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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iguration of Intellig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roductive Data
for Paper Enterprises
⊙ Qiu Jianguo (Minfe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Jiaxing 314000, Zhejiang, China)

造纸企业生产数据智能化知识系统构建
⊙ 邱建国（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000）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
的碳排放要求，作为高能耗的传统造纸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正面临着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造纸企业从传统制造
向智能制造转型，从工厂生产效率、交付、质量、成本、库存
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从而推动生产企业的管理向精准化、
精细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当前造纸企业知识零散、不集中，
同时智能管理系统缺乏，运用生产数据智能化知识系统能充
分利用知识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中国的造纸企业将迎来新
机遇，让制造更智能，让工业更绿色，进而提高生产效率、节
约能耗、降低成本。
关键词：造纸企业；生产数据；智能化；知识系统

邱建国 先生
副主任工程师；负责卷烟纸生产技术
管理及特种纸项目建设。

中图分类号：TS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01-08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na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traditional paper
enterprises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re facing to the
unprecedented pressure. The paper enterprises will transfer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e form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with whole
promoting from productive efficiency, delivery, quality, cost and
storage, so as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 develop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precision, elabo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Now there exist knowledge spitting, non-concentration in paper
enterprises, while lack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oductive data
can create more benefit, so Chinese paper enterprises will lead to a
new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manufacture more intelligent, make
the industry more environmental, so as to raise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cost.
Key words: paper enterprise; productive data; intelligentization;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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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特 稿·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技术，

界一流特种纸制造企业。自首创国产卷烟纸成功以后，

或许对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等领域早已不再陌生，

先后试制开发了150多个新品种。各类品种广泛用于工业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造纸行业才刚刚迈入智能制造与数

（含国防工业、卷烟工业）、农业、医疗、文化、印刷、食

据化转型的门槛，未来之路任重道远

[1-3]

。造纸行业处

品、包装、装饰等行业和领域。近10年来，又成功研发了

在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受贸易限制、环保政策等

20项新品种，相关产品应用30多项新技术。申请专利17

方面的影响，使得我国造纸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危”与

项，其中已授权8项。参与或主持制定了20多项国家或

“机”，从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智能制造、绿色发展

行业标准。该公司“船”牌大类主导产品有：卷烟纸、描

[4]

等角度出发，提出了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信息

图纸、格拉辛纸、真空镀铝原纸、热升华数码转印纸。

化、物联网条件下的新型造纸生产线，能够满足互联网

其中，有近年来 研发和生产的全麻、混 麻、低侧流、快

时代对企业精细管理、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需求，并

燃、直罗纹、防伪、降 焦减害、选择 性降害卷烟纸等品

构成造纸工业智能制造与互联网+模式的产业升级，促

种，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名优卷烟企业以及一些国际50 0

[5]

进企业对生产模式、管理模式、销售模式的创新改革 。

强企业和国际烟草巨头；另外还有近年来研发和生产的

传统造纸工业的未来将走向分化和聚合，将加入到多个

高定量、多定量描图纸和特白描图纸等品种。

以客户为中心的新型产业集群中，
“让制造更智能，使工
业更绿色”，公司践行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协同创新 [6]。

2

造纸企业M知识系统现状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势在必

造 纸 企业M知 识丰富，但是大多数知 识 分散在不

行 [7] 。我国正全面提升智能制造创新能力，造纸工业必

同的信息系统和员工的头脑中，如车间的D C S、Q C S、

须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工业软件作

W IS、MC S系统、OA系统、ER P系统、条码系统等以及

为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撑，与国家大力推动的

各员工经验 和 技 术知 识不一 等。另外生 产中有很多诀

装备业走向高端密切融合到一起，对于推动造纸工业转

窍，是工人和技术人员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其中

型升级、实现造纸强国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8] 。在制浆

许多是隐性知 识。生产 过程中的知 识系统战略中各类

造纸行业中，自动化技术是关键及核心技术，随着互联

知识资源都是独立存在，并没有有效的挖掘、整理、分

网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工业4.0时代即将到来，造

析、利用和共享。

纸企业也急需实现造纸工业智能化

[9-11]

。

造纸行业实现智能制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3

生产数字化智能化知识系统需求分析

到2025年，互联网+制造（数据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

当前，特别 是在国家“双碳”政 策下，从 2 0 21年9

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第二阶段：到2035年，智能+制造

月至10月，造纸企业M受有序供电的影响，同时停停开

（第一代智能制造，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在全国

开，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过程中存在不足有：

制造业实现大规模应用 [12] 。智能制造得到了国家政策

(1）生产总能耗过高，碎浆、打浆错峰生产由人工

和资金的支持，能够使企业降低运营维护成本、提高生

调度缺乏判断支撑依据，同时蒸汽耗用量居高不下；过

产效率和竞争力；通过智能制造企业可以实现个性化定

分依赖经验，降低成本且形成经验沉淀困难。

制、小批量生产，提高产品的稳定性

[13]

。

知 识引导人 工智 能与智 能 制 造（如 新技 术、新方
法、新工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

(2）D C S、Q C S、W I S、MC S系统、OA系统、E R P
系统数据虽有采集，但未有系统有效分析；质量稳定性
低，滞后性大无法进行快速调整响应。

等）已经成为组织提升创新能力、追求卓越绩效的重要
基础

[14]

。

(3）断纸、质量数据均为人工统计，分析困难，无法
形成数据沉淀及进行后续的断纸及质量预测。
因此 造纸 企业M急需构建知 识系统，来提高生产

1

造纸企业M背景
造纸企业M是一家国有企业上市单位，着力打造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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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降低成本、节能降耗，为“双碳”政策提前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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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建方案。

生产数字智能化知识系统构建
知识系统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创新，

4.1

生产数据化智能知识系统核心价值

突破技术壁垒。互联网与信息化作为21世纪社会与经济

生产数据化智能的核心 价值是充分利用数据，目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深刻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社会巨

标是提高质量、提高设备效率，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另

大变革。造纸行业要遵循“做好 规划，抓住重点；跨界

外它的优势是系统架构灵活、延展性强位于MES层上、

集成，协同创新；分类指导，先易后难；效益导向，稳妥

注重数据利用小步迭代、效果验证、易推广。

实施”的原则推进；造纸企业要分“两步走”实施：第一
[15]

生 产数 据 化智 能 知 识 系统 是 指 通 过 数 据 化 的工

。造纸企

具、技术和方法，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的

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建立在高度自动化基础之上，以

分析运营管理，为管理者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信息，

数学模型为推动力的自动化技术在促 进造纸工业大发

从而达到优化工艺和提高效率、沉淀最佳实践、降低生

展的同时，为造纸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过程数据和生

产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主要步骤包括采集、展示、管

产技术知识。在对造纸企业M知识系统需求进行了调研

理、分析、优化、预测。如图1。

步实现数据化运营，第二步实现智能化生产

和分析后，结合其管理特点，运用生产数据智能化知识

数据采集：统一的、唯一的、有效的、准确的底层
基础数据来源。
展示：实时的、可视化、当前现状
了然于胸。
管 理：用数据做管 理对 标、以数
据事实作为依据考核、让 数据做风险
预警。
分析：精益管理、因果分析、相关
分析、聚类分析。
优化：工艺优化、运行优化、成本
优化、闭环管理。
预测：工业智能、B I应用、智能排
产、预测性维护。
4.2

生产数据化智能数据集成
数 据 集 成 是 打造 数 据 化 工 厂 的

基础，见图2。
通 过5 M1E（人-机-料 - 法 -环
-测）底层数据自动采集，实时展示；
业务数 据在线实时 统计及分析；质检
数据实时反馈到生产环节，根据质检
结果及时调整生产，打通生产各个环
节上下游，消除信息孤岛；两化深度融
合，数 据 驱动 决策生 产；生 产 过 程 透
明可视化，实时监控，分析预警；生产
过程异常报警实时获取，快 速消除；
数据实时采集展 示，数据分析成为日
图1

生产数据化智能知识系统

常工作习惯；数据采集 沉淀，A I模型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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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人工经验控制，沉淀最佳实践；数据分析细化，节

控生产过程工艺、指标实时状况，基于工艺配方与实际

能降耗，降低成本空间自然可现。

采集数据对比，实时监控操作工艺参数偏差异常，工艺

4.3

人员、管理层及时纠偏、追溯问题。见图3。

知识系统模块

4.3.1 生产工艺模块

4.3.2

设备管理模块

生产工艺模 块，通 过 对 制 造企 业的计划排产、生

设备管理模块，通过设备台账管理、点检、检修、

产过程、物料、能源、设备、质量、库存等方面进行数据

故障维修、设备效率指标分析、备件管理等功能，对设

化统计，再经过生产全链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精准定位

备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有效解决因工厂设备繁杂而导

如期稳定运行所遇到的瓶颈问题，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致的难以集中管理、维修不及时、异常停机频繁、维修

实现供应链优化、生产安全、质量稳定和产量达标的目

成本高等问题，达到提高设备可靠性、运行效率，降低

的。按生产任务进行执行结果追踪，随时掌握生产车间

库存成本、设备运维成本的目的。

现场实况，落实细化能源单耗、断纸停机、质量、产量
指标考核到班组，通过数字工厂系统一键巡厂，随时掌

图2

图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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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程

通过知识系统，设备检修维修能快速报工，形成闭
环，沉淀经验数据化维修业务价值。见图4。

数据采集架构搭建

图4

设备检修维修

FEATURE
·特 稿
●

建立维修标准流程，缩短维修、检修时间。

科学化的能耗反馈机制和能耗评价。分工段及重点设备

●

提高维修、检修信息记录追溯（备件、人员）。

统计能源消耗（水、电、汽），监控制浆生产安排，为错

建立检修、维修业务数据综合统计分析辅助决

峰生产找到空间及数 据驱动降低制浆能源成本，落实

●

策 (闭环管理）。

考核消耗指标（吨纸能耗、化辅消耗）。见图6。

4.3.3 质量管理模块

4.4

报表管理

通 过 质量数 据 的 导入 和 生 产数
据的采集，运用质量统计分析和生产
大 数 据 挖 掘 的 方 法，对 生 产 全 过 程
质量进行预测监控，分析产品质量缺
陷，发现质量 影响因素，提高企 业对
产品品质的控制能力，达到提升产品
合格率的目的，具体如下：
(1）生产报工后自动推送质检任
务，根 据 任务 进行质 检，浆 料根 据编
制计划自动推送质检任务。
(2）自动关联现场检验设备的通
讯接口，质检结束后自动将质检数据

图5

质量统计分析

图6

能源管理监控

关联采集到对应的质检任务。
(3）根据 卷筒下线时间，将卷筒
信息自动关联相关生产工艺信息（如
车速）。
(4）通 过 系 统 进 行质 检 统 计 分
析，结果更准确，另外和生产 过程 信
息 进行关 联 分析 和 将检 验 结 果及 时
反馈到生产环节。
该模 块能实现从来料、浆料、卷
筒全 过 程 质量 管 控，见图5。能 够 实
现：（1）质量 追溯 体系，正向和反向
追溯并使，实现质量管控无遗漏点；
（2）质量统计与分析，从质量数据挖
掘质量管控难点，进行质量分析与挖
掘。
4.3.4

能源管理模块

通 过 对能源消耗 过程中各 个 环
节 能 耗 的水、电、汽 跟 踪 和 分析，依
靠 与设 备及 工艺 参 数 对 能 源消 耗 的
过程进行优化，并持续性反馈和评估
节能优化的结果，实现节能减排、降
本增效的目的，最终帮助企业建立起

图7

报表管理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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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管理，适用于生产、质量、能源、设备、工艺等

(3）通过断纸部位按次数进行统计，可快速定位哪

维度生产报表配置，可配置模板快速引用，便于后期维

些部位出现断纸的次数较多；通过断纸部位按时长进

护，见图7。

行统计，可快速定位哪些原因引起的断纸后处理的时长

4.5

较长，根据TOP结果进行该部位的针对性处理。

分析优化
基于生产实时数据，采用多目标优化算法，在解决

(4）按班组的断纸时长和次数进行分类统计，可便

电耗、物料损耗、完工时间以及切换次数等多目标生产

于对班组绩效指 标的考核，对比各个班组断纸指 标的

调度时更加智能化。通过数据集成，可以找出两个或者

情况。

多个曲线变化规律，辅助工艺工程师优化工艺；两个或

案例二：碎浆打浆模型优化

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元素进行分析，从而衡量两个变

运用大数据及模型算法将碎浆打浆机实际运行情

量因素的相关密切程度；从频率发生的角度分析工艺参

况与模型模拟情况对比，解决：
（1）碎浆打浆机在峰电

数、质检数据的过程稳定性关系。如图8。

运行时间过长、谷电利用不够；
（2）依靠人工调整准确

4.6

案例分析

性和稳定性不能保证的两大问题，从而节约成本，跟踪

案例一：断纸管理（图9）

每天的运行时间，如表1所示。
案例三：干燥部运行优化

(1）通过自动采集D C S相关点位实时数据信息，发

干 燥能 耗占比高：纸页干 燥能 耗约占造纸过程总

生断纸时，系统自动产生对应记录。
(2）根 据 断 纸记录 录入 断 纸 的发生 原因、原因分

能耗的60%以上，是造纸过程能耗占比最高的工序，解

析、断纸停机部位、责任班组、预防措施、分类统计等。

决干 燥 部 参 数 的 调 节（烘 缸 压力、送 风 温 度、风 机 频
率）主要依靠操作工人的经验，致使干燥部通常不是在

表1

碎浆打浆实际运行情况与模型模拟情况对比

碎浆
打浆机
碎浆机
长纤盘磨3台
短纤盘磨2台
合计
节约

运行时间/min

建 立干 燥 部 运 行 优 化 模 型，在 满 足 纸 页 干度 的

用电成本/kW

实际

模拟

实际

模拟

698
485
1842
3025

648
405
1654
2707

2327
4850
18420
25597

2160
4050
16540
22750

318

2847

图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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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的工况下运行的问题，如图10所示。

表2

优化前
优化后

分析优化

干燥部运行优化后节能

车速/
m.min -1

蒸汽耗量/
t.t纸 -1

节约成本/
元.t纸 -1

480
480

4.48
3.86

0.54×320=17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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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5

总结与展望
造 纸 企 业 生产数 据 化智能 转型

升级 是 造 纸 产业转型的 重要 组 成部
分，是造纸产业转型和发展的必经之
图9

断纸闭环管理

路。通过对造纸企业M知识系统的研
究及构建，运用生产数据化智能数据
集成，基于生产实时数 据，并存储的
大 量历史数 据，建立数学模型，辅助
生产决策，并采用多目标优化算法，
在解 决生产 过程中电耗、汽耗、物料
损耗、完工时间以及切换 次数、质量
稳 定等多目标 生 产 调 度 时更 加 智 能
化。每个企业智能化的未来目标虽然

图10

干燥部运行优化

不尽相同，但是各个企业都应根据自
己的未来发展规划，尽早进行布局，
可以从企业最关心的基础痛点问题入
手，比如先用数据化手段解决产品工
艺优化、质量提升和节能等问题，企
业管理步入正规化后，引入数据化运
营系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智能化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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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2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第二届制浆 新技术研讨交流会”

会议主要报告内容
前瞻技术 引领发展
（1）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齐鲁工业大学原校长陈嘉川教
授：农林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2）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技 术成果 转化研
究院院长王双飞教授团队：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节
能节水暨废水资源化和超低排放关键共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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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ber in the Manufacture
of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for Medical Instruments
⊙ Ji Jianfeng1*, Zhao Tianjun2, Luo Huaying3, Shi Haizhen1, Liu Wen1,4, Li Hongkai1
(1.Quzhou Branch of China National Pulp and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Quzhou 324022, Zhejiang, China; 2.Hangzhou
Specialty Paper Industry Co., Ltd., Hangzhou 311400, China; 3.Xianhe Paper Co., Ltd., Quzhou 324022, Zhejiang,
China; 4.China National Pulp and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102, China)

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抄造中再生纤维素纤维
的功能解析
1*

⊙ 季剑锋

赵天君2

骆华英3 史海真1

刘文1,4

李鸿凯1

（1.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衢州分院，浙江衢州 324022；2.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杭州 311400；
3.仙鹤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衢州 324022；4.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02)

摘

要：将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与针叶木、阔叶木浆按照浆
料比例1∶6∶3混合抄造，发现随着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磨浆
转数的增加，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的抗张力、耐破度逐渐
上升，撕裂度、透气度与最大等效孔径逐渐下降。从25,000 r
至65,000 r，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的透气度下降了25%左右，
最大等效孔径下降了15%，表面强度均为10 A左右。进行了医疗
器械灭菌包装用纸产品的试制，可以满足连续生产的要求，
且最大等效孔径显著降低。
关键词：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试制

季剑锋 先生
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特种纸功能技
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TS7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09-06

Abstract: The effect of PFI pulping revolutions on new type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bers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1:6:3, the new type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ber, softwood
pulp and hardwood pulp were mixed together and used for
papermaking. It was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beating
revolutions of the new recycled cellulose fiber, the tensile and
bursting strength of the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for medical
instruments increased gradually, while the tearing strength,
per meability and maximum equivalent aper ture decreased
gradually. When the beating revolutions added form 25000 r to
65000 r, the air permeability of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科创字（2020）27号-8）；省级重点研发计划— —26县绿色技
术应用（2021C0203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Ap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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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dical instrument decreased by about 25%, the maximum
equivalent aperture decreased by 15%, and the surface strength
was about 10 A. The trial production of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for medical instrument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inuous production, and the maximum
equivalent apertur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 words: regenerated cellulose fiber; sterilization packaging
paper for medical instruments; trial production

大学张力平课题组提供；PA E湿强剂由日本栗田提供；
AKD浆内施胶剂由富田精细化工提供。
1.2

实验仪器
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型号A S M-32N-2F；多功

能压榨机，型号M A S P-42H80-3；纤维分析仪，型号
FA S-V I I，以上均为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生
产；P F I磨浆机，型号P T B-508A，德国P t a公司；纸张
孔径测试仪，型号P S M165，艾尔莫尼特科技仪器有限
公司；滤纸孔径测定仪，型号7220，上海峰晟机械设备

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其开发
[1]

和应用一直备受关注。再生纤维素 由特殊溶剂溶解后
[2]

凝固纺丝而成，其生产技术经历了由黏胶纤维 、铜氨
[3]

有限公司；卧 式电脑拉力仪，型号W Z L-3 0 0B，杭州
轻 通博 科自动 化 技 术有 限 公司；撕 裂度测 定仪，型号
D E A-80，德国P t a公司；葛尔莱透气度测定仪，型号

纤维 等高污染生产工艺到低污染的Ｎ-甲基吗啉-Ｎ-

PG-A01，德国Pta公司；耐破度仪，型号BSM-1600B，

氧化物（N M MO）法纺丝、NaOH稀溶液纺丝和新型离

杭 州 轻 通 博 科 自 动 化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扫 描 电 镜 ，

[4]

子液体纺丝工艺 的发展，其中新型离子液体纺丝工艺

S340 0N，日立公司；蜡棒，10 A、12 A、14 A与16 A，

制备过程清洁、能耗低，所制得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

上海林纸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比表面积测定仪，N O VA

很多优良的特性，其中较具特色的是多重原纤结构。无

2000 e，美国康塔公司。

菌医疗器械包 装是医疗器械 组 成的一 部 分，是无菌医

1.3

[5]

实验方法

疗器械包装安全、有效性的基本保证 。目前，国内对于

P F I磨浆机磨浆：取30 g绝干浆料浸泡4 h以上，

灭菌包装材料的灭菌方式有E T O环氧乙烷灭菌法、高

并采用疏解机加2 L水疏解20,000 r，形成的悬浮液用

温湿热 蒸汽法 等，因此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需具备

滤纸浓缩至300 g，即10%干度，调节P F I磨浆机磨浆间

一定的透气性，同时具有较小的孔径，从而使制备的灭

隙及磨浆压力，磨浆至设定转数。

菌包 装能 够阻 隔细菌和尘埃 进入，允许环氧乙烷气体

抄 纸：将 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按照一定比例称量

或蒸汽透过，达到对其内医疗器械和物品灭菌的目的。

后混合，在疏解机中进行疏解，疏解10,0 0 0 r，达到规

灭菌结束以后，灭菌气体需要快速排出，否则会造成灭

定转数后取出，加入相对绝干纸浆用量0.15%的浆内施

菌包装湿包或环氧乙烷残留在医疗器械上造成医疗卫

胶剂A K D，搅拌1～2 m i n后，加入相对绝干纸浆用量

[6]

生隐患 。总体而言，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纸的微生物屏

0.25%的湿强剂PA E，搅拌1～2 m i n后，加水至一定体

障性能、物理和化学性能、灭菌适应性能等均需要符合

积，混合均匀后，量取一定体积浆料用快速凯塞纸页成

ISO11607、GB19633、EN868、YY/T 0681等系列标准

形器抄 纸。纸页成形后揭下，在4 0 0 k P a压力下压榨3

[7]

要求 。本论文主要是对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进行原纤

m i n，到时间后取出，93 ℃下抽真空干燥5 m i n，得到

化处理，并将其应用于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试制中，

成形纸张。

研究其对于产品孔径、透气度、表面强度及其它物理性
能的影响。

产品试制磨浆方法：采用两台双盘磨串联式磨浆，
一台磨片为4型（HY Cut fin切断鳍齿形），适合半游
离打浆，材质为聚酯，一台磨片为3型（HY Broom fin

1
1.1

实验
原料与试剂

150 A，通过量是600绝干k g/h，磨浆浓度为3.0%，磨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及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由浙

浆时采用打回流的循环磨浆方式，磨浆至85 °
S R，湿重

江某厂提供；新型再生纤维，型号1.5 d t e x×6 m m，采
用自主开发的新型离子液体溶剂体系制备，由北京林业

10

扫帚鳍齿形），适合黏状打浆，材质为铸铁，磨浆电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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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7 g。
产品试制抄 造方法：在某厂医疗器械包装用纸 生

R&D
·研究开发
产工艺基础上 适当进行 纤维原料、打浆度等的调整，
੩ูऎԢາ᧗

以10 %磨后的新型再 生纤维素 纤维 替 代阔叶木浆，定
量60 g/m 2 ，表胶选择4%P VA复配2%淀粉，表胶温度
60 ℃，黏度20 mPa.s左右。试制纸机为某厂长网纸机，
幅宽2.8 m，车速150 m/m i n，烘干部首先有一组烘道
干 燥，后续 有两个 大缸（镀铬），第一个 大缸温度低于












੩ูऎ43c
າ᧗H

                
ᇛูᣀஜS

75 ℃，施胶后为2组烘缸，第一组两个，第二组六个，配
置两道软压光。
1.4

图1

测试方法

磨浆转数对于新型再生纤维素打浆度及湿重的影响

(1）打浆度、湿重、抗张指数、撕裂指数、耐破指数
机械力作用，微原纤从缺陷处分离，经历皮层脱落、切

及葛尔莱透气度按照相应国家标准测定。
(2）纤维形态观察：吸取纤维悬浮液至载玻片上，

断、纵向劈裂和进一步原纤化等几个过程，最终能够形

使用H e r z b e r g染色剂对于纤维进行染色，并对染色的

成几十到几百的纳米原纤化纤维结构。新型再生纤维素

试样进行观察。

纤维在磨浆过程中打浆度及湿重的变化如图1所示。随

(3）最大等效孔径：以异丙醇为润湿液，最大等效

着P F I磨浆转数的增加，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原纤化程
度不断提高，暴露出更多羟基，保水性不断提高，打浆

孔径采用7220滤纸孔径测定仪。
(4）电镜 观察：导电胶黏 接到电镜样品台上，后将

度逐渐上升；随着P F I磨浆转数的增加，新型再生纤维

试 样 黏 接至导电胶 上，再 将试 样用喷金设备 进行喷金

素纤维湿重逐渐降低，从5,000 r至15,000 r时，湿重下

处理，然后将样品台放置于电镜样品仓内，在15 k V电

降最为明显，25,000 r之后湿重趋于稳定，这是由于湿

压下观察试样。

重与纤维长 短 及纤维保水性有 较大关系，磨浆转数 超

( 5）表 面 强 度 等 级 测 定：按 照 G B/ T

2 2 837-

过25,000 r后，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较短，磨浆主要起
到原纤化作用，而对纤维切断作用减弱，而原纤化能够

2008，使用不同等级的蜡棒测量。

一定程度上提升湿重，因此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湿重

2
2.1

趋于稳定。

结果与讨论

不同转数新型再生纤维素的纤维形态如图2所示，

PFI磨浆对新型再生纤维素的影响
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具 有高取向度，其结构为规

当磨浆转数为25,000 r时，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有较多

则的巨原纤结构，巨原纤由许多微原纤组成，微原纤之

切断，长度较低，由最初的6 m m下降至1 m m以下；当

间存在一定程度缺陷（如缝隙、孔洞等），在P F I磨浆过

磨浆转数为50,000 r时，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原纤化

程中，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受到剪切力、摩擦力等系列

程度明显增加；当磨浆转数达到75,0 0 0 r时，多数新型

BὈ S

CὈ S

图2

DὈ S

不同磨浆转数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光学显微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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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纤维素纤维的主体结构崩解，通过剥离、劈裂产生

菌包装用纸各方面性能如图5所示。其 物理强度（抗 张

的巨原纤束在机械力的作用下发生进一步的原纤化，产

力、撕裂度、耐破度）与表面强度变化趋势与图4相近，

生更小直径的微 细纤维，这 种 微 细纤维的直径可达到

但指 标明显优于全再 生纤维素纤维 纸 张，这是由于配

几百纳米，在机械力足够大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原

抄的针叶木浆、阔叶木浆 纤维更长 且 形成的纤维间结

纤结构最终会分离形成几十到几百的纳米原纤化纤维，

合强度更高；医疗器械 灭菌包 装用纸的透气度与最 大

通过分辨率更高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能够更加清晰地表

等效孔径均随着磨浆转数的增加而降低，从25000 r至

征纳米原纤化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结构。如图3所示为

65,000 r，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的透气度下降了25%

75,000 r磨浆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可以观察到原纤

左右，最大等效孔径下降了15%，其透气指 标仍较高。

化结构从主体结构剥离，直径从几十
纳米到几微米不等。
2.2

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磨浆转数

对医疗器械灭菌包装用纸性能的影响
选 择 不同转 数 的 新型再 生纤维
素纤维进行抄造，评价全再生纤维素
纤维纸张性能，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可以发现随着磨浆转数的增加，纸张
图3

抗张力及耐破度逐渐增加，但转数超

不同磨浆转数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过45,0 0 0 r以后趋势趋于平缓，这可

数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是由于主体





纤维的崩溃及更多亚微米、纳米尺寸


纤维产生导致的，主体纤维的崩溃导














 

 

致纸张撕裂度的降低，而产生的原纤
图4

化纤维则能够填补孔隙，减少纸张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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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度、透气度、孔径均随着磨 浆转

ୠᜈएN/

生的原纤化纤维的增强作用；纸张的

ઈसҧ/



的骨架结构作用，抵消了磨浆过程产

ᤩඡए«N1BT

素主体纤维过短，削弱了长纤维起到

ઈसҧ
ୠᜈए

ᏭᆡएL1B

Ꮽᆡए
ᤩඡए
తܸߘय़

能是由于45,000 r以后新型再生纤维

 

磨浆转数对新型再生纤维素抄造性能的影响

隙并降低透气度；全再生纤维素纤维


ୠᜈएN/

响，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的添加量不







维与针叶木、阔叶木浆混合抄 造，浆
料配比为1∶6∶3，抄造的医疗器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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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过高。本 项目确定添加量为10 %，
将不同磨 浆 转 数 新型再 生 纤维素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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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再 生纤维素 纤维 物 理性能
强度较低，考虑成本及物理强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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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从而导致纸张表面强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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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内结合 强度 降 低 且 细 小 纤 维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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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张的表面强度均低于7 A，这是由

添加不同磨浆转数的新型再生纤维素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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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 分发 挥 新 型 再 生 纤 维 素 纤 维 对 于孔 径 的 控 制 能

维透气度较高。双盘磨磨浆后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湿

力，选择磨浆转数为65,000 r较适宜；添加不同磨浆转

重较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通 过打回流的方 式 磨浆，会

数的新型再生纤维素，对纸张表面强度影响不大，表面

造成 局 部磨浆不均匀，部分 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仍较

强度均为10 A左右。

长。后续将采用循环磨浆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2.3

在实验室条件下，将双盘磨浆机及P F I磨浆后的新

产品试制结果与讨论
试制过程持续约5 h，出纸5 t左右，试制过程没有

发生黏缸、断纸等现象，能够满足连续生产的要求。

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分别与针叶木、阔叶木浆混合抄造，
浆料比例为1∶6∶3。抄造的医疗器械包装用纸性能如图

对于磨浆后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进行了纤维形

7所示，双盘磨浆机磨浆后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与针

态的观察，如图6。可以发现采用双盘磨磨浆后的新型

阔混抄后其抗张力、耐破度略高，但在最大等效孔径均

再生纤维素纤维形成的分丝帚化效果与PFI磨浆不同，

为15～16 μm时，其透气度高达40%以上，这可能由双

PFI磨浆更多的是从主体纤维结构中剥离出单根纤维，

盘磨磨浆后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特性决定的。

主体纤维及原纤化纤维均比较清 晰，而采用双盘 磨磨

试制产品及常规产品的性能指标如表1所示，试验

浆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更多是主体发生崩解，这或许

结果 表明：添加原纤化新型再 生纤维素能够在保证纸

与磨浆压力、磨浆浓度及打浆度有关。采用双盘磨磨浆

张透气度的前提下，显著降低医疗器械包装用纸最大等

时，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先发生切断作用，进而被切断

效孔径。试制的产品表面强度与常规产品相当，但抗张

的纤维会进一步发生主体崩解的现象，从而产生更多原

力、撕裂度等物理性能略低于常规产品。

纤化细小结构。这些原纤化结构不仅仅是从主体结构
上剥离下来，更多的是纤维主体崩解形成的，并最终以
[8]

羽化状或薄片状形态存在。有报道称 该种形态细小纤

图6





 

磨浆后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光学显微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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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产品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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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随着P F I磨浆转数的增加，新型再生纤维素打浆

表1





3.1

结论

 





3

双盘磨浆机、PFI机磨浆后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
与针阔混抄性能

撕裂度/mN
透气度/μm.Pa -1.s -1
耐破度/kPa
最大等效孔径/μm
表面强度/A

试样纸

常规产品

58.9
纵70
横38
纵430
横450
3.75
232
18
23

58.5
73
40
450
470
4
256
3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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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逐渐上升，湿 重先下 降 然 后 趋于稳 定，纤维不 断 切

[2] Perepelkin K E. Lyocell fibers based on direct dissolution of

断，原纤化程度不断提高，25,000 r之后纤维湿重趋于

cellulose in N-methyl morpholine N-oxide: Development and

稳定，75,000 r之后纤维主体发生崩解。

prospects[J]. Fiber Chem., 2007,39:163-172.

3.2

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物理性能强度较低，添加量

[3] Cai J, Zhang L, Zhou J, et al. Multifilament fibers based

不宜 过高，本 项目将 新型 再 生 纤维素 纤维与 针、阔浆

on dissolution of cellulose in NaOH/urea aqueou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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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al Order Internal Model PID Control for Pulp Batch Cooking Process
⊙ Shan Wenjuan1*, Cheng Xiaoyun1, Tang Wei2
(1.Faculty of Science, 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2.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基于分数阶PID的间歇蒸煮过程内模控制
1*

⊙ 单文娟

程晓云1

汤伟2

（1.西安航空学院理学院，西安 710077；2.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

摘

要：由于间歇蒸煮过程存在数学模型难以确定、系统参
数不能精确的问题，本文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模
型中非线性部分进行阶次数值逼近及函数拟合，建立了带延
迟环节的分数阶模型。对于间歇蒸煮过程的分数阶模型构
建控制器，结合内模控制原理简化分数阶PID控制器的设计，
利用最大灵敏度整定控制器参数，并以此获得强鲁棒性控制
系统。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出的分数阶内模控制方案的有效
性，具有比整数阶内模控制方案更好的控制性能。
关键词：间歇蒸煮过程；分数阶PID；内模控制；最大灵敏度

单文娟 女士
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轻化工过
程控制及工业过程建模。

中图分类号：TS736; TS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15-07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batch cooking
process, a fractional order model with delay by nonlinear functi
on fitting and numerical approximation was proposed, and thus
a fractional internal model PID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for the
process. It solved the problem of model imprecise and system
parameters uncer tainties in system control. The maximum
sensitivity and stability margin were used for parameters’
tuning of the fractional order controller. So that the good robust
performance can be achieved under good dynamic respons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ional order model control in
batch cooking process is superior to the integer order control in
overshoot, response speed and robustness.
Key words: batch cooking process; fractional order PID; internal
model control; maximum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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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数阶微积分的发展，采用分数阶建模的领域
[1]

越来越广泛 。实际中，系统多为分数阶，特别对于热系
[2]

统、黏弹性等系统模型采用分数阶描述往往更加准确 。

变化，精确的模型难以获得。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业
化学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必须了解被控过程的特性，通
过合理的简化假定建立近似的数学模型。

随着分数阶建模的广泛应用，适用于分数阶系统的控制器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对间歇蒸煮过程通过机理分

也逐步改进。当模型为分数阶模型时，采用整数阶控制器

析及数学近似处理，对复杂过程进行简化，采用分数阶

往往效果比较粗略，对此，分数阶控制器应运而生，但分

模型描述间歇蒸煮过程，基于该分数阶模型，利用内模

数阶的控制器可调参数的增加增大了控制器设计的难度

控制方法，设计了分数阶内模PID控制器，该控制器仅有

[3]

一个可调参数，利用最大灵敏度整定控制器参数，使系

，仅仅依赖工程经验选择控制器参数，在系统参数随工

作环境发生变化时，控制效果会急剧下降。

统在保证期望的动态性能条件下，获得较好的鲁棒性。

蒸煮是制浆 过程的重要环节，立式间歇蒸煮的环
境是高温高压密封的，由于影响蒸煮质量的各种因素非
常复杂，整个过程存在非线性、时变性以及过程阶数的

1

间歇蒸煮过程的热力数学模型分数阶描述
立式间歇蒸煮过程主要由蒸煮和循环加热两部分

完成。在蒸煮过程中，将木片和蒸煮液按一定的比例在
உී

ఱྞ

密闭的蒸煮锅内进行高温高压蒸煮，通过热交换器加热

чප

循环药液使得蒸煮锅内的温度逐渐升高，达到一定温度
བ̓૰٧
ᕱʼ
९ဖ

ᗡ
ཱི

བප

后，停止升温，关掉间接加热器，打开蒸汽阀进行保温，
补充能量的流失。最后降压喷放，结束该锅操作 [4] 。单

ᗡී

个间歇蒸煮锅的流程如图1所示。
ᫍଋҪབ٧

ᩝ

间歇蒸煮过程主要由加热器和蒸煮锅两大部分组
成，简化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加热器的热力数学模型

໙Ꭹ
ч
ѕ
ප

ᕱʽ
ᗡී

९ဖ

可以从化工原理求出机理模型，而蒸煮锅热力过程关
系到蒸煮锅内液体和固体（木片）的热力过程，而且体
积大，蒸煮液流动过程复杂，因此难以求理论模型，需

ऋ

ؤஉ

ᗡཱིᕱ

用实验法求得。
根据蒸煮锅热力过程，可描述出间歇蒸煮的热力

图1

方块图如图3所 示。图中G（s ）为加 热器的传 递函数，

间歇蒸煮流程

J (s )为蒸煮锅的传 递函数，T s 为蒸煮锅内的温度，也是
Ҫབ٧

蒸煮锅内的蒸煮液温度，T e为进蒸煮锅的蒸煮液温度，

ᗡཱིᩝ

q (s )为进系统的蒸汽量。
从图3可以得出整个过程的传递函数：
(1)
求得加热器G（s ）、蒸煮锅J（s ）的模型，便可获得

ؤஉ

图2
R 
T

( 
T

蒸煮过程的数学模型。

间歇蒸煮示意图
5F 
T

+ 
T

5T 
T



对于加热器G（s），由化工原理知加热器的热力方程：
q 1.ΔH =q 2c fΔT
(2)
式中：q 1—进入加热器的蒸汽量，q 2 —通过加热器
的蒸汽量；Δ H —蒸汽的热焓；c f —蒸煮液的比热容；

图3

16

间歇蒸煮锅的热力方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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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 —Ts 经过加热器后增加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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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加热器传递函数为：
(3)
蒸煮锅是一个复杂的热力过程难以用理论方法求得。
假设其为一阶时滞过程，则通过实验可得其传递函数为：

其中，

(4)
(8)
式中：K—蒸煮锅内物料的传热系数；K T —蒸煮锅内
物料的总热容量；
—滞后时间，与蒸煮锅物料
的传热系数、总热容量、蒸煮液比热容c f 和循环量W 有关。
将式（3）、式（4）代入式（1），可得整个过程的传
递函数：
(5)
可以看出，系统模型是一个非线性模型，带有纯滞

因此，s 在稳态区域逐渐增大时，e -τ s 二阶P a d e近
似为s 的1次函数。
综上，e -τ s 介于
中，α∈（0,1）。

，这里先设想e -τ s ≈k 3s α，其

(2）通过分析如下函数组的拟合，分析e -τ s 的数学
近似表达。

后，比较类似于F OPD T模型。对于W (s )，分子中的延迟
环 节体 现了间歇 蒸 煮的大 时 滞，而分 母的延迟环 节增

(9)

加了非线 性 控制的难度。通常对延迟环 节采用相应的
P a d e函数近似，但在实际应用中，模型经常会在0～τ时

当α,β取合适的值时，x 在一定范围内使得

间内出现微弱振荡，对于系统仿真计算的准确性是不利

。
综上所述，将W (s )的分母中的延迟环节用分数阶

的 [5] 。为降低分 母中指数函数e -τ s 带来的复杂度，本文
通过阶次逼 近与函数拟合的方法对W (s )分母的e -τ s 进

表示:e -τs≈1+sα

行近似处理，以简化模型。
(1）通过对分母中非线性部分e -τ s 分别进行一阶、

(10)

二阶Pade近似处理，分析e -τs 的函数阶次范围。
一阶Pade近似：
(6)
e

-τs

至此，得到了间歇蒸煮过程的模型，整个过程模型

s 在稳 态区域 逐渐增 大 时，
一阶Pade近似为s 的0次函数。

是分数阶模型，标准化如下：

二阶非对称Pade近似：

(11)

(7)

为开环增益，α =1/K 为大于0的任
式中，
意实数，
τ为常数。
对于间歇蒸煮这样的复杂热力过程，采用分数阶
模型来描述更能精确地描述系统动态 性能。分数阶模
型比整数阶表示更具有普遍性，同时，与之对应的控制

s 在稳态区域逐渐增大时，

器也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单纯使用整数阶控制器，控制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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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难以满足，为了让使控制性能更优，本文针对间歇

由式（13）可以看出，除了N之外，分数阶P I D控制

蒸煮过程的分数阶模型设计分数阶控制器，针对分数阶

器多了积分阶次λ、微分阶次μ这2个参数，分数阶P I D

增加的控制参数，利用内模法进行整定。

控 制 器 包含 5 个 待 整 定参 数，因 此 整 定 比 较 复 杂。考
虑到内模 控制简便性，将 控制方案扩展 到分数阶内模

2

PIλ Dμ设计中。

分数阶内模控制器设计

2.1

2.2

分数阶PID控制器
λ

μ

分数阶内模控制

分数阶PI D控制器可描述为PI D ，分数阶控制器是

分数阶I M C是在传统I M C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区

基于传统整数阶控制器发展而来的，针对不同的控制系统

别在于被控对象模型上，结构如图4所示。其中，G (s )为

设置控制器的阶数，由于阶次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整数，可

被控对象，G F O (s )为等效的分数阶模型，G C (s )为内模控

取的分数范围扩大，增加了控制器调节的灵活性。其中增

制器。内模控制是将被控对象模型引入到控制器设计当

加的阶次参数λ、μ的取值范围都是0～1，可灵活地改变微

中，对模型的精确性要求不高。随着模型越精确，控制

分、积分系数的大小。系统通过P I D控制器调节稳定后，在

器性能越有所提升。

生产过程有扰动时，只要相应的参数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λ

μ

P I D 只需要进行微调就可以有效控制，不用多次整定参

先，对模型进行分解，

G FO (s )=G FO - (s )G FO + (s )

数，因此分数阶控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λ

F O I M C控制器设 计可以参照整 数内模 控制，首

μ

P I D 控制器是整数阶P I D控制器一般化形式的
推广，其数学模型为：

(14)

其中G F O - (s )和G F O + (s )分别为G F O (s )的最小相位部
分和非最小相位部分；

(12)

其次，对于内模控制，为了保持系统具有较强的稳

其中，K p 、T i 、T d 分别为比例、积分和微分系数，

定性，较好的鲁棒性，通常是对系统进行微小修正，通过

λ、μ为积分阶次和微分阶次，λ，μ∈[0,1]。为避免纯

增加滤波器，对系统的最小相位部分的逆进行综合，从

微分运算，将工程上常采用的改进P I D控制器中的微积

而在过程扰动时，保证已经控制好的系统不受影响 [7]，则

分阶次推广至分数，得到相应的PIλ Dμ控制器：

内模控制器G C (s )为：
(15)
(13)

其中f (s )为F O I M C低通滤波器，f (s )的选取必须满
足G FO + (0)f (0)=1且保证G C (s )正则，其最简形式为：
1
f (s) =
(16)
1 + γs
γ为滤波时间常数，其大小变化在轨迹 跟 踪过程
中会同时影响系统稳定性和瞬态性能。
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通常对内模 控制系统 进行改
进，增加反馈回路。因此对图4中的控制结构进行等效变
换。如图5所示。反馈控制器C (s )与G C (s )有如下关系：

图4

(17)

分数阶IMC结构

对于间歇蒸煮过程的分数阶模型G FO (s )=W (s )，有
(18)
图5

18

分数阶IMC等效反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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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5、式16、式18，可得反馈控制器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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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可得频率响应：
(23)

定义变量 ξ =
(19)

1
，代入式（16），可得：
| s(jϖ ) |
(24)

令
λ

，代入式（17）得：

μ

为了使控制器C (s )具有P I D 控制器的形式，对比
式（13）和式（19），可得：
(25)
方 程（2 5）系 数含有未 知 数C ，根 据 最 大 灵敏 度
，当取
时，
，上式
方程的系数含有最大灵敏度Ms，且Ms 的经典值为：1.2-2.0。
在M s 给定的情况下，期望从式（25）中解析出最大

(20)

灵敏度M s 与γ的关系式，从而求得参数γ，得到分数阶
PIλ Dμ控制器。
分析 最 大灵敏度函数的几何意义，开环传 递函数
的Nyqu i s t曲线与以（-1，j 0）为圆心、以1/M s为半径的
圆相切 [8]。
从式（20）可知，在模型给定的情况下，分数阶P I D
控制器简化许多，控制器参 数只与一 个待定参 数γ有

由此可知，方程（25）关于

存在重根，则Δ=0，代

入方程系数，可得：

关，且γ与系统的动态响应性能、鲁棒 性 直接相关，因

(26)

此，参数γ的整定，需同时兼顾考虑动态响应性能和鲁
棒性两方面。

c 的取值由
来定，由于M s∈[1.2,2.0]，
当 给定时，即c 给定，
τ由模型给定，则内模控制器的参

3

数γ便可整定，从而获得内模控制器。

FOIMC控制器参数的鲁棒整定
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有多种，但对于实际生产过

程，往往存在操作环境不时的变化，为了保证系统在扰

4

仿真结果与分析

动时仍能稳定的运行，对于已经整定好的控制器，需要
进行改进，以保证系统具有较强的鲁棒性，通过限制灵



敏度函数的最大值来优化系统的负载扰动抑制性能，从




采用一阶Padé函数，对纯滞后e -τs 进行函数逼近，

'0*.$1*%
'0*.$1*%
*.$
;/




(21)
灵敏度函数：
1
0.5γτs 2 + γs + τs
=
1 + L( s ) 0.5γτs 2 + γs + 0.5τs + 1




由式（18）、式（19）可得，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为：

S (s) =

ZU

而推导出PIλDμ控制器的参数，完成控制器的设计。

(22)







图6







 
UT









标称情况时动态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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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间歇蒸煮过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辨识，可

稳态误差小，在系统扰动时，F O I MC-P I D控制系统表
现出最小的超调、最短的调节时间，明显优于I M C和传

得到控制对象分数阶数学模型为：
(27)

统P I D。负载扰动时，F O I MC-P I D控制系统能够快速
且以较小的超调趋于平衡，具有更优的动态过程。

模 型 确 定 后，在 M s =1. 5，γ = 3 . 5 ；M s =1.7，

γ=1.46，分别得到两组控制器参数：

在系统的某些参 数受到扰动影响时，已经整定好
的FOI MC-PI D控制器仍能对系统进行有效控制，使系
统具有较强的鲁棒性。为了验证鲁棒性，将对象纯滞后
时间常 数L 增大2 0 %，开环增益K 增大2 0 %，分别使用

(28)

F O I M C-P I D，I M C，P I D控制系统，得到模型失配时
仿真结果见图7。可以看出，P I D的超调最高36%，I M C
的超调为18%，对于F O I M C控制系统，超调最大仅为
3.2%，与此同时，FOIMC的上升时间明显最短。
同时，为了测试M s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针对控制对

对应的分数阶PID分别为：

象，设定三组不同的M s 值，分别为：1.2,1.5,1.7，在不同情
(29)

况下对给定系统输入一个单位阶跃，分别计算系统输出动
态相应指标（超调σ，调节时间t s），对于不同的M s，可得系

(30)

统相位裕度φ m如表1。看出M s 越小，超调量σ%越小，相位
裕度φm 越大，鲁棒性越强，但调节时间t s（s）稍慢。

对于上述间歇蒸煮过程，使用整数阶I M C控制器
以及Ziegler-Nichols法整定的PI D控制器进行调节，

5

结论

在t =0 s时，加入单位阶跃信号；在t =25 s时，加入负载

本文以制浆中的间歇蒸煮过程为研究对象，从数学

扰动D (s )=-0.4（幅度为40%的负单位阶跃信号）。标称

计算的角度对间歇蒸煮过程的模型近似处理，得到了蒸煮

情况时，各控制系统相应的输出响应如图6所示。不同

过程的分数阶模型，并依据分数阶内模控制原理，完成了

的控制器在设定值跟踪过程中，均能满足需求，得到的

分数阶控制器的设计。并进行了仿真验证。通过本文中提
出的方法，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出的分数阶内模控制方案



的有效性，具有比整数阶内模控制方案更优的控制性能，



为制浆造纸过程控制提供一些新思路。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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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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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ive Risk Factors to Pape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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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制品中5种风险因素分析
1

⊙ 郭风

申成军2 孔祥坤1

齐永润1

（1.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包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济南），济南 250102；
2.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济南 250103）

摘 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为了节省时间成本，人们的就
餐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快递送餐和外出用餐已呈普遍化
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对食品包装的要求，快餐食品包装物中
的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其中纸质食品包装中的有害物质
迁移到食品中对人体造成危害。以常见的纸制品为研究对象，
检测了重金属铅、砷、锑（P b、A s、S b）、荧光性物质、邻苯二甲
酸酯（PA E s）、溶剂残留量、微生物限量5类有害物质，对目前
行业关注的各类危害进行了风险研究，提出了食品包装纸制品
减少风险的质量保证措施，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供纸制品的使
用者、生产者及政府监管人员参考。
关键词：纸制品；风险因素；分析

郭风 女士
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包装
材料检测及安全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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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quickening pace of life, people’s concept of
dining consumption is also changing in order to save time cost,
express delivery and dining out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Then
comes the requirement of food packaging, the harmful substances
in the packaging of fast food do harm to human health. Among
them, harmful substances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igrate to food
and cause harm to human body through common paper tablewa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ested the heavy metal lead, arsenic,
antimony (Pb, As, Sb), fluorescent material, 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 solvent residue, microbial 5 kind of harmful material set
limit to, has carried on the risk to all kinds of harm of attention
in current industry research, put forward the food wrapping
paper tableware quality assuranc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users, producer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ors.
Key words: paper tableware; risk factor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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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已经引起全 球关注。食

材质不同分为两类：其中接触食品层为 纸 的 是1#（薯

品安全包括食品本身的安全和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

条盒）、2 #（船盒）、3#（汉堡盒）、10 #（手捧袋）、12 #

料的安全。包装材料在与食品直接接触过程中，容易迁

（纸吸管）、14 #（小吃盒）、17#（硅油纸）、18#（烘焙

移的某些物质可能浸润到食品中，造成食品的化学污染

纸）、19 #（垫纸）、20 #（涂蜡纸）；接触食品层为聚乙

称为食品接触 用包 装材 料污染。食品包 装最常见的是

烯（覆膜）的是：4#（米饭盒）、5#（餐盒）、6#（本色纸

塑料和纸张，由于塑料产品给环境污染带来难以处置的

碗）、7#（有印刷纸杯）、8#（汤桶）、9#（防油纸袋）、

后患，已被部分国家禁止生产及使用，我国对于禁止生

11#（汉堡垫 纸）、13 #（串串桶）、15 #（无印刷白色纸

产、销售的塑料制品范围作了严格 规定，并进一步强调

杯）、16 #（无印刷白色纸碗），检测了重金属铅、砷、锑

了属地管理的责任，已明确推广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绿色

（Pb、As、Sb）、荧光性物质、邻苯二甲酸酯（PAEs）、

包 装产品和纸制品。因此 纸质包 装产品的需 求量 开始

溶剂残留量、微生物限量（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霉菌）

快速的成倍增长，特别是一次性纸质餐饮具。为了使包

5种风险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研究结果将为

装物具有较好的延展性、特定的色泽以及稳定性，通常

我国广大消费 者对 识别食品用纸制品中危险有害因素

会使用一些化学添加剂 [1-3] ，有些产品可能使用了已经

和风险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被 污染的再生材 料，造成这些有害污染物 浸润到食品

1

中，对人体造成无法预知的伤害。
近年来，我国学 者也展开了对 纸质包 装产品的有
害物质的迁移及风险因素研究

[4 -7]

实验部分

1.1

重金属铅、砷、锑（P b、A s、S b）：电感耦合等离子

，对日常生活中经常

见到的食品接触纸包装材料中主要风险物质的识别、检

体质谱仪，型号7500CX，Agilent（美国）。
荧光性物质：紫外分析仪，型号Z W-7,济南三泉中

验方法与迁移规律进行了简述，国外期刊中也发表了很
多类似表述

[8-10]

，使用了被包装材料污染的食品，给食

石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邻苯二甲酸酯（PA E 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用者的人身健康带来风险。目前，我国对食品包装的管
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管理制度不完善。与食品本

型号8890-5977B，Agilent（美国）。
溶剂残留量：气相色谱仪（F I D检测器、顶空进样

身的安全相比，我国对食品包装安全的监管较为松懈，
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少，且规定的内容不够全面。另外食

主要仪器

器），型号7890B，Agilent（美国）。
微 生物限 量：生化培 养箱,型号E32 2 2、E32 23、

品包装产品中污染物的检测标 准较为缺乏，相关的国
家和行业标 准不够完善。部 分企业的安全生产意 识淡

E6147，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薄，追求高利润而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导致了食品包装

1.2

P b、A s、S b标液：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

产品的粗制滥造。鉴于此，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相
关的政策和标准。2016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食

测试中心。
18种PA E s混标标准品：D r.E h r e n s t o r f e r（德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等G B 4806系列标准、G B 3160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主要试剂材料

国）。

[11]

溶 剂 残留量：乙 醇、异丙 醇、丙酮、丁酮、乙 酸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

酯、乙酸异丙酯、正丁醇、苯、甲苯、二甲苯（包括对、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系列标准、G B 4789.15-2016
[12]

计数》、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

邻、间）溶剂，色谱纯，上海 安谱实验科 技 股份有限公

触材 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 准》等53项食品安全国

司。

家标准。

1.3

重金属铅、砷、锑（Pb、As、Sb）：GB 31604.49-

本研究采用目前快餐和快递餐 饮行业中经常见到
的二十个 纸制品为研究对 象，包括：纸 杯、纸碗、纸餐
盒、纸 袋、垫 纸、纸吸管、烘 焙用纸，按照接触 食品层

实验方法

2016

[1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荧光性物质：G B 316 0 4.47-2016 [14] ：直接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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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条件下包装、配送和食用的过程。虽然20个样本量

法。
[15]

：

太少，不足以代表整个行业水平，但是也说明了一些问

采用特征选择离子监测扫描模式，以保留时间和碎片的

题。从实验结果来看，P b的检出率为10 0 %（均未超 过

丰度比定性，外标法定量。

标准指标3.0 m g/k g），A s的检出率为65%（13个样品

邻苯二甲酸酯（PAEs）：GB 31604.30-2016

溶剂残留量：参照G B/T 10004-2008 [16]：采用氢

检出，均未超过标准指标1.0 m g/k g），S b的检出率为

离子检 测型气 相色谱 仪，配 置混 合标 样，绘出标 准曲

100%（5个样品超过标准规定值0.04 mg/kg）。重金属

线，根据出峰面积在标准曲线上查出对应量。

作为稳定剂、着色剂、阻燃剂被添加在纸质等包装材料

[17]

微生物限量：GB 14934-2016 ：沙门氏菌、大肠

中。这些重金属会从包装材料中浸出到接触的食品中继

菌群（发酵法）、G B 4789.15-2016（第一法）：霉菌，

而被人体吸收，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例如

生化培养箱，28 ℃培养5d。

干扰人体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
2.2

2

荧光性物质的风险因素分析
从实验结果来看，荧光 性物质的检出率为25%（5

结果与讨论
重金属（铅、砷）、荧光性物质及微生物限 量均为
[18]

个样品被 检出），对 于白得不 正常 的 纸 制品我们 在 生

标准规定必检项目，重金属（锑）、

活中要慎用。在纸包装生产过程中，为了增加白度或美

PA E s、溶剂残留量为风险评估项目，5种风险因素检测

观，人工添加的能提高纸质白度的有机化合物 [19]，这种

结果见表1。

化合物是一种成分复杂的白色染料，受到照射后能激发

2.1

入射光线产生荧光，冲击观赏者的视觉，大大增加纸制

GB 4806.8-2016

Pb、As、Sb的风险因素分析
喜食快餐和外卖食品的以青少年居多，倾向于高热

品在目测下的白度。人为过量添加这种荧光性物质，就

量的高糖、高油食品，根据受众的饮食习惯，实验选取

会通过摩擦、浸润迁移到食品中，当被食用或者接触含

条件为95%乙醇(60 ℃，2 h)，模拟快餐类油脂类食品在

荧光的生活用纸时，就会被人体吸收并在人体内累积，

表1

24

5种风险因素检测结果

样品
序号

接触
食品层

Pb/
mg.kg-1

As/
mg.kg-1

Sb/
mg.kg-1

荧光性物质波
长254/365 nm

PAEs/
mg.kg-1

溶剂残留量/
mg.m -2

微生物限量
/50 cm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纸
纸
纸
PE
PE
PE
PE
PE
PE
纸
PE
纸
PE
纸
PE
PE
纸
纸
纸
纸

1.02
0.72
0.69
0.23
0.34
0.25
0.32
0.32
0.34
0.41
0.38
0.27
0.28
0.43
0.22
0.38
0.26
0.25
0.37
0.42

0.31
0.17
0.18
＜0.04
＜0.04
＜0.04
＜0.04
0.04
0.86
0.22
0.11
0.06
＜0.04
0.26
＜0.04
＜0.04
＜0.04
0.13
0.17
＜0.04

0.024
0.005
0.56
0.016
0.022
0.012
0.025
1.03
0.035
0.016
0.023
0.033
1.12
1.05
0.027
0.032
0.007
0.057
0.034
0.017

阴性
有荧光
阴性
有荧光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有荧光
有荧光
阴性
阴性
阴性
有荧光
阴性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DBP:4.07 DEHP:7.6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DBP:1.82 DEHP:21.39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6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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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危害人体健康。荧光性物质是一种

2.5

微生物限量的风险因素分析

多组分的合成化学物,在人体环境中不易被分解、排除,

从实验结果来看，20 个样品的微 生物 指 标（大 肠

长期接触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发育和成长,甚至会引起细

菌群、沙门氏菌、霉菌）检出率均为0。食品用工具如果

胞的变异,破坏人体正常的循环系统，其毒性累积在肾

不是在湿度大的环境中，没有受潮，保存完好，一般是

脏或者身体其他重要器官,会形成潜在致癌风险，会产

不会产生微生物的。从各省市各类抽查数据来看，微生

生不易察觉的危害，后果不可想象。有报道指出含有荧

物 指 标的检出率也 非常低，建 议标 准制定科 研人员在

光增白剂的用品与伤口处的蛋白质结合,会阻碍伤口的

重新修订相关产品标准时考虑微生物指 标是否有保留

愈合。

的必要性。微生物是生物中一群重要的分解代谢类群，

2.3

缺少了它们，生物圈的物质能量循环将中断，地球上的

PAEs的风险因素分析
#

从实 验 结 果 来 看，P A E s 的 检出率为10 %（4 和

生命将难 以繁衍生息。我们应该着力于 遏制有害的种

15 样品被检出），均检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 B P）为

类，发展有益 的种 类，才 能 更好地 维 护 我们生存的环

4.07 m g/k g、1.82 m g/k g，均大于G B 9685-2016

境，提高生活质量水平，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微生物

中规 定的0.3 m g/ k g；邻 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具有多种多样的生命活动类型，并在自然界的物种转化

（DEHP）7.62 mg/kg、21.39 mg/kg，均远大于标准

和生物体系循环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工、农业生产

规定的1.5 m g/k g。PA E s是塑料和纸张材料生产加工

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过程中较常使用的化学助剂，这种增塑剂可使材料柔韧
性增强，增塑剂是纸质材料中最常见的污染物，主要来
源于再生纸浆、黏合剂和油墨等

[20]

3

风险因素汇总

。对于PAEs，在水中

纸制品原材 料的主要风险来源：（1）有害化学添

D B P和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 I N P）迁移程度最大，

加剂违规使用或超标：人为过量添加荧光增白剂；涂蜡

而在脂肪类食品中，D E H P和D B P的迁移程度最大。

纸和硅油纸，含有多环芳烃化合物；
（2）在运输、储存

PA E s可能对人类生殖和发育造成负面影响 [21] 。多项研

过程中受到污染，甚至霉变，会造成成型品微生物指标

究表明，接触PA E s会导致孕妇怀孕时间异常并导致婴

不合格；（3）纸 和纸 板的原产 地以及生产加工过程中

儿早产，也可能导致儿童异常性 发育。此 外，人体暴露

造成的药物残留。纸制品表层印刷使用的油墨 是目前

于PA E s会增加患糖尿病、肥胖症和乳腺癌等疾病的风

公认的污染源，油墨由化工颜料、连结剂、有机溶剂、

险。

辅助剂等组成，均含有重金属、溶剂残留和有机挥发物

2.4

（V O C）等有害物质，会通过浸出迁移对接触食品造成

溶剂残留量的风险因素分析
#

污染。纸 制品的表面处 理工艺主要 有两 种：上光 和 淋

和13 样品被检出），这两种样品都存在大面积印刷，其

膜。上光就是为了提高印刷质量和视觉美观，对纸包装

他样品的溶剂残留总量和苯类溶剂残留量均未检出。主

盒、纸袋等成型品，在其表面喷涂一层无色透明涂料，

要原因是油墨印刷在纸制品的原料用纸中对 溶剂的释

从而起到防潮、耐磨、增加光泽的效果，这种无色透明

放速率较大，挥发性有机物已蒸发，纸质餐饮具中溶剂

涂 料因含有甲苯、有机 聚合 物、稀 释剂 等多种 溶 剂 残

残留量小。溶剂残留量主要来源于油墨、黏合剂和加工

留，会通过碰撞、摩擦，浸润到食品中，污染食品，影响

助剂，若溶剂残留超标，可能会污染包装的食品，如果

食品安全。淋膜就是在直接接触食品用纸和纸 板的使

消费者食用这些被污染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很

用面覆一层高分子塑料薄膜（聚乙烯均聚或共聚），主

大风险或危害。近几年，溶剂残留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

要作用是防漏、密封、隔潮。这类高分子聚合物在生产

热点问题，长期接触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造

过程中会添加抗结剂、爽滑剂、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

成损害。我国也研发了新品种绿色环保型水性油墨，随

类）、热稳定剂、抗氧剂、抗静电剂、着色剂、防雾剂、

着技术的进步、应用的普及，将会大大降低油墨带来的

光稳定剂等化工助剂，各种各样的化工助剂在与食品摩

污染。

擦接触中极易产生物理迁移和化学迁移，污染食品，造

从实验结果来看，溶剂残留量的检出率为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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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实用医技杂志,2020,27(3):321-322.
[8]Geueke B, Groh K, Muncke J. Food packaging in the circular

4

总结及建议

4.1

纸制品的生产者应提高质量意识，加强对产品标

准、生产许可细则、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 控制原

economy: Overview of chemical safety aspects for commonly
used material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93:491505.

辅材料质量关，严把生产工艺关键质量控制点，使得原

[9]Xu Q, Yin X Y, Wang M. Analysis of phthalate migration from

材 料进厂、生产 过程、出厂得到有效 控制，保障产品质

plastic containers to packaged cooking oil and mineral water[J].

量。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Food Chemistry, 2010,58(21):11311-

4.2

纸制品的消费者一定要购买包装上标注生产许可

11317.

证号、标识齐全的合格产品，不要购买无任何标识的产

[10]Hauser R, Gaskins A J, Souter I, et al．Urinary phthalate

品。食品用纸质容器一般应包装封口完整，字体印刷清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s and reproductive outcomes among

晰、产品洁净无污渍，消费者如果有小型的紫外手电筒

women undergoj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Results from the

等也可以照射并观察纸杯的内表面，如果呈现明显的蓝

EA RTH st udy r[J]. Environ 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色荧光，应谨慎购买。纸质制品容易受潮，开封后的产

2016,124:831-839.

品宜存放在通风、干燥、不易受潮的地方，及时封口，尽
快使用。快餐、外卖食品要尽 早食用，减少包装物与食
品的接触时间。
4.3

政 府监 管人员应 加 大 风 险 监 测的力度和 执法力

[11]GB 4789.15-2016（第一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S].2017-04-19.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GB 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

度，通 过 政 府 部门的监 管 让 技 术 水平高、管 理 规范 的

[13] GB 31604.4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企业占领市场。对于那些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勒令停

砷、镉、铬、铅的测定和砷、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止生产销售，严重者予以取缔。建议开展更多的风险监

[S].2017-04-19.

测，对产品特定使用条件下的安全 性和 标 准 之 外潜在
风险项目进行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早预防、早发
现、早跟踪、早控制。

[14]GB 31604.4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纸、
纸板及纸制品中荧光增白剂的测定[S].2017-04-19.
[15]GB 31604.3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邻
苯二甲酸酯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S].201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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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7500mm Full-automatic High Speed Rewinder
⊙ Zeng Zhaoyong (Weifang Hicredit Machinery Co., Ltd., Weifang 261061, Shangdong, China)

7500mm全自动高速分切复卷机的功能解析
⊙ 曾照勇（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潍坊 261061）

摘

要：国产第一台全自动高速分切复卷机在昌乐世纪阳光
试车成功。该复卷机净纸宽7500 mm，设计车速3000 m/min，工
作车速2800 m/m i n，分切11卷纸。本文介绍了7500 m m全自动
高速分切复卷机所包含的功能及工作原理，提出全自动分切
复卷的方案，并对新方案中功能作了详细描述。
关键词：高速分切复卷机；母辊；空轴自动存放；自动对刀；
纸页张力自动测量；自动引纸；分段可调弧形辊；真空底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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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domestic high speed automatic high speed
slitting and rewinding machine was successfully tested in Changle
Century Sunshine. The machine has a net width of 7500mm, a design
speed of 3000m/min, and a working speed of 2800m/min. It can
cut 11 paper rol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s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7500mm automatic high speed cutters and rewinders,
puts forward a scheme of automatic scutters and rewinders, and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of the new scheme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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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纸机车速越来越高，高车速、高自动化复卷机

始下一成品卷复卷。

越来越成为客户首要选择，笔者根据华 迈复卷机的设
计经验，对高速全自动复卷机的功能及工作原理作了详

2

细说明，供同行参考。

2.1

全自动复卷机各部分功能及原理
退纸部功能
主 要 有母 辊 转 移、母 辊 锁 定、母 辊 对 中、母 辊 摆

1

动、母辊直径自动测量、母辊旋转、空轴自动存放。

全自动复卷机工作过程
该 高速 复卷 机 的 构 造如图1所 示，主要包 括 退 纸

2.1.1

母辊转移
母辊使用母辊转移设备在转移轨道上从一个等待

部、切纸部、双弧形辊部、卷取部、引纸装置等。
其工作原理是：从 造纸 机 上取下的母 卷安置在退

站转移到另一个等待站并最终被转移到退纸 架上。退

纸架的原始位。母卷在原始位由母卷旋转装置带动，由

纸部的退纸架支持着退纸架上的母辊并且在卷取期间

人工撕纸头并用胶带固定纸头，为引纸做准备。后转入

保持纸页张紧。如图2。

存放位并由气缸锁定。工作位母卷完成后由空轴自动存

2.1.2

母辊锁定

放装置将其自动放入上部存储架。存放位母卷转移到工

退纸部由两个退纸架组成。在运行期间，母辊平放

作位并由油缸锁紧，母卷自动直径检测将直径数据传入

在退纸架支架上的轨道上。由锁定梁接合到退纸架上。

PLC为开车准备。

锁定杆的驱动器是一个液压缸。

自动对刀系统根据生产任务将纸幅分切宽度数据

2.1.3

母辊对中
退纸架对中用于固定关于圆刀的纸页以至于切边

传入自动纸芯切割和自动纸芯输送和自动吸放纸芯、自

宽度与机器两边相匹配。在母辊更换期间退纸架会被自

动纸芯顶头锁定机构，以实现自动功能。
人工将 纸头放 入引纸 装置后，纸 张在自动引纸 装
置带动下传到两底辊中心，人工将纸拉伸出底辊处后，
断纸刀上升将纸幅切断。后由真空底辊和纸幅保持器将

动的定中并回到复卷机的中心线上。
2.1.4

母辊摆动
当复卷机处在操作当中并且操作速度超过一定的

纸吸在后底辊上。由纸芯切割输送来
的纸芯按规格放入纸芯桌，然后送入

ᤝጭᦉ

लጭᜈᎵ

Ѭጭᦉ

自动纸芯输送机构测量长度和直径，

ԃԨᦉ

喷胶后进入纸芯吸放区，此时纸芯吸



放在伺服电机带动下将纸芯吸起，由



N

2
67,/
 &
6

自动 推 纸 辊 机 构 将 纸 芯放 入两底 辊



中间。然后纸芯顶头下落到纸芯中心
Ԥऺ्ᣝᦉ

位并锁定纸芯，压辊下落压住纸芯，
然后开始 复卷。成品卷复卷完 后，自

图1

复卷机的构造

动断纸上升到工作位，自动纸幅保持
将纸幅压在后底辊上。压辊和纸芯锁
紧上升到上限位。预先吸好的纸芯在

ආᣝᣀሧᢽ᥊

ࣛᣀҮܫᄉኍϊቢආᣝᣀሧܫ

ᤝጭ

自动 推 纸 辊 的 带 动下将成 品卷 推 入







两底辊中，并将 纸幅打断。卸纸斗将
成品纸卷放置在地面。压辊和顶头下
落并将纸芯夹紧和压住。然后自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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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卸 纸 斗内同 时将 喷胶 后 的 纸 芯放 入

退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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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值 时，退 纸 架能被 控制来自动地作 微小的横向运
动。改变横向运动的目的是减小纸辊上纸页横向上的变
动。如图3。
2.1.5

母辊直径测量
母 辊 直径测量传感器采用超声波传感器，位于 退

纸卷下面。这个信息被用来控制在引纸、复卷机的启动
加速、卷取和减速期间的纸页张力。
2.1.6

母辊旋转设备
母辊旋转设备被使用于为引纸准备母辊，由气缸、

电机等组成。在旋转站有一个母辊支持臂，其驱动器是
一个气缸。如图4。
图5

2.1.7 空轴自动存放

空轴自动存放

主要由旋转电机和减速机及吊钩组成。用于母卷
लጭܫ

完成后将空纸轴存放在上部导轨上。如图5。
2.2

࠭ᣝ

纵切部（图6）

ጭᮅ

主要由独立机架、导向引纸辊、分段伸展弧形辊、
分段导辊、纵切系统等组成。纵切部也装有引纸设备和

ᒽࡘᣝ

纸页张力测量设备。纸页被纵切设备切成要求的纸页宽

     

षҦ᧙ᣝ

度。同时纸边被切掉。纸页分离设备被用于在已切断的
ጭᮅѫሎܫ
67,/2

6&

纸幅之间制造间隙，以便把纸辊彼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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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6

纵切装置

图7

圆刀结构

退纸微调

母辊支持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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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自动排刀分切系统

纸 辊能容易地彼 此分开。在纸 辊 之间的间隙也能使 纸

纸页用圆刀切成纸页切片。顶刀和底刀构成了一副
圆刀。如图7。

辊在横向产生微小的膨胀。纸页分离设备由一个弧形辊
和一个组合辊组成。液压电机通过一个连接 物连接到

上刀部分主要由横梁、分切刀架、气动制钳器、直
线导轨及滑 块、磁栅尺、定位电机组成。下刀部分主要

角度传送器上，并且螺旋千斤顶通过一个轴被连接到角
度传送器上。

由横梁、底刀电机及底刀、气动制钳器、直线导轨及滑
块、磁栅尺、定位电机组成。
每 个上刀单元（图8）和底刀单元都配置独立的移
动定位电机，通 过齿轮齿条连接实现快 速直线运动并
定位。

为了在纸辊之间制造一个足够大的间隙，纸页分离
设备辊能绕着转动轴向纸页转动。辊子被液压电机、角
传送器和在复卷机操作侧和传动侧的螺旋千斤顶所转
动。
分段可调式弧形辊的用途，是使复卷机分 切复卷

上刀横梁和底刀横梁会分别配一根磁栅尺，每个上

过程中分 切后的纸 张经过分段可调式弧形辊 后，将 纸

刀单元和底刀单元都配有磁铁，磁铁与磁栅尺配合得到

分切后的刀缝进行剥离，形成一条缝隙，使复卷的卷筒

每把切刀的准确位置。

纸非常容易地分开。每节辊长度250 m m。在每节辊子

2.2.2

下 面安装有调整机构，局部地通过抬起组合弧形辊的

纸页分离设备（图9）

在卷取期间，在纸 辊 之间必须有小的间隙以至于

高度能使纸页分离更有效。在调节过程中不用停机，实

Ԍጭᣝ
ԌӜએ

ጭᔆӴܿ
ीᣝ٧

ए

ՐᎣ
ԀՐऄᣝὈ

图8

上刀单元
றጭѧ

图10

１-固定弧形组合辊 ２-可调节组合辊 ３-旋转轴 ４-连杆机构 ５包角调节设备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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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页分离设备

卷取部

1-在操作侧的轴承座 2-在传动侧的轴承座

图11

后底辊

Ԅᣝ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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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停机操作，达到所需要的效果。

速度动态平 衡处理过。在操作侧有一个固定到轴端并

2.3

卷取部（图10）

且用管道接到抽风风扇上的抽风接头。

主要由机 架、底 辊 装 置、压 辊 装 置、顶头 提 升 装

2.3.2

置、纸芯顶头夹紧装置、纸辊推出器、切断刀、自动纸幅
保持装置、自动换纸芯装置、纸芯喷胶装置、卸纸台装
置、安全栏（挡纸辊架）装置以及完善的安全防护系统
组成。

纸芯锁定设备（图12）

纸芯锁定设备的任务就是在运行期间把装置固定
在横向的适当位置上。
纸芯锁定运动有垂直和水平运动。纸芯锁定运动
用两个由比例阀所控制的液压缸来实现。

在卷取期间，主动 部 件是底 辊、压 纸 辊 和 纸 芯卡
头。被卷取的纸辊由转动的底辊支撑。压纸辊在卷取期
间处在纸辊上并且有另外的载荷供应。纸芯卡头横向固

2.3.3 压辊装置
压辊装置主要包括压辊、压辊梁及升降装置、压力
传感器及安全保护装置等。

定纸 辊在 适当的位置，断 纸刀在弹辊 期间切断 纸页切

压辊两端装有气动刹车装置。压辊梁安装有同步

片。纸辊用弹辊器和卸辊设备从卷取部上移出。在卷取

轴装置和气动安全锁定 棘轮、压力传感器和测量压辊

期间，压区防护担当防护装置并且防止接触到转动的纸

梁位置的位移传感器等装置。压辊 梁上下 移动采用大

辊。

行程液压缸直接驱动，压纸辊释压装置采用伺服阀，对

2.3.1 底辊

压辊压力实现全过程自动控制，控制精度高，并可以根

如图11所示，后底辊是一个带沟槽的、带抽风孔的

据辊径的不同自动调整压力值。压辊梁上安装有压力传

并且镀有碳化钨的钢壳。后底辊的端轴用连结到外壳

感器和纸辊 直径检测装置。在运行 过程中能够实时 地

的螺钉所固定。后底辊已经用和设 计速度相应的转动

测定这两个数据并传送至P L C控制系统，和预先设定
的压力曲线进行比较，再将比较的结果反馈到伺服阀，
来调整压力，从而实现闭环控制。如图13。
该压纸辊设置了多种压力程序，用户可以根据不同
的纸种进行 选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手动操作。在









 

纸芯锁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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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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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压纸辊的下降和上升

图15

弹辊器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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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压辊调节的基础上，根据辊径的增加，两底辊的转矩

图15。

差自动变换，得到合适的成品纸辊内部松紧度。

2.3.6

2.3.4 压纸辊位置测量

小辊搬运器

当纸辊的直径在350～40 0 m m之间时，小辊搬运

压纸辊角度传感器安装在同步轴上，压纸辊 导向
装置在导轨 上运动。通 过减 速机构将直线运动转为角
度值。角度传感器通过计算确定压辊位置。压纸辊通过

器被使用。而直径小于350 m m的纸辊必须手动地从卷
取部上搬走。
断 纸刀（图16）依 靠 液 压缸和升降 机 构上升到旋

液压缸在导向装置上运动。

转位置。旋转装置将断纸刀转至工作位置。后底辊真空

2.3.5 自动换卷（图14）

系统打开由小压辊和后底辊将纸幅保持在底辊上，以保

自动换卷设备由弹辊器、小辊搬运器、断纸刀、后
底辊抽真空、纸页固定器和卸辊设备组成。
在运行期间纸芯被自动地从纸芯桌带到纸芯加载
器上。当复卷机即将停止的时候，压区防护、压纸辊和
纸芯加载器上升到抬起位置。当复卷机已经停止时，纸
芯锁定装置打开。纸芯锁定装置和断 纸刀被 放置到抬

持张力不变,推纸辊推出时自动将纸幅打断。在引纸的
时候，纸页切片由断纸刀用手切断。在位置转变期间纸
页自动被切断。如图17。
2.3.7 纸芯输送设备
纸芯输送设备的目的就是用正确的顺序把已经涂
过胶的纸芯输送到纸芯加载器上。

起位置。当断纸刀被放置到抬起位置时，后底辊抽风被

纸芯输送设备由纸芯桌、纸芯分配器、纸芯槽、纸

接通。纸辊用弹辊器推到卸辊设备上。在弹辊器做推辊

芯推进器、纸芯涂胶设备、纸芯测量设备和纸芯加载器

运动期间纸页被断纸刀切断。

组成。

卸辊设备放下到中间位置并且弹辊器回到纸芯加

在 运行期间，下一 批 纸 芯 被 放 到纸 芯 桌（图18）

载位置。断纸刀下降到中间位置。纸芯加载器下降并且

上。纸芯的直径、长度和次序必须和下一批的次序相匹

把纸芯放到卷取缸之间。纸芯加载器上升。弹辊器回到

配。纸芯分配器把纸芯从纸芯桌上移动到纸芯槽中。一

原位。纸芯加载器下降到纸芯接收位置。压区防护和纸
芯锁定设备下降到低位。纸芯卡头被设定到关闭状态并

ीᣝ٧
றጭѧ

且压纸辊下 落到纸芯上。当压纸辊处在释放状态时后
底辊抽风被断开。断纸刀被放置到低位。在操作侧和传
动侧的弹 辊器臂被 液 压缸 所 运行。臂的运动和横梁是
同步的。当液压缸杆向外运动时，弹辊器把纸辊从底辊
上推出去。当液压缸杆向内运动时，弹辊器回原位。如

Րऄᣝ
றጭѧԌ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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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切断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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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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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纸芯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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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于纸芯槽上面的传感器测量 纸芯的外径。纸芯推

胶的目的就是在卷取之初把纸页固定在纸芯上。当纸芯

进器把纸芯沿着纸芯槽推 进纸芯加载器。当纸芯被纸

推进器把纸芯推往纸芯加载器的过程中纸芯被涂胶。

芯推进器推动的过程中，纸芯的长度被测量并且纸芯被
涂胶。纸芯桌向纸芯分配器倾斜。

有它们的加热电阻器、胶的温度控制器、气动管道、气动

纸芯分配器的驱动器是一个气缸。
2.3.8

纸芯涂胶系统包含胶容器、胶上料管和涂胶头，还
阀门。
2.3.10

纸芯槽和纸芯推进器

带抽吸杯的纸芯加载器（图20）

纸芯分配器把一个 纸芯放置到纸芯槽中。一个位

纸芯加载器包括大臂、电动执行器、真空吸盘、小

于纸芯槽之上的传感器测量纸芯的直径。如果 纸芯的

支架等部分，小支架固定于大机架上。真空吸盘在电动

直径和切边相一致，那么纸芯推进器开始运动。纸芯推

执行器带动下吸取 纸芯槽上纸芯后，跟 随 纸 辊推出系

进器由伺服电机提供动力。纸芯推进器的位置由伺服电

统大臂一起动作,到达预定位置后，电动执行器伸出将

机来测量。

纸芯放入两底辊中心，完成纸芯放置过程。

纸芯长度被计算之后，测量值和在切边处的纸芯

纸芯升降机构把抽吸杯移动到适当位置上。抽吸

长度值相比较。如果纸芯长度是正确的，纸芯推进器把

杯继续运动到纸芯的表面吸住纸芯且纸芯加载器到抬

纸芯推到纸芯加载器上。在纸芯推 进器推动运动期间

升位置。在位置转变期间，装有纸芯的纸芯加载器和在

纸芯被涂胶。

卷纸缸之上的弹辊器一起运行。抽吸杯固定住纸芯。抽

2.3.9

吸杯梁往下运动并把纸芯带到卷纸缸之间以至于在纸

纸芯涂胶（图19）
胶带通过纸芯涂胶设备被应用到纸芯的表面。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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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芯涂胶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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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上的胶带 停留在 正确的位置上。抽吸杯梁从纸芯上

带 动，挡纸 辊 架的上下 移动必须先由气缸带 动棘齿抬

释放并且抽吸杯梁上升到高位。当弹辊器回到原位时，

起，才能移动。所以即使出现油管破裂漏油的情况，也

纸芯加载器被转到下位。如图21。

能通过这种机械安全防护装置起到保护作用。

2.4

2.6

引纸设备（图22）

卸辊设备（图24）

主要有导辊引纸、弧形辊引纸、底辊引纸和导板及

商品纸辊从卷纸缸移出到卸辊设备上。

空气吹管组成。

卸辊设备由一个钢制纸斗和液压缸组成。钢制纸

纸边末端通过引纸设备被送进复卷机。

斗铰接到地面的轴承架上。

引纸设备位于 卷取部下 面。引纸设备被定位在复

液压缸的一端固定到纸斗支架上而另一端固定到

卷机的中心线上。后缸引纸带被压在后缸上，由此压区

轴承架上。液压缸有平衡阀。在卸辊区域的卸辊设备前

形成。纸 尾依 靠引纸设备和空气喷射从卷 纸 缸 之间上

面有一个光幕。

升。后缸抽风把纸尾固定在后缸表面，纸尾被空气喷射

2.7

压纸辊压力闭环控制
压辊梁上下 移动采用大行程液 压缸 直接驱动，压

所释放。纸尾从卷纸缸上用手接收。
2.5

压区防护（图23）

纸辊释压装置中伺服阀，对压辊压力实现全过程自动控

压区防护在卷取部作为一个安全设备来运行。压

制。控制精度高，并可以根据辊径的不同自动调整压力

区防护在 运行期间处在下位。压区防护防止纸 辊 从复

值。压辊梁上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和纸辊直径检测。在运

卷机中出来并且防止操作工在纸辊和卷纸缸之间的压

行过程中能够实时地测定这两个数据并传给P L C控制

区中受伤。

系统，和预先设定的压力曲线进行比较，再将比较的结

压区防护的驱动器是液压缸。压区防护导向装置

果反馈到伺服阀，来调整压力，从而实现闭环控制。
该压纸辊设置了多种压力程序，用户可以根据不同

被固定在卷取部的大梁上。
压区防护装置安装在挡纸辊架上部，两侧安装有

的纸种选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手动操作。在用压

齿轮，和机架上的齿条形成两侧同步上下移动。气动安

辊调节的基础上，根据辊径的增加，两底辊的转矩差自

全 锁 定 棘 轮棘齿 装置也安装在同步轴上，棘齿由气缸

动变换，得到合适的成品纸辊松紧度。

3

小结
全自动高速分 切复卷机与传统半自动复卷机相比

ԍӝઐᜉᎶ

是一全新的概念。要求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多的电器程序
߷ЛᜉᎶፇ

ԍӝઐ

图23

连锁。大幅宽的复卷机又对机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
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优先满足设计要求，再配以精确

压区防护

电气控制和机械调整，才能生产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复卷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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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in Design of Steel Yankee Cylinder End Plate
⊙ Tang Chunyi1, Zhang Chi2, Lyu Hongyu1
(1.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2.Shandong F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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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扬克烘缸端盖的设计计算方法
1

⊙ 唐淳逸

张弛2

吕洪玉1

（1.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222；2.诸城福佳大正机械公司，山东诸城 261000）

摘 要：钢制扬克烘缸是由缸体与端盖焊接组成的主结构。
其中，缸体为受内压圆柱壳，有着规范的设计计算方法，端盖
为一圆板，且扬克烘缸有一心轴连接。此前，端盖设计均按
照压力容器规范中的平盖进行设计计算，这是一种保守的计
算方法。本文根据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环形圆板的设计方法给
出了端盖的设计计算方法。
关键词：钢制扬克烘缸；端盖；环形圆板

唐淳逸 先生
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造纸机器干
燥部的研究。

Abstract: The steel Yankee cylinder is the main str ucture
composed of the cylinder body and the end plate welded together.
The cylinder body is a cylindrical shell subject to inter nal
pressure, which has a standard design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end plate is a round plate, while the Yankee cylinder has a center
shaft. Previously, the end plate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flat
cover design method in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essure vessels,
which is a conserv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In this paper,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n design of the end plate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method for the annular plate under uniformly
distributed load.
Key words: steel Yankee cylinder; end plate; annular plate

中图分类号：TS734+.3; TS734+.4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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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扬克烘缸的缸体为圆柱壳，端盖为圆形平板，

扬克烘缸的端盖设计可以视作在均布荷载作用下

两者 连接采用焊接 法连接。而钢制扬克 烘缸一般设有

的固定 边界环形圆板设 计计算问题。针对这一计算，

一心轴，以降低局部应力，由此扬克烘缸端盖形成一环

T i mo s he n ko [3] 总结了前人的工作并给出了关于固定边

形圆板，如图1所示。作用在烘缸上的荷载有内压、离心

界圆形环板的最大应力表达式以及修正系数k ，如下所

力、温度荷载以及托辊线荷载或压区荷载，但主要荷载

示：

σr max=kqa 2 /h 2

是内压产生的压力荷载。

(1)

式中，σr max—最大径向应力，mm；

1

k —修正系数；

端盖边界条件的确定
此前，计算环板厚度多遵照G B150-2011“压力容

q —均布荷载，N/mm 2；

器”[1] 中的平盖进行设计计算，但多数扬克烘缸具有心

a —环板的外半径，mm；

轴，以平 盖设 计方法设 计 烘 缸 端盖 显 然是 保守的。为

h —板的厚度，mm。

此，我们可将端盖设计视作环形圆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

其中的问题是Ti mo s he n ko计算假定泊桑比ν，同

的计算问题，如图2所示。关于环形圆板的边界条件，应

时计算也没有涉及材料弹性模量等参数。因此，此方法

该将其边界视作固定边界。吕洪玉等的关于端盖设计计

不适用，故应重新按照平板理论进行分析计算。

[2]

算的论文 ，详细论述了不同的端盖设计。在缸体与端
盖连接部位存在极大的剪力与弯矩，从而可以推断这一
环形圆板以固定边界处理为好。

2
2.1

2.2

优化计算方法
由于该设计是轴对称问题，所以采用极坐标系，挠

曲面方程为 [4]
(2)

固定边界环形圆板计算方法
板壳理论中的计算方法

式中，D —抗弯刚度，N.mm；

q —均布荷载，N/mm 2；
w —环板的挠度，mm；
r —环板上任意一点至圆心的距离，mm。
此常微分方程解的形式为

w =C 1 lnr +C 2r 2 lnr +C 3r 2+C 4 +w 1

(3)

式中，w 1为一特解，C 1、C 2 、C 3、C 4为由边界条件确
定的常数，由于均布载荷q 为常量，特解w 1解的形式可
取为w 1=m .r 4，从而可得

w 1=q .r 4/(64D )
图1

钢制扬克烘缸

(4)

将此解代入方程，可确定常数，故通解的形式为：
w =C 1 lnr +C 2r 2 lnr +C 3r 2+C 4 +q .r 4/(64D )
(5)
当r =a 时，挠曲面的边界条件为
(w )r =a =0

(6)

(dw/dr )r =a =0

(7)

当r =b 时，挠曲面的边界条件为
(w )r =b =0

(8)

(dw/dr )r =b =0

(9)

由上述式（6）、式（7）、式（8）、式（9）四个方程可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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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抗弯刚度，N.mm；

q —均布荷载，N/mm 2；
a —环板的外半径，mm；

(15)
以下将端盖外径为3660 m m与外径为4572 m m的

b —环板的内半径，mm。

两个算例按外内半径比m =a /b 分别为1.25、1.5、2、3、

由C 1、C 2 、C 3 、C 4 可表 示挠度w ，从而求得 其弯矩

4、5六种情况给出弯矩和最大应力的计算结果，如表2

表达式及最大应力表达式
 d 2 w ν dw 

M r = − D 2 +
r dr 
 dr

(14)

外半径a /
mm

修正系数k（Timoshenko的计算值）

表1
a /b

1.25

1.5

2

3

4

5

k

0.090

0.273

0.71

1.54

2.23

2.80

表2

外径3660 m m端盖参数表

弯曲刚度D /
N.mm

板厚t /
mm

弹性模型E /
N.mm -2

泊松比υ

13842773438

90

210000

0.28

表2.1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1.25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1.25
1
1830
1464
C1
C2
C3
C4
-32.62243482 -2.44747E-05 0.000193403 200.4282479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1470.00
0.00
-10535.48
-7.80
1540.00
0.00
-13.34
-0.01
1610.00
0.00
5000.53
3.70
1680.00
0.00
4937.09
3.66
1760.00
0.00
-896.35
-0.66
1830.00
0.00
-10708.86
-7.93

外内半径比m = 1.5计算结果

表2.2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1.5
1
1830
1220
C1
C2
C3
C4
-22.99905672 -2.09447E-05 0.000163684 138.8592108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1220.00
0.00
-33986.92
-25.18
1340.00
0.01
-979.40
-0.73
1460.00
0.02
13922.00
10.31
1590.00
0.02
12815.64
9.49
1710.00
0.01
-2081.00
-1.54
1830.00
0.00
-28881.28
-21.39

表2.3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2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2
1
1830
915
C1
C2
C3
C4
-13.47347535 -1.68867E-05 0.000129749 78.86007014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920.00
0.00
-79560.25
-58.93
1100.00
0.06
510.80
0.38
1280.00
0.13
32398.52
24.00
1460.00
0.12
28994.93
21.48
1650.00
0.05
-5255.83
-3.89
1830.00
0.00
-62480.65
-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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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3所示。
外内半径比m = 3计算结果

表2.4
外半径a /
mm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3
1
1830
610
C1
C2
C3
C4
-6.540456008 -1.32278E-05 9.93981E-05 36.37197837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610.00
0.00
-166927.68
-123.65
850.00
0.19
1726.93
1.28
1100.00
0.40
58999.95
43.70
1340.00
0.37
49035.82
36.32
1590.00
0.15
-10419.93
-7.72
1830.00
0.00
-106465.10
-78.86

外内半径比m = 4计算结果

表2.5
外半径a /
mm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4
1
1830
458
C1
C2
C3
C4
-3.994390199 -1.15589E-05 8.56467E-05 21.3132601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460.00
0.00
-230348.40
-170.63
730.00
0.33
6390.95
4.73
1010.00
0.66
75181.75
55.69
1280.00
0.59
60200.55
44.59
1560.00
0.24
-13842.73
-10.25
1830.00
0.00
-131620.82
-97.50

外内半径比m = 5计算结果

表2.6
外半径a /
mm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5
1
1830
366
C1
C2
C3
C4
-2.736774168 -1.06027E-05 7.77977E-05 14.09589732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370.00
0.00
-280971.46
-208.13
660.00
0.45
11872.32
8.79
950.00
0.85
85402.96
63.26
1240.00
0.77
67787.88
50.21
1540.00
0.31
-15533.55
-11.51
1830.00
0.00
-147697.31
-109.41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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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径φ 4572m m端盖参数表

弯曲刚度D /
N.mm

板厚t /
mm

弹性模型E /
N.mm -2

泊松比υ

13842773438

90

210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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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本项设计计算过程从变形表达式（5）展开，解的

形式是通解与特解相加，其中系数由边界条件确定，故
表3.1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1.25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1.25
1
2286
1829
C1
C2
C3
C4
-79.45277917 -3.81953E-05 0.000310326 505.83027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1830.00
0.00
-18007.81
-13.34
1920.00
0.00
-563.81
-0.42
2010.00
0.01
7739.39
5.73
2100.00
0.01
7639.40
5.66
2200.00
0.00
-1590.36
-1.18
2280.00
0.00
-15436.06
-11.43

表3.2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1.5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1.5
1
2286
1524
C1
C2
C3
C4
-56.00290682 -3.26832E-05 0.000262693 350.5833604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1530.00
0.00
-50359.24
-37.30
1680.00
0.03
-65.69
-0.05
1830.00
0.06
22146.18
16.40
1980.00
0.06
20530.40
15.21
2130.00
0.03
-1926.76
-1.43
2280.00
0.00
-43058.48
-31.90

表3.3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2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2286
1143
C1
C2
-32.80803181 -2.63509E-05
r /mm
w/mm
1150.00
0.00
1370.00
0.14
1600.00
0.31
1830.00
0.29
2060.00
0.12
2280.00
0.00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2
1
C3
C4
0.00020833 199.3243495
M r/N.mm σrmax /MPa
-123568.24
-91.53
-724.44
-0.54
50648.50
37.52
44435.72
32.92
-7837.81
-5.81
-94665.78
-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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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3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表3.6
荷载q /
N.mm -2

3
1
2286
762
C1
C2
C3
C4
-15.92606831 -2.06413E-05 0.000159698 92.10944219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770.00
0.00
-249704.58
-184.97
1070.00
0.49
6886.49
5.10
1370.00
0.98
91683.38
67.91
1680.00
0.90
75395.69
55.85
1980.00
0.38
-13759.36
-10.19
2280.00
0.00
-162599.93
-120.44

表3.5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4
1
2286
572.00
C1
C2
C3
C4
-9.722775599 -1.80354E-05 0.000137647 54.04025102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580.00
0.00
-349195.02
-258.66
910.00
0.79
8924.68
6.61
1260.00
1.60
117196.36
86.81
1600.00
1.44
93722.34
69.42
1940.00
0.60
-17759.89
-13.16
2280.00
0.00
-201575.87
-149.32

内半径b /
mm

外内半径比

m

荷载q /
N.mm -2

5
1
2286
458.00
C1
C2
C3
C4
-6.683600816 -1.65551E-05 0.000125166 35.92108376
r /mm
w/mm
M r/N.mm σrmax /MPa
460.00
0.00
-445078.87
-329.69
810.00
1.03
9022.39
6.68
1190.00
2.08
133389.37
98.81
1550.00
1.87
105548.90
78.18
1920.00
0.76
-22405.13
-16.60
2280.00
0.00
-226289.75
-167.62

3. 2

外内半径比m = 4计算结果
内半径b /
mm

外半径a /
mm

外内半径比m = 5计算结果

与T i m o s h e n k o的计算解相较，本项设计计算中

的参数可变换，如弹性模量E 、泊桑比ν等，所以此计算
解适用于不同特性的材料，具有使用的广泛性，同时有
利于端盖的优化设计。
3.3

本 项设 计计算方法经使用不同的计算及有限元

法验证，有较高的精确度，因此该方法可应用于工程设
计。
参考文献
[1]GB/T 150.3-2011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S].
[2] Hong Yu Lu, Run Hua Tan, Xue Xun Bian. The solution of

此解析解有足够的精度。此外，变形表达式（5）的系数

problems in cast iron dryer end covers designing[J]. Advanced

C 1、C 2 、C 3、C 4 是由式（8）、式（9）、式（10）、式（11）确

Materials Research, 2011,1168:199-200.

定，而这些参数取决于环板内外径的数值，因此在计算
钢制烘缸端盖时，对于不同的端盖尺寸表达式则不同，
故此通解仍有极大的改进空间。

[3] S Timoshenko, S Woinowsk-Krieger. Theory of plates and
shells[M]. McGRAWHILL, 1959.
[4] 徐芝纶.弹性力学（下册）第5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收稿日期:2021-12-28(修改稿)]

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废纸除胶(黏)剂

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1)高浓碎浆机用除胶剂,提高纸浆白度，消除油墨点，每吨纸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填加的除胶剂,箱纸板、瓦楞原纸,吨纸用量1.0kg,单价25.0元/kg。
(3)卫生纸用量0.6～0.8kg,涂布白纸板面浆用量0.6kg,文化印刷纸用量0.4kg,新闻纸用量0.3kg,单价35.0元/kg。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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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 on Preparation of High Wet Strength Seedling Paper
⊙ Han Jiyou1, Sheng Jie2, Yang Rendang2
(1.Minfe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Jiaxing 314000, Zhejiang,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高湿强度育苗纸的制备实验
1

⊙ 韩继友

盛杰2 杨仁党2

（1.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兴 314000；2.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1）

Abstract: Paper is a good choice for seedling containers, but the
seedling process requires high wet strength, and ordinary paper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n this study, the binding force
of long plant fiber after brooming was used to make the paper
have the same dry and wet strength as non-woven fabri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emp pulp is more suitable for preparing high
wet strength paper than soft wood pulp, when the proportion of
hemp pulp is 70%, while beating degree should not be too high.
28°SR can not only meet the strength requirements but also retain
the appropriate permeability, and adding appropriate additives can
get better paper properties.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s, the wet
tensile strength of paper reaches to 622 N/m, and the dry tensile
strength 712 N/m.
Key words: seedling paper; wet tensile strength; hemp pulp

韩继友 先生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技术中心主
任；长期从事特种纸产品的研究开发
和生产制造。

在传 统的育苗过程中，往往会因苗床的反复使用
和频繁重茬而造成各种土壤问题，且后期间苗与分级工

中图分类号：TS7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40-03

序频繁地拔出和移栽对种苗的成活率有很大的影响 [1]。
由于容器苗能较好解决前述问题，且更利于工厂化育苗
而被广泛推广使用。目前，常用的育苗容器主要用塑料、

摘

要：育苗纸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较高的湿强度，普通纸张
难以满足。本实验利用植物长纤维帚化后的结合力，使纸具
备与无纺布类似的干湿强度。结果表明：麻浆比针叶木浆更
适合制备高湿强度育苗纸，麻浆占比70%最佳；打浆度不宜太
高，28 °
S R时既能满足强度要求又能保持合适的透气度；添
加助剂能获得较好的纸张性能；最佳配比下纸张的湿抗张强
度达622 N/m，干抗张强度为712 N/m。
关键词：育苗纸；湿抗张强度；麻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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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纺布和纸等制作 [2] 。塑料容器育苗不仅易发生窝根现
象，移栽后开根慢，缓苗期长，影响长势或者产量，而且
塑料不易降解，会产生环境污染，同时在其降解的过程
中容易导致土壤板结等其它问题 [3] 。无纺布育苗相比塑
料优点众多，但无纺布原材料种类复杂，一些合成纤维
不易降解，使用时难以区分。
纸张透气透水，更利于空气修根，形成发达毛细根

R&D
·研究开发
系，且移栽后容易降解，植物开根快，不限制根系生长，

1.3

[4]

按 照国 家 标 准 (G B/ T

对环境友好，不形成污染，是育苗容器的良好选择 。但
育苗过程需要较高的湿强度，普通纸张难以满足。本课

检测
1 2 914 -2 0 18 和 G B/ T

465.2-1989)进行干、湿抗张强度的测试。

题利用长植物纤维帚化后的结合力，使育苗纸张具备与

2

无纺布类似的干湿强度。

2.1

1
1.1

结果与讨论
纤维配比对纸张干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如图1所示，在未打浆的情况下，随着针叶木浆添

实验
原料与设备

加量的减少，即增强纤维含量的增加，纸张的干抗张强

漂白针叶木浆和漂白麻浆由民丰特种纸 股份有限

度不断减小，而湿抗张强度不断提高。但是各纸张的干

公司提 供，增强纤维由广州佳奥 生物 技 术有限公司提

抗 张强度和湿抗 张强度均不如商品纸。经过打浆处理

供，湿强剂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P A E），烷基烯酮

后，随着针叶木浆（35 °
S R）添加量的减少，纸张的干

二聚体（AKD），羧甲基纤维素（CMC，取代度0.9）。

抗 张强度不断减小，而纸 张的湿抗 张强度在针叶木浆

R K 3 A K W T 型 凯 塞 法 纸 页 成 形 器（德 国），

占比70%时最大，为301 N/m。打浆后纸张的干湿抗张

MASKIN621 PFI打浆机（挪威），L&W CE062抗张

强度提升明显，特别是 纸 张的干抗 张强度可以满足要

强度仪（瑞典），F R A N K-F81502卧式湿抗张强度测

求，但是其湿抗张强度依然达不到要求。

试仪（德国）。
1.2

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麻浆抄纸，结果如图2所示。

抄纸

在同为4 0 g /m 2 定 量 时，使用未打浆 麻浆的纸 张的干

取针叶木浆或 麻浆打浆到所需 打浆度后，按比例

湿抗 张强度高于 未打浆针叶木浆 纸 张，而且其 湿抗 张

与增强纤维混抄，加入一定量的助剂，抄成所需定量纸

强度优于打浆处理的针叶木浆（35 °S R）纸张，在麻浆

张。浆料疏解转数为5000 r，干燥温度为95 ℃，干燥时

占比70%时最大，达到409 N/m。提高定量到50 g/m 2

间10 min。

后，纸张的干抗张强度与湿抗张强度有所提升，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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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不大，依然没有超过500 N/m。

结果如图3b。添加2%的羧甲基纤维素后，纸 张的干湿

2.2

抗张强度得到提高，特别是湿抗张强度提升明显。当打

打浆度对纸张干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2

由于提高定量至50 g/m 对纸张强度的提升有限，
2

而且会降低纸张的透气度。因此，选择在45 g/m 定量

浆度为48 °
S R时，纸张的湿抗张强度达到550 N/m，满
足要求。

下讨 论打浆度对麻浆育苗纸干湿抗 张强度的影响，结

为了保证纸张的透气度，使用40 g/m 2 定量与低打

果如图3a。随着打浆度的提高，纸张的干湿抗张强度逐

浆度、提高湿强剂用量的 方案，结果如图4。打浆度为

步提高。当打浆度为48 °
S R时，纸张的干抗张强度超过

28 °
S R的条件下，增加湿强剂的用量至10%，纸张的湿

10 0 0 N/m，湿抗张强度也达到450 N/m，然而打浆处

抗 张强度达到550 N/m，同时纸 张能保留较好的干抗

理也会导致纸张的透气度降低。

张强度（683 N/m），其干湿抗张强度均满足要求。

通过添加助剂来进一步改善纸张的湿抗张强度，

在 相 同 打 浆 度 下，湿 强 剂 用 量 减 半，通 过 添 加
A K D后，纸张的干抗张强度为712 N/m，纸张的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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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为550 N/m，干抗张强度为683 N/m。方案二，麻
浆对增强纤维配比为70∶30，麻浆打浆度为28 °
S R，湿
强剂添加 量 为5%，A K D 的用量 为2 %，羧甲基纤维素

强度为712 N/m。

打浆度对纸张干湿抗张强度的影响

c43 HN

湿强剂，后加羧甲基纤维素），该条件下纸 张的湿抗 张

素），该条件下纸张的湿抗张强度为622 N/m，干抗张

ຳઈसूए/N

ࣰઈसूए/N



28 °
S R，湿强剂添加量为10%，2%羧甲基纤维素（先加

为2%（湿强剂和A K D同时加入，最后加入羧甲基纤维

(b)加助剂

图3

结论

案一，麻 浆 对 增强 纤维 配比为7 0∶3 0，麻 浆打浆度 为






ళ੪ฺ

相互抑制作用。

满足高湿强度育苗纸的较优工艺方案有两种。方




低至440 N/m。这可能是过多的湿强剂和A K D产生了

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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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湿抗 张强度并没有进 一步提高，且湿抗 张强度降



(a)未加助剂
 
 H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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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湿强剂的用量至10%，且添加A K D的条件下，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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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Rewinder Slitting Rough Edg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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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卷机切刀毛边的原因简析及其对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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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Voith vari-plus复卷机为例，介绍复卷机纵切刀切
割毛边、纸粉的影响因素，简要分析了纵切刀切割产生毛边、
纸粉的原因，并介绍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复卷机；纵切刀；毛边；纸粉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ing
in winder slitting rough edge and dust, the cause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of slitting rough edge and dust,taken Voith vari-plus
rewinder as an exampl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ind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Key words: rewinder; slitter; rough edge;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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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卷机是将纸机、涂布机生产出来的大纸卷分 切

纸粉形式表现)变得不可容忍时才加以更换。图2～图6

成为下游客户需要的尺寸规格。复卷机的任务有四个：

是切割后不同毛边等级的纸边放大50倍照片。等级数字

首先是分切大纸卷，把卷纸辊空出并提供给纸机或涂

越高，表示毛边越严重。

布机卷纸用；其次是把原纸毛边或未涂布纸边切除；其
三是分切出来小纸卷幅宽和直径必须满足下游工段或

1

客户的需求；最后是小纸卷质量必须能经得起裁切、印

1.1

[1]

刷、覆膜、贴合等后段加工处理 ，纸卷端面整齐、无毛

复卷机纵切刀切割质量影响因素
上切刀材质
上切刀材质硬度和耐久度早已是延长使用寿命的

一 个手段,很明显,硬度 高的材质,磨损得更慢,寿 命更

边、纸粉。
复卷机 纵切刀是复卷机的重要 组 成部 分，其 功能

长。但在选择材质时需注意到硬度不能太高。因材质太

是对母卷进行分切、切除母卷纸边或未涂布边，同时要

硬太脆,在纵切机操作中(诸如纵切机跳动)使刀具碎裂

求纸幅经切割之后纸卷端面整齐、无毛边，切割过程中

和发生事故,结果不仅没有延长寿 命,反而缩 短了有效

产生的纸粉尽可能少。纸张上附有切割的纸粉，在印刷

寿命。一般来说，进口设备原厂家提供的上切刀耐磨性

过程中，纸粉转移黏附在橡皮布上，导致每张印品上都

较好、使用时间较长，价格高。近年来国内切刀生产厂

有印刷转印点，如图1所示，需要频繁地擦试橡皮布，严

家经过不断地改进优化刀具合金成分、比例和热处理工

重影响印刷质量和效率，是不可接受的。当复卷机切刀

艺，国产切刀的耐磨性和使用时间得到不断地改善。造

切割质量不佳，毛边、纸粉多的时候，为了保证复卷后纸

纸 生产企业依自身的生产状况(复卷机车速、换切刀停

张品质合格，复卷机生产人员需要频繁停机处理换刀、

机时间、生产纸种、切割毛边等级要求等)，根据切刀的

或者复卷机降低速度生产，严重影响到复卷机的生产效

耐磨性和价格，选择性价比高的切刀品牌。

率；复卷机切刀切割质量是影响复卷机生产效率和复卷

1.2

啮合压力
复卷机切刀装置的底刀装有传 动电机。上切刀在

后纸张品质的重要因素。
复卷机上切刀片从开始使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慢

一定压力下压到底刀上，在摩擦力作用下上切刀跟着底

慢变钝，纸粉变得越来越多，只是在产品质量(以毛边、

刀旋 转。产生 压力负荷的形式 和 途 径很多:如弹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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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印刷转印点

图3

毛边等级2级

图5

毛边等级4级

图2

毛边等级1级

图4

毛边等级3级

图6

毛边等级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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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和机械负荷

顶端用一个非常短的（0.25～0.50 m m) 45 °斜面以

等。啮 合压 力 要

加固刀尖强度 [2] ，但在纸幅横向仍保持较小的干扰。造

适 当；在 接 触 点

纸 企业应根据生产纸 张 对 切割品质要求、复卷机设计

测得的正常侧面

参数，测试使用不同刀角的上切刀，找出最佳的刀角参

负荷应为0.45～

数。
1.5

[2]

1.35 k g 。压力
太 小，导 致 上切

图7

刀打滑、转度慢，

交角示意图

进刀深度（penetration）
进刀深度过大,随着纸张贴压到上切刀的斜面上显

示出一个较厚的纵切机部件,在切纸点造成更大的横向

切 不 开 纸 幅，毛

张力[3]。如果纵切机进刀深度调得过小，可能产生跳动，

边严重时甚至断

上刀切到底刀刀背上，产生纸粉，甚至断 纸。进刀深度

纸；压 力 太 高，

根据上下刀直径及啮合宽度而定（图9）。

刀 尖 受 力 大，容

1.6

速差

易产 生 缺 口，这

速差指的是底刀线速度与纸幅速度之间的差异。

点很可能是上切

底刀线速度必须比纸幅速度快，以保证纸幅是完全被

刀高速磨损的最

切刀剪切的，而不是被撕裂开的。速差过小，纸幅剪切

大 原 因。当出 现

效果不好，易有 毛 边、纸 粉；速 差过大，底刀刀背面与

毛 边 时，复 卷 机

图8

上切刀的耕犁效应

纸幅表面之间相对摩擦大，纸面上产生磨痕。速差值范

操作工往往会增

围在20～50 m/m i n，不同品牌的切刀装置速差值不尽

加上切刀的啮合压力，这时如果是刚换上去的新刀，那

一样。在复卷机调试阶段，速差值就在控制程序里设定

上切刀刀口容易出现缺口。高定量纸张要求有较高的啮

好，复卷机操作工不可改动。

合压力，主要原因是高定量纸幅在横向上的漂移，具有
使 纵切机减荷的倾向，因而有必要施 加 较 高的啮合压
力。
1.3

（图7）
上下刀之间的交角（toe-in）
上下刀之间的交角不当也是产生纸粉的因素。此时

的情况是,纸张在切纸点前就产生变形而使纤维撕裂并
产生粉尘。因此不要随便更改交角,交角应由制造厂预
先调好,一旦纵切机安装妥当,就要使它很难随便更改。
最佳交角应在0.25 °～1.0 °之间 [2],而且不管制造允差
如何,切纸点应该是上下刀间唯一的接触点,交角还应该

图9

进刀深度与啮合宽度对照

是正值。
1.4

上切刀刀角（blade angles）
上切刀角度在切纸点产生过大应力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如果上切刀的斜角太大，上切刀不易磨损，但是
纸页贴压在斜面上，产生一种类似“交角”的耕犁效应，
纤维被撕裂产生毛边，如图8所示。如果上切刀的斜角
太小，纸幅在横向上变形少，切割纸 粉少，但是由于 斜
角小，刀尖厚度薄且变得十分脆弱，啮合的刀尖受力点
容易有缺口，造成纸粉。为解 决此问题，在上切刀的最

图10

切刀定位显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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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切刀轴向位置漂移

对策：更换切刀。为了保证复卷后纸品没有毛边纸

复卷机在高速运转中，由于切刀横梁的震动、切刀

粉，避免客诉或产生不合格品，切刀应该在毛边等级没

定位气囊破损、气囊压力不足等原因，切刀位置易发生

有超出标准之前进行更换。统计切刀的使用更换时间，

漂移。切刀位置漂移，则啮合压力不足，产生毛边，同时

找出一个合适的更换时间。同样的复卷切刀、车速条件

切开的纸卷端面不平，出现蝶形。当出现切刀位置漂移

下，不同的纸张定量、纸张纤维含量、纸张纤维配比下

超出2 m m，操作工往往先采取降速运行。复卷机控制

切割毛边状况有所不同。Voith Vari-Plus复卷机有监

画面上有显示切刀位置，操作工在高速运行中需不定期

控切刀运转使用

查看切刀位置画面（图10）。

时间的显示画面
（图13），且可以

2

复卷切刀毛边、纸粉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根据生产需要，

针对Voith Vari-Plus复卷机（图11）生产过程中

设定当切刀运转

的切刀毛 边、纸 粉 进行原因简析并制定有 效的改善对

使用时间达到某

策。

个值时显示 红

2.1

Voith Vari-Plus复卷机简介

色，提 示 操 作员

Vari-plus复卷机通过分开卷取产生高质量纸卷。

更换切刀。

在Va r i-plu s复卷机上，在大的卷纸缸两侧水平位置上

原 因：进 刀

每 个小纸卷单独进行卷取。纸卷重量的增加不会影响

深 度 不合 适。进

[4]

卷取纸卷的硬度 。卷取纸卷上硬度分布曲线是由纸卷

刀 深 度 太 浅，刀

与卷取缸之间的线压决定的。采用这种复卷方式，各纸

尖 容易有缺口，

种（如涂布纸或其它特殊纸种）可复卷成大的、高质量

容易出现跳刀导

小纸卷。由于每个纸卷是单独卷取的，这样就不存在连

致复卷机断纸或

体问题，并可产生一个运转性极佳的纸卷，以利下游工

者上刀切到底刀

段加工。

刀 背上；进 刀 深

Va r i-p l u s复卷机纵刀系统，由传动电机、皮带、

度 太 深，产生 耕

下切（底）刀、上切刀、定位气缸、M T S位移传感器等组

犁 效 应，纤 维 被

成。该控制系统具有自动改刀功能，通过电机、皮带、刹

撕裂产生毛边。

车气缸、M T S位移传感器，控制多把上刀和下刀同时移

对 策：根 据

动并精准定位（精度±0.5 m m），极大地缩短了切刀、

上下 刀 直 径，进

改切定位时间，提高复卷机效率。

刀深度调整在

2.2

1.5～2.0 mm。

切割毛边、纸粉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原因：上刀口钝，在高车速下毛边严重（图12）。

图12

上刀口钝产生的毛边

图13

上切刀使用时间显示画面

图14

上刀刀尖缺口产生的毛边

原 因：啮 合
压 力不合 适。压
力 太 大，容 易 导
致 刀 尖 缺口，产
生毛边（图14）；
压 力 太 小，上 刀
转 速慢，无 法 完
全 切 开 纸 幅，纸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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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Dienes 快速更换上刀刀架

毛边甚至断纸。
对 策 ：按 说 明 书 规 定 设 定 啮 合 压 力 0 . 4 ～
[5]

0.6 M P a 。纵切机上装有压力表，要定期检查压力显

Voit h、Va l met、Die ne s公司均有快速更换切刀的上刀
架，上切刀更换时间短，操作方便，但是价格较一般的
上刀架贵得多。如图15。

示值。压力表损坏，应及时更换。气管破损漏气、气阀故
障会导致压力不足，需及时处理。

3

结语

原 因：高速 运 转中切刀位 置 漂 移大 于2 m m，导

复卷 机切刀毛 边、纸 粉，在印刷 过 程中产生转印

致毛边或断纸。具体有：
（1）安装刀架的横梁振动大；

点，是印厂不可接收的。为了减少纸粉，提升切刀使用

（2）切刀定位刹车气囊破损；
（3）切刀定位刹车气囊的

时间，设 备 制 造商 和 造 纸 企 业 除了在刀具、刀架 上做

气管破损；
（4）切刀定位刹车片磨损。

不断的改 进优化 外，同时在复卷机 上安装纸 粉抽吸 装

对策：
（1）横梁螺丝紧固或加固，避免振动；
（2）

置，把切割产生的纸粉及时移走，避免掉落在纸面上。

更换破损的刹车气囊；
（3）更换破损漏气的气管；
（4）

除 粉 装置有两 种，一种 是在切刀后的纸 幅上方安装一

更换刹车片。

根 全 幅的 抽吸管，把 纸 幅上 纸 粉 吸走；另一种 是直 接

原 因：上 刀 切 到 底 刀的刀背上；具 体 有：（1）切
刀打开时上下刀在横向上的间距不足；
（2）气阀故障；

在每 把切刀切割位置装有抽吸口，切割后的纸 粉直接
被抽走。

（3）进刀深度小，上刀跳刀切到底刀刀背上。
对策：
（1）重新定位上下刀位置；
（2）更换故障的
气阀；
（3）进刀深度调整在1.5～2.0 mm。
原因：刀架轴承或密封件磨损，切刀转动时在轴向
上摆动大。
对策：对轴承或密封件磨损的刀架进行维修或更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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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切刀安装位置不到位，或切刀固定螺丝没上

[4] Voith Vari-plus winder operation manual 2004.
[5] Instruction for use of Dienes DS-8 shear cut knife holder.

紧。
对 策：卸 下 旧刀后，需 把 卡 槽 里 的 纸 粉 清 理 干
净，再装新刀，新刀安装到位，紧固螺丝需逐一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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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Arsenic Exceeding the Standard in Cigarette
Tipping Base Paper and Its Control
⊙ Xue Shunlan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烟用接装纸原纸砷超标原因浅析及控制方法
⊙ 薛顺兰（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摘 要：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试烟用接装纸原纸
砷元素含量，对烟用接装纸原纸及其生产所使用的原辅材料
砷含量进行排查分析和测试，排查烟用接装纸原纸产品中砷
元素的污染源并进行控制，大幅降低了烟用接装纸原纸砷污
染风险，满足产品安全性指标需求。
关键词：砷；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烟用接装纸原纸

薛顺兰 女士
工程师，工艺技术人员；负责公司工艺
研究、质量检验、体系管理工作。

砷 在大自然 分布很广，对自然 环 境 的 污染比 较严

Abstract: Taken microwave digestion and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as arsenic test method, the arsenic
content was troubleshot and checked in the base paper and the
relative raw materials for cigarette tipping paper. The source of
arsenic in the cigarette tipping paper products was troubleshot
and controlled, to greatly reduce the arsenic contamination risk of
cigarette tipping pap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product safety.Key
words: arsenic;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cigarette tipp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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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48-03

用接装纸中的砷含量规定了严格的限量标准。

重，易在 人体蓄积。砷入侵身体后，除由尿 里、消化系

本文结合恒丰纸业烟用接装纸原纸产品安全性指

统、唾沫、乳 腺中代 谢外，就蓄积于 骨质疏松 部、肝、

标的控制改进，以密闭微波消解-I C P-M S法测试烟用

肾、脾、肌肉、头发、手 指甲等 位 置。砷 功 效于血 液系

接装纸 原纸产品砷元素含量，并对烟用接装纸 原纸 及

统，长时间的小量入侵身体，对红细胞转化有刺激性影

其生产所使用的原辅材料的砷含量进行排查分析和测

响，长期性触碰砷会引起体细胞中毒和毛细血管中毒，

试，排查烟用接装纸原纸中砷元素污染源，使产品砷污

也有可能引起恶变肿瘤。1990年霍夫曼将砷（A s）、镉

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C d）、铬（C r）、铅（P b）、镍（N i）和汞（H g）等重金
属元素列为烟草44种有害成分 [1] 。因此，烟草行业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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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锗”作为内部校正样品基体干扰和信号漂移。

仪器与试剂

1.1.1

仪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 P-M S，美国热电公

司）；微波消解系统（C E M）；M E1004型电子天平（感

2
2.1

量：0.0 0 01 g，梅特勒公司）；B H W-09C恒温赶酸板

结果与讨论
烟用接装纸原纸砷元素含量的顾客需求
中国烟草行业标准（Y C170-2009）对烟用接装纸

（上海博通）。

原纸砷含量进行了限量规定，≤1.0 m g/k g，系强制性

1.1.2

指 标。一般来说，原纸产品中砷不会超出限量标准，但

试剂
“砷”、
“锗”单元素标准溶液（中国计量研究院，

有些客户为了减低风险提出了更严苛的砷含量限量要求

1000 µg/m L）；调谐液（美国热电公司，10 µg/L）；

（≤0.4 m g/k g）。为此我们需要排查出成纸中砷的来

硝酸（优级纯，中国国药，65%）；双氧水（优级纯，中国

源，并对其风险进行评估并加以控制，以满足特殊用户

国药，30%），氢氟酸（优级纯，中国国药，50%）；实验
室一级水（电阻率≥18.2 MΩ.cm）。

的需求。

1.2

2.2

砷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平均含量约为1.8 mg/kg。

实验方法

1.2.1

烟用接装纸原纸砷元素来源的实验及分析

地球上，砷的主要储存于岩石中，约为1013 t的量级。由

样品处理
按照Y C/ T 316 -2 014 要求 称 取 约 0.2 g (精确 至

于砷在造纸生产过程中不会凭空产生，因此产品中的砷

0.0001g）纸样置于消解罐内，加入6 m L硝酸（65%）、

污染源主要是生产中使用的各种原料和辅料。烟用接装

1 m L双氧水（30%）、0.5 m L氢氟酸（50%），旋紧密封

纸原纸主要原辅料用量及比例，具体数据见表2。

盖后装入微波消解系统中按表1程序升温消解。
消解完成后消解罐温度冷却至室温，将消解罐从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接装纸中砷的主要来源
是碳酸钙，碳酸钙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自然界中砷储量最

消解系统中取出，放在赶酸板上130 ℃加热下赶酸2～

多的岩石圈。

3 h，直至剩余0.5 m L左右液体，将赶酸后液体转移定

2.3

砷在造纸过程中行为
砷在体系中产生如下行为：溶解＜＝＞吸附。如体

容至50 m L塑料容量瓶内，按相同方法作全流程空白实

系中砷含量低，此时起主导作用的行为就是溶解现象，

验。
1.2.2

在 造 纸 过 程中表现 为，砷 的留着率下 降，成 纸中的砷

样品测试

1.2.2.1

含 量降 低。如 体系中的砷 含 量高，此 时 起 主导作用的

仪器测定条件

射频功率：130 0 W；采样锥深度：20 0 m m；冷却

就 是砷的吸 附 现 象，在 造 纸 过 程中表现 为，砷的留着

气流量：14.0 L/m i n；雾化温度：3 ℃；辅助气流量：

率上升，成纸中的砷含量升高，从而引发产品超标的风

0.70 L/min；雾化器流量：0.85 L/min。

险。如 按上网浆中碳 酸 钙 添加 量5 0 %，碳 酸 钙 砷 含 量

1.2.2.2

3.0 m g/k g，并且砷10 0%存留的极端情况计算，成纸

采集参数设置

采集通道数：3；信号积分时间：10 m s；峰宽分辨

中砷的含量最高可达1.5 mg/kg，远远超出了限量要求

率：标准；通道间隔：0.02 AUM。

（≤1.0 mg/kg）及客户的标准（≤0.4 mg/kg）。

1.2.2.3

2.4

样品溶液注入

在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上测试，同时在线注 入
表1

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风 险 评估：在 生 产 环 境没有波动（如工艺条件改

变，原辅 料种 类 及 加 量变化，实验或使用过高 砷助剂

微波消解条件

等）前提下若控制液钙中砷含量在0.8 m g/k g以下，此

步骤

温度/
℃

保持时间/
min

1
2
3

120
150
190

5
10
20

时产品中砷含量的理论最高值为0.4 m g/k g，此时砷
超标的风险系数可以说为0。但是由于要控制液钙中砷
含量在0.8 m g/k g以内，可能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并且
也不易达到。根据砷的风险评估结果，当碳酸钙中砷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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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名称
砷含量/mg.kg-1
配比/%
成纸砷的污染贡献

从源头上降低产品中砷污染的风险。

各种原辅料砷含量检测

木浆

液钙

AKD

淀粉

生产水

未检出
60～50
0

最高3.0
40～50
高

＜0.05
＜1
低

＜0.05
＜5
低

＜0.0002
-

3

结论
使用电 感 耦 合等 离子 体质谱 仪

对烟 用接 装 纸 原纸 及其原辅材 料 的
砷含量进行测试，并依据结果对生产

表3

过程中使用的碳酸钙原料进行控制，

烟用接装纸产品砷污染风险评估

使用低砷含量的碳酸钙原料，可大幅

碳酸钙砷含量/
mg.kg-1

≤0.8

0.8～1.0

1.0～1.5

≥1.5

风险等级

极低

低

中

高

度在1.0 m g/k g时，产品中砷超标的风险较低。具体见
表3。
控制措施：严格控制碳酸钙中的砷含量，在生产烟

降低烟用接装纸原纸砷污染风险，满
足产品安全性指标需求。

参考文献
[1] 胡清源,等.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同时测定烟草中
27种元素[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7.

用接装纸原纸时应根据用户对砷含量的要求选用风险
等级低的碳酸钙，对于砷含量高的原辅料应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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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ation on Dry Fabric Tensioner for Valcoat Coating Head-MD/M
⊙ Zhou Gang
(Zhuhai Huafeng Paper Co., Ltd., of China Paper, Zhuhai 519050, Guangdong, China)

Valcoat coating head-MD/M涂布机
干网张紧器的优化
⊙ 周刚（中国纸业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广东珠海 519050）

1

现状及问题
Valcoat coating head-MD/M涂布机由四个涂

布头及五套烘缸组构成，每套烘缸组配有一套干网张紧
器（图1），用于控制干网运行张紧或换网放松。干网张
紧器由张紧辊、气缸、气控回路等部件 组成。通 过手动
换向阀控制机器两侧独 立气缸抬 起 导辊，实现干网张
紧，并通过总管路上的减压阀，控制气缸的加载压力，
干网运行张力可在0～4 kN/m之间调整。
其优点是纸机开机干网受热伸长时，气缸活塞自动
伸出，补偿干网伸长量，使干网始终获得恒张力控制；
纸机停机干网冷却回缩时，气缸活塞杆可回缩，干网可
回弹；并在干网负荷突增时，气缸活塞杆亦可自动缩回，
保护干网不受损伤。

周刚 先生
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设备
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张紧装 置两侧采用独 立 的气
缸，实际生产 过程中任何一个气缸的气路突发故障或
气缸内漏都会导致干网两侧的张紧力不一致。同时，任

+

中图分类号：TS737 .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08-0051-03

何一家干网制造厂商都不能保证干网在同等张力下，干
网各区域的伸长量绝对一致，虽然运行初期两侧的气缸
将干网张紧长度一致，但在运行过程中气缸一直处在充
气状态，干网受热伸长的影响，导致干网两侧气缸活塞

关键词：干网张紧器；改进；涂布机
Key words: dry fabric tensioner; improvement; coating machine

杆伸出的长度发生偏差，如果这种长度的偏差超出了校
正器的校正行程，干网就会出现纵向剧烈摆动，诱发干
网跑偏、打折、损坏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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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中间加装同步轴组件，保证装置两侧同升同降。并

2

将一侧设 计为可拆卸微 调结 构，方便特 殊情况时对干

需解决的问题
(1）需要保留现有张紧器的优点，干网始终获得恒

网张力进行单边微调。如图2。

张力控制；干网张力变大时气缸可回缩，保证张力恒定
的同时，确保干网不受损伤。
(2）需要解 决现有张紧器任何一个气缸的气路突
发 故 障 或气 缸 内 漏 导 致 干 网 两侧 的 张 力不一 致 的 问

气控 部 分 保留原气控 布局基本不变，只是在一 侧
气路上并联一套由手动换向阀及减压阀组成的微调组
件，方便单边微调。
3.1

扭矩计算
分析极限 扭 矩情况，当气缸 进气压力采用气源压

题。
(3）需要解 决干网伸展长度不一致导 致的校 正 超
行程，干网发生跑偏、打折、损坏等故障。

力，两侧气缸在下降到位后，两侧气缸活塞存在不可避
免的高度差，此时同步轴扭矩最大，如图3所示，则：

T 总＝T 辊＋T 缸

3

T 辊＝G×L 1/2＝mg×L 1/2

优化方案

T 缸＝F×L 2＝[π（D 2－d 2）/4]ρg×L 2
式中，T —扭矩，N.m；L —导辊轴承中心至悬臂销

参考目前普 遍使用电动、液 压同步张紧器对 现有
的气动张紧器进行优化，在两个独立气缸中间加装同步
轴装置，以实现干网张紧、运行同步。
机械部分保留原有气缸、悬臂、支撑座等部件，在

轴距离，m；L 1—气缸销轴至悬臂销轴距离，m；m —导
辊重量，k g；g —重力加速度，9.8 N/k g；D —气缸活
塞直径，cm；d —气缸活塞杆直径，cm；ρ—气源压力，
kgf/cm 2 。
3.2

空心轴计算
根据空心轴直径d 计算公式：

式中，d —计算剖面处轴侧直径，m m；T —轴传递
的额定转矩，N.m m；[τ] — 轴的许用转应力，M P a，
参 考《机 械 设 计手册（新 编 软件版）2 0 0 8 版 》轴的强
度；ν —空心轴的内径d 0 与外径d 之比，ν＝d 0/d 与数值
关系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
版》轴的强度按许用转应力计算公式函数表。
图1

干网张紧器

在选材时为保证综合成本，以及同步轴的外径合
适，不阻碍换网及已有走台护栏等安全设施，选用国内
优质45钢，其[τ]=40 M P a，计算出空心轴外径d 及内径

d 0，再对照标准无缝钢管尺寸表，选择合适国标尺寸45
钢无缝管。

4

优化效果
完整地保留原设备的优点，干网始终 获得恒 张力

控制，实现了干网伸展的完全同步，干网因张紧发生跑
1-支撑座 2-旋转销轴 3-悬臂 4-键销 5-连接法兰 6-微调法兰
7-同步轴 8-螺尾锥销 9-固定法兰

图2

52

两个独立气缸中间加装同步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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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打折、损坏等故障发生的概率降为零。解 决了任何
一个气缸的气路突发故障或气缸内漏时，在另一个气缸
的驱动下，通过同步轴组件的牵引，仍能维持整个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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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步性。

对人员可能造成的触电伤害，及电机漏油所造成的环境

对 比目前常用的电 动、液 压、气 动电 机 同 步 张紧

污染。

器，该优化结构不仅简单、经济、有效，且没有电气设备

5

结论
造纸设备使用寿命长，设备陈旧，需要更新换代，

才能达到提产增效、节能降耗、降低维护成本、保障设
备正常运行的目的。任何老旧设备并不只有缺点，没有
优点，我们在优化升级设备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设
备的优缺点，了解原设计的意图，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
取最大的回报。
参考文献
[1]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M].2008版,数字化手册编委会.
[2]液压与气动密封[M].化学工业出版.
[3]金属材料与热处理[M].机械工业出版.

图3

两侧气缸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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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n Reject Treating Process for Unbleached Kraft Wood
Pulping System
⊙ Zhang Yunxiu (Fujian Qingshan Paper Co., Ltd., Sanming 365506, Fujian, China)

本色硫酸盐法木浆系统渣节浆处理流程改造
⊙ 张云秀（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三明 365506）

关键词：本色硫酸盐法木浆；渣节浆处理；双盘磨
Key words: unbleached kraft wood pulp; reject treatment; double disc refiner
中图分类号：X793; TS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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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 纸 业 连 蒸 系 统 主 要 以 马尾 松 商业 木片 为原

单台盘磨处理能力为8～60 t/d，进浆浓度2%左右，单

料，年产15万t/a硫酸盐法本色木浆，早期生产浆板时

台功率110 k W，作为渣节浆处理系统核心设备的双盘

节子及渣 浆 外 排，后期因公司产品调整改产伸 性 纸袋

磨 运行不 稳 定，磨 浆不均匀，本身 利旧设备 使用年限

纸，此时设备修废利旧，增加节子渣浆回收系统。为提

较长，自动进退刀装置损坏，无法准确控制进刀量，且

高渣节浆利用率，提升渣节浆磨浆效果，公司于2018年

动盘无法移动，出现单边磨现象，磨浆质量差，纤维束

对连蒸筛选系统进行改造，将原有渣节浆再磨设备替换

大、多，硬度波动，磨浆质量无法保证，盘磨出入口、三

为安德里兹 磨 浆设备，改 造 之后，设
备运行稳定，渣浆处理效果得到显著

4&Ԥᄧᇛ

提升，运行维护成本显著减少。
4&Ԥᄧᇛ

ᓡู

46ԌҦኘ
ບู

1

改造前工艺流程与使用效果

4&පҦᆾᓫ

筛选系统改 造前，节子、二段压
力筛渣浆经水力碎浆机碎解后送2台

4&Ԥᄧᇛ

46ບูമ

ᆊᆂ

ᓫߔ
ᓡู

双盘磨处理，磨后浆与三段筛渣浆再

46ዣኘ

46ບูമ

4&Ԥᄧᇛ
ບู

送至2台双盘 磨 处 理，磨后浆 料 送回
ᆊᆂ

三段筛进行筛选。改造前筛选系统流
程如图1。

46ᬓᆊ٧

ᬓᆊ٧

46ᬓᆊ٧
ບู

ᆊᆂ

ᓫߔ
8ู

46ᬓᓫ

ᓡู

ʶൿԌҦኘ

ᓡู

46ԌҦኘ
ᓡู
46ᑱප

系统内原有的4台双盘磨为国产
46ู

Z D P11型φ450双圆盘磨浆机，并配
套有浆槽、送料泵、喂料螺旋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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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改造前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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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筛渣浆管线堵塞频繁，工艺人员操作难度大，故障率

改造完成

高。连蒸产量提升到400 t A D/d，渣节处理系统即出现

投 运 后，前 期 设

堵塞。该流程配置的设备较多，导致整套系统效能低，

计的安德里兹磨

运行不够稳定，对渣节浆的处理效果不理想。

片上机 约 半 个月
即出现异常磨损

2

（见图3），导 致

改造后工艺流程与使用效果
为提升渣节浆处理流程运行稳定性，提高渣节浆

盘 磨出口浆量波

处理能力及渣节浆处理效果，公司于2018年对筛选系统

动，运 行 不 稳，

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流程如图2。

需要更换 磨片；

筛选系统改 造后，对原有的渣节浆处理流程作了

磨片 损 耗 快，造

优化改进，新增一套T F-20安德里茨双盘磨，替代原有

成备品短缺和备

4台国产ZDP11型φ 450双盘磨组成的渣节浆处理系统，

品 费 用 高。经 过

原有配套的三段筛、净 化器、浆槽、浆泵、喂 料螺 旋等

青山纸 业公司专

设备停止使用。改造后，筛选系统的渣节浆经水力碎浆

业 技 术人员反复分析 研究齿形，选择国产磨片予以替

机碎解后，由安德里兹双盘磨精磨，精磨后的浆料送回

代，国产磨片使用周期约2个月，磨浆质量基本达标。

洗后浆池重新使用，新增安德里茨 磨浆机处理能力为
60t/d，渣节浆浓度4%～5%，单机功率400 kW。

图4

改进设计的新型磨片

同时安德里茨公司技术人员分析总结所替代的国
产磨片齿形，重新设计出新齿形（如图4），该型号磨片
较为合适，磨浆质量好，使用周期约3个月，超过国产磨

8ู

ᓡู
46ᬓᓫ

46ᑱප

片使用周期。

ບู

ᓡู
46ዣኘ

ʶൿԌҦኘ

ᓫߔ

46ԌҦኘ

ᓡู

46ู

3

改造效益
改造前，由4台ZDP11型φ450磨浆机组成的渣节浆

ᓫߔ
ບู

4&පҦᆾᓫ

处理系统，设备运行浓度低，处理量偏低，系统运行不
稳定，设备故障率高，影响整个流程的运行。改造后设
备自动化程度提高，渣节浆的精磨质量明显提升，磨后

߶ॳ᧖ЧԤᄧᇛ

图2

改造后流程

浆打浆度12 °
S R左右，筛选产量提升至460 t A D/d，筛
选系统运行稳定高效。
改进后改善运行状况、降低运行成本。通过改造，
将原有渣节浆处理流程优化提升，设备大幅精简，系统
运行的稳定性提升，检修维护时间大为减少，设备运行
维护成本大幅降低。也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4

结束语
合适的磨片齿形尤为关键，直接影响磨浆质量和

磨片使用寿命，关乎浆渣系统的稳定运行。生产实践证
明，渣节浆处理直接影响整个筛选系统质量、产能。根
据具体生产条件开发设计合适的磨片是本次技术改造
的核心技术问题。
图3

磨片磨损状况

[收稿日期: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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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置换洗涤后得到芳纶纳米纤维分散液。目前
常用的喷射 纺丝技 术多采用内进液管、外 进气管
结 构，其制 备的芳纶 纤维 直径 较 大，长度 无法调

一种具有网状结构的芳纶微纳米纤
维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控，尺寸分布范围广，静电纺丝技术生产效率低，
调控难度大。
综上所 述，现有报道的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制

申请公布号：CN 113969427 A

备方法有静电纺丝、旋转喷射纺丝、碱协同机械磨

发明人：李金鹏 李永锋 王斌 常小斌 曾劲

解、碱溶法、聚合分散法等。静电纺丝法生产效率

松 陈克复
申请人：华南理工大学 赣州龙邦材料科技有限

溶解后再分散制备，过程繁琐；机械法能耗高，动
力消耗大；现有喷射纺丝技术采用内进液管、外进

公司
芳 纶 微 纳 米 纤 维 具 有 微 纳 米尺 度 的 芳 纶 纤

气管结构，其制备的芳纶纤维直径较大，长度无法

维，兼具高长径比、高比表面积、优异的强度模量

调控，尺寸分布范围广；上述技术缺陷限制了芳纶

以及突出的化学和热稳定性等 优点，在各种领域

微纳米纤维的产业化进程及适用范围。

有着广泛的应用。自2011年以来，它被认为是最有

因此，寻找一种快 速有 效的芳纶微纳米纤维

前途的纳米建 筑材 料之一，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

制备技术对实现其 功能化、高性能化及其在增强

关注。目前，可用于制备芳纶纳米纤维的技术较为

材 料、电池隔膜、电绝缘纳米纸、柔性电子器件、

缺乏，能用于工业化生产的技术更是稀缺。根据不

吸附过滤介质等各领域交叉的多元化应用具有重

同的路径，主要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要意义。

两种方案；其中，
“自上而下”策略主要包括 静电

一种 具 有 网 状 结 构 的 芳 纶 微 纳 米 纤 维 的 制

纺丝、旋 转喷射 纺丝、碱 协同机 械 磨解和碱溶法

备方 法，包 括 如下步 骤：（1）将 芳 纶 聚合 物 加 入

等；
“自下而上”策略主要是指聚合分散法。

到分 散 溶 剂中，搅 拌 分 散 均匀，得 到芳纶聚合 物

目前，碱 熔 法比较常用于 制备芳纶微 纳米纤

分散 液；
（2）将得到的芳纶聚合物分散 液经气喷

维，但是，由于芳纶纤维独特的分子结构，由于芳

雾化处理后直接喷于分散 液中，持续搅拌 得到芳

纶纤维具 有分子链刚性较大、结晶取向度较高、

纶 微 纳 米分 散 液，再 经 超 声处 理、冷冻 干 燥，得

表面光滑、活性基团含量较少以及 表面能极低等

到 具 有网状 结 构 的芳纶微 纳 米纤维；其中，气喷

缺点，决定了碱溶法的制备策略 需要使用大 量的

雾化处理的条件为：雾化器的喷丝孔型为内进气

化学药品、能源消耗大、制备浓度低、生产过程复

孔、外进液孔（即采用内进气体流、外进液流的方

杂。如中国专利申请20201130 4 031.8公开了一种

式），孔径范围为0.1～8.0 m m，气体压力范围为

芳纶纳米纤维分散 液的制备方法，主要采用强碱

0.1～1.2 MPa。

溶 液 和 二甲基亚 砜制 备而成，反应 条 件苛 刻。中

芳纶聚合物为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聚对苯

国专利201810141423.3公开了一种机械耦合化学

二甲酰对苯二胺及含有杂环结构的聚酰胺聚合物

碱溶法制备芳纶纳米纤维的方法，通过将芳纶短

中的至少一种；优选为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哌

切纤维 进行机 械的原纤化 耦合均质处理后，再用

嗪芳香族聚酰胺、哌嗪芳环尼龙和聚喹 啉二酮酰

KOH/DMSO进行去质子化处理，工艺复杂，能耗

胺中的至少一种。

较高。中国专利201910340388.2公开了一种制备

分散 溶剂为N,N-二甲基乙酰胺、N,N-二甲

芳纶纳米纤维的方法，将对位芳纶纤维用KOH/

基甲酰胺（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亚砜和丙酮中

DMS O处理后在冰水浴中进行 超声处理，用阳离

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子标 准液 通过胶体滴定后判断反应结束后，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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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纶 微 纳 米 纤 维 呈 网 状 ，宽 度 为 小 于

12%～20％。
采用磁力搅拌器（利用磁力转子进行搅拌）或

200 nm。

桨叶式搅拌机进行搅拌；优选为采用桨叶式搅拌

一种芳纶纸，通 过上述具 有网状结构的芳纶

机进行搅拌。搅拌条件为：转速500～1000 rpm，

微纳米纤维抄 造得到。芳纶纸的定量为4 0 g/m 2

搅拌时间1～30 min；更优选为：转速1000 rpm，

以上。

搅拌时间20 min。

具 有网状结 构的芳纶微 纳米纤维和/或芳纶

分散液为具有固化效果的溶液；优选为N,N-

纸 在复合增强材 料、电池 隔膜 材 料、吸 附过 滤 材

二甲基乙酰胺、乙醇和水中的至少一种；优选为质

料、电气绝缘材料（包括电绝缘纳米纸等）或柔性

量百分比40%～60％的N,N-二甲基乙酰胺溶液。

电子器件（包括柔性电极等）中的应用。

雾 化 器 的 孔 径 范 围优 选 为 2 .0～8.0 m m；

气喷雾化处理可以采用如图1所示的雾化器装

更优 选 为 2 .0 ～5.0 m m 。气体 压 力范 围 优 选 为

置进行气喷雾化处理：雾化器包括负压产生装置

0.7～0.8 MPa。

和用于输送聚合物的进料管，进料管设于负压产

气喷雾化处理的气源为空气、氮气和氩气中的
至少一种；优选为空气。

生装置一侧，进料管设有出料口，负压产生装置设
有喷嘴，出料口设于喷嘴一侧，出料口与喷嘴同向

持 续搅 拌为采用磁力搅 拌器（利用磁力转 子

设置；负压产生装置的喷嘴穿设于进料管，出料口

进行搅拌）、桨叶式搅拌机或高速乳化机进行；优

横截面大于喷嘴的横截面；进料管包括第一管体

选为采用高速乳化机进行。持续搅拌条件为：转速

和第二管体，第一管体和第二管体互相连通，第一

为10000～20000 rpm，搅拌时间5～10 min。

管体和第二管体之间夹角小于180°，出料口设于

超 声处 理条 件为：功率 5 0 0～3 0 0 0 W，时间
1～30 min。

第二管体，负压产生装置的喷嘴穿设于第二管体；
第一管体垂直于第二管体；负压产生装置包括空
压机、气管和压力调节阀，气管的一端连接于空压
机，喷嘴设于气管的另一端，压力调节阀连接于气
管，气管穿设于第二管体，气管平行于第二管体；
喷嘴为口径可调喷嘴。
利用雾化器装 置 进行 气喷 雾化处 理如图2所
示。工作时，芳纶聚合物经内进气体流、外进液流

1—空压机

2—气管

3—压力调节阀 4—压缩气体流
6—聚合物 7—喷嘴

图1

5—进料管

雾化器装置

的 方 式 进行 气喷 雾化处 理，具体为：气体通 过 空
压机和压力调节阀形成压缩气体 流，压缩气体 流
从喷嘴射出，在喷口处形成负压气流区，当聚合物
经过进料管时，使聚合物 扰动并 分散喷于分散液
中（可调节喷嘴的孔径大小以及压力调节阀的压
力大小，达到最佳雾化效果）；其中气体空气、氮
气和氩气中的一种 或两种以上混合物（优 选为空
气）。
实施例1：一种芳纶微纳米纤维的高效制备方
法与应用，其制备方法如图3：
（1）芳 纶 聚合 物 分 散 液 的 制 备：按 照 质 量
百分比计，室温下将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 胺 分 散

图2

利用雾化器装置进行气喷雾化处理

在 二甲基乙 酰 胺（全称 为N,N-二甲基乙 酰 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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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AC）中，经机 械 桨 叶式 搅 拌 机 搅 拌，转 速 为

机搅拌转速为10 0 0 r pm，搅拌时间为10 m i n，得

50 0 r pm，搅拌时间为20 m i n，不断搅拌分散 过

到质量分数为12％的芳纶聚合物分散液；
（2）芳纶

滤后，得到质量分数为20％的芳纶聚合物分散液；

微纳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2.0 m m，气体

（2）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制备：采用雾化器装置，

压力为0.7 MPa；二甲基乙酰胺水溶液的浓度为质

将芳纶聚合物分散液经内进气体流、外进液流的

量分数60％，高速乳化分散转速为20000 rpm，搅

方式进行气喷雾化处理，雾化孔尺寸为8.0 mm，

拌时间10 min；经过在2000 W的超声功率下处理

空气为气源，气体压力为1.2 M Pa；直接喷于二甲

20 min；
（3）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芳纶微纳

基乙酰胺水溶液中（二甲基乙酰胺水溶液的浓度

米纤维＝5∶1∶4。

为质量 分数4 0 ％），采用高速乳化 分 散，转 速 为

实施例5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30 0 0 0 r pm，搅拌时间1 m i n；经过在10 0 0 W的

（1）芳纶聚合物分散液的制备：桨叶式搅拌

超声功率下处理30 m i n后，得到芳纶微纳米分散

机搅拌转速为500 rpm，搅拌时间为10 min，得到

液，再经冷冻干 燥 得 到芳纶微 纳 米纤维；并对所

质量分数为10％的芳纶聚合物分散 液；
（2）芳纶

制备的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尺寸、比 表面积 进行 表

微纳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3.0 m m，气体

征；
（3）将制备的芳纶微纳米纤维抄 造成定量为

压力为0.1 MPa；二甲基乙酰胺水溶液的浓度为质

2

40 g/m 的芳纶纸，其中按照质量比例芳纶短切纤

量分数50％，磁力转子搅拌分散转速为500 rpm，

维∶芳纶浆粕∶芳纶微纳米纤维＝5∶3.5∶1.5，再

搅拌时间60 m i n；经过在50 0 W的超声功率下处

经200 ℃热压后制备的芳纶纸厚度为0.05 mm。

理1 m i n；
（3）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芳纶微

实施例2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纳米纤维＝5∶4∶1。

（1）芳纶聚合物分散液的制备：桨叶式搅拌

对比例1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机搅拌转速为1000 rpm，搅拌时间为1 min，得到

（1）芳纶聚合物分散 液的制备：磁力转子搅

质量分数为12％的芳纶聚合物分散 液；
（2）芳纶

拌转速为50 r pm，搅拌时间为60 m i n，得到质量

微纳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5.0 m m，气体

分数为0.1％的芳纶聚合物分散液；
（2）芳纶微纳

压力为0.8 MPa；二甲基乙酰胺水溶液的浓度为质

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8 m m，气体压力为

量分数60％，高速乳化分散转速为10000 rpm，搅

0.1 MPa；直接喷于水溶液中，采用机械桨叶式搅

拌时间5 m i n；经过在30 0 0W的超声功率下处理

拌分散，转速为50 rpm，搅拌时间1 min；经过在

5 m i n；
（3）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芳纶微纳

10 0 W的超声功率下处理60 m i n；
（3）芳纶短切

米纤维＝5∶3∶2。

纤维∶芳纶浆粕∶芳纶微纳米纤维＝5∶4.5∶0.5。

实施例3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对比例2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1）芳纶聚合物分散液的制备：桨叶式搅拌

（1）芳纶聚合物分散 液的制备：磁力转子搅

机搅拌转速为10 0 0 r pm，搅拌时间为30 m i n，得

拌转速为50 r pm，搅拌时间为60 m i n，得到质量

到质量分数为12％的芳纶聚合物分散液；
（2）芳纶

分数 为5％的 芳 纶 聚合 物 分 散 液；（2）芳 纶微 纳

微纳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3.0 m m，气体

米纤维的制备：雾化孔尺寸为7 m m，气体压力为

压力为0.7 MPa；二甲基乙酰胺水溶液的浓度为质

0.05 M Pa；直接喷于水溶液中，采用机械桨叶式

量分数60％，高速乳化分散转速为10000 rpm，搅

搅拌 分散，转 速为50 0 r pm，搅拌时间10 m i n；

拌时间5 m i n；经过在20 0 0W的超声功率下处理

经 过在5 0 0 W的 超 声 功 率下处 理10 m i n；（3）

10 mi n；
（3）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芳纶微纳
米纤维＝5∶2∶3。
实施例4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1）芳纶聚合物分散液的制备：桨叶式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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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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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纶 短 切 纤 维∶芳 纶 浆 粕∶芳 纶 微 纳 米 纤 维＝
5∶4.5∶0.5。
效果实施例
对实施例1-5以及对比例1-2中制备的芳纶微
纳米纤维的尺寸、比表面积进行表征，并对制备的
芳纶纸进行性能测试（设置空白对照：按照质量比
例芳纶短切纤维∶芳纶浆粕＝5∶5，经过凯赛法抄
片制造出原纸（定量为40 g/m 2），然后经20 0 ℃
热压后制备的芳纶纸厚度为0.05 mm的原纸作为
对照样）。
实施例4制备的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原子力显微
镜测量结果如图4所 示，直径频率直方分布如图5
所示，其他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对比例1和2中压力较小，而且孔径
图4

较大，使气流的有效扰动不足，聚合物浓度较低，

制备的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原子力显微镜测量结果

又加上 水中凝固速率 较快，即综合导致芳纶微纳
米纤维呈现大 颗粒的球型结构，而本发明制备的
微纳米纤维具有独特的网状结构，比表面积更大，
可显著改善芳纶 纸内纤维界面结合强度，有 效 提
升芳纶纸机械强度和介电性能，在高性能芳纶纸
领域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优点及效果：
（1）本发明采用内进气流、外进液流的喷射
技术制备了平均直径小于20 0 n m，的尺寸可控可
调的芳纶微纳米纤维；通过内进的高速流动的压
缩气体将液体物质打散和分散，再通过收集装置
图5

制备的芳纶微纳米纤维的直径频率直方分布

将芳纶微纳米纤维收集在具有凝固效果的试剂中
进行双扩 散使其 初始固化，可以选择二甲

表1

实施例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比例1
对比例2
空白组

芳纶微纳米纤维及芳纶纸测试结果

芳纶微 芳纶微纳
纳米纤 米纤维平
维形貌 均直径/
nm
网状
网状
网状
网状
球状
网状
球状
球状
-

158.6
107.3
93.4
77.9
5.7μm
194.8
33.2μm
58.5μm
-

芳纶微纳
米纤维比
表面积/
m 2 /g

芳纶
纸拉伸
强度/
kN/m

芳纶纸
撕裂强
度/N

232.8
270.7
279.3
305.4
168.4

2.85
3.74
4.55
5.27

0.95
1.30
1.67
1.84

2.51

142.6
94.2
-

2.38
2.28
2.10

基乙酰胺水溶液或乙醇水溶液或 水等，然

芳纶纸电 芳纶
气强度/ 纸介电
kV/mm
常数
/50Hz

0.78

18.3
24.6
28.5
31.3
13.7

2.01
2.32
2.75
2.81
1.78

0.62
0.60
0.60

12.9
10.4
10.2

1.53
1.46
1.42

后再经超声处理得到芳纶微 纳米纤维，可
以通过调节外进液流的浓度和压缩气体的
压力实现微纳米纤维尺寸的可控可调。
（2）本发明制备的微纳米纤维具有独
特的网状结构，比表面积更大，可显著改善
芳纶 纸内纤维界面结合强度，有效 提升芳
纶 纸 机 械强度和介电性能，可以广泛应用
于高端绝缘新材料领域。
（3）本发明芳纶微纳米纤维的制备方
法不仅操作简单，方便易行，而且较目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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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备方法生产效率高，适于工业化连续生产，可

沉淀后的固体颗粒 从 排 渣管中卸出，排 渣管上串

替代现有沉析纤维生产技术，可显著 提高芳纶纸

联气动闸阀，气动闸阀能 够在 装置除 渣 过程中将

的介电性能和界面结合性能。

排 渣管阻 断，防止浆料和固体颗粒的混合物从排

（4）本发明的芳纶微纳米纤维高效制备技术

渣管向下流动，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的前侧

还可以通过在芳纶聚合物中加入功能基元（如功

均固定连接输 料槽，便于 造纸 浆 料从第一集 渣板

能纳米颗粒、导电聚合物、导热填料 等），增加其

向第二集 渣板中流动，和从第二集 渣板 上向集 渣

功能化、高性能化，可应用在复合增强材 料、电池

斗中流动。

隔膜、吸附过滤、电气绝缘（如电绝缘纳米纸）、柔

装置外壳的上部固定 连接输 料管，输 料管的

性电子器件（如柔性电极）、吸附过滤介质等各领

下部连通到装置外壳的内部，输料管便于将造纸

域或交叉的多元化领域。

浆料 输送到装置外壳中设置的过渡仓中，装置外
壳内部对应 输 料管的位置处设置过渡仓，过渡仓
的 前侧位于第一集 渣板的上方，输 料 管均匀分布

一种造纸浆料除渣装置

在装置外壳上，便于将造纸 浆料均匀地输送到过
渡仓中的各个位置，使得造纸 浆 料能够均匀流动

申请公布号：CN 112813723 A
发明人：刘庆

装置外壳上对应气缸的位置处开设气缸安装

申请人：江苏同天机械有限公司

孔，气缸安装孔的设置便于将气缸安装到装置外

提 供一种造 纸 浆 料除 渣装置，解 决了现有除

壳 的内部，同时便于 气缸 的 检 查和 维 修，气缸安

渣装置效率低和成本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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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集渣板上。

装孔下方对应装置外壳的位置处开设气管接头安

如图1所示，该种造纸浆料除渣装置外壳的下

装孔，便于气管与气缸之间进行连接，装置外壳的

部固定连接集 渣斗，对经过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外壁固定连接除 渣器支撑架，除 渣器支撑架的设

渣板上沉淀的固体颗粒 进行储存，同时带有浆 料

置便于对 装置外壳整体进行固定，装置外壳上气

的固体颗粒能 够在集 渣斗中再次沉 淀，提高了装

缸安装孔和气管接头安装孔的位置处均设置密封

置的除渣效果，且装置外壳的内壁转动连接第一

门，将气缸与外界隔开，同时防止外界灰尘进入装

集渣板和第二集渣板，延长造纸浆料的流动时间，

置内部。

便于 造纸 浆 料中的固体颗粒充分沉淀，第一集 渣

第一集渣板和第二集渣板均倾斜设置，且第一

板和第二集 渣板 上均固定 连接挡渣板，将第一集

集 渣板呈左高右低设置，倾斜设置便于 造纸 浆 料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 上沉淀的固体颗粒阻挡，防止

在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 上流动，第二集 渣板

沉淀的固体颗粒随浆料 一同流动，影响装置的除

呈左低右高设置，第一集 渣板位于装置外壳内部

渣效果，装置外壳的左右内壁均通过连接块转动

的后侧位置，第一集 渣板 上的 输 料槽远离第一集

连接气缸，气缸伸长时能够带 动第一集 渣板和第

渣板的一端，位于第二集渣板的上方，保证造纸浆

二集 渣板在 装置外壳的内壁转 动，便于将第一集

料从第一集渣板上向下流动时能够直接落在第二

渣板和第二集渣板上沉淀的固体颗粒卸到集渣斗

集渣板上。

中，气缸的下部通过固定块分别与第一集渣板和第

输 料 槽 的上 部 均 通 过 固 定 螺 栓 固 定 连 接 盖

二集 渣板转动连接，防止气缸推动第一集 渣板和

板，盖板的设置能够避免造纸 浆料在输料槽中流

第二集 渣板转动时受到较大的应力，影响气缸下

动时的溢出，输 料槽等间距设置在第一集 渣板和

部与固定块的连接，集渣斗的上部设置溢流口，溢

第二集 渣板上，保证输 料槽中经过初步沉淀的造

流口便于得到充分沉淀的造 纸 原浆的溢出，且集

纸 浆 料能够及时 地流到第二集 渣板中，且输 料槽

渣斗的下部固定连接排 渣管，造纸 原浆经过充分

的高度大于挡渣板的高度，避免造纸 浆料液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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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始终低于输料槽的高度，便于造纸 浆料顺利通

颗粒沉淀的同时被挡渣板阻挡，同时造纸浆料通

过输料槽进行输送。

过第一集渣板上的输料槽流动到第二集渣板上，

第一集渣板和第二集渣板上的挡渣板均等间

经过再次沉淀后由第二集渣板上的输料槽流动到

距设置，使得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 上沉淀的

集 渣斗中，并 再 次 沉 淀，当集 渣斗中造 纸 浆 料 的

固体颗粒能 够及 时被阻挡，挡渣板的长度与第一

液面与溢流口所在高度齐平 时，上方 较为纯净的

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的宽度相等，提高挡渣板 对

造纸 浆料由溢流口溢出，经过多次除 渣后能够 得

沉淀物的阻挡效果，第二集 渣板上输料槽远离第

到纯净的造 纸 浆 料，除 渣 完毕后气缸伸 长，并 推

二集 渣板的一端位于集 渣斗的前侧，保证造纸 浆

动第一集渣板和第二集渣板在装置外壳的内壁转

料在流到集 渣斗中后能 够经过充分沉 淀，集 渣斗

动，将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 上经过挡渣板阻

的前壁竖 直设置，便于充分沉淀 过的造纸 浆 料从

挡 的固体颗 粒 卸 到集 渣斗中，打开气动闸阀，将

溢流口中溢出。

集 渣斗中的固体颗粒与造 纸 浆 料 全 部卸出，并进

工作原 理 及使 用流 程：使 用时，将 造 纸 浆 料

行再次除渣。

通 过 输 料 管 均匀 地 输 送 到装 置 外 壳中设 置 的 过

有益 效 果：该 除 渣 装 置，通 过将第一集 渣板

渡仓中，造 纸 浆 料从 过渡仓位于第一集 渣板 上方

和第二集 渣板倾斜设置，并在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

的位置流动到第一集 渣板 上，造纸 浆 料顺着第一

集 渣板 上等间距设置挡渣板，造纸 浆 料在第一集

集 渣板的倾斜角向装置外壳内壁右侧流动，固体

渣板或 者第二集 渣板 上流动时，浆 料中的固体颗

1—输料管 2—装置外壳 3—连接块 4—气缸安装孔 5—气管接头安装孔 6—除渣器支撑架 7—过渡仓 8—气缸 9—固定块 10—集
渣斗 11—溢流口 12—气动闸阀 13—排渣管 14—第一集渣板 15—挡渣板 16—输料槽 17—固定螺栓 18—盖板 19—第二集渣板

图1

造纸浆料除渣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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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在重力作用下向下沉淀，被挡渣板阻挡，使得浆

转动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与第二齿轮匹配的转

料中的固体颗粒与浆 料 分离，设置的气缸能 够 推

动筒，转动筒贯穿安装槽和混合稀释槽的侧壁，

动第一除渣板和第二除渣板在装置外壳的内部转

转动筒与安装槽和混合稀释槽的连接处密封固定

动，便于将第一集 渣板和第二集 渣板挡渣板阻挡

连接，转动筒的侧壁固定连接挡板，混合稀释槽的

的固体颗粒卸到集 渣斗储存，通 过在集 渣斗的上

内壁设有环形活动 槽，挡板的侧壁均设有与环形

部设置溢流口，当集渣斗中的浆料与固体颗粒混合

活动槽匹配的滑块，增加挡板的稳定性，确保挡板

物的储存高度到达溢流口的位置，固体颗粒沉淀

在转 动过程中不会出现晃动等情况，保证装置稳

到集渣斗的下部，浆料由溢流口溢出，减小了装置

定的运转；转动筒的内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加料

成本的同时能够对造纸浆料多次过滤，提高造纸

管，加料管贯穿挡板，加料管与挡板的连接处密封

浆 料中固体颗粒的去除效果，解 决了除 渣装置效

固定连接，转动筒的侧壁开设有多个滑动槽，多个

率低和成本高的问题。

滑动槽的内壁之间均固定连接第一滑杆，多个第一
滑杆上均套设滑 动 块，滑 动 块 分别与第一滑杆密
封滑动连接，滑动块的两端侧壁均通过复位弹簧

一种造纸用造纸助剂均匀稀释装置

与滑 动 槽的内壁固定 连接，复位 弹簧套设在第一
滑杆上。

申请公布号：CN 112796163 A

多个滑动块的侧壁均固定连接第一固定块，

发明人：王永利

第一固定块远离滑动块的一端均通过第二轴承转

申请人：王永利

动连接 搅拌器，多个第二 轴承远离第一固定块的

造纸助剂是由丙烯酰胺与改性剂经共聚而成

一端均固定 连接第二固定块，第二固定块 远离第

的水溶性线型高分子电解质，在造纸过程中可以与

二轴承的一端均转动连接异形齿轮，混合稀释槽

纸浆分散相通过各种机械、物理、化学作用形成架

的侧壁设有波浪形限位滑槽，波浪形限位滑槽的

桥、环袋，使纤维和填料互相牵连，以提高纸的强

内壁固定连接与异形齿轮匹配的第一环形齿条，

度，另外助剂分子的极性基团，特别是阳离子基团

多个搅 拌器内均设有固定槽，多个固定槽的内壁

与纸浆微细纤维中的阴性基团和滑石粉等通过吸

之间固定 连 接多个第二滑杆，多个第二滑杆上套

附、环袋作用形成聚集体而沉留在纸页上，又由于
助剂中季铵型基团能降低聚集体、纤维、滑石粉的
表面张力，减少与水分子的接触角，使水分子受应
力作用更容易脱离抄纸网部，但在造纸助剂的使用
过程中需要对造纸助剂进行稀释后再进行使用。
现有技 术中，在 对造 纸助剂进行稀 释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使用电机带动搅拌叶片进行简单地搅
拌，搅拌的效果较差，造纸助剂在清水中分散的不
够均匀，影响稀释的效果和质量，也影响了最终纸
张生产的质量。
为此，提出一种造纸助剂均匀稀释装置。
如图1、图2所示，该种造纸助剂均匀稀释装置
包括安装槽和混合稀释槽，安装槽和混合稀释槽
固定连接，安装槽内壁转动连接转动筒，转动筒上
套设第二齿轮，安装槽的内壁固定连接转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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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块 2—安装槽 3—进气管 4—伸缩弹簧 5—气囊 6—
挡板 7—进料口 8—搅拌器 9—减震器 10—出料口 11—固定
脚 12—活动块 13—环形挡块 14—波浪形限位滑槽 15—转动
电机 16—第一齿轮 17—凸轮 18—单向阀 19—出气管 20—第
二齿轮 21—加料管 33—第三齿轮 34—第二环形齿条 35—环形
限位滑槽 36—活动杆 37—第二轴承 38—第二滑杆 39—复位
弹簧

图1

造纸助剂均匀稀释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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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同一个活动块，活动块的侧壁固定连接活动

耐磨垫，避免造纸助剂在搅拌过程中产生的震动

杆，活动杆贯穿固定槽侧壁，活动杆与固定槽侧壁

使得固定脚磨损严重，保护固定脚，增加整个装置

的连接密封滑动连接，活动杆远离活动块的一端

的稳定性，同时增加装置的使用寿命。

固定 连接第三齿轮，混合稀 释槽的上端内壁固定

工作时，转动电机运转，转动电机通过第一齿

连接环形限位滑槽，环形限位滑槽的内壁固定连

轮带动第二齿轮旋转，第二齿轮通 过转动筒带动

接与第三齿轮匹配的第二环形齿条，多个搅拌器上

第一滑杆带动滑动块转动，滑动块通过第一固定

均套设有倾斜圆盘，转动筒的侧壁固定连接有两

块带动第二轴承转动，第二轴承通过第二固定块

个凸轮，安装槽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多个气囊，多个

带动异形齿轮在波浪形限位滑槽内的第一环形齿

气囊的侧壁均密封连 接出气管和进气管，进气管

条上转动，进行公转和上下移动，第二轴承通过搅

贯穿安装槽的侧壁，进气管与安装槽侧壁的连接

拌器带动第二滑杆转动，第二滑杆通过活动块带

处密封连接，进气管上设有防尘网，出气管与加料

动活动杆转动，活动杆带动第三齿轮在环形限位

管密封连接，安装槽的内壁固定连接安装块，安装

滑槽内的第二环形齿条上移动进行自转，不仅可以

块远离安装槽的一端与出气管固定连接，增加出气

带 动搅 拌器进行自转和公转，而且可以通 过带 动

管的稳定性，避免出气管出现晃动，保证装置顺利

搅拌器上下移动，利用倾斜圆盘将造纸助剂进行上

正常地运转；进气管、出气管和加料管上均设有单

下混合，充分地对造纸助剂进行稀释，使得造纸助

向阀，多个气囊两侧内壁均固定 连接 有多个伸缩

剂均匀分布于稀 释剂中，保证了稀 释的 效果 和质

弹簧，凸轮上包裹有橡胶层，加料管远离挡板的一

量，也保证了最终纸张生产的质量；转动筒在转动

侧密封连接加料容腔，加料容腔的侧壁密封连接

的同时带动凸轮转动，凸轮不断挤压气囊，气囊通

有多个喷头，将造纸助剂进行均匀地喷洒，增加稀

过 进气管吸入空气，在 通 过出气管向加 料管下端

释的效果；混合稀释槽的侧壁设有环形挡块，环形

的加料容腔加压，将造纸助剂不断通过喷头喷洒

挡块位于挡板的下端，环形挡块与挡板侧壁相抵，

进混合稀释槽内，在进行稀释的同时，不断地添加

环形挡块与挡板滑动连接，避免在搅拌过程中有

造纸助剂，避免一次性加入过多的造纸助剂而导

液体进入环形活动槽内，避免浪费，保证装置的整

致堆积，提升了造纸助剂稀释的速度和质量。

洁；混合稀释槽的侧壁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进料
口和出料口上均设有控制阀门，混合稀释槽的下端
侧壁通 过减震器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脚，固定脚

一种双螺旋式预浸机

的数 量不少 于四个，固定脚的下端侧壁均包裹有
申请公布号：CN 112779800 A
发明人：许正平
申请人：张家港伟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纸浆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双螺旋预浸机对
物料和药剂进行预浸，现有双螺旋预浸机在使用
过程中发生堵 料时不便清理，从而影响预浸机的
使用。因此我们对此做出改进，提出一种双螺旋式
预浸机。
如图1～图5所示，该种双螺旋式预浸机料筒顶
22—第一环形齿条 23—第一滑杆 24—第一固定块 25—滑动块
26—第二固定块 27—第一轴承 28—异形齿轮 29—倾斜圆盘
30—混合稀释槽 31—喷头 32—加料容腔

图2

第一固定块处与倾斜圆盘处的俯视结构

部的左侧设置能够调节进料量的进料机构，进料
机构由控料箱、进料口、进料管、进料斗、螺纹杆
和调节块组成；料筒的内部设置两个螺旋输送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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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螺旋输送轴的一端均通过轴承与料筒一侧的

料口开设在控料箱一侧的底部，通 过控料箱能够

内壁相连，两个螺旋输送轴的另一端均贯穿料筒另

对进 料管 进行支撑，并且进 料管的顶部设置支撑

一侧的内壁并延伸至料筒的外部，两个螺旋输送轴

板，支撑板与料筒的侧面固定连接，能够对进料管

与料筒另一侧内壁的连接处均设置密封轴承；料筒

进行辅助支撑。

的右侧设置用于带动两个螺旋输送轴旋转的驱动

进 料口与进 料 管的一端固定 连 通，进 料 管的

机构，驱动机构由齿轮、电机、传动轮和传动带组

一端与进料斗固定连通，通过设置进料管能够将

成，齿轮和传动轮的数量均为两个；料筒底部的右

进 料口和进 料斗连 通在一起，从而使 进 料斗内部

侧固定连通出料管，料筒顶端中部开设清理口，料

的料通过进料管和进料口进入控料箱内。

筒的中部通过铰链铰接位于清理口上方的防护盖，

调节块设置在 控料 箱的内部，螺纹 杆的底 端

料筒的顶部设置两个分别位于防护盖两侧的固定

通过轴承与调节块顶端的中部相连，螺纹杆的顶

机构，固定机构由支撑杆和固定板组成。

端贯穿控料箱并延伸至控料箱顶端的外部，螺纹

控料 箱底部与料筒 顶部的左侧固定 连 通，进

杆的外表面与控料箱的顶壁螺纹连接，通过转动

1—料筒 2—控料箱 4—进料管 5—进料斗 6—螺纹杆 8—螺
旋输送轴 9—齿轮 10—电机 11—传动轮 12—传动带 13—出
料管 14—防护盖 15—支撑杆 16—固定板

图1

双螺旋式预浸机的结构

1—料筒

8—螺旋输送轴 9—齿轮 10—电机 11—传动轮
传动带 13—出料管 14—防护盖 16—固定板

图3

2—控料箱

3—进料口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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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料管 5—进料斗
调节块

6—螺纹杆

双螺旋式预浸机控料箱的剖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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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双螺旋式预浸机驱动机构结构

1—料筒 2—控料箱 6—螺纹杆 17—清理口

图4

双螺旋式预浸机清理口的结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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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杆能够带动调节块上升或下降，通过调节块

要对料筒内部进行清理时，在断电停机的状态下，

能够调节进 料口的出料量，从而能够对 该预浸机

向远离电机的方向推动固定板，使固定板以支撑

的进 料量进行调节，进 一步提高了该预浸机的实

杆为中心旋 转与防护盖分离，然后打开防护盖后

用性。

能够使 料筒 顶部的清理口露出，通 过清理口能够

两个齿轮分别固定套设在两个螺旋输送轴位

便于工作人员对 料筒内部 堵塞的物料进行清理，

于料筒外部的一端上，两个齿轮之间相互啮合，通

从而提高该预浸机的实用性，清 理完成之后合上

过设置两个齿轮能够将电机、传动轮和传动带带

防护盖，然后反向转动固定板使固定板复位，通过

动两个螺旋输送轴旋转，从而实现动力的传递。

支撑杆和固定板的相互配合可能够对防护盖进行

电机安装在料筒 顶部的 右侧，两个传 动轮分

固定，通过转动螺纹杆能够带动调节块上升或下

别固定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和其中一个螺旋输送

降，通过调节块能够调节进料口的出料量，从而能

轴上，两个传动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电机

够对 该预浸机的进料量进行调节，进一步提高了

外接控制器和驱动器，驱动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该预浸机的实用性。

控制器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电机可适用的型号为
110HCY160AL3S型步进电机，控制器可适用的型
号为TPC8-8TD型控制器，驱动器可适用的型号为

造纸机干网清洗装置

8594型驱动器，通过驱动器和控制器能够对传动带
进行控制，从而能够对传动带的转速进行调节。
支撑杆的底端通过轴承与料筒的顶部相连，

申请公布号：CN 113944060 A
发明人：李庆祝 赵太刚 尹丽华

固定板固定套设在支撑杆的外 表面，固定板的底

申请人：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

部与防护盖的顶部接触，通过支撑杆和固定板的

纸页从 压榨 部进入烘干 部烘干 时，由于 纸页

相互配合能 够对防 护盖 进行固定，并且转 动固定

相对较湿，纸页表面附着的细小浆团、填料的杂质

板即可使固定板与防护盖分离，便于工作人员打开

容易脱落并附着在造纸机的干网上，并传递、黏附

防护盖。

到干网导辊辊面，干网张紧辊由于干网包角大，杂

工作时，首先转动螺纹杆，通过螺纹杆带动调

质黏附情况尤其严重。随着黏附在干网张紧辊辊

节块上升或下降，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好调节

面的杂质逐渐增大、成团，会造成辊面的腐蚀、脱

块的位置，即调整进料口的出料量，然后接通预浸

落，连同杂质进入干网，被带到纸页，产生纸病，影

机的外 接电源并启动电机，电机 通 过传 动带和两

响干网寿命。

个传动轮的相互配合带动其中一个螺旋输送轴转

为了保持干网的清洁、减少纸病，造纸机烘干

动，其中一个螺旋输送轴通过两个齿轮的相互配

部的前几个烘干组普 遍都装有干网清洗 装置，当

合带动另一个螺旋输送轴转动，然后将药剂和物

前的干网清洗装置都是移动式高压清洗装置，如

料由进料斗 倒入，此时药剂和物料由进料管、进

图1，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移动的高压清洗喷头对包

料口和控料 箱进入 料筒内，进入 料筒内的药剂和

覆在干网导辊处的干网进行清洗，在清洗的同时

物料在两个螺旋输送轴的推进下向出料管移动，

利用吸尘罩将高压喷头溅起的水雾吸走。这种清

并最终由出料管排出，从而完成物料的预浸。当需

洗 装置可以将 附在干网表面的杂质清除，但在清
洗时，干网附着在导辊表面，除了溅起的水雾被吸
走，还有部 分水分附着在导辊 表面然后被干网带
走。如果在纸机正常生产时使用，被干网带走的水

8—螺旋输送轴

图5

双螺旋式预浸机螺旋输送轴的结构

分就会传 递到纸页，造成纸 张断头或产生污斑等
纸病。因此，目前的干网清洗装置只能在停机时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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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使用，无法根据 干网表面污染情况的需要做到

箱通过辊壳上的抽吸孔全 部抽吸，不会有水渍被

随时清洗干网。

带到干网上，从而不会因干网残留水渍而影响纸机

提 供一种 造 纸 机干网清洗 装置，该 装置可以

的正常生产，可实现造纸机干网的随时清洗。

在 造 纸 机 正常生 产 运行 时 根 据 需 要 随 时 清 洗 干
网，且不会造成纸页断头或产生污斑等纸病。
如图2所示，新型造纸机干网清洗装置主要由

纸机操作室正风压装置

支座、真空导辊、喷 水管、护罩组 成，真空导辊和
喷水管都固定在支座上。喷水管为固定式喷水管，

申请公布号：CN 112779811 A

喷 水管管体表面轴向均匀分布安装扇形 喷头，喷

发明人：张孝忠

水管的喷水区域四周安装护罩，护罩顶部敞口，底

申请人：恒安（重庆）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部与喷水管的管壁焊接成一体结构，底部内均匀

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会通 过纸 机操作室对 纸

分布喷头，喷头喷水方向喷向护罩顶部的敞口，护

机的运行 进行控制，通常会将 纸 机操作室设置在

罩的敞口面对真空导辊辊面，护罩敞口部的四周都

两台纸机 之间。而纸机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大

加工外翻的折边，折边宽度40 mm左右，折边与真

量的粉尘，粉尘会随空气流动至纸机操作室内，导

空导辊的辊面之间有均匀一致的间隙，干网从护罩

致 纸 机操作室内的设备和空调内易积 灰，使得空

和真空导辊辊面之间的间隙中穿过并包覆在真空

调频繁出现故障，维修费用高；而且纸机操作室内

导辊的 辊面上，护罩的折 边与干网之间留有 较小

的设备的使用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提 供一种纸机操作室正风 压装置，能够实现

的间隙。
真空导辊主要由表面开孔的辊壳、真空箱、轴

纸 机操作室内保持正压，减少生产时产生的粉尘

承装置组成，真空箱同轴心安装在辊壳内部，与辊

和碎屑进入纸机操作室内的量，进而减少对 纸机

壳的内壁通过密封条密封接触，真空箱与纸 机的

操作室内的设备和空调造成的损害。

真空系统接通，辊壳和真空箱轴头之间通过轴承

实施例1：如图1所示，纸机操作室正风压装置

装置支撑，真空箱的吸口位置与护罩敞口位置相对

包括风机和位于风机下方的风筒，风机和风筒均呈

应，真空箱的吸口位置面对护罩的敞口，吸口宽度

圆筒状、同轴设置、内径一致。风机为轴流风机，风

大于护罩的敞口宽度，小于敞口折边的外宽。

机包括进风端和出风端，风机的进风端和出风端均

护罩内部是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而护罩的折边

可与风筒连通。

和干网之间留有较小的间隙。在清洗干网时，喷头

风筒的外侧固定有两根关于风筒的轴线所在的

喷出的水流，一部分穿过干网被干网下的辊壳抽吸

平面对称的安装杆，安装杆为L型，且安装杆包括与

孔直接抽吸；另一部分水流与干网和辊壳碰撞产

风筒固定的横向杆和与横向杆固定的竖向杆，竖向

生水雾，随同通过折边与干网之间的空气流被真空

杆上均转动连接有转轴，转轴均与安装杆垂直，两
根转轴位于同一直线上，且两根转轴均固定在风机
的外壁上。转轴上均同轴固定有齿轮，还包括一根
移动杆，移动杆包括两根竖杆和一根固定两根竖杆
顶端的横杆，竖杆内沿长度方向设置有条形通槽。
两个齿轮分别位于两根移动杆上的条形通槽内，条
形通槽的前侧固定有与齿轮啮合的齿条，因此移动

1—导辊 2—干网 3—喷头 4—吸尘罩 5—支座 6—喷水管
7—护罩 8—喷头 9—辊壳 10—真空箱 11—折边

杆发生竖向移动时，通过磁条与齿轮的啮合，能实现

图1

转轴转动，从而实现风机转动，实现风机的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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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型造纸机干网清洗
装置结构

风筒的顶端固定有第一磁性环，风机的两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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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有第二磁性环，第二磁性环未与风机连接的端

缓冲垫，缓冲垫选用橡胶垫。

面与第一磁性环顶面的磁极不同，因此，当风筒与

通常纸机操作室是设置在二楼的，一楼会用于

风机同轴设置时，第一磁性环与第二磁性环相互吸

放置连通的管道以及驱动设备，因此会在一楼的楼

引，实现对风机的固定，并且使得风机和风筒连通。

顶设置通孔，供线缆穿过。将风筒固定在通孔内，并

风筒内设置有增压板和位于增压板下方的空气

且使风筒朝下。

滤芯，增压板有两块，且增压板均呈半圆形，两块增

具体实施过程：使用时，启动风机，风机将下

压板的弧形外壁铰接在风筒的内壁上，两块增压板

部的气体导流至纸机操作室内，使得纸机操作室保

拼接后形成的圆形直径与风筒的内径一致。增压板

持正压状态，进而能够减少外部的粉尘和碎屑通过

的直线外壁的中部设有缺口，因此在增压板拼接成

纸机操作室的缝隙进入内部的量，从而能够减少粉

圆形后，能形成一个供气体流动的通道。还包括两

尘和碎屑大量堆积对纸机操作室内的空调和设备运

个分别驱动两块增压板移动的驱动件，驱动件均包

行造成的影响，从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空

括铰接在增压板顶面的驱动杆和铰接在驱动杆顶端

调的维修频次。

的滑动杆，滑动杆垂直贯穿风筒的侧壁，且滑动杆与

而且在向纸机操作室内导入气体时，气体会通

风筒横向滑动连接。以右侧的驱动件为例，滑动杆

过风筒吸入，并穿过空气滤芯，通过空气滤芯对气

的右端固定有拉绳，拉绳的顶端固定在右侧的转轴

体进行过滤，能够进一步减少进入纸机操作室内的

上，转轴转动时，会缠绕拉绳，从而带动拉绳移动，

气体内夹杂的杂质量，减少对纸机操作室内的空调

进而带动滑动杆移动向风筒外滑动，并通过驱动杆

和设备的影响。

的传动，使得增压板的直线外壁处上移，两块增压

纸机操作室正风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空气滤

板之间可供气体流动的通道逐渐减小。转轴反向移

芯内会夹杂有大量的粉尘，使得对空气过滤的效果

动时，拉绳发生松弛，带动滑动杆向风筒外移动的力

降低，进而导致通过空气滤芯流动的量减少，会影

消失，此时，增压板远离风筒内壁的一端受到的力消

响纸机操作室内保持正压状态。因此需要对空气滤

失，在重力作用下下移，并通过驱动杆的传动，使得
滑动杆向风筒内滑动，使得两块增压板之间形成的
通道增大。安装杆上均转动连接有滑轮，拉绳穿过滑
轮，且与滑轮的外壁相贴，因此使得拉绳与滑轮之间
形成滑轮组结构，更便于拉绳的移动。
风筒内位于增压板的下方设有安装座，安装座
呈圆筒状，安装座的外径与风筒的内径一致。安装
座包括两个半圆形的分板，分板的顶部和底部均设
有弧形的限位环，且顶部的两块限位环和底部两块
限位环均可以拼接成圆环状。分板的侧壁上均设有
螺纹孔，风筒的侧壁上也设有螺纹孔，通过将螺栓
拧入螺纹孔内，能够实现将安装座安装在风筒内。
空气滤芯设置在安装座内，通过上部和下部的
限位环的限制，能够避免空气滤芯脱离。下部的限
位环上均焊接有多个弹簧，还包括两块支撑块，下
部的两块限位环上弹簧的顶端分别焊接在支撑块
的底端。弹簧优选压簧，具体型号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设置。支撑块的顶部和顶部的限位环底部均设有

1—风机 2—转轴 3—齿轮 4—第二磁性环 5—风筒 6—第一
磁性环 7—安装杆 8—滑轮 9—移动杆 10—条形通槽 11—增
压板 12—缺口 13—驱动杆 14—滑动杆 15—拉绳 16—安装
座 17—限位环 18—支撑块 19—缓冲垫 20—空气滤芯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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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进行清洗，但是由于风筒设置在一楼的楼顶，不

再启动风机，使得风机将向风筒内导入气体，由
于风机使用的是轴流风机，因此能够产生大量的气

易取下空气滤芯。
此时，握持移动杆的横杆，并带动移动杆向上

体，但是气体的流速较慢，能够供纸机操作室保持

移动，由于竖杆条形槽内的齿条与转轴上的齿轮啮

正压使用。而在向风筒内导入气体时，气体受到增压

合，因此会通过齿条的上移带动齿轮转动，通过转

板的阻挡，仅能够通过缺口之间形成的通道流动，

轴的传动，使得风机发生转动，从而使得风机的进

而风筒内堆积的气体较多，因此使得气体的流速较

风端和出风端发生交换，风机的进风端与纸机操作

快，能够快速地反向冲击空气滤芯，使得空气滤芯

室连通，风机的出风端与风筒连通。而且风机转动

上吸附的杂质抖落，通过在风筒底部设置接尘网，

后，会使得出风端上的第二磁性环与风筒顶部的第

能够将抖落的粉尘进行收集。

一磁性环相对，通过第一磁性环与第二磁性环之间

而且气体冲击空气滤芯时，会挤压空气滤芯，

相互吸引，实现对风机的固定。而且为了避免风机

并挤压弹簧，而在空气不再冲击空气滤芯时，空气

位置发生移动，可以设置支撑杆将移动杆抵紧，避

滤芯受到的挤压力消失，弹簧会发生复位，进而发

免移动杆下移，从而能避免风机发生转动。

生竖向的往复移动，进而实现空气滤芯竖向往复移

移动 杆上移实现 风 机转 动时，转 轴会发 生转
动，因此会缠绕拉绳，使得拉绳拉动滑动杆向风筒

动，能够将空气滤芯内的粉尘进一步振落，从而完
成对空气滤芯的清理。

外移动，通过驱动杆的传动，使得增压板的中部向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如图2所

上移动，并且两块增压板相靠近的一端逐渐相贴。

示，设置有振动件，振动件包括贯穿风筒侧壁且与风

待风机转动至出风端朝下后，两块增压板的直线侧

筒转动连接的转动轴，转动轴与风筒垂直，转动轴的

边相贴，并通过两块增压中部的缺口拼接成供气体

两端均固定有防脱块，防脱块与风筒的外壁相贴。转

流动的通道。

动轴的中部固定有转动叶片，转动叶片位于风筒的中
部，转动轴位于转动叶片的两侧均固定有凸轮。
还包括两根分别贯穿两个顶部的限位环的推
杆，推杆与限位环竖向滑动连接，推杆的顶部固定
有限位块。推杆的底部与空气滤芯的顶部相抵，限
位块与凸轮的圆形部分相抵。
具体 实 施 过 程：在向纸 机 操作室内导入气体
时，由于轴流风机的运行原理，气体的流量大，但
是压力小（流速慢），因此不具备冲击转动叶片实
现转动轴转动的条件。而在通过风机向风筒内导入
气体时，通过增压板的设置，会使得气体仅从两个
缺口形成的通道流动，进而气体的流速较快，冲击
转动叶片时，会使得转动叶片带动转动轴转动，从
而带动凸轮转动，使得凸轮的凸起部间歇地挤压推
杆，推杆下移，从而挤压空气滤芯。在凸轮转动至
不挤压推杆时，空气滤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进
而能实现空气滤芯持续发生往复移动，将空气滤芯

20—空气滤芯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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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转动轴

22—转动叶片
25—限位块

23—凸轮

24—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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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附着的粉尘振落。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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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插2

单广1

单广3

单广4

1575防伪纸机转让
2012年投产，设计车速80米
-网部：3个全不锈钢网笼中1500*1950，第一
只为带气胀不锈钢网笼，表面为防伪铜网。
网箱带匀浆辊，每个网笼带不锈 钢吸水箱。
不锈钢真空回头辊一只，驱毯 棍两辊分离。
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
毛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压榨部：不锈钢真空吸移辊一只，一压为真
空压榨一套，二压为勾纹石辊一套，三压 为
勾纹石辊反压一套。所有石辊配气动移 动
刮刀；所有毛布吸水箱为不锈钢材质；所有

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
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烘干部1：12只烘缸中1500*1950，4个毯缸
中800*1950；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
动张紧器；
-施胶机：上下双棍施胶；配不锈钢保温施胶
槽；配不锈钢弧形辊；
-烘干部2：6只烘缸中1500*1950，3个毯缸中
800*1950；配不锈钢弧形辊；所有毛毯均带
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所有导辊为铜面
包覆；刮刀若干；
-软压光机：4辊软压光(传动电机，减速箱
齐全)；配不锈钢弧形辊及气动移动刮刀；配
备辊2只
-水平气动卷纸机

-1575复卷机一套
-双面分切复卷机一套，瑞安市毅美机械厂
产品
-铜网水印压机一套
-北京精雕，金属防伪模具冲压雕刻机一套，
主机辅机健全。
-所有传动 电机，减速箱齐全
联系人：奚先生 133489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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