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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一个造纸工厂的实例，简要介绍一下造纸工厂

如何使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来实现清洁能源替代，通过综

合分析企业的能源需求，制订“以热定电、热电联产、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工艺流程和主要设备，实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热电联供；造纸

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of a paper mill, this paper brief ly 
introduces the way of using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tation 
to achieve clean energy produc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ill’s energy needs, it could develop a principle 
of “cogeneration, self-generation and self-use, open supply of the 
excess power”,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ill adopts the appropriate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to achieve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us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adually.
Key words: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upply; cogeneration 
(CHP); papermaking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在造纸工厂中的应用
⊙ 李珩 (上海申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上海 200031）

李珩 先生

国家注册设备安装监理工程师；1993年毕

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

多年来一直从事造纸设备安装的项目管

理工作，近几年转为设备安装监理工作。

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于2011年颁布了《关

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

[2011]2196号）。文中指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指利

用天然气为燃料，通过冷热电三联供等方式实现能源

的梯级利用，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在70%以上，并在负荷

中心就近实现能源供应的现代能源供应方式，是天然气

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文中同时提出：“十二五”期间

建设1000个左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到2020年在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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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upply system of natural gas in the paper mill
⊙ LI Heng (Shanghai Shenhai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Co., Ltd., Shanghai 200031, China)

6
第41卷第18期 2020年9月



6月～8月三个月在20000～22000吨之间，除2月份及夏

季之外，其余各月月平均用汽量变化不大，在24000～

27500吨之间波动，平均为 25660吨。全年月平均用汽

量为23738吨，全年用汽总量达28.48万吨。

由于用热性质为24h连续使用，小时用汽量波动幅

度较小，变化趋势与月用汽量变化一致。根据“月平均

小时蒸汽需求量”可知，1月份月平均小时用汽量最大，

达36.9t/h，2月份及夏季3个月平均小时用汽量较小，

其余各月变化不大。按照全年8760小时运行，全年平均

小时用汽量为32.46t/h。

厂区所用电能全部由附近公共电网接入。全厂年

用电量达9184.57万kW.h，由于造纸工艺具有热电同

步的特点，因此，电负荷的变化趋势与蒸汽负荷趋于一

致。从图2看出，全年高峰用电负荷出现在1月份，月用电

总量为986.10万kW.h，2月份用电量最小，为556.36万

kW.h，6月～9月份相对较小，基本维持在700万kW.h

及以下范围。全年月平均用电量为765.38万kW.h，全年

用电总量为9184.57万kW.h。

从“月平均小时电力耗量”中可知：全年各小时用

全国规模以上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规模

达到5000万kW.h。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为了落实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减少燃煤的使用，优化能源结

构，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布式

能源项目上马建设。

我们都知道，造纸厂是能源的消耗大户，用电和蒸

汽的消耗量大且比较稳定，一般都是连续24小时运行，

非常适合建设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目前，有很多造

纸厂仍在使用着燃煤锅炉生产蒸汽，但是随着国家对

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燃煤锅炉被关

停。造纸企业要继续生存，就必须考虑使用清洁能源的

道路，而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本

文就结合一个造纸工厂的实例，简要介绍一下造纸工厂

如何使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来实现清洁能源替代，走

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该造纸企业是一家年产14万吨的生活用纸厂，生产

所需的蒸汽由当地工业区的燃煤电厂供热，年需要蒸汽

约29万吨，全年电力消耗约9200万kW.h。蒸汽价格平

均约190元/吨（不含税价），电价执行的是当地工业用

电分时电价。根据上海市的规划，在2017年底之前，上

海市要淘汰关停所有的小火电及燃煤锅炉，而该工业区

的燃煤电厂正在淘汰范围内，因此该电厂计划进行改

造，将燃煤锅炉改为天然气锅炉，而改造后蒸汽的价格

将涨到330元/吨左右，仅此一项，该造纸厂每年将增加

生产成本4000多万元，吨纸成本增加约300多元，这对

于本身处于微利运营的造纸企业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早在2013年，该造纸厂就启动了天然气分布式供

能项目的研究，以避免因蒸汽供应问题影响到企业的生

存，笔者亦有幸作为主要人员参与了该项目。

1  企业能源需求状况

企业的能源负荷分为两类：一为工艺蒸汽热负荷，

二为生产、生活用电负荷。蒸汽主要用于造纸车间烘缸

和蒸汽气罩使用；电力主要用于生产工艺动力设备的驱

动以及生活用电。

根据企业提供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绘图分析，从

图1看出：1月份蒸汽消耗最高，约为27457吨，2月份最

低，为16437吨。总体而言，夏季热负荷需求相对较低，

图1  月平均蒸汽需求量

图2  月平均电力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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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电压等级接入企业内部电网。

以上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以热定电、余电上网”。

我们都知道蒸汽是造纸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能源，在

采用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后，外部供应被切断，只能

由自己供应，电力不足可以由外网供应，而蒸汽不足则

必然影响生产，所以项目必须首先满足蒸汽需求，确保

生产的需要。而“余电上网”是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

行，多余的电量销售给电网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

3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工艺流程

拟定的工艺流程如图3。

市政天然气管网来的天然气（0.4～0.8M P a）经

过增压机系统增压至约2.7M Pa后，送入燃气轮机燃烧

室，与送入燃气轮机压气室增压后的空气混合燃烧，

产生的烟气驱动燃气透平做功，带动发电机发电；燃气

轮机的546℃高温烟气送至余热锅炉，加热给水产生过

热蒸汽，蒸汽参数为1.8M P a、230℃，然后接入现有母

管，通过分汽站分别送至各生产车间，余热锅炉的尾气

约120℃，暂无法利用而排空。

受国家电网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单个并网点不超过

8MW的限制，项目计划采用2×8MW燃气

轮机及发电机，配2台20吨/小时余热锅炉

产蒸汽。为确保机组在故障停机或维修期

间不影响生产，本项目还设置了两台20吨/

小时的天然气锅炉作为备用，在本流程中

没有体现。

4  燃气轮机的选择

由于造纸工厂需要蒸汽和电力，在

燃机的选择上要选择燃气轮机，与余热

锅炉组合来提供电力和蒸汽，而不要选

择燃气内燃机，燃气内燃机主要产生高温

电负荷变化趋势与蒸汽相似，1月份电力负荷最高，达 

13254kW.h，2月份最小，约为8279kW.h，3、4月份出

现大幅增长，约11200kW.h，4～8月份逐步递减，至8月

份达到最小值，为8178kW.h，从9月份逐步回升，至11

月份达到最大值，为12470kW.h，12月份出现小幅度降

低。综合全年用电量，按照全年8760小时计算，全年年

均小时用电负荷为10470kW.h。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该造纸厂采用天然气分

布供能的方案是非常合适的，原因是：第一，负荷非常

稳定，全年基本上不停机，24小时连续运行，而且是热

电联供，符合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综合能源利用率高的要

求。第二，能源使用集中，所有的蒸汽及80%以上的电力

可以就地使用，符合“在负荷中心就近实现能源供应”

的要求。同时，使用该系统不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

会效益，可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2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方案制订原则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平均小时蒸汽需求

量为32.46吨，最大为36.9吨；平均小时用电负荷为

10470kW.h，最大13254kW.h。这些数据是进行项目方

案及设备选择的基础。根据企业特点及国家电网关于天

然气分布式供能的政策，制订了以下原则：

(1）本工程采用“以热定电，兼顾热电平衡”的主

要原则，配置高效率的燃气轮机热电联供机组，并对现

有的热网管道系统进行局部改造。

(2）分布式供能系统所产蒸汽全部用于厂内生产、

生活，所发电力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原则，以 

图3  分布式供能系统工艺流程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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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套水，适用于需要热水、采暖和冷气的用户，产生的

蒸汽很少，不能满足造纸生产的需求。

受国家电网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单个并网点不超过

8MW的限制，燃气轮机的输出功率级应不超过8MW，

然后考虑不同机型的热效率、其产生的高温烟气可以

生产多少符合要求的蒸汽（本项目是1.8M Pa、230℃的

过热蒸汽），再根据蒸汽的需求量确定燃气轮机的选型

和数量。

目前市场上8MW级燃气轮机的供应商主要有日本

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和美国索拉，以及美国GE公司。

主要参数对比如表1所示（本项目未对GE询价，GE以大

型燃气轮机为主）。

最终本项目选择了SGT300型燃气轮机，蒸汽产量

略显不足，为保证蒸汽的供应，为其中一台余热锅炉增

加了补燃系统，以确保在高峰需求时的蒸汽供应。

5  经济效益分析

本经济效益分析方法是根据总的天然气和水的成

本，加上折旧、人工成本、运维成本、财务成本，减去发

电获得的收益，折算出每吨蒸汽的成本价格，与原来购

买蒸汽的价格相比较来分析其经济效益。主要参数：

燃气轮机按照每小时平均产蒸汽18吨，每小时平

均发电7680kW.h（已扣除系统自身用电），每小时消耗

天然气2600Nm3计算。

天然气价格按照2.71元/Nm3计算，外购电价按照

加权平均电价0.762元/kW.h计算，上网电价按照0.674

元/kW.h计算，均为含税价（各地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

的扶持力度不同，此为上海市的价格）。

年运行小时数按8000小时计。

总投资额按1.2亿元计算，其中设备投资9500万

元、土建等其它投资2500万元。自筹资金按30%计，财

务费率按6.55%计。

折旧年限按照10年计算，残值按10%计。

每年全厂总用电量按照9600万kW.h计算（根据历

年统计及未来发展状况综合考虑确定的）。

运维成本按照每年430万元计，人工成本按照110

万元计，总用水成本按180万元计（这几项根据工厂的

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得出）。

则：年蒸汽总产量28.8万吨

年发电总量1 2 2 8 8万 k W.h，年发电总收入

7800.7795万元；年天然气消耗量4160万Nm3，年天然

气成本9635.5556万元。

年折旧金额955.7692万元；年财务成本550.2万

元；总成本11861.5248万元。

年蒸汽总成本=总成本-发电收入=4060.7453万元

则：每吨蒸汽的成本=年蒸汽总成本/年蒸汽总产

量=141元（不含税价）

这与原来的外购蒸汽190元/t（不含税价）相比，每

吨蒸汽成本降低49元，每年可以降低蒸汽成本1411万

元，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该项目自2017年底建成投产以来，系统运行良好，

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6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在造纸工厂其它应用方案

本项目的能源利用总效率达到85%以上，远超国家

规定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70%的指标，是非常好的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但实际上仍有潜力可挖。

从上面流程图看出，约540℃高温烟气经过余热锅炉

之后，排出的尾气温度约在120℃，而尾气还可以送到纸机

的气罩继续利用。本项目由于造纸机的机型都比较小，数

量多且比较分散，无法将这部分尾气利用，只能排空。

有一种方案可以考虑，如果一个分布式能源站刚好可

以满足一条大型造纸生产线蒸汽消耗的话，可以将该能源

站建设在纸机烘干部附近，其产生的蒸汽与电力供纸机就

近使用，而最后从余热锅炉出来的尾气进入纸机气罩进行

进一步地利用，则还可以将能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目前

市场上已有国外的纸机供应商提出过类似的方案。

本文仅是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在造纸厂中应用进

行初步探讨，随着国家对环保力度的加强，会有越来越多的城

市取消燃煤锅炉，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将成为造纸厂解决

能源问题的一个方向。希望本文能够对此有所帮助。

表1  不同供应商8MW级燃气轮机的参数对比

机组

型号

蒸汽产量/t

输出功率级/M

川崎

GPB70D

14.2

7

15.4

8

GPB80D

索拉

T60

12.5

6

14.4

8

T70

西门子

SGT200

14

7

18

8

SGT300

[收稿日期: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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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卷机是造纸机的附属设备，其结构复杂、自动化

程度高、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较高，对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威胁较大，为减少或避免事故发生，我们必须确保安全防护

装置的可靠运行。复卷机的标配一般采取通过安全门的电气

联锁，实现安全防护目的。针对这种方式存在的缺陷，采用现

在的安全地毯技术对其进行改造，实现更好地安全防护。

关键词：复卷机；安全门；技术改造

Abstract: Rewinder is an accessory equipment in the paper-
making process. The complex structure and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for the rewinder makes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higher, which threatens the life safety of operators. 
In order to reduce or avoid accidents, we must ensure a reliable 
operation of safety protection devices. The standard configuration 
of rewinder generally adopts the electrical interlocking of safety 
door to realize safety protection.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approach, the safety carpet technology was used to transform 
it to achieve better safety protection.
Key words: rewinder; safety door;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复卷机安全门的技术改造
⊙ 武继才  魏国华  张树杰  郭启程  魏宝刚  魏小杰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 257300）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afety door for rewinders
⊙ WU Ji-cai, WEI Guo-hua, ZHANG Shu-jie, GUO Qi-cheng, WEI Bao-gang, WEI Xiao-jie
(Shandong Huatai Paper Industry Co., Ltd., Dongying 2573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34+.8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0)18-0010-04

武继才 先生

电工，高级技师，现任山东华泰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华泰分公司电仪副总工；主

要从事制浆造纸自动化设备维护工作。参

与了华泰纸业9#机和12#机的安装调试，在

DCS和MCS系统方面有丰富的维护经验。

华泰纸业使用的复卷机结构复杂、自动化程度高、

车速较高、危险系数较大，安全门就是一道有效安全

防护装置，但针对安全门的频繁操作，安全门锁的故障

率高，操作人员经常图一时之快将安全联锁条件屏蔽

短接，使安全门形同虚设，起不到保护作用，对操作人

员的安全有潜在威胁。通过调查了解，借鉴其他行业案

例，采用安全地毯技术，对安全门进行技术改造，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1  复卷机结构组成

复卷机是将造纸机抄造出的大纸辊，按着预设的

宽度，分切成多个小纸辊，便于印刷使用，也方便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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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卷机可分为三大部分：退纸部、纵切部、复卷部，如图

1。

1.1 各部分的作用

退纸部：是将造纸机抄造出的大纸卷母辊，倒转退

下来，转到复卷机上进行分切再卷。

纵切部：是将宽幅的母卷纸页根据预设尺寸分切

成不同宽度的窄纸幅，送到后续复卷部。

复卷部：是将分切好的窄幅纸页缠到纸芯上，再通

过转动纸芯卷出我们需要的分切纸辊。

1.2 安全门的分布

复卷机在纵切部和复卷部均设有安全门，两者比

较，复卷部的危险性较大，因为有卸纸台需要升起接纸

辊，如果操作人员在里边操作，此时卸纸台升起，就会

将人挤住，后果不堪设想。

1.3 复卷部的安全门

复卷机复卷部的组成如图2。

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打开安全门进入复卷机操作，

图1  复卷机结构

图2  复卷部

当安全门打开时，由于安全联锁，卸纸台是不允许升起

接纸辊的，此时踢纸器也不允许将纸辊踢出，这样就可

以保障人员的安全。只有在人员退出安全门，并确认安

全门关闭后，复卷机才可执行换套动作，即将纸辊踢到

卸纸台上，然后将纸辊转运到地面输送带，进行下一步

包装，如图3。

2  安全门改造的必要性

2.1 安全门的工作原理

安全门主要靠安全门锁的电气联锁来实现安全防

护，当门锁插销插入之后，安全锁的常开触点11.12闭

合，按钮-S27指示灯闪烁，按下按钮-S27之后，安全锁

-Y02锁芯线圈失电弹开，常开触点21.22和31.32闭合，

按钮-S27灯常亮，安全门关闭。该复卷机采用的是德国

施迈赛（Schmersal）TZKF/BN 24VDC安全门锁开

关，如图4。 

当需要开门时，按下按钮-S27，安全锁-Y02锁芯

线圈得电吸合，触点21.22和31.32断开，按钮-S27灯

闪烁，安全门打开，拉开安全门之后，插销拔出，触点

11.12断开，按钮-S27灯灭。如图5和图6。 

触点11.12闭合，表示门锁插销已插入；触点21.22

闭合，表示门锁插销已插入第一位置，没有插到位；触

点31.32闭合，表示门锁插销已插入第二位置，已插到

图3  安全门打开、关闭

图4  安全门按钮、安全门锁、电路图

技术进步Technology

11
Sep., 2020  Vol.41,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位；只有当三个触点都闭合，才表示安全门已关闭，门锁

已闭合成功。

2.2 安全门的联锁

安全门关闭后，门锁锁上，并按下确认按钮，复卷

机才满足安全条件。允许复卷机运行，压区护栏允许升

降，卸纸台也允许升降，但卸纸台升到顶部位置，必须

在压区护栏升起后才可以。

想打开安全门，必须先按下打开/关闭按钮，门锁

解锁，安全门才可打开；安全门打开后，按钮的指示灯

闪烁警告。

安全门打开/关闭按钮指示灯闪烁时，安全联锁

起作用，此时复卷机若在停止状态，是不允许起卷运行

的，压区护栏也不允许放下，踢纸器、压纸辊、卸纸台也

无法动作，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2.3 安全门存在的问题

因为复卷部的安全门每天都要开关许多次，门锁

机构是机械式的，频繁操作易出问题，一旦门锁故障，

就无法正常生产，耽误工作。操作人员往往图一时之快，

自行将安全锁插销螺丝拆下，把门锁联锁条件短接屏

蔽，此时安全门形同虚设，起不到安全防护作用，极易

造成人员伤害。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靠换备件解决，但因

出问题多，有时备件跟不上，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即便

用制度去约束操作工不要这样做，也很难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为彻底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必须确保安全装置完

好。计划对安全门进行技术改造。

3  改造实施

3.1 改造方案

用安全地毯替代安全门，用安全控制器替代安全

锁，如图7和图8。

此方案将安全门拆除，用安全地毯完全取代安全

门，提高了操作工安全系数，方便了操作，提高了生产效

率。

3.2 安全地毯的工作原理

安全地毯采用的是青岛立邦达碳传感器科技有限

公司的LCS-PSM2系列产品，采用柔性触觉传感技术，

整体封装，PVC防滑面层，防滑等级R9，适于检测20kg

以上的人或物，可承受200k g/c m2，机械寿命大于300

万次，具有耐酸碱性，采用LCS-SR/SRA系列安全控

制器，如图9。

安全地毯可根据型号做成不同规格，也可定做，多

块地毯可以串联连在一起使用，但都需要外接安全控

制器，安全控制器可以根据安全地毯传感器的电阻值变

化，来识别安全地毯是否有人或物，使安全控制器触点

图5  按钮和指示灯接线

图6  安全门锁接线

图7  安全地毯替代安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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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控制器常闭触点13.14端子。

● 将原安全锁内触点21.22接到现地毯安全控制

器常闭触点23.24端子。

工作原理：

当操作工走到地毯上时，安全控制器常闭触点

13.14和23.24断开，按钮灯-S27灯从常亮变为熄灭，

模拟安全门打开。此时压纸辊、护栏、卸纸台都无法操

作，触摸屏上压纸辊、护栏操作画面按键发白（正常是

发灰，允许操作）。

当操作工离开地毯时，常闭触点13.14和23.24闭

合，按钮-S27灯闪烁，此时需要操作工手动按一下按钮

-S27复位，相当于确认一下人从复卷机出来，同时模拟

将安全门关闭，这样按钮灯才会从闪烁变为常亮，安全

门关闭。此时压纸辊、护栏、卸纸台允许操作，触摸屏

操作画面发灰。改造后如图10。

将安全门改造成功之后，使用了安全地毯、安全

控制器替代了原来的安全门以及安全锁，当操作者只要

踩到地毯上，安全门就无法关闭，让操作工的安全有了

保障。而且现在的安全地毯操作十分便捷，无需花费任

何力气，安全地毯与安全控制器的寿命较长，也便于维

护。

4  结束语

此种类型的复卷机在全球应用较多，时间也运

行十几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老备件的

停产，很多设备现已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以及人工

的操作。这种将安全门改造为安全地毯，具有更为安

全、操作更为便捷、使用寿命更长的特性。对于同样使

用安全门的复卷机，这样的改造方案具有普遍的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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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可外接警报器或其他联锁机构，确保人员安全。

3.3 实施过程

● 将原安全锁内触点11.12和31.32接到现地毯安

图8  安全控制器替代安全门锁

图9  安全地毯及其连接方式

图10  安全地毯接线 [收稿日期: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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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主要有稠浆法、辊压法和造纸

法这三种生产工艺。文章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加热不燃烧卷

烟市场情况和不同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生产工艺,同时对三种

生产工艺技术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给出我国未来加热

不燃烧烟草薄片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市场情况；生产工艺 

Abstract: The heating non-combustible reconstituted tobacco are 
mainly made by thre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cluding thick pulp 
method, rolling method and papermaking method.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eating and non-combustible cigarette market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different heating non-
combustible tobacco flak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recent year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domestic non-combustible tobacco f lakes 
we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heating non-combustible reconstituted tobacco; 
market situation;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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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菲利浦.莫里斯烟草公司开发出加热不燃

烧烟草产品电子烟“IQOS”，成功地打开了新的烟用市

场。加热不燃烧卷烟，采用加热不燃烧的抽吸方式，且

加热温度低于燃烧温度，将烟草中的香味物质和尼古丁

挥发出来，产生类似于传统卷烟的烟气提供给吸烟者。

因其不发生高温燃烧裂解过程，从而减少了烟草中焦油

和有害物质的释放量。抽吸间歇期烟芯处于不加热状

态，基本不产生侧流烟气，大大降低二手烟的危害。电

子烟用薄片采用不同于现有烟草制备的技术工艺，需要

开发出成套的新工艺、新设备，而国内的相应技术产品

研发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加热不燃烧的烟草

产品市场情况和专利情况进行统计总结，并对加热不燃

烧烟草薄片生产技术总结分析，目的在于为我国烟草行

业发展加热不燃烧的烟草薄片技术提供帮助[1～7]。

1  市场情况

1.1 国际市场

目前国际市场上，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销量增

速较快，2019年加热烟草制品销售额约为60亿美元，同

比增长约150%，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180亿美元，接近

电子烟销售额占比新型烟草制品总销售额的45%。预计

未来五年加热不燃烧制品将是增长最快的烟草产品，到

2022年占据全球烟草4.0%的市场份额[8]。

1.2 国内市场

与烟油电子烟不同，国家对加热不燃烧电子烟非

常重视，早已有计划、有步骤、有方向地支持各地方中

烟企业加大对加热不燃烧市场的投资布局。现阶段的

行业环境，中烟企业、私营企业都可以研发和生产加热

不燃烧设备，而中烟企业还可以研制烟弹，但不能在国

内销售，所以加热不燃烧电子烟主要出口海外。显而易

见，相比电子烟，国家更看好加热不燃烧电子烟的长远

发展。

2  专利情况

本文所统计的专利数据搜索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库，对加热不燃烧、新型烟草、低温加热卷烟和气溶

胶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将检索结果中的无关专利去

除，得到国内1999～2019年加热不燃烧烟草专利总计

1079篇，其中发明专利596篇，实用新型专利431篇，外

表1　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专利国内外主要申请人及数量

发明

专利

56

49

44

37

28

146

46

39

27

国内

国外

申请人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菲利浦.莫里斯烟草公司 

雷诺士烟草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

日本烟草公司

实用

新型

55

41

32

34

13

0

0

0

0

外观

设计

7

0

0

2

2

5

0

0

0

专利

总数

118

90

76

71

43

151

46

39

27

观设计专利52篇。从图1可看出，2012年以前专利申请

数量较少，2012年后专利数量急剧增加，特别是2013～

2015这三年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

从表1可看出，国外的菲利浦.莫里斯烟草公司的专

利申请数量最多，特别是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较其它公司

遥遥领先。最近几年国内烟草行业加大对新型烟草的研

究和开发，在加热不燃烧烟草专利申请方面也有较好的

进步，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超过国外公司，其中云南、湖北、

四川、湖南和上海的中烟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9]。

3  生产技术

加热不燃烧类型烟草薄片是再造烟叶的一种形式，

其主要成分为烟草物质，再通过添加发烟物质在加热

时释放出烟气、添加香料调节口味、添加胶黏物质将各

种成分黏结起来、添加纤维增加薄片强度。烟草物质主

要是由烟叶通过超微粉碎得到的烟粉，纤维可为烟草纤

维、木浆纤维和棉麻等纤维。其生产方法以辊压法、稠

图1  1999～2019年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专利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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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法和造纸法为主，与普通烟草薄片的生产方法有颇多

相似，表2为加热不燃烧型与普通烟草薄片对比[10～13]。

3.1 辊压法

辊压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是将烟叶、烟

碎、烟末等烟草原料粉碎研磨成细小烟粉后与发烟剂、

黏接剂、烟梗纤维、木纤维混合，再加入少量的水混合

搅拌均匀，形成干团状，然后再用多辊连续挤压的方式

形成烟草薄片。罗诚浩等发明了一种辊压法制备加热不

燃烧再造烟叶的方法，使用改进辊压法工艺技术把纤

维、发烟剂、烟草粉末、黏接剂和温水混

合均匀，经过多次的辊压成形，生产得到

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解决大比例雾化

剂添加的问题,并利用食品级胶黏剂均匀

分散固化雾化剂到烟草材料中，所生产的

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雾化剂含量提高

的同时，分布均匀,表面不黏连,且其纤维

含量提高,增加了拉伸强度,耐加工性良好,抽吸时均匀

释放烟雾,感官效果好,模拟抽吸卷烟感受佳[10，14]。

3.2 稠浆法

稠浆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是将粉碎研磨

后的烟草粉末与发烟剂、黏接剂、植物纤维、香精香料、

水充分混合搅拌得到比辊压法浓稠度低的浆料，然后以

一定的厚度流延涂在钢带上，干燥铲剥离后形成烟草薄

片。S.S.杨等发明了再生烟草薄片及相关方法，描述了

一种再生烟草薄片的生产方法，其适用于加热不燃烧型

的烟草产品。用双螺旋挤压机处理烟草梗，把通过精制

得到的烟纤维（平均长度至少300μm）和保湿剂、烟草

粉、黏合剂及水混合均匀，形成浆体，流延到带式输送

机上形成片材，并干燥得到的再生烟草片材达到了至

少245N/m的拉伸强度[14，15]。

3.3 造纸法

造纸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是将片烟、烟

叶、烟梗等烟草原料粉碎研磨成较细的粉末后与发烟剂、

胶黏剂、香料和水充分混合搅拌成均匀的低浓度涂布液。

再将木浆、麻浆、烟草浆按一定的比例抄造成基片，然后

将涂布液喷涂、刮涂或浸涂到片基上，烘干、切片得到烟

草薄片。韩敬美等发明了一种干法再造烟叶的制备方法，

其用于加热不燃烧卷烟。首先，把将烟草原料粉碎得到的

烟草粉末和发烟剂、胶粘剂、香料、水充分混合得到均匀

的涂布液，然后将木浆、烟草浆、麻浆等纤维通过干法造

纸得到纤维基片，再把涂布液多次均匀涂布在基片上后喷

涂发烟剂、干燥、压光得到加热不然烧烟草薄片产品。得

到的薄片产品有良好的加工性，制得的加热不燃烧卷烟

有较充足的烟量，口感接近于普通燃烧卷烟[12，14]。

3.4 工艺对比

辊压法生产工艺，优点有生产工序简单，水耗、能

耗低，薄片紧度高、导热性好；缺点有纤维含量低、造碎

高、烟丝卷制烟支时填充值低、抽吸时吸阻较高、抽吸

图2  辊压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工艺流程

图3  稠浆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工艺流程

图4  造纸法生产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薄片工艺流程

表2  加热不燃烧型与普通烟草薄片对比

烟粉居多，纤

维少，以烟叶

为主，烟梗少

纤维居多，烟

叶、烟梗等

原料

加热不燃

烧电子烟

薄片

普通烟草

薄片

物化性能

定量高，紧度

高，强度低，

含水量高

定量低，紧度

低，强度高

工艺

以稠浆法和辊压法为主，与

普通香烟烟草薄片相比，雾

化剂和香料的量较多

以造纸法为主

导热性能

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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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畅，而薄片拉伸强度不够，容易断裂，采用纸棒成

型工艺时不能连续生产。

稠浆法生产工艺，优点有生产工序简单，水耗、能

耗低，生产速度较辊压法快；缺点有纤维含量低、造碎

高、薄片拉伸强度低、易断裂，采用纸棒成型工艺时不

能连续生产。

造纸法生产工艺，优点有生产速度较辊压法和稠

浆法快、纤维含量高、薄片拉伸强度高、不易断裂、耐

加工性好；缺点有生产工序多，水耗、能耗高，薄片紧度

低、导热性低，烟草物质是经涂布方法涂附在烟草薄片

表层，涂布量大，容易浸出、吸水吸潮，在卷制烟支时易

打滑，不易卷接烟支。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三种加热不燃烧烟草薄片生产方法各有

优点和不足，然而造纸法工艺具有生产效率高、薄片拉

伸强度高、耐加工性好，是其它工艺方法不能比拟的。后

续研究，可以通过改进造纸法工艺，提高加热不燃烧烟

草薄片的紧度、导热性，降低能耗、水耗等[17,18]。

相对于普通燃烧卷烟，加热不燃烧卷烟在保留传

统卷烟口味的同时可大幅度减小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对

烟民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加热不燃烧卷烟没有明火，可

大幅度降低二手烟的危害；加热不燃烧型卷烟加热主

体是传统烟草，烟草会继续给国家带来税收；加热不

燃烧烟草的消费群体本身就是烟民，作为传统卷烟的

替代品使用，而中国有3.5亿烟民，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所以，加热不燃烧型卷烟市场前景极其广阔。截止目前

国家对国内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产业没有出台具体的

监管政策。生产并销售加热不燃烧型卷烟，抢占中国市

场，是极其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加热不燃烧烟草薄

片方向上，研发生产工艺，引领时代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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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种生产工艺对比

强度

紧度

耐加工性

导热性

口感

产能

纤维含量

水耗

能耗

生产工序

物化性能

生产工艺

辊压法

低

高

一般

好

良好

低

低

低

低

少

稠浆法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良好

低

低

中

中

少

造纸法

高

一般

好

一般

良好

高

高

高

高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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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辐射松通过预水解硫酸盐工艺制备高性能溶解浆，

研究p因子对预水解后木片性能的影响。开始阶段随着p因子

的提高，半纤维素被快速溶出并水解为糖类，但随着p因子的

进一步提高，半纤维素被溶出的速率变慢。由于阿拉伯聚糖

和半乳聚糖位于半纤维素的侧链部分，在预水解过程其化学

可及性最好，因此相对较容易发生水解并被去除；随着戊聚

糖和甘露糖的酸催化降解，初步形成糠醛和5-羟甲基糠醛

并在预水解液被检测到，同时5-羟甲基糠醛通过酸催化降

解被转化为甲酸和乙酰丙酸。预水解处理后的木片经过硫酸

盐法蒸煮，通过p因子和H因子的优化试验，得出辐射松最优

的p因子和H因子分别为480和1500，次优化条件下的浆料分别

经过(OO)D0EOPD1D2制得白度91%ISO、α纤维素95%以上、戊聚糖

含量2%以下的高性能溶解浆。实际生产中参考实验室工艺条

件，通过PHK连续蒸煮结合(OO)D0EOPD1D2工艺生产出了白度、α

纤维素、戊聚糖、反应性能和老化时间等指标媲美世界最优

针叶木的溶解浆产品。

关键词：溶解浆；预水解硫酸盐；辐射松；p-f a c t o r；

H-factor；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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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化能源的日益枯竭以及由于全球环境的逐

渐恶化，利用完全可再生可降解的木质纤维素资源来制

备能源、化学品及功能材料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1～3]。木质纤维在结构组成上主要有纤维素（35%

～50%）、半纤维素（20%～35%）、木质素（10%～30%）

及少量矿物质等所组成[4]。三种组分紧密交织，这也为

纤维素的利用带来了天然的屏障作用，欲将对纤维素进

行利用时，需要利用低成本的预处理技术破坏这个屏障

作用[5,6]。近年来，通过纤维素组分所转化的各类能源、

化学品及生物材料中，其中溶解浆由于其应用领域广、

价值高受到了重点关注[7]。溶解浆是一种具有较高纤维

素纯度和白度的化学精制漂白浆，目前广泛用于纤维素

酯、纤维素醚、交联纤维素衍生物等各类材料的制备。

毫无疑问，溶解浆的性能直接影响着这些功能材料的

性能[8,9]。因而，如何利用木质纤维素原料制备高性能的

溶解浆产品是其未来应用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在提高溶解浆的品质性能方面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其中原材料的来源及属性会直接影响相应的溶

解浆产品，其中利用白杨木、黄麻秆、桉树、甘蔗渣、马

尾松和竹子等原料已经成功实现了溶解浆的制备，并对

溶解浆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测定[10～12]。所采用的制备工

艺技术路线主要以酸性亚硫酸盐法及预水解硫酸盐法

两种为主[13]。其中，亚硫酸盐制浆可以同时脱除木素和

半纤维素。但是，亚硫酸盐法生产的溶解浆强度较差，

而且由于树脂和萃取物等干扰物质，亚硫酸盐法对原料

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所使用的化学试剂回收

率也很低。因此，通过亚硫酸盐法来生产溶解浆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严重的制约[14]。相比之下，预水解硫酸盐

法是一种溶解浆生产的综合方法，生产过程包括预水

解、硫酸盐蒸煮和漂白阶段。在预水解阶段，大部分半

纤维素和部分木质素被去除；在硫酸盐蒸煮阶段进行

木质素脱除，同时去除剩余的半纤维素；最后在漂白阶

段，残留的木质素被进一步去除，溶解浆性能得到进一

步提升。利用预水解硫酸盐法所生产的溶解浆具有纤

维强度高、化学试剂回收方便等优点。

与传统的硫酸盐制浆工艺相比，预水解阶段各类

反应参数的调整对最终溶解浆产品性能至关重要。在

此之前，已经开展大量研究包括水解产物分析、水解产

物回收和转化等，使得预水解硫酸盐制浆工艺变得更

加经济环保。由于原料种类来源不同，导致所制备的溶

解浆品质差异较大[15]。目前对高白度和高纯的溶解浆需

求较大，因此，针对特定的木质素纤维素原料相关的工

艺参数应该给予优化调控并获得高品质溶解浆产品。

到目前为止，工业上还未出现使用辐射松作为原料来制

备高纯度溶解浆。本文将以辐射松作为原料通过预水

解硫酸盐法来制备高纯度溶解浆产品，探讨了P-因子

和H-因子对各组分去除的影响，获得的浆料通过(OO)

D0E OPD1D2漂白过程后获得高白度溶解浆产品，因此本

研究将以辐射松作为原料制备高纯度、高白度溶解浆产

品并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Abstract: High-grade dissolving pulp was prepared from radiata 
pine by the pre-hydrolysis kraft process. The effect of the P-factor 
in the pre-hydrolysis stage on the properties of wood chips 
was investigated. With an increasing P-factor, hemicellulose 
was selectively removed from wood chips, and the crystallized 
index of the pre-hydrolyzed wood chips increased owing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morphous phase in the substrates. Further, 
sugars in hemicellulose could be rapidly hydrolyzed; whereas, 
their release became slower with a fur ther increase in the 
P-factor. Comparatively, arabinose and galactose were readily 
removed during pre-hydrolysis for its accessibility. Additionally, 
accumulations of furfural and 5-hydroxymethylfurfural (HMF) 
were detected via acid-catalyzed dehydration of pentose and 
hexose, respectively. HMF can be further converted into formic 
and levulinic acid by acid-catalyzed dehydration. After pre-
hydrolysis, the chips were subjected to kraft cooking, and the 
optimal P-factor (480) for the production of dissolving pulp 
and the optimal H-factor (1500) in terms of the Kappa number, 
viscosity, and -cellulose of the pulp were obtained. Then, the 
Kraft pulp was bleached using the (OO)D0EOPD1D2 sequence, and 
a final ISO brightness of 91.0%, -cellulose of 95% up and pentosan 
of less 2% was achieved with negligible loss in -cellulose. 
Industrial PHK radiata pine production by continuous cooking 
and (OO)D0EOPD1D2 sequence, and the final product quality rivals 
the best softwood dissolving pulp include brightness, -cellulose, 
pentosane, reactivity and pre-ageing.
Key words: dissolving pulp; pre-hydrolysis sulfate; radiata pine; 
P-factor; H-factor; bl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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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H2O2,ClO2,NaOH,Na2S,Na2SiO3和MgSO4购买

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纯度均为分析

纯；铜乙二胺溶液（1M，R值2.0）购自中国制浆造纸研

究院有限公司；辐射松木片（Radiata pine）采购于澳

大利亚；木片组分测定之前使用Wi l e y粉碎机将其粉

碎并筛分选择40到60目之间，方法采用美国国家能源

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两步硫酸水解法，其中

木粉含有0.31%的灰分、1.96%的冷水抽出物、5.42%的

热水抽出物、16.84%的1%NaOH抽出物、2.37%的乙醇

抽出物、14.56%的半纤维素、50.2%的纤维素、28.96%

的木质素（酸溶木质素和酸不溶木质素分别为2.34%和

26.62%）。

1.2 木片组分测定

灰分的测定依据TA P P I T211o m-12；冷水与

热水抽提物的测定依据TA P P I T207 c m-08；1% 

NaOH的测定依据TAPP I T212 om-02；苯醇抽出

物的计算依据TAPP I T204c m-07。木片中三大组分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依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

源实验室标准方法（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Analytical Procedure，NREL/TP-

510-42618）；酸溶木质素的测定采用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Thermo-Sc ient i f ic Gene sys 10S），

波长设定为205n m，消光系数为110L g-1c m-1；单糖

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 i g h-p e r f o r m a n c 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Dionex ICS-

3 0 0 0  s y s t e m）。系统配备有集成安培检测器和

C a r b o p a c T MPA1分离柱，流动相为梯度洗脱：0～

25m i n，100%水；25.1～35m i n，30%水和70%0.1mo l 

NaOH；35.1～40m i n，100%水。根据所测定单糖的含

量来确定纤维素及半纤维素的含量。

各组分的去除率计算依据以下公式：

Removal ratio(%)=[(Cin-Cpr×Y)/Cin]×100 

其中，C i n为原料木片中的组分含量（%）；C pr为预

处理之后木片中的组分含量（%）；Y为预水解的得率。

结晶度指数（the crystallinity index，CrI）的

测定采用配有Co放射源的D8 Advance X射线晶体衍

射仪(Bruker, Germany)，扫描速度为0.18°min-1；

具体的计算过程依据以下公式：

CrI(%)=[(I 200-Iam)/I 200]×100% 

其中，I 200纤维素中22.8°处200晶面衍射峰的最大

峰强度；I am为纤维素中18.0°处非结晶区衍射峰的最大

峰强度。

1.3 5-羟甲基糠醛（HMF）、糠醛和有机酸的测定

在预水解阶段，半纤维素侧链上的乙酰基将被转

化成乙酸，葡聚糖和木聚糖将水解成葡萄糖和木糖，

所产生的葡萄糖和木糖在高温条件下会进一步被降解

成5-羟甲基糠醛（HMF）和糠醛，这些有机酸和醛类

产物的测定同样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Dionex ICS-

3000 s y s t em），检测器采用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为

210nm，分离柱为Supe lc oge l C-610H，工作温度为

30℃，流动相为0.1%磷酸溶液，流速为0.6ml/min。

1.4 预水解

不同P-因子条件下预水解是在Auto clave oven

蒸煮器中进行，其中处理温度为165℃，固液比为1∶4。

预水解结束后，将水解产物冷却至室温并过滤，水解液

保存于4℃冰箱中以供进一步分析。预处理后的木片用

水清洗直至中性，自然风干后，利用重量法测定木片得

率。

1.5 硫酸盐法制浆

预处理后的木片利用硫酸盐法进行制浆，其中

硫酸盐（Na2S）用量为35%，碱用量为24%，固液比为

1∶4，最高处理温度为165℃，处理时间90m i n，处理过

表1  (OO)D0EOPD1D2漂白工艺过程中每一阶段具体条件

漂白段

温度/℃

反应时间/min

反应浆浓/%

NaOH用量/%

MgSO4用量/%

氧压(MPa)

ClO2用量/%

H2SO4用量/%

H2O2用量/%

终点pH

ClO2消耗量/%

H2O2消耗量/%

D0

70

45

10

-

-

-

0.48

0.08

-

2.5

0.48

-

OO

105

25+40

10

2.5

2.5

0.55

-

-

-

11.7

-

-

EOP

90

90

10

0.8

-

0.4

-

-

0.33

11.4

-

0.327

D1

75

150

10

0.14

-

-

0.7

-

-

4.2

0.67

-

D2

80

150

10

0.03

-

-

0.35

-

-

3.9

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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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各参数的变化均受控于H-因子。在煮浆结束后，

浆料用清水清洗至中性，然后利用筛缝为0.2mm的筛

分机进行筛分获得合格的浆料，称重计算得率。

1.6 漂白

硫酸盐浆的漂白采用(OO)D0EOPD1D2漂白工艺，每

一个工艺过程的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氧脱木素和四段

漂白分别在CRS产带有自动计量和搅拌的反应器中进

行；漂白过程在根据对漂白液中残余漂白剂进行计算获

得漂白剂的具体用量。

1.7 溶解浆性能测试

溶解浆黏度的测定依据TAPPI T230 om-08，

采用毛细管黏度计法进行测定；卡伯值和α纤维素的

含量分别依据TAPPI T236 cm-85和T203 om-88；

碱溶性S10和S18依据TAPPI T235 cm-85；白度的测

定依据ISO 12625-7:2014；戊聚糖的测定依据TAPPI 

T223 cm-10。

溶解浆反应性能采用全程模拟黏胶纤维生产流

程的Kw值法进行，测定时取300g溶解浆样品，然后经

过浸渍、压榨、粉碎、老成、磺化、碱溶制成黏胶，最后

在固定压力0.2M P a的情况下使用Kw值测试仪进行测

试。从第一滴黏胶流出开始计时，分别接取0至20m i n

内过滤的黏胶和第20m i n至第60m i n内过滤的黏胶，

前20m i n内的黏胶重量记为m 1，后40m i n内的黏胶

重量记为m 2，最终结果Kw值=10000×（2-m 2/m 1）/

(m1+m 2)。

溶解浆老化试验采用瑞典MoRe research试验方

法，丝光化（mercer i zat ion）碱浓18%，丝光化温度采

用50℃，老化（p r e-a g i n g）温度使用50℃，压力因子

2.8。

2  结果与讨论

2.1 预水解过程中H-factor对木片属性的影响

P-因子是预水解过程中直观反应预处理强度的一

个重要指标。从数学定义来讲，它是反应速率与温度随

处理时间的函数的积分。在本研究中，木片将在不同P-

因子、温度为160～165℃的条件下进行预水解，不同P-

因子的预水解条件对木片属性的影响详见图1。在预水

解过程中，大部分的半纤维素组分及小部分的木质素

组分将被去除。其中，木聚糖侧链上的乙酰基率先被水

解成乙酸，乙酸的释放同时在体系中充当了催化剂的作

用，从而促进木聚糖及葡聚糖的水解。同时，另外一些

有机酸如尿酸也被水解，也充当起与乙酸一样的催化

作用。因此随着P-因子的增大，体系中的pH逐渐降低。

尤其是当P-因子从360增加到480时，pH值变化最为明

显，几乎所有的有机酸都被水解释放。当P-因子大于

480以后，pH值几乎不发生变化。此时，半纤维素的水

解程度也减弱。由于半纤维素的快速降解和木质素的

脱除，导致预水解过程中固体的得率明显降低。同时，

纤维素的结晶度也明显增大。

在预水解过程中，P-因子对木片中纤维素、半纤维

素和木质素含量的影响见图2。由于半纤维素具有较低

图1  预水解过程中H-因子对木片属性的影响

图2  预水解过程中P-因子对木片中纤维素、半纤维素

和木质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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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化能，在较高的P-因子=720条件下，约有70%的半

纤维素被去除，半纤维素的去除恰恰有利于溶解浆的

制备。而纤维素及木质素组分由于具有较高的活化能，

在此预水解条件下几乎未发生降解。在水解液中只有

2.34%的酸溶木素被检测到。

当预水解强度P-因子从360增加到480时，半纤维

素的去除率从24.7%增加到49.8%。当预水解强度P-因

子达到600时，几乎所有的半纤维素都被去除，再增加

水解强度，半纤维素的去除率增加不再明显。例如P-

因子=600时，半纤维素的去除率为65.4%，P-因子增

加到720时，半纤维素的去除率仍为65.4%。

不同P-因子条件下对其他单糖去除的影响如图

3。由于阿拉伯聚糖和半乳聚糖位于半纤维素的侧链部

分，在预水解过程其化学可及性最好，因此相对较容易

发生水解并被去除。在P-因子=600的条件下，阿拉伯

聚糖和半乳聚糖的去除率分别达到94.1%和95.1%。由

于辐射松原料中阿拉伯聚糖和半乳聚糖含量较低，因

此两种聚糖的去除对半纤维素去除率影响不大。在P-

因子=480的条件下，约有5.3%的纤维素组分被去除，

这部分纤维素组分主要来源于半纤维素组分中的少量

葡聚糖以及纤维素组分中的非结晶区部分。 

预水解液中的组分主要有糠醛、5-羟甲基糠醛、

乙酸、乙酰丙酸和甲酸等，其含量的测定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不同P-因子条件下水解液中各组分含量详

见图4。乙酸主要来源半纤维素侧链上乙酰基的水解作

用，且最容易发生水解。因此，在P-因子达到480时水

解液中乙酸的浓度几乎不发生变化。乙酸浓度的增加促

进了纤维组分的预水解作用，木糖和葡萄糖等单糖逐

渐被水解出来。同时，随着P-因子不断增大，部分单糖

进一步被转化成糠醛及5-羟甲基糠醛，5-羟甲基糠醛

通过进一步的水解作用被转化成乙酰丙酸和甲酸。所

以水解液中5-羟甲基糠醛的浓度一直原低于糠醛的浓

度。

2.2 预水解过程中P-因子对硫酸盐蒸煮的影响

木片在经过预水解后，直接利用硫酸盐蒸煮法进

行制浆，在此过程中由于去除了大部分的半纤维素及木

质素组分，木片变成状态松散的木浆。在同样的蒸煮条

件下（H-因子=1450），不同P-因子条件下所获得的木

片进行制浆对照，详见表2。结果表明，预水解环节对木

片硫酸盐蒸煮过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P-因子

增大，脱木素效果明显增强。在植物纤维组织中，木质

素与半纤维素互相交织在一起，充当了胶黏剂的作用，

由于在预水解过程中半纤维素组分被去除，使得木质素

的化学可及性变得更强，因此促进了硫酸盐蒸煮制浆。

例如，P-因子=360条件下获得木片进行制浆后其卡伯

值为21.4，当P-因子增加到720，煮浆后浆料的卡伯值

只有16.1。同样，木浆的白度也随着P-因子增大而增

加，从32.4%增加到了35.0%。类似于木质素组分的去

除一样，预水解强度的增加以及半纤维素组分的去除，

难免使得纤维素组分发生降解。因此，随着P-因子的

增大，所获得浆料的黏度会逐渐降低。与之相比，α-纤

维素的含量在逐渐增加，主要原因为较低DP值的木质

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在蒸煮过程中被选择性溶出，从

而获得α-纤维素较高的纤维。三大组分的溶出也同样

造成了木浆得率的降低。综合所获得浆的卡伯值、黏度

和α-纤维素含量等结果，确定了最佳的预水解P-因子

为480。

图3  P-因子对各类单糖去除率的影响 

图4  P-因子对预水解水解液中各组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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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确定了最佳的预水解强度P-因子=480

后，本文继续探讨了在此预水解强度下，煮浆过程中不

同H-因子浆的性能的影响，结果详见表3。很明显，随

着H-因子增加，浆的卡伯值、黏度和α-纤维素含量逐

渐降低，但白度显著增加。通常来讲，煮浆过程的控制

主要由浆料中木质素的含量所确定。当卡伯值太低时，

意味着木质素的含量很低，此时纤维素组分也易发生

降解并被溶出，因此浆的黏度及得率会大大降低，通过

煮浆方式进一步去除木质素会变得愈加困难。所以，煮

浆过程要在最佳的H-因子条件下进行，所获得浆料中

的残余的木质素通过下一阶段漂白工艺进行去除，最佳

H-因子的优化结果详见表3。结果显示最佳的H-因子

被确定为1500，此时所获得浆料的卡伯值为18.1，黏度

为956ml/g，白度为34.2%ISO，得率为42.4%，α-纤维

素含量为95.62%。当H-因子从1500增加到1550，卡伯

值和α-纤维素含量几乎未发生变化。而黏度和得率分

别迅速下降到925m l/g和41.2%。因此H-因子=1500

为煮浆过程中最佳的处理强度。

2.3 漂白过程中纸浆性能的变化

通常来讲，针叶木非纤维组织含量少，纤维素的

聚合度较高，与阔叶木及草类相比更适合高等级溶解

浆的制备。针叶木片在经过预水解去除大部分的半纤

维素，再通过硫酸盐蒸煮去除一定量的木质素，残余

的木质素要经过进一步的漂白进行去除，以增强溶解

浆的白度。本文以辐射松为原料，木片在预水解阶段以

P-因子=480的处理强度进行处理，然后在蒸煮阶段以

H-因子=1500的处理强度进行硫酸盐煮浆，所获的浆

料利用(OO)D0E OPD1D2工序进行漂白，使其白度至少到

90%I S O以上，同时α-纤维素含量较高。在漂白过程

中，经过每一个阶段处理后，浆料属性的变化详见图5。

在图5（A）中可以看出，在OO阶段，大部分的残余木质

素可以被有效去除，卡伯值由18.2降至4.7。剩余的木质

素在一下阶段逐渐被去除，在经过D2段漂白后，几乎所

有的木质素都被去除，此时卡伯值仅为0.5。因为(OO)

D0EOPD1D2漂白工序利用的是无氯漂技术（Element a l 

chlorine free，ECF），所以溶解浆的白度明显增加，

在经过D2段后，白度达到了91.0%ISO，详见图5（C）。与

此同时，在漂白过程中，纤维素有一定的损失，因此，随

着漂白的进行，溶解浆的黏度逐渐有所降低，但降低程

表2　蒸煮条件及相应的结果

P-因子

卡伯值

黏度/(ml/g)

白度/%ISO

得率/%

α-纤维素/%

480

18.6

979

34.0

43.7

95.45

360

21.4

1025

32.4

44.3

94.80

600

17.2

920

34.7

41.2

95.85

720

16.1

860

35.0

38.9

95.87

表3  不同H-因子蒸煮条件下浆料的属性

H-因子

卡伯值

黏度/(ml/g)

白度/%ISO

得率/%

α-纤维素/%

1450

18.6

979

34.0

43.7

95.45

1400

19.5

1006

33.7

44.0

94.92

1500

18.1

956

34.2

42.4

95.62

1550

17.9

925

34.5

41.2

95.68

表4  实验室及工业化产量质量指标

项目

制浆方法

树种

黏度/(ml/g)

白度/%ISO

α-纤维素/%

戊聚糖/%

老化时间/min

Kw值（反应性能）

工业化

产品

PHK

辐射松

554

93.1

95.45

1.84

186

4600

实验室

小试

PHK

辐射松

618

91.2

94.92

1.91

179

4540

竞品

(COSMO)

亚硫酸盐

铁杉

481

94.2

93.62

1.85

246

4560

度不大，在经过两段D漂后其黏度仍符合高纯度溶解浆

产品的黏度指标。黏度的降低也导致了α-纤维素有了

一定的损失，但损失程度较小，与初始浆料中95.5%的

α-纤维素含量相比较，在经过(OO)D0EOPD1D2漂白后，

α-纤维素含量仍然较高为95.0%，详见5（D）。同时，

在漂白前后我们也检测了S10和S18两个指标。碱溶性

S10和S18提供了溶解浆中低分子量碳水化合物（降解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含量等重要信息。在漂白之前S10

和S18分别为95.0%和97.9%，在漂白之后，S10和S18

分别为94.2%和97.7%，相比于S18，S10降低的程度略

大一些，可能在漂白之后溶解浆总产生一些细小纤维，

这与图5（B）中黏度下降是一致的。通过以上结果表

明，通过(OO)D0E OPD1D2漂白后，溶解浆的白度可以达

到91.0%I S O，黏度为618m l/g，α-纤维素含量最高为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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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化生产产品特性

工业化生产中参考实验室研究结果，采取PHK连

续蒸煮结合(OO)D0E OPD1D2进行100%辐射松的实际生

产，其产品质量指标详见表4。相对于竞品，辐射松预

水解硫酸盐溶解浆在黏度高15%的情况下，老化时间短

24%，这尤其利于下游黏胶行业提升产量。同时，经过

下游黏胶纤维企业的实际应用，表明辐射松PHK产品

性能完全媲美当前世界最优的针叶木产品并能100%取

代使用。

3  结论

实验中以辐射松为原料通过预水解硫酸盐蒸煮法

制备高纯度溶解浆，在预水解阶段最佳处理强度P-因

子=480的条件下，有51.2%的半纤维素和少量的木质素

纤维素被去除。相对于木糖和甘露糖，阿拉伯糖和半乳

糖更容易水解产生，经过进一步转化成为糠醛、5-羟甲

基糠醛和乙酰丙酸可以作为高值化学品继续得到应用。

在硫酸盐蒸煮阶段最佳蒸煮强度H-因子=1500（NaOH

用量24%，硫化度35%，固液比1∶4，温度165℃），所获

木浆的卡伯值为18.1，黏度为956m l/g，α-纤维素含

量为95.62%。经过(O O)D0E OPD1D2漂白后，溶解浆的

白度可以达到91.0%I S O，黏度为618m l/g，α-纤维素

含量最高为95.0%，戊聚糖含量2%以下。实际生产中

参考实验室工艺条件，通过PHK连续蒸煮结合(O O)

D0E OPD1D2工艺生产出了白度、α纤维素、戊聚糖、反应

性能和老化时间等指标媲美世界最优针叶木的溶解浆

产品。

参考文献

[1]Pang Z , Dong C, Pan X. Enhanced deconst r uct ion and 

dissolut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in ionic liquid at high 

water content by lithium chloride[J]. Cellulose, 2015,23:323-

326.

[2]Huber GW, Iborra S, Corma A. Synthesis of transportation 

fuels from biomass: Chemistry, catalysts, and engineering[J]. 

Chemical Reviews, 2006,106:4044-4046.

[3]Zhou C-H, Xia X, Lin C-X, Tong D-S, Beltramini J. Catalytic 

convers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to fine chemicals and fuels 

[J].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1,40:5588-5591.

[4]Carere C R, Sparling R, Cicek N, Levin DB. Third generation 

biofuels via direct cellulose fermentation[J]. Int J Mol Sci, 

2008,9:1342-1346.

[5]Somerville C, Youngs H, Taylor C, et al. Feedstocks for 

lignocellulosic biofuels[J]. Science, 2010,329:790-795.

[6]Taarning E, Osmundsen CM, Yang X, et al. Zeolite-catalyzed 

biomass conversion to fuels and chemicals[J]. Energy Environ. 

图5  (OO)D0EOPD1D2漂白过程中纸浆性能的变化

(A)

(B)

(C)

(D)

研究开发  R & D

24
第41卷第18期 2020年9月



[收稿日期:2020-03-20]

Sci., 2011,4:793-796.

[7]Wu C-J, Zhang J-C, Yu D-M, et al. Dissolving pulp from 

bamboo-willow[J]. Cellulose, 2017,25:777-782.

[8]Strunk. The influence of properties in cellulose pulps on the 

reactivity in viscose manufacturing[J]. Nordic Pulp and Paper 

Research Journal, 2011,26:081-087.

[9]Wollboldt R P, Zuckerstätter G, Weber H K, et al. Accessibility, 

reactivity and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 of E. globulus pulps 

with reduced xylan content[J].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44:533-536.

[10]Martino D C, Colodette J L, Chandra R, et al. Steam explosion 

pretreatment used to remove hemicellulose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of a eucalyptus organosolv dissolving pulp[J].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51:557-561.

[11]Jahan M S, Rahman M M, Sarkar M. Upgrading old corrugated 

研究开发 R & D

cardboard (OCC) to dissolving pulp[J]. Cellulose, 2016,23:2039-

2044.

[12]Andrade M F, Colodette J L. Dissolving pulp production 

from sugar cane bagasse[J].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2014,52:58-63.

[13]Duan C, Li J, Ma X, et al. Comparison of acid sulfite (AS)- and 

prehydrolysis kraft (PHK)-based dissolving pulps[J]. Cellulose, 

2015,22:4017-4022.

[14]Benjamin M, Douglass I B, Hansen G A, et al. A general 

descr ipt ion of commercial wood pulping and bleaching 

processes[J]. Journal of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ssociation, 

1969,19:155-160.

[15]Moritz Leschinsky H S, R Patt. Detailed mass balances of the 

autohydrolysis of Eucalyptus globulus at 170℃[J]. Bioresources, 

2009,4:687-691.

25
Sep., 2020  Vol.41,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摘 要：食品包装用纸制品的质量安全对食品的安全有重要影响。介

绍了产品标准、生产工艺、国家监管形式和生产许可等方面对食品包装

用纸制品的要求，特别是理化指标项目，重点分析了食品包装用纸制

品中塑化剂、溶剂残留量、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

重金属、多氯联苯、矿物油、总迁移量、荧光增白剂和高锰酸钾消耗量

项目的检测情况，并对目前高关注的热点项目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

提高食品包装用纸制品质量的具体措施，建议建立食品包装用纸制品

过程检查质量安全评价规范，并开展绿色产品的评价工作。

关键词：食品包装；纸制品；典型项目；分析研究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food packaging paper is critical to food safe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quirements for food packaging paper 
products in terms of product standards, production processes, national 
regulatory forms and production licenses, especially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 items.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plasticizers, solvent 
residues,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 heavy metal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mineral oil, total 
migration volume, fluorescent brightener and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 Moreover, it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hot projects of high 
concern, and proposed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od 
packaging paper products. 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and 
safety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paper products for food packaging and to 
carry out the evaluation of green products.
Key words: food packing; paper products; typical item; analysis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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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用纸质包装材料因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环保

性能被广泛应用[1]。包装材料的质量安全已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因食品包装材料的质量问题引起的中毒事件

时有发生，据资料显示，2011年和2012年曝光了爆米花

桶、方便面桶、奶茶杯外层纸中荧光增白剂事件，2018

年曝光了快餐纸包装中全氟辛烷磺酸（PFO S）和全氟

辛酸（PFOA）超标事件。食品包装用纸在食品包装、

储存过程中，其表面残留的化学物质，如荧光物质、金

属元素、有机挥发性物质以及表面活性剂等[2～4]，均可

能迁移至食品中，影响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据报道，

由于生产工艺出现问题，有的企业召回了一些有缺陷产

品；有的食品企业为降低成本使用了非食品级用纸，甚

至可能是废纸或回收纸，造成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而消

费者和监管部门对安全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为模糊[5]。

我国实施食品用纸市场准入制度已有13年，2018

年实施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二）食品

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部分》（以下简称《细则》）中对

生产涉及的产品范围、单元划分和产品品种、设备和工

艺、产品标准和检验规则等有明确要求。食品用纸包装

的工序主要有打浆、抄纸、复卷等；食品用纸容器的工

序主要有印刷、模切、成型等。目前国家监管形式主要

有：生产许可、监督抽查、监督检查、风险监测和技术

规范验证等。从多年来的监督抽查来看，获证企业能够

在原料与生产上严格把关，产品可放心使用。但是市场

上存在一些质量不能保证的“三无”产品，特别是这些

产品被用于喝果汁或热饮，或盛热菜热饭，会加大有害

物质迁出的风险。

笔者重点分析了食品包装用纸制品中塑化剂、溶剂

残留量、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

重金属、多氯联苯、矿物油、总迁移量、荧光增白剂和

高锰酸钾消耗量项目，并对目前高关注的热点项目进行

了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食品包装用纸制品质量的具体

措施，建议建立食品包装用纸制品过程检查质量安全评

价规范，并开展绿色产品的评价工作。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高效液相色谱仪：2695，美国wa t e r s公司；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7890B-5977B，美国安捷伦科技

有限公司；气相色谱仪（带FID检测器和顶空进样器），

7890B，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ICP-OES，VISTA-PRO，美国VARIAN

公司；超高效液相-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UPLC-

AB5500，美国AB SCIEX公司；紫外分析仪，ZW-7，

济南三泉中石实验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萃取仪，KQ-

500DE，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锅：温控

范围从室温～100℃，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g。

主要的标准品：8种多氯联苯混标，浓度10mg/l，

美国Ac c u S t a n d a r d公司；18种邻苯二甲酸酯类混

标：浓度1000mg/l，Dr.Ehrenstor fer公司；全氟辛酸

（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0.1g标准品，纯

度均大于98%，Dr.Ehrenstorfer公司；13种溶剂残留：

乙醇、异丙醇、丙酮、丁酮、乙酸丁酯、乙酸异丙酯、乙

酸乙酯、正丁醇、苯、甲苯、二甲苯（邻、间或对）溶剂均

为色谱纯,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构烷烃

(C7-C40)混标，浓度1000mg/l，美国o2si公司。

乙酸：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实验样品及实验方法的选择

从市场购买实验样品，纸杯3批次，爆米花桶2批

次，包装纸袋3批次，纸碗2批次。纸杯编号为1#、2#、

3#，爆米花桶编号为4#、5#，包装纸袋编号为6#、7#、

8#，纸碗编号为9#、10#，并对其塑化剂、溶剂残留

量、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 S）、重

金属、多氯联苯、矿物油、防霉杀菌剂、总迁移量、荧

光增白剂和高锰酸钾消耗量项目进行检验。塑化剂项

目参照GB 31604.30-2008 [6]，溶剂残留量参照GB/

T 10004-2008 [7]，全氟辛烷磺酸（PFO S）和全氟辛

酸（PFOA）参照GB 31604.35-2016[8]，重金属（铅、

砷）指标GB31604.49-2016[9]中第一部分，多氯联苯参

照GB 31604.39-2016[10]，矿物油参照SN/T 4895-

2017 [11]，总迁移量实验条件为食品模拟液：4%乙酸、

70℃、2h，参照GB 31604.8-2016 [12]，荧光增白剂参

照GB 31604.47-2016 [13]，高锰酸钾消耗量实验条

件为食品模拟液：水，处理条件为70℃、2h，参照GB 

31604.2-2016[14]进行实验处理。

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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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点项目的检测分析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

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5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该标

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标准、添加剂和产品标准、方法

标准三个层次的内容。比较新旧标准发现，新标准要求

更加科学合理，更加严苛。纸制品的产品标准对总迁移

量、高锰酸钾消耗量、铅、砷、多氯联苯和荧光增白剂项

目进行了规定，食品包材的通用安全要求标准和添加剂

使用标准对多氯联苯项目有新的要求。

食品用包材的总迁移量大小跟材质关系密切，研

究发现，塑料、纸在介质水、乙醇、乙酸和正己烷中有不

同溶出物数据的分布特征[15，16]。高锰酸钾消耗量反映

的是易被氧化的水溶性物质的总量，这项指标可以反映

出材料中有机物质在水性食品中的迁移情况和可能含

有的有毒有害的有机物质的含量。铅、砷是纸制品产品

标准要求的重点重金属监测项目，也是油墨中含有的典

型重金属元素，所以把控原材料（基材、油墨）的质量，

可以更好地保证终产品质量。纸制品中的多氯联苯主要

来自于印刷油墨，除了工业用纸，食品包装纸用的油墨

中也可能含有多氯联苯。回收纸或纸板经过脱墨处理

后，可能使生产的纸品中残留多氯联苯。纸制品中荧光

增白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使用了

不合格的原料或是有意添加。下面以淋膜纸杯生产工艺

流程为例介绍纸制品产品的生产过程，见图1。四类纸

制品中的总迁移量、高锰酸钾消耗量、铅、砷、多氯联苯

和荧光增白剂的检测情况，见表1。

实验结果表明：3#纸杯铅含量为18.2m g/k g，超

过标准规定3.0mg/kg的6倍多，铅超标原因：（1）使用

了含有铅的原纸；（2）印刷工序中使用的油墨含有铅；

（3）产品在储存、运输、包装过程中受到污染。5#爆米

花桶检测出荧光增白剂，原因可能是原料含有或是有意

添加造成的。7#包装纸袋，总迁移量为516.8mg/dm2，

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值10m g/d m2要求的约52倍，蒸发

残渣中含有大量的白色物质，原因可能是母料使用过

量，如碳酸钙，同时此样品的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数值为

80.2mg/k g，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40mg/k g要求，迁

移液也有掉色现象；样品内层有淋膜的，总迁移量、高

锰酸钾消耗量检验结果较小；多氯联苯、砷项目均符合

国家标准的要求。

2 .2 热点项目（矿物油、溶剂残留量、PFOA、PFOS、塑

化剂）检测分析

纸包装材料被认定为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可

降解包装材料，但是有些企业使用回收纸或纸板制成的

食品包装材料，直接用于面包、巧克力、汉堡等包装，造

成内装食品质量的安全风险加大。目前将矿物油、溶剂

残留量、PFOA、PFOS、塑化剂作为纸包装产品潜在的

风险监测项目或热点检测项目。

图1  淋膜纸杯生产工艺流程

注：以上标有*的工序为关键工序。

表1  样品测试结果

编号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迁移量

/(mg/dm2)

＜2.0

＜2.0

＜2.0

＜2.0

＜2.0

＜2.0

516.8

＜2.0

＜2.0

＜2.0

样品名称

纸杯

纸杯

纸杯

爆米花桶

爆米花桶

包装纸袋

包装纸袋

包装纸袋

纸碗

纸碗

高锰酸钾消耗量

/(mg/kg)

＜1.0

＜1.0

＜1.0

＜1.0

＜1.0

＜1.0

80.2

＜1.0

＜1.0

＜1.0

铅

/(mg/kg)

 0.43

 0.21

18.20

0.56

0.36

0.53

1.85

0.87

0.46

0.58

砷

/(mg/kg)

0.12

0.078

0.082

0.19

0.18

0.071

0.082

0.072

0.13

0.16

多氯联苯

/(mg/kg)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荧光增白剂，检测值

254nm/365nm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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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油作为食品接触材料中的污染物，通常存在

于有油墨印刷的食品包装纸和纸及纸塑复合包装材料

中。纸板或回收纸仅仅采用化学消解、清洗、脱墨等处

理方式，不能完全去除掉其材料中的矿物油。回收纸或

纸板加工成食品包装材料，通常以接触迁移或气态扩

散污染食品，是食品中矿物油污染的主要来源[17，18]。

矿物油主要来源于石油。矿物油的组成很复杂，

主要包括直链、支链及环状饱和烷烃矿物油（MOSH）

及由聚芳烃化合物组成的芳香烃矿物油（MOAH）。矿

物油对人体的健康存在隐患，烃类矿物油已成为积累

在人体内量最大的污染物[19]。MOSH可能会在体内积

累，在淋巴结、脂肪组织、脾脏和肝脏中形成微型微肉

芽肿，而MOAH具有极大的潜在致癌性。德国规定包材

中MOSH和MOAH迁移限量值为2mg/kg和0.6mg/

k g，我国产品标准未对矿物油进行规定。矿物油主要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迁移至食品中：（1）食品接触材料

包装液体或半固体食品产生的迁移；（2）以气相形式

迁移至干性食品中。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改变回收工

艺、使用阻隔层和向纸质材料中添加活性炭等吸附

剂，来减少矿物油的迁移造成的食品污染问题。由于

烃类的化合物结构复杂，很多种来源的纸材料的矿物

油组成不可能相同，所以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品准确定

量。分子荧光法、红外光谱法和质谱法不适用矿物油

的检测与定量。目前检测方法主要是：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GC-MS）、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联用法

（HPLC-GC-FID）、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SPE-

GC-FID）、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SPE-

GC-MS）。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对烃类化合物

有很好的响应值，SPE-GC-F I D成为矿物油的理想

检测方法。本次检测结果显示：10批次样品中矿物油

项目均未检出。

目前，食品用纸包装材料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

方法主要是顶空-气相色谱法（GC）和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GC-MS）。纸包装材料中溶剂残留为产

品标准外项目，主要来源于油墨、黏合剂和加工助剂，

若溶剂残留超标，可能会污染包装的食品，如果消费者

食用这些被污染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风险

或危害。近几年，溶剂残留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

题，生产工艺方面：（1）可以适当提高烘道温度、调整设

备转速，把控合适温度，通风良好；（2）使用合格的油

墨，选择环保安全溶剂；（3）选择合适的基材，不同材

料的吸附性与阻隔性对溶剂残留量有不同的表现；（4）

企业及时、准确进行产品检验。政府积极开展专项检查

和风险监测，把控产品质量风险。

对10批次样品参照GB/T 10004-2008进行溶剂

残留检测，13种溶剂标准品的气相色谱图见图2。

检测结果显示：10批次样品中6#样品检出乙酸乙

酯、乙醇，结果为0.7mg/m2，其他样品的溶剂残留总量

和苯类溶剂残留量均未检出。主要原因是纸制品的油墨

印刷用纸对溶剂的释放速率较大，溶剂残留小。

全氟烷基物质（PFA S）是一种新型持久性污染

物，截止到目前，多聚氟化合物以及全氟类化合物已

达数百种，其中全氟辛烷磺酸（P F O S）和全氟辛酸

（PFOA）是重要的全氟表面活性剂，性质稳定，不易

降解，并具有疏水疏油的特性，广泛用于工业产品和消

费品，如造纸、制革、纺织和防火薄膜等领域。在食品

接触材料领域，主要是生产聚四氟乙烯、不黏锅涂层和

纸制品的防油防水涂层。PFOA和PFOS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难降解的、具有全身多脏器毒性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在生物体内有蓄积效应，具有神经毒性、遗传毒

性、雄性生殖毒性等，具有很长的半衰期，产生的人群

暴露水平可能超过暴露安全阈值，对人类的健康造成重

要影响。

近年来，在快餐包装袋、爆米花袋和不黏锅涂层中

均有检测出PFOA和PFO S，有污染食品的可能性。另

图2  13种溶剂标准品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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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美国一机构对美国27家连锁快餐店的400多个

包装纸、纸盒或饮料杯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超过三分

之一的快餐包装含有PFAS（全称为多聚氟烷基与全氟

烷基物质）的化学物质。此次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媒

体和消费者的重要关注和对产品质量的担忧。应该加强

研究由迁移产生的前体物质和PFAS的技术研究，采取

源头控制和产品风险管理的手段。目前，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LC-MS/MS)是主要检测PFOA和PFOS的方

法，具有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并能够提供相比单级质

谱更详细分析物的分子结构信息。本实验对10批次的

样品按照GB 31604.35-2016进行检测，2种物质的标

准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图见图3。

爆米花桶4#检出了P F OA，原因可能有印刷油

墨、纸和淋膜含有全氟烷基物质（PFA S），其他样品

均未检出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

（PFOS）。

在我国，生产食品包装用纸，要求不得使用废旧纸

和社会回收废纸。回收纸作为造纸原料，也是可能带来

增塑剂超标风险。如果食品包材中含有增塑剂，增塑剂

可能会迁移至食品中，对人体免疫力、内分泌系统和生

殖系统造成危害，长期摄取有致癌的风险。增塑剂是一

种高分子材料助剂，其中以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又

称塑化剂）的生产和消费量最大，占总量的80%。纸制

品常检出的塑化剂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

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主要来源于基材、印

刷油墨、涂层和黏合剂等，纸包装用油墨中含有的增塑

剂可通过包材迁移进入内装食品从而危害人体健康[20]，

因此严把原辅材料关，改善生产工艺等，可以有效降低

塑化剂检出的风险。

按照GB 31604.30-2016的检验要求，采用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对超声提取液进行检测分析，18种邻苯

二甲酸酯的标准谱图见图4。

通过检测发现，样品爆米花桶4#、5#均检出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DBP）为1.7m g/k g、1.3m g/k g，超过了

GB 9685-2016[21]中规定的＜0.3mg/kg；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酯（DEHP）0.75mg/kg、0.36mg/kg，均

小于标准规定的1.5m g/k g要求，其他样品塑化剂均符

合标准要求。

2.3 提高产品质量的措施和建议

政府层面：（1）开展生产企业过程监督检查，关注

企业使用的原料、油墨、生产环境和储存环境等；（2）

进一步扩大流通领域中的监测范围，加大抽查频次和力

度，偏重于对风险的分析；（3）建议建立食品包装用纸

制品过程检查质量安全评价规范，并开展绿色产品的评

价工作。

图3  PFOA、PFOS标准物质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色谱图

图4  18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标准物质的气相色谱-

质谱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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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严格按照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

用卫生规范和《细则》进行生产，重点把控原辅料、生

产工艺和终产品的检验。

消费者层面：（1）消费者应增强自身质量安全意

识；（2）使用时，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注意使用条

件，同时当使用不合格产品造成伤害时，可以投诉举

报，维护自身权益；（3）消费者不购买印刷过于鲜艳和

价格便宜的产品，购买有生产许可证和合格证标签标识

齐全的产品，产品质量有保证。

3  结论

3.1 样品中重点常规项目：铅、高锰酸钾消耗量和荧光

增白剂有检出，热点项目：溶剂残留、PFOA、PFOS、塑

化剂有检出，总迁移量项目迁移实验时有的样品出现脱

色现象。

3 . 2 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提出了提高

产品质量的措施和建议。

3 . 3 我国应建立食品包装用纸制品过程检查质量安全

评价规范，并开展绿色产品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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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备一种纳米矿物保润包装纸来减少烟支水分的散失，

提升包装纸的保润性能。以钠基膨润土进行有机改性作为原料，以

丙烯酸为单体，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交联剂，过硫酸铵和

亚硫酸氢钠作引发剂，通过水溶液聚合法，制备出聚丙烯酸钠—

膨润土（纳米矿物保润涂料），将涂料涂布于烟用包装纸盒背面，

测定包装纸的保润效果。制备纳米矿物保润涂料的最佳条件为：

用NaOH调节pH为4，有机膨润土用量为单体用量的6%，交联剂用量

为单体含量0.15%，引发剂用量为单体含量的0.45%，反应温度为

70℃时，制得涂料的吸水倍率最高为968g/g。背涂新型矿物保润

涂料的包装纸中烟支水分至少10天可以一直保持在12%左右。

关键词：改性膨润土；聚丙烯酸钠；保润涂料；卷烟包装纸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epare a novel nano-mineral moistening 
packaging paper which can reduce the moisture loss of cigarettes 
and improve the moisture retention of packaging paper. The sodium 
bentonite modified by CTBA i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acrylic acid is 
used as monomer, N,N’- methylenediacrylamide is used as crosslinking 
agent, ammonium persulfate and sodium bisulfite are used as initiator to 
prepare polyacrylate sodium-bentonit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ptimum 
technical conditions of nano-mineral moistening coating preparation are 
as follow:  adjust the pH to 4 with NaOH, the modified bentonite is 6%, 
the crosslinker is 0.15%, the dosage of initiator is 0.45% of the monomer,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is 70℃. The highest water absorption ratio of 
the coating can reach to 968g/g. Cigarettes are packaged with nano-
mineral moistening coating paper, which the moisture content can be 
kept at about 12% for at least 10 days.
Key words: modif ied bentonite; sodium polyacrylate; moisture 
retention; cigarette packag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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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保润技术从保润机理上分为物理保润和感官

保润。物理保润主要是增强烟丝水分；感官保润主要是

减少卷烟品吸时的刺激性。从保润载体上又分为烟草

种植、烟叶加工、保润剂、保润辅料以及包装贮存等方

面。近些年，保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新型保润剂的研发

和卷烟纸/滤棒辅料的保润技术。国外研究主要针对保

润剂的机理与减害作用较多[1]。从2016年烟用保湿防潮

内衬到2018年陶土保润内衬纸[已在兰州（黑中支）上

实现应用]的研发[2]，保润包装材料为保润技术提出新

的方向。跳出卷烟包装领域，放眼整个包装领域，高阻

隔材料的研究成为卷烟保润包装材料的研究目标，主

要分为三个方向：（1）无机物增强高阻隔材料，主要是

添加沸石、硅藻土、膨润土等无机物填料作为包装纸填

料（前面提到的陶土保润材料，已有中烟企业及印刷企

业完成应用）和矿土材料与聚合物实现改性共聚制备

复合材料涂布于包装材料（卷烟行业暂无应用）；（2）

生物基纳米可降解高阻隔材料，主要是将微晶纤维素

（MFC）或纳米纤维素（NFC）涂布于纸基或薄膜上

达到阻隔作用（卷烟行业暂无应用）[3]；（3）智能化高阻

隔包装；探寻具有功能性的阻隔材料，加入指示剂增加

自动显示功能，也可加入生物传感器来实现包装的智能

化，由于成本和生产稳定性问题，此方案仍处于试验阶

段[4]。

聚丙烯酸类超吸收性树脂是一种新型功能性聚合

物材料，包括与亲水基团如羟基或羧基交联的网络结

构，并且通过水合作用吸水能力高达自身重量几百倍和

几千倍[5,6]。常温下有液态水保水能力，即使加压也难

以失水。高吸水性树脂最先由美国的Fant a等人在20世

纪60年代开发成功，它是淀粉与丙烯腈接枝共聚的水解

产物，主要用于改善土壤。到20世纪80年代，高吸水性

树脂开始在个别发达国家量产。如今，从生活用品到农

林种植再到工业生产，高吸水性树脂的使用范围十分广

泛。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高吸水性树脂的市场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7]。

膨润土的主要成分为蒙脱石，蒙脱石属于2∶1型的

三层结构的硅酸盐黏土，其结构为每个单位晶胞由两

个硅氧四面体中间夹带着一层铝氧八面体构成，二者之

间由共用氧原子连接，片层厚度和晶层间距均为1nm左

右，而长宽则各约100nm[8,9]。膨润土具有强吸水能力，

主要是因为其层间的静电力吸引水分子或极性大分子

进入使得膨润土有润胀和膨胀作用。另外，膨润土具有

阳离子交换性，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可以与钙、

钾、钠等阳离子进行互换，还有多核金属阳离子以及有

机阳离子进行互换，将其表面的亲水性改变。在复合材

料的制备中，经常利用膨润土的这一性质，提高复合材

料中无机与有机的相溶性，以膨润土为框架和载体，将

具有功能性的物质引入到膨润土中，增大其层间距，通

过物理或化学工艺，让有机单体或聚合物均匀分布于蒙

脱石片层结构中，制备出性质稳定的纳米复合材料[10]。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等级及其产地

钠基膨润土，分析纯（AR），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分析纯（AR），天津

市河东区红岩试剂厂；丙烯酸、过硫酸铵、亚硫酸氢钠，

皆为分析纯（AR），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N,N'-亚

甲基双丙烯酰胺，分析纯（AR），宁波旋光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阳离子淀粉，分析纯（AR），天津市天力化学药

剂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分析纯（AR），天津北海药品

有限公司。

1.2 设备型号及其厂家

电动搅拌器，型号J J-1，深圳市沙头角国华仪器

厂；磁力搅拌器，型号ZGCJ-3，浙江省上虞市大亨桥仪

器厂；恒温水浴锅，型号SY P-3，乐清市艾德堡仪器有

限公司；电子天平，型号PG-S，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

限公司；pH计，型号PHS-3C，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型号DHG-9053A，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改性钠基膨润土的制备

将10g钠基蒙脱石在高速搅拌下分散在175m l水

中，升温至70℃，加入5gCTBA后激烈搅拌10m i n继续

低速搅拌1h，有白色沉淀物析出，将沉淀物水洗，真空

干燥磨细后用250目的筛子过筛，制成有机膨润土。

1.3.2 有机膨润土-聚丙烯酸钠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

(1）交联剂和引发剂溶液的配制：交联剂溶液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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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0.005g/m l。引发剂溶液的配制：以过硫酸铵（引

发剂α）-亚硫酸氢钠（引发剂β）氧化还原体系为引发

剂，其中mα∶mβ=19∶11；准确称取1.33g过硫酸铵配制

成100ml溶液，其浓度为0.001g/ml；准确称取0.77g亚

硫酸氢钠配制成100ml溶液，其浓度为0.007g/ml。

(2）树脂的制备：取一定量的丙烯酸于三口烧瓶

中，在冰水浴下，用氢氧化钠调节至一定量的pH值。在

磁力搅拌下依次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改性纳基膨润土、

引发剂α（过硫酸铵）、引发剂β（亚硫酸氢钠）和交联

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搅拌均匀后，置于一

定温度下恒温搅拌10min，静置至出现橡胶状弹性体于

100℃的烘箱中烘干，切碎，备用。

(3）吸水倍率的测定：称取聚丙烯酸钠/高岭土

复合高吸水性树脂m 1，放入盛有500m l去离子水的

1000m l烧杯中，树脂充分吸水24h后，过滤并称凝胶质

量m2，然后按式（1）求吸水倍率Q。

Q=（m2-m1）/m1                      (1)

1.3.3 新型矿物保润包装纸的制备

(1）胶黏剂的制备：将阳离子淀粉配成10%的原

液，然后放入95℃水浴锅中糊化，糊化时间为30min。

(2）涂料浆液的配置：取涂料配置成10%的溶液。

(3）涂布工艺：先用涂布机把胶黏剂涂布在白卡纸

上，然后在将保水及吸水材料涂布在纸上。

1.3.4 烟丝水分测量方法

(1）样品制备：1个空白样，1个背涂涂料包装纸（里

面是新制好的潮湿烟支，取其中两只测烟支含水率），1

个背涂涂料包装纸（里面是干燥烟支，取其中两只测含

水率）。注：放干燥烟丝是为了考察涂料的补水功能。以

上三种样品每一种多取一些平行样品。

(2）样品平衡：取卷烟不开封，在室内条件下，平衡

时间3天、6天、9天、12天，测量三款样品不同平衡时间

下的烟丝水分含量。

(3）烟丝水分测量[11]

测量步骤：接通烘箱电源，打开加热开关，并使通

风口保持在半开状态，烘箱内温度稳定在100℃；打开样

品盒盖，将样品盒以及样品盒盖一并置入烘箱中层鼓风

干燥30m i n，加盖取出样品盒并置入干燥器内，冷却至

室温后称重，精确至0.001g，再将样品盒立即置入干燥

器内。

卷烟样品制备：从每盒卷烟中各随机抽取卷烟5支

左右，取出烟丝，置入一已知重量的样品盒中并及时称

重，精确至0.001g，重复上述步骤，再制备一份样品。

注：根据单支卷烟烟丝重量确定取样数量，保证每

个样品盒中烟丝总量达到4～6g之间，并注意及时加盖

称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探究

实验探究分为改性膨润土的表征、单因素探究、正

交试验探究以及包装纸保润性能测试。对改性膨润土

的表征主要是证明钠基膨润土是否改性成功；单因素探

究分为引发剂用量、NaOH用量、交联剂用量和反应温

度对吸水倍率的影响，得到引发剂和NaOH用量的最佳

条件；对最佳条件下得到保润涂料进行涂布，测试包装

纸的保润性能。

2.1.1 单因素探究

引发剂用量对吸水倍率的影响：保持交联剂用量

为单体含量的0.15%、有机膨润土用量为单体含量的

5%、中和度为50%、反应温度为70℃，改变引发剂含量

为所占单体含量的0.2%、0.3%、0.4%、0.5%、0.6%、

0.7%，依次测量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从而找

出最佳交联剂用量。当交联剂的用量固定，引发剂的用

量控制了聚合反应的速率和形成聚合物的分子量，聚合

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影响树脂的成网性，所以引发剂对树

脂的吸水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pH值对吸水倍率的影响：保持有机膨润土用量为

单体含量的5%、交联剂用量为单体含量的0.15%、引发

剂为单体含量的0.4%、反应温度为70℃，考察NaOH用

量对吸水倍率的影响，改变NaOH用量使得pH值为2、

3、4、5、6，依次测量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从

而找出最佳pH值。

交联剂用量对吸水倍率的影响：保持有机膨润土

用量为单体含量的5%、引发剂为单体用量的0.4%、反

应温度为70℃、中和度为50%，考察交联剂用量对吸水

倍率的影响，改变交联剂用量为单体含量的0.05%、

0.10%、0.15%、0.20%，依次测量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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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率。

反应温度对吸水倍率的影响：保持有机膨润土用

量为单体含量的5%、引发剂用量为单体用量的0.4%、中

和度为50%、交联剂用量为单体用量的0.15%，考察反

应温度对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的影响，改变反应温

度从60℃、70℃、80℃、90℃，依次测量高吸水树脂的吸

水倍率。

2.1.2 设计正交试验（表1）

2.2 探究结果

2.2.1 改性膨润土的表征

将钠基膨润土及改性后的有机蒙脱石用X射线衍

射仪分别作X衍射分析，见图1。测试条件：扫描范围1.5

～30deg。

从图1可以看出，钠基膨润土的衍射角2θ=7.1°，

用CTBA改性后的有机膨润土较钠基膨润土的衍射峰

左移，d值明显增大，膨润土的层间距增大了3.12n m，

成功制备有机改性膨润土。CTBA较大的阳离子取代了

钠基膨润土中较小的钠离子，造成膨润土的层间距增

大，有利于后续实验中聚合物向膨润土层间的引入和均

匀分布。

2.2.2 单因素探究结果

表1  正交试验设计

1

2

3

0.05

0.10

0.15

交联剂用量

(质量分数/%)

B

纳基膨润土用量

(质量分数/%)

A

2

4

6

引发剂用量

(质量分数/%)

C

0.35

0.40

0.45

反应温度

/℃

D

60

70

80

由图2可以看出，引发剂的含量为0.4%时制备的树

脂的吸水倍率最大为732g/g。这是因为当引发剂用量

小时，整个反应所激发出的自由基就少，反应的引发速

率慢，不利于树脂的成网性；随着引发剂用量的增加，

激发的自由基越来越多，聚合反应速率越来越快，在引

发剂达到一定量时，单体与单体以及蒙脱石之间的结合

速率达到最佳，形成三维分子网络，吸水率高峰出现；

而引发剂用量过多，反应过快，会造成聚合物的急性聚

集，自由基链来不及增长，形成的聚合物聚合度低，无法

成网成团，从而导致树脂的吸水性差。

如图3所示，pH4为临界点，吸水率呈现不同的变

化规律。当pH值达到4时，吸水倍率达到最大值；当pH

值小于4时，吸水倍率随pH值的增加而增大；而pH值大

于4时，吸水倍率开始下降。主要由于在pH小于4时，聚

合物与膨润土体系中的电荷密度增加，形成的网状结构

中的静电力和渗透压变大，有利于水分子的进入，从而

导致吸水倍率的升高；当pH大于4时，体系中离子浓度

图1  钠基膨润土与有机膨润土的X-射线衍射图

图2  引发剂用量对吸水倍率的影响

图3  pH值对吸水倍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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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体系中的可溶性物质增多，渗透压减小，成网性

较差，没有形成较好的水分子进入通道，从而导致吸水

倍率下降。从反应动力学角度讲，丙烯酸单体活性好，

聚合速率快，当聚合反应体系中和度过低，酸性强，反

应速率太快无法把控，形成了交联度高、密度大的聚合

物，但形成的聚合物中以低分子聚合物居多，黏性大，

水分子不易进入，吸水性差；随着pH的增加，反应速率

有所减缓，交联程度降低，羧酸钠基团的形成增加，聚

合物体系中的亲水性基团增多，形成的网状结构的渗透

压增加，吸水倍率开始增加；当pH值过高时，亲水基团

过多，形成的树脂的水溶性过大，成网性差，树脂的吸

水性变差。所以，pH较低时，聚合反应形成的网状结构

表面的离子浓度小，渗透压小，低聚物多，吸水倍率差；

随着pH的增加，离子浓度开始增加，亲水基团也随之

增加，交联网状结构的渗透压在pH值为4时达到最大，

吸水倍率达到最大值。pH值较大，分子间以氢键交联

反应为主，形成的网络结构致密并且表面离子浓度过

大，水分子不易进入，另外，氢键之间的干扰，带电羧基

的排斥都限制了链的增长和运动，最终导致吸水能力下

降。

由图4可看到，当交联剂的质量分数（相对于丙烯

酸单体）为0.15%时，吸水倍率达到最高；当交联剂的质

量分数小于0.15%时，随着交联剂质量分数的增加，吸

水率呈增加趋势；当交联剂的质量分数大于0.15%时，

吸水率呈下降趋势。由于吸水性能与交联密度成反比，

吸水后，其凝胶强度与交联密度成正比，若要使得产物

具有较强的凝胶强度和吸水性，就要降低反应的交联

密度。而交联剂过多或过少，形成的复合材料的形态也

完全不同，交联剂过多，凝胶吸水后质地较硬，吸水率

上不去。

如图5所示，在反应温度为70℃时，吸水倍率有最

大值；反应温度低于70℃时，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分

子运动加快，分子之间的碰撞也变多，共聚物增多，制

备出的复合材料吸水性好；而反应温度大于70℃时，引

发剂反应速率过快，聚合物形成过多，交联度升高，网

表2  正交试验方案和结果

实验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

K2

K3

R

评价指标

吸水倍率

455

373

721

405

597

338

451

444

925

因素

B

1

2

3

1

2

3

1

2

3

1311

1414

1984

437

471

661

224

A

1

1

1

2

2

2

3

3

3

1449

1340

1820

483

446

607

161

C

1

2

3

2

3

1

2

3

1

1718

1229

1762

572

409

587

178

D

1

2

3

3

1

2

3

1

2

1496

1636

1577

498

545

526

47

表3  烟丝水分测量的结果

烟盒涂布量/(g/m2)

未涂布（0天）/%

烟盒背涂复合高吸水性树脂4天后/%

烟盒背涂复合高吸水性树脂10天后/%

样品 1号(空白样)

0 

8

7

6.8

2号

12.75

8

10.9

11.2

3号

30.38

8

12.3

12.9

图4  交联剂用量对吸水倍率的影响

图5  反应温度对吸水倍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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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结构表面亲水基团变少，吸水性降低。

正交试验方案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影响因

素从大到小的顺序为B>C>A>D，最重要因子为交联

剂的用量，最适宜的制备工艺条件为B3C3A3D2。即有机

膨润土用量为单体用量的6%、交联剂用量为单体含量

0.15%、引发剂用量为单体含量的0.45%、反应温度为

70℃。而最优组合B3C3A3D2并不在所列的正交试验表

中，故需验证以最优组合B3C3A3D2为实验条件制得的

树脂的吸水倍率为968g/g。

2 . 2 . 3 有机膨润土-聚丙烯酸钠复合高吸水性树脂涂料

的应用（图6、表3）

如图7所示，空白样随着时间的增加，烟丝水分含

量逐渐减少；如图8和图9所示，在烟用包装纸盒背涂有

机膨润土-聚丙烯酸钠复合高吸水性树脂涂料后，发现

烟丝的含水率是提高的且平稳的，烟丝含水率可达11%

左右。图8与图9相比，背涂涂料的涂布量不同，会发现

烟丝的水分含量也会出现差异性，涂布量越大，烟丝含

水率越高。涂布量为12.75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可达

11.2%，而涂布量为30.38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可高达

12.9%。

3  结论

(1）采用丙烯酸为单体，改性钠基膨润土为原料，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交联剂，过硫酸铵和亚硫

酸氢钠作引发剂，通过水溶液聚合法，制备聚丙烯酸

钠—膨润土（纳米矿物保润涂料）。

(2）在制备纳米矿物保润涂料时，首先通过对引发

剂用量和NaOH用量的探究，发现在引发剂用量为单体

用量的0.4%时吸水倍率取得最佳值，在NaOH用量使

pH值显示为4时吸水倍率有最大值；根据正交试验结

果分析，得出在有机膨润土用量为单体用量的6%、交

联剂用量为单体含量0.15%、引发剂用量为单体含量的

0.45%、反应温度为70℃时，制得的涂料的吸水倍率最

高为968g/g。

图7  空白样的烟丝水分含量变化趋势

图8  涂布量为12.75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变化趋势

 图9  涂布量为30.38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变化趋势

图6  聚丙烯酸钠—膨润土（纳米矿物保润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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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涂涂料的涂布量不同，会发现烟丝的水分含

量也会出现差异性，涂布量越大，烟丝含水率越高。涂

布量为12.75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可达11.2%，而涂布

量为30.38g/m2的烟丝水分含量可高达12.9%。

参考文献

[ 1 ]王理珉,魏杰.卷烟主要包装材料环保性能概述[ J ] .包装工

程,2004,6(25):82-87.

[2]王睿娜,韩磊,等.镀陶烟用内衬纸防潮保润保香性研究[J ].包装工

程,2019,40(15):130-135.

[3]刘东东,唐艳军,张馨琪,等.纳米微晶纤维素的制备、改性及其在纸

张阻隔涂布中的应用[J].功能材料,2016,10(47):10239-10244.

[4]孙媛媛.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研究与应用[ J ] .包装学

报,2012,4(03):16-20.

[5]张小红.高吸水树脂的结构设计与性能研究[D].西安:西北工业大

学,2006.

[6]Peng X W, Ren J L, Zhong L X, et al. Xylan-rich hemicelluloses-

graft-acrylic acid ionic hydrogels with rapid responses to pH, [收稿日期:2020-07-10(修改稿)]

研究开发  R & D

salt, and organic solvent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Chemistry, 2011,59(15):8208-8215.

[7]Wu F, Zhang Y, et al.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cellulose-g-poly (acrylic acid-co-acrylamide) superabsorbent 

composite based on flax yarn waste[J].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2,87(04):2519-2525.

[8]El-Sherif H, El-Masry M. Superabsorbent nano composite 

hydrogels based on intercalation of chitosan into activated 

bentonite[J]. Polymer Bulletin, 2011,66(06):721-734.

[9]史永革,裴剑慧,裴云生,等.膨润土的性质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J].粮食与食品工业,2012(05):38-39.

[10]Kabiri K, Mirzadeh H, Zohuriaan-Mehr M J. Chitosan modified 

MMT-poly(AMPS) nano composite hydrogel: Heating effect 

on swelling and rheological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0,116(05):2548-2556.

[11]GB/T 23838.8-2009,卷烟和滤棒物理性能的测定 第8部分：含水

率[S].2009.

APP推出全新Enza HS Flexpack未漂白牛皮纸，

扩大了其在北美和拉丁美洲的Enza特种纸产品组合

本刊讯（APP 消息) 近日，APP宣布扩大其Enza特种纸产品系列，新推出Enza HS Flexpack未漂白牛

皮纸，主要针对北美和拉丁美洲市场。这种新的未漂白的天然棕色牛皮纸为快餐店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包装解决方案，用于轻量级的外卖食品包装纸、盒内衬和外卖袋。

Enza HS Flexpack是一种天然的、环保的、未漂白的自然色机器上光纸，使其成为直接与食品接触的

理想选择。该产品已通过FDA认证，可直接与食品接触，并通过PEFC认证，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其轻质属

性包括高抗拉、高撕裂强度，定量范围为35～70g/m2，有多种尺寸可供选择。其天然的棕色和优良的光滑表

面，可以用多色印刷，包括单张纸和卷筒纸，可进行宽幅柔印、烫金和压花。

除了直接与食品接触外，Enza HS Flexpack未漂白的包装纸也可作为烟草内衬、标签贴纸和静电衬纸

的完美选择。它也非常适合用于花卉包装、医疗、医药产品、衣架盖、小袋包装和购物袋。由于它的强度较高，

也可用于工业终端用途，如层压、滑板、夹板、不锈钢、玻璃、地板、屋顶和其他基材的夹层等。

“很高兴能够为我们不断扩大的食品包装组合提供最新的产品，设计用于快餐店和其他餐厅外

卖。”APP美洲区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关系副总裁Ian Lifshitz表示：“Enza HS Flexpack的天然棕色100%

不含漂白剂，减少了化学品和水的消耗，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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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纺织用防油剂在防水纸板中的应用性能进行了研究。

通过生产实践可以确定纺织用防油剂可以满足防水纸板的使用要

求。同时，可以采用防油剂与生产水共混进行浸渍加工，实现纸板

的防油要求，要求纸板在雨季使用时，纸板表面的雨水能够顺势滑

落到地面，雨水不会向纸张另一面渗透。浆料打浆度、防油剂用量

等均会对纸张防油性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较为有利的工艺控制为

牛卡45%、办公废纸用量55%，纸浆料打浆度约25°SR，PAE湿强剂

50kg/t纸，干强剂用量22kg/t，AKD用量2kg/t纸，防油纸板中氟含

量不低于3.5kg/t纸，可以满足防水纸板的性能要求。 

关键词：防水纸板；纺织用防油剂；PAE；干强剂；浸渍加工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extile oil repellent in grease proof 
paper was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production practice,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e oil repellen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waterproof paperboard. At the same time, the oil proofing agent and 
production water can be blended for impregn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the oil proofing requirements of the paperboard. When the paperboard is 
used in the rainy season, the rainwat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paperboard 
can slide to the ground, and the rainwater will not penetrate in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per. The pulp beating degree and the amount of oil 
repellent have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oil repellency of paper. The 
more favorable process control is the kraft 45%, the amount of office 
waste paper 55%, the paper pulp beating degree about 25°SR, the PAE 
wet strength agent 50kg/t paper, the amount of dry strength agent 22kg/
t, the AKD amount 2kg/t paper, and the fluorine content of waterproof 
board is not less than 3.5kg/t paper, which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waterproof board.
Key words: greaseproof paper; greaseproof agent for textile; PAE; dry 
strength agent; impre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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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造成野生动物无家可

归。人类为了保护野生动物，需要给野生动物制作动物

窝棚，纸板是最理想的材料之一。纸板具有制作工艺简

单、可降解性、资源获取容易等特点。但目前纸板加工

制作过程容易发生爆裂，长时间使用会因天气原因导致

纸板强度下降而发生大幅度形变等缺点，纸板抗液体

渗透能力差，在雨季使用会造成窝棚内部潮湿或被浸

透等现象。受到日常生活中雨伞的启示，雨水滴落到伞

上能够快速滑落至地面，就不会造成雨水从一面渗透到

另一面，从而展开实验室研究以及生产可行性的研究工

作。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牛卡：进口废纸，办公废纸：国产废纸，PA E湿强

剂：湖北某公司，干强剂：山东某公司，纺织用防油剂：

日本某公司。

1.2 实验设备

立式磨浆机TD7-PFI、页面成形器TD10-200B、

纤维标准疏解机TD15-A、打浆度仪，咸阳通达轻工设

备有限公司；百分天平一台JJ500，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

厂；热风干燥箱GZX-9070，上海上迈电子仪器有限公

司；涂布机EC-200，美国chemins t r ument s；台式调

速胶水机，佛山市力万达包装机械厂；79-11折痕挺度

仪，美国TMI公司；ZB-IBT层间结合力测定仪，杭州纸

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可勃仪FQ-CBD125，四川长

江造纸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纸样准备

按照一定比例牛卡与办公废纸混合均匀，利用PF I

打浆至25°SR，抄片备用。为了保证纸板良好的松厚度，

建议打浆度控制在25°SR。

1.3.2 浸渍液（防油剂）的制备

将纺织用防油剂按照一定比例与生产水进行混

合，然后使用抄造好的纸样进行浸渍加工，测定其抗液

体渗透能力。

1.4 分析与检测

表1  浆料配比对挺度和防爆裂的影响

浆料配比

（牛卡∶办公废纸)

20∶80

25∶75

30∶70

35∶65

40∶60

45∶55

50∶50

防爆裂

现象

爆裂

爆裂

爆裂

爆裂

无爆裂

无爆裂

无爆裂

挺度/

(mN.m)

28

32

44

50

59

65

68

水分

/%

6.5

6.7

6.5

6.5

6.5

6.5

6.6

1.4.1 防爆裂测定方法

将纸板放置于恒温恒湿实验室24h，使用折痕挺度

仪进行测定，按照《GB/T 23144-2008 纸和纸板 静

态弯曲挺度的测定 通用原理》测定。

1.4.2 抗液体渗透能力测试方法

将纸板下方垫置500m l烧杯一支，然后打开花洒

对纸板进行淋雨处理，24h后观察，纸板未淋雨面是否

出现渗水现象。

1.4.3 纸板氟含量的测定

由日本大金氟化工（上海）尤尼恩实验室协助测

定。

1.4.4 纸板表面吸水性

按照《GB/T 1540-2002 纸和纸板吸水纸的测

定 克勃法》测定。

1.4.5 纸板层间结合力

按照《GB/T 26203-2010 纸和纸板内结合强度

的测定（Scott型）》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浆料配比对挺度和防爆裂的影响

将牛卡与办公废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浆，打浆度

控制在25°SR，探讨不同浆料配比对纸板挺度和纸板防

爆裂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牛卡纸用

量的提高，纸板的挺度不断提高，并且防爆裂效果明显

改善。牛卡纸主要以漂白亚硫酸盐针叶木浆为主，其纤

维长度2.0～4.0mm，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其平均纤维

长度在2.78mm；办公废纸主要以亚硫酸盐阔叶木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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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纤维长度0.8～1.0mm之间。纤维经过轻度磨浆以

分丝帚化为主，尽量保证针叶浆的纤维长度，对纸板挺

度和防爆裂方面提供有利条件。从纤维结构方面，尽量

保证纤维内部结构疏松，为后续浸渍处理提供有利条

件。因此，牛卡纸与办公废纸比例控制在45∶55比较合

适。

2.2 干强剂用量对挺度和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牛卡纸与办公废纸按照45∶55的比例进行配浆，浆

料打浆度25°SR，探讨不同用量干强剂对纸板挺度和层

间结合强度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实验结果 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干

强剂用量的增加，纸板的层间结合力呈现出上升

趋势，这是由于干强剂中的阳离子聚烯丙基氯化铵

（Polyal lylanmine.HCL,PPA）能够与纤维、细小纤

维和填料上的阴离子静电结合，阳离子聚烯丙基氯化铵

的作用是把纤维和细小纤维黏结成网络[1]，从而提高纸

板的内结合强度。干强剂的使用不仅可以提高纸板的内

结合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纸板的防爆裂性能。

现在大部分纸厂均使用干强剂，在一定程度上干强剂

可以降低针叶浆用量（约2.0%～3.0%）。同时根据生产

经验，干强剂用量达一定程度后，随着用量的提高对纸

板的强度影响变弱。结合所有生产情况和实验效果，建

议干强剂用量为22kg/t纸比较适宜。

2 . 3 A K D用量对抗液体渗透能力和浸渍液吸收能力的

影响

牛卡纸与办公废纸按照45∶55的比例进行配浆，浆

料打浆度25°SR，干强剂用量22k g/t纸，探讨不同用量

AKD对抗液体渗透能力以及浸渍加工的影响，结果如

表3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AKD用

量的增加会对浸渍液的渗透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

为了保证纸板具有一定的抗液体渗透能力，很有必要使

用一定量的AKD保证纸张在淋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抗

液体渗透能力。随着AKD用量的增加纸张吸水能力变

差，阻挡了浸渍液向原纸内部渗透的能力。通过实验可

以看出，当AKD用量2k g/t纸时对浸渍液的渗透能力

影响较小。

2.4 PAE湿强剂用量对纸板影响

牛卡纸与办公废纸按照45∶55的比例进行配浆，

浆料打浆度25°SR，干强剂用量22k g/t纸，AKD用量

2kg/t纸，使用不同用量PAE湿强剂对纸板湿强度的影

响，结果如表4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PAE湿强

剂用量的增加，纸板经过淋雨实验后由破损状态转至

无破损状态，其原理是PA E树脂部分沉积于纤维之间

表2  干强剂用量对纸板挺度和层间结合强度的影响

干强剂用量

/(kg/t)

12

14

16

18

20

22

24

层间结合强度

（J/m2）

4.0

4.5

4.9

5.5

5.9

6.2

6.5

防爆裂

现象

爆裂

爆裂

爆裂

爆裂

爆裂

无爆裂

无爆裂

挺度/

(mN.m)

65

68

70

71

70

71

72

水分

/%

6.5

6.7

6.5

6.5

6.5

6.5

6.6

表3  AKD用量对纸板抗液体渗透能力的影响

AKD用量

/(kg/t)

0.5

1.0

1.5

2.0

2.5

3.0

3.5

浸渍加工

容易浸透

容易浸透

容易浸透

容易浸透

较容易浸透

难浸透

难浸透

抗液体

渗透能力

轻微渗透

轻微渗透

轻微渗透

无渗透

轻微渗透

轻微渗透

轻微渗透

Cobb值

/(g/m2)

168

136

110

86

75

68

59

表4  PAE用量对纸板湿强度的影响

PAE用量

/(kg/t)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淋雨实验

（24h)

淋浴处破损

淋浴处破损

淋浴处破损

淋浴处破损

淋浴处破损

淋浴处轻微破损

淋浴处轻微破损

淋浴处无破损

淋浴处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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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吸附于纤维的表面，经过干燥时，这些树脂相互交联

成网状结构[2]。为了保证纸板在雨季能够正常使用，不

会导致纸板经过雨水冲洗过程中快递破损，必须使用

湿强剂保证纸板湿强度，另外考虑到后期纸板自然界

条件下降解因素，建议湿强剂用量≥50k g/t纸较为合

理。

2.5 防油剂稀释比例对抗液体渗透能力的影响

牛卡纸与办公废纸按照45∶55的比例进行配浆，

浆料打浆度25°SR，干强剂用量22k g/t纸，AKD用量

2k g/t纸，PAE用量50k g/t纸，浸渍液（防油剂与生产

水）按照不同比例进行稀释，探讨不同用量防油剂对纸

板抗液体渗透能力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稀释比例

的提高，纸板的氟含量变低，导致纸板抗液体渗透能力

变差。采用的防油剂已广泛应用于运动服面料、雨伞、

帐篷、工业用纤维制品，依靠此类防油剂极小的表面张

力。受到雨伞的启发，雨水滴落到纸张表面可以迅速滑

落至地面，即可以保证纸板具有良好的防水效果。需要

表5  防油剂稀释比例对纸板抗液体渗透能力的影响

防油剂

稀释比例

1∶50

1∶100

1∶150

1∶200

1∶250

抗液体渗

透能力

无渗透

无渗透

渗透

渗透

渗透

氟含量

/(kg/t)

8

3.5

2.2

0.8

0.2

[收稿日期:2020-04-13(修改稿)]

明确指出防油剂不仅具有良好的防油效果，而且具有

良好的防水效果。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后烘最后

一组烘缸温度必须控制在165～170℃之间。通过实验

发现，在静态条件下将水滴落至纸面上，液滴呈现出球

状，48h内纸板不会出现渗水现象。

3  结论

(1）纺织用防油剂可以满足防油纸板的使用要求，

其防水防油效果良好。同时，可以采用防油剂与水共混

通过浸渍方式实现纸板的防油要求。

(2）浆料选用、浆料配比、打浆度、干强剂、AKD、

湿强剂、防油剂用量等均会对纸板性能产生较为明显的

影响，较为有利的工艺控制为：

浆料配比45（牛卡）∶55（办公废纸）、浆料打浆度

约25°SR，干强剂用量22k g/t、AKD用量2k g/t、湿强

剂用量50kg/t，浸渍液稀释比例1∶100。

(3）在生产过程中，后烘干最后一组烘缸温度必须

控制在165～1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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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大程度地降低胶黏物对纸管原纸生产的影响，

选择新型的分解型胶黏物控制剂（胶黏物控制酶）来代替传

统的分散型胶黏物控制剂（其成分为蓖麻油聚氧乙烯醚EL-

30、单硬酯酸甘油酯、留兰香油等）。车间中试结果：一方面，

在纸管原纸生产中使用胶黏物控制酶使用效果优于胶黏物控

制剂，且产生的经济效益同样优于控制剂。另一方面，酶为绿

色产品，对环境几乎无任何影响，具有较高的环境效益。

关键词：胶黏物控制酶；纸管原纸；工艺条件；应用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f luence of stickies on the 
production of core board paper, a new decomposition stickies 
controlling agent (stickies controlling enzyme) is select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dispersed stickies controlling agent 
(its principal composition are polyoxyethylene castor oil EL-
30, glyceryl monostearate, spearmint oil, etc.). The results of 
the workshop pilot test: on the one hand, the use of stickies 
control enzym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ore board paper is better 
than stickies control agent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also 
better than control agents; on the other hand, enzymes are green 
products that have almost no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ave 
high environmental benefits. 
Key words: stickies controlling enzyme; core board paper; 
process condition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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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存在。不易沉积在制浆造纸机械设备上，不易沉积在

成形网、毛毯与干网上。其效果见图2、图3。

1.3 技术优点

（1）酶属天然产品，处理负荷小。

（2）酶专一性强，对纸浆及助剂影响小。

2  实验

2.1 原料、药品、仪器

原料：F400级纸管原纸磨后浆。

实验药品：胶黏物控制酶、火碱（0.5mol/l）、醋酸

（0.5mol/l）、蒸馏水。

实验仪器：pH计（PHS-25）、电热恒温水浴锅、

筛缝0.15mm特制筛、电熨斗等。

纸管原纸是使用废旧箱纸板等二次纤维为原料的

一种工业用纸，其浆料具有较高的打浆度，浆料温度的

偏高会提高胶黏物含量[1]。在纸管原纸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胶黏物会黏附于除渣器叶轮和压力筛筛鼓，降低除

渣器和压力筛的筛选能力，更甚者会产生机械故障，造

成部件受损。产生的胶黏物还会附着在纸机成形网、毛

布、导辊、压榨辊等脱水元件上，降低脱水能力，更甚者

会造成纸机断头甚至停机。现大多数纸管原纸生产厂

家都在使用传统的分散型树脂控制剂，但效果不够明

显。而引进一种性价比更高的处理方法，如生物酶控制

法（即胶黏物控制酶），已成为大部分纸管原纸厂家的

需求。

近些年，在造纸行业中，生物酶的开发和应用一直

都是热门话题[2]，大家不再局限于聚丙烯酰胺等高分

子助剂，开始放眼于拥有更高经济、环境效益的生物酶

上。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汇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

纸管原纸制造商，开始引进胶黏物控制酶等生物酶技

术来代替传统的高分子助剂。胶黏物控制酶具有很强

的专一性，在不破坏纸浆纤维的前提下会有选择性地

将胶黏物的酯类结构进行破坏、分解，来降低胶黏物的

黏度及依附性，大大减弱因胶黏物给纸管原纸生产带

来的困扰。

综合考虑适用性、使用效果、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等多方面因素，引进某公司的胶黏物控制酶替代胶黏物

控制剂。

1  胶黏物控制酶

1.1 物性对比

胶黏物控制酶与胶黏物控制剂的物理性质对比见

表1。

1.2 技术说明

(1）纸管原纸生产中所产生的胶黏物是由浆料中的

胶状物与纸浆纤维凝聚而形成的，其含有大量的憎水性

物质。

(2）醋酸乙烯酯(PVAc)是胶黏物组成的主要来源

之一，胶黏物控制酶可将PVAc等胶黏物水解成水溶性

的醇类物质。水解方程式见图1。

(3）水溶性的物质黏性小，在浆料中能以稳定悬浮

表1  胶黏物控制酶与胶黏物控制剂物性对比

物性

外观

pH值

密度/(g/ml)

胶黏物控制酶

淡黄色半透明液体

5.34

1.03

胶黏物控制剂

微白色至乳白色液体

6.25

0.99

图1  水解方程式

图2  PVAc等胶黏物水解成水溶性的稳定物质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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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胶黏物含量测定方法

大 胶 黏 物成 分颗粒比 较 大，其 粒 径在 2 0～

150μm，不能通过0.15mm筛缝。这种胶黏物属原生胶

黏物，化学性质相对比较稳定，受外界环境条件（如温

度、pH值和化学助剂等）影响比较小。这种胶黏物便于

分离检测[4]。采用热熔法[5]。

2.3 实验方法

取F400级纸管原纸磨后浆100g，使用蒸馏水稀释

至1%浓度备用。分别以温度、pH、用量、反应时间为变

量进行试验，检测、分析其对胶黏物控制酶作用效果的

影响。

(1）空白样品检测

取稀释后磨后浆样品，在不添加药品的情况下使

用热熔法检测样品中大于0.15mm的胶黏物含量为124 

mm2/kg。

(2）温度

①取4份稀释后磨后浆样品，每份100g，编号1#至

4#。

②使用火碱（0.5m o l/l）将4个样品pH值调整至

6.8。

③使用水浴锅将4个样品分别升温至40℃、45℃、

50℃、55℃后，按照吨纸用量0.05k g加入胶黏物控制

酶。

④反应1h后，使用热熔法检测大于0.15mm的胶黏

物含量。

备注：纸管原纸生产车间浆料温度：40～55℃。

(3）pH

①取4份稀释后磨后浆样品，每份100g，编号1#至

4#。

②使用火碱（0.5mol/l）、醋酸（0.5mol/l）将4个

样品pH分别值调整至5.0、6.0、7.0、8.0。

③使用水浴锅将4个样品分别升温至50℃后，按照

吨纸用量0.05kg加入胶黏物控制酶。

④反应1h后，使用热熔法检测大于0.15mm的胶黏

物含量。

试验结果如图5。

备注：纸管原纸系统pH：6.5～7.0。

(4）用量

①取5份稀释后磨后浆样品，每份100g，编号1#至

5#。

②使用火碱（0.5m o l/l）将5个样品pH值调整至

6.8。

③使用水浴锅将5个样品分别升温至50℃后，分

图4  温度对胶黏物的影响  

  图5  pH值对胶黏物的影响

图3  PVAc等胶黏物水解成水溶性的稳定物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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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酶用量对胶黏物的影响 

图7  酶反应时间对胶黏物的影响

别按照吨纸用量0.04k g、0.05k g、0.06k g、0.07k g、

0.08kg加入胶黏物控制酶。

④反应1h后，使用热熔法检测大于0.15mm的胶黏

物含量。

试验结果如图6。

备注：胶黏物控制酶用量0.06k g/吨纸时吨纸成

本为3.12元，用量0.07k g/吨纸时吨纸成本为3.68元，

用量0.08k g/t纸时吨纸成本为4.21元；树脂控制剂吨

纸用量为0.3kg/t纸时吨纸成本为3.99元。

(5）反应时间

①取5份稀释后磨后浆样品，每份100g，编号1#至

5#。

②使用火碱（0.5mo l/L）将5个样品pH值调整至

6.8。

③使用水浴锅将5个样品分别升温至50℃，按照吨

纸用量0.05kg加入胶黏物控制酶。

④分别反应0.5h、1.0h、1.5h、2.0h、2.5h后，使

用热熔法检测大于0.15mm的胶黏物含量。

试验结果如图7。

2.4 结果分析

(1）由图4可见，其他条件相同，反应温度在40～

55℃之间，F400级纸管原纸磨后浆中大于0.15mm的胶

黏物含量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其主要原因为

胶黏物控制酶的活性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提高，胶黏物

控制酶活性的升高将会促使更多的大粒径胶黏物被分

解成小于0.15mm的胶黏物。

(2）由图5可见，其他条件相同，反应pH值在5.0

～7.0之间，F400级纸管原纸磨后浆中大于0.15mm的

胶黏物含量随着pH值的升高而降低；反应pH值在7.0

～8.0时胶黏物含量升高，且反应pH值达到8.0后大于

0.15mm的胶黏物含量略微高于反应pH值为5.0时，说

明反应pH值在8.0时胶黏物控制酶的活性低于pH值为

5.0时。在此我们可以认为，反应pH值在7.0～8.0之间的

某个值胶黏物控制酶的活性会降低。同时我们发现pH

在8.0时大于0.15mm的胶黏物含量仍低于空白样品，说

明在此pH值时胶黏物控制酶还存在一定的活性。

(3）由图6可见，其他条件相同，胶黏物控制酶吨纸

用量在0.04～0.08k g之间，随着用量的增加，F400级

纸管原纸磨后浆中大于0.15m m的胶黏物含量逐渐降

低。但在实际生产中，要考虑生产成本，以我公司F400

级纸管原纸为例，我公司现使用胶黏物控制剂吨纸用

量为0.3k g，吨纸成本约3.99元，而胶黏物控制酶吨纸

用量0.07k g时成本为3.68元，吨纸用量0.08k g时成本

为4.21元，故实际生产中吨纸用量在0.07～0.08kg/t之

间为最佳。

(4）由图7可见，其他条件相同，F400级纸管原纸磨

后浆大于0.15m m的胶黏物含量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

而降低。

3  胶黏物控制酶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3.1 纸管原纸生产工艺流程

废纸→碎浆机→除砂→筛选→除砂→筛选→多盘

浓缩→磨浆→磨后浆池→成浆池→抄前池→料门→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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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浆箱→网部→压榨→干燥→压光→卷取→复卷→包

装→入库

3.2 实际生产当中的参数

生产级别：F400级纸管原纸

胶黏物控制酶加入点：磨后浆下浆管道

胶黏物控制酶用量：0.07kg/t纸

胶黏物控制剂用量：0.3kg/t纸

磨后浆pH值：6.73

磨后浆温度：47℃

3.3 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在生产F400级纸管原纸时，分别使用胶黏物控制

剂与胶黏物控制酶进行对比，配比为100%国废，且其

他所有助剂、辅料均相同，生产条件也均未作调整。由

表2和图8可见，使用胶黏物控制酶一烘处刮刀胶黏物

附着量为91.57g/24h，而使用胶黏物控制剂附着量为

表2  一烘刮刀附着量

药品名称

胶黏物控制剂

胶黏物控制酶

附着量/(g/24h)

116.42

91.57

表3  F400级纸管原纸上网浆大于0.15mm的胶黏物含量

胶黏物控制剂

胶黏物控制酶

药品名称 大于0.15mm胶黏物含量/(mm2/kg)

101

85

[收稿日期:2020-03-26]

116.42g/24h，使用胶黏物控制酶附着量明显较低。这

说明在使用胶黏物控制酶时纸浆中所含胶黏物黏性、

附着性明显低于胶黏物控制剂。由表3可见，在实际生

产中使用胶黏物控制剂时F400级纸管原纸上网浆中大

于0.15mm的胶黏物含量为101mm2/k g，使用胶黏物

控制酶时其含量为85mm2/kg，说明胶黏物控制酶能够

更加有效地分解纸浆中的大胶黏物，降低纸浆中大胶

黏物的比例。

4  结束语

(1）胶黏物控制酶的活性在40～55℃之间，会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在选择胶黏物控制酶的添加点时，

应该尽可能地选择温度高的部位。大部分的纸管原纸生

产流程，温度最高的部位基本都在磨后，但会有例外。

(2）pH值在5.0～7.0之间时，胶黏物控制酶的活性

会随着pH值的升高而升高；pH值在7.0～8.0之间会达

到一个峰值。我公司纸管原纸的浆料pH值一般在6.5～

7.0之间。pH值过高会对吸水值等一些指标产生影响，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pH值未进行为使其达到峰值而进

行的相应调整。

(3）综合考虑温度、pH值、反应时间等多方面影响

因素，选择胶黏物控制酶的最佳加入点应该是尽可能

靠近整个流程的尽头、温度尽可能高的部位，即磨后浆

下浆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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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造纸行业污水COD普遍较高，生化处理所产生的生

化污泥含水率高、含有大量微生物，造成后续处理难度较

大。通过在生化污泥回流管道加装超声波装置，利用超声波

的空化作用对污泥进行击破裂解，裂解后的污泥作为微生物

的营养物质进一步被消化；采取动物捕食减量手段，通过拉

长食物链条或增强微型动物及后生动物的捕食过程，达到污

泥减量的目的，最终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本文就超声波超声

污泥破碎实验、污泥减量化工艺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进行了

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超声波；生化污泥；应用

Abstract: Generally, there is higher COD content of waste water 
in the papermaking process.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biochemical 
sludge is higher, and there are a lot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biochemical sludge, which makes the subsequent treatment rather 
difficult. Through adding ultrasonic device in the return flow pipe 
of biochemical sludge, the sludge is broken and cracked by the 
cavitation effect of ultrasonic, and the cracked sludge is further 
digested as the nutrient substance of microorganis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excess sludge, the technology of sludge 
reduction is adopted, which extends the food chain or strengthens 
the predation of micro animals and metazoans in the food chain. 
In this paper, the experiment of ultrasonic sludge crushing,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sludge reduc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and expounded.
Key words: ultrasonic; biochemical sludg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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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污泥的总量。减少污泥量，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就迫切

需要绿色经济实用的处理技术支持，依靠一套先进的污

泥处理系统，将污泥中含的有机物经有效处理后转变为

资源，达到污泥的无害处理和资源利用的双重目的。污

泥在无害处理和资源利用时，也必将进行污泥减量工艺

技术处理。因此，开发新的预处理工艺和设备符合市场

实际需求。污泥减量处理是通过物理机械、化学调制、

生物介入等措施，通过降低微生物的产出率和氧化分解

作用，减少生物固体量，实现污泥的减量化处理。 

2  超声污泥破碎实验

2.1 实验目的

(1）验证超声波对污泥减量的可行性。(2）超声波

污泥处理效果。(3）数据分析，选择最佳工艺路线。

2.2 实验方法

(1）实验设备：超声波污泥减量小型实验设备（功

率5kW，频率20kHz）。(2）实验材料：造纸厂二沉池污

泥。(3）实验仪器：分析天平、电烘箱、马弗炉、COD测

试设备。

2.3 实验结果

(1）污泥含水率测定结果为98.86%，有机物含量

近年来，随着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造纸

企业采用较为先进的生物法污水处理工艺来降低COD，

使得造纸生化污泥量占总污泥量的比例越来越高，初沉

污泥比例下降，二沉污泥（生化污泥）比例大幅度提高。

生化污泥量的增加造成常规机械脱水设备对最终污泥

池的污泥脱水难度提高，超声波技术在污泥减量化方面

的应用将会改善生化污泥处理难度大的问题。

1  生化污泥的性能特点及减量要求

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但也存

在一些工艺不足,将会产生大量的生化污泥。造纸生化

污泥来自于污水经生化处理后的二沉池，主要以微生物

尸体及代谢产物为主，含水质量分数高、易腐败变质、

产生异味，并且含有多种污染物质。沉淀池生化污泥浓

度一般为2%左右的较低浓度，经机械脱水后的含水率

仍在80%左右。生化污泥含水率高主要原因是自由水分

少、结合水分多；细胞内水均为结合水，常规机械脱水

难以去除。

在污泥处理处置领域，污泥含水率是一个关键指

标，含水率越高处理难度越大。现有高含水率污泥处理

的费用较高，经济性差。降低污泥含水率，就需要降低生

图1  污水上清液变化图片 图2  污泥超声处理沉淀3小时后变化图片

图3  显微镜下污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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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5%。

(2）污泥外观变化如图1～图3所示。

(3）COD、TN、TP化验结果：污泥经10000r/min离

心处理5min，取上清液测定COD、TN、TP值，见表1。

2.4 结果分析

(1）纸厂二沉池污泥含水率测定样测定结果为

98.86%，相比市政污水厂的二沉池污泥数据偏低。

(2）污泥经10000r/m i n离心处理5m i n，污泥上清

液颜色随超声时间的增加逐渐加深；经沉淀3h，污泥上

清液颜色变化更为明显。

(3）电镜图显示超声0.5m i n污泥颗粒变小，1m im

能在显微镜图中找到微生物残体。

(4）COD、TN、TP测试结果表明：随超声污泥处

理时间的增加，上清液COD、TN、T P浓度增加。未超

声污泥离心上清液碳氮磷比例为37∶4∶1；经超声处理

0.5m i n后，离心上清液碳氮磷比例为86∶9∶1；经超声

处理1m i n后，离心上清液碳氮磷比例为89∶8∶1，易于

微生物吸收降解。

综上分析：纸厂二沉池污泥的微生物含量高，超声

污泥破壁效果好，部分二沉池污泥通过超声波处理后回

流至生化池，能实现较理想的污泥减量效果。

3  超声波污泥减量化技术在纸厂的应用

3.1 工艺流程设计

如图4所示，根据超声波工作机理，结合造纸厂二

沉池回流污泥的工艺特点，采用在污泥回流管道式施加

超声波工艺，这样对于污泥量较大的大型纸厂，可多条

处理生产线并联运行。纸厂二沉池污泥的一部分回流

至生化池维持生化系统的微生物浓度，一部分作为剩

余污泥经污泥脱水后排出系统外。在回流管道上施加

超声波，超声波将剩余污泥的30%～50%破壁处理，作

为营养物质回流到生化池，被耗氧菌自身内源呼吸氧化

分解，通过逐步增大回流污泥流量，减少外排污泥量，

表1  超声处理污泥上清液主要组分变化

编号

1

2

3

COD/

(mg/l)

281

930

1512

超声处理

/min

0

0.5

1

△COD/

(mg/l)

0

649

1231

TN/

(mg/l)

32.81

99.72

143.06

0

66.91

110.25

△TN/

(mg/l)

7.62

10.8

17.00

TP/

(mg/l)

0

3.18

9.38

△TP/

(mg/l)

从而彻底减少系统外排污泥总量。

3.2 工艺应用原则及优势

超声波技术应用优势在于不改变纸厂现有水处理

工艺，不额外增加大型设备。

工艺设计可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对纸厂污水厂的改造，应尽可能不影响日常的

工艺运行。(2）污泥减量采用环境友好型的物理方法，

不使用污染环境的化学药剂。(3）仅在污泥回流管道上

增加超声波装置，可随时开启或停用超声波。(4）根据

纸厂污水处理实际运行情况，需考虑在污泥浓缩池后

设置超声波污泥减量及碳源补充系统，处理后的剩余

污泥回流到生化处理工艺的生化池，破解的微生物作为

补充碳源，增强反硝化脱氮能力，提高总氮去除效果并

实现污泥减量。

4  应用前景及经济社会效益

我国纸厂每年产生污泥量巨大，如能大幅度减少

污泥的产生量，必将减轻当前的环保压力，减缓填埋场

的压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和企业实现治理污染

确保环境安全的长远目标。超声波污泥减量化系统占

地面积小，系统应用过程中不产生新的污染，改善区域

环境质量，可减少污泥处理厂的剩余污泥排放量30%左

右。以日处理2万t污水为例，按每天产

10t含水率80%的污泥计算，每天可减

少污泥排放量3t；同时，可以节省其相

应的污泥处理处置和运输等费用，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收稿日期:2020-07-13(修改稿)]

图4  纸厂超声波污泥减量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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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施标准；实施意义

Key words: paper process; clean production; continuous 
normalization; content of implementation; standard of 
implementation;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ation

在造纸过程中清洁生产的规范与执行
⊙ 邵校  张兴利  操海松 [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山东枣庄 277014]

Norm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in paper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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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Pulp and Paper (Shandong) Co., Ltd., Zaozhuang 277014,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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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校 先生

助理工程师，生产经理；负责工厂生产

车间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

随着造纸产业的不断发展，纸机也在沿着高自动

化、宽纸幅、高车速、低定量的方向发展；纸机各系统

常态化、规范化清洁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常态化清洁生产的执行既可以减少纸机断纸，提高纸

机运行效率；还能够减少纸病的发生，保证产品质量；

同时还能够为一线操作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作业环境，

消除很多人认为的“造纸=污染”的观念和车间现场一

直是脏乱差的印象。下面是对近几年在包装纸生产管

理中推进常态化清洁生产的经验；主要从纸机各个系统

重点部位清洁方法，达到的标准进行总结，以及通过推

进清洁生产管理，纸机在这几年运行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的提高对比分析。以供从事造纸生产管理的各位同仁

参考。

1  纸机网部各个重点部位的清洁内容及标准

1.1 成形网的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内容及标准进行清理：（1）用高压

水管从操、传两侧分别冲洗网面，按从上到下、从内到

外的原则全面清洗；（2）为保护网面不受损坏，禁止穿

钉鞋或硬质底鞋踩踏网面，踩踏时需全脚底踩在平面

上，不可以踩踏到有楞、角的锐利面；（3）冲洗过程中

不可以把水管在网面拖行，防止挂伤成形网；（4）冲洗

时不可以把异物冲进网内部，导辊端面油污清理后再

冲洗；（5）冲洗后全面检查清洁无盲区，保持网面整洁

干净，无腐浆、油污等杂物。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部位进行清理：（1）高低压

水过滤器清洗无堵塞；（2）成形网保洁剂(10～15m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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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清理：（1）打开刮刀架用高

压水冲洗辊面和刮刀架内外侧腐浆和污染物；（2）用

刮刀片清洁辊面胶黏物；（3）检查刮刀与辊面闭合紧密

性，角度在标准25±1°范围内；（4）检查辊面磨损情况；

（5）刮刀清洁、磨损更换；（6）导辊轴承处油污先清理

集中回收再用水冲洗；（7）冲洗后全面检查刀架内外清

洁无盲区，保持刮刀和辊面整洁干净，无腐浆、油污。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内容进行清理：（1）检查刮

刀闭合是否正常，刮刀片有无磨损、导辊面光滑、平齐；

（2）刮刀磨损原因检查，记录、更换，如图5；（3）4小时

对外导辊清理一次，打开刮刀冲洗刮刀架内外、刀片、导

辊积浆，如图6。

1.4 真空箱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检查清理：（1）真空箱面板

无破损、裂纹等情况；（2）真空箱体螺栓无松动；（3）

真空箱密封水管无破损，无脱落；边

封无缺失，位置适中；（4）真空箱面

板水平，刮水板角度无偏斜；（5）吸

缝及箱体内外积浆彻底冲洗，无腐

浆、油污、杂物；（6）禁止穿钉鞋或硬

质底鞋踩踏，防止损伤面板；（7）冲

洗过程中不可以把水管在面板上拖行

和放硬质物品；（8）冲洗时禁止把异

物冲进纸机内部；（9）冲洗结束检查

清洁无盲区，保持真空箱整洁干净，

润滑水畅通。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部位进行

清理：（1）真空箱、刮水板边缘积浆

如图7；（2）真空箱边部润滑水疏通如

图8。

2  纸机压榨部各个重点部位的

清洁内容及标准

2.1 毛布清洗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清洗：（1）

配置烧碱目标浓度3%～5%；（2）爬行

毛布25m/m i n；（3）关闭高低压水；

加入喷淋水管覆盖网面无盲区；（3）用管道疏通器清理

喷淋水管道内沉积物，如图1；（4）高压和低压喷淋水嘴

疏通无散头、无堵塞，如图2。

1.2 流浆箱的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清理：（1）检查冲洗箱体外观

整洁，无积浆、水垢；（2）清洗时保持唇板无刮擦、无变

形；（3）胸辊喷淋角度冲洗到网面与唇板之间，水量充

足，全幅覆盖下唇板；（4）箱体外部、蜗轮杆、手盘、机

架底座等部位干净整洁；（5）小孔排气溢流管道干净整

洁，无堵塞、无折弯现象；（6）管道固定用卡件完好，无

锈蚀、无脱落。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部位进行清理：（1）胸辊喷

淋管挂浆；（2）下唇板挂浆；（3）挡浆板积浆、塞浆，如

图3；（4）拦边水管挂浆，如图4。

1.3 导辊的清洁

图3  流浆箱挡浆板挂浆照片

图1  管道疏通器照片

 图2  高压水嘴散头照片  图4  流浆箱拦边水积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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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部位进行清理：（1）高低压

水过滤器清洗无堵塞；（2）高压和低压喷淋水嘴疏通无散

头、堵塞；（3）用管道疏通器清除管道内沉积物；（4）高低

压水管道管挂菌团；（5）毛布保洁剂(20～25mg/l)，保持

喷淋水覆盖网面无盲区。图10为毛布保洁剂泵站系统。

2.2 吸移辊、压辊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检查清洗；（1）检查压榨辊

面磨损情况，确认辊面光洁无破损、无沟痕、无开胶等

情况；（2）压榨辊面正常时用高压水枪从操、传两侧分

别冲洗辊面一周；（3）检查真空辊、吸移辊孔眼堵塞情

况；（4）少量堵塞时用专用工具疏通孔眼，堵塞严重时

下机用8%～10%浓度的氨基磺酸浸泡6～8h；（5）清洗

结束检查辊面洁净情况，压区内无异物，开机时每班清

图9  毛布碱洗控制系统照片

图10  毛布保洁剂泵站照片

图5  因刮刀架变形磨损的刮刀照片

（4）将压区切换到“闭合状态”；（5）停止压榨部真空

系统；（6）关闭洗涤泵进出口阀，打开洗涤泵出口清水

阀门，串洗管道待杂物排出后关闭碱管排污阀，检查碱

管喷水情况，确保喷嘴全幅畅通并能喷到毛布上，无盲

区；（7）检查喷淋无堵塞、无盲区，关闭清水时，切换

洗涤泵前后阀门，开启碱泵洗涤毛布；（8）开启碱泵洗

涤30m i n，洗涤过程检查毛布无打折跑偏现象；（9）洗

涤结束后检查清洁效果；（10）在洗涤罐加清水30%～

50%，串洗泵体和管道，串洗结束关闭洗涤泵进出口阀

门；（11）开启泵出口清水阀再次串洗管道和喷嘴，串洗

3～5m i n后关闭清水阀，打开碱管排污；（12）将压区切

换到“加压状态”；（13）开启毛布低压喷淋水，漂洗15

～20m i n—开启真空泵—传动运行—开启高压水—洗

涤20～30m i n左右可以正常开机接纸。图9为毛布碱洗

图6  网部导辊积浆照片

图7  刮水板严重积浆照片 

图8  因润滑水堵塞造成真空面板积

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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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辊子端面积浆。

2.3 高低压水管、碱管清洁

(1）用高压水从操、传两侧分别冲洗管道外表，全

面冲洗；（2）用水枪专用工具疏通管道内结垢等污染

物，堵塞严重时拆卸喷嘴疏通处理；（3）冲洗后全面检

查管道表面清洁无盲区，保证管道喷嘴畅通、无散花、

堵塞现象；（4）使用前先打开排污，冲洗管道内污物；

停用时打开排污，排空管道内积水。

3  纸机干燥部各个重点部位的清洁内容及标准

3.1 干网清洁方法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检查清洗；（1）爬行干网

25m/m i n；（2）开启移动高压水；（3）水压0.3M Pa清

洗2h；（4）检查干网表面无纸毛、胶块、污染物；（5）用

压缩空气吹干干网表面。

正常生产过程中对以下部位进行清理：（1）干网清

洗器进水滤芯；（2）干网清洗水嘴；（3）烘缸剥离喷嘴；

（4）干网刮刀；（5）与干网面接触的导辊；（6）6h在线

清洗一次一二三组干网。图11干网在线清洗控制系统。

3.2 引纸绳张紧器检查清洁

（1）检查引纸绳轮是否偏斜，张紧器动作是否灵

活；（2）用压缩空气吹扫张紧器、绳轮等部位；（3）不方

便吹扫的部位用扫把或抹布清理。

3.3 烘缸、刮刀检查清洁

（1）检查刮刀闭合、打开状态动作正常，检查刮刀

片磨损＜1cm、缸面无黏胶；（2）打开所有刮刀，抽出清

理刀架内外、刀片、缸面纸粉和胶黏物；（3）刮刀磨损

不平＞1c m时更换；（4）用压缩空气从操、传两侧从上

到下、从内到外分别吹扫刮刀架内外；（5）一二组刮刀

槽内卡胶严重，用高压水枪冲洗浆泥；（6）吹扫后全面

检查刀架内外清洁无盲区，保持刮刀和缸面整洁干净；

（7）所有刮刀安装回位，检查刮刀闭合状态，恢复现场

水汽管摆放。

3.4 袋区通风系统清洁

(1）用压缩空气吹扫风机进口过滤网灰尘；（2）清

理热交换器多孔板胶块，保持孔板畅通；（3）吹扫风道

内纸屑；（4）吹扫袋通风风箱上纸屑；（5）正常生产时

用吸尘器每8h清理一次纸屑，如图12。

4  纸机施胶机的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检查清洗；（1）供料槽配置

浓度8%的烧碱溶液，串洗上胶管道1h；（2）拆洗施胶

喷淋管道用氨基磺酸泡4h，或用刮刀片铲、用锤敲击、

用砂轮机打磨管壁水垢；（3）用冲洗水清洗辊面黏胶；

（4）用高压水枪清洗防护罩、气罩壁、施胶辊端面黏

胶；（5）冲洗施胶后弧形辊面黏胶；（6）拆卸施胶喷雾

水嘴，用浓度10%～20%氨基磺酸浸泡水垢1h。（7）拆

卸施胶振动筛清理过滤网；（8）正常生产时2h检查一

次施胶喷雾水使用情况，清理一次施胶辊防护罩内积

胶和振动筛积胶。图13施胶机喷雾清胶设备，图14施胶

图13  施胶机喷雾清胶设备照片  图14  施胶机甩胶黏纸纸样照片

图11  干网在线清洗控制系统照片

图12  烘干部掉落的纸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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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从内到外，全面清洗；（5）机架、基础板上油泥用

刮刀片或铲刀清理干净；（6）地面杂物及时清理，物

品归类摆放；（7）正常生产时保持接水盘、机架、地坑

清洁无盲区，走台无杂物；（8）地面每8h用拖把全面

清理一次。

 

7  实施效果

推行清洁生产管理以来，纸机的运行效率和产品

质量合格率提高。

2015～2019年度每年因为腐浆、积浆、纸毛、胶块

等，因为纸机清洁原因造成的断纸和成品纸质量问题

对比如表1。

通过上面2015年至2019年之间，对断纸次数、断

纸时间、降级品和客诉的数据对比，说明这几年我们通

过推进清洁生产管理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员工工作环

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8  结束语

清洁生产的常态化管理在现代造纸生产过程中是

很有现实意义的。不同的纸机机型在清洁的内容和标

准上还存有略微不同的地方，以上笔者所在公司的实际

执行情况。因机型不一致清洁生产规范会略有差异，本

文只可供参考。清洁生产的内容与标准还需要在生产

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

机甩胶黏纸纸样。

5  纸机压光机、卷纸机的清洁

(1）检查刮刀闭合、打开状态是否正常；（2）检查刮

刀片磨损＜1cm；（3）压光辊面、卷纸缸无磨损；（4）压

光机前气罩壁、导辊轴承底座用压缩空气管全面吹扫；

（5）压光机抽湿风机滤网每8h清理一次；（6）每1h清

理一次压光机辊面黏胶。图15～图17，分别为流送系统

腐浆、网部积浆和干部胶黏物在经过压光机以后的纸

样照片。

6  纸机走台、爬梯、接水盘、地坑、机架、基础板、

地面的清洁

检修时按照以下标准检查清理：（1）检查清理走

台爬梯杂物、机架油污；（2）现场高低压水管和压缩

空气吹扫管，按“U”字形摆放；（3）用刮刀片清理接

水盘干浆；（4）地坑内硬质物品和润滑油脂等污染物

清理回收以后，用高压水管从两侧分别冲洗，从上到

表1  2015～2019年度清洁生产收效对比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断纸时间

/min

3690

2490

1712

1420

630

断纸/

次数

123

83

59

47

31

降级品

/t

231.2

165.6

96.3

88.5

63.7

客诉

/(元/t)

2.80

1.22

0.52

0.33

0.26
[收稿日期:2020-06-30]

图15  腐浆纸样照片 图16  积浆压溃纸样照片 图17  压光斑纸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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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白云纸业麦草浆连蒸系统改为木片浆的成功

改造及生产实践，并总结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关键词：横管连蒸；改造；麦草浆；木片浆；磨损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Baiyun Paper’s wheat straw pulp 
continuous steaming system to wood chip pulp, and summarized 
som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Key words: horizontal-pipe continuous pulping; transformation; 
wheat straw pulp; wood chip pulp; abr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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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是河南投资集团浆纸

板块旗下4家企业中的一员，公司占地1500亩，现有正式

员工2000余人，年造纸能力30万吨，制浆能力10万吨。

公司主要生产高档双胶纸、静电复印原纸、“云时代”书

写纸等产品。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公司逐步成长为河南

造纸行业的领军企业，在河南省造纸行业率先通过了四

体系认证，被认定为河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河

南省制浆造纸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荣获首批

“河南省质量信用AA级工业企业”，被授予“河南省

绿色企业”、“河南省节水型企业”、国家级“安康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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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优胜企业、河南省“质量兴企科技创新领军企业”、

“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智能车间”，并连续十三年

被授予“河南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二期工程项目新建的一条T C F全无氯

150A D t/d漂白风干麦草浆湿法备料连续蒸煮系统于

2011年投产后，由于麦草资源枯竭，无法保证正常连续

生产所需的原料供应，公司审时度势，将原料由麦草改

为了木片，对连续横管蒸煮系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

术改造，目前已形成了年产10万吨杨木化学浆的生产能

力。

1  工艺流程

1.1 原工艺流程阐述

湿法备料连续蒸煮系统主要功能是使草片经过湿

法备料系统净化后，进入蒸煮管在蒸汽和碱液的作用

下成浆。草片通过24t/h切草机切断后，经过1组辊式除

尘器、振动摇筛、栈桥输送皮带、除铁器除铁，送至湿

法备料系统，确保后面设备不受损害。湿法备料系统包

括以下设备：三组串联的杂物分离器、水力碎草机、草

片泵、三台并联的螺旋脱水机以及旋转细格栅、沉淀装

置等相应的污水处理循环回用装置等。螺旋脱水机脱

水后的草片进入蒸煮系统，蒸煮系统包括销鼓计量器、

螺旋输送机、螺旋喂料器、T型管（装有防反喷装置）、

蒸煮管（4管）、中间管、卸料器，蒸煮管内的蒸煮时间

约为80min。为了保证蒸煮喷放的稳定性和提高浆的质

量，蒸煮终了将经过冷却的稀黑液注入卸料器底部，在

降低浆料温度的同时将浆料调整到合适的浓度喷放进

入喷放锅。

1.2 主要改造点

改为木片后，原料的输送量与麦草相比增加很

多，因此将原有的4台12t/h的切草机全部更换为24t/

h的，输送能力增加1倍，同时新增2台全自动切木片机

作为备用；原来使用麦草的8辊除尘器拆除6辊，改为2

辊，目的是为了输送木片，除尘的功能大大降低，为了

保证除尘除杂能力，在辊式除尘器后新增了一台振动摇

筛；由于麦草原料改为木片，输送介质的改变使原来的

提升式料仓无法正常使用，该装置停用，新增加一条平

皮带输送机将木片直接输送到斜皮带上，然后输送至

湿法备料系统；湿法备料系统最大的改造是在原有1台

杂物分离器的基础上，又串联新增了2台杂物分离器，

3台杂物分离器的连续运行，确保了除杂效率的明显提

升；改造的核心是蒸煮系统，木浆蒸煮时间较麦草浆相

比较长，产能增加较多，为了保证浆料的蒸煮质量，同

时又能明显提升产量，在原4根横管蒸煮的基础上，新

增1根蒸煮管，由原来麦草浆的4根横管连续蒸煮变成

了5管木浆蒸煮系统，原来的4管空间布局制约了第5根

蒸煮管的安装位置，经设计院建议，将第5管布置到地

下，整个蒸煮系统的设备安装布置空间朝地下延伸，通

过地下施工，将第5根蒸煮管、立式卸料器及喷放系统

均转移至地下。其他设备或装置例如螺旋脱水系统、销

鼓计量器、螺旋喂料器、草片泵、水力碎草机等没有进

行改动。

1.3 木片连续蒸煮工艺流程

见图1。

1.4 工艺参数设定

1.4.1 湿法备料

进水力碎草机木片切片合格率80%（±1%）,木片

量（风干）35t/h（±10%）；进水力碎草机洗涤水量：

500m3/h（±10%）。

1.4.2 蒸煮

蒸煮管用蒸汽量：16t/h（±5%）；进蒸煮液：

40m3/h（±10%）；配碱浓度：110g/l（±10%）；防反

图1  木片连续蒸煮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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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阀用压缩空气：0.8M P a；螺旋喂料器转速：60r/

m i n;销鼓计量器转速0～15r/m i n;进蒸煮管蒸汽压

力0.75M P a；1#蒸煮管、2#蒸煮管、3#蒸煮管、4#蒸煮

管、5#蒸煮管温度分别为：165℃、170℃、170℃、170℃、

172℃；1#蒸煮管、2#蒸煮管、3#蒸煮管、4#蒸煮管、5#

蒸煮管转速设定为：1.2r/min、0.9r/min、0.6r/min、

0.4r/min、0.3r/min。

1.5 主要设备特征

(1）水力碎草机：1台，容积60m3；材质，碳钢（锥部

内衬覆板，材质16Mn，厚度12mm）；搅拌转子，不锈钢

局部喷焊硬质合金；磨片，耐磨合金；底部总成，同介质

接触部分为S S304L；工作浓度3%～4%；重杂物排放装

置配带上下气动闸板阀等。

(2）草片泵：4台（2用2备），Q≥50 0m 3/ h，

H≥30m。材质：壳体为碳钢，主轴为不锈钢304L，叶轮

采用耐磨合金。工作浓度，3%～4%；配变频调速电机。

(3）杂物分离器：1台，公称容积≥12m3；材质，碳

钢，叶片采用耐磨合金，主轴与转鼓可拆卸，杂物收集

器配有上下气动闸板阀、沉渣管等，减速机采用硬齿面

减速机。

(4）螺旋脱水机：3台，规格，φ900mm×7000mm；

材 质 ，碳 钢（ 与 介 质 接 触 部 分 材 质 为 不 锈 钢

SUS304L），筛板材质SUS316L；进料浓度，3%～4%，

出料干度≥15%。

(5）回料螺旋输送机：1台，直径φ900mm×7000mm；

材质，碳钢（与介质接触部分材质为不锈钢S S304L），

筛板材质为SUS316L；螺旋壳体带有脱水筛板、集水槽

等；减速机采用硬齿面减速机。

(6）销鼓计量器：1台，尺寸14″（加长型），配变频

调速电机；材质，碳钢（与介质接触部分材质为不锈钢

SS304L），减速机采用硬齿面减速机。

(7）预汽蒸螺旋输送机：1台，直径φ9 0 0m m 

×6000m m；材质，碳钢（与介质接触部分材质为不锈

钢S S304L），筛板材质SUS316L；螺旋壳体带脱水筛

板、集水槽；减速机采用硬齿面减速机。

(8）螺旋喂料器：1台，尺寸28″。电机，变频调速；

材质，螺旋轴、锥管为不锈钢，螺旋表面堆焊硬质合

金，进料槽体衬不锈钢。设计为8根防滑条；出料干度

>38%；减速机采用平行轴硬齿面减速机，带自冷却系

统；轴承，瑞典SKF。

(9）T型管：1台；尺寸φ1000m m×2500m m；带

防反喷装置、气缸等；材质，与介质接触部分为不锈钢

SUS304L。

(10）蒸煮管：5根，尺寸φ1800mm×9500mm(进出

口距离)；材质：碳钢（20R，16MnR），蒸煮管内螺旋叶

片为不锈钢SUS316L；带有输送螺旋、传动装置及蒸汽

管(包括逆止阀)；管壳上装有人孔法兰、带盲板的观察

孔及焊在内部的5根防滑条；配全套润滑系统、传动系

统等；蒸煮管设计压力为1.0M P a；减速机采用硬齿面

减速机。

(11）立式卸料器：1套，尺寸φ1000mm×2350mm；

材质，卸料器采用碳钢材料，搅拌轴不锈钢S S304；减

速机采用硬齿面悬挂减速机，电机为防水电机。

2  蒸煮质量

木片蒸煮浆料K值14～19；浆料残碱9～12g/l；浆

料白度23%～26%；含渣率0.7%～1%。

3  生产中常见问题及注意要点

打滑、堵塞和反喷是横管连续蒸煮系统生产中常

见的三个问题。因此，国内大部分有连蒸系统的厂家在

日常生产过程中将主要关注度都集中到这三个问题上

面，而且随着麦草秸秆还田造成的资源枯竭，北方原生

产麦草浆的企业绝大部分都已经转型改为木片生产化

学浆，很多有横管连续蒸煮系统的厂家都积累了一定的

改造及生产经验。白云纸业从2012年对连蒸系统改造

后投用至今，除了在生产中经常遇到的“打滑、堵塞和

反喷”三大常见故障外，还用血的教训积累了“关注磨

损、提高微机操作人员责任心”的生产经验。

3.1 磨损

木片和麦草作为制浆原料，其在生产过程中对设

备的磨损程度不一样，木片比重大，摩擦磨损比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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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得多。改用木片以来，最直接的改变是维修费用

的显著增加，备件使用周期较麦草比有所缩短，像螺

旋轴、防滑条、草片泵叶轮、泵壳等，凡是与原料介质

接触的备件，使用周期均明显缩短。当一线的生产操

作人员及设备维护管理者甚至领导都将注意力集中到

易损件的磨损上时，2016年2月，出现了一起意想不到

的严重事故：第4根蒸煮管发生爆炸，强烈的冲击力除

了破坏一楼的门窗、设备外，更是造成了一名路过的员

工严重受伤不治而亡。事故发生后，技术监督及安监

部门与公司共同调查后发现，第4根蒸煮管发生爆炸

时，其厚度最薄处已经不足2c m。而正常生产时蒸煮

管内的蒸煮压力超过0.7M P a，蒸煮管磨损的不规则

及严重程度是造成此次发生爆炸的直接原因，事故造

成整条生产线被迫停产5天，紧急采购蒸煮管并加班

安装施工，才得以恢复生产，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多万元。

有连续蒸煮生产系统的企业都知晓，蒸煮管厚度

不易检测，进入蒸煮管内部检查也非常困难，每根蒸煮

管内部均有带锯齿状的输送螺旋，而且即使进入也只

能从第一根蒸煮管最上方的T型管拆开后用绳索吊着人

员钻入，5根蒸煮管首尾相连，属于高度的密闭空间，面

临缺氧、碱液腐蚀、跌落等意外伤害。虽然困难重重，

但之后每年的大修，公司均会邀请市特种设备检测所

对蒸煮管壁厚进行抽检，同时在做好各种安全防护的

前提下，安排有经验的维修工携带数显测厚仪，一方面

直接用肉眼观察壁厚磨损程度，另一方面对磨损量比较

大的部位用测厚仪进行精确测量并及时焊补不锈钢板，

确保了5根蒸煮管的壁厚始终处于安全值区间，保障了

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3.2 微机操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横管连续蒸煮系统自动化程度高，操作集成度

高，从干法备料、湿法备料、蒸煮系统到喷放成浆，整

条生产线从前到后的所有设备均由一人在电脑上操作

完成，并实现了联锁。因此，责任重大，对微机操作人

员的责任心、敬业精神要求非常高。正常稳定生产时，

看似风平浪静，但是一个打盹，瞬间就有可能造成“堵

塞”，继而引发连锁性事故。例如最近的一次因为微机

员打盹造成的生产事故：2020年3月7日6点18分，公司

制浆事业部28″连蒸工段发生蒸煮管端盖法兰泄漏蒸

汽，卸料器堵料的事故，当即进行了紧急停机处理。事

后调出电脑运行曲线查明，由于当班微机员后夜班打

瞌睡，凌晨5点40分时卸料器喷浆堵塞，卸料器液位不

再下降，6点13分喂料器电流增大，说明堵塞已经从最

下方的立式卸料器、5根蒸煮管，层层由下至上堵塞到

螺旋喂料器，同时蒸煮管蒸汽压力升高，6点18分螺旋

喂料器由于堵塞造成联锁跳停后，微机员惊醒过来，采

取措施已为时已晚。事故造成5根蒸煮管端盖法兰由于

蒸汽憋压而泄漏，直接停机11.7h。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为当班微机人员责任心不强，操作不精心，打瞌睡造

成立式卸料器堵塞时间过长，从蒸煮管往上堵塞、蒸汽

压力过高，造成喂料器下料不畅，电流过大而保护性跳

停，这期间，微机操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从而造成蒸

煮管憋压导致5根蒸煮管法兰泄漏。这是一次典型的人

为责任事故。公司除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外，并结合

安全、生产工艺参数对蒸煮管高压报警系统进行了优

化，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高压预警及强音提示。同时在

连续蒸煮微机控制室内安装监控并传至公司中心调度

室监控，由公司生产调度24h实时监控微机操作人员的

在岗状态。

4  结语

白云纸业横管连蒸系统由麦草成功地改为木片蒸

煮，不但实现了产能的翻倍提升，而且实现了蒸煮过程

连续化、控制自动化，操作人员劳动强度降低。改造后

的设备布置紧凑，占地面积小，蒸煮后木浆的质量及均

匀性好，筛渣率低，用汽负荷平稳。但生产过程中的事

故概率也较大，尤其是操作控制不当，人员责任心不

强，设备维护检查不及时，特别是磨损关注不到位等，

极易发生打滑、堵塞、反喷以及爆裂事故。因此，为保证

连蒸系统正常安全地运行，对操作及维护人员要有严格

的要求及技术培训。

[收稿日期:20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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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BSZT系列双网挤浆机转鼓，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减速机带动大、小齿轮及主动轴头旋转，但转

鼓不转”的故障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维修方案，在设

备现场对转鼓实施快速修复，排除了设备故障。

关键词：双网挤浆机；转鼓；主动轴头；从动轴头；

轴管；热装

Abstract: The drum of BSZT series twin-wire press 
has a problem of large vibration of the reducer, rotation 
of the pinion and driving shaft, but the drum does not 
rotat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and 
proposes a maintenance plan, implements rapid repair 
of the drum at the equipment site, and eliminates the 
equipment failure.
Key words: twin-wire press, rotating drum; driving 
shaft head; driven shaft head; shaft tube; hot m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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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网挤浆机转鼓故障的快速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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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maintenance of rotating drum in a twin-wir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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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轴头或从动轴头与轴管热装处有松动的可能，但两

端轴头的同轴度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能满足使用要

求。                

我们进一步查看了传动部分及转鼓的图纸（见图

2、图3），该转鼓由主动轴头、轴管、从动轴头、左侧腹

板、中腹板、右侧腹板、中间套、筒体、支撑筋板、筛板、

导流槽组成。

其制作过程如下：轴管采用厚壁无缝管制作，主动

轴头与从动轴头分别和轴管的两端热装，形成一根主

轴。中间套、中腹板、筒体及左、右侧腹板与主轴焊接为

一个整体。支撑筋板均布焊接在筒体外表面，支撑筋板

外表面经车削加工后，将筛网与支撑筋板外表面焊接，

最后焊接导流槽。

通过现场观察、客户反馈以及对转鼓图纸的分析，

我们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有以下两种可能：

河南某公司生产的B S Z T系列双网挤浆机，主要

用于各种纸浆的压榨脱水，因其具有单机产量大、占地

小、能耗低、出浆干度高的优点，而被广泛采用。一本地

客户采购一台BSZT-300型双网挤浆机，设备在正常使

用了一年后，设备出现故障。其核心部件转鼓，出现了减

速机带动大、小齿轮及主动轴头旋转，但转鼓不转的现

象。

1  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在现场与客户沟通时得知，在出现该故障后，他

们在主动轴头外露部分与左侧腹板之间焊接了4块三角

筋板（见图1），这样就可以使用了，但只维持使用1天左

右，就又出现上述故障。

在现场我们发现，主动轴头与左侧腹板的焊缝已

完全开裂，而从动轴头与右侧腹板的焊缝完好。怀疑主

图1  焊接三角筋板

图2  传动部分结构

图3  转鼓结构

图4  主动轴头与左侧腹板与轴管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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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焊接梯形筋板

图7  梯形筋板

[收稿日期:2020-03-10]

图5  轴与腹板、轴管、中间套的连接

板与中间套焊接处开裂（见图5）。

2  维修方案的制订及实施

综合上述两种可能产生故障的原因，以及客户自行

维修情况的反馈，我们认为主动轴头或从动轴头与轴管

热装处有松动的可能，但两端轴头的同轴度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还能满足使用要求，客户原来的维修方案

是可行的，只是原来的三角筋板尺寸太小，焊缝长度有

限，不足以克服两条压榨网带对转鼓施加的摩擦力，所

以导致使用了一天左右，焊缝又重新开裂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我们制定了维修方案：在主动轴头与左侧腹板

及导流槽底部之间均布焊接6块梯形筋板，在从动轴头

与右侧腹板及导流槽底部之间也均布焊接6块梯形筋板

（见图6）。

在实施过程中，为了不影响客户正常生产，减少维

修时间，我们决定在生产现场组织维修施工。提前将12

块梯形筋板下好料（见图7），对左侧腹板及主动轴头焊

接部分进行预热，先将6块梯形筋板点焊在预定位置，

按照上述方法将从动轴头端的6块梯形筋板也点焊在预

定位置，然后交错、分段焊接各筋板，最大限度地保证

左、右侧腹板及轴头受热均匀，避免两端轴头因受热不

均，发生变形，从而影响主轴两端安装轴承位置的同轴

度。焊接完毕后，对焊缝进行火焰去应力退火，避免焊

缝因冷却过快，而产生较大的焊接应力。

3  结语

经过近两年的实际使用，该设备转鼓未再出现上

述故障，证明该维修方案是可行的，希望对同类部件的

维修能起到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2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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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侧腹板与主动轴头焊接处焊缝开裂，主动轴

头与轴管热装处松动（见图4）。

(2）左侧腹板与主动轴头焊接处焊缝开裂，从动轴

头与轴管热装处松动，中间套与轴管焊接处开裂或中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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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QCS；扫描架；位置控制故障；

碰撞开关

Key words: QCS; scanner; position control 
failure; touch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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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报警提示

1  故障现象

4022型QCS系统发生Mss Posit ion Control报

警，如图1报警提示中下边状态栏所示。通常情况下，发

生该报警不是什么大问题。Mss Position Control报

警通常叫做位置控制故障报警，下文简称位置故障。在

停机情况下发生了位置故障，一般是人为移动了扫描

头，使扫描头离开初始位置，系统就会发生该报警。还

有就是系统设定扫描头为自动识别纸边状态，当纸边传

感器因为窗口脏或纸边卷边等情况下找不到纸边的时

候，也会发生该报警。这两种情况只要进行标准化扫描

都会自动排除。

2  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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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r/Sensor/MSS Setup Diagnostics/MSS 

Monitor/What’s wrong。这个提示对于QCS系统了

解不全面或英文水平不高的维护人员，往往不能按照提

示排除故障。那么这时候也可以到扫描架传动侧终端

电路大板上（备件编号05414000）查看相关指示灯。比

如在前段时间发现终端电路大板上DS20指示灯由绿色

变为红色，如图2 D S20指示灯报警所示。在QCS操作

站报警和故障处理提示如图1所示一模一样。

2.1 碰撞开关故障分析

终端电路大板上D S20指示灯是扫描架碰撞开关

发生碰撞后的故障提示。该开关通常在扫描架传动侧

和操作侧上轨道各安装一个（也有在上下轨道两侧各

安装一个碰撞开关），碰撞开关如图3所示，由机械部

分和行程开关组成。行程开关有一对常开触点和一对

常闭触点组成，使用的是常闭触点。任何一个碰撞开关

发生碰撞之后，扫描头都会停止扫描，同时发出上述报

警。从而保护因为控制失效或人为原因导致超出限制扫

描。

2.2 DS20指示灯逻辑分析

当检查扫描架上轨道两侧碰撞开关时，并没有发

现碰撞开关有碰撞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每个行程开关

常闭触点也都正常。到PM P柜查看相关控制板信号和

驱动信号也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只好查看如图4所示

DS20指示灯电路逻辑图纸进行故障排除，为了方便查

看，将终端电路大板DS指示灯和INTERLOCKS两部

分合并为一个图纸，其中虚线部分为连接点。

通过图4电路逻辑图纸可以看出，K3继电器如果

如果通过标准化扫描不能排除位置故障，那么

可能发生相应机械故障了。这时候可以到QC S操作站

上查看图1报警提示中间MS S Mo n i t o r图,在该图点

击“Wh a t’s w r o n g”按钮后，会在下方空白处给予

相应故障处理提示。“Wha t’s w r o n g”查看路径是

图2  DS20指示灯报警

图3  碰撞开关

图5  离合器拨动开关图4  DS电路逻辑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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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电，DS20指示灯就会变成红色。那么K3继电器线圈

24VSRTN与INTERLOCKS图纸可以看出有部分联锁

回路，其中除了检查过碰撞开关以外，还有急停按钮。

急停按钮是通过图4左上角J12-9和J12-10与急停按钮

常闭触点连接。上文提到碰撞开关常闭触点没有问题，

那么用万用表检查扫描架传动侧和操作侧急停开关常

闭触点也没有问题。这时候发现D S18指示灯不亮，那

么很有可能是K1继电器没有得电动作，导致DS20指示

灯变成红色。

发现这个问题后，用万用表测量终端电路大板

TB8-13端子，的确没有24V电压。这时候查看端电路

大板连接线安装图，发现TB8-13通过扫描上下测头离

合器拨动开关常开触点3和触点4与TB8-5连接。用万

用表测量TB8-5端子有24V电压，那么问题就出现在如

[收稿日期:2020-02-03]

图5所示的离合器拨动开关上，经过测试发现其常开触

点动作有虚接现象。由于没有备件，临时将常开触点短

接使用，从而保证QCS系统正常运行。

3  结束语

QCS系统是非常繁琐复杂的系统，在纸机开机状态

下处理故障，往往遇到问题感觉无从下手。所以对QCS

系统架构和各部分功能及其相关联锁了解非常重要，然

后根据联锁报警查阅相关图纸来处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国庆,孙文刚.Q CS控制系统扫描架故障案例分析[J ] .中华纸

业,2013,34(18).

[2]肖吉新.QCS系统故障处理经验[J].中华纸业，2013,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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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onadnock纸厂推出新的Astrolite PC 100 Velvet C2S系列

涂布文本和封面纸

本刊讯（Monadnock 消息) 美国Monadnock纸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连续运营纸厂，近日公司宣布，其最新研发

推出的涂布和封面纸系列Astrolite PC 100 Velvet C2S，是唯一一款在美国生产的、可与热固性卷筒纸印刷机兼

容的优质100％再生涂布纸。

在独立测试中，Velvet C2S表现出优越的性能，主要包括：

第一，在八色Rotoman AC印刷机上，采用80磅的文字每小时可印刷35000印次，没有任何断纸现象，印刷质量

极佳。

第二，该产品按照标准操作密度运行，没有对润版键进行任何重大改变。

第三，天鹅绒的质感为纸张和油墨黏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操作前提，并且每面都能保持多达八种颜色。

该纸品使用100％的回收纤维制成，可用于高端目录、杂志、时尚画册、直邮、大学画册、博物馆展览等。

Astrolite PC 100 Velvet系列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印刷涂层，可适配几乎所有的印刷设备。此外，Astrolite PC 100

天鹅绒纸以环保为前提而制造的，通过了FSC认证(FSC C018866)。

“我们创造了一种经得起各种印刷机和油墨严格要求的纸张。”Monadnock公司研发副总裁Paul Ciccone表

示。

Monadnock纸厂为全球领先品牌提供和定制设计各种产品，包括技术/特种纸、优质印刷和包装纸。该公司的

ENVIP产品组合以纤维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为特色，可替代塑料用于礼品卡和标签等用途。其技术用纸可用于医疗和

药品包装、建筑、室内设计、制造及其他特殊应用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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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专用去油污湿巾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0881916 A

发明人：陈东华　陈永奎　施新莲　秦顺义

申请人：铜陵麟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厨房中由于油烟物的存在，因此在厨房的灶

具等工具上都会有很多的油污，清理起来特别困

难，一般都是采用洗洁精和专用擦拭球进行处

理，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对灶具有一定的损

伤，并且洗洁精内还会含有大量化学物质，对人体

也有损伤，漂洗起来也比较麻烦。为了克服上述

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厨房专用去油污湿巾及其

制备方法。

如图1～图8所示，浸轧设备包括烘干箱、浸渍

机构、无纺布和安装板。安装板的一侧转动连接

有放卷辊，放卷辊上放置有成卷无纺布，放卷辊的

一侧依次设置有三个第一导向辊，安装板的一侧

水平安装有输送板，输送板顶部开设有输送槽，便

于输送基材，同时便于将打磨后的碎屑一同输送

到吸尘器下进行吸收，避免打磨后的碎屑飞溅；输

送板的正上方固定安装有第一气缸，第一气缸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电动打磨盘，第一气缸的一侧固定

安装有吸尘器，吸尘器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吸嘴；输

送板的正下方固定安装有除尘盒，螺杆的一端穿

过除尘盒一侧，且与第二U型板转动连接，螺杆的

另一端固定安装有旋钮，除尘盒的内壁一侧与第

二U型板之间对称安装有第二弹簧；第二弹簧具有

良好的缓冲性，第二弹簧的设置使得第二U型板在

移动的过程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第二U型板的一

侧与除尘盒内壁一侧滑动连接，第二U型板的内壁

两侧均开设有凹槽，凹槽内固定安装有第三弹簧，

第三弹簧远离凹槽的一侧固定安装有轴承，两个

轴承之间安装有第一除尘辊，除尘盒内部安装有

与第一除尘辊平行的第二除尘辊。

除尘盒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浸渍机构，浸渍机

构的浸渍箱顶部设置有箱盖和滤网，箱盖和滤网

的长度一样，箱盖上开设有加料口；浸渍箱的内部

呈三角形安装有三个导轮，浸渍箱的底部内壁固定

安装有气泵，气泵将药液搅拌，使得基材浸泡效果

更好；浸渍箱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气缸，第三气

缸远离浸渍箱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U型板，第一

U型板上转动连接有传动辊，便于调节传动辊与浸

渍箱之间的距离。

除尘盒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挤压盒，挤压盒的

内部活动连接有第四气缸，第四气缸的活塞杆通

过连接杆与摇臂活动连接，摇臂上活动连接有活

动块；活动块为凸型结构，活动块远离摇臂的一端

通过两根第一弹簧与滑块连接，滑块与挤压盒内

壁滑动连接，第一弹簧套接在导向杆上，使得第二

专利技术

图1  浸轧设备整体结构

1—烘干箱  2—浸渍机构  3—输送板  4—除尘盒  5—吸嘴  6—
吸尘器  7—电动打磨盘  8—第一气缸  9—无纺布  10—安装板  
11—第一导向辊  12—放卷辊  13—第二导向辊  14—挤压盒  15—
箱门

图2  烘干箱内部结构

1—烘干箱  16—第二气缸  17—加热元件  18—转轴  19—夹具  
20—收卷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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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辊移动更加平稳；导向杆贯穿活动块与滑块

固定连接，滑块上转动连接有第二挤压辊，挤压盒

内安装有与第二挤压辊平行设置的第一挤压辊，

挤压盒的底部一端安装有排液管，排液管位于滤

网的正上方。

挤压盒的一侧安装有两个第二导向辊，安装

板上安装有烘干箱，烘干箱上设置有箱门；烘干箱

的四周均安装有第二气缸，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伸

入烘干箱内与夹具连接；夹具为弧形网格结构，便

于通风散热，多个夹具形成圆形；烘干箱的内壁均

匀安装有多个加热元件，烘干箱的中心处安装有

转轴；转轴由外部电机驱动，且转轴上套接有收卷

辊。

工作原理：旋转旋钮带动螺杆转动，进而带动

第二U型板移动，进行调节第一除尘辊和第二除

尘辊之间的距离，便于对不同厚度的无纺布基材

进行除尘，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同时通过第三

弹簧的设置，便于更换第一除尘辊，避免其除尘效

果变差；驱动第四气缸工作，通过连接杆带动摇

臂移动，摇臂带动活动块移动，进而通过第一弹簧

推动滑块滑动，调节第一挤压辊和第二挤压辊之

间的距离，便于对不同厚度的基材进行挤压，实用

性强，适用范围广；将药液加入到浸渍箱中，并将

无纺布基材放置在放卷辊上，一端缠绕在收卷辊

上，然后驱动电机，带动转轴转动，进而带动收卷

辊转动；然后驱动第一气缸工作，带动电动打磨盘

下降，对无纺布基材表面毛刺进行打磨，使其表面

更加光滑，然后通过吸尘器将毛刺以及灰尘进行

吸收，并且由除尘盒内的第一除尘辊和第二除尘

辊进行二次除尘；接着进入到浸渍箱中浸泡，浸泡

后，通过挤压盒内的第一挤压辊和第二挤压辊进

行挤压，将无纺布基材中的药液挤出来，便于药液

进入布料中，使得功能性更好，同时可以将多余的

药液排出，并由排液管经过滤网过滤后进入到浸

渍箱中，便于回收利用节约资源，最后进入烘干箱

中进行烘干，驱动加热元件进行加热烘干；收卷完

成后，驱动第二气缸，带动夹具移动，形成一个圆

形，包裹在成卷基材外部，避免成卷基材转动的过

程中容易分散，通过带动成卷基材转动，可以提高

其烘干效率，最后打开箱门，取出基材。

该种厨房专用去油污湿巾由无纺布基材浸泡

图3  浸渍机构整体结构

2—浸渍机构  21—浸渍箱  22—第三气缸  23—第一U型板  24—传
动辊

图4  浸渍箱内部结构

21—浸渍箱  25—导轮  26—气泵  27—箱盖  28—滤网

图5  挤压盒的结构

4—除尘盒  14—挤压盒  29—第一挤压辊  30—第二挤压辊  31—
排液管  41—旋钮  42—螺杆  43—第二弹簧  44—第一除尘辊  
45—第二除尘辊

图6  第二U型板整体结构

44—第一除尘辊  46—第二U型板  47—轴承  48—第三弹簧  49—
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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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液中制备得到。药液由下述重量份原料制备

得到：尼泊金甲酯2份、苯氧乙醇4份、聚山梨醇酯

801份、己二醇5份、月桂酰肌氨酸钠2份、丙二醇3

份、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2份、丙二醇甲醚20份和

去离子水30份。

制备步骤：（1）将称取的原料搅拌混合均

匀，得到药液，备用。（2）先利用水力破浆机将木

棉纤维粉碎，再利用精浆机和磨浆机磨浆，即得

木棉纤维浆料；将所制木棉纤维浆料加水稀释

至质量浓度为0.5％，并经螺杆泵送入一次冲浆

槽中，再经一次冲浆泵送至除杂工序，利用除砂

器和压力筛除去杂质，然后经螺杆泵送入高速混

合机中；将筛除去杂质后的棉纤维浆料经螺杆泵

送入二次冲浆槽中，再次加水稀释至质量浓度为

0.01%～0.05%，并由二次冲浆泵经中心布浆器分

配后送入斜网流浆箱，形成均匀的纤维网。（3）

所制纤维网经真空吸水后在水刺机上进行水刺

处理以形成网孔，5个水刺头的水刺压力依次设

为2MPa、4MPa、5MPa、7MPa和6MPa；水刺头

的水针孔直径0.1mm，孔距0.6mm。（4）将经水

刺加工后的纤维网送入烘干机中进行烘干处理，

烘干温度为90℃，将烘干后的纤维网利用微波处

理器微波辐射30s，间隔5min后再次微波辐射30s

（微波处理器的工作条件为微波频率2450MHz、

输出功率700W），得到无纺布基材。（5）将制备的

药液加入到浸轧设备的浸渍箱中，并将无纺布基

材放置在放卷辊上，一端缠绕在收卷辊上，然后驱

动电机，带动收卷辊转动，无纺布基材依次经过电

动打磨盘打磨、吸尘器和除尘辊除尘后进入到浸

渍箱中浸泡，通过挤压辊进行挤压，然后进入烘干

箱中进行烘干，最后依次通过检验、分切、卷取、

包装工序，得到去油污湿巾。

按湿巾标准GB/T 27728-2011附录B做去污

力的测定，测得药液去油率为59.9％。

有益效果：（1）将基材浸泡在药液中，药液中

添加了聚山梨醇酯，在水、乙醇、甲醇或乙酸乙酯

中易溶，在矿物油中极微溶解，具有良好的去油污

性能，药液去油率能达到60.8％；同时还加入了尼

泊金甲酯和苯氧乙醇，尼泊金甲酯易溶于醇、醚和

丙酮，极微溶于水，沸点270～280℃；由于它具有

酚羟基结构，所以抗细菌性能比苯甲酸、山梨酸都

强，其作用机制是：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使细胞

内的蛋白质变性，并可抑制微生物细胞的呼吸酶

系与电子传递酶系的活性；苯氧乙醇是一种无色

微黏性液体，有芳香气味，微溶于水，易溶于乙醇

和氢氧化钠，有抗菌功效，两者协同作用，使得药

液具有良好的抗菌防腐作用。因此使得制备的湿

巾具有去油污、抗菌防腐的作用；（2）旋转旋钮带

动螺杆转动，进而带动第二U型板移动，进行调节

第一除尘辊和第二除尘辊之间的距离，便于对不

同厚度的无纺布基材进行除尘，实用性强，适用范

围广；同时通过第三弹簧的设置，便于更换第一除

尘辊，避免其除尘效果变差；（3）驱动第四气缸工

作，通过连接杆带动摇臂移动，摇臂带动活动块

图7  输送板整体结构

3—输送板

图8  第二挤压辊驱动结构

30—第二挤压辊  32—第四气缸  33—连接杆  34—摇臂  35—活
动块  36—第一弹簧  37—导向杆  38—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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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进而通过第一弹簧推动滑块滑动，调节第一

挤压辊和第二挤压辊之间的距离，便于对不同厚度

的基材进行挤压，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

卫生巾用的绒毛浆洗浆机

申请公布号：CN 110629577 A

发明人：龙鑫

申请人：南安市柳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绒毛浆是采用针叶木作为制备原料，经过蒸

煮、漂白、洗涤、干燥杀菌后得到绒毛浆。在洗涤

过程中需要利用洗浆机将黑液提取出来，但目前

技术考虑不够完善，具有以下缺点：洗浆机在工作

时，浆料通过自动布浆器直接喷射到洗涤网与主动

辊轴之间的上部楔形区域内，利用主动辊轴的离

心力与洗涤网的张力将浆料的水分挤压脱离，但是

自动布浆器喷洒到洗涤网时大量堆积在中间，随

着主动辊轴转动挤压后，容易导致洗涤网中间受

到的压力大，进而导致洗涤网变形；同时由于绒毛

浆原料中溶出的有机物如树脂、脂肪、蜡及其皂化

物等物质，导致脱水后产生泡沫，使绒毛浆表面形

成覆膜，影响黑液正常排出，造成绒毛浆的脱水与

洗涤效果下降，影响卫生巾生产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生产卫生巾用的绒毛

浆洗浆机。

如图1所示，该种生产卫生巾用的绒毛浆洗浆

机的结构包括洗浆机主体、机体支撑架、排料管

道、皮带防护罩、驱动电机、进水管道。机体支撑

架与地面紧靠在一起，洗浆机位于机体支撑架上

方且与机体支撑架通过螺栓固定在一起；进水管

道与洗浆机正面焊接在一起，排料管道位于进水

管道右侧且与洗浆机相互焊接；驱动电机位于排

料管道上方且与排料管道通过螺栓固定在一起，

皮带防护罩与驱动电机紧扣。洗浆机由喷水器、

自动布浆器、主动辊轴、洗浆机防护罩、废液排放

管道、螺旋输送器、脱水平辊组成。洗浆机防护罩

底部与机体支撑架通过螺栓固定在一起，喷水器

安装于洗浆机防护罩内顶部且与进水管道相互贯

图1  卫生巾用绒毛浆洗浆机的结构

1—洗浆机  2—机体支撑架  3—排料管道  4—皮带防护罩  5—驱
动电机  6—进水管道  7—喷水器  8—自动布浆器  9—主动辊轴  
10—洗浆机防护罩  11—废液排放管道  12—螺旋输送器  13—脱
水平辊

图2  主动辊轴的结构

14—固定旋转架  15—驱动盘  16—绒毛浆脱水盘  17—联动装置  
28—固定扣槽  29—固定扣  30—滑动导轨  31—磁性金属块  32—
调节杆  33—联动块  34—推压弹片

图3  绒毛浆脱水盘的结构

18—泡沫消除杆  19—伸缩气囊  20—固定座  21—支撑摆动杆  
22—脱水盘  23—绒毛浆挤压块  24—滚动槽  25—固定轮  26—自
复位弹簧  27—驱动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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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废液排放管道位于洗浆机防护罩底部且与洗

浆机防护罩焊接在一起，主动辊轴安装于洗浆机

防护罩内左侧且与驱动电机啮合，脱水平辊位于主

动辊轴右侧并与主动辊轴相互平行且通过洗涤网

连接，螺旋输送器与脱水平辊左侧贴合在一起，自

动布浆器位于主动辊轴右上角。

如图2所示，主动辊轴由固定旋转架、驱动盘、

绒毛浆脱水盘、联动装置组成。驱动盘位于洗浆机

防护罩内左端并与驱动电机相互啮合，固定旋转

架与驱动盘采用间隙配合，联动装置与驱动盘紧扣

在一起，绒毛浆脱水盘与联动装置贴合。绒毛浆脱

水盘由泡沫消除杆、伸缩气囊、固定座、支撑摆动

杆、脱水盘组成。固定座底部与联动装置紧扣在一

起，脱水盘位于固定座上方，支撑摆动杆与脱水盘

成一体化结构且与固定座采用间隙配合，伸缩气囊

嵌套于固定座上左右两端，泡沫消除杆与固定座

扣合在一起。固定旋转架右上角设有一磁极为N极

的扇形磁块，同时与磁性金属块磁极相同，当联动

块转动到驱动盘右上角时，磁铁斥力推动联动块

沿着调节杆向外弹出。

如图3所示，脱水盘由绒毛浆挤压块、滚动槽、

固定轮、自复位弹簧、驱动转盘组成。绒毛浆挤压

块与支撑摆动杆成一体化结构，驱动转盘位于绒

毛浆挤压块中间并与联动装置通过螺栓固定在一

起，滚动槽嵌套于绒毛浆挤压块表面中间，固定轮

与驱动转盘紧扣且与滚动槽贴合，自复位弹簧与固

定轮贴合在一起。联动装置由固定扣槽、固定扣、

滑动导轨、磁性金属块、调节杆、联动块、推压弹

片组成。联动块与驱动盘紧扣在一起，磁性金属

块为扇形结构且安装于联动块底部，调节杆与联

动块采用间隙配合，固定扣槽均匀分布于联动块

表面，滑动导轨位于调节杆中间且与调节杆成一体

化结构，固定扣与滑动导轨贴合在一起，推压弹片

左端与固定扣右侧表面扣合在一起。滚动槽中间

与驱动转盘为同心圆结构，且左右两侧中间设有两

个半径相同的向外突出的弧形结构，同时固定轮

与滚动槽贴合，随着驱动转盘转动后，绒毛浆挤压

块左右摆动。调节杆顶端设有一伸缩杆且与驱动转

盘底部通过螺栓固定，同时调节杆与联动块顶部

连接处设有螺旋杆，随着联动块沿着调节杆伸出

后，螺旋杆带动调节杆转动。泡沫消除杆为中空杆

件，且底部与伸缩气囊相互贯通，因此伸缩气囊受

到挤压后通过泡沫消除杆排出空气并将绒毛浆上

的泡沫吹向器壁，使泡沫消失。

在使用时，驱动电机带动主动辊轴转动，而主

动辊轴通过洗涤网带动脱水平辊同步旋转，继而

自动布浆器使浆料喷洒到主动辊轴与洗涤网之间

的上部楔形区域内。当驱动盘带动联动装置转动

到固定旋转架右上角时，固定旋转架上的磁块与

磁性金属块产生斥力，并推动联动块沿着调节杆

向外伸出后，固定扣挤压推压弹片并沿着滑动导

轨嵌入调节杆，而斥力继续推动后推压弹片使固

定扣弹出并与固定扣槽扣合，促使联动块与绒毛

浆脱水盘产生震动，进而使绒毛浆在主动辊轴表

面分布更加均匀。由于调节杆与联动块顶部连接

处设有螺旋杆，且调节杆顶部设有伸缩杆与驱动转

盘连接，因此当联动块弹出时，调节杆通过伸缩杆

牵引驱动转盘旋转，而当驱动转盘上的固定轮转

动到滚动槽左端时，自复位弹簧推动固定轮向左弹

出，进而使绒毛浆挤压块与支撑摆动杆向左偏移；

同理，固定轮转动到滚动槽右端时，绒毛浆挤压块

向右偏移，使绒毛浆挤压块上的绒毛浆左右抖动，

分布更加均匀。而绒毛浆挤压块与支撑摆动杆向

左右偏移时，支撑摆动杆对伸缩气囊产生挤压，促

使气流从泡沫消除杆排出，将绒毛浆表面产生的

泡沫吹向器壁并破灭，提升绒毛浆洗涤效果与卫

生巾生产质量。

卫生巾艾绒芯片立式蒸煮釜

申请公布号：CN 110670400 A

发明人：王小永

申请人：泉州洛江润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卫生巾由面层、吸芯层、底层三部分组成。填

充在卫生巾的吸芯层是呈棉絮状，是高蓬松度、高

吸水性的纤维材料，一般采用绒毛浆。绒毛浆是

针叶木经过蒸煮、筛选、漂白、洗涤等工序加工而

成，但目前技术不够完善，具有以下缺点：为了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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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木材，需要先将针叶木切成木片，再放入蒸煮罐

内添加蒸煮液进行蒸煮，由于原料中有机物如树

脂、脂肪、蜡及其皂化物等表面活性剂的存在，蒸

煮后蒸煮液面会产生大量泡沫悬浮于顶部，同时

与针叶木中脱落的油脂、树皮混合，导致针叶木在

蒸煮结束并排水后，泡沫及大量悬浮物贴附在针

叶木片顶端，影响卫生巾生产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用于卫生巾艾绒芯片

立式蒸煮釜。

如图1所示，该种用于卫生巾艾绒芯片立式蒸

煮釜的结构包括提拉液压缸、倾斜调整手轮、蒸

煮罐、支撑架、电控箱、密封盖旋转架。支撑架为

矩形结构且竖直安装于地面上，倾斜调整手轮位

于支撑架左侧且与支撑架采用螺栓固定在一起，

蒸煮罐竖直嵌套于支撑架上方，密封盖旋转架位

于支撑架右侧且底部与支撑架焊接在一起，电控

箱安装于支撑架右端并与蒸煮罐采用电连接，提

拉液压缸底部与蒸煮罐顶端相互扣合。蒸煮罐由

自动泄压阀、蒸煮内胆、悬浮清洁装置、废水排放

管道、加热模块、支撑横杆、密封盖体组成。支撑

横杆与支撑架采用间隙配合，加热模块与支撑横

杆焊接在一起，蒸煮内胆与加热模块内壁贴合，密

封盖体为半球体结构且底部与蒸煮内胆顶端采用

密封连接，悬浮清洁装置与密封盖体扣合，自动泄

压阀贯穿连接于密封盖体顶部并与悬浮清洁装置

相互贯通。

如图2、图3所示，悬浮清洁装置由固液分离

器、悬浮物收集仓、液面驱动装置、减压驱动结构

组成。减压驱动结构与密封盖体底部扣合，固液分

离器设有两个且分别与减压驱动结构底部左右两

端焊接在一起，液面驱动装置位于减压驱动结构

中间且与减压驱动结构采用间隙配合，悬浮物收集

仓顶部与固液分离器底部相互贯通。固液分离器由

分离器外壳、收集仓连接孔、翅杆、悬浮液引流管

道、毛细分离板组成。分离器外壳为扇形结构且与

减压驱动结构焊接在一起，悬浮液引流管道嵌套

于分离器外壳上下两端，收集仓连接孔位于分离器

外壳底部中间且与悬浮物收集仓相互贯通，翅杆

均匀分布于悬浮液引流管道两侧，毛细分离板与悬

浮液引流管道扣合。翅杆表面均匀分布有锥形尖

刺，因此当蒸煮液内的泡沫混入时，可以有效地将

泡沫刺破，进而防止悬浮物残留。毛细分离板底部

均匀分布有大小一致的通孔，有利于蒸煮液排放，

避免蒸煮液流入悬浮物收集仓内部。

图1  卫生巾艾绒芯片立式蒸煮釜的结构

1—提拉液压缸  2—倾斜调整手轮  3—蒸煮罐  4—支撑架  5—
电控箱  6—密封盖旋转架  7—自动泄压阀  8—蒸煮内胆  9—悬
浮清洁装置  10—废水排放管道  11—加热模块  12—支撑横杆  
13—密封盖体

图2  悬浮清洁装置的结构

14—固液分离器  15—悬浮物收集仓  16—
液面驱动装置  17—减压驱动结构

图3  固液分离器

俯视结构

1 8 — 分 离 器 外 壳  
19—收集仓连接孔  
20—翅杆  21—悬浮
液引流管道  22—毛
细分离板

图4  减压驱动结构

14—固液分离器  23—驱动盘  24—连接杆  25—连接扣  30—
驱动结构固定架  31—减压排气管  32—排气孔  33—驱动环架  
34—连接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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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图5所示，液面驱动装置由驱动盘、连

接杆、连接扣、伸缩块、蒸煮液滑板、螺旋弹簧、滑

动槽组成。连接扣与减压驱动结构相互扣合，驱动

盘位于减压驱动结构底部中间，连接杆两端分别

与驱动盘、连接杆通过螺纹连接，滑动槽嵌套于驱

动盘内部，伸缩块与滑动槽采用间隙配合，蒸煮液

滑板一端与伸缩块扣合在一起，螺旋弹簧与伸缩

块紧靠。减压驱动结构由驱动结构固定架、减压排

气管、排气孔、驱动环架、连接叶片组成。驱动结

构固定架为环形结构并与密封盖体扣合在一起，

排气孔贯穿连接于驱动结构固定架底部，减压排

气管位于驱动结构固定架顶部且与自动泄压阀相

互贯通，驱动环架安装于驱动结构固定架中间，连

接叶片与驱动环架呈一体化结构。排气孔呈弧形

结构排列，因此可以使蒸汽排放时通过涡流排出，

提升对连接叶片的推动力，也加快蒸汽输出。蒸煮

液滑板位于伸缩块底部，且通过扭转弹簧连接，因

此当伸缩块向外伸出时，扭转弹簧推动蒸煮液滑

板向下展开，增加与蒸煮液的接触面积，加快蒸煮

液顶部形成涡流。

在使用过程中，先将切好的针叶木片依次放

入蒸煮内胆内部，同时倒入蒸煮液，利用加热模

块对蒸煮液进行加热。而随着蒸煮时间的延长，

蒸煮内胆内部产生大量蒸汽并由自动泄压阀排

放，由于悬浮清洁装置与自动泄压阀相互贯通，因

此蒸汽由排气孔进入，并推动连接叶片与驱动环

架在驱动结构固定架内转动，因此蒸汽经过减压

排气管进入自动泄压阀并排出，同时驱动环架通

过连接扣与连接杆牵引驱动盘同步转动。而驱动

盘使蒸煮液液面产生漩涡，同时伴随着驱动盘旋

转后，伸缩块在离心力作用下挤压螺旋弹簧并向外

展开，且蒸煮液滑板也向下展开，对蒸煮液产生搅

拌，促进蒸煮液液面旋转。而悬浮于蒸煮液顶部的

油脂、树皮及混合泡沫向边沿移动，并进入悬浮液

引流管道，泡沫受到挤压并与翅杆接触后破裂，通

过毛细分离板使蒸煮液与悬浮物分离，并由收集

仓连接孔进入悬浮物收集仓内部，避免泡沫及大

量悬浮物贴附在针叶木片顶端，提升绒毛浆与卫

生巾的生产质量。

卫生巾连续制浆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1005251 A

发明人：骆军辉

申请人：骆军辉

绒毛浆作为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吸水性材料，

填充在垫芯层，呈棉絮状，具有高蓬松度、高吸水

性等特点。绒毛浆制备工艺流程依次包括选料切

片、预水解、蒸煮、初漂、绒毛化、补充漂白及抄

造。而选料切片、预水解、蒸煮三道工序中需要用

到两种以上的设备进行工作，造成设备成本的提

高，并且制作时三道工序转移会浪费较多的时间

和劳动力，因此，提供一种可以一次连续将其三种

工序进行制作的设备——卫生巾连续制浆设备。

如图1～图3所示，该种卫生巾连续制浆设备的

结构包括制浆机、进料管、驱动装置、电控器、支

撑架、通风管。制浆机顶端上从左到右依次设有进

料管、通风管，进料管和通风管均与制浆机固定连

接；制浆机底端下设有支撑架，制浆机和支撑架相

连接；制浆机左端上安装有驱动装置，制浆机前端

上设有电控器，制浆机和电控器相配合。制浆机由

机体、连续制浆机构、破碎室、蒸煮室、加热器、分

隔板、进料口、排污管、出浆管组成。机体内部从

左到右并排设有破碎室和蒸煮室，机体内部中间

位置上安装有连续制浆机构，机体内部底端设有

加热器，机体和加热器相连接；破碎室与蒸煮室之

间设有分隔板，分隔板与机体固定连接，分隔板表

面上设有进料口；机体右端上设有排污管和出浆

图5  驱动盘侧视结构

23—驱动盘  26—伸缩块  27—蒸煮液滑板  28—螺旋弹簧  29—
滑动槽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72
第41卷第18期 2020年9月



图1  卫生巾连续制浆设备的结构

1—制浆机  2—进料管  3—驱动装置  4—电控器  5—支撑架  
6—通风管  7—机体  8—连续制浆机构  9—破碎室  10—蒸煮室  
11—加热器  12—分隔板  13—进料口  14—排污管  15—出浆管  
29—舀泡轮

管，排污管和出浆管均与机体相连通。

连续制浆机构由轴体、破碎机构、送料机构、

排污轴、导液槽、纳污孔组成。轴体表面上设有两

个以上的破碎机构，轴体和破碎机构固定连接；

轴体中间位置上设有送料机构，轴体和送料机构

通过电焊焊接；轴体表面上设有两个以上的纳污

孔，轴体内部右侧上设有导液槽，轴体右端上设有

排污轴，轴体和排污轴固定连接。

破碎机构由搅碎轮、搅碎刀、搅拌条组成。搅

碎轮外围等距分布设有两个以上的搅碎刀，搅碎

轮和搅碎刀为一体化结构，搅碎轮表面上设有两

个以上的搅拌条，搅碎轮和搅拌条固定连接。

原理：将绒毛浆原料从进料管送入制浆机内

的破碎室内，然后注入水，通过电控器控制驱动装

置带动连续制浆机构工作。当轴体带动搅碎轮旋

转时，让搅碎轮通过搅碎刀对绒毛浆原料进行破

碎，再利用搅拌条对绒毛浆原料进行搅拌浸泡以

及配合搅碎刀工作，而轴体将浸泡出的污水或污

垢从纳污孔导入其内，轴体利用导液槽将污水或

污垢从排污轴配合排污管排出制浆机内。该设计

完成对选料切片、预水解工作。

解决问题的方法：制浆机通过轴体带动破碎

机构对绒毛浆原料进行破碎和预水解工作，并利

用轴体上的纳污孔将绒毛浆原料上的污水以及污

垢进行清除。

如图4所示，送料机构由旋转盘、上料条、轴

孔、送料槽组成。旋转盘内侧中间位置上设有轴

孔，旋转盘表面上设有上料条，旋转盘和上料条通

过电焊焊接，上料条表面上设有送料槽。

轴体表面上设有舀泡轮，轴体和舀泡轮活动

连接。

破碎机构和送料机构均设于破碎室内，舀泡

图2  连续制浆机构的结构

13—进料口  16—轴体  17—破碎机构  18—送料机构  19—排污
轴  20—导液槽  21—纳污孔

图3  破碎机构的结构

16—轴体  22—搅碎轮  23—搅碎刀  24—搅拌条  25—旋转盘  
26—上料条  27—轴孔  28—送料槽

图4  送料机构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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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设于蒸煮室内，轴体与排污管通过排污轴相连

通，分隔板与连续制浆机构通过轴承圈相连接。

原理：当破碎机构完成对绒毛浆原料的破碎

后，轴体带动旋转盘旋转工作，旋转盘利用上料

条配合送料槽将绒毛浆原料送入分隔板上的进料

口，让其进入蒸煮室，蒸煮室通过加热器对绒毛

浆进行蒸煮，以便杀死绒毛浆内的细菌；再通过轴

体带动舀泡轮将绒毛浆蒸煮时产生的水泡以及污

水舀入纳污孔内进行排除，以便于对绒毛浆的蒸

煮。

解决问题的方法：制浆机通过轴体控制送料

机构将破碎后的绒毛浆送入蒸煮室，而蒸煮室通

过加热器对绒毛浆进行消毒杀菌，再利用舀泡轮

将绒毛浆蒸煮时产生的水泡以及污水舀入纳污孔

内进行排除。该设备的整体设计是用于连续制作

卫生巾浆料。

卫生纸原料粉碎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0820396 A

发明人：徐吉正　高克伟　王健

申请人：湖南盛顺纸业有限公司

现有卫生纸的原浆混合装置在混合原浆的过

程中，多数是将搅拌和粉碎同时进行，导致原浆混

合效果较差，当原浆进行成形时，因为原浆混合不

完全，导致卫生纸的柔软度较差、纸质柔软厚薄

程度不均的缺点。

提供一种卫生纸原料粉碎装置，能够有效地

解决上述问题。

如图1、图2所示，该种卫生纸原料粉碎装置的

箱体上端设有进料口，箱体内水平固定有隔板，隔

板将箱体分为粉碎室和混合室。箱体上端固定有

电机一，电机一的输出轴与转轴一

固定，转轴一伸入粉碎室内，转轴

一外壁上部分和下部分分别固定

有粉碎弯刀一和粉碎弯刀二。粉碎

弯刀一和粉碎弯刀二均呈月牙状，

粉碎弯刀一设置在粉碎弯刀二上

方，粉碎弯刀一和粉碎弯刀二错位

设置且弯曲方向相反。转轴一外壁

中部固定有螺旋粉碎刀，转轴一下

方设有筛板；粉碎室内壁上固定有

4个以上固定块，固定块上端与弹

簧下端固定，弹簧上端与筛板下端

固定，筛板下端固定有振动电机；

隔板上设有出料口一，箱体下端固

定有电机二，电机二的输出轴与转

轴二固定；转轴二伸入混合室内，

图2  粉碎弯刀一和粉碎弯刀二的俯视图

7—转轴一  8—粉碎弯刀一  9—粉碎弯刀二

图1  卫生纸原料粉碎装置结构

1—箱体  2—进料口  3—隔板  4—粉碎室  5—混合室  6—电机一  7—转轴一  8—粉碎弯刀
一  9—粉碎弯刀二  10—螺旋粉碎刀  11—筛板  12—固定块  13—弹簧  14—振动电机  15—
出料口一  16—电机二  17—转轴二  18—搅拌叶  19—进水口  20—出料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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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二外壁上设有搅拌叶，搅拌叶错位设置；箱体

上设有进水口，进水口与混合室连通，箱体下端设

有出料口二，出料口二上设有控制阀。

工作原理：原料从进料口进入粉碎室，启动电

机一，电机一带动转轴一转动，转轴一带动粉碎弯

刀一、粉碎弯刀二、螺旋粉碎刀进行转动，由于粉

碎弯刀一和粉碎弯刀二弯曲方向相反，可以使原料

粉碎更充分；经粉碎合格的原料经筛板、出料口一

进入混合室，从进水口向混合室内加入水，由电机

二带动搅拌叶进行混合。粉碎不合格的原料不能

通过筛板，继续在粉碎室内进行粉碎。

有益效果：将卫生纸原料的粉碎和混合分开，

先充分粉碎然后再进行混合，可以使原浆混合效

果提高；粉碎室内通过设置多种粉碎刀，可以提高

粉碎效果。

纸巾生产的碎浆机结构

申请公布号：CN 110644268 A

发明人：许志明

申请人：中顺洁柔（云浮）纸业有限公司

碎浆机是制浆造纸工业中最常用的碎浆设备

之一，主要碎解浆板、废旧书本和废旧纸箱等。碎

浆机通过电机带动叶轮开始转动，槽体中的浆料

沿着轴线中心吸入，从圆周高速抛出，形成剧烈的

湍流循环。由于叶轮翼的撕扯及不同速度的浆流

层的相互濡动，产生一种巨大的摩擦作用，使浆料

在湿态中强烈疏解和分离纤维，同时纤维束又在

叶轮与筛板的间隙中互相摩擦，增加纤维化的作

用。但由于浆料在碎浆桶内的运动大致为水平切

割，形成的不够均匀，会影响到制造出的纸张质

量，并且现今的碎浆机碎浆效率低，严重制约着纸

浆的生产效率。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纸巾

生产的碎浆机结构。

如图1至图6所示，该种纸巾生产的碎浆机结

构包括框架和固定在框架内底壁上的碎浆桶；碎

浆桶的底部接通排料管；排料管的末端设置电磁

阀；碎浆桶的顶端面呈开口状；碎浆桶的内腔设置

主轴；框架的顶部固定电机；主轴的底端与碎浆桶

的内底壁转动连接；主轴的顶端与电机的输出端

相固定连接；主轴的轴身上布满若干个搅拌桨；主

1—电机  2—框架  3—从动齿轮  4—圆筒  7—螺杆  8—导向筒  10—弹簧  11—碎浆桶  12—筒体进料孔  
13—筒体出料孔  14—主轴  15—搅拌桨  16—排料管  17—电磁阀  18—升降柱  19—压环  20—齿圈  22—
固定板  23—导向环  24—固定杆

图1  碎浆机的结构 图2  碎浆桶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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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轴身外套设固定齿圈；齿圈设置在碎浆桶的

顶端面；齿圈与主轴呈同轴设置；碎浆桶的外侧壁

设置若干个浆料提升组件；浆料提升组件在碎浆

桶上呈圆周分布；浆料提升组件包括从动齿轮、圆

筒和设置在圆筒内部的螺杆；圆筒的两端均呈密

封状；圆筒的轴心与碎浆桶的轴心相互平行设置；

碎浆桶的侧壁上设置筒体进料孔和筒体出料孔；

圆筒的顶端设置与筒体进料孔相接通的圆筒出料

孔；圆筒的底端设置与筒体出料孔相接通的圆筒

进料孔；螺杆的底端与圆筒的底端转动连接；螺

杆的顶端穿过圆筒的顶壁后与从动齿轮相固定连

接；螺杆的杆身与圆筒的顶壁转动连接；从动齿轮

与齿圈的外齿牙相啮合。

碎浆桶的内腔设置若干个纵向扰动机构，在

碎浆桶内呈圆周分布，包括导向筒、弹簧、升降柱

和导向环。导向筒固定在碎浆桶的内底壁，弹簧固

定在导向筒的内腔，升降柱的柱身与导向筒相匹

配，升降柱的柱身与导向环的内孔相匹配，齿圈

的底部固定压环，压环与主轴同轴设置，升降柱

均设置在压环的正下

方，压环的底表面上

设置异形面，异形面

沿压环的圆周方向呈

连续凹凸形状。升降

柱一端从上往下插入

到导向筒后压紧在弹

簧上，升降柱另一端

穿过导向环后抵压在

压环的异形面上，升

降柱的柱身上均布若

干个固定板，升降柱上压紧压环的一端呈半球面

形状。电机带动主轴转动后，使得搅拌桨旋转进行

对碎浆桶内部的流体进行碎浆处理，最后通过排

料管排出到外部。在碎浆处理的过程中，主轴转动

时带动齿圈转动，通过转动的齿圈驱动各个从动

齿轮转动，使得螺杆在圆筒内转动，圆筒内产生负

压，碎浆桶内的浆液依次通过筒体出料孔、圆筒进

料孔、圆筒，之后重新回流到碎浆桶内，形成一个

浆料的循环，且把浆料从底部抽向顶部，实现浆料

在高度方向上的流动，使得浆料的切割更加均匀。

同时连续凹凸形状的压环压紧在升降柱上，升降

柱在导向筒内做往复升降运动，固定板对碎浆桶

的内部浆液做往复升降的扰流运动，增加浆液高

度方向上的流动能力，进一步提高浆液的碎浆效

果。该结构中不仅能够提高浆液在碎浆桶的流动

能力，提高碎浆效果；而且仅通过一个动力机构，

即可实现浆液在碎浆桶内多方向流动以及搅拌，

降低碎浆机的整体成本。

导向筒的侧壁上开设有排气孔。排气孔的作

用是使得升降柱在下降运动的时候，压缩导向筒

内部的浆液，使得浆液向水平方向流动，增加浆液

的流动能力，提高搅拌效果。

齿圈的内部设置内孔，内孔与主轴之间固定

若干根固定杆；齿圈采用环形结构，通过固定杆连

接，降低齿圈的总重量，降低电机的负荷。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5  压环的结构

19—压环

图6  导向筒的结构

8—导向筒  9—排气孔

图4  齿圈的结构

3—从动齿轮  4—圆筒  5—圆筒出料孔  6—圆筒进料孔  14—主轴  
19—压环  20—齿圈  21—内孔  24—固定杆

图3  浆料提

升组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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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突破传统测量技术，福伊特和PTS 
Heidenau使用近红外测量技术测量
造纸黏性和非黏性污染物

本刊讯（Voith 消息) 近期，福伊特与德国PTS 

Heidenau的研究和服务机构合作，推出了一种新

的测量方法来检测黏性污染物。该测量方法使用

近红外（NIR）相机，可以在造纸过程中可靠地检

测污染物，与传统方法相比，测量精度和应用范围

表现更好。

测量精度更高，应用范围更广

与造纸行业的传统方法相比，该测量技术利

用近红外相机确定污染物的数据信息，测量精度

高，将获得的光谱测量结果与已知污染物的数值

进行比较和分配，这样就可以根据污染物的化学

成分对其进一步分类。

此外，使用近红外测量技术可以对黏性和非

黏性污染物分别进行识别和分类。

鉴定更可靠，减少实验室工作量

新的测量方法可以获得更可靠的信息，同时减

少了实验室的工作量。

“使用近红外技术测量造纸污染物的黏性，

使造纸企业能够根据单次测量结果，以可靠和足

够的精度确定黏性平衡，”福伊特造纸研发纤维系

统高级经理Linus Friedrich博士说：“而使用传

统方法，由于结果差异较大，测量过程会有一定局

限，不利于测量精度的提高。”

新的测量方法可以使用实验室片材成形器生

产加工样品，使样本包含纤维、黏性和非黏性污染

物，与传统方法相比，省去了样品制备的众多中间

步骤。

例如，库存样品中的黏性污染物不再需要经

过浓缩才能进行分析。与应用传统方法相比，实验

室成片的准备时间明显缩短，测量不易出现误差。

此外，新的近红外测量方法除了可用于评估最终

纸样外，还可用于评估库存样品。

造纸行业的新标准

由于具有技术优势，近红外测量技术有可能

逐渐取代现有的测量黏性的方法。关于样品制备

和测量性能技术规则的发布，为制定造纸行业的

新标准创造了基础条件。

新 的 测 量 技 术可 在 位于 德 国 海 德 海 姆

（Heidenheim）的福伊特造纸技术中心进行进一

步研发和客户试验活动。这项创新技术还可用于

服务操作和客户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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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Smurfit Kappa盒中袋产品广
泛用于洗手液和消毒剂包装

本刊讯（Sm u r f i t  K a p p a  消息) Smu r f i t 

Kappa研发的盒中袋包装产品非常适用于消毒剂

包装，是一种卫生、易于使用和灵活的包装方案，

有1.5～20升的规格，既适合终端消费者，也适合

作为补充解决方案。

此外，盒中袋包装的高性能薄膜具有高氧阻

隔性，可保护产品免受空气和光线的影响，使洗手

液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保持不变。

此外，这种包装还带来了许多环境效益，包括

优化供应链的能力，以及与其他传统包装相比可降

低重量和塑料含量。例如，5升盒中袋包装比5升 

PET瓶减少54%的塑料用量。

新包装配备了专门为洗涤剂设计的蓝色Vitop

水龙头和加强型压盖，在测试中性能表现非常出

色。测试仍在进行中，以确保与尽可能多的洗手液

配方兼容。

Smu r f i t  Kapp a盒中袋业务首席执行官

Thierry Minaud表示：“我们非常自豪能够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集合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手段，成功

地满足了当今人们对洗手液的迫切需求，这再一次

证明了我们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创新的决心。”

英国Mondi集团在俄罗斯Syktyvkar纸
厂启用粗妥尔油处理装置，处理制浆
副产品

本刊讯（Mondi 消息) 全球领先的包装和造纸

企业Mondi公司在其位于俄罗斯Syktyvkar的纸

浆和造纸厂启用了新的粗妥尔油处理车间（CTO

装置）。

新设备可以处理该厂制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

硫酸盐皂（sulphate soap）副产品。通过这项投

资，该厂每年可生产约4万吨粗妥尔油。 

新的工厂生产针叶木和阔叶木制浆过程中产

生的油脂，这些油脂是通过硫酸处理纸浆蒸煮过

程中的副产品硫酸盐皂获得的。针叶木浆妥尔油可

用于减轻消化器的沥青沉积物，而阔叶木浆妥尔

油则出售给从事石油化工、道路建设、油漆和涂料

的有关公司。近年来，妥尔油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被大量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燃料。

工厂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可以实现自动化，并

在线控制几乎所有的工艺参数，使妥尔油的连续

生产成为可能。

“ 该 工 厂是 作 为‘地 平 线 战 略 投 资 计

划’（Ho r i z o n  s t r a t e g i c  i n v e s t m e n t 

programme）的一部分而建立的，旨在解除制浆

和造纸过程的生产瓶颈，进一步提高工厂生产能

力。对制浆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进行加工已经成

为路线图的成果之一，因为老工厂已经无法管理

不断增长的纸浆产量。”Mondi Syktyvkar工厂

总经理Klaus Peller说。

为了妥善维护运营新工厂，员工们都接受了专

业培训。为了进一步发挥新车间的生产潜力，将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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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多的设备，包括一个600立方米的硫酸皂储

罐，一个带有新传送带的调度装置，可以将妥尔油

装入铁路油罐车，以及一个额外的储罐，以确保必

要的妥尔油库存。这些项目的工程计划在2020年

底前完成。

Mondi Syktyvkar工厂位于俄罗斯，是俄罗

斯制浆造纸工业的引领者之一，也是国内最大的造

纸生产商，运营三台未涂布高级文化纸纸机、一台

箱纸板机和一台纸浆干燥机，以及一座伐木场、一

座制浆厂、一座发电厂和一座污水处理厂。工厂的

优质竞争性产品年产能超过120万吨，包括办公用

纸、胶版纸、新闻纸、箱纸板和商品浆。

Mond i集团是全球包装和纸张领域的领导

者，通过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包装和纸张解决

方案，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2019年，

Mondi集团的收入为72.7亿欧元，基本EBITDA为

16.6亿欧元。

瑞典公司PulPac推出全球首条干法模
塑纤维技术中试生产线，以取代一次
性塑料

本刊讯（Pulpac 消息) 随着瑞典PulPac公司公

布其第一条中试生产线，标志着颠覆性的干法模

塑纤维技术的产业化正在起步。

为了加快可再生纤维材料在全球范围内取代

一次性塑料的脚步，该公司将该技术授权给制造

商和品牌商建立自己的生产线，帮助被许可方在

未来几年内生产出数十亿种完全无塑料的可降解

纤维产品。

“我们已经发明了第一个可以将纤维素纤维

用于可再生包装的工业方法，其价格竞争力足以大

规模取代一次性塑料，而且可以利用所有类型的纤

维素纤维，无论是原生纤维、残渣纤维还是回收纤

维。”PulPac公司CEO Linus Larsson说。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新的中试线是全自动化的，原纸浆被送入磨

机，将其分解成纤维，然后将这些纤维形成网状

物，再送入标准的压板机，将纤维压实到模具中。

“任何下脚料和多余的卷材都可以送回系

统，以减少浪费，同时在运行过程中也可以随

时添加材料，将所有制造过程自动结合为一体。

因此不需要额外的中间步骤，节约了材料和时

间。”Larsson解释说。

目前，业界对PulPac的这种技术很感兴趣，

少数客户和合作伙伴已经在实施该技术。干法成

形可以高速制造几乎任何形状或用途的纤维产

品，它可以节省能源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具

有许多传统纤维成形方法无法满足的设计和技术

优势。

“我们将能够提供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替代

一次性塑料产品，而且可以在几个类别中保持，甚

至提高利润率。中试线让我们可以为客户展示技

术上的优势，并快速实现产业化。”Larsson继续

说道。

“我们希望成为创新包装的世界领导者，既

要可持续发展，又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我们帮助

客户重新定义该行业，并为包装和一次性产品设定

新的可持续标准。”Larsson总结道。

PulPac为包装行业提供了低成本、高性能纤

维包装和一次性产品的突破性制造技术。通过开

创性的纤维素模塑技术，使客户能够在全球范围

79
Sep., 2020  Vol.41, No.18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内用一种可持续的、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替代品取代

一次性塑料。

DS Smith与GE Gas Power扩大合
作，在意大利卢卡的造纸厂采用新的
燃气轮机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

本刊讯（DS Smith 消息) 英国造纸及可持续包

装公司DS Smith与天然气动力技术的世界领导

者GE Gas Power宣布，双方在意大利卢卡造纸

厂的成功合作关系得到延续。

新的空气净化燃气轮机是GE干式低排放技术

的最新配置，将安装于DS Smith卢卡纸厂内，可

提供更高的输出和更高的效率，最终使造纸厂减

少排放。

位于卢卡的DS Smith纸厂每年生产420000

吨再生纸，是DS Smith全球最大的纸厂之一。据

悉，该纸厂正在部署的新技术将使该厂的效率提

高2%，从而大幅减少气体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据估计，一年可减少近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

以及多达4000吨的碳排放，这相当于每年从道路

上减少近900辆客车的碳排放。

DS Smith项目总监Stefano Andreotti说

道：“作为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发展瓦楞纸箱材料和

特种纸制造商，我们致力于创造高品质、高性能的

产品，提供客户和社会需要的解决方案。通过利用

GE成熟的航空燃气轮机技术，我们可以有效提高

纸厂发电效率、功率输出和寿命，同时减少向大气

的排放，优化蒸汽和电力的成本，使纸厂更加环保

可持续。”

据介绍，DS Smith位于卢卡的造纸厂拥有意

大利最高效的LM6000燃气轮机，持续的合作将

进一步提高资源效率，为DS Smit到2030年减少

30%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目标做出贡献。

俄罗斯Segezha纸厂将安装Fingo-
Comp lex公司新型静电除尘器，液
回收锅炉固体废物收集效率将达
99.97%

本刊讯（Segezha 消息) 莫斯科Segezha集团

下属Segezha PPM纸厂采购了俄罗斯Fingo-

Complex制造的静电除尘器，Fingo-Complex是

创新空气处理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该设备将安装在纸厂的黑液回收锅炉上，交

货时间为明年1月，安装工作预计在2021年第二季

度左右完成。目前，该厂正在进行前期工作，旁路

天然气管道正在建设中。

“该项目将显著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降低

工厂对大气的影响。更换设备之后，固体垃圾的

收集效率将达到99.97%的最高水平。”Segezha 

PPM总经理Gregory Ivanov指出。

今年2月，S e g e z h a集团总裁M i k h a i l 

Shamolin在与当地居民的会议上就曾指出，在环

保计划的推动下，公司将在当地购买采用最新气体

净化技术的静电除尘器，致力于在三年内，工厂完

成所有制浆造纸生产线的减排任务。 

百利怡推出无芯、无胶封尾厨房卷纸
生产线

本刊讯（RISI 消息) 百利怡推出了新型无芯、

无胶封尾厨房卷纸生产线，公司市场总监Enrico 

Zino说：“新生产线可以满足三方面的市场需求：

在不增加体积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更多的纸；减

少处理纸芯带来的浪费，在运输中保持产品结构；

生产环保产品。”

Zino指出，过去也有一些技术能够单独实现

无芯、减少胶水或塑料包装的使用等环保功能，但

是百利怡的新生产线首次将这些功能集于一体，

实现厨房纸巾的水力复合。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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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维美德供货包括Advantage DCT 200 TS

生活用纸机及备浆系统在内的完整生产线。纸

机包括Opt i F lo流浆箱和铸铁扬克缸各一套。

其他Advant ag e技术，如Vi s c oNip压榨部、

AirCapHel i气罩与空气系统、WetDust纸尘管

理、纸幅转移系统及SoftReel L卷纸机等也包括

在供货内，供货还包ValmetF(O)CUS再复卷机。

备浆系统由OptiSlush碎浆机、OptiFiner锥形磨

浆机及OptiScreen纸机筛组成。

另外，维美德还将提供包括ValmetDNA纸机

控制、工艺控制与ValmetIQ质量控制系统在内的

完整自动化包。全套工程设计、安装指导、培训、开

机和调试等也包括在供货中。

Hayat K imya A.S.公司隶属于Hayat 

Kimya集团，主要业务包括家庭护理与卫生用品

以及生活用纸消费品等。自14年前涉足生活用纸

行业以来，该集团已投入巨额资金。目前，Hayat 

Kimya年产49万吨生活用纸，是非洲、中东和东欧

地区最大的生活用纸生产商。

西班牙Gomà-Camps公司推出国内
市场首款可堆肥包装生态纸巾

本刊讯（Gomà-Camps 消息) 西班牙知名纸企

Gomà-Camps继续致力于可持续材料和资源的

优化利用和开发，近期推出了第一款可堆肥包装的

再生纸巾。

随着该公司“我的纸巾生态+”

（my tissue ecologic+）理念产

品的推出，公司在全球市场，特别

是生活用纸零售市场的地位得到了

加强。

由Gomà-Camps公司在自己

的工厂生产的回收纸作为原材料，

用于生产生活用纸，旨在延长纸张

的生命周期，而其100%可堆肥的包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百利怡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出绿色环保的技

术。2010年，百利怡首次提出了无胶生产方案，在

复合（Aquabond技术）及起卷（WebTuck系统复

卷机）的过程中都不使用胶水，降低环境影响，

减少原料及维护成本。百利怡还推出了Sol id和

Sol id+系列无芯卷纸生产线，可以保持产品的结

构特点，相同直径的卷纸质量增加16%，并将相同

质量产品运输中所需的包装减少10%。百利怡还于

近期推出了一系列由纸和生态塑料（来自植物淀粉

和废料回用）为原料的包装解决方案，与塑料包装

的性能接近。这种100%可堆肥包装材料在设备上

运行时，不会减慢生产速度。

维美德向土耳其Hayat Kimya公司提
供第八条生活用纸生产线

本刊讯（Valmet 消息) 维美德将向土耳其生

活用纸生产商Hayat Kimya提供第八条生活用

纸生产线。这家公司决定在俄罗斯投资兴建第三

条生产线，以满足该国客户不断增长的高档生活

用纸需求。它将使Hayat Kimya俄罗斯公司面巾

纸、卫生纸与擦拭纸的年产量增加7万吨。

维美德曾向该公司位于土耳其、俄罗斯与埃及

的工厂提供六条Advantage DCT200TS生活用

纸生产线。另外，还有一条生产线将于2021年投入

运行。

这台新纸机幅宽5.6米，设计车速220 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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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经过认证，可完全生物降解，甚至适用于家庭堆

肥。

这几种属性的结合使其生活用纸及产品包装

成为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循环经济应用的

良好典范。

生态型纸巾产品已于今年6月在西班牙的超市

和百货商店上架，在约800个销售点销售。虽然该

系列产品在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南部地区

的影响力较大，但公司希望最终能在整个伊比利

亚半岛和法国扩大销售范围。

Gomà-Camps首席执行官Maties Gomà-

Camps认为，新系列是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光辉典范，证明了环境理念的重要指

导作用。

生态型纸巾和纸巾包装材料向消费者伸出了

环保意识的手，这种意识是迫切的，也是必要的，

可以帮助消费者参与一场环境革命，在这场革命

中，日常的一个小小的购物决定--比如选择购买

一种生态型纸巾，都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Gomà-Camps公司掌握了复杂的再生纸制

造工艺，这需要最新的技术和持续的研发投资，这

意味着Gomà-Camps公司能够提供具有极高的

白度（通过避免使用有毒物质的机械工艺实现）、

柔软度、吸收性和分散性的再生纸系列。基于这些

原因，环保型纸巾在达到环保目标的同时，在外观

和使用感受上也并未放低要求。

在价格方面，环保型纸巾的建议零售价与标准

纤维素纸巾产品一致，解决了大多数创新型产品成

本高的问题。

此外，环保型纸巾主要创新点之一是它的可堆

肥包装，使用来自负责任管理的森林的水和纤维

素生产，不使用塑料，经认证为“100%家庭堆肥”，

可以在5～7周内分解为有机垃圾。

此外，在整个生产周期中，环保型再生纸巾每

公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标准卫生纸的一

半，而且资源使用量低，与标准卫生纸相比可节省

20%的能源，用水量是行业平均水平的50%。

Gomà-Camps集团是一家拥有260多年历

史的家族企业，致力于为专业领域和零售渠道加

工和销售纸巾产品。集团在西班牙（La Riba、

Vilaverd、Valls和Ejea de los Caballeros）、

法国和摩洛哥设有公司，员工人数近450人。2019

年的营业额达到1.41亿欧元。目前，再生纸占

Gomà-Camps集团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未来还

将逐步提高。公司出口量超过20%，拥有34条生

产线，由位于La Riba-Vilaverd（塔拉戈纳）和

Ejea de los Caballeros（萨拉戈萨）的两个运营

中心共同管理运营。

Neogen公司加速生产洗手液和消毒
剂产品

本刊讯（Nonwovens Industry 消息) Neogen公

司正在增加洗手液、消毒湿巾、乳胶手套和消毒剂

的产量，以帮助全球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Neogen公司的整套生物安保防护产品包括洗

手液、防护服、清洁剂和消毒剂，主要是针对农业

市场开发的，许多被证明有助于阻隔疾病的传播

方式。

此外公司还提供AccuPoint Advanced卫生

状况监测仪，这种仪器可以提供即时的物体表面

清洁度指标。

Ne o g e n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 n 

Adent说：“Neogen公司从创建初期就是为了帮

助预防病原体的传播，并对其迅速做出反应。公司

的产品组合已被证明对于COVID-19类似的病毒

有效，按照其标签说明使用，可有效帮助阻止疾病

传播。公司的Parvosol and BioSentry 904消毒

剂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EPA）认证的对‘新兴

病原体’有效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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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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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