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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优质原料供应不足，某企业在杨木BCTMP生产线

原料中添加了40%的商品桦木片。原料质量变更后，成浆抗张

指数下降20.16%，松厚度下降3.90%。并且工艺调整空间有

限，无法制备满足纸机需求的合格浆料，为解决此问题，对

该进口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在两段预浸渍中加入一台双

螺杆加压浸渍器，对混合木片进行均质化处理。使用新系统

后，与原系统混合材的最优工艺相比，过氧化氢总用量降低

14.15%，氢氧化钠总用量降低9.69%，所得浆料在较高游离

度下，满足纸机对浆料的各项需求。对原料的均质化处理是

解决原料结构波动对化机浆生产线稳定运行影响问题的关

键。

关键词：杨木；BCTMP化机浆；商品桦木片；双螺杆加压浸渍

器

Abstract: Birch chips were added to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poplar BCTMP production line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 supply. A 20% reduction in the pulp tensile index and a 
3.90% one in bulk were obtained after the addition. Moreover,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duce qualified pulp by process conditions 
adjustment alone. The production line was updated with addition 
of a twin-screw pressure impregnator between the first-stage 
and the second-stage impregnation to homogenize the mixed 
wood chips. After the upgrading, the total dosage of hydrogen 

商品桦木片对杨木BCTMP生产线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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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3]。

1  商品桦木片对杨木BCTMP生产线的影响

桦木是北美地区主要的制浆原料之一。与杨木相

比，桦木具有纤维细长、细胞壁薄、基本密度大等特性

（表1）。从化学组分看，桦木的半纤维素含量相对较

高，木质素含量较低，纤维素含量与杨木差异不大[4]。

新鲜桦木是杨木BCTMP生产线理想的替代原料。

然而，该企业此次采购的商品桦木片已在港口存

放超过一年。由图1可以看到，与新鲜杨木片（图2）相

比，该批木片虽然尺寸比较均匀，但已出现霉变现象且

水分均一性较差，基础白度较低，给后续制浆系统的运

行、化学品消耗量的控制和成浆各项指标的稳定制造了

难题。

企业对化学机械浆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主要有：

游离度：CSF320～400 m L，白度≥68.0  %I S O，松厚

度≥2.8 c m3/g，抗张指数≥25.0 N.m/g，纤维束含量

≤0.1%。生产工艺及成浆指标见表2中A1工艺。加入

40%的商品桦木片后，成浆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为控制纤维束含量，车间强化了盘磨处理，成浆游

离度由380 mL  CSF下降至334 mL CSF，纤维束含量

依然超过了控制标准，并且抗张指数下降了20.16%，松

厚度下降了3.90%。为保证白度达标，在漂白段增加过

氧化氢用量9.65 kg/t，成浆白度为68.13 %ISO勉强超

过纸机要求的68 %ISO，下降了1.67 %ISO。

山东某企业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B l e a c h e d 

Chemi-Thermo-Mechanical  Pulp，BCTMP）生产

线原以国产新鲜杨木为主要原料，设计产量10万t/a，生

产白度66%～80%I S O的漂白杨木化学机械浆。所产纸

浆主要应用于该企业新闻纸、高档文化用纸生产线。

该生产线按目前主流BCTM P工艺设计，其流程

为：来自备料系统的合格木片经洗涤、汽蒸后，加入适

量化学药品进行两段预浸渍，再送入锥式高浓磨进行初

段高浓压力磨浆。所得浆料经喷放、热交换后进行高浓

漂白。漂后纸浆经消潜、稀释后送至并联的三台低浓盘

磨机提高强度。磨后纸浆经筛选、洗涤、浓缩后，成浆

在中浓浆塔内储存备用。

杨树是我国北方主要的速生林树种，具有树干高

大、生长速度较快、生命力强、适应性强等特点，一直

是我国北方制浆造纸企业的主要原料来源[1-2]。近年

来，我国杨木种植面积逐年递减，主要原因有：（1）杨

树每年春天释放出大量轻质易燃的

杨絮，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还

会造成交通消防安全隐患；（2）随

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特

别是基于互联网生态的服务业的蓬

勃发展，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

市工作，客观上造成农村劳动力短

缺；（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公共环境、居住环境的要求也

日益提高，景观树木的需求持续上

涨。与景观树木相比，杨木附加值较

低，收购价格相对低迷，农民种植杨

树积极性低。因此，新鲜杨木供应量

日益萎缩，企业急需寻找新的制浆

peroxide and sodium hydroxide were reduced by 14.15% and 
9.69% respectively. The pulp met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aper machine at a higher freeness. The homogenization of raw 
materials is the key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f luctuations in 
the raw materials quality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BCTMP pulp 
production line operation.
Key words: poplar; BCTMP; birch chips; twin-screw pressurized 
impregnator

表1  杨木和枫木的基本属性

杨木

桦木

3.5

2.9

纤维壁厚/

μm

纤维直径/

μm

22.2

19.0

纤维长/

mm

0.9

1.2

基本密度/

kg.m-3

460

580

化学组分含量/%

纤维素

48.3

48.0

半纤维素

27.5

30.4

木质素

20.8

19.0

图1  商品桦木片外观形貌 图2  新鲜杨木片外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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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当纤维原料因长期存放自然风干后，

原生物体内组织液中的各种可溶性物质将沉淀附着于

细胞内壁，此类物质往往表面呈疏水性，将在后续进入

制浆系统后，影响化学药液的渗透[5]。此外，长期暴露

在露天料场的纤维原料会发生腐败现象，严重时会进

一步发生热解作用。各类生物代谢产物和氧化热解反

应产物分子量较小，溶解性较好，在纤维原料进入预浸

或者漂白工序时更容易接触制浆化学品，发生化学反

应。此类物质不仅降低了化学品处理效率，还会影响成

浆的物理性能和光学性能[5-6]。

从加入商品桦木片后高浓盘磨出口浆料的指标变

化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见表3）。化学品用量不变的

前提下，盘磨出口浆料的pH值上升了0.62，商品桦木片

的加入阻碍了化学品渗透，降低了化学品反应效率。木

片均匀适度的软化是取得良好磨浆效果的基础。加入

药液渗透效果不佳、基础白度较低的商品桦木片（见图

2）不仅使得浆料白度下降，而且导致高浓盘磨进料状

态的均匀性变差，磨浆效果随之恶化。车间为控制纤

维束含量，减小了磨盘间隙，增加了磨浆功率输出，出

口浆料游离度下降了80 m L，但纤维束含量依然上升了

4.08%。

因此，如何提高化学品的渗透效果，恢复木片软化

效果是解决商品桦木片对该生产线造成的系统问题的

关键。

2  解决方案

最初，该企业试图通过调整化学品用量和强化盘

磨处理来解决商品桦木片对原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见

表4）。同时提高预浸渍段和漂白段过氧化氢和氢氧化

钠的用量，其中过氧化氢总用量提高到55.50 k g/t，氢

氧化钠总用量提高到47.65 k g/t，并且将浆料游离度降

低至308 m L C SF。虽然所得浆料的纤维束、抗张强度

和白度指标达标，但松厚度降低至2.30 c m3/g，与标准

差异较大。

*杨木桦木混合木片（质量比3∶2），下同。

表2  加入商品桦木片对BCTMP生产线工艺参数及成浆指标的影响

A1

A2

工艺

编号
原料

杨木

混合*

成浆指标

380

334

游离度/

mL

26.18

20.78

抗张指数/

N.m.g-1

2.82

2.71

松厚度/

cm3.g-1

0.075

0.113

纤维束/

%

白度/

%

69.80

68.13

化学品用量/kg.t-1

预浸渍

7.50

7.50

H2O2 NaOH

13.66

13.66

漂白

H2O2

30.00

39.65

NaOH

23.59

23.59

总用量

H2O2

37.50

47.15

NaOH

37.25

37.25

表3  添加商品桦木片后高浓盘磨出口浆料指标变化

A1

A2

工艺编号 原料

杨木

混合

出口浆料指标

660

540

游离度/mL

9.05

9.55

pH

6.67

10.75

纤维束/% 白度/%

43.2

34.4

预浸渍化学品用量/kg.t-1

7.50

7.50

H2O2 NaOH

13.66

13.66

图3  改造后的BCTMP生产线工艺流程

表4  调整化学品用量后的工艺参数及成浆指标

A3

A4

工艺

编号
原料

混合

混合

成浆指标

308

354

游离度/

mL

26.12

24.05

抗张指数/

N.m.g-1

2.30

2.74

松厚度/

cm3.g-1

0.081

0.108

纤维束/

%

白度/

%

69.50

69.87

化学品用量/kg.t-1

预浸渍

9.70

10.06

H2O2 NaOH

15.94

14.88

漂白

H2O2

39.80

44.07

NaOH

30.71

27.44

总用量

H2O2

55.50

54.13

NaOH

46.65

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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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gnator，TSPI），强化对混合木片的揉搓处理，

提高预浸渍段化学品的反应效率。见图3。

双螺杆加压浸渍器是专为低成本、高效率地揉搓木

质原料、实现物料均匀浸渍而设计的新型化机浆磨前预

处理设备。TSP I的揉搓挤压处理不仅可以适度破坏物

料生物学组织结构，增加物料的比表面积，还可以去除

胞腔结构中的空气和可溶性抽提物，提高吸液能力[7]。该

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调节反压螺套的开口尺寸和

处理段数，可以将片状物料解离为杆状、针状以至丝状

（见图4b～图4d），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盘磨对进料状态

的需求[8]。T S P I挤压揉搓处理可以将物料干度提升至

45%以上，风干木片中沉积在细胞壁纹孔中阻碍药液渗

透的霉变、热解产物随废液排出（见图4e），显著改善了

物料的吸液能力。

由表5可见，TSP I的多段挤压揉

搓，可以提高物料的吸液能力，新鲜

杨木片的吸液能力可以提高30%～

249%，混合材的吸液能力可以提高

45%～364%，原料的初始吸液能力

越低，改善效果越明显。此外，TSP I

的均质化处理还显著地消除了风干桦

木片对吸液能力的负面影响。随着处

理强度的逐渐提高，混合材与新鲜杨

木片的吸液能力差别逐渐减少。使用

小开口反压螺套组件三段处理后，混

合材与杨木的吸液能力差值降低至

0.09 m3/t。最终，车间根据后续高浓

随后，在工艺A3的基础上对化学品用量和磨浆

电耗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将氢氧化钠的总用量降低

至42.32 k g/t，并提高成浆游离度至354 m LC SF。虽

然提高成浆松厚度至2.74 c m3/g，但抗张指数下降至

24.05 N.m/g，纤维束上升至0.108%。该批桦木片品质

较差，压缩了工艺调整空间。添加40%商品桦木片后该生

产线已无法生产出满足后续纸机车间需求的合格浆料。

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商品桦木

片的吸液能力，实现混合原料的均质预浸。经过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中试优化和多方

技术论证，公司决定采纳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提出的

技术改造方案。在两段预浸渍停留反应仓之间增设一

台双螺杆加压浸渍器（Tw i n-S c r ew  P r e s s u r i z e d 

表5  TSPI处理对纤维原料吸液能力的改善效果

杨木

混合材

杨木与混合材差值

原料 初始值

1.41

1.04

0.37

吸液能力/m3.t-1

一段处理后

1.83

1.51

0.32

大开口 小开口

2.13

1.86

0.27

二段处理后

大开口

2.17

1.96

0.21

小开口

3.76

3.57

0.19

三段处理后

大开口

2.72

2.55

0.17

小开口

4.92

4.83

0.09

表6  TSPI处理后高浓盘磨出口浆料指标变化

A4

B1

B2

工艺

编号* 原料

混合

混合

混合

出口浆料指标

494

577

643

游离度/

mL

9.67

9.25

8.94

pH

7.27

4.35

5.42

纤维束/

%

白度/

%

36.82

39.61

41.26

预浸渍化学品用量/

kg.t-1

10.06

10.06

10.06

H2O2 NaOH

14.88

14.88

12.30

* A系列为原系统工艺，B系列为TSPI处理后系统工艺。

a为物料初始状态，b～d为不同齿轮开口、不同挤压段数处理后的物料状态, e为TSPI挤出废液。

图4  TSPI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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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磨对进料浓度和状态的要求，选择了合适的TSP I处

理强度。

高浓盘磨出口浆料的指标变化直接反映了TSPI处

理提高物料吸液能力对预浸段化学品的反应效率的改

善（表6）。TSPI的调试工艺（B1）使用了与原系统A4工

艺相同的化学品用量。出口浆料pH由9.67下降至9.25，

出口白度由36.82%I S O上升至39.61%I S O，残余碱液的

下降和物料白度的上升说明强化揉搓处理后，浸渍化

学品与物料发生了更多的有效接触。预浸渍段运行状

况的改善减轻了后续高浓盘磨的处理压力。出口物料在

游离度上升的前提下，纤维束含量下降了2.92%，意味

着新系统在高浓盘磨处理时用更少的机械处理取得了

更好的磨浆效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化学品反应效

率的提高。从表7可以看到，调试工艺B1的成浆指标有

了显著改善，虽然松厚度较低，但成浆抗张强度30.50 

N.m/g远超纸机要求，为后续工艺调整提供了空间。

经过一系列的优化调整，最终确定稳定运行工艺

B2。由表7可见，成浆各项指标均满足纸机要求，纤维束

含量降低至0.061%。与原系统混合材的最优工艺A4相

比，过氧化氢总用量降低14.15%，氢氧化钠总用量降低

9.69%。更重要的是成浆游离度为390 mL CSF，抗张强

度已达到26.81 N.m/g，松厚度已达到2.85 c m3/g，为

制造更高品质的浆种提供了充裕的工艺调整空间。

3  结论

近年来，国内制浆产能持续快速增长，原料短缺问

题日益凸显。使用质量波动较大的商品木片、枝桠材、

农林剩余物等原料生产合格浆料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国内化学机械浆生产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国产设

备双螺杆加压浸渍器在多段揉搓挤压处理过程中，不仅

可以适度破坏原料结构，增加比表面积，还可挤出具有

憎水性的霉变、热解沉积物，实现复杂结构纤维原料的 [收稿日期:2021-05-06]

表7  TSPI处理对BCTMP生产线工艺参数及成浆指标的影响

A4

B1

B2

工艺

编号
原料

混合

混合

混合

成浆指标

354

375

390

游离度/

mL

24.05

30.50

26.81

抗张指数/

N.m.g-1

2.74

2.65

2.85

松厚度/

cm3.g-1

0.108

0.053

0.061

纤维束/

%

白度/

%

69.87

71.03

69.53

化学品用量/kg.t-1

预浸渍

10.06

10.06

10.06

H2O2 NaOH

14.88

14.88

12.30

漂白

H2O2

44.07

44.07

36.40

NaOH

27.44

27.44

25.92

总用量

H2O2

54.13

54.13

46.46

NaOH

42.32

42.32

38.22

均质化处理，提高原料的吸液能力，帮助化学品均匀渗

透，显著改善复杂结构纤维原料对生产线稳定运行的

影响。

山东某企业杨木BCTMP化机浆生产线在技术改

造中，在预浸渍段加入一段TPSI揉搓处理后，提高了预

浸渍段化学品的反应效率。与原系统混合材的最优工艺

相比，过氧化氢总用量降低14.15%，氢氧化钠总用量降

低9.69%，所得浆料在较高游离度下，满足纸机对抗张

强度、松厚度、纤维束含量和白度的需求。改造后的系

统不仅可以为纸机提供合格纸浆，还为制造更高品质

的浆种提供了充裕的工艺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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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在高温条件下处理麦秆纤

维，以促进亚硫酸钠水溶液对纤维酶解性能的改善，利用单

因素试验探究最佳工艺条件。结果表明：在亚硫酸氢铵用量

4%（亚硫酸氢铵计，下同）、处理温度135 ℃、处理时间40 m i n

（浸渍时间15 min，纤维浓度20%）的条件下，亚硫酸氢铵水溶

液的处理效果最佳。在上述条件下，和仅经亚硫酸钠水溶液

处理后纤维的性能相比，经亚硫酸氢铵和亚硫酸钠两段处理

后纤维中木质素和木聚糖的含量显著降低，同时酶解葡聚糖

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提高约21%。

关键词：亚硫酸氢铵水溶液；高温预处理；亚硫酸钠二段法

预处理；麦秆；纤维酶解性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H4HSO3 aqueous solution (the 
first stage) was used to treat wheat straw for the modific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ber enzyme hydrolysis property of wheat 
straw treated in the Na2SO3 aqueous solution (the second stage), 
and the single factor tests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H4HSO3 dosage of 4% 
(calculated by NH4HSO3, the same below), treating temperature 
of 135℃ and treating time of 40min (soaking time of 15min, fiber 
concentration of 20%) were chosen as the optimal conditions. 
Under above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fibers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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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酶解性能的改善。

经文献查阅，亚硫酸氢铵可作为化学浆酸法蒸煮

的试剂，但使用相对较少，同时利用该试剂处理农业废

弃物纤维以改善其在亚硫酸钠水溶液中的反应效率进

而促进其生物酶解这一方向鲜有报道。鉴于上述分析，

在本论文中，笔者利用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处理麦秆纤

维以考察其对亚硫酸钠（亚硫酸钠的处理工艺固定）处

理效率的影响情况，用单因素试验探究最佳工艺条件，

最后和仅经亚硫酸氢铵处理以及仅经亚硫酸钠处理的

纤维对比，考察亚硫酸氢铵一段处理的实际效果。

1  实验

1.1 原料和药品

取足量麦秆并剪成长4 c m的秆片，用95 ℃的热水

浸泡洗涤5 h以除去其中的灰尘、碎皮以及部分杂细胞

等物质，将洗后秆片浓缩至15%的纤维浓度，用磨浆机

将其磨解成粗浆并经缝筛充分筛选后得到细浆，将细

浆离心脱水，搓散后于室温条件下自然风干（该纤维在

本论文中简称“原纤维”），完成后密封保存并在水分

平衡后测定固含量备用。

将亚硫酸氢铵和去离子水按20∶80的质量比充分

混合并配制成水溶液，随后按同样的质量比配制亚硫

酸钠水溶液，完成后将两份溶液密封静置保存以稳定浓

度。

将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纤维二糖酶用醋酸-醋酸

钠缓冲液（pH=4.8）充分溶解并按标准方法测定各自

的酶活，完成后按1∶1.2∶1（比例顺序同上）的酶活比[8]

将酶溶液混合并用缓冲液稀释以调至20 U/m L的酶活

（纤维素酶的酶活计，下同），完成后在4 ℃的温度条件

下密封保存。

1.2 实验方法

取适量原纤维并用微型植物粉碎机充分粉碎，

用孔筛筛选以收集40～60目之间的纤维粉末并于棕色

磨口瓶中平衡水分48 h，随后按标准方法检测其中有

机抽提物（苯-乙醇混合液抽提，本论文中简称“抽提

物”，下同）、灰分和木质素的百分含量，同时取适量检

测木质素含量时得到的硫酸水解液，经氢氧化钠适度

in the Na2SO3 aqueous solution, the contents of lignin and xylan 
in the fibers treated in the NH4HSO3 and Na2SO3 aqueous solution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sides, and the hydrolyzed glucan 
content and the conversion ratio of glucan were increased by 21%.
Key words: NH4HSO3 aqueous solution; high temperature 
pretreatment; two-stage pretreatment of NH4HSO3+Na2SO3; wheat 
straw; fiber enzyme hydrolysis property.

化石能源（如煤和石油）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能源支持，但该能源不可再生，且在使用的过程

中容易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因此在对环境保护以及可

持续发展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利用绿色、可再生的清

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已经成为社会性需求[1]，而相关研

究业已表明生物酒精是良好的替代品[2]。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大米和面粉等资

源作为制备生物酒精的原料，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资源

分布不均且较为匮乏，因此如今多以农业废弃物（如麦

秆、稻秆、玉米秸秆）等廉价物替代[3]。利用上述物质制

备生物酒精的过程包括：原料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法预

处理，预处理后纤维的生物酶解，酶解液中葡萄糖组分

的酵母菌发酵以及发酵产物的提纯等[4]主要步骤，其中

原料的预处理是最重要的操作单元[5]，同时化学法预处

理的效果好于物理法或生物法，碱法化学预处理的效

果好于酸法[6]。

亚硫酸钠是强碱弱酸盐，其水溶液由于亚硫酸根

水解的缘故而呈弱碱性，而农业废弃物纤维中的木质素

组分可在碱性条件下实现大分子碎片化，同时还可以在

亚硫酸根存在的条件下生成磺化木质素进而增加亲水

性，因此亚硫酸钠具备较好的降解木质素的能力[7]，而

木质素会对农业废弃物纤维的酶解过程（本论文中单指

葡聚糖的酶解，因葡萄糖的发酵比木糖或阿拉伯糖容易

很多）起十分明显的阻碍作用，即亚硫酸钠预处理可有

效改善纤维酶解性能；但碱性溶液对半纤维素（农业废

弃物中半纤维素以木聚糖为主）的降解较为有限，而木

聚糖同样可阻碍葡聚糖的酶解，即单独使用亚硫酸钠

难以达到最佳效果，由于酸性条件可实现木聚糖的持

续性降解，因此可采用酸法预处理促进亚硫酸钠对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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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后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水解液中葡萄糖和木糖的

质量并折算成葡聚糖和木聚糖对原纤维绝干质量的百

分比。

取足量原纤维并置于耐酸蒸煮罐中，加入亚硫酸

氢铵水溶液并用清水调至20%的纤维浓度，将蒸煮罐

于室温条件下空转15 m i n以便于纤维对药液的充分吸

收，随后调节加热功率使其以2 ℃/m i n的升温速率加

热至最高温，并在该条件下保温一定时间，以便于预处

理的充分进行，完成后用温水将所得纤维（在本论文中

简称“一段处理后纤维”）洗净并在离心脱水后搓散，

密封保存24 h使水分平衡，随后测定湿纤维的固含量以

便于得率的计算。

将一段处理后纤维室温风干，完成后取适量并用

微型植物粉碎机充分粉碎，用孔筛筛选以收集40～60

目之间的纤维粉末并于棕色磨口瓶中平衡水分48 h，随

后按同样的方法检测其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

葡聚糖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并计算脱除率；另取适量

一段处理后的风干纤维并置于耐碱蒸煮罐中，加入亚

硫酸钠水溶液并用清水调至20%的纤维浓度，将蒸煮

罐于室温条件下空转15 m i n以便于纤维对药液的充分

吸收，随后调节加热功率使其以2 ℃/m i n的升温速率

加热至最高温并在该条件下保温60 m i n以便于亚硫酸

钠预处理的充分进行（亚硫酸钠计用碱量8%，最高温

度140 ℃），完成后用温水将所得纤维（在本论文中简称

“二段处理后纤维”）洗净并在离心脱水后搓散，将湿

纤维室温风干，随后取适量并用微型植物粉碎机充分粉

碎，用孔筛筛选以收集大于100目的纤维粉末并于棕色

磨口瓶中平衡水分48 h，完成后测定固含量并用上述混

合酶溶液对其进行生物酶解操作，完成后检测酶解聚

糖含量及其葡聚糖转化率并在综合分析后确定亚硫酸

氢铵一段处理的最佳工艺。酶解过程简述如下：

取相当于1 g绝干质量的二段处理后纤维粉末于

50 m L碘量瓶中，按15 F PU/g底物的酶用量加入上述

混合酶溶液，用同样的缓冲液调至5%的酶解浓度并加

入适量四环素以防止酶解所得单糖的细菌污染，将碘

量瓶封口完全并在恒温水浴摇床中振荡处理72 h（摇床

转速150 r/m i n、摇床水浴温度50 ℃），酶解完成后将

悬浮液于100 ℃的水浴锅中静置15 m i n使其中的生物

酶完全失活，随后用G4砂芯坩埚真空抽滤并用热水将

滤饼充分洗净以收集全部单糖，抽滤液经旋转蒸发浓

缩后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其中葡萄糖和木糖的质量，以

便于聚糖质量对原纤维绝干质量的百分比（酶解葡聚糖

含量和酶解木聚糖含量）以及葡聚糖转化率（酶解葡聚

糖含量对原纤维中葡聚糖含量的百分比）的计算。

在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保温时间（即

处理时间）60 m i n、亚硫酸钠计用碱量8%以及最高温

度（即处理温度）140 ℃的条件下[9]用亚硫酸钠水溶液

处理原纤维并在完成后用温水将所得纤维洗净，随后

将洗后纤维离心脱水并搓散，平衡水分24 h后测定固含

量并计算得率，将湿纤维室温风干，随后取适量仅经亚

硫酸钠处理以及在上述最佳工艺条件下经亚硫酸氢铵

和亚硫酸钠两段处理后的风干纤维，经微型植物粉碎

机充分粉碎后用孔筛筛选以收集40～60目之间的纤维

粉末，并于棕色磨口瓶中平衡水分48 h，用同样的方法

检测这两种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葡聚糖

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并计算脱除率。

取适量仅经亚硫酸钠处理以及在最佳工艺条件下

仅经亚硫酸氢铵处理后的风干纤维，用同样的方法对上

述两种纤维进行磨粉、筛选（大于100目）以及酶解等操

作，并检测其中酶解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以表征

亚硫酸氢铵单段处理、亚硫酸钠单段处理以及亚硫酸

氢铵和亚硫酸钠两段处理对麦秆纤维酶解性能的改善

效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原纤维的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原纤维的化学组分含量分析如表1所示。

在前期的热水洗涤和磨浆处理过程中，麦秆中的

水溶性抽提物和灰分得以溶出，但原纤维中抽提物和

灰分的百分含量仍高于同等条件下处理后的木纤维，而

这两种物质对葡聚糖的酶解过程起阻碍作用，但由于含

表1  原纤维的化学组分含量分析

百分含量/% 2.15

灰分
有机

抽提物

1.36

木质素

17.92

葡聚糖

41.8

木聚糖

17.3

研究开发  R & D

8
第42卷第20期 2021年10月



量相对较低的缘故，其实际影响不明显。

在前期热水和盘磨机的共同作用下，麦秆中的低

分子量水溶性木质素得以溶出，同时草类原料中的木质

素含量低（和木材原料相比），因此原纤维中木质素含

量低于同等条件下处理后的木纤维，但由于可在热水中

溶出的木质素的质量占总木质素质量的百分比很小，因

此原纤维中木质素的含量依然不低。

阿拉伯糖基（聚合度很低）、氧乙酰基和糖醛酸基

是构成麦秆半纤维素侧链的主要组分，而由于分子量低

以及水溶性较好的缘故，上述三种物质在前期的热处

理过程中很容易降解溶出，这也是笔者未将原纤维中阿

拉伯糖含量纳入检测范围的主要原因。木聚糖构成麦秆

半纤维素的主链（约占半纤维素总质量的90%～95%），

由于聚合度相对较高的缘故，木聚糖在前期处理过程中

的溶出率比阿拉伯糖基、氧乙酰基和糖醛酸基低很多，

此外草类原料中半纤维素的含量高于木材原料，因此原

纤维中木聚糖的含量很高（和同等条件下处理后的木纤

维相比）。由于木质素和木聚糖对葡聚糖（在原纤维中

的含量适中）的酶解过程均起十分显著的阻碍作用，因

此可以推断，原纤维的酶解性能很差，需要用化学预处

理予以改善。

2.2 亚硫酸氢铵用量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亚硫酸氢铵用量（简称“用量”）对一段处理后纤

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如表2所示，亚硫酸氢铵用量对

一段处理过程中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如表3所

示。

随着亚硫酸氢铵用量的增加（处理温度130 ℃、处

理时间45 m i n、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得

率降低，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的脱除率增加。在

用量高于4%时的增幅减小，葡聚糖和木聚糖的脱除率

增加，其中葡聚糖脱除率在用量高于4%时的增幅提高

而木聚糖脱除率在用量高于3%时的增幅提高；一段处

理后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百分含量降

低，在用量高于4%时的降幅减小，木聚糖的百分含量

降低，在用量高于3%时的降幅增加，此外葡聚糖的百分

含量增加。

有机抽提物中含有的油脂以及灰分中含有酸溶灰

分均可在酸性条件下溶出，而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呈酸

表2  亚硫酸氢铵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用量/

%

2

3

4

5

6

抽提物/

%

1.29

1.21

1.14

1.10

1.08

得率/

%

87.3

85.6

83.2

80.4

77.1

灰分/

%

2.06

1.95

1.82

1.77

1.75

木质素/

%

17.25

16.63

15.88

15.56

15.37

42.7

43.2

44.1

44.5

44.8

葡聚糖/

%

16.8

16.1

15.2

14.0

12.6

木聚糖/

%

表3  亚硫酸氢铵用量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用量/

%

2

3

4

5

6

抽提物/

%

17.19

23.84

30.26

34.97

38.77

灰分/

%

16.35

22.36

29.57

33.81

37.24

木质素/

%

15.96

20.56

26.27

30.19

33.87

10.82

11.53

12.22

14.41

17.37

葡聚糖/

%

15.22

20.34

26.90

34.94

43.85

木聚糖/

%

性，且酸性随其用量的增加而增强，而酸性的增强利于

上述物质的脱除，因此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脱除率增

加；用量增加至某一数值时，亚硫酸氢铵对有机抽提物

和灰分的脱除达到极限值（有机抽提物中非油脂组分

以及灰分中的酸不溶灰分难以在酸性条件下脱除，即酸

性条件不能实现这两种组分的持续性脱除，碱性条件

可以实现），这也导致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脱除率在较

高亚硫酸氢铵用量条件下增幅的减小。

尽管酸性条件无法实现有机抽提物和灰分的持续

性降解，但对葡聚糖和木聚糖可以实现，且降解比例随

着药液酸性的增强而增加（在合适的酸度范围内），因

此上述两种物质脱除率的增幅随着亚硫酸氢铵用量的

增加而增加。随着脱除率的增加，一段处理后纤维中各

种组分的绝对含量（即质量）持续减小，进而导致得率

的降低。

木质素中含有酸溶木质素组分，而反应体系酸性的

增强利于该组分的脱除，同时部分木质素和半纤维素

之间存在LCC的化学键连接，而随着反应体系酸性的

增强，半纤维素（可等效为木聚糖）的脱除率增加，这

会导致与其存在上述连接的木质素由于木聚糖脱除的

缘故而断键溶出，因此木质素的脱除率随着亚硫酸氢

铵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酸溶木质素的含量远远低于

酸不溶木质素的含量，且仅有部分木质素可以和半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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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形成上述连接，同时溶出的木质素分子碎片在较强酸

性条件下容易缩合成高分子量的木质素进而回吸到纤

维中，即酸性条件同样无法实现对木质素的持续性降解

（碱性条件可以实现），因此亚硫酸氢铵用量增加至某

一数值时，药液对木质素的脱除同样达到极限值，这也

导致该组分的脱除率在较高用量条件下增幅的减小。

随着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纤维中葡聚糖的绝对

含量减少，但由于化学反应活性低于其它四种组分的缘

故[10]，葡聚糖在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最低（从表3可以

看出，其它组分的脱除率可达葡聚糖的1.5～2.5倍），这

也是该组分在处理后纤维中的百分含量随着其绝对含

量的降低而增加的原因，而由于脱除率高的缘故，处理

后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

量随着其绝对含量的降低而降低。

亚硫酸氢铵用量对二段处理后纤维酶解性能的影

响如表4所示。

随着亚硫酸氢铵用量的增加（处理温度130 ℃、处

理时间45 m i n、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酶

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在用量高于4%时

降低；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在用量高于3%时降低。

在较低亚硫酸氢铵用量的条件下，葡聚糖的脱除

率相对较低，在一段处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高，同时

尽管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这四种对葡聚

糖酶解起阻碍作用的化学组分的脱除率随着用量的增

加而增加，但脱除率同样较低，即这四种组分在一段处

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也较高，而有机抽提物、灰分、

木质素和木聚糖可以在亚硫酸钠处理过程中保护葡聚

糖进而使其不发生显著降解，因此二段处理后纤维中

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糖的绝对含量较高，同时随着

上述四种组分的脱除，葡聚糖和生物酶的可及度得到改

善，这利于其酶解的进行。

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既可以阻碍葡聚糖酶

解的进行，也可以阻碍木聚糖酶解的进行，即随着这三

种组分脱除率的增加，木聚糖在酶解过程中可以更为

有效地降解为单糖，这不仅是低亚硫酸氢铵用量条件下

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解木聚糖含量随着用量的增加而

增加的原因，也是二段处理后纤维中葡聚糖酶解效率得

到改善的另一原因（葡聚糖的反应活性不如木聚糖，且

木聚糖可以屏蔽葡聚糖和生物酶的有效接触。而随着

酶解的进行，部分木聚糖降解为木糖，这会导致二段处

理后纤维中木聚糖绝对含量的进一步降低以及该组分

对葡聚糖屏蔽作用的削弱进而实现葡聚糖酶解性能的

改善）。综合以上因素，经亚硫酸氢铵和亚硫酸钠处理

后纤维的酶解性能得到有效改善，酶解葡聚糖含量和

葡聚糖转化率增加。

亚硫酸氢铵用量偏高时，由于脱除率增幅降低的

缘故，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在一段处理后纤维中

的绝对含量不会有明显变化，即这三种物质仍然可以在

二段处理过程中保护葡聚糖，但此时木聚糖脱除率的

增幅变大，这会导致其在一段处理后纤维中绝对含量

的显著降低进而无法在二段处理过程中保护葡聚糖，因

此此时二段处理过程中葡聚糖脱除率的增幅提高，此

外葡聚糖在一段处理过程中脱除率的增幅也会随着用

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

解反应的葡聚糖的绝对含量的降幅明显；尽管此时其它

四种组分脱除率的增加可以改善葡聚糖和生物酶的接

触效率，但在一段和二段处理过程中葡聚糖损失率的影

响更为明显。因此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解葡聚糖含量

和葡聚糖转化率均降低。同理，尽管此时有机抽提物、

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可以改善木聚糖和生物酶的接触

效率，但木聚糖损失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也导致二段

处理后纤维中酶解木聚糖含量的降低。

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呈酸性，而由于纤维中聚糖组

分在处理过程中的降解而得到的单糖或寡糖在酸性条

件下容易转化为糖醛酸或糠醛类物质（药液酸性越强，

其生成比例越高），且这类物质不仅容易被纤维吸附进

而难以在一段处理后的洗涤过程中完全去除，还会在

二段处理过程中与碱性试剂反应进而降低消耗于有机

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脱除的亚硫酸钠的比

例。此外随着亚硫酸氢铵用量的增加，反应体系的酸性

表4  亚硫酸氢铵用量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用量/

%

2

3

4

5

6

酶解葡聚糖含量/

%

26.6

28.1

30.2

28.5

26.4

酶解木聚糖含量/

%

5.9

6.2

5.7

5.0

4.1

63.64

67.22

72.25

68.18

63.16

葡聚糖转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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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在温度高于135 ℃时的降幅减小，木聚糖的百

分含量降低，在温度高于130 ℃时的降幅增加，此外葡

聚糖的百分含量增加。

处理温度越高，化学反应速率越大，纤维化学组分

越容易脱除，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葡聚糖和木聚

糖的脱除率越高，同时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越高。其在

一段处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越低，进而导致得率的

降低。

由于酸性体系无法实现有机抽提物、灰分以及木

质素的持续性脱除（具体分析见2.2中的相关描述），因

此在处理温度增加至某一数值时，亚硫酸氢铵水溶液

对上述三种组分的脱除率同样可以达到极限值，这也

导致这三种组分在较低温度条件下脱除率的增幅高于

较高温度条件下的增幅（即处理温度高于135 ℃时脱除

率增幅减小的原因）。

酸性体系可实现葡聚糖和木聚糖的持续性降解，

且由于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在较高温度条件下对有机抽

提物、灰分以及木质素的降解难度增加的缘故，此时消

耗于葡聚糖和木聚糖脱除的亚硫酸氢铵的比例增加，这

会促进这两种组分的降解，同时也导致葡聚糖和木聚

糖在较高温度条件下脱除率的增幅大于较低温度条件

下的增幅（葡聚糖和木聚糖分别对应135 ℃和130 ℃的

临界处理温度）。

随着脱除率的增加，处理后纤维中上述五种组分

的绝对含量均减少，但葡聚糖仍是脱除率最低的组分，

同时这也是其在一段处理后纤维中的百分含量不降反

增的原因。而由于脱除率高的缘故，一段处理后纤维中

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均降

低。

处理温度对二段处理后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

7所示。

随着处理温度的提高（亚硫酸氢铵用量4%、处理

时间45 m i n、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酶解

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在温度高于135 ℃

时降低；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在温度高于130 ℃时降

低。

处理温度较低时，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

聚糖在一段处理过程中的脱除率相对较低，这利于其

在二段处理过程中对葡聚糖的保护进而保证可发生酶

增强，此时前期降解生成的木质素小分子容易缩合进

而回吸到纤维中并存在于纤维表面，这会重新屏蔽葡聚

糖和生物酶的有效接触进而导致其酶解性能的降低。

可以看出，过高的亚硫酸氢铵用量不可取，经综合分

析，选择4%的用量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3 处理温度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处理温度对一段处理后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如表5所示，处理温度对一段处理过程中纤维化学组分

脱除率的影响如表6所示。

随着处理温度的提高（亚硫酸氢铵用量4%、处理

时间45 m i n、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得率

降低；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的脱除率增加，在温

度高于135 ℃时的增幅减小，葡聚糖和木聚糖的脱除率

增加，其中葡聚糖脱除率在温度高于135 ℃时的增幅提

高而木聚糖脱除率在温度高于130 ℃时的增幅提高。一

段处理后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百分含

表5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125

130

135

140

145

处理温

度/℃

抽提物/

%

1.26

1.21

1.16

1.14

1.13

得率/

%

86.1

85.2

83.9

82.1

79.9

灰分/

%

2.01

1.93

1.84

1.82

1.81

木质素/

%

16.92

16.49

16.03

15.82

15.71

43.0

43.3

43.8

44.1

44.2

葡聚糖/

%

16.3

15.9

15.4

14.7

13.8

木聚糖/

%

表6  处理温度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125

130

135

140

145

处理温度/

℃

抽提物/

%

20.23

24.20

28.44

31.18

33.61

灰分/

%

19.51

23.52

28.20

30.50

32.74

木质素/

%

18.70

21.60

24.95

27.52

29.95

11.43

11.74

12.09

13.38

15.51

葡聚糖/

%

18.88

21.69

25.31

30.24

36.26

木聚糖/

%

表7  处理温度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处理温度/

℃

125

130

135

140

145

酶解葡聚糖

含量/%

28.8

29.7

30.5

29.4

28.1

酶解木聚糖

含量/%

5.1

5.5

5.2

4.7

4.0

68.90

71.05

72.97

70.33

67.22

葡聚糖

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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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反应的葡聚糖在二段处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同

时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在两段处理过程

中的脱除可以有效改善葡聚糖和生物酶的可及度，而上

述两项因素的协同作用导致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

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的增加。

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还可以改善木

聚糖和生物酶的接触效率，也可以在二段处理过程中保

护木聚糖，且木聚糖在较低温度条件下的脱除率相对

较低，这利于保证二段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的

木聚糖的绝对含量进而促使其酶解性能的改善（二段

处理后纤维中木聚糖在酶解过程中的降解也是葡聚糖

酶解效率得到改善的原因），因此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

中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

处理温度偏高时，尽管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

不会得到显著脱除（即这三种组分仍可保护葡聚糖），

但此时葡聚糖和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幅提高。这既会导

致一段处理后纤维中葡聚糖绝对含量降幅的增加，也

会导致木聚糖在二段处理过程中无法有效保护葡聚

糖。因此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

糖的绝对含量的降幅增加，尽管其它组分脱除率的增

加以及木聚糖在酶解过程中的降解均可以改善葡聚糖

和生物酶的接触效率，但损失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

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

率均降低；而由于同样的原因，此时酶解木聚糖含量降

低。可以看出，过高的处理温度不可取，经综合分析，选

择135 ℃的处理温度作为后续研究基准。

2.4 处理时间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处理时间对一段处理后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如表8所示，处理时间对一段处理过程中纤维化学组分

脱除率的影响如表9所示。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亚硫酸氢铵用量4%、处理

温度135 ℃、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得率降

低；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的脱除率增加，在时间长

于40 m i n时的增幅减小，葡聚糖和木聚糖的脱除率增

加，其中葡聚糖脱除率在时间长于40 m i n时的增幅提

高而木聚糖脱除率在时间长于35 m i n时的增幅提高；

一段处理后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百分

含量降低，在时间长于40 m i n时的降幅减小，木聚糖

的百分含量降低，在时间长于35 min时的降幅增加，此

外葡聚糖的百分含量增加。

纤维化学组分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的降解均非瞬

间完成的过程，需要时间积累，即保温处理不可缺失。

因此随着处理时间（保温时间）的延长，有机抽提物、

灰分、木质素、葡聚糖和木聚糖逐渐降解或溶出，其脱

除率逐渐增加，进而导致其在一段处理后纤维中绝对

含量的减少以及得率的降低。

由于酸性体系无法实现有机抽提物、灰分以及木

质素的持续性脱除（具体分析见2.2中的相关描述），因

此在处理时间延长至某一数值时，亚硫酸氢铵水溶液

对上述三种组分的脱除率达到极限值，这也导致这三

种组分在较短处理时间条件下脱除率的增幅高于较长

处理时间条件下的增幅（即处理时间长于40 m i n时脱

除率增幅减小的原因）。尽管酸性体系不能实现有机抽

提物、灰分以及木质素的持续性脱除，但葡聚糖和木聚

糖可以实现，而这也是葡聚糖和木聚糖在较长处理时间

条件下脱除率的增幅大于较短处理时间条件下增幅的

原因（葡聚糖和木聚糖分别对应35 m i n和40 m i n的临

界处理时间）。

随着脱除率的增加，一段处理后纤维中上述五种

组分的绝对含量均减少，但葡聚糖仍是脱除率最低的

组分，同时这也是其在处理后纤维中的百分含量不降

反增的原因，而由于脱除率高的缘故，一段处理后纤维

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均降

表8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的影响

30

35

40

45

50

处理时

间/min

抽提物/

%

1.30

1.23

1.15

1.14

1.13

得率/

%

87.0

85.8

84.4

82.7

80.6

灰分/

%

1.99

1.92

1.83

1.81

1.80

木质素/

%

17.32

16.73

16.22

15.97

15.85

42.3

42.7

43.2

43.6

44.1

葡聚糖/

%

16.2

16.0

15.5

14.8

13.9

木聚糖/

%

表9  处理时间对纤维化学组分脱除率的影响

30

35

40

45

50

处理时间/

min

抽提物/

%

16.84

22.40

28.63

30.68

33.03

灰分/

%

19.47

23.38

28.16

30.38

32.52

木质素/

%

15.91

19.90

23.61

26.30

28.71

11.96

12.35

12.77

13.74

14.97

葡聚糖/

%

18.53

20.65

24.38

29.25

35.24

木聚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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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处理时间对二段处理后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

10所示。

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亚硫酸氢铵用量4%、处理

温度135 ℃、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度20%），酶解葡

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增加，在时间长于40 m i n时

降低；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在时间长于35 m i n时降

低。

处理时间较短时，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

聚糖的脱除率相对较低，这利于在二段处理过程中对

葡聚糖的保护进而保证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糖在二

段处理后纤维中的绝对含量，此外这四种物质的脱除

可改善葡聚糖和生物酶的可及度，由于上述两项因素的

作用，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

化率增加。

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还可以改善木

聚糖和生物酶的接触效率，也可以在二段处理过程中

保护木聚糖，且木聚糖在较短处理时间条件下的脱除

率相对较低，这利于保证二段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

反应的木聚糖的绝对含量进而促使其酶解性能的改善

（二段处理后纤维中木聚糖在酶解过程中的降解也是

葡聚糖酶解效率得到改善的原因），因此此时二段处理

后纤维中酶解木聚糖含量增加。

处理时间偏长时，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不会

得到显著脱除（仍可在二段处理过程中保护葡聚糖），

但此时葡聚糖和木聚糖脱除率的增幅提高，这既会导

致一段处理后纤维中葡聚糖绝对含量降幅的增加，也

会导致木聚糖在二段处理过程中无法有效保护葡聚

糖。因此此时二段处理后纤维中可发生酶解反应的葡聚

糖质量的降幅增加，尽管此时其它组分脱除率的增加以

及木聚糖在酶解过程中的降解均可以改善葡聚糖和生

物酶的接触效率，但损失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此时

二段处理后纤维中酶解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降

低；而由于同样的原因，组分损失率给予木聚糖酶解效

率的负面影响大于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脱除所

给予的正面影响。可以看出，过长的处理时间不可取，

经综合分析，选择40 m i n的处理时间作为最佳工艺条

件。

2.5 三种处理方式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表10  处理时间对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

处理时间/

min

30

35

40

45

50

酶解葡聚糖

含量/%

28.7

29.9

30.6

30.1

29.3

酶解木聚糖

含量/%

6.0

6.3

5.8

5.4

5.1

68.66

71.53

73.21

72.01

70.10

葡聚糖

转化率/%

表11  三种处理方式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得率/%

有机抽提物含量/%

有机抽提物脱除率/%

灰分含量/%

灰分脱除率/%

木质素含量/%

木质素脱除率/%

葡聚糖含量/%

葡聚糖脱除率/%

木聚糖含量/%

木聚糖脱除率/%

酶解葡聚糖含量/%

酶解木聚糖含量/%

葡聚糖转化率/%

ABF

84.4

1.15

28.63

1.83

28.16

16.22

23.61

43.2

12.77

15.5

24.38

21.4

9.2

51.20

SSF

75.2

0.77

57.42

1.24

56.63

10.85

54.47

46.9

15.62

12.8

44.36

25.3

7.1

60.29

66.5

0.58

71.64

1.02

68.45

8.96

66.75

51.4

18.23

9.88

62.02

30.6

5.8

73.21

ABSSF

注：ABF、SSF和ABSSF分别为原纤维经亚硫酸氢铵（AB）单段处理、亚硫

酸钠（SS）单段处理以及亚硫酸氢铵-亚硫酸钠（ABSS）两段处理后制

得的纤维。

亚硫酸氢铵单段处理、亚硫酸钠单段处理以及亚

硫酸氢铵-亚硫酸钠两段处理对纤维化学组分含量及

其脱除率以及纤维酶解性能的影响如表11所示。

碱性体系可实现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素的持

续性脱除，同时对葡聚糖和木聚糖也可实现一定比例

的降解，而酸性体系仅能实现有机抽提物、灰分和木质

素的部分脱除且比例较低，尽管可以实现葡聚糖和木

聚糖的持续性脱除，但在本论文中的工艺条件下无法实

现，因此SS法的得率低于AB法；由于ABSSF是在同等

条件下（同AB法的酸性条件，同S SF法的碱性条件）由

一段酸性和一段碱性处理叠加而制备，而同等条件下两

段叠加处理对纤维化学组分的脱除率必高于单段酸性

或碱性处理，因此AB法的得率最高，SS法次之，ABSS

法最低，同时ABS S法对纤维化学组分的脱除率最高，

SS法次之，AB法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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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除率越高，处理后纤维中各化学组分的绝对含

量越低，因此ABF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葡聚

糖和木聚糖的绝对含量最高，SSF次之，ABSSF最低，

同时这也是这三种纤维中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

木聚糖的百分含量呈现相同排序的原因（从高到低排

列）。尽管三种处理方式对葡聚糖的脱除率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差异远没有其它四种组分明显，即ABF、S SF

和AB S S F中葡聚糖绝对含量的差异远不如有机抽提

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明显，而AB S S法的得率最

低，制得纤维的质量最小，因此ABSSF中葡聚糖的百分

含量最高，SSF次之，ABF最低。

A B S S法对有机抽提物、灰分、木质素和木聚糖

这四种对葡聚糖酶解起阻碍作用的纤维化学组分的脱

除率最高，因此ABS SF中葡聚糖和生物酶的可及度最

好。同时三种纤维中葡聚糖绝对含量的差异不大，因

此ABSSF中酶解葡聚糖含量以及葡聚糖转化率最高。

由于S S法对上述四种组分的脱除率相对较低的缘故，

S SF的酶解性能弱于ABS SF（酶解葡聚糖含量以及葡

聚糖转化率均低于AB S S F）；AB法对上述四种组分

的脱除率最低，因此ABF的酶解性能最差（酶解葡聚

糖含量以及葡聚糖转化率最低）。由于ABS S法对木聚

糖的脱除率最高、三种处理方式对木聚糖的脱除率存

在明显差异以及木聚糖含量对其酶解性能的影响最为

明显的缘故。ABF中酶解木聚糖含量最高，SSF次之，

ABS SF最低，同时处理后纤维中木聚糖含量的降低有

利于葡聚糖的酶解。因此这也是ABS SF具有最佳酶解

性能的另一个原因。可以看出，将亚硫酸氢铵（弱酸性）

和亚硫酸钠（弱碱性）处理进行叠加的两段处理方式可

有效改善农业废弃物纤维的生物酶解性能，即亚硫酸

氢铵高温预处理可有效提高亚硫酸钠对麦秆纤维酶解

性能的改善效率。

3  结论

(1）利用亚硫酸氢铵水溶液在高温条件下处理麦秆

纤维以提高亚硫酸钠水溶液对上述纤维酶解性能改善

效率的最佳工艺条件为：亚硫酸氢铵用量4%、处理温度

135 ℃、处理时间40 m i n（浸渍时间15 m i n）、纤维浓

度20%。

(2）在上述条件下，和仅经亚硫酸钠水溶液处理后

纤维的性能相比，经亚硫酸氢铵和亚硫酸钠两段处理

后纤维中木质素和木聚糖的含量显著降低，同时酶解

葡聚糖含量和葡聚糖转化率提高约21%。

参考文献

[1] Rajan K, Car r ier D J. Effect of dilute acid pret reatment 

conditions and wash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inhibitors and on 

recovery of sugars during wheat straw enzymatic hydrolysis[J]. 

Biomass and Bioenergy, 2014,62(352):222-227.

[2] Jin Y C, Huang T, Geng W H, et al. Comparison of sodium 

carbonate pretreatment for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wheat straw 

stem and leaf to produce fermentable sugar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137(11):294-301.

[3] Gu F, Wang X W, Jing L , e t a l . Su l f ite -for maldehyde 

pretreatment on rice straw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3,142(8):218-

224.

[4] Jiang K K, Li L L, Long L K, et al. Comparison of alkali 

treatments for efficient release of P-coumaric acid and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sorghum pith[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6,207:1-10.

[5] Huang C X, He J, Wang Y, et al. Associating cooking additives 

with sodium hydroxide to pret reat bamboo residues for 

improving the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and monosaccharides 

production[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5,193:142-149. 

[6] Geng W H, Huang T, Jin Y C, et al. Comparison of sodium 

carbonate-oxygen and sodium hydroxide-oxygen pretreatments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wheat straw[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4,161(6):63-68.

[7] Jiang H, Han B B, Gg J H. Enhancement in the enzymatic 

digestibility of hybrid poplar with poor residual hemicelluloses 

af ter Na 2SO3 pret reatment[J ].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5,180:338-344. 

[8] 黄婷.弱碱预处理对麦草化学成分及酶水解性能的影响[D].南京林

业大学,2012. 

[9] 荆磊.稻草转化乙醇的预处理及酶解性能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 

2010.

[10] 陈嘉川,刘温霞,杨桂花,等.造纸植物资源化学[M].科学出版社, 

2012.

研究开发  R & D

14
第42卷第20期 2021年10月



摘 要：以聚己内酯二元醇（PC L2000）和异佛尔酮二异氰

酸酯（IPD I）为原料，二羟甲基丙酸（DMPA）为亲水扩链剂，制

备水性聚氨酯预聚体，选择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

砜进行改性，得到改性水性聚氨酯（FWPU S）乳液。采用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X-射线衍射（XRD）、热分析

（TG），力学性能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乳液粒径对

水性聚氨酯胶膜进行了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在2θ=21 °处，

FWPUS与WPU相比，更易形成结晶区；FWPUS的胶膜的最大拉伸

强度提升87.84%，最大断裂伸长率提高了173.78%；耐水性增

强214.40%；当胶膜分解50%时，热分解温度提高18.12%，分

解温度达365 ℃；将FWPUS应用于纸张表面，对纸张进行表面

施胶，水接触角提高287.76%；耐折度提高347.06%。

关键词：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水性聚氨酯；耐

热性能；纸张

Abstract: The modified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emulsions 
( F W PUS) wa s p re pa re d by mod i f y i ng t he wa t e rbor ne 
polyurethane prepolymers which were synthesized with poly 
caprolactone glycol (PCL2000) and isophorone diisocyanate (IPDI) 
as raw material, dihydroxy methyl propionic acid (DMPA) as 
hydrophilic chain extender by bis-[4-(2-hydroxyethoxy) phenyl] 
sulfone, respectively. The structure of bis-[4-(2-hydroxyethoxy) 
phenyl] sulfone was characterized by 1HNMR.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film were characterized 
by FT-IR, XRD, TG,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alysis, SEM 
and Emulsion particle siz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2θ=21°, 
FWPUS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crystallization region than W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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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聚氨酯(W PU)作为一种具有高弹性、较高的

弹性模量等独特性能的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涂料、造

纸涂布、黏附剂等相关领域[1]。但当外界温度超过80 ℃

后，WPU材料拉伸强度、弹性模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限制了其作为功能树脂方面的应用[2-5]。硬链段和软

链段在热力学上具有自发分离的倾向。硬链段易聚集在

一起，形成许多微区，分布于软段相中，形成微相分离

结构。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嵌段和调节软硬段间的比

例对WPU进行设计，从而合成出具有不同机械性能及

热性能的WPU以适应不同的应用要求[6-8]。

双酚S型树脂，由于引入了-S O2-极性基团，合成

树脂的热变形温度，热稳定性和黏结强度均较双酚A型

树脂有较大程度提高[9,10]。常用于聚碳酸脂[11]、聚酯树

脂[12]、聚砜[13]的工业原料等，双酚S的引入，可提高大分

子的结构规整性和刚性链段占比，力学性能也相应提

高[14]。但单纯的双酚S结构会使材料变脆，因此通过分

子设计，制备了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引入

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在分子中引入砜基

极性基团的同时，引入醚键、烷基柔性链段，制得砜基

水性聚氨酯，以期在耐高温涂料、造纸涂布，电子封装

材料方面拓展其应用。

1  实验

1.1 原料与仪器

原料：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 PD I），工业级，拜

耳（中国）有限公司；聚己内酯（PCL  2000），工业级，

济宁华凯树脂有限公司；二羟甲基丙酸（DM PA）、

三羟甲基丙烷（TM P）、双-[4-（2-羟基乙氧基）苯

Compared with WPU,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ngth of FWPUS 
films increased by 87.84%, and the maximum elongation at break 
increased by 173.78%. Water resistance increased by 214.40%. 
When the film decomposition is 50%, the thermal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increased by 18.12%, the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reached 365 ℃. When the FWPUS was applied to the paper 
surface, the contact angle of water was increased by 287.76%, and 
the folding resistance was increased by 347.06%.
Key words: bis-[4-(2-hydroxyethoxy) phenyl] sulfone;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heat resistance; paper

基]砜，AR，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二月桂酸二丁

基锡（DBTDL）、N-甲基吡咯烷酮（NMP）和三乙胺

（TEA），AR，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V E C T O R-2 2 型傅里叶变 换 红 外光 谱 仪

（FTIR）、D8  Advanc e型X-射线衍射仪（XRD），

德国布鲁克B r u k e公司；TGA  Q500型热重分析仪

（TG），美国TA公司；A I-7000-NGD型伺服材料多

功能高低温控制试验机，高特威尔（东莞）有限公司；

DSA-20型视频光学接触角，德国KRUSS公司；S4800

型号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理学公司；J X-X型纸张

可勃吸收性测定仪，杭州研特科技有限公司；DC P-

M I T135A电脑测控耐折仪，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

公司；Zetas i z er  Nano－ZS动态激光光散射仪，英国

Malver公司；L&WSE-062型抗张强度测定仪,埃登威

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水性聚氨酯乳液的制备 

将6.44 g  IPDI、14.08 g  PCL、1.40 g  DMPA 

加 入 装 有搅 拌 装 置的三口烧 瓶中，滴 加 计 量 的

DBTDL、NMP，在恒温水浴锅中加热至80 ℃进行交联

反应2 h，加入计量的TM P进行扩链反应1 h，温度降

至40 ℃后滴加计量的TEA进行中和反应0.65 h，得到

水性聚氨酯预聚体，在高速搅拌下加入去离子水反应

15 m i n，减压蒸馏去除溶剂，得到固含量为25%的水性

聚氨酯乳液（WPU）。

1.2.2 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改性水性聚氨酯合成

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改性水性聚氨

酯的合成方法同1.2.1。改性物（TMP）替换为双-[4-

（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合成乳液命名为FWPUS。

反应路线如图1所示。

1.2.3 胶膜的制备

将制备好的乳液分别取20 g乳液倒于聚四氟乙

烯板中（挑出气泡），在黑暗环境下自然干燥5 d后，在

40 ℃的真空烘箱中继续干燥4 d，分离取出，待测。

1.2.4 纸张表面施胶

采用手工涂布法：乳液稀释至0.5%进行表面施胶，

干燥后待测（WPU纸为WPU施胶后的纸张，WPUS纸为

WPUS施胶后的纸张，FWPUS纸为FWPUS施胶后的

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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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性能测试及表征

1.3.1 FT-IR

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研究不同乳液的官能团。 

1.3.2 XRD

将制备好的薄膜进行测试，扫描速度为5 °/min，

扫描角度10 °～60 °。

1.3.3 力学测试

胶膜（50 mm×4 mm）的力学性能是由万能拉伸

试验机对薄膜进行拉伸试验，以50 mm/m i n的恒定速

度在4900 N的测压下测量的。

1.3.4 水接触角测试

胶膜（20 mm×20 mm）的水接触角值是在DSA-

20型视频光学接触角下测量的（多次测试，取平均值）。

1.3.5 吸水率测试

胶膜（30 mm×30 mm）烘干称重（m0），浸泡去离

子水中48 h称重（m1）（去除膜表面的水分后称重）。吸

水率（WA）由式（1）计算：  

WA/%=(m1-m0)/m0×100%              (1)

1.3.6 TG

用TGA  Q500型热重分析仪（TG）分析薄膜的分

解。将4～6 m g样品在氮气气氛中的铂坩埚中以10 ℃/

min的加热速率从30 ℃加热至600 ℃。

1.3.7 扫描电镜测试（SEM）

先使用液氮对胶膜样品进行脆断处理，将其黏贴、

喷金，对胶膜样品进行断面形貌测试。

1.3.8 乳液粒径测试

将乳液稀释1000倍后，进行乳液粒径测试。

1.3.9 纸张性能测定

乳液稀释至浓度为0.5%，用于纸张表面施胶。

水接触角测试：施胶纸张（20 mm×20 mm）的水

接触角值是在DSA-20型视频光学接触角下测量的（多

次测试，取平均值）。 

纸张表面吸水值测定：按照GB  450裁取纸样，进

行吸水值测定。耐折度测试：使用DCP-MIT135A电脑

测控耐折仪，参照GB/T  457-2008进行。抗张强度测

试：裁样，使用L&WSE-062型抗张强度测定仪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FT-IR分析

图2是WPU、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和

FWPUS红外光谱图。由图2所示，双-[4-（2-羟基乙

氧基）苯基]砜曲线中3420 cm-1附近是-OH的伸缩振动

峰，2950 c m-1处对应A r-H的伸缩振动峰，在WPU和

FWPUS曲线中2000～2500 c m-1之间无峰出现，说明

-NCO已经反应完全；1750 cm-1处是C=O和-O-的特

征吸收峰，其次2949 c m-1处都出现饱和C-H的伸缩振

动吸收峰，1150 c m-1附近是-S O2-的特征吸收峰，因

此说明了水性聚氨酯乳液成功改性。

2.2 力学性能分析

图3是WPU和FWPUS胶膜的应力-应变曲线。如

图2  WPU、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和FWPUS 

红外光谱图1  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改性WPU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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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和表1所示，与WPU胶膜相比，FWPUS胶膜的拉伸

性能随着改性物的相对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因为改

性物结构中含有苯环等刚性结构的同时，也引入醚键、

烷基等柔性结构，使得FWPUS显示出更好的柔韧性。

2.3 耐水性分析

图4为WPU和FWPUS胶膜吸水率柱形图。如图4所

示WPU和FWPUS胶膜的吸水率依次呈现出减小趋势。

未改性的WPU胶膜的吸水率为11.57%，当使用双-[4-

（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改性时，FWPUS胶膜的吸水

率仅仅为3.6%，表明改性之后FWPUS的耐水性增强。这

是因为聚合物的分子量升高，体系引入憎水基团的同时，

同时也引入刚性结构，使得分子排列更加规整，同时链与

链之间的作用增强，成膜致密性上升，耐水性增强。 

2.4 水接触角分析

图5为WPU和FWPUS胶膜的水接触角。由图5所

示，WPU胶膜的水接触角仅为77.9°，FWPUS的水接

触角为126.3°。当引入改性物时，随分子量的进一步增

大，引入刚性结构，使得体系的交联密度增大，疏水性增

强，此结论也与所做的胶膜吸水率测试结果保持一致。

2.5 X-射线衍射（XRD）分析

图6是WPU和FWPUS的X-射线衍射（XRD）光

谱图。如图6所示，在2θ=20 °附近WPU和FWPUS都

存在一个较宽的弥散射峰，与WPU相比，FWPUS  在

2θ=21 °和2θ=24 °附近有2个尖锐的衍射峰，说明

FWPUS与WPU相比，更易形成结晶区。因为改性物中

引入了醚基、乙基等柔性基团，使得软链段结构有足够的

链长，链间密度增强，使乳液充分结晶，衍射峰尖而强。

2.6 热分析

WPU和FWPUS胶膜的热分解曲线以及相关分

解数据如图7和表2所示。由图7所示，WPU和FWPUS

胶膜的热分解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胶膜中水分及有机挥发分的分解；第二个阶段为：水性

聚氨酯硬段结构的分解；第三个阶段为：水性聚氨酯

软段结构的分解。从表2中可以看出，双-[4-（2-羟基

乙氧基）苯基]砜的引入明显地提升了FW PUS胶膜的

表1  WPU和FWPUS胶膜的力学性能

样品

WPU

FWPUS

拉伸强度/

MPa

16.03

30.11

断裂伸长率/

%

492.76

666.54

图3  WPU和FWPUS胶膜的应力-应变

图4  WPU和FWPUS胶膜吸水率 图6  WPU和FWPUS的XRD谱图

图5  WPU和FWPUS胶膜的水接触角

WPU FW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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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稳定性。WPU和FWPUS胶膜的初始分解温度分别

278 ℃和325 ℃，改性后提升了47 ℃。当胶膜的分解为

20%时，FWPUS胶膜分解温度比WPU分解温度提高

了32 ℃。当胶膜的分解50%时，改性前后温度为309 ℃

和365 ℃，FWPUS同比提升了56 ℃。当胶膜接近完全

分解，较改性前提高了81 ℃。由此可以看出，改性后

FWPUS胶膜的耐热稳定性显著提高。此外，改性物的

引入增强了水性聚氨酯分子链的极性，分子间相互作用

力也增加，耐热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2.7 粒径分析

WPU和FWPUS乳液粒径分布如图8所示，WPU

乳液的平均粒径为64.82 n m。当改性水性聚氨酯时，

FW PUS乳液平均粒径减小，这是由于改性物中含有

-OH等亲水性基团，这些亲水性基团的引入提高预聚

体在水中的乳化分散能力。结果表明乳液平均粒径减

小，FWPUS乳液粒径为46.56 nm，且分布集中均匀。

亲水性基团的增加使得分散体粒子交联的更好，均匀分

布，导致粒径减小。

2.8 应用性能

2.8.1 施胶纸张水接触角分析

如图9和表3所示，原纸是未施胶原纸的水接触角，

WPU纸和FWPUS纸是不同乳液稀释至0.5%之后对纸张

进行表面施胶后的水接触角。由图9可知，原纸的水接

触角为29.4 °，WPU纸和FWPUS纸的水接触角分别为

75.1 °、114.6 °，施胶后的纸张均比原纸张的水接触角

高，对比WPU纸和FWPUS纸的水接触角的变化，这是因

图7  WPU和FWPUS胶膜的热分解曲线

表3  不同乳液对纸张施胶度的影响

样品

Cobb60值/g.m-2

原纸

110 39

WPU纸

26

FWPUS纸

图8  WPU和FWPUS乳液粒径分布

图9  不同乳液施胶纸张的水接触角

图10  不同纸张的耐折度和抗张强度

注：T20%、T50%、T90%分别为不同胶膜分解20%、50%、90%所对应的温度。

表2  WPU和FWPUS胶膜的热分解相关数据

样品

WPU

FWPUS

T20%

288

320

T50%

309

365

T90%

337

418

初始分解温度

278

325

分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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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乳液中含有苯环等疏水性基团，使得纸张表面形成一

层层致密的保护膜，施胶液与纸张纤维间的化学交联作

用减少，耐水性提高，疏水效果更持久。因此随着相对质

量分数的增大，施胶纸张的Cobb60值逐级递减。 

2.8.2 施胶纸张耐折度、抗张强度分析

由图10所示，施胶不同乳液后纸张的耐折度和抗张

强度明显强于未施胶的原纸，而进一步通过改性WPU

得到的乳液施胶纸张表面，FWPUS纸张抗张强度最大

可达58.3 N/mm2，相对于未施胶原纸提升了96.96%，

纸张耐折度最大可达76次，比未施胶原纸高出59次。因

为改性物中包含多个苯环等刚性基团，随其添加量的增

加，造成聚合物中软段聚集，分子链柔性增强，导致施胶

后的纸张表面交联密切，增强纸张的韧性。

3  结论

以双-[4-（2-羟基乙氧基）苯基]砜为原料替换了传

统的扩链剂(TMP)对水性聚氨酯进行了改性，成功合成

了一种含砜基的水性聚氨酯乳液，并将其在聚四氟乙烯

板上制备成胶膜。研究发现，与未改性的水性聚氨酯乳

液相比较，其胶膜在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上均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并且大大降低了在空气中的吸水率，从而提高

了胶膜在空气中的抗氧化能力。此外，随着改性砜基在

反应体系中相对质量分数的增加，增大了分子的链段，使

其胶膜的玻璃态转化温度升高，易形成结晶区，柔性基

团的引入增强了胶膜的力学性能。最后，将改性前后的两

种施胶剂通过在纸张上施胶，FWPUS作为纸张施胶剂

增强了纸张的耐水性、耐折度以及抗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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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麻纤维是一种古老的天然纤维素纤维之一，其特殊的物理结构

及化学性能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常被学者以多种加工方式加以研究

与开发。水刺技术在非织造布生产领域具有流程短、工艺简单、无污染及产

品多样性等特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是一个朝阳的行业。水刺工艺复合加

工是非织造行业生产高性能和高功能性产品的一种常见方式。本论文通过

汉麻纸与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采用水刺工艺对以上两种材料进行水刺复合，

并对复合材料的抑菌性能、物理性能及结构进行了分析。该复合材料具有良

好的抑菌性、断裂强度和吸湿扩散性；同时，具有特殊的两面性。复合材料

手感舒适、滑爽、柔软，易于折叠，在卫生护理、伤口敷料基材、包装、隔热

材料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麻纤维；汉麻纸；Lyocell纤维；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抑菌性

Abstract: Hemp fiber is one of the ancient natural cellulose fibers. Its special 
physical structure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have hig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often studied and developed by a variety of processing methods. 
Spunlaced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nonwovens produc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process, simple process, no pollution and product diversity, which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and is a sunrise industry. Spunlaced composite processing 
is a common way to produce high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al products in 
nonwovens industry. In this paper, hemp paper and Lyocell fiber nonwovens were 
Spunlaced composite by spunlaced process, and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tructure of the composite were analyzed.cThe composite 
has good antibacterial property, fracture strength and hygroscopic diffusivit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wo sides. The composite material is comfortable, smooth, 
soft and easy to fold. It has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fields of health care, 
wound dressing base material, packaging, heat insulation material and so on.
Key words: hemp fiber; hemp paper; Lyocell fiber; Lyocell fiber nonwovens; 
bacterio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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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材料

汉麻纸、Ly o c e l l纤维非织造布、高锰酸钾、

0.03 m o l/L磷酸盐缓冲液（PB S)、营养琼脂培养基 

(NA)、营养肉汤培养基（NB）等。

1.3 实验过程

1.3.1 汉麻纸

汉麻纸由某纸厂提供。汉麻纸是采用蒸煮和漂白

后的汉麻纤维和针叶浆纤维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抄

纸方法加工而成。汉麻纤维配比为30%～100%，针叶木

浆纤维配比为0～70%，汉麻纸的汉麻纤维含量分别为

30%、50%、100%。

纤维原料经过一定功率的盘磨处理，针叶木浆纤

维长度2.05～3.57 mm，宽度32.7～57.6 μm；汉麻纤

维长度1.03～2.55 mm，宽度16.7～26.2 μm。木浆纤

维具有多羟基的化学结构，大量的羟基使得纤维素具

有极强的亲水性能[9]。汉麻表面形成的天然毛细通道和

中腔连通，使其具有优异的毛细效应、透气性及吸湿排

汗性[10]。汉麻纤维经过盘磨打浆后，部分纤维末端会产

生一定的分丝帚化，更进一步地提高纤维之间的接触面

积及缠结效果；同时，有利于水分的传送与疏导，并快

速地散失。分丝帚化的汉麻纤维在纸页抄造过程中会一

定程度地提高纸页强度。汉麻纸是由100%纤维素纤维

通过造纸技术加工而成，在自然条件下可生物降解，对

环境友好，不会造成污染。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汉麻纤维

和针叶木浆纤维见图1、图2。汉麻纸物理指标见表1。

1.3.2 Lyocel l纤维非织造布  

Ly o c e l l纤维为100%的纤维素，可在较短时间内

完全生物降解为无机物CO2和H2O，重新参与自然生态

系统的物质循环，对环境无任何污染，被誉为21世纪的

汉麻在我国种植面积非常广泛，是一种资源丰富

的可再生性环保原料，其制备的汉麻纤维是人类最早使

用的一种生态纺织原料。由于汉麻纤维独特的结构，其

制品具有吸湿、透气、耐热、抗菌、防紫外线、防辐射、

消声吸波、无刺痒感等多种特性，因此汉麻被公认为天

然和绿色环保纤维[1]。汉麻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碳汇”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CO2，

并以有机物的形式固定于植物体内，具有明显的固碳效

应，是一种很好的低碳环保经济作物[2]。采用汉麻制造

的产品也称为“碳汇产品（CO2 Sink Products）
[3]”。

非织造水刺技术是通过高压水流对纤维网加固，

形成具有一定面密度和强度的非织造布[4]。水刺非织造

布具有手感柔软、悬垂性好、吸湿性好、透气性好、外观

光滑、不起毛等特点[5]。由于水刺非织造布的用途广泛，

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之中，因此最近几年，在各类非织

造布生产技术中，以水刺非织造布发展最快[5]。

广义上讲复合材料包括一切双组分以上的结构体，

包括混合型和层合型两种[6]。复合技术不是简单的叠加，

它有较大的功能或性能增效作用[7]。水刺技术加工的原

料选择面广，加之技术自身具备工艺灵活多样性，这些都

为其复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8]。且随着非织造布技术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相关技术产品与水刺非织造布进

行复合，加工出新型的水刺复合非织造布材料。

本课题通过汉麻纸与水刺非织造复合工艺制备了

一种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考察了该复合材料的抑菌

性和物理性能，并通过显微镜分析了复合材料的结构，

并探讨了复合材料在茶叶包装、伤口敷料基材、卫生护

理、隔热材料等领域的潜在应用。

1  仪器、材料与实验过程

1.1 实验仪器

YG026P C-250电子强力机、

JA26038电子天平、YG(B)871型毛细

管效应测定仪、YG812DB渗水性测定

仪、YG141织物厚度仪、电子显微镜、

101-3型电热鼓风干燥箱、DHZ-D型

恒温振荡器、SPX-250-Ⅱ恒温培养

箱、LDZM-40KC S-Ⅱ立式压力蒸

汽灭菌器、三角烧瓶等。 图1  汉麻纤维（×100倍）     图2  针叶木浆纤维（×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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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纤维”[11]。Lyoc e l l纤维具有强度高、伸长小，水

刺后的产品变形小、尺寸稳定性高等特点。Lyo c e l l纤

维的水刺非织造布可广泛用于医用纱布、用即弃的擦拭

布、妇女卫生护理材料、面膜材料、环保复合材料等领

域。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物理指标见表2。

1.4 汉麻纸非织造布复合过程及指标检测

首先，将含有不同汉麻纤维配比的汉麻纸分别编

号为A、B、C，其中汉麻纤维的含量分别为30%、50%、

100%，其余为针叶木浆纤维。其次，将事先准备好的

Lyoc e l l纤维非织造布（使用字母“N”代替）依次与不同

汉麻纤维含量的汉麻纸通过水刺工艺技术，将两种材料

进行水刺复合，从而获得一种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实

验水针头压力分别为4.0 MPa、6.5 MPa、5.5 MPa，运行

速度为10 m/m i n。最后，将复合材料放置在鼓风干燥箱

内干燥，干燥好的复合材料在自然条件下平衡8 h以后，测

试其各项物理指标。由于汉麻纤维为天然纤维材料，抑菌

机理同添加抗菌剂方式不同。因此，该复合材料引用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中的非溶出性

抗（抑）菌产品抑菌性能的试验方法，对汉麻纸非织造复

合材料进行测试。根据汉麻纸中汉麻纤维含量的不同，对

相应的复合材料进行编号为NA、NB、NC。

2  结果与讨论

2.1 抑菌性

汉麻纤维具有抗菌性能，据文献[12]报道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方面是化学成分抑菌，大麻酚类物质，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具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另一方面是结构性抑菌，汉

麻纤维连续中空多孔的结构，使得纤

维内部充满氧气，厌氧菌难以生长繁

殖。根据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汉麻纸

汉麻纤维含量的提高，材料对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

抑菌性有增强的趋势。汉麻纸非织造

布复合材料抑菌性见图3。

2.2 物理性能

在实验过程中，随着汉麻纸中的

汉麻纤维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相

关性物理指标也发生变化。复合材料

物理性能指标见表3。

2.2.1 断裂强度及伸长率

如图4、图6所示，随着选用的汉麻纸中汉麻纤维

含量的不断增加，复合材料的断裂强度表现出明显的

变化，纵向断裂强度和横向断裂强度都呈现出增长的

趋势。由于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与断裂强度在一定程度

表2  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物理指标

名称

Lyocell纤维

非织造布

MD断裂强度

(N/5×10cm)

109.78

定量/

(g.m-2)

42.4

MD断裂

伸长/%

21.4

CD断裂强度

(N/5×10cm)

33.67

CD断裂

伸长/%

79.2

厚度/

mm

0.37

吸水量/

(g.g-1)

11.793

表1  汉麻纸物理指标

名称

汉麻纸A 

汉麻纸B

汉麻纸C

纵/横断裂强度

(N/5×10cm)

13.38

16.73

27.90

定量/

g.m-2

21.5

21.3

22.2

1.6

2.4

3.5

纵/横断裂

伸长/%

0.12

0.10

0.10

厚度/

mm

图3  汉麻纸非织造布复合材料抑菌性

图4  纵向断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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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复合材料物理指标

方案

NA复合材料

NB复合材料

NC复合材料

MD断裂强度

(N/5×10cm)

112.22

119.56

120.24

定量/

(g.m-2)

63.56

63.29

62.89

MD断裂

伸长/%

20.7

19.8

17.4

CD断裂强度

(N/5×10cm)

38.62

38.86

39.66

CD断裂

伸长/%

77.0

75.6

73.8

厚度/

mm

0.74

0.65

0.56

上表现为相反的关系；因此，断裂伸长呈现出下降的趋

势，如图5、图7所示。通过复合材料的断裂强度和断裂

伸长指标，间接地反映了汉麻纸与Lyo c e l l纤维非织造

布水刺复合良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整体断

裂强度；同时，也改善了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指标。

2.2.2 厚度

在水刺工艺复合过程中，复合材料的厚度影响因素

较多且相对比较复杂。复合材料的厚度受水针板压力、

托网网型、原材料及生产工艺等因素影响。在实验过程

中，复合材料的整体厚度增加比较显著，远大于两种原

材料的总和，主要跟水刺工艺技术有关。在确保生产工

艺稳定及网型不变的情况下，复合材料的厚度主要受原

材料的类型影响，随着汉麻纸中汉麻纤维含量的增加，

厚度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选用的汉麻

纤维相对针叶木浆纤维要短且细，纤维相对较软，在高

压水刺射流过程中，纤维穿插缠结更

加紧密，从而间接降低了复合材料的

相应厚度。如图8所示。

2.3 吸湿扩散性能

汉麻纤维的物理结构非常特

殊。纤维中心有较大的空腔，纵向表

面分布着许多裂缝和相连的孔洞，并有螺旋纹[13]。同

时，汉麻纤维本身属于纤维素纤维，纤维的吸湿性非常

好，并且汉麻纤维具有独特的裂缝和孔洞结构，从而使

得液体能够迅速地扩散到织物表面。在实验过程中，复

合材料随着汉麻纸汉麻纤维的含量不断增加，在复合

材料汉麻纸面液体能够迅速地在织物表面发生扩散。

同时，液体的扩散面积随着汉麻纸汉麻纤维含量的增

加呈扩大的趋势。如图9、图10所示。

2.4 材料结构

2.4.1 横断面

将Lyocel l纤维非织造布、不同汉麻纤维含量的汉

麻纸及相对应复合材料的横断面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图11为Lyo c e l l纤维非织造布的横断面，通过显微镜观

察可以看出，纤维之间的相互错乱交叉密集，缠结效果

较好，并且纤维相互之间堆积比较稀松，松厚度较大，

  图5  纵向断裂伸长

图6  横向断裂强度  

图7  横向断裂伸长

图8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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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水刺非织造布材料手感丰厚、柔软的主要原因

之一。同时，由于Lyocel l纤维本身持有的特殊性能，赋

予了非织造布丰满、滑爽、柔软的布面特质。图12为不

同汉麻纤维含量汉麻纸的横断面，纤维之间堆积比较

紧密，致密性较高，松厚度较低。图13为不同汉麻纤维

含量的复合材料，上表面为汉麻纸，下表面为Lyo c e l l

纤维非织造布。汉麻纸面，纤维之间贴合比较紧密，平

整度、致密性及质感较强，手感滑爽舒适；Lyocel l纤维

非织造布面，还有一部分Lyo c e l l纤维裸露在复合材料

表面，表面纤维比较稀松，纤维毛多且较为松散，手感

丰厚、柔软度较好。当然，复合材料中的两种纤维之间

不是绝对地分隔开来；相反，纤维相

互之间是有紧密的缠结交织，部分汉

麻纤维由于高压水刺射流作用的影

响，会穿过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层，

并与Lyocel l纤维相互缠结。Lyocel l

纤维也会受到高压水流反弹作用，迫

使Lyoc e l l纤维反弹穿插到汉麻纸表

面，并与汉麻纸纤维缠结。因此，汉

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不仅具有双面

性的特点；同时，正反面均有两种纤

维原料的性能。

2.4.2 平面

如图14、图15、图16所示，将不

同汉麻纤维含量的汉麻纸、Lyo c e l l

纤维非织造布及相应复合材料的平

面分别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从电子

显微镜图像中看出，图14不同汉麻纤

维含量的汉麻纸平面，均可以看到汉麻纤维表面存在

无规则的细微缝隙。随着汉麻纤维比例的增加，汉麻纤

维在汉麻纸中均匀分布会更加地密集。可以清晰地看

到平面图15纤维之间的缠绕交错复杂，纤维堆叠较为

分散和蓬松，手感丰满、柔软和滑爽。图16为汉麻纸非

织造布复合材料的纸面和布面。原料经水刺工艺复合加

工后，复合材料纤维之间仍然有较高的缝隙，透气性极

高；同时，复合材料两面依然保留原有材料的各自特点，

并且根据水刺工艺加工的特点，纤维之间存在较好的相

互穿插和缠结，给该复合材料的多样性功能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发挥出更好的潜在利用价值。

3  非织造复合材料的应用展望

3.1 茶叶包装

随着普洱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包装材料的选择

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部分经销商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

于是在茶叶包装上设计出较多的包装方案，采用金属

礼盒、实木、陶瓷、塑料等材料制成。同时，部分包装内

衬华丽的绸缎，从而导致产品包装材料价值大于商品

价值。并且该类包装材料的原料资源浪费较大，其中部

分包装材料还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另外还有一部

分商家仍保留原有的传统包装材料“纸”。由于单纯的

图11  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的横断面（×50倍）

图10  复合材料Lyocell纤维面吸湿扩散

图9  复合材料汉麻纸面吸湿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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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强度较低，容易破损；纸张致密性相对较高，受潮

水分不易向外蒸发，长时间包裹会导致茶叶滋生细菌，

图14  不同汉麻纤维含量的汉麻纸平面（×100倍）

图13  汉麻纸与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复合材料横断面（×50倍）

图12  不同汉麻纤维含量的汉麻纸横断面（×50倍）

发生变质。而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是一种新型的复

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具有优越的抑菌性、高透气性和排

湿性；同时，具有极高的强度，柔软性

能好，且该复合材料的汉麻纸面可以

满足一定的印刷工艺要求。因此，该

复合材料在普洱茶及其他块状茶叶包

装材料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和

发展潜力。

3.2 伤口敷料基材

伤口敷料其材料和种类繁多，是

用以包扎伤口、覆盖疮伤或其他损害的

材料。一个理想的伤口敷料不仅可以覆

盖和保护受影响的区域，还可以在伤口

周围营造一个湿润的条件，去除渗出

物，防止细菌感染和生物膜的形成，理

想情况下提高愈合促进疤痕形成[14]。天

然纤维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15]、吸湿

性[16]和生物降解性[17]。因此，低成本的

天然纤维具有较大的潜在利用价值。

微孔裂缝和多孔的汉麻纤维结构，具

有极大的吸湿特性。与其他植物材料

相比，汉麻纤维不仅具有更高的吸水

率，而且在最初的几分钟内也能吸收大

量的水，应用广泛[18]。汉麻基水刺非织

造布有着更好的吸收能力、接触舒适

性、柔软度、弯曲性能，并且毛羽比传

统敷料少得多，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

敷料与伤口黏连，有利于新型伤口敷料的开发应用［19］。

所以，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作为伤口敷料基材具有巨

大的使用潜力。

3.3 卫生护理品

个人护理所用卫生用纺织品包含婴儿湿纸巾、婴儿

尿布、成人失禁尿垫、卸妆用擦布、女性卫生护理湿巾

等，涵盖了男女老少各类用户[20]。个人卫生护理品是保

障个人健康、卫生安全的一类产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

产品；因此，这一类产品的消耗量巨大，趋于国家政策

发展导向及国人环保理念的不断提升，选择可生物降解

材料是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同时，卫生护理产品要求

具有一定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该复合材料的抑菌性赋予图15  Lyocell纤维非织造布平面（×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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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卫生护理品更多的功能及应用价值。因此，一种新型

的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在个人卫生护理品方面具有

极大的开发潜能。

3.4 隔热材料

隔热材料主要功能是对热量进行阻隔，缓解热量

直接散发到接触表面，避免热量对相连物质造成热量

传导。天然汉麻纤维的强度较好、刚度较高，耐热性能

好，并且纤维内部具有多孔空腔结构，具备保温隔热材

料的潜质。汉麻纤维的非织造隔热性能与传统的隔热

材料性能相当[21]。汉麻纸非织造复合材料具有独特的

两面性，该特性也为复合材料隔热和缓解热量传导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该新型复合材料具有开发隔热性

材料的潜在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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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实验室筛选设备、洗浆用水、取浆量以及硫

代硫酸钠浓度等因素对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的影响。结合实际

操作经验，合理地选择实验室筛选设备、取浆量，规范地使

用洗浆用水、硫代硫酸钠，能够提高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的准

确度和精确度，更好地指导生产操作和工艺调整。

关键词：卡伯值检测；影响因素；测量系统分析

Abstract: The inf luence of laboratory screening equipment, 
washing water, pulp quantity and sodium thiosulfate concentra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kappa number of the cooked pulp were 
introduced. Based on operational experience in lab, the degree 
of accuracy for kappa number detection will been improved by 
selecting suitable laboratory screening equipment, pulp sample 
quantity, washing water, and storage period of sodium thiosulfate 
standard solution. 
Key words: kappa number determin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

影响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的关键因素
⊙ 吕江印  侯洁  张彦慧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山东日照 276800]

A Discussion on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Kappa Number Determination 
of the Cooked Pulp 
⊙ Lyu Jiangyin, Hou Jie, Zhang Yanhui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 Paper Co., Ltd, Rizhao 276800, Shandong, China)

中图分类号：TS77; TS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1)20-0028-04

吕江印 先生

硕士，高级工程师，公司质量部经理；工

作性质：工艺技术分析与质量管理控制。

蒸煮浆卡伯值是制浆过程中最重要的控制参数之

一，表示原料经蒸煮后残留在浆料中的木素和其他还

原性物质的相对含量，主要用来评价蒸煮的效果和浆

料的可漂性能。因此蒸煮浆卡伯值的检测是否可靠，会

直接影响蒸煮、漂白工艺的精准控制，以及后续黑液

TDS、污水处理等工艺调整，最终将会影响产品质量的

稳定。影响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则着

重对国家标准（GB/T 1546）中未详细规定的几个关键

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  关键影响因素

1.1 筛选设备

为了能够尽可能快地获知蒸煮效果，生产车间一

般会要求优先检测喷放线浆料的卡伯值，而喷放线浆

料并未经过筛选除节等处理（这类浆在后续漂白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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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筛选），按照标准要求，实验室

在进行卡伯值检测之前必须事先除

去浆中的纤维束和节子。下文将通过

对比不同实验室筛选设备对卡伯值结

果的影响，以帮助实验室选择最适合

的实验室筛选设备。

取足量的喷放线浆料A及其通过车间筛选流程后

的浆料B（如图1所示），将浆料A分别通过实验室TD-5

平板实验筛（缝宽0.30 mm）、Vo i t h  Va l l e y-t y p e

平板实验筛（缝宽0.25 m m）、30目标准实验筛（孔径

0.60 mm）和50目标准实验筛（孔径0.35 mm），在相

同的测量系统条件下检测其相应的卡伯值，并与通过

车间K15除节机（孔径1.0 m m）和D15压力筛（缝宽

0.25 mm）的浆料B的卡伯值进行对比。如图2。

对比数据显示，实验室筛选设备的选择会影响蒸

煮浆卡伯值的检测结果，选择合适的筛选设备对蒸煮浆

卡伯值检测尤为重要。与通过K15&D15车间筛的蒸煮

浆（卡伯值@16.2）相比，使用TD-5平板实验筛和30目

标准实验筛的筛后浆卡伯值偏差较小，且TD-5平板实

验筛的重复性稍好些。综合考虑检测结果与车间筛的

相近程度、检测结果的重复性以及实验操作的可行性等

因素，建议优先选用的实验筛为TD-5平板实验筛，其

次为30目标准实验筛。

注：实验室可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参考本文中的对比实

验思路，来选择最适合的实验室筛选设备。

1.2 洗浆用水

在相同的测量系统条件下，即同一检测员使用相同

的检测方法及设备检测同一样品，对比不同的洗浆用水

对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结果的影响。表1所示的是不同洗

表1  洗浆用水质量

电导率/ 

μS.cm-1

2.70

334

7.01

7.19

pH值

(25 ℃)
项目

除盐水

工艺水

Ca含量/

mg.L-1

0.02

18.24

Mg含量/

mg.L-1

0.01

5.49

0.004

0.006

Fe含量/

mg.L-1

0.001

0.002

Mn含量/

mg.L-1

0.039

0.350

Si含量/

mg.L-1

图1  蒸煮车间的筛选流程

浆用水的质量情况。

如图3可知，不同洗浆用水对蒸煮浆卡伯值检测结

果的影响较大，其中使用工艺水较使用除盐水洗浆的

卡伯值平均偏高25.6%；先使用工艺水进行筛洗，再使

用除盐水进行浸泡洗涤，其卡伯值与较全程使用除盐水

洗浆的结果平均偏高20.2%。因此，建议各实验室可根

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工艺需要选用合适的洗浆用水进行

检测前的浆料筛洗。考虑到工艺水的质量波动，为了获

得更加稳定的可对比的实验数据，本文推荐实验室选

用除盐水作为蒸煮浆料筛选和洗浆的全程用水。

1.3 取浆量

如何称取大约能消耗50%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样

品量，对卡伯值检测准确性尤为重要。对同一种蒸煮浆

料，不同的取浆量对应的卡伯值结果是不同的，如图4

所示：（1）不补偿至消耗50%的高锰酸钾量时，卡伯值

会随着取浆量的增加而降低，实际消耗高锰酸钾量在

35%～66%区间，卡伯值测量相对偏差范围为-1.5%～

2.6%；（2）补偿至消耗50%的高锰酸钾量时，卡伯值结

果整体波动减少，当实际消耗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量在

40%～60%区间时，补偿后卡伯值结果相对偏差在0.5%

以内，但若高锰酸钾量小于40%或大于60%时，卡伯值

测量相对偏差为1.1%～1.7%。

数据表明，为获得更加准确的卡伯值结果，应确

图2  不同筛选设备对蒸煮浆卡伯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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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变化；（2）超过4周后，硫代硫酸钠浓度开始明显降

低，对应的卡伯值升高4.4%。

所以，对于连续检测卡伯值的实验室，大批量配制

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贮存周期建议不超过4周，而

且在硫代硫酸钠的配制、贮存及使用过程中也需要格外

注意，以确保其浓度稳定性。

2  蒸煮浆卡伯值的测量系统分析

综合应用上述关键影响因素的控制措施后，经测

算评估，蒸煮浆卡伯值测量系统是可靠的。

2.1 准确度

实验室4名检测员对卡伯值为2 7.5±1.1 2的

FPInnovations标准浆样进行了检测，卡伯值检测平均

值为27.33，相对误差为0.16%～0.98%，准确度满足标

准浆样的要求范围。

2.2 精确度

实验室4名检测员分别检测6个蒸煮浆的卡伯值，

每个蒸煮浆各检测2次，运用Mi n i t ab工具对卡伯值测

量系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本测量系统的

研究变异（测量变异占所有变异的百分比）为5.19%，公

差百分比（测量变异占公差的百分比）为9.82%，明显分

类数（区分测量系统的区间数）为27，整体处于好的水

保高锰酸钾实际消耗比例在50%±10%范围内，最佳绝

干取浆量可使用公式m=50%×V0/K a进行推算，式中：

m—最佳绝干取浆料,g；V0—测试中加入高锰酸钾的体

积，mL；Ka—预估的浆料的卡伯值。

对于未知样品，如若估计的卡伯值不准，可根据初

次结果重新估算并检测。

1.4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浓度波动

在卡伯值的检测过程中，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用

于反滴定终止反应所生成的碘，进而推算浆料中木素所

消耗的高锰酸钾量，所以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浓度直

接影响卡伯值的检测结果。但是硫代硫酸钠溶液本身

存在着不稳定性，容易与溶解在水中CO2、空气中O2以

及水中微生物反应，导致其浓度随着使用及贮存的时间

推移而逐渐降低，导致卡伯值检测结果也随之逐渐升

高。

通过跟踪观察20L  0.2 mol/L硫代硫酸钠标准溶

液，在实验室正常贮存使用过程（平均每天开盖使用12

次）浓度变化，并用其检测同一蒸煮浆的卡伯值结果，

对比发现（图5所示）：（1）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在正常

使用过程中，前2周浓度相对稳定，对应的卡伯值无明

表2  测量系统评价

区分

研究变异（%P/TV)

公差百分比（%P/T)

明显分类数

5.2

9.8

27

本实验室

水平

评价标准

好的水准

0～10

0～11

＞10

10～30

10～30

5～9

可以接受

的水准

＞30

＞30

＜5

不接受

图4  不同取浆量（绝干）对蒸煮浆卡伯值的影响

图3  不同洗浆用水对蒸煮浆卡伯值的影响

图5  硫代硫酸钠溶液浓度变化对卡伯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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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见表2），精确度符合六西格玛测量系统要求。

3  总结

3 .1 检测蒸煮浆的卡伯值时，建议选用与车间筛选效

果一致的筛选设备。经过对比，本实验室优先选用的实

验筛为TD-5平板实验筛，其次为30目标准实验筛。

3 . 2 各实验室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工艺需要选用合

适的洗浆用水进行检测前的浆料筛洗。考虑到工艺水

的质量波动，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可对比的实验数据，

本文推荐实验室选用除盐水作为蒸煮浆料筛选和洗浆

的全程用水。

3 . 3 取浆量的选择应确保高锰酸钾实际消耗比例

在50%±10%范围内，最佳绝干取浆量可使用公式

m=50%×V0/Ka进行推算。

3 . 4 对于连续检测卡伯值的实验室，大批量配制硫代

硫酸钠标准溶液的贮存周期建议不超过4周，以保证其

浓度的稳定性。

3 . 5 通过对国家标准中未详细规定的几个关键影响因

素进行探讨，综合应用相关控制措施后，蒸煮浆卡伯值

测量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满足了标准的要求，并且有了较

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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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蒸煮浆卡伯值的量具R&R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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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葱纸是一类独特的包装纸。其生产工艺为纸张表面涂布一层

SBS体系胶黏剂，将金葱粉均匀喷涂到纸张表面，经过压光处理、吸粉、烘

干，然后在金葱纸表面涂布一层水性丙烯酸乳液。经过实验室实验，得出

较为合理的生产工艺：SBS胶黏剂涂布量4.5 g/m2、金葱粉用量100 g/m2、

水性丙烯酸涂布量2.0 g/m2。

关键词：金葱纸；SBS胶黏剂；金葱粉；水性丙烯酸

Abstract: Glitter paper is a unique class of wrapping pap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glitter paper is to apply a layer of SBS system adhesive. Glitter 
powder was then sprayed evenly to the paper surface. The paper is then 
clendered, powder sucked out and dried. Finally, a layer of water-based acrylic 
emulsion was applied on the surface of paper. Through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a reaso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y can be developed: 
SBS adhesive coating amount 4.5g/m2, gitter powder amount 100g/m2, water-
based acrylic coating amount 2.0g/m2.
Key words: gitter paper; SBS adhesive; gitter powder; waterborne acrylic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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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葱纸是一类独特的艺术包装纸，是将金葱粉喷

涂在纸张表面，具有独特磨砂、闪烁、色彩效果。在光

线的折射下，完全颠覆了传统特种纸的概念与印象，

表现出优异的闪亮效果。

金葱纸最早由美国格利特公司创于1963年，有

五十多年历史，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兴起。金葱纸的闪烁

效果是由金葱粉提供，亮片、金片、银片、银粉，是PET

聚酯薄膜经精密机械切割而成规格统一的亮片。五彩

金葱粉的用途广泛，通用品种共有两种，分别是六角

形和四角形。其材料有PET、OPP、ALUM等；颜色有

金、银、红、蓝、绿、七色、幻彩、镭射等。其材料加上

表面保护层会使色彩光亮，对环境气候、温度的轻度

腐蚀性也具有一定抵抗力和耐温性。

金葱纸应用于礼品包装、文具外包装、贺卡、相

框、装裱装饰、圣诞树挂饰、广告杯、年画、墙纸等方

面。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油性S B S胶黏剂：东莞某公司；水性丙烯酸体系

乳液：东莞某公司；金葱粉：汕头某公司；自制蒸馏

水；纸样：广东某公司120 g/m2A4双胶纸。

1.2 实验设备

百分天平一台J J500：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热

风干燥箱GZ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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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制

备器YA Z D-5：上海虞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标准伏

压辊：咸阳泰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

司；实验室压光机No.2233：久贸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

1.3 金葱纸制备流程

(1）使用涂布机在120 g/m2双

胶纸上涂布4.5 g/m2  SBS胶黏剂，

然后将金葱粉均匀撒到涂胶面，使

用标准伏压辊来回挤压金葱粉2次。

(2）使用压光机对纸面进行压

表1  不同涂布量SBS胶黏剂对金葱粉黏结强度的影响

SBS涂布量/g.m-2

金葱粉用量/g.m-2

压力/kPa

水性丙烯酸涂布量/g.m-2

掉粉情况

闪烁效果

2.6

30

500

2.0

严重掉粉

最优

配方二配方一

2.1

30

500

2.0

严重掉粉

最优

配方三

3.2

30

500

2.0

轻微掉粉

最优

配方四

4.1

30

500

2.0

轻微掉粉

最优

配方五

4.5

30

500

2.0

不掉粉

最优

配方六

5.1

30

500

2.0

不掉粉

一般

光处理。

(3）将多余未黏结牢固的金葱粉吹掉，把纸样送

入烘箱，烘干时间3 min，烘干温度105 ℃。

(4）将烘干纸样取出，在表面涂布2.0 g/m2水性

丙烯酸乳液，烘干纸样即制得成品金葱纸。

1.4 分析与检测

(1）使用普通透明胶带黏附于金葱层，使用标准

伏压辊来回2次压胶带，然后用手撕起胶带，观察胶带

上是否有金葱粉脱落。

(2）用手来回擦拭金葱粉涂布层，观察手上是否

有金葱粉黏附。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涂布量SBS胶黏剂对金葱粉的影响

举个很形象的例子，金葱纸的生产其实就和建筑

行业给外墙贴瓷砖的原理一样，只不过选择的基材不

同而已。那么在确定金葱粉的前提下，黏结金葱粉的

胶黏剂是重中之重，胶黏剂选择不当会导致金葱粉脱

落或纸张老化强度不够等问题出现，经过大量海选实

验最终确定油性SBS体系胶黏剂对金葱粉的黏结最为

牢固。针对不同涂布量SB S胶黏剂对金葱粉的黏结强

图1  金葱纸制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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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展开实验室研究，结果见表1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S B S胶

黏剂涂布量的提高，金葱粉被牢固地黏附到纸张表

面，胶黏剂涂布量应根据选用的金葱粉直径大小进行

选择，直径越大SB S胶黏剂涂布量越高。胶黏剂用量

偏高会造成闪烁效果变差，由于撒粉之后要使用标准

伏压辊进行压光处理，在压光过程中会将部分金葱粉

挤压到SB S胶黏剂中，SB S的通透性较差导致闪烁效

果变差。另外胶黏剂用量偏高会造成金葱粉用量大幅

提高，金葱粉市场售价25元/k g，每平方米金葱粉成

本约2元。通过实验得出结论，选用1.0 m m金葱粉，

SBS胶黏剂涂布量4.5 g/m2较为适宜。

2 . 2 不同用量金葱粉对金葱纸闪烁

效果的影响

金葱粉是由精亮度极高的不同

厚度的PET.PVE.OP金属铝质膜材

料电镀，经过精密切割而成。直径可

以有0.004～3.0 m m，形状有四角

形、六角形、长方形、棱形等。根据客

户喜好进行定制性服务，底层胶黏剂

的用量根据金葱粉直径和形状进行

选取，实验室选用的金葱粉为直径

1.0 mm四角形金葱粉。

金葱粉用量直接影响金葱纸闪

烁效果，金葱粉用量越大闪烁效果

越好。那么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金葱粉的用量，以及黏结强度问题。

针对金葱粉用量展开以下实验，结果

见表2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

件下，随着金葱粉用量的提高，实际

黏附到纸张上的金葱粉用量不断增

加，达到一定量后趋缓。实验选用

A4双胶纸，在实验过程中取粉量偏

少会导致撒粉不均匀，所以取粉量

应成几何倍数增加，直到撒粉均匀

为止。通过实验室论证和上机中试，

可以确定100 g/m2金葱粉用量能够

满足金葱纸的闪烁要求。

2 . 3 压光处理对金葱粉闪烁效果的

影响

闪烁效果是评价金葱纸最核心

表4  不同涂布量水性高光丙烯酸乳液对金葱纸闪烁效果的影响

SBS涂布量/g.m-2

金葱粉用量/g.m-2

压力/kPa

水性丙烯酸涂布量/g.m-2

掉粉情况

闪烁效果

浮粉情况

4.5

30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配方二配方一

4.5

30

500

1.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配方三

4.5

30

500

3.0

不掉粉

一般

不浮粉

配方四

4.5

30

500

4.0

不掉粉

一般

不浮粉

配方五

4.5

30

500

5.0

不掉粉

差

不浮粉

配方六

4.5

30

500

6.0

不掉粉

差

不浮粉

备注：使用120 g.m-2A4双胶纸进行实验。

表2  不同用量金葱粉对金葱纸闪烁的影响

SBS涂布量/g.m-2

金葱粉用量/g.m-2

实际黏附金葱粉重量/g

压力/kPa

水性丙烯酸涂布量/g.m-2

掉粉情况

闪烁效果

浮粉情况

4.5

20

5.6

500

2.0

不掉粉

良好

不浮粉

配方二配方一

4.5

10

4.9

500

2.0

不掉粉

一般

不浮粉

配方三

4.5

30

6.1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配方四

4.5

40

6.1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配方五

4.5

50

6.2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配方六

4.5

60

6.1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表3  不同压力对金葱粉闪烁效果的影响

SBS涂布量/g.m-2

金葱粉用量/g.m-2

压力/kPa

水性丙烯酸涂布量/g.m-2

掉粉情况

闪烁效果

浮粉情况

4.5

30

100

2.0

不掉粉

一般

浮粉

配方二配方一

4.5

30

0

2.0

不掉粉

差

浮粉

配方三

4.5

30

200

2.0

不掉粉

一般

不浮粉

配方四

4.5

30

300

2.0

不掉粉

良好

不浮粉

配方五

4.5

30

400

2.0

不掉粉

良好

不浮粉

配方六

4.5

30

500

2.0

不掉粉

优秀

不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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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对金葱粉的选用是关键。在生产过程中为了

保证闪烁效果必须保证金葱粉能够最大限度地黏附到

纸张表面，纸张压光处理就成为关键的一步。另外，撒

粉也很重要，撒粉不均匀会导致金葱粉分布不均匀，

在压光处理过程中会造成黏辊、露底、闪烁效果差等

现象。针对不同压力对金葱粉闪烁效果的影响展开实

验室研究，结果见表3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实验条件下，加压能够有

效控制金葱粉的黏结强度、浮粉、闪烁等现象。由于在

生产过程中，金葱粉是通过喷涂方式撒到纸张表面，

大部分金葱粉都是边缘接触SB S胶黏剂，金葱粉平面

没有平铺到纸张表面造成闪烁效果差，经过压光处理

后很大程度上改善金葱粉的分布以及平面铺展，从而

改善其闪烁效果。经过压光处理会将上层金葱粉更好

地黏结到S B S胶黏剂上，提高黏结强度防止掉粉。金

葱粉喷涂后如果不进行压光处理会出现浮粉、露底等

图2  未压光处理的金葱纸（a）

 图3  压光处理后的金葱纸（b）

[收稿日期:2021-06-19]

现象，所以压光处理极为重要。经过压光处理后，立即

进行吸粉作业，将纸张表面没有黏结牢固和多余的金

葱粉吸出来回用。另外，压光处理可以明显改善涂层

磨砂程度。下面展示两张压光和不压光的效果（图2、

图3）。通过实验室论证，喷粉后压光机线压力控制在

5 kg较为适宜。      

2.4 水性丙烯酸乳液涂布量对闪烁效果的影响

纸张经过吸粉处理后，有必要在金葱层上涂布一

层高通透性材料。不进行涂布磨砂感很强烈，纸张表

面感觉很粗糙手感欠佳，另外不进行表面处理极有可

能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金葱粉脱落影响其使用效果。

那么选用的面层材料必须具备良好的通透性和黏结强

度，最优秀的使用材料是水性高光聚氨酯。考虑到成

本问题，建议使用水性高光丙烯酸乳液。针对不同涂

布量水性丙烯酸乳液对金葱纸闪烁效果的影响进行实

验，结果见表4。

实验结果表面：在同等实验条件下，随着水性高

光丙烯酸乳液涂布量的提高，造成金葱纸闪烁效果下

降，最终导致闪烁效果丧失。导致闪烁效果消失的最

根本原因是水性丙烯酸乳液的通透性变差造成的，另

外，丙烯酸乳液完全覆盖金葱粉也会导致闪烁效果消

失。在控制涂布量过程中，将丙烯酸乳液能够渗透到

金葱粉空隙中即可。通过实验确定，水性高光丙烯酸

乳液的涂布量控制在2.0 g/m2比较合适。

3  结论

3 . 1 通过实验，可以确定S B S胶黏剂涂布量4.5 g/

m2、金葱粉用量100 g/m2、水性丙烯酸涂布量2.0 g/

m2比较适宜。

3. 2 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喷粉均匀、压力控制适

当。

3 . 3 在生产过程中，全程佩戴防尘口罩，防止金葱粉

进入呼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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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大麻纤维制备黏胶短纤维用浆粕的生产工艺进行

了研究。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了麻浆粕生产的蒸煮工艺参数

为：用碱量22%，保温时间150 min，最高温度170 ℃。结合公司

现有漂白工艺流程，可制备出符合行业标准的黏胶短纤维用

麻浆粕，质量指标为：α-纤维素含量93.3%、黏度9.5 mPa.s、

白度73%ISO、灰分0.21%、铁含量43 mg/kg。

关键词：大麻纤维；黏胶短纤维；麻浆粕；蒸煮工艺

Abstract: The prepa rat ion of v iscose s t aple pu lp f rom 
hemp f iber was studied. With single factor exper imental, 
the cooking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hemp fiber were as 
follows: alkali charge 22%, temperature holding t ime 150 
min, the maximum temperature170℃. Combined with the 
company’s bleaching process, viscose staple pulp that meets the 
industry standard can be prepared. The quality indexes were: 
the α-cellulose content 93.3%, the viscosity 9.5 mpa·s , brightness 
73%ISO, ash content 0.21%, and iron content 43 mg/kg.
Key words: hemp fiber; viscose staple fiber; hemp pulp; cook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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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纤维是一种廉价的天然纤维，主要由纤维素、

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水溶物、脂蜡质等成分组成。

大麻纤维中纤维素含量约为55%～78%，较植物秸秆、

花生壳、甘蔗渣等农林废弃物高[1]，是一种极具潜能的

纤维素提取原材料。大麻纤维产地遍布全国，我国的大

麻以其优良的品质及产量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大麻

纤维的主产国，并在山东、山西形成了两个较大规模的

大麻纺织生产基地[2]。为了拓宽大麻纤维的应用范围，

本文对大麻纤维制备黏胶短纤维用麻浆粕进行了研

究。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

山西某地大麻纤维，已切成规格10 mm长度左右，

其主要化学成分测定按照《GB  5888-1989  苎麻化学

成分定量分析方法》进行，实验结果见表1。风干的大麻

纤维原料经过平衡水分后，称重备用。

由表1中数据可知，该大麻纤维的纤维素含量高

达63.4%，纤维素含量较高，且木素含量较低，仅为

4.5%。这些数据表明利用大麻纤维制备黏胶短纤维用

麻浆粕是可行的。

1.2 实验仪器及药品

实验仪器：PL-100型电热蒸煮锅（咸阳泰思特试

验设备有限公司，内置4个1.5升蒸煮群罐），恒温水浴锅

（龙口市电炉制造厂），PHSJ-3F精密pH计（上海仪电

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毛细管黏度计，WSB-2白度

仪（济南三泉中石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主要实验药品：氢氧化钠、盐酸、次氯酸钠、双氧

水、硅酸钠等。

1.3 实验方法

1.3.1 大麻纤维的蒸煮

小试实验采用电热回转蒸煮锅进行，蒸煮方法为

碱法蒸煮，称取平衡水分后的大麻纤维原料放置于小蒸

煮罐中，加入计算好的氢氧化钠蒸煮液，按照相应的工

表1  大麻纤维的主要化学组分

纤维素/

%

63.4

木质素/

%

4.5

半纤维素/

%

16.6

果胶/

%

5.2

水溶物/

%

8.9

脂蜡质/

%

1.4

艺条件进行。蒸煮完成后的浆料先挤出黑液，以备用分

析黑液残碱含量。浆料用水洗涤至中性，按照相应的标

准测蒸煮得率、黏度等项目指标。

1.3.2 漂白

漂白过程按照公司现有生产工艺流程进行：

预氯段漂白→碱处理→双氧水漂白→酸处理→抄

浆

每段漂白按照相应工艺调节浆浓和pH，加入漂白

试剂，将浆料与漂白试剂在聚乙烯塑料密封袋中混合均

匀，并置于恒温水浴中进行恒温漂白至规定时间，漂白

过程中浆料每隔15 m i n取出混合揉匀一次，保证漂白

的均匀性。每段漂白结束经水洗，再进行下一段漂白。

1.4 浆料分析检测

黏度的测定按照标准《FZ/T  51009-2014  黏胶

纤维用麻浆粕》规定方法执行。黑液残碱采用过量氯化

钡沉淀黑液中的碳酸根等离子，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

以酚酞指示剂指示终点（pH=8.3）测有效碱，参照《制

浆造纸分析与检测》有关方法测定[ 3]。

2  结果与讨论

2.1 麻浆粕指标要求

根据标准《FZ/T  51009-2014  黏胶纤维用麻浆

粕》规定及客户使用要求，黏胶短纤维用麻浆粕的主要

性能项目指标为：白度≥68%，α-纤维素≥88%，灰分

≤0.22%，铁≤50 mg/kg。

2.2 蒸煮工艺研究

蒸煮用碱量及液比均相对于绝干大麻纤维原料，

用碱量及黑液残碱以氢氧化钠计，液比取1∶4，装锅量

为200 g绝干大麻纤维原料。

蒸煮曲线如下：30 m i n从初温加热至120 ℃，小放

汽后30 min达到最高温度进行保温蒸煮。

根据公司多年生产黏胶纤维用浆粕的生产经验，

初步制定了大体的蒸煮条件范围，蒸煮最高温度设定

为170 ℃，在此条件下探讨合适的用碱量及保温时间。

采用单因素实验法探讨了不同的用碱量（18%、20%、

22%、24%）及不同的保温时间（130 m i n、140 m i n、

150 m i n）条件下，对黑液残碱、蒸煮得率、黏度等性能

指标的影响。

不同的蒸煮工艺条件及蒸煮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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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用碱量对浆料性能的影响

根据表2的实验数据，表中1～4号实验条件可用于

研究用碱量对浆料性能的影响。在保温时间130 m i n、

最高温度为170 ℃时，调节用碱量分别为18%、20%、

22%、24%，蒸煮后的浆料性能如黑液残碱、蒸煮得率、

黏度等技术指标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随着蒸煮用碱量的增加，黑液残碱的

含量逐渐上升。在蒸煮过程中大麻纤维中的半纤维素、

木质素等物质不断被反应分解，逐渐溶于碱性蒸煮液

中。随着用碱量的增加，溶解于碱液中的物质增加，因

而蒸煮得率逐渐降低。同时纤维素大分子结构也会随

着用碱量的增加，被降解分化的程度增加，致使浆料黏

度呈一定下降趋势。用碱量对浆料性能的影响趋势表

明，用碱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在保证原料基本蒸解成浆

的情况下，还要综合考虑成浆纤维的黏度、甲纤等性能

指标是否在应用范围内。

2.2.2 保温时间对浆料性能的影响

为了探讨蒸煮过程中保温时间对浆料性能的

影响，以表2中3、6、9号实验数据为依据，在用碱量

为22%，最高温度为170 ℃时，调节不同的保温时间

130 m i n、140 m i n、150 m i n分别进行蒸煮，蒸煮后的

浆料性能指标黑液残碱、蒸煮得率、黏度等的变化情况

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看出，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黑液的残

碱、浆料的黏度、蒸煮得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

势。这是由于在用碱量充足的情况下，随着保温时间的

延长，原料在蒸煮罐中的高温蒸煮反应持续进行，使得

碱液消耗增加，同时原料中的纤维素大分子结构不断

被反应降聚，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等物质不断被反应溶

解，因而所测各项性能指标呈下降趋势。

2.2.3 蒸煮条件的确定

根据黏胶短纤维用麻浆粕的主要性能指标及

客户的使用要求，以蒸煮后浆料的黏度范围为9.5～

10.5 mPa.s为控制指标选取较适宜的蒸煮条件，表2蒸

煮数据表明，7号：用碱量24%、保温时间140 min、最高

温度170 ℃和9号：用碱量22%、保温时间150 m i n、最

高温度170 ℃两组蒸煮工艺均符合蒸煮要求。考虑到黏

胶短纤浆粕对浆粕的反应性能要求较高，延长蒸煮时

间可以提高浆料的蒸煮均匀性，有助于提高浆粕的反应

性能，因此选择9号工艺作为本次实验的蒸煮生产工艺

条件。

2.3 漂白

蒸煮后的麻浆洗涤至中性待漂。经检测，漂前浆料

白度37.9%ISO，黏度10.4 mPa.s。

一段漂白：浆浓3%，pH=2.5，加入一定量次氯酸

钠溶液至浆料体系含氯量为0.08 g/L，常温下漂白

30 min。

二段漂白：浆浓8%，pH=10.6，加入一定量双氧水

溶液至浆料体系含双氧水量为0.12 g/L，80 ℃条件下

漂白80 min。

表2  大麻纤维蒸煮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保温时

间/min

130

130

130

130

140

140

140

150

150

用碱量/

%

18

20

22

24

20

22

24

20

22

最高温

度/℃

170

170

170

170

170

170

170

170

170

残碱/

g.l-1

13.8

15.9

20.0

25.6

15.3

19.5

24.9

15.0

19.1

蒸煮得

率/%

52.0

51.1

50.8

48.4

51.0

50.6

48.3

50.8

50.5

黏度/

mPa.s

17.1

15.1

13.8

11.6

13.9

12.6

10.2

12.2

10.4

图1  用碱量对浆料性能的影响

图2 保温时间对浆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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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处理：浆浓6%，pH=2.2，加入一定量除铁剂，常

温下酸处理40 min。

麻浆经漂白后主要性能指标检测结果如表3。

实验结果表明，按照上述实验工艺制得的麻浆粕

各项指标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行业标准《FZ/T 

51009-2014  黏胶纤维用麻浆粕》质量指标，利用大麻

纤维制备黏胶短纤维用浆粕是可行的。

3  结论

根据公司多年生产黏胶纤维用浆粕的经验，并通过

表3  漂后麻浆各项性能指标

α-纤维素含量/

%

93.3

白度/

%ISO

73

黏度/

mPa.s

9.5

灰分/

%

0.21

铁含量/ 

mg.kg-1

43

研究开发 R & D

单因素实验，确定了大麻纤维制备黏胶短纤维用浆粕的

蒸煮工艺条件为：用碱量22%，保温时间150 m i n，最高

温度170 ℃。并利用公司现有漂白设施，可制备出符合行

业标准的黏胶短纤维用麻浆粕，实验制备的麻浆粕质量

指标为：α-纤维素含量93.3%、黏度9.5 m P a.s、白度

73%ISO、灰分0.21%、铁含量43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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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不同厚度纸板的施胶效果，本文制备了厚度

为0.6 mm和0.8 mm的纸板，并进行了施胶处理。使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对纸板的形貌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纤维直径在1～

3 μm；纸张的孔隙直径在3～6 μm之间。纸张厚度对施胶后

的纸张表面没有明显影响，但是纸张内部却浸胶不足，说明

浸胶时间需要延长。

关键词：纸板；纤维；施胶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sizing effect of hardboard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hardboard with 0.6 millimeter or 0.8 
millimeter thickness was treated with sizing. SEM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morphology of hardboard. It was shown that fiber 
size was from 1 to 3 micrometers. The micro-hole size was from 3 
to 6 micrometers. The effect of hardboard thickness on the surface 
morphology was very little. But sizing was not enough for the 
hardboard, indicating that the sizing time needs to be increased. 
Key words: paperboard; fiber; 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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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纸板越来越多应用于非书

写方面，其中把纸制作成强度高的硬纸板，可直接应用

于旅行箱、鞋底等物品中。在这种应用的纸板，关键是

要提高其强度，减少纸板厚度。一般的纸张强度与纸张

纤维种类、纤维粗细、长度、致密度、施胶等条件有关
[1]。本文基于前期产品研发的基础上，考察不同厚度的

纸板，施胶后的表面和横断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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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纸板制作使用打浆机、纸页成

形器、纸页压榨机和鼓式干燥机进

行。形貌分析采用S E C公司生产的

S N E30 0 0N B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进

行。

2  结果与讨论

2.1 纸板表面形貌分析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了施

胶后不同厚度纸板的形貌，结果如图

1和图2所示。由图中可见，施胶后，厚

度为0.6 m m或0.8 m m的纸板的形

貌差别不大。低倍下观察，纤维清晰

可辨，纤维直径在1～3 μm。因为显

微镜最小放大倍数为52倍，在视场下

无法观察纤维长度。纸板的孔隙直

径在3～6 μm之间。本文研究的是硬

纸板，对表面要求不高，关键是要求

抗剪切强度和硬度。因为纸张的综合

强度与打浆后用于纸张成形时纤维

的平均长度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一

般情况下，长纤维能够获得更大的结

合面积和更好的作用应力分布，所以

使用的纤维较长、较粗[1]。在相同的

抄纸工艺条件下，使用相同的压力制

备的纸板，再通过施胶提高纸板的

强度，由于纸板纤维的粗细、孔隙大

小、纸板厚度、施胶时间、胶的黏度、

胶的流动性等都直接影响胶的浸入，

所以本文制作的两种厚度不同的纸

板，除了厚度，其他条件均相同。胶包

覆了纤维，在高放大倍数观察，可见

胶填充了纤维的孔隙，从而提高了纸

张的致密度，这也是提高纸张强度的

方法。由以上分析可见，单一从表面

形貌看，纸张厚度对施胶效果没有明

显影响。

图1  厚度0.6 mm纸板的SEM形貌

图2  厚度0.8 mm纸板的SEM形貌

图3  厚度0.6 mm纸板横断面的SEM形貌

图4  厚度0.8 mm纸板横断面的SEM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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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6-22]

2.2 纸板横断面形貌分析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经过施胶处理后的不同厚

度纸板进行了横断面分析，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由图

中可见，纸张纤维分布均匀，低倍数下观察，纤维的界

面清晰。放大倍数较大后，如图3b和图4b，纤维被胶包

覆和孔隙被胶填充，胶和纤维断面似团块状黏连。比较

图3a和图4a可见，厚度为0.8 mm的纸张横断面的中间

位置较疏松，说明浸胶不够充分，这将会影响纸张的强

度，所以可以适当延长浸胶时间，保证纸张内部也充分

获得胶的填充。

研究开发  R & D

3  结论

为了研究不同厚度纸板的施胶效果，本文制备了厚

度为0.6 mm和0.8 mm的纸板，并进行了施胶处理。纸张

的纤维直径在1～3 μm；纸张的孔隙直径在3～6 μm之

间。纸张厚度对施胶后的纸张表面没有明显影响，但是

纸张心部却浸胶不足，说明浸胶时间需要延长。

参考文献

[1]何北海,张美云,卢谦和,等.造纸原理与工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11年.

42
第42卷第20期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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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设备维护过程中，因ABB变频器升级换代所造成

的备件缺乏以及产品升级带来的技术问题，从工作中的应用

实例出发，总结与归纳汇川MD880变频器替代ABB ACS800变

频器的实践经验，分别从替换流程和开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的分析与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Profibus；硬件组态；MD880；ACS800；替代；控制字；

状态字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due to the 
lack of spare parts caused by ABB converter upgrading and 
the technical problems caused by product upgrad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Huichuan MD880 converter replacing ABB from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in work.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ACS800 converter is introduced from the replacement process 
and the analysis and solutions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startup process.
Key words: Profibu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MD880; ACS800; 
substitute; control word; status word

P r o f i b u s是工业控制领域中的主流现场总线标

准，适用于工厂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领域。P r o f i b u s 

D P是一种经过优化的高速通信连接，是专为自动控制

和设备级分散I/O之间的通信设计的，由于数据传输量

大、传输速度快而被广泛应用于分布式控制系统。MCC

控制中心设备，通过Prof ibus  DP协议，以一定的拓扑

方式搭建网络结构，以Profibus专用通信线为传输媒介

与上位机PLC连接组成一个通信网络，网络中的每一台

设备均有各自唯一的位号（地址号），并在PLC硬件组

态中定义了相应的硬件形式，这样才能使PLC与设备之

间的通信有效贯通，实现数据的召唤和应答，从而达到

设备自动控制。

岳纸PM9/PM10纸机的智能MCC正是采用此

类控制方式（图1)，P LC为西门子S7 417，变频设备

采用ABB  ACS800。目前由于ABB变频器升级换代，

ACS800全面停产，当更换变频器时，需要在PLC上修

改硬件组态并下载，这项工作只能在系统停机时才能完

成，给生产运行和设备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经过与

多家变频器公司技术人员交流，找到了在PLC不作任何

生产实践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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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情况下，采用汇川MD880变频器，在线无缝替代

ABB  ACS800变频器，下面简要介绍替代方法和操作

过程。

1  替换流程

1.1 外围接线检查

首先更换相同功率大小的M D880变频器，检查

回路的主回路接线，逆变模块和电机可靠接地，通讯

线正确连接，I/O等外部接口正确连接。注意：改跳冒

（J16），使用内部电源24V供电(图2、图3)。

1.2 控制接线对比

根据ABB ACS800的控制端子命名和电气控制原

图1  岳纸设备的智能控制方式 图2  MD880控制模块 图3  I/O等外部接口

理图，对比MD880控制线接口描述(图4)，改接好控制

线连接(图5)，由于通信控制没有用到模拟量信号，相应

控制线不需连接。

1.3 恢复出厂参数和设备信息检查

1.3.1 恢复出厂参数

变频器首次上电，需先恢复出厂值，连接好已安装

Inodr ivestud io软件的电脑，打开inodr ivestud io进

入软件界面。将A8-00=2，选定全部参数恢复出厂值，

A8-01=1,确认恢复出厂操作（图6）。

图4  电气控制原理

MD880控制接口描述Acs800控制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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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检查设备信息

在A2参数组检查软件版本号，从而确保设备是否

需要版本更新（图7）。

1.4 设置基本参数

1.4.1 电机基本参数

以M24208螺杆机为例，按照电机铭牌参数输入电

机参数（图8、图9）。

1.4.2 基本控制参数

根据原参数及工艺运行要求，选择电机控制方式

（0：SVC;  1:FVC;  2:VF）和电机控制模式（0：速度

模式；1：转矩模式），见图10。

1.5 ACS800参数翻译

1.5.1 涉及硬件设计参数

确定逆变器选型、编码器接口板选型、柜门指示及

辅助控制设计（风机、抱闸等）。如：

(1）电机参数：额定电压、电流、转速等；

(2）编码器参数：每圈脉冲数等；

(3）I/O参数：DI/DO，AI/AO等。

1.5.2 通道切换

这部分参数涉及通讯调试，状态字、控制字、参考值

等。修改A9中A9-00指令通道选择来源，即手/自动控制

信号输入，依照原ACS800中信号线接DI3信号输入端，

汇川的手/自动控制信号输入也选择DI3，如图11。

1.6 电机参数辨识

新装变频器首先要进行点击辨识，（1）在左边工作

区找到“诊断调试”—“调试”—“电机辨识”。（2）进

入电机辨识界面，在“辨识请求”一栏中，根据现场设

备情况，选择“1[异步静态辨识]”，然后点击“启动辨

识”。要求如下：（图12）

(1）SOP-20-880面板或InoDr iveStud io后台获

得本地控制权限；

(2）确认变频器无故障，处于开机准备状态；

(3）电机辨识模式选择为异步机静态完整辨识。

1.7 变频器试运行

1.7.1 配置通信参数

给传动对象命名以及修改I P地址：在“配置”——

图5  控制接口实物图

图6  恢复出厂操作参数

图7  设备A2参数组

图8  螺杆机电机铭牌参数

图9  螺杆机电机参数

图10  电机控制方式和控制模式的选择

图11  通道切换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5
Oct., 2021  Vol.42, No.2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传动对象配置”中，修改传动对象

名称、站号（I P地址），配置好DP通

信参数（图13.1、图13.2、图14），设置

完好一定记得断电重启刷新，与PLC

通信失败时，通讯扩展模块HDP-10

上“F I ELDBUS”指示灯亮红色（图

15），如果“F I E LDBUS”指示灯亮

绿，表示通信成功贯通（图16）。 

1.7.2 本地和远程的控制字参数配置

翻译ACS800参数，对照原有参

数进行MD880配置（图17、图18）。

1.7.2.1 本地控制

1.7.2.2 远程控制

来自PLC的控制字可以按位来自

由连接（图19）。

1.7.2.3 状态字

变频器将状态字发送给PLC，

即可将实际速度、电流等 信号发

送给P L C (图2 0 )，并通过设置通

信基值 (图 2 1 )，保证对应关系为

100%=>20000。

1.7.2.4 通讯基值

在N参数组中整定[现场总线适

配器及扩展模块]。

n1[现场总线适配器A]:

n 1- 0 0 [ 现 场总线 适配器总线类型 ] 设 置为

“7[profibus-dp模块]”；

n1-01[通讯断线检测延迟时间]设置为“0.2s”；

n1-04[过程数据输出1]设置为“U8-09[主状态字]”；

n1-05[过程数据输出2]设置为“U5-00[电机实际

速度]”；

n1-06[过程数据输出3]设置为“U6-00[输出电流

有效值]”；

n1-07[过程数据输出4]设置为“U8-04[当前故

障]”；

n1-08[过程数据输出5]设置为“U8-06[当前报警]”；

n1-09[过程数据输出6]设置为“7U8-05[当前轻故障]”；

n 1 - 2 1 [ 过 程 数 据 输出 2 通讯 基 值 ] 设 置 为

“20000”；

图12  电机参数辨识

图13.1  通信参数配置(1)

图14  通信参数配置(3)

图13.2  通信参数配置(2)

图16  与PLC通信成功指示图15  与PLC通信失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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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2[过程数据输出3通讯基值]设置为“116”。

（图21）

其中，n1-21、n1-22值计算方式：

通讯基值=（电机标幺基值/P L C标幺基值）

×PLC通讯基值（参考汇川手册P123）

在不知道PLC标幺值、通讯值情况下，由M24028

参数推出PLC通讯值/PLC标幺值的比值：M24208参

数电机速度1500，所设置通讯基值20000。所以由公式

推出PLC通讯值/PLC标幺值=40/3（速度反馈给DCS

系统的比值）。同理额定电流为11.6A，所设置通讯基

值为116，所以由公式推出PLC通讯值/PLC标幺值=10

（电机实际电流反给DCS系统的比值）。

1.7.2.5 设置继电器输出(图22)和设定值通道(图23)

在参数组F[D0]中，根据ACS800变频器的参数设

置，设定继电器输出，F1-02设置为“2[开机准备好]”，

F1-03设置为“4[运行中]”，F1-04设置为“U1-23[无

故障]”。

在参数组C中，根据ACS80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设定设定值通道输出，C0[通道1速度给定]（手动控制

时速度给定），C0-00速度控制主设定选择设置“9[总

线适配器A过程数据2]”，C2[通道2速度给定]（自动

控制时速度给定），C2-00速度控制主设定选择设置

“9[总线适配器A过程数据2]”，C7-04斜坡1加速时间

为“2s”，C7-05斜坡1减速时间为“2s”。

1.7.2.6 全部参数配置

针对ACS800变频器改汇川MD880变频器的参数

设置指导，参数设置应遵循原ACS800原参数配置和控

制电气控制的设计原理。除涉及到的参数需要调整外，

其余参数全部默认厂家设计的值（表1）。

2  问题分析

2.1 问题现象

变频器开机时对液位仪的干扰。

现象：变频器启动的瞬间，电机启动电流波动大，

液位仪受干扰。

结论：现场都以通信方式进行控制，现场抗干扰能

力要求高，故需采用在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线加

装非晶磁环的方式，优化现场通信，提高设备抗干扰能

图18  本地控制控制字参数配置

图17  本地控制指定源配置

图19  远程控制控制字参数配置

图20  变频器发送给PLC的状态字

图21  设置通讯基值

图22  继电器输出

图23  设定值通道

生产实践PRoDucTion

47
Oct., 2021  Vol.42, No.2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时间(图25)。

(3）整改硬件，输出电缆加装外置非晶磁环，减少

变频器输出谐波干扰(图26)。

3  结语

在设备维护过程中，遇到的因ABB变频器升级换

代造成的备件缺乏以及变频器升级带来的技术问题。

从工作中的应用实例出发，分别介绍了汇川MD880变频

器替代ABB ACS800变频器的替换流程和开机过程中

遇到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ACS800标准控制程序固件手

册,2010.

[2]苏州创联电气传动有限公司.MD880-50系列逆变器软件手册.

图24　修改参数
图25  修改参数

力，满足设备安全运行要求。

2.2 原因分析

(1）因现场都是采用Profibus DP通讯的方式进行

控制和反馈，电磁谐波造成设备相互间的干扰影响较

大，导致问题产生。

(2）液位仪控制电缆和电机动力电缆处于一个电

缆槽之中，导致问题发生。

(3）电机和液位仪长期处于露天工作状态且加上设

备投入生产时间

长，导致问题加

重。

2.3 解决方案

(1）修改参

数，延长斜坡加

速时间(图24)。

(2）修改参

数，延长预励磁 图26  输出电缆加装外置非晶磁环 [收稿日期:2021-04-22(修改稿)]

表1  MD880参数配置

指令通道选择来源

启停控制字来源

自定义OFF1来源

自定义运行允许来源

自定义故障复位来源1

启停控制字来源

自定义OFF1来源

自定义OFF2来源

自定义OFF3来源

自定义运行允许来源

自定义故障复位来源1

速度控制主设定选择

速度控制主设定选择

斜坡1加速时间

斜坡1减速时间

电机额定功率

拓展插槽选择

模块在线状态

拓展卡站号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额定转速

电机最小转速

控制方式

RO1信号源

RO2信号源

RO3信号源

总线适配器配套总线类型

通讯断线检测延迟时间

过程数据输出1

过程数据输出2

过程数据输出3

过程数据输出4

过程数据输出5

过程数据输出6

过程数据输出2通讯基值

过程数据输出3通讯基值

过程数据输入2通讯基值

过程数据输入3通讯基值

A9-00=4(DI3)

B0-00=3(自定义)

B0-01=2(DI1)

B0-04=8(DIL)

B0-05=U2-07(总线适配器A.PZD1.7)

B2-00=3(自定义)

B2-01=U2-00(总线适配器A.PZD1.0)

B2-02=U2-01(总线适配器A.PZD1.1)

B2-03=U2-02(总线适配器A.PZD1.2)

8（DIL）

B2-05=U2-07(总线适配器A.PZD1.7)

C0-00=9（总线适配器A过程数据2）

C2-00=9（总线适配器A过程数据2）

C7-04=2.0s

C7-05=2.0s

D0-01=5.5kW

N16-00=7(拓展插槽3-1)

N16-01=1（在线）

N16-02=42

D0-03=11.6A

D0-05=5.5r/min

D0-07=20%

E0-00=0(SVC)

FI-02=2（开机准备好）

FI-03=4（运行中）

FI-04=U1-23(无故障)

N1-00=7（DP模块）

N1-01=0.20s

N1-04=U8-09（状态字1）

N1-05=U5-00(电机实际速度)

N1-05=U6-00（输出电流有效值)

N1-05=U8-04（当前故障）

N1-05=U8-06（当前报警）

N1-05=U8-05（当前轻故障）

N1-21=20000

N1-22=116

N1-37=20000

N1-38=116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48
第42卷第20期 2021年10月



摘 要：在纸机设备维护中，由于工艺条件的改变，设备运行

状况的劣化等因素，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共振的现象。

一旦设备发生共振，将激起设备剧烈的振动，并有可能在短

时间内造成设备的失效。而往往受限于测量仪器、生产条件

等因素的制约，对于设备因共振所产生的故障难以准确地判

断。本文以长网纸机顶网共振的实际案例为例，说明共振产

生的机理，以及如何在现场对设备的共振故障进行诊断，并

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共振；固有频率；刚度；长网纸机；顶网

Abstract: In the maintenance of paper machine, resonance also 
happens in the equipment due to production condition, equipment 
running and etc. It can lead to the equipment failure in a short 
time. However, limited by the instrument, production condition 
and etc., technician cannot diagnosis the resonance fault. Taking 
the resonance of top wi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will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 of resonance, how to diagnose the fault of resonance 
in site, and the solutions.
Key words: resonance; natural frequency; stiffness; Fourdrinier 
paper machine; top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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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是自然界中普遍所存在的一种现象，在我们

身边时常可以遇见这种现象的发生，像开车时，车内突

然出现的异响，这就是车内某个部件与车辆行驶过程

中产生的振动发生了共振。当路面状况发生了变化时，

异响会随之消失。

当物体发生共振时，通常会产生剧烈的振动，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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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导致物体的损坏。历史上，由于人们不了解共振

的机理，曾导致过悲剧的发生。一次，拿破仑在带领军

队入侵西班牙时，一支军队在军官的指挥下齐步经过一

座桥。在行进过程中，桥的一端突然断裂，很多士兵掉

入水中淹死了。这就是“共振”导致了桥的损坏。因为士

兵齐步走的频率与桥的固有频率相接近，使桥发生了共

振，造成剧烈的振动，最终导致桥的损坏。

在设备维护中，共振也同样是设备维护人员所要面

临的一个难题，因为它“来无影，去无踪”。同时，在生

产实际中，由于设备发生共振故障的概率小，易使设备

维护人员造成误判，采取错误的应对措施：轻则降低生

产效率，影响效益；重则造成设备事故，生产线停机。

本文从共振产生的机理入手，结合笔者实际诊断

的案例，来说明如何对现场设备的共振故障作出诊断，

以及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1  共振的产生

“共振”是指机械系统所受激励的频率与该系统

的某阶固有频率相接近时，系统振幅显著增大的现象。

非机械振动系统中也存在有共振的现象，本文所指的

共振只针对机械系统。

1.1 固有频率

在共振的定义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固有频率，那什么是固有频率？

机械振动系统中，弹簧的振动是最简单的，且包含

了所有振动要素。所以，以下将以弹簧的振动为例，来

说明共振产生的理论依据。

图1为弹簧自由振动的示意图。“平衡位置”表示弹

簧静止时，物体所处的位置。“实际位置”表示物体在

运动过程中所处的实时位置。

如果忽略阻尼的影响，则易知物体在弹簧上只受

图1  弹簧自由振动及受力分析模型

到重力和弹簧的恢复力两种力。根据牛顿力定律，建立

运动方程，取向下为正，得：

mg-k(x 0+x)=m

k—弹簧刚度，x0—物体静止时位移，x—物体偏离

平衡位置的位移， —物体加速度。

由于x0表示物体静止时弹簧的位移，所以有：

mg=kx0

因此，上式可以简化为：

m +kx=0

即： +(k/m)x=0

令：ωn
2=k/m

则： +ωn
2 x=0

该式就是高等数学中所探讨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微

分方程。根据二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的求解公式，该方程

的通解为：

x=C1cosωnt+C2sinωnt

t—时间，C1、C2—为待定系数，由振动的初始条件

决定（注：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与中学所学

的一元二次方程ax 2+bx+c=0的求解类似，有兴趣的读

者可以查阅下高等数学中相关内容，在此不赘述）。

对于方程的通解，根据三角函数的相关公式可以

转化为以下更为简明的形式：

x=Asin(ωnt+φ)

A—振幅，表示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其

数值为：

 φ—相位角，φ=arctanC1/C2。

上式的物理含义是：当物体在弹簧上在做自由振动

时，不管其初始运动条件是什么，都会以固定频率ωn作

正弦（也可以表示为余弦）运动。由前述可知：

所以，从ω n的定义不难得出，ω n只由弹簧的刚度

（k）和物体的质量（m）所决定，而刚度和质量是振

动系统的固有属性，所以ω n也称为振动系统的固有频

率。

上面所探讨弹簧的振动，在物理学中称为单自由

度系统的振动，其自由振动称之为简谐振动，为自然界

中最简单的周期性振动。通过对单自由度振动系统的分

析，揭示了“固有频率”存在的理论依据。

通过理论研究，对于更为复杂的振动系统，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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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固有频率，并且固有频率不只一个，其固有频率的个

数与振动系统的自由度个数相对应。

就设备维护工作而言，像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轴承

座、风机叶轮、减速箱箱体等都有着各自的固有频率。

1.2 共振的产生

下面还是以弹簧的振动为例，来说明外力是如何

激发出物体共振的。

当弹簧受外力激励时，将会产生强迫振动。在此，

我们选用简谐力（F0s inωt）作为外界激振力。因为简谐

激振力下的振动分析，是分析其它类型激振力的基础。

其它周期性的激振力均可通过傅立叶变换展开为不同

频率的简谐激励，然后通过线性系统的叠加原理来求

总的响应。所以，以简谐力作为激振力具有很好的代表

性。

如图2所示，在弹簧静止时，施加一简谐激振力

F0sinωt，忽略阻尼影响，根据受力模型，取向下为正，

其运动方程为：

mg-k(x 0+x)+F0sinωt=m

简化得：m +kx=F0sinωt

根据高等数学中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公式，可得

方程的解为以下式（注：为便于读者理解，舍去了方程

的通解，只保留了方程的特解）：

上式中ω为简谐激振力的频率，弹簧最大振幅为

。很显然，当激振力的频率不同时，弹簧振

动的最大幅度也会不同，即振幅会随着激振力频率的变

化而改变。

而当激振力频率ω趋近于该弹簧振动系统的固有

频率ω n时，上式中分母(k-ω2m)2将趋于“0”(ω2
n=k/

m）。当分母趋于零时，分数值将趋于无穷大。因此，当

激振力频率ω趋近于弹簧振动系统的固有频率ωn时，弹

簧振幅将剧烈增大，直至损坏。

但在实际运动过程中，由于阻尼的存在，当设备发

生共振时，其振动值并不会无限增大，而是会有一个限

值。虽然设备发生共振时，其振动并不会无限增大，但

其振动值通常会是正常运行时的好几倍，严重影响设备

的稳定运行。如处理不当，将导致设备事故的发生。

2  顶网共振实例分析

2.1 背景情况介绍

我厂3号机为一台设计车速800 m/m i n，年产能10

万t的长网文化纸机。在一次计划停机后，纸机正常开

机。但开机后，顶网出现明显的异常晃动，对设备运行

造成很大隐患。在顶网晃动中，顶网导入辊表现最为明

显，振动最大值达到17.2 mm/s，严重超标。为保证设

备安全，避免设备事故的发生，车间决定降速运行，但

生产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2.2 顶网振动分析

在计划停机前，顶网运行正常，检修过程中只按工

艺要求更换了顶网导入辊，因此重点怀疑是顶网导入

辊的问题引起了顶网的异常振动。图3为顶网结构示意

图。

由于更换的导入辊为新做的辊子，本次检修为第

一次上机，不排除辊子出现问题的可能。

通过对导入辊的振动数据分析，导入辊振动最大

值为17.2 m m/s，振动严重超标，且表现为单一频率

的振动，其振动频率为5.9 H z（此时网部车速700 m/

min）。经计算，5.9 Hz振动频率正好为导入辊的转频，

也就是说是导入辊在运行过程中的旋转导致了振动的

异常，为典型的动不平衡故障特征。

车间技术人员反查辊子出厂记录，发现辊子无动

平衡检测报告。后经厂家确认，辊子出厂时未做动平衡

检测，因此辊子确实存在动不平衡的可能。

结合对导入辊的数据分析，因此判定是导入辊的动

不平衡问题导致了顶网的异常振动。

根据对顶网的故障分析，为保证设备安全，避免设

备事故的发生，车间决定对纸机降速运行，待合适时机

图2  弹簧强迫振动受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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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换顶网导入辊。

2.3 顶网振动深度分析

对于顶网的振动分析有理有据，看似没有问题，但

仔细推敲却存在以下几处疑问：

疑问一：为何导入辊振动会高达17.2 mm/s？

导入辊正常运行时，其振动值在2 mm/s左右。此

时却达到了17.2 mm/s，约为正常时的9倍，严重超标。

辊子的动不平衡故障会导致振动的上升，但上升这么

多，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辊子本身出现了弯曲。这种情况

多出现在使用已久，或放置过久的辊子上。该导入辊为

新做的辊子，厂家虽未做动平衡校验，但辊子出现明显

弯曲变形的可能性却不大。

疑问二：降速后，导入辊振动下降幅度过大

开机时，当网部车速开至700 m/m i n时，导入辊振

动为17.2 mm/s。当网部车速降至670 m/m i n时，导入

辊振动降为13.4 mm/s。

从表1数据来看，当导入辊转速由358 r/m i n降为

342 r/m i n时，转速只下降了4.5%，但其振动值下降幅

度却达到了22.1%。虽然当设备出现动不平衡故障时，

降低转速能有效地降低振动值，但此时导入辊振动的

下降幅度超出了一般动不平衡故障的范围。

疑问三：导入辊振动的方向性极强

导入 辊 的 振 动 最 大 值 出 现 在 水平方 向，为

17.2 mm/s，但此时垂直方向振动值为2.1 mm/s，如

图4。

导入辊水平方向振动值约为垂直方向的8倍，辊子

在水平方向的振动值最为明显，振动表现出极强的方向

性。

但是对于动不平衡故障而言，振动的方向性并不

特别明显，因为动不平衡所产生的离心力是360 °，辊子

出现动不平衡故障时，虽然振动在不同方向上也会有差

异，但不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2.4 顶网振动原因定论

对于上述所提出的三点疑问，如果只归于顶网导入

辊动不平衡问题，有所牵强，不足以对顶网的异常晃动

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动不平衡的表象下，应该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有没有可能是导入辊发生了共振，导致了顶网的

异常晃动？如果导入辊是在网部700 m/m i n车速时发

生了共振，则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疑问。

对于疑问一，振动值过大：当设备发生共振时，其

振动值会显著增大，为设备正常水平的好几倍，甚至十

几倍。

对于疑问二，降速后，振动幅度下降过大：当物体

偏离共振频率时，其振动会显著下降。降速后，辊子旋

转频率发生改变，偏离共振频率，所以振动显著下降。

对于疑问三，振动的方向性极强。这是设备发生共

振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设备在不同方向上的刚度不

同，所以当设备发生共振时，通常只在某一个方向上有

明显的振动。

通过上述分析，再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最终判断顶

网的异常晃动是因为导入辊在特定车速下发生共振所

引起。

2.5 应对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要避免或降低共振对设备的影响，

只需让设备的工作转速偏离共振区间即可有效降低设

图3  顶网结构示意图

图4  导入辊振动值

表1  导入辊振动下降幅度对比

下降幅度/

%

4.5

22.1

导入辊转速/r.min-1

导入辊振动/mm.s-1

网部车速/

m.min-1

358

17.2

700

342

13.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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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振动值。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改变车速，降速可

以，升速同样也可以。

此前为保证设备运行安全，纸机一直降速运行。车

间为完成生产任务，决定提速，并密切关注设备运行状

态的变化。

在提速过程中，顶网摆动开始加剧，在网部车

速越过700 m/m i n后，振动开始下降。在车速稳定在

745 m/m i n时，顶网摆动明显减弱，导入辊振动最大值

也降为3.7 mm/s，设备运行状态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在现场跟踪设备振动情况变化时，纸机因压缩空

气故障意外跳停。在车速下降过程中，可明显感觉到顶

网振动突然有一个上升，然后迅速回落。这应该是顶网

经过了共振区间所造成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此前

对共振的判断。

此后，工艺改产，网部车速提至765 m/m i n，顶网

导入辊振动降为2 mm/s，手摸已无明显振感，顶网摆

动现象完全消失，已不对生产造成影响。

[收稿日期:2021-05-26]

不久，车间计划停机，更换顶网导入辊。开机后，

顶网系统未出现异常振动。

3  结语

由于对顶网异常摆动故障判断准确，避免了因纸机

降速所造成的效益损失。但同时，也因看到故障背后所

隐藏的潜在风险。

如果顶网摆动不是共振所引起，则升速必然会加

剧设备的振动，甚至可能导致设备的损坏。因此，在实

际生产中，对于设备共振故障的判断应小心谨慎，认真

求证。在制定应对措施时，应尽可能选择对设备运行影

响小的方案，以控制存在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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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科学知识图谱与传统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应用CiteSpace软件的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对中国制浆造

纸工业的相关学者和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借助CNKI数据库

自带的分析工具对构成学科基础的重要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在此基础上具体呈现中国制浆造纸工业在近四十年发展的现

状、特征与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

关键词：CiteSpace；知识图谱；制浆造纸；计量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and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analysis, and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to visually analyze relevant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addi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analysis tools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discipline is carried out, and on this basis, the 
curr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the past 40 
years are specifically presented, and the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ethod is explored.
Key word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pulp and pap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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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p or t/exp or t功能将数据类型转换，转换得到输入

文件数据集，进行作者、机构等的可视化分析。

2  数据分析

2.1 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借助CNK I数据库自带的分析工具对构成学科基

础的重要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分析文献发表的数量及

高被引文献，可以揭示某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知识基

础。

2.1.1 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发文量分析

通过CNKI库，检索出《中国造纸》、《中国造纸学

报》、《中华纸业》、《纸和造纸》、《造纸科学与技术》

五本期刊在近40年内的共计41288篇文献，借助CNK I

库自带的导出与分析-可视化分析-全部检索结果分

析，对所有文献进行发文量分析，得到的结果如图1所

示。

通过图1可以发现，1982年～1998年，我国制浆造

纸研究相关的文章呈现出小范围区间内波动上升的趋

势，这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较为稳定，但没有得

到过多的关注。1998年～2001年，我国制浆造纸研究迎

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在2001年，发文量首破1000

篇；2001年～2007年，发文量在一定区间内波动，发展

较为平稳；2007年～2010年，我国制浆造纸研究迎来

了第二个快速发展期，在2010年，发文量首破2000篇；

2010年～2016年，该领域研究发展较为稳定，发文量在

一定区间内波动；2016年至今，发文量呈下降趋势，这

Cit e Sp a c e是美籍华裔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

款科学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软件[1-2]。该软件的

基本原理是分析单位（文献、关键词、作者等）的相似

性分析及测度，本质上属于宏观知识计量的信息可视化

技术，因此有其独有的计量指标及含义[3-5]，是跟踪科

技前沿、选择科研方向、开展知识管理与辅助科技决策

的一种有效工具[6-8]。

制浆造纸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在当代

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造纸产业关联度大，其

生产制造涉及到农林、机械制造、化工、能源等方面，产

品在文化传播、居民生活、工业、农业和国防等领域应

用广泛，其巨大的产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上下游

产业[9]。通过对我国制浆造纸工艺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

进行分析，了解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的现状，理清发

展脉络，以对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与传统计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计量，应用Cit e Sp ac e软件

对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的相关学者和机构进行可视化分

析，并借助CNK I数据库自带的分析工具对构成学科基

础的重要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具体呈现中国

制浆造纸工业在近四十年发展的现状、特征与存在的问

题，为该领域内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趋势提供可视化数据

支持，进而探寻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

1  数据采集与转换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库，检索《中国造

纸》、《中国造纸学报》、《中华纸业》、《纸和造纸》、

《造纸科学与技术》五本期刊在1982年～2021年的所

有文献，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去除其中包含的新闻、

会议报导、综述、书评等对数据分析无效的文章后，得

到共计18073篇文献。这几本期刊在造纸学科研究领域

底蕴深厚、专业性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基于这些文

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可以反映出该学科

真实的科研现状[10]。

通过CNK I库，得到文献的题目、关键词、摘要、

作者、机构及时间等参数后，用Ci t e S p a c e的D a t a-
图1  1982年～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领域在五本期刊中的

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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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我国制浆造纸研究已达到成熟的阶段有关。

2.1.2 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高频次被引文献分析

借助CNK I数据库的检索功能，检索这五本期刊

的所有文章，按被引量降序排名，得到被引频次排名前

10的文献，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这10篇论

文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纤维原料、制浆造纸工艺和纤维

材料的深层次研究上，并且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集中

在2003年～2013年这11年间，说明这段时间是我国制浆

造纸研究领域的一个鼎盛时期。其中，《用压汞法和氮

吸附法测定孔径分布及比表面积》是被引频次最多的

文献，介绍了用压汞法和氮吸附法测定木材、原纸、活

性炭纤维纸、纳米级S iO2粉末以及硅藻土的孔径分布

及比表面积的原理和方法，为其改性及与无机纳米材

料的复合研究指明了方向[11]。《烟草薄片制备工艺的现

状》和《漂白高得率化学机械浆综述》都被引用了148

次，是被引频次第二高的文献。前者综述了近年来国内

外不同制备工艺对烟草薄片理化性质的影响，同时分析

了各种生产工艺的优缺点，并为今后国内烟草薄片的研

究指明了方向和发展趋势[12]；后者阐述了高得率化学机

械浆的制浆工艺、发展、产量和全球范围的生产线装机

情况，讨论了用于高得率浆的木材纤维特性、抄纸适用

性及其成浆质量和最终用途，还涉及了高得率制浆污水

处理的常规方法及进展[13]。《纤维素溶剂研究现状及

应用前景》的被引频次为137次，排名第四，此文对传统

纤维素溶剂和目前研究开发的几种新溶剂体系的溶解

机理和特点作了系统地归纳整理，分析了各种溶剂的优

缺点，为纤维素溶剂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建议[14]。

《纳米纤维素的制备及应用》的被引频次为136次，排

名第五，此文介绍了机械法制备微纤化纤维素（MFC）

和化学法、生物法制备纳米微晶纤维素（NCC）及纳米

纤维素在制浆造纸领域的潜在应用，并对纳米纤维素

未来研究重点进行了总结[15]，纳米纤维素作为一种新

型的生物材料，具有特殊的纳米尺寸结构、力学性能和

光学性能，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生物材料。《木质素

吸附剂研究现状及进展》的被引频次为120次，排名第

六，此文主要介绍了近年来吸附剂的研究状况，包括木

质素吸附剂的研制及其应用情况，并探讨了木质素吸

附剂的发展趋势[16]，对木质素在更高层次的应用提出

了猜测。《非木材半纤维素研究的新进展》的被引频次

为110次，排名第七，此文从非木材半纤维素在细胞壁

中的形成与分布，化学组成与基本结构，半纤维素与木

素，纤维素与蛋白质之间的联接、分级和分离方法，半

纤维素的改性及其在工业上、特别是医药上的应用等几

个方面，综述了半纤维素的研究新进展[17]，并对半纤维

素的开发提出了展望。《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结构调整战

略研究(上)》的被引频次为105次，排名第八，此文全方

位分析了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的供应现状和发展趋势，

提出了原料结构调整的建议及全国造纸工业原料基地

建设规划的设想[18]。《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研究进展》和

《纤维素结晶度的测定方法》的被引频次都是96次，排

名并列第九。前者回顾了近5年来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研

究成果，并从加工工艺、致香成分、功能性、降焦减害以

及生化处理等方面对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研究现状进行

了综述，同时与国外再造烟叶的产品品质进行了对比，

指出了国内再造烟叶的产品质量及与国外同类产品间存

在的差距，最后对国内造纸法再造烟叶的应用研究和开

发前景进行了展望[19]；后者则系统地介绍了天然纤维素

结晶度的主要测试方法：X-射线衍射法、红外光谱法

以及CP/MAS  13C-NMR法，为实验人员提供了参考

建议[20]。

2.2 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相关学者的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Ci t e S p a c e的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功能，绘制

选取文献中在1982年～2001年我国制浆造纸研究领域

表1  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文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著者

田英姿

缪应菊

周亚军

吴翠玲

董凤霞

洪树楠

许凤

曹朴芳

戴路

马晓娟

文献名称

用压汞法和氮吸附法测定孔径分

布及比表面积

烟草薄片制备工艺的现状

漂白高得率化学机械浆综述

纤维素溶剂研究现状及应用前景

纳米纤维素的制备及应用

木质素吸附剂研究现状及进展

非木材半纤维素研究的新进展

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结构调整战略

研究(上)

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研究进展

纤维素结晶度的测定方法

出版

年份

2004

2009

2005

2004

2012

2004

2003

2003

2013

2012

被引

频次

156

148

148

137

136

120

110

105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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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豪、谢来苏、窦正远；中心性最强的三位作者为：詹怀

宇、陈嘉翔、黄干强。

运用Ci t e S p a c e的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功能，绘制

选取文献中在2002年～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研究领域

发文超过25篇的相关作者合作网络谱图，结果如图3

所示。由图3可以看出，以陈嘉翔、詹怀宇、陈克复等为

核心的团队在我国制浆造纸领域依然占据着较高的地

位，但也出现了以张美云、杨桂花、陈嘉川、胡惠人、李

友明、付时雨、汤伟等为核心的新团队，这二者共同组

成了2002年～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的支柱。

与前20年相同，这段时间各科研团队内部依然合作密

切，团队之间也继续保持着较多的合作。由Cit e Sp ac e

的e x p o r t功能导出的数据中，文献被引数量排名前三

的作者是：詹怀宇、张美云、陈克复，分别为314篇、175

篇、156篇；发文前沿性最高的三位作者为：张美云、汤

伟、陈中豪；中心性最强的三位作者为：詹怀宇、杨桂

花、陈嘉川。 

2.3 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Ci t e S p a c e对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的研究机构

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可以呈现出机构发文量及各机构间

合作的紧密程度，其中机构的发文量与圆圈的直径成正

比，机构间合作的紧密程度与节点间的连线粗细成正

比。

图4是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谱图，

由图中的N=977可以看出，我国在1982年～2021年制浆

发文超过5篇的相关作者合作网络谱图，结果如图2所

示，其中节点表示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的

合作关系。由图2可以看出，1982年～2001年，我国制浆

造纸工业主要有由陈嘉翔、詹怀宇、陈中豪、陈克复、

劳嘉葆、隆言泉、余家鸾、谢来苏等为核心的科研团队

组成，由连线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各研究团队内部

合作密切，并且不同的团队间也保持着较多的合作。由

CiteSpace的export功能导出的数据中，文献被引数量

排名前三的作者是：陈嘉翔、詹怀宇、陈中豪，分别为

160篇、84篇、77篇；发文前沿性最高的三位作者为：陈

图2  1982年～200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相关学者合作网

络谱图

图3  2002年～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相关学者合作网

络谱图 图4  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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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工业研究机构出现的数量为977个。其中华南理工

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南京林业大学、大连轻工业学院

等机构的发文量排在所有研究机构的前列，特别是华

南理工大学，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

应用CiteSpace的Timezone  View功能绘制我国

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时区谱图，将1982年～

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的发展平均分成8个

时段，结果如图5所示。图中的每一个圆圈节点都代表一

个科研机构，由于科研机构的数量众多，规模也有较大

差异，因此部分节点没有显示。机构的发文量与圆圈的

直径成正比，节点所在的时段为科研机构首次出现的时

间，之后不会重复出现。

由图5可以看出，在1982年～1986年，广东省造纸

研究所、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

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天津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天

津科技大学）、大连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大连工业大

学）、广州造纸厂的发文量位列前五名，此时的研究机

构数量较多，规模的差异不是很明显。1987年～1991

年，南京林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发文量较高，首次

出现在此谱图上。并且从这个时段开始，发文量较高

的造纸企业和研究所的数量逐渐减少，大学成为我国

制浆造纸工业研究的主力军。1992年～1996年，华南

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成

为近40年发文量最大的机构；山东轻工业学院（后更

名为齐鲁工业大学）在此时段的发文量也较大，首次出

现在谱图上。1997年～200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领

域没有出现新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2002年～2011

年，陕西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发文量较大，首次

出现在谱图上；在这个时期，多所大学分别建设了市

级、省级、国家级的制浆造纸实验室，实验室的建设为

国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2年～2021年，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的整体

结构已基本确定，没有出现新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机

构。  

由Ci t e S p a c e机构合作网络分析中的ex p o r t-

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获得我国制浆造纸

研究机构的论文被引量，经过计算整理绘制出主要机

构的被引文量占比饼状图，如图6所示。由图6可以清

晰地看出，华南理工大学的被引文量最大，占比达到了

41.48%，华南理工大学的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是目前我国轻工造纸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拥

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仪器和良好的科研学术氛

围，为我国造纸科学的进步和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作出

巨大的贡献。陕西科技大学的被引文量占比也较高，达

到了25.82%，位居第二，其余四个机构的占比则分布在

4%～13%之间。 

纵观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科研机构40年的发展，可

以发现，在此领域发文的主要科研机构阵营几乎没有发

生过大的改变，主要包括：华南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

学、天津科技大学、中国制浆造纸研究所、齐鲁工业大

学、南京林业大学等，说明这些机构在制浆造纸领域始

终保持着很高的科研水平，发文的数量和质量比较高，

是我国制浆造纸科学发展的支柱。

图5  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时区谱图

图6  主要机构的被引文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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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和CNKI数据库自带的可

视化分析工具对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的相关学者、机构和

发文量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借助CNK I检索功能对重

要文献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清晰地呈现了中国

制浆造纸学科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特征，揭示了学科发展

的主导模式与存在问题，为我国制浆造纸的发展提供了

一些有益的启示。结论如下：

(1）目前我国制浆造纸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较之前有

所下降，这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认知和技术已达到成

熟有关，但随着纳米纤维素等新型材料研发的增加以

及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高值化利用的开发，发文量

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回升。

(2）我国制浆造纸研究领域的学者人数众多，形成

了许多高水平科研团队，团队内部合作密切，团队间也

保持着较多的合作。并且后20年的合作明显多于前20

年，这可能与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科研系统的完

善有关。

(3）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科研机构的数量随着时间

的变化逐渐增加，但主要机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些

机构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科研水平，发文的数量和质量

比较高，是我国制浆造纸科学发展的支柱，他们的发展

也映射了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的发展。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宏观角度对我国造纸业进行了

分析，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文献分析依赖个人经验和

主观偏好的弊端，但本研究在选择研究样本时选取了核

心期刊标准的文献，数据结果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阐释

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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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银纳米线的柔性导电纸及其制
备方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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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为满足可穿戴电子设备的要求，传感器的材料

需要具有轻薄、柔软和耐腐蚀等特点，目前用于可

穿戴设备的主要材料包括柔性材料、纸基材料、纳

米材料和有机材料。其中，纸基材料由于自身具有

的特性，其一般具有易于回收处置、成本低、吸水

性强和柔韧性好等优点，因而近些年成为传感材

料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

雪花皮树，又名结香、黄瑞香、三桠皮树，

是造纸的高级原料，故名雪花皮纸。其纤维长度

2.9～4.5 mm，此外，雪花皮纤维还具有细密、柔

韧、色白、光泽度好、抗拉力强、抗腐蚀性好等优

点。传统上，雪花皮纤维一般用来制作皮纸、鞭炮

引火纸、纸伞、纸扇、油纸、油篓、糊窗子等，这些

途径无法充分利用其优异性能，亦不能充分发挥

其经济价值，造成资源浪费。为此，将雪花皮用作

可穿戴电子设备的传感基材，以实现其在高端技

术领域中的应用，将成为其获得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

然而，由于纸基本身不导电，需要采用特殊复

合方式，将纸同其他导电材料相结合，同时改善纸

基设备强度上的缺点以及优化其导电性能。

因此，开发出柔性、低成本、质轻、导电性好、

生物相容性好的导电纸，为纸基可穿戴电子

设备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具有良好的

应用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供一种负载银纳米线的柔性导电纸的

制备方法。负载银纳米线的柔性导电纸应用

于传感材料（包括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中的传感

材料）、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和/或柔性电路

板等领域。

雪花皮来自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麻塘山乡八角

楼村，外观似宣纸，将其撕碎（2 cm×2 cm）后，在

水中浸泡12 h，用疏解机（8000 r/min）疏解后，

用PFI磨浆机打浆，最终雪花皮浆料的打浆度为

36°SR；把雪花皮浆料装入浆袋中拧干，用和面机

揉成黄豆粒大小，收集后测其水分含量（固含量为

41％），密封待用。

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料购自青岛久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采用常规的原材料、试剂、方法和设备。

负载银纳米线的柔性导电纸的制备方法及步

骤：

（1）银纳米线（AgNWs）的合成（表1）：

用天平准确称取0.016 2  g六水合氯化铁晶体

（FeCl 3·6H2O）放入烧杯中，缓慢加入乙二醇

（EG）至溶液总质量为100 g（FeCl3溶液的浓度

为550～650 μM），边加边用玻璃棒搅拌液体，

配制得到FeCl 3盐溶液，待用；将0.2 g聚乙烯吡

咯烷铜（PVP，Mw＝44000～54000）加入到盛

有25 mL乙二醇的烧杯中，并在60 ℃水浴锅中

进行磁力搅拌，充分溶解后，冷却至室温，得到

PVP溶液；然后将0.2～0.3 g硝酸银（AgNO3）

晶体加入至PVP溶液中，快速搅拌直至形成透

明、均一的溶液；最后加入3.5 gFeCl 3盐溶液

[PVP∶AgNO3∶FeCl3＝19∶5600～8380∶10（物

质的量比值）]，搅拌1～2 min，立刻将其转移至预

热到125～140 ℃的反应釜中，反应3～6 h。将混

专利技术

表1  银纳米线（AgNWs）的合成

1#

2#

3#

4#

编号
FeCl3溶液

浓度/μM

550

600

600

650

3

4

5

6

反应时

间/h

0.2

0.25

0.25

0.3

硝酸银晶体

加入量/g

19∶5600∶10

19∶7000∶10

19∶7000∶10

19∶8380∶10

FeCl3盐溶液

(PVP∶AgNO3∶FeCl3)

125

130

130

140

预热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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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系冷却至室温后，在9000 r/min转速下离心

10 min，再分别用丙酮、乙醇溶液洗涤沉淀5～8

次，最后将沉淀用乙醇分散在香精瓶中（AgNWs

分散液的浓度约为0.2wt％），冷藏备用。

（2）导电纸的制作（表2）：取一定质量的雪花

皮浆料，疏解均匀后加入AgNWs分散液2～8 mL[添

加Ag的质量百分比为32%～79％，相对于雪花皮

绝干浆料的质量，即m Ag/m 雪花皮浆料＝32%～79％]，

用涡旋振荡器搅拌5 min后，倒入砂芯漏斗中，真

空抽滤成纸张，用滤纸将湿纸页进行双面包覆后

置于50～65 ℃温度下的辊式烘缸上干燥。然后

将纸张在140～155 ℃温度下进行热压熔合处理

20～90 min。最后将纸张至于恒温恒湿箱[温度为

(23±1) ℃，湿度为(50±2)％]中平衡水分24 h，再

放入密封袋中以供后续性能分析检测用（纸张的定

量是100 g/m2）。

（3）导电纸的性能检测：用市售导电双面胶将

干燥后的纸样固定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样品

台上，并进行喷金处理，然后在一定倍数下观察并

拍摄具有代表性区域的形貌。用四探针电导率仪测

量纸样的方块电阻，并计算得到其电导率（计算公

式ρ＝1/(Rs×d)；其中，ρ为电导率，Rs为样品的薄

层电阻，d为样品的厚度），以评价纸张导电性的优

良程度。

纸张温湿度等状态调节和耐折度性能检测按

照TAPPI测试方法实施。

对比实例：

银纳米线（AgNWs）的合成采用3#，导电纸的性能

检测同上，只是导电纸的制作方式不同，进行比较。

5 #导电纸的制作：取以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

料抄造（利用快速凯塞法纸页成形机抄造）的、相

同定量（100g/m2）的纸张，置于AgNW分散液中浸

渍60 s后取出，在60 ℃温度下的真空干燥箱中干

燥15 min，再重复浸渍/干燥过程2～4次（重复3

次）。然后将纸张在150 ℃温度下进行热压熔合处

理60 min。最后将纸张置于恒温恒湿箱中[温度为

(23±1) ℃，湿度为(50±2)％]中平衡水分24 h，再

放入密封袋中以供后续性能分析检测用。

6#导电纸的制作：取以雪花皮浆料抄造的、相

同定量（100 g/m2）的纸张，其余步骤同5#。

7#导电纸的制作：取以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料

抄造（利用快速凯塞法纸页成形机抄造）的、相同

定量（100g/m2）的纸张，用线棒涂布法将AgNW分散

液涂布在纸张表面，涂布速度设为5.4 m/min（以银

质量相对于绝干浆料的质量百分比为67％的比值添

加AgNW分散液进行涂布，涂布厚度为27.5 μm），再

置于60 ℃温度下的真空干燥箱中进行干燥。然后

将纸张在150 ℃温度下进行热压熔合处理60 min。

最后将纸张至于恒温恒湿箱[温度为(23±1) ℃，湿

度为(50±2)％]中平衡水分24 h，再放入密封袋中

以供后续性能分析检测用。

8#导电纸的制作：取以雪花皮浆料抄造的、相

同定量（100 g/m2）的纸张，其余步骤同7#。

9#导电纸的制作：取一定质量的漂白硫酸盐阔

叶木浆料，疏解均匀后加入AgNWs分散液6 mL（添

加Ag的质量百分比为67％，相对于漂白硫酸盐阔叶

木绝干浆料的质量，即m 银/m 雪花皮浆＝67％），用涡

旋振荡器搅拌5 min后，倒入砂芯漏斗中，真空抽

滤成纸张，用滤纸将湿纸页进行双面包覆后置于

60 ℃温度下的辊式烘缸上干燥。然后，将纸张在

150 ℃温度下进行热压熔合处理60 min。最后，将

纸张至于恒温恒湿箱[温度为(23±1) ℃，湿度为

(50±2)％]中平衡水分24 h，再放入密封袋中以供

后续性能分析检测用（纸张的定量是100 g/m2）。

效果实施：

（1）形貌观察：制备得到的银纳米线的微观

形貌如图1所示，雪花皮纤维的微观形貌如图2所

表2  导电纸的制作

1#

2#

3#

4#

编号
AgNWs分散

液加入量/mL

2

4

6

8

20

40

60

90

热压熔合

时间/min

32

48

67

79

Ag的质量

百分比/%

50

55

60

65

干燥温度

/℃

140

145

150

155

热压熔合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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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导电纸的微观形貌如图3所示。银纳米线的直径

约为80 nm，长度为50 μm以上；雪花皮纤维间存在

空隙和沟壑，因而有利于银纳米线的嵌入或附着；

导电纸上的银纳米线附着较多，纸张纤维几乎完全

被银纳米线覆盖，因此可以预测该导电纸的导电性

能较优。

（2）导电性能比较

①将1#～4#以及对比例5#～9#中得到的导电纸

的导电性能和力学性能进行对比，结果如图4和表3

所示。

②与其他导电复合材料的电阻(用四探针电导

率仪测量纸样的方块电阻)作比较，结果如表4所

示。

由表4可知，以纳米纤维素（CNF）和热塑性聚

氨酯（TPU）为基材制备的复合导电材料的方块电阻

值相对较低，但是相比较而言，以纳米纤维素为原

料制备复合导电材料需要经过高压均质、TEMPO氧

化等预处理，因此实验操作步骤更为繁琐，且实验

过程存在安全隐患（TEMPO具有毒性），能耗较大，

生产成本更高；而以热塑性聚氨酯为原料制备复

合导电材料需要经过线棒涂布法、旋转涂布法、激

光划线和热层压法，实验过程更为繁琐，设备要求

高，成本高，且TPU的可循环性、生物降解性等不及

本发明使用的纸基。

综上，以雪花皮纤维为原料，通过混合添加银

纳米线，再结合采用湿法成形、真空抽滤、辊式烘

图1  银纳米线的微观形貌

a、b、c和d分别为放大1000、2000、10000、20000倍。

图2  雪花皮纤维的微观形貌

e、f、g和h分别为放大500、1000、5000、10000倍。

图3  导电纸的微观形貌

m、n、o和p分别为放大1000、5000、10000、20000倍。

图4  导电纸上银负载量与方块电阻、电导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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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干燥以及热压熔合技术获得一种基于银纳米线

的柔性导电纸。经SEM分析可知，湿法成形得到的

纸张中，纤维与单质银的结合良好，银在纤维表面

及纤维孔隙间分布较为均匀；且由于经过热压熔合

处理，进一步降低了纸张的方块电阻值（方阻值低

至0.3 Ω/sq，电导率高达25000 S/m以上）。与现有

技术相比，纸张的导电性能被大幅度提升。

由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可知，该导电纸的耐折性

能也十分优异，耐折度可达800次以上，即其可作为

一种优良的柔性导电基材。此外，由于纤维素纸张

本身具有低成本、质轻、可降解、生物相容性好等

优势，因而在柔性传感器，特别是可穿戴电子设备

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技术优点及效果：

（1）通过多元醇法合成银纳米线（AgNWs），

再将雪花皮纤维和AgNWs混合后依次利用真空抽滤

法、辊式烘缸干燥以及热压熔合技术制备得到柔性

导电纸，具有低成本、质轻、可降解且生物相容性

好等特点。

（2）采用简单的真空抽滤法混合单质银抄造

纸张，因而实验操作简便、成纸速度快，且成本低；

且利用热压熔合技术促进银纳米线在纸张纤维上

的负载，因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纸张的导电性。

（3）柔性导电基材是以雪花皮纤维为原料，利

用该纤维本身具有的扁平结构、耐折度好等优势，

因而有助于银纳米线的负载（提升导电性能），以

及进一步提高成纸的柔韧性；且纤维素纸作为一种

优异的基材，其本身具有低成本、质轻、可降解、生

物相容性好等优势，因而在柔性传感器，尤其是可

穿戴电子设备中应用前景广阔。

（4）制得的纸张中，通过优化纤维与导电金属

之间的结合方式，纤维与银的结合良好，银在纤维

表面及纤维孔隙间分布较为均匀；由于经过热压熔

合处理，纸张的导电性能进一步被提升，电导率高

达25000 S/m；此外，该导电纸的耐折性能也十分

优异（耐折度可达800次以上），即其可作为一种优

良的柔性导电基材，且由于纤维素纸本身具有低成

本、质轻、可降解、生物相容性好等优势，因而本发

明制备的导电纸在柔性传感器，尤其是可穿戴电子

设备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长网纸机网压部喷淋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12342826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长网纸机网压部喷淋系统。

如图1～图3所示，该种长网纸机网压部喷淋系

统的箱体底部均匀开设有第一漏孔，箱体的底部内

壁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放置板，放置板上开设

表4  与现有技术制得产品的导电性能分析

1#

2#

3#

4#

5#

6#

7#

8#

本发明

编号 基材

纳米纤维素（CNF）

聚乙二醇（PEG）

热塑性聚氨酯（TPU）

纤维素

热塑性聚氨酯（TPU）

纳米纤维素（CNF）

纳米纤维素（CNF）

纳米纤维素（CNF）

雪花皮纤维

真空抽滤法

光刻法

转印技术

线棒涂布法

线棒涂布法&旋转

涂布法&激光刻线

&热层压法

光刻法&真空辅助

微接触印刷法

线棒涂布法&反向

凹版卷对卷工艺

线棒涂布法

真空抽滤法

复合工艺

0.08

22.69

20.8

10.3～77.8

0.2

54

1.8～78.2

13±3

0.3

方块电阻

/(Ω/sq)

表3  纸张性能的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编号 方块电阻/(Ω/sq)

  2.06

  1.58

  0.3

  0.32

  2.97

  3.11

811

749

 64

4011.88

5230.67

27548.21

25826.45

2782.65

2657.38

10.19

11.03

129.13

电导率/(S/m)

829

833

839

818

49

820

46

791

32

耐折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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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漏孔，可以将多余的水回收，箱体的底部通

过焊接固定安装有过滤箱，过滤箱内通过焊接固

定安装有过滤板，过滤箱的底部通过焊接固定安

装有支架，支架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处理箱，箱

体的两侧内壁上均滑动安装有喷头，两个喷头上

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同一个固定管，其中一个喷

头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连接板，箱体的一侧通

过螺丝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

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驱动轴的一端，驱动轴的

另一端与连接板相配合，处理箱的顶部通过螺丝

固定安装有水泵，处理箱的顶部开设有入水口，处

理箱内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吸水管，吸水管通过

焊接固定安装在水泵的抽水管上，吸水管上通过

焊接固定安装有连接箱，连接箱内转动安装有转

杆，转杆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若干个导流板；转

杆的一端转动安装有驱动杆的底端，驱动杆的顶

端转动安装在处理箱的顶部内壁上，驱动杆上转

动安装有传动杆，传动杆转动安装在处理箱的一

侧内壁上，传动杆上转动安装有连接杆，连接杆转

动安装在处理箱的一侧内壁上，连接杆上通过焊

接固定安装有若干个搅拌杆，可以使得水和药剂

的混合更均匀。

连接板的一侧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环形板，

环形板和驱动轴活动连接。环形板内对称安装有

两个齿条，驱动轴的一端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扇

形齿轮，扇形齿轮和两个齿条相配合，使得驱动轴

的转动可以带动环形板做往复运动。固定管上通

过焊接固定安装有软管的一端，软管的另一端通

过焊接固定安装在水泵的出水管上，使得处理箱

内的水可以通过软管进入固定杆内。转杆的一端

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第一驱动齿轮，驱动杆的底

端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第一传动齿轮，第一驱动

齿轮和第一传动齿轮相啮合，使得转杆的转动可

以带动驱动杆转动。传动杆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

有第二驱动齿轮，连接杆上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

第二传动齿轮，第二驱动齿轮和第二传动齿轮相

啮合，使得传动杆可以带动连接杆转动。过滤箱的

图1  长网纸机网压部喷淋系统的结构

1—箱体  2—第一漏孔  3—放置板  4—第二漏孔  5—过滤箱  
6—过滤板  7—支架  8—处理箱  9—导流管  10—喷头  11—固
定管  12—连接板  13—环形板  15—驱动电机  16—驱动轴  18—
水泵  19—软管  20—入水口  21—吸水管  22—连接箱  23—转
杆  24—导流板  25—驱动杆  28—传动杆  29—连接杆  30—第

二驱动齿轮  31—第二传动齿轮  32—搅拌杆

图2  环形板、驱动轴等结构

13—环形板  14—齿条  16—驱动轴  17—扇形齿轮

图3  转杆、导流板、驱动杆等结构

23—转杆  24—导流板  25—驱动杆  26—第一驱动齿轮  27—第
一传动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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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导流管的一端，导流管

的另一端通过焊接固定安装在处理箱的一侧，使

得回收的水可以进入到处理箱内。处理箱的一侧

内壁上对称通过焊接固定安装有两个固定杆的一

端，连接杆转动安装在两个固定杆的另一端，保证

了连接杆的稳定转动不晃动。

在长网纸机网压部进行喷淋时，将驱动电机

和水泵接入电源，启动驱动电机和水泵，水泵将处

理箱内的水通过吸水管和连接箱抽出，从软管输

送到固定管内，再送入到两喷头内，喷洒到放置板

上。同时水流经过连接箱时，水流带动若干个导流

板运动，若干个导流板带动转杆转动，转杆通过第

一驱动齿轮和第一传动齿轮带动驱动杆转动，驱

动杆带动传动杆转动，传动杆通过第二驱动齿轮

和第二传动齿轮带动连接杆转动，连接杆带动若

干个搅拌杆转动对水进行搅拌，使得水和药剂的

混合更均匀，确保使用水的质量。同时驱动电机带

动驱动轴转动，驱动轴带动扇形齿轮转动，扇形齿

轮和两个齿轮配合使得驱动轴可以带动环形板做

往复运动，环形板带动连接板移动，连接板带动两

个喷头中的一个喷头移动，在固定管的作用下，两

个喷头可以一起做往复运动，从而对放置板上放

置的材料喷淋更均匀，并且喷淋多余的水会通过

第一漏孔和第二漏孔漏到过滤箱内，在导流管的

作用下抽回处理箱内继续使用。

技术优点：对产品的喷淋效果好，且可以将喷

淋多余的水回收利用，有效地节约了水资源；对新

进和回收的水可以很好地处理，保证了所用水的质

量，以确保最终产品的生产质量。

自动调节高度的纸浆挤压辅助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3106770 A

发明人：罗秋

申请人：罗秋

提供一种根据纸浆量多少自动调节高度的纸

浆挤压辅助设备。

如图1～图4所示，该种根据纸浆量多少自动调

图1  加工台主视剖面结构

1—加工台  2—伸缩杆  7—储备槽  8—限位支撑柱  10—拉杆  
11—定位滑板  12—支撑弹簧  13—矩形横杆  15—辅助盘

图2  调节组件结构

10—拉杆  11—定位滑板  12—支撑弹簧  13—矩形横杆  14—钢
丝绳  15—辅助盘  16—竖直杆  17—导向滑板  18—扩展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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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高度的纸浆挤压辅助设备，加工台的内部顶面

固定连接伸缩杆，伸缩杆下表面固定连接调节螺

杆，调节螺杆的下端左右两侧均啮合连接滑块板，

伸缩杆的左侧面活动连接调节组件，调节组件拉

杆的下端活动连接定位滑板，定位滑板的下表面

固定连接钢丝绳，定位滑板的左侧面固定连接支

撑弹簧，定位滑板的内部插接矩形横杆，调节螺杆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L形连杆，L形连杆的下端固定

连接挤压脱水板。加工台的内部位于挤压脱水板

的下方滑动连接储备槽，储备槽的上下表面与支

撑架呈固定连接，限位支撑柱位于两个支撑架之

间的中点处，加工台的内部底面位于储备槽的下方

固定连接限位支撑柱，L形连杆的左侧面活动连

接联动杆，联动杆的上端活动连接滑动卡销，加工

台的内部位于滑动卡销的左端外部套接套管，套

管的右侧面内部开设与滑动卡销相互匹配的通孔

槽，延时架的右侧面开设弧形槽，套管的内部位于

滑动卡销的左侧固定连接延时架，加工台的内部

插接出气管，出气管的内部转动连接吹风扇，出气

管的内部位于吹风扇的外侧固定连接干燥海绵。

在使用时，将纸浆倒入到储备槽的内部，随着

倒入量在不断地增加，使储备槽挤压下方的支撑

架，使支撑架带动前表面上的推杆跟着进行向下

移动，继而使推杆左端的导向滑板在固定滑轨的

内部进行滑动，同时使下方的扩展簧发生弹性形

变。此时，导向滑板上表面上的竖直杆拉动上方的

钢丝绳，使钢丝绳在辅助盘的外部进行滑动，同时

使钢丝绳上端的定位滑板在矩形横杆的外部进行

滑动，从而使定位滑板挤压左侧的支

撑弹簧，同时使定位滑板拉动拉杆，

使拉杆拉动上端的伸缩杆，使伸缩杆

进行伸缩，同时使下方的调节螺杆进

行向下移动，使调节螺杆下方的挤压

脱水板靠近储备槽，从而保证挤压脱

水板到储备槽之间的距离不变，使挤

压脱水板挤压移动的距离相同，同时

避免下压力发生改变，故而达到根据

纸浆的量自动调整挤压脱水板与储

备槽之间距离的效果，提高设备对纸

浆的脱水效率。

同时在L形连杆带动下方的挤压

脱水板挤压完成时，使L形连杆带动

联动杆跟着进行移动，使联动杆推动

上端的滑动卡销在套管的内部进行

滑动，使滑动卡销与套管内部的延时

架进行接触，使出气管内部的吹风扇

再次转动，使吹风扇在转动的同时

对着储备槽内部处理后的纸浆进行

吹气处理，从而使表面的空气流速加

快，加快纸浆表面的水分蒸发，继而

达到加快处理后纸浆风干的效果，

图3  挤压脱水板结构

3—调节螺杆  4—滑块板  5—L形连杆  6—挤压脱水板  14—钢丝绳  22—联动杆  23—滑
动卡销  24—套管  25—延时架  26—出气管  27—吹风扇  28—干燥海绵

图4  储备槽结构

6—挤压脱水板  7—储备槽  14—钢丝绳  16—竖直杆  17—导向滑板  18—扩展簧  19—固
定滑轨  20—推杆  21—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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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达到加快纸浆水分流失和提高设备工作效率

的有益效果。

一种节能环保型具有自动清筛功能的
纸浆过滤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3047076 A

发明人：邬雨浓

申请人：南京浓喏贸易有限公司

现有技术中提出的用于纸浆过滤的设备大多

存在纸浆的残渣容易堵塞滤板和过滤效果较差的

问题，纸浆中的滤渣堵塞筛板后会大大降低纸浆

的过滤速度，需要人工将筛板拆下进行清理，操作

十分麻烦，因此，提出了一种节能环保型具有自动

清筛功能的纸浆过滤设备。

如图1～图5所示，该种节能环保型具有自动清

筛功能的纸浆过滤设备，壳体的外壁通过压缩弹

簧与粗筛板的底壁活动连接，两侧壳体之间填充

有待过滤的纸浆，壳体的相对侧固定连接有细筛

板，壳体的内壁活动连接有活动底座，活动底座的

底端通过复位弹簧与壳体活动连接，活动底座的

内壁开设有负压槽，负压槽的相对端与清渣涡轮相

接通，活动底座的内壁活动连接有限位块，限位块

的外壁活动连接有粗筛板。粗筛板的底壁活动连

接有高压喷头，高压喷头的相对侧位于活动底座

的内部开设有与限位块啮合的凹槽，粗筛板的相

对端活动连接有压板，压板的相背端活动连接有

接通块，接通块与压板之间活动连接有缓冲弹簧，

接通块的相背端活动连接有接通底座，接通底座

的外壁通过导线与驱动磁块相接通。粗筛板的内

壁固定连接有从动磁块，从动磁块与复位磁块均

由钕铁硼磁铁制成，从动磁块与复位磁块的磁性

相异，从动磁块的外壁活动连接有复位磁块，复位

磁块顶端设置有清渣涡轮。粗筛板的相背端固定

连接有调节磁块，壳体的内部活动连接有触头，触

头与壳体的连接方式为滑动连接，触头的外壁活

动连接有铜制导通块，铜制导通块与接通块为并

联关系，活动底座的外壁活动连接有驱动磁块，驱

动磁块与活动底座的连接方式为滑动连接。驱动

磁块为电磁铁制成，不通电时不显磁性，通电后与

调节磁块的磁性相异。

工作原理：在使用时，将待过滤的纸浆以恒定

的速度倾倒在壳体之间的空腔内，纸浆经上侧粗

筛板和细筛板双重过滤后被分离成水和浆料。当

粗筛板表面堆积的滤渣较多导致纸浆过滤速度减

慢时，上侧粗筛板上方堆积的纸浆逐渐增多，粗筛

板给予活动底座的压力逐渐增大，活动底座克服复

图1  具有自动清筛功能的纸浆过滤设备整体结构

1—壳体  2—活动底座  3—粗筛板  4—细筛板  6—压缩弹簧

图2  活动底座组件结构

1—壳体  2—活动底座  3—粗筛板  5—复位弹簧  6—压缩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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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弹簧的阻力沿着壳体的内壁向下

滑动，触头逐渐与活动底座外壁的铜

质导通块啮合，电路导通。与此同时，

下侧粗筛板底壁的限位块与活动底

座内部的凹槽脱离，驱动磁块给予调

节磁块朝向壳体方向的吸引力，调节

磁块带动下侧的粗筛板克服压缩弹

簧的阻力在壳体的内壁滑动。当两侧

的粗筛板逐渐抵接时，压板带动接通

块啮合，上方的驱动磁块被短路，上

侧粗筛板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做相

背方向的移动，高压喷头从下方将粗

筛板外表黏附的滤渣吹下，被吹起的

滤渣经清渣涡轮吸附后被集中收集，

避免滤渣堵塞粗筛板从而降低纸浆

的过滤效率。当从动磁块逐渐运动到

复位磁块的下方时，复位磁块给予粗

筛板向下的排斥力，使粗筛板带动限

位块与活动底座内壁的凹槽相啮合。

与此同时，纸浆落到下侧粗筛板的表

面，由于下侧粗筛板滤孔均处于导通

状态，储存在下侧粗筛板上方的纸

浆逐渐减少，下侧粗筛板给予活动底

座的压力减小，活动底座在复位弹簧

的作用下向上移动逐渐复位。以此循

环，在保证粗筛板和细筛板两层筛板对纸浆进行

过滤的同时，实现了对粗筛板外表滤渣进行清理的

目的，提高了纸浆的过滤质量和过滤效率。

一种表层打磨原纸及其制备工艺

申请公布号：CN 113089358 A

发明人：王大伟　臧传滨　李淑文　唐铸峰

申请人：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纸芯、纸管产品

以其成本低、质量轻、易回收和无公害等优点，在

图4  限位块组件结构

1—壳体  2—活动底座  3—粗筛板  7—驱动磁块  9—从动磁块  10—复位磁块  11—限位块  
12—高压喷头  16—触头

图5  调节磁块组件结构

3—粗筛板  13—调节磁块

图3  粗筛板组件结构

1—壳体  3—粗筛板  6—压缩弹簧  7—驱动磁块  8—清渣涡轮  14—压板  15—接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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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包装业以及纺织化纤业等多个行业得到

了普遍应用。一些高档超薄型薄膜，如BOPET薄

膜、锂电池隔膜或PET薄膜等，多使用表面无缝纸

管；表面无缝纸管主要有树脂管和抛光管两种。树

脂管是在抛光管的基础上涂布树脂并通过圆形套

筒挤压形成的，生产效率低、成品率低且不符合环

保要求；抛光管生产工艺相对更加绿色环保，加工

步骤较少、效率高。

目前，抛光管表层用纸多为普通纸管原纸或

高强度纸管原纸，因其面纸的柔韧性较差，吸水性

较低，在卷管过程中会存在产品易破裂、吸胶能力

差、表面粗糙度高以及洁净度较差等问题。

提供一种表层打磨原纸及其制备工艺，以替

换抛光纸管原有表层用纸。

如图1所示，表层打磨原纸采用的制备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淀粉溶液制备：淀粉溶解后，不经糊化，

制得浓度为12.0%淀粉溶液；具体操作为：打开

清水阀门，向25 m3溶解罐加水至溶解槽三分之一

处，启动搅拌器；加入3t淀粉，搅拌20 min以上，

随后加水稀释至溶解槽标注液位，制得浓度为

12.0%淀粉溶液，放料至储存槽备用。

（2）制浆：使用水力碎浆机分别对未漂针叶

木浆和未漂阔叶木浆进行碎浆，碎浆浓度4.0%，

碎浆后分别进入不同的贮浆池，经高浓除渣器处

理后进入双盘磨分别进行磨浆；针叶木长纤维采

用半游离状打浆，磨浆过程侧重切断，打浆度控制

在（43±1）°SR；阔叶木短纤维用游离状磨浆，磨

浆过程侧重疏解，以分丝帚化为主，打浆度控制在

（38±1）°SR；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分别磨浆后

进入不同叩后池，按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2∶8的比

例在配浆池中进行配浆，配浆后调浓至3.2%后泵

送至抄前池。

（3）流送：抄前池浆料经稀释后泵送至高位

箱，再经匀浆盘磨疏解后泵送至一级三段锥形除

渣器进行净化，除去浆料中密度较大、体积较小、

质地坚硬的杂质，如砂砾、金属等；净化后的浆

料进入机外白水槽进行稀释，浆料稀释至浓度为

1%～1.3%后由冲浆泵泵送至除气器，消除浆料中

的气泡后进入压力筛，进行筛选，除去浆料中重量

较轻的杂质，经筛选后的浆料进入脉冲衰减器，消

除浆料脉冲，稳定浆流，最后进入流浆箱。

（4）辅料添加：在抄前池添加湿强剂，湿强

剂的吨纸加入量为20 kg；干强剂添加点为料门箱

回流管道，吨纸加入量为25 kg；浆内淀粉添加在

机外白水槽后、冲浆泵前，吨纸加入量50 kg；浆

内施胶采用AKD中性施胶，AKD加入点为冲浆

泵进口处，加入量为吨纸2 kg。为提高施胶效果，

降低施胶量，可以在机外白水槽处添加硫酸铝，中

和系统中的阴离子垃圾；为提高纤维留着率，采用

CPAM+膨润土助留助滤体系，CPAM添加至压力

筛进口处，膨润土添加至压力筛出口处，CPAM吨

纸加入量5 kg，膨润土吨纸加入量4 kg；为进一

步提高浆料脱水性能，在压力筛进口处添加脱水图1  表层打磨原纸制备工艺流程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69
Oct., 2021  Vol.42, No.20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促进剂，吨纸加入量0.65 kg。

（5）抄纸：抄纸采用面、芯、底三层复合方

式，各层挂浆比例分别为40%、20%、40%。浆料悬

浮液经流浆箱均匀地分布在成形网上，经案辊、

案板、湿吸箱、真空吸水箱、真空伏辊脱水元件脱

水后形成湿纸幅，面层先与芯层复合，再与底层复

合，复合后的湿纸幅经高真空箱继续脱水后进入压

榨部，各层纸幅在真空箱处喷洒喷淋淀粉，以提高

层与层之间的结合强度；压榨部采用真空预压+靴

式压榨+光压的形式，对湿纸幅进行进一步脱水，

湿纸幅出压榨部时干度达46%～50%；湿纸幅经过

压榨部进一步脱水后进入干燥部进行干燥，经干

燥后纸幅干度为92%～94%；纸幅干燥完成后经双

压区软压光进行压光，改善纸面平滑度和平整度，

调整纸张厚度和紧度，同时减少透气度损失。压光

后进行卷取，制得打磨原纸。

（6）复卷：复卷机运行车速1000 m/min，复

卷宽度2640 mm，复卷最大直径1300 mm，带有自

动长度控制、自动纸芯输入、自动定刀、自动除尘

系统，复卷端面整齐，辊面平整，最后在线自动缠

膜包装制得。

对上述制备方法制得的表层打磨原纸进行主

要指标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制得的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可看出，横幅

定量差控制较好，成纸匀度好，平滑度满足工艺要

求，层间结合强度、抗张强度、耐折度、耐破强度、

透气度等都远高于标准指标值。

表层打磨原纸用于纸管最外层，与纸管原纸

相比具有高平滑度和高透气度，纸张吸收性好，具

有较好的贴合和吸胶能力，成管表面平整、洁净。

表层打磨原纸具有较高的强度指标和较好的

柔韧性，在高速打磨和使用过程中承受能力强，避

免出现破裂现象。

加入干强剂和湿强剂，增强纤维间和纤维与辅

料间的结合力，保证成纸层间结合强度、抗张强度

等指标，且在浸胶后保证纸张的强度，避免断纸。

表层打磨原纸采用100%木浆原料，通过合理

的针、阔叶木浆配比和长短纤维打浆工艺，保证成

纸质量指标，提高成纸使用效果。

采用CPAM+膨润土+脱水促进剂三元助留助

滤体系，可有效减少纤维流失，提高辅料和细小纤

维的留着率，提高抄造效率和纸张性能。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污水中漂浮物的处理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205084465 U

发明人：罗鸣  唐理想  叶明扬  张九玲  叶显宏

申请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宣纸是传统手工艺品，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

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等特点，享有“千年寿纸”

的美誉。宣纸的制作工艺包括蒸煮、打浆、捞制、

晒纸、剪纸等工序，其中蒸煮、打浆和捞制工序产

生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漂浮物和有机废物等，因

此需要通过污水的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后才能符合

排放标准。

传统的造纸污水处理系统主要包括混凝池、

初沉池以及二沉池等，当污水进入沉淀池时，一般

让污水中的絮聚物或者絮状污泥自然沉淀至池底

并送至污泥处理装置加以处理，而沉淀池中的上

清液则直接通过排水渠外排或送入其他工段进行

再利用。但是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由于宣纸制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表1  表层打磨原纸主要指标检测情况

项目

定量/g·m-2

横向定量差/%

纵向定量差/%

吸收性/% 正面

         反面

水分/%

平滑度/s

纵向抗张强度/N·(15mm)-1

横向抗张强度/N·(15mm)-1

层间结合强度/J·m-2

耐折度/次

耐破指数/kPa·m2·g-1

透气度/μm·Pa-1·s-1

420

≤3.0

≤1.0

≤40

≤40

6-8

30±5

≥400

≥150

650±50

≥300

3.5±0.2

≥5

标准

420

1.3

0.6

35

34

7.2

32

467

188

685

378

3.6

5.5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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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原料主要是稻草、檀树皮等，这些原料通过蒸

煮、打浆等工序产生的污水经过混凝处理后不仅

含有絮聚的有机废物，而且还有细小的稻草、树皮

等漂浮物，同时，初沉池和二沉池这些沉淀池的口

径很大，其位于室外敞口布置时也会有外界的杂物

飘落在池水中，即沉淀池的水面上不可避免地会

有一些漂浮物，这些漂浮物进入到排水渠内直接

排放时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如何避免水池中的

漂浮物直接随水进入到排水渠中，进而提高污水

处理的效果，这是宣纸制造企业需要考虑的技术

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了一种操作方便、使用

效果好的污水中漂浮物的处理装置。

如图1所示，污水中漂浮物的处理装置，沉淀

池内设置有刮板，沉淀池中的水面高度介于刮板

的上、下板边之间，且刮板的下板边靠近水面布

置，动力驱动刮板沿着水面移动以将水面上的漂

浮物刮入集废通道中。实际应用时，由于沉淀池中

的水面高度介于刮板的上、下板边之间，且刮板的

下板边靠近水面布置，这样刮板在水面上移动时

可以顺利地将水面上的漂浮物刮至指定区域。具

体地，通过刮板可将水面上的漂浮物刮入集废通

道中进行集中处理，如此可以有效避免水中漂浮

物伴随着污水一并流入下一道处理工序，进而降

低污水的处理难度和处理成本。污水中漂浮物的

处理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且使用效果好，因

此可以在造纸等相关企业中推广应用。

具体的方案为：刮板包括引导水面漂浮物向

沉淀池的池边移动的引导部，以及收集引导部引

入的漂浮物，并将漂浮物刮入集废通道中的送料

部，引导部自靠近水面的中心处向池边逐渐延伸，

动力驱动刮板绕沉淀池的中心转动。如图1所示，

通过引导部的引导作用，可以使得刮板转动过程

中，其刮移的漂浮物会顺着引导部的板边向池边

逐渐移动，进而方便集中收集漂浮物。具体说来，

如图2所示，由于引导部的整体板长方向和与其相

邻近的沉淀池的池边处的瞬时转动切线方向之间

的夹角β为锐角，或者说引导部上各点的瞬时转动

方向与该点指向池边的切线方向之间的夹角α为

钝角，这样在力的作用影响下，漂浮物作用在引导

部上的点的压力可分成两个：一个是垂直指向该

点，一个是与该点在引导部上的切线平行且指向池

边所在处，如此引导部对漂浮物实现了导向运动作

用，刮板的引导部总体上呈弯曲状。

如图1所示，沉淀池的外围设有收集沉淀池的

溢出水的水渠，沉淀池的池口处设有围板，围板与

沉淀池的中心重合，且沉淀池的池口高度介于围板

的上、下板边的高度之间。实际应用时，通过围板

的阻挡作用，使得沉淀池中的污水只能从围板的

下方穿过并溢至外围的水渠中，而沉淀池中的漂

浮物则被集中在围板内侧的水面上，如此可以有

效避免水中漂浮物进入水渠，这样不仅提高污水

的处理效果，降低后序的处理负担，而且也保证漂

浮物得以被刮板集中刮移处理。

送料部的一端与引导部靠近池边的端部连

接，送料部的另外一端延伸至围板的内壁处，送

料部的结构轮廓呈L形、且送料部与围板围合构成

集中收集漂浮物的集料槽，集料槽的开口方向与

送料部的转动方向相同，送料部延伸至围板处的

一端设置有橡胶板，橡胶板的端部与围板的内壁

相贴靠。如图2所示，送料部靠近沉淀池的池边布

图1  污水中漂浮物的处理装置结构

1—沉淀池  2—刮板  8—围板  9—集废通道  10—进料口  12—
连接杆  13—天桥  14—滚轮  18—转盘  19—路墩  20—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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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送料部与围板围合构成集料槽，如此可以有

效地实现漂浮物的集中收集.具体方案为：集废通

道的进料口位于集料槽的槽底板的转动路径上，

且进料口的端面高于且接近于水面高度，集料槽

槽底板的下板边表面设置有橡胶板边，这样集中

在集料槽转至集废通道的进料口处时，其中的漂

浮物就自然从进料口落入集废通道中，且由于集料

槽槽底板的下板边表面设置有橡胶板边，这样可

以保证槽底板顺利地从进料口的上面滑过。

集料槽的槽底板靠近集废通道的进料口状态

下，进料口与槽底板的板长方向相一致的口边呈

自下而上向进料口的中心逐渐倾斜的斜面状。结

合图2所示，槽底板可以顺着左边斜面状的口边自

然滑动至进料口的开口处，另外，槽底板从进料口

的开口处向外移动时，借助右边口边的阻碍刮动作

用，还可以将挂在槽底板上的固废物刮离并落入

集废通道内。

实际布置时，刮板的固定方式有多种，刮板通

过间隔布置的连接杆悬挂在水面上，连接杆的一

端固定在刮板的上板边，连接杆的另外一端固定

在沉淀池上方的天桥上，动力驱动天桥转动并带

动刮板在水面上刮移漂浮物，天桥沿着沉淀池的

径向布置，天桥的一端支撑设置在水面中心处可转

动的转盘上，天桥的另外一端位于沉淀池的外围

周向布置的路墩上，天桥位于路墩所在侧的一端

下部设置有滚轮，滚轮与路墩的墩面构成滚动配

合。通过天桥的布置，一方面可以带动连接杆连接

的刮板沿着沉淀池的轴芯作周向转动以刮移水面

上的漂浮物，另一方面可以方便技术人员随时到

沉淀池的中央观察或者检修相关设备的零部件。

另外，转盘的下方布置有自地下设置的支墩，以便

对转盘加以支撑，进而保证转盘顺利带动天桥及

刮板进行转动。

实际应用时，由于进料口的端面高于且接近于

水面高度，而刮板的下板边低于且靠

近水面布置，这就使得当刮板的送料

部转动至进料口处，送料部需要略为

向上抬起才能顺利通过进料口的端

面。如果单凭部件自身的力量强行通

过，长期下来势必会影响设备的使用

寿命，为此，送料部上集料槽的槽底

板与槽壁板为分体状，集料槽的上方

设置有摆杆，摆杆的一端铰接连接在

天桥上，摆杆的另外一端与槽底板固

定连接，摆杆转动构成的面与水面相

垂直，摆杆的杆身上设置有方便绳子

将摆杆拉起的吊环，绳子远离吊环的

一端固定在天桥上，使得送料部转动

至进料口处时，通过挤压作用，摆杆

会带动槽底板同步向上发生偏转，从

而顺利通过进料口的端面。

同时，为了提高污水的处理效

果，在沉淀池的池口端面处设置有堰

板，堰板的上板边高度介于围板的上

板边与沉淀池的池口高度之间，且堰

板的上板边连续设置有缺口。图2  刮板的结构

3—引导部  4—送料部  5—槽底板  6—槽壁板  7—橡胶板  8—围板  9—集废通道  10—
进料口  11—口边  12—连接杆  13—天桥  15—摆杆  16—吊环  17—绳子  18—转盘  

19—路墩  20—水渠  A—集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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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

拓斯克为意大利Cartiera Confalone
纸业提供卫生纸机技术支持

本刊讯（To s c o t e c  消息) 2021年9月底，拓

斯克（Tos c ot e c）宣布以交钥匙方式向意大利

Cartiera  Confalone纸业提供的领先型2.2生活

用纸生产线已经在其位于蒙托罗的新工厂正式开

始运行。

新的领先型2.2卫生纸机配备了下一代靴式

压榨、拓斯克钢制扬克缸与具有多级能量回收

的天然气气罩。净纸幅宽2,850 mm，设计车速

2,200 m/min，年产能超过3.5万 t。该生活用纸

生产线将使用100%预干燥的原生纸浆生产卫生

纸、餐巾纸和厨房纸巾。

该交钥匙工程项目的供货范围包括了完整的

备浆系统、拓斯克专利的配备以降低能耗而设计

的短接流送系统、DCS和QCS在内的电气和控制

系统，以及除尘和除雾系统。供应还包括真空系统

和一套安装在领先型2.2生产线上的振动监测系

统以及车间通风系统。

拓斯克还提供了两台配备了张力、夹紧控制系

统和除尘系统的OPTIMA分切复卷机2200。服务

包包括详细的工厂设计、工厂和纸机安装、调试、

培训和开机协助。

Cartiera  Confalone纸业的新蒙托罗工厂是

意大利南部20多年来最大的生活用纸投资，它配

备了领先的生活用纸技术。Cartiera  Confalone 

纸业在1999年投资了第一条拓斯克生活用纸生产

线，为安装于其Maiori工厂的MODULO-PLUS 

机型，然后在2013年选用了拓斯克钢制扬克缸取代

了其铸铁扬克缸。 

Car t iera  Confa lone成立于1800年，最早

Maiori开了一家造纸厂生产手工纸，直到20世纪 

70年代才开始生产生活用纸产品，主要生产卫生

纸、厨房纸巾、餐巾纸和原纸。产品分布在意大利

各地，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近年来，在意大

利北部、欧盟和欧盟以外地区都有显著增长。

芬兰纸企Ahlstrom-Munksjö开发创新
型氧气阻隔技术，提升纸类包装氧气阻
隔性能 

本刊讯（Ahl strom-Munksjö 消息) 芬兰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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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 t rom - Munks jö继续专注于可持续纤维的

开发利用，最近推出了一种由100%纤维素纤维

制成的开创性单材料氧气阻隔涂层技术——

PureBarrier™。

P u r e B a r r i e r ™技术基于纯植物羊皮纸

（Genuine  Vegetable  Parchment），拥有多种

属性，具有氧气和部分其他气体的阻隔性能以及

天然湿强度。它具有天然的抗油脂性，不含任何松

散纤维或添加的化学品，并且可以用生物聚合物

制成可热封材料，应用领域广阔。

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可生物降解性和可堆肥

性，使PureBarrier™技术制成的纸张材料成为不

可再生包装的绝佳替代品。

Ahlstrom-Munksjö食品包装和技术解决方

案执行副总裁Robyn  Buss表示：“我们致力于生

产可取代塑料的可再生纤维产品，继续提高人们

对基于纤维的解决方案作为可再生选择可能性的

认识。通过向市场宣传可用的纸质包装产品，我们

鼓励全球行业利益相关者放弃使用塑料和不可再

生材料，更多地选择使用纸类包装替代品。”

Ahlstrom-Munksjö高级解决方案和羊皮纸

业务研发副总裁Noël Cartier博士也表示：“氧气

阻隔性能对纤维材料提出了重大的技术挑战，因

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多孔结构，我们的羊皮纸研发

团队通过数年的研究突破了纤维基材料的极限，

从而开发出了这种独特的氧气阻隔单一材料，并为

其申请了专利。”

PureBarrier™由负责任采购的可再生木浆制

成，通过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 l）标准认证，可生物降解，并通过了技术

检验协会（TÜV）的可堆肥认证。

对此，Ahlst rom-Munksjö羊皮纸业务副总

裁Brian Oost解释说：“利用Ahlstrom-Munksjö 
在天然纤维羊皮纸化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创

造了新一代材料，以应对软包装行业的挑战。

PureBarrier™是一个全新的技术，今后还将为可

持续纸类包装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目前，PureBarrier™阻隔纤维材料已经用于

咖啡杯盖和浓缩咖啡系统的冲泡材料，目前正在

许多非食品应用（如健康与美容产品）中进行评

估，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应用领域。

索达木业与ABB合作，提升旗下浆厂
数字化技术水平

本刊讯（ABB 消息) 瑞典最大的森林所有者协

会和国际森林工业集团索达木业（Södra）选择自

动化技术供应商ABB为其优化工厂的绩效、效率

和可持续性，为下一代工厂设立数字化转型项目新

标杆。

近日，ABB已正式与索达木业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路线图，推动索达木业的

企业效率、参与度和数字化水平，并定义下一代数

字化工厂。

索达木业与ABB将共同合作，引领数字化转

型之路，旨在为全球林业和纸浆行业乃至更广泛

的行业创造新的标杆。合作协议自2021年9月起生

效，ABB将持续参与索达木业工厂升级，持续审

查短期和长期目标，确保索达木业运营管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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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水平，并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可持续性和

循环资源利用率。

索达木业业务领域总裁Magnus Björkman
表示：“ABB的协作方式、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和数

字化专业知识是我们决定选择他们作为合作伙伴

的关键，将帮助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化项目提高运

营效率和水平，并为当代和未来一代的员工创造一

个更理想的持续学习的工作场所。”

ABB的供货范围基于ABB Abi l i t y™组合旗

下的完整工业数字化技术，主要包括以下技术：第

一，ABB  800xA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一个与

企业和工厂系统具有良好连接性的集成平台，可

以实现实时决策和协作；第二，ABB制浆造纸数字

解决方案提供先进的软件应用程序，使现代工厂

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见性、可靠性、生产力和能

源效率；第三，ABB Ability™ Genix工业分析和人

工智能套件，这是一个能够整理和关联来自不同

来源的数据平台。

ABB过程工业中心经理Björn Jonsson表示：

“数字化是我们行业发展和进步的新兴推动力，

我们致力于将传统工厂转变为未来的数字化工厂。

我们的愿景是让运营商和行业受益于全自动、优化

和互联的工厂设置，通过数字解决方案帮助他们

达到最高质量标准。与索达木业的合作是我们的

数字产品组合的完美案例，再加上我们在行业合作

和支持方面的良好记录，可以帮助工厂达到新的效

率高度。”

项目框架将基于ABB与每个客户在特定合作

中与他们合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形成，以确定

他们的目标以及最适合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根

据需要共同开发和验证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系统

的持续升级。

目前，ABB正在5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工作，

提供综合数字解决方案、自动化和电气化系统、以

行业为中心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优化造纸过程

的所有阶段。该公司在包装、纸张、生活用纸和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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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领域开展工作，以帮助推动可用性、性能、成本

和质量的改进。

Paper Lid公司和芬林纸板针对外卖
饮料杯推出阻隔涂层纸盖，兼具传统
塑料性能

本刊讯（Pa p e r  L i d  消息)  芬兰初创公司

“Paper  L id”和芬林集团旗下芬林纸板经过

长期合作，成功开发出一款专用于外卖饮料杯的 

100%可回收纸盖。

该纸盖由完全可回收的阻隔涂层纸板制成，

适用于热饮和冷饮。其采用了一种由Paper  Lid 

公司开发的新技术，可以将纸板制成所需的形状。

该纸盖采用一体式设计，可牢固地卡在杯体上，并

具有与传统塑料盖相当的性能。

“减少塑料垃圾产生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我们正与合作伙伴一起不断开发和测试以循

环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创新解决方案，”芬林纸板

欧洲、中东和非洲及亚太地区包装业务总监Ilkka 

Harju说道，“纸盖就是这类解决方案的一个出色

范例。”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一款100%可

回收的纸板盖，现在多亏芬林纸板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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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能力开发出一个功能性解决方案。” 

Paper Lid公司创始人Matti Salonoja说道。

该公司长期专注于创新解决方案，其在芬兰

西南部马斯库（Masku）的生产设备已做好全面

生产的准备。“能够将这一概念推向市场真是一件

振奋人心的事。”Salonoja说道。“由可再生原生

纤维制成的纸板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原材料，

通过融合我公司与芬林纸板的专业知识，我们已

经有能力开发出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

其在改变外卖杯市场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纸盖的碳足迹比塑料盖低50%以上，并且完全

可回收。

安德里茨为巴西Bracell“STAR”项目
提供环保制浆设备

本刊讯（Bracel l 消息) “STAR”项目是巴西

Bracell公司于2019年7月底启动的扩建项目，位于

巴西圣保罗州，是全球最大、最具可持续性发展的

纸浆厂之一，采用最高环境标准运营。该项目拥有

两条可灵活切换、环保的阔叶木浆生产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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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里茨向“STAR”项目提供的两条环保阔

叶木浆线中的第一条浆线的关键生产设备，现已

成功开机。第二条浆线预计9月底开机。

安德里茨A-ConFlex™硫酸盐和溶解浆连续

制浆技术能够灵活地生产高质量溶解浆和硫酸盐

浆。通过此项目交付，安德里茨再次确立了其作为

唯一一家在溶解浆连续蒸煮方面具有实际业绩案

例和经验的技术供应商的地位。安德里茨所供货

的高效碱炉HERB™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碱炉，燃烧

能力达到日处理黑液固形物量13,000 t。这不仅使

工厂的能源供应自给自足，还为巴西电网额外输送

约180 MW的绿色能源。可满足周边地区约300万

人的用电。

安德里茨的供货范围包括：一套完整的高产

能原木备料设备，采用最先进的安德里茨工业物

联网智能备料解决方案，以确保最佳的木片质量；

两条采用鼓式置换洗浆机技术、可灵活切换的制

浆生产线；两条节能的纸浆干燥线，是全球最大

的EvoDry™纸浆干燥系统，配备Metr is  DryQ 

智能浆板干燥解决方案和Metris远程连接功能，

确保快速开机；一台高效碱炉HERB；一套不凝结

性气体（臭气）焚烧系统。

制浆过程中，瑞典纸浆厂使用Promass
仪表进行石灰泥密度控制

本刊讯（Endre s s+Hau s e r 消息) 出于环保考

虑，制浆过程中，木屑蒸煮后用过的化学品必须回

收，回收过程的最后一步是经过石灰窑的处理，在

这个过程中，石灰泥，即过滤白液后剩余的污泥，

在另一端作为生石灰排出，这种煅烧石灰可再次

回收用于将绿液苛化成白液。这个过程消耗大量

燃料，能耗偏高，具有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其中，

在石灰窑温度区，便可以进行现代化改造。

然而，这个过程中的化学品回收过程控制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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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该专利认为，可以在纤维素纤维成型过程中

使用空气代替水，除欧洲、美国和日本外，目前还

在韩国、俄罗斯、智利、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和南非

等国家获得了授权。

瑞典PulPac公司为包装行业提供突破性的制

造技术，用于低成本、高性能的基于纤维的包装和

一次性产品。通过开创纤维素成型技术，PulPac 

使他们的客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用可持续且具有

成本竞争力的替代品来替代一次性塑料。

“作为这项突破性技术的拥有者，我们有责

任快速广泛地传播它。通过专利和授权，我们可

以快速扩展并加快向更具可持续性的纸类包装

行业的过渡。我们邀请希望与干法成型纤维技术

一起成长并支持推进可持续纤维包装解决方案

的纤维加工商、品牌商和供应商加入我们的技术

库。”PulPac 首席执行官Linus Larsson说道。

为了推动技术交流，公司设立了干法成型纤

维技术库（Dry  Molded  Fiber  Technology 

Pool），这是一个独家开源社区，成员不仅可以在

此访问PulPac的注册专利权，还可以学习公司在

纤维技术和工艺方面的专业知识。

技术信息infoRmaTion

困难的，为了在泵送过程中控制白泥密度，通常会

使用外部安装的伽马辐射密度仪，由于伽马同位

素会发生衰变，还必须在使用伽马计之前进行定

期原位校准。

瑞士精密仪器制造商Endress+Hauser在过

程控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致力于开发新的仪

器仪表对石灰泥密度控制过程进行优化。

截至20 2 0年，End r e s s +Hau s e r的几款

Promass仪表已成功安装并在瑞典诸多纸浆厂的

石灰窑上进行评估。将伽马仪器更换为Promass

仪表后，需要对尺寸和管道重新进行选择安装，但

相比伽马，Promass仪表的优势在于，Promass开

箱即用，经过预先校准，可直接进行测量，精度可

达1 kg/m3，不再需要额外的许可证申请或辐射

安全检测。

Promass仪表可测量多个变量，除密度外，还

可检测回收过程中的流量、温度和浓度。其中接触

液体的部分采用SS316、904L、哈氏合金、钛合金、

双相合金、锆或钽等，适用于各种介质，如热妥尔

油、黑液、绿液或硫酸等。

对于集成复合式的制浆造纸厂，Promass仪表

可替代原有的涂布化学品检测仪器，它的尺寸可小

至1 mm，精度很高。此外，Promass不受阳离子液

体的干扰，可处理快速脉动流，比此前常用的电磁

流量计适应性更强。

PulPac纤维素纤维干法成型技术获得
欧洲专利局专利授权

本刊讯（PulPac 消息) 2021年9月，欧洲专利

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正式为瑞典纤维

技术公司PulPac的纤维干法成型工艺技术（dry 

molding  cel lu lose  fibers）颁发专利，欧洲成

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确认PulPac拥有干法

成型纤维素纤维工艺所有权的主要地区，这是一

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替代一次性塑料的突破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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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塑料相比，这种材料环保价值高，未来我

们还将继续推动市场价格和可持续性能的优化。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使这种纤维材料可以替

代100万 t一次性塑料，这相当于该行业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减少了多达500万 t。此外，干法技术也保

护了水资源”，Larsson继续说道。

迄今为止，PulPac纤维技术已经获得了许可

方和合作伙伴的近1亿美元投资，未来将大力建设

材料的全球供应链，通过干法模塑纤维引领可持

续包装的发展，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创新亮点。

目前，PulPac拥有干法模塑纤维的全球知识

产权，拥有65项国家授权专利和39项支持该项目

的相关专利。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展了干法模塑技术的应用

领域、专业知识和能力，PulPac与专业工程合同

制造商RZ  Group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利用RZ 

Group在高效模具制造和机器加工方面的专业知

识为自身技术研发提供支持。

“我们欢迎RZ集团成为模具生产领域值得

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努力扩大供应链并与价值

链中的领先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为干法

模塑纤维技术的开发创造条件。我们也欢迎价值

链中的所有各方加入我们，并支持向可持续包装的

过渡”，PulPac首席执行官Linus  Larsson评论

道。

除RZ  Group之外，近期，PulPac陆续与AR 

Packaging和瑞典研究所(RISE)组成合作联盟，

继续引领干法模塑纤维技术的发展，利用该联盟

的专业知识和瑞典创新局（Swedish  Innovation 

Agency）的支持，通过即用型和经过验证的设计，

实现干法模塑纤维技术的快速升级和传播。

“鉴于干模塑纤维在可持续性、全球可扩展

性和成本效率方面的独特融合，AR  Packaging 

很早就加入了PulPac技术库，并大力支持技术的

开发。目前，消费者和行业都在寻求尽可能地使用

纤维材料代替一次性塑料，“以纸代塑”呼声不

减。因此，我们很自豪能够支持关键产品的开发，

凭借我们在包装市场的经验和对加工行业的深刻

见解，为这项突破性技术提供更快的市场途径和

更大的传播渠道。”AR Packaging集团创新总监 

Ralf Mack说道。

“ 瑞 典研 究所很荣幸与P u l P a c 和 A R 

Packaging合作，共同开发这些产品，以将干法模

塑纤维引入全球市场。我们相信，可持续的纤维素

材料是取代化石基材料的关键，而干法成型工艺

绝对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技术。我们很高兴能

够率先验证产品的可回收性、生物降解性和可堆

肥性，进行生命周期分析并检查消费者对不同类别

的偏好。”瑞典研究所项目经理Helena  Halonen

说道。

Archroma推出“Safe Edge”在线监
管平台，提高供应链透明度

本刊讯（Archroma 消息) Archroma是面向可

持续解决方案的特种化学品的全球领导者，近期，

Archroma宣布推出The Safe Edge在线平台，可

即时访问与产品相关的监管信息和合规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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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随着公众对社会、健康和生态影响认识的不

断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需求变得至

关重要。此外，产品上市时间也同样重要，制造商、

品牌商和零售商都需要实时获取可靠信息。

Safe  Edge平台的设计考虑到了这一点：通

过访问该平台，包装、纸张、纺织品、时装、涂料

的品牌、零售商和制造商只需点击几下即可验证 

Archroma产品的监管和合规状态，包括法规、生

态毒理学信息和认证，以及品牌要求等。

Safe  Edge涵盖诸多标准、法规和信息，例

如空气排放因子、动物来源、清真食品、犹太洁

食、植物来源、食品接触、化学品清单、冲突矿物、

欧盟花卉/生态标签、GOTS、CONEG、ISEGA、

Oekotex®标准100、加州65号提案、REACH、

RoHS（有害物质限制）、筛选化学、SDS、SVHC

（高度关注物质）、VOC（美国）、ZDHC（零排放

危险化学品）和品牌标准等，涵盖了化学品企业所

需要达标的各项内容。

随着The  Safe  Edge的推出，Archroma继

续保持其在推动其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作

用，履行化学品的“安全”原则是Archroma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通过使用安全的产品来保护人类

和地球。Safe  Edge已经可供欧洲和亚洲的制造

商、品牌和零售商使用，并于2021年9月在北美推

出，并于年底在拉丁美洲推出。

UPM推出全新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报告工具，助力实现碳中和

本刊讯（UPM 消息) 2021年8月底，UPM推出

了一款用于核算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全新

工具。这一工具为UPM全球所有业务和生产基地

提供了一致的、更加透明且简单易用的报告系统。

新工具是在UPM各业务部门、能源、企业责

任、IT部门及其数据管理办公室（DMO）以及外

部IT专家的密切合作下开发的。UPM的各业务还

对新工具进行了测试，以确保它运作顺畅。

U P M 传 媒 用 纸 纸 业 能 源 总 监 P e t r i 

Hyyryläinen说，“来自客户的增加关于碳足迹报

告数据的压力越来越大，且同样的数据也可用于

产品开发。该工具一方面可以向各业务和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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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有关其排放量的实时数据，同时也可以通

过一个简单的系统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数据报

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早先就无所事事。多

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跟踪并报告我们的排放量。这

个工具只是让这一过程更加透明和一致。”

新工具使所有生产基地都能报告每月消耗的

能源（燃料、热能和电力）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了确保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5年

减少65%的目标，自2015年以来的所有相关数据都

已被追溯上传到了该工具中。

自一年半前该项目启动以来，UPM企业责任

团队的Jarkko  Hukkanen一直在参与新工具的

开发。“在开发这款新工具之前，各业务部门使用

各自的系统和工具。而新工具将所有的数据以统

一格式整合到一起。从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些信

息现在更容易获取并用作比较。”Hukkanen解释

说。

UPM企业责任副总裁Sami  Lundgren对新

工具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对UPM碳减排工具箱的

有益补充。

“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在足够的范围

和细节上跟踪2030年减排目标的进展。该工具有

助于我们针对工厂采取的措施进行战略规划、决

策和分析。例如，如果数字显示我们落后于年度减

排目标，我们便可以立即做出反应。如果没有透明

和可信的报告，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是以可持续的

方式运作的，我们经常谈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企

业成功的驱动力的重要性。那么，精准的数据则是

强大领导力的基础，也是做出正确的、长期的商业

决策的基础。”Lundgren解释说。

Mondi推出RetortPouch可再生优质食
品和宠物食品纸袋包装

本刊讯（Mondi 消息) 英国纸企Mondi是全球

包装和纸张领域的领导者，近期，Mondi推出了

RetortPouch Recyclable可持续优质食品和宠物

食品包装纸袋，具有干湿两用的性能。

这种新的高阻隔性纸袋将取代复杂的多层和

不可回收的包装，用于包装一系列大众食品和湿

的宠物食品。此前，许多经过蒸汽或热水蒸煮的

潮湿或半潮湿食品都需要使用塑料包装或者具有

铝制薄膜的纸类包装。而新的包装材料采用创新

的高阻隔薄膜，不仅具有高阻隔性，而且完全可回

收，提供了一种保护产品的优化解决方案。

Mond i历时两年研究和测试该产品，确保

其能够满足几个重要的应用需求。实践证明，

RetortPouch可再生纸类包装的推出是Mondi迈

向新目标的重要一步，公司决定，到2025年，确保

旗下所有产品都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 

Mond i  Korneuburg董事总经理Evel i ne 

Wagner-Hahn表示：“可持续发展是Mondi的首

要任务，我们始终坚持EcoSolutions环境策略，致

力于为所有客户开发创新型产品。RetortPouch纸

袋完全可回收，有助于降低产品的环境足迹，产品

将在整个制造和运输过程中得到完全保护并实现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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