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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统计,2018年我国生活用纸产能达到

1310.0万吨，同比增长7.8%；实际产量为956.3万吨，同比增长3.6%；消费量为

889.6万吨，同比增长4.5%；市场规模为1168.0亿元，同比增长5.6%。

从人均消费量看，我国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与全球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较

高的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8年中国大陆的年人均生活用纸使用量仅为6.4

千克，同比增长4.9%；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达20千克以

上。对比来看，我国生活用纸市场渗透率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生活用纸作为“高频低价”的必需消费品，与国民经济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水平息息相关。从增速来看，行业未来潜力较大，在二胎放开、生活水平提升、

电商渠道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生活用纸量有望继续大幅提升，带动行

业整体规模快速扩张。

在中国造纸工业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生活用纸行业在结构调整、品种扩

充、质量升级、生产集中度等方面也需要尽快提升。本刊围绕生活用纸的行业现

状、技术创新、设备研发、工艺改进、质量检测等方面，曾于2015年第14期、2015

年第22期、2016年第8期出过三期“专刊”，于2016年第20期、2017年第12期、2018

年第10期出过“专题”，目的就在于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加快技术创新，实现生活

用纸行业可持续发展。

技术专题 Special

技术交流促进生活用纸行业可持续发展

生活用纸

⊙ 本社采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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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获得综合性能优异的面巾纸用柔软剂，实验选取

多种市面上常见的可用于面巾纸的氨基硅油柔软剂及改性氨

基硅油柔软剂，实验从柔软剂的离子性、工厂化生产难易程

度、安全性、成本等角度对多种柔软剂进行分类、乳化探究、

乳液复配和喷涂。对用乳液处理后的面巾纸性能进行分析，

进行了柔软度、平滑度、抗张性、亲水性和保湿性等方面的测

试，并优选出性能优异的三种柔软剂，并对最优样品通过红

外进行成分判定。 

关键词：柔软剂；面巾纸；乳化；保湿性能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kind of softener with good 
per for mance for facia l t issue, amino si l icone sof teners 
and modif ied amino si l icone sof teners were selected for 
testing. Classification, 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emulsion 
preparation and spraying were conducted for a variety of softeners 
according to the ionicity, easy production in factory, safety, and 
low cost. The properties of facial tissue were analyzed after 
emulsion treatment to measure softness, smoothness, tensile stre
ngth, hydrophilicity, and moisture retention, by which three kinds 
of sof teners with bet ter performances were selected out. 
Finally the three kinds of softeners were characterized through 
infrared spectroscopy.
Key words: softener; facial tissue; emulsifier; moisture retention

面巾纸用柔软剂的乳化制备及性能研究
⊙ 程凯杰  张秀梅  赵若男  梅林（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8）

A study on preparation of softener for facial tissue and its properties
⊙ CHENG Kai-jie, ZHANG Xiu-mei, ZHAO Ruo-nan, MEI Li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27+.2; TS7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0-0007-08

程凯杰 女士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浆造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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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巾纸是生活用纸的一种，近年来，面巾用纸伴随

着人民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而快速发展[1]。其柔软度作

为面巾用纸质量和价格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带动了柔

软剂的飞速发展[2]。具有代表性的有机硅柔软剂自上世

纪50年代到现在其发展和应用已经历四代，第四代柔

软剂中以氨基改性硅油为代表的改性硅油是目前硅油

柔软剂的主流[3]。本文选择了市场上应用比较广泛的不

同氨基硅油，对需要乳化的柔软剂进行乳化探究，并对

几种柔软剂的性能进行对比和分析。

面巾纸作为纸巾纸的主要产品之一，故《纸巾纸

GB/T 20808-2011》的技术指标适用于面巾纸的性能

标准，见表1[4]。

1  原料及方法

1.1 实验原料

1.1.1 有机硅原油的筛选

有机硅原油筛选以柔软、光滑等手感角度，以及亲

表1  纸巾纸主要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定量/(g/m2)

柔软度纵横向平均（多层）≤/mN

横向抗张指数≥/(N﹒m/g)

纵向湿抗张强度≥/(N/m)

横向吸液高度（多层）≥/(mm/100s)

水分≤/%

优等品

超柔型  

10﹒0±1﹒0

16﹒0±1﹒0

80

1﹒00

10﹒0

40

9

12﹒0±1﹒0

18﹒0±1﹒0

150

2﹒10

14﹒0

40

9

普通型

14﹒0±1﹒0

20﹒0±1﹒0

220

1﹒50

10﹒0

30

9

合格品

表2  柔软剂的性质及分类

类型

有机硅柔软剂

有机硅柔软剂

有机硅柔软剂

季铵化改性的多元共聚有机硅

有机硅柔软剂

有机硅柔软剂

特殊结构改性三元共聚嵌段环保硅油

线性多元共聚嵌段改性

改性聚硅氧烷

改性聚硅氧烷

改性聚硅氧烷

聚醚改性聚硅氧烷

线性多元共聚嵌段改性

编号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乳白色半透明液体

透明液体

透明液体

透明蓝色液体

乳白色半透明液体

乳白色半透明液体

透明淡黄色液体

微黄透明黏稠液体

无色至微黄透明黏稠体

无色至微黄透明黏稠体

无色至微黄透明黏稠体

无色至微黄透明液体

半透明

外观 固含量/%

80（105℃，3h)

80（105℃，3h)

80（105℃，3h)

25～27

80

80

56～58

46～48

88～90

88～90

88～90

92～94

19～20

是否乳化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非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弱阳离子

非离子

弱阳/非离子

离子性

水等性能角度为主要原则，并结合纸张纤维的阴离子性

优先选择符合要求的低成本的阳离子有机硅原油[5]。

由于纸张纤维带负电，为了保证柔软剂吸附于纤

维上，柔软剂需要是阳离子性或非离子性的，实际应用

中绝大多数为阳离子性的[6]。

选择市售有机硅油的样品进行描述和归类如表

2。

1.1.2 乳化剂的选择

实验以不破坏氨基硅油阳离子型、优选无味、低成

本及HLB等原则对乳化剂进行筛选。由于阳离子型乳化

剂大多数含有害成分[7]，不适合于生活用纸的添加，故

本次试验选用非离子型乳化剂并采用具有工艺简便、条

件温和、适用于工厂化生产等特点的转相乳化法对柔软

剂进行乳化。

选择的市面常用非离子型乳化剂为：A E O-3、

AEO-7、AEO-9、TX-10、OP-10、CD-1。

1.1.3 其他原料

纯木浆原纸、化妆品级甘油。

1.2 仪器及设备

实验主要仪器和设备见表2。

1.3 实验方法

1.3.1 乳化

实验采用转向乳化法，将一定比

例的原油和乳化剂在磁力搅拌作用下

充分混合，不断连续加去离子水，完

成水由分散相变为连续相的转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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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使原油均匀分散到去离子水中。

1.3.2 复配

将一定量的甘油和一定配比的原油和乳化剂混

合置于烧杯中，并添加适量的冰醋酸，于磁力搅拌器

300r/m i n的转速搅拌，并在过程中不断加入去离子

水，实现相的转变。至乳液稳定后停止搅拌。

1.3.3 喷涂

切取100mm×100mm的原纸试样，将一定量的乳

液均匀喷涂于面巾纸上，实验室条件下模拟工业生产方

法，采用喷涂的方式进行单层处理，然后再叠加对面巾

纸进行各项性能测试。

1.4 乳液应用性能测试

1.4.1 面巾纸柔软度测试

采用GB/T 8942-2016测定面巾纸柔软度。

1.4.2 面巾纸平滑度测试

平滑度可由纸张动态和静态摩擦系数进行表述。

按照GB/T 22895-2008的规定进行测定。

1.4.3 面巾纸亲水性测试

面巾纸亲水性可由面巾纸横向吸液高度定性表征，

按照GB/T 461﹒1-2008进行横向吸液高度测试。

1.4.4 面巾纸保湿性测试

面巾纸的保湿性可由其水分含量定性检测，按照

GB/T 462-2008对水分量进行测试，对每个试样测定

5次并求平均值。

1.5 乳液结构表征

采用溴化钾压片的方法制样，通过红外光谱对有

机硅油进行官能团的表征。

2  结果与讨论

2.1 有机硅原油的乳化

2.1.1 乳化剂的筛选

有机硅原油的乳化遵循HL B原

则，又指HLB值，亦称亲水亲油平衡

值，是用来表示表面活性剂亲水性

或亲脂性的程度[8]。只有当乳化剂的

HLB值和原油的HLB值相同时，原油

才能被乳化成小分子。选择适当的乳

化剂便是乳化过程的关键，选择合适

的乳化剂可以使液滴均匀地分散。

实验使用多种乳化剂对不同的原油进行乳化，并筛

选出乳化效果较好的进行探索。如表4仅展示乳化效果

最好的试验结果。

根据表4测试结果，A E O系列复配所得柔软剂

对5#样品具有较好的乳化效果，但其乳化效果略次于

AEO-3和CD-1复配所得乳化剂，其乳化所得乳液透

光率接近90%。因此本次实验选择AEO-3和CD-1复

配所得乳化剂。

2.1.2 乳化剂配比选择

表5中列出了乳化剂不同配比时的乳液外观，随着

AEO-3与CD-1比例增加，乳液由浑浊到透明然后又趋

于浑浊，说明5∶5的比例为最佳乳化剂比例，此时两者

表3　主要仪器和设备

磁力搅拌器

可见分光光度计

电脑测控柔软度仪

摩擦系数仪

纸张抗张强度测试仪

横向吸水度测试仪

纸张水分测定仪

仪器名称

MYP11-2A

722S

DCP-RRY1000

ZY-MC

BLJ-05

BLD-623A

SF-60B

规格型号

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棱光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诚信中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中仪仪器有限公司

济南日高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博莱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后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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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乳化剂种类及对5#样品的乳化效果

AEO-7

-

-

-

乳白色，絮沉

乳白色，絮沉

半蓝光，絮沉

OP-10

-

乳白色，絮沉

半透明，絮沉

乳白色

乳白色

乳白色

-

-

乳白色，絮沉

半透明，微蓝光

半透明，微蓝光

半透明，微蓝光

AEO-3

CD-1

OP-10

AEO-3

AEO-7

AEO-9

TX-10

半透明

半透明，微蓝光

蓝光，接近透明

半透明，微蓝光

半透明，微蓝光

半透明，微蓝光

CD-1 AEO-9

-

-

-

-

乳白色，絮沉

乳白色，絮沉

-

-

-

-

-

半透明

TX-10

表5  乳化剂配比对乳化性能的影响

5∶5

透明，接近蓝光较透明，有蓝光，有漂浮物

4∶63∶7

偏乳白色，透明度低乳液外观

AEO-3∶CD-1

透明度降低，蓝光变弱

6∶4

透明度很弱，有漂浮物

7∶3

表6  乳化剂含量对乳化效果的影响

分层

不分层

不分层

不分层

不分层

离心稳定性

(3000r，30min)
乳液外观

乳白色，极弱蓝光，乳化过程中出现

漂油，乳化后溶液有絮状物

较透明，有蓝光，有漂浮物

透明，有蓝光，无漂浮物

透明，有蓝光，无漂浮物

透明度减弱，有蓝光，无漂浮物

8∶1

8∶2

8∶3

8∶4

8∶5

柔软剂∶

乳化剂

表7  乳化时间对乳化效果的影响

直接分层

有少许油滴漂浮

不分层

不分层

不分层

不分层

离心稳定性

(3000r，30min)
乳液外观

不透明，呈乳白色，有微弱蓝光

不透明，呈乳白色，蓝光不足

透明，有蓝光，有微弱漂浮物

透明，有蓝光，无漂浮物

透明，有蓝光，无漂浮物

透明，有蓝光，无漂浮物

5

7

10

15

18

20

乳化时间

/min 

混合所得HLB值最接近于柔软剂的HLB值。

2.1.3 乳化剂含量测定

原则上来说乳化剂添加量越多越有利于原油的乳

化，但过多的乳化剂会形成过大界面能，降低乳液的稳

定性，而且会增加不必要的生产成本[9]。因此在不降低

乳化效果的基础上需要对乳化剂的添加量进行探讨。实

验通过对乳液进行离心稳定性测试，根据是否分层、漂

油来判断乳液的稳定性[10]。乳化剂含量为占柔软剂质量

的百分比，每次取25ml乳液于离心管。

由表6可知，柔软剂∶乳化剂比例在8∶3～8∶4之

间，乳化效果较好，再增加乳化剂则造成过大界面能，

乳液粒径发生改变，乳液不稳定，透明度下降。从成本

角度考虑，则优先选择8∶3的比例作为乳化剂的用量并

进行后续工作。

2.1.4 乳化时间的选择

乳化时间对乳液的成型以及成品的性能有重要影

响，乳化时间不够长，柔软剂和乳化剂不能充分混合均

匀，会出现乳液不透明或粒径过大，使乳液稳定性差，

发生漂油、破乳等现象，影响纸张的外观及性能[11]。因

此乳化剂和柔软剂需要充分的时间混合，以保障成品的

性能。但是过长的乳化时间并不能无限制地提高乳液性

能，同时会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增加[12]。所以选择合适

的乳化时间很有必要。

以表7可知，当乳化时间少于7m i n时，乳化不完

全，乳液极不稳定；当乳化时间超过10m i n时，乳化逐

渐趋于完全；至15m i n时，乳化达到最佳状态，乳液外

观及稳定性俱佳。随着时间延长，乳液外观和性能趋于

稳定，则可判断15min即为乳化的最佳状态。

2.1.5 乳化pH值的选择

硅油在乳化时，适当的酸性可使乳液表面形成带有

正电荷的电子层，相邻液滴之间的两个相同正电荷层相

互排斥，降低乳液聚合的几率，从而易分散为更小的液

滴，将有利于乳液向纤维内部渗透，增加纸张的手感，

同时过低的pH值将会对纸张的后处理产生影响，产生

不必要的副产物，反而使柔软剂的综合性能下降[13]。生

产中通常采用酸性较弱的冰醋酸来调节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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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本及气味问题，实验将乳化pH值调整为6左

右。实验证明，该pH值下所得乳液清澈透明、有蓝光且

无漂浮物，满足实验要求。综上，则pH值为6的条件作

为实验的乳化环境。

2.2 有机硅原油的复配

甘油是从植物橄榄的种子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油

脂，也被人们称为天然美容液，具有杰出的安全性，且

易被身体吸收，常添加到化妆品中以达到防晒、保湿的

效果[14]。把甘油应用于面巾纸上，其具有的独特的吸湿

性、保润性、软化性不仅可以提高面巾纸的手感，同时

其天然性给予面巾纸以安全性，另外甘油低廉的价格可

降低柔软剂生产成本[15]。

由图1可知，在甘油量为乳液用量的50%～150%

时，对乳液透光率基本无影响；当甘油的用量超过乳液

用量的150%时，乳液的透光率随甘油量的增加而明显

降低。也就是说当甘油用量超过乳液用量150%时，对乳

液的水油平衡造成了破坏。因此从成本和性能角度考

虑，选择甘油用量为乳液用量的150%来制备复配乳液，

并将该复配乳液编号为3#样品。

2.3 乳液性能比较

上一节通过筛选、乳化和复配等环节得出性能最

优的乳液，另外编号分别为1#、2#、4#、6#、7#的5种乳

液不需要乳化可以直接用于面巾纸的后处理，同时将上

节乳化所得乳液5#样品和复配所得3#样品与以上5种乳

液进行面巾纸的后处理。下面将对照面巾纸的性能标准

对7种乳液进行性能对比。

2.3.1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柔软度的影响

根据面巾纸主要技术指标，柔软度值小于或等于

80m N的为超柔型面巾。由图2，随着乳液喷涂量的增

加，面巾纸的柔软度不断下降，原因是氨基硅油在纤

维表面交联成膜，使的硅氧烷链更加柔顺[16]。由图2可

知，7种样品处理的面巾纸中，样品1#、2#、3#、4#分别

大约在喷涂量为15%、20%、25%、25%时其柔软度达到

80mN，也即达到超柔软的等级要求。样品6#和样品7#

则分别在40%和35%达到要求。样品5#作为复配前的乳

液在约30%时达标，其柔软度不如复配后的乳液，即样

图1  甘油用量对乳液透光率的影响

图2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柔软度的影响 图4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动摩擦系数的影响

图3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静摩擦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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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3#。可见甘油的加入降低了面巾纸的柔软度，原因为

甘油作为小分子易于渗透，可与纤维大分子形成氢键，

纤维间氢键减少，纤维分子间易于滑动[17]。

面巾纸的性能和成本主要来自于乳液，过多的喷

涂量会带来成本的急剧增加，另外当乳液喷涂过多时，

面巾纸湿度太大，柔软性将会产生较大误差。因此后续

实验不再对样品6#和样品7#进行探究，进而对样品1#、

2#、3#、4#和5#进行下一步探究。

2.3.2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平滑度的影响

动态和静态摩擦系数可定性表述面巾纸的平滑

度[18]。由图3、图4可知，5个样品其静、动摩擦系数均随

乳液喷涂量的增加而降低。表明随着乳液喷涂量的增

加，与面巾纸上羟基结合的活性基团不断增加，降低了

纤维间的摩擦，增加了纸张的平滑度，提高了纸张的手

感[19]。由图3、图4中数据可知，样品1#、2#、3#、5#其手

感略优于样品4#。且样品3#手感优于样品5#，说明甘油

可增加面巾纸的平滑度。

2.3.3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抗张强度的影响

由图5、图6可知，面巾纸的横向抗张指数和纵向湿

抗张强度都随乳液喷涂量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随

乳液喷涂量的增加，乳液在纸表面交联成一层非极性

膜，将相邻的纤维隔绝开，这就降低了纤维分子间的相

互作用力，使得纤维分子链易于滑动或断裂，具体的表

现为面巾纸强度下降[20]。湿抗张强度往往会伴随干抗

张强度的下降而下降，而湿抗张强度又往往与亲水性有

关，亲水性越强，则湿抗张强度越低[21]。

根据面巾纸主要技术指标，横向抗张指数≥1 

N﹒m/g，纵向湿抗张强度≥10N/m时满足超柔型面巾

纸的性能要求。由图5、图6可见，5种样品的横向抗张指

数和纵向湿抗张强度在其最佳柔软度值时分别远远大

于1N﹒m/g和10N/m，均满足超柔面巾纸的强度要求。

故5种样品均具有很好的抗张强度。同时，样品5#的抗

张强度在小于25%时与样品3#无明显差异，大于25%时

其抗张强度明显低于样品3#，原因可能是甘油量随着

图5  乳液喷涂量对横向抗张指数的影响

图6  乳液喷涂量对纵向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图7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亲水性的影响

图8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水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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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量的增加，使得面巾纸的受力增加，抗张强度下

降。

2.3.4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亲水的影响

由图7可知，5种样品横向吸液高度均随乳液喷涂

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随着乳液量增加，面巾纸的亲水

性能降低。原因可能是乳液在面巾纸表面形成一层疏水

性的膜，疏水膜是由于氨基硅油的氨基朝向纤维内侧，

从而使得疏水的硅甲基朝外而形成的[22]。样品1#和样品

3#的横向吸液高度明显地高于其他两个样品，同时样品

3#的吸液高度明显高于样品5#，说明小分子甘油的加入

增加了乳液的亲水性能[23]，可见样品2#和样品3#中不仅

形成了疏水膜，同时也有亲水成分吸附于纤维表面，影

响了疏水膜的疏水性[24]。

根据超柔型面巾纸的技术指标，横向吸液高度要

求≥40mm/100s，由图7可知，5种样品在最佳柔软度

值的喷涂量均满足亲水性要求。

2.3.5 乳液喷涂量对面巾纸保湿性的影响

由图8可知，水分含量出现了两种趋势，样品1#和

样品3#随着喷涂量的增加，其水分含量先少量降低后

急速增加，样品2#、4#和5#的含水量则随喷涂量增加不

断减少。样品3#较样品5#在喷涂量为20%以前，两者含

水量几乎无差异，喷涂量大于20%后样品3#含水量不断

增加。因两者成分中只有甘油的差别，那么水分含量差

异是由甘油引起。甘油作为小分子物质易于渗透到纤维

内部[25]，同时其吸湿性、保湿性能够锁住水分。当甘油

的量增加至一定程度时，甘油的吸湿性能大于氨基的疏

水性能，含水量出现不断上升趋势。由此可知，样品1#

含有一定量的甘油，样品2#和4#则为不含甘油的氨基

硅油。

根据超柔面巾纸技术指标，要求水分含量≤9%，

5种样品在最佳柔软度值对应的喷涂量时均能满足要

求。

2.4 乳液结构表征

实验选择各方面性能均优异的1#样品进行结构分

析。

由图9中甘油和1#样品的谱图对比可知，两者有极

高的重合度，证明1#样品中含有较高的甘油成分。

图10是以丙三醇为背景测试的1#样品的红外谱

图，在3500～3300c m-1出峰，呈现马蹄形状，这是伯胺

的特征峰，所以1#样品中含有伯胺，即1#样品为含有甘

油的氨基硅油乳液。

图9  丙三醇和1#样品红外谱图对比

图10  1#样品去除丙三醇后的红外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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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 .1 乳化剂的乳化效果对后续成品的应用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实验通过探究乳化剂种类选择、乳化剂含量、

乳化时间、乳化pH值条件、转速等对乳化水平的影响，

得出了最佳的乳化方案，即将AEO-3和CD-1复配所得

乳化剂乳化5#样品，乳化剂复配比例为5∶5，柔软剂与

乳化剂比例为8∶3，在300r/m in的转速、pH值为6的环

境下乳化15m i n，以此条件所得乳液具有稳定性能良

好、透明度高、接近蓝光等特点。

3 . 2 甘油的吸湿性、保润性、软化性不仅可以提高面巾

纸的手感，同时其天然性给予面巾纸以安全性。

3 . 3 样品3#作为样品5#的复配乳液，除了抗张强度略

低于样品5#，其他各方面性能均优于样品5#，则实验在

两者中选择样品3#。而样品4#在柔软度、平滑度、亲水

方面均次于其他三种样品，因此实验挑出性能较好的样

品为样品1#、样品2#和样品3#。三者在各方面性能均远

超超柔型面巾纸的各项指标，其中样品1#需喷涂量最

少，且各方面性能均优于样品2#和样品3#。样品2#具有

突出的平滑度，样品3#具有突出的亲水性。

3 . 4 样品1#、样品2#和样品3#的实验结果均满足超柔

型面巾纸的各项指标，具有优异的性能。综合考虑成本

和柔软度值，分别选择20%、25%和25%作为三者的最

佳喷涂量。

3 . 5 样品1#经红外检测可判定为含有大量甘油成分的

氨基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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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管理工作。

透气度作为吸水衬纸的一个重要物理指标，是指

在规定的条件下，在单位时间和单位压差下，单位面积

纸和纸板所通过的平均空气流量(单位：μm/P a﹒s)。

实际生产中以30 0m l空气通过10层纸页所需秒数

(s/10p l y)表示。随着后加工车间设备运行自动化程度

的提升，为了满足高速运转时不出现吸水衬纸断纸和破

碎的现象，原纸必须具有一定的物理强度，且外观表面

匀整，没有纸病发生。此外，吸水衬纸透气度的好坏影

响绒毛浆分布的均匀性，透气度越好，绒毛浆分布越均

匀。要想提高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吸液能力，与透气性、

吸水速度、扩散性均有关联性，越高的透气性，相对而

言具有越快的吸水速度以及越好的扩散性能。

2  吸水衬纸性能要求

较高的干湿强度和透气度、吸水性强、纸质细腻和

柔软等都是吸水衬纸必须具有的性能要求。国家标准

对吸水衬纸的指标要求见表1。

从生产实践证明，无论是卫生巾生产厂家，还是纸

摘 要：介绍吸水衬纸特性要求，并结合生产实践描述吸水衬纸的工艺要

点及常见问题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吸水衬纸；性能要求；透气度

Abstrac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hygienic products mount were 
introduced with describing the technological essential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comm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practice in production.
Key words: hygienic products mou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porosity

中图分类号：TS761.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19)10-0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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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来说，规模化生产吸水衬纸的企业为数不

多，但对卫生护理用品的需求量却节节攀升，如妇女卫

生巾、婴儿纸尿裤、成人纸尿裤、宠物卫生垫和医用卫

生床垫等，人体感觉舒服，天然易降解，市场前景广阔。

1  什么是吸水衬纸

按国家统一分类标准，生活用纸分为24种，吸水衬

纸是其中的一种，属于生活用纸中的特种纸，目前主要

用在卫生巾、纸尿裤、宠物店和作为复合芯体等方面，在

一次性卫生用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吸水衬

纸，就是用于包裹一次性卫生护理品吸收芯层的一类

卫生纸类产品，卫生护理用品生产过程使用吸水衬纸包

覆绒毛浆和高分子吸水树脂SAP[1]。而绒毛浆包裹的好

坏，主要取决于吸水衬纸的透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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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般而言，湿抗张强度越高，横向吸水速度越慢；但

是湿抗张强度过低也存在问题，如对纸尿裤厂家而言，

生产过程中过低的湿抗张强度，增加了吸水衬纸断裂的

频次，而过快的吸水速度造成绒毛浆聚集成团更为明

显，一旦消费者使用此产品后必然没有舒适感，更为严重

的会给消费者的皮肤造成不良影响，影响企业信誉。

2.3 尘埃度

尘埃度是吸水衬纸外观质量的主要指标，也是消

费者对产品最直接的第一印象。随着消费者要求的提

高，尘埃度的控制在生产企业品质控制过程中必然是第

一道关卡，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者客户要求进行控制。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此类外观指标不合格，必然会造成

卫生巾、纸尿裤等的使用者出现不舒适的问题，甚至会

滋生出细菌超标的可能性，影响了产品的质量。

2.4 透气度

生产卫生巾时，吸水衬纸主要是用来包裹绒毛浆

的，而吸水衬纸的透气度情况也就决定了绒毛浆包裹的

好坏。透气度越大，绒毛浆包裹得越均匀；透气度越小，

绒毛浆包裹的效果越糟糕，最终将影响使用效果。同时，

吸水衬纸透气度越高，吸水速度越快，使用效果越好[3]。

3  吸水衬纸生产工艺

吸水衬纸均以木浆为原料，长短纤维木浆按照不同

的比例混合，下面以景兴纸业客户订单要求的15﹒0g/m2

吸水衬纸原纸的生产为例进行简述。

吸水衬纸工艺流程如图1。根据生产实践，与吸水

衬纸的关键指标息息相关的主要还是浆料配比、打浆

度、打浆酶、浆网速比、压榨线压等工艺条件。

3.1 浆料配比

吸水衬纸的抄造以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为主，根

据需要配用部分阔叶木浆。针叶木浆因纤维比较长，在

纤维与纤维之间具有更好的交织能力，即使出现起皱率

和伸长率较高的时候，其纤维依然具有较好的抗张力，

同时由于纤维结合得相对疏松，使得纤维间隙比较大，

因此纤维间呈现出较好的透气性；对于阔叶木浆来说，

纤维则相对较短，再加上阔叶浆内存在较多半纤维素，

增强了纤维之间的结合力，虽然短纤维能提高纸页的匀

度和柔软度，但透气性较差[4]。从长、短纤维各自的特性

分析，存在不同的差异性，如表2。

尿裤生产厂家，他们对吸水衬纸质量要求关注的重点影

响因素基本一致，主要涉及定量、干湿抗张强度、尘埃

度、透气度。

2.1 定量

任何一家生产厂家关心的焦点离不开生产成本，

而对原纸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吸水衬纸的定量以及横

幅定量差的幅度等。随着市场发展的需求，同包装用纸

一样，“低定量高强度”自然成为生活用纸生产厂家的

要求，在纸张抗张强度能够满足后续加工生产设备运

行的条件下，以重量进行销售的原纸，必然更倾向于低

定量高强度，从而更好地控制生产成本。

2.2 干、湿抗张强度

由于生产产品的差异性，必然会出现不同的后加工

设备在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时，各自对吸水衬纸原纸的

抗张强度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卫生巾和纸尿裤。试

想一下，如果在原辅料都准备好的正常加工过程中，突然

出现由于原纸抗张强度低而发生运行的原纸断裂现象，

如此以来，生产线上的损失除了断裂的原纸之外，绒毛

浆、高分子吸收树脂等原料同样造成浪费，这样就必然

会大大增加总的生产成本。以“湿抗张强度”为例，做好

湿抗张强度与横向吸水速度的平衡性是工艺控制的重

表1  吸水衬纸技术指标[2]  

指标

定量/(g/m2)

亮度（白度）/%

横向吸液高度/(mm/100s)

抗张指数/(N﹒m/g)  纵向

           横向

纵向湿抗张强度/(N/m)

纵向伸长率/%

洞眼 总数/(个/m2)

     1～2mm 

     ＞2mm 

尘埃度 总数/(个/m2)

      0﹒2～1﹒0mm2 

      ＞1﹒0mm2 

pH

交货水分/%

要求

10﹒0±1﹒0；12﹒0±1﹒0；

14﹒0±1﹒0；16﹒0±1﹒0；

18﹒0±1﹒0；20﹒0±1﹒0

≤90﹒0

≥20

≥12﹒0

≥3﹒00

≥25﹒0

≥20﹒0

≤4

≤4

不应有

≤4

≤4

不应有

4﹒0～8﹒0

≤9﹒0

说明：除技术指标外，微生物指标按GB15979进行测定；而不同的客户

同样会有着各自的质量标准要求，则以双方合同为准；另外国标中未规

定透气度标准，而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一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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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角度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原料搭配时，为了

提高纸页的透气度，一般要求适当增加长纤的比例。假

设保持打浆方式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浆料配比，根据现

场实际得出数据汇总，见表3。

尽管长纤比例增加有利于提高透气度，但同时也

会增加生产原料成本，根据景兴纸业生产实践，一般长

纤∶短纤在65∶35～70∶30之间。通过试验，针叶木浆和

阔叶木浆不同的比例对成纸物理指标的影响见图2。

3.2 打浆度

实践证明：生产吸水衬纸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一

般长纤维和短纤维分开打浆，而不是混合打浆。单根纤

维较长的针叶木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一定程度

的切断和分丝帚化；而纤维较短的阔叶木浆其实只需要

进行疏解即可，尽量使纤维出现分散而不发生切断。因

此，针叶木浆在工艺控制过程中的打浆效果好坏，对吸

水衬纸的透气度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实践证明，吸水衬纸生产时主要是对纤维轻打浆，

使其发生润胀、压溃与分丝帚化，尽量减少因纤维的切

断作用而造成的细小纤维组分[5]。在生产过程中发现，

浆料打浆度为26～28°SR时，原纸强度能满足要求，且具

有良好的透气度，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电能单耗，如图3。

3.3 打浆酶

在打浆工艺过程中，添加化学品也是改善吸水衬

纸强度的重要环节。而打浆酶在生活用纸的实际生产过

程中，由于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耗和节约生产成本而

图1  吸水衬纸工艺流程

表2  单根纤维物性比较

纤维

类别

长纤维

短纤维

纸页

强度

较好

较差

纤维

结合

不紧密

较紧密

交织

能力

较好

较差

纸页

匀度

较差

较好

纤维

间隙

较大

较小

纸页

柔软度

较差

较好

透气性

较好

较差

表3  纤维配比不同对纸页透气度的影响

定量

/(g/m2)

15﹒0

15﹒2

15﹒1

长纤比例 

/%

60

62

65

透气度/

[s/(10ply)]

39

35

33

短纤比例 

/%

40

38

35

图2  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比例与成纸物理指标间的关系

图3  针叶木浆打浆度与成纸物理指标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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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青睐。众所周知，酶既可以提高长纤维的分丝帚化

能力，又能够使系统中含有的细小纤维组分有效降低，

提高纤维的交织能力，从而有利于滤水性能和留着率的

改善，促进纸页的成形效果，使纤维获得更加均匀的分

散，透气度相应也不断提高。正是由于打浆酶能有效地

促进纤维细胞壁的分离与破碎，使得纤维的分丝帚化能

力得以提高，打浆效果也就更加突出。

在保持增强剂使用量不变以及其他生产工艺条件

稳定的条件下，仅在长纤维浆打浆前添加不同量的打

浆酶进行预处理浆料，成纸抗张强度明显提高。究其原

理：由于打浆酶能够软化纤维细胞壁，降解P层和S1层

（次生壁外层）中的纤维素，促使细胞壁结构松弛，增

加渗透性，降低纤维内聚力，纤维变得更为柔软，有利于

S2层纤维细胞壁的润胀与打浆，加速细胞壁破坏和分丝

帚化，使纤维之间有更多的结合点，提高成纸强度[6]。

3.4 浆网速比

当浆网速比适当增大时，会出现纸页的横向结合较

为良好，纤维结合更为紧密，横向拉力较大，但透气性

则表现较差。在保证不影响其他要求的情况下，将浆网

速比适当降低（0﹒90～0﹒95），有利于提高吸水衬纸的

透气度。

3.5 压榨线压

在压榨过程中，随着压榨线压的提高，纸页紧度增

大，纤维间隙变小，必然会影响透气性。可以考虑通过

减少压榨线压（80～90N/mm），提升干燥效率，来提

高透气性。

3.6 成纸伸长率

纸页的伸长率越大，越蓬松，透气性就越好，所以在

实际生产过程中，适当提高纸页的伸长率，能提高透气

度；另外不同的刮刀与伸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

影响透气度，故可以通过改变刮刀种类来改善透气度[7]。

4  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常见的问题缺陷及产生原因和解决措施列于表4。

5  结束语

不同的原料配比、不同的工艺条件、不同的纸机，

在吸水衬纸生产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工况。作为纸

尿裤芯体包覆用纸的吸水衬纸，其外观、手感、强度性

能、透气性等指标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同时还要

兼顾生产效率和后加工的要求等综合因素。要想抄造

出合格的吸水衬纸，需要造纸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

探索，总结出适合本企业的最佳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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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吸水衬纸常见问题

问题缺陷

定量不稳

定

抗张强度

低

透气度低

尘埃多

（1）浆料上网浓度、上网压力以及流量波动；（2）网部

脱水波动

（1）原料质量差；（2）生产工艺波动大；（3）湿强剂用

量波动

（1）长、短纤维比例不合理，打浆度过高；（2）纸页伸

长率偏低；（3）浆网速比、压榨比压偏高

（1）原料中存在深色纤维或混入杂质；（2）浆料输送管

道内存在杂质或由于腐蚀产生锈迹以及杂点等；（3）水

体中含有杂质引起；（4）杀菌剂使用不当

产生原因 纠正措施

（1）保持流送系统运行稳定；（2）稳定网部脱水元件工艺控制

（1）选择适合的长、短纤维木浆配比；（2）根据产品质量标准

制定合理的工艺条件；（3）控制好湿强剂添加量

（1）适当增加长纤的用量，降低浆料打浆度；（2）适当提高纸

页伸长率；（3）适当降低浆网速差、减小压榨线压

（1）根据检验标准，把好原料检验关，杜绝其它杂质入内；（2）

定期窜洗管道和浆池，确保浆料输送系统管道保持干净；（3）

保持水系统的清洁，不定期抽样检测；（4）合理使用杀菌剂

[收稿日期:2019-04-19(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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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对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易造

成毛毯脏污的树脂、纤维和湿强剂等沉积物，具有针对性的

高效乳化、润湿、分散、溶解和氧化作用。本文分别从实验

室评价和现场保洁两个方面介绍了该新型保洁清洗剂对高

速生活用纸纸机毛毯的清洗能力。使用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

后，毛毯透气性明显改善、吸水性上升；毛毯寿命从2个月提

升至5个月；纸机车速可以长期维持高速运行；纸机真空能耗

及传动能耗显著下降、蒸汽消耗下降明显。

关键词：保洁清洗剂；毛毯；透气性；运行性；节能

Abstract: The new cleaning  agen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tissue paper, was utilized in present study. This 
special chemicals with extraordinary emulsification, wetting, 
dispersing, dissolution and oxidation functions, could effectively 
remove the resins, fines and PAE deposited in the felts. The 
cleaning ability of the new cleaning agent was introduced from 
two aspects: laboratory evaluation and on-site cleaning practice. 
As the new chemicals was applied, the air permeability and water 
absorbing capacity of the washed fel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ifetime of the felts were extended from 2 months to 5 months, 
and the paper machine could maintain the operation at a high-
speed. In additi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vacuum pump 
and drive system were reduced, and the steam consumption was 
decreased as well. 
Key words: cleaning agent; felt; air permeability; runnability;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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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对其进行效果评价，以测试其对沉积物的清洗

效果。本文采用清洗前后毛毯透气性的变化情况表征新

型保洁清洗剂对毛毯的清洗效果。透气度高，代表毛毯

内部孔洞在NT® Clean 1220的作用下被打开，毛毯内

部的闭孔变为通孔，有利于毛毯的进一步吸水和脱水。

(1）仪器：真空泵、织物透气性测试仪SG461-Ⅲ。

(2）实验方法：同一纵向下机毛毯3组，每组两份（确保

脏污程度一致性），大小为半径6c m饼状。每组样分别

浸泡于NT® C l e a n 1220溶液和清水中（清水样作参

照），浸泡时间为20m i n，浸泡过程中每间隔5m i n搅拌

一次。清洗结束后，用真空泵抽吸1m i n，利用织物透气

性测试仪测量毛毯的透气性。

NT® Cle an 1220清洗前后的毛毯分别用显微镜

进行观察，如图1、图2所示。清洗前毛毯纤维间隙被大

量的污垢所填充，存在大量的闭孔，毛毯呈结块状，板

实无弹性。而清洗后的毛毯洁净蓬松，毛毯纤维彼此分

离，孔洞重新被打通，有利于毛毯的吸水和脱水。

图3为使用不同清洗剂清洗脏污毛毯前后的透

气性对比。从图3中可以得出，在相同的清洗时间下

（20m i n），使用5%NaOH清洗后透气性提升485%，

使用5%清洗剂A（某国外公司商品毛毯清洗剂）提升

435%，使用5%NT® Clean 1220后透气度提升685%。

NT® Clean 1220呈现出了最佳的清洗效果。

2  新型保洁清洗剂的上机应用

为进一步验证NT® Clean 1220的清洗效果，我公

司将NT® Clean 1220分别进行了停机清洗和在线清洗

的应用试验。

2.1 停机清洗

为验证该清洗剂真实清洗能力，特安排应用NT® 

伴随着造纸机械向高速化和大型化发展，造纸企

业在维持纸机高产量和纸张高品质的同时，也在持续追

求改善纸机运行性能，降低纸机运行成本，提高纸机生

产效率。纸机压榨毛毯是造纸机的重要脱水器材之一，

毛毯脱水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纸机生产效率。同时

压榨毛毯作为易耗品，价格昂贵，频繁的更换大大降低

了纸机的运行效率，并增加了纸张的生产成本。在高速

纸机生产生活用纸时，许多纸厂更换毛毯，并不是由于

毛毯的磨损导致。对于压榨毛毯，沉积物将网孔堵塞压

实后，毛毯缺乏足够的空隙容积和回弹性能，导致其透

气度和脱水能力下降，从而影响纸机运行效率。

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的毛毯沉积物主要来自于如

下四个方面：（1）浆料系统：纸浆中的天然树脂，后加

工损纸中胶黏物和细小纤维；（2）水系统：细菌滋生产

生的胶黏物，生产用水中的泥沙，和水中钙镁离子在毛

毯上的结垢等；（3）添加剂：湿强剂，干强剂，粘缸剂，

剥离剂，消泡剂等，其中在高等级生活用纸过程中大量

使用的湿强剂极易在毛毯上粘附并再交联，从而堵塞

毛毯孔隙；（4）其它杂物：如泄漏的润滑油等。目前在

文化纸和包装纸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传统保洁清洗剂，

在高速卫生纸机上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为改变此现

状，我公司与济宁某公司合作，对高速生活用纸纸机毛

毯沉积物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并针对性地开发了适

用于高速生活用纸纸机的高效保洁清洗剂NT® Cle an 

1220。

NT® Cle an 1220同时具有乳化、润湿、分散、氧

化、抑垢等多种作用，其中乳化、润湿作用主要是针对

浆料中的天然树脂等；分散和氧化作用主要针对湿强剂

和细小纤维复合体；抑垢作用主要针对无机盐在毛毯上

的结垢沉积。通过如上各种作用，NT® Clean 1220将

生活用纸湿部系统中的天然树脂、无机

盐、湿强剂和细小纤维等进行针对性的

处理，减少了树脂、湿强剂和细小纤维

在毛毯上的沉积，从而持续维持毛毯的

高透气度和高脱水性能，改善纸机的运

行性能。

1  实验室评价

NT® Clean 1220在上机应用前， 图1  清洗前 图2  清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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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1220对纸机脏污毛毯进行了清洗。通过测试清

洗前后原纸上缸水分、扭矩（烘缸、成形辊、压榨辊）、

真空电流、真空度，可表征该新型保洁清洗剂对脏污毛

毯的清洗状况。

从表1清洗前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清洗后原纸上

缸水分下降约1﹒74%，相应的可以得出蒸汽耗用降低。

真空泵总功率下降5﹒2%，说明毛毯通透性得到提升，脱

水性变好，很好地验证了上缸水分下降的问题。此外，

纸机各传动器件电流均有4%左右下降，原因在于毛毯

由压实变为蓬松，吸水箱吸附阻力下降。所有数据的变

化均表明，脏污毛毯经过该新型保洁清洗剂清洗后，毛

毯性能恢复明显。                          

图4和图5为使用NT® C l e a n 1220新型保洁清洗

剂，停机清洗毛毯前后的毛毯外观状态。可以发现，清

洗前后毛毯的色泽有较大的变化。清洗前毛毯上呈现

出一道道深暗的条纹，且毛毯横幅上深暗条纹位置与原

纸横幅低温区一一对应，说明毛毯堵塞，并影响到湿纸

幅脱水。清洗后的毛毯色泽较浅，接近于毛毯的本色。

2.2 在线保洁

在线保洁是通过化学药品的在线处理，对沉积物

在毛毯上的积累有预先防止的作用。在线保洁情况良

好时，毛毯会一直维持在较理想的透气状态，毛毯的脱

水效果良好，纸机可以持续维持在高速运行。相较于停

机清洗，在线保洁对纸机运行效率的维持和提升更有

意义。在浙江维达PM6（BF-10纸机）进行NT® Clean 

1220的在线保洁应用。应用过程中，NT® Clean 1220

采取开一小时停两小时方式，以更好评价NT® C l e a n 

1220的在线保洁效果。图6为在线保洁时毛毯真空泵电

流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图6可以很清晰地看出，NT® 

C l e a n 1220在线保洁的一个小时内，毛毯真空电流在

逐步下降，说明毛毯透气性提升，脏污不断去除；当NT® 

Clean 1220处于关闭状态时，真空泵电流会逐步上升，

这代表脏污不断积蓄，毛毯透气性逐步下降。在每一个

NT® Clean 1220的开启和关闭时间段内，毛毯真空泵

图3  不同清洗剂效果对比

图4  清洗前

图5  清洗后

表1  脏污毛毯清洗前后参数对比

转矩/% 烘缸

 成形辊

 压榨辊

电流/% 烘缸

 成形辊

 压榨辊

真空电流/%  托辊

     吸水箱

真空度/kPa 托辊

     吸水箱1

     吸水箱2

真空泵总功率/kW

上缸水分/%

清洗前

65﹒65

64﹒31

72﹒19

78﹒21

74﹒40

83﹒73

72﹒64

74﹒96

39

39

38

309

57﹒62

清洗后

62﹒99

61﹒63

69﹒50

74﹒31

71﹒33

80﹒58

70﹒88

71﹒24

35

38

35

293

55﹒88

对比

/%

-4﹒1

-4﹒2

-3﹒7

-5﹒0

-4﹒1

-3﹒8

-2﹒4

-5﹒0

-10﹒3

-2﹒6

-7﹒9

-5﹒2

-1﹒74

注：清洗前后车速、纸种、起皱率、托辊压力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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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清晰地

反映了NT® Clean 1220的在线保洁效果。通过对保洁

药量的合理控制，可以长期维持毛毯的清洁状态。

3  使用效果综合评价

为进一步验证NT® Clean 1220的保洁清洗效果，

我们在浙江维达PM1～PM6进行了长期的应用。各纸机

毛毯的使用寿命情况如表2所示。在停机清洗和在线保

洁两种方式有效的结合下，各机台毛毯寿命大大提升。

无特殊故障的前提下，毛毯原平均寿命在两个月左右，

现使用平均寿命达到五个月以上。NT® Clean 1220在6

台纸机上均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表3为使用NT® Cl e a n 1220后PM10（意大利拓

斯克高速纸机）的毛毯寿命统计。在使用NT® C l e a n 

图6  NT® Clean 1220在线保洁调节对PM6毛毯真空泵

电流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9-02-26(修改稿)]

12 2 0前，由于毛毯脏污问题，纸机车速只能维持在

1400m/min。使用NT® Clean 1220后，毛毯脏污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在2h内纸机车速提升至1600m/m i n，

纸机的运行效率大大提升，纸机产量从2﹒97t/h提升至

3﹒39t/h。与此同时，纸机的真空总功率从300kW下降

至210kW，节能高达30%；真空泵能耗从101kW/t下降

至61﹒9kW/t，吨纸节省电耗39﹒1kW/t。此外，毛毯长

期保持清洁状态，纸机得以稳定满速运行，产能提升，

纸机的运行效率得到充分提升。

4  结论

4.1 使用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NT® Clean 1220后，脏

污毛毯内部的纤维分离，沉积物溶出。毛毯内部的孔洞

由闭孔变为开孔，清洗后毛毯的透气性显著改善。

4 . 2 停机时使用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后，重新上机后

原纸上缸水分下降1﹒74%，真空泵总功率下降5﹒2%，纸

机各传动器件电流均有不低于4%的下降，毛毯清洁度

和透气度改善明显，纸机能耗有明显降低。

4.3 通过间歇添加NT® Clean 1220进行在线保洁清

洗，药品添加时，纸机托辊/毛毯真空泵电流呈现持续

下降状态，药品停止添加后托辊/毛毯真空泵电流就会

逐步回升。

4 . 4 在PM1～PM6长期使用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后，

毛毯的使用寿命从先前的2个月左右，提升至平均5个月

以上。同时在新型高速T T纸机的应用表明，使用新型

毛毯保洁清洗剂后，纸机的车速显著提升，真空总功率

显著降低。长期使用新型毛毯保洁清洗剂NT® C l e a n 

1220，可显著改善纸机运行效率，节能降耗，提升产品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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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NT® Clean 1220使用后各纸机毛毯寿命情况

上机时间

2018﹒1﹒16

2018﹒1﹒22

2018﹒6﹒20

2018﹒1﹒7

2018﹒5﹒9

2018﹒4﹒22

下机时间

2018﹒7﹒23

2018﹒8﹒16

2018﹒11﹒28

2018﹒6﹒25

2018﹒10﹒12

2018﹒10﹒17

毛毯寿命

/d

188

206

161

169

156

172

PM1（1200m/min)

PM2（1200m/min)

PM3（850m/min)

PM4（850m/min)

PM5（850m/min)

PM6（850m/min)

机台编号

表3  NT® Clean 1220使用前后PM10的运行效率改变

真空总功率 

/kW

300

210

真空能耗 

/(kW/t)

101

61﹒9

产能

/(t/h)

2﹒97

3﹒39

使用前

使用后

1400

1600

平均车速/

(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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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竹子是我国优质的造纸纤维原料，竹纤维的柔韧品

质和我国悠久的竹文化相得益彰，也促进了其在生活用纸工

业的应用，然而，竹子的禾本科特性及其种类多样性，又给生

产过程增加了不少复杂性，需要从业者从原料到造纸各环节

加强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文章从竹原料种类控制、蒸煮特性

及本色竹浆、备浆、抄造等环节特性介绍了生产实践经验和工

艺控制难点。

关键词：竹浆；工艺控制；生活用纸

Abstract: In China, bamboo is a high-quality fiber material with 
good flexibility, and is used widely now in tissue paper production. 
However, bamboo’s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es diversity 
led to a complexity in tissue production. So it is necessary for 
paper mills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in all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this paper was int roduced the exper ience in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the essentials in process control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to unbleached 
pulp preparation. 
Key words: bamboo pulp; process control; houshol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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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规范的竹浆比例控制，往往会影响产品出现循环性

质量波动，不利于产品质量稳定。

2  竹原料制浆性能和工艺控制

2.1 竹原料制浆性能

竹原料其木素结构与木材有所不同，原料中紫丁

随着人们对竹纤维认识的愈加深入，其赋予纸张

的柔韧的品质和我国悠久的竹文化[1]相得益彰，使得竹

原料生活用纸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从2008

年开始，我国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西

等省区，依托丰富的竹资源先后投产多台中、大型卫生

纸机生产竹原料生活用纸产品。然而，竹子的禾本科特

性及其种类多样性，又给生产过程增加了不少复杂性，

需要我们从原料到造纸各环节加强生产工艺质量控

制。

1  竹原料种类控制

竹浆纸生产企业往往因地制宜，根据其当地主产

的竹种作为主要生产原料[2]，而优秀的造纸竹材主要以

丛生竹为主，包括慈竹、绿竹、黄竹、麻竹、粉单竹、刺竹

等，同时部分使用白夹竹等散生竹种。企业自有林场则

以种植慈竹、绿竹、黄竹为主。

竹子、木材，以及不同竹种化学成分和纤维质量差

别较大。需以制浆得率、造纸性能、采购运输成本等多

项内容综合考量其造纸优劣。

典型的造纸用竹纤维原料与常规针叶木、阔叶木

纤维原料，纤维形态及化学成分对比如表1[3～6]。

从表1对比数据可以看出：

(1）在纤维长度方面，竹纤维介于针叶木与阔叶木

之间，在阔叶木浆中配比一定比例竹浆，有利于提高纸

张的抗张强度，在某厂生活用纸实际生产中显示，以桉

木阔叶浆为主要原料配比30%竹浆，与配比20%的针叶

木浆的卫生纸抗张强度相当。

(2）竹纤维长宽比高、壁腔比高，纤维细长硬挺，

生产的纸张纤维结合紧密，从而对生活用纸厚度、匀度

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壁腔比高，影响纤维柔软

度，成纸手感柔软性表现较差，不利于生产高档超柔生

活用纸产品。

(3）不同竹种之间，其纤维造纸性能也存在较大差

异，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白夹竹属造纸性能较差的竹

种，但因其原料储量多、单价低，仍有一定市场。

另外受竹子生长及竹农供应习惯的影响，竹原料收

购存在较为明显的旺淡季区分[7]，如不注意竹原料的储

表1  竹纤维原料与常规针叶木、阔叶木纤维原料纤维形态

及化学成分

项目

竹

子

针

叶

木

阔

叶

木

丛生竹

毛竹

白夹竹

云杉

马尾松

落叶松

桉木

杨木

桦木

纤维形态

平均长度

/mm

2﹒37

2

1﹒3

3﹒06

3﹒61

3﹒41

0﹒88

1﹒13

1﹒21

宽度

/μm

16﹒6

16﹒2

51﹒9

50

44﹒4

16﹒8

22﹒9

18﹒7

长宽

比

145

123

59

72

77

52﹒4

49﹒3

64﹒7

壁腔比

(早晚材)

1﹒7

3﹒9

0﹒65

0﹒65

0﹒8

0﹒29

0﹒46

化学成分/%

纤维素

含量

48﹒08

45

46﹒5

46﹒92

51﹒86

52﹒55

32﹒44

43﹒24

木素

含量

26

30﹒67

33﹒5

28﹒43

28﹒42

27﹒44

27﹒45

17﹒1

22﹒91

注：表中制浆成本不含原材料成本。

表2  不同原料RDH蒸煮工艺的成浆情况和主要消耗成本

原料

种类

丛生竹

白夹竹

桉木板皮

桉木片

蒸煮工艺

卡伯

值

16﹒5～20﹒5

18～22

18～22

18～22

用碱

量/%

15﹒5

20﹒0

17﹒5

18﹒5

蒸煮最

高温度

/℃

163

163

163

163

蒸煮

时间

/min

210

220

220

220

制浆

成本

/元

554

686

613

618

主要消耗

汽耗

/(t/t)

0﹒66

0﹒75

0﹒73

0﹒69

得率

/%

46﹒03

37﹒41

44﹒88

47﹒5

注：表中漂白成本不含原料成本。

表3  不同纤维原料漂白后的成浆情况和主要消耗成本

原料

种类

竹片

白夹竹

桉木板皮

桉木片

吨浆主要消耗

白浆

得率

/%

42﹒81

35﹒79

41﹒74

44﹒9

二氧

化氯

/kg

18﹒6

18﹒4

17﹒9

17﹒6

双氧

水/

kg

27﹒7

42

25﹒4

24﹒4

蒸汽

/t

0﹒45

0﹒48

0﹒46

0﹒46

漂白

成本

/元

608

646

587

571

成浆情况

白度合

格率

/%

92

87

98

98

白度

/%ISO

87﹒5

87﹒5

8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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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基木素结构和酸酯链接多[4]，有利于硫酸盐法蒸煮，

较木材原料更易蒸煮成浆，蒸煮成本低。

表2为使用某厂不同原料RDH蒸煮工艺的成浆情

况和主要消耗成本。

从表2对比数据可以看出：

（1）对比丛生竹与白夹竹蒸煮工艺，白夹竹用碱

量、蒸煮用汽明显偏高，因此为保证竹浆蒸煮效率和成

浆质量，在原料管控环节须着重避免混料情况发生。

（2）丛生竹在化学品、蒸煮时间相较桉木片较低，

而其目标工艺卡伯值比桉木浆低1﹒5，充分表明了丛生

竹较易蒸煮的特点。

2.2 竹浆漂白性能

由于竹浆本身结构和蒸煮后残余木素影响，竹浆

属于比较难漂白的浆种，在生产高白生活用纸时，尤其

要注意蒸煮质量控制，确保未漂竹浆卡伯值稳定，避免

造成漂白质量波动，进而影响生活用纸白度色泽波动。

而竹子蒸煮成本低、漂白成本偏高，也是竹原料企

业大力发展本色纤维原料的动机之一。

表3为某厂不同纤维原料采用氧脱木素+D0EOPD1

漂白工艺流程后的成浆情况和主要消耗成本。

2.3 本色竹浆质量控制

当前，本色竹木生活用纸蓬勃发展，其环保概念和

纤维本色属性尤其受新一代青年喜爱，成为生活用纸线

上销售的重头，售价甚至高于制造成本更高的高白生活

用纸。

结合竹浆特性和实际生产实践，在本色竹浆生产

过程中，应注意控制以下几个方面：

2.3.1 本色竹浆的选取

（1）应选用氧脱后本色浆用于生产本色生活用纸

原因主要为竹浆原料虽然较易蒸煮，但由于其纤

维表面仍然沉积较多残余木素，对生活用纸柔软性和

吸水性存在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蒸煮后经洗选

的本色浆，其深色纤维束偏多，影响生活用纸感官品质，

而浆料经氧脱后则明显改善。

（2）氧脱效率控制

相关生产实践表明，氧脱效率应控制在40%～45%

左右，氧脱后浆料卡伯值控制在9﹒5左右为较佳范围。

在此条件下，有利于获得松厚度、强度、柔软度俱佳的

生活用纸产品[8],氧脱效率过高，影响纸张抗张强度和

纸页松厚度，而过低则影响产品的手感和吸水性，这点

已在实际生产过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

2.3.2 本色竹浆备浆要求

经氧脱后浆料残碱较高，如清洗不足，往往影响纸

机抄造工序化学品用量和产品质量，在湿浆生产线(不

使用本色浆板)应控制浆料残碱在0﹒5g/l以内，避免造

成后续湿强剂等辅料用量增加，同时干扰Yan ke e缸化

学涂层稳定性。实践表明浆料残碱偏高时，要获得相同

湿抗张强度，湿强剂吨纸用量可能增加20%～30%，从

而造成严重浪费。

同时，由于本色竹浆未经漂白，“缺少”漂白杀菌环

节，浆料在运输、储存过程更滋生细菌，必须加强浆料

图2  安德里茨Prime Line纸机

图1  竹浆配比对纸张匀度的影响

注：打浆度：竹浆30°SR，木浆21°SR；生产机型：安德里茨Prime Line新月

形纸机；产品品类：13.5g/m2纸巾纸；匀度仪器：北京丹贝尔LOD07型尘埃

匀度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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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控制，避免出现腐浆、异味的本色卫生纸纸病。

3  本色竹浆造纸性能和工艺控制

3.1 本色竹浆磨浆

未经漂白的竹浆细小纤维多，双盘磨磨浆功率在

50～60kW﹒h/t时，打浆度即可从19°SR提高到38°SR

度左右，而湿重则降低到8g左右。结合生产实际经验，

本色纸巾纸竹浆打浆度应控制在30～33°SR左右，避免

因打浆度过高造成纸张厚度偏低，柔软度差的问题。同

时，过分磨浆，也会造成浆料纤维切断多，进而加重本

色纸成品掉纸粉问题。

3.2 竹浆配比控制

在多数竹浆纸企业，竹浆是作为长纤维使用的，阔

叶木浆配比20%到60%不等比例的竹浆以生产各种不同

性能需求的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倾

向于使用强韧而柔软的产品。实际生产过程，随着竹浆

配比的增加，纸页抗张强度不断上升的同时，匀度及柔

软度等性能却不断变差，如图1所示。

通常生活用纸竹浆配比以不超过80%为宜，同时生

产柔软要求较高纸种时，需配合添加浆内及表喷柔软

剂，或调整针叶木长纤维来改善产品的手感。

3.3 纸机设备及工艺控制

安德里茨Pr ime Line为南雄珠玑、江西华劲、贵

州赤天化等多家竹浆纸企业提供了完善的竹木浆卫生

纸解决方案。

依托当前先进的卫生纸机技术，如图2所示，竹木

浆生活用纸造纸科学化、自动化程度空前提高，针对竹

浆特性，在纸机抄造环节，应加强如下环节工艺控制。

（1）使用多层流浆箱代替传统单层流浆箱，通过加

大面层阔叶木纤维比例，改善表面卫生纸表面性能，增加

底面竹浆比例，平衡卫生纸的手感和强度需求。生产实践

中，生产柔软性要求较高的纸张时，正面通常仅配比0～

20%的竹浆，而底面竹浆配比则达到60%～80%。

（2）适当降低纸机浆网速比，从传统0﹒93～0﹒95

下降至0﹒88～0﹒9，以改善纸页纵横向柔软度，改善纸张

的触感柔软性能。在调控速比后，应注意观察跟踪着网

点变化。通过优化着网点，减轻速比调整造成匀度降低

问题。

（3）采用高效热风气罩和靴压技术，在提高干燥

效率降低能耗的同时，改善卫生纸松厚度，提升卫生纸

柔软性能。

（4）使用更先进的刮刀系统和陶瓷刮刀进行生

产；目前较为先进的刮刀系统(BTG Flexible Holder

以及Kadant Rigid Holder)，刮刀压力均一，刮刀振

动水平低，能实现更加良好均一的起皱效果，而配合使

用陶瓷刮刀，能生产出更加出色的生活用纸产品，但生

产过程必须配合相应的刮刀振动检测系统和良好的巡

检制度，避免陶瓷刮刀伤缸现象的发生。

（5）针对高配比竹浆纸，通过浆内、表喷柔软剂添

加，在保证纸张强度同时，改善生活用纸柔软性能，目

前少数企业为生产超柔产品，其柔软剂添加量甚至达到

了1﹒5kg/t。

4  结语

竹浆以其独特的优势，已经成为生活用纸纤维原

料的主力军，生产实践中，应进一步掌握其原料特点，

在备料、制浆、造纸各环节充分利用竹纤维优势，规避

不利因素，可以生产出与针叶木浆原料的优质生活用纸

媲美的竹浆生活用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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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生活用纸生产能源成本测控系统，阐述了如何在生活用纸生产线上部署能源成本测

控。利用生产车间能耗作为基础数据源，结合新增智能设备，实现了低成本高智能的管理系统。通过对生活

用纸生产成本进行测控分析，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为造纸企业生产管理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关键词：生活用纸；能耗；成本管理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kind of energy cost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for tissue paper 
production, discussed how to deploy the energy cost control system in the production lines. Based on data 
source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ntelligent device newly added, a highly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was realized. Through the cos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which provides an accurate basis for daily operation in paper mills.
Key words:  household paper; energy con-sumption; co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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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能源成本的现状

生活用纸的生产涉及能源有：水、电、蒸汽、压缩

空气等。根据生活用纸的制造流程，分为制浆、抄纸及

后加工段。生产能源管理需要将上述涉及到的所有能

源数据按照车间、工段、类别等统计汇总，作为企业生

产运营的决策依据。现有的生产能源成本管理方法多

以人工录入为主，其特点是精确性低、数据难以及时

获取、不能有效地进行相关性分析，为企业决策者及时

地、全方位地展示生产过程中能源成本的消耗情况。

通过建设生活用纸生产能源成本测控系统，可以

掌握企业的能耗情况，分析企业用能水平，查找企业节

能潜力，明确企业节能方向，为改进生产管理，提高企

业能源利用率和进行企业用能技术经济性评价提供科

学依据。我国造纸行业综合能耗高的原因，除管理水平

外，主要包括：能源结构、原料结构、企业规模、自产能

源的利用、技术装备等五个方面[1]。本项目基于实时能

耗的生活用纸生产成本测控系统，主要用于生活用纸行

业中，通过本系统企业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能耗信息采

集到后台的数据库系统，经分析与处理后，对不同类别

耗能指标进行有效分析和预警。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生

产数据的统一平台处理，从客观上确保生产数据的准

确性，据此制定针对性的KPI管理政策。

2  生产成本测控系统的主要内容

生活用纸生产成本测控系统主要是基于生产过程

中的实时能源数据，采集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系统体系

结构，对生活用纸生产中的电力、蒸汽、燃气、水等各分

类能耗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并分析单产能耗趋势。以

车间级分布式控制系统网络为基础，利用通讯技术、数

据库技术与可视化技术相结合，通过生产过程中的能

耗数据采集、设备运行监测等管理手段，为企业搭建一

个统一的能源数据管理平台。依托该平台可完全掌握所

有能源设施的全方位运行数据。结合生产数据相应地做

出生产优化决策、均衡生产与耗能。 

2.1 生活用纸生产能源成本测控系统的结构

生活用纸成本测控系统的数据采集按功能分为六

个层级，见图1。 

图1  生产能源成本测控系统架构

图2  实时能耗采集网络拓扑

(1）物理层：最底层的电力仪表、工业现场仪表、电

机回路传感器。

(2）设备层：分为两部分：①基于PLC的底层数据

采集；②拥有通讯功能的智能仪表:如电气仪表等。

(3）传输层：与设备层对应地分为两部分：基于

PLC配套的RSv i ew SE将数据传输至数据层；智能仪

表通过模块读取至数据库。

(4）数据层：采用SQL server存储系统数据。数据

层是开发的核心。

(5）网络层：数据层通过WEB发布，与浏览器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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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传输。

(6）会话层：使用﹒N ET编程实现用户与数据的交

互、展示能耗数据。

2.2 生活用纸成本测控系统的数据处理流程

2.2.1 成本数据采集

对重点用能工段电、压缩空气、蒸汽、水等能源

和产能进行实时采集。每一类细分为多个小类，例如电

能，按照各车间、各机台的用能设备进行统计：压力筛、

水泵、传动分部、车间照明设备、车间通风设备、办公用

电设备等。对于重点设备，不仅监测其用电量，还需要

监测其电流、功率因数等。数据采集充分利用现有DCS

系统，对于未接入系统的设备，通过485通讯进行采集，

如智能热量表、蒸汽流量计、水表等。

2.2.2 成本数据存储

作为汇总和上报的基础，采集到的能耗成本数据

必须进行处理，系统按照数据的特性进行排序、存储的

数据将被统一折算成标准煤单位。

2.2.3 成本数据查询

企业对重点用能工段或设备可以直观、简明、快捷

地查询数据信息，针对节能改造项目做出正确、可行、

有效的决策和方案。生成预设的数据报表。

2.2.4 成本数据分析

系统对生产能耗进行科学、合理地建立数据模型

进行数据分析。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往往需要根据不

同比率对费用进行折算，能耗系统一般将能源数据转化

为标准煤，表示成本构成的结构。

3  成本测控系统的作用

此项目主要用于生活用纸企业中，通过采集生活

用纸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以

及存储分析，为企业生产提供了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

企业利用本系统所呈现的能耗数据图表，可直观地建

立生产-能耗数据模型，有利于企业做出相应的生产决

策。对生产过程中的重点设备或工段进行多维度的可视

化展示，可作为工艺优化的数据依据。如果运用得当，

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其变化趋势，有利于指导技术人员分

析原因确定改进方案，并最终实施，特别是随着计算机

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统计技术数据分析在企业内的

广泛应用则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必然趋势[2]。

(1）可以监测企业总计用了多少能源，都用到了哪

里。

对各设备用能的历史数据形成连续性记录，根据

用户需求定制形成各类数据报表、图形，管理人员可通

过这类多维图表进行能流图分析，发现各设备的用能规

律及关系，实现用能单元标准化管理，找出管理漏洞，

节省运行费用。

(2）能适时监控各用能异常变化,及时查找异常成

本流失的原因，对带病运行设备作出预防性维护，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节省维修费用。

(3）能对各种工艺优化措施的效果进行监测，减少

人为因素，节省建设投资。 

(4）通过发现异常成本损耗，能对未知故障进行量

化管理，精细化管理。 

(5）对企业电费进行自估，方便与电业局的收费数

字进行对比，及时修正收费的合理性。

(6）通过单产数据比较各项成本数据，为生产考核

及生产结构调整提供性价比数据。

4  总结与展望

生活用纸生产成本测控系统对造纸工业生产中的

各种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分项处理，并结合产量价格等

第三方信号分析单产能耗状况，让管理者全面地了解成

本使用情况。实施成本管理系统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减

少成本，目的是使用户通过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转

换为成本数据，结合报表了解企业生产成本构成现状。

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寻找有用的信息，做出更加准确的

决策[3]。通过建立一个准确测量的系统，统计能源成本

消耗，为优化工艺流程提供数据。通过计划能耗的使用

量，对比分析找到最经济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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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用国标烘箱法、红外干燥法和卤素干燥

法测定三种生活用纸的含水率，同时优化红外干燥

法、卤素干燥法的测定条件。结果表明：称样量在5～

7.5g之间的红外干燥法、关机条件设置为1mg/10s或者

1m g/20s的卤素干燥法与国标烘箱法检测结果具有良

好的一致性和替代性，且效率高，成本低。

关键词：生活用纸；含水率；红外干燥法；卤素干燥法

Abstract: The moist u re content of th ree k inds of 
tissue paper was measured by oven-drying, infrared 
drying and halogen drying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determining conditions with infrared drying method an
d halogen drying method were optimiz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infrared drying with 5grams 
to 7.5grams sampling weight and halogen drying with 
shutdown condition set to 1mg/10s or 1mg/20s, have a 
good consistency and substitution to the oven-drying 
specified in the state standard, which are featured by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Key words: household paper; moisture content; infrared dr
ying; halogen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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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计:日本凯特Ke t t；HX204卤素水

分测定仪：梅特勒托利多Me t t l e r-

Toledo。

1.3 检测方法

1.3.1 烘箱法

称取10g生活用纸，按照GB/T 

462-2008《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

样水分的测定》进行检测。每个样品

平行测定5次。

1.3.2 红外干燥法

将红外线水分计测量模式设定为自动停止模式

（水分变化量0﹒05%，30s），干燥温度105℃。合上加热

器盖，进行零点调整。打开加热器盖，放上样品。关好加

热器盖，待显示稳定，开始测试。测试结束，记录水分测

定结果的百分比。

由于样品盘大小的限制，生活用纸的放置质量不

可超过8g。本方法将样品质量设为三个档次，分别是

2﹒5g、5﹒0g、7﹒5g。每个档次每个样品平行测定5次。

1.3.3 卤素干燥法

设定卤素水分测定仪失重关机模式（损失质量△g

在规定单位时间内△t小于预设值，即终止加热过程，并

显示测定结果），干燥温度105℃。合上加热器盖，进行

零点调整。打开加热器盖，放上样品。关好加热器盖，开

始测试。测试结束，记录干燥后的质量。

由于样品盘大小的限制，生活用纸的放置质量

约5g。本方法将关机条件选定为三个模式，分别是

1mg/10s、1mg/20s、1mg/50s。每种模式每个样品平

行测定5次。

1.4 数据处理

测定结果建立Excel数据库，采用SPASS 19﹒0统

计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与讨论

2.1 红外干燥法的评价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

的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见表2。从结果可知，Leve n e方

生活用纸含水率的测试方法为GB/T 462-2008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该方法为

烘箱法，需对试样进行反复烘干、冷却、称重，操作繁

琐，耗时长（一般需要6h以上）。红外线水分计干燥减

量法在测量样品重量的同时，利用红外加热单元和水分

蒸发通道快速干燥样品。卤素水分测定仪根据热失重

分析法原理，采用卤素灯对样品进行快速加热。这两种

方法测试生活用纸含水率均在10min以内。

本课题采用红外线水分计和卤素水分测定仪测定

生活用纸的含水率。通过设定不同重量、不同的干燥模

式等条件，建立不同条件下的数学模型，并与用国家标

准规定的测试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快速测定

的等效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样品

3组纸巾纸，3组卫生纸，3组纸尿裤。

1.2 主要仪器

G T-7017-M干燥箱：高铁；F D-720红外线水

方法

烘箱法

红外干燥法（2﹒5g)

红外干燥法（5﹒0g)

红外干燥法（7﹒5g)

总数

均值

6﹒68

7﹒21

6﹒81

6﹒68

6﹒84

N

45

45

45

45

180

标准

偏差

0﹒496

0﹒368

0﹒389

0﹒405

0﹒467

5﹒99

6﹒55

6﹒30

6﹒13

5﹒99

极小值

7﹒81

8﹒02

7﹒77

7﹒85

8﹒02

极大值

表1  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的方差分析描述性结果

均值的95%置信区间

6﹒83

7﹒32

6﹒93

6﹒80

6﹒91

上限下限

6﹒53

7﹒10

6﹒69

6﹒56

6﹒78

表3  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的ANOVA方差分析结果

类型

组间

组内

总数

df

3

176

179

平方和

8﹒415

30﹒678

39﹒093

均方

2﹒805

0﹒174

—

0﹒000

—

—

显著性F

16﹒092

—

—

表2  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

Levene统计量

1﹒171

df2

176

df1

3

P显著性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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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齐性检验F统计量为1﹒171，在当前自由度下对应的P值

为0﹒322（＞0﹒05），说明4组样本所代表总体的方差齐。

ANOVA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从结果可知，4组间

的显著性为0﹒000（＜0﹒05），说明4种方法之间有明显

差异。

采用LSD检验，将烘箱法与3种红外干燥法进行多

重比较，结果见表4。由显著性可知，烘箱法与红外干燥

法（2﹒5g）差异显著，但与红外干燥法（5﹒0g）、红外干

燥法（7﹒5g）之间无差异。说明称样量在5～7﹒5g之间的

表7  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的ANOVA方差分析结果

类型

组间

组内

总数

df

3

176

179

平方和

6﹒458

47﹒802

54﹒261

均方

2﹒153

0﹒272

—

0﹒000

—

—

显著性F

7﹒926

—

—

表8  烘箱法与卤素干燥法的多重比较结果

(I)变量

烘箱

法

均值差

(I-J)

0﹒059

-0﹒102

-0﹒431

(J)变量

卤素干燥法（1mg/10s)

卤素干燥法（1mg/20s)

卤素干燥法（1mg/50s)

显著性

0﹒593

0﹒357

0﹒000

95%置信区间

下限

-0﹒158

-0﹒318

-0﹒648

0﹒276

0﹒115

-0﹒214

上限

方法

烘箱法

卤素干燥法（1mg/10s)

卤素干燥法（1mg/20s)

卤素干燥法（1mg/50s)

总数

均值

6﹒68

6﹒62

6﹒78

7﹒11

6﹒80

N

45

45

45

45

180

标准

偏差

0﹒496

0﹒497

0﹒558

0﹒531

0﹒551

5﹒99

5﹒92

6﹒13

6﹒35

5﹒92

极小值

7﹒81

7﹒60

7﹒97

8﹒41

8﹒41

极大值

表5  烘箱法与卤素干燥法的方差分析描述性结果

均值的95%置信区间

6﹒83

6﹒77

6﹒95

7﹒27

6﹒88

上限下限

6﹒53

6﹒48

6﹒62

6﹒95

6﹒72

表4  烘箱法与红外干燥法的多重比较结果

(I)变量

烘箱

法

均值差

(I-J)

-0﹒525

-0﹒125

0﹒005

(J)变量

红外干燥法（2﹒5g)

红外干燥法（5﹒0g)

红外干燥法（7﹒5g)

显著性

0﹒000

0﹒158

0﹒956

95%置信区间

下限

-0﹒698

-0﹒299

-0﹒169

-0﹒351

0﹒049

0﹒179

上限

[收稿日期:2019-04-03]

表6  烘箱法与卤素干燥法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

Levene统计量

0﹒453

df2

176

df1

3

P显著性

0﹒716

红外干燥法与烘箱法检测结果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和替代性。

2.2 卤素干燥法的评价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烘箱

法与卤素干燥法的实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见表6。从结

果可知，L ev e n e方差齐性检验F统计

量为0﹒453，在当前自由度下对应的P

值为0﹒716（＞0﹒05），说明4组样本所

代表总体的方差齐。

ANOVA方差分析结果见表7。

从结果可知，4组间的显著性为0﹒000

（＜0﹒05），说明4种方法之间有明显

差异。

采用L SD检验，将烘箱法与3种

卤素干燥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8。由显著性可知，烘箱法与卤素干

燥法（1m g/50 s）差异显著，但与卤

素干燥法（1m g/10s）、卤素干燥法

（1m g/20s）之间无差异。说明关机

条件设置为1mg/10s或者1mg/20s的

卤素干燥法与烘箱法检测结果具有良

好的一致性和替代性。

3  结论

红外线水分计和卤素水分测定

仪体积小，大大节约场地空间。采用

红外干燥法与卤素干燥法检测生活用纸的含水率，可

以满足客户在产品开发检验、出厂检验或抽样检验的时

效性要求，同时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检测成本。

称样量在5～7﹒5g之间的红外干燥法、关机条件设

置为1m g/10s或者1m g/20s的卤素干燥法与国标烘箱

法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替代国标烘箱法用

于快速检验生活用纸的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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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福建省生产领域的纸尿裤进行随机抽样和质量分析，分别

检测了产品的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

结果显示：福建省内纸尿裤生产企业市域主要集中在泉州，县域主要集

中在洛江、南安、惠安、晋江；近五年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产品合格率

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97%提高到2018年的100%，质量指标均远高于国

家标准要求；近五年纸尿裤达标产品卫生性能呈现较高质量水平，致

病性化脓菌和大肠菌群均未检出，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统计平

均值分别为国标最高限制的6%、7%。

关键词：纸尿裤；质量分析；卫生性能；统计

Abstract: Random sampling and quality analysis of diape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as conducted in Fujian province.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coliforms, fungal colonies, and pathogenic pyogenic bacteria 
were deteri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unicipal diape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Fujian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Quanzhou, and the county-
sized mill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Luojiang, Nan’an, Hui’an and Jinjiang.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qualified rate of diaper products in Fujian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97% in 2014 to 100% in 2018, and the quality 
indicators are far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standards. Moreover, the sanitary 
performance of diapers reached a high quality level, and the pathogenic 
pyogenic bacteria and coliform bacteria were not detected. The statistical 
averag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fungal colonies was 6% and 7%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maximum limit, 
respectively.
Key words: diapers; quality analysis; hygienic propert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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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由外包覆材料、内置吸收层、防漏底膜等材

料制成，按产品类型分为纸尿裤、纸尿片、纸尿垫，按适

用人群可分为婴儿纸尿裤和成人纸尿裤。产品具有携

带方便、吸收力强、防泄漏、干净卫生、无需清洗、更换

方便等优点，适用于婴儿、产妇、老年人及行动不便人

群的护理和日常照顾，显著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伴

随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近年来纸尿裤市场保

持了高速发展[1]，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纸尿裤作

为一次性卫生用品,其产品质量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关注。在国家标准《纸尿裤（片、垫）》GB/T 28004-

2011中，对纸尿裤的卫生指标和物理化学指标进行了

规定，具体指标如表1。

纸尿裤使用者多为小孩、妇女、老人等抵抗力较低

的群体，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作为致病性化脓菌在纸尿裤中存在时，可能直接引发尿

道感染、皮肤炎症，经玩具、被褥、手部等媒介可能会引

发呼吸道和肠道感染，导致呕吐、发热、腹泻等，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2,3]。

根据上级部门下发的2014～2018年福建省生产领

域婴儿纸尿裤双随机抽查任务，本文对随机抽查和微

生物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用以呈现福建省生产领

域婴儿纸尿裤的行业状况和卫生质量水平。

限值

表1 婴儿纸尿裤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pH

4～8

微生物

细菌菌落总数

/(CFU/g)

≤200 ≤100

真菌菌落总数

/(CFU/g)

不得检出

大肠

菌群

绿脓

杆菌

不得检出

溶血性

链球菌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

萄球菌

不得检出

渗透性能

≤20

滑渗量 

/mL

回渗量 

/g

≤10

渗漏量 

/g

≤0﹒5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

310P-03酸度计，热电（上海）科技仪器有限公司；

SP-250生化培养箱，南京实验仪器厂；JAPEN显微镜。

1.2 实验方法

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

化脓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按

国家强制性标准检测方法《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

标准》GB 15979-2002进行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结果

将试样进行统一编号，开封，按《纸尿裤(片、垫)》 

GB/T 28004-2011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

2.2 样本分布

2.2.1 福建各地市样本分布

根据历年的抽查任务，机构对福建省生产领域的

纸尿裤企业进行随机抽查，抽查企业的样本在福建各

地市的区域分布如表3所示。

抽查结果显示：2014年度共抽查企业40家，其中福

州2家、莆田1家、漳州3家、龙岩3家、泉州31家，分别占

比为5﹒0%、2﹒5%、7﹒5%、7﹒5%、77﹒5%。2015年度共抽

图1 纸尿裤样本区域分布统计（2018年）

（左图为企业分布，右图为批次分布）

图2  历年样本统计福建省泉州企业占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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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纸尿裤产品质量测试结果

序号

14-1d

14-2d

14-3c

14-4c

14-5c

14-6e-j

14-7e-j

14-8e-j

14-9e-j

14-10e-j

14-11e-j

14-12e-l

14-13e-l

14-14e-l

14-15e-l

15-1e-l

15-2e-l

15-3e-l

15-4e-l

15-5e-l

15-6e-l

15-7e-l

15-8e-l

15-9e-j

15-10e-j

15-11e-j

15-12e-j

15-13e-j

15-14e-j

15-15e-j

17-1c

17-2c

17-3e-l

17-4e-l

17-5e-l

17-6e-l

17-7e-l

17-8e-l

18-1b

18-2b

18-3b

18-4a

18-5a

18-6a

18-7b

18-8e-h

序号

14-16e-l

14-17e-l

14-18e-l

14-19e-l

14-20e-l

14-21e-i

14-22e-i

14-23e-h

14-24e-h

14-25e-k

14-26e-k

14-27e-k

14-28e-k

14-29e-k

14-30e-k

15-16e-j

15-17e-k

15-18e-k

15-19e-k

15-20e-k

15-21e-k

15-22e-k

15-23e-i

15-24e-h

15-25e-h

15-26b

15-27b

15-28a

15-29a

15-30a

17-9e-l

17-10e-j

17-11e-j

17-12e-j

17-13e-j

17-14e-j

17-15e-k

17-16e-k

18-9e-h

18-10e-h

18-11e-h

18-12e-h

18-13e-j

18-14e-j

18-15e-j

18-16e-j

序号

14-31d

14-32d

14-33e-l

14-34e-l

14-35e-l

14-36e-l

14-37e-l

14-38e-l

14-39e-l

14-40e-l

14-41e-l

14-42e-l

14-43e-j

14-44e-j

14-45e-j

15-31f

15-32a

15-33a

15-34a

15-35e-k

15-36e-k

15-37e-k

15-38e-k

15-39e-k

15-40e-k

15-41e-k

15-42e-k

15-43e-h

15-44e-i

15-45e-h

17-17e-k

17-18e-k

17-19e-k

17-20e-k

17-21e-k

17-22e-i

17-23e-h

17-24e-h

18-17e-l

18-18e-j

18-19e-j

18-20e-k

18-21c

18-22e-k

18-23e-k

18-24e-k

序号

14-46e-j

14-47e-k

14-48e-k

14-49e-k

14-50e-k

14-51e-k

14-52e-k

14-53e-k

14-54e-h

14-55e-i

14-56e-h

14-57e-i

14-58a

14-59a

14-60b

15-46e-h

15-47e-l

15-48e-l

15-49e-l

15-50e-l

15-51e-l

15-52e-l

15-53e-l

15-54e-l

15-55e-j

15-56b

15-57b

15-58e-j

15-59e-j

15-60e-j

17-25e-h

17-26e-h

17-27e-h

17-28a

17-29a

17-30a

17-31c-m

17-32e-k

18-25e-k

18-26e-k

18-27e-k

18-28e-k

18-29e-l

18-30e-l

18-31b

微生物/(CFU/g)

细菌菌

落总数

＜4

＜4

＜4

＜4

＜4

24

＜4

＜4

8

＜4

＜4

＜4

8

＜4

＜4

＜4

16

8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8

＜4

＜4

＜4

＜4

＜4

40

100

80

＜4

＜4

＜4

＜4

＜4

8

4

＜4

8

＜4

＜4

＜4

＜4

＜4

＜4

＜4

28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6

＜4

48

＜4

＜4

＜4

＜4

＜4

20

＜4

4

8

＜4

8

＜4

＜4

＜4

＜4

真菌菌

落总数

微生物/(CFU/g)

细菌菌

落总数

＜4

＜4

＜4

＜4

＜4

＜4

8

＜4

12

＜4

＜4

28

＜4

12

＜4

＜4

＜4

＜4

＜4

＜4

20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0

＜4

＜4

＜4

＜4

＜4

＜4

＜4

8

4

＜4

4

＜4

＜4

＜4

20

12

＜4

＜4

＜4

＜4

＜4

＜4

4

＜4

＜4

＜4

2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4

＜4

12

8

＜4

4

12

＜4

＜4

＜4

真菌菌

落总数

微生物/(CFU/g)

细菌菌

落总数

＜4

＜4

＜4

＜4

＜4

＜4

28

＜4

＜4

＜4

＜4

＜4

＜4

＜4

1900

＜4

44

＜4

＜4

＜4

12

＜4

4

＜4

＜4

＜4

＜4

84

4

＜4

12

＜4

＜4

＜4

1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00

12

＜4

＜4

＜4

＜4

8

4

＜4

＜4

＜4

56

12

56

＜4

16

＜4

＜4

＜4

＜4

4

8

20

＜4

12

＜4

4

8

＜4

8

8

76

＜4

＜4

＜4

8

4

＜4

40

＜4

＜4

＜4

＜4

真菌菌

落总数

微生物/(CFU/g)

细菌菌

落总数

＜4

＜4

＜4

＜4

＜4

＜4

8

＜4

＜4

40

＜4

＜4

12

8

＜4

＜4

＜4

＜4

＜4

4

8

＜4

＜4

＜4

＜4

＜4

＜4

＜4

12

＜4

＜4

4

＜4

＜4

＜4

＜4

＜4

＜4

16

＜4

＜4

＜4

＜4

7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8

＜4

＜4

＜4

＜4

＜4

＜4

12

4

4

＜4

＜4

8

＜4

36

8

＜4

＜4

＜4

＜4

＜4

＜4

＜4

＜4

8

＜4

＜4

＜4

＜4

＜4

32

＜4

真菌菌

落总数

备注：a福州，b莆田，c漳州，d龙岩，e泉州；h惠安，i惠安（台商），j晋江，k洛江，l南安；大肠菌群、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均未检出；菌落总数单位为CFU/g。“-”前的序号代表年度

技术专题 Special 生活用纸

36
第40卷第10期 2019年5月



表3  历年福建样本市域分布统计

2014

2015

2017

2018

年度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d龙岩

e泉州

总数

a福州

b莆田

e泉州

f三明

总数

a福州

c漳州

e泉州

总数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e泉州

总数

全省

2

1

3

4

50

60

6

4

49

1

60

3

2

27

32

3

5

1

22

31

批次数

2

1

3

3

31

40

3

2

34

1

40

3

2

26

31

3

5

1

19

28

企业数

3﹒3

1﹒7

5﹒0

6﹒7

83﹒3

10﹒0

6﹒7

81﹒7

1﹒6

9﹒4

6﹒2

84﹒4

9﹒8

16﹒1

3﹒2

70﹒9

批次占比

/%

企业占比

/%

5﹒0

2﹒5

7﹒5

7﹒5

77﹒5

7﹒5

5﹒0

85﹒0

2﹒5

9﹒7

6﹒4

83﹒9

10﹒7

17﹒9

3﹒6

67﹒9

表4  历年泉州样本县域分布统计

2014

2015

2017

2018

年度

h惠安

j晋江

k洛江

l南安

总数

h惠安

j晋江

k洛江

l南安

总数

h惠安

j晋江

k洛江

l南安

m永春

总数

h惠安

j晋江

k洛江

l南安

总数

县区

8

10

13

19

50

7

12

14

16

49

6

5

8

7

1

27

5

6

8

3

22

批次数

4

6

9

12

31

5

9

9

11

34

6

4

8

7

1

26

3

6

7

3

19

企业数

16

20

26

38

14﹒3

24﹒5

28﹒6

32﹒6

22﹒22

18﹒52

29﹒63

25﹒93

3﹒7

22﹒73

27﹒27

36﹒36

13﹒64

批次占比

/%

企业占比

/%

12﹒9

19﹒4

29

38﹒7

14﹒7

26﹒5

26﹒5

32﹒3

23﹒1

15﹒4

30﹒8

26﹒9

3﹒8

15﹒79

31﹒58

36﹒84

15﹒79

查企业40家，其中福州3家、莆田2家、泉州34家、三明1

家，分别占比为7﹒5%、5﹒0%、85﹒0%、2﹒5%。2017年度

共抽查企业31家，其中福州3家、漳州2家、泉州26家，分

别占比为9﹒7%、6﹒4%、83﹒9%。

其中2018年度抽查样本分布如图1所示。按企业

统计，2018年度共抽查企业28家，福州3家、莆田5家、

漳州1家、泉州19家，分别占比为10﹒7%、17﹒9%、3﹒6%、

67﹒9%。按批次统计，2018年共抽查产品31批次，福州3

批次、莆田5批次、漳州1批次、泉州22批次，分别占比为

9﹒8%、16﹒1%、3﹒2%、70﹒9%。

近五年的随机抽查企业分布结果显示：泉州产地

生产企业占比在65%～85%，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纸尿

裤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内分布呈现较强的区域集中局面，

产地主要集中在泉州市地区。

历年样本统计福建省泉州企业占比趋势如图2所

示。由图2可以看出，泉州地区的企业占比在2014～2018

年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2015～2017三年间企业

占比最高。其原因可能是，纸尿裤行业早期随着泉州地

图3 纸尿裤样本泉州区域企业分布统计（2018年）

（左图企业分布，右图批次分布）

图4  历年样本统计泉州各县区企业占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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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关配套产业的逐渐完备，产业自发集聚，从而引发

泉州地区纸尿裤企业占比逐渐增加；而随着全面两孩政

策的全国推行，市场预期纸尿裤行业的高速发展，不断

有福建新企业投产，从而使得泉州地区的纸尿裤企业在

行业占比有所下降。

2.2.2 泉州各县区样本分布

历年抽查泉州市各县区样本分布统计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2014年共随机抽查泉州企业31家，

其中惠安、晋江、洛江、南安各4、6、9、12家，分别占比

为12﹒9%、19﹒4%、29%、38﹒7%。2015年共随机抽查泉

州企业34家，其中惠安、晋江、洛江、南安各5、9、9、11

家，分别占比为14﹒7%、26﹒5%、26﹒5%、32﹒3%。2017年

共随机抽查泉州企业26家，其中惠安、晋江、洛江、南

安、永春各6、4、8、7、1家，分别占比为23﹒1%、15﹒4%、

30﹒8%、26﹒9%、3﹒8%。

其中2018年度抽查泉州市样本分布如图3所示。

按企业统计，2018年共随机抽查泉州企业19家，其中惠

安、晋江、洛江、南安各3、6、7、3家，分别占比为15﹒8%、

31﹒6%、36﹒8%、15﹒8%。按批次统计，2018年泉州市生

产领域共抽查产品22批次，其中惠安、晋江、洛江、南安

各5、6、8、3批次，分别占比为22%、27%、36%、13%。

2018年泉州区域随机抽查企业分布结果显示：纸

尿裤生产企业在泉州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呈现一定的产

品集中势态，主要集中在晋江和南安区域，企业共占比

63%。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洛江区域的纸尿裤生产企业主

要集中在洛江万虹路附近，产业上下游配套比较完备。

历年样本统计泉州各县区企业占比趋势如图4所

示，在泉州区域内，南安的纸尿裤企业占比呈现逐年下

降的态势，洛江区域内的企业占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

产业集中化逐渐自发推进。

2.3 质量分析

2.3.1 合格统计

从产品合格与否的角度定性分析纸尿裤质量，福

建纸尿裤生产领域历年随机抽查不合格项目统计的企

业数和批次数如表5所示。

2014年出现1企业1批次不合格。2014年共抽查40

家企业生产的60批次婴儿纸尿裤产品，合格产品为59批

次，卫生指标产品合格率98﹒3%。

按区域统计，2014年泉州市共抽查50批次纸尿裤

产品，1批次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细菌菌落总数1批次，

合格率为98%。

按项目统计，2014年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和真菌菌落总数均未检

出，合格率达到100%。其中细菌菌落总数1批次不合格，

按批次分项目统计，合格率为98﹒3%；按企业分项目统

计，合格率为97﹒4%。可见，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行业整

体呈现较高的产品合格率，产品卫生指标合格率在97%

以上。

如表5所示，从随机抽查的不合格企业数和批次数

的角度统计分析福建省生产领域的纸尿裤质量可以直

观地发现：在微生物指标上，除了在2014年度出现1企

业1批次的不合格产品外，2015～2018年度均未出现不

合格产品，产品合格率为100%。说明福建生产领域对纸

尿裤的卫生质量管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可能源于

消费者质量意识的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进步、

监管部门的及时跟进监管。

2.3.2 合格品检出数统计

剔除不合格产品数据，同时菌落总数＜4按未检出

来统计，对各年微生物指标的检出批次数进行统计，结

表5  历年不合格项目统计

项目

微生

物

细菌菌落总数

真菌菌落总数

企业数

1

0

14年

0

0

15年

0

0

18年

0

0

17年 14年

1

0

0

0

15年

0

0

18年

0

0

17年

批次数

表6  细菌/真菌菌落总数项目检出批次统计

2014

2015

2017

2018

年度

检出批次数

8

12

7

9

细菌菌

落总数

19

19

8

11

真菌菌

落总数

4

6

3

5

细菌/真菌

同时检出

60

60

32

31

总

批

次

检出批次占比/%

细菌菌

落总数

13﹒33 

20﹒00 

21﹒88 

29﹒03 

真菌菌

落总数

31﹒67 

31﹒67 

25﹒00 

35﹒48

细菌/真菌

同时检出

6﹒67 

10﹒00 

9﹒38 

16﹒13

表7  历年分项目均值统计

微生

物

细菌菌落总数/(CFU/g)

真菌菌落总数/(CFU/g)

大肠菌群

致病性化脓菌

2014

3

4﹒42

未检出

未检出

2015

3﹒86

4﹒41

未检出

未检出

2017

1﹒5

6﹒87

未检出

未检出

2018

11﹒61

4﹒52

未检出

未检出

技术专题 Special 生活用纸

38
第40卷第10期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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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6所示。

从表5和表6可以发现，福建省生产领域纸尿裤产

品合格率逐年提高，近两年达到100%，同时质量指标均

远高于国家标准要求。但是，从表6可以看出合格产品

的质量水平有所下降，细菌菌落总数单项检出率逐年升

高，从13%增加到29%；真菌菌落总数单项检出率也有

所增加，达到35%；细菌和真菌菌落总数项目同时检出

批次数占比也提高到16%。由此可发现，合格产品的质

量水平有所降低。

2.3.3 合格品指标均值统计

从产品质量指标定量地分析福建省生产领域纸尿

裤的质量，在对历年不合格项目统计的基础上，剔除不

合格产品数据，对各年指标进行分项目数据统计平均，

其结果如表7所示。

2014年出现1批次不合格产品，剔除不合格产品数

据，对数据进行分项目统计平均，细菌菌落总数、真菌

菌落总数分别为3CFU/g、4﹒42CFU/g，远低于国家标

准合格品限定值，说明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整体的达标

产品的卫生性能呈现较高质量水平。

从表7可看出，微生物指标的大肠菌群和致病性化

脓菌均未检出，细菌菌落总数和真菌菌落总数质量指

标近两年有所下降，达到最高限值的6%和7%。总体而

言，近五年福建省生产领域的纸尿裤质量指标远高于国

家产品标准，但近两年细菌菌落、真菌菌落总数指标质

量近两年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是新进入生产领域的

纸尿裤管理水平有所欠缺导致的。

3  结论

3 .1 近五年纸尿裤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内产业布局呈现

较强的区域集中局面，泉州市产地生产企业占比在65%

以上；泉州区域内，主要集中在南安、洛江、惠安、晋江

四个县区。

3 . 2 2014年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行业整体呈现较高的

产品合格率，合格率在97%以上。

3 . 3 2014年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虽然出现1批次卫

生指标不合格产品，但达标产品的卫生指标呈现较

高质量水平，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和大肠菌群均未检出；细菌菌

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统计平均值分别为3CFU/g、

4﹒42CFU/g。

3 . 4 近五年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产品合格率逐年上

升，从2014年的97%提高到100%，同时质量指标均远高

于国家标准要求。

3 . 5 近五年福建生产领域纸尿裤达标产品的卫生指标

呈现较高质量水平，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和大肠菌群均未检出；细菌

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统计平均值分别为国标最高限

值的6%、7%。但是达标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近两年有

所下降，细菌菌落总数和真菌菌落总数检出率有所回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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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福建省生产领域的湿巾进行随机抽样和质量分

析，分别检测了产品的含液量、包装密封性能、可迁移性荧光

增白剂三个物理性能指标以及pH值指标。结果显示：福建省

内湿巾生产企业在泉州市略有集中；近四年福建湿巾物理性能

产品合格率达到100%；2015年和2016年的湿巾产品全部检出

有荧光增白剂，但均不迁移；2017年和2018年的湿巾产品全部

未检出荧光增白剂。近四年的湿巾pH值指标总体保持稳定，

统计平均值在5.3～6.4之间，整体呈弱酸性。

关键词：湿巾；质量分析；物理性能；pH值，监督抽查

Abstract: Random sampling and quality analysis of wet wipes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liquid content, the 
package sealing performance, the content of migratory fluorescent 
whitening agent and pH val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et wipe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Fujian are slightly concentrated in 
Quanzhou.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qualified rate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wet wipes in Fujian has reached to 100%. All 
the wet wipes products in 2015 and 2016 had been detected to 
contain fluorescent brighteners, but not to migrate. No fluorescent 
whitening agents were found in the wet wipes products in 2017 
and 2018. The pH of wet wipes has been remaining stable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statistical average is between 5.3 and 6.4, 
with overall weakly acidic.
Key words: wet wipes; quality analysis; physical properties; pH 
value; supervised spot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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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巾是以无纺布、无尘纸等材料为载体，辅以纯净

水、保湿剂、防腐剂、表面活性剂、香精等制成的用以清

洁的纸巾。湿巾按用途分为人体用湿巾和物体用湿巾，

其中人体用湿巾分为普通湿巾和卫生湿巾；物体用湿巾

分为厨具用湿巾、卫具用湿巾和其他用途湿巾[1]。据生活

用纸委员会统计，2017年普通型湿巾占比和婴儿专用湿

巾市场占比最大，达到84﹒2%，女性卫生专用、卸妆用、

居家清洁用、厨房用湿巾共占比14﹒7%，其他用途湿巾占

比1﹒1%[2]。

湿巾作为一种便利的日用消费品，具有携带方便、

柔软亲肤、干净卫生、清洁功能良好的优点，适用于居

家个人护理和居家清洁，尤其适用于婴儿、老人等行动

不便人群的日常护理，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步高端化、二孩政策全面

实施和社会老龄化，卫生用品行业持续高速发展，同时

一次性卫生用品的产品质量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

注。

在国家标准《湿巾》GB/T 27728-2011中，对人体

用湿巾的物理化学指标进行了规定，具体指标如表1。

人体用湿巾在使用过程中直接接触人体皮肤，包括

手部、面部（有可能接触眼部和耳部）、臀部、甚至伤口

等，当湿巾含液量不足时，会影响湿巾的清洁功能；产品

包装密封完好不泄漏，可以防止含液量、保湿剂、表面

活性剂的流失，保证湿巾功用，同时防止微生物污染；

湿巾生产过程中无需添加荧光增白剂，如被检出时，多

为原料携带，而湿巾中含有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时，人体

长期接触过量荧光增白剂会增加过敏性皮炎的几率[3]。

因此，湿巾良好的物理性能是保证其质量的前提。根据

上级部门下发的2015～2018年福建省生产领域人体用

湿巾双随机抽查任务，本文对随机抽查和物理性能、

pH值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用以呈现福建省生产

领域湿巾行业状况和基本功用质量水平。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

310P-03酸度计，热电（上海）科技仪器有限公

司；BH-600电子天平，上海英展机电企业有限公司；

MFY-01A密封试验仪，济南铭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ZF-C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强运科技有限公司。

表1  人体用湿巾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项目

限值

物理性能

含液

量/倍

≥1﹒7 ≥8﹒0

横向抗张强度

/(N/m)

合格

包装

密封性

无

可迁移性

荧光物质

≤20

尘埃度

/(个/m2)

3﹒5～8﹒5

pH值

1.2 试验方法

含液量按照《湿巾》GB/T 27728-2011国标测

试，取湿巾置于85℃烘箱内，4h后测试质量，含液量=

（烘前质量-烘后质量）/烘后质量。包装密封性能按

照GB/T 27728-2011附录A测定。pH值按照GB/T 

1545-2008中的pH计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测试结果

将试样进行统一编号，开封，按《湿巾》G B/T 

27728-2011国家标准方法要求进行测试，结果如表2所

示。

2.2 样本分布

根据历年的抽查任务，对福建省生产领域的所有

湿巾企业和产品进行随机抽样，抽查企业的样本在福

建各地市的区域分布如表3所示。

湿巾作为非必需生活用品，在国内市场湿巾的普及

率仍然较低[1,2,4]，而在日常售卖过程中，中小企业生产

湿巾更多时候是作为纸尿裤产品的搭售产品，同时福建

省并非国内湿巾的主要生产地，多为间歇性生产，因而

历年的抽样企业基数均未超过15家。

抽查结果显示：2015年度共抽查企业11家，其中

福州1家、莆田2家、漳州2家、泉州5家、厦门1家，分别

占比为9﹒1%、18﹒2%、18﹒2%、45﹒5%、9﹒1%。2016年度

共抽查企业15家，其中福州4家、莆田2家、漳州3家、泉

州5家、厦门1家，分别占比为26﹒7%、13﹒3%、20﹒0%、

33﹒3%、6﹒7%。2017年度共抽查企业14家，其中福州3

家、莆田2家、漳州2家、泉州6家、厦门1家，分别占比为

21﹒4%、14﹒3%、14﹒3%、42﹒9%、7﹒1%。2018年度共抽查

企业14家，其中福州2家、莆田2家、漳州4家、泉州5家、

厦门1家，分别占比为14﹒3%、14﹒3%、28﹒6%、35﹒7%、

7﹒1%。

历年样本统计各地市企业占比趋势如图1所示。图

1显示，历年福州、莆田、漳州、泉州、厦门各地市抽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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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历年福建样本市域分布统计

年度

2015

2016

年度

2017

2018

企业占比

/%

9﹒1

18﹒2

18﹒2

45﹒5

9﹒1

26﹒7

13﹒3

20﹒0

33﹒3

6﹒7

企业占比

/%

21﹒4

14﹒3

14﹒3

42﹒9

7﹒1

14﹒3

14﹒3

28﹒6

35﹒7

7﹒1

全省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e泉州

h厦门

总数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e泉州

h厦门

总数

全省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e泉州

h厦门

总数

a福州

b莆田

c漳州

e泉州

h厦门

总数

批次数

1

2

2

5

1

11

4

5

5

9

1

24

批次数

4

4

4

11

2

25

2

2

4

6

1

15

企业数

1

2

2

5

1

11

4

2

3

5

1

15

企业数

3

2

2

6

1

14

2

2

4

5

1

14

9﹒1

18﹒2

18﹒2

45﹒5

9﹒1

16﹒7

20﹒8

20﹒8

37﹒5

4﹒2

批次占比

/%

16﹒0

16﹒0

16﹒0

44﹒0

8﹒0

13﹒3

13﹒3

26﹒7

40﹒0

6﹒7

批次占比

/%

序号

15-1b

15-2b

15-3a

15-4c

16-1a

16-2a

16-3a

16-4c

16-5c

16-6e

16-7b

16-8e

17-1c

17-2c

17-3h

17-4a

17-5a

17-6b

17-7e

17-8e

17-9e

18-1c

18-2b

18-3c

18-4c

18-5h

序号

15-5c

15-6h

15-7e

15-8e

16-9e

16-10b

16-11c

16-12c

16-13c

16-14h

16-15e

16-16e

17-10e

17-11e

17-12e

17-13e

17-14b

17-15c

17-16c

17-17h

17-18e

18-6e

18-7e

18-8e

18-9e

18-10e

序号

15-9e

15-10e

15-11e

16-17e

16-18e

16-19e

16-20e

16-21a

16-22b

16-23b

16-24b

17-19e

17-20a

17-21a

17-22e

17-23e

17-24b

17-25b

18-11c

18-12e

18-13a

18-14a

18-15b

表2 湿巾产品质量测试结果

含液量

/倍

2﹒7

3﹒5

2﹒7

3﹒4

3﹒1

3﹒6

2﹒7

3﹒5

3﹒4

2﹒5

3﹒8

2﹒7

3﹒7

3﹒4

2﹒6

2﹒9

3﹒9

3﹒6

2﹒6

3﹒1

3﹒8

3﹒1

2﹒8

3﹒9

2﹒6

3﹒0

含液量

/倍

3﹒3

3﹒4

3﹒1

3﹒5

3﹒5

2﹒7

4﹒3

4﹒3

4﹒3

4﹒3

4﹒3

4﹒3

4﹒1

2﹒4

2﹒7

2﹒3

2﹒6

3﹒2

3﹒2

3﹒2

3﹒2

3﹒3

2﹒8

2﹒6

3﹒5

4﹒5

含液量

/倍

2﹒5

3﹒7

2﹒3

4﹒3

4﹒3

4﹒3

4﹒3

4﹒3

4﹒3

4﹒3

4﹒3

3﹒2

3﹒2

3﹒2

3﹒2

3﹒2

3﹒2

3﹒2

3﹒3

2﹒8

2﹒8

3﹒3

3﹒1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包装

密封性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包装

密封性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包装

密封性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荧光

增白剂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荧光

增白剂

m

m

m

m

m

m

m

m

m

m

m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荧光

增白剂

5﹒8

6﹒9

6﹒6

5﹒6

6﹒0

5﹒9

6﹒9

5﹒4

6﹒2

4﹒9

5﹒4

5﹒2

5﹒4

6﹒6

6﹒9

6﹒0

7﹒1

5﹒9

7﹒0

6﹒4

7﹒1

4﹒1

5﹒8

5﹒3

4﹒9

4﹒7

pH值

5﹒6

7﹒5

5﹒0

4﹒8

5﹒3

5﹒7

5﹒6

5﹒6

5﹒6

5﹒6

5﹒6

5﹒6

7﹒4

5﹒5

4﹒6

5﹒6

6﹒5

6﹒5

6﹒5

6﹒5

6﹒5

5﹒7

4﹒7

4﹒6

5﹒2

5﹒5

pH值

6﹒9

6﹒3

4﹒9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6﹒5

6﹒5

6﹒5

6﹒5

6﹒5

6﹒5

6﹒5

4﹒5

5﹒3

6﹒5

6﹒1

6﹒1

pH值

注：a福州，b莆田，c漳州，e泉州，h厦门；w无泄漏；m有荧光但未迁移，n无荧光。表中“-”前的序号代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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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历年分项目均值统计

项目

含液量/倍

包装密封性能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

pH值

3﹒2

无泄漏

全部无荧光

5﹒3

2018年2015年

3﹒1

无泄漏

全部有，无迁移

6﹒0

2016年

3﹒8

无泄漏

全部有，无迁移

5﹒6

2017年

3﹒2

无泄漏

全部无荧光

6﹒4

例略有波动，福州、莆田、漳州三地市各自占比均在10%

～30%之间波动，厦门企业占比在10%以下，泉州企业

占比总体在30%以上，泉州和漳州两地市共占比50%～

70%。近四年的随机抽查企业分布结果显示，福建省的

湿巾企业分布在福州、莆田、漳州、泉州、厦门五地市，

且产地在泉州市略有集中。

2.3 质量分析

2.3.1 合格统计

从产品合格与否的角度定性分析人体用湿巾产品

质量，福建生产领域湿巾历年随机抽查不合格项目统计

的企业数和批次数如表3所示。

其中2015年共抽查11家企业11批次湿巾产品，

2016年共抽查15家企业24批次产品，2017年共抽查14

家企业25批次产品，2018年共抽查14家企业15批次产

品，含液量、包装密封性能、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等物

理性能以及pH值检出结果皆为合格，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

从不合格企业数和批次数的角度统计分析湿巾质

量可以直观地发现，福建省生产领域的湿巾含液量、包

装密封性能、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等物理性能、pH值

达到高水平。其原因是湿巾物理性能、pH指标与卫生指

标不同，在原料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受生产企业加工、

管理水平与仓储条件影响较小，可见福建省湿巾生产企

业采用湿巾原料质量较高、管控到位。

2.3.2 合格品指标均值统计

从产品质量指标定量地分析福建省生产领域湿巾

的质量，对各年指标进行分项目数据统计平均，其结果

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看出，近四年人体用的非织造布湿巾含液

量在3﹒1～3﹒8倍之间，是产品最低限值的1﹒8倍以上，湿

巾有良好的携带液体能力，使湿巾能均匀携带保湿剂、

防腐剂、表面活性剂、香精，保证了产品的清洁能力这

一基础功用。

产品包装密封性能均能实现无

泄漏，保证了产品基本使用性能，杜绝

了含液量等其他有效成分损失，同时

防止了微生物污染。

2015年和2016年的湿巾产品全

部检出有荧光增白剂，但均不迁移，

2017年和2018年的湿巾产品全部未检出荧光增白剂，说

明近两年湿巾的生产原料均质量较好，均不含荧光增白

剂。一般来说，不需要刻意添加荧光增白剂到湿巾中，

湿巾含有荧光增白剂，可能是无纺布或者无尘纸等原材

料中添加的[5,6]。荧光增白剂一旦与人体蛋白结合后，很

难通过正常的代谢排出体外，削弱人体免疫力；和伤口

处的蛋白质结合，会阻碍伤口的愈合；一旦在人体中蓄

积过量，对肝脏造成损害，同时可能诱发癌变[7，8]。但是

前两年和后两年的湿巾产品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的检

测结果呈现一致性的差异，此异常现象的成因值得业界

关注，除了整个行业提高产品使用原料外，是否存在添

加荧光屏蔽剂等新工艺、新动态值得警惕和验证。

近四年的湿巾pH值统计平均值在5﹒3～6﹒4之间，

福建生产领域的湿巾pH值指标总体稳定，整体呈现弱

酸性，对人体皮肤友好。人体的皮肤一般呈弱酸性，有

图1  历年样本统计各地市企业占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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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防止细菌侵入，好的人体湿巾pH值应该与人体皮

肤pH值接近，可减小对皮肤的刺激，若湿巾碱性过强，

破坏皮肤天然屏障，刺激皮肤，引起不适，甚而引发疾

病[7]。

3  结论

3 .1 福建省不是湿巾的主产地，且企业多为间歇性生

产，历年的抽样企业基数均未超过15家。

3 . 2 福建省的湿巾企业分布在福州、莆田、漳州、泉

州、厦门五地市，且产地在泉州市略有集中。

3 . 3 近四年共完成24家企业75批次的湿巾产品随机抽

样，福建生产领域湿巾行业呈现极高的产品合格率，产

品含液量、包装密封性能、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等物理

性能、pH值指标合格率均为100%。

3 . 4 近四年人体用的非织造布湿巾含液量在3﹒1～3﹒8

倍之间，是产品最低限值的1﹒8倍以上，湿巾有良好的携

带液体能力。

3 . 5 2015年和2016年的湿巾产品全部检出有荧光增白

剂，但均不迁移；2017年和2018年的湿巾产品全部未检
[收稿日期:2019-04-11]

出荧光增白剂。

3 . 6 近四年的湿巾pH值指标总体保持稳定，统计平均

值在5﹒3～6﹒4之间，整体呈现弱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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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自制本色毛竹化机浆配抄本色化学木浆制备本色纸杯原纸，探讨

了毛竹化机浆用量、填料添加量、松香胶用量及各层不同定量分布对纸杯原纸

性能的影响，并将各指标与行业标准以及现有工艺条件下制备的优质白色纸杯

原纸各指标做对比，最后对成本进行简要分析。结果显示，随毛竹化机浆用量

增加，纸杯原纸厚度和挺度、边渗值逐渐升高，吸水性增强，但抗张指数、耐折

度逐渐下降；随填料添加量增加，各指标均变差；松香胶的最佳用量为2.5%；随

面层和底层定量增大、芯层定量减少，纸杯原纸厚度和吸水性变化较小，抗张指

数、挺度、耐折度逐渐增大，边渗值逐渐升高；在探讨的变量范围内，均有可满

足行业标准及优质白色纸杯原纸标准的工艺条件，与此同时相比白色纸杯原纸

的原材料成本，本色纸杯原纸吨纸最高可节约1982元，经济效益显著。

关键词：毛竹化机浆；本色纸杯原纸；性能指标；成本

Abstract: Unbleached chemi-mechanical bamboo pulp combined with unbleached kraft 
softwood pulp was used to prepare natural color carton base paper to reduce cost. The 
effect of bamboo pulp content, filler and rosin dosage, basis weight distribution on the 
properties carton base paper was discussed, meanwhile those properties were compared 
with industry standard and self-made white carton base paper standard respectively. In the 
end,  the cost was analyzed briefly.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bamboo pulp 
content, paper’s thickness, stiffness, edge permeability value and water absorption can be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tensile index and folding enduranc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filler dosage, all of the properties get worse. The best dosage of rosin was 2.5%. 
With the basis weight increase of surface layer and bottom layer, paper thickness and water 
absorption changed slightly, and the tensile index, stiffness, folding endurance and edge 
permeability value gradually increase.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conditions to meet both 
industry standard and self-made white carton base paper standar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st of white carton base paper, cost of unbleached carton base paper could be saved up to 
1982 yuan,  with a notable economic benefit reached.
Key words: chemi-mechanical pulp of bamboo; unbleached cup base paper; properties;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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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漂白针叶木浆，雄狮牌，浙江某厂提供，打浆度

32°SR；漂白阔叶木浆，金鱼牌，浙江某厂提供，打浆度

34°SR；漂白化机浆，昆河牌，浙江某厂提供，打浆度

40°SR；阴离子分散松香胶，固含量50%，浙江某厂提

供；喷淋淀粉，固体粉末，杭州市化工研究院提供；湿

强剂PAE，浙江某厂提供；助留助滤剂，两性聚丙烯酰

胺，浙江某厂提供。

1.2 实验设备

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瓦利打浆机、实验压光机，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抗张拉力仪、厚度仪、挺度仪、可

勃吸收性试验仪、耐折度仪，杭州轻通博科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浆料的制备

(1）本色纸杯原纸浆料制备工艺

本色纸杯原纸由三层纸张复合而成，由上至下分别

为面层、芯层、底层，各层浆料单独制备，其中面层和底

层浆料仅采用本色针叶木化学浆，芯层为本色针叶木化

学浆与本色毛竹化机浆按一定比例混合的浆料，然后按

顺序加入相对各层绝干浆料6%的硫酸铝、0﹒5%～4﹒5%

的阴离子松香胶、0﹒5%的湿强剂、0﹒03%的助留助滤剂，

芯层可加入一定量的滑石粉。本色纸杯原纸浆料制备流

程如图1所示。

(2）白色纸杯原纸浆料制备工艺

白色纸杯原纸由三层纸张复合而成，由上至下分

别为面层、芯层、底层，各层浆料单独制备，其中面层和

底层均采用漂白针叶木浆与漂白阔叶木浆，浆料比例

为35∶65，芯层为漂白针叶木木浆、漂白阔叶木浆、漂

白化机浆的混合浆料，浆料比例为10∶25∶65，然后按

顺序加入相对各层绝干浆料硫酸铝6%、阴离子松香胶

2﹒5%、湿强剂0﹒5%、助留助滤剂0﹒03%，芯层还需提前

加入20%的滑石粉。

1.3.2 纸页的抄造

本色纸杯原纸的抄造过程如下：按顺序先抄造面

层，定量为35～65g/m2，从抄纸器取下后在其上表面喷

淋一定量的变性淀粉，之后将上表面与抄造的芯层一面

贴合，芯层定量为120～180g/m2，然后在复合层的上表面

喷淋同量的变性淀粉，将此上表面与抄造的底层一面贴

合，底层定量与面层相同，最终纸张定量为250±8g/m2，

将最终复合的湿纸幅在400k Pa下压榨7m i n，并在97℃

一次性纸杯具有安全卫生、轻巧方便的优点，现在不

仅公共场所、饭店、餐厅、公司都在使用，连家庭中也备

有，因其环保性和便捷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产

量呈逐年上涨趋势。一次性纸杯是由纸杯原纸经过淋

膜后加工而成的，纸杯原纸定量在170～300g/m2，比

一般纸种要高，原材料用量也较大，目前市场上的纸杯

绝大多数为白色纸杯，因此纸杯原纸所用纤维原料主要

为漂白硫酸盐木浆、漂白化机浆。由于这些原材料大多

需要依赖进口，因此受国际供需关系影响较大，个别企

业能借助自身地域优势配抄当地生产的漂白竹浆或漂

白蔗渣浆，以降低生产成本。2017年由于进口浆料价格

持续上涨，国内纸杯原纸企业受到强力冲击，甚至面临

倒闭的危险，企业纷纷想方设法开发利用非木材纤维

原料以摆脱困境。在我国众多非木材纤维原料中，竹浆

纤维挺硬、细胞壁厚，成纸挺度高、松厚度好[1]，用于制

备纸杯原纸具有天然优势，此外相较其他非木材纤维

原料；竹材高大、生长迅速、易繁殖、产量高、一次造竹

后只要经营合理，可以永续利用[2]，同时随着近年来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和环保观念已深入人心，本色

纸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本色

纸杯产品，如牛皮咖啡纸杯、本色奶茶纸杯等，尤其是

在饮用咖啡等深色饮料时，本色纸杯备受青睐，加之本

色纸杯市场售价较高，利润空间较大，因此着眼本色纸

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发利用本色竹浆制备本色纸杯原纸

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可避免漂

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综合以上，本课题利用竹浆纤维的特点，制备成本

低廉的本色毛竹化机浆，然后采用本色毛竹化机浆与本

色针叶木化学浆配抄生产本色纸杯原纸。探讨了芯层本

色毛竹化机浆用量、阴离子松香胶用量、填料用量以及

本色针叶木浆的不同分布对纸杯原纸性能的影响，并分

别与行业标准以及采用现有工厂工艺制备的质量较优

的白色纸杯原纸各指标做对比，以期为生产实践提供

参考。

1  实验

1.1 原料与试剂

本色毛竹化机浆，自制，浆料性质如表1所示；本

色针叶木浆，金星牌，浙江某厂提供，浆料性质如表1

研究开发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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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是纸杯原纸的关键指标之一，纸杯原纸需具

有一定的厚度，以获得良好的手感。同时需具备一定的

挺度，如果原纸挺度差，加工成型时受模具强力机械作

用易出现纸容器打塌或者压溃起皱现象[4]。厚度和挺度

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定量不变时，挺度随厚度的

平方而增加[5]。

图3显示了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厚度和挺度的影

响，可以看出随着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相对芯层绝干

浆料，以下同）的增加，纸张厚度逐渐增加，同时挺度

逐渐增大，主要是因为毛竹浆纤维硬挺，成纸松厚度高

的特点。将厚度、挺度指标与纸杯原纸行业标准对比，

在探讨的范围内，两指标均达到要求，且当芯层毛竹浆

用量为50%及以上时，两指标均优于行业标准。进一步

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当芯层毛竹浆用量为50%及以上

时，本色纸杯原纸厚度及挺度指标均优于白色纸杯原

纸。

2.1.2 抗张指数和耐折度

纸杯原纸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主要会产生杯口开裂

下保持真空干燥10m i n，干燥后的纸张平衡水分后在

70kN/m压力条件下进行压光。本色纸杯原纸多层抄造

流程如图2所示。

白色纸杯原纸的抄造大致与本色纸杯原纸相同。

1.3.3 测试与评价

定量的测定按GB/T 451﹒2进行；厚度的测定按

GB/T 451﹒3进行；耐折度的测定按GB/T 457进行，

初始张力为9﹒81N；表面吸水性（C o b b值）的测定按

GB/T 1540进行，浸水时间为60s；挺度的测定按GB/

T 22364进行，弯曲角度为15°，弯曲长度为50mm；抗

张指数的测定按GB/T 12914进行，恒速拉伸法。

边渗透的测定：裁取100mm×100mm的试样，测

定其厚度(μm)，计算平均厚度D；然后用透明胶带纸

将其正反面完全粘牢，并用测定表面吸水性的质量为

(10±0﹒5)k g金属压辊压平。裁取该试样75mm（纵向）

×25mm（横向），称重G1(g)，做边渗透实验。将取好的

试样放入(90±1)℃的蒸馏水中浸泡10m i n取出，用滤

纸擦干试样表面的水分，称其湿重G2(g)，按公式(1)计

算。

边渗透(kg/m2)=[G 2-G1）]/[(S×D)×10-6]    (1)                    

公式(1)中：

G1—试样的质量，g；

G2—浸泡试样用滤纸擦干表面水分后的湿重，g；

S—试样的周长，mm；

D—试样的平均厚度，μm。

1.3.4 纸杯原纸指标参考（表2）

2  结果与讨论

由于自制毛竹化机浆含有较多细小纤维及杂细

胞，若用于抄造面层或底层时会影响纸杯原纸表面性能

及观感，影响后续淋膜、印刷等加工过程[3]，因此本实

验中抄造面层以及底层时全部采用本色针叶木化学浆，

只在芯层配抄了本色毛竹化机浆以提高纸张的松厚度

和挺度。

2.1 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纸杯原纸性能的影响

在保持底层和面层定量不变、各层化学助剂用量不

变的情况下，探讨了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从35%增加至

100%时对本色纸杯原纸各指标的影响。

2.1.1 厚度和挺度

图1  本色纸杯原纸浆料制备流程

图2  本色纸杯原纸多层抄造流程

表1  本色毛竹化机浆与本色针叶木浆浆料性质

指标

本色毛竹

化机浆

本色针叶

木浆

2﹒29

1﹒60

松厚度/

(cm3/g)

2

807

耐折度

/次数

50

15

挺度

/mN

22﹒6

21﹒0

白度

/%

游离度

/ml

228

325

抗张指数

/(N·m/g)

34﹒5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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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病，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成纸强度[6]，此外，纸杯

原纸淋膜时，如果张力不够，纸杯原纸会出现打皱、行

走漂移等现象[7]。而纸张耐折度低时，成纸较脆容易爆

裂[8]。因此探讨了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抗张指数和耐

折度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的增

加，纸杯原纸抗张指数、耐折度均逐渐降低，主要是因

为毛竹化机浆浆料强度较低的缘故（从表1毛竹化机浆

的性质中可以看出），但与行业标准对比，即使在芯层

毛竹化机浆用量为100%时，抗张指数仍高出约54%，耐

折度仍高出约172%，远远优于行业标准。进一步与白色

纸杯原纸相比，芯层毛竹浆用量为65%及以上时，抗张

指数和耐折度均优于白色纸杯原纸。

2.1.3 边渗值和吸水性

纸杯的边渗主要发生在杯身和底部的缝合处，渗

透开始于纸板厚度方向的截面并向X-Y方向扩散[9]。边

渗准确反映了纸的纤维层抗水的能力。在多层浆料结合

生产的原纸中，其面浆、芯浆、底浆的施胶质量同样重

要，在抄纸时，还应注意加强原纸的层间结合力以防止

层间分离、渗水[10]。由此可以看出边渗主要靠松香胶、

喷淋变性淀粉起作用，松香胶使每层浆料抗水，而喷淋

变性淀粉则使层间结合紧密，水不易渗入，同时喷淋淀

粉加热成膜后本身也会抗水，对阻止边渗起到有利作

用。

图5显示了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边渗和吸水性

的影响，可以看出，随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的增加，由

于细小纤维含量增多，细小纤维比表面积大，加入到纸

浆中的施胶剂会优先吸附到细小纤维上[11]，部分松香

胶随细小纤维的流失而流失，因此施胶效果减弱，边

渗值也逐渐增大，表现为吸水性增强。当芯层毛竹化机

浆用量为85%及以下时，其边渗值及吸水性均满足行业

要求。进一步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芯层毛竹化机浆用

量为85%及以下时，边渗值和吸水性均优于白色纸杯原

纸。

综上可以得出，在探讨的范围内，芯层毛竹化机

浆用量从35%增加到100%时，纸杯原纸厚度、挺度均

逐渐增大，而抗张指数、耐折度、边渗值和吸水性逐渐

减小，与行业标准相比，只有在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为

100%时边渗值不能满足要求外，其余条件下各指标均

达到或优于行业标准。而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当芯层

毛竹浆用量为50%～65%时，本色纸杯原纸各指标才能

优于白色纸杯原纸。

2.2 填料添加量对纸杯原纸性能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在芯层毛

竹化机浆用量为65%的基础上，在芯层继续添加10%～

40%（相对于芯层绝干浆料）的滑石粉填料，并探讨对

纸杯原纸性能的影响。

2.2.1 厚度和挺度

从图6可以看出，随填料用量的增加，纸张厚度逐

渐减少，这是由于填料粒径小，填充在纤维之间，经压

光后，易被压缩，因此纸张厚度降低，同时挺度也因厚

度的降低而降低，但是在探讨的范围内，厚度、挺度均

满足行业标准要求。进一步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填料

用量为20%及以下时，厚度与挺度指标与白色纸杯原纸

相近或高于其相应指标。图3  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厚度和挺度的影响

表2  纸杯原纸行业标准及实验室制备白色纸杯原纸指标

指标

定量/(g/m2)

厚度/μm

抗张指数(纵横平均)≥

         /(N﹒m/g)

横向耐折度≥/次

挺度（MD/CD)≥/mN

边渗透≤/(kg/m2)

吸水性≤/(g/m2)

250±8

332

53﹒28

272

146

1﹒19

29﹒3

实验室白色

纸杯原纸

QB/T 4032-

2010标准

250±8

330±10（优）

325±10（合）

29﹒0（优）

27﹒0（合）

60（优）

20（合）

140/60（优）

130/55（合）

1﹒5

30

注：未列出平滑度、横幅定量差、横幅厚度差、亮度、尘埃度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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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抗张指数和耐折度

从图7中可以看出，随芯层填料用量的增加，纸张

抗张指数逐渐下降，主要是因为填料的加入影响了纤

维之间的结合[12]，因此抗张指数下降；而耐折度也呈下

降趋势，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纤维结合减少，纸张强度减

弱，另一方面，滑石粉的加入使得纤维之间的摩擦力增

大，纸张更加容易断裂，因此耐折度降低。在探讨的范

围内，抗张指数和耐折度均满足行业标准要求。进一步

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填料用量为20%及以下时，抗张

指数与耐折度指标与白色纸杯原纸相近或高于其相应

指标。

2.2.3 边渗值和吸水性

从图8可以看出，随着填料用量的增加，边渗值和

吸水性逐渐增大，主要是因为填料对施胶起反作用，随

填料用量的增加，浆料组分的表面积迅速增加，使得施

胶剂的有效覆盖率下降，从而暴露出更多的亲水性表

面，降低了施胶度[13]，但只有当填料添加量为40%时，纸

杯原纸的边渗值不能满足行业要求。进一步与白色纸杯

原纸相比，在填料用量为10%及以下时，边渗值才能与

白色纸杯原纸相近或优于其相应指标，而吸水性则在探

讨的范围内均优于白色纸杯原纸。

综上可以看出，随芯层填料用量的增加，纸张厚

度、挺度、抗张指数、耐折度均下降，而边渗值和吸水

性则逐渐升高，只有填料用量为40%，边渗值指标不能

满足行业标准需求外，其他指标均能达到或优于行业

标准，进一步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填料用量在10%及

以下时，各指标与白色纸杯原纸相近或优于其相应指

标。

图4  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抗张指数和耐折度的影响

2.3 松香胶用量对纸杯原纸边渗值和吸水性的影响

松香胶用量对边渗值和吸水性有较大影响而对其

他指标影响较小，因此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松香胶用量，探讨了对边渗值和吸水性的影响，如

图9所示。

从图9可以看出，随松香胶用量的增加，边渗值逐

渐降低，在其用量为2﹒5%时才能达到行业要求，此后降

低趋势变缓，同时吸水性也逐渐降低，但在松香胶用量

为1﹒5%即达到要求，此后降低趋势变缓。进一步与白色

纸杯原纸相比，相同松香胶用量下，本色纸杯原纸边渗

值及吸水性都要低于白色纸杯原纸，说明施胶效果要

好。

2.4 定量分布对纸杯原纸性能的影响

保持毛竹化机浆与本色针叶木浆总量不变的情况

下，减少芯层本色针叶木浆用量，同时等量增加面层和

底层本色针叶木浆用量，即芯层定量逐渐减少，面层和

底层定量逐渐增大，探讨不同定量分布对纸杯原纸性能

的影响。 

2.4.1 厚度和挺度

如图10所示，随面层和底层定量的增大、芯层定量

的减少，纸杯原纸的厚度逐渐减小，变化幅度仅3μm，

并不明显。而挺度逐渐增大，由最初的171m N上升为

197mN，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纸杯原纸挺度主要

来源于芯层，进一步是来源于芯层的毛竹化机浆，而毛

竹化机浆与本色针叶木浆配抄会降低整体的挺度值，因

此芯层毛竹化机浆所占比例越高，芯层挺度值越高，纸

杯原纸整体挺度值越高。在探讨的范围内，厚度和挺度

指标均高于行业标准及白色纸杯原纸相应指标。

图5  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对边渗和吸水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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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抗张指数和耐折度

从图11可以看出，随面层和底层定量的增大、芯层

定量的减少，纸杯原纸抗张指数逐渐增大、耐折度增

加，主要原因可能是纸杯原纸的主要强度和耐折度来源

于面层和底层的本色针叶木浆，当底层、面层定量越大

时，两指标均越高。尤其是耐折度，表现更为明显，由最

初的338次上升为1069次，上升幅度高达216%。在探讨

的范围内，抗张指数和耐折度指标均高于行业标准及白

色纸杯原纸相应指标。

2.4.3 边渗值和吸水性

从图12可以看出，随面层和底层定量的增大、芯层

定量的减少，纸杯原纸边渗值逐渐升高，主要原因是在

相同施胶剂用量下，毛竹化机浆抗水性较本色针叶木浆

要差，芯层毛竹浆比例越高，芯层抗水性越差，导致整

体边渗值升高。而吸水性逐渐降低，主要是因为底面层

定量越大，表面抗水性越强，水越不容易通过面层渗透

到芯层，因此吸水值逐渐下降，但整体变化不大。与行

业标准相比，当面层和底层定量为35～45g/m2时，其边

渗值才能满足行业要求，而只有定量在35g/m2时才能

优于白色纸杯原纸，而吸水性则在探讨的范围内均满足

行业要求，且均高于白色纸杯原纸相应指标。

综上可以看出，随面层和底层定量的增大、芯层定

量的减少，厚度和吸水性变化较小，但其他指标所受影

响较大，其中抗张指数、挺度、耐折度逐渐增大，对纸杯

原纸有利，而边渗值逐渐升高。当面、底层定量增大至

55g/m2时，边渗值指标则不能满足行业质量要求。进一

步与白色纸杯原纸相比，当面、底层定量大于35g/m2，

除边渗值指标外，其余指标均高于白色纸杯原纸。

2.5 原材料成本对比分析

以上实验中在化学助剂种类及用量均相同的情

况下，仅对原材料成本进行分析，其中本色针叶木浆以

5000元/t计，本色毛竹化机浆以2000元/t计，漂白阔叶

木浆以6000元/t计，漂白针叶木浆以6500元/t计，漂白

针叶木化机浆以5500元/t计，滑石粉以1000元/t计。

从图13可以看出，选用本色毛竹化机浆与本色针叶

木浆制备本色纸杯原纸，其原材料成本远低于白色纸杯

图7  填料添加量对抗张指数和耐折度的影响

图8  填料添加量对边渗值和吸水性的影响

图9  松香胶用量对边渗值和吸水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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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随松香胶用量的增加，纸杯原纸边渗值和吸水性

逐渐降低，为满足行业标准，在探讨的范围内，其用量

应不低于2﹒5%。

3 . 4 保持纸杯原纸总量不变，增加面层和底层本色针

叶木浆用量，等量减少芯层本色针叶木浆用量，纸杯原

纸厚度和吸水性逐渐降低，但变化不明显，而抗张指

数、挺度、耐折度明显增大，为满足行业标准需求，在探

讨的范围内，面层、底层定量应在35～45g/m2之间。进

一步需控制在35g/m2时，各指标才能与白色纸杯原纸

相近或优于其相应指标。

3 . 5 选用本色毛竹化机浆与本色针叶木浆制备本色纸

杯原纸较白色纸杯原纸具有明显成本优势，最高吨纸

可节约原材料成本1982元，幅度高达55﹒89%，经济效益

显著。

本项目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如采用本色阔叶木

浆代替部分本色针叶木浆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再

如将自制的本色毛竹化机浆筛选除杂后再用于抄纸，以

进一步提高成纸质量。

原纸，在本色纸杯原纸各项指标与白色纸杯原纸相近

或者优于白色纸杯原纸的情况下，未加填时本色纸杯原

纸吨纸原材料成本最低为3619元，加入滑石粉后，成本

进一步降低至3546元，相比白色纸杯原纸的5528元降

低了1982元，降低幅度高达55﹒89%，经济效益显著。

3  结论

3.1 随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的增加，纸杯原纸厚度、挺

度均逐渐增大，而抗张指数、耐折度、边渗值和吸水性

逐渐减弱。在探讨的范围内，芯层毛竹化机浆用量需控

制在35%～85%之间才能满足行业标准，进一步需控制

在50%～65%之间，各指标才能与白色纸杯原纸相近或

优于其相应指标。

3 . 2 随芯层填料用量的增加，纸杯原纸厚度、挺度、

抗张指数、耐折度均下降，而边渗值和吸水性则逐渐升

高。在探讨的范围内，填料用量应控制在30%及以下才

能满足行业标准，进一步需控制在10%及以下时，各指

标才能与白色纸杯原纸相近或优于其相应指标。

图13  成本对比分析

图12  定量分布对边渗值和吸水性的影响

图11  定量分布对抗张指数和耐折度的影响

图10  定量分布对厚度和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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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芬林集团 消息) 近日，芬林集团推出了

全新的增强型折叠纸板产品组合，旨在帮助品牌商

与包装加工商解决包装过程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节约资源、减少碳足迹并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除了通过轻质化来改善对环境的影响外，新产

品拥有更加强大且平衡的视觉特性，进而提升品牌

的吸引力，使得客户受益。

产品选择得到进一步提升和简化，这巩固了芬

林集团在折叠纸板领域业已领先的品质一致性与供

应可靠性。

芬林集团高级副总裁Ari Kiviranta表示：

“未来的包装就是要创造出更好的品牌体验，同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重要的是，我们致力于不断开

发新的解决方案，使包装更加安全且可持续。例如，

我们对全新高得率纸浆做出的优化，使我们能进一

步强化我们的纸板产品，帮助品牌进一步减轻产品

包装重量。”

芬林集团全新优化的产品拥有更为强大的性

能，适用于要求极高的终端应用领域，例如食品、美

容护理、医疗保健、奢侈品包装及图文应用等，主要

包括以下五大品类。

Natura l FBB-NEW（自然系列）是一款坚

韧、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未涂布折叠纸板，表面外观

符合自然潮流，突显高端包装的真实感。

Classic FBB（经典系列）拥有始终如一的卓

越挺度与高得率。

Pro FBB OBAfree-NEW（专家系列，食品

级）是一款经过改进的不含荧光增白剂折叠纸板，

拥有天然的高白度与极佳的印刷性能。

Pro FBB Bright-NEW（专家系列，高白）是

一款正背面高白度的多功能纸板，能够进一步降低

产品包装的重量。

Prime FBB Bright-NEW（致优系列，高白）

结合了卓越的亮度、全新的蓝白色相以及高挺度，为

高端包装提供可持续的奢华感觉。

全新系列产品将于今年5月进行试用。

芬林集团增强型折叠纸板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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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GB 31604.2-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中4.5.2款规定：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取样量。本文探讨不同

取样量对食品接触用纸制品中高锰酸钾消耗量测定结果的影

响。实验结果表明：不适当的取样量会造成高锰酸钾消耗量

的测定值偏低，影响对产品合格与否的判定。

关键词：食品接触用纸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取样量

Abstract: In clause 4.5.2 of newly implemented GB31604.2-
2016 food safety national standard Measurement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 for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was specified that sampling volume can be adjusted 
depending on real situation. In this paper was explor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ampling volumes on the determing result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 in food contact paper 
products.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improper sampling volume 
will result in a low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judgement of qualitified products or not qualitified 
products.
Key words: food-contact paper products;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 amount; sampl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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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消耗量是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重要卫

生指标之一，表征产品迁移到浸泡液中还原性物质的含

量，还原性物质主要是有机物质，如聚合物单体烯烃、

二聚物、三聚物等低分子量聚合体等[1]。由于可溶有机

物会随食品进入人体，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2]，因此，

食品接触用纸制品中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检测关系到消

费者的健康安全。GB 4806﹒8-2016[3]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于2017年4月19

日正式实施，代替了GB 11680-1989《食品包装用原纸

卫生标准》和GB 19305-2003《植物纤维类食品容器

卫生标准》，对于预期直接接触液态食品、表面有游离

水或游离脂肪的食品接触用纸制品按照GB 4806﹒8-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

制品》检测，需要测定高锰酸钾消耗量。GB 4806﹒8-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

制品》对需要考量高锰酸钾消耗量的食品接触用纸制

品的要求为小于或等于40m g/k g。本课题选取蛋糕

盒、披萨盒、糕点垫纸、普通食品包装纸等样品，根据

GB 31604﹒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4]中4﹒5﹒2款 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取样量的规定，考察不同取样量对食品接触

用纸制品中高锰酸钾消耗量测定结果的影响。

1  仪器、试剂与标准品

10m l、50m l棕色具塞滴定管，5m l、10m l移液

管：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经上海市质量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院计量所校验合格；锥形瓶（定制）：规

格250m l；电子秒表：上海手表五厂；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420A：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玻璃珠；

红外电热板。

硫酸（1+2）：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本实验

所有用水均为一级水。

高锰酸钾标准溶液[c(1/5KMnO4)=0﹒01mo l/l]：

吸取10﹒0ml高锰酸钾标准溶液[c(1/5KMnO4)=0﹒1mol/l]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置于100ml容量瓶中，

用水定容至刻度，避光或棕色试剂瓶保存。

草酸标准溶液[c(1/2H2C2O4)=0﹒01mo l/l]：吸取

10﹒0m l草酸溶液[c(1/2H2C2O4)=0﹒01mo l/l]（上海市

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置于100m l容量瓶中，用水定

容至刻度。

2  原理与步骤

2.1 实验原理

样品中的有机小分子物质在一定的温度、时间下

迁移至水中，在酸性环境中，利用强氧化剂高锰酸钾溶

液将有机小分子物质全部氧化，加入过量的草酸消耗

掉剩余的高锰酸钾，再用过量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滴

定，通过高锰酸钾溶液的消耗量，表达溶出有机小分子

物质的含量[5]。本实验过程是一个返滴定操作。

2.2 实验过程

2.2.1 锥形瓶和玻璃珠的处理

取100m l水，放入250m l锥形瓶中，加入5m l硫酸

（1+2）、0﹒04%高锰酸钾溶液5ml，煮沸5min，倒去，用

水冲洗备用。

取100m l水，放入250m l锥形瓶中，加入适量玻璃

珠、5m l硫酸（1+2）、0﹒04%高锰酸钾溶液5m l，煮沸

5min，将玻璃珠冲洗后晾干，待用。

2.2.2 迁移试验

根据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采用60℃、2h进行迁移

试验，根据GB 5009﹒156-2016[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按照

6d m2接触面积对应1000m l浸泡液（水），对试样的直

接接触食品面采用单面迁移池进行迁移试验，将预热

至60℃的200m l水注入单面接触面积为1﹒2d m2迁移池

中，用电热鼓风干燥箱保温60℃、2h，进行一次迁移试

验。

2.2.3 滴定

按GB 31604﹒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中4﹒5﹒2操作[4]：

准确吸取100m l水浸泡液（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取样

量）于上述处理过的250ml锥形瓶中，加5ml硫酸（1+2）

及10﹒0m l高锰酸钾标准溶液（0﹒01mo l/l），再加入已

经过处理过的玻璃珠2粒，准确煮沸5m i n后，趁热加入

10﹒0m l草酸标准溶液（0﹒01mo l/l），再以高锰酸钾标

准溶液（0﹒01mo l/l）滴定至微红色，并在0﹒5m i n内不

褪色，记录最后的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滴定量。另取

100ml水做试剂空白试验。

研究开发  R & D

54
第40卷第10期 2019年5月



2.3 结果计算

按GB 31604﹒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中分析结果的

表述，高锰酸钾消耗量按下式进行计算[4]：

式中：X—按实际使用情形计算样品的高锰酸钾消

耗量，mg/kg；

V1—样品浸泡液滴定时消耗高锰酸钾溶液的体

积，ml）；

V2—试剂空白滴定时消耗高锰酸钾溶液的体积，

ml；

V3—测定用浸泡液的体积，ml；

V—样品浸泡液总体积，200ml；

S—与浸泡液接触的试样面积，1﹒20dm2；

c—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0﹒01mol/l；

3 1 ﹒ 6 — 与 1 ﹒ 0 0 m l 的 高 锰 酸 钾 标 准 溶 液

[c(1/5KMnO4)=0﹒01mo l/l]相当的高锰酸钾的质量，

mg。

2.4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表1中测定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1）当取样体积为100m l时，高锰酸钾消耗量测定

结果均低于标准规定的上限值，均可判定送检产品合

格。但表1中数据同时表明，随着取样量的减少，高锰酸

钾消耗量的测定值增大。根据化学分析原理，只有测定

结果不再因取样量变化而改变时，才能认定测定结果

表示了样品的高锰酸钾消耗量的真实值。这说明在某

些情况下，因为取样体积不当，可能会造成测量值不代

表真实值的假象，进而造成误判“合格”。因此必须注

意：对同一试样的不同取样量的多个平行实验得出的多

个测量结果，不再随取样量多少而变化并趋于稳定时，

才可认为代表了送检样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真实值。当

然趋于稳定后，由于测量系统的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不

确定度的影响，测定值之间仍存在着细微差异，是合理

现象。

(2）食品接触用纸制品与浸泡液接触时，其中的造

纸原料，如淀粉、聚乙烯醇、木质素等物质也会迁移到

浸泡液中，这些物质的结构中都具有还原性官能团，一

定条件下均能被高锰酸钾氧化，使得高锰酸钾消耗量增

大[7]，所以食品接触用纸制品的高锰酸钾消耗量测定值

往往不会太低。可以观察到4#、5#、6#样品水浸泡液取

样体积为100m l和50m l时，加入的10m l高锰酸钾标准

滴定溶液后呈现的紫红色在煮沸5m i n的过程中均全部

褪去，这表明加入的10m l高锰酸钾标准滴定溶液已经

被样品水浸泡液中的还原性物质完全消耗殆尽，但样品

的水浸泡液中仍然存在还原性物质，故需要减少水浸

泡液的取样体积重新测定。直到煮沸过程中溶液的紫

红色不再完全褪去后，才可视为水浸泡液的取样体积合

适，此时测试得到的结果可视为送检样品中高锰酸钾消

耗量的真实值。本实验过程由于是一个返滴定操作，故

一定要保证加入过量的高锰酸钾溶液（即10m l高锰酸

钾标准滴定溶液的紫红色在煮沸5m i n后不完全褪去）

把所测样品水浸泡液中的还原性物质全部反应消耗殆

尽，才能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证，避免造成误判。

表1  不同取样体积下测定的样品高锰酸钾消耗量

样品

编号

1#

2#

3#

4#

5#

6#

滴定时消耗高锰

酸钾标准溶液体

积/ml

6﹒10

2﹒85

1﹒55

6﹒00

2﹒85

1﹒60

8﹒20 

4﹒35 

2﹒20 

1﹒10 

9﹒95 

9﹒20 

9﹒00 

3﹒70 

1﹒95 

9﹒98 

9﹒25 

9﹒20 

3﹒75 

1﹒85 

12﹒1

7﹒75

9﹒25

3﹒75

2﹒10

取样体积

（V3）/ml

100

50

25 

100 

50

25

100

50

25

10 

100

50

25

10

5

100

50

25 

10

5

100

50

25 

10 

5

消耗量测

定结果/

(mg/kg)

18﹒5

16﹒4

16﹒4

18﹒2

16﹒4

17﹒1

25﹒1

25﹒9

24﹒6

26﹒9

30﹒7

56﹒6

111

109

107

30﹒7

56﹒9

113

111

101

37﹒4

47﹒4

114

11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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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食品安全是全球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除了食品本

身的安全以外，还包括与之接触的包装材料的安全。纸

制品包装是常见的食品包装材料之一，高锰酸钾消耗量

是食品接触用纸制品的一个重要的卫生指标。高锰酸

钾消耗量不合格的食品包装材料，在接触食品时，产品

中的可溶性有机物可能会迁移到食品中，随着食物进入

人体，从而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按照国家强制性标

准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

和纸板材料及制品》和GB 31604﹒2-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的规定进行高锰酸钾消耗量测定时，应按合适的取样

量取样，加入过量的高锰酸钾溶液（本实验最终确定为

10m l高锰酸钾标准溶液），其紫红色在煮沸5m i n后不

完全褪去，保证检测结果正确可靠，以便得出正确的判

定结论。
[收稿日期:2019-01-23(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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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Eastman 消息) 全球化学品与特种材料公司伊士曼（Eastman）近日宣布推出一项

旨在解决全球塑料废弃物问题的突破性创新技术。

伊士曼通过发掘废弃产品或材料的新用途从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今年三月宣布计划推出

一种先进的循环回收技术，将之前无法通过机械方法回收的聚酯废料分解为聚合单体，这些单

体可以重新引入到新的聚酯基聚合物的生产中，实现了真正的循环解决方案。

伊士曼此次推出的第二项创新技术是碳再生技术，该技术能够回收一些非常复杂的塑料废

弃物，包括无法用传统回收技术进行回收的非聚酯塑料和混合塑料。通过这种新的回收技术，

软包装和塑料薄膜等材料将不再流入垃圾填埋场。

通过调整伊士曼纤维素塑料的前端生产，碳再生技术将塑料废弃物作为原料转化为简单和

通用的分子。该工艺可部分氧化塑料，并将其高效转化为基础单体，用以生产特种材料和纤维

部门的某些产品，这些产品将可应用于造纸、包装、纺织光学产品、日用品和无纺应用等终端市

场。

伊士曼已在其总部金斯波特的工厂完成了初步试验，并计划在2019年利用现有设备进行商

业生产。伊士曼是一家全球性的特种材料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金斯波特，业务遍布全

球超过100个国家，2018年公司收入为约100亿美元，其特种材料和化学品等可以用于建筑、交

通、造纸等多个工业领域。

伊士曼再度推出解决全球塑料废弃物问题的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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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不同书写纸的物理性能指标，分析了纸张

表面特性的差异对书写质量的影响，书写纸的平滑度、紧

度、施胶度性能本身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均对笔的划线长

度有较大的影响，纸张的平滑度、紧度、施胶度越高，则

体现为划线越长，书写性能越好。亮度过高的纸张中添加

了大量的荧光增白剂，易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关键词：书写纸；平滑度；紧度；书写性能；荧光增白剂

Abstract: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writing papers, 
and the inf luence of writing performance with different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riting paper h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smoothness, 
density and sizing value, all of which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ength by pen drawing. The higher the smoothness, 
the density and sizing value of the paper, the longer the line 
is drawn, which shows the better writing performance. The 
paper with higher brightness contains more fluorescer, which 
will possibly hurt human’s health.
Key words: writing paper; smoothness; density; writing 
performance; fluorescent whiteni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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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1.1 仪器与样品

仪器设备：L&W白度（色度）计，电脑测控平滑度

仪，电脑测控厚度仪、分析天平，书写划圆仪。

样品：QB/T 2625-2011《中性墨水圆珠笔和笔

芯》规定的球珠直径为0﹒5mm中性墨水圆珠笔；6种定

量70g/m2书写纸，种类涵盖了进口和国产，等级包含优

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试剂：施胶度标准墨水。

书写角度：65°。

1.2 实验方法

纸张物理性能检测：将待测试样在温度（23±1）℃、

相对湿度50％±2%下平衡后，先测试书写纸样品的紧

度、平滑度、施胶度、不透明度、亮度、荧光亮度等指

标。

除了纸张本身表面物理特性的检测外，纸张书写

质量的最终体现需要通过书写进行相关测试来完成，

关键检测项目主要包括划线长度、渗透性、干燥性等。

按照我国现有检测的方法，采用纸张某种单一性能作为

指标进行不同纸张的选择，使得这样的纸张在该种性

能下呈现出一种从低到高的趋势，并根据不同紧度、平

滑度、施胶度、不透明度的书写纸配合中性墨水圆珠笔

进行如下测试。

划线长度：采用10支同一批次和型号的球珠直径

为0﹒5mm中性墨水圆珠笔，通过书写划圆仪以65°角度

在1N的压力下划线，直至墨水全部划完，以10支试笔最

终划线长度的平均值表征书写性能的好坏。

渗透性：采用划线长度测试完的纸样放置24h后，

观察纸样背面是否有明显的痕迹。

干燥性：待划线长度结束后，开启秒表计时20s，

在结束段线迹上覆盖相同性质的书写纸，用专用砝码覆

盖在纸面上，重新计时，10m i n后分开两纸，检查覆盖

纸有无墨迹。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平滑度

平滑度是评价纸或纸板表面凸凹程度特性的一个

指标，平滑度表现为纸张表面的粗糙度，平滑度越低的

书写纸是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办公学

习用品，以书写纸为基材通过笔墨为介质进行记录。常

见的书写纸有练习本、账本、笔记本等，书写流畅、手感

润滑、用眼舒适等，是消费者最直接的体验[1]。

书写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来自笔墨，

另一个来自书写的纸张。目前研究较多的为前者，关于

笔类产品及油墨之间的差异，如不同材质及形状的笔

头，不同种类的墨水对书写质量产生的影响[2]，而不同

纸张的差异对书写质量的影响则较少关注。笔墨对书写

质量固然有较大的影响，纸张之间的差异与书写性能

也有密切的关系，同一型号的笔在不同的书写纸上所体

现出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平滑的书写纸上书写，人

为本能地减小书写压力，由此感觉书写顺滑，而在较为

粗糙的纸面上书写，需加大书写压力，因而感觉书写不

顺畅[2]。

书写过程当中，以不渗透、线迹流畅、字迹清晰，

易干燥性等作为书写质量的最基本的要求，Q B/T 

2625-2011《中性墨水圆珠笔和笔芯》标准中仅规定了

划线长度采用定量70g/m2的书写纸，并未对书写纸的

等级或质量作出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在笔类产品监

督抽查过程中，一旦出现处于临界合格状态的笔类产

品，书写纸的性能影响至关重大。此外，纸张中含有荧

光增白剂是一直以来存在的弊端，为了使纸张洁白，生

产企业会在造纸过程中加入荧光增白剂以改善纸张的

外观。造纸中主要使用二苯乙烯基苯类荧光增白剂，这

类荧光增白剂的光敏性、致癌性、光毒性及对皮肤黏膜

的刺激性对人体会产生一定的伤害[3]。为此探讨不同纸

张的表面特性差异对书写质量的影响有较大的意义。

图1　平滑度对划线长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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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在平滑度仪上泄漏空气的时间越短，意味着其表面

越粗糙，尤其对书写纸非常重要。平滑度主要受纤维形

态、纸浆打浆度、造纸用网和毛毯的织造方法、湿压的

压力和有无压光、加填和涂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4，5]。 

图1的数据为不同平滑度纸张所对应的划线长度

测试，数据对比可以看出6组试笔的平均划线长度在412

～460m之间，随着平滑度的增加，试笔的划线长度也

得到提升，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了近50m。这就意

味着平滑度高的纸张，字数输出量也越多。书写的润滑

度由书写面与笔头球珠之间产生以滚动为主的混合摩

擦的特性，纸张表面过于粗糙可能会对笔头球珠产生

一定的磨损，因而会对划线长度产生影响。纸张表面的

粗糙度对笔头球珠产生了磨损，无形中加大笔墨流量，

使得划线变短，反之平滑度越好的纸张，笔头球珠磨损

小，可以划线更长。

2.2 紧度

紧度是单位体积纸或纸板的重量，相同定量的纸

张紧度不一样，意味着松厚度不一样。紧度越高，纤维

结合越紧密；紧度低，纤维结合程度较松厚。

如图2所示，6组试笔的平均划线长度在40 6～

445m之间，随着紧度的增加，试笔的划线长度也随之

增加，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了近40m。这是由于紧度

低的纸张，纸张松厚度较高，一方面在一定的书写压力

下，增加了笔头球珠与纸张表面的摩擦力，另一方面，纸

张由于纤维交织而形成毛细管网络结构，使纸张具有

大量的孔隙，成为它吸收笔墨的基础。纤维与笔墨接触

面积变大，增加了吸收笔墨的速度，从而出现划线长短

的现象。

2.3 施胶度

施胶度是纸张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由于纸张纤

维含有大量的羟基具有亲水性，因此在纸张表面施胶

覆上一层胶膜起到抗水作用以达到良好的书写效果。

施胶分浆内施胶和表面施胶，施胶剂有中性施胶剂、酸

性施胶剂和碱性施胶剂，目前行业内采用较多的为中

性浆内施胶[6，7]。未施胶的纸张在书写过程中可能产生

扩散或渗透到纸张背面的现象，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使

用。

如表1所示，6组试笔的平均划线长度在410～

440m之间，划线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了30m。施胶

度高的纸张，抗水性好，表面平滑，与笔头球珠摩擦作

用较小，纸张纤维吸收笔墨量相对较少，墨水流出速度

降低，因而比施胶度低的纸张划线更长。从表1中还可

知，施胶度达到0﹒50mm及以上，24h之后观察纸张的

背面，均不渗透；干燥性能：20s内覆盖纸上均无墨迹残

留。

干燥速度是反映纸张吸收墨水速度快慢的指标，

干燥速度过慢，容易发生书写蹭脏前页纸张背面的现

象。虽然6组试笔在20s内都达到完全干燥，无墨迹蹭到

覆盖纸上，但是实验过程中发现，施胶度较低的纸张干

燥速度要比施胶度高的纸张快。因此，施胶度对干燥性

与划线长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体现为墨水吸收量，

后者则截然相反。

2.4 不透明度

纸张的不透明度取决于纸张的光散射能力、纸张

内部光散射界面的多少（即内部独立粒子的数量）和散

射界面折射率差异的大小。光散射界面越多，散射界面

间折射率差异越大，则纸张的光散射能力越大，不透明

度越高。纸张的不透明度过低，字迹容易透到纸张的背

面，影响实际使用。从表2可知，纸张的不透明度达到了

75%以上，书写过程中一般不会发生透印现象。

2.5 亮度

纸张亮度是纸张一个极其重要的技术指标，通常

把对试样在标准仪器下的漫射照明，垂直于试样表面的

反射光线透过规定滤光片并被光电检测器检测的值，

反射率小的白度低。亮度高的纸，可增加墨迹与纸张的

反差，使文字更加清晰。GB/T 12654-2008《书写纸》

亮度值为≥75﹒0%，结合GB/T 24999-2010《纸和纸板 

图2　紧度对划线长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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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白度）最高限量》书写纸的最高限量值≤85﹒0%要

求，书写纸的亮度范围应在75﹒0%～85﹒0%之间。

如表3所示，书写纸的亮度均远大于85﹒0%。这是

生产企业一味迎合消费者纸张越白越好的心理，形成

的一种弊端。然而亮度过高的纸张，可能是因为添加了

过量的荧光增白剂，经过测试，书写纸的荧光亮度均在

20%上下。由此可见，因为缺少对荧光亮度的标准约束，

容易给生产企业添加该类物质的机会。但书写常常不需

要高白度纸，因为纸张白度高，书写者眼睛看上去黑白

对比强烈，对眼睛产生强烈刺激容易使眼睛疲劳，进而

影响书写者的身心健康，尤其对正在发育中的青少年影

响更大。

3  结论

综上所述，纸张表面物理特性的差异对书写性能

存在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下：

3 .1 书写纸的平滑度、紧度、施胶度性能本身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均对笔的划线长度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书写纸面与笔头球珠摩擦力的大小及墨水的流速快

慢程度。纸张的平滑度、紧度、施胶度物理性能指标越

高，则划线长度越长，手感越顺畅舒适。其中平滑度对

划线长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紧度，最后为施胶度。因

此，提高纸张的平滑度、紧度、施胶度等指标，一方面

可提高笔墨的划线长度，书写的润滑度和流畅感；另一

方面可延长笔的使用寿命。

3 . 2 书写纸良好的施胶度和不透明度，均有助于防止

墨水渗透到纸张的背面，有利于提高纸张的书写性能。

此外，划线长度与干燥性受到施胶度的影响是相反的，

应选取最适宜的施胶度纸张，以满足书写需要。

3 . 3 书写纸亮度存在普遍偏高的现象，且亮度过高的

书写纸中都添加了大量的荧光增白剂。亮度过高的纸

张会对人眼产生视觉冲击，而且荧光增白剂被人体吸收

后，不像一般的化学成分那样容易被分解。荧光剂一旦

与人体蛋白质结合，须通过肝脏的酵素分解，才能将它

排出体外。万一身体有伤口，荧光剂和伤口处的蛋白质结

合，便会阻碍伤口的愈合，对人体有潜在的健康威胁[3]。

因此，建议在相关标准中对亮度和荧光亮度指标进行

限定。

3 . 4 书写纸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由于产品的批次、结

构、特点和质量的要求不同，对纸张的性能要求也有所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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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书写纸的亮度及荧光亮度测试

指标

亮度/%

荧光亮度/%

纸2#

105﹒6

19﹒8

纸1#

102﹒2

19﹒2

纸3#

110﹒2

20﹒9

99﹒3

18﹒9

纸5#纸4#

108﹒6

20﹒3

纸6#

98﹒2

18﹒2
[收稿日期:201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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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施胶度对书写性能的影响

指标

施胶度/mm

划线长度/m

渗透性/24h

干燥性/20s

纸2#

0﹒75

421

不渗透

无墨迹

纸1#

0﹒50

410

不渗透

无墨迹

纸3#

1﹒00

430

不渗透

无墨迹

1﹒50

438

不渗透

无墨迹

纸5#纸4#

1﹒25

435

不渗透

无墨迹

纸6#

1﹒50

440

不渗透

无墨迹

表2  不透明度对书写性能的影响

指标

不透明度/%

渗透性/24h

纸2#

82﹒3

无透印

纸1#

78﹒4

无透印

纸3#

85﹒5

无透印

90﹒3

无透印

纸5#纸4#

88﹒6

无透印

纸6#

95﹒2

无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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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一种重要的造纸表面施胶剂原料。由于原

淀粉黏度高，流动性差，易产生凝沉现象，因此需要对

淀粉进行改性，使其在较高浓度时仍具有较低的黏度，

满足纸页表面施胶处理的要求。在实际生产中，商品淀

粉是不溶性的白色粉末，厂家应根据需要完成淀粉悬

浮液的“糊化”过程，制备淀粉胶[1]。目前，大型纸机都

会配置淀粉连续制备设备，用于制备淀粉胶。连续蒸煮

设备自动运行，不需要人为操作，具有质量稳定、产量

高等优点[2]。比较常见的制备工艺如图1。

然而，设备自动化再高，也会出现故障，若故障不

及时排除，就会影响淀粉改性质量，甚至造成淀粉断

药，严重影响造纸机的施胶工艺。下面讲几点淀粉表面

施剂制备系统常见故障与处理方法：

1  料仓内淀粉下料困难

料仓里的淀粉下料情况受水分影响很大，当原淀

粉水分超过13%后，下料就会变得很困难，即使螺旋输

送机频率开足，料仓出来的淀粉还是很少(图2)，不能满

足工艺需求。由于制备系统是根据制备好的淀粉浓度来

自动调节清水和原淀粉用量的，当淀粉下料量少时，进

入溶解槽的原淀粉就会减少，而清水量和溶解槽内淀粉

胶输出量是一定的，时间一长，制备系统就会因为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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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液位低，报故障自动停止。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淀粉料仓下料口增加了压缩空

气管路，通过吹气的方式来加速淀粉的下料。为精确控

制压缩空气的压力，我们在压缩空气管路上安装了减压

阀和开关阀，将空气压力控制在0﹒15M Pa左右。同时，

图1  制备工艺流程

图2  原淀粉水分含量对螺旋输送机变频频率的影响

在DC S操作系统里设定开关阀开停时间，精确控制压

缩空气气量，确保淀粉能够均匀下料，稳定溶解槽内淀

粉浓度。

2  淀粉酶流量低

淀粉酶能有效地降解玉米原淀粉的分子链，从而

显著降低淀粉胶液的黏度[3]。当淀粉酶流量过低，制备

系统就会报故障自动停止。因为，没有淀粉酶的降解作

用，制备好的淀粉黏度将会非常高，成膜性很差，不适

应施胶工艺[1]。通常，酶流量低报有两种原因，一是酶泵

故障，二是添加管道堵塞。

2.1 酶泵故障

一般而言，酶泵不易损坏，但会进入空气，一旦吸

到空气后，酶计量泵就不能正常装药，流量计就会显示

无流量，导致整个制备系统故障跳停。判断计量泵内是

否有空气，可以通过观察计量泵进出口管道得知。若管

道中有小气泡，就证明已经进空气了，需要通过排气阀

将这些空气排出。

2.2 加药管堵塞

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对酶桶进行加药，加药过程

中，稍有不慎，会将一些杂质带到加药桶内。酶泵工作

时，通过添加管道将酶加到淀粉溶解槽内。然而，在管

道流量计这个地方，空间特别小，杂质容易积聚，堵塞

管路。因此，酶添加管道中的流量计需要定期检查清

理。

3  加热温度波动大

原淀粉溶解好后，需要进行加热“糊化”。加热

温度对淀粉“糊化”效果影响巨大，所以加热温度

一定要稳定。制备系统设定了加热温度区间，设定值

（20±1）℃。超过这个区间，制备系统就会报故障自动

停止。当淀粉制备系统出现温度波动大时，很有可能是

蒸汽管道中的疏水阀堵塞造成。由于疏水阀堵塞，冷凝

水没有及时排除，蒸汽中含有大量的冷凝水，影响加热

效果。这时，需要及时清理疏水阀，排除故障。

淀粉料仓下料口增加的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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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塞流式酶转化槽内淀粉抽不出

经过预加热的淀粉，会在塞流式酶转化槽内停留

一段时间，为淀粉酶降解淀粉提供充足时间，反应时间

越长，降解效果越好。因此，这道工序非常关键。但是，

这道工序也容易出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槽内淀粉抽不

出。造成塞流式酶转化槽内淀粉抽不出的原因主要有

淀粉黏度过高、螺杆泵故障和管道堵塞等。

4.1 淀粉黏度过高  

检查塞流式酶转化槽的淀粉黏度是否过高，最简

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查看槽内淀粉搅拌的速度，若速度

过缓或是根据不动，那基本上可以判定淀粉黏度过高

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淀粉酶“失活”引起。造成淀

粉酶“失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4.1.1 淀粉溶解水pH过高或过低

随着国家对造纸废水排水量的限制，各大纸厂已

经将大量中水进行了回用，并运用在清水系统中。中水

是经过处理的废水，水质相对不稳定，当水的pH值变

化大时,淀粉酶就会“失活”（图3）。为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淀粉制备用水使用不含中水的

清水。 

4.1.2 淀粉溶解水残氯含量过高

清水系统中含量大量的细菌，需要进行杀菌处理。

由于清水处理量大，最经济的杀菌剂就是次氯酸钠。

但清水中残氯含量超过0﹒5m g/l时，也会使淀粉酶“失

活”。因此，日常工作时，需要根据用水量，制定添加次

氯酸钠的用量标准，防止次氯酸钠加入过多。

4.2 螺杆泵故障

螺杆泵的定子是易损件，定子磨损后，螺杆泵就不

能正常工作，转料能力下降明显。酶转化槽内淀粉不能

及时输送到下道工序，导致整个制备系统瘫痪。一般而

言，这个地方都会有备用泵。这时，需要及时切换备用

泵。

4.3 淀粉管道堵塞

判断淀粉管道是否堵塞，可以看泵出口压力。当出

口压力比正常压力高出很多时，就可以判定管道已经堵

塞。堵塞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前道工序过滤器损坏，

来自淀粉的杂质，也有可能是酶转化槽内掉落的硬物，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螺杆泵定子损坏，掉落的橡胶块堵塞

管道。堵塞的位置一般都在管道最小直径的地方，如锥

形管、止回阀等处。这时候，只能停制备系统，拆管道清

理。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也可以使用凸轮转子泵代

替螺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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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淀粉酶活性与pH值的关系曲线

淀粉制备加热蒸汽管疏水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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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流式压力浓缩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629306 A

发明人：李吉　张亚林　李晓宾　万超刚

申请人：新乡市新平航空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市场上纸浆浓缩设备很多，主要有螺旋

输送式、振动跳筛式等，但局限于设备自身组成形

式的原因，其存在着产量小、浓缩比低、纤维损失

多、出浆口易堵塞、能耗及噪声大等缺点，致使这

些设备不能满足现代纸浆生产厂家的要求。

提供一种升流式压力浓缩机，其通过将纸浆

的进浆方式设计为带压、升流式结构，可提前去除

纸浆中的重杂质，减少设备及内部部件的磨损及

实现设备的低能耗运行；设备带压、高速进浆，可

显著提高产量，满足厂家的产量要求；具有浓缩比

高、纤维损失少、出浆口不易堵塞等特点，可满足

现代工业节能降噪的技术要求。

如图1所示，该种升流式压力浓缩机包括封闭

壳体和沿壳体轴线设置于壳体内的转子，转子套

设在传动轴上，传动轴一段伸出壳体与动力装置连

接。动力装置电机的动力输出轴上安装有主皮带

轮，主皮带轮通过皮带与传动轴上安装的从皮带轮

连接，即由电机通过皮带及

主、从带轮传递动力给传动

轴，传动轴直联转子实现其

圆周运动，皮带为标准皮带，

如三角带等。壳体及电机均

固定安装（如螺栓连接等）在

机座的上部，机座及电机架

均采用钢板水刀或火焰切割

成形，采取整体折弯结构。

壳体包括上盖、顶部与

上盖密封连接的上壳体和顶

部与上壳体底部密封连接的

下壳体，上盖设在上壳体上

部，上盖通过法兰组（连接

在上盖底部的上法兰和连接在上壳体顶部的下法

兰）与上壳体密封连接，以起到密封作用，同时便

于维修，上盖顶部中心设有排气管；上壳体和下壳

体均为圆柱腔体，下壳体的直径（内径和外径）小于

上壳体的直径（内径和外径），且通过环形板密封

连接在一起；转子外侧对应位置设置有与上壳体内

壁形成环形腔室的筛鼓，转子外表面与筛鼓之间设

有浓缩通道；下壳体底部沿切线方向设置有进浆管

和重渣管，重渣管向下倾斜布置，且其中心线与水

平面之间的夹角优选为5°～10°，重渣管的底部低

于下壳体底板5～15mm，冲洗水管成水平方向焊接

在重渣管的尾部，即冲洗水管与重渣管相对下壳体

中心对称设置；上壳体上部设置有与环形腔体底部

连通的滤液管和与浓缩通道底部连通的出浆管；转

子外筒体的正下方且与出浆管对应位置处设置有稀

释水环，稀释水环的顶面与转子外筒体的底面之间

设有稀释通道；转子下方的传动轴上还套设有筒状

隔离件，隔离件外表面与壳体内部形成进浆通道。

如图2所示，筛鼓包括外骨架和连接在外骨

架内部的微孔板，外骨架上下两端分别连接有法

兰，连接法兰与上壳体内壁上设置的法兰密封连

接，外骨架与微孔板之间设有加强筋；微孔板上

加工有直径为0﹒1～3mm的微孔；外骨架由板厚为

2～5mm的钢板卷制而成，其上加工有若干直径为

20～80mm的通流孔。筛鼓通过采用微孔板（孔径

专利技术

图1  升流式压力浓缩机的结构

1—电机  2—动力装置  3—壳体  4—上盖  5—上壳体  6—下壳体  7—排气管  8—吊环  9—法
兰组  11—传动轴  12—转子  22—筛鼓  27—滤液管  28—出浆管  29—稀释水环  35—水环调
节机构  45—隔离件  46—机座  47—吊耳  48—进浆管  49—重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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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市场现有设备筛鼓孔径大大减小）有力地减

少了浆料中纤维的损失，节约了加工成本。转子周

向转动的过程中，鼓泡为筛鼓内表面提供周期性

的下压式正、负清洗脉冲，在确保筛板不堵塞的同

时，使得浓缩后的浆料尽快向下排出。

如图3所示，转子由内向外依次设置有连接

轴套、与连接轴套同轴的内筒体和外筒体，传动

轴通过胀套安装在连接轴套的胀套安装孔上；外

筒体的外表面连接有鼓泡板（如采用焊接、铆接

等连接），鼓泡板上冲压有按螺旋线下压角度为

30°～60°排布的鼓泡，鼓泡的大小（断面最大直

径）为25～80mm，其高度为10～50mm；外筒体和

连接轴套之间设有间隔分布的上隔环板和下隔环

板，上隔环板和下隔环板优选为相互平行设置，上

隔环板和下隔环板的内表面均与连接轴套的外表

面密封连接，其外表面均与外筒体的内表面密封

连接，内筒体上端面与上隔环板的下平面密封连

接，其下端面与下隔环板的上平面密封连接；上隔

环板、外筒体、下隔环板和内筒体共同组成封闭腔

室，上隔环板、内筒体、下隔环板和中心轴套共同

组成浆流通道，浆流通道对应的上隔环板和下隔

环板上分别开有连通浆流通道的缺口。优选地，缺

口为扇形缺口，其沿圆周方向均匀布置有3～8个，

相邻缺口之间为支臂，支臂上设有浆液顺旋转方向

向下倾斜的迎浆面。

如图4和图5所示，稀释水环包括筒体和上平

面与筒体底面密封连接的法兰，连接法兰内侧设

有向下延伸的连接环，连接环密封连接在环形板

的内壁上，其外侧设有水环调节机构连接孔，筒体

正对转子外筒体设置，筒体内表面上连接有吊环，

如焊接连接等；环形板上开有与水环调节机构外

形相适配的安装通孔，稀释通道的大小可通过水

环调节机构进行调节。

如图5所示，水环调节机构包括调节螺柱、紧

固螺栓和用于锁紧调节螺柱的锁紧螺母；为了节省

空间，降低调节螺柱的高度，锁紧螺母优先采用标

准薄螺母；调节螺柱内部沿轴向开有贯穿螺柱的

通孔，其外侧设有顶持部、夹持部以及设置在顶持

部和夹持部之间的螺纹部；顶持部和夹持部分别

设置在调节螺柱的两端，顶持部为具有较高粗糙

图3  转子的结构

图4  稀释水环的结构

图5  水环调节机构的安装及调节螺柱的结构

10—环形板  13—上隔环板  14—内筒体  15—下隔环板  16—鼓泡
板  17—外筒体  18—连接轴套  19—缺口  20—支臂  21—迎浆
面  23—连接法兰  24—微孔板  25—加强筋  26—外骨架  30—
筒体  31—吊耳  32—连接法兰  33—连接环  34—连接孔  36—
紧固螺栓  37—密封垫  38—调节螺柱  39—夹持部  40—螺纹部  
41—顶持部  42—凹槽  43—锁紧螺母  44—密封圈

图2  筛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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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精度的圆柱段，顶持部设有凹槽，凹槽内安装有

密封圈，顶持部与环形板上的水环调节机构安装

通孔之间采取小间隙配合，起到导向作用；夹持部

为标准六方、五方或非标准可夹持结构等，优选为

六方，其用作扳手位置转动调节螺柱，紧固螺栓的

头部与夹持部之间设有密封垫，密封垫内圈紧抱于

紧固螺栓外径之上，且贴合于螺栓头底面，密封垫

可选为方形胶垫；调节螺柱安装在环形板的安装通

孔内，紧固螺栓穿过调节螺柱的中心通孔与连接法

兰上与安装通孔同轴的连接孔（内螺纹孔）进行螺

纹连接，通过调节螺纹部与安装通孔内的内螺纹

的配合长度实现顶持部推动水环筒体的高度，密封

凹槽的上端面距调节螺柱上端面的距离不小于稀

释水环最大调节距离5～10mm。

稀释水环筒体的上端面与转子外筒体的下端

面之间间隙可根据浆种类型及浓度的不同，利用

水环调节机构来调整，可调整范围为1～5mm。在

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浆料的不断冲刷侵蚀

作用，稀释水环上端面及转子外筒体的下端面会

出现磨损，从而致使间隙变大，这时可对稀释水

环进行调整，具体过程如下：设备停机并排空，松

开紧固螺栓及锁紧螺母，使用扳手旋转（正转或反

转）夹持部，使螺纹部与环形板上的安装通孔内的

螺纹副（内螺纹孔）进行螺纹连接，进而使顶持部

沿高度方向上下移动，由于顶持部的上端面支撑稀

释水环，稀释水环也随顶持部上下移动，进而实现

稀释通道的大小（稀释水环筒体与转子外筒体之

间的间隙）可调。在此过程中，稀释水环内侧的连

接环与环形板的内壁始终保持密封连接。

调节螺柱上的螺距一定，通过测量螺纹长度

的方法来确定稀释水环筒体上端面与转子外筒体

下端面之间的间隙。待间隙达到指定值时，紧固锁

紧螺母，固定调节螺柱，将带有端面密封垫的紧固

螺栓穿过调节螺柱中心通孔，并均匀锁紧，从而固

定稀释水环。稀释水环调节机构中有两个密封处，

密封垫用作密封调节螺柱的中心通孔；径向密封

圈用作密封调节螺柱与环形板之间的小间隙配合

的圆柱孔。上述两处密封的材质均为丁腈橡胶或

氟橡胶，且具有较高的压缩比。

工作原理：浆料由进浆管带压进入下壳体内的

进浆通道，螺旋升流式向上运动至上壳体内依次

经转子的下隔环板上的缺口、浆流通道和上隔环

板上的缺口，随着通过转子上方空间进入转子外表

面与筛鼓之间的浓缩通道。浆料向上运动的过程

中，其中的重杂质由于重力的作用，沉积在下壳体

的底部，另外，由于惯性的作用做圆周运动，并由

重渣管收集，同时，冲洗水管提供冲洗水，使得重

杂质快速从重渣管排出下壳体；进入浓缩通道的

浆料，在转子周向转动的过程中，鼓泡为筛鼓内表

面提供周期性的下压式正、负清洗脉冲，在确保筛

鼓不堵塞的同时，使得滤液通过筛鼓并由滤液管排

出，而浓缩后的浆料则向下运动由出浆管排出。

由于浆料的增浓及设备的浓缩作用，浆料在

向下运动的过程中，滤液会通过微孔板的微孔，排

出筛鼓进入滤液管，这就导致浆料越向下运动，

其浓度越高，从而易造成出浆管处的堵塞。为此，

特设置了稀释水环及稀释水环调节机构来解决这

一问题，即将稀释水环筒体的上端面与转子外筒

体的下端面之间调整一定间隙，在浆料进浆的同

时，进浆侧的一部分低浓浆可通过此间隙（稀释通

道）进入设备的高浓缩区，从而对高浓浆进行一定

的稀释。

造纸用助剂均匀添加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629339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造纸用助剂均匀添加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用助剂均匀添加装置包

括立柱、搅拌电机、升降架、搅拌叶片、刮板、把

手、螺旋叶片、锅体、加热器底座、加热板、电磁线

圈、固定架、加热装置固定架、提手、连杆和导液

口。立柱共有两个，位于锅体的两侧。立柱朝向锅

体的一侧设有滑道，滑道中滑动连接有把手，把手

固定在锅体顶部的左右两侧，把手由套筒和转轴

组成。立柱内设置有多级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

顶部与把手的套筒连接，使得锅体能够在多级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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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缸的带动下上下移动。锅体为圆底锅，锅体的内

壁顶部边缘处设有螺旋叶片，螺旋叶片宽5cm。从

锅体的顶部螺旋向下，锅体的内壁底部与刮板接

触，刮板的底面设有耐热橡胶，使得刮板与锅体底

面的接触更加紧密，将锅体底部熬制的浆体刮起

防止糊底。刮板共有两个，对称的固定连接在刮板

支架两端，刮板支架的中心固定连接在搅拌轴上，

使得刮板能够随着搅拌轴的转动而转动。锅体底

部内壁的中心处设有凹槽，凹槽中滑动连接有搅

拌轴的顶部，使搅拌轴定位，使得搅拌轴的转动更

加稳定，搅拌轴的顶部为半球状，方便在锅体内壁

中心的凹槽中转动。搅拌轴上固定连接有搅拌叶

片，搅拌叶片用于将锅体中熬制的浆体带动旋转，

搅拌叶片和刮板的旋转方向与螺旋叶片的螺旋方

向相同，使得锅内熬制的浆体在搅拌叶片的带动

下旋转；又由于流体附壁效果的作用，顶部的浆体

沿着螺旋叶片的旋转方形运动，从上倾斜向下，将

底部的浆体从中心顶起，再在搅拌叶片的作用下扩

散，达到均匀加热的目的，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

品质量。搅拌轴通过联轴器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

连接，搅拌电机和控制电路设在升降架内，升降架

的顶端滑动连接在固定架的侧壁滑道中，通过绳

排驱动上下运动。锅体位于升降架的正下方处固定

连接有提手，提手通过连杆与升降架底面对应位

置固定连接；当升降架相对于锅体向上移动时，提

手在连杆的拉动下向上移动，锅体的把手转轴在

套筒内转动，锅体内的浆体沿着导液口流出，导液

口设置在锅体顶部的边缘处与提手的位置对应，

锅体的底部与加热板接触贴合，加热板的内壁形

状与锅体底部形状相同。加热板的底部设有向中

心螺旋的凹槽，凹槽中固定连接有电磁线圈，加热

板的底部与加热器底座固定连接。加热器底座为

圆柱体，顶部设有凹槽，内部设有加热电路，加热

电路与电磁线圈电连接，加热器底座的侧壁固定

连接有圆环形的加热装置固定架，加热装置固定

架两端设有支杆，支杆的顶部与两个立柱底部内侧

固定连接使得加热装置位置固定。当锅体内的浆

体加热完毕后能够直接通过控制电路，控制锅体

和升降架同步提升；由于连杆的作用，锅体能够保

持水平，并且锅内持续搅拌，保持锅体内浆体的流

动，将容器放置于导液口一侧，提升升降架，锅体

倾斜，浆体沿着导液口流入容器中。

锅体的底面设有石墨烯硅脂导热层，加快热

交换。搅拌叶片和刮板与搅拌方向呈75°，搅拌阻

力小，效果好，并不会使锅体内的浆体溅起。

实验室用纸浆漂白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577061 A

发明人：韩冲　白小岸　张园园　杨文恒

申请人：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目前，实验室的漂白实验中，往往遇到实验装

置密闭性差导致漂白剂挥发或者氧化的情况，从

而影响漂白剂真实效果；另外，在密闭情况下，纸

浆流动性差，导致纸浆漂白成度不均匀。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实验室用纸

浆漂白装置。

如图1所示，该种实验室用纸浆漂白装置包括

上部具有开口的罐体、盖合在罐体开口上的罐盖、

穿过罐盖的转子组、用于驱动转子组旋转的驱动

装置、设置在罐盖上的加药口和设置在罐体底部

的卸料口。其中，罐体作为纸浆漂白反应装置，罐

盖用于密封罐体的开口，转子组用于搅拌纸浆，转

子组在转动状态时，可赋予纸浆在罐体内部的流

动性，驱动装置用于驱动转子组进行转动。

图1  造纸用助剂均匀添加装置的结构

1—立柱  2—升降架  3—搅拌轴  4—搅拌叶片  5—刮板  6—把
手  7—螺旋叶片  8—锅体  9—加热器底座  10—加热板  11—电
磁线圈  12—固定架  13—加热装置固定架  14—连杆  15—锁链  
16—导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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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组的转子数量优选为三根，转子的形状

优选为棒式，转子由不锈钢材料制成。转子设置

成不锈钢棒式，一方面可以减小转子与纸浆之间

的阻力，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转子自身腐蚀。

罐体内腔形状优选为圆柱形，可减小罐体内

壁对纸浆的阻力，便于纸浆流动。

罐体底部内侧面上设置有向罐体开口方向延伸

的定子组，定子组与转子组相配合，对纸浆进行搅

拌，增加纸浆的流动性，进而提升漂白的均匀性。

定子组中的定子数量优选为两根。定子设置成

不锈钢棒式，一方面可以减小定子与纸浆之间的

阻力，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定子自身腐蚀。

转子和定子在运动轨迹上互不干扰。

加药口为充气孔设计，避免罐体内外气体通过

加药口相互流通；卸料口上设置有卸料阀，卸料阀

用于控制反应纸浆的流出，罐盖和罐体之间的盖

合方式采用压力密封连接，转子组与罐盖的连接

处采用密封轴承连接，进而确保纸浆反应装置具

有良好的密闭状态。

纸浆漂白装置的温控系统用于保持纸浆处于

恒定温度范围内。温控系统包括包围设置在罐体

周边的保温层、冷却纸浆的冷却水系统、监测纸

浆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对纸浆进行加热的电阻丝

和温度控制单元；温度控制单元可控制纸浆在特

定温度数值并保持温度在特定数值范围内。其中，

保温层设置在罐体的周边外侧及底部外侧，冷却

水系统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罐体内部，电阻丝设

置在罐体周侧与保温层之间。

温控系统的工作方法及步骤：温度控制单元

设置预定温度，温度传感器反馈纸浆实际温度，当

温度未达到预定温度时，温度控制单元控制冷却

水系统关闭，控制电阻丝持续加热；当温度达到或

高于设定温度时，温度控制单元控制冷却水系统

开启，控制电阻丝处于非加热状态，使温度稳定在

预定温度范围内，达到动态平衡。

技术优点：通过设置转子组和定子组，提高了

纸浆的流动性，解决了在密闭条件下制浆漂白不均

匀的问题；罐盖和罐体之间通过采用压力密封的

方式，解决了纸浆漂白装置密封性差的问题，通过

在纸浆漂白装置上加装温控系统，实现了纸浆漂

白温度的精确控制。

改进型靴式压榨机

申请公布号：CN 109594391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现有的靴式压榨机在使用时存在一定的弊

端。由于没有采用拼接式结构，组装拆卸时不够方

便，不能够减少相关辅助拆卸工具的使用次数，没

有提升拆装效率，在进行安装拆卸时增加了操作

时间，并且不具有相适配夹紧的能力，贴合性能较

差，不能够提升干燥效果，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完

善。为此，提出一种改进型靴式压榨机。

如图1所示，该种改进型靴式压榨机靴套的内

表面套装有加压元件，且靠近加压元件的一侧位置

处设有横梁，横梁是主要的承压部件，并且是集装

化的主要部件，在横梁上可加载安装相适配的零部

件，以配合工作中的运转；靠近横梁的一侧位置处设

有靴板，横梁的外表面套装有旋转头，且横梁的一

端外表面设有齿轮箱；加压元件包括储油箱、油膜、

喷嘴、滑动套、密封轴，旋转头包括橡胶、契合元

件、紧固螺栓、压紧环与分节螺栓；靴板的上端外表

面设有弹簧，且靴板的一侧外表面留有楔形口。

图1  纸浆漂白装置的结构

1—罐体  2—罐盖  3—转子组  4—转子  5—驱动装置  6—加药
孔  7—卸料口  8—定子组  9—定子  10—卸料阀  11—保温层  
12—冷却水系统  13—温度传感器  14—电阻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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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板的数量为若干组，且靴板之间利用楔形

口进行拼接安装。采用拼接式结构，组装拆卸时更

加方便，能够减少相关辅助拆卸工具的使用次数，

提升拆装效率，并且靴板为双层结构，在靴板之间

安装有弹簧，具有相适配夹紧的能力，能够提升干

燥效果；压紧环通过紧固螺栓与分节螺栓固定安

装，且紧固螺栓为一种金属材质的构件；滑动套的

数量为两组，且滑动套分别平行放置；靴套覆盖在

加压元件上，且加压元件的数量为若干组，靴套的

外表面涂有疏水疏油层；齿轮箱的外表面设有机

壳，机壳的外表面设有紧固螺钉，机壳通过紧固螺

钉与齿轮箱固定安装。靴式压榨主要由靴辊、背压

辊、载荷锁紧以及一些辅助元件组成，其中靴辊主

要部件有靴板、旋转头、横梁、轴承座组成。

使用时，通过液压系统，使上下辊闭合，靴板

将靴套紧紧地压在下辊辊面上，因靴套与辊芯通

过轴承相连，轴承、靴套与靴板之间有循环油不间

断润滑，之间的摩擦力几乎为零，靴套在下辊的带

动下，可以同步旋转。

有益效果：靴板之间利用楔形口进行拼接安

装，组装拆卸时更加方便，能够减少相关辅助拆卸

工具的使用次数，提升拆装效率，并且靴板为双层

结构，在靴板之间安装有弹簧，当纸页通过时，靴

板会顶起靴套与相关部件紧密地贴合，以增加贴

合性，并且由于弹簧的特性，具有可变性缓冲的作

用，具有相适配夹紧的能力，能够提升干燥效果，

带来更好的使用前景。

曲折预热通道转斗式热磨机进料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09537338 A

发明人：杨焕蝶

申请人：南京林业大学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热磨机进料装置为螺旋

式，该进料装置采用螺旋将木片或其他植物原料

挤压成密实料塞后前移，以堵住蒸煮罐入口处的

蒸汽，防止蒸汽反喷，然后掉落至蒸煮罐内。螺旋

式进料装置结构复杂，将木片或其他植物原料挤

压成密实料塞功率消耗大，进料装置内螺旋、螺

旋管等部件磨损严重。因推力过大，常有进料螺旋

叶片被折断的现象。木片等植物原料成团掉入蒸

煮罐内不易煮透，也容易引起纤维的折断。

国际上曾出现过使用回转阀式进料装置，直接

安装在蒸煮罐上部，因木片或其他植物原料是从

常温常压下进到高温高压的蒸煮罐内（相当于在

高温高压下向高压锅内加东西），进料时回转阀式

进料装置上下侧压差大，蒸煮罐内蒸汽很容易反

喷出去，造成事故，物料也因被下侧的蒸汽托住不

易下落。因此对转阀的结构要求高，调整和制造精

度要求苛刻，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卡死或者蒸汽

反喷现象，故障频繁，因此国内鲜有采用。

提供一种曲折预热通道转斗式热磨机进料装

置，结构简单，进料功耗大大降低，运行可靠，因

进料时木片处于松散状态，没有挤压成团，因此木

图1  改进型靴式压榨机的结构

1—靴套  2—加压元件  3—横梁  4—靴板  5—旋转头  6—齿
轮箱  7—储油箱  8—油膜  9—喷嘴  10—滑动套  11—密封轴  
12—橡胶  13—契合元件  14—紧固螺栓  15—压紧环  16—分节螺
栓  17—弹簧  18—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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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更容易煮透，不会引起纤维的折断。

如图1、图2所示，木片或其他植物原料输送至

料仓，在振动给料器持续激振下，木片等原料逐步

滑落，通过转斗进料口掉落至转子的进料斗中。调

节振动给料器的激振幅度，可以调节木片等植物

原料的下料量。

转子由转子轴通过电机、传动系统带动慢速

旋转，进料斗处于向上状态时，木片或者其他植物

原料在振动给料器的激振下逐步滑落进料斗中，

当料斗转向侧边时，因转子封口的原因，木片暂时

停止滑落。装满物料的料斗转至下侧，在重力的作

用下自动滑落至第一节曲折预热通道，堆积在第

一阀门上。当转子继续旋转，原在料斗内的物料逐

步下料完毕，转子封口逐渐转至下侧。此时有个短

暂的物料停落期，在此期间第一阀门由第一气缸

带动打开，木片下落至第一阀门与第二阀门之间的

第二节曲折预热通道段。下落完毕，第一阀门及时

关闭，接住由下转至上的料斗转送过来的物料。

当第一阀门关严，第二阀门由第二气缸带动打

开，物料滑落至第二阀门至

第三阀门之间的第三节曲折

预热通道段，然后第二阀门

及时关严，第三阀门打开，依

次再通过第四、第五节曲折

预热通道，物料从蒸煮罐入

口进入蒸煮罐内蒸煮。

蒸煮罐内的物料在高温

高压蒸煮下逐渐下降，由蒸

煮罐底部螺旋出料器输送至

研磨室分离成纤维。

蒸煮罐上设有料位计，

检测蒸煮罐内的料位高度。

根据料位计检测到的料位高

度，控制电机的转速，确保

蒸煮罐内稳定的料位高度，

保证蒸煮时间的恒定。

因蒸煮罐内充满高温高

压的蒸汽，当曲折预热通道

内最下一节（第五节）第五

阀门打开时，蒸煮罐内的蒸汽会反冲至第四阀门与

第五阀门之间段，因此下侧第五阀门打开前上侧第

四阀门应确保处于关严状态。运行时上面各节也

如此，不然蒸汽就会反喷出去。

蒸煮罐内的蒸汽压通常在0﹒4～0﹒6MPa之

间，因此第五阀门打开后再关上，第五节通道内的

蒸汽压也接近0﹒4～0﹒6MPa之间。

当第四阀门打开时，封闭在第五节内的蒸汽继

续向上冲至第四节，但因容积空间增加了一倍，此

时的蒸汽压降为0﹒2～0﹒3MPa之间。

当第三阀门打开时，封闭在第四节内的蒸汽

继续向上冲至第三节，容积空间又增加了一倍，此

时的蒸汽压降为0﹒1～0﹒15MPa之间。

当第二阀门打开时，封闭在第三节内的蒸汽继

续向上冲至第二节，容积空间又增加了一倍，此时

的蒸汽压降为0﹒05～0﹒075MPa之间。

当第一阀门打开时，封闭在第二节内的蒸汽继

续向上冲至第一节，容积空间又增加了一倍，此时

的蒸汽压降为0﹒025～0﹒0375MPa之间。

图1  曲折预热通道转斗式热磨机的结构

1—料仓  2—振动给料器  3—转斗进料口  4—进料装置  5—转子  6—转子轴  7—第一气缸  
8—曲折预热通道  9—第二阀门  10—第三气缸  11—第四阀门  12—第五气缸  13—蒸煮罐入口  
14—料位计  15—蒸汽管  16—螺旋出料器  17—研磨室  18—主轴传动装置  19—主电机  20—
第一阀门  21—第二气缸  22—第三阀门  23—第四气缸  24—第五阀门  25—支架  26—蒸煮罐  
27—传动系统  28—电机  29—阀体内侧的锥面结构  30—转子封口  39—手轮  40—进料斗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70
第40卷第10期 2019年5月



木片等原料在曲折预热通道内逐渐下降过程

中，吸收热量，当到达蒸煮罐时原料温度有所上

升，物料得以预热。也因原料始终处于松散的状

态，物料跟蒸汽更易接触交融，因此蒸煮效果得

以提高，进料过程功率消耗也因无需挤压成料塞

因此得以大大降低。

因原料不断吸收蒸汽的热量，蒸汽在曲折预

热通道内逐节上升时热量不断传至原料，蒸汽也逐

渐冷凝，因此实际上面各节的蒸汽压会低于上面所

推测的数值。因曲折预热通道逐节降压，热量不断

被原料吸收，到达转子下侧时蒸汽压大大降低，因

此蒸汽反喷现象得以避免，转阀结构、制作的精度

要求也不用那么苛刻，使用可靠性得以大大提高。

物料在曲折预热通道内逐节下降，蒸汽压逐

节增加，物料吸收热量温度逐步升高，得以预热。

蒸煮罐内的蒸汽关闭在曲折预热通道第五节后，

逐节上升，容积逐步增大，热量逐渐被物料吸收，

由下往上蒸汽压逐节降低，到达转斗式进料装置

处，蒸汽压力已降得很低，可以避免蒸汽的反喷。

物料逐节下落，上下各节蒸汽压差变小，下侧阀门

打开时，蒸汽上冲的冲力大大降低，加上曲折预热

通道的设置，增加了蒸汽上冲的阻力（下侧阀门打

开时，蒸汽会往阀门上侧与通道内壁相连的铰链

高处跑，而物料从阀门下侧与通道内壁处下落），

上冲的蒸汽不易托住下落的物料，在通道内物料

在重力的作用下逐节下落。

如果蒸汽压大，还可以增设曲折预热通道的

节数。

曲折预热通道以及阀门的倾斜度设为30°左

右。曲折的通道可以避免下侧阀门打开时蒸汽向

上直冲，增加蒸汽上冲的阻力。但角度太大（太平

缓）会增加物料的下滑速度。

转子与阀体内侧采用锥面结

构，通过手轮可以调节转子与阀

体之间的径向间隙，使运行更为

可靠。

阀门与曲折预热通道之间采

用第一铰链连接，气缸活塞缸与

阀门之间采用第二铰链连接。

阀门与曲折预热通道内壁的

连接处下侧设有第一密封条，防

止上冲的蒸汽从该处间隙上漏。

气缸活塞杆与曲折预热通道的连

接处，用密封装置密封，压紧装置

通过螺钉将密封装置压紧，防止

活塞杆伸缩时蒸汽外溢。阀门下

侧与曲折预热通道内壁的搭接处

设有弹性橡胶板，确保阀门关严。

阀门前后两侧设有第二密封条，

以增加密封性。

采用转斗间隙式进料，可以

防止阀门关闭时没有物料下落，

预防下落的物料偶尔卡在阀门与

通道内壁之间，提高运行的可靠

性。根据转斗落料的停落间隙，

图2  曲折预热通道转斗式热磨机进料装置

3—转斗进料口  4—进料装置  5—转子  6—转子轴  7—第一气缸  8—曲折预热通道  9—第二
阀门  10—第三气缸  11—第四阀门  12—第五气缸  13—蒸煮罐入口  20—第一阀门  21—第二气
缸  22—第三阀门  23—第四气缸  24—第五阀门  30—转子封口  31—第一铰链  32—第一密封
条  33—气缸活塞杆  34—弹性橡胶板  35—第二铰链  36—密封装置  37—压紧装置  38—螺钉  
40—进料斗  41—第二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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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设计好的电气系统，及时控制气缸关闭阀门，

防止蒸汽泄漏。

气缸缸体用连接件固定在曲折预热通道的侧

壁。

弧形筛可调节喂料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09499149 A

发明人：石鑫浩　魏伟　徐莉莉　霍礼鹏

申请人：新乡市新平航空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弧形筛进料管大都为圆形管，与外来管

线通过法兰连接，弧形筛进料口为圆形液柱，圆形

液柱只能作用于弧形筛的部分筛板上，筛板的利

用率及筛选处理量均较低，并且无法控制物料（如

浆液等）的流量及压力，工作效率低下。

提供一种弧形筛可调节喂料系统，包括进浆

管与喂料装置等。

该种弧形筛可调节喂料系统包括进浆管与喂

料装置等，喂料装置的出料口与弧形筛筛板等宽，

且其出料量及压力可调。喂料装置进料口直接与

进浆管的出口相连通。进浆管的进口与连接法兰

螺栓连接，进浆管为圆管或鸭嘴管等。

如图1所示，喂料装置包括上颚板、下颚板和设

在上颚板与下颚板之间的两侧板，上颚板、下颚板

和两侧板共同构成喂料腔体。它们是相互焊接而

成，上颚板和侧板优先选用板厚与弧形筛机壳相

同的钢板，有较强的刚性，下颚板选用塑性良好的

薄不锈钢钢板，如304L、316L等，钢板厚度2mm。

为维护、更换下颚板时的装卸方便，下颚板上

端设有第一折弯部，第一折弯部与弧形筛机壳进

行可拆卸连接，如通过第一折弯部连接孔将第一

折弯部与弧形筛机壳使用螺栓Ⅰ连接等，下端为

自由端，其与上颚板形成的出料口开度可调；为减

小调节出料口开度时的调整量和控制下颚板变形

（如调节过程中局部受力或焊接过程中控制下颚

板受热变形等），下颚板上还设有向内折弯的第二

折弯部和自由端向外折弯的第三折弯部。

喂料装置还包括加强件、连杆、调节轴、止转

装置、固定架和手轮。加强件垂直固定（如焊接

等）在第三折弯部与下颚板共同形成的第三折弯

处，加强件要有一定的直线度及刚性；加强件、连

杆和调节轴之间均通过销轴连接，加强件由加强管

和一端固定在加强管上、另一端与连杆进行销轴连

接的连接头组成，加强管固定（如焊接等）在第三

折弯处，即第三折弯处包覆部分加强管的外表面，

连接头端部垂直固定（如焊接等）在加强管的中部

位置，最佳为加强管的正中位置；调节轴一端加工

有外螺纹，另一端为与止转装置相适配的异形结

构，异形结构的端部设有连接孔Ⅰ，中部为圆柱体，

调节轴的螺纹端穿过固定架与手轮进行螺纹连

接，手轮加工有与调节轴上的螺纹相适配的内螺纹

和卡环槽，卡环安装到卡环槽内；止转装置为圆形

钢板且中心开有与调节轴上异形结构相适配的止

转孔，止转装置通过其上开设的连接孔Ⅱ与弧形筛

机壳使用螺栓Ⅱ连接，弧形筛机壳为可拆卸弧形筛

机壳的一部分，固定架一端焊接在弧形筛机壳上，

另一端套设在卡环上；止转装置套设在调节轴的异

形结构上，以防止调节轴发生周向转动，通过转动

手轮使调节轴依次带动连杆和加强件运动。

螺纹均为六角螺栓，且与平垫、弹垫和六角螺

母配套使用；销轴与开口销配套使用；调节轴上还

套设有用于锁紧手轮的螺母，通过螺母与外螺纹

图1  弧形筛可调节喂料系统的结构

1—进浆管  2—螺栓Ⅰ  3—上颚板  4—下颚板  5—第一折弯部  
6—第一折弯部连接孔  7—第二折弯部  8—第三折弯部  9—加强
件  10—侧板  11—销轴  12—连杆  13—调节轴  14—连接孔Ⅰ  
15—异形结构  16—螺纹  17—螺栓Ⅱ  18—止转装置  19—连接孔
Ⅱ  20—止转孔  21—弧形筛机壳  22—固定架  23—手轮  24—
卡环  25—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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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实现手轮的锁紧。

工作原理：手轮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止转装

置卡住调节轴使其不能够转动，调节轴顺着手轮

旋转螺纹方向，向左或向右直线移动，调节轴带动

连杆，连杆拉动加强件，加强件带动下颚板远离或

靠近上颚板，可调节开度变大或变小，进而实现出

料口开度可调，结构新颖、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并

且可以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进行调节，使用维护方

便，调节范围大，适用产量范围广。

有益效果：该种弧形筛可调节喂料系统，喂料

装置的出料口与弧形筛筛板等宽，且其出料量及

压力可调，出料口水幕可均匀地分布于弧形筛筛板

上，使筛板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同时实现压力式

进浆，显著增加设备的筛选处理量，从而有效地提

高设备的筛选效率。作业过程中，根据处理量的要

求来相应调节出料口的开度，可调节出料口浆液的

流量及压力，且操作时无需停止设备，即可实现喂

料装置出料口开度的调节，其调节范围大，适用范

围广，结构新颖，安全可靠。

碎浆机用抓斗

申请公布号：CN 109518506 A

发明人：张吉祥　袁庆吉　苗海滨　王玉鹏

申请人：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碎浆机用抓斗，可将水力碎浆机内的

轻杂质抓出，从而大大提高碎浆机的碎解效率，抓

取效率高。

如图1所示，该种碎浆机用抓斗包括悬架、油

缸、油路分配器、高压油管、第一抓手组件和第二

抓手组件。第一、第二抓手组件分别设置在悬架的

前后两侧，两个油缸分别设置在悬架上部的左右

两侧，油缸的两端分别与第一、第二抓手组件相铰

接，油缸分别通过高压油管与油路分配器相连，油

路分配器设置在悬架上部。油路分配器实现两个

油缸同时进回油，来保证两个油缸的伸缩同步。

悬架上部设置有吊装支架，可以通过吊具或直

接用吊钩直接对抓斗进行吊装工作。

悬架包括横向第一连杆、横向第二连杆、纵向

第一连杆、纵向第二连杆和纵向第三连杆。横向第

一连杆、横向第二连杆前后对称设置，两个横向第

一连杆之间的中部通过纵向第二连杆相连，纵向

第一连杆设置在横向第一连杆、横向第二连杆的左

端，纵向第三连杆设置在横向第一连杆、横向第二

连杆的右端，第一抓手组件的左右两端分别与纵

向第一连杆、纵向第三连杆的后端相铰接，第二抓

手组件的左右两端分别与纵向第一连杆、纵向第

三连杆的前端相铰接。

第一抓手组件的6个第一抓手从左到右均匀排

列，且6个第一抓手的中部通过第一圆管相连，第一

圆管分别穿过6个第一抓手，最左侧和最右侧的两

个第一抓手的上端长于中间的4个第一抓手，其上

端分别与悬架和油缸相铰接，中间的4个第一抓手

的上部分别与第一固定板相连，第一固定板的左右

两端分别与最左侧和最右侧的两个第一抓手相连。

图1  碎浆机用抓斗的立体结构

1—悬架  2—横向第一连杆  3—横向第二连杆  4—纵向第一连
杆  5—纵向第二连杆  6—纵向第三连杆  7—油缸  8—油路分配
器  9—高压油管  10—第一抓手组件  11—第一抓手  12—第一圆
管  13—第一固定板  14—第二抓手组件  15—第二抓手  16—第二
圆管  17—第二固定板  18—端连接臂  19—吊装支架  20—抓板  
21—挡料装置  22—挡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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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第二抓手组件的5个第二抓手从左到右均匀排

列，且5个第二抓手的中部通过第二圆管相连，第

二圆管分别穿过5个第二抓手，5个第二抓手的上部

分别与第二固定板相连，第二固定板的上部左右

两端分别设置有端连接臂，端连接臂的上端分别

与悬架和油缸相铰接。

第二抓手组件的5个第二抓手与第一抓手组件

中的6个第一抓手在横向方向上交错设置。第一抓

手和第二抓手的下部分别设置有抓板。

悬架左右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有挡料装置。

当抓斗抓取物料时，防止物料从两端掉落。挡料装

置由两根或多根挡料板组成。

当需要抓取杂质时，按动与油缸电联接的油

站控制开关使油缸臂收缩，抓斗中的第一抓手组

件和第二抓手组件分开，将抓斗移动到需要抓取

的杂质上方，然后按动油站的控制开关使油缸臂

伸开，第一抓手组件和第二抓手组件闭合，将物料

杂质揽在抓斗内部后将抓斗移出，再按动油站控

制开关使油缸臂收缩，第一抓手组件和第二抓手

组件分开，使物料杂质掉落，从而完成碎浆机内轻

杂质的移除。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安德里茨最新研发的脱水技术装备
在奥地利首次应用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最新研发

的脱水技术装备——立式螺旋浓缩机（Vertical 

Screw Thickener，VST）在奥地利工厂首先应

用，目前已经应用于二号纸机MG纸生产线，最大

产能360吨/天。

最先发布的一款立式螺旋浓缩机是一种垂直

配置的螺旋压力机，占地面积非常小，适用于现有

纸机的改造安装。

在运行方面，纸浆悬浮液被输入到机器的顶

部，借助重力辅助向下运输，安装于为整个生产线

提供原料的成品纸浆存储罐之前，起到良好的分

离作用。

这款立式螺旋浓缩机可将进入的浆料浓度由

3%浓缩至25%～30%，产生的水可以循环再利用。

相比传统脱水技术，这种设备还可以节省化学添

加剂，浓缩水平更高、技术更先进。

不仅能节省化学品，通过进一步实践，立式螺

旋浓缩机还将赋予更多附加功能，该设备的使用

也提高了安德里茨备料试验工厂的运营效率。

王子制纸具有隔离性能的纸张新材料
“SILBIO BARRIER”开始提供样品

本刊讯（王子制纸 消息) 为了减少塑料废

弃物，日本王子控股（Oji Hold ings）开发了对

环境负荷小、具有优异隔离性能的纸张新材料

“SILBIO BARRIER”，现已开始提供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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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BIO BARRIER虽然是纸张材料，却具有

阻挡外部氧气和水蒸气等进入的功能，能够防止

内部物品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腐坏，也具有保持

内部物品气味和水分的功能。

SILBIO BARRIER的原材料经过严格挑选，

可以应用在各种需要具有隔离功能的食品或工业

包装行业中。

对于直接接触食品的产品，王子制纸可以提

供两种样品：一种是根据日本造纸联合会的自主

标准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是符合美国食品医药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认

可标准的产品。

“SILBIO BARRIER”具有高度的氧气隔离

性和水蒸气隔离性，可以替代隔离薄膜，同时具有

可分解性，可以作为废纸回收再利用。

美国Cascades Sonoco公司创新型水
性涂布技术

本刊讯（Cascad e s Son o co 消息) Cascades 

Sonoco公司是由美国Cascades和Sonoco建立的

合资企业，近期投资了1700万美元扩建位于美国

伯明翰的包装纸厂，致力于研究环保型涂布技术，

利用这种水性涂布技术生产的包装纸盒可回收利

用，可持续性强。

该公司拥有FlexSh ie ld、F lu t e Sh i e ld和

SurfShield水性涂布技术，这种技术装备可以用

于年产5万吨涂布纸，取代传统的涂腊、金属等隔

离材料，用于生产折叠纸盒、瓦楞纸板等。

该加工厂选址靠近众多纸箱和包装纸板工厂，

方便为这些纸厂提供服务，进一步帮助客户减少

碳足迹，提高食品工业的安全性，并减轻对环境的

污染。

Cascades成立于1964年，主要生产包装和卫

生产品，在北美和欧洲有90多个生产基地，共有员

工1﹒1万人。Sonoco成立于1899年，主要生产工业

包装、保护型包装等多元化包装产品，年净销售额

50亿美元，产品销往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

Sappi推出Atelier纸板系列新产品

本刊讯（Sappi 消息) 继Proto和Spectro纸板

产品之后，Sappi又推出了Atel ier纸板系列新产

品：GC1。这种纸板兼具视觉和物理效果，更加坚

硬、白度高，定量范围为240～350g/m2，用于生产

折叠纸盒。

Atel ier系列纸板最大的特点就是视觉效果

好、设计感强，有利于商家用于商业包装，吸引消

费者。

该系列白度特别高、光泽度强，具有丝绸亚光

质感，后续还可以进行涂布和印刷，适用于各种印

刷方式，适配性较强。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Sappi推出的这种

全新GC1纸板优化了纸板背面的质量，正反两面都

可进行印刷，为Sappi进军高档奢饰品包装领域拓

展了市场。

为了生产这种新产品，Sappi将Maastricht纸

厂PM6号纸机升级为生产GC1的纸板机，产品已

取得了FSC和PEFC许可，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进

一步巩固了Sappi在高档包装领域的市场地位。

瑞典研究团队致力于纸厂废水处理
新技术

本刊讯（RISI 消息) 瑞典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s of Sweden）的一个研究团队近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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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将制浆造纸厂的废水转

化为生物能源。

与其他进行废水研究团队不同，他们致力于将

废水中的有机残渣等转化为生物塑料、生物氢气

和鱼饲料等。

该研究项目名为“MultiBio”，团队共二十多

人，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处理，可以

做到将生物塑料、生物氢气和鱼饲料等同时产出，

并且生产过程互不影响。

对于这项研究，项目负责人Karin Willquist

说道：“通过处理纸厂废水，得到的几种副产品都

具有较高的价值，尤其是生物氢气燃烧后无污染，

是最干净的燃料之一，且用途多元（例如可作为航

空燃料等），对于生物氢气制备的研究逐渐增多。

虽然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大批量生产生物氢

气，但是至少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未来这个

行业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DS Smith造纸厂安装新型热电设施，
有望每年减少碳排放3.6万吨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DS Smith和英国能源

公司E﹒ON共同宣布将在英格兰肯特的Kemsley造纸

厂打造具备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热电设施（CHP）。

新设施建成后将取代现有的CHP系统，同时

也奠定了未来20年DS Smith和E﹒ON的合作关

系。

这次的热电设施是专门为了实现高效、环保、

可靠的标准而专门设计的。Kemsley工厂若采用

这套新热电设施，将有望实现每年减少36000吨的

碳排放量。

新设施投入使用后，其电力容量可达到

C75MW，为DS Smith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蒸汽和

电力。

目前Kems l ey造纸厂年产量为83万吨，新

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资源能效，有助于DS 

Smith实现2030目标，即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

量减少30%。

新热能设施是E﹒ON这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项

目之一，接下来E﹒ON的重点就是为该项目拨付资

金并开始筹建。这项计划为期两年的项目于今年

开始，计划在2021年投入使用。

DS Sm ith集团的造纸和回收事业部CEO 

Colin McIntyre就此次合作说到：“运用先进的

创新技术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是DS Smith 

的重要发展目标。和E﹒ON合作利用先进的解决方

案，以满足我们的长期能源需求，是我们实现2030

目标的关键因素。我们预计新设施能每年减少

36000吨碳排放量。该项目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动

工，我们对此满怀期待，这将不仅实现碳排放量减

少的目标，也为我们提供了继续同E﹒ON保持良好

的战略关系的机会。”

凯米拉智慧水务技术探索污水处理
新模式

本刊讯（凯米拉 消息) 近日，凯米拉智慧水务

技术在丹麦哥本哈根城市污水厂成功使用，采用

了凯米拉KemConnect SD智慧水务系统。

根据客户独特的工艺条件，并基于双方共同商

定的污泥处理目标，这一系统可在污泥脱水前，优

化污泥化学处理，从而达到双方预先设置的目标，

包括高性能化学产品、化学品应用专业知识、在线

测量传感器，以及客户定制的报告系统等，从全方

位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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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安装在哥本哈根Lynet t en污水厂的 

KemConnect SD系统，可以根据凯米拉的专利算

法，控制Superfloc XD-5500的投加量，而过程

中不同点的传感器则负责收集关键数据，包括：脱

水离心机进料中的固形物含量，排放水中的固形

物含量和污泥泥饼的干度。在优化污泥处理流程

时，该系统具备较大的优势。

凯登利用纳米增强技术生产新一代
nForce刮刀片

本刊讯（凯登 消息) 凯登技术公司（Kadant 

Solutions）近日推出了一种新型nForce高性能刮

刀片。

这种刮刀片是一种纳米技术增强型刀片，含有

增轻型表面，韧性更高，可以适应高污染和含有坚

硬胶黏物质的回收纤维，耐磨损，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纸机的运行效率。

凯登生产的刮刀片在清洁辊子和清除辊面的

积浆、水、树脂和填料块等方面效果较为优异，除

了纳米技术增强型刀片外，还有干部刀片、湿部刀

片、压榨环节使用的刮刀、扬克缸专用的刮刀等类

型的产品。

凯登总部位于美国Westford，在全球20个国

家拥有2800名员工，主要提供浆料制备、流体输送

与控制、刮刀系统和清洁过滤系统等，主要生产线

包括：浆料制备系统能够加工处理原生纤维，回收

再生纤维；流体处理系统向旋转烘缸和固定管道

输送流体，蒸汽和空气等介质来提高烘干效率；刮

刀系统和刮刀产品用来清洁辊表面以保持机器的

高效运行；清洁和过滤系统在造纸过程中清洁和

维护织物，过滤并循环工艺用水；纤维颗粒产生于

造纸过程中的副产品，可应用于农业、家庭草坪和

园艺等。

LYCRA推出T859 LYCRA HyFit纤维
原料，可用于生活用纸和个护等领域

本刊讯（LYCRA 消息) 近日，LYCRA公司推出

了T859 LYCRA HyFit纤维材料，是一种新型弹

性纤维创新产品，可为生活用纸和个人护理用品等

产品制造商带来显著节约成本。

这种新型纤维材料具有以下优势：减少弹性

材料使用量约20％；使用更细的纤维代替原本较

粗的规格，提高了每公斤纤维的长度，从而减少弹

性材料在机台上的换料次数；机台上换料次数的

减少，最终可以增加生产线的生产运行时间；减少

原材料的处理和仓库所需空间；生产更环保的产

品，碳足迹更少；通过区域产品采购，降低碳排放

和运输成本等。

LYCRA HyFit纤维已经申请专利，目前在美

国弗吉尼亚州的韦恩斯伯勒生产，并将在全球各个

工厂推出。每个地区都将有产品样品供应，以便客

户可以开始对产品进行评估和认证。

该业务全球总裁Scot t Blackadar表示：

“LYCRA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新产品推动生活用纸

和卫生用品行业的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帮

助我们的客户达成目标。我们开发的这种新型纤

维，帮助制造商降低运营成本和碳足迹，同时保障

产品的品质和性能以及消费者体验。”

Fosber瓦楞纸板生产技术向工业4.0
迈进

本刊讯（Fosber 消息) 在工业4﹒0的浪潮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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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知名瓦楞纸板生产线厂商Fosber（佛斯伯）致

力于结合客户的需求和对瓦楞行业的经验，运用

最新的技术和理念去研发构建佛斯伯工业4﹒0解决

方案。

目前，佛斯伯已经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功能设

计。

这四个阶段主要包括：通过安装在瓦楞纸板

生产线上的200多个感应器，实时收集整线生产

数据。然后根据实时收集的生产数据和算法的设

置，机器可以实时识别异常的生产数据，并做出诊

断。随即，系统自动实现报警。此外，系统还会针对

问题的发展进行预测并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Pro/care team持续不断地解决问题和给系统提

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足够的案例数据的支撑下，

系统可以实现智能识别、智能诊断、智能修正和自

我学习。瓦线拥有的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控制器，并

且可通过算法自主解决问题。

佛斯伯瓦楞纸板生产线系统运作基于PRO/

SYNCRO收集的数据；PRO/CARE在相关数据

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PRO/QUALITY功能对产

品实时监控保证质量；PRO/REMOTE通过佛斯

伯客户服务来连接瓦线设备，实现软件备份和恢

复，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PRO/SERVICE线上线

下持续支持和延展工业4﹒0 PRO/家族所有功能，

最后实现可持续地智能生产。

并且，系统还会直接给出相应的零件更换建

议和操作指南。运用虚拟现实、3D技术和视觉识

别等相应的技术给瓦线运行提供保障。

除了机器内部的数据循环和人工智能学习之

外，工业4﹒0还强化了机器和人的连接。把机器的

稳定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大大降低对于操作工个

人水平的依赖，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降

低了成本的投入，这一前沿性技术目前已开始试

用。

此外，佛斯伯最大的技术亮点便是Pro-l ine

干部设备，Pro-line是佛斯伯专为亚洲纸厂设计

制造的一种瓦楞设备，是高速“亚洲线”的核心单

元，该机型由轮转切断机、纵切压线机、横切机、

吊篮堆码机、点数堆码机和控制系统组成，每班生

产可多达400次高速无间隙换单，适合低定量微细

瓦楞纸板生产以及纸板预印生产。

佛斯伯于1978年在意大利卢卡始成立，总部

位于意大利，在美国和中国拥有战略分公司，是一

家瓦楞纸板生产设备供应商，主要业务涉及瓦楞

纸板整套生产线及单独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安

装。

美国Cascades使用再生纸和纸板生
产浅色系生活用纸，部分替代白色生
活用纸产品

本刊讯（Cascades 消息) 美国生活用纸生产商

Cascades公司近期宣布推出了Latte色系（拿铁

色、浅咖啡色）纸巾、卫生纸和面巾纸，隶属公司

PRO Select和PRO Perform系列生活用纸。

这种系列纸使用白色回收纸和回收卡纸纤维

混合制成，颜色偏白色，但比其他白色卫生纸成本

价格更低，性价比更高。

由于原生浆需求持续增长，预计这一增长趋

势可能持续到2021年，随着原生纤维不断消耗，白

色生活用纸的成本不断攀升。

为了降低成本，Cascades公司通过技术研发，

生产出了这种接近白色的浅色生活用纸，放弃原

生纤维，使用再生纤维，采用特定技术控制颜色，

预计生产的这种新产品将可以部分替代白色生活

用纸的市场需求，缓解原生纤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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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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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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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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