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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是利用湿法造纸工艺经树脂浸

渍、热压固化等技术制备的具有多孔结构的复合材料，目前，

在工程机械及车辆的制动器、离合器及自动变速器中得到广

泛应用。本文首先介绍了纸基摩擦材料的基本组成及各组

成在纸基摩擦材料中的应用，然后从纸页结构及成形方式等

方面对纸基摩擦材料摩擦磨损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

综述，最后总结了目前湿式纸基摩擦材料行业亟待解决的问

题，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湿式纸基摩擦材料；增强纤维；孔隙率；纸页成形方

式；摩擦磨损性能

Abstract: Wet paper-based friction material is a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porous structure prepared by wet papermaking, 

resin impregnation and hot pressing curing technology. At present, 

it is widely used in brakes, clutches and automatic transmissions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vehicles.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paper based friction 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ach component in paper-based f r ict ion mater ials are 

introduced at first, then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friction and 
wear properties of paper-based friction materials are summarized 

from aspects of paper structure and forming methods. Finally, th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industry of wet paper 

based friction materials are summarized, and its development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wet paper-based friction materials; reinforcing fiber; 
porosity; paper forming method; friction and wea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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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湿式离合器的关键组成部件之一，湿式纸基

摩擦材料一般是以纤维、黏合剂、填料等为原料，采用

湿法造纸工艺得到多孔性结构纸基坯体后，再经树脂

浸渍、热压固化等工艺与钢板复合而成，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1]。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末，具有制备过程简便、结构可设计性强、磨损率低、

摩擦噪声小、成本低且动、静摩擦因数接近等优点，能

够在较高的压力、车速、温度等工作条件下保持高且稳

定的摩擦因数。自60年代开始，国外轿车自动变速器前

进挡离合器片和制动带已全部采用纸基摩擦材料 [2]。目

前，湿式纸基摩擦材料已逐步取代传统的摩擦材料，在

农用机械、工程车辆自动变速箱油浸式离合器及变速器

中得到广泛应用[3-4]。

我国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

代中后期，之后得到快速发展，但在性能方面和欧美、日

本等国家的产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从湿式

纸基摩擦材料的组成、摩擦磨损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等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研究现状

进行综述，以期推动我国高性能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

研发与制备。

1  纸基摩擦材料基本组成

摩擦材料的组分设计需同时满足磨损率低、噪音

小、摩擦因数稳定且能够适应各种生产工艺等要求。为

此，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组分通常多达十余种，按功能

主要可分为增强纤维、黏结剂、填料三类，各组分之间

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纸基摩擦材料的整体性能。

1.1 增强纤维

作为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主体，增强纤维对材料

的摩擦磨损性能、热稳定性、机械强度及压缩回弹性起

到关键作用，可以使摩擦材料在使用过程免受损坏。制

备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增强纤维不仅要能够提供良好

的增强效果（高模量），还需具备良好的热稳定性、耐

磨损性和化学稳定性，硬度也不宜过高 [5]。目前，常用

的增强纤维主要有碳纤维、芳纶纤维、天然植物纤维、

玻璃纤维、陶瓷纤维等，通常，几种纤维混合使用，发

挥“协同作用”，以替代因污染严重而被禁用的石棉纤

维。表1为几种常用的增强纤维的物理性能。

1.1.1 碳纤维

碳纤维是一种以聚丙烯腈和黏胶纤维为原料，经

高温氧化碳化得到的高碳含量（≥90%）、高强度、高拉

伸模量的高性能纤维，其中聚丙烯腈基碳纤维（PAN碳

纤维）市场占有率在90%左右。碳纤维直径5～10 μm，

具有密度小、质量轻、耐高温、耐化学腐蚀、热膨胀系数

低等特点，在航空航天、土木工程、军事赛车、运动器

材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应用[12]。

图1  纸基摩擦材料制备流程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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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是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关键增强组分。

多项研究表明，随着纸基摩擦材料中碳纤维含量的增

加，动摩擦因数μ d增大，耐磨性变好。如Fe i等利用湿

法造纸工艺制备了一系列碳纤维含量不同（40%、45%、

50%、55%）的纸基摩擦材料，结果显示，材料的动摩擦

因数μ d随碳纤维含量增加而增大，并认为引起μ d增大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碳纤维含量增加，材料

孔隙率及孔径减小，润滑油在样品表面难以形成润滑

油膜，从而导致μ d增大；另一方面，碳纤维含量增加，

样品实际接触面积增大，在接合过程中对耦合板产生较

大的剪切应力，也会导致μd增大
[13]。此外，Fei等人还发

现随碳纤维长度增大（100 μm、400 μm、600 μm、

800 μm），纤维分散性能变差，絮聚交织严重，孔结构

变得不规则、不均匀，导致材料的均匀性相应变差，粗

糙度增加。当碳纤维长度为600 μm时，材料动摩擦因

数最高；碳纤维长度100 μm时，磨损率最低 [14]。付业伟

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碳纤维用量增大，材料的动摩擦因

数增加，静摩擦因数及磨损率降低，同时，试样起始分

解温度升高，热分解速率降低 [15]。

随着碳纤维研究的深入，科研人员发现未经预处

理的碳纤维表面光滑，功能基团少，化学惰性高，亲水

性差，在水中分散困难，与黏合剂之间结合不稳定，在

实际应用中易于从树脂基体中剥离，从而使纸基摩擦材

料的摩擦磨损性能降低。为此，通过对碳纤维进行物理

刻蚀、化学氧化或表面涂层，使其表面产生沟槽或大量

氧化性官能团，提高碳纤维的表面粗糙度及表面活性，

加强碳纤维和基体之间的结合，进而提升摩擦材料的综

合性能。如X i e等人采用水热法在碳纤维表面接枝一层

图2  水热法制备ZnO纳米线改性碳纤维及其摩擦材料制备示意图[16]

表1 几种常用增强纤维的主要物理性能[6-11]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对位芳纶纤维

玻璃纤维

Al2O3纤维

SiC纤维

1.90～7.02

2.47～5.59

2.62～4.85

1.4～2.45 

2.0～4.0

拉伸强度/

GPa

密度/

(g.cm－3)

1.5～2.0

1.39～1.47

2.44～2.55

2.70～4.20 

1.85～3.10

拉伸模量/

GPa

228～690

70～176

65～89

190～385

170～420

导热系数/

W/(m.K)

10～160

0.04～0.05

1.3

14～30

12

断裂伸长率/

%

0.5～2.4

1.5～4.4

2.7～5.6

0.29～1.12

0.8～1.8

热膨胀系数

×10-6/K

-(0.5～1.3)

-(1.0～2.0)

4.7

6.8～8.2

3.0

使用温度/

℃

400

160

＜400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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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均匀、致密的ZnO纳米线，得到CFs@ZnO，如图2

所示，利用CFs@ZnO与芳纶浆粕等组分配抄得到的湿

式纸基摩擦材料不仅具有更高、更稳定的动摩擦因数，

且磨损率可下降33% [16]。Fe i等人利用马来酸酐对碳纤

维进行表面化学改性，将大量羧基引入碳纤维表面以

提高其表面活性，如图3，结果表明，改性后的碳纤维制

备的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抗张强度增加了200%，磨损体

积降低50% [17]。

张国亮等分别采用双-[γ-(三乙氧基硅)丙基]四硫

化物(S i69)和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A151)对PAN（聚丙

烯腈）短切碳纤维进行表面处理，并利用处理后的碳纤

维制备纸基摩擦材料。结果显示，与用未经处理的碳纤

维所制备的纸基摩擦材料相比，采用两种改性碳纤维

所得材料的磨损率均显著降低，摩擦性能得到提升，其

中，S i69改性碳纤维增强纸基摩擦材料的动摩擦因数

最为稳定，动/静摩擦比接近于1[18]。胡文静等人用高温

空气氧化法对碳纤维进行表面改性，增大了碳纤维的表

面粗糙度，与改性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竹浆及各

种填料混合后湿法工艺制备的纸基摩擦材料的原纸层

间结合强度提高了21% [19]。

1.1.2 芳纶纤维

芳纶纤维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比强度高于

碳纤维和硼纤维，特异性抗拉强度比钢丝高5倍，是一

种高强度、高模量、耐高温、密度低、热膨胀系数低的优

良的纸基摩擦材料增强纤维 [20-22]。芳纶纤维分为短切

芳纶和芳纶浆粕，其中，芳纶浆粕可通过对芳纶纤维进

行原纤化处理获取。芳纶浆粕表面存在大量绒毛状超

细微纤，因而比表面积大、渗透性好、与树脂和填料接

触面积大、结合力也较强，能够极大提高材料的力学性

能及摩擦磨损性能 [23]。 

研究表明，湿式纸基摩擦材料中芳纶纤维含量越

高，材料的耐磨性越好。如张美云课题组利用芳纶浆粕

配合剑麻纤维、碳纤维抄造了湿式纸基摩擦材料原纸，

发现利用芳纶浆粕的机械性能和热学性能，可以调节

材料的气孔率，降低磨损量，在添加10%芳纶浆粕后，

可以替代石棉，减轻环境污染 [24]。Yoon等以芳纶纤维、

阔叶木浆等为原料制备湿式纸基摩擦材料，发现随着芳

纶纤维用量增加，材料的剪切强度、耐热性和耐磨性均

得到提高 [25]。增加摩擦材料中芳纶纤维的含量虽然能

够使其具有较高的耐磨性，但添加量过大，不仅会导致

摩擦因数降低，而且不利于控制成本，因此，一般添加

量不宜超过10% [26]。

芳纶纤维优异的性能源于其内部密集的氢键和高

度结晶结构，但高度结晶结构同时导致芳纶纤维表面光

滑、呈化学惰性，导致纤维与基体界面之间附着力差，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在纸基摩擦材料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27]。研究人员发现可以通过提高芳纶纤维表面的粗糙

度来有效提高芳纶纤维的表面活性，从而提升纸基摩擦

材料的整体性能。如Lu等利用溶胶—凝胶法原位制备

纳米SiO2包覆的芳纶短切纤维(如图4)，芳纶纤维表面和

S iO2之间通过C-O-S i结合，改性后，芳纶纤维的表面

粗糙度增大。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改性后的芳纶纤维抄

造的纸基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得到大幅提升，磨损率可

降低30%，动摩擦因数随运行时间逐渐达到稳定[1]。

1.1.3 植物纤维

除碳纤维、芳纶等高性能纤维，来源于植物的棉纤

维、麻纤维、竹纤维等以其良好的柔韧性、较强的结合

力以及较低的成本，也成为湿式纸基摩擦材料不可或

缺的一类增强纤维。植物纤维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热

分解温度低，含量过高会有损摩擦材料的摩擦磨损性

图3  Diels-Alder反应制备改性碳纤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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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常与碳纤维（较好的刚性和强度）、芳纶浆粕

（良好的延展性和热稳定性）配抄，发挥“协同作用”，

满足摩擦材料的需求。Singh等人的研究显示随湿式纸

基摩擦材料中苎麻纤维含量的增加，摩擦因数及摩擦

稳定性降低 [28]。Fu等人以亚麻纤维、玄武岩纤维等制备

了摩擦材料，发现随亚麻纤维含量的增加，摩擦材料的

摩擦因数降低，而在较高温度下，由于天然纤维的延迟

断裂及碳化，含亚麻纤维的样品的耐磨性得到提高 [29]。

1.2 黏结剂

黏结剂作为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作用是通过高温固化将增强纤维、填料及摩擦性能调

节剂等组分均匀地黏结在一起，形成结构致密且有一定

机械强度的整体，是摩擦材料的核心组分 [5]。

酚醛树脂及其改性产物因具有较好的机械性能及

耐热性，且与其他组分具有良好的相容性，是目前摩擦

材料中用量最大的黏结剂。Fe i等研究了经腰果壳油改

性的酚醛树脂用量对碳纤维增强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性

能的影响，结果显示低树脂含量（35%～40%）的样品具

有较高的摩擦因数、优异的摩擦稳定性及良好的耐热

性 [30]。胡健等研究了丁腈改性酚醛树脂含量对湿式纸

基摩擦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发现树脂含量为

25%时，材料的综合性能较好，动摩擦因数的压力稳定

性和转速稳定性最佳 [31]。

酚醛树脂及其改性产物因存在交联度高、硬度大、

韧性差等缺陷，会导致最终制品材质脆硬、抗冲击性能

差，因而目前较少单独使用，常与质软且有弹性的橡胶

等黏结剂共混，以满足材料的性能需求。如Lu等以液

态的丁腈橡胶和酚醛树脂的混合物作为黏结剂制备湿

式纸基摩擦材料，研究结果显示丁腈橡胶的加入提升了

摩擦材料的弹性，丁腈橡胶含量越高，动、静摩擦因数

越大。当丁腈橡胶和酚醛树脂的含量均为20%时，材料

的磨损率较低，热稳定性较好 [32]。王欢欢等分别采用硅

橡胶和丁腈橡胶与酚醛树脂共混，制备湿式纸基摩擦

材料，与纯酚醛树脂作为黏结剂相比，丁腈橡胶-酚醛

树脂共混黏结剂提高了纸基摩擦材料的静摩擦因数，但

动摩擦因数和耐磨性有所下降，而硅橡胶-酚醛树脂共

混黏结剂不仅可以提高纸基摩擦材料的动、静摩擦因

数，耐磨性能也有所提升 [33]。

橡胶也是摩擦材料中常用的一种黏结剂，以橡胶

为主要黏结剂的摩擦材料主要用于制动压力和相对摩

擦速度较低、工作温度不高的工况条件 [5]。如Zhou等人

利用羧化丁腈橡胶与环氧树脂共混作为黏结剂制备湿

式纸基摩擦材料，结果表明，随着黏结剂中羧化丁腈橡

胶配比的增大，纸基摩擦材料的动摩擦因数增大，扭矩

曲线的“公鸡尾”现象逐渐消失，并认为可以通过控制

羧化改性丁腈橡胶的含量来控制磨损率 [34]。

图4  纳米SiO2涂层的短切芳纶纤维制备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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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填料

填料与增强纤维、黏结剂共同构成摩擦材料的三

大组分。摩擦性能调节剂及各种配合剂均属于填料的范

畴。填料在摩擦材料中不仅能够改善产品的摩擦性能、

外观、硬度，减小制动噪音，还可以控制产品的热膨胀

系数，提高产品的尺寸稳定性，改善其导热性。此外，

填料的添加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5]。按照其在纸基摩擦

材料的摩擦性能中所起的作用，填料分增摩填料、有机

摩擦粉和减摩填料。增摩填料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摩

擦因数，大部分无机填料（如碳化硅、氧化铝、长石、四

氧化三铁等）及部分金属填料属于增摩填料，而二硫化

钼、石墨、滑石、炭黑、云母等为减摩填料。

增摩填料在工业中的应用较为广泛。Fe i等人利用

电泳沉积法将SiC颗粒沉积在纸基摩擦材料预制体中，

如图5所示。结果表明，S iC的加入不仅显著提升了材

料的热稳定性和机械性能，而且增强了摩擦因数的稳

定性，降低了磨损率。在沉积电压400 V时，S iC沉积量

为15.9%，此时，磨损率降低51.2%，由未添加S iC时的

5.8×10-14 m3/(N.m)降至2.8×10-14 m3/(N.m) [35]。此

外，Fe i等人还对丁腈橡胶（NBR）粒径大小对碳纤维

增强纸基摩擦材料性能的影响开展了研究，结果显示，

NBR的加入显著提高了动摩擦因数，在不同接触压力

及转速下，NBR粒径越小，动摩擦因数越大；而NBR粒

径越大，材料的热稳定性越好，磨损率越低 [36]。

2  影响摩擦磨损性能的主要因素

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不仅取决于原

材料本身的性质，还与产品的孔隙结构及纸页成形方式

密切相关。

2.1 孔隙结构

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孔隙结

构，多孔结构的存在能够显著提高流体的渗透能力。孔

隙结构包括孔隙率、孔径尺寸及分布。高孔隙率以及大

尺寸孔径能够加强润滑油在材料内部及表面的流动性，

不仅能够提高材料表面的微凸体与摩擦副的啮合程

度，提高动摩擦因数，还可以带走大量的摩擦热，有效

抑制热磨损，防止材料强度降低 [37]。

影响孔隙率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增强纤维及填料

的种类、含量及尺寸，黏结剂类型及纸页成形方式等。

Mat sumoto  T.对孔隙率以及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摩擦

特性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孔隙率越高，孔径尺寸越

大，摩擦因数越高 [38-39]。李贺军等通过调整材料厚度，

制备了具有相同原料配比及含量、不同孔隙率的碳纤维

增强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结果发现孔隙率越大，摩擦制

动过程越平稳，静摩擦因数减小，动摩擦因数增大。随

着制动压力的增大，孔隙率对动摩擦因数的影响逐渐

图5  电泳沉积SiC纸基摩擦材料制备工艺示意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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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40]。   

物理发泡技术的引入提供了一种通过优化纸基摩

擦材料的孔结构来调节其摩擦磨损性能的方法。物理

发泡技术是指在树脂加热过程中，利用物理发泡剂[如

压缩气体（空气、CO2等）、低沸点液体（戊烷，己烷等）

或可升华的固体（长链脂肪烃）]挥发或升华产生的大量

气体使树脂发泡并在树脂固化后形成多孔结构 [41]。L i等

人采用物理发泡技术，通过调节酚醛树脂中发泡剂（二

氯甲烷）的用量制备了不同孔结构的纸基摩擦材料，如

图6所示。研究人员认为发泡剂用量越高，发泡过程结

束时会产生较多尺寸较小的孔，但这些小孔在热压过程

中会被压碎，导致发泡剂用量高的产品最终孔隙率反而

较低，压缩率也低，但回弹率高，平均孔径大，材料的

导热性和机械强度提高，动摩擦因数增大，磨损率降低
[42]。费杰等人在传统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制备过程中引

入发泡技术，显著提高了孔隙率和平均孔径，而通过改

变发泡剂的种类及含量，还可以对孔径及孔隙率大小进

行调节。此外，该研究认为气泡在形成过程中会对基体

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压，这种挤压力可作为基体固化的驱

动力，使树脂的固化程度和橡胶的硫化度得到提高，从

而使材料的强度增加，磨损率降低 [37]。

孔隙率的大小及孔径尺寸不仅能够影响摩擦材料

的导热能力及热磨损情况，而且影响材料的压缩回弹

性，进而影响使用寿命。张日盈等通过改变纸页定量制

备了配方相同、孔隙率不同的纸基摩擦材料，研究表明

孔隙率越大，材料的压缩率越高，摩擦因数增大，但摩

擦因数稳定性降低，磨损率增大 [43]。

2.2 纸页成形方式

目前，纸基摩擦材料的大规模生产多采用湿法造

纸工艺一次成形，由于原料中各组分密度差别较大，容

易造成成品中各组分分布不均，难以充分发挥各组分的

作用。双层成形技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双层成形技术是将纸基摩擦材料分为基层和摩擦

层，其中基层负责提供压缩回弹性和吸油能力，而摩擦

层耐高温且具有较高的强度，摩擦层与基层紧密结合。

1998年以来，美国博格华纳公司陆续报道了一系列

有关双层纸基摩擦材料的研究，结果显示双层纸基摩擦

材料比传统的单层材料耐久性更好，且成本更低 [44-46]。

杨瑞丽等利用造纸工艺制备了一种碳质双层纸基摩擦

材料，其基层为增强纤维、填料和树脂，摩擦层为含石墨

粉、摩擦性能调节剂和树脂的碳质层。研究结果显示，

与基层相比，碳质层耐热性能好，静摩擦因数小，动摩擦

因数稳定，磨损率低 [47]。张翔等制备了蛭石表面改性的

纸基摩擦材料，该研究首先利用造纸工艺制备含纤维素

纤维、短切碳纤维、芳纶浆粕、填料和摩擦性调节剂的

基层，然后将蛭石沉积在基层的表面作为摩擦层，再浸

图6  结合发泡技术的纸基摩擦复合材料整体制备工艺示意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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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树脂、热压固化。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蛭石含量增加，

试样动摩擦因数先减小后增大，静摩擦因数先增大后

减小。然而，由于蛭石与基层结合力较弱，制动过程中易

发生剥离，因此，磨损率增大 [48]。张日盈等的研究表明，

在原料用量相同的条件下，具有双层结构的纸基摩擦材

料，其综合性能比单层结构好，此外，当基层中芳纶浆粕

含量较高时，材料的磨损率可降低60.5%。该研究指出双

层成形技术的关键在于真空浸胶。真空浸胶能够使树脂

在基层和摩擦层间均匀分布，提高材料的导热性和力学

强度，降低试样的磨损率，还可以大幅降低接合过程中

摩擦因数的波动，提高样品稳定性 [49]。由此说明，双层成

形方式抄造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关键在于基层和摩擦层

的紧密复合，层间结合强度高，纸基磨损率低，性能好。

3  纸基摩擦材料发展前景

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湿式纸基摩擦材料行

业的崛起，但目前国产湿式纸基摩擦材料的关键性能

指标如动、静摩擦因数、磨损率、热稳定性等与国外产

品还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

手，开发性能优异的高端湿式纸基摩擦材料。 

(1）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是多组分复合体系，各组分

之间表面化学特征、尺寸、密度等物化性质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进一步通过配方优化和材料内部结构调控，

实现各组分在微纳尺度的高效复合，使各组分材料发挥

最佳性能。

(2）纸基摩擦材料的制备与使用过程涉及的理论包

含制浆造纸、材料、化学、流体力学、摩擦学、制动过程

热力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在优化配方的基础上，

基于学科交叉，系统地研究摩擦磨损机理，并建立相关

系统理论模型，从而为制备摩擦性能稳定、磨损率低的

高性能湿式纸基摩擦材料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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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纤维素基纸张材料的生物相容性，本研究通过表面引发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技术，将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刷接枝到纸

张表面制备医用功能纸，并对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刷在纸张表

面的接枝效率及其生物相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表面引发原子

转移自由基聚合技术可有效地将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刷接枝到

纸张表面，且整个接枝过程活性可控；相比原纸，接枝聚乙二醇甲基丙烯

酸酯聚合物刷纸张的抗血细胞黏附能力明显增强，补体激活显著改善，

细胞毒性显著降低，呈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医用功能纸；聚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聚合物刷；原子转移自

由基聚合；生物相容性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iocompatibility of cellulose based paper mat

erials, medical functional paper was prepared by grafting polyethylene glycol m

ethacrylate (PEGMA) polymer brushes onto the surface of paper via surface init

iated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ATRP) technique. Then the grafting 

efficiency of PEGMA polymer brushes on the surface of paper and their biocom
pati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afting of PEGMA polym

er brushes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paper was effective by using ATRP technique,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whole grafting process was controllable. Results show tha

t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aper, blood cell adhesion, complement activation 

and cytotoxicity of PEGMA polymer brush grafted paper shows better biocomp

atibility.

Key words: medical functional paper; PEGMA; polymer brushes; ATRP; bi

o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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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医学领域相关科技的快速发展，传统常

规医用材料，如金属、陶瓷及各类高分子材料等已不能

满足当今医学发展的要求。开发新型生物医学功能材

料，正成为新的机遇和挑战 [1-2]。作为一种传统材料，纸

张在医用口罩、医用辅料等生物医学领域，已经有诸多

应用[3]，但当其接触血液应用时，仍会引起凝血现象，表

现出较差的生物相容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相关领

域的应用。所以通过改性提高纤维素基纸张材料的生

物相容性，拓宽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将非常有意

义。通过在材料表面接枝聚合物，改变材料表面的形貌

结构、亲疏水、表面电荷电量及导电性能等，是改善其

生物相容性，使其达到生物医学应用要求的重要方法 [4-

5]。当前为提高材料表面的生物相容性，用于对材料表

面进行改性的聚合物主要有聚乙二醇（PEG）、聚丙烯

酸酯及仿生磷脂等，其中PEG及其系列衍生物因在改善

血液相容性方面的良好表现获得了广泛认可 [6-8]。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法（A t o m  T r a n s f e r 

Radica l  Polymer izat ion，ATRP）以简单的有机卤

化物为引发剂，以过渡金属络合物作为卤素载体，通过

氧化还原反应在活性种与休眠种之间建立可逆的动态

平衡，从而实现了可控聚合反应。ATR P法在聚合方面

最大优势在于其能实现分子设计：由于集中了活性聚合

与自由基聚合各自的优点，该方法可方便地合成结构明

确、较窄分子量分布、具有多种拓扑结构（星型、刷型、

梳型、超支化和树枝状等均聚、嵌段或接枝共聚物）的

聚合物功能材料 [9-10]。作为PEG衍生物的一种，聚乙二

醇甲基丙烯酸酯（PEGMA）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本研究将通过表面引发ATRP法，在纤维素基纸张表面

接枝PEGMA聚合物刷制备医用功能纸，以提高纤维素

基纸张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并由此拓展生物功能纸在生

命科学及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1  实验

1.1 原料和仪器

原料：定量滤纸（慢速，φ9 cm），杭州新华纸业有

限公司；溴化亚铜（AR）、溴化铜(AR)、聚乙二醇甲基

丙烯酸酯（PEGMA）（98%）、2-溴异丁酰溴（BIBB）

（98%）、五甲基二乙烯三胺（PM DE TA）（99%），

Sigma-Aldrich公司；噻唑蓝(MTT)（GR），上海索宝 图1  表面引发ATRP法制备Paper-g-P(PEGMA)过程示意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甲基亚砜（DMSO)（AR）、戊二

醛（25%），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二氯甲烷（99%）、

三乙胺（AR）、甲醇（99%），北京现代东方精细化学品

有限公司；无水乙醇、二水合柠檬酸三钠（AR），南京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理盐水（0.9%）、磷酸缓冲溶液

（PBS，pH7.4），均为自制。

仪器：2 4 0 i  C O 2培养箱，美国赛默飞世尔公

司；D Z F- 6 0 5 0真空干燥箱，上海博迅实业有限

公司；Beh r i n g  E L I SA  P r o c e s s o r酶标仪，德国 

Behringwerke  Marburg公司；JSM  5610LV扫描电

子显微镜，日本JEOL电子公司；Kratos  AXIS-His光

电子能谱仪，英国Kratos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表面引发ATRP法在纸张表面接枝PEGMA聚合物刷

(1）纸张表面引入ATRP引发剂

将滤纸裁剪为1 cm×1 cm尺寸纸样，置于10 mL二

氯甲烷中，再加入BI BB和三乙胺各1 m L，在室温下反

应3 h，即形成Pap e r-Br纸样。将纸样取出后，用甲醇

水（v/v=1∶1）溶液反复洗涤，之后将所得产物真空干

燥，准备后面反应用。

(2）表面接枝PEGMA聚合物刷纸样的制备

在25 m L烧瓶中按100∶1∶0.2∶1.5的摩尔比，将

4 mL PEGMA与CuBr、CuBr2及PMDETA在室温下溶

于8 m L的甲醇水溶液（v/v=1∶3）中。加料完成后开通

搅拌，并往溶液中通氮气，20 m i n后将Pap e r-Br纸样

放入反应体系进行反应。整个反应在常温下进行，分别

反应4 h、8 h和12 h，制备Paper-g-P(PEGMA)纸样。

反应时间到达后，取出Pap er-g-P(PEGMA)纸样，然

后用甲醇水溶液（v/v=1∶3）充分冲洗，以清除其表面

残留的试剂。之后将纸样在真空干燥箱内干燥、称重，

备后序实验用。

整个表面引发A T R P 法制备P a p e r - g -

P(PEGMA)纸样的步骤，如图1所示。

1.2.2 Paper-g-P(PEGMA)纸样接枝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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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称重法测定P a p e r-g-P(P E GMA)纸张表面

PEGMA的接枝率。分别检测ATRP反应前后纸样的质

量，将反应前质量标记为W a，反应后质量标记为W b，纸

样表面面积标记为A，则接枝率(Gra f t  y ie ld，GY)定

义为：GY=(W b-Wa)/A

1.2.3 Paper-g-P(PEGMA)纸样表面的XPS分析

本实验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 P S）检测了

Paper-g-P(PEGMA)纸样表面的化学组成，测量过程

使用了奎托斯轴HSI（Kratos  AXIS-His）分光仪，以

Al Kα单色射线为激发源（1486.6 Ev光子）。

1.2.4 Paper-g-P(PEGMA)纸样的血细胞黏附实验

将相同尺寸的原纸和Pap e r-g-P(PEGMA)纸样

分别投入到24孔细胞培养板中，在每个样品孔中分别

加入1 m L PB S，经过12 h浸泡后，弃去PB S溶液。然

后在每个样品孔中加入1 m L新鲜兔全血。上述样品在

37 ℃孵化30 min，然后用抽吸器将血液吸出，再用PBS

对孔板中的纸样进行彻底漂洗（漂洗3次，每次PB S用

量为1 m L）。为了固定黏着在纸样表面的血细胞，分别

在每个样品孔中加入1 m L浓度为2.5(w t.)%的戊二醛

溶液，室温下作用30 m i n后，除去戊二醛溶液，再次用

PBS对样品进行充分漂洗。然后在室温下用浓度递增的

乙醇水溶液对样品进行逐级脱水，乙醇的体积占比分

别为50%、60%、70%、80%、90%、95%及100%，每次脱

水时间为30 m i n。完成系列脱水操作后，将样品在室温

下晾干，然后在表面喷金，用扫描电镜观察血细胞的黏

附情况。

1.2.5 Paper-g-P(PEGMA)纸样的细胞毒性实验

采用MTT（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ym）

法对Pap e r-g-P(PEGMA)纸样进行细胞毒性实验。

先将H E K 293细胞转移至96孔细胞培养板中，用含

有10%胎牛血清的培养基培养，放入5% C O 2培养箱

中37 ℃下培养48 h。细胞达到80%后，用0.25％的胰

蛋白酶消化，再次培养，更换培养基后细胞密度为每

孔1×10 4个。将原纸和Pa p e r-g-P(P E GMA)纸样分

别加入到不同的培养孔中，细胞培养72 h后每孔加入

10 m L MTT(5 m g/mL)，37 ℃继续培养1 h直到可以

观察到紫色结晶物沉淀，随后M T T反应介质被移出

样品池。MT T的还原产物甲臜晶体溶解于150 μL的

DMSO中，涡旋振荡器震荡15 m i n后，使晶体物充分溶

解。用酶标仪测定490 nm处的光密度OD值。

所有样品MTT实验平行重复3次，计算平均值。阴

性对照组为等量的含有10%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基。

每个样品的细胞成活率按百分比来计算，阴性对照为

100%。

2  结果与讨论

2.1 Paper-g-P(PEGMA)纸样接枝率检测

P a p e r-g-P(P E GMA)纸样接枝率GY如表1所

示。

可见，Paper-g-P(PEGMA)纸样表面接枝率GY

分别为26 g/m 2（反应时间4 h）、40 g/m 2（反应时间

8 h）和76 g/m2（反应时间12 h），而且GY随着反应时

间的增加有明显的增加，这表明表面引发ATRP聚合反

应是一个“活性可控”的过程。

2.2 Paper-g-P(PEGMA)纸样表面化学组成XPS分析

本研究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 P S）检测了

Pap e r-g-P(PEGMA)纸样表面的化学组成，如图2所

示，分别为原纸和不同ATR P反应时间纸样表面C的1s

轨道能级光谱。 

可见，原纸表面C的1s能级上共有3个峰，分别是结

合能为284.6 eV的C-H、286.2 eV的C-O和287.7 eV

的O-C-O；Pap e r-Br纸样表面C的1s能级上呈现4个

峰，分别对应的是结合能为284.6 eV的C-H、286.2 eV

的C-O(C-B r)、287.7 eV的O-C-O和288.6 eV的

O-C=O；P a p e r-g-P（P E GM A）4、P a p e r-g-

P(PEGMA）8及Pap e r-g-P（PEGMA）12纸样表面

C的1s能级主要由C-H、C-O、O-C-O以及O-C=O

等四种峰拟合而成，其结合能分别为28 4.6  e V、

286.2 eV、287.7 eV以及288.6 eV，其中O-C=O峰的

强度随着ATR P反应时间的增加而增大。这些检测结

果都说明，利用表面引发ATRP法能将PEGMA聚合物

刷接枝在纸张表面，而且随着ATRP反应时间的延长，

表1  不同反应时间表面接枝PEGMA聚合物刷纸张的接枝率

纸样

Paper-g-P(PEGMA)4

Paper-g-P(PEGMA)8

Paper-g-P(PEGMA)12

反应时间/

h  

4

8

12

接枝率GY/

g.m-2

26

4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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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MA聚合物刷接枝层在纸样表面的覆盖率也逐渐

增加，这与之前对PEGMA接枝率的

检测结果一致。

2 . 3 Pa p e r-g-P(PEGMA)纸样表面

新鲜兔全血黏附实验

原纸及Pap e r-g-P(PEGMA)

纸样与新鲜兔血接触并孵化一段时

间后，对血细胞的黏附情况如图3所

示。可见，PEGMA聚合物刷的存在

对纸样血细胞黏附的影响非常明

显：在图3a中，可观察到大量的血细

胞黏附在纸张表面，而在Pap e r-g-

P(PEGMA)纸样表面的黏附却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血细胞的黏附（如图

3b、c、d）。

所以，新鲜兔全血黏附实验

表明，在接枝良好的P a p e r- g-

P(P E G M A)纸样表面很难形成血

栓。这是由于当接枝了PEGMA聚合

物刷的纸样浸入全血中时，表面的

PEGMA聚合物刷会形成“水化层”，

能阻止纸张表面与血细胞的直接接触，因此相比未经

图2  不同纸样表面C的1s轨道能级谱图

研究开发 R & D

图3  原纸及表面接枝PEGMA聚合物刷纸样与新鲜兔全血接触30 min后的表面

SEM图

(a) Original paper (b) Paper-g-P(PEGMA)4

(c) Paper-g-P(PEGMA)8 (d) Paper-g-P(PEGM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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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细胞毒性评价是其在生物医学领域应用的

重要参考。近年来一些学者将MTT法应用于对材料进

行生物相容性评价，以检测材料在与细胞作用过程中对

细胞毒性的影响。作为一种利用比色法测定细胞线粒体

酶活力的方法，MTT法被认为是细胞毒性测定的黄金

标准 [13-15]。

本研究通过M T T实验，对比了原纸及P a p e r-

g-P(P E GM A)纸样对H EK 293细胞代谢活性的影

响，结果如图5所示。可见，若以对照组细胞活性为

100%，则与原纸86%的细胞活性保留相比，与Pap e r-

g-P(P E G M A)4纸样孵化24 h后的细胞仍保持了

91%的活性，而与Pa p e r-g P(P E GMA)8和P a p e r-

gP(PEGMA)12纸样孵化后的细胞活性则更高。该实验

结果证明了Paper-g-P(PEGMA)纸样的低毒性，这应

归功于接枝在纸张表面的PEGMA聚合物刷具有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

3  结论

(1）通过表面引发ATRP法，PEGMA聚合物刷能

很好地接枝在纤维素基纸张表面，且接枝率随着反应

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实现了反应的可控聚合。

(2）通过对表面接枝PEGMA聚合物刷纸样的血

细胞黏附实验及细胞毒性分析结果表明，表面接枝

PEGMA聚合物刷后，纸张表面抵御血细胞黏附的能力

明显增强，并呈现出良好的细胞低毒性，相比原纸具有

更好的生物相容性，为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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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Kemira 消息) 2021年10月27日，全球化学品供应商凯米拉（Kemira）宣布推出一种新型快速

转化聚合物技术，致力于解决再生纸和纸板生产商的主要问题之一：即来自回收和再生包装材料中使用

的胶带、胶水和标签的胶黏剂处理问题。

在纸和纸板生产中，再生纤维是大量使用的原材料，但是其中的胶黏物和添加的胶黏剂等给制造商

的后续生产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些污染物会显著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凯米拉新的快速转化聚合物技术可以实现疏水性颗粒固定，实验证明可以大大提高纸机清洁度，并

提高再生挂面纸和卫生纸机等的运行性能和效率。

这种可以快速转化的聚合物是一种多用途产品，除了可作为控制黏性的固定剂外，还可以作为助留剂

和排水助剂，提高脱水性能。例如，在高定量纸板生产中，该产品还有助于提高造纸过程中其他功能化学

品（如施胶）的效率。

使用该技术大大提高了机器清洁程度和运行速度，有助于减少产品缺陷，并延长织物等易耗品的使用

寿命，改进机器湿端的截留和排水性能，进一步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

[收稿日期:2021-09-22(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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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米拉引入先进的聚合物技术，

解决再生纸和纸板的黏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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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废水处理过程是一个多变量、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并且存在

实地调研、优化改进的不方便性和巨额的成本损耗等问题。本文介绍

了Hydromantis公司的废水处理模拟软件GPS-X的基本信息及其建模的

过程，并采用该软件中的Cn l i b模型库构建国内某造纸厂工艺模型。通

过模拟动态入水数据，实现对该模型进行动态情况下的质量监控，模

拟结果出水参数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及固体悬浮物浓度均达到

该厂的排放标准。

关键词：造纸废水处理过程；动态过程；质量监控；系统设计；GPS-X

Abstract: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is a multivariate, complex, and 

large system.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convenience of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huge cost loss in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modeling process of GPS-X are 

introduced, which is a simulation software developed by Hydromanti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Cnlib model library in GPS-X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process model of a domestic paper mill. The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under dynamic conditions is established by simulating 

the dynamic influent data.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ed 
eff luent parameters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and suspended solids all meet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of the plant.

Key words: papermak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dynamic process;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s design; GP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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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制浆造纸作为轻工业中的重要一员，同时作为我国

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生产规模的大型化和日

益增强的环保意识，生产中的废水问题也逐渐显现。据

统计，2015年全国总消耗新鲜水量达到386.96亿t，工

业污水总排放量181.55亿t，出水水质中的重要指标：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总

排放量达到255.5万t [1]。从生产工段这一方面可将制浆

造纸废水大致分为：备料废水、蒸煮工段废水、中段废

水、纸机白水以及废纸制浆废水 [2]。其中，中段废水的

定义为经过黑液提取后的蒸煮浆料在洗涤、筛选、漂白

以及打浆等过程中的所排废水。中段废水中残留有较多

可溶性CODＣr,一般中段废水pH在7～9，BOD5为400～

1000 mg/L，CODＣr为1200～3000 mg/L，SS为500～

1500 m g/L [2]。按照对废水处理的作用原理，我们将制

浆造纸废水的处理方法分为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

以及生物处理法。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以生物处理法为

主流，同时结合物理处理法以及化学处理法，以确保更

好的处理效果 [3]。

经过处理后排放的水满足预设指标是废水处理的

最终目的 [4]。企业要提高造纸废水处理的效果，现今主

要方法是在现有工艺、设备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改进，但

污水处理是一个变量非常多、庞大复杂的系统，如何在

现有的基础上优化得到最佳效果，废水处理工艺参数如

何调整能实现更好的处理效果，这些问题过去往往依靠

专家的经验来判断解决，现在看来已是远远不够 [5]。针

对这个问题，仿真建模这一方法的优点便凸显出来了。

在活性污泥模型广为使用之前，科研人员陆续建

立了Monod模型、Eckenfelder模型以及McKinney模

型 [6]。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际水质协会建立了四种

活性污泥模型:ASM1、ASM2、ASM2d以及ASM3，目

前主流的污水处理模拟软件都是基于这些模型的基础

上才得以开发，这些模型是重要的里程碑 [7]。在这些数

学模型的基础上，各公司开发出了相关的水处理模拟软

件。通过使用这些软件仿真建模，构建出现实中污水处

理厂的计算机模型，在计算机上模拟仿真并进行分析优

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因优化带来的成本损失。因

此运用好这些模拟软件，就可以更加快捷且科学地研

究污水处理过程并进行优化改进，这是未来研究的趋

势。

目前国内外主流的废水处理软件有B i o w i n、

G P S-X、S T OAT、W E S T等，其中 B i o w i n和

GPS-X 最为广泛使用[8]。本文利用Hydromant is公司

的废水处理软件GP S-X，通过计算机建模的方法，搭

建基于国内某造纸废水处理厂的软件模型，再研究造

纸废水处理过程的动态质量监控。此模型经未来完善

后，可以作为该厂将来对废水处理过程进行动态质量监

控，并进行工艺优化及改进。此后对该厂的相关废水处

理的研究都可以用此类计算机软件进行建模仿真，实

现由实地考察调研到计算机数字化建模仿真研究的飞

跃。

1  方法原理

GPS-X软件是Hydromantis公司开发的广泛应用

于市政和工业废水处理的一种模块化建模仿真软件 [9]。

通过使用GP S-X软件中内置的各种废水处理模块，用

户可以根据城市或工厂处理废水的实际情况将各个模

块进行连接，直至将完整的废水处理过程模型建立出

来 [10]。GPS-X软件可以将处理过程的数据进行输出，方

便进行展示与汇报。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绘制曲线图以

及表格来表现各个模块的水质变化过程，这样为工厂

进行参数的调整与修改提供了数据支持 [10]。此外，对于

污水处理厂，软件还可以通过设置直接读取利用污水处

理厂的实际数据，是理想的企业对于工厂工艺建模的

模拟软件 [11]。 

基于上述的种种优势，本文通过GPS-X废水处理

软件对该厂脱墨漂白浆中段水和麦草浆中段水的工艺

处理流程进行建模仿真，旨在对其动态出水质量进行监

控，符合工厂要求出水水质。

2  模型的建立

2.1 造纸废水处理工艺

本次设计的三期废水处理工艺主要是由三级处理

构成，处理工艺流程见图1。

以图中的初沉池、二沉池及三沉池为节点分别对

应于废水处理中的一级处理、二级处理、三级处理，其

中二级处理是运用的A-O工艺。

此次设计相关的国内某造纸废水处理厂的废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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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造纸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图2  三个取样观察点的废水水质情况 

（a）入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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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个取样观察点的废水水质情况（续） 

（b）兰美拉沉淀池处

（c）最终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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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PS-X五日动态模拟结果

为确保建模的正确性与可靠性，选用工厂的平均

数据结合软件内置的比例模式作为验证。此处设定的数

值是根据该厂的参数而设置的每日的平均进水情况，然

而废水进水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需要右键点击废水

进水模块>组分>装载类型的选择，将装载类型调整为

每天组成比例，接着调整比例因子，即可实现进水水质

的动态变化。除此之外，GP S-X支持调整装载类型为

每天数据，而后输入取样的实际工厂每日进水数据，就

能够模拟出真实的工厂进水情况。此情况将在下文结果

中继续介绍。

废水水质设定完成，还需继续设定废水的流量情

况，右键点击污水进水模块>流量>流量数据，同设置

进水参数类似地设置为动态进水流量。以上便是脱墨

漂白浆中段水的进水设置，麦草浆中段水采取同样的设

置，不再赘述。通过以上操作便可以验证该模型的正确

性与可靠性。

为较好地观察废水处理的情况，分别于脱墨漂白

浆中段水和麦草浆中段水的入水处、初沉池处、兰美拉

沉淀池处、二沉池处和最终排放口设置了五个取样观察

点，并在每个取样点绘制了关于废水流量、S S、COD和

BOD5的动态变化图表，如此便可了解到过程中以及最

源分为两部分，即脱墨漂白浆的中段水和麦草浆的中段

水。其中该厂的一级处理，基于相关的物理原理，沉降

去除了污水中大量S S与不溶性COD。二级处理是工厂

的主要污水处理部分，采用A-O工艺。而经二级处理后

的污水中仍残留的难生物降解的污染物便通过三级处

理的物理化学方法进行去除，至此，由三沉池溢流出的

水便可达到排放标准。从初沉池、兰美拉沉淀池及三沉

池排出的污泥经污泥浓缩池浓缩后加入PAM后进入板

框压滤机脱水，所得的泥饼进行焚烧处理或定期运送

填埋。

2.2 建模流程

通过GPS-X废水处理软件的模型建立过程如下: 

(1）参照该厂的实际工艺流程，选择与实际生产部

件相匹配适应的模块，接着按实际工艺流程对模块进

行依次连接。 

(2）输入各组件的尺寸和流量，确定输入的进水情

况。

(3）反复调整并最终确定与工厂实际相匹配的参

数，进行模型编译及调试，确保不出现运行错误，保证

模型的可靠性。

3  结果与讨论

图3  最终排放口的废水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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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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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排放的废水水质情况。

通过将装载类型调整为每天数据，而后输入根据

每日平均进水数据模拟出的五日进水数据，此时便可

以大致反应出该厂的真实情况。如图2所示为模拟出五

天的动态结果,为展现出废水处理中的变化趋势，图2

中包含了入水处、兰美拉沉淀池处和最终排放口的水质

动态变化图表。最终排放口结果显示均符合该厂出水

COD<450 mg/L，SS<100 mg/L，BOD5<100 mg/L

的工艺要求，模拟符合该厂实际要求。

3.2 GPS-X七日动态模拟结果

在上一节五天的动态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在考虑

到周六、周日双休日废水处理量下降的情况下，将模拟

仿真的时间由五天延长为七天，如此便更加符合该厂的

实际情况。由此可以得出该厂在动态变化下的七天模拟

结果。

如图3所示为七天的动态模拟结果，最终排

放口结果显示均符合该厂出水C O D<450 m g/L，

S S<100 m g/L，BOD5<100 m g/L的工艺要求，模拟

符合该厂实际要求。

4  结论

废水处理系统是一个多变量的慢响应系统，难于

进行快速且有效地控制，其控制参数多且实际线下更改

参数控制运行操作难度大。本文采用GP S-X软件模拟

国内某造纸厂的废水处理流程，通过仿真动态运行发现

可以较好地反映工厂实际情况，能够在此基础上对该厂

在科学设计、参数更改、系统优化、员工教培训等方面开 [收稿日期:2021-06-20(修改稿)]

研究开发 R & D

Ranpak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建设新的技术研发创新中心

本刊讯（Ranpak 消息) 美国包装纸生产企业Ranpak主要为电子商务和工业供应链提供环境可持续的

纸质包装，2021年10月，该公司宣布正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谢尔顿（Shelton，Connecticut）创建一个80,000

平方英尺的技术创新和自动化中心。预计最初技术创新将雇用35名员工，到2024年将增加到约80至100名

员工。

Ranpak技术创新中心将有多种用途：首先，Ranpak的自动化和机器人产品将陈列于此进行展示；其

次，将在此设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应用研发创新中心；第三，将建设大约50,000平方英尺的专用制造和组

装车间。

Ranpak全球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在荷兰、捷克、新加坡和美国等多个国家拥有850名员工。

● 技术信息·研发创新 ●

21
Nov., 2021  Vol.42, No.2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摘 要：对水胶涂布机的网纹辊涂布进行了阐述。主要介绍

了网纹辊的种类、构造、涂布装置结构、常见的质量问题处理

及应该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网纹辊涂布；网穴；漏涂；压力调节

Abstract: The anilox roll coating of a certain type of water-

soluble glue coating machine was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types of roller, structure, coating device structur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and the matters that should be noted were 

introduced.

Key words: anilox roll coating; ink cell; voids of coating; pressur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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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辊作为一种油墨、胶水等介质的传输设备，被

广泛应用于印刷机、涂布机等设备上。网纹辊通过其特

殊结构的网穴，可实现均匀、稳定地供墨或供胶，在设

备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正确了解网纹辊的相关

知识，对科学合理地使用好网纹辊、提高产品质量和生

产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网纹辊的种类和关键性能参数

1.1 网纹辊的种类

网纹辊一般按表面涂层进行分类，主要有镀铬网

纹辊、陶瓷网纹辊两种。其中镀铬的网纹辊材质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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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纹辊涂布胶水，通常有以下常见质量问题：

3.1 漏涂

漏涂是指特种纸局部或全幅没有涂上胶水，失去

使用的价值，是最严重的质量问题。主要受以下几方面

的影响：

(1）背辊上黏有杂质，导致纸面出现规律性的漏

涂，出现的频率为背辊的周长，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清洁

杂质、保持生产环境的清洁，防止异物掉到背辊上。

(2）纸面上黏有杂质，导致纸面出现无规律的漏

涂，可以考虑在不破坏纸的表面涂层的情况下加装纸面

清洁装置。

(3）背辊与网纹辊的间隙太大，没办法把高速运行

时纸面带来的空气挤出，导致纸面出现无规律的漏涂。

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开机前要作间隙测试，不同定量的

纸对应的间隙是不同的。

(4）背辊或网纹辊有局部磨损，导致两辊配合不

好，间隙过大导致出现漏涂。处理的方法通常是重新研

磨辊面，如果是网纹辊则要重新加工辊面及网纹，需要

的费用相对较高。

(5）上料盒供胶不足，导致纸面出现漏涂。像这种

情况多数是由于储罐内的胶水液位低或上料泵泵速低，

胶水流量不足造成。

(6）胶水有缺陷导致，需要更换合格的胶水。

3.2 留边不齐

留边不齐是指纸边规定的非涂布位置不是直线，

呈蛇形弯曲变化，这个问题会造成纸面的有效幅宽变

小，达不到客户的使用要求。这主要是由于刮边器磨损

造成，因此需要通过定期更换刮边器来解决。

普通钢，用激光雕刻后再进行镀铬处理，其缺点是镀铬

层容易被刮刀磨损，网穴容积变小后传墨量也会变小，

使用寿命相对较短。陶瓷网纹辊是用喷涂方法，在雕刻

好的网穴表面喷涂上一层陶瓷涂层，其特点是表面细腻

光滑、相对比较耐磨，传墨量比较均匀、稳定，是目前应

用的主流设备，特别是柔版印刷机，其缺点是陶瓷层比

较脆弱，被硬物碰撞后表面涂层容易破裂，导致整条辊

需要重新加工，费用较高。

1.2 网纹辊的关键性能参数 

(1）线数

网纹辊的线数是指沿网纹辊的轴向方向，单位长

度内网穴的个数，常用的单位为线/英寸。网纹辊的线

数直接影响到网纹辊的供墨量，线数越高，传墨量越

小；线数越小，传墨量越大。

(2）网穴

网穴的结构形状有：四边形、蛇形、六边形等。网

穴的开口面积、深度、形状、角度对传墨量都有影响。

由于各个厂家的设计和加工能力都不相同，因此有时尽

管标识的参数是相同的，但实际的传墨量会有一定的偏

差。

(3）容积

网纹辊的容积是指网纹辊在正常条件下单位表面

积可容纳的油墨量，单位是cm3/cm2。容积是由网穴角

度、深度、形状、面积等共同决定的，它的大小直接影响

网纹辊的传墨量，需要注意的是，容积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受网穴磨损、堵塞程度的影响。

2  网纹辊的涂布装置结构

主要讲述网纹辊在特种纸中的胶水涂布应用。

2.1 涂布装置结构

见图1。

2.2 网纹辊的选择

由于胶水的涂布定量较大，通常在20 g/m2左右，

因此网纹辊的线数通常较低，一般在50线左右，而且大

多选用陶瓷网纹辊。 

3  网纹辊涂布的常见质量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图1  涂布装置

生产实践PRoDucTion

23
Nov., 2021  Vol.42, No.2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3.3 胶面有小圆圈

小圆圈是指胶水涂布后有缺陷的位置呈小圆圈状，

这种质量问题有别于漏涂，圆圈内的纸面是少胶，而不

是完全没有胶水。这不会影响黏贴的效果，但如果客户

是高质量的满版印刷，有小圆圈的位置会影响印刷的效

果。这主要是由于胶水的表面张力有问题导致，需要加

入适当的助剂调整胶水的表面张力。

3.4 花胶

花胶是指胶水涂布后，表面胶水涂布不均匀，纸面

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光泽，黏贴的效果会变差，还会影响

到客户的高质量满版印刷效果。这主要是受胶水黏度变

低或刮刀磨损严重导致，需要更换胶水或刮刀。

3.5 条痕

条痕是指胶水涂布、复合、收卷后，纸面有不平整

的凸起，这会导致再涂布或分切时出现松紧不一的质量

问题。终端客户印刷、模切、收卷后可能会出现端面不

齐或变形报废的情况。这主要是刮刀安装时不平直或

局部磨损导致，需要注意安装时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

底座是否干净或不平整，如果是刮刀使用时间过长了，

就需要更换刮刀。

4  网纹辊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4.1 辊的压力控制

背辊对网纹辊的压力控制要适中，如果太轻则胶

面会有漏涂，如果太重则会导致纸面涂层被破坏，严重

的甚至会导致网纹辊表面的陶瓷涂层破裂，导致网纹

辊报废需要重新加工。有的厂家采取的办法是把待涂

布的纸切割成一张张的纸条放在背辊与网纹辊中间，用

手拉动纸条，根据纸条的受力情况来调节压力。还有的

厂家则是根据经验值，不同定量的纸对应的背辊与网纹

辊的压痕宽度也不同。

4.2 刮刀的正确选用、安装和使用

刮刀在设计上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封闭上

料盒与网纹辊，防止胶水溢出；二是为了把网纹辊在高速

转动时的表面胶水刮平整。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刮刀主要有聚酯塑料刮刀、碳纤维刮刀、钢刮

刀、陶瓷刮刀几种。陶瓷刮刀相对来说比较耐磨，但是

价格较高，因此钢刮刀仍是目前的使用主流。为了保证

其柔韧性，其厚度一般为0.15 mm，刀口形状一般为斜

口。

(2）上料盒的刮刀安装角度是受设备设计制约的，

有的设备刮刀角度可调，有的设备则是角度固定。一般

来说，角度多为切线的30 °～40 °。

(3）在安装刮刀之前，要注意检查基座是否已清洁

干净、是否平直，否则刮刀装上之后，与网纹辊的横幅

压力不平衡、不均匀，容易导致上胶量不均匀和刮刀局

部磨损快，刮刀的使用周期变短。

(4）安装完刮刀后，要调节好刮刀与网纹辊的压

力。压力太大，会加剧刮刀的磨损，压力太小，无法起

到密封上料盒与网纹辊的作用，会导致胶水泄漏。有条

件的厂家可以使用拉力仪来检测刮刀压力，方便积累数

据，指导生产。

(5）随着生产时间的增加，刮刀的磨损会加剧，通

常的做法是逐渐加大刮刀对网纹辊的压力，防止出现

上胶不均匀和漏胶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刮刀磨

损超过一定的程度（因刮刀材质与厚度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不断加大的压力有可能会损伤网纹辊的表面，因

此刮刀作为易耗品必须制定合适的更换周期。

4.3 要注意网纹辊的表面清洁与清洗

(1）网纹辊在使用之前应细心检查并清洗干净表面

的粉尘和杂质。

(2）在短时间停产时，网纹辊的表面应保持有胶和

慢速转动，防止表面干涸，堵塞网穴。长时间停产时，应

把胶水放出和停止辊的转动，用铜刷或柔软的钢刷、化

学清洗剂清洗干净辊面，然后用包装材料包好待下次

使用。

(3）网纹辊在长时间使用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网穴会出现堵塞的情况（可以用高倍数的放大镜来检

查），这会导致上胶量变小。现在很多厂家会采用超声

波清洗机和专用清洗剂来对网纹辊进行离线清洗，效

果还是比较好的。

(4）由于刮刀的影响，网纹辊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

网穴磨损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需要把辊送回原厂去重新

加工。

总而言之，在生产过程中，只有认真做好网纹辊的使

用和维护，才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收稿日期:202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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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BB公司DCS系统使用了MB300网络和800XA系统。包

括四台AC450控制器和一台AC800M控制器。运行中出现操作

员站画面卡顿、数据显示异常问题。针对该通讯故障问题，从

网络通讯电缆、网关、服务器等可能引起故障的各个方面进行

了排查、优化、处理，最终解决了问题。对涉及的硬件软件的

功能、检查的步骤、参数、程序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对ABB 

DCS系统网络故障排查处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ABB DCS系统；网络；通讯；卡顿；优化

Abstract: ABB’s DCS system uses MB300 network and 800XA 

system, installing four AC450 controllers and one AC800M 

controller. The operator station screen freezes during operation, 

and the data display is abnormal.  Aiming at the complex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failures,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cables, 

gateways, servers and other aspects that may cause failures were 

checked, optimized, and dealt with, and the problem was finally 
solved. The functions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volved, 

inspection steps, parameters, procedures, etc. are elaborated in 

detail, which has a strong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ABB DCS 
system network troubleshooting.

Key words: ABB DCS system; network; communication;  malfunc-

tio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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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公司控制器及其DCS系统由于其稳定高效的

特点，在造纸、冶金、矿山、发电等领域广泛应用。山东

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PM10车间DCS部分采用了ABB

公司的800X A系统，使用了4台AC450的控制器。2016

年对原有的供浆及纸机系统进行了改造；在保留原有控

制器及系统网络不变的前提下，在原有的系统中增加了

一台新的AC800M控制器，属于两代控制器共存的复杂

系统结构。后来在运行中出现了操作员站画面卡顿、数

据显示红叉等问题，有时几秒有时几分钟又恢复正常，

并且卡顿现象越来越频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硬件

功能、故障检查、通讯介质、转换器、软件等各个方面进

行了详细地介绍和阐述，对于ABB  DCS系统的故障排

除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1  总体信息

1.1 硬件系统简介

1.1.1 控制器及其通讯板卡

( 1）四台A C 4 5 0控制器，包括：C P U控制板

PM511V；通讯卡母板SC510；MB300通讯卡CS513；

P RO F I BU S-D P的通讯卡C I541；A F100通讯卡

CI522A。

(2）一台AC8 0 0M控制器，包括：6 4M内存的

处理器模块、模件总线端接器、C E X总线端接器、

10/100M b p s冗余工业以太网（TCP/I P）通讯接口；

PROF I BUS-DP通讯模块CI854，MB300通讯模块

CI855。

1.1.2 计算机

(1）两台冗余的画面数据服务器AC S（AC S11、

ACS12）、两台冗余的数据服务器CS（CS13、CS14）。

(2）10台双屏操作员站CLIENT。

(3）两台工程师站ES。

1.1.3 I/O及PROFIBUS设备

(1）每台控制器下挂4个I/O柜。

(2）MCC电机控制器网络6条，变频器通讯网络4条。

(3）与MCS、传动通讯网络2条。

1.2 系统软件信息

■ PM10ACS11&PM10ACS12 (Proliant DL388 

Gen9)

O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VERSION: 6.1.7601 Service Pack 1 Build 7601

800XA: ABB 800XA Base 5.1-0

ABB 800XA for Advant Master 5.1-0

ABB  Central  Licensing  System  Extension 

5.1-0

ABB DM & PM Aplication 5.1-0

ABB 800XA Base 5.1-0

ABB Function Designer 5.1-0

ABB Inform IT Scheduler 5.1-0

ABB PC,Network and Software Monitoring 

5.1-0

ABB Script Manager 5.1-0

ABB SFC Viewer 5.1-0

ABB Softpoint Server 5.1-0

■  PM10CS13&PM10CS14  (Prol i ant  DL388 

Gen9)

O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VERSION: 6.1.7601 Service Pack 1 Build 7601

■  P M10 O S1~ P M10 O S10   ( P r e c i s i o n 

Workstation T3500) 

OS:  W INDOWS  7,  VERSION:  6.1.7601 

Service Pack 1 Build 7601

■  ES    (Precision  Workstation  T3500)  OS: 

WINDOWS XP, VERSION: 2002 Service Pack 3

■ Application Builder 4.1

■ AC450(AC121, AC122, AC123, AC124)

■ 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noal 5.1.0

■  AC800M:  P M864A  Ve r s i o n:F W864 

45.5.4.0

1.3 系统结构

(1) AC450控制器4台，其中制浆造纸各2台，通过冗

余的MB300网络实现通讯。分别为NET11和NET12网

段，每台控制器两个CS513通讯卡，分别接到NET11和

NET12网络的交换机上。AC800M控制器一台，通过控

制网络和MB300网络与其它控制器和服务器进行通讯。

(2) 网络结构分为三层，分别为控制网络层（操作

员站、ACS、CS服务器）、MB300网络层（AC450控制

器、工程师站）、AF100(控制器的I/O）和PROFIBUS

（MCC、变频器）网络层。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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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个光电转换器通过光纤形成冗余的控制环

网，构成服务器和操作员站的通讯网络层。如图2。

(4）制浆造纸各两个交换机通过光电转换器和光

纤互相连接构成两条冗余的MB300网络，构成控制器、

服务器之间的通讯网络层。如图3。

2  故障现象描述

(1）无论从服务器还是操作员站打开画面，数据显

示非常慢。将ACS14网线拔下，只用ACS13画面正常。

怀疑冗余出现问题。将四台服务器全部停下，按照顺序

重新启动，接上ACS14的网线仍然很慢。只用ACS13一

段时间后，画面数据又变得很慢。将CS14下RTA板去

交换机的网线拔下后画面速度又基本正常。RTA板指

示灯状态没有异常,无法确定是否存在问题。ACS14服

务器心电图指示灯后来出现报警，确认为阵列卡电池故

障，惠普更换电池后正常。接入系统画面又变得很慢。

暂时只用一台ACS13使用勉强维持。

(2）控制网络中，Ne t11网段的AC121、AC122、

AC123以及AC124都有时通时断现象，其中，AC121和

AC123最为频繁。如图4、图5。

3  故障原因可能性分析

(1）MB300网络层和控制网络层的网线接触不良。

长期使用后水晶头出现腐蚀生锈等问题可能会造成通

讯故障。

(2）服务器软件运行出现问题，特别是负责数据处

理的ACS服务器出现问题会导致画面显示异常。

(3）负责服务器与M B300网络通讯的网关RTA

板PU410出现问题。四台服务器都是通过PU410与

MB300网络通讯，它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此类现象。

(4）控制器负荷过高。特别是老的控制器AC450，

由于进行了工艺改造，增加了很多的程序和控制逻辑，

如果运行内存负荷过高，会导致CPU

甩通讯问题，从而导致相关的数据显

示异常。

(5）控制器通讯卡的原因。控制

器AC450与MB300网络通讯的网卡

CS513或者安装CS513的SC510故障

也会导致控制器数据传输故障。

(6）M B30 0网络中N E T11和

N E T12的两个交换机和光电转换器

故障。这两个设备故障会导致冗余网

路变成单条网络，甚至会导致制浆抄

纸各两个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中断，从

而导致数据显示异常。

4  故障的排查和处理图1  总体系统网络结构

图2  环形控制网络

图3  冗余的MB300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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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此次故障并非单纯的一个原因导致，也

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根据可能引起故

障的原因，逐步对现场设备进行测量和检查，逐项排除

优化。

4.1 通讯线缆及交换机的测量检查

(1）在未停机的情况下，针对可能存在的网线水晶

头腐蚀生锈接触不良的问题，对所有的网线进行校验。

校验结果如表1。

(2）MB300网络是制浆抄纸两个位置各两台交换

机通过光电转换器和光纤连接成的两条冗余的网络。分

别称为NET11和NET12。使用激光笔测试MB300网络

光纤，亮度正常；更换MB300网络的交换机（图6）和光

电转换器（图7）进行试验，没有什么效果。

(3) 将有问题的网线更换后，继续查看AC121和

AC123的状态，发现AC121和AC123的通讯卡件CS513

频繁出现F灯亮现象，对应系统画面AC450服务器状

态，AC121和AC123通讯依旧时通时断。怀疑通讯电缆

故障，更换CS513的通讯电缆，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

图4  操作员站卡顿画面  

图5  通讯诊断画面

表1  网线校验结果 

网线

ACS13至PU410Port1

ACS13至PU410Port2

ACS14至PU410Port1

ACS14至PU410Port2

CS13至Net11

CS13至Net12

CS14至Net11

CS14至Net12

AC121至Net11

AC121至Net12

AC122至Net11

AC122至Net12

AC123至Net11

AC123至Net12

AC124至Net11

AC124至Net12

检测结果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第7针接触不良

正常

正常

第7、8针不通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备注

　

　

　

　

　

　

已更换

　

　

已更换

　

　

　

　

　

　

进行排查。

4.2 CS513的检查与更换

针对发现AC121和AC123的通讯卡件CS513频繁

出现F灯红亮现象，怀疑CS513网卡存在问题。停控制

器后对CS513进行更换。

4.2.1 CS513简介

CS513是ABB  AC450的专用网卡（图8），它安装

在控制器板载卡SC510上面，通过专用数据线接到EM I

图6  MB300网络交换机

图7  MB300网络光电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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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图9）上面，将数据线转换为RJ45接口，然后通

过RJ45网线接入到MB300网络的交换机上面，从而实

现AC450控制器与MB300网络的通讯。

4.2.2 CS513的更换

控制器停电后，将CS513从板载卡上拔下，拆下通

讯电缆；将新的板卡插入，插上通讯线，控制器上电。特

别注意更换CS513板卡时要对应设置板卡上面的拨码，

分别有S1、S2、S3三组拨码，一定要对应一致才能更

换。抄纸两台控制器的拨码如表2。

更换后，时通时断现象依然存在，问题还未解决，

判定问题可能不是CS513造成的，还是网络数据传输的

问题。

4.3 PU410的升级优化

四台服务器均通过PU410（图10）与MB300网络进

行通讯，通过对以上措施实施后的现象分析，画面上传

数据的速度慢，很可能是CS服务器的RTA板长时间运行

后性能下降造成的，于是，尝试对PU410进行升级优化。

4.3.1 PU410简介

ABB转换器PU410是原来计算机板载卡RTA板的

升级产品。它由原来的插在计算机主板上升级为外置模

块型设备。它的作用是负责服务器计算机与ABB MB300

网络的通讯转换，将MB300网络转换成普通RJ45接口网

线，从而实现与计算机常用网卡接口的连接。

表2  CS513拨码对应表

CS513

124.1

124.2

123.1

123.2

S1

01111110

01110001

01111110

01110001

S2

11100111

11100111

00010111

00010111

S3

00101111

11001111

00101111

11001111

图8  CS513 

图9  EMI模块

图10  PU410

图11  固件升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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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报错（图12）。检查控制器的负载情况（图13），负荷

正常。排除控制器负荷过高导致的数据通讯故障。

(2）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应AC124的操作画面的数

据刷新又变慢了，甚至没有数据上传；并且E S站上又无

法连接控制器AC124，但其他控制器可以连接。经分

析，很可能是AC124控制器本身运行情况导致的数据上

传卡顿；针对此情况，着重查看并解决AC124的报警信

息。发现AC124的报警主要是报与AC123的D S通讯存

在overflow现象，如图14。

(3）于是，主要检查AC123与AC124之前的通讯，

共有7个DS块。首先，查看AC123与AC124的DB块DS

的运行情况，发现7个DS块中，有3个DS块存在异常。

AC124中，DS2、DS3、DS4块的Va l i d值为1（图

15），但是AC123中，DS2、DS3、DS4块的Va l id值为0

（图16），说明这几个块的通讯异常。

4.3.2 PU410的固件升级优化（图11）

P U410的固件版本需要专用的软件S e r i a l 

Firmware  Upgrade进行升级。首先使用RS232网线

将PU410与计算机进行连接，然后按住复位键直到指

示灯闪烁，点击con n e c t，连接成功后将显示现有的固

件版本，点击Upgrade，对PU410进行版本升级优化。

优化完成后，查看800X A的画面数据上传情况；

明显速度改观很大，没有出现之前的数据上传很慢的现

象。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继续生产观察情况。为进一

步分析原因，将CS14对应的PU410进行恢复原先固件

版本状态，对CS13对应的PU410断电，监控系统运行状

态，并没有任何改变，此时无法进一步判断确定是否是

因为PU410版本问题造成的卡顿，进一步跟踪分析。

4.4 通讯程序的检查

PU410刷过版本后，800X A系统卡顿问题似乎得

到了解决，但是最终没有确定原因。运行一段时间后，

AC124控制器的画面数据又出现卡顿，E S工程师站无

法连接AC124控制器。CS513等检查并无异常。

(1）根据上次的经验，重新对PU410进行固件优

化，对C S13和C S14的PU410进行升级优化后，查看

800X A的画面数据上传情况，速度改观很大；并且在

E S站上可以连接值AC124，但是存在多个系统信息频

图13  控制负荷图12  通讯报错画面

图14  通讯数据溢出画面

图15  Valid值为1 

图16  Valid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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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是查找AC123的DS块Valid值为0的原因，但

是对比AC123与AC124的DS的各个参数正确无误。所

以，初步判定为控制器自身运行导致通讯异常。

(5）为了查找原因，重置PU410后，网络可以工作一

段时间；通过ES站连上AC123,发现之前异常的DS2、 

DS3、DS4的Valid值为1，变得正常。

(6）综上分析，判定AC124本身程序运行异常，频

繁报警，导致MB300网络阻塞，并且甩掉部分通讯，造

成对应AC124的数据无法上传。需要在停机状态下，进

行AC124重启或重新下载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4.5 控制器的重启、程序清除和下载

(1）停机后，对AC123、AC124进行热启动，检查系统

画面，发现AC124对应的画面数据上传正常。证明之前的

分析是正确的，控制器本身运行存在问题导致通讯异常。

(2）为了进一步排除问题，继续检查程序，AC123

和AC124的所有PC有无未连接的管脚。经检查没有未

连接的管脚。

(3）为彻底排除程序可能存在的病毒或者其他原

因，对控制器停电后清空程序，然后使用备份重新下载

运行。完成后控制器运行正常，画面数据流畅。

(4）检查各个控制器的运行情况，负载正常，如表3。

(5）检查800XA系统，各项服务运行正常。

5  最终的结果

在最终完成以上的各种更换、优化、重启等操作

后，MB300网络运行正常，800XA系统运行正常，操作

员站画面反应快速，数据显示流畅。持续运行观察较长

时间，没有再次出现卡顿，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此次

问题最终是由于复杂系统网络结构中，AC450控制器之

间以及AC450与AC800M控制器之间通讯数据量庞大，

控制器服务器长期运行未进行过重新启动导致的控制

器本身运行通讯程序故障。下一步需要利用停机对控制

器、服务器和PU410按照顺序进行重启操作，以确保系

统正常运行。如图17、图18。

6  结束语

这次的DCS系统故障是多种因素同时存在造成的

结果，并非单一的原因。由于进行了控制系统的改造，

图17  画面数据正常 图18  系统服务程序正常

表3  控制器负荷

名称

AC121

AC122

AC123

AC124

AC151

控制器负载

71.8

60.5

63.3

65.7

35

系统负荷/%

AC450

AC450

AC450

AC450

AC800M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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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Voith 消息) 欧洲领先

的特种纸制造商Fedrigoni与咨询公

司贝恩（Bain & Company）合作，致

力于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公司的整个

价值链，并委托福伊特（Voith）为其

安装数字过程控制系统OnEfficiency 

Strength，提高纸张生产效率。

福伊特首先在Fedrigoni位于意大

利的Fabriano纸厂开展试点，在贝恩公

司的支持下，有序收集数据，分析了过

去12个月的所有过程、实验室和质量数

据，得出最重要的过程和纸张参数之间

的相关性，并说明发生的过程变化。

此外，福伊特还为该纸厂安装了工

业物联网平台OnCumulus，从而提高

数据访问效率。随后，Fedrigoni和福

伊特集成项目团队决定首先关注纸张

厚度的质量参数。在虚拟传感器的帮助

下，自动优化灰分含量和原生纤维的使

用量，实现成本和质量优化。实践证明，

OnEfficiency  Strength数字化过程控

制系统有效帮助纸厂减少了纸张厚度的

波动以及原生纤维的消耗。

[收稿日期:2021-07-20]

ABB两代新老控制器在同一系统中共存，给问题的分

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包括现场设备、网线等存在的小

的问题等也干扰了判断。本文针对此系统故障案例，详

细地对ABB  MB300网络以及其涉及到的各种通讯设

备、服务器、控制器等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和阐述，对系

统网络故障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了一一列举，并针对这

些原因提供了检查、测量的方法，所用到的工具，改进

优化的方式。对于ABB DCS系统特别是升级改造后的

系统故障的判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福伊特OnEfficiency.Strength系统助力意大利Fabriano纸厂
减少原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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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OnEfficiency系统

助力欧洲特种纸企Fedrigoni数字化转型

意大利Fabr iano纸厂生产经理

Libero Grandoni表示，经过调试，证明

该系统与现有系统适配度高，可以快速

实现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传输和同步，

在安装后的短短几天内，OnEfficiency 

Strength便可以投入使用。

在Fedrigoni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贝恩公司一直为其提供数据咨询与

服务，对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印象深

刻。贝恩公司合伙人兼董事Andrea 

Isabella也表示，福伊特将数字解决方

案的成本效益和可

行性放在首位，这

符合了Fedrigoni的

需求。未来，数字化

转型将成为支持改

进运营绩效的关键

推动因素，大大提

高客户服务、效率和

灵活性等。福伊特

OnEfficiency数字

化系统投资回收期

不到一年，经济效益

显著。

Fedrigoni是欧洲领先的特种纸企

业，生产用于包装、优质印刷、安全、美

术和不干胶领域的多用途特种纸。该公

司自188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

长，最近在意大利、美国和墨西哥进行

了多项收购，2020年的销售额超过13亿

欧元。

贝恩公司是一家全球化咨询公司，

在38个国家/地区设有61个办事处，为

多个领域提供咨询和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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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年产30万t化机浆项目木片输送线安装调试期

间的所发生的称重传感器安装精度及测量数据不准问题，从

电子皮带秤的工作原理、应用功能、安装调试和日常维护等方

面进行介绍，为仪表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木片输送系统；皮带秤；称重显示控制仪；通信协

议；应用维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inaccurate installation 

accuracy and measurement data of weighing sensor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wood chip conveying line of a 

chemi-mechanical pulp project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300,000 

t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application 

functio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daily maintenance 

of electronic belt scal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strument 

personnel of wood chip conveying system.

Key words: chip conveying system; belt scale; weighing display 

controll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application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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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量累积：一定时间内的瞬时流量的累积量。

(3）自动调零：称重积算器通过计算一定长度皮带

内速度传感器发出的脉冲数，其中一个脉冲表示一段标

准的皮带长度，当脉冲数累积到一定数量时，称重积算

器结束校准。此时，脉冲累积数与脉冲常数比较，计算

出校准常数。

(4）零点自动跟踪：当皮带正常运行时，物料的流

量低于标准值时，称重积算器进行自动调零。

(5）标准信号：称重积算器的流量、皮带载荷、皮

带速度以4～20 mA的标准信号输出。

2.2 监测功能

称重仪具有状态提示、过程报警、设定错误及设备

故障等监测功能，其中过程报警主要包含皮带打滑、高

低流量、速度和负载的报警信息，通过设置延时时间消

除外界的干扰而产生的误报并通过按键清除报警。

2.3 通讯和打印功能

(1）通信接口及协议：称重仪是一种基于总线的微

处理器仪表，可以根据选型要求进行配置串口通讯板的

数量，同时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和通讯标准，可以根据不

同的标准和协议进行配置，见表1。

(2）打印功能：称重仪积算器可以通过串行接口连

在化机浆进料系统中，木片的使用量统计主要依

据是电子皮带秤计量数据，皮带秤的安装和校准精度影

响木片输送系统的用量统计和正常运行，木片计量数据

通过PLC控制系统的中央处理器采集电子皮带秤积算

器发出的脉冲值累计得到，数据测量和传输过程中存在

误差，会影响计量的准确性，在施工阶段正确地安装和

校准皮带秤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皮带秤的工作原理、

应用维护及调试校准等方面进行阐述，为木片输送系统

仪表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皮带秤的工作原理

称重系统的核心部分是皮带秤，其测量误差在

±0.25%范围内，主要由称重传感器、称重支架、速度测

量仪、测速滚筒组成，如图1所示。其中称重传感器支架

安装在皮带运输机上，当木片经过皮带时，皮带上木片

的重量就会传到称重传感器上，产生一个正比于皮带载

荷的电压（mV）信号，此时，在皮带称重区测量到单位

长度的木片重量为q（k g/m）。速度传感器直接连在大

直径测速滚筒上，提供一系列脉冲，脉冲的频率正比于

皮带速度v（m/s），两者乘积就是单位时间的木片瞬时

量Q，对瞬时量Q在时间t上进行积分，得到木片的累计

质量值。此时，称重控制器从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

接收的信号，通过积分运算得出运输皮带的瞬时流量

值和累积质量值，经过DP通讯线传到PLC控制系统后，

在操作画面上分别显示出来 [1-2]。

木片的累积量公式为： (1)

式中：传输距离l=v×t，木片重量为q（kg/m），皮

带速度v（m/s），木片瞬时量Q。

2  皮带秤的应用功能

2.1 测量功能

称重仪具有瞬时流量计算、流量累积、自动调零、

零点自动跟踪、标准信号输出等功能。

(1）瞬时流量计算：称重传感器测量单位长度的重

量与速度传感器的速度相乘，得到瞬时流量。

表1  通讯标准和具体要求

通讯标准

RS423/RS232C

RS485/RS422

具体内容

点对点异步双工通讯，最远传输距离15 m

点对点或点对多的半双工/全双工通讯，

最远传输距离1200 m

图1  电子皮带秤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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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打印机进行打印，具备远程打印功能。

3  皮带秤的安装与调试

皮带秤的安装主要是指称重支架、称重传感器和

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安装位置及精度是关系到皮带秤长

期稳定测量和正确计量的关键要点。因此，在安装过程

中需严格控制质量及施工工艺；在调试阶段，需要严格

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标定校准，皮带秤标定的目的是称重

显示值与实际值最大程度地吻合，其测量误差在容许范

围内。

3.1 皮带秤的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

(1）称重支架的中心线与皮带输送机中心线需一

致，不应偏离或存在夹角，否则皮带秤容易受力不均匀

而跑偏，影响皮带秤的准确测量；其次，皮带秤的支架

需略高于皮带运输机支架，安装过程中如果不平整需

要进行处理，在校准过程中确保横向水平。

(2）称重传感器与称重支架的安装与连接是极其重

要的一环，是皮带秤安装的关键点，在安装过程中需要

克服超载、振动等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确

保称重传感器准确地感应到皮带的物料重量，因此感应

的作用力必须在称重传感器的轴心位置。

(3）称重传感器安装过程中需要确保与称重支架

的结合面平整，连接部位必须整洁，不能有毛刺、焊渣

等杂质存在，另外称重机架支点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平整

度，是确保称重传感器受力均匀、测量精度及计量准确

的重要保证。

(4）皮带运输机皮带秤尽量安装在水平皮带段，当

无法满足水平段安装时，可以安装在倾角小于20°的位

置，避免测量物料因滚动而造成的较大误差。

(5）速度传感器（见图2）是集成在测速滚筒上的传

感设备，需安装在皮带输送机称重传感器附近，安装中

需保证测速滚筒与皮带纵向垂直及皮带保持10 °～30 °

的夹角。在运行时，需保持测速滚筒轴线与皮带中心线

垂直，确保滚筒受力均匀而不会出现跑偏而影响到速度

的测量。

3.2 皮带秤的标定及注意事项

(1）在皮带秤校准前，需要进行基本参数设定，其

中一些参数由皮带秤支架（见图3）的机械特性决定，支

点到称重传感器的距离LA，支点到托辊的距离LB，支

点到挂码的长度LC，托辊间距LD，支点到挂码的高度

LE，支点到支架的高度LF，托辊到支架的高度LG等，

需要将这些参数输入。

(2）皮带秤的标定：皮带秤能否准确地测量最关键

点是标定，皮带秤标定的目的是称重显示值与实际值

最大程度地吻合，其测量误差在容许范围内。通常通过

砝码、实物进行标定。按精准度来说，实物标定最能够

模拟原始状态，标定后误差最小，是电子皮带秤标定的

常用方法。在标定前需要检查皮带是否跑偏、断裂等情

况，称重传感器是否有木片或粉尘等异物堆积，电源电

压是否正常等，如果这些情况都正常，还需要检查积算

器的计数是否正常。

(3）另外皮带秤标定都有一定的周期，超过标定周

期后皮带秤的精准度就会下降，那时就需要重新进行

标定。按照以往经验，一般三个月左右标定一次比较合

适。因此，使用部门需要做好标定计划，按时标定。

4  皮带秤的日常维护和故障处理

要使皮带秤正常运行并精准测量和计量准确，在

平常需要做好维护和保养工作；在运行期间，既要做好

维护保养又要做好维修工作。当皮带秤出现故障时，需

要认真分析原因及时处理好故障，只要这样才能确保皮

带秤的精准测量和正常运行。

图2  速度传感器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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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皮带秤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1）平常维护过程中需要及时清除称重传感器上面

堆积的木片或者粉尘，防止传感器周边不平整而引起测

量误差；需要清除称重仪积算器的积尘，防止仪器的电

子元件因静电而损坏；对于称重支架及与称重传感器连

接件需要进行清扫，防止因粉尘、潮湿或生锈引起皮带

的张力增大，造成测量误差。

(2）严禁称重传感器超载，或者在运行中使物料过

载运行，影响到称重的精准测量。对于测速装置，需要

确保周边清洁干净，防止测速轮打滑导致实际速度与测

量速度不一致而影响到皮带秤的精准测量。

4.2 皮带秤的日常检查

(1）检查电源：检查电源选择开关是否处于正确的

位置，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检查电源开关是否打开并

给积算器正常供电。

(2）检查接线：检查接线端子是否可靠，检查电路

板输入、输出模块是否接触牢固可靠，检查显示器接口

是否牢固，检查所有跨接线是否正确牢固。

4.3 皮带秤故障处理

在皮带秤出现故障过程中，为了不影响正常运行，

需要快速处理发生的故障，使用排除法进行处理，可以

通过故障流程图快速处理。

(1）重量信号输入检查：用万用表检查传感器电

压，如果电压在0～30 mV之间，表示测量正常；如果电

压不在0～30 mV之间表示输入电路有故障，需要进行

维修。

(2）电流输出信号检查：检查量程范围内的测量最

小值对应的电流是否为4 mA，测量量程范围内的最大

值对应的电流是否为20 mA，如果电流不对，需要更换

图3  皮带秤支架的距离参数示意图
[收稿日期:2021-07-01]

或者维修电流板。

(3）速度输入信号检查：在皮带运输机正常运行期

间，速度传感器发出脉冲信号到积算器中，通过信号转

换成速度显示值，如果显示值不正常，检查速度传感器

插头或积算器中央处理器。

5  结语

皮带秤安装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在施工阶段必须

严格遵循安装工艺要求，严格控制安装质量；在运行阶

段，需要制定巡点计划，定期对皮带秤进行检查和维修

保养；对于皮带秤出现的问题，需要善于观察、认真分

析，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处理；在平时需要总结维修经

验，提高技术人员的维修技能，及时排除现场出现的问

题。只有通过以上方法和措施才能保证电子皮带秤在生

产运行过程中能够正常运行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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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自主开发和研制新型湿浆切纸堆垛机设备，对

商品浆运输提供一种新的打包方式与运输形式。传统的商品

浆长途运输都是采用吨浆袋将浓缩的浆料装袋后并装车运

输到各个浆厂进行深加工；传统装浆的吨浆袋成本高，且吨

浆袋经过几次装浆后，便成为“白色垃圾”难以回收处理。

关键词：湿浆；切纸堆垛机；开发应用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type of wet pulp stacker 

developed by Fujian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It provides a new packing method and transportation form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mmodity pulp. The traditional long-

distance transportation of commercial pulp is to use the ton 

pulp bag to pack the concentrated pulp, then it is loaded and 

transported to each pulp factory for further processing. So the cost 

of traditional pulp bag is relatively high. And after several times 

of pulping, the ton pulp bag becomes “white garbage”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recycled.
Key words: wet pulp; paper cutting and stack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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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的快速发展，各大主

要浆厂都是集约型、超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市场需要的

纸种；对废纸商品浆需要是以年均千万吨级别的浆料，

如果都采用吨浆袋进行装袋运输那将对环境产生巨大

破坏；采用湿浆切纸堆垛机只需在该设备后面配套一

台钢丝捆扎机就可以用成本极低的铁丝进行捆扎并运

输，大大节约成本且提高生产效率，也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针对上述问题，我公司结合传统干浆板的切纸堆垛

机进行吸收、改进与创新，开发出新型湿浆切纸堆垛机

设备。

1  湿浆切纸堆垛机的结构及主要用途

1.1 设备结构

湿浆切纸堆垛机是湿浆打包整线上的核心设备，

其结构主要由切边装置、引料装置、横向切纸装置、吸

纸装置、不停车插杆装置、堆纸输送装置、传动与气动

控制系统、纵向分切装置、机架、走台护栏装置等部件

构成，如图1所示。

1.2 设备主要用途

适用于OCC废纸制浆的湿浆打包系统整线设备

之一，分切湿浆板及有效堆垛成形整理的设备；适用

于商品浆外销打包线系统上，对商品进行分切堆垛作

图1  湿浆切纸堆垛机结构

用的设备。

2  湿浆切纸堆垛机设备工作原理及特点

2.1 工作原理

本设备采用特高压水刀对双网压滤湿浆的浆板进

行有效分切成客户想要的宽度（mm）,再利用横切刀辊

分切成客户想要的长度（mm）；其浆板的规格尺寸可以

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来设计设备参数调整。其中切边

装置是对浆幅两侧进行有效修整后，通过引料装置把浆

板输送到横切装置进行定长分切；通过特殊的吸纸装

置把分切好的浆板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并用链条输送

机把纸堆垛输送到下一个工序；期间收、放纸堆垛是通

过不停车插杆装置进行有效收纸、放纸堆垛达到连续

运行可能。

2.2 特点

2.2.1 切边装置的特点

采用特高压水对浆板两侧湿边进行切除处理，因

为浆料浓缩过程两侧浆料会比较少，从而造成两边浆

料浓度会偏低，会影响整幅浆板的干度，去除两侧湿边

有效保证整幅浆板干度一致；湿边装置的切割角度可以

调整，高度也可以调整；采用两个切割水针一备一用，

不会因为水针堵塞而停机处理。

2.2.2 引料装置特点

采用多条皮带通过张紧装置组

合在一起，每条皮带都有各自张紧

器，能够根据每条皮带的松紧来调整

皮带张力，保证设备运行稳定可靠；

其中每张浆板上方都配置压紧轮对

各自浆板进行预压处理，其压力大小

是通过调节气缸的气压大小来调整

压轮压力，确保浆板在横向分切时不

飞离皮带。

2.2.3 横向切纸装置的特点

是采用特殊刀辊，其动力辊与

定刀组合进行分切，运用剪刀原理对

整幅浆板进行横向切断；这样可有效

保护电机在剪切时能过渡平稳，不致

于受很大冲击而损坏电机，使设备能

在低功率下比较轻松地对湿浆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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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稳定负压气流，使浆板能够有效进行平移动作，确

保浆垛堆叠整齐。

2.2.5 不停车插杆装置的特点

采用高效气动运行方式，做到快速接纸、放纸动

作；确保收、放纸堆能够连续运行，达到不停机也能自

动进行整齐堆纸动作，并把堆好的纸垛自动输送到下一

道工序。

2.2.6 堆纸输送装置的特点

采用输送链条输送机与液压升降机组合而成；液

压升降机的上升与下降位置决定堆垛高度，都是由光电

开关控制其点位；链条输送机是用来输送纸垛到下一工

序，并快速接纸等动作有序完成。

2.2.7 传动与气动系统特点

采用工业自动化PLC程序控制该设备运行动作，自

动化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德国西门子系统，使整个控制

系统运行更加稳定可靠；该设备程序控制优化，这样使

设备更容易操作、且维护方便。

2.2.8 纵向分切装置的特点

也是采用高压水针对浆幅进行有效分切，采用水

针分切浆板设备结构简单，与常用高速电动切刀相比节

约能耗。

3  湿浆切纸堆垛机主要规格参数（表1）

4  结语

以上介绍了湿浆切纸堆垛机设备的主要特点，在

湿浆打包线系统整线设备起到关键作用，浆板堆叠是否

整齐会影响后续纸垛捆扎质量。该湿浆打包形式已为

国内各大制浆造纸厂家提供另一种形式进行打包。该系

统投资低、建设周期短、生产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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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切；动刀与定刀的刀尖可以灵活调整，可以对动刀

与定刀使用过程中磨损进行刀片补偿调整，提高刀片使

用寿命；刀辊采用整体铸件且两侧轴头对称设计，可互

换，铸件辊其强度高的优点使动刀辊使用寿命提高。

2.2.4 吸纸装置的特点

保证堆垛纸堆能够整齐地按设计要求将纸堆成方

块形形状，达到快速打包处理纸垛；利用高效离心风机

通过锥形离心器连接吸气罩与特制的皮带组合在一起，

表1  湿浆切纸堆垛机主要规格参数

设备型号

处理浆幅宽度/mm

车速/m.min-1

切刀辊主功率/kW

引料传动功率/kW

皮带传动功率/kW

凹凸带传动功率/kW

离心风机功率/kW

链条输送机功率/kW

WP2500

2400

30

22

11

2.2

5.5

11

2.2

WP1700

1600

30

15

7.5

2.2

3

11

2.2

WP3700

3600

30

37

18.5

3

7.5

15

3

WP4300

4200

30

45

22

7.5

11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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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造纸机干燥部烘缸轴头磨损问题，根据烘缸检

修与设备维护过程中常见的磨损情况。分析导致烘缸轴头磨

损的原因，并针对烘缸轴头磨损情况，提出采用新型高分子

复合材料的修复方法，待检修时现场进行修复。结果表明：

通过实际现场修复案例，采用此种高分子复合材料的修复方

法容易、维修时间短、工艺简便、节约费用，给烘缸维护带来

一定方便。

关键词：造纸机烘缸；烘缸轴头；磨损；修复方法

Abstract: Aiming at the abrasion of the shaft head of the drying 

cylinder in the paper machine, the causes of the shaft head 

abrasion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wear and tear 

in the process of overhauling the drying cylinder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a new type of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 

repair method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is condit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on-site repair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actual on-site repair cases, the repair method using this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 is easy, the repair time is short, the process is 

simple, and the cost is saved, which brings certain convenie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ryer.

Key words: paper machine dryer; dryer shaft head; abrasion; 

repai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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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缸是造纸机干燥部的关键部件 [1]，属于Ⅰ类压力

容器，烘缸的作用是烘干纸页中的水分，整理修饰纸张

纸面 [2]。烘缸大多由铸铁制成，由空心圆筒缸体及其两

端的缸盖组成，外径尺寸从1000 mm到3000 mm不等，

在烘缸生产作业过程中，向烘缸内通入蒸汽，高温烘缸

将传送的纸张烘干烫光。烘缸在实际生产作业过程中，

由于承受较高的温度和压强，烘缸轴头容易出现磨损，

导致设备无法运转 [3]。

1  烘缸轴头磨损原因分析

造纸设备中，为了方便安装与拆卸烘缸，针对烘缸

轴头安装轴承时，烘缸轴通常采用锥度轴承搭配紧定套

或退卸套的方式，这会导致烘缸在长期生产作业中容

易出现轴承位磨损等情况，导致烘缸轴头磨损的原因

一般有以下四个方面：

(1）烘缸轴头与轴承在高温下工作。纸机干燥部的

烘缸，在纸机气罩中作业，在纸机正常作业时，气罩中蒸

汽温度通常在80 ℃～120 ℃，烘缸轴与轴承在此环境下

会受热膨胀，导致轴承的径向游隙尺寸大于轴承设计

游隙尺寸；烘缸轴头在高温、低速、重载环境下，受水蒸

气影响轴头容易发生黏着摩擦，导致轴承滚道表面粗

糙度增加；轴承内圈由于摩擦受热而膨胀，膨胀后与轴

径的配合变为间隙配合，导致轴承内圈与轴出现晃动或

撞击，轴头磨损严重。

(2）润滑油脂处在高温下工作。轴承的润滑油脂属

于有机物，有机物在高温下逐渐分解、降解变成含碳元

素的微粒混合在润滑油脂内，使本来起到润滑作用的油

脂变的含有杂质，增加轴承滚道的旋转阻力，增大轴承

滚道的摩擦，使轴承因摩擦受热导致内圈膨胀，出现间

隙配合，导致烘缸轴头的磨损。

(3）安装轴承时存在误差。在使用退卸套安装烘缸

轴承时，轴承安装到位后，留有一定游隙，但拆下锁紧

螺母后，因没有及时测量，游隙尺寸会发生偏差，随后

安装锁片与螺母时，轴承游隙尺寸会存在一定误差，导

致轴承内圈或退卸套松动，轴头磨损。

(4）烘缸中存在冷凝水。当纸机开机时，为烘缸通

入高温蒸汽，高温蒸汽遇到常温烘缸，会在烘缸中液化

成冷凝水，导致冷凝水无法排除烘缸外，始终保持在烘

缸圆筒中；当冷凝水量过多时，有时冷凝水甚至能达到

烘缸容积的一半，随着烘缸高速旋转，造成烘缸发生振

动和摇晃[4]，从而导致轴头轴承位置的磨损。

2  新型烘缸轴头磨损的修复方法

针对烘缸轴头磨损情况，根据以往传统的修复技

术一直使用镶套、补焊、堆焊、更换等措施，常因为复杂

的加工工艺与现场加工环境受到限制，对于急需拆卸的

紧急突发状况，常常得不到有效处理，而加工修复过程

工期长、花费高、时常准备备件。

目前，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方法在国内应用比较

广泛，该种方法可现场快速修复，无论是修复效果还是

维修费用都远胜过传统修复方法，其优点是：维修时间

短、操作工艺容易、花费较少。此种材料可确保轴头与

轴承配合面充分接触，其材料自身具备的包容性，使其

抗冲击、抗振动的能力远高于其他金属材料，可随轴承

内圈热胀冷缩变化而变化，尽量降低轴头与轴承内圈两

者磨损，延长烘缸轴头的使用寿命。

3  现场修复案例

烘缸轴头轴承点位置尺寸：直径φ280 m m，轴承

点位置宽度106 mm，单边磨损量约为0.45 mm，轴头

磨损修复前后对比如图1所示，轴头修复过程如下：

(1）检查并确定烘缸轴头磨损位置，准备相应修复

工具。

(2）通过千分尺测量磨损量，计算修复材料使用

量。

图1  轴头磨损修复前后对比

（a）修复前                 （b）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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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角磨机对轴头磨损位置打磨至漏出本色。

(4）使用高浓度酒精擦洗处理后的轴头位置，保证

其干净、整洁。

(5）将配好的复合材料均匀涂抹在该位置。

(6）安装退卸套、紧固螺母，测量轴承游隙。

(7）修复工作完成，保持一段时间，使材料固化，即

可安全投入生产。

4  结论

对造纸机干燥部烘缸轴头磨损问题，根据烘缸检

修与设备维护过程中常见的磨损情况，总结导致烘缸

轴头磨损的四点原因，并针对烘缸轴头磨损情况，提

出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的修复方法，并通过实际现场
[收稿日期:2021-05-19]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修复案例，验证该高分子复合材料的修复方法容易、

维修时间短、工艺简便、节约费用，给烘缸维护带来一

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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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秩和比评价法对信息要求低，操作

简便，容易理解，效果客观还可靠。运用秩

和比对我国10家上市造纸企业的盈利能力进

行了评价。在评价过程中，选取10个与盈利

有关的核心财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评价结

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吻合。

关键词：造纸企业；盈利能力；评价；秩和

比 

Abstract: RSR evaluation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simple operation, easy understanding, objective 

and reliable effect. The profitability of ten listed 
paper manufacturers in China was evaluated 

by rank sum comparison. During evaluation, 

ten core financial indicators related to profit 

are selected as evaluation index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Key words: paper manufacturers; profitability; 
evaluation; R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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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涉及造纸的上市企业达数十家之多，并且经

营业绩可圈可点，在所有行业上市企业中位居前列，为

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为人民追求美好

新生活增添了光彩。客观评价上市造纸企业的盈利能

力，对它们总结成绩、查找差距、整改完善、促进行业进

一步有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秩和比法(RSR)是一个内

涵极为丰富的统计分析方法，它融古典的参数统计与近

代的非参数统计于一体，兼及描述性与推断性。针对性

强，操作简便，容易理解，效果明显，在许多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 [1-8]。运用秩和比法对我国部分上市造纸企业

的盈利能力进行评价，希望能够给其它造纸企业运营和

管理提供参考借鉴。

1  秩和比法基本原理和步骤

1.1 秩和比法基本原理

RSR法是一种有效的多指标评价方法。秩和比法

的基本思想是在一个n行(n个评价对象)m列(m个评价

指标)矩阵中，通过秩转换，获得无量纲的统计量RSR，

以R S R值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评价对象的

RSR值越大，则性能越优。该评价方法计算简单，对数

据信息要求低，抗干扰能力强，并可与其他许多数理统

计方法互相沟通、移植和嫁接 [1-2]。

1.2 秩和比法步骤

设有n个评价对象，每个评价对象有m个评价指

标，x i 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值。这

n个评价对象的m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值构成评价矩阵

X=(x ij)n×m。

表1  上市造纸企业相关财务指标

评价对象

森林包装

五洲特纸

华旺科技

山鹰纸业

景兴纸业

太阳纸业

岳阳林纸

博汇纸业

中顺洁柔

恒丰纸业

资产

报酬率/%

32.631

23.952

18.204

21.081

25.899

31.275

30.94

29.634

31.862

78.113

净资产

收益率/%

10.61

20.06

11.72

8.86

6.55

12.12

4.82

13.70

17.97

5.88

销售

净利率/%

10.068

12.850

16.073

5.564

6.804

9.115

5.822

5.965

11.579

10.137

营业

利润率/%

11.576

15.865

17.929

7.154

7.798

10755

7.132

7.849

14.110

7.591

主营业务

利润率/%

15.52

22.738

24.051

15.980

17.072

18.974

18.313

16.680

40.602

29.570

每股

收益/元

1.102

0.846

1.271

0.303

0.299

0.750

0.230

0.624

0.691

0.465

成本费用

利润率/%

12.997

20.019

22.309

7.227

8.173

12.659

7.970

8.655

16.646

11.588

每股

净资产/元

10.38

4.219

10.885

4.747

4.285

6.139

4.741

4.533

3.845

7.501

资产

负债率/%

16.269

50.312

34.652

62.081

32.581

54.725

45.799

68.711

32.578

23.639

非主营

比重/%

-0.727

4.007

2.288

-8.035

6.809

3.084

-0.566

0.379

-1.667

-2.991

1.2.1 编秩

编秩就是对每个待评对象的各属性指标在同类

中的优劣次序进行排序，即根据评价值对评价矩阵

X=(x i j）的每一列元素进行比较，排出它们的优劣次

序。对于效益型指标从小到大编秩，对于成本型指标

从大到小编秩，秩值的大小反映了指标值的优劣。秩越

大，指标值越优；反之，秩越小，指标值越差。同一指标

数据相同时编平均秩。这样将评价矩阵转化为秩矩阵 

R=(r ij)。

1.2.2 确定指标的权重

权重的确定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

于本研究评价对象有些评价指标的评价值差异很大，

如果采用客观赋权法，指标权重相差悬殊，导致评价结

果有失客观性。因此采用主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大体

有：直接确定法、环评法、层次分析法等，本研究采用环

评法。该方法简单易懂，掌控容易，效果良好。

首先根据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给每个评价指标进

行评分，然后根据每个评价指标的得分比重确定权重，

即：

                             
(1)

式中，w 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P i为第i个评价

指标的重要度评分。

1.2.3 计算秩和比

秩和比指的是矩阵中行(或列)秩次的平均值，是

一个非参数计量，具有0-1区间连续变量的特征。秩和

比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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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RSR i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加权秩和比；w j为

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i=1，2，…，n；j=1，

2，…，m )。

2  造纸企业盈利能力评价

确定评价指标：上市造纸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

通过财务指标体现。由于许多上市造纸企业由于发展需

要，都拓展了新业务。既然是衡量上市造纸企业盈利能

力，因此，应该侧重于考察主营业务方面的指标。净资

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是公认的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的核心指标；每股收益最直观反映上市公司盈利的指

标；营业利润率和销售净利率都是反映上市公司经营

效益的重要指标，当然应该纳入到衡量公司的盈利能

力之中；上市企业主营业务方面的经营状况可以从主营

业务利润率体现；成本费用利润率体现的是企业获取

利润所付出的代价，既能反映企业成本控制能力，又能

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每股净资产反映了股票的价值大

小，其值越大，应该带来的收益越多；非主营比重具有

不确定性，虽不是上市企业的常规业务，具有暂时性、

临时性、随机性，但有时对公司的业绩带来正面效果；

负债经营是企业的惯性手段，能起到“借鸡下蛋”的效

果，负债越多，按照常规会带来更多的利润。本着全面

性、系统性、典型性、代表性的原则，选择10个核心财务

指标作为考察上市造纸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它

们为：净资产收益率(X 1)、资产报酬率(X 2)、营业利润率

(X 3)、销售净利率(X 4)、主营业务利润

率(X 5)、成本费用利润率(X 6)、每股收

益(X 7)、每股净资产(X 8)、非主营比重

(X 9)、资产负债率(X 10)。

造纸上市企业数十家，经营的

重点和方向不尽相同，业绩也参差不

齐。为了使评价的结果更有参考借鉴

意义，选择了10家国内规模接近、经

营状况较好的上市造纸企业作为研

究对象。故评价对象集为S=(s 1，s 2，

…，s 10)，评价指标集为X=(X 1，X 2，

…，X 10)，这10家公司2020年相关财

务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2020年年

报)。

按照表2中的数据进行编秩，因为X 1、X 2、X 3、X 4、

X 5、X 6、X 7对于盈利来说，越大越好，属于效益型指

标，从小到大进行编秩，X 8、X 9、X 10则越小越好，属于

成本型指标，从大到小进行编秩，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专家意见及结合生产实际，对10个评价指标

的重要性评分，最高为10分，结果如下：

P 1=10，P 2=9.5，P 3=9.0，P 4=8.5，P 5=8.0，

P 6=7.5，P 7=7.0，P 8=6.5，P 9=6.0，P 10=5.5。

求评价指标的权重，以w1为例：

∑P =P 1+P 2+P 3+P 4+P 5+P 6+P 7+P 8+P 9

+P 10=5.5+6+6.5+7+7.5+8+8.5+9+9.5+10=77.5。

则：w1=p 1/∑P=10/77.5=0.129032。

同理，可求得w 2=0.12 2 581，w 3=0.116129，

w 4= 0.10 9 67 7，w 5= 0.1032 2 6，w 6= 0.0 9 67 74， 

w 7=0.0 9 0 32 3，w 8=0.0 83 8 71，w 9=0.0 77419， 

w10=0.070968。

按照式（2）计算各个评价对象的秩和比之值。以

第一个评价对象S 1为例，其秩和比值为：

RSR 1=(0.129032×5+0.122581×9+0.116129×

6+0.109677×6+0.103226×1+0.096774×9+0.090

323×7+0.083871×2+0.077419×10+0.070968×7）

/10=0.614839。

同理，可求得其它评价对象的秩和比之值，结果见

表2所示。

按秩和比值的大小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秩和比

表2  评价对象的秩和比

评价对象

森林包装

五洲特纸

华旺科技

山鹰纸业

景兴纸业

太阳纸业

岳阳林纸

博汇纸业

中顺洁柔

恒丰纸业

9

3

1

2

4

7

6

5

8

10

X 2X 1

5

10

6

4

3

7

1

8

9

2

X 3

6

9

10

1

4

5

2

3

8

7

X 4

6

8

9

2

4

10

1

5

7

3

X 5

1

7

8

2

4

6

5

3

10

9

X 6

9

8

10

3

2

7

1

5

6

4

X 7

7

9

10

1

3

6

2

4

8

5

X 8

2

9

1

5

8

4

6

7

10

3

X 9

10

4

6

2

7

3

5

1

8

9

X 10

7

2

4

10

1

3

6

5

8

9

RSR i

0.614839

0.709677

0.657419

0.296774

0.394194

0.605806

0.331613

0.471613

0.820000

0.598065

排序

4

2

3

10

8

5

9

7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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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属性决策问题的有力工具。运用秩和比法对我国部分

上市造纸企业盈利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直观清晰、

客观可靠。

参考文献

[1]付维华,付尧,李文帅.秩和比法(RSR法)在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中的

应用[J].广州化工,2012,40(3):101-103. 

[2]顾洁,王春义,牟宏,秩和比法在高压配电网项目评价中的应用[J].电

力科学与技术学报,2015,30(1):80-86.

[3]付学谦,陈皓勇.基于加权秩和比法的电能质量综合评价[J].电力自

动化设备,2015,35(1):128-132.

[4]舒服华.秩和比法在真空湿热定型机性能评价中的应用[J ].四川皮

革,2018(5): 54-58.

[5]舒服华.秩和比法在粉煤灰综合质量评价中的应用[J].砖瓦,2017(1): 

20-22.

[6]乔晓莹,贺瑞瑞.基于组合熵权秩和比法的机场群运行效率综合分

析[J].综合运输,2021,28(4):15-21+60.

[7]潘伟亮,吴齐叶,龚文静.改进秩和比法在城镇污水处理工艺优选中

的应用[J].应用化工,2021,38(3): 1155-1158.

[8]范生根,卢玲,刘玲爽,等.基于秩和比法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综合

评审[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21,28(3): 49-52.

图1  评价结果直观图

[收稿日期:2021-07-14(修改稿)]

值越大，盈利能力越强，排名越靠前，结果如表2。从表

2知，中顺洁柔的盈利能力最强，山鹰纸业的盈利能力

最弱。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吻合。中顺洁柔的净资产收

益率、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率、销售净利率、主营业务

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都比较高，而每股净资产、非

主营比重又很低，所以盈利能力最强；山鹰纸业的资产

报酬率、营业利润率、销售净利率、主营业务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每股收益都比较低，而每股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又较高，所以盈利能力最弱。评价结果直观

图如图1所示。

3  结束语

秩和比评价法操作简便，通俗明了，行之有效，是

纵 横 SuRvey

美国Appvion推出行业领先的无酚直接热化学技术，
可应用于热敏纸生产

本刊讯（Appvion 消息) Appvion是美国涂料和专业化学产品供应商，2021年10月，该公司宣布推

出一项正在申请专利的无酚技术，该技术可应用于多种热产品，包括热敏纸等。

对此，公司高级材料与解决方案执行副总裁Graeme  Hodson表示，作为行业领导者，公司于

2006年便停止了生产含双酚A(BPA)的直接型热产品（direct  thermal  products），因为这种产品环

保效益较低。因此，研发团队突破极限创造了无酚化学技术，并加强了公司对热敏市场的战略承诺。

正在申请专利的无酚直接热化学产品对旗下其他产品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是一种满足或超

过所有关键产品特性的热稳定产品。

Appvion成立于1907年，专研材料科学领域，致力于提供高性能涂布解决方案。Appvion总部位

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主要开发创新水性和环保的涂料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热敏纸和薄膜解决方案

以及可再生、基于纤维的消费和工业包装解决方案。Appvion将功能性涂层解决方案应用于各种柔性

基材，包括来自符合FDA标准设施的产品。

● 技术信息·研发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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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层复合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
容器隔膜纸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申请公布号：CN 113106786 A

发明人：龙金  胡健  刘宁  李尧  蒙玲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通用型的铝电解电容器的基本结构是箔式卷

绕型结构，阴极为铝金属箔，介质使用电化学方法

在阳极金属箔表面上形成的金属氧化膜Al2O3，阴

极则为多孔性电解纸所吸附的工作电解质。由于

其体积较小，被广泛应用于电源电路或中频、低频

电路中起电源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

定、隔直流等作用。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通过

卷绕型来满足更高的容量需求，即将阴极铝箔、阳

极铝箔、隔膜纸卷绕成芯子，然后在真空作用下，

浸渍导电高分子分散液或单体和氧化剂的混合

液，将芯子密封在铝或合成树脂制成的壳体中制

成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

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具有宽工作温度范

围、小尺寸、低等效串联电阻（以下称为“ESR特

性”）和高纹波电流电阻等特性。因此，它适用于

需要高速响应和高纹波电流的设备。固态、半固态

电解电容器的生产要经过干燥、固化、回流焊等高

温环节，温度高达近280℃，对电容器的耐热性提

出了严格要求。因此，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在

用作电路部件的设备中受到限制。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实现电气/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高性能，主

要的问题是在保持固体电解电容器的低ESR的同

时，提高其耐热（大于280℃）性能。

为了提升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耐高温的

性能，就要相对应地提高其组成部件的耐热性，

尤其是附着导电聚合物隔膜纸的耐热性。针对这

个问题，可以通过选用熔点较高的纤维来替换低

熔点纤维来实现，然而采用尺寸较大的耐热纤维，

会导致隔膜的孔径较大，孔径分布不均匀。为了在

提高隔膜耐热性的同时，可以将纤维原纤化，进

而起到改善隔膜孔隙结构的作用，使隔膜的孔径

分布均匀，因此，使用具有一定耐热性的超细纤

维是改善隔膜纸耐热性的有效方法。目前普遍的

做法是将超细纤维混合PET、尼龙等纤维制成无

纺布来克服这个问题并增强隔膜纸的耐热性。如

中国专利CN108074744A公开了一种铝电解电容

器用隔膜纸以及铝电解电容器，其中隔膜纸至少

具有一层不织布层，不织布层含有20wt％以上的

合成纤维，压缩保液率为130％以上，纤维长度为

0.05 mm以上且小于0.2 mm的微细纤维含有比

例在0.1%～8.0％的范围内。但这种隔膜纸基本都

是单层，对隔膜纸的耐热性能改善效果不明显，即

使直接复合多层使用，层与层之间的黏结性能也较

差，仍然不能很好地改善隔膜纸的耐热性。

提供一种多层复合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

隔膜纸，隔膜纸至少包含耐热层和基底层，复合层

间黏结好，且很好地改善了隔膜纸耐热性，纤维之

间的孔径较大，孔隙率较高，保证了浸渍液的吸收

量，隔膜纸吸液性较好。

实施例1：一种多层复合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

容器隔膜纸，至少包括两层，第一层为耐热层，第

二层为基底层，耐热层的紧度为0.5 g/m3，基底层

的紧度为0.34 g/m 3，其余组分如表1所示，其中

表中的纤维长度为经过打浆后获得的最终纤维长

度。

制备方法及步骤：将芳纶和阔叶木纤维分别

采用盘磨进行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

为30°SR和45°SR；双组分PET纤度1.5 Dtex，

单组分PET纤维纤度0.5 Dt ex，纤维长度均为

5 mm。PET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0.5％，通

过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然后经压

榨、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实施例2：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具

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和天丝纤维分别用盘磨进行

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为40°SR和

53°SR；双组分PET纤度2 Dtex，单组分PET纤

维纤度0.5 Dtex，纤维长度均为5 mm。PET纤维

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0.5％，通过斜网纸机进行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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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成形浓度0.5％，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和

分切后得到成品。

实施例3：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具

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和麻纤维分别用盘磨进行

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为45°SR和

53°SR；PVA纤维纤度为1.5 Dtex，玻璃纤维纤

度0.5 Dtex，单组分PET纤维纤度0.5 Dtex，纤

维长度均为5 mm。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

0.5％，通过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

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实施例4：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具

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和麻纤维分别用盘磨进行

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为43°SR和

50°SR；PVA纤维纤度为1.5 Dtex，玻璃纤维纤

度0.5 Dtex，单组分PET纤维纤度0.5 Dtex，纤

维长度均为5 mm。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

0.5％，通过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

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实施例5：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具

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天丝纤维采用盘磨进行打浆，

打浆浓度3％，打浆度为6 0°SR；碳纤维纤度

0.5 Dtex，双组分PET纤度2 Dtex，单组分PET

纤维纤度0.5 Dtex，纤维长度均为5 mm。PET纤

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0.5％，通过斜网纸机进

行成形，成形浓度0.5％，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

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对比例1：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具

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纤维用盘磨进行打浆，打浆

浓度为3％，打浆度为50°SR；双组分PET纤度

2 Dtex，单组分PET纤维纤度0.5 Dtex，纤维长

度均为5 mm。PET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

0.5％，通过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

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对比例2：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组分不同，基

底层没有双组分合成纤维，具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和阔叶木浆分别采用盘磨进

行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为30°SR和

45°SR。单组分PET纤维纤度0.5 Dtex，纤维长

度均为5 mm。PET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

0.5％，通过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

然后经压榨、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对比例3：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不含有耐热

层。

制备方法：双组分PET纤度2 Dtex，单组分

PET纤维纤度0.5 Dtex，纤维长度均为5 mm。

PET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0.5％，通过斜网

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然后经压榨、干

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表1  各实施例和对比例中的组分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第一层耐热层

芳纶/阔叶木浆

芳纶/天丝纤维

芳纶/麻浆

芳纶/麻浆

碳纤维/天丝纤

维

天丝纤维

阔叶木浆

麻浆

纤维1/

纤维2

质量

比

6∶4

6∶4

5∶5

6∶4

6∶4

6∶4

5∶5

厚度/

μm

19.1

15.3

20.5

25.3

33.7

14.3

20.3

47.3

定量/

g·m-2

8.25

6.21

8.86

10.9

18.0

6.18

7.3

13.8

纤维1

长度/

mm

0.61

0.9

0.84

1.5

0.9

0.67

0.59

1.7

第二层基底层

0.34

0.63

0.7

0.59

0.3

5∶5

5∶5

2∶4∶4

2∶4∶4

4∶6

4∶6

5∶5

30.7

29.8

34.3

32.4

30.6

29.3

30

40.7

12.7

12.3

19.2

18.2

12.7

12.1

13.7

14.3

纤维2

长度/

mm

纤维1/

纤维2/

纤维3

质量

比

厚度/

μm

定量/

g·m-2
纤维1

长度/

mm

纤维2

长度/

mm

纤维3

长度/

mm

Co-PET/PET

Co-PET/PET

PVA/PET/玻

璃纤维

PVA/PET/玻

璃纤维

Co-PET/PET

Co-PET/PET

PET

Co-PET/PET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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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4：同实施例3，区别在于不含有基底

层，具体如表1所示。

制备方法：芳纶和麻纤维分别用盘磨进行

打浆，打浆浓度为3％，打浆度分别为45°SR和

53°SR。纤维经过分散后，浆浓度为0.5％，通过

斜网纸机进行成形，成形浓度0.5％，然后经压榨、

干燥、卷取和分切后得到成品。

性能测试

1、测试方法

(1)厚度μm

隔膜纸厚度测定采用L&W公司的No.251厚度

测试仪进行测试，测试样品面积为200 mm2。

(2)透气度mm/s

透气度采用FX3300  LabAir  IV，测试压强

200 Pa，测试面积20 cm2。

(3)平均孔径μm

孔径测试采用美国PMI公司生产Capi l lary 

Flow  Porometer-1100A进行测定，使用浸润液

Silwick，表面张力20.1 Dynes/cm。

(4)10min吸液高度(纵向)mm和10min吸液高

度(横向)mm

将隔膜纸裁成15 mm宽的纸条，在每张纸条

一头距离5 mm处用铅笔画以直线，将纸条垂直悬

挂于铁架台，画线一头浸没在纯水中，液面与直线

保持平齐，浸泡10 min，测量液体爬升高度(mm)。

吸液高度越高，表明吸液性越好。

(5)抗张强度(15mm纵向)N/m和抗张强度

(15mm横向)N/m

抗张强度采用万能材

料试验机进行测定，参照

B453-89标准。

(6 ) E SR的测定，使用

LCR计，在温度为25 ℃、频

率为100 kHz的条件下，对

通过上述方法制造的固体电

解电容器的ESR（等效串联

电阻）进行测定。

2、测试结果（表2）

经测试，本发明实施

例1～5制得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隔膜纸的

定量为10～40 g/m 2，厚度为30～70 μm，厚度

越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容器的ESR值；

平均孔径小于10 μm，说明可以有效防止隔膜

被铝箔表面的毛刺穿透，从而避免电容器短路；

透气度＞300 L/m 2·s，明显高于对比例1，说明

本发明的隔膜纸具有良好的透气性；纵向抗张

强度为300 N·m以上，机械强度高；耐热层定量

为0～40 g/m 2(0表示没有该层)，基底层定量为

0～40 g/m 2(0表示没有该层)，横向吸液高度大于

20 mm，明显大于对比例1，说明本发明的隔膜纸

吸液性好。

采用热重和差式扫描热量分析来研究隔膜纸

的耐热性，在氮气气氛中，升温速率20 ℃/min，

最高温度600 ℃，对比例1制得的隔膜纸在240 ℃

左右开始分解；而实施例1～5制得的隔膜纸开始

热分解的温度均高于280 ℃，说明本发明制得的隔

膜纸具有良好的耐热性。

采用实施例中的隔膜卷绕成电容器芯子，并浸

渍聚二氧噻吩的分散液，150 ℃下干燥1.5 h，再

进行封装，测试电容器的ESR，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5隔膜纸制得的电容器

的ESR相对较低。

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

容器隔膜纸包含耐热层和基底层，选用了特定的

合成纤维和植物纤维制得耐热层，并且限定了纤维

的尺寸，可以有效改善隔膜纸的耐热性，实现对隔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表2  各实施例和对比例的性能测试结果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49.8

45.1

54.8

57.7

64.3

50.3

50.3

40.7

47.3

厚度/

μm

透气度

/mm·

s-1

363

412

356

530

430

312

351

995

653

平均

孔径/

μm

3.4

2.1

5.7

5.3

3.21

7.81

3.7

8.9

3.9

10min吸

液高度（纵

向）/mm

35

28

20

30

23

15

32

15

22

29

30

23

26

25

13

27

13

19

493.6

552.8

403.2

545.6

488.8

541.2

157

342

453

抗张强度

（15mm纵

向）/N·m-1

642.8

732

600.4

651.6

611.2

686

231

431

540

10min吸

液高度（横

向）/mm

抗张强度

（15mm横

向）/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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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纸孔径的有效控制，同时也调整了隔膜纸致密

性，另外，基底层中的双组分合成纤维可以为隔膜

纸提供必要的机械强度，该层纤维之间的孔径较

大，孔隙率较高，保证了浸渍液的吸收量，吸液性

好，利用其中的低熔点纤维组分提高耐热层和基

底层之间的黏结性，高熔点组分保证了材料的强

度。因此，本发明制得的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

隔膜纸具有良好的耐热和吸液性，机械强度高，可

广泛应用于固态、半固态电解电容器中，如聚合物

铝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具有低ESR性能。

应用于办公废纸的脱墨再利用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3106774 A

发明人：许丛保  王宝辉  刘涛  杨家万  储德

明  肖启飞

申请人：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脱墨效果好的应用于办公废纸的脱

墨再利用方法。

实施步骤：

例1：（1）以废纸或废纸浆板为原料，将原料

加入至转鼓碎浆机中碎浆；

（2）将转鼓碎浆机中的碎浆温度升温至35 ℃

后，加入生物酶脱墨复合剂，脱墨60 min，生物酶

脱墨复合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0.1 kg；

（3）脱墨后经除渣、筛选除杂、浮选脱墨、漂

白，维持80 min，所得浆料中加入增强剂和浆内

抗水剂，混合均匀后，制得脱墨回收浆，其中，增强

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20 kg，浆内抗水剂

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80 kg；

（4）脱墨回收浆经造纸机成形网部滤水抄

造，压榨脱水、烘干后得到干纸页；

（5）干纸页经施胶、烘干、压光、卷取、复卷

得到成品纸。

其中，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

为40份的生物酶、10份的碳酸氢钠、0.5份的聚乙

二醇和5份的木质素磺酸钠，环保生物酶脱墨剂为

峰泰环保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生产；增强剂包括聚

丙烯酰胺；浆内抗水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2份的

十二烯基丁二酸酐、20份的氯化锌和40份的聚酰

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例2：碎浆温度55 ℃；生物酶脱墨复合剂脱墨

120 min，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0.6 kg；增强

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60 kg；浆内抗水剂

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40 kg。其中，生物酶

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20份的生物酶、

20份的碳酸氢钠、2份的聚乙二醇和15份的木质

素磺酸钠；浆内抗水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8份的

十二烯基丁二酸酐、10份的氯化锌和20份的聚酰

胺环氧氯丙烷树脂。其余步骤及组分同例1。

例3：碎浆温度45 ℃；生物酶脱墨复合剂脱墨

120 min，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0.35 kg；增

强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40 kg；浆内抗

水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60 kg。其中，生

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30份的生物

酶、15份的碳酸氢钠、1份的聚乙二醇和10份的木

质素磺酸钠；浆内抗水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5份

的十二烯基丁二酸酐、15份的氯化锌和30份的聚

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其余步骤及组分同例1。

例4：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

30份的生物酶和15份的碳酸氢钠。其余步骤及组

分同例3。

例5：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

30份的生物酶和10份的木质素磺酸钠。其余步骤

及组分同例3。

例6：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表3  实施例1～5和对比例1～4的ESR测试结果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CAP/μF

128.47

124.32

125.04

126.78

126.02

126.71

125.28

126.89

DF/%

2.2

2.2

2.1

2.2

2.2

2.1

2.3

2.1

ESR/mῼ
15.6

13.3

13.8

12.5

22.5

15.35

21.78

17.19

初始测试值（温度25℃，相对湿度45%）电压16V，

100kHz

LC/μA

1.25

1.36

1.66

1.57

1.29

1.25

1.3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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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份的生物酶和10份的十二烷基硫酸钠。其余步

骤及组分同例3。

例7：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

30份的生物酶、15份的碳酸氢钠和10份的木质素

磺酸钠。其余步骤及组分同例3。

例8：碎浆温度45 ℃；生物酶脱墨复合剂脱墨

120 min，生物酶脱墨复合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

绝干浆0.35 kg；增强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

浆40 kg；浆内抗水剂的添加量为每吨造纸绝干浆

60 kg。将脱墨回收浆与其他工艺过程制得的废纸

浆、木浆、竹浆按任意配比搭配，再经造纸机成形

网部滤水抄造，压榨脱水、烘干后得到干纸页；干

纸页经施胶、烘干、压光、涂布、涂布干燥、卷取、

复卷得到涂布纸成品。

在压榨脱水过程中采用靴式压榨和光泽压榨

相结合的压榨工艺，优选采用二道靴式压榨和一

道光泽压榨工艺，光泽压榨工艺采用一根表面光

滑的光泽硬辊与一根靴辊配合对纸页表面进行光

泽压榨处理，使纸页拥有较低的表面粗糙度；同时

在纸页烘干形成纸板后先进行一次硬压光处理，

之后在纸板表面涂覆有用于降低表面粗糙度的涂

层，涂布干燥后再进行一次软压光处理，使得制得

的成品纸表面粗糙度进一步降低，印刷适性较高，

可充分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其中，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分别为

30份的生物酶、15份的碳酸氢钠、1份的聚乙二醇

和10份的木质素磺酸钠；浆内抗水剂包括质量份

数分别为5份的十二烯基丁二酸酐、15份的氯化锌

和30份的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其余步骤及组

分同例1。

对比例1：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包括质量份数为

30份的生物酶生物酶。其余步骤及组分同例3。

应用：取同一批号的办公废纸，分为等质量的6

份；以实施例3、例4、例5、例6、例7、对比例1中的办

公废纸的脱墨再利用方法制得成品纸1、成品纸2、

成品纸3、成品纸4、成品纸5、成品纸6；分别检测

成品纸1～6的残余油墨和白度，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分析：从表1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成品纸1

具有较低的残余油墨值和较高的白度，故达到了本

发明的预期目的。

技术优点：（1）利用生物酶脱墨复合剂对废纸

或废纸浆板，例如办公废纸进行脱墨，具有较好的

脱墨效果，从而保证了制得的成品纸具有较高的白

度。（2）加入浆内抗水剂，使成品纸具有较好的抗

水性能，同时又加入增强剂，提高了成品纸的强度。

（3）在压榨过程采用靴式压榨和光泽压榨相结合

的压榨工艺，使纸页拥有较低的表面粗糙度；同时

在纸页烘干形成纸板后先进行一次硬压光处理，之

后在纸板表面涂覆有用于降低表面粗糙度的涂层，

涂布干燥后再进行一次软压光处理，使得成品纸表

面粗糙度进一步降低，印刷适性较高，可充分满足

使用者的需求。

纸幅过渡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089361 A

发明人：徐永祥  李磊  何泳逸  罗猛

申请人：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现有高速纸机主要只设有单排烘缸和真空

辊，存在以下缺点：纸幅在烘缸和真空辊的传递过

程中，纸幅不能贴紧稳定箱，并且会浮离稳定箱，

在真空辊传导纸幅过程中会出现纸幅黏缸，车速

提升后，会造成纸幅黏缸形成断纸问题。

提供一种纸幅过渡装置。

纸幅过渡装置的结构如图1。纸幅过渡装置包

括：烘干装置、真空辊、第一稳定箱、第二稳定箱、

真空管和真空部。

真空辊为圆柱状结构，第一稳定箱和第二稳

定箱对称设置在真空辊的两侧。第一稳定箱和第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表1  成品纸残余油墨和白度的检测结果

成品纸1

成品纸2

成品纸3

成品纸4

成品纸5

成品纸6

120.95

181.25

176.33

177.12

167.27

300.87

实验项目

81.50

75.36

76.23

76.02

78.31

53.32

残余油墨/ppm 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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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定箱远离真空辊的端部设置有真空管，圆柱

状结构的烘干装置分别设置在对称设置的第一稳

定箱和第二稳定箱的一侧，烘干装置用于烘干纸

幅。其中真空管包括第一真空管和第二真空管。第

一真空管的一端连接真空部，给真空管抽真空，第

一真空管的另一端和第二真空管连接，第二真空

管设置在第一稳定箱表面的一面均匀形成有若干

个透气孔，第二真空管的两端封闭，第二真空管设

置在第一稳定箱的端部用于给第一稳定箱表面抽

真空吸附纸幅。其中真空部进行抽真空，真空部分

别和真空辊、真空管连接。真空部给真空辊和真空

管进行抽真空，在真空辊和真空管表面形成真空

吸附纸幅，使纸幅紧贴真空辊和稳定箱表面。纸幅

由左侧的烘干装置与左侧的第一稳定箱的切点进

入第一稳定箱表面，由于第一稳定箱端部设置有真

空管给第一稳定箱表面进行抽真空，所以纸幅可

以紧贴第一稳定箱表面，并顺利过渡至真空辊，真

空辊逆时针旋转，又由于真空辊表面也是抽真空

可以吸附纸幅，纸幅经真空辊导向第二稳定箱，与

第一稳定箱相同的，第二稳定箱端部设置有真空

管给第二稳定箱表面进行抽真空，纸幅紧贴第二

稳定箱导向烘干装置进行烘干。

通过将两个稳定箱对称设置在真空辊的两

侧，稳定箱用于过渡纸幅，真空辊表面抽真空吸

附纸幅，稳定箱远离真空辊的端部设置有真空管，

真空管包括第一真空管连接真空部，给真空管抽

真空；第一真空管和第二真空管连接，第二真空管

设置在稳定箱表面的一面均匀形成有若干个透气

孔，第二真空管的两端封闭，第二真空管设置在稳

定箱的端部用于给稳定箱表面抽真空吸附纸幅。

通过这样的设置，可以解决纸幅不能贴紧稳定箱，

在真空辊传导纸幅过程中出现的纸幅黏缸，车速

提升后造成纸幅黏缸形成断纸的技术问题。

真空管的结构如图2a所示。真空管设置在稳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纸幅过渡装置的结构

1—真空辊  2—第二稳定箱  3—第一稳定箱  4—烘干装置  5—真
空部  6—真空管

图2  真空管的结构

6—真空管  7—第一真空管  8—第二真空管  9—透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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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箱的端部，并与烘干装置相切，真空管包括第一

真空管和第二真空管。第一真空管为弯管结构，第

一真空管的一端和真空部连接，第一真空管的另一

端和第二真空管连接，第一真空管和第二真空管

连接一端的截面积小于第一真空管连接真空部一

端的截面积。

第二真空管为方形内空的管，第二真空管的两

端封闭为了抽真空时第二真空管不会从除了透气

孔以外的其他地方抽气。第二真空管设置在稳定

箱表面的一面均匀形成有若干个透气孔，透气孔

上设置有橡胶密封圈。第二真空管上远离第一真空

管的透气孔的孔径小于第二真空管上靠近第一真

空管的透气孔的孔径，这样的设置是为了在抽真

空时在稳定箱的表面形成稳定的真空压，方便纸

幅传导。由于第一真空管设置在第二真空管的一端

部，如果将透气孔的孔径设置成同样的大小，则进

行抽真空时，远离第一真空管处的透气孔的真空压

会小于靠近第一真空管处透气孔的真空压。

真空管的结构还可以如图2b所示。第二真空

管设置在稳定箱表面的一面形成有透气槽。其中

透气槽和透气孔的作用相同，都是在真空部对第

二真空管进行抽真空时，分别通过透气孔和透气

槽对稳定箱表面进行抽真空。但是区别在于，透气

槽在稳定箱表面形成的真空压更加均匀，而且透

气槽的结构设置相比透气孔更有优势，可以减少真

空管对纸幅的刮痕，并且加工简单。第二真空管上

的透气槽远离第一真空管的一端的槽宽小于透气

槽靠近第一真空管的一端的槽宽，原理与图2a的

相同，方便纸幅传导。

真空管的结构还可以如图2c所示。第二真空

管为两端封闭的圆管，并且第二真空管靠近第一真

空管的一端的管径大于远离第一真空管的一端的

管径。原理与图2a相同，可以防止在抽真空时，处

在第二真空管不同端的透气孔的真空压不同，造

成纸幅吸附在稳定箱的效果不佳，会形成断纸的

可能，并且将第二真空管设置成圆管也可在抽真空

时抵挡较高的真空压。

第二真空管设置在稳定箱表面的一面均匀形

成有若干个透气孔，第二真空管上远离第一真空

管的透气孔的孔径小于第二真空管上靠近第一真

空管的透气孔的孔径，这样的设置是为了在抽真

空时在稳定箱的表面形成稳定的真空压。将真空

管安装在稳定箱时，只需要将第二真空管处的透

气孔设置在稳定箱表面即可。

真空管的结构还可以如图2d所示。第二真空

管为两端封闭的三棱管。将第二真空管设置成三

棱管可以减少成本，增加真空管的安装稳定性。第

二真空管设置在稳定箱表面的一面均匀形成有若

干个透气孔，第二真空管上远离第一真空管的透气

孔的孔径小于第二真空管上靠近第一真空管的透

气孔的孔径。

真空管的结构还可以如图2e所示。第一真空

管与第二真空管有两个连接口，而且第一真空管与

第二真空管的连接口均匀设置在第二真空管的一

面。由于稳定箱的长度较长，如果只在第二真空管

的一端设置第一真空管的话，进行抽真空时，距离

第一真空管较远处的透气孔的真空压会很小。所

以为了解决这一弊端，真空管的第一真空管与第二

真空管有两个连接口，防止在第二真空管的末尾

处形成的真空压过小，无法吸附纸幅。

一种合成革生产用离型纸的制备工艺
及其制备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062144 A

发明人：宋俊富

申请人：浙江博力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离型纸是一种防止预浸料黏连，又可以保护

预浸料不受污染的防黏纸。离型纸由涂有防黏物

质的纸制成，其型号要根据材质、厚薄、伸长率、

单双面的差别而区分。

防黏纸，也被称为硅油纸。由三层结构组成：

底纸、淋膜、硅油。可以用在电子产品、汽车泡沫、

印刷、食品、医用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与黏性

物料一起使用，特别是胶黏带。

现有的离型纸生产装置体积较大，且在淋膜

和离型剂涂布装置之后均设有烘干装置，浪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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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统的离型纸制备装置淋膜时上料困难。

提供一种合成革生产用离型纸的制备工艺及

其制备装置。通过将卷收装置设置在第一上料机

构的下方，既减小了操作平台的占用空间，又能通

过烘干装置执行两次烘干处理，节约了成本；通过

设置第二上料机构，解决了传统离型纸制备装置淋

膜时上料困难的问题。

一种合成革生产用离型纸的制备装置，包括操

作平台，如图1a、图1b所示。操作平台

上设有用于释放原料纸的第一上料机

构，第一上料机构的一侧设有淋膜装

置，操作平台上固定有用于淋膜装置

上料的第二上料机构，远离淋膜装置

的一侧设有烘干装置。

烘干装置远离淋膜装置的一侧

设有离型剂涂布装置，操作平台的

下方设有卷收装置，操作平台上设有

用于驱动该制备装置运作的驱动装

置。

第一上料机构包括卷筒支架，如

图2所示。卷筒支架上上转动设有卷

筒，卷筒上固定有第六齿轮，卷筒支

架的两端均卡合有对称分布的第一

滑动件，第一滑动件位于操作平台上

滑动，卷筒支架的两端均设有第一

齿轮，第一齿轮的两侧均设有第一螺

杆，第一螺杆与第一滑动件之间螺纹

连接。操作平台上固定有对称分布的

定位支架，定位支架在第一滑动件对

卷筒支架进行卡合时，用于固定卷筒

支架。

淋膜装置包括固定在操作平台

上的熔料槽，如图1c、图1f所示。熔

料槽的下方设有位于操作平台上滑

动的淋膜件，熔料槽的下方设有用于

驱动淋膜件滑动的第一驱动件，熔料

槽内设有搅拌件。熔料槽内设有平行

分布的第一滑杆和第一齿条。

淋膜件包括位于操作平台上滑

动的第一支架，第一支架的下方固定

有阵列分布的喷淋头。

第一驱动件包括固定在熔料槽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图1  制备装置结构

1—操作平台  2—第一上料机构  4—卷筒支架  9—定位支架  10—淋膜装置  11—熔料
槽  12—第一滑杆  13—第一齿条  14—淋膜件  25—第二滑块  26—搅拌头  27—第二齿
轮  28—第二电机  29—第二螺杆  30—第二上料机构  31—上料支架  32—U型支架  33—贯
穿孔  34—限位槽  35—滑动板  36—板体  37—卡合槽  38—载料件  39—载料桶  40—第
一铰接件  41—第二铰接件  42—控制件  43—第一滑动轴  44—第三铰接件  45—第二滑动
轴  46—连接件  47—弹性件  48—卡合块  49—第二驱动件  50—第三电机  51—第三齿轮  
52—第二齿条  53—布料装置  54—第三驱动件  55—第四电机  56—第三螺杆  57—烘干装
置  58—加热板  59—吹风装置  62—涂布装置  63—放置槽  78—第三齿条  79—卷收装置  
80—控制机构  81—气缸  82—U型杆  83—第四齿条  84—驱动装置  85—第五电机  86—第

七齿轮  87—第八齿轮  88—第九齿轮  89—第三齿轮同步带

54
第42卷第22期 2021年11月



下方的第一电机，如图3所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

上固定有第一转动件，第一转动件上滑动设有第一

滑块。

第一转动件的一端转动设有用于驱动第一滑

块滑动的调节件，第一滑块上转动设有第二滑动

件，淋膜件上固定有竖直连接杆，第二滑动件位于

竖直连接杆上滑动。

搅拌件包括位于第一滑杆上滑动的第二滑块，

第二滑块上转动设有搅拌头，搅拌头的上方固定

有与第一齿条啮合的第二齿轮。熔料槽的一侧外

壁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轴穿过熔料

槽的侧壁固定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与第二滑块

螺纹连接。

第二上料机构包括固定在操作平台上的上料

支架，上料支架上滑动设有滑动板，上料支架上设

有用于驱动滑动板滑动的第二驱动件，滑动板上

转动设有载料件，滑动板的下方设有用于控制载

料件转动的控制件。

熔料槽的上方设有布料装置，布料装置位于上

料支架上滑动，上料支架上固定有用于驱动布料

装置滑动的第三驱动件。

上料支架包括U型支架，如图1e所示。U型支

架的一侧设有贯穿孔，贯穿孔的两侧内壁均设有

限位槽。

滑动板板体的下方设有对称分布的卡合槽。

载料件载料桶的一侧转动设有交叉分布的第

一铰接件和第二铰接件，第一铰接件和第二铰接

件均与滑动板转动连接。

控制件包括贯穿滑动板的第一滑动轴，如图

1d所示。第一滑动轴的上方转动设有第三铰接件，

下方垂直设有对称分布第二滑动轴，第二滑动轴

上滑动设有连接件，连接件与第一滑动轴之间设

有弹性件，弹性件套装在第二滑动轴上。

第三铰接件与第一铰接件转动连接，连接件

远离第一滑动轴的一端上方固定有与卡合槽配合

的卡合块。

第二驱动件包括固定在上料支架上的第三电

机，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第三齿轮，上料支

架上滑动设有与第三齿轮啮合的第二齿条，第二齿

条的上方固定在滑动板上。

第三驱动件包括固定在上料支架上的第四电

机，第四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第三螺杆，第三驱

动件通过第三螺杆与布料装置螺纹连接。

烘干装置包括对称分布的加热板，加热板固

定在操作平台上，加热板之间设有吹风装置，吹风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图2  第一上料机构部分零件结构

2—第一上料机构  3—第一滑动件  4—卷筒支架  5—卷筒  6—第
六齿轮  7—第一齿轮  8—第一螺杆

图3  制备装置部分零件结构

14—淋膜件  15—第一支架  16—喷淋头  17—第一驱动件  18—第
一电机  19—第一转动件  20—第一滑块  21—调节件  22—第二
滑动件  23—竖直连接杆  59—吹风装置  60—第二支架  61—风

扇  70—第二传动辊

图4  离型剂涂布装置部分零件结构

62—涂布装置  64—第五齿轮  65—第一齿轮同步带  66—第六齿轮  
67—第二齿轮同步带  68—导向辊  69—第一传动辊  70—第二传动

辊  74—传动带  75—第三支架  76—涂布件  77—第四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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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与连接杆紧固连接。

吹风装置包括位于操作平台上滑动的第二支

架，第二支架的下方固定有阵列分布的风扇。

离型剂涂布装置包括固定在操作平台上的离

型剂放置槽，如图4所示。操作平台上转动设有导

向辊，导向辊的一侧转动设有第一传动辊，第一传

动辊的下方转动设有第二传动辊，第二传动辊位

于离型剂放置槽内，第一传动辊与第二传动辊上

套装有传动带。

操作平台滑动设有第三支架，第三支架固定在

第二支架上，第三支架的下方转动设有阵列分布

的涂布件，涂布件用于将传动带上的离型剂涂布在

导向辊上卷绕的待涂布纸上。

涂布件上固定有第四齿轮，操作平台上固定有

与第四齿轮啮合的第三齿条，第一传动辊和第二

传动辊上均固定有第五齿轮，第五齿轮之间通过

第一齿轮同步带连接，第二传动辊和导向辊上均

固定有第六齿轮，第六齿轮之间通过第二齿轮同

步带连接。

卷收装置与第一上料机构的结构相同，其区别

在于，卷收装置上的卷筒用于卷收制得的离型纸，

收卷装置上的第二齿轮与第一上料机构上的第二

齿轮啮合。

操作平台的下方固定有控制机构，卷收装置

和第一上料机构上的第一齿轮均是通过控制机构

驱动。

控制机构包括固定在操作平台下方的气缸，气

缸的输出轴上固定有U型杆，U型杆的上方固定有

对称分布的第四齿条，控制机构通过第四齿条与

第一齿轮啮合。

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操作平台上的第五电机，

第五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与卷收装置上的第六

齿轮啮合的第七齿轮，第七齿轮上连接有第八齿

轮，导向辊上的第六齿轮上连接有第九齿轮，第八

齿轮和第九齿轮之间通过第三齿轮同步带连接。

制备工艺步骤：

（1）淋膜：向淋膜装置内加入聚烯烃原料，将

聚烯烃离子原料加热至300 ℃进行高温热熔形成

聚烯烃乳液，通过淋膜装置对第一上料机构释放

的原纸进行喷淋聚烯烃乳液实现对原纸的淋膜处

理，淋膜的厚度为0.3 mm。

（2）一次烘干：对淋膜完成的淋膜纸经过烘

干装置进行烘干处理。

（3）涂布离型剂：将烘干纸经过离型剂涂布

装置涂布离型剂。

（4）二次烘干：将制得的离型纸再次经过烘

干装置进行二次烘干处理。

（5）卷收：将二次烘干的离型纸通过卷收装

置进行卷收。

使用时，通过将卷收装置设置在第一上料机构

的下方，既减小了操作平台的占用空间，又能通过

烘干装置执行两次烘干处理，节约了成本；通过设

置第二上料机构，解决了传统离型纸制备装置淋膜

时上料困难的问题。

通过第二驱动件驱动滑动板向上滑动，滑动

至卡合块与限位槽水平时，在弹性件的作用下，卡

合块滑动至限位槽内，与限位槽脱离，继续驱动滑

动板向上滑动，载料件在控制件的拉力作用下发

生翻转，将载料桶内的原料倒入漏料装置中。

通过调节件控制第一滑块与第一电机轴向的

距离，用来调节第一支架位于操作平台上滑动的最

大行程，从而使得该离型纸制备装置能够适用于

制作不同宽度的离型纸。

长网大缸纸机防黏辊黏缸方法和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3026416 A

发明人：徐家东  王帅  宋佃凤

申请人：山东仁丰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网大缸纸机在特种纸生产运行中，经常出

现细小纤维填料黏附压榨石辊问题，造成纸机运

行困难、出现硬纸块透明点等纸病；而黏附扬克

缸缸面，出现纸页大量掉毛问题，影响成纸表面强

度，严重的造成纸机频繁断纸，影响正常生产。

提供一种长网大缸纸机防黏辊黏缸方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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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如图1所示。

实施例1：一种长网大缸纸机防黏辊黏缸方法

所用的装置，包括硫酸铝制备罐、硫酸铝储存罐、

冲浆罐、冲浆泵和网部。硫酸铝制备罐通过硫酸

铝提料泵和硫酸铝储存罐相连，冲浆罐通过冲浆

泵和网部相连，硫酸铝储存罐的出料管连接硫酸

铝溶液加入口，硫酸铝溶液加入口设置在冲浆泵

入口处。

使用常规市售的硫酸铝固体产品（硫酸铝含

量≥16％，Fe2O3含量≤0.5％，生产厂家为淄博光

正铝盐化工有限公司），在硫酸铝制备罐中加入

1m 3水，加入100 kg硫酸铝固体颗粒，在25 ℃温

度下搅拌20 min，配制浓度10wt％的溶液，pH

值为1.8，泵入硫酸铝贮存桶，从冲浆泵入口加入

硫酸铝溶液，调整硫酸铝提料泵频率，加入量为

1.2 kg/t浆，白水系统pH值为6.7，从而达到长网

大缸纸机防黏辊黏缸的目的。

实施例2：加入110 kg硫酸铝固体颗粒，在

25 ℃温度下搅拌30 min，配制浓度11wt％的溶

液，pH值为1.4，加入量为1.4 kg/t浆，白水系统

pH值为6.4，其余同例1。

实施例3：加入105 kg硫酸铝固体颗粒，在

30 ℃温度下搅拌25 min，配制浓度10.5wt％的溶

液，pH值为1.5，加入量为1 kg/t浆，白水系统pH

值为6.8，其余同例1。

对比例1：在造纸过程中不加入硫酸铝溶液，

白水系统pH值为7.3。

对比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点仅在于硫酸铝

溶液的加入量为2.0 kg/t浆，白水系统pH值为

6.0。

对比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点仅在于硫酸铝溶

液的加入量为0.5 kg/t浆，白水系统pH值为7.0。

以50g/m 2淋膜原纸为基纸进行试验，实施例

1～3和对比例1～3的指标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对比例1中未添加硫酸铝溶

液，黏辊黏缸情况较为严重，且纸页表面强度较差；

对比例2的硫酸铝溶液加入量大，会降低纸页抗张

强度；对比例3降低硫酸铝溶液加入量，通过缸面情

况和表面强度检测说明有效果，但效果不佳。

有益效果：（1）硫酸铝中的Al3+带有大量的正

电荷，能够较强地吸附系统中带有负电

荷的细小纤维、填料及其他阴离子垃圾，

随纸页带走，从而清洁系统，减少压榨

石辊黏附，同时系统较低的pH值起到清

洁缸面的作用。（2）通过控制硫酸铝用

量、溶液pH和系统pH，既保证了AKD

适用的pH值，又解决了防止黏辊、黏缸

的技术问题。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表1  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的指标检测结果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10

11

10.5

-

10

10

1.2

1.4

1.0

0

2.0

0.5

6.7

6.4

6.8

7.3

6.0

7.0

硫酸铝溶液

浓度/wt%

无

无

无

缸面掉粉

现象明显

无

轻微缸面

掉粉

硫酸铝溶液加

入量/kg·t-1浆

白水

pH值

黏辊黏缸

情况

表面

强度

抗张强度/

N·15mm-1

16#蜡棒掉破

16#蜡棒掉破

16#蜡棒掉破

12#蜡棒掉破

16#蜡棒掉破

13#蜡棒掉破

42

42

42

43

38

42

图1  长网大缸纸机防黏辊黏缸装置的结构

1—硫酸铝制备罐  2—硫酸铝储存罐  3—硫酸铝提料泵  4—冲浆
罐  5—硫酸铝溶液加入口  6—冲浆泵  7—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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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多家纸企开发绒毛浆新技术，环保型
绒毛浆成为卫生用品领域热门产品

本刊讯（Suzano & Stora Enso 消息) 随着疫

情的持续，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

高质量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作

为取材自天然木纤维的产品，环保型绒毛浆既能为

卫生用品提供原材料，也减少了行业的碳足迹。近

日，巴西桉木浆企业Suzano以及斯道拉恩索都于

近期推出了旗下的绒毛浆产品，为生活用纸和卫

生用品领域提供了环保型新选择。

S u z a n o推出可持续桉木绒毛浆产品——

Eucafluff

全球领先的桉木浆生产商Suzano近日推出

了新款创新型绒毛浆产品Eucafluff，在2021年10

月举行的瑞士日内瓦国际非织造布展览会(Index 

20)上首次展出。Eucafluff创新型绒毛浆是在消费

品行业支持下的十多年研发成果，可用于生产纸尿

裤、女性护理产品和宠物垫等。

Suzano相信，利用桉树以及创新的力量，能

够为当前环境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基

于这样的认识，Suzano开发了全球第一款100%桉

木绒毛浆Eucaf luf f。Eucaf luf f是一种可再生原

材料，碳足迹低于大多数同类松毛绒产品，同时能

够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产品，意味着Eucafluff

具有改变卫生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力。

除了更具可持续性外，由于Suzano在制作过

程中选用的桉木纤维具有更小、更薄和更具压缩

性的独特形态，所以Eucafluff绒毛浆在回湿性、

净吸收量和舒适性等方面表现出色。

目前，75%的Eucaf luf f绒毛浆产品用于海外

销售，其中70%销往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等重要

市场。Eucafluff已被多家全球市场领先的卫生用

品公司所采用，覆盖数百万消费者。

斯道拉恩索推出绒毛浆——NaturaFluff，通

过改变纸浆漂白技术降低碳足迹

2021年10月，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宣布

推出其创新型纸浆产品——NaturaFluff系列绒

毛浆。其中，该系列旗下的NaturaFluff  Eco绒毛

浆是一种新的环保型绒毛浆产品，具有更低的碳

足迹，使卫生产品（如婴儿尿布、失禁垫和女性护

理产品）的生产商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新一代的环

保、吸水性卫生产品。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天然的、使用安全的、

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NaturaFluff  Eco便应运

而生，它是一种氧降解的绒毛浆，这意味着在生产

中不使用任何漂白化学品。因此，这种绒毛浆具有

温暖、自然的米色，与传统的绒毛浆相比，碳足迹

大约减少了30%，而且不影响产品性能。

实践证明，NaturaFluff Eco完全适用于要求

严格的卫生应用，如婴儿护理、女性护理和成人失

禁护理产品，或用于其他无纺布材料，如餐巾、桌

面巾和各种垫子。

斯道拉恩索公司生物材料部门高级副总裁

Kir s i  Seppä lä i nen表示，通过在生产过程中

取消漂白流程，只用氧气处理纸浆以去除木质

素，我们生产的绒毛纸浆的碳足迹大大降低，同

时仍然具有常规绒毛浆的优良性能。这种新的

NaturaFluff纸浆满足了纯天然原料的所有要求，

是由纯木纤维制成的，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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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浅米色色调清楚地传达了它的天然来源，而且作

为一种原料，它是完全可生物降解的。

目前，斯道拉恩索在其位于瑞典的Skutskär

工厂生产这种绒毛浆，该工厂最近完成了第一批用

于商业销售的产品。吸收性卫生产品的生产商现

在正在试用这种新材料，以便在消费市场上大规

模使用。

斯道拉恩索的NaturaFluf f纸浆都符合所有

常见生态标签的要求，如欧盟生态标签、北欧天

鹅（Nord ic  Swan）和蓝天使（Blue  Angel）

等。此外，斯道拉恩索的绒毛浆通过了FSC®和

PEFC™认证，这意味着所有最终产品都来自负责

任的森林。

拓斯克为Essel纸业提供卫生纸机技术
支持，PM3成为土耳其最大卫生纸机

本刊讯（Toscotec 消息) 拓斯克（Toscotec）为

Essel纸业公司提供了一条2.2L生活用纸生产线，

在其土耳其Osmaniye工厂顺利开机。

该纸机为Essel纸业的PM3纸机，目前已成为

土耳其最大的卫生纸机，为当地市场生产高质量

的生活用纸。

该拓斯克领先型2.2L纸机净纸宽5,700 mm，

日产能270 t，成为了土耳其幅宽最大及产能最高

的卫生纸机。这台纸机配备带稀释水控制系统的

全水力式拓斯克流浆箱MLT、具有优化几何设计

以实现最大的热传递效率的第三代拓斯克钢制

扬克缸、拓斯克下一代靴式压榨以及确保高热回

收程度并设计为热电联产升级的拓斯克天然气气

罩。

此外，供货范围还包括完整的备浆系统、拓斯

克专利短接流送系统、电气和控制系统以及除尘

和除雾系统，配置两台OPTIMA复卷分切机等。

Essel纤维和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

一家生活用纸原纸领先生产商，为后加工供应商

提供原纸产品，包括卫生纸、餐巾纸、抽取式餐巾

纸、擦手纸和抽取式擦手纸。该公司在土耳其北

部的Zonguldak  Çaycuma和南部的Osmaniye 

拥有两家生活用纸工厂并运行两条生活用纸生产

线PM1和PM2，总产能为76,000 t/a。

巴西Bracell“STAR”项目获得多家企
业技术支持，致力于建成全球最大、
最具可持续性发展的纸浆厂之一

本刊讯（Brace l l 消息) 巴西特种纤维生产商

Bracel l于2003年开始在巴西运营，先后收购了巴

伊亚州的BSC特种纤维素公司和Copener公司。

2018年8月，它收购了圣保罗的Lwarcel  Celulose

公司，继续扩大业务，在亚洲、欧洲和美国都有销

售办事处。作为特种纤维素生产商，Bracel l的纸

浆年装机量为75万 t，共拥有约7000名员工。

Bracell公司最新启动的“STAR”项目是目前

全球最大、最具可持续性发展的纸浆厂之一，采用

最高的环境标准运营，拥有两条可灵活切换、环保

的阔叶木浆线，产能为260万～280万 t/a的漂白硫

酸盐浆或150万 t/a溶解浆，原料来自持续性种植

的桉树，获得了多家企业的技术支持，包括安德里

茨、凯登、特种化学企业Nouryon等。

安德里茨为“STAR”项目提供干燥技术，干燥

线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近期，安德里茨向Brac e l l设在圣保罗州伦

索伊斯保利斯塔市（Lençóis  Pau l i s t a，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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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的“STAR”项目提供的L2A纸浆干燥线

创造了新的产量世界纪录。

2021年10月16日，开机仅38天，Bracel l就实

现了单条生产线日产量4,385风干t，创下了世界纪

录。就干燥单位产量而言，这相当于在安德里茨

10.24 m幅宽的干燥设备上，实现了每米每天428 t

的产量。

L2A纸浆干燥线安装了安德里茨EvoDry纸

浆干燥系统，这套创新节能系统采用高产能的双

网成形技术、气垫式干燥机、切板码放机和打包

线，而且配备了Metris  DryQ智能浆板干燥解决

方案。

凯登为“STAR”项目纸浆干燥线提供流动清洁

技术

2021年10月29日，凯登（Kadant Inc.）宣布为

“STAR”项目的干燥区域提供了两台流动清洁系

统（approach  flow  cleaner  system），作为纸

浆干燥线的一部分，安装于安德里茨纸浆干燥流

送区域内部，主要用于漂白阔叶木浆的干燥和清

洁。

凯登的供货范围包括一个Radiscreen-C保

护筛和一个七级Radiclone AM80正向清洁系统，

一个Radiclone BM80反向清洁系统，用于纸浆浓

缩。两个系统都可以直接连接到流浆箱。

其中，凯登Radiclone AM80清洁系统的水力

旋流系统大大提高了去除重量级污染物的效率，

可用于对纸浆和纸张清洁度有很高要求的生产

线，该技术也特别适用于对纸浆清洁度和化学纯

度要求极高的溶解浆生产流程。此外，较低的运营

成本与高性能清洁能力相结合，使这些系统成为

高效纤维加工的首选。

Nouryon使用最新集成制造模型支持Bracell

纸浆厂建设

除了装备企业之外，全球特种化学品领导企

业Nouryon也为Bracel l纸浆厂建设提供了技术

支持与服务。Nouryon擅长为客户企业提供一

种集成制造模式（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Model），在这种模式下，为客户量身定制现场所

需的各种设施，包括纸浆生产所需的基本原材料

管理体系等。

针对Br a c e l l 纸浆厂的特质，经过设计，

Nouryon为其建造了一个二氧化氯发生器、罐区和

确保纸浆厂成功运营所需的化学品及物料输送系

统。

其实，早从2005年以来，Nouryon便已在巴

西成功推广了这种集成制造模式，目前巴西有四

个纸浆厂采用了其定制的现场建设方案。通过定

制并合理安装化学品及其他物料的现场装置，减

少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提高了整体安全性，并最

大限度地利用了可用资源。集成制造模型还具有

较低的碳足迹，它所需的能源大多来自纸浆厂的生

物质能源。

对此，Bracell总经理Pedro Stefanini表示，

该扩建项目是过去20年来巴西圣保罗州最大的私

人投资，我们十分重视与Nouryon的合作，相信其

创新的制造设施将确保我们能够无缝地开展业务

并支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安德里茨纸浆干燥线

凯登为其安装流动清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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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推出用于瓦楞机的IQ Speed 
Booster方案，优化产品产量和质量

本刊讯（Valmet 消息) 维美德不断拓宽面向

瓦楞纸箱厂的服务范围，将推出全新的IQ  Speed 

Booster方案，进一步完善维美德在瓦楞机质量管

理控制方面的概念，并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实现

瓦楞纸板生产效率最大化。

用于瓦楞机的IQ Speed Booster可在那些已

采用Valmet  IQ质量控制系统的生产线上安装运

行，以自动方式对瓦楞纸板加工过程实施监控，并

在在线质量测控执行器允许的条件下，提高生产

速度。

维美德IQ  Speed  Booster是维美德IQ质量

管理方案的一部分，包括对工艺性能以及终端产品

质量进行优化控制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设备。目前，

维美德IQ方案为全球2,000多家纸浆、纸巾、纸

板、纸张以及纸加工厂提供最佳的质量保证。

在强大的生产工艺、在线检测以及闭路控制

技术实力的基础上，维美德与用户一同开发出用于

瓦楞纸加工工艺的Valmet  IQ质量控制方案。该

方案具备水分、温度、翘曲等一系列在线质量检测

功能，可迅速准确地从工艺过程中获取信息，以发

现质量缺陷并找到问题根源，还包括一套喷水系

统以确保瓦楞机湿端与干端的翘曲、水分含量及

闭环控制。

Essity致力于开发多种原材料生产生
活用纸，并研发零碳生产技术

本刊讯（Essity 消息) 全球领先的生活用纸和

卫生用品企业Essity近日在生活用纸生产方面取

得了诸多突破，开发了多种新的原材料，包括小麦

秸秆、废旧纸杯等，并开发零碳生活用纸生产新技

术。

开发麦秆浆生活用纸，在德国工厂试产

近日，Essity开始使用小麦秸秆为原材料生产

生活用纸。其位于德国的Mannheim纸厂是欧洲

首家以秸秆为原料生产生活用纸的工厂，也曾是世

界首家大规模生产生活用纸的工厂。这种新型卫生

纸与传统卫生纸一样具有柔软、明亮、坚固的性

质。Essity表示，它是欧洲首家以工业规模使用农

业残余生产生活用纸的企业。

Essity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gnus  Groth表

示，使用小麦秸秆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可以提高循

环性和减少碳足迹，减少了行业对木纤维和回收

纤维的依赖，提高了资源和成本效率，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环保的选择。

据悉，Essity拥有该技术的独家许可协议，草

浆将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保持与传统木浆相同的

质量。草浆最初将在德国市场试用，用于德国消费

者零售市场的卫生纸产品，将包含约30%的草浆。

Mannheim纸厂是Essity在欧洲最大的卫生

纸工厂，年产能为283,000 t，公司每年将在区域

内采购70,000 t秸秆，将生产约35,000 t纸浆。

Essity表示，使用草浆生产纸张是公司提高循环

性的举措，也是致力于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工作

的一部分。

与麦当劳合作，利用回收纸杯生产生活用纸

除了小麦秸秆之外，Essity也致力于开发所有

可利用的资源生产生活用纸。例如，2021年10月，

Essity宣布与麦当劳合作，利用麦当劳剩余的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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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拥有领先品牌TENA、Tork以及其他知名品

牌（如JOBST、Leukoplast、Libero、Libresse、

Lotus、Nosotras、Saba、Tempo和Zewa），在约

150个国家/地区进行销售。公司2020年净销售额

约为1,220亿瑞典克朗（116亿欧元），总部位于瑞

典斯德哥尔摩。

德国柯尔柏推出Casmatic Zephyrus
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

本刊讯（Körber 消息) 德国技术企业柯尔柏

（Körber）推出了Casmatic  Zephyrus可持续包

装解决方案，通过模块化、灵活的设计帮助客户开

发或发展其电子商务业务。该设备易于安装，能够

以简单、快速的方式提供客户化定制产品。

柯尔柏包装业务总经理Francesco De  Luca

说：“该设备首次在生活用纸行业中引入了Delta机

器人，此前这项技术的首次应用是在制药领域。这

项技术的引进，将使我们的客户能够以个性化、简

单和快速的方式开发和增加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业

务。”

Casmatic  Zephyrus是一个灵活的解决方

案，由四个模块组成，可以集成到现有的包装线

中：第一个模块构建包装箱，第二个模块从分切机

接收用于包装的生活用纸产品，后面的模块负责

将产品挑选并放置到包装箱内，最后一个模块负

责闭合包装箱并进行黏合。

由于这种模块化的设计，安装和测试时间大

大缩短。包装箱构建和选取放置模块的选项可以

使包装速度从每分钟45箱提高到180箱。

这一设备还可以处理不同类型的产品，客户可

以添加新产品并扩展其业务，而不必放弃他们一直

在做的产品。

Casmatic  Zephyrus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还

能够提高包装的环保可持续性：包装箱可以用可

回收纸板制成，通过提高托盘运输过程中的稳定

性，可不需要二次包装。此外，一旦打开，箱子还可

以再次关闭，保持产品无污染且易于储存。

料、牛奶与冰激凌纸杯为原料生产Essity旗下的

Tork品牌卫生纸。

Es s i t y希望通过与麦当劳合作，将用过的

纸杯变成新资源。从2020年开始，该项目由来自 

Essity、物流合作伙伴HAVI和麦当劳德国公司的

团队组成，针对这一提议进行了多次测试，致力于

让纸杯废物重获新生。

试点表明，Essity可以成功地将废旧纸杯进

行切碎操作，然后将纸杯碎片用作纸厂的纤维原

料，并最终将其生产成为Tork品牌的卫生纸。

据统计，从麦当劳在德国的站点收集的所有纸

杯废物都将被回收利用，估计每年减少1,200 t废

物。此种合作对两家公司来说起到双赢的效果，

既有助于减少麦当劳的浪费和碳足迹，又有助于

Essity实现自己的循环策略。

启动绿色氢试点项目，开发零碳生活用纸生产

技术

除了开发多种原材料用于生活用纸生产外，

Essity还致力于打造面向未来的零碳工厂，开发零

碳生活用纸生产技术。

2 0 21年10月2 7日，E s s i t y宣布在其德国

Mainz-Kostheim工厂启动绿色氢试点项目，使

该工厂的卫生纸机放弃使用化石燃料，全部使用

绿色氢能源。该项目是造纸行业中首个工业规模

的零碳项目，Essity在该试点项目中的投资总额为 

400万欧元（约4000万瑞典克朗）。

为了尽快用于规模化生产，该工厂目前正在测

试氢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天然气，同时又不影

响生活用纸产品的品质。

在进行必要的设备安装和纸机升级之后，

Essity将逐步在能源供应中添加氢能源，计划到 

2022年秋季首先实现纸机干燥部的零碳化，使用

100%绿色氢气支持干燥部的运行。

Essity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gnus  Groth表

示，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氢能源用于生活用

纸生产的公司，意味着我们朝着脱碳社会迈出了一

大步。对绿色氢试点项目的投资将有助于Essity实

现到2050年完成零排放工作的目标。

Essity是全球领先的卫生和健康用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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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对欧洲木浆行业进行突击检查  
近日，欧盟委员会（Europ ean 

Commission）根据欧盟反垄断规则

开始对欧洲部分木浆生产企业进行突

击检查，其中包括Metsä Fibre、斯

道拉恩索和UPM等欧洲龙头纸企，此

次突击检查是对木浆行业市场进行全

范围调查的一部分。

据悉，Metsä Fibre宣布将与欧

盟委员会当局合作，其他企业也都表

示会积极配合审查过程。不过欧盟委员会进行突击检查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犯有反竞争行为，

也不预示着调查本身的结果。

根据欧盟反垄断规则，欧盟委员会将主要调查这些公司是否违反反垄断条例等，陪同委员

会的调查官员是相关国家竞争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员。

北欧纸业宣布推迟对Bäckhammar纸浆厂的潜在投

资决定
近日，北欧纸业（Nordic Paper）董事会已决定推迟对Bäckhammar纸浆厂初期扩建的潜

在投资决定，直到获得整个扩建项目的生产许可为止，预计新的生产许可证最早可能在2023年

初获得。

自2020年以来，北欧纸业积极进行Bäckhammar纸浆厂的生产扩张。扩建计划包括三个部

分，首先增设一个新的木材处理厂，提高原材料采购的灵活性，其次改善工厂的环境性能，以及提

高纸浆和纸张的产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公司已经开始进行投资计划的第一部分，即增设一个新的木材处理厂，

并进行了密集的前期工作。

2020年第三季度，北欧纸业向当地土地和环境部门递交了关于该厂扩大生产的新生产许可

证的申请。递交申请之后，由于需要提交的技术材料范围超过了预期，北欧纸业现决定推迟投

资，预计新的生产许可证将于2023年初获得。

北欧纸业旗下纸厂主要位于瑞典和挪威，拥有高端特种浆纸产能合计50万t，是国际上高端

防油纸和特种牛皮纸的领军企业，于2017年被山鹰国际收购。

芬兰Metsä Tissue因原材料短缺减产
疫情的持续加速了再生原材料的供应和质量挑战，因此生活用纸生产商Metsä Tissue在

瑞典的Mariestad纸厂暂时减产。由于再生纤维原料不足，Metsä Tissue在其生活用纸生产中

进一步提高了原生纤维份额，降低再生原材料比重，保证必要的产品供应。

此外，疫情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作为再生纤维消费大户，整个欧洲的包装用纸行业也正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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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再生材料供应紧张的困境，部分包装纸企也存在减产的情况。

Metsä Tissue北欧区高级副总裁Jani Sillanpää表示，再生原料供应方面的挑战对我们

来说并不意外，但情况比预期的要快，但好在原生纤维供应充足，我们仍然能够保证高质量卫生

纸的供应。

Metsä Tissue之前已经宣布，公司的战略重点是使用新鲜的原生纤维作为高质量、可持续

的卫生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Laakirchen产品升级转型，有望成为欧洲最大的再生包

装纸生产基地之一
奥地 利纸企 L a a k i r c h e n 

Papier AG和德国纸企Hein zel 

Holding GmbH共同宣布对奥地利

Laakirchen造纸厂的可持续发展进

行广泛投资，投资金额超1亿欧元。

经过升级，Laakirchen造纸厂有望

成为欧洲最大的再生包装纸生产基

地之一。

Laakirchen造纸厂的PM11纸

机目前主要用于生产杂志和广告所需

的超级压光纸（SG纸），通过升级，该纸机将被改造成一台高性能的箱板纸机，生产由回收纸为

原料制成的轻型箱板纸。Laakirchen造纸厂的两台造纸机总产能有望超过100万t。

目前，纸厂转型升级的许可准备工作已经正式启动，PM11纸机生产的箱板纸产品将于2023

年中期首次投放市场，这也意味着Laakirchen造纸厂将在2023年完全退出出版用纸市场，专注

于包装用纸生产。

 PM11纸机幅宽为8.90m，将生产轻质再生箱板纸，纸张定量超70g/m
2
，特别适用于电子商

务包装，也可用于工业包装和农产品或其他消费产品的包装。PM11纸机满负荷生产时，年产量将

超过55万t。此次Laakirchen造纸厂的升级改造还将建造一个额外的厌氧废水处理系统，主要

用于生产沼气，减少工厂的化石燃料使用。

作为共同投资方，通过这项投资，Heinzel集团也将进一步扩大其作为再生包装纸领先生产

商的地位。

Laakirchen Papier位于奥地利Laakirchen，专门为欧洲市场生产和开发以再生纸为基础

的环保出版纸和轻型箱板纸。2020年，Laakirchen Papier实现了约2.3亿欧元的销售收入，旗

下拥有400多名员工。

UPM关停并出售芬兰Kaipola纸厂
近日，UPM已将位于芬兰境内的Kaipola工厂出售给房地产公司Kaipola Green Port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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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易的条款没有披露。

本次出售为不动产，无人员调动。Kaipola Green Port计划开发该工厂用于制造业和工业

物流。

据悉，Kaipola造纸厂在2021年初就被永久关闭。关闭之前，Kaipola工厂的三台纸机每年

可生产72万t文化纸，包括45万t新闻纸和27万t涂布机械浆纸。

在过去12个月内，除Kaipola纸厂之外，UPM还出售了芬兰境内的Syntsalo胶合板厂、英

国境内的Shotton造纸厂和法国境内的Chapelle Darblay造纸厂。Shotton纸厂和Chapelle 

Darblay纸厂皆主要生产新闻纸。

斯道拉恩索投资9,700万欧元扩产瑞典包装纸板项目
斯道拉恩索近日宣布，拟投资

9,700万欧元扩大瑞典Skoghall工

厂的纸板生产。同时，斯道拉恩索

正启动一项可行性研究，将位于芬

兰Oulu工厂的第二条目前闲置的

生产线改造成包装纸板生产线。

斯道拉恩索称，市场对可

持续包装的需求正在增加，对 

Skoghall的投资将进一步推动终

端用途细分市场的盈利增长，如液

体包装和涂层未漂白牛卡。

Skoghall是斯道拉恩索生产环保包装材料的主要综合生产基地之一。这项投资将增强斯道

拉恩索在不断增长的液体和食品包装核心领域的能力。

投资后，Skoghall符合环境要求的年包装纸板产量可增加约10万t，总产能超过90万t。

据悉，投资决定是在2020年11月宣布的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做出的。根据研究，该司决定不

进行原计划的纸浆产能扩张。据最初的可行性研究估计，用于纸浆和纸板产能扩张的资金支出约

为8-8.5亿欧元。斯道拉恩索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年完成Skoghall的项目。

部分前苏联国家今年可能面临纸张短缺问题
由于疫情持续拉动纸张需求，但物流多次中断、成本接连上涨，导致供应链中断，因此一些

前苏联国家今年可能面临纸张短缺困境。

其中，目前情况最为复杂的要属哈萨克斯坦及周边地区，最近几周该国一直面临着卫生纸的

严重短缺和价格的大幅上涨。

根据哈萨克斯坦媒体当地报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哈萨克斯坦卫生纸价格上涨了6%，

2021年前8个月，该国的纸张和纸制品的年产值达到了568亿坚戈（约合1.34亿美元），同比增长

5.4%。

阿拉木图地区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产纸地，其产值达到193亿坚戈，同比增长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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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 c a r t巩固法国市场，投资8,000万欧元提高欧洲地

区市场份额
欧洲领先的卫生纸、气垫纸和M G纸制造商Lu c a r t旗下拥有Te n d e rly、L u c a r t 

Professional、Tutto Pannocarta和Grazie Natural等诸多知名纸张品牌，该公司近期宣布了

一项为期三年的8,000万欧元的投资计划，用于法国Laval sur Vologne工厂的升级。

该公司希望通过巩固法国市场进一步提高中欧和北欧的市场份额，巩固该集团作为欧洲第

二大专业用途卫生纸产品供应商的地位。

同时，该公司将通过制定长期的环境目标，为行业节能降碳作贡献。Lucart首席执行官

Massimo Pasquini评论说：“我们很高兴宣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巩固和

加强我们在意大利以外地区业务增长的重要战略步骤。我们也非常自豪能够输出一种负责任的、

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将环境成就与经济业绩协同发展。”

作为该项投资计划的关键，公司将于2024年前启用一台新的造纸机，并在法国沃隆河畔拉

瓦尔（Laval sur Vologne）的工厂安装三条新的加工生产线，提高再生纸的生产能力。新的造

纸机将被称为PM15，将实现每年生产4万t的高质量卫生纸。

经过升级改造，拉瓦尔工厂卫生纸总产能有望达到10万t，除了自己的加工线外，它还能为集

团的其他工厂提供服务。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Lucart计划在拉瓦尔工厂周边地区安装一个能

够利用林业木屑生产热能的生物质发电厂，估计每年可减少12000t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该计划还包括在法国东北部的孚日省（Vosges）建设一个新的物流中心。它将是高度自动化

的物流中心，并由低碳型班车提供服务，运营模式将参考意大利卢卡省Diecimo和Altopascio工

厂之间已经实行的成功物流模式。

据悉，该工厂于2008年被Lucart收购，十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为Lucart位于法国的再生纸

巾和食品包装的生产基地。

俄罗斯生活用纸企业Arkhbum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
Arkhbum集团是俄罗斯领先的生活用纸生产商之一，据该公司称，目前正在扩大其产品范

围，在国内市场推出一些新产

品。根据计划，这些新的生活

用纸产品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

过敏反应的风险，将属于公司

Soffione品牌旗下的产品。

此外，在Arkhbum集团的生

产过程中，还引进了另一项独特

的技术：一种无需胶水、用水粘

合纸层的新方法——水粘合技术

（Hydro Bo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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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两年内，该公司将持续扩大其卫生产品的范围，提高生产能力。

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工厂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建设工作。在维美德公司专家的参与下，两台

新纸机的生产厂房设计正在进行中。新的加工车间、原纸仓库和纤维素仓库的建筑工程也正在进

行中。

Arkhbum集团该项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实施投资总额将超过200亿卢布。项目实施将使公

司的产能在2023年提高到14万t/a。

Smurfit Kappa完成对意大利北部一家箱板纸厂的收购
Smurfit Kappa集团宣布，已完成了对Verzuolo纸厂的收购，收购价格为3.6亿欧元。据悉，

Verzuolo纸厂位于意大利北部，工厂的PM9机器在2019年进行升级改造，已经转产成为世界最先

进的再生箱板纸生产线之一，年产能为60万t。此次收购与Smurfit Kappa现有业务高度互补，

预计将为集团及其客户群带来巨大利益。 

Smurfit Kappa集团首席执行官Tony Smurfit评论说：“我们很高兴能提前完成这项收

购。Verzuolo带来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团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更好的供应保障。此次

收购加强了集团的瓦楞包装实力，并支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纸业公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8日，国际纸业公布了其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

第三季度归属于国际纸业的净利润为8.64亿美元（稀释后每股2.20美元），而同年第二季度为

4.32亿美元（稀释后每股1.09美元），2020年第三季度为2.04亿美元（稀释后每股0.52美元）。

2021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包括出售波兰Kwidzyn工厂的税后净收益3.5亿美元（稀释后每股0.89

美元）。

第三季度调整后的运营收益为5.32亿美元（稀释后每股1.35美元），而同年第二季度为4.21

亿美元（稀释后每股1.06美元），2020年第三季度为2.8亿美元（稀释后每股0.71美元）。

第三季度运营产生的现金为6.45亿美元，年初至今总计为19亿美元，而2020年同期年初至此

为23亿美元。

此外，俄罗斯Ilim集团股权收益9,500万美元，使今年迄今为止的收益达到2.45亿美元。

债务减少2.35亿美元，使年初至今的债务达到11亿美元。股票回购2.12亿美元，年初至今达到

3.98亿美元。

对此，主席兼首席执行官Mark Sutton表示，在第三季度，尽管面临重大的投入成本和供应

链挑战，国际纸业的收入、收益和利润率都有所增长，并继续从运营中产生强劲的现金。展望未

来，我们预计第四季度对瓦楞纸包装的季节性需求强劲，之前的价格上涨会带来额外的利润率

扩张。

美洲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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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S u z a n o公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利润创公司

成立以来最好水平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8日，全球领先的纸浆生产商巴西Suzano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财

报，公司在第三季度实现调整后EBITDA利润63亿雷亚尔，经营现金52亿雷亚尔，创Suzano成立

以来的最好水平。

根据公告，第三季度Suzano纸浆销售量为267.3万t，同比增长6%，环比增长5%；纸张销量为

33.6万t，同比增长5%；平均纸浆销售价格为651美元/t，同比增长43%，环比增长4%；平均纸张销

售价格为4,937雷亚尔/t，同比增长21%。

尽管中国市场需求下降，但欧洲和北美纸浆需求强劲，与上一季度相比，欧洲市场的阔叶木

浆基准PIX/FOEX指数上升13%，中国下降15%。根据PIX/FOEX，三季度末针叶浆和阔叶浆价格差

在欧洲为200美元/t，中国为208美元/t。

北美纸企Cascades完成对RDM集团的出售
北美包装纸企Cascades近日宣布，已正式完成了对欧洲Reno De Medici S.p.A.公司57.6%

股权的出售，出售给Apollo Global Management旗下子公司，全现金价格为每股1.45欧元，对

应的现金总价约为3.153亿欧元（约4.61亿加元，不包括交易相关费用）。此次交易最早于2021年

7月5日宣布，历时近半年。

“这项交易将为公司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rio Plourde说道：“从

战略上讲，退出欧洲箱板纸分部的运营有助于使公司专注于加强北美的核心包装和卫生纸业

务。为此，资产剥离的收益不仅将支持正在进行的战略现代化举措和关键项目，还将使公司把资

本返还给股东，并积极主动地管理我们的债务状况。”

Cascades成立于1964年，为包装、卫生和回收行业提供可持续、创新和增值的解决方案。该

公司拥有约10,000名员工，在北美拥有近80家工厂，目前该公司已经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北美纸企Paper Excellence宣布降低Catalyst Crofton工

厂产能
近日，Paper Excellence

公司宣布将于2021年11月对其

Catalyst Crofton工厂进行产能

缩减，时间为期两周。

此次缩减是为了应对持续的

全球物流挑战，并将与该工厂生物

质发电锅炉的停工维修时间相协

调。由于锅炉的关闭对能源成本有

很大影响，该工厂的纸张和纸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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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ASiA

务将从11月9日到11月24日左右进行适当缩减，通过降低产能减少运营成本。预计该工厂造纸产

能将降低1.5万t，纸浆产能将降低1.9万t。

Paper Excellence总部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一家多元化的纸浆和特种纸、印

刷、书写和包装纸制造商。

王子制纸扩大印度地区纸箱事业
王子控股株式会社近日取得了位于印度北部的纸箱生产销售公司Empire Packages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Empire公司）80%的已发行股份。加上Empire公司，王子在东南亚、

印度、大洋洲地区共有35家纸箱生产工厂。

目前，王子在印度北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西部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南部的

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共建设运营有三家工厂。Empire公司在德里地区拥有坚实的客户

基础，可以通过与这些客户间的信赖关系，进一步扩大印度的纸箱事业。

Empire公司成立于1978年12月，总部位于印度昌迪加尔（Chandigarh），工厂位于遮普

(Punjab)，主要负责纸箱的生产和销售，拥有员工约300人。

拓斯克卫生纸机在日本Marutomi纸业集团开机
近日，拓斯克（Toscotec）提供给

日本纸企Marutomi的一台模块化增强

节能型卫生纸机在其位于日本富士市

的Ono纸业工厂开机。这是拓斯克向

Marutomi集团提供的两台卫生纸机中

的第二台，第一台纸机已于2019年第三

季度在Marutomi纸业的工厂投产。

该台拓斯克模块化增强节能型卫

生纸机的幅宽为2,850mm，设计速度为

1,500m/min，年产能超过2.2万t。该纸

机配备了拓斯克下一代靴式压榨、拓斯克钢制扬克缸、拓斯克双系统蒸汽加热气罩和拓斯克专有

的在三菱平台上与日本公司合作开发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供货范围包括拓斯克专利的短接流送

系统、除尘和除雾系统、卷取部的自动卷纸轴输送系统和在线拔轴器。服务包包括了详细的工程

设计、指导安装、调试和开机协助服务。

Marutomi集团成立于1955年，是日本主要的生活用纸生产商之一，在日本经营13家工厂，年

产能为16万t，其中95%为卫生纸，5%为面巾纸和擦手纸，占有日本生活用纸市场约15%的份额。

环 球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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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印度的废纸

出口禁令有望于11

月中旬生效，部分

业内人士认为该禁

令有转圜的可能
根据欧盟（EU）向非经合组

织（OECD）成员国出口的绿色清

单，欧盟废弃物新规则在印度回

收纸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近日欧盟官方公报公布的2021/1840号新欧盟法规中，回收纸所属的条目（B3020）出现在

附件之中，表明该材料从欧盟运往印度的回收纸类货物将被禁止。然而，到目前为止，印度一直允

许进口欧洲废纸，并没有公开表示要减少进口，或者禁止进口，因此印度国内部分业内人士认为，

该禁令是由政府之间的接洽问题所致。 

对此，印度VIPA集团首席执行官Marc Ehrlich先生表示，欧盟2021/1840号条例是对1418/2007号

条例的例行更新，条例具有以下原则：欧盟委员会有义务定期向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包括印度在内）

发出问卷调查，要求其同意欧盟向该国运输不同的回收材料流，包括废纸、废金属等。 

印度N.R.Agarwal公司董事Ashok Bansal先生也解释说，根据市场信息，欧盟每年都会向

每个废物出口目的地国家发送关于塑料和废物处理的信件，并从每个国家获得允许或不允许的确

认。而今年欧盟也对印度政府发出了接受欧盟废纸的确认函，但是印度政府却并没有对欧盟作出

答复，因此欧盟政府默认印度拒绝接受废纸进口，便于2021年10月20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向印度出

口废纸的通知，这属于政府之间的接洽问题。

部分业内人士也认为，印度政府其实并不打算禁止从欧盟进口废纸，只是对欧盟法规更新

的理解问题才导致了这样的禁令，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许多利益相关者认为，印度政府的答复存在误解，非常希望印度政府能迅速纠正，行业人士

希望欧盟委员会在更新法规后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该问题要得到解决，应该在收到答复后的几

周内完成。

不过，如果印度政府对禁令进行修正，可能需要10天、1个月或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还未可

知。目前，已经有多家印度纸厂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希望尽快解决。 

如果该问题得不到解决，按照条例，从2021年11月16日开始，欧洲国家将不会再对印度出口废纸。 

印度Nikita Papers总经理Ashok Bansal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意外的禁令将影响

纸厂的生产标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从欧洲进口的OCC与国内的废纸混合在一起，提高纸张

的强度值（BF），达到30%至40%。这项禁令将扰乱印度国内废纸市场的心理，因为进口废纸的价

格在未来几个月肯定会上涨。

目前，欧盟正等待印度政府的书面确认，然后将启动更正程序来纠正该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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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作为中国造纸协会“中国

造纸周”期间举办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将在连续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湖南长沙举办。

“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原“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是在中国造纸协会指导下，中华纸业

发挥媒体优势，联合各专业领域的龙头企业、院校、科研设计院所以及业内专家、学者等，多方合

力在业内搭建的一个规范、专业、权威的技术交流和培训平台。自2009年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11届，以技术性强、专业度高、规模大、效果好著称。论坛合作单位有晨鸣、太阳、维美德、福伊特、

安德里茨、凯登、巴斯夫、兰泰克、壳牌、环龙、华章、汶瑞、博世科、运达、杰锋、磊展等国内外行

业领军企业和亚洲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齐鲁工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

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远景目标的指引下，必将倒逼造纸企业加快能源结构

调整，而一场新的绿色革命也即将被掀起，为了助力企业更好地抓住这一机遇，特将“2021中国纸

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主题确定为：“聚焦减碳节能新生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论坛将从产

业发展趋势、科技前沿技术、创新实用技术等多方面解读分析减碳节能政策措施，分享成果经验，

以推动造纸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还将组织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成果宣传展示。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造纸协会

协办单位：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汶瑞机械（山东）有

限公司  山东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华纸业  中国造纸协会能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12月24-25日（24日全天报到）（原定时间11月24-25日，因疫情延期）

地点：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地址：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大道325号，酒店联系人：宋亚

波，电话：15874988080，0731-88288888）

2021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暨第十二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通知

“中国造纸周”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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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1、主题报告

（1）产业形势与发展趋势

●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十四五”造纸行业发展纲要解读及2021年中国造纸工业产销形势

分析

● 清华大学张衍国教授：造纸工业能源转型新思路、节能减碳新技术——废弃物能源化解决方案

● 芬兰驻华使领馆/驻华商会/诺唯集团:制浆造纸工业零碳之路实现路径之芬兰经验介绍及国际

解决方案（系列专题报告）

●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早明：“双碳”目标对造纸行业未来发展影响分析及措施

建议

● AFRY中国区总裁韩妍燕：2035年全球浆纸市场预测与发展趋势展望

●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廖研华：拓宽原料来源渠道，东南亚再生纤维浆建设

项目方案选择与建议

（2）科技进步与前沿技术

●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吉兴香教授：高性能木材化学浆绿色制备与高值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潘桂苹：维美德降碳代塑的最新纸机技术及应用经验分享

●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米纤维素市场开发部总经理隋晓飞：纳米纤维素造纸绿色新应用

（3）自主创新与实用技术

●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高浓打浆，提高原生纤维综合效益的新举措及应

用案例

●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汶瑞新型节能高效洗浆与苛化技术装备

● 山东利丰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万印：植物纤维清洁制浆新工艺新技术及其应用效果

2、现场展示：会议现场特设企业产品展示台及宣传展示墙，展示企业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等成

果，以及现场产品演播展示。

3、欢迎晚宴：12月24日18:30开始。

四、费用及其它说明

1、会务费：1960元/人（12月20日前电汇优惠至1760元/人）。

2、住宿费：12月20日前预定并汇款享受会议价，会议协议房间数量有限，以汇款预定先后为准，订

满为止。

开户行：工行济南市高新支行，帐号：1602 0236 0920 0002 165，户名：山东中华纸业传媒有限公

司。电汇后，请及时通知会务组，或在回执“备注”中注明费用已汇。

参会联系人：郝永涛（13361008950微信同号），李嘉伟（18660790728微信同号），电话：0531-88935343；

会议合作联系人：赵琬青（15725121168微信同号），张玉环（13964195135微信同号）

会议最新进展，请关注中国造纸协会网站（www.chinappi.org）、中华纸业网（www.cppi.cn）、中华纸业传媒微信

公众号（cppinet）、浆纸技术微信公众号（pulp-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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