同时设置的高吸水树脂层吸水后即可

产生数倍于原体积的膨胀，致使封堵其中间隙以防

止水的深入，因此水汽透过率减少，提高了离型纸的

亮度、挺度以及抗张强度，稳定性好。满足了市场对

离型纸的环保、安全及机械强度高的多功能需求，离

型纸的生产企业易推广应用。

蒸煮液回收利用的碎竹蒸煮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08867133 A

发明人：谢章春  谢兰英

申请人：谢章春

提供一种蒸煮液回收利用的碎竹蒸煮设备，能

对将碎竹进行批量蒸煮，且能将蒸煮液进行回收操

作，降低环境的污染。

如图1、图2所示，该种蒸煮液回收利用的碎竹蒸

煮设备包括供铲车进行进料和出料的路面、架设在

路面上的输送机以及设置在路面前端的深坑，路面

与深坑之间通过一弧形斜坡相衔接；深坑内设置有

一蒸煮池，蒸煮池紧贴于弧形斜坡底面，蒸煮池内

设置有加热管，路面上设置有两个基座，基座上设置

有卷绕电机，基座前方设置有限位导轨，限位导轨的

截面为“U”形，限位导轨从路面一直延伸到蒸煮池

内，且限位导轨架设在路面和弧形斜坡上；路面和弧

形斜坡上开设有两个槽体，槽体中部设置有一导轨，

两个导轨上设置有一蒸煮框，蒸煮框底部设置有两

个滑轮，滑轮卡在导轨上，蒸煮框的左右两侧壁上

横向设置有一限位杆，限位杆卡在截面为“U”形的

限位导轨内；这样蒸煮框的滑轮能在导轨上滑动，且

滑轮也恰好能卡在槽体内，截面为“U”形的限位导

4

图2  蒸煮框位于导轨上的结构

1—路面  2—深坑  3—弧形斜坡  4—蒸煮池  5—加热管  6—盖
体  7—开口  8—伸缩气缸  9—出水管  10—第一抽水泵  11—
三通阀  12—排水管  13—黑液暂存池  14—排液口  15—溢液口  
16—输送机  17—碱液调配池  18—内壁  19—外壁  20—中空腔
体  21—进气管  22—出气管  23—出料板  24—第二抽水泵  25—
进液主管  26—搅拌电机  27—限位导轨  28—第一固定杆  29—
第二固定杆  30—蒸煮框  31—滑轮  32—限位杆  33—过滤孔  
34—出料口  35—进料口  36—第一可开合盖板  37—第二可开合盖
板  38—基座  39—卷绕电机  40—绳索

图1  碎竹蒸煮设备使用状态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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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能对蒸煮框的限位杆起到导向的作用。这样蒸煮

框能在路面和弧形斜坡上通过卷绕电机进行上下牵

引。

卷绕电机上的绳索与蒸煮框的限位杆相连接；

蒸煮框上设置有多个过滤孔，蒸煮框的前方开设有

一出料口，蒸煮框的上方开设有一进料口，蒸煮框底

部的出料口处铰接设置有一带有孔洞的第一可开合

盖板，蒸煮框侧壁的进料口处铰接设置有一带有孔

洞的第二可开合盖板；第一可开合盖板和第二可开

合盖板通过机械锁锁合在蒸煮框上；在实际应用中

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进行锁合。

输送机架设在基座上方，输送机的尾部向下倾

斜有一出料板，且出料板恰能位于蒸煮框进料口的

上方；碎竹要进行蒸煮的时候，将进料口上的第二

可开合盖板打开，然后输送机将碎竹送入到蒸煮框

内，蒸煮框装满竹子后，蒸煮框通过卷绕电机从路

面送入到蒸煮池内进行蒸煮，蒸煮好后，卷绕电机

将竹子拉起，再打开出料口上的第一可开合盖板，通

过铲车将蒸煮好的竹子取出。

蒸煮池上设置有一盖体，盖体上设置有一伸缩

气缸，伸缩气缸能带动盖体进行上下移动，盖体前端

开设有两个开口，盖体盖在蒸煮池上后限位导轨恰

能置于开口上；限位导轨与开口之间会留有空隙，该

空隙用于蒸煮池蒸煮的时候气流的流通。蒸煮池上

设置有一出水管；出水管经第一抽水泵与三通阀连

接；三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至排水管；三通阀的第

二出口连接至黑液暂存池；黑液暂存池的排液口与

一黑液存储池（图中未示意）连接；该排液口可以设

置在距离黑液暂存池底部三分之二的距离；黑液暂

存池的溢液口连接到碱液调配池；碱液调配池设置

有第二抽水泵，第二抽水泵的出水端与经过一进液

主管与蒸煮池连接。碱液调配池内还可以设置搅拌

电机，以利于调配时搅拌。蒸煮框与蒸煮池均为梯

形。

当装有碎竹的蒸煮框位于蒸煮池内后，通过进

液主管将蒸煮液（蒸煮液包括碱液或者黑液，黑液

中的碱性度高、杂质少则可以再利用，黑液中碱性

度低、杂质高则不能再使用）灌入蒸煮池内，蒸煮池

对蒸煮框内的竹子进行蒸煮。这样蒸煮液完全将竹

子进行浸泡蒸煮，不会出现蒸煮液喷洒不均匀的情

况，这样蒸煮出来的碎竹片整体成色好，即都为白

色，不会出现黑色，提高碎竹制作纸浆的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该设置有黑液暂存池和碱液调

配池；通过开启第一抽水泵，同时开启三通阀，将黑

液由第一抽水泵抽入到黑液暂存池，然后通过卷绕

电机将蒸煮框提升起来，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黑液的

浓度以及碱性度，来判断是否将排放出的黑液进行

重新利用。不可利用，则通过排液口将黑液进行排

放；可利用，则将黑液经过黑液暂存池流入到碱液

调配池。调配后再利用，大大减少了黑液的产生。

碱液调配池包括有内壁和外壁，内壁和外壁之

间形成一中空腔体，碱液调配池的外壁上侧设置有

一进气管，碱液调配池的外壁下侧设置有一出气管，

进气管能进入热气到中空腔体内，使得热气对碱液

调配池内的黑液进行预加热。这样可再次利用的黑

液直接预热后进入到蒸煮池，能提高蒸煮效率。

限位杆为“T”字形限位杆。这样蒸煮框在滑入

到蒸煮池后，限位杆能卡在“U”形的限位导轨内起

到限位卡住作用。

蒸煮框与蒸煮池均为梯形。这样蒸煮框能更好

地装载碎竹，且也能更好地在路面和弧形斜坡上进

行滑动。

限位导轨的前端向下设置有两个第一固定杆，

限位导轨的后端向下设置有两个第二固定杆，第一固

定杆固定于路面上，第二固定杆固定于弧形斜坡的

尾部，限位导轨通过两个第一固定杆和两个第二固

定杆架设在路面和弧形斜坡上。这样限位导轨能更

好对蒸煮框进行导向作用。

螺杆驱动式碎竹蒸煮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8842494 A

发明人：陈华

申请人：陈华

提供一种螺杆驱动式的碎竹蒸煮装置，通过螺

杆进行驱动升降，能对碎竹进行批量蒸煮，且能将

蒸煮液进行回收操作，降低环境的污染。

如图1至图5所示，该种螺杆驱动式的碎竹蒸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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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包括一路面和一蒸煮框，蒸煮框的底面为倾斜

面，路面中部开设有一深坑，深坑内设置有一蒸煮

池，蒸煮池底部设置有加热管，通过加热管给蒸煮

池内的蒸煮液进行加热；路面设置第一输送机和

第二输送机，且第一输送机位于深坑进口的前方，

第二输送机位于深坑进口的后方，第一输送机用于

输送碎竹的进料，第二输送机用于输送蒸煮好的

竹子；深坑的上方设置有一支撑架，支撑架固定于

墙体上，支撑架上并排设置有两个第一卷绕电机，

第一卷绕电机上卷绕有两个绳索，两个第一卷绕电

机的四个绳索上设置有一蒸煮盖板，支撑架下方设

置有四个电机，电机的转动轴下固定有螺杆，且螺

杆的尾部延伸到蒸煮池内，电机能驱动螺杆进行转

动，蒸煮盖板的左右两侧均开设有两个开口，蒸煮

盖板盖在蒸煮池后螺杆恰能穿过开口；蒸煮框顶部

铰接设置有一可开合的进料盖板，蒸煮框前侧面铰

接设置有一可开合的出料盖板，蒸煮框的左右两侧

板上均固定设置有四个螺母，且其中两个螺母位于

蒸煮框上部，另外两个螺母位于蒸煮框下部，每个

螺杆均螺旋穿过两个螺母将蒸煮框设置于四个螺杆

上；四个电机正转通过螺杆带动蒸煮框向上提升，

四个电机反转通过螺杆带动蒸煮框向下降，蒸煮框

上开设有多个进水孔；这样通过螺杆驱动蒸煮框进

行进料、蒸煮以及卸料操作。

第一输送机尾部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第二卷绕

电机，第一输送机的尾部下方铰接设置有导向板，

两个第二卷绕电机通过牵引绳与导向板两侧连接，

第二卷绕电机能驱动导向板进行上下抬起操作。蒸

煮框进料时，将蒸煮框可开合的进料盖板进行打开

折叠后，再通过螺杆带动蒸煮框进行下降到深坑的

入口处，将第一输送机的导向板降下，则导向板伸

到蒸煮框的进料口，往蒸煮框内输送碎竹；蒸煮框

装满竹子后，将导向板进行抬起，然后通过螺杆带

动蒸煮框向上提升。提升到一定高度后，将进料盖

板盖起来，再通过螺杆带动蒸煮框向下降，将蒸煮

图3  碎竹蒸煮装置进行卸料的状态

1—路面  2—深坑  3—蒸煮框  4—倾斜面  6—出料盖板  7—螺
母  8—进水孔  10—蒸煮池  11—加热管  12—出水管  13—第
一抽水泵  14—三通阀  15—排水管  16—黑液暂存池  17—排液
口  18—溢液口  19—碱液调配池  20—内壁  21—外壁  22—中空
腔体  23—进气管  24—出气管  25—第二抽水泵  26—第一输送
机  27—进液主管  28—搅拌电机  29—第二卷绕电机  30—导向
板  31—牵引绳  32—第二输送机  33—支撑架  34—第一卷绕电机  
35—绳索  36—电机  37—螺杆  38—蒸煮盖板图2  碎竹蒸煮装置进行蒸煮的状态

图1  碎竹蒸煮装置的进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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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置于蒸煮池内进行蒸煮。蒸煮完毕后，将蒸煮框

通过螺杆进行升起操作。在蒸煮框升到一定高度

后，将蒸煮框的出料盖板打开，将蒸煮好的竹子卸

料到第二输送机上实现卸料操作。

蒸煮池上设置有一出水管；出水管经第一抽水

泵与三通阀连接；三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至排水

管；三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至黑液暂存池；黑液暂

存池的排液口与一黑液存储池连接；黑液暂存池的

溢液口连接到碱液调配池；碱液调配池设置有第

二抽水泵，第二抽水泵的出水端与经过一进液主管

与蒸煮池连接；该碱液调配池内还可以设置搅拌电

机，以利于调配时搅拌。第一抽水泵、三通阀、黑液

暂存池、黑液存储池、碱液调配池、第二抽水泵均

设置于路面下方。

当装有碎竹的蒸煮框位于蒸煮池内后，通过进

液主管将蒸煮液（蒸煮液包括碱液或者黑液，黑液

中的碱性度高、杂质少则可以再利用，黑液中碱性

度低、杂质高则不能再使用）灌入蒸煮池内，蒸煮

池对蒸煮框内的竹子进行蒸煮。这样蒸煮液完全将

竹子进行浸泡蒸煮，不会出现蒸煮液喷洒不均匀的

情况，这样蒸煮出来的碎竹片整体成色好，即都为

白色，不会出现黑色，提高碎竹制作纸浆的质量。

通过开启第一抽水泵，同时开启三通阀，将黑

液由第一抽水泵抽入到黑液暂存池，然后通过螺杆

驱动将蒸煮框提升起来，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黑液的

浓度以及碱性度，来判断是否将排放出的黑液进行

重新利用。不可利用，则通过排液口将黑液进行排

放；可利用，则将黑液经过黑液暂存池流入到碱液

调配池，调配后再利用，大大减少了黑液的产生。

电机固定于墙体上，或者固定于支撑架下方。

这样电机能更好地带动螺杆进行旋转；蒸煮池为方

形。

另外，蒸煮框顶部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一手动

绞盘，手动绞盘通过牵引绳与可开合的出料盖板

连接，该手动绞盘能驱动出料盖板进行上下抬起操

作，可开合的出料盖板通过机械锁锁合在蒸煮框

上，机械锁包括多组的限位组件，限位组件包括限

位扣和限位柱；限位扣固定于蒸煮框的侧壁上，限

位柱的一端铰接设置于可开合的出料盖板的侧壁，

限位扣的位置与限位柱相对应；限位柱的另一端横

向垂直设置有一横杆，限位柱扣在限位扣上后，通

过横杆进行锁合固定。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采用其

他方式进行锁合。

碱液调配池包括有内壁和外壁，内壁和外壁之

间形成一中空腔体，碱液调配池的外壁上侧设置

有一进气管，碱液调配池的外壁下侧设置有一出气

管，进气管能进入热气到中空腔体内，使得热气对

碱液调配池内的黑液进行预加热。这样可再次利用

黑液直接预热后进入到蒸煮池，能提高蒸煮效率。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5  蒸煮框的结构

3—蒸煮框  4—倾斜面  5—进料盖板  6—出料盖板  7—螺母  
8—进水孔  9—手动绞盘  31—牵引绳  35—绳索  38—蒸煮盖板  
39—开口  40—机械锁  41—限位组件  42—限位扣  43—限位柱  
44—横杆

图4  蒸煮盖板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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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制浆造
纸行业的应用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

快，企业经常面临着新产品快速开发管理和消费者

行为不断变化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创新不仅仅

是一个流行词，而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被誉为继GPS技术以来

测绘领域的又一次技术革命，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点

测量方法，具有高效率、高精度的独特优势。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能够提供扫描物体表面的三维点云

数据，因此可以用于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数字

设备模型。

该技术十分适合各种建筑、建筑工地、道路与

地貌特征的建档。即使在耀眼的日光下也能轻松

记录距离在130m以内的物体。

维美德已将这项技术熟练应用于制浆造纸行

业。纸厂、浆厂有着复杂的结构、设备或者工厂的

改造，修复或扩建，往往需要精确的三维CAD数

据。在设备或厂区没有原始图纸或者后期改动过多

而没有数据记录的情况下，三维扫描技术可以轻

松、精确、完整地捕捉三维数据，进一步处理后可

以得到CAD数据来用于后期的改造、修复或扩建，

如图1。该项技术省时省力，可以高精度地建立复

杂工厂和工厂设施的三维数据文档。

可以运用软件Recap或Navisworks轻松地测

量三维激光扫描形成的模型，一些过高或者不易

手动测量的数据可以轻松地在模型中直接测量出

来。

借用此技术，可以在现场改造项目中对现有厂

区设备结构进行精确记录，然后生成点云模型。目

前常用的三维设计软件为CATIAV5，CATIA生成

的三维模型可以与点云模型进行结合，以确保在

设计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现场空间，减小

设计模型与现场设备的干涉，降低模型出错概率，

可以更直观地在设计阶段展示设计模型的现场布

置。

比起传统的测量仪器，三维扫描仪十分轻便，

便于携带，只需一人就可以操作。现场工作时，我

们只需要一人操作仪器，然后另外1～2人去定扫描

点和贴标靶纸就可以。

在未来，随着研究开发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新

的技术将不断出现，并被应用到商用系统中，现有

的三维扫描技术将不断被完善，以满足各个制造

行业的需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维扫描技术会

更加成熟地运用到造纸行业中。

福伊特发布两种新型耐中高温干网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近日，福伊特发布了两

种新型耐中高温干网：Topaz和TopazHigh干网

（图1），属于福伊特CleanWeave系列。相比同系

列产品，使用周期更长，特别适用于高温的纸机干

燥部。

两种干网也有各自独特的属性，其中Topaz干

网编织结构更紧密，透气性较低；TopazHigh干

网结构更开放，透气性较好。除了干燥性能良好之

外，两种干网还具有优越的抗水解和耐磨特性。

以上特点使这两种干网适用于干燥部各种严酷的

6

图1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造纸行业应用示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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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尤其适合纸板机等高热、高湿的工作环境。

两种干网都沿用了CleanWeave干网系列成熟

的编织结构，实现了内部容污空间和交叉结点最

小化，有效抑制了织物内部的脏污，使织物表面易

于清洁，延长网部使用寿命。福伊特CleanWeave

系列所有的产品都拥有稳定的、易清洁的编织结

构，最大限度实现纸张干燥。

斯道拉恩索推出ECO可持续RFID标签
技术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斯道拉恩索于近日

推出了新款可持续的RFID（无线射频识别）标签

技术——ECOTM，旨在提升供应链、零售和电子商

务应用中智能包装的功能性。该技术使基于纸张

的RFID标签成为可能，为智能包装提供无塑料、

可回收的解决方案。

由斯道拉恩索开发并推出的RFID技术实现了

在整个供应链中对包装产品的自动跟踪、追溯和

防篡改。

斯道拉恩索的ECO技术使RFID标签可以采

用基于100%木纤维的纸来生产，与传统塑料标签

相比，前者能够为注重可持续发展的B2B公司带来

更低的碳足迹。

ECOTM的推出为客户和消费者开辟了一条真

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加速了斯道拉恩索在可再

生解决方案中对智能科技的应用，为RFID终端用

户提供了可回收和无塑料层的选择，从而实现数

字化、可持续的包装基础建设。

通过将RFID与纸质标签相结合，制造流程变

得更加灵活，从而提升成本效益，性能和可靠性却

丝毫不打折扣。ECO标签可以与纸张和纸板材料

一起被回收利用，十分环保。而且与石墨烯或银质

印刷天线相比，ECO标签更具低成本、高导电性。

目前，该技术已被用于多个进行中的跨领域合作项

目。

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用来传输附着在

包装上的标签所保存的电子数据。该技术可以在

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识别数百件物品，并且无需直接

对准识别器。

此外，它还允许通过利用支持NFC（近场通信

技术）的智能手机实现品牌商和终端用户之间的

沟通。该解决方案提供全套读取系统，并结合微软

Azure云平台实现追踪。

纸巾回收技术助力Essity收获2018欧
洲清洁卫生奖

本刊讯（Essity 消息）2018年11月，瑞典Essity

近日获得了2018欧洲清洁卫生奖“年度技术创新

奖”和“可持续发展最佳表现奖”。

Tork PaperCircleTM是全球第一个纸手帕回

收系统，通过纸巾回收技术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使碳足迹减少了40%，目前主要应用于欧洲市场；

Tork EasyCube ®是全球领先的工厂管理软件，采

用数据驱动清洁技术，通过安装各类传感器监测

工厂情况，可节省20%左右的人力时间。

E s s i t y是瑞典著名个人护理公司，主要生

产个人护理用品、生活用纸等，旗下拥有TENA

和Tork等国际品牌，以及维达、得宝、Job s t、

L e u kop l a s t、L ib e r o、L ib r e s s e、Lo t u s、

Nosotras、Saba等知名品牌，2017年净销售额为

113亿欧元。

欧洲清洁卫生奖是由《欧洲清洁杂志》颁发

图1  福伊特Topaz系列干网材料示意

8
9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73
Dec ., 2018  Vol.39, No.2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0

的奖项，该杂志是唯一一个覆盖整个欧洲的清洁

行业刊物，致力于通过颁发这一奖项持续推动个

护和清洁行业的发展。

碳纤维成分在造纸行业的应用优势

本刊讯（莱比锡大学 消息）近日，莱比锡大学

（Leipzig University）最新一项研究表明，碳纤

维在造纸、印刷及相关行业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例如在纸机辊筒上的应

用，尤其在宽纸幅情况下，碳纤维辊筒具有更大的

应用潜力。

辊筒是纸机中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最

高的结构部件，相比普通金属辊筒，碳纤维辊筒通

常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经由缠绕工艺制造而成，

碳纤维复合材料中的增强体碳纤维质量轻、强度

高，密度较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能大幅度地降低

辊筒的自重，从整体上有效减少造纸机设备的重

量，有效减少由辊筒零件负荷过重及转速过快造

成辊筒挠度加大引发的辊筒表面包胶层损坏和辊

筒轴头断裂的情况。

在降低辊筒零件损坏率的同时，对运营成本

的降低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耐

腐蚀性和耐疲劳性强，使用这种材料制作的辊筒

使用寿命长，能适应较大的工作温差、安装拆卸便

携度高，在需要机器长时间高速运转的造纸厂中，

可以降低维修频率，对生产安全和生产效率具有

突出的意义。碳纤维的强耐腐蚀性还能抵御聚醋

酸乙烯胶水的腐蚀，保养清洗十分方便。

此外，除了造纸行业，碳纤维在航空、汽车等

领域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斯道拉恩索木质素新技术获得“2018 
IChemE创新奖”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继2018年10月获

得ICIS创新奖“最佳产品创新奖”后，斯道拉恩索

Lineo木质素开发工艺又荣膺了“2018 IChemE创

新奖”。

Lineo木质素产品可取代部分化石材料用于

多个领域，它是一种油基酚醛材料的可再生替代

产品，可用于胶黏剂树脂之中，例如胶合板、定向

结构刨花板、LVL板、纸张层压和绝缘材料等。未

来，Lineo木质素产品也可以发展成其他类型的黏

合剂, 用于碳纤维和储能产品。

目前，斯道拉恩索主要在芬兰Suni la工厂生

产加工Lineo木质素，年产能50000吨，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硫酸盐木质素生产商。

压榨部纸页回湿分析与解决方案

本刊讯（TAPP I 消息）近期，加拿大JDMcD 

Consulting咨询公司主席J David McDonald与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ichard J Kerekes共同

开展了一项关于纸机压榨部纸页回湿问题的研究，

他们根据几种不同的回湿阶段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及解决方案。

回湿是指纸页经过压区中心后水分回升的现

象，回湿严重容易引起黏缸以至断纸，严重影响纸

机正常运行。回湿会增加纸页的含水量，降低压榨

的脱水效率。压榨部纸幅干度的提升有助于减少

后续干燥部的能耗。

因此，减少压榨部纸页回湿对于节省能源、降

低成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湿水回流包括内部回湿和外部回湿两个阶

段。内部回湿是指在压区膨胀时纸页在出压榨之

前吸收水分的现象。该区域的回湿主要取决于纸

页和毛毯的相对膨胀速率以及毛毯性能。外部回

湿指纸页在压区出口处吸收水分的现象，随着时

间、含水量、毛布表面粗糙度而增加，同时也受制

于纸页的表面和压缩特性。

此外，分离回湿指纸页与压榨毛毯分离时水分

进入纸页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纸页与毛布分离阶

段。

减少压榨部纸页回湿，首先在最后一道压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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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构更精细、抗回湿性能较好的毛毯。这种

毛毯在压榨出口侧水分低，并且弹性好，对于减少

分离回湿尤为关键。第二，离开压区后，尽量缩小

纸页与毛毯的接触时间。第三，控制适当的纸幅张

力，也可调节温度等控制回湿过程。

此外，该研究还对回湿现象提出了几种预测模

型，提出了测量纸页回湿更直观的方法，为纸厂处

理回湿现象以及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纤维结构对高施胶纸板“边吸水”问
题的影响

本刊讯（TA P P I  消息）美国纸业包装巨头

WestRock有关专家对高施胶纸板的“边吸水”问

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纤维结构的确对纸板

“边吸水”问题有很大影响，纤维材料的纤维壁越

厚，在纸机压榨和烘干后纤维空隙越开放，边吸水

问题就越严重。

不过对于高施胶纸板，纤维间的液体渗透是

有限的，因为纤维表面受到足够施胶剂的保护。然

而，新暴露的纤维壁和纸板裁切边缘并没有受到

施胶材料的保护，容易产生边吸效应。

该项研究旨在通过观察纤维结构与边吸水问

题的相关性，促进施胶技术的发展，降低纸板新

切割边缘的边吸问题。

高施胶纸板都经过了疏水施胶剂的处理，降

低了纤维素纤维的亲水性，

多用于高湿度环境中。之前

的研究提出了四种主要的

水渗透方式：纤维间的毛细

渗透作用、纤维表面扩散、

纤维间扩散、汽相输运。

在现阶段印刷和包装

中，降低水渗透一直是行业

关注的重点。其中纤维间

的毛细渗透是主要的渗透

方式，尤其对于饮料包装，

在新切割的纸板边缘，很

容易发生毛细渗透。过去50年中，行业研究多侧重

于通过施胶改变纤维表面化学属性来降低边吸问

题，施胶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毛细渗透，毛

细渗透也已经不再是纸板渗水的主要起因。但除

了施胶对表面的改变之外，纤维结构本身对于解

决渗水问题同样重要。研究证明，纤维壁及纤维间

隙的液体扩散已经成为高施胶纸板渗水的重要原

因。

研究采用两种纤维样本（样本S和样本N），两

种样本除了木纤维结构不同外，采用完全相同的

施胶方式和添加剂，其他加工处理方式也完全一

致。

图2  横向纤维结构切面对比

图1  热咖啡试验测试不同纤维结构纸板边吸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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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制成之后，采用热咖啡进行边吸水试验。

经过大量试验，数据显示，样本S的边吸水问题更

为严重，而样本N边吸水问题较轻，如图1。

由于其他因素完全一致，这种差别主要是由

纤维结构的差别所致，在显微镜下对两种纤维横

切面进行对比，对比显示，样本S纤维壁更厚，压

缩和烘干之后纤维间隙更为开放，不易服帖，而样

本N纤维壁更薄，也更为灵活，不易于吸水，如图

2。这种差别也可以更直观地在图3中显示出来，如

图3中所示，纤维壁越薄，越容易压缩；纤维壁越

厚，则压缩和烘干都越困难。

不同的纤维结构也必然会生产不用的纸页成

形结构，如图4所示，白色区域代表纤维，黑色区域

代表纤维空隙。

因此，虽然在低施胶纸板中，纤维内部施胶可

以有效减少边吸水现象，但对于高施胶纸板而言，

纤维本身的结构则尤为重要，选择纤维壁较薄的

木纤维生产液体包装纸板，无疑是更为正确的选

择。

创新型纸类包装新技术不断涌现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大环境下，减少塑料包装、

使用可再生材料已经逐渐成为行业大趋势，这无

疑为造纸行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空间。近几年，在

各国政府的倡议和推动下，许多纸类包装企业都

在致力于研发新型纸质包装，虽然在研发初期成

本较高、普及度有限，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纸类包

装技术无疑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Metsä Board新型纸杯Lidlok先后获得“红

点设计奖”和iF设计奖

本刊讯（Metsä Board 消息）2018年10月底，

Metsä Board设计生产的Lidlok纸杯获得了“红

点设计奖”（Red Dot design award），该奖项

是包装行业最权威的奖项之一，从8600个设计方

案之中、由24名评委评选得出。

Lidlok纸杯采用轻型纸板，从杯身到杯盖，

采用一体化成型结构，减少了一次性塑料盖的使

用，更加环保，热饮冷饮都可使用，如图1。目前已

申请专利，未来几个月会在部分地区和客户群体中

进行广泛测试，并将更大范围地推向市场。此外，

Lidlok纸杯还获得了2018年iF设计奖。

LivingPackets包装新技术制成100%可回收

的纸类运输包装

本刊讯（Liv i n gPacket s 消息）新一代包装行

业创业公司LivingPackets一直致力于电商运输

包装的研发，近期推出了一种新型运输包装--

“THE BOX”，如图2。该包装可追踪、可回收，

几乎可实现100%回收利用。

这种包装可承重5kg，能够实时监测温度、湿

度、位置等数据，内部也无需塑料泡沫填充，包装

外表直接显示地址数据，无需额外粘贴收件人等

信息，目前已经申请国际专利。

这一包装技术对于减少白色污染有很大意

图3  两种纤维结构压缩后情况对比

图4  不同纤维结构生成不同的纸页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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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此外，它可重复使用1000多次，降低了使用成

本，为客户带来了更好的物流运输体验。除物流包

装外，LivingPackets还能为客户提供包装定制服

务等。

Ahlstrom-Munksjö研发新型纸类包装材料

本刊讯（A h l s t r o m - M u n k s j ö  消息） 

Ahlstrom-Munksjö与五家业内公司合作，致力

于研发灵活性纸类包装材料，最终目标是开发出

可再生、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的纸类包装，替代塑

料包装。

目前欧洲市场食品塑料包装市值约37亿欧

元，随着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纸类包装替代塑料

包装具有很大市场潜力。

将要研发的新型包装将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

行业，以及超市包装产品等。

Ahlstrom-Munksjö是全球领先的纤维材料

及创新型产品供应商，主要生产过滤材料、食品饮

料加工材料、装饰纸、耐磨纸、玻璃纤维材料、医

药纤维材料和其他特种纤维及纸制品。公司净销

售额约30亿欧元，拥有员工约8000人。

Graphic Packaging创意纸质包装服务英国

餐饮行业

本刊讯（Grap h i c Packag i ng 消息）Graph ic 

Packaging为英国速冻食品零售商Iceland Foods

供应了一种新型纸质包装材料，用于素食包装，

如图3。纸质材料100%可回收，最具特色的是用

于展示内部商品情况的透明可视纸窗（cel lu lose 

window），用木纤维制成，它拥有高透明度和类

似于塑料的使用感受，于8月已经开始试点。

Gr a p h i c  P a c k a g i n g项目经理M a r k 

Hodgson表示：“由于使用纤维材料的成本高于

塑料，近几年普及度一直不是很高，但是随着环

保形势日益严峻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纸

质包装替代塑料已成为大趋势。我们希望这种包

装材料可以首先在英国得到普及，然后拓展至全

球。”

目前，纸质包装内部还是使用塑料内衬，起

到防油和防潮的功能，Graphic Packaging的下

一步研究方向是如何使食品纸质包装完全脱离塑

料，在环保可持续方面迈上更高的台阶。

James Cropper零塑料纸杯获得瑞典可持

续发展峰会“循环经济驱动奖”

本刊讯（James Cropper 消息）在2018年瑞典

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特种纸及纸板供应商James 

Cropper凭借其CupCycling技术和Colourform

零塑料包装技术一举斩获“循环经济驱动奖”。

CupCycling是一种废弃纸杯回收技术，通过

将酒店、家庭等用过的纸杯回收处理，可以生产出

图1  Lidlok纸杯

图2  THE BOX运输包装盒

图3  具有透明可视纸窗的新型纸质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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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纸类产品，回收利用率接近100%，目前在

欧洲普及度较高，已经帮助英国回收近25亿个废

弃纸杯，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斯墨菲卡帕新型蜂窝纸板生产工艺

本刊讯（斯墨菲卡帕 消息）近日，斯墨菲卡帕

发布了一种新型运输包装TOPPSafe蜂窝纸板，可

替代传统厚重木质和塑料运输包装材料，用于运

输和储存，如图4。

斯墨菲卡帕蜂窝纸板部严格按照安全性和可

靠性要求生产了这种新型运输包装，可用于食品、

医药等多个行业。

这种纸板以质轻、价廉、强度高、可回收等特

性深受市场欢迎，特别是荷兰、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这种纸板由柔性的纸芯和面纸做成，

具有较好的韧性和回弹性，独特的蜂窝夹芯结构

提供了优异的缓冲性能，在所有的缓冲材料中具

有更高的单位体积能量吸收值，高厚度的蜂窝纸

板可替代现己大量使用的EPS塑料泡沫缓冲垫，

已成为具有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的一种新型绿色

包装。

此外，蜂窝夹层结构内部为封闭的小室，其中

充满空气，因此具有很好的隔声保温性能。

由于结构稳定性好，不易变形，在中国主要用

作出口优质包装。

Evergreen推出PlantCartonTM品牌可再生纸

质包装

本刊讯（E v e r g r e e n  P a c k a g i n g  消息）

Evergreen Packaging发布了PlantCartonTM品

牌可再生包装材料，采用75%纸质材料，已获得三

项森林认证。在造纸取材过程中，对森林土壤、

生物多样性、水质和野生物种保护等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目前这种包装材料仍主要面对欧美市

场。

Evergreen Packaging是全球领先的纤维包

装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包装纸板，是世界首屈一指

的液体包装纸板供应商，造纸所用木材主要取自

美国，所产纸质包装已经在食品、饮料以及相关行

业取代塑料包装。

Metsä Board圣诞新品：T2 2018礼品包装

纸系列

本刊讯（Metsä Boar d 消息）继T2 2016和 

2017圣诞系列纸品获得热销之后，Metsä Board

将继续在2018年圣诞推出T2 2018礼品包装纸系

列产品。

T2 2018系列主要包括包装纸盒、日历等创意

性产品，材料用的是Pro FBB纸板，纸的定量较

低，便于提携，安全性和卫生条件较好，白度和平

滑度较高，还具有良好的印刷性，便于节日喷绘印

刷。

Metsä Board包装部门总监Cyril Drouet表

示：“T2系列产品每年都会有新的开发创意和技

术，我们的团队也始终致力于挖掘和展现创意包

装的巨大潜力。”图4  斯墨菲卡帕TOPPSafe蜂窝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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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专业生产引纸绳、引纸带、吊装带、平衡吊梁、五金工具等产品。

●引纸绳:采用进口机械和杜邦丝材料精制生产，完全替代进口。

●吊装带：柔性吊带和扁平吊带等。

●柔性吊带：轻便、柔软、操作安全、简便。

●扁平吊带:耐化学品、腐烂、霉变、潮湿等影响，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我厂奉行“质量信誉至上，用户满意第一”的宗旨！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科技创业园许田路(225324)   

电话：0523-86110982  传真：86116788   

手机：13801432315  山东代理：15061001388 

网址：www.yongkui.com

吊装带引纸绳

单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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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填加的除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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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商洛市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一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废纸除胶(黏)剂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单广7



单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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