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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论述了他们对制浆造纸科学研究的观点，特别强调科学研究应是对更深入的知识

内容的探求，而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集。确定性的数学模型是获得更深入的知识的重要方法，

描述了造纸研究中数学模型的几个范例，给出了如何改进过程以获得对问题的更深入理解。总

结了建立如压光方程、纸浆筛选模型、湿压渗透递减模型（DPM）和夹网刮板成形等数学模型在

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

关键词：数学模型；造纸；研究方法；制浆造纸科学；物理定律

Abstract: The authors describe their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in pulp and paper scienc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more intellectual content rather than simple data gathering. Deterministic 
mathematical modelling is a key way of achiev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Examples of such modelling 
from past research in papermaking are described to show how insights gained can lead to improved 
processes. Lessons learn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ls, such as Calendering Equation, Pulp Screening 
Models, wet pressing Decreasing Permeability Model (DPM) and Twin Wire Blade Forming Model are 
also described.
Key words: mathematical modelling; papermak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pulp and paper science; 
physical laws

中图分类号：TS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12-0006-11

引言（万金泉）

建立数学模型是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的强大工具，由于制浆造纸工程技术通常

涉及到多变量参数，因此数学模型的建立对于优化制浆造纸工艺过程及装备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的内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Richard J. Kerekes教授和赵汝和

（Joe R. Zhao）教授总结他们多年在造纸过程数学模型研究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赵

汝和教授是华南理工大学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制浆造纸工程博士，也是国际知名的制浆

造纸专家。

作者在文中对包括压光、纸浆筛选、湿部压榨、夹网刮板成形等重要制浆造纸工

艺过程中多种数学模型的优点及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理论的选择及确定

数学模型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经验总结。此外，在本文中作者通过模型示例的介绍，强调

理解模型方程的物理基础在预估极限情况时的重要性以及数学模型对揭示与直觉相矛

盾的事实重要性，这些有助于预测多变量作用于大范围的结果及推广并扩展实验的价

值。

我认为作者在文中所阐述的上述观点值得造纸工作者参考。为了更方便国内造纸

工作者理解文章的内容，我把文章大意翻译成中文。希望本文能够对我国制浆造纸技

术进步和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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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赵汝和）

30多年前，我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培养的中国第一

位制浆造纸工程博士毕业。尽管从那以后我有了更多的

研究兴趣，但是对制浆造纸工程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特别自豪地跟随中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兴起和令人钦

佩的发展。中国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研究在世界上地位

中占据一席之地。毕竟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记得这一

条，我对未来制浆造纸科学研究方面提点建议。

我阅读大量有关方面的论文，看到很多我叫作“数

据文章”的论文。这些论文报道了测量结果，对结果也

许有些分析猜测，但是论文中的结论通常只是所观察

到的结果的总结。这样，研究的价值通常仅限于所研究

的案例。如果通过更多努力加深了解，可以获得更多价

值。在物理科学中，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推

导现象的因果数学模型。这样做可以将数据的价值扩

展到超出测试案例的范围，并有助于识别影响问题的关

键因素，从而增进对研究对象的理解。

与我以前的导师和长期同事Richa rd Ker eke s

博士多次讨论这个问题，问他如何做才能鼓励更深入

的研究。他提到，约十年前，他在芬兰的一个小型座谈

会上就这一主题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读后，觉得值得登

载。他以个人方式描述了他的研究方法，阐明了如何进

行研究并取得成功，有时甚至失败。他描述的大多数研

究项目都是我以外的学生和同事参与的。我们在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UBC）一起完成了本文描述的最后一个

项目，即夹网刮板成形机理。我希望您喜欢这个故事。

造纸研究中建模过程（Richard J. Kerekes）

建立数学模型是科学研究的强大工具。如果有足

够兴趣的话，它可以预测许多变量同时作用于大范围的

结果。这样做可以推广并扩展实验的价值。对于仅通过

将试验数据拟合方程而获得的经验模型是如此，对于基

于物理定律建立的模型则更是如此。除了预测之外，确

定性模型通常还可以揭示对该过程的深入理解。同样

重要的是，它还能识别本来不明显的适用范围。

在我40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大部分时间在为造纸

过程建立数学模型。这些过程包括从磨浆到压光。从物

理上和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过程都是复杂而紊乱的。

然而，大多数已被证明可以基于因果物理定律进行某种

Foreword (By Joe R. Zhao)
Just over 30 years ago, I graduated from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Ph. D. in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 in China. Although I have taken 
on additional interests since that time, I have maintained 
a strong interest in pulp and paper. In particular I have 
followed the rise of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with great pride. This has evolved admirably. China is 
taking its rightful place in world research in pulp and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all, paper was invented in 
China. With this in mind, I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In reading many publications, I have seen a large 
number of what I call “data papers”. These papers reported 
measurements, perhaps with some speculation. Conclusions 
in the papers are often merely summaries of what was 
observed. The value of this research is limited, often to the 
cases studied. More value could be obtained by striving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one way 
of accomplishing this is by deriving causal mathematical 
models of phenomena. Doing so extends the value of 
data beyond the cases tested and assists in identifying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a problem, thereby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I have discussed this issue many times with my former 
mentor and long-time colleague, Dr Richard Kerekes, 
asking him what might be done to encourage deeper 
research. He pointed out that he gave a paper on this topic 
at a small symposium in Finland about 10 years ago. 
On reading this paper, I felt it worthy of publication. He 
describes his approach to research in a personal manner that 
sheds light on how to go about research and reach success, 
and sometimes failure. Most of the projects he describes 
were with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other than me. The last 
project described herein, twin-wire blade forming, we 
carried out toget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 
hope you enjoy the narrative.

Model l ing Processes in Papermaking (By 
Richard J. Kerekes)

Mathematical modelling is a powerful tool in science. 
It enables prediction of outcomes caused by many variables 
acting simultaneously over wide ranges if interest. In doing 
so, it generalizes and expands the value of experiments. 
This holds true for empirical models obtained by merely 
f it ting equations to data. But it is even more true for 
models based on physical laws. In addition to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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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建模。下面简述我在造纸四个过程数学建模的

研究工作和经验教训：包括压光、筛选、湿部压榨和夹

网刮板成形。

1  压光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1971年到1976年在加拿大制浆

造纸研究院（Papr ic an）研究压光。我从前任Bi l l de 

Montmorency那里继承压光研究项目，他在完成新的

“高速”（400m/m i n）实验室压光机的建造后，遗憾

地过世了。在此几年前，他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文中表明

新闻纸的平滑度是压光厚度的唯一函数，而不管厚度是

如何达到的，无论是通过加载、压区数还是高温来获得

的。他的此项研究工作是在低速压光机（10m/m i n）上

完成的。然而，新型高速压光机的初步研究结果给出了

无法解释的速度效应。

I a n P y e和我[1]，在新的压光机上使用不同的荷

载、压区数和温度对新闻纸压光进行了全面的实验研

究。我们发现，在相同纸张松厚度条件下，高温比低温

得到更好的平滑度和更高的光泽度。经初步计算，我们

推测可能的原因是贯穿纸张厚度的Z方向“温度梯度”

首先软化了纸张的表面而导致。这就催生了“温度梯度

压光”的概念。

为了将我们的实验室研究结果扩展到工厂压光

机，我接下来解决了压区力学模型和压光机传热方面的

双重问题。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对压区力学采取了高

度理论化的方法，将其视为是在细薄的粘弹性薄膜上

滚动接触的问题，并且把之作为标准线性固体建立了模

型。得到的结果巧妙简练，发表于颇有名气的工程杂志

上，但此杂志与纸张压光基本上是无关的。

大约在这研究工作的前后，英国曼城理工大学

（UMIST）的John Peel及其同事，从实验数据发展到

经验方程，用来描述纸张厚度的减少。他们的成果显示

出压光的高度非线性现象，特别对新闻纸，这使我很感

兴趣。此外，压光应变是非常大的，因此不易线性化。

更进一步，这些方程是对数项的和，在实践中不容易应

用。为此，Robertson和Haglund开发了一种图形方法，

他们估计压区中纸张的局部压缩，又根据Peel方程计算

出该点的压力，对压力进行积分以获得线荷载，然后将

其与实际线荷载比较。重复这样的迭代过程，直到计算

deterministic models often reveal insights into the process. 
Equally important, they identify limits of applicability that 
are not obvious.

I have been modelling processes in papermaking for 
most of my 40 years in research. The processes range from 
stock refining to calendering. These are all complex and 
messy, both physically and from a scientific standpoint. 
Nevertheless, most have proved amenable to some degree 
of modelling based on causal physical laws. What follows 
is a highly personal description of my effort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modelling four processes in papermaking: 
calendering, pulp screening, wet pressing, and twin wire 
blade forming.

1   Calendering
My f irst job in Papr ican f rom 1971 to 1976 was 

on machine calendering. I inherited a project from my 
predecessor, Bill de Montmorency, who regrettably had 
just passed away after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high-speed” (400m/min) lab machine calender. A 
few years earlier he had published a paper which showed 
that newsprint smoothness was a unique function of its 
calendered thickness, regardless of how this thickness was 
obtained, that is, whether by loading, numbers of nips, 
or high temperature. The work was done on a low-speed 
calender (10m/min). However,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new high-speed calender were showing an unexplained 
speed effect.

Using the new calender, Ian Pye and I [1]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set of experiments on newsprint calendering 
using differing loadings, numbers of nips, and temperatures. 
We found that high temperature gave a better smoothness 
and much higher gloss at the same bulk than did low 
temperatures. From preliminary calculations we postulated 
the probable cause to be z-direction “temperature gradients” 
through the paper thickness which preferentially softened 
the surface of the web. This gave birth to the concept of 
“temperature-gradient calendering”.

To extend our laboratory findings to mill calenders, 
I next t ack led the twin problems of model l ing n ip 
mechanics and heat transfer in calendering. Being fresh 
from university, I took a highly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nip mechanics, treating it as a problem of rolling contact 
over a thin viscoelastic strip, with the strip being modelled 
as a standard linear solid. The work was elegant and was 
published in a respectable engineering journal. However, it 
was largely irrelevant to paper cal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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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荷载与实际线荷载匹配。不用说这种方法很麻烦。

我采取另一种方法。认识到压力和时间是线荷载、

机速和压光辊半径的商，以及这些商的对数之和是商

中变量的对数之和。因此，我将Pee l方程重新表示为荷

载、机速和压光辊半径的对数之和。弹性理论和塑性理

论用来建立压区宽度的极限。在任何情况下，由于Pe e l

方程都是经验性的，方程系数来源于滚动压光压区，是

仅给出一个压光压区时纸张厚度减小的预测[2]。后来，

我的项目继任者Ron Crotogino，将纸张松厚度引入方

程中，从而发展了“压光方程”来预测多个压光压区纸

张厚度的减小。此“压光方程”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

经验教训：如果高中数学是真正合理的，就放弃巧

妙优雅的理论。

接下来我解决通过纸张厚度的温度分布问题。尽

管纸张很薄，但瞬态传热表明，在造纸机速度下仍存在

较大的温度梯度，以至当纸张处于辊隙时热量仅只能

穿透纸张表面，如图1所示[3]。这证实了Py e和我提出的

存在温度梯度的假定。

在随后的工作中，Cr o t o g i n o[4]提供了确切的证

据，表明存在温度梯度，温度梯度使得纸张表面优先被

压缩，因此纸张表面获得光滑度，如图2所示。

温度梯度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在这项研究工作中

变得显而易见。压光机以超过650m/m i n的速度运行

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向上传热无法穿过压区。简而言

之，热量在压区进入纸张的一侧，然后才能穿透到另一

侧。

当时我们在加拿大制浆造纸研究院（Papr ic an）

A rou nd the t ime of t h is work , Joh n Peel and 
colleagues at UMIST, UK developed empirical equations 
to describe paper thickness reduction from experimental 
data. Their findings showed highly non-linear behavior, 
particularly for newsprint, the grade of interest to me. 
Moreover, the compressive strains were very large and 
therefore not susceptible to linearization. Still further, the 
equations were sums of logarithmic terms which were not 
easy to apply in practice. To do so, Robertson and Haglund 
developed a graphical method in which they estimated 
local compression of paper within a nip, calculated the 
pressure at this point from the Peel equations, integrated 
the pressures to obtain line loading, and then matched 
this to the real line loading. This iteration was repeated 
until the two matched. Needless to say, the approach was 
cumbersome.

I took another approach. Recognizing that pressure and 
time are quotients of line loading, speed, and roll radius, 
and that sums of logarithms of quotients are simply sums of 
logarithms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quotients, I re-expressed 
the Peel equations as a sum of logarithmic terms of loading, 
speed, and roll radius. Elastic and plastic theory was used 
to establish limits on nip width. Since the Peel equations 
were empirical in any case, coefficients were determined 
for rolling nips to give a predictive equation for thickness 
reduction in one nip[2]. Later, my successor in the project, 
Ron Crotogino, incorporated the effect of bulk in the 
equations and developed a procedure to predict thickness 
reduction for multiple nips. This “Calendering Equation” 
became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Lesson:Abandon elegant theories i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s all that is really justified.

I next tackled the question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paper thickness. Despite the thinness of paper, 
transient-state heat transfer showed that large temperature 
gradients existed at paper machine speeds, to the extent 
that heat could only penetrate the surface of paper while 
the paper was in a rolling nip, as shown in Fig. 1[3]. Thi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emperature gradients that Pye 
and I had postulated.

In subsequent work, Crotogino[4]provided definitive 
evidence that temperature gradients existed and that 
they gave preferential compression of paper surfaces and 
consequent surface smoothness, as shown in Fig 2.

Another impor tant consequence of temperature 
gradients became apparent in this work. Upward heat 
transfer in calender stacks cannot take place through nips 

图1  压光压区中纸张的温度梯度[3]

Fig 1  Temperature gradient in paper in a calender ni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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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是增强硬压区机械压光。我们朝着这个目

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这项工作不久就被新技术取代

了，即软压区压光。在此，纸张通过由高温的钢辊和柔

软的聚合物辊子组成的压区，这样的压光可以得到所需

的纸张松厚度和出色的表面平滑度。然而在这种情况

下，温度梯度也对获得出色的平滑度起着重要作用。同

样重要的是，温度梯度可以使该技术完全起作用。温度

梯度防止热量从热辊很快传递到软辊，从而允许使用

温度敏感的胶辊。我们的方程被用来估计发生这种情

况的极限压光机车速[5]。

上面所述的进展以及当时在压光方面的相关工

作，Crotogino[6]在一篇很好的综述文章中作了描述。

回顾过去，我们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推进硬

辊压光机。但是，我们的工作确实开始了对纸张压光中

温度梯度原理的系统性探索。就如Cror t og i no所述，

“他们的启示（Kereke s-Pye，1974）与当时的发展趋

势逆向而行，当时的趋势是用冷辊压光”。

经验教训：一个人的工作可能会以不可预见的方

式产生理想的影响。

2  纸浆筛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学生Rober t Good ing

使我进入纸浆筛选的研究。不为人知，我被认为是该领

域的专家，这显然是因为我在纸浆絮聚物在窄缝流动

方面做了一些较早期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兴趣是对纸浆进行精细筛选，这是概率筛

选的一种形式。概率筛选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排渣

at operating at speeds above 650m/min. Put simply, heat 
entering one side of paper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nip before 
it can penetrate through to the opposite side.

Our overall aim in Paprican at the time was to enhance 
hard-nip machine calendering. We made good progress 
towards this objective, but the work was overtaken by new 
technology, namely soft-nip calendering. Here, paper passes 
straight through a nip comprised of a high-temperature steel 
roll and a soft polymeric roll. Such calendering gives an 
excellent surface finish for bulk. In this case too, however, 
temperature gradients play a strong role in at taining 
superior smoothness. Equally important, temperature 
gradients enable the technology to work at all. They prevent 
heat transfer from the hot roll to the soft roll, thereby 
permitting sensitive polymeric rolls to be employed. Our 
equations were used to estimate limiting speeds at which 
this occurred[5].

T he above development s and rela t ed work i n 
calendering at the time have been described in an excellent 
review by Crotogino [6].

Looking back, we did not advance hard-roll machine 
calendering as we had hoped to do. However, our work 
did begin the methodical exploi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emperature gradients in paper calendaring[7]. As described 
by Cror togino: “Their message (Kerekes-Pye, 1974) 
contradicted the current trend at that time, which was to 
calender with cool stacks”.

Lesson: One’s work may have desirable impacts in 
unforeseen ways.

2   Pulp Screening
In the early 1980’s, my student Robert Gooding talked 

me into research on pulp screening. Unknown to me, I 
was considered an expert in the field, apparently because 
of some earlier work I had done on pulp flocs flowing into 
narrow constrictions.

Our interest was fine screening of pulp, which is 
a form of probability screening. A key factor in the 
efficiency of probability screening is the inf luence of 
reject ratio, the fraction of feed f low that is not forced 
through the screen aper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reject ratio is described by a widely used 
equation called the Nelson equation. This equation has a 
simple form, but as far as we could determine, even after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Nelson, it was derived 
empirically.

Another equation in the literature was derived by 

图2  常规压光纸张和温度梯度压光纸张的比较[4]

Fig 2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temperature gradient 
calendered pap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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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即是没有通过筛孔的量与进料流量之比。筛选效率

和排渣率之间的关系是由被广泛使用的Ne l s o n方程所

描述。该方程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特别在与

Ne l s o n先生通电话交流后，知悉此方程还是凭经验得

出的。

文献中的另一方程是由Kubat和Steenberg导出。

他们研究一块筛板，把之看作是一排连续作用的孔。从

他们这项工作出发，我们用筛选效率和排渣率作为变

量，获得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幂律关系。在筛选的很大

范围内，该幂律方程与Ne l s o n方程几乎具有相同的依

赖关系。

我们对这两个简单方程的来源不同感到迷惑不

解。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使用一组相同的假设，由重要

的定律导出这两条方程。这样，揭示了这两个方程的不

同点。Nelson方程适用于筛板进料侧“完全混合”流动

的情况，而Kubat-Ste enberg分析得出的方程适用于

该区域中的“塞流”情况。在化学工程中，这两种情况表

示了过程设备中流动现象的两个极限。完全混合意味着

有回流混合，可在整个流动区域内保持相同的浓度。塞

流意味着完全没有回流混合。我们的理论分析发表在化

学工程杂志上[8]。

这项理论工作证明具有重要的应用。因为有需要预

测筛板进料侧的浓度增加（排渣增浓）。过度增浓会导致

堵塞，从而造成设备故障。为解决此问题，我们用塞流模

型和完全混合模型导出了“排渣增浓因子”[9]。使用排渣增

浓因子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比较如图3所示。显然，两

Kubat and Steenberg. They examined a screen plate as a 
row of apertures acting in series. By extending this work 
and expressing their variables in terms of efficiency and 
reject ratio, we obtained a power 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This power law equation gave nearly 
the same dependence as the Nelson equation over much of 
the range of interest in screening.

We puzzled over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imple equations. To resolve the issue, we derived 
both equations from first principles using a consistent 
set of assumptions. Doing so revealed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 Nelson equation applied for the case of 
“fully mixed” flow on the feed side of the screen plate. In 
contrast, the equation derived from the Kubat-Steenberg 
analysis applied for “plug flow” in this zon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se two cases represent limits of f low 
behavior in process equipment. Fully-mixed implies back-
mixing that keeps concentration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f low zone. Plug f low implies no back-mixing at all. We 
published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a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8].

This theoretical work turned out to have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There was a need to predict consistency 
increases in the feed side of screen plates (reject 
thickening). Extreme thickening leads to plugging and 
consequently equipment failure. To meet this need, we 
derived “reject thickening factors” using both the plug 
flow and the fully-mixed models[9]. Predictions from them 
are compared to experimental data in Fig 3. It is apparent 
that both models are satisfactory in the normal operating 
range of reject ratio (10%～30%). However, they differ 
greatly in predicting the extreme case at low reject rate 
where the thickening factor increases dramatically. The 
plug f low model predicts this increase, but the mixed 
flow model does not. Thus, past attempts to model reject 
thickening based on the Nelson equ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of the model is a fully mixed 
flow, which by definition does not thicken along the flow 
path.

In summary, the plug f low model better predicts 
the tendency for screen failure at low reject rates. More 
generally, the validation of the plug flow model has led to 
its wide use by other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for fibre 
fractionation and contaminant removal.

Lesson: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basis of model 
equations is always important, and becomes critical when 
predicting limiting cases.

图3  低排渣率时，塞流模型表示的排渣增浓较混合流模

型更好[9]

Fig 3   The plug f low model represents reject thickening better 
than the mixed f low model at low reject ratio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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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在正常运行的排渣率（10％至30％）范围内都令

人满意，但是在预测低排渣率的极端情况时有很大的

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排渣增浓因子会急剧增加。塞流

模型预测了这种增加，但是完全混合流模型却没有。因

此，以前基于Ne l s o n方程模拟排渣增浓的尝试就会失

败，因为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完全混合的情况，根据定

义，这种情况不会沿流动路径浓度增加。

综上所述，塞流模型可以更好地预估低排渣率时

筛选故障出现的可能性。更为普遍的，经过验证的塞流

模型在纤维分离和杂质去除的研究和应用中被其他人

广泛使用。

经验教训：理解模型方程的物理基础总是很重要

的，且在预估极限情况时变得至关重要。

3  湿部压榨

建立湿部压榨模型，使我进入了职业生涯中最有争

议性的项目。尽管此项研究开始时争议不激烈，但直到

今天这个方面仍有争议。

按照常规知识，我们是把造纸机湿部压榨描述为

这样一个过程，此过程通过施加到纸幅上的压力将水

从纸幅中挤出。随着纸幅中水分的减少，压力从水转移

到纤维网络，因此不再有助于脱水。以最简单的形式表

示，该脱水过程类似平行弹簧阻尼（Ke l v i n）模型。尽

管湿部压榨显然比这种简单模型复杂得多，但令人惊

讶的是，要预估湿压中的脱水过程，没有可用的数学模

型，哪怕是非常近似的模型也没有。

我试图通过结合脱水毛布的存在，建立较为复杂

的改进型弹簧阻尼模型，但这失败了。尽管尝试了很多，

但还是没有成功。特别是，这些模型无法预估，如多年

以来的许多实验所证明的，在较宽的湿部压榨范围内，

压力脉冲（压力×时间）对脱水效果的很大影响。而且

这些模型存在本质上的缺陷。除了在渐进少量脱水的不

太重要的情况外，Kelvin方程中的压力和时间是不能合

并为一个单一变量的。有点勉强，我得出结论，该过程

的基本画面必定存有缺陷。

这时我与Dave McDonald团队合作。我们得出这

样的结论，压榨过程更精确描述应是：脱水率的逐渐减

少是因为压榨过程渗透率的逐渐降低，而不是压力的减

少所造成。这可能是在正常压榨的范围内，纤维腔和细

3   Wet Pressing
Modell ing wet pressing drew me into the most 

controversial work of my career. It remains controversial to 
this day, although it started innocuously.

Following conventional wisdom, we pictured wet 
pressing in papermaking as a process in which pressure 
applied to a web forces water from it by hydraulic pressure. 
As the water in the web diminishes, pressure shifts from 
water to the fibre network and thereby no longer contributes 
to water removal. In its simplest form, this dewatering 
process is an alogous to a parallel spring-dashpot (Kelvin) 
model. Although pressing is clearly more complex than this 
simple analogy, it was surprising to that no mathematical 
model, even a very approximate one, was available to 
predict water removal in wet pressing.

I attempted to improve upon the spring-dashpot model 
by a more complex version which incorporated the presence 
of a felt. This failed. Despite many tries, I was not successful. 
Specifically, the models could not predict that press impulse 
(pressure×time) accounted very well for water removal over 
a very wide range of wet pressing, as many experiments 
had shown over the years. Moreover, the shortcoming was 
fundamental in nature. The structure of the Kelvin equation 
is such that pressure and time cannot combine into a single 
variable except for the trivial case of incrementally small 
water removal. Somewhat reluctantly, I concluded that the 
basic picture of the process must be flawed.

At this time, I teamed up with Dave McDonald. We 
concluded that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pressing was one 
in which decreasing permeability, not decreasing pressure, 
caused the diminishing rate of water in pressing. This was 
likely because much water remains in fibre lumens and cell 
walls in the range of normal pressing. Fibres are not rigid 
and therefore pressure acting on them is likely transferred 
to water within them. Water ceases to flow if it faces very 
high resistance, not absence of pressure acting upon it. We 
called this new approach the decreasing permeability model 
(DPM) of wet pressing.

The model was somewhat of a paradigm shift because 
it re-ordered cause and effect. Dewatering rate decreases 
because of increasing resistance, not decreasing driving 
force. The DPM permitted the pressing process to be 
represented by a simple equation linking water content to 
pressing variables [10].

The DPM worked well in most applications, but it did 
not in the extreme case of pressing to near equilibriu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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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壁中残留有大量的水。纤维不是刚性的，因此作用在

其上的压力可能会转移到其中的水分。如果有很大的阻

力，水就会停止流动，而不是没有压力存在。我们把这

种新机理叫为湿压渗透递减模型（DPM）。

该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规范模式的变换，因为重

排了因果关系。使脱水率降低是由于阻力增加，而不是

脱水的驱动力减少。DPM把压榨脱水过程用一个联系

水分含量和压榨参数的简单方程来表示[10]。

DPM适用于大部分情况，但不适用于脱水达到差

不多平衡时的极限情况。在此范围内，压力是个独立参

数。我们已限定了该模型适用于压榨脱水率主导的压榨

范围，而不是平衡主导的压榨范围。然而，我们无法确

切限定这些极限到底是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造纸工作

者试图使用超出预期适用范围的方程，对所得到的结果

会感到失望。为解决此问题，在随后的工作中，我们把

DPM扩展到脱水平衡主导的压榨，从而涵盖了整个压

榨范围，如方程（1）所示。方程（1）中术语定义请见参

考文献[11]。

     
(1)

D PM常用于在改变车速和压榨压力等参数时，预

估压榨部的纸页干度的变化。该模型还可成功地对温

度影响和压榨极限进行预测。这些研究结果在参考文

献[12]中综述。

经验教训：清楚地确定数学模型的适用范围。

4  夹网刮板成形 (Richard J. Kerekes和赵汝和)

1990年前后，现代造纸中悬而未解的主要问题是

夹网刮板成形器的工作原理。这是当时速度最快、增长

最快的造纸机类型。在夹网刮板成形器，纸浆悬浮液是

通过固定刮板上的两张滤网之间脱水。脱水压力的产生

尚不清楚。相比之下，长网成形和夹网辊式成形的流体

动力学机理已经深入研究并已清楚。这是一个很严重迫

切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夹网刮板成形器能得到很好的

纸页匀度，但填料和细小纤维的留着率非常低。

我们决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先考虑一块无限薄的

刮板，如图4所示。

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直到我们建立的方程求

解出现了复数变量，即解中含有实部和虚部的两个变

this range, pressure acts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We had 
specified that the model applied to rate-dominated regime 
of pressing as opposed to the equilibrium-dominated 
regime. However, we did not specify exactly what these 
limits were. In some cases, workers attempted to use the 
equations beyond the intended range of applicability and 
we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sult. To address this issue, 
in subsequent work, we extended the DPM to equilibrium 
conditions, thereby covering the full range of pressing as 
shown in Equation (1). The variables are defined in [11].

             (1)

A common application of the DPM has been predicting 
changes in solids content for a given press section when 
changing variables such as speed and loading. The model 
has also been successful in a priori predictions of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the limits of pressing. Thes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in [12].

Lesson: Clearly specify the limits of applicability of 
mathematical models.

4 . Tw in W i r e B lad e Fo r m in g (By R i c ha r d J . 
Kerekes & Joe R. Zhao)

Around 1990, the major outstanding problem in 
modern papermaking was the question of how twin wire 
blade formers worked. This was the fastest, and fastest-
growing, type of paper machine at the time. In it, pulp 
suspensions are drained between two screens passing over 
a stationary blade. The source of pressure causing the 
drainage was unclear. In contrast, the hydrodynamics of 
Fourdrinier formers and twin wire roll forming were very 
well understood. This was a critical issue because blade 
formers gave excellent formation, but very poor retention of 
filler and fines.

We decided to tackle this problem. We considered an 
infinitely thin blade illustrated in Fig 4. We made good 
progress until we got stuck when our solution ended up with 
a complex variable, i.e. one having a real and imaginary 
component. Our f i rst inclinat ion was to discard the 
imaginary component. After all, there is nothing imaginary 
on a paper machine. Fortunately, a visitor to UBC at the 
time, Professor Raymond Cox from McGill University, a 
world-class f luid mechanics expert, pointed out that the 
imaginary component had real physical significance. It 
implied an exponentially decaying sinusoidal pressure 
pulsation upstream of the blad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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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终陷入困境。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抛弃虚部变

量，毕竟在造纸机上没有任何表示虚数的东西存在。幸

运的是，当时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我们

的麦吉尔（McGil l）大学Raymond Cox教授，是世界

级的流体力学专家，他指出，虚部变量具有实际的物理

意义。它隐含着在某些条件下，刮板上游的呈指数衰减

的正弦压力脉冲。这样的正弦压力脉冲实际已经测量

到，尽管它对纸页成形的重要性尚未确定。

我们最后得到脱水压力方程，请见方程（2）～

（4）。方程中的术语定义请见参考文献[13]。

    (2)

方程中：

                 (3)

                 
(4)

此研究项目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压力脉冲产生于刮

板边缘的上游。这样，对当时使用的宽刮板，水可在刮

板边缘上游通过上下两张网两面排出，但从此边缘下

游，水仅通过上部一张网排出。这就很好解释了令人困

惑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夹网成形器会产生单面脱水？按

照我们的模型预测，如果刮板宽度减小到大约10mm，

则两个压力脉冲会聚到刮板前缘上游变成一个压力脉

冲[14]。如对夹网成形器抱的期望那样，这就产生了双面

脱水。现今使用的大多数刮板的宽度约为10mm。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对理解夹网刮板成形机理和提高纸页匀

度的详细分析，综述于参考文献[15]。

This has since been measured, although its significance to 
paper forming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The final equation we obtained for the pressure profile 
p(x) is given in Equations (2～4). The nomenclatures are 
defined in [13].

           
(2)

Where

                                        
(3)

                                        
(4)

One f inding of signif icance in our work was that 
pressure pulses were created upstream of blade edges. As 
a consequence, for wide blades in use at the time, water 
drained through both wires on the upstream edge of a blade, 
but only through the top wire at the downstream edge. This 
answered a puzzling question: Why was this type of twin-
wire former giving one-sided drainage? From our model 
we predicted that if the blade width were reduced to about 
10mm, the two pressure pulses converged into one pulse 
upstream of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blade [14]. This gives 
two-sided drainage as expected of a twin-wire former. Most 
blades in use today are about 10mm in siz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findings on understanding of twin wire 
blade forming and improved paper formation has been 
summarized in [15].

Lesson: Mathematical modelling may reveal things 
that contradict intuition; trust the math.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descr ibed several example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processes in papermaking. Some 
of the models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while others have 
been less so. In all instances, lessons have been learned. 
Our hope is that these lessons will be of some assistance to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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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夹网通过无限薄刮板的示意图[13]

Fig. 4  Schematic of wires passing over an infinitely thin blad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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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数学模型可能会揭示出与直觉相矛盾

的事实；要相信数学。

总结和结论

本文介绍了造纸过程数学模型的几个示例。一些

模型非常成功，而有些模型则不太成功。对所述及的情

况都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教训对本领

域的研究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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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处理漂白竹材硫酸盐化学浆

（低温条件下），以求在保证纤维素纤维成纸强度性能的前提下改

善其松厚性能，通过单因素试验探究最佳处理工艺。结果表明：在

用碱量8%（以氢氧化钠计）、处理浓度15%、浸渍时间10min、冷冻时

间70min的条件下，该体系对纤维素纤维松厚性能的改善效果最佳。

处理后纤维成纸松厚度提高21.7%，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降

低7.30%和8.16%，而纤维形态和成纸断面形态的变化更为明显。

关键词：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纤维素纤维；松厚性能；强度性

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NaOH-thiourea aqueous solution was used 
to treat cellulose fiber at low temperature for the modification on the 
bulk property without significant variation on the strength property, 
and the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single factor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lkali dosage of 8% (based on NaOH), fiber concentration of 
15%, soaking time of 10min and freezing time of 70min were chosen as 
the optimal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riginal cellulose 
fiber, the bulk of the treated cellulose fiber was increased by 21.7%, and 
the tensile index and burst index were decreased by 7.30% and 8.16%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variations on the fiber morphology and paper 
cross-section morphology were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 NaOH-thiourea aqueous solution; cellulose fiber; bulk 
property; strength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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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重复上述操作，以便于原浆相关性能的检测并作为

空白参考值，考察该溶剂的处理效果；取原纤维和最佳

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的纤维及其成纸，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处理前后纤维表面形态和成纸断面形态的变化情

况；另取上述两种纤维，用纤维质量分析仪表征处理过

程对纤维质量的影响情况。

处理后纤维在洗净后呈现交织和缠绕的形态，该形

态不利于纤维的疏解，因此笔者选用均质机疏解纤维；

处理后纤维中扭结纤维和卷曲纤维的比例比原纤维高很

多，而此类纤维对成纸强度起负面作用，因此笔者在抄

纸前采用类似于高得率浆“消潜”处理的方法降低其中

扭结纤维和卷曲纤维的比例，以便于处理后纤维成纸强

度的检测，但为准确表征处理后纤维原始的纤维质量，

在纤维质量分析前，上述类似于“消潜”处理的操作被取

消。

2  结果与分析

2.1 用碱量和处理浓度对纤维成纸性能的影响

用碱量对成纸强度和松厚性能的影响如表1所示。

处理浓度对成纸强度和松厚性能的影响如表2所示。

随着用碱量的增加（处理浓度15%，浸渍时间

15m in，冷冻时间80m in），处理得率逐渐降低，但当用

研究表明，松厚性能是纸张最重要的性能之一[1,2]，

因其可直接决定纸张的挺度和印刷性能[3]。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可以采用提高高得率浆的配抄比例或添加松厚

剂的方法提高纸张松厚度[4]，但这两种方法均会导致纸

张强度的显著降低，需要提高增强剂的用量以弥补强度

的损失。因此如何在保证纸张强度的前提下改善纸张

松厚性能这一科研方向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

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是一种用于制备可降解纤

维素基功能材料的绿色溶剂[5]，但利用该溶剂在保证强

度性能的前提下改善纤维素纤维成纸松厚性能这一方

向鲜有报道。鉴于上述分析，在本论文中，笔者利用该

溶剂处理漂白竹材硫酸盐化学浆（低温条件下），以求

在保证成纸强度的前提下提高其成纸松厚度。用单因

素试验探究最佳工艺条件，并和原纤维成纸的强度性能

和松厚性能进行对比，考察该溶剂的实际效果。

1  实验

1.1 原料试剂

取足量漂白竹材硫酸盐化学浆浆板并充分浸湿，

随后撕成长5cm、宽5c m的小片，经清水浸泡4h后用瓦

利打浆机充分疏解，疏解后的纤维经离心脱水后搓散

成细粒状，用封口袋密封以便于水分的平衡，待完成后

测定上述湿纤维的浓度备用。

按6∶5∶89的质量比[6]将氢氧化钠、硫脲和蒸馏水

充分混合并配制成水溶液，密封后于暗处静置保存以稳

定其浓度。

1.2 实验方法

取一定质量的湿纤维，加入氢氧化钠-硫脲水溶

液，调节处理浓度后将混合体系于室温条件下浸渍，使

纤维充分吸收药液，完成后转移至－8℃[7]的冷冻条件下

静置一定时间，完成后将纤维洗净，离心脱水后搓散、

称重，以便于水分的平衡、浓度的测定以及处理得率的

计算。将纤维用均质机疏解完全，得到的纤维悬浮液在

95℃的条件下电动恒速搅拌30min，以降低其中扭结纤

维和卷曲纤维的比例[8]，在测定纤维打浆度后抄片（定

量60g/m2），完成后按标准方法检测成纸强度性能和

松厚性能，得到最佳工艺条件。

将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用清水替代，按最佳处理

表1  用碱量的影响

用碱量

/%

5

6

7

8

9

10

松厚度/

(cm3/g)

1.98

2.06

2.15

2.26

2.41

2.64

得率

/%

96.8

94.5

91.9

88.4

83.6

77.2

抗张指数

/(N.m/g)

22.76

22.45

21.97

21.53

20.12

17.87

耐破指数/

(kPa.m2/g)

1.94

1.90

1.85

1.78

1.66

1.47

打浆度

/(°SR)

15

17

16

16

17

16

表2  处理浓度的影响

处理浓度

/%

5

10

15

20

25

松厚度/

(cm3/g)

2.08

2.14

2.23

2.35

2.50

得率

/%

92.5

90.9

89.1

86.3

83.9

抗张指数

/(N.m/g)

22.53

22.09

21.71

20.86

19.42

耐破指数/

(kPa.m2/g)

1.91

1.86

1.80

1.72

1.59

打浆度

/(°SR)

15

16

17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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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量高于8%时降幅增加；处理后纤维成纸的松厚度增

加，但当用碱量高于8%时增幅增加；处理后纤维成纸的

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降低，但当用碱量高于8%时降幅

增加。

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用碱量8%，浸渍时间

15m in，冷冻时间80m in），处理得率逐渐降低，但当处

理浓度高于15%时降幅增加；处理后纤维成纸的松厚度

增加，但当处理浓度高于15%时增幅增加；处理后纤维

成纸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降低，但当处理浓度高于

15%时降幅增加。

在低浓和高速电动搅拌的条件下，氢氧化钠-硫脲

水溶液可有效溶解纤维素纤维，但本论文的处理过程

在中高处理浓度的条件下进行，同时没有搅拌过程的添

加，因此此时该溶剂不能溶解漂白竹材硫酸盐化学浆，

而是使其发生胶化反应而转化为胶化纤维（类似于在钢

纸生产过程中氯化锌水溶液对钢纸原纸中棉纤维的作

用）。随着用碱量或处理浓度的增加，混合体系中的碱

浓增加，而碱浓越高，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对纤维的

胶化能力越强，纤维胶化的程度越高，在处理过程中生

成胶化纤维的比例越高，而胶化纤维更容易在洗涤过程

中流失（和原纤维相比），其生成的比例越高，洗涤流失

率越高，洗后存留的纤维越少，因此处理得率随着用碱

量或处理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纤维成纸松厚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纤维结合强

度，一般而言，结合强度越高，成纸松厚度越低，反之越

高。在冷冻过程中，由于发生胶化反应的纤维比例的增

加，纤维在洗涤过程中的流失率增加，这会导致洗后存

留纤维含量以及其中所含羟基总量的降低，进而使得

纤维结合点数量的降低（可供形成氢键结合的羟基含量

减少），而纤维结合点的数量越少，纤维结合强度和纤

维结合的紧密度越低[9]，最终导致纤维成纸松厚度的增

加；随着纤维结合强度的降低，纤维成纸的强度降低，

因此处理后纤维成纸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降低。

在合适的用碱量或处理浓度的条件下，胶化纤维

的生成比例和洗涤过程中的流失率均较低，而胶化纤维

可有效改善纤维结合强度[10]，因此此时尽管纤维在洗涤

过程中有一定的流失，洗后纤维的纤维结合点的数量减

少，纤维结合强度降低，但和原纤维相比，此时洗后纤

维中的羟基含量、结合点的数量以及纤维结合强度的降

幅不高，同时由于胶化纤维的增强作用（此时处理条件

缓和，胶化纤维生成率低，在洗涤过程中的流失率低，

可以被普通纤维吸附而起到增强作用），洗后纤维的成

纸强度得到有效的弥补，因此此时处理后纤维的成纸

强度没有出现显著的降低。

在高用碱量或高处理浓度的条件下，胶化纤维比

例及其在洗涤过程中的流失率显著增加，因此洗后存留

纤维的含量以及其中的羟基含量显著降低，同时洗后

被普通纤维吸附的胶化纤维含量也降低；此外由于胶

化纤维含量的增加，更多的纤维出现扭结、卷曲和缠绕

等现象，普通的纤维解离器无法将其有效疏解，需要借

助均质机方可达到目的，但在均质机的疏解过程中，原

本被普通纤维吸附的胶化纤维会由于均质机的高速剪

切作用而流失，这会进一步增加胶化纤维的流失率，因

此此时纤维结合强度得不到有效弥补，而这也导致处

理后纤维成纸松厚度的显著增加以及成纸强度的显著

降低。综合上述分析，选择8%的用碱量和15%的处理浓

度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2 浸渍时间对纤维成纸性能的影响

浸渍时间对成纸强度和松厚性能的影响如表3所示。

随着浸渍时间的增加（用碱量8%，处理浓度15%，

冷冻时间80m i n），处理得率逐渐降低，但当浸渍时间

长于10m i n时降幅增加；处理后纤维成纸的松厚度增

加，但当浸渍时间长于10m i n时增幅增加；处理后纤

维成纸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降低，但浸渍时间长于

10min时降幅增加。

在浸渍初期，纤维内外药液的浓度差最大，此时

浸渍的速度最快，随着浸渍的进行，药液逐渐被纤维吸

收，其在纤维中的分布也愈加均匀，这有利于冷冻处理

过程中胶化纤维的生成以及纤维成纸松厚性能的改善，

表3  浸渍时间的影响

浸渍时间

/min

5

10

15

20

松厚度/

(cm3/g)

2.12

2.17

2.25

2.38

得率

/%

90.4

89.3

87.8

85.7

抗张指数

/(N.m/g)

22.41

22.05

21.52

20.64

耐破指数/

(kPa.m2/g)

1.86

1.82

1.77

1.68

打浆度

/(°SR)

16

17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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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纤维结合强度的弥补，因此处理后纤维成纸强度没

有在松厚度增加的同时受到显著影响，其抗张指数和

耐破指数的变化不明显。但冷冻时间过长时，纤维在氢

氧化钠-硫脲水溶液中处理的总时间过长，胶化纤维的

比例过高，其在洗涤过程中的损失率增加，这会导致处

理得率以及洗后纤维中羟基含量的显著降低，此时纤

维结合强度和成纸强度无法得到弥补，因此抗张指数

和耐破指数的降幅明显。综合上述分析，选择70m i n的

冷冻时间作为最佳工艺条件。

2.4 强度性能、松厚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

原纤维和最佳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纤维的成纸强度

性能、松厚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如表5所示。

可以看出，和原纤维相比，经氢氧化钠-硫脲水溶

液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纤维成纸松厚度显著增

加，但成纸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没有明显变化（仅略有

降低），这表明该体系可在保证纤维素纤维成纸强度的

前提下改善其松厚性能，主要原因在于胶化纤维的生

成、留着及其对纤维结合强度的弥补作用。相应的分析

已在2.1中列出，在此不作赘述。

处理后纤维的长度短于原纤维，这是由于胶化纤

维的生成及其在洗涤过程中的流失而导致，但由于处理

工艺远远不满足纤维素大量降解[12]的要求（即不满足

纤维素剥皮反应或水解反应的要求），因此纤维长度的

降幅不明显。

处理后纤维的宽度大于原纤维，这是由于氢氧化

钠-硫脲水溶液对纤维素纤维的润胀使其体积和横截

面的面积增加（处理后纤维的纤维长度变化不明显，但

纤维经润胀后的体积增加，因此其横截面的面积增加，

同时纤维的横截面可视为圆形截面，因此该截面的直径

必然增加）所导致的结果。

处理后纤维中扭结纤维比例和卷曲纤维比例均高

于原纤维，这同样是由于胶化纤维的作用而导致。胶化

纤维具有较强的黏性和吸附性，会吸附未发生胶化反

应的纤维以及其他的胶化纤维，因此纤维会由于单根纤

维胶化位置的不同以及该吸附作用而出现相应的扭结、

卷曲或缠绕，在洗涤过程中，由于清水具有固化此类胶

化纤维的作用，因此该形态在洗涤时被固着（类似于高

得率浆的“潜态”），同时该纤维形态对纤维的疏解和

成纸强度均不利，而这也是抄造前需使用均质机疏解以

而这也是浸渍处理的主要目的。当浸渍时间过长时，纤

维在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中处理的总时间过长，此时

胶化纤维比例及其在洗涤过程中的流失率显著增加，这

会导致洗后存留纤维含量以及其中羟基含量的降低，

最终导致纤维结合强度和成纸强度的显著降低。综合

上述分析，选择10min的浸渍时间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3 冷冻时间对纤维成纸性能的影响

冷冻时间对成纸强度和松厚性能的影响如表4所示。

随着冷冻时间的增加（用碱量8%，处理浓度15%，

浸渍时间10m i n），处理得率逐渐降低，但当冷冻时间

长于70m i n时降幅增加；处理后纤维成纸的松厚度增

加，但当冷冻时间长于70m i n时增幅增加；处理后纤维

成纸的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降低，但当冷冻时间长于

70min时降幅增加。

经笔者前期探索，纤维素纤维在氢氧化钠-硫脲水

溶液中的溶解和胶化过程均需要低温条件予以支持，因

此冷冻处理是必需的操作步骤。纤维素纤维是高分子

聚合物，其胶化过程非瞬间完成[11]，需要时间的积累，

随着冷冻时间的增加，胶化纤维的比例逐渐增加，这有

表4  冷冻时间的影响

冷冻时间

/min

50

60

70

80

90

100

松厚度/

(cm3/g)

2.05

2.09

2.13

2.20

2.32

2.46

得率

/%

92.2

90.9

89.8

88.5

86.4

83.7

抗张指数

/(N.m/g)

22.17

22.04

21.83

21.52

20.95

20.19

耐破指数/

(kPa.m2/g)

1.88

1.85

1.80

1.73

1.62

1.48

打浆度

/(°SR)

15

16

16

17

15

16

表5  成纸性能和纤维质量分析

打浆度/°SR

得率/%

松厚度/(cm3/g)

抗张指数/(N.m/g)

耐破指数(kPa.m2/g)

重均纤维长度/mm

纤维宽度/μm

扭结纤维比例/%

卷曲纤维比例/%

细小纤维含量/%

原纤维

15

-

1.75

23.55

1.96

0.684

25.7

9.45

10.64

15.36

处理后纤维

16

89.8

2.13

21.83

1.80

0.662

28.6

12.77

13.25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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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行低浓高温恒速搅拌处理的原因所在。

处理后纤维中细小纤维的含量低于原纤维，这同样

是由于纤维胶化或溶解的缘故所导致。纤维中原本即含

有细小纤维，同时碱性溶液在纤维处理的过程中可以起

到类似于打浆机的打浆作用，即纤维表面会有部分纤维由

于组分降解或胶化的缘故而被剥落（被其他纤维吸附而

不流失），而该类纤维一般被称为“二次细小纤维”（尺寸

和普通细小纤维相近）。因此依据上述分析，处理后纤维

中细小纤维的含量理应有所增加；但细小纤维的比表面

积和反应性能比长纤维高很多，在冷冻处理过程中更易胶

化至被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溶解，进而在洗涤过程中流

失，因此处理后纤维中细小纤维的含量低于原纤维。

2.5 扫描电镜分析

图1a展示的是原纤维的纤维形态图片，图1b展示

的是最佳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纤维的纤维形态图片。可以

看出，处理后纤维呈现十分明显的扭结、卷曲和缠绕的

纤维形态，这是由于纤维胶化和吸附的作用而导致。相

应的分析已在2.4中给出，在此不作赘述。

图2a展示的是原纤维成纸断面的扫描电镜图片，

图2b展示的是最佳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纤维成纸断面的

扫描电镜图片。可以看出，在定量相当的前提下，处理后

纤维成纸断面的孔隙更多，这表明该纸张纤维的间距更

大，纸张的层间结构更为蓬松，这验证了单因素试验分

析的结论，而这也说明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可在保证

成纸强度不受显著影响的前提下，有效改善纤维素纤

维成纸的松厚性能。

3  结论

(1）利用氢氧化钠-硫脲水溶液改善漂白竹材硫酸

盐化学浆成纸松厚性能的最佳工艺条件为：用碱量8%

（氢氧化钠计）、处理浓度15%、浸渍时间10m i n、冷冻

时间70min。

(2）和原纤维相比，在上述工艺条件下处理后纤维

成纸的松厚度提高21.7%，抗张指数和耐破指数分别降

低7.30%和8.16%，而纤维形态和成纸断面形态的变化

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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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扫描电镜分析（纤维形态）

图2  扫描电镜分析（成纸断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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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装饰原纸对湿强度的要求很高，因而大量使用聚酰

胺多胺环氧氯丙烷（PAE）类湿强剂。PAE阳电荷密度较高，使

得装饰原纸的湿部抄造体系呈高度阳离子性，反而影响昂贵

的二氧化钛填料的留着。为达到既提高二氧化钛留着又不给

原纸性能带去不利影响的目的，本研究在常规使用PAE的基础

上，合理引入阴离子聚丙烯酰胺（APAM），研究比较了三种不

同分子量、不同电荷密度的APAM配合PAE的使用效果。结果表

明：分子量越小、负电荷密度越低的APAM能更好地使纸张的

匀度得到维持；使用优选后的APAM与PAE配合使用，两者的用

量分别为0.02%和0.8%（基于绝干助剂对绝干纸料的百分比）

时，相比于单独使用0.8%PAE，可使填料留着率、滤水速率、纸

张湿抗张强度和干抗张强度分别提高9.6%、23.1%、71.2%和

44.2%。

关键词：阴离子聚丙烯酰胺；聚酰胺多胺环氧氯丙烷；装饰原

纸；二氧化钛填料

Abstract: Polyamide-polyamine epichlorhydrin (PAE) was added 
in high amount to contribute the high wet strength property that is 
need by decorative base paper during its manufacturing. However, 
as the cationic charge density of PAE is moderately high, it turns 
the wet end system to be highly cationic, which instead impairs 
the retention of expensive titanium dioxide fill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ten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without any advers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per, this study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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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the use of anionic polyacrylamide (APAM) to make 
a good combin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use of PAE. Three kinds 
of APAM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and negative charge 
density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AM with 
the lowest molecular weight and charge negativity was more 
suitable to maint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aper. Compared with 
the use of PAE alone at 0.8% (dry chemical to dry stock), the use 
of PAE at 0.8% followed by the use of the optimal APAM at 0.02% 
could increase the filler retention ratio, stock drainage, wetting 
and dry strengths of paper by 9.6%, 23.1%, 71.2% and 44.2% 
respectively.
Key words: anionic polyacrylamide; polyamide-polyamine 
epichlorhydrin (PAE) ; decorative base paper; titanium dioxide 
filler

装饰原纸又叫钛白纸，是一种以优质木浆和二氧

化钛填料为主要原料的特种纸[1，2]，其遮盖力、平滑度和

印刷适性等重要性能均与纸张中二氧化钛的含量及分

散程度关系密切。但二氧化钛粒径小、比重大、沉降速

度快，在纸张抄造过程中不易留着，即使随白水在系统

中不断循环，仍会导致二氧化钛使用效率低下，且影响

纸张的品质和纸厂的经济效益[3，4]。因此，选择适合装

饰原纸生产的助留体系极为重要。

由于后期浸渍三聚氰胺树脂等加工过程对装饰原

纸湿强度的要求很高，因此纸厂在抄造原纸时通常大量

使用聚酰胺多胺环氧氯丙烷（Polyamide-polyamine 

epichlorhydrin，简称PAE）类湿强剂。由于PAE阳电

荷密度较高，因此装饰原纸的湿部抄造体系往往呈高度

的阳离子性，这会使昂贵的二氧化钛填料粒子处于同性

排斥的状态，反而影响其留着。根据以上特性，部分造

纸工作者指出PA E加入后可使用一种阴离子性的助留

剂[5～8]，即通过导入适量的阴离子聚合物或阴离子微粒，

它们与PAE发生协同作用，平衡系统电荷的同时引起纸

料的进一步絮聚，可以达到既提高二氧化钛的留着率又

不给原纸性能带去不利影响的目的[9～12]。

阴离子聚丙烯酰胺（Anionic polyacrylamide，

简称APAM）是最为方便易得的阴离子水溶性聚合物之

一，具有广泛可调的分子量和电荷密度，且价格相对低

廉。鉴于以往为装饰原纸开发的助留体系均较为繁琐或

昂贵，本研究因此选择简单易得的三种不同分子量和不

同电荷密度的APAM，配合PAE湿强剂应用于装饰原纸

抄造体系中。本着首先维持纸张匀度的原则，初步筛选

出适宜的APAM，然后进一步考察其助留助滤效果及

对纸张物理特性的影响。

1  原料与仪器

1.1 原料

漂白针叶木浆和漂白阔叶木浆取自浙江龙游金昌

纸业有限公司；二氧化钛填料（粒径2.031n m），取自

浙江杭州某特种纸企业；三种APAM助留剂DP1005、

DP1312、DP2240取自安徽某化工企业，其分子量范围

依次为900万～1200万、1200万～1400万、2100万～2400

万，电荷密度依次为-0.49mmo l/g、-1.22mmo l/g、

-4.04mmo l/g；PAE取自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

其分子量为10万～20万，电荷密度为+2.79mmol/g。

1.2 主要仪器

打浆机（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P L4-

00），动态滤水仪（德国BTG，DF R-05）、方形抄纸

机（日本KUMAGAI RIKI KOGYO Co., Ltd.，

2542-A）、鼓式烘缸（日本KUMAGAI RIKI KOGYO 

Co., Ltd.，DR-200）、匀度仪（法国TECHPAP，2D 

LAB F/SENSOR）、纸张抗张强度仪（德国FRANK-

PTI GmbH，43164）、箱式高温炉（上海钜晶精密仪器

制造有限公司，SXL-1200C）。

2  实验方法

2.1 助剂和加填纸料的准备

将PAE和APAM分别配成6.25g/l和0.025g/l的

工作液。将阔叶木浆和针叶木浆以81∶19（按绝干量计）

的比例混合，经打浆机打浆至31°SR。将针、阔混合浆与

二氧化钛填料混合（二氧化钛的加填量为45%），加水

稀释至纸料浓度为2.5%，用纤维疏解机疏解20000r，

得到混合均匀的纸料（以下称“加填纸料”）备用。

2.2 纸料滤水性能的测定

取200g加填纸料，加入指定量的PA E工作液，用

玻璃棒搅拌均匀，加水稀释成1000m l，然后倒入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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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水仪中，在转速500r/m i n下持续搅拌10s，添加指定

量的APAM工作液，在750r/min下继续搅拌10s后进行

滤水（事先设置滤水时间达到60s或滤液量达到800g时

停止滤水），获得滤水速率数据。

2.3 手抄纸的制备与性能的检测

抄造定量75g/m2、成纸面积为25c m×25c m的

手抄纸。取187.5g加填纸料（相当于绝干4.688g），加

入指定量的PAE工作液，用电动搅拌器在500r/m i n下

搅拌2m i n，接着加自来水稀释，得到浓度为0.5%的纸

料，保持搅拌速度不变，继续搅拌5m i n，随后调节搅

拌速度至750r/m i n，加入预定量的APAM工作液，降

低搅拌速率到500r/m i n继续搅拌5m i n，将纸料倒入

方形抄纸机中抄纸，湿纸页经105℃鼓式烘缸干燥后，

再置于105℃烘箱中熟化10m i n，得所需手抄纸。取部

分手抄纸，按照国家标准GB/T 742-2008的规定在

（900±25）℃的高温下灼烧1h测定手抄纸灰分含量。

按下式计算二氧化钛填料留着率：

填料留着率=m2F2/(c 1m1F1)×100%

式中：c1—纸料浓度，%；

m1—用于制备一张手抄纸的纸料用量，g；

F1—纸料中灰分的含量，%；

m2—手抄纸绝干质量，g；

F2—手抄纸灰分含量，%。

将剩余手抄纸置于标准温湿度条件（23±1℃，

50±2%）下平衡4h，按照匀度仪的使用说明书测定纸

张匀度，按照国家标准GB/T 451.2-2002和GB/T 

12914-2008分别对手抄纸的定量和干/湿抗张强度进

行测定。

3  结果与讨论

3.1 助留剂对纸张匀度的影响

装饰原纸的生产需要高效而又不明显破坏纸张匀

度的助留剂，因此实验首先比较了三种不同分子量和不

同电荷密度的APAM对成纸匀度的影响，结果如图1和

图2所示。

展示于图1的是纸张的匀度指数，它主要是大絮团

个数随助剂用量的变化情况，通常情况下纸张大絮团个

数越少被认为成纸匀度越好。从图1(a)（考察单独使用

PAE的效果）可见，不加任何助剂的空白纸样大絮团个

数较少，成纸匀度较佳；加入PAE且当其用量高至0.8%

时，手抄纸中大絮团数量没有明显增多，纸张匀度维持

无大改变；但在图1(b)中，固定PAE用量为0.8%的基础

上使用APAM，可以发现，在APAM用量逐渐增加至

0.10%的过程中，纸张很快拥有大量的大絮团，匀度变

差。其中仅DP1005在＜0.04%的较低用量条件下仍能

维持较好的纸张匀度，而DP2240和DP1312的使用则很

容易形成大量的絮团从而恶化纸张匀度。

图2对以上情况更加直观地进行了反映。由此可

见，DP1005相比其余两种APAM更适用于装饰原纸抄

造体系，且其用量宜保留在0.04%之下。为此，在后续实

验中，我们仅对DP1005在不超过0.04%的用量条件下就

其助留助滤效果及对纸张物理特性的影响进行了更详

细的考察。

3.2 助留剂对纸料湿部特性的影响

单独使用PAE以及在使用PAE的基础上继续添加
图1  纸张匀度指数随助剂用量的变化

（大絮团面积范围1～16mm2）

(a)不添加APAM

(b)PAE用量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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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和0.04%的DP1005，其对纸料中二氧化钛留着率

的影响如图3所示。可见不加任何助剂的空白组，其二

氧化钛的留着率约为65.1%；单独使用PAE，随着PAE

使用量的增加，填料留着效果先得到明显的改善，PAE

用量为0.4%时填料留着率达到81.5%的最大值，随后

继续增加PAE用量反而使填料留着率变小，PAE用量为

0.8%时填料留着率降为75.1%。这是因为适量的PAE可

通过电中和、补丁作用使纸料中带负电荷的二氧化钛、

纤维等组分自身之间或互相之间结合形成凝聚体，提

高二氧化钛的留着；但PAE的用量过高，其在纸料组分

上的吸附量达到一定程度会使纸料表面的电荷发生反

转，凝聚体在静电斥力的影响下重新分散，导致二氧化

钛留着的降低[6]；但是在控制体系PAE用量为0.8%的基

础上继续添加DP1005，可以获得更高的填料留着率。

图2  纸张表观匀度情况（放大倍数×1）

当DP1005用量为0.02%和0.04%时，填料留着率分别达

到了82.3%和86.0%（相比于单独使用0.8%PA E，填料

留着率分别提高了9.6%和14.5%），效果明显。

助剂用量对纸料滤水性能的影响如图4所示。从中

可知，在0～0.8%的用量范围内单独使用PAE对纸料滤

水性能的影响较小；而在0.8%PA E的基础上继续使用

DP1005，滤水速度得到大幅提升。0.02%和0.04%的用

量下分别将滤水速度从大约12.26g/s提高到15.09g/s

和20.51g/s，滤水速度分别提高23.1%和67.3%（相比

于单独使用0.8%PAE）。以上结果表明，PAE本身对于

装饰原纸来说不是一种有效的助滤剂，而加入DP1005

后会引起纸料的进一步絮聚，有效促进纸料的滤水。

3.3 助留剂对纸张物理特性的影响

装饰原纸要适应后加工的需要，对纸张湿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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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强度都有严格的要求[14]。合格的助留剂除要提供良好

的助留助滤效果外，还需兼顾纸张的强度性能不受纸

张灰分含量的增加而带来的损害。助剂用量对纸张湿

抗张强度和干抗张强度的影响分别如图5、图6所示。

从图5显示，不加任何助剂的空白纸样其湿抗张

指数较低，加入不同量的PA E均使纸张的湿抗张强度

明显提升。然而并不是PA E的用量越大纸张的湿强度

越高：PA E用量为0.2%时，对纸张湿抗张强度的提升

最为明显，继续增加PAE用量至0.8%的过程中纸张湿

抗张强度未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方面可能与纸张中

填料含量的增加有关（如图3所示，0.4%的PA E用量下

填料留着率是最高的），另一方面还可能与增加的PAE

并未更多地被吸附到纸料纤维上有关（更多的被吸附

到了填料上）。作为对比，固定PAE用量为0.8%再配合

使用0.02%和0.04%的DP1005，分别使湿强度提高了

71.2%和75.0%（从0.52N.m/g分别提升至0.89N.m/g

和0.91N.m/g），尽管0.02%和0.04%的DP1005用量相

比，纸张湿强度基本无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后续加入的

DP1005，可以和残余在纸料水相中多余的PAE相结合，

形成一种聚合电解质复合物，沉积在纸料纤维或湿纸页

中，从而对纸张强度起进一步的提升作用。

图6表明，纸张干抗张强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与湿

抗张强度相一致，单独使用PA E对纸张干抗张强度的

提高有贡献，但过多的PA E用量（≥0.2%）并不能使

干强度继续提升。固定PAE用量为0.8%，DP1005用量

为0.02%时，纸张干抗张强度进一步提升了44.2%（从

2.40N.m/g上升至3.46N.m/g），继续增加DP1005用

量对干抗张强度的提升无明显影响。

4  结论

本研究模拟装饰原纸生产过程，在常规使用PAE

湿强剂的基础上，引入A PAM助留剂抄造。通过比较

图5  湿抗张指数随助剂用量的变化

1 2 3 4 5 6 7

图6  干抗张指数随助剂用量的变化

1 2 3 4 5 6 7

图4  滤水速度随助剂用量的变化

1 2 3 4 5 6 7

图3  填料留着随助剂用量的变化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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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分子量和电荷密度APAM的使用效果获知：

与PA E组合使用时，分子量为900万～1200万、电荷密

度为-0.49mmol/g的APAM，比两种更高分子量和更

高电荷密度的A PAM更为适合，主要表现为前者能更

好地维持纸张的匀度，后两者破坏匀度比较严重。进一

步考察该APAM对纸料湿部特性及成纸物性的影响，

即在PAE的使用量为0.8%的基础上再配合使用0.02%

的APAM，相比于单独使用0.8%的PAE，可使填料留着

率、滤水速率、纸张湿抗张强度和干抗张强度分别提高

9.6%、23.1%、71.2%和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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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废纸纤维（废旧纸箱）的回收循环再利用，

依然是包装用纸的重要生产原料。为满足货物的包装要

求，在收集的废旧纸箱中，其表面通常附带有防水、封

口塑料薄膜和胶黏带，用以提高包装纸箱强度。因此，

低浓碎解及除渣系统是造纸行业从废纸纤维中获得洁

净纤维和有效去除塑料杂质的必备环节和工艺过程。

1  工艺流程特点

如图1所示，常规工艺流程设备主要由链板输送

机、D型水力碎浆机、水力清洗机、水平式圆筒筛、高浓

除渣器、浆泵等组成，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链板输

送机输送废纸时，受瞬时废纸运送量的影响，容易造成

上料不均匀；（2）D型碎浆机在碎浆处理时，涡流剧烈，

容易造成塑料杂质的过度破碎；（3）水力清洗机属于间

歇式废纸二次碎解和塑料杂质间隔排出处理设备，造

成进入水平式圆筒筛的塑料杂质量不稳定，影响塑料杂

质的淘洗效果，造成纤维流失，并且杂质含水率高和现

摘 要：低浓碎解及除渣系统是废纸纤维再生循环利用的重

要工艺处理环节，它与废纸原料的处理效率、纤维回收率和综

合能耗有着直接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常规系统的设备配置和

使用特点，通过有针对性的设备结构优化和流程改进，提出

了新型废纸低浓碎解及除渣解决方案。系统优化以后可提高

设备运行效率，降低综合能耗。

关键词：废纸；低浓碎解；除渣；优化

Abstract: Low-consistency pulping and residue removal system 
are in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waste paper recycling process. It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waste 
paper raw materials, f iber recovery rate and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ntional systems, and 
propose a solution for new low-consistency waste paper pulper 
and residue removal through targeted equip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The system was optimized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quipment and reduce the overall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 waste paper; pulper at low-consistency; residue 
removal syste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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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不清洁。

如图2所示，新型工艺流程设备主要由卸料辊、链

板输送机、偏心式碎浆机、浮选净化器、倾斜式圆筒筛

选机、高浓除渣器和无缠绕卸料泵等组成，主要技术优

势如下：（1）通过卸料辊提高链板输送机输送废纸的均

匀性和碎浆机工作负荷的平稳性；（2）通过使用偏心式

碎浆机，实现更加柔和的碎浆处理，提高散浆浓度、散

浆效率和废纸与塑料的剥离，避免了塑料杂质的过度破

碎，为塑料和废纸纤维的有效分离创造了更好的工况条

件；（3）无堵塞卸料泵将沉渣井中的杂质和碎解不充分

的原料连续泵送到浮选净化器中进行二次处理；（4）浮

选净化器可实现塑料的均匀连续排出，为提高倾斜式圆

筒筛选机排出塑料的洁净度和干度创造了条件，并降低

纤维流失；（5）倾斜式圆筒筛选机提高了塑料杂质的淘

洗效果和排出干度。通过采用一系列的流程及设备优

化，新型工艺流程方案提高了塑料去除率、洁净度及干

度，降低了纤维流失和综合能耗。

图1  常规工艺流程

图3  常规叶轮结构   

图2  新型工艺流程 图4  新型叶轮结构

2  主要设备的结构优化

2.1 偏心式碎浆机

偏心式碎浆机主要用于废纸纤维和塑料杂质的初

步疏解和分离处理。当转子旋转时，由于叶轮和槽体中

心存在一定偏心量，浆料在槽体内形成不同流速的漩

涡，废纸纤维在该流体层湍流所产生的水力剪切、撕裂

作用下进行疏解。废纸纤维被离解后产生的大块塑料不

能通过碎浆机筛板通孔，汇集到塑料收集槽，实现塑料

和废纸纤维的初步分离。                         

如图3所示，常规结构的碎浆机叶轮叶片通常为6

～8片结构，叶片长度尺寸小，叶片高度矮，工作转速较

高，槽体内的浆料涡流比较剧烈，散浆浓度一般为4%～

5%，容易造成塑料细碎化。

如图4所示，经优化改进的新型叶轮具有以下优

点：（1）叶轮叶片数量少，只有6片，叶片长度尺寸和高

度尺寸大，叶片弧度形状圆滑，叶轮旋翼的特殊截面形

研究开发 R & D

29
Jun., 2020  Vol.41,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状将产生更加柔和的搅拌推动力，保证槽体内

的浆料获得柔和处理，减少塑料的破碎程度；

（2）碎浆浓度由4%～5%提高到5.5%～6%，增

大了废纸纤维之间、废纸纤维和塑料片之间的

摩擦力，提高了碎浆效率和废纸纤维与塑料的

剥离；（3）新型叶轮相邻两个叶片之间的过浆

空间更大，提高了浆料纤维通过筛板通孔的有

效面积，降低综合能耗。                     

如图5所示，常规“D”型结构槽体的中心

与叶轮中心重合，使得叶轮旋转时浆料在槽体

内的涡流速度变化剧烈，使得槽体D面附近的

浆料快速靠近叶轮，增加废纸纤维及塑料与叶

轮接触的次数，既破碎了塑料杂质又损伤废纸

纤维。

如图6所示，偏心式新型槽体的中心与叶

轮中心偏移一定距离，使得叶轮旋转时浆料在槽体内形

成不同梯度流速的漩涡，涡流流速梯度变化，有助于废

纸纤维在该流体湍流所产生的水力剪切、废纸纤维之间

摩擦作用下进行疏解。槽体内侧设计有4件“山”形挡浆

扰流板，阻碍涡流沿着槽体内壁旋转，提高塑料片与废

纸纤维之间的水力剪切力，有利于改善分离效果。

2.2 浮选净化器

浮选净化器槽体采用封闭式设计，槽体上部直径

大，下部直径小，形成一定的锥度，槽体顶部做成一定的

弧形结构。来自碎浆机集渣槽内含有塑料和纸片的废纸

纤维，在一定浓度和压力下沿切线从槽体下部泵入槽体

内形成涡流，转子旋转时加速涡流的速度，塑料及部分

含有细小纤维的悬浮液从槽体顶部的塑料导流管连续

不断地排出到倾斜式圆筒筛选机。槽体底部的纸片在

转子和筛板之间得到进一步疏解，疏解后的废纸纤维

通过筛板通孔返回系统流程中。

如图7所示，水力清洗机是常规的塑料排出设备，

基本工作原理是机械疏解、淘洗槽体内的塑料后，一次

性排空槽体内的塑料杂质及含有纤维的悬浮液进入到

水平式圆筒筛，容易造成疏解不充分的纸片连同塑料杂

质一起排出。该设备由于采用卧式结构设计，并且塑料

排出口朝上，所以不能应用漩涡径向压力梯度变化原理

进行连续塑料杂质排出。

如图8所示，浮选净化器槽体为立式结构型式，顶

图5  D型常规槽体结构  图6  偏心式新型槽体结构

图7  水力清洗机槽体结构

 图8  浮选净化器槽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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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呈圆弧凹陷形状，槽体顶部内部带有塑料杂质排出导

流管，顶部直径大底部直径小，带有一定锥度，外形类

似苹果。该槽体采用漩涡径向压力梯度变化原理，叶轮

旋转产生的涡流使得比重较轻的塑料向涡流中心低压

区集中，通过槽体顶部的导流管连续不断地均匀排出。

由于塑料的排出口位于旋涡中心区域，该区域的压力几

乎为零，所以排出的塑料中基本不再含有纸片。

2.3 倾斜式圆筒筛选机

如图9所示，水平式圆筒筛整体呈水平放置，塑料

杂质在筒体内的停留时间短，塑料淘洗和脱水效果不够

图9  水平式圆筒筛结构

 图10  倾斜式圆筒筛选机结构

图11  自动控制系统画面

充分。筒体旋转动力从筒体两端采用皮带传动型式柔性

输入，筒体两端和中间部位采用托轮支撑，减小了筒体

表面的开孔面积，使得排出塑料杂质中含水率高。

如图10所示，倾斜式圆筒筛选机的筒体与水平方向

设计为5°夹角，呈悬臂倾斜状态，旋转动力采用一端刚

性输入，使得塑料杂质在筒体内的停留时间长，塑料杂

质淘洗更加洁净，白水与塑料杂质分离更加彻底，排出

的塑料片中含水率低。

3  控制方案

自动控制系统将根据每批次废纸原料的含杂率不

同，各设备的运行参数和工艺参数也随之动态变化，从

而保证浆料的连续定量碎浆和塑料连续排出，主要控

制点如下：

(1）卸料辊和链板输送机采用变频驱动，与碎浆机

电流、碎浆所需水流量和散浆机槽体液位组成联锁控

制，通过模糊控制原理间接实现碎浆浓度的稳定性，保

证连续碎浆和塑料的柔性剥离。

(2）浮选净化器是塑料杂质连续排出的核心设备，

其中运行速度、进料浓度、进出浆压差是该设备量化运

行的三个必要条件。根据前级碎浆机槽体内浓度计算值

与浮选净化器所需进料浓度设定值比较，与安装在进

浆管道上稀释水V型调节阀门联锁，实现流量调节；安

装在良浆管道上的气动V型调节阀与安装在进出浆管

道上的压差变送器联锁，实现压差控制；其主轴转速对

其槽体内的漩涡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径向压力梯

度，通过变频驱动实现径向压力的连续调节，保证塑料

的排出率和洁净度。

(3）倾斜式圆筒筛选机是末级设备，喷淋水调节阀

门与浮选净化器塑料导出管流量联锁，实现喷淋水的

流量控制，保证排出塑料洁净度和干度。

4  结束语

通过一系列的设备结构改进和系统流程方案优

化，提高了废纸纤维回收率、塑料杂质去除率和干度，

降低了综合运行成本，该低浓碎解及除渣系统运行效果

良好，特别是对于100%国内废纸作为制浆原料，值得推

广应用。

[收稿日期:2020-04-13(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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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市场上用膜转移方式生产的镜面铜版纸主要采

用苯丙树脂，虽有高光泽、高平滑度，但涂层孔隙封闭，UV油

墨印刷时干燥慢，容易造成油墨附着不牢问题。本研究主要

探讨不同颜料与苯丙类胶乳搭配对UV油墨附着牢度的影响。

实验结果证明：沉淀碳酸钙与苯丙类胶乳搭配生产的镜面铜

版纸，除具有镜面铜版纸的高光泽、高平滑度的特点外，还具

有良好的涂层孔隙和油墨吸收性，用UV油墨印刷时表现出良

好的油墨附着牢度。

关键词：镜面铜版纸；油墨附着牢度；沉淀碳酸钙；苯丙胶乳 

Abstract: Cast coated paper produced by film transfer using 
styrene-acrylic resin on the market has high gloss and smoothness. 
However, when UV ink is used for printing, the ink drying is 
slow due to the sealing of the coating, which may influence ink 
adhesion fastness.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adhesion 
fastness of UV ink with different pigments and styrene -acrylic 
latex. The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the cast coated paper produced 
by the collocation of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and styrene-
acrylic latex has good coating porosity and ink absorbency in 
addition to the high gloss and smoothness with cast coated paper. 
When printed with UV ink, cast coated paper provides a good ink 
adhesion fastness.
Key words: cast coated paper; ink adhesion fastness;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CC); styrene-acrylic 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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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纸作为包装材料广泛应用于化妆品、烟、酒

等产品的外包装，包装材料的高光泽度、高平滑度一

直是其重要的技术指标。目前市面上采用铸涂工艺

加工的涂布纸，其表面光泽度只在88°左右，表面平

滑度也较低，一般不超过400 s。因此业内开始了膜转

移法生产镜面铜版纸的工艺研究，中国专利申请号

201110052525.6就公开了膜转移生产镜面铜版纸的

工艺,涂层为苯丙树脂[1]。膜转移方式生产的镜面铜版

纸涂层较封闭，UV印刷时容易出现油墨附着不牢问

题，所以为适应凸版、凹版、胶版、柔版及UV等多种印

刷方式，膜转移镜面铜版纸的表面油墨附着牢度就成

为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

油墨附着不牢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一是墨层

假干现象，主要是因墨层太厚，在UV固化时油墨表层

固化，但是底层未完全固化，底层和承印表面的结合

力变差，就会导致附着不牢；二是固化后的墨层会变

脆，比较易于脱落，即墨层固化过度问题；三是添加剂

过量有可能导致油墨过稀，造成固化不良；四是纸张

表面张力和油墨的匹配程度，只有当纸张的表面自由

能高于油墨的表面自由能时，其被附着才是自发的过

程；纸张的表面自由能越高，油墨越容易在其表面附

着。理论上讲，当表面自由能较低时，可能会发生油墨

脱落或UV脱落等不良现象,对于UV印刷来说，通常

印刷薄膜等必须达到38m N/m才能和油墨结合牢固
[2]。为此在实验室进行不同颜料和胶黏剂的配方对UV

油墨附着牢度的研究探讨。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实验主要采用研磨碳酸钙、沉淀碳酸钙、高岭土

等颜料,具体颜料特性如表1。

另外，还采用苯丙类胶乳（SA)等配合进行实验研

究。

1.2 实验仪器

高 速 搅 拌 器 ；电 子 天 平 ；烘 箱 ；全 自 动

B R O O K F I E L D 黏 度 计；M L C高速 涂布机

表1  不同颜料的主要特性

项目

相对密度

折射率 

白度/%

pH值

平均粒径/μm

高岭土

(Clay)

2.58～2.6

1.56

85～90

6.0～7.0

0.25～0.35

沉淀碳酸钙

(PCC)

2.7

1.46～1.65

＞93

9.0～10.2

0.35～0.45

研磨碳酸钙

(GCC)

2.7～2.9

1.66

＞92

8.5～9.0

0.3～0.5

（TAKETSUNA)；实验室压光机(KAUNIAINEN 

F I N L A N D)；S E M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日本电

子)；白度仪S E0 70（L&W)；75°光泽度仪T48 0A

（Technidyne）；PPS粗糙度仪(MESSMER)；Bekk

平滑度仪（TMI）；RI-Ⅲ印刷适性仪(石川岛产业机械

株式会社）等。

1.3 涂料的配制

分别将不同的颜料乳液（GCC、PCC、C l a y）在

高速搅拌下加入一定量的苯丙类胶黏剂和少量的添加

剂协助颜料分散等，加水调整固含在50%左右，并用羧

甲基纤维素调整黏度在600mPa.s左右，及用NaOH调

整pH值在8.5～9.5之间备用。

1.4 纸样的制备

将配制好的涂料使用MLC高速涂布机涂布，涂布

量5g左右，涂在准备的PE T薄膜上，并同时转移至底

纸上（模拟膜转移方式涂布），烘干后再撕掉薄膜，剩

下的底纸纸样裁切成A4尺寸样品，制备镜面铜版纸成

品纸样。

1.5 纸样的物性测试

按照ISO536:20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测试

定量。

按照ISO2470-1:2016 纸、纸板和纸浆-蓝光漫

反射因数（ISO亮度）的测定，测试ISO亮度。

按照GB/T12911-1991 纸和纸板-油墨吸收性

的测定，测试油墨吸收性。

按照ISO8791-4:2007 纸和纸板-粗糙度/平滑

度的测定（空气泄露法），测试粗糙度。

按照I S O5627:2002 纸和纸板-平滑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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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颜料配方镜面铜版纸的ISO白度和光泽度比较

图3  不同颜料配方镜面铜版纸的平滑度比较

研究开发  R & D

图1  不同颜料配方镜面铜版纸表面特性 

（BEKK法），测试平滑度。

按照ISO8254-1:2009 纸和纸板-镜面光泽度的

测定 第1部分：会聚光束75°光泽度，测试光泽度。

将制备好的镜面铜版纸纸样按照R I-3适性印刷

仪操作步骤印刷UV柔印油墨等，再用3M胶带粘在印

刷完油墨的纸张上，用相同速度和力度撕开胶带，通

过胶带上粘下的油墨评估UV油墨附着在镜面铜版纸

上的牢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颜料配方的镜面铜版纸表面特性

将制备好的不同颜料配方涂料模拟膜转移方式

制做镜面铜版纸成品纸样，使用SEM扫描式电子显微

镜拍摄镜面铜版纸表面特性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知

PCC配方的纸面孔隙最佳，其次是Clay配方，GCC配

方的纸面孔隙最封闭。

2.2 不同颜料配方的镜面铜版纸物性

将制备好的不同颜料配方的镜面铜版纸纸样，按

照I S O或GB标准测试镜面铜版纸物性，图2所示为不

同颜料配方的镜面铜版纸的I S O白度及光泽度。从图

2可以看出PCC配方因其PCC本身高白特性，其制做

的镜面铜版纸纸样白度最高；C l a y因其片状晶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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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积大、表面反射率高，其制作的镜面铜版纸纸样光

泽度最高。且图中也显示不论用何种颜料和胶黏剂搭

配使用膜转移生产的镜面铜版纸，其光泽度都能达到

90%以上。

不论用何种颜料和胶黏剂搭配使用膜转移生产

的镜面铜版纸，其平滑度也较高，都能达到1500 s以

上，远远超出铸涂工艺生产的镜面铜版纸。其中C l a y

因其片状晶形对纸面覆盖性能最佳，其平滑度也较

高，其平滑度比较如图3所示。

图4所示为不同颜料配方的镜面铜版纸的油墨

吸收性比较，从图4可以看出，在相同胶黏剂用量下，

PCC配方制作的镜面铜版纸油墨吸收性最大，说明其

纸张孔隙性最好，这和SEM电镜拍摄的镜面铜版纸表

面特性也相符。这可能和PCC平均粒径小且粒径分布

很窄，再加上针状的晶形，能使纸张具有非常均匀的

涂层孔隙有关[3]。

膜转移方式生产的镜面铜版纸因纸张表面平滑

度高，表面自由能低且纸面封闭，UV油墨印刷时干燥

慢且结合力差，造成油墨不牢问题，使用R I-3适性印

刷仪评估三组配方的镜面铜版纸和市场上收集的膜转

移方式生产的镜面铜版纸对UV柔印油墨附着牢度如

图5所示，胶带上粘下的油墨越多颜色就越深，说明镜

面铜版纸对UV柔印油墨附着牢度就越差。从图5可以

看出，PCC配方制作的镜面铜版纸纸样，胶带粘下的

油墨很少（几乎没有），表明PCC配方生产的镜面铜版

纸对UV柔印油墨附着牢度最佳。从前面物性分析表

示PCC配方生产的镜面铜版纸纸面孔隙好、油墨吸收

性大，且PCC是化学合成其本身颜料极性大，生产的

镜面铜版纸表面自由能也高，因此印刷时油墨干燥快

且结合力好。

3  结论

膜转移方式生产的镜面铜版纸光泽度高，纸面平

滑度高，远远超出铸涂工艺生产的镜面铜版纸，但其

纸面封闭，UV油墨印刷时干燥慢且结合力差，容易造

成油墨不牢问题。通过本次实验与分析表明：沉淀碳

酸钙PCC与苯丙类胶乳搭配，使用膜转移方式生产的

镜面铜版纸，除达到镜面铜版纸高光泽、高平滑度的

要求外，其纸面孔隙较好且油墨吸收性大，UV油墨印

刷时油墨附着牢度最佳，解决了UV油墨印刷不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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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颜料配方镜面铜版纸的油墨吸收性比较

图5  不同颜料配方镜面铜版纸的油墨附着牢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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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浆内施胶与不施胶、酸性施胶与中性施

胶和化工助剂添加顺序对高阻隔性助剂性能的影响，确定

在酸性施胶、添加湿强剂而不加填料系统中，先添加高阻隔

性助剂可使纸张的吸水性降低。当阳离子松香胶用量1.0%、

湿强剂用量0.2%和高阻隔性助剂用量0.25%时，纸张吸水性

22.8g/m2；随着高阻隔性助剂用量从0.25%增加到1.25%，纸

张吸水性下降22.8%，边渗透下降28.4%，湿强度和抗张指数

提升，纸张的耐液性增加，从而满足纸张在纸吸管、纸杯等

领域使用的需要。

关键词：高阻隔性助剂；耐液性；边渗透；吸水性，湿强度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f luence of sizing and 
non-sizing in pulp, acid sizing and neutral sizing, and chemical 
additives adding seq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 barrier 
additives, it is determined that in the system of acid sizing and 
adding wet strength agent without filler, adding high barrier 
additives first can reduce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paper. When the 
dosage of cationic rosin, wet strength agent and high barrier agent 
were 1.0%, 0.2% and 0.25%,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paper is 
22.8g/m2.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high barrier additives 
from 0.25% to 1.25%,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paper decreased 
by 22.8%, the raw edge penetration decreased by 28.4%, the wet 
strength and tensile index increased, and the liquid resistance of 
paper increased,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paper in the fields of 
paper suction pipe, paper cup, etc.
Key words: high barrier additive; liquid resistance; raw edge 
penetration; water absorption; wet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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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国内环保意识的提高，纸代塑料越趋突

显。比如：用一次性纸吸管代替一次性的塑料吸管、

一次性纸杯代替一次性塑料杯、纸制编带代替元器件

的塑料载带等。现有生活用的一次性纸杯用于盛装冷

饮、热饮基本上均采用熔融指数（M I）7～8g/10m i n

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树脂的塑胶粒子通过挤出复

合工艺，淋膜于纸杯原纸的表面，一般热饮杯为单面

淋膜的单P E纸，而冷饮杯为双面淋膜的双P E纸，虽

然这种P E与纸张复合的纸杯与一次性塑料杯相比，

更具有环保优势，其中的PE是生物降解塑料，但是PE

属于破坏性生物降解塑料，仍然存在一次性降解难

的环保问题。目前也有为数不多的厂家使用完全生物

降解塑料PL A对纸杯原纸表面淋膜，PL A是聚乳酸

(p o ly l a c t i c a c id）的英文简称，是一种新型的生物

基可再生生物降解材料，但是PLA的断裂伸长率非常

小，耐冲击强度、热形温变度很低[1]，表现在PLA与纸

复合的制杯加工性能不及P E纸。为了环保问题，现也

有要求P E占纸张的比例小于5%，即要减少纸张表面

复合P E的量，这就对纸张的耐液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探讨在纸张生产工艺中添加高阻隔性助剂，以增

加纸张的耐液性能，在纸张表面施胶装置或表面涂布

机上涂布可生物降解的特殊涂料来达到P E纸的加工

性能和使用性能。高阻隔性助剂是一种基于阳离子丙

烯酸酯体系的阻隔性乳液，通过在纸张生产的浆内添

加可起到施胶、阻隔液体渗透的作

用。

纸张耐液性是指纸张抗冷饮

（如冰淇淋、柠檬酸等）、热饮（如

热水、热咖啡等）等的性能，以达到

生产的纸吸管耐冷或热饮料、纸杯等

容器制品在盛装冷饮或热饮等液体

时不产生渗漏现象。纸张耐液性越

高，表现在相应的吸水性越低、边渗

透越小、湿强度越高。

表1  添加不同用量的高阻隔性助剂对纸张耐液性的影响

序号

湿强剂/%

高阻隔性助剂/%

滑石粉/%

保留剂/(mg/kg)

定量/(g/m2)

吸水性/(g/m2)

抗张指数/(N.m/g)

湿强度/(kN/m)

灰分/%

2#

0.2

0.25

15

300

153.3

339.2

37.8

0.85

8.3

6#

0.2

1.5

0

300

150.0

24.6

55.2

1.82

0.30

1#

0.2

0

15

300

154.0

344.0

36.4

0.83

8.2

5#

0

1.5

15

300

148.9

25.7

41.3

0.73

8.1

3#

0.2

0.75

15

300

152.1

288.7

42.1

0.89

8.5

7#

0

1.5

0

300

148.1

23.6

51.5

1.33

0.37

4#

0.2

1.5

15

300

153.7

28.3

41.0

1.35

8.4

1  高阻隔性助剂应用于浆内施胶实验

应用高阻隔性助剂（用量分别为0.25%、0.75%、

1.5%）代替浆内施胶剂（松香胶或AK D），化工助剂

加料顺序为湿强剂、高阻隔性助剂、滑石粉、保留剂，

充分搅拌后，抄定量150g/m2纸样，测定吸水性、湿强

度等相关指标，分析对纸张耐液性的影响。

1.1 实验步骤

(1）浆料制备

取20%银星浆板+80%明星浆板，在实验室磨浆，

游离度430ml。    

(2）化工原料配比

浆中先添加湿强剂0.2%，高阻隔性助剂用量分别

为0.25%、0.75%、1.5%，充分搅拌后，按顺序加入滑

石粉15%、保留剂300mg/kg。

(3）抄片

充分搅拌后，在抄片器上抄定量150g/m2纸样。

1.2 结果和讨论

将150g/m2抄片纸样放置恒温恒湿8h以上，检测

其吸水性、抗张指数、湿强度等相关指标，结果见表

1。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先加湿强剂，后加高阻隔性

助剂的加填料系统，高阻隔性助剂用量低时施胶效果

不明显，当用量高达1.5%时，纸张吸水性28.3g/m2，

纸张湿强度和抗张指数有一定提升。

将高阻隔性助剂用量1.5%时的4#至7#配方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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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绘制柱状图，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当高阻隔性助剂用量1.5%时：

添加湿强剂0.2%，加填料4#比不加湿强剂的加

填料5#吸水性增加10.1%，湿强度提高84.9%，抗张指

数基本没变；不加填料6#配方比不加湿强剂和填料7#

配方湿强度和抗张指数分别提高36.8%和7.2%，纸张

吸水性增加4.2%。

添加填料滑石粉15%，加填料5#比不加填料的7#

配方吸水性增加8.9%，湿强度降低45.1%，抗张指数

降低19.8%；加填料4#配方比不加填料的6#配方吸水

性增加15.0%，湿强度降低25.8%，

抗张指数降低25.7%。说明高阻隔性

助剂用量1.5%时添加湿强剂0.2%对

纸张湿强度有利，但在先加湿强剂，

后加高阻隔性助剂顺序下，湿强剂的

加入影响高阻隔性助剂与纤维的结

合，造成纸张吸水性增加，填料的加

入也影响纸张耐液性的提高。

2  高阻隔性助剂在施胶体系中

对纸张耐液性的实验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选取高阻

隔性助剂用量1.5%，对比在酸性施

胶体系与中性施胶体系中添加对纸

张耐液性的影响情况，并且改变加料

顺序，采用先加高阻隔性助剂，充分搅拌，然后按顺序

加入干增强剂、施胶剂、湿强剂、滑石粉、保留剂，充分

搅拌后，抄定量120g/m2纸样，测定吸水性、边渗透、

湿强度等相关指标，评估高阻隔性助剂在酸性、中性

施胶体系中对纸张耐液性的影响。实验步骤相同，具

体的配方和实验结果详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先加高阻隔性助剂的加料

顺序，吸水性明显降低；在高阻隔性助剂用量1.5%

时，序号为C、D、E的施胶体系比序号为A、B的不施

胶体系的吸水性下降16%～31%、边渗透下降明显，序

号为C、D的酸性施胶体系比序号为E的中性施胶体系

的吸水性下降8%～18%、边渗透下降46.1%～57.7%；

序号C酸性施胶体系使用阳离子松香胶的吸水性最低

（15.1g/m2）、边渗透最小（0.88k g/m2），纸张耐液

性好。只是按实验2的加料顺序的湿强度指标比实验

1的降低。通过实验确定选用阳离子松香胶的酸性体

系，继续对高阻隔性助剂的用量进行实验。

3  高阻隔性助剂应用于酸性施胶体系不同用量

对纸张耐液性实验

图1  高阻隔性助剂1.5%时添加滑石粉、湿强剂的检测数据

表2  纸张中添加施胶剂等化工助剂对高阻隔性助剂应用的影响

序号

高阻隔性助剂/%

阳离子淀粉/%

干强剂/%

施胶剂/%

湿强剂/%

滑石粉/%

硫酸铝/%

PAM/(mg/kg)

配料pH值

定量/(g/m2)

吸水性/(g/m2)

边渗透/(kg/m2)

抗张指数/(N.m/g)

灰分/%

湿强度/(kN/m)

B

1.5

0

0.15

0

0.2

15

0.5

300

7.09

119.6

21.8

3.45

40.5

8.7

0.95

A

1.5

2.0

0

0

0.2

0

0

300

7.38

120.2

21.9

7.03

48.0

0.32

0.80

E

1.5

2.0

0

AKD0.15

0.2

0

0

300

7.52

119.1

18.4

2.08

39.6

0.35

0.70

C

1.5

2.0

0

阳离子松香胶1.0

0.2

15

1.0

300

6.07

120.6

15.1

0.88

46.8

8.1

0.93

D

1.5

0

0.15

阴离子松香胶1.0

0.2

15

1.0

300

6.03

119.7

16.9

1.12

42.4

8.2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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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2的基础上采用阳离子松香胶的酸性施胶

体系，选取先加高阻隔性助剂的加料顺序，用量分别

为0.25%、0.75%、1.25%，充分搅拌后，按顺序加入阳

离子松香胶1.0%、湿强剂0.2%、硫酸铝1.0%、保留剂

300m g/k g，评估高阻隔性助剂在酸性施胶体系中不

同用量对纸张耐液性的影响。实验步骤与实验1相同，

具体的配方和实验结果详见表3。其中Ⅳ号配方中高阻

隔性助剂用量1.25%，不加湿强剂，其他与上同。

从表3可以看出，在酸性施胶和湿强剂用量0.2%

体系中序号Ⅰ号样高阻隔性助剂用量0.2 5%，纸张

吸水性22.8g/m2；随着高阻隔性助剂用量从0.25%

增加到1.25%，纸张吸水性下降22.8%，边渗透下降

28.4%，湿强度和抗张指数略有提升；当高阻隔性助

剂用量1.25%时，加湿强剂的Ⅲ号样比不加湿强剂的Ⅳ

样吸水性下降23.1%，边渗透下降7.1%，湿强度提高

125.6%，抗张指数增加2.9%，应用0.2%湿强剂有助

于纸张抗水和湿强效果的发挥。因此，为了提高纸张

的耐液性能，在酸性施胶系统中添加高阻隔性助剂，

并添加0.2%用量的湿强剂有利于纸张耐液性的提高，

生产中高阻隔性助剂用量可根据需要的纸张耐液性确

定。

4  原料及产品的符合性声明

实验中的化工原料添加剂均符合GB 9685-2016

表3  高阻隔性助剂在酸性施胶体系不同用量对纸张耐液

性的影响

序号

高阻隔性助剂用量/%

湿强剂用量/%

定量/(g/m2)

吸水性/(g/m2)

边渗透/(kg/m2)

抗张指数/(N.m/g)

湿强度/(kN/m)

Ⅱ

0.75

0.2

121.0

18.9

0.93

44.5

0.70

Ⅰ

0.25

0.2

121.7

22.8

1.09

43.1

0.55

Ⅲ

1.25

0.2

117.0

17.6

0.78

45.9

0.97

Ⅳ

1.25

0

121.0

22.9

0.84

44.6

0.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材料及制品用添加

剂使用标准》，纸张产品符合GB 4806.1-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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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公告要求。

5  结论

化学品添加剂在纸张中使用时，加料顺序与时间

间隔对其性能发挥至关重要，组合恰当时会产生协同

效应。采用先加高阻隔性助剂1.5%的加料顺序，施胶

体系比不施胶体系的吸水性下降16%～31%、边渗透下

降明显，酸性施胶体系比中性施胶体系的吸水性下降

8%～18%、边渗透下降46.1%～57.7%；酸性施胶体系

使用阳离子松香胶的吸水性最低（15.1g/m2）、边渗

透最小（0.88k g/m2），纸张耐液性好。采用阳离子松

香胶的酸性施胶体系，添加高阻隔性助剂更有利于提

高纸张的耐液性能。

在阳离子松香胶用量1.0%和湿强剂用量0.2%

的酸性施胶不加填料系统中，当高阻隔性助剂用量

0.25%时，纸张吸水性22.8g/m 2；当高阻隔性助剂

用量从0.2 5%增加到1.2 5%时，纸张的吸水性下降

22.8%，边渗透下降28.4%，并且对纸张的湿强度和抗

张指数等强度指标有利；使用适当湿强剂有助于纸张

抗水和湿强度的发挥。 

通过在纸张生产中添加高阻隔性助剂，可以提高

纸张的耐液性能，从而满足纸张在纸吸管、纸杯等领

域使用的需要，解决一次性使用的纸制品的耐液性关

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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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涂布纸张翘曲是一个长期困扰纸张涂布的问题。笔

者根据多年的实践，设计出一种纸张涂布翘曲矫正装置，对

解决纸张涂布中产生的翘曲问题有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涂布机；背涂水装置；纸张翘曲；矫正

Abstract: Coated paper warping i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in 
coat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years of practice, in this paper 
was introduced a design of facilities for warpage correction of 
coated paper, 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 in solving paper warpage 
problem. 
Key words: coating machine; water back-coating facilities; sheet 
warping; warp correction 

涂布机背涂水装置的设计
⊙ 赵英（广东侨盛防伪材料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东莞 523223）

A design on water back-coating facilities for coating machines
⊙ ZHAO Y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Guangdong Qiaosheng Anti-counterfeiting 
Material Co., Ltd., Dongguan 523223, Guang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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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纸张及纸板分会委员，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涂

布设备管理、设备改造及纸张标准化等工作。拥有30多项专

利技术，其中发明专利10多项，其中一种多重防伪图案防伪

纸的制作方法获2019年第21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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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纸张翘曲是一个长期困扰纸张涂布质量的一

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涂布工艺方

面的专家发表了一些解决纸张翘曲方面的论文[1～5]：有

用烘缸温度曲线控制，有用烘箱温度曲线控制，有用涂

布工艺改进的等。这些理论对解决纸张涂布翘曲均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可实际应用起来难度比较大，且有些

尚是纯粹的理论探讨。

因每个厂家的纸张涂布设备不同，环境、条件和操

作人员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因此很难有一种方法

可以解决所有纸张涂布翘曲问题。为了解决纸张涂布翘

曲，有的厂家进行了各种尝试探讨，例如某公司花费了

二十多万元购买的红外干燥纸张矫曲设备，配有电加热

板、水槽、多个传动辊筒、调速电机等复杂结构。经试用

后对纸张翘曲并没有明显改观，最后被拆除。后来改用

带夹层的冷缸矫曲，效果仍然不理想。

1  涂布纸张翘曲原因分析

纸张涂布翘曲都是单面涂布引起的，如无碳复写

纸是上纸涂CB面，下纸涂CF面，铜版纸等涂布也属于

此类。经过单面涂布烘干后，涂布面和非涂布面的内应

力平衡被打破，引起纸张两面有收缩时，收缩量不一

致，从而导致纸张卷曲。

2  背涂水机矫曲原理

如果有一种设备能在单面涂布的同时，在非涂布面

上同时涂上一层水膜，相当于对纸张做了双面涂布，如

果涂料引起的翘曲和涂水引起的翘曲达到平衡，纸张

将不再翘曲。达到这种平衡，只需精确控制水的涂布量

即可。经过多年对纸张涂布翘曲解决方法的总结，笔者

及其团队据此设计出一种背涂水装置，经在无碳复写纸

涂布机上试用后效果良好，较好地解决了涂布纸张翘曲

问题。

这种背涂水机是先将水在镀铬辊沾满成膜后，再

将水膜经一条低硬度橡胶辊（即中辊）转移到另一条同

样硬度的橡胶辊（即上辊）面上，然后再由上橡胶辊转

移到纸张上，并在纸张的背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

上辊和中辊挤压后形成的水膜渗透到纸张纤维的

浅层后，纸张经过烫平缸烫平整饰，便可使水深入到纸

张纤维的深层，使纸张的涂水面产生一个与翘曲反向的

拉应力，原来的翘曲现象就会减少或消失，从而达到了

纸张矫曲的目的。

3  背涂水装置的组成

3.1 组成及其传动

背涂水机主要由三条辊构成，即上辊、中辊和底

辊，两条辊直径均为φ250mm。上辊和中辊为两个低硬

度28～32°SHA的丁腈橡胶辊。上辊为施涂辊即背涂水

辊，中辊即传递辊，中辊通过同步带和上辊相连接。两

辊分别由一台5.5kW直流电机和一台行星齿轮减速机

驱动。另一条具有亲水性镀铬光辊为底辊，底辊为计量

辊，直径亦为φ250mm。底辊通过一台4kW直流电机配

的行星齿轮减速机驱动。如需增大纸张涂水量，底辊可

用低目数的镀铬网纹辊代替。这三条辊互为接触，其间

隙量均由调节装置调节。底辊下面有一个水槽，水槽的

传动侧有一个补水阀补充水槽的水，使水槽保持一定的

水位。旁边还有一个溢流口，可将多余的水自动溢出。

3.2 主要操作部分

背涂水机有三个调节手柄，这三个手柄位于该机

的操作侧。第一个手柄微调中辊水平角度的大小，主要

调节与上辊形成的剪刀差。顺时针方向转动手柄可增加

两辊的剪刀差角度，反时针方向可减少剪刀差角度。第

二个手柄调节中辊传动侧的剪刀差，其操作方法与第一

个手柄相同。第三个手柄调节镀铬辊和中辊的剪刀差，

两辊之间接触面积的间隙由带有的调整机构调节，调

节镀铬辊和中辊的沾水量及其对纸张背涂水的计量控

制。一般情况下调好之后基本上可以保持稳定无需频繁

调节。计量辊处配有刮刀，主要是在背涂水机处于高速

状态运行时将多余的水适当刮下，从而防止辊面带过多

的水造成纸张涂水量过大。

3.3 辅助操作部分

位于背涂水机的两侧有两条辊：一条为引导辊，引

导纸张进入背涂水机的辊；另一条为升降辊，主要用于

调节纸张经过第一施涂辊之后与第一施涂辊接触的面

积，以确定纸张涂水量的面积大小。升降辊越低，纸张

和上辊包角就大，上辊与纸张接触的面积就大，纸张涂

水量就越大，反之亦然。这两条辊完全由两组气缸根据

需要控制高低，并通过气动补偿装置调节该辊的水平。

3.4 纸张背涂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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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亲水性的镀铬辊底辊在水槽沾水后，和中辊

接触将水膜传递给中辊，中辊再将水膜传递转移到上辊

表面，最后上辊辊面的水膜传递到纸的背面，形成背涂

水膜。

纸张背涂水是通过手工引纸进入导引辊后，再经

过上辊背涂水后进入升降辊，然后从升降辊导出，纸张

在经过上辊时完成背面涂水。

在操作侧有调节手柄及其显示调节量的指针，以

可对两辊剪刀差进行微调。同时还有一个有调节手柄

及其显示调节量的指针表可对上辊水平和中辊间隙进

行微调。调节机构可对纸幅背面涂水量精确地控制，

水膜厚度一般可控制在15μm左右，最小一般可控制在

10μm以下。如此小的涂水量对烘缸的烘干不会造成多

大影响，经过烫平缸烘干后，纸张的水可控制在6.5%左

右，符合无碳复写纸的国标GB/16797-2017对无碳复

写纸纸张的含水量的要求。另外，纸张涂的水膜非常

均匀并且用水量很少，不会造成水资源浪费。在设备达

到一定转速时，上面两辊之间的缝隙会充满连续的、无

间断的水膜，确保空气不会进入两辊之间的间隙而形

成漏涂。在保证加工精度的前提下，该装置能精确地将

水形成水膜，而且在施涂的过程中，不会造成水槽的水

四处喷溅或搅动，车速随主机PLC联动，最高车速可达

500m/min。

4  使用效果及展望

本装置的有效性在于，为解决涂布纸张翘曲问题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其效果明显优于背面喷蒸汽。

直接选用自来水做为施涂涂料，经济实惠，控制精准，

生产环境清洁、卫生。

该设备虽几经改进，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进一

步要改进。比如，矫曲涂什么纸张，精确到涂多少厚度

的水膜，需要先期试验；再比如镀硬铬辊用多少目数的

网纹辊、部分调节装置的结构还需改进等，有待进一步

探讨。

本背涂水机虽然是为无碳复写纸设计的，但也可

适用于其他涂布纸张的矫曲。

该设备已经获得专利授权：专利名称：一种背涂水

装置，专利号：ZL 201721490727.8，发明人：赵英、罗柏奇、

罗恒贤，2018年5月29日授权；发明专利，专利号：Z L2011 

10458771.1，发明人：赵英、罗武军、肖华东、周清，2015年4月

29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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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侧调节手柄  2-传动侧调节手柄  3-计量辊调节手柄  4-引

纸辊  5-橡胶中辊  6-橡胶上辊  7-紧固螺杆  8-升降辊处于高

位  9-升降辊处于低位  10-升降辊气缸  11-水槽  12-镀铬辊

图1  背涂水装置结构简图

图2  三辊结构简图

1-橡胶上辊  2-橡胶中辊  3-镀铬底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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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纸浆浓度变送器工作原理、基本组

成、维护保养等，供制浆造纸仪表维修人员参考和

借鉴。

关键词：浓度变送器；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维护

保养

Abst rac t: Th is paper i nt roduces the work ing 
principles, basic 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lp 
concentration transmitter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the personnel for maintenance  of pulp and 
paper instrumentation.
Key words: concentration transmitter; basic composi-
tion; working principl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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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PRoDucTion

浓度变送器是一种常见的分析仪器，用于测量浆

纸浓度。常见的浓度变送器有静刀式、动刀式、旋转式

及微波浓度变送器。

1  浓度变送器在制浆造纸生产线中的应用

在制浆造纸生产线需要准确控制纸浆的浓度，如

果没有浓度分析仪将是非常困难的。浓度变送器具有高

精度、再现性、可靠性以及适应性广等特性，可以应用

于制浆造纸大部分的场合。

1.1 浓度变送器的实用性

(1）适用于打浆度和游离度的控制。

(2）适用于纸机浓度的控制，如图1。

(3）适用于连蒸塔的浓度控制。

(4）适用于喷放线的浓度控制。

(5）适用于漂白段浓度控制。

(6）适用于水力碎浆机出口浓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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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浓度变送器的特点

(1）高的精确度和再现性。

(2）可靠性高，维护量少。

(3）适用性较广，可以适合大部分场合。

(4）受酸碱度和温度影响小。

(5）旋转式浓度变送器不受浆料气泡、浆管压力、

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6）微波浓度变送器不能使用在高电导率和含气

量高的浆料中，在低电导率浆料测量中会受到影响。

1.3 MEK-2500旋转浓度计的选型和应用

如表1。

2  浓度变送器的种类和基本组成

2.1 浓度变送器种类

（1）旋转式浓度变送器，（2）静刀式浓度变送器，

（3）动刀式浓度变送器，（4）雷射式浓度变送器，（5）

表1  浓度变送器的选型和参数规格

类型

浓度/%

法兰形式

湿部材质

垫圈材质

传感叶片类型

螺旋桨

机械密封

三相电动机

用于未经筛浆介质

普通压力浓度计

1～16

1.6MPa带偏转器

不锈钢（316L）

橡胶（Flour 

rubber/EPDM)

B,C,G,H,I,J

大型

弹性密封

电压频率50/60Hz

标准浓度计

1～16

1.6MPa

不锈钢（316L）

橡胶（Flour rubber）

A,B,C,G,H,I,J

小型、大型

硬密封

电压频率50/60Hz

用于漂白

介质浓度计

1～16

1.6MPa

哈氏合金（SMO）

橡胶（Flour rubber)

A,B,C,G,H,I,J

小型、大型

弹性密封

电压频率50/60Hz

1～16

2.5MPa带偏转器

不锈钢（316L）

橡胶（Flour 

rubber/EPDM)

B,C,G,H,I,J

大型

弹性密封

电压频率50/60Hz

未筛选纸浆

高压浓度计

筛分浆高压

浓度计

1～16

2.5MPa

不锈钢（316L）

橡胶（Flour 

rubber/EPDM)

A,B,C,G,H,I,J

小型、大型

硬密封

电压频率50/60Hz

图1  纸机浓度控制

微波式浓度变送器。

2.2 取样阀的种类

（1）中浓取样阀型号为PPS-1000，（2）低浓取样

阀MCS-1000。

2.3 旋转式浓度变送器

主要由湿部、驱动部分、测量部分组成，如图2。 

(1）湿部：由传感叶片、机械密封、水密封、法兰盘

组成。

(2）驱动部分：电机、皮带及齿轮盘、转动轴组成。

(3）测量部分：光电板、反馈电路板、接线盒组成。

3  浓度变送器的安装方式和注意事项 

3.1 最佳的安装位置

(1）变送器不应安装在机械损伤和振动的位置，接

线盒应有防水功能，应安装在阴凉通风处。

(2）浓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稀释水附近，以保证浓度

均匀，测量结果不延迟。

(3）浓度变送器可以安装在倾斜管道的侧面，浆回

流管道的外侧，另外可以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为了保证

测量效果最佳，推荐安装在垂直管道上。

3.2 最佳安装距离

(1）浓度变送器安装在浆泵、控制阀门或者管道弯

头的上游时，最小直管段距离应该为1.5D或者0.5m。

(2）浓度变送器安装在浆泵、控制阀门或者管道弯

头的下游时，最小直管段距离应该为3D或者1m。

3.3 测量室或者直管段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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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使浓度变送器安装后不发生倾斜，测量室

或者短管、连接短管的法兰螺栓孔应放置在正中间。

(2）浆管小于250mm时，应选择测量室安装；当浆

管直径大于300mm时，应选择短管安装。

3.4 浓度变送器传感元件安装要求

(1）机修时不应碰撞传感元件，不应用手旋转传感

元件，或者用传感元件提起浓度变送器。

(2）不应把传感元件和机械密封支在法兰口上。

3 . 5 机械密封，取样阀和水密封的安装要求和注意事

项

(1）旋转式浓度变送器需要安装机械密封，机械密

封出水口有少量水滴即可。

(2）取样阀必须安装在浓度传感器附近，以保证浆

样具有代表性，提高浆的测量精度，安装位置一般在浓

度变送器下面，方便取样的位置。

(3）稀释水管必须插入浆泵抽吸侧5～20mm,水管

位于浆池和浆管之间，离浆泵1/3处，稀释水连接处应

产生5m/s的流速。

4  浓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校准方式

4.1 浓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1）浓度变送器是以力平衡原理为基础而设计的

旋转式浓度传感器，可以测量纸浆纤维交织而产生的剪

切扭矩。传感器是由电机驱动轴对组成，这个机械轴对

又是由同心排列弹性连接构成，允许内轴(测量部分)与

外轴(主动轴)有相位移动。安装好的主动轴的旋转推进

器，会连续地将主管道中流动的浆料吸取流经与传感器

单元相连的测量轴，测量转轴在浆料中转动受到一个

给出的扭矩限制，这个给出的扭矩尽量阻止测量轴与主

动轴的关联。相位差的测量是通过对机械轴相连的齿

轮的光学测量，测量信号是根据电子学原理转换为数字

反馈信号来调节电磁平衡力，电磁部分包含两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感应产生同极性的磁力为轮轴提供扭矩。

电磁力的大小是通过控制器测量相位偏差进而得到预

先设定值来调节，进入线圈的电流值会转换成扭矩值和

浓度值。

(2）当介质有一定浓度时，内轴与外轴通过齿轮盘

会产生一定的相位差，从而光电板测量其齿轮盘的角度

值，内轴和外轴的工作方式见图3。

(3）齿轮盘:当有浆浓时内轴(传感叶片)与外轴通过

齿轮盘产生一定的角度值；光电板：用来测量齿轮盘的

角度差；线圈：电磁部分有两个线圈产生同极性的磁力

为轮轴提供扭矩。测量方式如图4。

4.2 浓度变送器的校准方法

(1）预先确定曲线，一般用于初始启动阶段的浆浓

度测量，预定义设定一校准常数。

图3  内轴和外轴的工作方式

图4  测量方式

图2  旋转式浓度变送器的基本组成

1-电动电机  2-齿轮皮带传动  3-外驱动轴  4-内测量轴  5-推进

轴  6-传感元件  7-测量室  8-驱动轴上的齿轮  9-内扭矩轴上齿

轮  10-反馈线圈  11-极靴  12-光学传感器测量位移  13-电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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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点校正，一般用于快速启动阶段的浆浓度测

量，在校准过程中单个取样点进行校准，不能形成线性

关系。

(3）多点校正，一般用于精确的浆浓度测量，在校

准过程中至少使用3～5个取样点，使其形成一条校准直

线。

校准公式：y=K0+K1x+K2x
2

其中：y为浓度输出值，K0、K1、K 2为校准常数；x

为浆的浓度值。

(4）更新校正曲线，在原有的曲线中增加新的点进

行重新标定，而不删除之前标定的取样点。

(5）偏差校准OFFSET，当实际值与取样值存在固

定偏差时，可以偏差校准法进行校准。

4.3 设定点(SET POINT)与反馈值之间的关系

当设定参数为160 0时，空气中的反馈值应该为

4%～8%，S E T P O I N T应该为1440到1680之间，而

ANGLE应与SET POINT相差10左右。

4.4 反馈值和扭矩之间的对应关系

见图5。

5  浓度变送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5.1 更换扭矩转轴密封以及调试工作步骤

(1）先拆下传感叶片以及搅拌叶片。   

(2）松开O-RING前面固定垫圈上的三个螺丝，然

后将固定垫圈和O-RING拿出。         

(3）检查密封橡胶套，如果有液体从O-RING中漏

出，首先要清理它，然后检查，如果发现橡套很松，就必

须更换。

(4）连上电机和24V的终端通信器，以及尽可能接

图5  反馈值与扭矩对应值

上密封水，然后用手将机械密封加入润滑油，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允许传感器运行5m i n，不要移动密封圈，这

样可以检查出密封圈是否泄漏。 

(5）运行电机，并检查空气中的反馈值，空气中的

反馈值应是6%+2%。如果不是，将进行自动的空气校

正。

(6）用力并轻轻阻止转动轴，观察反馈值的趋势，

如果趋势不好，轴承或者橡胶圈需要更换，每次很少的

阻力产生的反馈值为2%左右可以接受，那时电机就可

以停止测试。  

(7）用溶剂彻底清洁与O-RING接触的部件，把垫

圈放回原处，确保斜面切口朝里面。 

(8）是否能调试好是由O-RING位置来决定，精密

的调节需要一个过程，不允许用改变SETPOINT来改

变反馈值。如果空转电机，其空气中的反馈值在0%附近

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将其向上调节。

5.2 更换机械密封

(1）波纹管式的机械密封为32mm。

(2）非波纹管式的机械密封为34mm。

5.3 浓度变送器故障处理和对策

5.3.1 无信号或不正确的信号 

(1）基本检查

①检查管道是否堵塞，木浆是否流动。

②检查电机是否有电，信号是否正常。

(2）电机未转动

拆开电机接线盒，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5.3.2 输出信号随流量而变化

(1）变送器不按照规程安装，可能安装在纸浆悬浮

液被分层的地方，并且该层次可能会随着流动速度而改

变。解决方法为参考安装工程指导来检查有关安装。记

下泵后面紊流阻尼区的长度，并且检查连接块的长度对

该浓度是否适合。

(2）扭矩轴定位不适当，因流量变化所引起的压力

波动造成位置的改变。解决方法为必须从管道中取出变

送器，并在加压充水容器中进行测试。

5.3.3 变送器对浓度变化不敏感 

使用错误的传感元件，解决方案为更换更大的传

感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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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多点校正的典型问题

(1）由于相关系数太低，校正精度不足（校正线周

围校正点广泛分布）。

①取样设备不佳，检查取样设备及取样方法是否

可靠，这是校正精度不足的常见原因。

②一些劣质样品降低了校正精度，确定出偏离实验

室数值过多的校正样品，并且停用。进行新的实验室校

正，确保相关系数超过0.7。

③反馈系统控制器的设定值调整不当，排空管道，

检查空气值的反馈是否介于10%～20%（连同传感器、推

进器和机械密封），如果不是，则必须调整设定值。

(2）正常工作范围之外，校正精度不足。

校正中使用的样品太少，或者样品涵盖的浓度范围

太小，取额外的校正样品，并且确保其尽可能涵盖测量

范围。

6  结语

通过熟练掌握浓度变送器工作原理、基本组成、校

准方法和维护保养等知识，提高浓度变送器的维修技

能，减少故障处理时间，希望给制浆造纸行业相关仪表

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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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反馈信号高于最大反馈值

这造成输出信号超量程。

使用错误的传感元件，解决方案为将传感元件更

换为较小型号。

5.3.5 输出信号不稳定

(1）时间常数太短，增加阻尼直到信号稳定。

(2）纸浆流的振动造成信号漂移，末端位置的制动

器反复磨损。解决方案为尽快消除生产管线的振动。

5. 3.6 机械密封金属风箱破裂或座垫环受磨损出现深凹

槽

(1）固定座垫与旋转部件之间没有对准。解决方案

为更换机械密封。

(2）密封可能在无润滑情况下操作，并且可能因为

装配粗心或过度的内在压力而使微粒被卡在座垫表面

之间，长期正常操作的磨损也可能造成凹槽。解决方案

为更换机械密封。

5.4 浓度变送器的校准问题处理方式和对策

5.4.1 单点校正的典型问题

(1）校正精度不足，原因为#1样品（FEEDBACK 

in water）未被激活，在0%FB和单个样品之间划出校

正线，激活#1样品，并进行新的实验室校正。

(2）测量与实验室样品之间的关联不大，原因为过

程浓度与单个样品之间的数值偏差太大，降低了精准

度，如果浓度能改变，建议添加涵盖整个校准范围的额

外样品，并进行新的实验室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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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纸张角度考虑，纸张印刷中出现掉毛掉粉受纤维

结合力、纸张抗水性、纤维排列和清洁生产等影响较大。从

纤维原料结构、打浆和湿部助剂着手优化控制，改善表面施

胶工艺，适当增加纸张抗水性，生产过程精细化控制、消除

静电，减少纸毛纸粉等疏松物吸附，有利于改善掉毛掉粉。

关键词：掉毛掉粉；印刷表面强度；纤维结合力；抗水性；纤

维形态

Abstract: For of fset pr int ing paper, l int ing and dust ing 
phenomenon is mostly affected by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fibers, water resistance of paper, arrangement of fibers and clean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can optimize raw 
materials mix, beating and wet-end additives, improve surface 
sizing process, increase water resistance of paper, pursue delicacy 
control in production process, eliminate static electricity, reduce 
the absorption of loose materials.
Key words: linting and dusting; surface strength with printing; 
fiber bonding strength; water resistance; fiber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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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版印刷纸在印刷过程中出现掉毛掉粉故障，是

印刷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印刷掉粉掉毛导致

糊版或堆墨等，需停机清理印版和辊筒。印刷出现掉毛

掉粉，与原纸、印刷油墨、印刷速度、润版液用量等因素

均相关，本文从纸张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因素，提出生

产优化改进措施，为纸企生产提供参考。

1  因素分析

胶版印刷纸印刷出现掉毛掉粉，从纸张方面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 纤维结合力差

印刷过程中，受摩擦、弯曲、冲击、震动或真空吸力

等机械力作用，纸张纤维之间、或纤维与填料之间的结合

力差，从纸面或边缘结合不牢的纤维以及填料等落下[1]，

形成印刷斑点。

1.2 抗水性差

多色印刷时，润版液多次反复与纸面接触，如纸张

抗水性差，胶版纸则吸收润版液量较多，纸张表面强度

就下降较多，在印刷辊筒间的压力、橡皮布的黏附力和

印刷油墨的黏附力等综合作用下，纸张表面结合不牢

的细小纤维和填料凸起、脱落[2]，形成掉毛掉粉（见图

1）。

1.3 纤维形态分布

纤维形态分布不均，成纸匀度较差，纸张表面印刷

时与橡皮布接触不均匀，受到摩擦力等机械力不均匀，

纸面局部受力大，纤维被拉起，出现掉毛掉粉。

1.4 纸张表面纸毛纸粉等疏松物

纸张生产、复卷和分切等过程中，纸张中的细小纤

维、填料等受到外力作用脱落，吸附于纸面，也会造成

印刷纸面白点[3]。

2  测试方法

针对胶版印刷纸印刷掉毛掉粉等性能问题，现在

纸厂大多使用表面印刷强度表征，部分采用Dennision

蜡棒法测试，较多选用IGT印刷适性仪测试方法。然而

到目前还没有任何实验室测试方法可以与实际印刷变量

完全相匹配。

在IGT印刷适性仪测试时，受选用拉毛油墨、测试

所选终点拉毛速度、观察人员主观性等因素影响，拉毛

速度测试值均会变化，且拉毛速度很大程度上体现的

是纤维的结合性能，而非掉毛掉粉性能[4]。在实践中发

现，IGT拉毛速度检测值跟印刷使用反馈情况并非呈现

一致性，会出现检测值高而印刷使用掉毛掉粉，或者检

测值低，印刷却无障碍等情况，简而言之，印刷表面强

度≠掉粉掉毛性能。

杨永刚等人[5]提出了新型IGT纸毛纸粉的测试方

法，使用低黏度IGT标准拉毛油替代印刷油墨作为模型

油墨，油墨膜厚度8.0μm，每次印完使用石油醚完全清

理。

STF I开发2种掉粉掉毛测试仪[6,7]，其中LPT测试

仪利用纸张表面脱落的颗粒掉毛数量和纤维形态分

布，作为评价掉粉掉毛的依据；FRT测试仪使用一定量

的水分润湿纸样，再使用110℃标准温度的红外线干燥

图1  纸张原纸与多次接触润版液的纸面拉毛对比

图2  纤维拉毛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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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样，转移试样至薄辊上，拍照记录粗糙度和起毛纤维

(见图2)，用于评价纸面纤维抗湿拉毛程度。

最接近实际的测试方法，是模拟印刷车间的条件，

使用小型胶印机，根据传统胶版印刷技术，将油墨转移

至纸张上，印刷一个标准长度和宽度的墨层，橡皮布经

过一定次数印刷后，收集橡皮布上的纸粉纸毛，测量单

位面积橡皮布上纸毛纸粉的质量进行表示。

3  改进措施

基于掉毛掉粉出现的影响因素分析，从纤维结合

力、表面施胶、纸张抗水性、纤维形态分布和过程精细

化操作等方面分别优化改进。

3.1 改善增强纤维结合力

提高纸张表面强度，一般是加强纸张纤维之间、纤

维与填料之间的结合力，提高抗拉毛能力，增加表面强

度。

3.1.1 纤维原料选择

热带速生阔叶木浆用量在不断增加，其含有10%

～50%的导管细胞，由于其形状不能很好地在纸张中保

留，比较容易通过黏性油墨从纸张表面剥离，沉积在印

刷辊表面，形成掉毛[8]。阔叶浆过漂纤维损伤严重、纤

维过短或浆料硬度大等，更易出现掉毛掉粉。

化学机械浆纤维粗短、比表面积小、纤维结合力相

比较差。含机械浆纸张纸粉的主要成分为纤维束、阔叶木

导管、填料、细小纤维等，降低纤维束、阔叶木导管含量，

尽可能使填料、细小纤维与长纤维结合牢固等处理[9]，增

强纤维结合力。

麦草浆、蔗渣浆等草类原料和竹浆原料，纤维短、

半纤维素含量高、杂细胞多等，不易分丝帚化，纤维结

合点少，成纸结合强度低，最易出现掉毛掉粉[10,11]。

根据成纸指标等情况，综合确定长短纤维的配比，

适当增加长纤维配比，或者减少化学机械浆的用量，增

大纤维结合力和剥离阻力，有助于纤维结合力的增加，

提高表面印刷强度。

3.1.2 导管细胞筛分或去除

针对短小纤维，在磨前使用水力旋流器分离导管

细胞，再进行高浓磨浆，导管细胞被压溃和碎片化，能

够较大程度上分离导管细胞。

巴克曼使用多种专用酶混合物快速处理导管细胞，

掉毛现象明显减少（见表1），生物酶Maximyze2563用

于相思木浆0.23～0.45k g/t，导管细胞破碎，掉毛现象

明显减少，降低了20%磨浆能耗[12]。

3.1.3 打浆

根据纤维浆种的不同，选用与浆料相匹配的磨片型

号和磨浆工艺。如果中长纤维较多，纤维充分分丝帚化

为主，兼顾切断，加强纤维间的交织。阔叶短纤维，提高

打浆和分丝帚化，使导管细胞被压溃和碎片化，有利于

加强纤维间、纤维与导管细胞间的接触点和结合力[13]。

对机械短纤维，主要进行分丝帚化，减少切断，以保持

纤维适当的湿重。对回用损纸，分散疏解为主，不磨浆

或过磨不加压，减小纤维切断损伤。

3.1.4 浆料系统pH值

浆料pH值过低或过高，尤其是过于偏碱性时,会降

低纤维间的结合力，降低大多数纤维强度性能，安装在

线pH值仪器检测，或定时抽样检测浆料、白水和填料

等pH值。

3.1.5 增强剂

在浆内进行干湿强剂的添加，有利于提高纤维间

的结合力，也有利于改善印刷表面强度，添加干强剂可

以显著减少纸张正反面的掉毛量。

浆内添加淀粉、干湿强剂，或添加两性淀粉等助

剂，由于淀粉等与纤维具有良好的亲和性，有利于形成

结合键，增强纤维的结合强度，但不宜添加过量，易导

致系统电荷反转，反而造成保留率降低。

3.1.6 助留助滤剂

调整控制助留助滤剂的添加量，改善浆料的滤水

性能，提高细小纤维的保留，增加纤维间的接触点，有

表1  酶处理浆料掉毛减少率

浆料

掉毛减少率/%

德国

桦木浆

55

美国

枫木浆

40

加拿大

杨木浆

50

澳大利亚

桉木浆

60 70

巴西

桉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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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纤维结合强度。一般增加纤维保留的助留助滤

剂，在压力筛前后添加；增加填料保留的，在填料加填

之后再进行添加。

3.1.7 填料

滑石粉、碳酸钙等填料添加有利于填充纤维间的

空隙，改善纸张的平整性，增加纸张的柔性，提高纸张

的吸收性等，最重要的是填料替代纤维降低成本，但随

着灰分的提高，表面强度会不断下降，超出一定比例，

印刷时极易出现纤维脱落、掉粉等情况。

检查填料添加，确保填料添加均匀，控制合理的灰

分；或使用阳离子聚合物对填料进行预处理再加填，有

利于增强填料与纤维间的结合力。

3.1.8 表面施胶

纸张表面进行淀粉施胶，固化纤维与填料，增强纤

维间的结合力，且形成一层淀粉膜，改善印刷性能；表

面施胶量不足，淀粉成膜性差，纸张表面纤维极易遇水

起毛、脱落，影响印刷效果。

3.1.8.1 熬制和施胶

根据施胶机配置和施胶模式，确定表面胶熬制工

艺，包括熬制温度、熬制浓度、上胶浓度和黏度等指

标[14]，摸索稳定胶料黏度；调整增加施胶温度，一般在

60℃以上，或增加表面淀粉挂胶量，有利于改善掉毛掉

粉[15]。

3.1.8.2 使用木薯氧化淀粉替代玉米氧化淀粉

刘得胜等人[16]使用木薯氧化淀粉表面施胶，并与

玉米氧化淀粉的施胶效果进行对比，表面强度提高，

80%木薯氧化淀粉与20%聚乙烯醇效果更佳。

3.1.8.3 使用氧化阳离子淀粉替代氧化淀粉

张鹏等人[17]以木薯淀粉为原料，经过氧化醚化复合

反应和碱催化，使用真空干燥法制得氧化阳离子施胶淀

粉，该淀粉胶液能很好地渗入纸张孔隙，纤维结合更紧

密，降低液体渗入纸页的速度，表面强度测试较好。

3.1.8.4 酶转化淀粉

酶转化淀粉兼顾了施胶质量和表面施胶成本，但

需要严格控制原料添加顺序和熬胶温度控制等。王松等

人[18]采取先加α-淀粉酶后加淀粉，间隔搅拌2m i n，糊

化温度75℃，灭活温度98℃等进行酶转化淀粉熬制，表

面强度提高75%，掉毛掉粉现象减轻。

3.1.8.5 增强型表面施胶助剂

在表面施胶淀粉中添加表面施胶助剂、聚乙烯醇[19]

或单独使用聚乙烯醇进行表面施胶，能够更好地承受胶

版印刷油墨分离时产生的剪切力，减少对纸张表面不必

要的磨损，改善掉毛掉粉。

3.1.9 水分和紧度等成纸指标

纸张水分低，纤维脆性大、韧性小，印刷加工时短

小纤维极易受到外力因素影响脱落。适量增加成纸的水

分或者紧度[20]，加大压榨压力和压光机压力，能够使纸

张变得密实，纤维间结合强度增加，减少突出纸面未被

固定的纤维所造成的起毛现象[21]，且油墨和润版液等

更不易浸入迁移至纸页内，减少纸张印刷过程吸水，能

减少掉粉掉毛。

3.2 增强纸张抗水性

印刷时润版液水分降低表面淀粉膜强度，在纸张

内部纤维的扩散和渗透，会造成纤维间氢键断裂、纤维

结合力下降；而润版液等用量的多少，在较大程度上影

响纸张的吸水多少。

胶版印刷纸进行施胶，可以赋予纸张抵抗水等液

体渗透的特性和一定的湿强度；施胶度不够或假施胶,

会加重掉粉掉毛。生产时浆内施胶一般采用中性AKD

施胶剂或ASA施胶，极少部分仍采用硫酸铝与分散松

香胶配合的酸性施胶。

3.2.1 中性AKD施胶

AKD利用反应基团，直接与纤维素的羟基反应形

成共价键结合，呈现疏水性。由于其较为宽泛的pH浆内

施胶范围、价格低廉，为目前最为流行的施胶选择。

3.2.2 中性ASA施胶

ASA利用与纤维素羟基反应形成酯键，定向排列

疏水的碳氢链端伸向纸页外面，实现疏水性。ASA施胶

可以在较宽范围的pH（5～10）条件下使用。ASA乳化

设备成本高，一次性投资比较大，ASA施胶成本高，就

机台大小而言，仅适宜于大型机台选用。

3.2.3 抗水型表面施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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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施胶淀粉中添加使用抗水型表面施胶剂，如

中性AKD施胶剂或增效剂与AKD配伍应用在表面胶

中[22,23]，可以大幅缩短施胶熟化时间，有效改善表面

抗水性，避免了成品受外界温度影响不能继续熟化造成

“假施胶”等影响印刷使用情况的出现。

危志斌等人[24]在表面施胶中添加使用苯乙烯-

丙烯酸共聚乳液，并与添加AKD混合液相比较，施胶

效果更好，施胶剂用量降低至0.3k g/t,表面强度提高

16.5%，解决AKD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水解、泡沫多等

问题。

黄玉梅[25]使用改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抗水剂，表

面胶中添加15%比例的抗水剂，纸张表面抗拉毛强度

IGT检测值提高一倍。

3.3 改善纤维形态分布

改善纤维分布形态，保持纸面良好匀度，使纸张表

面印刷时与橡皮布接触尽可能保持均匀，纸面受到摩擦

力等机械力均匀一致，避免纸面局部受力不均造成的

掉毛掉粉。

3.3.1 浆网速比和喷射角度、着网点

在成形开始时的过量脱水，没有足够的湍动将导

致纸幅的密封，较高的真空将导致纤维Z方向排列较

多，甚至更多纤维末端站立并插入成形网中，出网部时

纤维从湿纸幅上拉下，匀度较差。

保证流浆箱液位或压力，使之达到浆网速度平衡，

保持浆速和网速理论上一致的流浆箱压头，适当降低

上网喷射角。

3.3.2 湿部成形脱水

调整上网浓度和脱水速率，一般上网浓度不低于

0.6%，良好成形和纸页匀度好，浆料、细小纤维和填料

等分布均匀，纤维间结合力均匀，后续脱水、压榨、干

燥、压光等受力均匀，有利于印刷时纸面与橡皮布等均

匀接触受力。

一般胶版印刷纸正面比反面更容易发生掉毛掉

粉，是单层成形脱水，正面的细小纤维和填料比例比

反面多，纤维结合力差引起的。某单层长网纸机单面脱

水，正面无辅助脱水设备，对该纸机产200g/m2胶版印

刷纸进行灰分检测(见图3)，平均灰分16.3%，按等阶推

理计算，正反表面灰分差值6%，正反面灰分偏差幅度

达36.8%。

在纸机湿部，双面成形脱水可以使纸张的结构最

优化，减少两面差，也比单面成形脱水造成的纸张掉毛

掉粉现象少。

3.3.3 成形网、毛毯和干网选型

成形网是纸浆进入纸机抄造脱水的关键影响要

素，成形网的层数、织法、线径等影响网部脱水速率和

成纸的匀度，进而影响纤维形态分布、细小纤维保留

等，要增加对成形网纤维支撑点数的关注，选择合适的

成形网。

图3  单层长网纸机产胶版印刷纸正反面灰分差分析

图4  烘干部一组不同透气度干网对纸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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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毛毯基网和表面植绒等情况会影响纸张表面

平整度等，要综合根据压榨部配置情况和纸张的客户使

用需求，进行毛毯选型。

进入烘干部，纸张干度一般达到48%以上，前几组

尤其是一二组干网仍然会对湿纸页产生较大影响(见图

4)，选择表面平整、透气度低的干网，会有利于纸面的

细腻度。

3.4 精细化操作和清洁生产

3.4.1 网部

网部真空布置按照低真空、高真空、真空伏辊等真

空度逐渐升高，一般出网部的干度在18%～20%。若纸

页干度低水分高，则会加大压榨部和干燥部的脱水负

荷，影响纤维结合力。

3.4.2 压榨部

压榨部纸页水分太高，影响纤维间的有效接触，纤

维结合力差，湿纸页强度低，易出现掉毛掉粉等情况。

提高压榨线压力，增加脱水，降低压榨进入烘干部的水

分，可使纸面变得更紧密，增加纤维间的接触点和结合

力。

保持毛毯清洁，避免因毛毯脏物造成已经成形的

纸面被损坏，尤其在刷车上纸前期，压榨毛毯未饱和处

于适应期[26]，纸页水分大，毛布和皮带等黏浆多，纸面

不平、易掉粉，要注意车速的控制。

3.4.3 烘干部

纸张纤维中半纤维素和木素软化温度随着含水量

的降低而升高，如进入烘干部纸张水分含量较高时，干

燥温度高，半纤维素和木素则会黏附在烘缸上，对纸张

表面造成损伤，发生掉毛掉粉。而且前几组烘缸温度过

高，纸页干燥过急、速度过快、水分散发不及时，易造

成纤维结构疏松多孔，纤维排列发生变化，表面起毛。

有效控制前几组烘缸温度，尤其是进入烘干部纸

页水分较大时，一是避免急干燥，二是控制烘缸温度低

于半纤维素和木素软化温度，有利于防止黏浆；如果需

要关掉几个烘缸，优先考虑降低前几个缸的温度和干燥

部末端的几个。

调整纸机烘缸温度曲线，按照“前段逐渐升温，中

间温度平稳，后段温度下调”原则，用射温枪等测量烘

缸温度，摸索调整控制参数。

检查控制好烘缸的传动负荷[27]，或者说控制烘缸

冷凝水积水及时排出更直接。烘缸内有过多未及时排出

的冷凝水积水，冷凝水的冲力会对烘缸齿轮和转速形

成影响，烘缸传动负荷增大，摩擦磨损缸面，也会影响

缸温表面干燥，加剧纸张的掉毛掉粉。

保持烘干部清洁，避免纸毛纸粉黏附到纸面：烘

缸安装使用带刮刀盒的清理刮刀，定时检查刮刀和清理

纸毛；清理纸毛时，使用带有负压抽吸功能的工业吸尘

器；检查干网、烘缸和导辊，去除胶黏物等脏物，避免

因干网等脏物造成纸面被破坏。

3.4.4 消除静电

纸张水分过低时，与烘缸、压光机等设备接触摩擦

会产生静电，极易吸附纸毛纸粉，且极难去除，造成印

刷障碍。适当提高成纸水分，浆内或表面胶添加防静电

剂或静电消除剂，在出压光机的位置安装静电消除器

等，减少纸张静电。

3.4.5 后完成

纸张进行复卷分切，会产生纸粉纸毛，尤其是加入

化学机械浆纸种，更易在复卷分切时出现纸毛纸粉，在

复卷机和分切机位置需要配备吸尘设备，适当控制加

大抽吸力，将产生的纸毛纸粉等尽可能抽吸走；复卷或

分切完毕的半成品或成品，要及时使用塑料薄膜等缠

包防护；严禁使用气管吹扫设备，设备停机时再清理干

净，减少纸毛粉尘进入纸面的机会。

底刀和圆刀更换较好的材质，定期更换底刀、圆刀[28]，

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出现毛边，如出现毛边用抹布或百洁

布擦拭端面。

3.4.6 现场生产

减少环境粉尘带入纸面的机会，有计划地针对烘

干部、施胶或涂布机、压光机等生产设备、车间生产环

境开展清洁工作，并在刷车检修时彻底清理。

4  结论

印刷中出现掉毛掉粉原因不一而论，从纸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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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09]

方面来说，受纤维结合力、纸张抗水性、纤维排列和清

洁生产等影响较大，从这几方面着手加强改进。

4 .1 含短小纤维和导管纤维较多的纤维原料，尽可能

减少用量比例，增加长纤用量，调整磨浆质量和控制浆

料的pH值，用好增强剂和助留助滤剂等湿部助剂，改善

细小纤维保留，增加纤维结合强度，稳定成纸灰分、水

分和紧度等指标。

4 . 2 改善优化施胶工艺，适当增加纸张的抗水性，采

用ASA和AKD施胶，在允许的条件下，表面施胶淀粉

中添加AKD、AKD与增效剂、表面施胶剂等抗水性助

剂，有利于改善抗水性，提高表面强度。

4 . 3 加大对纤维形态分布、纸张匀度等把控，必要时

成形网、毛布和干网重新进行选型。

4 . 4 生产过程精细化控制，改善网压部脱水效率，调

整压榨部脱水线压力、烘缸温度曲线和烘缸积水，消除

静电和保持清洁生产，减少纸毛纸粉吸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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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浅述高浓磨浆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结合伸性纸的

产品特性，介绍了高浓打浆技术在伸性纸生产过程的应用及

设备操作、维护要领。

关键词：高浓打浆；伸性纸；磨片参数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 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s of high-concentration pulping,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of extensible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high-concentration pulp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extensible paper,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Key words: high-concentration pulping; extensible paper; plat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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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限塑令的出台，纸袋的应用范围逐

步扩大。伸性纸作为制作工业用纸袋的原纸必须具有一

定的强度来满足使用的需求，随着林木资源的匮乏和环

保政策实施，导致纤维原料供应紧张、质量下降，在现

在的条件下只有不断优化生产工艺，采用新技术来提高

伸性纸的产品质量。运用高浓打浆技术可使用较低档的

纤维原料生产伸性纸袋纸替代普通纸袋纸，具备吸收

性强、破包率低等特点，两层95g/m2伸性纸可替代三

层80g/m2普通纸袋纸（按国家纸袋标准要求），大大节

省了纸张消耗。高浓磨浆技术就是在30%浓度下通过高

浓磨浆设备来制得浆料，浓度25%左右的浆料在磨浆机

的磨区内使纤维与纤维之间产生揉搓、扭曲、卷曲，使

纤维发生分丝帚化而尽可能地避免被切断，从而提高纸

张的结合强度，使纸张有较高的孔隙率，达到一定透气

度标准，制袋后达到承重包装的效果。

1  高浓磨浆机设备介绍

高浓磨浆机有国产和进口设备，目前国内制浆造纸

企业使用较多的是进口的福伊特公司、维美德公司的产

品。为了解决生产过程中因浆料浓度大导致浆料流动性

差等问题，高浓打浆系统设计采用附有强制喂料装置的

盘式磨浆机，浆料通过喂料螺旋推进器进入高浓盘磨

机中进行磨浆。目前我公司PM7机所用高浓磨浆系统是

芬兰维美德公司提供的全套打浆设备。整套磨浆机系统

包括了高浓除砂器、双辊挤浆机、高浓磨浆机。双辊挤

浆机采用液压电机驱动，通过调整扭矩来调整双辊挤

浆机的转速，实际是调整液压电机的驱动液压压力。液

压压力越大，双辊挤压压力越大，双辊挤浆机的转速越

图1  磨片磨区示意图

低，经过双辊挤浆机挤压后的浆料浓度就越高，喂进高

浓磨磨室的浆料浓度达到所要求的工艺标准。一般压

力控制范围在5～9MPa，转速一般不低于2.5r/min，出

挤浆机浓度一般在30%左右。

为了避免浆料里面混有铁器、石块等硬物，进入系

统后损坏设备，在进挤浆机之前，安装有高浓除砂器，

除去浆料里面可能存在的异物，避免损坏设备或磨片。

高浓除砂器在生产过程中完全实行自动化控制，进除砂

器的浆料浓度一般控制在4.5%以下，进除砂器的进浆

压力控制在300kPa以上，除砂器压差需保证在100kPa

以上。

经过除砂提浓后的浆料通过破碎螺旋和喂料螺

旋，进入高速转动的高浓磨磨腔室里面进行磨浆。磨

室是由定盘和动盘组成，每个盘安装有18块磨片，转子

是由高效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转速可达1492r/m in，

电机额定功率为3550kW；动盘进退刀装置采用液压电

机远程驱动。磨浆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进料

区或破碎区、过渡区或粗磨区、精磨区，经过这三个磨

区后，浆料从磨片之间被高速甩出，进入浆池。如图1所

示。     

高浓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特别注意磨片振动和

轴承振动两个指标。磨片振动不能超过15%，轴承振动

不能超过2.5m m/s，否则就要考虑是否磨片磨损或者

磨片异常损坏，更换磨片。

2  高浓磨浆+低浓打浆流程

生产伸性纸的原料是化学针叶浆，纤维长、强度

高，由于高浓磨浆后打浆度低，纤维仍保留较好的长度

与强度，且浓度高达25%，不利于上网浓度控制，成纸匀

度很难得到保证。为了取得纤维强度高、匀度好的伸性

纸，我们在高浓磨浆流程后经过浆料的消潜，再利用锥

磨来低浓打浆。通过高浓磨浆来提高纤维的强度，利用

锥磨的低浓匀整来改善成纸的匀度，充分发挥高浓磨浆

与低浓打浆两个阶段优势互补来取得良好纤维状态，从

而提高伸性纸的强度和透气度。

如图2所示，在运行过程中需注意双辊挤浆机的进

浆浓度必须保证在3.5%以上，否则进挤浆机的浆料浓

度波动或较低，导致挤浆机转速过低，联锁保护跳停，

挤浆机进料腔室里面被大量的浆料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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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浓打浆流程 

3  高浓打浆控制程序

在生产过程中，高浓除砂器的供浆泵投入自动控

制，而且泵后出口阀门以及进挤浆机的流量调节阀门均

投入自动控制，因此会出现多个控制点控制一个变量，

如图3所示，例如进挤浆机的流量同时被供浆泵的转速

和进挤浆机的流量调节阀两个点来控制，进除砂器的

压力同时被供浆泵的转速和泵出口阀两个控制点来同

时控制，这就会导致系统浆料压力、流量不稳定，波动

范围更大，导致高浓磨磨机的功率和磨片振动值高，系

统运行不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在来浆浓度

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将供浆泵、泵后出口阀以及进挤浆

机的流量调节阀投入手动状态，手动调节到合理的供

浆流量，则高浓磨功率和磨片振动值均会相对稳定许

多。

4  生产伸性纸时高浓磨浆机的工艺控制

伸性纸袋纸主要用于水泥包装，在水泥灌装的过

程中，是通过流水线式机械灌装入袋。因此，为了避免

在装袋和运输过程中破损，作为制袋的伸性原纸既要

求有很高的物理强度、伸长率，同时又要求有较高透气

度。为了满足伸性纸的质量要求，其生产过程中工艺有

其独有的特点。

4.1 高浓磨浆工艺条件

4.1.1 除砂浓度

进除砂器的浆料浓度控制在4.5%以下，进除砂器

的压力范围一般在300k P a以上，除砂器压差需保证在

100k P a以上，只有满足合理的工艺条件才能有效地去

除石块、铁屑等重杂质，洁净的浆料进入双辊挤浆机不

至于损坏挤浆机的转鼓，保证高浓磨浆机的安全运行。

4.1.2 挤浆要求

进入挤浆机的浓度大小决定着高浓磨浆效果和

磨浆质量；进入双辊挤浆机的浆料浓度一般是4.5%以

下，在一定范围内浓度越高挤浆效率越高，经过双辊挤

浆机挤压后的浆料浓度就越高，高浓磨浆机磨出的浆

料质量越好；但浓度超出一定范围，太高则高浓磨后浆

料消潜困难，给低浓磨供浆带来系统流送障碍；若浓

度太低，挤浆机转速太低会跳停；一般压力控制范围在

9MPa以下，挤浆机转速一般不低于2.5r/m i n，出挤浆

机浓度在30%以下。

4.1.3 原浆质量

经过氧脱木素后原浆打浆度控制稍低会保留更好

的强度；浆料纤维湿重越高越有利于成纸强度，湿重较

高则表明纤维较长，生产出的伸性纸抗张强度越高且

越稳定。 

4.1.4 高浓磨机运行控制要求

生产中将高浓磨磨机功率控制在2500kW以下，

比能耗控制在280kW以下时生产动力消耗就越低，磨

浆效率越高；经过高浓磨磨浆后浆料打浆度会提高1～

2°SR，浆料的湿重会轻微下降3～5g。

在生产运行控制中，要确保高浓磨的磨片振动一

般不超过20%，轴承振动一般不超过

2.5mm/s；空运转时轴承振动一般在

1.0mm/s；新更换的磨片刚上机时，

磨片振动会在4%以下，轴承振动一

般在1.5mm/s以下，振动越小则高浓

磨浆机的运行就越稳定，磨浆效率越

高。

4.2 高浓打浆对浆料性能的影响

高浓打浆后打浆度基本不变，纤

图3  高浓除砂器、挤浆机、高浓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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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湿重有些许下降，说明高浓磨在打浆过程中更多的是

对纤维进行分丝帚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纤维长度而

很少被切断，如图4、图5所示，因此在生产伸性纸袋纸

时，就能够保证纸张撕裂指数的要求。　　

通过对浆料经过高浓磨前后的指标检测对比，结

果表明，高浓磨浆时纤维以分丝帚化为主，其长度未发

生明显变化；而低浓打浆则以切断、水化为主，短纤维

和细小纤维比例显著多于长纤维，所以打浆度上升较

快，其滤水性能随着打浆度的上升而下降。在纤维形态

方面，经过高浓磨浆的纤维其细纤维化程度要大于低

浓打浆。另外，经过高浓磨浆的纤维因挤压和高温而呈

扭曲状，经过低浓打浆的纤维受磨片的切断与挤压而呈

宽带状。 

由于高浓磨浆时纤维以揉搓分丝帚化为主，充分

地保持纤维的长度和强度，因此其纸浆的撕裂度高于

低浓打浆的撕裂度。同时，由于浆料经高浓磨浆揉搓后

纤维多呈扭曲状，提高纤维收缩能力，可以明显改善伸

性纸的收缩性能，这种情况对于提高伸性纸袋纸的产

品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浆料经过高浓磨浆后，纤维收

缩性很高，在干燥时纸张的收缩率也会随之增加，但通

过伸性装置的整饬后纸张可塑性、关键性的质量指标抗

张强度和伸长率呈大幅度地增加，最终提高伸性纸袋

纸的抗张能量吸收值，这点对伸性纸袋在装袋时起到

缓冲作用，减少破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 . 3 高浓磨浆+低浓打浆方式对伸性纸产品质量的影

响

常规的低浓打浆主要是以切断、压溃纤维为主，短

纤维和细小纤维的比例大于长纤维，因此滤水性能低

于高浓打浆的浆料，打浆质量较差。采用高浓磨浆+低

浓打浆方式可以充分发挥两段打浆的优势，既保留纤维

长度、强度，又保证了浆料均匀性和滤水性；利用其浆

料生产的伸性纸在抗张强度、伸长率等质量方面明显优

于普通打浆的伸性纸质量，其关键指标表现在：撕裂

指数会高出普通打浆产品3～5mN.m2/g、伸长率较低

浓打浆的产品高出20%、透气度较普通打浆的产品高出

50%、纵横向抗张强度比例更协调，且比普通打浆的产

品质量高出30%。

4.4 高浓磨打浆后的注意事项

(1）经过高浓磨浆机打浆后，浆料容易着色，例如

在由高强纸改产伸性纸时，成纸白度约下降1.0%ISO、a

值约上升0.2，b值约上升0.5，因此需要注意调色，保证

颜色的稳定。

(2）投用高浓磨后，系统白水浓度会下降，留着率

会上升，一般留着率会上升4%左右的幅度。

5  高浓磨运行过程中常见故障及措施

5.1 磨片振动问题

在生产调试阶段，高浓磨磨片振动较高，可以达到图5　高浓磨浆纤维长度检测

图4　未打浆纤维长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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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上，影响高浓磨的正常运行，经过与维美德厂家

技术人员交流沟通，对磨片进行改型，在原来机磨片基

础上将磨片的磨齿宽、槽深、槽宽均减小，并且将原有

动盘磨片上的排气槽去掉，同时将动盘与定盘磨片的进

料区设计成具有一定斜度的进料区，经过上机使用发

现，改型后的磨片运行过程中磨片振动大幅降低，且运

行较为稳定。改型前后的磨片型号如图6、图7所示。   

经过分析，改型之前的磨片经常出现在磨片的精磨

区磨齿一圈会被损伤，上机使用周期较短，经过改型后

的磨片，提高了使用周期，并且磨片的振动也相对较低

且稳定。相对于原来使用的磨片齿型，新推荐的齿型磨

齿和沟槽更窄。在精磨区使用了对浆料有滞留作用的磨

齿角度设计。这两点都保证了磨片更容易捕捉到纤维，

进而对纤维进行更高效的做功以完成更多的分丝帚化

并进一步对纤维进行打浆。同时，和原来的齿型相比，

这种设计可以在更大的（动盘与静盘磨片）间隙下就达

到所需的功率，大的运行间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磨机

的运行稳定性。

图7  改型后磨片

磨片参数：齿宽1.5mm，槽宽2.0mm，槽深：6.0mm
[收稿日期:2020-04-27(修改稿)]

图6  改型前磨片

齿形参数：齿宽2.2mm，槽宽2.5mm，槽深6～8mm

5.2 系统控制问题导致高浓磨功率波动

主要是通过把供浆泵转速、泵出口阀门、进挤浆机

流量调节阀投手动，解决因多个控制点控制一个变量从

而导致进挤浆机绝干量波动，造成高浓磨功率波动的

问题。

5.3 高浓磨轴承振动问题

主要表现在新磨片上机之后，刚开机运行时出现

轴承振动快速上升，可以达到2.5mm/s甚至以上。分析

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磨片架中心圈的导流装置磨损严重，

导致浆料进入磨腔不均匀，也有可能是在磨片安装时，

磨片架上的积浆没有清理干净所造成。

6  结论

为了能有效提升伸性纸的产品质量，我们采取在

高浓磨浆浆料消潜后，再过锥磨低浓打浆。通过高浓磨

浆来提高纤维的强度，利用锥磨的低浓匀整来改善成

纸的匀度，充分发挥高浓磨浆与低浓打浆两个阶段优势

互补来取得良好纤维状态，从而来提高伸性纸的物理强

度和透气度。利用两段打浆生产的伸性纸在抗张强度、

伸长率等质量方面明显优于普通打浆的伸性纸质量，

其关键指标表现在：撕裂指数会高出普通打浆产品3～

5mN.m2/g、伸长率较低浓打浆的产品高出20%、透气

度较普通打浆的产品高出50%、纵横向抗张强度比例更

协调，且比普通打浆的产品质量高出30%。运用高浓磨

浆技术能够明显提高伸性纸成纸的物理指标是个技术

发展方向，它可适用于处理针叶浆、阔叶浆和非木浆等

纤维原料，为利用长纤与短纤的混合纤维浆生产功能

性的特种工业用纸提供了技术支持。 

但高浓磨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用电功率大、能

耗高、高浓磨浆设备精度要求严格，尤其是对于磨机维

护保养要求特别高；对于特种用纸的尺寸的稳定性、挺

度等指标影响较大,这些情况在生产过程中要引起重

视，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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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灰计量螺旋输送介质为石灰，两侧为盘根填料密

封形式，因石灰大小不均、硬度较大且含有大量石灰粉，螺旋

的不稳定性及石灰粉对盘根填料的磨损非常大，导致两端盘

根填料处石灰粉泄漏非常严重，而且盘根使用周期极短。针

对此种情况，对石灰计量螺旋的结构进行研究并加以改造，

解决了石灰粉泄漏的问题。

关键词：石灰；计量螺旋；盘根密封；结构形式；改造

Abstract: The conveying medium for the lime metering screw 
is lime, which is sealed on both sides as packing filler. Due to 
the uneven size and hardness of the lime and the large amount of 
lime powder,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crew and the wear of the lime 
powder on packing seal is very large, resulting in serious leakage 
of lime powder and shortening life cycle of the packing. In this 
case, the structure of the lime metering screw was studied and 
modif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ime powder leakage.
Key words: lime; metering screw; packing seal; structure form;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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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产物，经900～1100℃煅烧而成。石灰具有较强的

碱性，在常温下，能与玻璃态的活性氧化硅或活性氧化

铝反应，生成有水硬性的产物，产生结垢。在以石灰为

原料生产加料中，均是通过石灰仓由螺旋加料器进料，

并使用螺旋加料器进行计量。如图1所示为石灰计量螺

旋的现场安装情况，整机共有三部分组成：动力部分、

螺旋、外壳（两节）。其中动力部分是变频调速，通过改

变电机的输出转速来控制石灰的加入量，通过计算使

计量螺旋的输送量与转速成正比关系，电机的工作参

数如表1所示。

改造前传动电机位于计量螺旋的进料端，如图2所

示，通过石灰仓下料的石灰首先进入给料器前端并与

螺旋片接触，由于此时的石灰来源于石灰仓，这时的石

灰是充满整个进料端壳体内且有一定的压力。由于石灰

本身的特性，在输送和上料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粉末，计

量螺旋传动轴与壳体之间是采用盘根填料密封的，而

螺旋的不稳定性及石灰粉对盘根填料的磨损非常大，

随着运行时间的加长，此处的填料密封很快失效，造成

密封不严，大量的石灰粉末会从此处流出来，由于粉末

颗粒小，会造成粉尘飞扬严重，环境恶劣。不但增加工

人清理工作量，而且车间粉尘污染严重，对作业人员造

成健康威胁，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停机，生产作业效率

低。同时对电机的使用产生影响，盘根使用周期极短，

变相增加使用成本。虽然尝试改用多种密封料和方法

进行改进，但是由于此处工况环境恶劣，石灰粉本身具

有很强的腐蚀性，多次试验效果都不理想。

3  石灰计量螺旋的结构改造

为了彻底解决石灰计量螺旋现有的问题，根据现

场实际运行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改变

传动电机的位置，把电机由进料端（石灰仓下）改到出

料端（石灰进消化器处），即由原来的“推料”形式改为

制浆生产中，碱回收的过程就是把黑液经过蒸发

浓缩燃烧后变成绿液（黑液燃烧形成的熔融物溶于水

中形成黄绿色的液体称为绿液，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钠

和硫化钠），然后用石灰苛化，重新转变成蒸煮所用的

浓白液，其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硫化钠[1，2]。

1  苛化反应概述

苛化的目的在于将石灰加入到绿液中，使碳酸钠转

换为氢氧化钠，沉淀物碳酸钙或白泥从苛化液中分离。

所得的澄清液为白液，白液送往蒸煮车间供蒸煮使用，

白泥则送白泥回收设备煅烧后回收使用[3]。

太阳纸业有一条390t/d白液的碱回收线，通过几

年的运行实践经验，认为消化及苛化的工段仍有许多

有待改进的地方。在消化生产中，石灰是最大的原料消

耗，也是关系生产是否稳定运行的关键。

消化反应的方程式为：

CaO+H2O→Ca(OH)2+热量               (1)

苛化反应的方程式为：

Na2CO3+Ca(OH)2 2NaOH+CaCO3     (2)

苛化反应是一个可逆反应，石灰量的增加使平衡

正向移动。因此精确地控制石灰的加入量是稳定生产

的关键，有效氧化钙含量大于85%的质量分数，并要求

颗粒直径小于30mm，最好为15～30mm之间，这样的

颗粒直径表面积

大，能与绿液充

分反应[4]。

2  石灰计量

螺旋改造前存

在的问题

石灰是一种

以氧化钙为主要

成分的气硬性无

机胶凝材料。石

灰是用石灰石、

白云石、白垩、贝

壳等碳酸钙含量

表1  电机参数

参数

数值

速比

50.86

安装

方式

M1

输出扭矩

/(N.m)

3660

频率

/Hz

50

功率

/kW

11

转速/

(r/min)

1460/29

变频

模式

VPWM

图1  石灰计量螺旋改造前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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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料”形式，并且将下料口加大，此外由于该螺旋轴

是非全叶片的，所以输送来的石灰在到达下料口处就

全部落入消化器内而不会充满整个下料端，使得石灰不

与填料密封接触，避免了磨损并达到无泄漏的目的。进

料端由轴承支撑改为带端盖的钢套支撑，缩短进料端

的轴长度，使轴在钢套内运行，外部的钢套既能作为螺

旋的支撑点又与进料端壳体采用螺栓无缝联接，此端

的石灰粉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从而实现无泄漏，解决

了粉尘飞扬的问题。改动后电动机功率无需增加，设备

材料无需更换，通过运行观察完全满足生产需要，无需

增加额外投资，经改造后石灰计量螺旋的结构如图3所

示。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将加灰螺旋备机原下料口切除，更换直径较大

的下料管。                    

(2）将螺旋轴进料与出料端换位，由原来的“推

料”改为“拉料”，并将附件安装。        

(3）通过现场测绘、计算、制作加工图纸。                                   

(4）通过机加工将所有备件加工完成。                                        

(5）将螺旋轴装入壳体，将电机侧盘根室安装到端

盖，并安装轴承及轴承座。      

(6）将非电机侧按照图纸要求装入钢套，将螺旋轴

托起。                        

(7）安装联轴器等附属设备。                                                

(8）手动盘车直至轻快。                                                    

(9）利用检修的机会更换整机，开机后试运行。

4  结论

通过对石灰计量螺旋漏料问题严重的情况进行分

析，发现螺旋的不稳定性及石灰粉对盘根填料的磨损非

常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盘根密封磨损失效，造

成大量的石灰泄漏。通过不断的尝试并提出创造性的

改进方案，改变了原石灰计量螺旋的结构形式，避免了

漏料问题的产生，提高了工作效率，不但改善了工作环

境，而且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工作量，具有经

济、环保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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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石灰计量螺旋改造前结构

1-石灰仓  2-下料管  3-进料管  4-进料法兰  5-控制阀  6-计

量仓  7-出料管  8-转轴  9-螺旋叶片  10-轴承室  11-联轴器 

12-减速机  13-填料密封  14-计量仓法兰

图3  石灰计量螺旋改造后结构

1-石灰仓  2-下料管  3-进料管  4-进料法兰  5-控制阀  6-计

量仓  7-下料管  8-转轴  9-螺旋叶片  10-轴承室  11-联轴器 

12-减速机  13-填料密封  14-计量仓法兰  15-过渡板  16-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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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在涂布白纸板面

涂涂料中的应用。结果显示：巴西高岭土与美国高岭土相比，

2μm粒径以下的含量低、分散制备黏度低、更易分散；巴西

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后，成纸IGT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印

刷发花效果变化不明显；随着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比

例的提高，成纸白度、光泽度呈降低趋势，替代比例大于40%

后降低明显，不能满足成纸质量要求；替代比例低于40%时，

成纸白度、光泽度降低不明显，能够满足成纸质量要求。综

合分析，巴西高岭土可以替代40%美国高岭土用于涂布白纸

板。

关键词：巴西高岭土；美国高岭土；涂布白纸板；光泽度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razilian Kaolin replacing American 
Kaolin in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was studied he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American Kaolin, Brazilian Kaolin 
has lower particle size content of less than 2μm, lower viscosity 
and easier dispersion. The surface strength, ink absorption and 
printing effect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using Brazilian 
Kaoli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Brazilian Kaolin, 
paper whiteness and glossiness decreased. While the substitution 
ratio was more than 40%, paper whiteness and glossiness dropped 
greatly,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 But when 
the replacement ratio is less than 40%, paper whiteness and 
glossiness are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aper can be met. I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razilian Kaolin 
can replace 40% of US Kaolin for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Key words: Brazilian Kaolin; American Kaolin;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glossiness

巴西高岭土在涂布白纸板中的应用
⊙ 仲昭琳1  黄建林2

（1.东营润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山东东营 257000；2.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寿光 262700）

Application of Brazilian Kaolin in coated white paperboard
⊙ ZHONG Zhao-lin1, HUANG Jian-lin2

(1.Dongying Run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chool Co., Ltd., Dongying 257000, Shandong, China;
2.Shandong Chenming Paper Group, Shouguang 2627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12-0063-03

仲昭琳 女士

工程师，现任东营润禾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副校长。

生产实践PRoDucTion

63
Jun., 2020  Vol.41,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作为主要涂布颜料的高岭土，以其优良的遮盖力、

较高的光泽及平滑性能，在涂布白纸板表面涂布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1，2]。世界上高岭土资源主要集中在欧洲、

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而开发高岭土的国家主要有美

国、法国、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因美国高岭土分散好、光

泽度高等优点，目前在国内涂布白纸板中应用较多，但

是随着开采量的增大，美国高岭土价格也逐年上涨，人

们开始研究其他产地高岭土的使用[3，4]。

表1  涂料配方

化学品名称

95级浆钙

高岭土

丁苯胶乳

CMC

抗水剂

润滑剂

份数

70

30

11

0.3

0.3

0.25

本文主要研究了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用于

涂布白纸板面涂涂料中的使用效果。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美国高岭土、巴西高岭土、涂料化学品、未涂布原

纸（均取自山东某造纸厂）。

1.2 实验方法

1.2.1 高岭土常规指标检测

按国标GB/T 14563-2008检测美国和巴西高岭

土常规指标。

1.2.2 高岭土制备及指标检测

使用巴西高岭土替代部分或全部美国高岭土（替

代比例分别为0、20%、40%、60%、80%、100%），按

70%固含量分散制备，制备过程中添加相同量火碱及分

散剂，搅拌相同时间后检测高岭土黏度。

1.2.3 涂料的制备

按涂布白纸板面涂涂料配方（表1），分别使用以上

分散好的高岭土制备涂料，检测涂料指标。

1.2.4 纸页的涂布及涂布纸性能的检测

用实验室刮棒涂布机对未涂布原纸进行涂布，涂布

量控制12g/m2；压光后检测成纸指标，成纸白度、光泽

度、油墨吸收性、IGT表面强度等指标按照相关国家标

准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高岭土常规指标

按照国标分别检测了美国和巴西高岭土常规指标

（表2），各项指标均符合国标优级品标准，巴西高岭土

与美国高岭土相比，～2μm粒径含量低、黏度低。

2.2 高岭土分散制备效果

按70%固含量分散制备高岭土，随着巴西高岭土

替代美国高岭土比例的提高，高岭土制备黏度逐渐降

低，添加巴西高岭土后更易分散。如图1。

2.3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涂料指标的影响

随着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比例的提高，涂

料黏度有降低趋势，但降低不明显，不影响涂料使用；

表2  高岭土常规指标

项目

美国

巴西

pH值

7.36

7.54

～2μm粒径

含量/%

99.2

95.1

黏度/

(mPa.s)

287

202

白度

/%

88.7

88.1

0.0025

0.0019

45μm筛

余物/%

表3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涂料指标的影响

巴西高岭土比例

/%

涂料黏度/(mPa.s)

涂料失水值/(g/m2)

20

1900

141

0

1920

142

40

1860

139

60

1860

145

1840

137

80

1800

146

100

图1  高岭土分散制备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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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巴西高岭土用量的提高，成

纸白度逐渐降低。当巴西高岭土替代40%美国高岭土

时，成纸白度降低幅度不大，能够满足成纸质量要求；

但继续提高替代比例后，成纸白度降低就比较明显了。

2.4.3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成纸光泽度的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随着巴西高岭土用量的提高，成

纸光泽度逐渐降低。当巴西高岭土替代40%美国高岭土

时，成纸光泽度降低不明显，能够满足成纸质量要求；

继续提高替代比例后，成纸光泽度降低明显。

涂布白纸板面涂涂料使用高岭土最主要的目的是

提高成纸光泽度，当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比例

大于40%时，成纸光泽度降低幅度大，不能满足质量要

求。

3  结论

3 .1 巴西高岭土与美国高岭土相比，～2μm粒径含量

低、黏度低、更易分散。

3 . 2 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土后，涂料指标及成

纸IGT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印刷发花效果变化不明

显。

3 . 3 随着巴西高岭土替代美国高岭比例的提高，成纸

白度、光泽度呈降低趋势。替代比例大于40%后降低明

显，不能满足成纸质量要求；替代比例小于40%时，成

纸白度、光泽度降低不明显，能够满足成纸质量要求。

综合分析，巴西高岭土可以替代40%美国高岭土用于涂

布白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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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保水效果无明显变化。如表3。

2.4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成纸指标的影响

2 . 4 .1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成纸表面强度及印刷效果的影

响

使用巴西高岭土替代部分或全部美国高岭土后，

成纸IGT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以及印刷发花效果变化

不大，说明巴西高岭土对这些指标影响不大，能够满足

成纸质量要求。如表4。

2.4.2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成纸白度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0-03-26]

图2  巴西高岭土用量对成纸白度的影响

图3  巴西高岭土对成纸光泽度的影响

表4  巴西高岭土对成纸其他指标的影响

巴西高岭土比例

/%

IGT表面强度/(m/s)

油墨吸收值/%

印刷发花效果

20

1.81

26.31

优

0

1.85

26.03

优

40

1.83

25.99

优

60

1.82

26.87

优

1.86

25.64

优

80

1.85

26.15

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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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链排机在运行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堵料卡死现象，操

作人员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就会频繁正、反转操作设备，由于

采用直接启动的电气控制方式，启动电流很大（5～7倍电机额

定电流），对设备、电机、控制元器件甚至电网等造成很大的

冲击损害，由于长期频繁的故障对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操作

和维护劳动强度很大。通过多次跟踪观察生产操作情况，仔

细分析原因，找到了链排机生产厂家控制设计缺陷，利用变频

控制方式取代直接启动控制方式，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链排机；正反转；直接启动；变频控制

Abstract: Blocking often occurs in the operation of chain 
conveyor. In order to recover production, workers often operate the 
equipment in reverse and forward direction. Since the direct start 
electric control mode is also adopted, the starting current is very 
large (5-7times of the rated current of the motor), which causes 
great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motor, control components and 
even the power gri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labor is intense 
due to the frequent breakdown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production. By observing the production for 
times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carefully, the defects in control 
design from the chain conveyor manufacturer were found, and the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mode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direct 
start control mode, which has obtained a good result.
Key words: chain conveyor; rotate forward and reverse; direct 
start;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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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控制缺陷

在目前市场上链排机电机的电气控制方式几乎都是采用的接触器直接启动，同时利用两个

接触器互锁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运行。岳阳纸业股份公司切芦苇生产线上使用的链排机如图

1、图2所示。共有4条生产线，芦苇通过挖机送至运输皮带上，运输过程中再由生产操作人员根

据芦苇多少，用竹竿等工具将其分配均匀，然后送至链排机挤压，再送至切刀切断，工况条件特

殊。由于操作人员个人判断和操作经验不同，上料多少不同，链排机在运行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堵

料卡死现象，这时操作人员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就会频繁正、反转操作设备，由于也是采用直接

启动的电气控制方式，启动电流很大（5～7倍电机额定电流），对设备、电机、控制元器件甚至电

网等造成很大的冲击损害，由于长期频繁的故障对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操作和维护劳动强度很

大。 

自投入使用以来，故障非常频繁，主要有以下现象：

(1）经常性的链排机链条断裂。

(2）接触器触点烧坏。

(3）热继电器躲不过长时间的启动电流而动作，设备启动不了。

(4）电机长期承受大电流，电机绕

组过热老化发黑，平均每月烧电机2～4

台。

(5）对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电耗

大，生产成本很高。

(6）操作和维护检修劳动强度很

大。

针对这种现象，起初采用了增大

接触器等电气增容方法，烧接触器的

问题解决了，但出现了频繁烧电机的现

象，设备损坏、链排机卡死现象仍然时

有发生，效果并不明显。为了扭转被动

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找到原因。

如图3，改造前链排机直接启动的

电气控制方式。                             

图3所示，当转换开关SA转到“自

动”位时，链排机就通过P LC按照预

定程序进行工作，当出现堵转、卡料或

其他故障时，操作人员就会将转换开

关SA转到“手动”位，反复按动按钮

KM1和KM2进行正反转操作，直到卡

料退出后堵转消除，如此频繁操作，电

机会长期承受5～7倍额定电流，链排机

受到的冲击很大，严重影响使用寿命，

故障频繁发生。

图1  链排机 图2  芦苇入口

图3  改造前的电气控制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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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20]

2  变频改造具体实施方案

通过多次跟踪观察生产操作情况，发现了链排机操作

工艺的特点，找到了链排机生产厂家控制设计上的缺陷。

本改造的目的是在低成本投资、安装使用简单方便的基础

上，解决设计缺陷，利用变频控制方式取代直接启动，通

过设置优化变频器参数，实现电机解决平滑启动和停止，

避免链排机在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对设备、电机、电气元

器件甚至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损害等，长期的故障对生产

造成很大影响，操作和维护劳动强度很大等问题。

为了简化生产操作，通过设置优化变频器参数，根据生产实际情况以及生产操作人员操作习

惯，设定变频器恒速运行，并且可以根据生产排产计划安排要求来调整变频器恒定速度，彻底解

决了以上问题。运行4年来，没有出现过以上故障，同时节能效果也非常明显，一次性设计投入，

多年受益。

改造成为变频控制方式以后的线路如图4。 

图4所示，利用变频控制取代直接启动控制，变频器适合频繁正反转工况环境，具有响应速

度快、启动平滑、调试范围广以及功能强大等特点，完全满足链排机控制的各种工艺要求。

3  变频改造后的效果

针对链排机直接启动的电气控制方式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将变频控制方式取代了原来直

接启动控制方式，本改造结构简单、改造工艺简单、操作直观方便、改造成本低，存在以下优

点：

(1）实现平滑启动，避免机械冲击，保护设备。

(2）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大电流频繁烧坏接触器和电机的现象，延长电器设备使用寿命。

(3）通过调整变频器过载保护值，避免堵料与机械卡死链排机，提高设备运转率，可靠性提

高，提高了生产效率。

(4）降低劳动强度，变频改造使设备运行更加稳定可靠，操作更加方便直观，降低了劳动强

度。

(5）降低设备维护成本：一次投入，多年受益，降低设备维护维修成本。

(6）节能：经过工艺测算，每台设备每年可节约电费13000元，两年可收回投资成本。

(7）安全高效：可根据生产需求和操作者个人习惯，自由设置电机转速，既安全又高效。

4  结束语

变频控制替代直接启动在切苇链排机电机控制上的使用，此次变频改造案例取得了成功。

具体使用时，可根据现场安装环境和工艺操作要求灵活运用、量身定做，调整变频器参数来满足

所需工艺条件，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同时也需要改造简单，方便维护，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

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劳动强度以及达到节能的效果。

图4  改造后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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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悬浮槽装置的废纸制浆净化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0863383 A

发明人：王建平　黄鹏程　陈林忠

申请人：嘉兴市博莱特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具有悬浮槽装置

的废纸制浆净化设备，解决了现在废纸进行制浆

工作时，通常为直接将纸进行破碎然后加入水进

行混浆操作，最后再对混合后的浆水进行筛分和

浓缩操作，因废纸原料在回收进行储存堆积一定

时间后，其表面都会残留一些杂质，破碎筛分工作

时虽将质量较大的杂质进行分离，但是很多质量较

轻的杂质，例如残留胶水的废纸在堆积存放时表

面黏附的棉絮、木屑，却依然会具有残留，在混浆

漂浮在纸浆内，虽然这些残留的杂质可以在后续

流程压缩后的纤维分离的过程中分离随着废水一

起排出，但是这些杂质混入在排出的废水中，会增

加水净化设备对废水处理时的所需时间和净化负

担，不利于净化设备的净化工作，从而会降低净化

对废水处理时的效率和处理质量的问题。

如图1～图4，具有悬浮槽装置的废纸制浆净化

设备包括箱体、脱水筛分装置和悬浮净化装置，

箱体与脱水筛分装置相互连通，脱水筛分装置与

悬浮净化装置相互连通，箱体上端固定连接有第

一电机，第一电机输出端贯穿箱体，第一电机与外

部电源电性连接，第一电机输出端固定连接有连

接杆，连接杆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一搅动

专利技术

图1  具有悬浮槽装置的废纸制浆净化设备的整体结构

1—箱体  2—第一电机  3—连接杆  4—第一搅动杆  5—导向板  
6—电磁阀  7—挡板  8—第二电机  9—第二搅动杆  10—加热装
置  11—置放箱  12—安装块  13—安装架  14—流动槽  15—连
接架  17—清理板  18—防脱板  19—贴附层  20—推动块  21—
滑动板  22—脱水筛分装置  23—悬浮净化装置  24—水泵

图2  安装架和连接架的结构

13—安装架  15—连接架  16—滑动槽  17—清理板  18—防脱板  
20—推动块  21—滑动板

图3  置放箱的俯视图

11—置放箱  12—安装块  15—连接架  16—滑动槽  17—清理板  
18—防脱板  20—推动块  21—滑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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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箱体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挡板，挡板的中心位置

设有电磁阀，箱体的外壁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第

二电机的输出端贯穿箱体的一侧壁，第二电机输

出端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二搅动杆，第二电机与

外部电源电性连接，悬浮净化装置的上端固定连

接有置放箱，置放箱内壁固定连接有两个呈对称

分布的安装块，两个安装块的上端放置有安装架，

安装架开设有流动槽，安装架螺接固定有连接架，

连接架内侧滑动连接有清理板和推动块，清理板

与推动块固定连接。在进行纸浆的搅拌前，将完成

破碎的纸和水放入置放箱之中进行一个初步的沉

淀，且在沉淀的过程中，纸之中残留的一些较轻的

杂质，随着水的浮力影响渐渐的漂浮在水面，等到

破碎的纸张完全沉淀后，通过推动推动块来带动

清理板移动，使清理板在移动时将这些漂浮在水

面的杂质向一侧推动，且推动时清理板上固定的

防脱板会对漂浮在滑动槽位置的杂质一起推动，

直至清理板在推动后接触到连接架的内壁，将杂

质封堵在连接架和清理板之间，使沉淀后的碎纸

和水在通过水泵的抽动进入箱体 内时，存留于连

接架和清理板之间的杂质受到连接架和清理板的

封堵不会随着碎纸和水一起流动，从而减少漂浮

的杂质进入箱体内的可能性，这样在进行后续的

过滤和水处理工作时，不会因这些杂质混入在排

出的废水中，从而减少悬浮净化装置对废水处理

时的所需时间和净化负担，更加利于悬浮净化装

置对排出废水的净化工作，可提高废水处理时的

效率和处理质量。然后将水泵接入电源，将置放箱

内的物料抽入箱体内，当物料进入箱体的内部时，

会受到挡板和其中心的电磁阀的阻隔，此时通过

第一电机（型号为YL-7112）带动连接杆上纵向分

布的第一搅动杆将纸和水进行初步的搅拌成浆，

第一电机输出端固定有一个固定杆，连接杆与固定

杆固定，且六个第一搅动杆从右至左长度依次递

减10cm，使第一搅动杆转动时不会受到挡板的阻

隔，这样使对浆料的搅拌面更广、更加充分，在搅

拌后初步成浆后将电磁阀通电，使物料受到两个

导向板的导向通过电磁阀流入到挡板的下方（为

现有的电磁阀，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

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

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此时开

启加热装置（为现有的电加热棒）对流下的浆料

进行加热，使浆料到达所需温度，然后再次通过第

二电机（型号为YL-7112）设有的第二搅动杆进行

二次搅匀，且进行两次搅拌的工作时无需将物料

进行转运，更加具有连贯性，所占用的空间更小，

使物料通过竖直方向和横向的两次均匀地搅拌，

提高纸浆的成浆效果。箱体的底部和脱水筛分装

置之间连接有管道，且管道上设有水阀，纸浆经过

成浆后，打开水阀使箱体内浆料流动至脱水筛分

装置（为现有的纸浆脱水筛分过滤机）内进行脱

水浓缩并将纸浆从脱水筛分装置的出料端排出，

而废水通过一个排水管流动至悬浮净化装置内，

通过悬浮净化装置（为现有的净化槽，是一种污

水处理装置，用于分散型的污水处理，污水进入净

化槽后，沉淀分离槽进行预处理，去除比重较大的

颗粒及悬浮物，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进行净化，

完成对废水的回收，完成后再把连接架和安装架

从置放箱内的两个安装块上端整体拉出，安装架

和连接架均开设有相配合的螺纹槽，通过螺栓穿

过连接架开设的螺纹槽拧入安装架开设的螺纹槽

内完成螺接固定，安装架和连接架取出后，对安装

架和连接架进行拆卸，将安装架和连接架开设的

螺纹槽内的螺栓拧松取出即可，拆卸后即可对连

接架和清理板之间的杂质进行清理，清洗后即可

进行下一次的使用。连接架开设有滑动槽，清理板

上端固定连接有防脱板，防脱板与滑动槽滑动连

图4  安装架的立体示意图

13—安装架  14—流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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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动块固定连接有滑动板，滑动板的宽度大于

滑动槽的宽度，清理板黏接固定有贴附层，贴附层

为海绵，通过滑动槽实现对清理板和推动块的推

动，且滑动时滑动板对推动块进行限位，使推动块

在滑动时从滑动槽之内穿过脱落，贴附层的设置使

清理板在将杂质推动至连接架的内壁与连接架内

壁接触时，杂质受到贴附层的阻挡不会脱出。置放

箱与箱体之间固定连接有水泵，箱体与置放箱之间

通过水泵相连通，水泵的抽动端和排出端均固定

有水管，水泵的排出端的水管位于箱体内，抽动端

的水管位于置放箱内，通过水管完成对箱体和置放

箱的连接，箱体的内壁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呈对称分

布的导向板和电磁阀，通过导向板在电磁阀通电开

启后，对初步搅拌后的纸浆进行导向作用，箱体的

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有加热装置，通过加热装置对

流下的浆料进行加热，使浆料到达所需温度，安装

架和连接架的材质均为塑料，塑料材质的安装架和

连接架重量更轻，更便于工人对安装架和连接架

的取拿，且制作成本低，若干个第一搅动杆和若干

个第二搅动杆均呈横向分布，呈横向分布的第一搅

动杆（数量为六个）和第二搅动杆（数量为八个），

起到加大搅拌范围的作用，使纸浆受到搅动时更加

均匀；箱体的底壁与水平面呈30°设置，箱体的底

壁具有倾斜度，使完成二次搅匀的纸浆通过倾斜度

的影响，在开启箱体和脱水筛分装置之间水管上的

水阀时，流动到脱水筛分装置内。

使用时，在进行纸浆的搅拌前，将完成破碎的

纸和水放入置放箱之中进行一个初步的沉淀，且

在沉淀的过程中，纸之中残留的一些较轻的杂质，

随着水的浮力影响渐渐的漂浮在水面，等到破碎

的纸张完全沉淀后，通过推动推动块来带动清理

板移动，使清理板在移动时将这些漂浮在水面的

杂质向一侧推动，且推动时清理板上固定的防脱

板会对漂浮在滑动槽位置的杂质一起推动，直至

清理板在推动后接触到连接架的内壁，将杂质封

堵在连接架和清理板之间，使沉淀后的碎纸和水

在通过水泵的抽动进入箱体内时，存留于连接架

和清理板之间的杂质受到连接架 和清理板的封

堵不会随着碎纸和水一起流动，然后将水泵接入

电源，将置放箱内的物料抽入箱体内，当物料进入

箱体的内部时，会受到挡板和其中心的电磁阀的

阻隔，此时通过第一电机带动连接杆上纵向分布

的第一搅动杆将纸和水进行初步的搅拌成浆，在

搅拌初步成浆后将电磁阀通电，使物料受到两个

导向板的导向通过电磁阀流入到挡板的下方，此

时开启加热装置对流下的浆料进行加热，使浆料

到达所需温度，然后再次通过第二电机设有的第

二搅动杆进行二次搅匀，且进行两次搅拌的工作

时无需将物料进行转运，更加具有连贯性，所占用

的空间更小，使物料通过竖直方向和横向的两次

均匀的搅拌，提高纸浆的成浆效果，纸浆经过成

浆后，打开箱体底部和脱水筛分装置之间水管上

的水阀使箱体内浆料流动至脱水筛分装置内进行

脱水浓缩，并将纸浆从脱水筛分装置的出料端排

出进行储存，而废水通过一个排水管流动至悬浮

净化装置内，通过悬浮净化装置对废水中的杂质

进行净化，完成对废水的回收。

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以及用于制造
扬克缸的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1001960 A

发明人：李维钧　秦荣军　弗洛里安·斯坦文德

申请人：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扬克缸通常具有非常大的直径，使用蒸汽从

内部加热，并且由于在缸筒必须经受的内部压力、

缸体的防泄漏程度方面要满足的严格要求以及较

大的直径而难以制造。

标 准 扬 克 缸 具 有 如 下 尺寸：缸 筒 直 径

2000～6500毫米，中空轴的直径1000～2500毫

米，缸筒长度3000～8500毫米，缸筒35～140吨。

绝大多数缸筒是由铸铁制成，少数由钢制成

的扬克缸。

通常，扬克缸包括圆筒形的壳体表面，其在端

部由端盖封闭。两个端盖可以螺栓连接到或焊接

到扬克缸壳体上。

扬克缸通过轴转动并且内侧具有中空轴或

杆，用于加热缸筒的蒸汽通过该中空轴或杆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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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且废蒸汽和冷凝水通过该中空轴或杆被移

除。

扬克缸壳体通常在其内表面具有很多扬克缸

内部槽，在大体不降低外壳部件强度的情况下改

善从缸的加热内侧到扬克缸表面的热转移。

现有技术下，通过焊接多个缸筒来生产扬克

缸。如图1所示，需要焊接既在缸筒外部也在缸筒

内部进行。首先，在缸筒的连接处从缸筒内部进行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然后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

焊缝的突出材料，在连接处而形成符合尺寸要求

的扬克缸内部槽。然后，从缸筒外部进行熔化极气

体保护焊。缸筒外表面经过适当机加工后即得到

最终的扬克缸壳体。

机加工涉及车削、铣削、磨削步骤。这种制造

工艺的问题在于时间和成本上的耗费，且具有产

生焊接缺陷的显著风险。另外，操作员需要在具有

高温和局促空间的恶劣工作条件下进行焊接。

因此，提供一种能够克服上述缺点的扬克缸制

造方法以及加工中所涉及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图2示出了创新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局部

轴向剖视，其中示出了三个相互焊接的扬克缸缸

段预加工件。为制造扬克缸的壳体，首先使扬克缸

缸段预加工件相互对接。

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一加强凸缘

和中间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一加强凸缘相

对接至适合焊接的程度。在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的径向上，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

强凸缘与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相邻接，中间的扬克

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与第二加强凸缘

接收部相邻接。

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

布置在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的径向外侧。中间的扬

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布置在第二加

强凸缘接收部的径向内侧。

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

与中间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在

相应的周侧相贴合。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的第二加强凸缘沿轴向突伸出的端面抵靠在中间

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

上，中间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

沿轴向突伸出的端面抵靠在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

加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上。它们的形状和尺

寸被设计在最终需要的扬克缸内部槽的形状和尺

寸范围内部，从而能够在后续步骤中通过机加工

得到符合最终尺寸要求的扬克缸内部槽。

此时，先将已经对接的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

加工件的第一加强凸缘和中间的扬克缸缸段预加

工件的第一加强凸缘相互焊接。

然后，预热左侧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和中间

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焊接坡口并从壳体外部

图1  现有技术下焊接在一起的扬克缸缸段的局部轴向剖视

1—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5—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焊缝  6—钨极惰性
气体保护焊焊缝

图2  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局部轴向剖视

1—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2—第一加强凸缘  3—第二加强凸缘  4—
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  5—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焊缝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72
第41卷第12期 2020年6月



相互焊接焊接坡口以形成焊缝，在此是通过窄间

隙焊接方法（如窄间隙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来进

行焊接。

左侧和中间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在待连接

的端面上具有坡度和形状适于窄间隙焊接的焊接

坡口，U型、I型或任何适于窄间隙焊接的形状。

在完成焊接后，即可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扬

克缸缸段预加工件中的第一加强凸缘、第二加强凸

缘、焊接坡口形成的焊缝的径向内侧端部区域以

及周围材料而将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连接

处加工为扬克缸内部槽。同时，通过机加工方法去

除扬克缸壳体及焊缝外表面的多余材料以达到扬

克缸外径的最终尺寸要求。经过上述焊接和机加

工后形成的扬克缸壳体如图2所示。

在上述方法中所提供的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可能具有已经加工好的扬克缸内部槽，也可能仅

仅具有预制槽，仍需要完成上述方法步骤之后通

过机加工方法才能达到扬克缸内部槽的最终尺寸

要求。

用于制造扬克缸的方法及步骤：

（a）提供若干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b）将待焊接的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相

互连接成扬克缸壳体，使得一个扬克缸缸段预加

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抵靠在另一扬克缸缸段预加

工件的第二加强凸缘接收部上；

（c）从壳体内部将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

的第一加强凸缘相互焊接；

（d）预热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焊接坡

口并从壳体外部相互焊接焊接坡口以形成焊缝；

通过机加工方法将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中的预制

槽加工至达到扬克缸内部槽的最终尺寸要求。

（e）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扬克缸缸段预加工

件中的第一加强凸缘、第二加强凸缘、焊接坡口形

成的焊缝的径向内侧端部区域以及周围材料，直

至将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连接处加工至达

到扬克缸内部槽的最终尺寸要求；

（f）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扬克缸壳体及焊缝

的外表面的多余材料以达到扬克缸的外径的最终

尺寸要求。

可以先将位于每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内部

的预制槽加工成扬克缸内部槽，再将两个扬克缸

缸段预加工件的连接处加工成扬克缸内部槽，也

可以先将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连接处加工

成扬克缸内部槽，再将位于每个扬克缸缸段预加

工件内部的预制槽加工成扬克缸内部槽。

相比于现有技术，在缸筒内侧，由于无需操作

员进入缸筒内进行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而仅需

简单地焊接相邻扬克缸缸段预加工件的第一加强

凸缘，因而至少能够减少250小时的制造时间。

在步骤（d）中，通过窄间隙焊接来焊接焊接

坡口，从而大大降低焊接材料与电能的消耗，降低

焊接接头的残余应力、残余变形，以及改善接头的

力学性能。

在步骤（e）中，关键的焊缝根部区域被最终

的机加工步骤去除，因而保证了扬克缸缸筒的质

量。

由于从壳体内部仅需对两个扬克缸缸段预加

工件的第一加强凸缘相互焊接，而不再从缸筒内

部对两个扬克缸缸段进行最终的焊接，并且相互

焊接的第一加强凸缘以及它们的焊接处都会在后

续工艺中通过机加工方法去除，因而允许操作员

不在加热的局促空间内进行焊接，这显著地降低

了操作员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具有高混合效率的废纸脱墨机

申请公布号：CN 110983847 A

发明人：不公告发明人

申请人：重庆知翔科技有限公司

现有技术中，废纸脱墨机包括箱体、顶盖、搅

拌机构以及脱墨机构，箱体通过立架立于地面上，

箱体顶部由顶盖开闭，在箱体内开设有用于处理纸

浆的处理腔，在箱体或顶盖上安装有脱墨机构和

搅拌机构，脱墨机构用于对处理腔内的纸浆液体

进行脱墨处理，搅拌机构用于对处理腔内纸浆进

行搅拌，使得纸浆能够与脱墨处理药液充分接触，

但是由于在处理前纸屑是一大堆一大堆倾倒在液

体中，由于纸屑遇水后容易黏附在一起抱成团，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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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后面搅拌困难。

提供一种具有高混合效率的废纸脱墨机。

如图1所示，该种具有高混合效率的废纸脱墨

机包括箱体、顶盖、搅拌机构、脱墨机构、进料斗、

进料管以及开度调节机构，箱体通过立架立于地

面上，箱体顶部由顶盖开闭，箱体内形成有用于容

纳纸浆的处理腔，顶盖与箱体通过螺钉可拆卸连

接，在顶盖上安装有用于搅拌处理腔内纸浆的搅

拌架构，在箱体侧壁上安装有伸入至处理腔内的

脱墨机构，脱墨机构用于对处理腔内的纸浆液体

进行脱墨处理；在顶盖上方设置有进料斗，进料斗

小端连通至进料管一端，进料管另一端连接至顶

盖，进料管与处理腔连通；在进料管上安装有开度

调节机构，开度调节机构用于开闭进料管和调节

进料管的开度大小。

为了设计结构简单且使用方便的开度调节机

构，开度调节机构包括开闭片、滑动杆、支撑板、L

形板、限位杆、第一弹簧以及连接板，在进料管上

安装有位于水平面上的支撑板，在支撑板上滑动地

安装有滑动杆，滑动杆连接至开闭片一端，开闭片

另一端伸入至进料管内，开闭片用于开闭进料管，

在支撑板上安装有L形板，L形板顶端穿过有限位

杆，限位杆能够在竖直方向上运动，滑动杆上开设

有至少三第一穿孔，在支撑板上开设有一第二穿

孔，限位杆一端用于穿过一第一穿孔后插入至第二

穿孔内，限位杆另一端固定至连接板，连接板固定

至第一弹簧一端，第一弹簧另一端固定至L形板，

在第一弹簧弹力下能够保持限位杆穿过第一穿孔

后插入至第二穿孔内。当调节开度时，首先，拉动

连接板，使得连接板带动限位杆远离滑动杆，使得

限位杆释放滑动杆；然后，移动滑动杆，使得滑动

杆带动开闭片相对进料管滑动，从而调节开闭片

远离滑动杆一侧到进料管内壁之间的缝隙大小，

实现将进料管的开度调节到需要的大小；最后，释

放连接板，在第一弹簧弹力下，限位杆穿过此时对

准的第一穿孔后插入至第二穿孔内，实现对开闭片

的限位，保证开闭片处于需要的开度，同时启动搅

拌电机，实现边放料边搅拌，提高了搅拌效果。

图1  具有高混合效率的废纸脱墨机的剖视

1—箱体  2—顶盖  3—脱墨机构  4—搅拌机构  5—搅拌电机  6—搅拌架  7—采样装置  8—堵头  9—固定环  10—密封圈  11—推杆  
12—安装段  13—助推段  14—第二弹簧  15—伸缩本体  16—第一安装钩  17—第二安装钩  18—安装筒  19—本体  20—第一圆环  21—
第二圆环  22—取样管  23—第一连接组件  24—第三弹簧  25—L形杆  26—卡销  27—助拆组件  28—螺纹套  29—作用杆  30—第四弹簧  
31—螺杆  32—第二连接组件  33—移动杆  34—第五弹簧  35—第三连接组件  36—插杆  37—移动块  38—第五弹簧  39—进料斗  40—
进料管  41—开度调节机构  42—开闭片  43—滑动杆  44—支撑板  45—L形板  46—限位杆  47—第一弹簧  48—连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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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设计结构简单的搅拌机构，搅拌机构包

括搅拌电机以及搅拌架，在顶盖顶部安装有搅拌

电机，搅拌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伸入至处理腔

内的搅拌架。

为了实现对处理腔内纸浆液体进行检测，以避

免因脱墨工作不到位而影响后续纸浆液体重新成

形，在箱体上安装有用于采样处理腔内纸浆液体

的采样装置。

采样装置包括堵头、推杆、第二弹簧、安装筒

以及取样管，安装筒插入至箱体壁内，箱体外壁上

安装有位于安装筒下方的取样管，箱体内壁凹陷形

成第一通孔，第一通孔将处理腔与安装筒位于箱体

壁内的端面连通，安装筒位于箱体壁内的端面凹陷

形成第二通孔，第二通孔连通至取样管；安装筒内

安装有能相对安装筒和箱体移动的推杆，推杆一

端位于安装筒外，推杆另一端固定至位于第一通孔

内的堵头，推杆连接至第二弹簧一端，第二弹簧另

一端连接至安装筒，在第二弹簧弹力下能保持堵头

将第二通孔与第一通孔的连接处封闭。通过设置

采样管通过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连通，实现了采样

时能够将溶液通过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引出，避免

了因脱墨箱顶部设置上腔而导致采样困难的问题

出现，减化了采样的步骤，实现了工作过程中也能

采样，并根据采样后溶液检测值调节化学药品的

含量，使得溶液内化学药品含量得以精确，使得脱

墨效果得以保证，避免因化学药品含量不到位而影

响脱墨质量。当需要采样时，仅需推动推杆，使得

堵头脱离第一通孔，由于推动杆与第一通孔之间有

间隙，就能使得溶液被引入至第二通孔内，继而从

第二通孔内排出，采样管位于安装筒下方，使得溶

液通过重力更容易往采样管内流动。

由于第二弹簧需要一直处于拉长状态才能保

证第二通孔被密封严实，因此长期处于被拉伸状

态的第二弹簧极易损坏，导致堵头的密封性能无

法实现，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实现定期更换第二弹

簧、助推段以及安装环。推杆包括安装段、助推段

以及第一连接组件，安装段一端伸入至第一通孔内

且用于安装堵头，安装段另一端伸入至安装筒内，

安装段通过第一连接组件与助推段一端可拆卸连

接，助推段用于安装第二弹簧，助推段另一端穿出

安装筒。

在安装筒上安装有助拆组件，助拆组件位于

助推段与安装段旁。

第一连接组件内设置有弹性件，在弹性件弹力

下能保持助推段与安装段连接，调节助拆组件能

迫使连接组件不将助推段与安装段连接。

为了实现第二弹簧的可拆卸连接，第二弹簧一

端通过第二连接组件与助推段可拆卸连接，第二弹

簧另一端通过第三连接组件与安装筒可拆卸连接。

安装筒包括本体、第一圆环以及第二圆环，本

体呈中空圆柱形，本体一端与箱体固定，本体另一

端内安装有第一圆环，第一圆环背离第二圆环一侧

安装有第二圆环，第二圆环通过螺钉与第一圆环连

接，在本体上安装有助拆组件。

为了设计结构简单的第一连接组件以及助拆

组件，助推段包括长方体部以及圆柱部，长方体部

一端位于安装筒外，长方体部另一端固定至位于第

一空腔内的圆柱部一端，圆柱部另一端插入至安

装段内，长方体部不能相对安装环旋转，圆柱部能

在安装段内自转，圆柱部外壁凹陷形成环形卡槽，

由于助推段需要安装第二弹簧，因此旋转安装环

时，如果使得安装环与助推段发生相对旋转，会导

致第二弹簧发生扭转而损坏，为了避免此现象故

设置长方体部，同时设置圆柱部，使得助推段能够

相对安装段旋转，因为此时安装段处于不能移动

的状态，同时设置环形的卡槽，方便了后续卡销与

卡槽对准，不会因安装环带动助推段的旋转角度

而导致卡销无法与卡槽对准。

第一连接组件包括第三弹簧、L形杆以及卡

销，在卡槽旁设置有卡销，卡销与圆柱部垂直，安

装段内开设有位于圆柱部旁的第二空腔，卡销伸入

至第二空腔内且固定至L形杆一端，L形杆另一端

能穿出安装段，L形杆固定至第三弹簧一端，第三

弹簧另一端固定至安装段，在第三弹簧弹力下能保

持卡销插入至卡槽内，第三弹簧为弹性件。

助拆组件包括螺纹套、作用杆、第四弹簧以及

螺杆，在本体上安装有螺纹套，螺纹套内螺纹连接

有螺杆，螺杆靠近作用杆一端，作用杆另一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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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形杆紧贴，螺杆以及作用杆均与卡销平行，作用杆

固定至第四弹簧一端，第四弹簧另一端固定至作用

杆，在第四弹簧弹力下能保持作用杆远离L形杆。

为了实现在密封第二通孔时堵头能够将第二

通孔远离采样管的口边缘压紧，堵头包括固定环

以及密封圈，安装段位于第一通孔内的端部穿过且

固定有固定环，在固定环靠近安装筒一侧固定有

密封圈，密封圈采用弹性橡胶材料制成，密封圈用

于封闭第二通孔远离采样管的口。

第二弹簧包括伸缩本体、第一安装钩以及第

二安装钩，伸缩本体具有弹性，伸缩本体一端固定

至第一安装钩，伸缩本体另一端固定至两第二安

装钩。

第二连接组件包括移动杆以及第五弹簧，圆柱

部插入至安装段内的端面凹陷形成第一移动孔，在

第一移动孔内安装有移动杆，移动杆能在与助推段

平行的方向上相对助推段移动，移动杆连接至第

五弹簧一端，第五弹簧另一端固定至圆柱部，在圆

柱部上开设有将第一移动孔连通的第一插孔，第一

插孔供第一安装钩插入，第一安装钩插入至第一插

孔的方向与移动段平行，当圆柱部未插入至安装段

内时在第五弹簧弹力下保持移动杆远离第一插孔，

当圆柱部插入至安装段内后在安装段对移动杆的

挤压作用下移动杆插入至第一安装钩内。

第三连接组件有两个，每一第二安装钩均通过

一第三连接组件与第二圆环连接，助推段在第二

圆环导向下移动，第一圆环的内直径大于第二圆环

的内直径，以使得第一圆环的内壁不会与第二弹簧

接触，避免第一圆环影响第二弹簧的伸缩。

每一第三连接组件均包括插杆、移动块以及

第五弹簧，第二圆环侧壁凹陷形成第二移动孔，在

第二移动孔内安装有移动块，移动块固定至第五

弹簧一端，第五弹簧另一端固定至第二圆环，在

第二圆环导向下移动块能在与助推段垂直的方向

上移动，移动块上固定有插杆，在第二圆环上开设

有供插杆滑动的滑槽，插杆与助推段平行，第二圆

环上开设有供第二安装钩插入的第二插孔，第二

安装钩插入至第二插孔内的方向与移动块平行，

在第一圆环上开设有两第三插孔，每一插杆均插

入至第三插孔内，第三在第五弹簧弹力下能保持

移动块远离第二插孔，当圆柱部靠近安装段时插

杆插入至第三插孔内且移动块插入至第二安装钩

内。插杆旋转适应的长度，以保证在将助推段以及

第二弹簧插入至本体内过程中，在第二弹簧刚开始

发生形变时插杆已经插入至第二插孔内，实现对

第二安装钩的限位，避免第二安装钩与移动块脱

离，同时当第二弹簧继续发生形变时插杆不会阻

碍第二弹簧和助推段插入至本体内。

工作原理：当需要拆卸第二弹簧时，首先，旋转

螺钉，使得第二圆环与第一圆环脱离；然后，需要拉

动助推段，使得固定环将密封圈压紧在安装筒上，

由于此时第二弹簧损坏，可能无法保持固定环将密

封圈压紧在安装筒上的状态，故需要手动拉动助

推段以保持此状态，当然安装段外形为长方体形，

安装段不能相对安装筒旋转，故此时即是作用杆与

L形杆对准的状态；再后，旋转螺杆，使得螺杆挤压

作用杆向L形杆移动，迫使第四弹簧被压缩，作用

功能挤压L形杆移动，第三弹簧发生形变，最终，卡

销远离卡槽缩入至安装段内，作用杆伸入至安装段

内，限制安装段不能移动；最后，拉动助推段，将第

二弹簧、助推段以及安装环拆卸，即可放上新的第

二弹簧、助推段以及第二圆环，在第五弹簧弹力下

移动块脱离第二安装钩，在第五弹簧弹力下移动杆

脱离第一安装钩，拉动第二弹簧即可轻易与助推段

和第二圆环脱离，同时助推段与第二圆环也脱离，

可以实现单个第二弹簧、助推段以及第二圆环的拆

卸，同时保证采样装置能够在不使用时将第二通孔

密封，保证密封性能，避免漏液。

当安装时，首先，将助推段穿过第二圆环；然

后，将第二弹簧的第一安装钩插入至第一插孔内，

将第二弹簧的第二安装钩插入至第二插孔内，手动

保持第二弹簧与第二圆环和助推段不会发生相对

位移；再后，将第二弹簧和助推段向本体内推送，

随着慢慢地推送，当第二弹簧即将发生形变前，插

杆插入至第三插孔内，由于插杆不会与第三插孔自

动对准，因此需要手动移动插杆使得插杆与第三

插孔对准后插入，且移动杆穿过第一安装钩，在第

二弹簧发生形变前，先对第一安装钩和第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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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进行限位，避免第二弹簧助推段和第二圆环脱

离，随后，第二圆环与第一圆环紧贴，第二弹簧开

设拉长，此时由于已经对第一安装钩和第二安装

钩进行限位，因此第二弹簧不会与第二圆环以及

助推段脱离，插杆和移动杆均不会阻碍助推段和

第二弹簧的移动，保持助推段与安装段紧贴的位

置；最后，旋转螺杆，使得作用杆脱离L形杆，在第

三弹簧弹力下使得卡销插入至圆柱部上的卡槽内，

实现助推段相对安装段的安装。

有益效果：实现了对进料管的开闭，实现了在

需要的时候将进料斗内纸屑放入，方便了使用，同

时实现了使用开度调节机构调节进料管的开度，方

便了根据需要调节纸屑进入至处理腔内的速度，

避免了一次性一大堆纸屑遇到处理液而抱成团，避

免了抱成团后对搅拌工作的影响，降低了搅拌工作

的难度，提高了搅拌效率，实现了边下料边搅拌，

提高了搅拌效果。

纸机超声波加湿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904721 A

发明人：水玉峰　王波　胡燕冬

申请人：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生活用纸又称薄页纸，其抄造由于定量低，通

常定量在11.5～22g/m2，又在单个扬克烘缸进行

干燥，然后经过特殊的起皱工艺；在此期间，容易

产生纸粉，造成车间纸粉飞扬，这时需要对造纸机

进行加湿，避免此情况发生；例如，日本川之江BF

纸机，虽然成形效果好，但原纸两面差明显，在分

切复卷过程中容易产生分层现象，造成加工使用

效果不佳，这是因为BF纸机有时为了避免气罩滴

水，产生质量问题，在原纸干燥过程中，会加大气

压，形成过干燥现象，导致原纸水分略低，低于国

标水分5%～9%，导致原纸有静电，手感较差。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提

高纸张含水率、水资源利用率高、适应性强的纸机

超声波加湿装置。

如图1，该种纸机超声波加湿装置包括通过管

道连接的水箱和一根3m长的长管，水箱侧面10cm

高处设有进水管，可以随时向水箱中加水，水箱内

包括清水和8个将清水震荡产生雾化水汽的超声

波雾化器，超声波雾化器设于水箱底面，清水位于

水箱内，长管上设有27个出气孔。水箱外侧设有提

供压缩空气的进气管道，出气孔喷出雾化水汽经

压缩空气加压后形成的高压雾化水汽。其中，管道

或进气管道为软管，选用软管，操作更加灵活，可

以根据工位不同，随时是改变加湿的位置。

各个出气孔间隔为8～12cm，出气孔为直径

5～10mm的通孔或莲蓬头。进气管道上设有控制

进气压力和流量的球阀开关。水箱内设有控制清

水液位的液位控制浮球，可以控制液位在8cm保持

不变，使装置运行稳定。水箱是透明的，可随时观

察水位是否达标，即使调节水位。

长管的材质为PVC长度为3m，该材料耐压耐

腐蚀，可以长时间使用。

长管上的出气孔为直径8mm的莲蓬头，莲蓬

头上设有10～30个直径为0.5～1mm的小孔，莲蓬

头的选用有助于产生更加细小的水雾，能均匀地

喷在纸张上，起到良好的加湿效果。

进气管道上设有控制进气压力和流量的球阀

开关。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

通过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和流量，进而调节水雾

喷出的速率，可以使原纸达到国标水分5%～9%，

进而改善原纸的手感、减少原纸分层、减少车间纸

图1  加湿器结构

1—水箱  2—进气管道  3—超声波雾化器  4—清水  5—雾化水汽  
6—长管  7—出气孔  8—高压雾化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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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产生；（2）可以进一步通过调节长管上孔的排

布、大小及形式，进而根据不同的纸张或不同的生

产线，为纸张提供加湿，保证水雾不过于凝聚导

致成滴滴落，也保证水量充足，达到要求的加湿

效果；（3）安装方便、耗用低：加湿过程中将水雾

化，减小水雾的分散粒径，可以使水的加湿作用达

到最大，因为水不会由于粒径太大而滴落，进而节

约水资源的用量；同时，压缩空气不需要单独使用

空压机产生，仅仅只需要与公用工程连接，节约设

备投入；（4）使用范围广：本装置可适用于多类造

纸系统，软管的连接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造纸系

统类型进行方向和角度的调整。

压纹式接装纸

申请公布号：CN 110973693 A

发明人：刘汉桥　余天祥

申请人：安徽天翔高新特种包装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

提供一种压纹式接装纸，它具有凹凸感更为

明显，能够为香烟增加豪华感的特点。

如图1所示，压纹式接装纸包括均为接装原纸

制备的上层和下层。即，在卷制过滤嘴时，向下弯

折，使该下层接触醋酸纤维等过滤嘴的过滤材料。

该上层的上表面上通过压纹的方式形成有向

下凹陷的第一凹陷区，且该上层的下表面上对应于

第一凹陷区的位置形成第一凸起区。即，对于该上

层的每一处而言，其厚度都是恒定的，从而其上表

面上向下凹陷的区域、下表面的对应位置是向下凸

出的。该下层的下表面上通过压纹的方式形成有向

上凹陷的第二凹陷区，且该下层的上表面上对应于

第二凹陷区形成有第二凸起区。同样，该下层的任

意一处的厚度也是恒定的，其下表面上向上凹陷的

区域、上表面的对应位置是向上凸出的。同时，第一

凹陷区和第二凹陷区一致。所谓一致，指的是第一

凹陷区和第二凹陷区的位置对应，且二者的长度、

宽度、厚度均相同。以及该上层和该下层黏附在一

起，且第一凸起区和第二凸起区对应的黏在一起。

这样，凹陷区的立体感更强，且色彩的变化亦进一

步增加了凹陷区的变化，为香烟增添了豪华感。

该上层的下表面上位于非第一凸起区的位置

填充有上淀粉层、下层的上表面上位于非第二凸起

区的位置填充有下淀粉层，且上淀粉层和下淀粉

层黏在一起。所谓非第一凸起区和非第二凸起区

的位置指的是该上层上除了第一凸起区之外的位

置以及该下层上除了第二凸起区的位置。

该上淀粉层的厚度相等于该第一凸起区的凸

起高度，下淀粉层的厚度相等于该第二凸起区的凸

起高度。

上淀粉层和下淀粉层的形成方式为：将干燥

的淀粉填充在相应的位置之后，将该上层和该下

层所处的环境内的湿度逐步缓慢增大，并保持一

段时间即可。显然，由于该上淀粉层和该下淀粉层

均较薄，比如为0.1mm左右，故而并不会造成接装

纸的结块和较硬。这样，使该上层和该下层的黏附

较为平整，使过滤嘴的整体效果更好。

优点：凹凸感更为明显，能够为香烟增加豪华

感。压纹式接装纸上层的凹陷部（即第一凹陷区）

和下层的凹陷部（即第二凹陷区）位置相对应且黏

在一起，相当于使整个接装纸具有压纹位置的内

外均形成有位置一致的凹陷部，使该处的透明程

度较佳，使过滤嘴表面凹凸感的形成不仅在于凹陷

区的存在，且内部醋酸纤维等的颜色能够较好地

透出，使凹陷区还具有色彩深浅的明显变化。即，

凹凸感更为明显和立体，使香烟的豪华感更佳。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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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压纹式接装纸的主视剖视

1—上层  2—第一凹陷区  3—第一凸起区  4—下层  5—第二凹陷区  
6—第二凸起区  7—上淀粉层  8—下淀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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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插1



中插2



单广1



单广2



单广3



单广4



1、合成硅酸盐

改善钛白粉的分散及留着率，提高遮盖力，

提高纸的明亮度、挺度，改善纸张印刷性能等。

2、剥离剂系列

可有效阻止纸机烘缸表面胶黏物的沉积，达

到烘缸及干网保洁，生产复卷不断纸作用。

3、粘缸剂

在较广的PH值范围内改善烘缸粘着性；形成

细密和均匀的绉折，从而达到改善生活用纸柔软

度（手感）、松厚度和神张力；减少因更换起绉刮

刀而造成的停机时间损失。

青岛润晟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泽河三路东侧  电话：0532-83302227

联系人：刘先生  17669681705  邮箱：runshengde@sina.com  网址：http://www.qdrunshengde.com

4、新型环保杀菌剂系列

除臭、除酸、阻垢剥离，具有低浓度、高效

率、对环境无污染等优良性能。

5、消泡剂系列

消泡抑泡能力强，生理化学惰性、热稳定性

好、无毒无害、不产生二次污染。

我公司新增其它产品：网毯保洁剂、干网清

洗剂、抑垢剂、电荷调节剂、胶黏物控制剂、湿强

增强剂。

单广5



单广6



单广7



单广8



彩广15



彩广16



彩广17



彩广18



彩广19



彩广20



彩广21



彩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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