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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题报告录音及PPT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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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

FEATURE
·特 稿
场纤维原料紧缺需求，海外再生纤维浆项目（平板浆、

主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考虑。以马来西亚为

卷筒浆、压缩团浆等）应运而生。

例，第一，从天 时角度，马来西亚在国际环 境、营商环

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
《关于全面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自2021年1月1日

境、M I D A审批、投资政策、环境审批等各个方面都具

1

项目选址

亚的确具有建设海外浆厂的独特优势（图3～图5）。

2

生产方法比较

有优势；第二，从地利角度，主要考虑其交通优势，包括

根据海关总署进口再生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起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入境政策，以及“碳达

自废纸进口禁令实施以来，目前，我国大部分造纸企

海路、陆路等是否畅通，以及距离主要港口、工业园区

在特定的条件下，再生纤维浆在贸易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峰”“碳中和”远景目标，引发制浆造纸 企业纤维原料

业选择在海外建设再生纤维浆项目，解决原料的缺口问

的距离问题等；第三，从人和角度，主要考虑其经济发

货物形态：
（湿）散浆、
（湿）压缩团浆、
（干）压缩团浆、

供应持续紧缺。拓宽原料来源渠道、绿色高效利用纤维

题，其中尤以东南亚最为集中（图1）。以马来西亚为例，

展水平以及劳动力水平等。综合以上三点来看，马来西

（湿）平板浆、
（干）平板浆、
（干）卷筒浆等（图6）。

资源、布局建设纸浆项目、开发应用制浆新技术、提高

玖龙、理文、景兴、建晖、新胜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马

运行效率质量，是造纸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适应市

来西亚雪兰莪州投资建设，主要与此处优越的地理位置

如图7，干法浆的制备主要经过上料、粗碎、磁选、细

有关，与港口、机场、商务中心等距离都较为适中（图2）。

筛、匀料、涡流分选、风选、细碎、搓丝机、压包、包装输

2.1

因此，海外投资建设再生纤维浆项目的选址应该

干法浆典型生产流程

送、干浆储存等流程生产制备，部分生产现场设备见图8。
2.2

湿法浆典型生产流程
如图9所示，湿法浆的生产经过上料、碎浆、除渣、

粗筛（精筛）、浓缩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三个流程进
行，其中主要流程包括气垫干燥、闪急干燥等。
气垫干燥是靠热风气流使浆板在悬浮状态下加热
图7

干法浆典型生产流程

干燥：浆幅在烘箱内来回通过时，经过热交换的新鲜空
气从底层逐级向上吹浮浆幅，浆幅水分不断蒸发，热空

图1

气上升过程温度降低、湿度增加，到顶部抽出送热回收

国内龙头企业再生纤维浆项目海外布局
图4

马来西亚再生纤维浆项目选址考虑因素（地利）

图8
图2

图3

2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投资建设优势

马来西亚再生纤维浆项目选址考虑因素（天时）

图5

图10

气垫干燥系统流程

图11

闪急干燥系统流程

干法浆生产现场设备

马来西亚再生纤维浆项目选址考虑因素（人和）

图6

再生纤维浆在贸易中的货物形态

图9

湿法浆典型生产流程

图12

闪急干燥系统设备示意图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第43卷第12期 2022年6月

Jun., 2022

Vol.43, No.12

3

FEATURE
特 稿·

FEATURE
·特 稿
表1

比较类别

（干）平板浆板

卷筒浆板

干法浆块

( 干 ) 压缩团浆

原料单耗/（t/t浆）
水耗/m 3
电耗/（kW·h/t浆）
汽耗/（t/t浆）
主体设备

1.08
4.0～5.0
220～240
1.3～1.4
气垫干燥浆板机+分
切机+打包输送

1.08
5.0～6.0
270～290
1.5～1.6
纸机+复卷机

1.05
0
140～160
0
破碎机+搓丝机或
干磨机

基本参数

B:4800mm
V:140～180m/min
W:900～1300g/m 2
上浆浓度：
1.5%～2.5%   
温度≥50°C
1200t/d
～1亿/套
复杂、现代化
质量好

B:5600mm  
V:300～350m/min
W:600g/m 2
上浆浓度：
1.2%～1.6%

破碎300～50mm或
撕至80～100mm

1200t/d
～1亿/套
复杂、现代化
质量好

150～300t/d
～1000万/套
简易、作坊式
质量差

工艺参数

单线能力
主设备投资
工厂档次
成品性能

表2
比较类别

表4

再生纤维浆生产方法——工艺参数

-

( 湿 ) 压缩团浆
/ 平板浆

1.08
2.0
260～280
0.9～1.1
双网压滤机+绒毛发
生器+闪急干燥+压板
机打包
B：3600（4200）mm
V：30m/min
W:1800～2400g/m 2
进浆浓度:3.5%～4.5%
出浆干度:80%～90%

1.08
1.0～2.0
100～120
0
双网压滤机+分切机+
打包输送

300（500）t/d
～3000万/套
简单、可靠、经济
质量好

300（500）t/d
～2000万/套
简单、经济
易腐烂、质量一般

B：3600（4200）mm
V：30m/min
W:1800～2400g/m 2
进浆浓度:3.5%～4.5%
出浆干度:45%～50%

再生纤维浆投资比较——生产成本

（干）平板浆板 90%

卷筒浆板 90%

干法浆块 90%

( 干 ) 压缩团浆 90%

原料AOCC成本/（元/t）
能耗及其他成本/（元/t）
水/（元/t浆）
电/（元/t浆）
汽/（元/t浆）
化辅成本/（元/t）
包材成本/（元/t）

1931
386
7
94
135
21
18

1931
418
10
109
146
21
18

1877
148
0
59
0
0
23

1931
324
5
105
104
21
23

人工成本/（元/t）
折旧成本/（元/t）
维修成本/（元/t）
生产成本小计/（元/t）

21
69
21
2317

23
76
23
2356

17
35
15
2025

19
50
25
2282

序号

( 湿 ) 压缩团浆
/ 平板浆 48%
1931
413
5
39
0
31
261（栈板包装）
23（无栈板包装）
17
45
20
2348（2110）

比较类别
海运费/（元/t）
陆运短驳费/（元/t）
管理费/（元/t）
财务费用/（元/t）
运输等费用小计/（元/t）
关税/（元/t）
成本合计

4

（干）平板浆板 90%
488
138
35
41
701
0
3,017

488
138
32
48
705
183
3,245

干法浆块 90%
488
138
20
30
675
0
2,700

（干）平板浆板

质量可靠、风险可控，合理标准

流程复杂、建设周期长、投资大

2

卷筒浆板

质量可靠、风险可控，政策适应性
更强（可产成品纸）

流程复杂、建设周期长、投资大、
能耗高、海关征收6%的关税

3

干法浆块

4

(干)压缩团浆

塑 料及 杂 质 去 除 不 净、除 尘 效 果
差，有爆炸及火灾风险、纤维强度
下降明显，存在海关政策不确定性
能耗大、噪音大、单线能力不大

5

(湿)压缩团浆

流程最简单、投资最省、建设周期
短、见效最 快、灵活性最强、综 合
成本最低
质量可靠、风 险可控，投 资少、建
设周期短、灵活性强，能源适应性
强（油、蒸汽、天然气均可）
流程简单、投资少、建设周期短、
见效快、灵活性强（可多组合）

(湿)平板浆板

流程简单、投资少、建设周期短、
见效快

( 干 ) 压缩团浆 90%
488
138
27
32
684
0
2,966

914
258
25
30
1,227
0
3,575（3,337）

推荐指数
★★★★
适宜长远规划
★★★
过渡期应急原料
可收购利旧纸机
★★
试验小批进货；
快速缓解原料短缺
★★★★
适宜长远规划

运输及综合成本高，储存时间短，
容易发霉变质、防腐剂增加废水负

★
试验小批进货；

荷、存在海 关拒关或延时风险；维
护成本高、控制不稳定
运输及综合成本高，储存时间短，
容易发霉变质、防腐剂增加废水负
荷、存在海关拒关或延时风险

过渡期应急原料
★★
试验小批进货；
过渡期应急原料

闪急干燥原理是使受到均匀分散、纤维绒毛化的湿
浆料在干燥系统中与热风接触，在短时间内完成传热、
传质过程，使浆料获得干燥。浆的传输体及热载体都是
流动着的空气，是气体输送、固体流态化等技术的综合
应用。浆料的闪急干燥经过湿浆加热、干燥、浆汽分离、
干浆冷却四个阶段，动力由风机提供（图11、图12）。
2.3

工艺参数对比
根据实践数据，再生纤维浆在不同形态下生产工艺

参数也不尽相同（表1），原料消耗、水耗、电耗、汽耗等都
具有一定差异，拟投资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投资比较
以马来西亚的诸多项目数据为例，不 难发现再生

( 湿 ) 压缩团浆
/ 平板浆 48%

缺点

系统预热新风后排出（图10）。

再生纤维浆投资比较——综合成本
卷筒浆板 90%

优点

1

6

3
表3

类别

再生纤维浆总结建议

纤维浆产品在不同形态下的投资成 本 有所差异，生产
成本与综合成本不尽相同，其中尤以运输成本差距最大
（详见表2、表3）。

“2021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制浆新技术 研 讨交流会”于
2021年9月25-26日于济南召开。图为会议现场。

维浆在投资建设过程中各有优缺点。
根据综合投资与成本核算，其中（干）平板浆板具有质
量可靠、风险可控、合理标准等优势，不过流程复杂、建设
周期长、投资大，因此较为适宜长远布局规划；(干)压缩团

4

总结建议
如表4所示，
（干）平板浆板、卷筒浆板、干法浆块、

(干)压缩团浆、(湿)压缩团浆、(湿)平板浆板五种再生纤

浆具有质量可靠、风险可控、投资少、建设周期短、灵活性
强、能源适应性强等优势，也适合长远规划；而其他各类品
种较为适合小批进货，作为过渡期的应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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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年除环保政策继续从严实施外，在碳达峰

我国溶解浆产业安全现状
2017～2021年我国溶解浆供应情况如表1所示，变

与碳中和的目标指引下，棉溶解浆工厂在本年度多数由

化特点为：
（1）国产溶解浆产量逐年减少；
（2）进口溶

于政策与成本的影响，退出生产序列，至年底全国仅在

解浆逐年增加；
（3）进口依存度（按照产值算）每年均

新疆有少部分棉浆生产企业运营。溶解浆厂在没有足够

超过警戒线（50%)。

毛利保障的情况下，为了节省碳排放量，倾向于生产能

2017～2019年，我国的溶解浆产量总体徘徊在158
万t 附近；2020～2021年，我国的溶解浆产量出现急速

从 上 述六点不 难看出，国产溶解浆与进口溶解浆

下降的情况，2021年实际产量仅有50万t(普通溶解浆、

此消彼长，是整个产业链包括国家政策、国际金融等多

棉浆、纸浆线改产溶解浆的总和)，同比减少55.35%。

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最终导致我国溶解浆的进口依存

2021年的产量与2017年相比，减少68.75%。

度由2017年的62.38%上升至2021年87.79%。该数据在

从2017～2021年进口数据看，每年均保持稳定的增

A Prob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for Dissolving Pulp
Industry with Using Bamboo instead of Wood
⊙ Ji Liuyan

⊙ 季柳炎

摘

要：以2017～2021年溶解浆产业数据以及相关事件为基
础，分析我国溶解浆产业安全现状以及产业安全中存在的问
题，结合我国竹产业与竹溶解浆现状，提出以竹代木构建我
国溶解浆产业安全防护体系的可行性。
关键词：溶解浆；产业安全；竹产业；竹溶解浆；
“十四五”规
划

季柳炎 先生
工程师，《中华纸业》杂志特邀撰稿
人，任职于上海中 禛 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2007年至今，从事溶解浆与纤维素
纤维市场与技术调研及贸易工作。

6

长，从2017年期初262万t发展至2021年345万t；5年间，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solved pulp data and related events
from 2017 to 2021, It analyzed the safety status of China’s
dissolved pulp industry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dustrial
safet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bamboo
industry and bamboo dissolved pulp,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o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bamboo instead of wood to construct the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of China’s dissolved pulp industry.
Key words: dissolving pulp; industrial security; bamboo industry;
bamboo dissolved pulp; the 14th five-year plan

戒线。
溶解浆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给我国的溶解浆产业

2020 年疫情发生 后,我国的溶解浆产 量下降 速度

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这种隐患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
点：

(1）我国的溶解浆生产原料木片以进口为主，疫情

(1）下游黏胶纤维、莱赛尔纤维、纤维素醚等行业

之后海运费价格上涨推高了进口木片的运输成本，甚至

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在某个 时间段会因为国外溶解浆

在某个阶段内，木片本身的价值比海运费还低，导致我

的价格上涨，使得整个下游产业链的利润被国外溶解浆

国溶解浆生产源头缺木片。

“割韭菜”。

(2）2020 年3月国外疫情大面积爆发后，人民币汇

(2）国内由于长期不生产溶解浆，会引发溶解浆产

率波动剧烈，推高木片进口的结汇风险。导致我国溶解

业链上所需要的设备、配件、化工品等产业产值逐步减

浆用木片进口量减少，在原料端制约了我国溶解浆的产

少，最终国内浆厂在需要生产溶解浆的时候，会出现因

量。

为相关装 备或 者原辅料配备不齐全，导 致 短 期内不能
(3）2020年5月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让黏胶纤

生产溶解浆的情况。

维、纤维素醚两个行业更愿意使用进口溶解浆。虽然进

(3）纸浆厂在溶解浆产量少的情况下，不会投入太

口溶解浆交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

多的资金、人力、物力用于溶解浆的研发，这表现出我国

值，有利于进口溶解浆的采购，减少了下游用户对于国

的溶解浆品类比较单一。目前我国的溶解浆主要应用领

产溶解浆的需求。

域为黏胶短纤，少量用于黏胶长丝生产。而国内的莱赛

(4）疫情之后，黏胶短纤、纤维素醚等行业出现了

尔纤维浆、醋酸纤维浆、纤维素醚浆均未实现量产。

大幅度减产，下游产业降低了对于溶解浆的需求。

综上，我国的溶解浆产业安全风险度较高，其已经

(5）纸浆价格在疫情防控期间景气度相对较高，且

在濒危状 态。导致 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溶解

其有期货等金融工具为交易价格与量护航，使得浆厂生

浆的主要原料木片需要进口，只有解决生产溶解浆所需

产纸浆的积极性高于溶解浆。

要的木片问题，才能从根源上化解我国的溶解浆产业安

表1

全风险。由于我国对于森林资源管控较为严格，想从本

2017～2021年国内溶解浆供应情况

土解 决溶解浆所需要的木片资源，在现行的政策下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中图分类号：TS721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06-04

2017年已经超出产业安全对于进口依存度设置的50%警

进口量增长53.33%。
较快，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

以竹代木构建我国溶解浆产业安全防护体系探讨

耗物耗低的纸浆。

国内溶解浆产量/万t 160
156
158
溶解浆进口量/万t
262
284
306
进口依存度/%
62.38 64.84 66.23

112
326
74.77

50
345
87.79

难做到，这就需要找出一种植物来替代木片作为溶解浆
的原料。

2

我国竹资源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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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作为绿色可再生资源，具有利用率高、健康、

的频率，极大地节约木材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既有环

环保的优点，顺应人们的需要，所以竹材势必成为未来

保作用，又能够重复利用。正因毛竹有如此显著的经济

大多数人的选择。

价值和生态效益，近年来毛竹的开发利用得到了一定重

我国竹生产量居世界首位，竹子是我国第二大森林

视，毛竹资源培育也有所成效，很多地区都大力投入，

资源。竹子是高大乔木状、禾草类植物，据记载竹类有

积极创建毛竹示范基地，以毛竹示范园为引领，推动了

70余属，1000多种。竹子外形高大、常青、生长速度快，

毛竹产业的发展。

表2
浆粕
种类
木溶解浆
竹溶解浆

产生，简化浆 粕生产流 程，节约物 耗

竹溶解浆和木溶解浆化学成分以及金属离子含量对比

多戊糖 甲种纤维
含量/% 素含量/%
1.32
3.69

95.2
92

抽出物
含量/%

酸不溶木素
含量/%

铁离子含量/
mg.kg-1

铜离子含量
/mg.kg-1

0.4
0.55

1.2
0.6

1.86
2.98

0.02
0.18

能耗，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污染负荷，
利于生态平衡 [7]。

5

总结
2020～2021年，是我国溶解浆发

主要生长的地域是暖温带、热带和亚热带。经过调查，

相关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竹材产量累计

解浆的生产能力，其竹溶解浆品类目前有两种：粘胶短

展史上较为坎坷的两年，经历这两年的发展后，我国的

在我国有竹 类植物39属、50 0 种之多，竹 种类、竹 林面

增长126.78%，产业发展较为迅速。2020年，我国大直

纤级竹 溶解浆以及莱赛尔级竹 溶解浆。泰盛科 技也已

溶解浆产业又一次站在生存挑战的历史抉择点。由于我

积、竹材储蓄量及产量居世界之首。[1-2]

径竹材产量约32.42亿根，其他直径5 c m以上的大竹子

经掌握莱赛尔级竹溶解浆的生产技术。

国缺乏适合生产溶解浆的木片，多年来业内尝试过多种

毛竹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竹类植物之一，分

[1-2]

14.6亿根，全国竹业产值近3200亿元。

布在我国南方多个省市，以省份计八大产区：东部有广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毛竹的固碳能力还远超普通
2

由于竹溶解浆的α-纤维素含量提纯到92%以上的

替代品，但较为成功的仍然是“以竹代木”。从2020 年

难度系数较大，同时其所含的多戊糖、灰分、金属离子

开始，青山纸 业 就 开始尝 试 利用福 建本地的竹子生产

东、浙江、江西、福 建，西部 有四川、广西、贵州、湖南

林木，1 h m 毛竹的年固碳量为5.09 t，是杉木的1.46

等指标也较木溶解浆高（表2）。这些指标的偏差，制约

竹溶解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其产品已经初步得到国

等；面积达700 hm 2 以上，占我国毛竹林总面积的73%，

倍、热带雨林的1.33倍。据统计，目前浙江省 毛竹 林的

了竹溶解浆在粘胶短纤等下游领域中的应用。故目前生

内粘胶短纤工厂以及莱赛尔工厂的认可。虽然当前的竹

世界毛竹林面积的80%。

碳储量已达870万t，相当于固碳3200万t，超过一座千万

产竹溶解浆面临的两大课题为：
（1）α-纤维素提纯以

溶解浆仍存在少量的瑕疵，但是如果能够从竹子的种源

及杂质的去除；
（2）溶解浆的反应性能优化。

开始抓 起，再到种 植、收割、制浆，在各 个环 节进行精

竹子3年即可成材，属于可循环可再生资源，而木

[3]

人口城市一年的CO 2 排放量 。

材成材则需要10年左右，竹子相较于木材具有较短的生

2021年底，以竹产业为主的省份均在其“十四五”

长周期，这使得其在供应端能够更加灵活适应不同的生

规划中，提及针对竹产业的布局。其中：《江西省林业发

产需 求。毛竹 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有 效降低砍伐 木 材

[4]

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需要大力发展竹基新材料 ；
《贵州省“十四五”新型建材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
[5]

发展竹炭 纤维等材 料 。《四川省“十四五”竹产业高
质量发展和竹林风景线高质量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

细化管理的情况下，笔者相信“以竹代木构建我国溶解

4

竹溶解浆产业化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竹 溶解浆生产技术不是太成熟的现状，需要

在实现竹溶解浆规模化生产过程中，做到如下几点：
(1）对现有竹产地的竹子进行优化，引进栽培适合
于生产纸浆、溶解浆的竹子进行种植 [6]。

浆产业安全防护体系”是可行的。
由于竹 林 在固碳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可以为
竹 溶解浆工厂减少碳排 放、实现碳中和等工作进行加
分。同时，一个10万t 规模的竹溶解浆工厂，一年可以消
耗鲜竹约50万～60万t，其可以带动竹林产区的规模化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已经实现竹浆135万t的年生产

(2）建 议新建的溶解浆 工厂选址在竹子种 植基地

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解决竹林产区人员的就业问题。以

能力，竹浆造纸155万t；同时其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

附近(节省运费）。溶解浆生产企业最好拥有自己的原料

此达到部分省市“十四五”规划中要求“构建竹加工产

明确提出：建设竹纤维产业创新发展基地，竹浆及造纸

基地。

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

产能分别超过200万t；推进宜宾市纺织竹浆粕纤维项目
[3]

建设，扩大竹溶解浆和竹纤维纺织产品产能 。

(3）收割后的竹子，进行切割时可以采用鼓式切竹
机、造纸专用碎竹片机等专业设备进行切割。同时，需

色供应链，促 进竹加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变”的目的，同
时还有效保障了我国的溶解浆产业安全。

要拥有自己的竹片堆场。

3

竹溶解浆现状简述

认证，拓 宽 产品线，提 升品牌 美 誉度。同 时 需 要 推 进

[1] 黄培和.毛竹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浅析[J].南方农业(下旬).

业股份有限公司量产过竹溶解浆，但是由于其杂质含量

FSC-FM竹林认证，落实认证竹林种植面积，拓展FSC

[2] 樊志权.我国竹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现代园艺,2020(18).

高、反应性能不稳定，最终没有得到下游粘胶短纤工厂

产品的原料供应。

[3] 四川省“十四五”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竹林风景线高质量建设规

当前纸浆工厂中，具备竹溶解浆生产能力的有：泰

(5）溶解浆工厂需要做好环保工作，配备相应的环
保设施，保障竹林产地的生态环境。

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部分浆厂、福建省青

(6）化学 纯度是浆 粕最为重要的质量指 标 之一，

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其余纸浆厂中，能够生产竹

需层层把关，在降 低 原料自身的 非纤维素杂质含 量的

纸浆的还有：宜宾纸业、中顺洁柔、永丰纸业、韶能股份

同时，应防止带入外来的金属离子及灰分，须严格关注

等公司。根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公司合计年生产能力约

洗、筛、漂用水质量指标 [7]。

为160万t，其中竹溶解浆年生产能力约为18万t。

8

参考文献

在我国溶解浆生 产历史 上，曾经有贵州赤 天化 纸

的认可，从而改成竹浆用于造纸。

竹林

(4）溶解 浆 工 厂进行F S C- C O C产 销 监 管 链 的

根据相关报道，青山纸业已经具备年产10万t竹溶

划[Z].
[4] 江西省林业发展“十四五”规划[Z].
[5] 贵州省“十四五”新型建材产业发展规划[Z].
[6] 王水英.种源和培育措施对人工林毛竹材性的影响[D].福建农林
大学,2008.
[7] 杨玲,李文俊,王伟,等.竹制溶解浆研究进展[J].纸和造纸,2015(3).

(7）对现有的竹产地纸浆厂，可以实行“化学浆技改
溶解浆”方式。取消预水解段，从源头杜绝预水解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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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 Sun Dandan1, Wang Yongquan2
(1.Pöyry Shando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Jinan 250101, China; 2.Shandong Light Industry
Design Institute, Jinan 250014, China)

以给出准确的信息，但是也只仅限于文字表面，缺失立

2

体形象、空间立体信息；三维（3D）演示，同一时刻只能

2.1 VR技术在制浆造纸培训中的作用

[1-3]

VR技术在制浆造纸工程中的应用

。本文以制浆造纸行业

培训是提高公司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而利用V R技

为例，陈述了行业借助V R技术联合激光扫描技术和3D

术培训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受训者能够与虚拟工厂进行自

模型对受训者进行培训，以及供工程师快 速检查设备

然而灵活地交互。使用贝利虚拟工厂设计软件，培训环境

管道的碰撞问题，优化建造过程，解决现场实际问题，

始终是真实的，且可以随时使用。通过V R技术看到的设

达到预期效果的目的。

备、模型完全就是现实纸厂中的场景，受训者在不用去工

显示出某一区域的局部信息

厂现场的情况下就可以全面了解工厂的实际情况，查看设

1

虚拟现实技术在制浆造纸中的应用
1

⊙ 孙丹丹

王永全2

（1.山东贝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济南 250101；2.山东省轻工业设计院，济南 250014）

摘 要：VR（虚拟现实）技术是当今世界前沿科学之一。很多
领域都引入了V R技术，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本文简述
了V R技术被引入制浆造纸行业后，对该行业的支持与发展，
同时陈述了VR技术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
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虚拟现实；三维模型；制浆造纸；应用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rontier science in the world today, virtual
reality(VR)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many areas and
bring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lked about that
VR how to support and develop for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d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currently, also
presented some new ideas on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VR); 3D model;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application

VR（虚拟现实）技术

备，了解工艺流程，甚至可以模拟工厂的实际生产情况。

VR技术是当今世界热门研究的科学之一，具有非常重

目前的V R技术在制浆造纸行业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

要的作用。V R技术基于详细、复杂的设计的信息数据库，将

开发阶段，各种应用还需借助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软件，如

其转换成可感知的、可视化的、直观的三维显示图像。

CAD、PDMS、NAVIS等。通过VR技术培训，可以帮助受

1963年以前，虚拟现实技术仅限于有声形动态的模

训者取得颇佳的培训效果，使空洞无趣的信息转化成生动

拟。之后至1972年，虚拟现实技术开始产生初步的概念和

形象的实物，同时激发受训者的灵感；而没有现场工作经

想法。1973年至1989年，虚拟现实的概念产生，并形成了初

验的工程师，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看到现场工作中遇到的问

步的理论基础。至2004年，虚拟现实理论进一步进行完善

题，避免在以后的设计工作中出现类似的情况，即节省了

并开始在部分行业进行应用。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引起

时间成本，同时又减少了金钱的支出。

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被应用在多个领域。如医学上，

2.2 VR技术在制浆造纸设计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用于教学、相关复杂手术或先进手术过

一个制浆造纸厂的改造与投产，最初的工作就是设

程的规划，在手术模拟进行过程中提供相关操作和信息

计。各专业的工程师在设计时，都要借助不同的设计软件，

上的辅助及显示，预测手术进行的结果及遇到的问题等。

比如：CA D、PDMS、3D Pl a nt等。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军事上，虚拟战场既通过模拟建立虚拟战场的环境来培

V R技术也被引入到制浆造纸设计中，虽然是引入初期，但

训相应的军事从业人员，又可以通过模拟军事战场来检查

是发挥的作用非常重大。

和评估所使用武器系统的性能指标等。在娱乐游戏领域，

对于经常使用PDMS和NAVIS软件的设计人员来说，

主要应用在公共场所或各种仿真等。近年来，V R技术被引

建模成了日常工作，工程师需要按照客户提供的二维图

进入制浆造纸行业，为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纸，在三维模型中利用不同数据库和模块将其建造出来，

遇。德国VO I T H公司、芬兰维美德、芬兰A F RY公司都在

然后转换成NAV I S文件进行浏览，检查有无碰撞，位置是

积极地研究和探索中。AFRY虚拟工厂设计软件是基于云

否合适及与周围设备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等。在同一视觉

的虚拟现实环境，可以兼容任何虚拟现实硬件的控制器。

范围内看到的信息比较局限，且缺乏全局性。目前V R技术
可以与PDMS、NAVIS相兼容，VR技术需要借助NAVIS和

孙丹丹 女士
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造纸工艺、机械
管道方面设计。

中图分类号：TS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10-03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缩写VR）是20世

P D M S或者其他文件，才能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对于一个

纪发展起来的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它融合了三维模型

全新尚未投产的设计项目，设计人员可以借助以往相似的

技术、立体显示技术等多门学科于一体，建立起一个虚

投产项目，将已有的NAVIS文件转换成VR文件，借助头盔

拟的三维空间，给使用者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

显示器、操纵杆、跟踪球等工具，使客户在工厂还没有建成

感官的模拟状态，最终以超强的仿真系统，真正实现了人

时，就优先看到工厂的结构、面貌，如身临其境般地在工

机交互，可以随意操作并且得到环境最真实的反馈。

厂中进行讨论、修改、检查、设计等各种操作。设计工程师

传统的成果展 示、信息传播多以文字图片资 料 等

再根据客户提出的要求进行重新建模或者修改。而对于改

形式进行。这种传播方式信息量比较少，而且不直接，

造项目来说，运用V R技术，要借助激光扫描技术，将现有

没有相互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等。单纯的文本形式虽然可

10

图1

虚拟现实技术原理

的工厂的模样首先进行扫描，然后转化成V R文件，继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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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头盔显示器和操纵杆等在虚拟环境中与客户进行讨论、

V R技术给制浆造纸注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引入初

操作，修改、整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虚拟工厂

期阶段，软件本身存在一些挑战。数据存储设备的读取及

设计模型，初步设计可以提供更为准确的价格，例如，管

释放速度及存容量不足，而显示设备的高昂造价和清晰度

道数量的估算会更准确。

问题也需要解决。对于设计工程师来说，V R技术在设计中

将VR技术应用在制浆造纸设计中，只要有VR相关设备

仅能借助PDMS、NAV IS或者其他软件转化成相应的V R

即能够满足多个参与者同时参与，共同讨论，对V R工厂进行

文件后才能进行后续操作，且操作时，就目前发展情况来

实时设计，对于一些问题的商讨与解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看，存在很多问题。如不能准确定位、不能赋予元素以特定

V R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演示媒体，而且还是一个工程

的属性，不能任意修改，删除指定元素等。再者，利用V R

设计的实时设计工具。设计工程师可以在V R软件内直接

技术商讨决定的结果不能直接反馈生成相应的P D M S或

通过各个模块进行建模、组合，效果同P D M S建模类似。

NAV IS文件，即不能进行逆转化，而需要工程师在PDMS

V R技术使以往只能借助其他传统工具的设计模型提升到

或者NAV IS软件中修改后获得新的模型，转化成新的V R

可数字化的、可实时操作的、所看即所得的层面，大幅提升

文件，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了工程设计的效率与质量。运用V R技术，设计工程师可

从设计工程师工作中建模的角度出发，V R技术可以

以随时变化自身所在厂房中的位置，去观察和思考厂房设

进一步研究开发满足建模要求，且不受读取软件限制的新

计的情况，既能够全盘考虑方案，同时又能具体细节的修

一代工具软件计算法、虚拟现实建模语言的研究，实现VR

改，既节约了设计时间，又节省了做模型的费用。

与二维（CA D）、三维（PDMS、NAV IS）等多个应用软件

A Review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of Common Processes
for Chlorine Dioxide Production
⊙ Liu Liangqing, Huang Binggui
(Guangxi Bossc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Nanning 530007, China)

的顺逆兼容作用。

3

VR技术在造纸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及发展新思路
4

结束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V R技术的研究规模及应用范

围愈益扩展。目前制浆造纸行业也开始引入V R技术，但仅
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大多数造纸企业对于该技术在本行业
的发展持观望态度，主要原因还是V R技术软件的开发不
够成熟且价格较高，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VR技术的

二氧化氯生产常用工艺的特点及其适用性评述
⊙ 刘良青

黄丙贵（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530007）

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在诸多领域内富有成效的应用效益及
宽阔的发展前景是其必然。

图2

通过激光扫描转化成的VR文件视觉图片

刘良青 女士

参考文献
[1]Sequeira Vitor, Gonzales Joao G M. 3D reality modelling: photorealistic 3D models of real world scenes [C]//Process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3D data processing visualization

工程师，公司二氧化氯分部经理助理兼工艺
主管；先后从事制浆、二氧化氯制备的生产工
艺管理及工艺设计工作10多年，参与国内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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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2

通过NAVIS软件转化成的VR文件视觉图片

[收稿日期:2022-03-24(修改稿)]

Key words: chlorine dioxide production; reduction process; integrated process; sodium sulfate; neutralization; horizontal type generator;
vertical type generat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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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于纸浆漂白、亚氯酸钠制备的二氧化氯生
产方法主要有还原法（以外购的还原剂和氯酸钠、硫酸

以外购的硫酸、氯酸钠（含少量氯离子）和还原剂
作为原料制备二氧化氯，反应原理如图1。

为原料）和综合法（自制原料—盐酸和氯酸钠）。其中，

还原剂不同，生成的还原剂产物也不同，目前使用

还原法根 据采用的还原剂的不同，主要 分为甲醇还原

范围比较广的还原剂是甲醇和双氧 水，两种还原法的

法、双氧水还原法；根据还原法的副产物酸性芒硝（倍

详细反应原理和对比见下文。

半硫酸钠）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又分为不含酸性芒硝中

1.1.2

性化处理工序的工艺、含酸性芒硝中性化处理工序（可
带芒硝干燥系统）的工艺。还原法和综合法，根据采用

系统以补充的水、氯气和电解 氯 酸钠用的电力为
原料，自制盐酸和氯酸钠来制备二氧化氯，见图2。
系统反应方程式如下 [1]：

的发生器结构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
生器两种生产工艺。

氯酸钠电解:NaCl+3H 2 O→NaClO3 +3H 2

本文对上述不同工艺路线的投资、运行成本、各自
的优缺点、适用性 进行了对比分析，给项目设计、建设

1.2

自由基转化为氯离子，从而减少或避免氯自由基出现[见

酸钠，因此 生产成 本远低 于 还原法。在电价为0.4元 /
k W.h的情况下，综合法制备系统的二氧化氯生产成本

反应式(2）]产生氯气，使得氯离子在整个反应过程中循

约为还原法的60%。

ClO3 - +Cl- +H+→ClO 2+Cl.+H 2 O

(1)

1.3

投资成本、特点及适用性

Cl.+Cl.→Cl 2

(2)

还原法与综 合法的投资、特点及 适用性 对比如表

甲醇与氯自由基的反应 速率比 双 氧 水慢，导 致少
量氯自由基按反应式(2)转变成氯气与二氧化氯一起进

护难度较大、电能需求大、投资成本高的缺点。建议企

氧化氯水溶液几乎没有Cl 2 。

业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周边的交通运输条件、原辅材

2.2

ुන$M )0ጥප
)ඩච

)$MՋ
ࢹൿ

/B$Mʿᯏ֖නӐ᧿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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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工艺流程

单价

0.17 t/tClO 2
甲醇
3000元/t
硫酸
800元/t
0.88 t/tClO 2
氯酸钠
4800元/t
1.66 t/tClO 2
氯气
氢氧化钠
直流电
.
动力电 645 kW h/t ClO 2 0.4元/kW.h
低压蒸汽
110元/t
10 t/t ClO 2
中压蒸汽
125元/t
3.5 t/t ClO 2
工艺水
1元/m 3
110 m 3/t ClO 2
3
软化水
2 m /t ClO 2
3元/m 3
合计

综合法
成本/元.t-1
510
704
7968
258
1100
437.5
110
6
11093.5

单耗

单价

950元/t
2.5元/kg
45 kg/t ClO 2
9170 kW.h/t ClO 2 0.4元/kW.h
835 kW.h/t ClO 2 0.4元/kW.h
110元/t
10 t/t ClO 2
125元/t
4.5 t/t ClO 2
1元/m 3
110 m 3/t ClO 2
0.75 t/t ClO 2

4.5 m 3/t ClO 2

3元/m 3

成本/元.t-1
712.5
112.5
3668
334
1100
562.5
110
13.5
6613

性化处理(带芒硝干燥系统)工艺的制备系统为例，用立

反应原理

式发生器的甲醇还原法和双氧 水还原法制备系统的物

甲醇还原法是以甲醇为还原剂，与氯酸钠、硫酸反

料消耗、运行成本对比如表3。

应制备二氧化氯。双氧水还原法是以双氧水为还原剂，

甲醇还原法与综合法制备系统运行成本的对比

甲醇还原法

虽然双氧 水还原法制备的二 氧化氯纯度高，但其

甲醇还原法与双氧水还原法工艺的对比

сප)0 $M0̃ඬӐනපໄ

还原法二氧化氯制备反应原理

备注

含整流变及铜排损耗
含冷却水、冰水系统电耗
冷水机组采用蒸汽制冷
真空喷射器用

运行成本

生产运行成本较高。以C l O 2 产能为8 t/d，采用芒硝中
2.1

$Mिන

නሎߔ९ဖ

单耗

环使用。

运行成本

备注：表中原料单耗均按照100%计；系统设备配置不同，物料消耗会略有差别；原辅料的单价各地区存在一定差别；上述甲醇还原法含芒硝中性化处
理工序。

14

购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而综合法制备系统自制氯

双氧 水还原法制备的纯度高，双氧 水还原法制备的二

$M

නᄉᒬၿ۲
$M0 $M

表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甲醇和双氧水作为还原剂，与氯自由基反应，将氯

料供应状况、资金预算等选择合适的制备工艺。

ᤆԓҍ

序号 消耗项目

还 原法制 备系统 的 主 要 生 产成 本是 氯 酸 钠 的 采

在系统复杂、开停机较慢、生产不稳定因素多、操作维

/B$M0ႂᝌ
ࢹൿ

图1

过程中补充）反应生成二 氧化氯和氯自由基[见反应式

总反应：Cl 2+4H 2 O→2ClO 2+4H 2

还原法的反应原理

$M ᤆԓҍ̖ྫྷ
නሎߔ

和综合法制备系统的运行成本进行对比（表1）。

入吸收系统，因此甲醇还原法制备的二氧化氯纯度没有

ႂᑞ

$M0 $M )
නᦺ
ᦺ

酸 根在 酸 性介质中与氯离子（原料氯 酸钠带入或 生产

综合法虽然运行成本较低、生产安全性较高，但存

反应原理

1.1.1

15 t/d二氧化氯制备系统为例，对甲醇还原法制备系统

盐酸合成: H 2+Cl 2 →2HCl

还原法与综合法工艺的对比

1.1

两种工艺制备二 氧化 氯的反应机理一样，均是氯

2。

Cl 2+H 2 O

与氯酸钠、硫酸反应制备二氧化氯。

围更广，两种工艺的运行成本相差不大。下面以产能为

二氧化氯生成:N a C l O 3 +2H C l→N a C l+C l O 2 +

人员在项目规划建设时提供参考。

1

综合法的反应原理

还原法中的甲醇还原法比双氧水还原法的应用范

表2
工艺

投资

还原法

A

甲醇还原法与综合法制备系统对比

设计特点

系统简单，开停机迅速（开机不
到 0.5 h可达 到10 0 %产能），生
产稳定性高，操作维护方便。
综合法 (3～4)A 系统复杂，生产环节多，开停机
速度相 对较 慢（开机 2 h左右达
到10 0 %产能），生 产不 稳 定因
素多，操作维护难度较大。

表3
对比项目
甲醇还原法
双氧水还原法
差值

双氧 水还原法的原料双氧 水（一般为27.5% w/

原料

安全性

适用性

外购氯酸钠、
硫 酸 、还 原
剂，电耗低。
自制氯酸钠、
盐 酸 ，电 耗
高。

需储存甲类危化品— —固体氯
酸 钠 、甲 醇 或 双 氧 水，安 全 风
险相对较高。
无需储存甲类危化品— —固体
氯 酸 钠、甲 醇 或 双 氧 水，安 全
风险相对较低。

适 用 于 原 料 供 应 充 裕、运 输 方
便，项目建设资金有限，产能要求
小的小型企业。
适用于电价低、电力充足，且氯气
或 盐 酸供应充足，项目建 设资金
充裕，产能要求大的大型企业。

甲醇还原法与双氧水还原法的消耗及运行成本对比

工艺水/
t.t-1ClO 2

电耗/
kW.h.t-1ClO 2

蒸汽消耗/
t.t-1ClO 2

硫酸消耗/
t.t-1ClO 2

氯酸钠消耗/
t.t-1ClO 2

还原剂消耗/
t.t-1ClO 2

运行成本/
元.t-1ClO 2

120
120
0

1250
1270
-20

6.5
7.4
-0.9

0.88
0.88
0

1.66
1.66
0

0.17
0.35
0.18

10517
11164
-647

备注：原料消耗按100%浓度计，物料单价按：工艺水1元/t，电0.4元/kW.h，蒸汽（低压）110元/t，硫酸800元/t，氯酸钠4800元/t，甲醇3000元/t，双
氧水3600元/t；电耗含冷冻水系统(用螺杆式冰水机)、冷却水系统、二氧化氯输送泵等全部生成用电；芒硝处理系统间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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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带入发生器的水分及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水分比甲醇

吸收 塔 和尾气 洗涤塔、真空系统 选型均比甲醇还原法

表5。

还原法多，发生器蒸发水分所需的蒸汽用量和循环泵的

大。基于以上原因，双氧水还原法的整体设备投资成本

3.2

循环流量较大；且双氧水还原法产生的气量大，选用的

比甲醇还原法高。

投资成本进行对比。
以产能为8 t/dClO 2 的甲醇还原法二氧化氯制备系

酸性芒硝中性化处理的反应原理
还原法制备二氧化氯产生的副产品酸性芒硝经过

统 为例，副产品酸 性芒硝处理 采用这两类工艺的主要

真空泵和尾气风机规格较大，因此相应的蒸汽消耗、电

以双氧水为还原剂制备的二氧化氯溶液基本不含

滤洗涤后进入芒硝转化反应器，加热水、低压蒸汽并不

耗比甲醇还原法高。同时，双氧水还原法的还原剂用量

氯气，漂白过程中对 纸 浆纤维损伤小，漂白效果好。若

断搅拌，将溶液密度、温度控制在特定数值范围内，使

是甲醇还原法的2倍，且 双氧 水的单价比甲醇高，因此

项目厂家所在地的双氧水单价低、项目投资预算允许的

酸性芒硝发生复分解，其通式为：

双氧水还原法的运行成本比甲醇还原法略高，约为甲醇

情况下，可以选用双氧水还原法；但若对使用的二氧化

酸消耗，同时可提高芒硝的洗净度，降低氯酸钠消耗；

还原法的1.1倍。

氯的纯度要求不高，建议选用运行成本低、投资相对较

但酸性芒硝转化成中性芒硝需要加稀释和洗涤水，这部

2.3

少的甲醇还原法。

分水回二氧化氯发生系统会增加系统蒸汽用量，蒸汽消

投资成本、特点及适用性
用立式发生器的甲醇还原法和双氧水还原法制备

3

系统的投资对比如表4。

+

采用含芒硝中性化处理工艺可以将酸性芒硝转化
成中性芒硝，回用酸性芒硝中的H+、S O 4 2-，降低系统硫

由于N a 2 S O 4 在水溶液中的溶解度小而逐渐结晶析
+

物料消耗、运行成本、投资对比如表6。

2-

耗比不含芒硝中性化处理系统的高，增加的中性化处理

出，N a 2 S O 4 晶体与含N a 、H 、S O 4 的酸性溶液一起

设备，也使系统的电耗升高。因此，采用含芒硝中性化处

进入过滤装置进行过滤洗涤，实现固液分离。分离得到

理工艺的生产运行成本高于不含芒硝中性化处理系统工

酸性芒硝的处理方式

的中性芒硝晶体（N a 2 S O 4）可按上述方式3或方式4处

艺的；但若干燥后的芒硝有销售渠道，1吨二氧化氯约产

大；且双氧水还原法反应速率比甲醇还原法慢，且反应

还原法制备系统产生的副产品酸性芒硝[倍半硫酸

理方式进行后续处理，酸性滤 液回二 氧化氯 发生系统

1吨中性芒硝，每吨中性芒硝售价约400元，其综合运行

产生的气泡多，因此发生器的设计容积比较大；此外，

钠,N a 3H(S O 4) 2]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为4种，特点对比如

循环使用，可回收酸性芒硝中90%的硫酸，减少硫酸原

成本远低于不含芒硝中性化处理系统的工艺。

由于双氧水还原法发生系统需蒸发的水分较多，
因此 再 沸器、间冷 器、循 环 泵 的 规 格均比甲醇还 原法

表4
工艺

投资

对比
3.1

设计特点

表5
处理工艺

料的用量。

甲醇还原法和双氧水还原法制备系统对比

甲醇还 A万元/ 发生系统、吸收系统、真空系统、尾气处 理系统 选型
原法
套
规格小，反应速率快（停加料后约10min停止反应）。
双氧
(1.1～ 发生系统、吸收系统、真空系统、尾气处 理系统 选型
水还原 1.2)A万 规格较大，反应速率稍慢（停加料后约30m i n停止反
法
元/套 应）。

处理
方式

还原法含与不含酸性芒硝中性化处理工艺的

3.3

产品特点

原料

适用性

二 氧化 氯 水溶
液含少量Cl 2 。
二 氧化 氯 水
溶 液 几乎 没有
Cl 2 。

还原剂和蒸汽
消耗较低。
还原剂和蒸汽
消耗较高。

适 用于对二 氧化 氯 纯 度要求
不高的场所（如制浆企业）。
适 用于对二 氧化 氯 纯 度要求
高的场所（如亚氯酸钠制备、
食品及饮用水消毒）。

运行及投资成本

没有限制，酸性芒硝溶液可代替部 分硫 酸用于制浆 造

上述4种酸性芒硝的处理方式，归为含与不含酸性

纸厂漂白车间调节浆的p H值，或者根据酸性芒硝的物

芒硝中性化处理工艺两大类，下面对这两大类的运行和

性用于调节其它物料的p H值，建议采用不含酸性芒硝

副产品酸性芒硝的处理方式对比
优点

缺点

适用性

方式1 不进行中性化处理，用热水 节约漂白车间的硫酸用量；二氧 芒硝所含的钠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最终进入 适应于有纸浆漂白
溶解后送制浆漂白车间代替 化氯制备系统投资成本低；工艺 漂白废水，导致废水的无机盐含量升高。 工序且对外排废水
部分硫酸调节浆的pH值。 流程简单，操作维护方便。
的无机盐含量没有
限制的企业。
方式2 不进行中性化处理，用热水 节约碱回车间外购芒硝的成本； 生产操作控制不当，会导致碱回收车间蒸发 适 应 于 采 用 硫 酸
或黑液溶解后送碱回收车间 二氧化氯制备系统投资成本低； 工段的蒸发器结垢、腐蚀；选用热水溶解，会 盐 法 制 浆 的 制 浆
使用（代替外购的芒硝）。 工艺流程简单，操作维护方便。 导致碱回收车间的蒸发器蒸汽用量增加。
造纸企业。
方式3 进 行 中 性 化 处 理 ，将 酸 性 节约碱回车间外购芒硝的成本， 生产操作 控制不当，会导 致碱回收车间蒸 适 应 于 采 用 硫 酸
芒硝转化成中性芒硝后，用 芒 硝 经 过中性化 及二 次 洗涤， 发 工 段 的 蒸 发 器 结 垢；二 氧 化 氯 制 备 系 盐 法 制 浆 的 制 浆
热水溶解送碱回收车间使用 可降 低 二 氧化 氯制 备系统 的硫 统、碱回收车间的蒸发器蒸汽消耗 较 高； 造纸企业。
（代替外购的芒硝）。
酸、氯酸钠消耗。
二氧化氯制备系统投资成本较高。
方式4 进行中性化处理，将酸性芒 节约碱回车间外购芒硝的成本， 生产操作 控制不当，会导 致碱回收车间蒸 适 应 于 采 用 硫 酸
硝转化成中性芒硝，并干 燥 芒 硝 经 过中性化 及二 次 洗涤， 发工段的蒸发器结垢；二 氧化氯制备系统 盐 法 制 浆 的 制 浆
成元明粉外售或送碱回收车 可降 低 二 氧化 氯制 备系统 的硫 蒸汽消耗 较高；二 氧化氯制备系统投资成 造纸企业以及有元
间使用。
酸、氯酸钠消耗；芒硝外售可获 本 较 高；二 氧 化 氯 制 备系 统 增 加 干 燥 系 明 粉 销 售 渠 道 的
得 一定 的 经 济 效 益，综 合 生 产 统，操作维护难度增加。
企业。
运行成本低。

16

综上所述，如果企业对于外排废水的无机盐含量

图3

还原法卧式发生器
表6

对比项目
不含芒硝中性化
含芒硝中性化
差值

图4

还原法立式发生器回路结构

含与不含酸性芒硝中性化处理的对比

工艺水/
t.t-1ClO 2

电耗/
.
kW h.t-1ClO 2

蒸汽消耗/
t.t-1ClO 2

硫酸消耗/
t.t-1ClO 2

氯酸钠消耗/
t.t-1ClO 2

甲醇消耗/
t.t-1ClO 2

运行成本/
元.t-1ClO 2

设备投资/
万元

120
120
0

1250
1340
-90

5
6.5
-1.5

1.02
0.88
0.14

1.665
1.66
0.005

0.17
0.17
0

10488
10553
-65

A
～1.2A
0.2A

备注：原料消耗按100%浓度计，物料单价按：工艺水1元/t，电0.4元/kW.h，蒸汽（低压）110元/t，硫酸800元/t，氯酸钠4800元/t，甲醇3000元/t，双
氧水3600元/t；电耗含冷冻水系统(用螺杆式冰水机)、冷却水系统、二氧化氯输送泵等全部生成用电；本表含芒硝中性化处理的工艺包括了芒硝干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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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化处理工序的工艺，以节约项目投资成本；但若本

还原法和综合法都采用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

企业无法消耗酸性芒硝且有元明粉的销售渠道，建议采

这两种工艺，两种制备方法的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

用含酸性芒硝中性化处理且带干燥工序的工艺。

的结 构形式基本相同，卧 式 发生器和立式 发生器的结
构见图3、图4。

4

采用卧式发生器与立式发生器的对比

4.1

对比项目
发生器气相
压力
发生器反应
温度
发生器内溶
液反应浓度
二氧化氯
稀释介质
二氧化氯气
体分压
二氧化氯气
体温度
弱氯组分

二氧化氯溶
液中氯气含
量
结晶的问题
泡沫的问题

水分、pH的
平衡

开停机
操作
维护
单套产能

18

综合法采用卧式发生器工艺和立式发生器的工艺

特点

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的结构
表7

4.2

综合法采用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的对比

卧式发生器
-1.5 kPa(g)，压力可变控制范围小，抗波动性能弱。
发生器分为多个反应室，并内置加热盘管，反应温度从25 ℃～
85 ℃逐级提高；没有强制循环，若发生器体积过大，稀释空气
管路堵塞，会出现反应室温度不均匀、局部过热现象。
发生器各反应室中氯化钠的浓度逐步增高，氯酸钠的浓度逐步
降低，各反应室的反应速率不一致。
二氧化氯稀释介质为空气、回流的弱氯气及反应产生的氯气，
稀释空气管路易发生堵塞或鼓气不均，导致二氧化氯分解。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塔的二氧化氯气体分压高，与二氧化氯气体
的爆炸极限（二氧化氯分压100 m m H g）差距不大，易发生二
氧化氯分解。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塔的二氧化氯气体的温度约55 ℃，不利于
二氧化氯的吸收。
发生系统排出的弱氯氧含量高，因此盐酸炉需要消耗更多的氢
气，同时氧气与氢气燃烧释放的热量和生成的水分多，盐酸炉
需要更大的换热面积，对燃烧灯头、整个盐酸炉的使用寿命等
均造成不利影响。
无法进行脱氯，二氧化氯溶液中氯气含量高。

内部无强制循环，发生器易出现氯酸盐结晶、沉积，造成空气
稀释喷嘴堵塞，最终导致稀释空气不足，二氧化氯气体分解。
发生器利用空气稀释二氧化氯气体，而稀释空气易携带杂质进
入发生器的反应液，导致电解系统和二氧化氯生成系统产生泡
沫，系统操作不稳定。
仅通过弱氯酸盐蒸发器蒸发、平衡水分，并反应残酸来平衡
p H。当二氧化氯分解，发生器喷淋水降温后，弱氯酸盐蒸发器
升温较慢，导致氯酸钠反应器在一定时间内在水含量较高、非
正常p H值下运行，将降低电解槽的电解效率，加大电解槽阴极
板的腐蚀，导致强氯酸钠过滤器清洗频繁，甚至发生器二氧化
氯反复分解。
开停机耗时较长，达到100%产能需要4～6 h。
手动操作和D C S控制相结合，发生器稀释空气的流量控制点
多，操作相对复杂。
发生器内部稀释空气和紧急水喷嘴结构复杂，易出现堵塞或脱
落，维护较为麻烦。
目前最大达到每天25 t。

立式发生器
-69～-75 k P a(g) ，压力可变控制范围加大，抗波动
性能强。
发生器循环管路上装有加热器（列管换热器），在循环
泵的强制循环下，加热器溶液温度出口与反应器溶液
温度温差较小，反应温度稳定在71～73 ℃。
发生器循环回路中的氯化钠和氯酸钠浓度均匀，反应
速率稳定。
二 氧化 氯 稀 释 介质为 水 蒸气（主 要由3 2 % 的 盐 酸 带
入）和反应产生的氯气，发生器处于强制循环、沸腾状
态，各部位蒸发水量均匀，二氧化氯不易分解。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气提塔的二氧化氯气体分压低，
不易发生二氧化氯分解。
经二 氧化氯冷凝器冷却，进入二 氧化氯吸收/气提塔
的温度约45 ℃，有利于二氧化氯的吸收。
发生系统排出的弱氯氧含量低，减少了弱氯气在盐酸
炉中燃烧产生的热量和冷凝水，有利于提高盐酸炉的
换热效果 和盐酸品质，延长燃烧 灯头、整个盐酸炉的
使用寿命。
配套的二 氧化 氯吸收塔 采用吸收/气提塔，进行脱氯
后，二 氧化 氯溶 液中氯气含量较低，可 减少 制浆漂白
废水的AOX含量。
立 式 发 生器内的母液 在循 环 泵 的作用下 不 断循 环，
NaClO 3 浓度均匀，不会产生结晶体。
二 氧化 氯 生成系统在自循环、高真空状 态下运行，利
用发生器蒸发的水分稀 释二 氧化氯气体，杜绝了杂质
进入系统，系统不易产生泡沫，运行更稳定。
通过发生器循环回路的加热器加热蒸发、平衡水分，
并通过弱氯酸盐加热器补充加热升温，在气体分离器
反应残酸来平衡p H。当二氧化氯分解，发生器喷淋水
降温 后，可通 过增加发生器加 热器、弱氯酸 盐 加 热器
的蒸汽量，快速实现 水分、p H的平衡，保证进入电解
系统的反应液的组分稳定。
开停机耗时较短，开机约2 h可达到100%产能。
DCS控制，控制可实现全自动，操作简单。
发生器内部结构简单，不易发生故障。

表8
对比项目
发生器气相
压力
发生器反应
温度
发生器内溶
液反应浓度
二氧化氯
稀释介质
二氧化氯气
体分压
二氧化氯气
体温度
副产品及反
应液的处理
原料消耗
二氧化氯水
溶液浓度
吸收系统
开停机
操作

双氧水还原法采用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的对比
卧式发生器

-2.5 kPa(g)

-85 kPa(g)

发生器分为多个反应室，并内置加热盘管，反应温度逐级提高；
没有强制循环，若发生器体积过大，稀释空气管路堵塞，可能出
现反应室温度不均匀、局部过热现象。
发生器各反应室中氯酸钠、硫酸、还原剂浓度逐步降低，各反应
室的反应速率逐步下降。
二氧化氯稀释介质为空气、回流的尾气及反应产生的氧气，稀
释空气管路易发生堵塞或鼓气不均，导致二氧化氯分解。

发生器循环管路上装有循环加热器（列管换热器），在
循环泵的强制循环下，加热器溶液温度出口与反应器
溶液温度温差较小，反应温度稳定在71～73 ℃。
发生器循环回路中的物料浓度均匀，反应速率均衡稳
定。
二 氧化 氯 稀 释介质为水蒸气（主要由原料 带入）及反
应产生的氧气，发生器处于强制循环、沸腾状态，各部
位蒸发水量均匀，二氧化氯不易分解。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气提塔的二氧化氯气体分压低，
不易发生二氧化氯分解。
经二氧化氯冷凝器冷却，进入二氧化氯吸收塔的温度
约45 ℃，有利于二氧化氯的吸收。
反应液在 发生器循环使用，副产品为酸性芒硝，后续
回收处理简易。
反应液循环使用，氯酸钠、硫酸消耗低。
二氧化氯发生及吸收系统进入的空气少，二氧化氯吸
收效率高，制备的二氧化氯溶液浓度高。
二 氧化 氯 发生及吸收系统 进入的空气少，吸收塔、尾
气洗涤塔和尾气风机选型规格较小。
开机提产速度快，投料后不到10 m i n，二氧化氯溶液
浓度即可达正常值。
DCS控制，控制点少，操作简单。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塔的二氧化氯气体分压高，易发生二氧化氯
分解。
进入二氧化氯吸收塔的二氧化氯气体的温度约65 ℃，不利于二
氧化氯的吸收。
反应后的残液量大（含酸性芒硝），若无其它处理渠道，需要配
MVR、芒硝处理装置回收处理，设计复杂。
若反应残液不进行回收循环使用，氯酸钠、硫酸消耗较高。
二氧化氯发生及吸收系统进入的空气多，二氧化氯吸收效率
低，制备的二氧化氯溶液浓度偏低。
二氧化氯发生及吸收系统进入的空气多，吸收塔、尾气洗涤塔
和尾气风机选型规格较大。
开机提产速度慢，投料约2 h二氧化氯溶液浓度达到正常值。
手动操作和D C S控制相结合，发生器稀释空气的流量控制点
多，操作相对复杂。
发生器内部稀释空气和紧急水喷嘴结构复杂，易出现堵塞或脱
落，维护较为麻烦。

维护

发生器内部结构简单，不易发生故障。

通过表7中各项目的对比，综合法采用立式发生器
在工艺条件控制、操作、设备维护、产品质量、产能等方
面均优于采用卧式发生器工艺，因此建议企业采用综合

5

结语
不同二 氧化氯制备工艺有其 各自的优缺点。二 氧

法制备二氧化氯时选用立式发生器。

化氯制备项目的设计、建设人员需要根据本企业对二氧

4.3

化氯产品的品质要求（纯度、浓度等）、用途，并结合项

还原法采用卧式发生器工艺和立式发生器的工艺

目所在地的原辅材料的供应情况、副产品的处理渠道、

特点
甲醇还原法目前只采用立式发生器的制备工艺，双
氧水还原法有采用卧式发生器的，也有采用立式发生器

项目的资金预算等方面，统筹分析对比来选用合适的制
备工艺。

的。下面就双氧水还原法采用的两种发生器的工艺进行
对比（表8）。
通过表8中各项目的对比，双氧水还原法采用立式
发生器工艺的，在工艺条件控制、操作、设备维护等方面
均优于采用卧式发生器工艺。卧式发生器的副产品及反
应残液的处理，若采用M V R浓缩处理反应残液的处理

目前最大达到每天60 t。

立式发生器

渠道，则流程长、总投资大。因此建议选用立式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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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生产管理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初步方向。

Deposit in Bleached Pulp Production System and its Infrared Spectrum Identification
⊙ Zhao Huaxiong, Hou Xiaohong
(Buckman Laboratories (Shanghai) Chemicals Co., Ltd, ShangHai 201707, China)

木片进入蒸煮后所携带的大 量空气，与木片本身

本文讨论了这些沉积物的种类、形成原因、可能出

以及白液中的钙离子在蒸煮的环境中形成碳酸钙。在高

现的部位及其红 外图谱的鉴别等，为快 速识别这些物

温高碱的条件下，碳酸钙溶解度很小，从而在系统中产

质提供参考。

生大量的碳酸钙沉淀。这些碳酸钙晶体随蒸煮液在蒸
煮塔中流动与循环，易吸附并沉积在抽提筛板中，或者

1
1.1

蒸煮车间沉积物的种类、成因以及红外图谱

温度更高的传热部位，如蒸煮液换热器。碳酸钙的红外
图谱如图1所示。

碳酸钙

制浆系统中出现的沉积物及其红外图谱简析
⊙ 赵华雄

侯小红[巴克曼实验室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201707]

摘

要：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讨论了漂白木浆生产系统中
易出现的沉积物的种类、形成原因，及其红外图谱的初步鉴
别。
关键词：制浆系统；沉积物；红外图谱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working experience,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the deposits in the bleached wood pulp production
system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rared spectrum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bleached pulp production system; deposit; infrared
spectrum

制浆系统中经常会出现沉积物，这些物质的出现会
对正常的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如：腐蚀、堵塞管道、影响
传热、增加停机以及清洗周期、降低浆料质量（如出现
尘埃点）等。当系统出现这些沉积物时，生产管理者往

滞后性。此 时 红 外图谱 仪器的应 用便有了非常大的优
过红外图谱，并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可初步快速判断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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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它具 有需要样品量少，且非常快 速的优势。我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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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详细地分析沉积物成分，但这些仪器仅样品处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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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希望迅速判断其成分，以便及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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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695 c m 处附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很多硅酸盐

料树脂成分并不相同。阔叶木树脂主要以脂肪酸、脂肪

洗浆机滤液在流送至蒸煮后洗浆机时，若滤液的温度

积垢会带有结构水，该结构水之间并不形成氢键，因此

酸酯以及甘油三酸酯的形式存在，针叶木主要是树脂酸

降低幅度较大，且工艺的波动导致滤液p H值降低，滤

及其盐。

液中溶解的碱化 木素易析出并沉积。木素的红 外图谱

-1

在红外图谱中会在3670 c m 处附近形成尖锐的羟基吸
[1]

收峰，特征非常明显 。

木片原料以及蒸煮白液中的硅元素是蒸煮车间硅

如 滑石粉的红 外图谱（图3），带有的结 构水不形
-1

成氢键，会在3679 cm 处形成尖锐的吸收峰。

2

垢。另外，未洗净的木片原料中所携带的泥沙也是另一

外图谱

种类型的硅酸 盐沉积物，会与其他类型的沉积物吸 附

洗涤与氧脱车间经常会出现一些有机物类型的沉

p H降低时易析出并沉积。该类型的沉积物一般出现在
氧脱后洗浆机滤液槽中，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工厂氧脱后

分被皂化，一般不会沉积。但在一些工厂的未漂塔中，

附近的吸收峰。这是因为钙离子的羰基的均化作用使得

洗浆机用水的温度偏低，导致 浆 料中有机硅消泡剂析

浆料经过洗涤，p H相对较低，树脂成分易析出；同时若

羰基吸收峰向低位移动。

出，并在流速较慢的滤液槽中沉积。



树脂沉积物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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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有机硅消泡剂的红外图谱





图8



จஜDN



草酸钙的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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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钡的红外图谱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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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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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的红外图谱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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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素的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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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钙反应并形成沉积物，红外图谱中表现为1563 c m

5"--0*-3&4*%6&-*(/*/

图5







图4














 



以及浆料质量影响较为严重，但出现的机会较少。黑液

-1





请注意，若树脂以甘油三酸酯为主，酯键吸收峰一
酶来控制树脂。另外，树脂中的脂肪酸会在制浆过程中

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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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沉积物的黏性非常大，对浆厂的正常生产

2.1

滑石粉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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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碳链，因此也会出现722 cm 处的吸收峰。

有机硅以及天然橡胶的沉积物

消泡剂一 般为有机硅类型，分散在 水中后在温度以及





2.3

-1

般在1745 c m 处附近，这可以判断是否可以使用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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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 酸 盐 的红 外图谱主要是8 8 0～110 0 c m 处 的

的树脂成分。树脂中脂肪酸酯以及脂肪酸一般有较长的

胶胶黏物。



-1

的吸收峰归属于苯环中C=C的伸缩振动。

-1

在蒸煮以及氧脱工段，p H较高，木材中的树脂成
典型的硅酸盐红外图谱如图2所示。

1600 c m-1以及1510 c m-1处吸收峰为识别标准，这两处

分中的酯基以及羧基，图中的酯类物质为脂肪酸酯类型




物。

-1



以及蒸 煮 液 换热器，一 般与碳 酸钙结合 形成复合沉积

22

洗涤以及氧脱车间沉积物的种类、成因以及红

积物，如树脂、木素以及少数浆厂出现的有机硅或者橡

硅酸盐结垢出现的沉积部位同样主要是抽提筛板

统 中 含 有 苯 环 的 物 质 较 少，因 此 较 易 判 断。一 般 以

典型的树脂沉积物的红外图谱如图4所示。
1738 c m 以及1720 c m 处的肩峰归属于树脂成

的硅酸在溶解度之上时，硅酸缩聚并析出形成坚硬的硅

并一起沉积在设备表面。

木 素 中的 苯 环 是 其 红 外 图 谱 的 特 征 峰。制 浆 系
-1

高碱的环境下几乎全 部以硅 酸根的状 态存在，当所 含

如图5所示。

沉积物。



垢中硅的主要来源。蒸煮过程中，二氧化硅在高温以及

同样，在漂后 塔底部的塔 壁 上也经常会出现树脂



硅酸盐




吸收峰，但强度较小。
1.2

机喷淋水管道中出现，易堵塞喷头。主要是由于氧脱后

-1



的含量较大，则也会出现2518 c m 以及1792 c m 处的

用，树脂易沉积在塔壁上。请留意，阔叶木与针叶木浆

1017 c m 处以及670 c m 附近，而黏土则在1035 c m



-1

木素沉积物出现的机会较少，一般在蒸煮后洗浆



-1

木素

钙离子所取代，此时在未漂塔底部由于搅拌桨的剪切作

-1



O-C-O的面内变形振动。在一些混合物中，若碳酸钙

2.2

-1

-1



酸钙中C- O反 对 称伸缩 振动，C O 3 面外 变形 振动 和

据金属元素的不同，吸收峰的位置也不同。如滑石粉在



2-



713 c m 处强度较高，特征也非常明显。分别对应着碳

湿浆中钙离子浓度较高，树脂皂化物中的钠离子也易被



-1

S i-O伸缩振动以及60 0～80 0 c m -1处的变形振动。根

ᤨ࠰ည

碳 酸钙的吸收 峰主要 有1438 c m -1 、877 c m -1 、





氢氧化镁积垢的红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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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橡 胶 沉 积 物 同 样 主 要 出 现 在 氧 脱 后。主 要

1182 cm-1、1115 cm-1以及1081 cm-1处伸缩振动吸收峰

是由于工厂所购的阔叶木木片中被掺有橡胶木木片所

以及609 cm-1处的弯曲振动吸收峰。

致。

3.2

氢氧化镁
E O P段由于p H值较高，易形成碳酸钙结垢。但在

有机硅消泡剂以及天然橡胶的红 外图谱如图6所

某些工厂，也会形成氢氧化镁结垢，且出现的部位较为

示。
有机硅消泡剂-SiCH 3中的甲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固定，主要为下浆立管的稀释水带入，出现在立管稀释

在1260 c m-1处，特征非常明显。S i-O-S i为1098 c m-1

水管、立管后中浓泵的叶轮以及泵壳等部位。由于混合

-1

以及1020 c m 处。天然橡胶的单体为异戊二烯，那么

垢较软，易被带入浆料中，形成浆料尘埃点。形成原因

1664 c m -1等处的C=C吸收峰。尤其以2726 c m -1处特

可能是某些工厂所用的水的镁离子含量较高所致。

-1

氢氧化镁积垢红外图谱如图10所示。

征最为明显。

氢 氧化 镁 中 的 O H－ 由 于 形 成了大 量 的 氢 键，在

3

漂白车间沉积物种类、成因以及红外图谱
漂白车间出现的沉积物主要是草酸钙、硫酸钡、碳

⊙ Wang Jinxia, Chen Xiaoyan, Ren Zheng, Xue Bin, Xie Hongbin, Jia Wenhui, Zhang Jie
(Sunshine Oji (Shouguang) Specialty Paper Co., Ltd, Shouguang 262700, Shandong, China)

有树脂等物质，该沉积物多呈黑色，且由于氢氧化镁积

红外图谱中其特征峰主要有3035 c m 、2726 c m 、

-1

A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occulant Combined
with Dry Strengthening Agent in Papermaking

3408 c m -1处形成了强而宽的吸收峰，同时1332 c m -1以
及1600 cm-1处出现弯曲振动吸收峰。

絮凝剂与干强剂配合应用的研究
⊙ 王金霞

陈晓燕

任政

薛斌

解宏滨

贾文辉

张洁

[阳光王子（寿光）特种纸有限公司，山东寿光 262700]

酸钙、氢氧化镁以及树脂等。
3.1

4

草酸钙、硫酸钡以及树脂

纤维素红外图谱

草酸钙、硫酸钡以及树脂主要在D0段出现。草酸

由于制浆系统中的沉积物大多均混合有纤维素成

钙是原料（主要是树皮）中的草酸根以及D0段漂白反应

分，因此在进行红外分析时，需将纤维素辨别出来。纤

所生成的草酸根与钙离子结合形成草酸钙结垢。硫 酸

维素红外图谱如图11所示。

钡主要是由于D0段硫酸的添加，与原料中的钡离子结

纤 维 素 的 红 外图 谱 中主 要 是 形成 氢键 的 羟 基 在

合 形成硫 酸钡结垢。而树脂则是由于被皂化的树脂在

33 7 6 c m -1 处 以 及16 4 6 c m -1 的 吸收 峰，同 时也 存 在

p H值降低时被重新析出，在一些剪切力较大的部位如

1158 c m -1 、10 9 2 c m -1 、10 5 6 c m -1三 组 六 元 环醚的

浆泵叶轮、洗浆机堰板与头槽等部位出现树脂沉积。

C-O键吸收峰。一般情况下，这三组峰组合出现，特征

草酸钙红外图谱如图8所示。草酸钙的红外图谱主

较 为明显，但位 置可能 稍 有不同。在 纤维素 含 量较多

-1

要是C2 O 4 表现出的1647 c m 以及1323 c m 两处的羰

时，会比较明显地出现900～930 c m -1的吡喃糖环碳骨

基吸收峰。

架振动吸收峰，含量较少时不出现。

2-

-1

摘 要：通过对不同型号、不同用量絮凝剂与干强剂M S4配合
在造纸中的应用探究，发现絮凝剂M350和干强剂M S4配合添
加对浆钙悬浮液的沉降速度明显加快，对浆料相同时间的滤
水量没有影响，白水浓度略有降低。浆料添加絮凝剂M350和
干强剂M S4后，成纸灰分可提高约5%～8%，在灰分大幅提高
的情况下，成纸物理强度指标变化不大。
关键词：絮凝剂；干强剂；絮凝沉降速度

硫酸钡红外图谱如图9所示。
硫 酸 钡 的 红 外 图 谱 主 要 是 S 2O 42-表 现 出 的

5

结论

出现时，对沉积物进行红外图谱扫描，辨析特征峰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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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的红外图谱




的调整，或者联系化学品供应商进行化学清洗与预防，
以减小沉积物对生产的影响，提高浆料质量。







图11

24

属，可以快速地确定沉积物的种类。据此进行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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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工厂的沉积物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当以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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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纤维资源涨 价，加之我国属于 长纤维 木浆资

絮凝剂，无机絮凝剂包括铝系絮凝剂A S、PAC等，铁系

源短缺国家，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加配一些其它短纤维

絮凝剂硫酸亚铁盐、氢氧化铁胶体等；有机絮凝剂主要

浆料、草浆和机械类低强度的木浆进行造纸，这便会导

包括PAM、纤维素絮凝剂等。根据絮凝剂所带电性分为

致成纸强度出现下降，这就需要在纸 张抄 造的过程中

阳离子性、阴离子性和两性絮凝剂：阳离子性絮凝剂主

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保证成纸的强度；另一方面也会促

要包括AS、PFS、FC等，阴离子性絮凝剂主要包括活化

使造纸 厂在生产纸 张的过程中提高填料添加，降低纤

硅酸、聚合硅酸等，两性絮凝剂主要包括两性型PA M、

维单耗 来降低成本，这就需要保证 灰分留着变化不大

[2]

两性型淀粉改性絮凝剂等 。

还要保证成纸强度。

本课题采用M350型号絮凝剂预处理，M350的使

显好于添加M500/M S4组合的效果，但上层液还是较

MS4，M500/MS4，并做空白对比。
(5）浆料中加入30%填料（对绝干浆），做动态滤水

浑浊，当将M350/M S4的用量加倍后，浆钙的沉降效果
更优，速度更快，上层液也比较清澈。

实验，记录30 s滤水量及白水浓度。

2.2

(6）抄片，做手抄片灰分、强度等物理指标。

干强剂M350/絮凝剂M S4配合对滤水量和白水浓

度的影响

2

从图2可以看出，在浆料中分别加入一定量M350/

结果与讨论

2 .1

干强剂M350/絮凝剂M S4配合对浆钙絮凝沉降的

M S 4组合和M50 0/M S 4组合后，浆料30 s的滤水量没
有发 生变化，而白水 浓 度出现了不同程 度 的降 低，添

影响

如何提高成纸强度，这是所有造纸 厂生产 过程需

用是一种填料预絮凝技术，该技术主要是提高填料的

由图1可以看出，在分散好的均匀的20%浓度55级

加 0.3M 350 + 0.1M S 4后白水浓度 较 空白组降 低比例

要考虑的问题。通常我们需要加入增强剂来改善纸页强

保留率，在此基础上不影响纸张的干强度。当然，该技

浆钙中分别加入一定量M350/M S4组合、M50 0/M S4

21.4%，添加0.3M500+0.1M S4后白水浓度较空白组降

度，常见的干强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机合成高

术相对于生产来说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使客户具

组合后，静置一段时间都出现了一定的沉降效果。在添

低比例7.1%，说明使用M350/M S 4组合的絮凝留着更

分子化合物，以聚丙烯酰胺为代表，有阳离子聚丙烯酰

有竞争 优势；该絮凝剂技术通 过特定的方法增加填料

加用量相同的情况下，添加M350/ M S 4的沉降效果明

佳。当将M350/M S4的用量增倍后，浆料30 s的滤水量

胺、阴离子聚丙烯酰胺、两性聚丙烯酰胺等；另一类是

的粒径，减小比表面积，以此减小填料的总表面积，这

较用量提高前相当，白水浓度较用量提高前进一步下降

天然多糖及其衍生物，有淀粉、纤维素、半纤维素、海藻

种方法对于增加纸张强度非常有效。预絮凝M350处理

比例9.1%，较空白组下降比例28.6%。说明使用M350/

酸钠、植物胶、壳聚糖及其衍生物等。与有机合成类干

纸料的优点有如下几点：
（1)纸的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如

MS4组合对填料絮凝效果更佳且不影响滤水效果。

强剂相比，天然多糖及其衍生物有来源广、价格低、易改

内结合力、抗 张强度和膨松 性；
（2)较好的填料保留可

2.3

性、环保可再生等优点 。本文采用M S4型号干强剂为

以节约生产成本；
（3)白水循环系统将得到有效改善。

研究目标，M S4属于两性离子聚合物，具有较多提供吸

350型絮凝剂的物化性质如表2所示。

1

助滤效果，提高纸页强度，在干燥部，可增加成纸内部

1.1

图1

实验
试剂及原料

M S4是应用于双胶纸的干强剂，它也特别适合作为预絮

钙；实验抄 造所用的针 叶木浆及阔叶木浆均为商品浆

凝系统的干强剂使用。M S 4型号干强剂的物化特性如

板。

表1所示。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为提高干强剂的留着率，节约生产成本，常采用絮

电子分析天平，冷冻干燥器，台式高速离心机，电

凝留着技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絮凝剂根据不同的分类

导率仪，张力测试仪，耐折度测定仪，爆 破 试验机，撕

标准，有以下几种分类：
（1）根据成分分为无机和有机

裂强度测试仪。
1.3

固含量/%

pH值

指标 改性聚 液体 两性 1.05±0.03
≤50000 mPa.s
15.0±1.0 4.5±1.0
丙烯酰胺
（25 ℃） (25℃,黏度计60 r/min) (105 ℃,2 h) (25 ℃)

性质 主要成分 外观 离子性

M350絮凝剂的物理指标
比重

指标 改性聚 液体 阳离 1.02±0.03
胺
子性 （25 ℃）

26

黏度
≤15000 mPa.s
(25℃,黏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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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对滤水量和白水浓度的影响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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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对纸张抗张/撕裂指数的影响

稀释至约1%浓度。

pH值

6.0±1.0 4.0±1.0
(105 ℃,2 h) (25 ℃)










2 0∶50∶3 0 的比例配制浆 料，用白水







(3）用磁力 搅 拌 将 样 品 M 35 0 、



M500、MS4稀释成0.3%浓度。
( 4）浆 钙 中 加 入一定 量 M 3 5 0 /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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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对成纸灰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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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固含量/%



NBKP∶LBKP∶APMP=

( 2）取 5 5 浆 钙，稀 释 成 2 0 % 浓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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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取 工 厂 磨 后 浆 料 ，按

MS4型号干强剂的物理指标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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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主要成分 外观 离子性

实验方法

T໙ප᧙NM

絮凝剂 M 350；絮凝剂 M 50 0；增强剂 M S 4；55浆

氢键 数 量，明显提高成纸的 抗 张强度和内结合强度。

灰分 较 空白组都 有所提高，相同用量下，使用 M 35 0/

添加剂对20 %浆钙沉降对比

ᄆපใऎ

阴离子垃圾）和纤维。在纸机网部脱水过程中改善助留

表1

MS4组合和M500/MS4组合后，成纸定量相同情况下，
①空白 ②0.3M350+0.1MS4 ③0.3M500+0.1MS4 ④0.6M350+0.2MS4

附作用的离子键网状结构，它更容易结合微粒（填料，

干强剂M350/絮凝剂MS4配合对成纸灰分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在浆料中分别加入一定量M350/

༥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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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4 组合 的成 纸 灰 分 比使 用 M 5 0 0/ M S 4 组合 的 高

3

2.42%，说明M350对填料的留着效果更佳。
2.4

结论
(1）浆钙添加填料絮凝剂及纸张增强剂后，沉降速

干强剂M350/絮凝剂M S4配合对成纸强度指标的

度明显加快，其中M350效果优于M500。

影响
由图4可以看出，在浆料中添加0.6M350+0.2MS4

(2）从动态滤水指标看，添加药品后相同时间滤水

组 比 空 白 组 灰 分 高 5 . 6 % 的 情 况 下，抗 张 指 数 高
1 . 3 N . m / g ，撕 裂 指 数 高 0 . 3 3 m N . m 2 / g ；与

量相当，白水浓度略低。

0.3M50 0+0.1M S4组在灰分相近的情况下，抗张指数
高1.4 N.m/g，撕裂指数基本相当。总体上看，在浆料

分大幅提高的情况下，物理强度指标变化不大。

中分别加入一定量M350/M S4组合和M500/M S4组合

参考文献

后，成纸 灰分提高约5%～8%情况下，成纸抗 张指数和

[1]梁帅博,姚春丽,符庆金,等.天然多糖及其衍生物作为纸张干强剂的

(3）添加药品后成纸 灰分提高了约5%～8%，在 灰

撕裂指数整体变化不大。
从图5可以看出，在浆料中分别加入一定量M350/

研究进展[J].中国造纸学报,2020,35(1):72-78.
[2]甘光奉,张依华,甘莉.高分子铁盐混凝剂的开发与应用进展[J].工业

M S4组合和M500/M S4组合后，成纸灰分提高约5%～
8%前提下，耐折度和耐破指数总体变化不大。

An Experi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Dyestuff to Improve the Opacity
of Low Basis Weight Offset Printing Paper
⊙ Wang Zhiyan1, He Qiong1, Zhang Xuechao1, Zhao Xiaojun2, Hao Xiaomin2
(1.Shandong Industrial Technician College, Weifang 261053, Shandong, China; 2.Shandong Chenming
Paper Group Co., Ltd, Shouguang 262700, Shandong, China)

染料用于提高低定量双胶纸不透明度的实验
1

⊙ 王治艳

水处理,1997,17(5):1-2.

贺琼1 张学超1

赵晓君2 郝晓敏2

（1.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山东潍坊 261053；2.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寿光 262700）
[收稿日期:2022-03-23]

会议预告
摘

要：通过实验表明，在保证低定量原白双胶纸白度和颜
色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调整品蓝和品黄的加入量能够提高纸
张的不透明度。
关键词：染料；不透明度；低定量双胶纸

“山东省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造纸质检员）”计划于9月举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技能人才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更好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opacity of low basis
weight offset paper can be improved by adjusting the addition of
blue dyestuff and yellow dyestuff .And the opacity of the paper are
relatively stably improved.
Key words: dyestuff; opacity; low basis weight offset printing
paper

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
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不断提升山东全省造纸行业
职工技能素质，山东省轻工纺织工会委员会、山东省轻工业
联合会决定今年9月继续举办“山东省轻工行业职 业技能竞
赛（造纸质检员）”。该项活动已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鲁人社字[2022]51号文）备案，由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

印刷纸的不透明度是一个基本性质，也是非常重

设计院、山东省纸张质量监督检验站承办。

要的指标之一。不透明度对双胶纸很重要，尤其是低定

竞赛将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竞赛
优胜优秀选手将被授予“山东省轻纺行业金牌员工”、
“山东

王治艳 女士

省轻工行业技术能手”、
“山东省造纸行业技术能手”等荣誉

硕士，工程师，讲师；从事制浆造纸专
业教育教学工作。

称号，推荐申报“山东省首席技师”、
“山东省轻工行业首席技

28

就会因产生透印而无法 使用。因此 对于双面使用的印
刷和书写用纸要求一定的不透明度，以保证印刷品的质
量 [1] 。不透明度越大纸张越不透印，印刷后的字迹就越

师”等荣誉称号。可晋升一级/高级、二级/技师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等，颁发证书并给予一次性奖励。

量双胶纸。透明度高的纸张如果用于双面印刷或书写，

中图分类号：TS727+.7; TS7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29-03

清晰。
影响纸 张不透明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 有纸

联系单位：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

张的定量、纸浆的化学性质、纸张的松厚度、纸张的白

联系人：岳巍巍13864000496，孙兆义13791087904

度、以及填料的影响等。造纸厂一般通过加填提高纸张

联系电话：0531-86951123，邮箱：sdszzz@126.com

灰分或者增加机械浆用量的办法来提高纸张的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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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采用GB/T 1543-2005检测。

度，但是纸张灰分增高、机械浆用量的增加都会降低纸

表4

染色剂加入方案

[2]

张物理强度，纸机在运行时容易断头 。
为了保障低定量原白双胶纸的高强度优势，我们采
用添加染料的方法来提高低定量原白双胶纸的不透明

2

项目

结果与讨论

2.1

加入染料后的白度、颜色、不透明度

用量/
mg.kg-1

不添加任何染料，对原白浆料进行抄片，并检测手

度，同时又不会对纸张的白度和颜色产生影响。本文对

抄片的白度、颜色和不透明度。确定实验目标是在保证

这方面的实验情况进行介绍。

白度/%
a值
b值
L值
不透明度/%

纸 张白度和颜色不变的前 提下，通 过加入染料的方法

1

提高不透明度，使之大于92.8%。

实验

1.1

按照方案一、方案二 和 方案 三，在 浆 料中分别加

实验方案
2

某工厂 双胶 纸纸 机，生产定量6 0 g/m 的原白双

入一种染料，确定三种染料加入量50 m g/k g对纸张白

胶纸，要求在不改变纸张白度和颜色的条件下，通过添

度、颜色以及不透明度的影响。通过分析表3中数据，发

加染色剂提高原白双胶纸的不透明度。实验方案及步骤

现加入三种染料都能提高纸张不透明度，但是加入品黄

如表1、图1所示。

白度下降明显，品蓝和品紫对白度影响不明显。加入品

1.2

实验原料

紫、品蓝都会使b 值降低，因此要保持纸张颜色不变，下

根 据工厂原白双胶 纸实际生产工艺，准备实验 原

一步实验品紫和品黄混合使用，品蓝和品黄混合使用的

抄造定量为60 g/m 2 的手抄片，60 ℃烘干后检测

2.2

染色剂对纸张白度、颜色、不透明度的影响
通过分析表4中数据可以发现，方案九中品蓝用量

纸张白度、颜色、不透明度等指标。

10 m g/k g、品黄用量50 m g/k g时，不需要加增白剂，

实验仪器
电子分析天平，SE070白度仪、抄片器、干片器等。

1.4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方案七

方案八

方案九

方案十

原白

品紫50
品黄100

品紫50
品黄150

品紫50
品黄150
增白剂1kg.t-1

品蓝50
品黄100

品蓝10
品黄50

76.3
-0.97
7.11
93.6
92.8

72.9
-0.83
6.96
92.0
95.5

71.5
-0.62
7.15
91.7
96.1

72.8
-0.31
6.48
91.8
96.1

品紫50
品黄150
增白剂2kg.t-1
73.8
-0.07
5.83
91.9
95.7

73.8
-1.48
7.50
92.6
95.2

75.1
-0.96
7.67
93.5
95.0

品蓝25
品黄100
增白剂2kg.t-1
76.6
-0.50
6.07
93.4
95.2

纸 张的白度 和颜色接 近 原白双胶 纸，同时不透明度由

需要加增白剂，纸张的白度和颜色接近原白双胶纸，同

92.8%上升至95.0%。

时不透明度由92.8%上升至95.0%。这说明在生产低定

这说明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工艺，且保证纸张白度、

量原白双胶纸时，不改变原有生产工艺，且保证纸张白

颜色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仅仅通过调整染色剂品蓝和品

度颜色相对稳定的的条件下，仅仅通过调整染色剂品蓝

黄的加入量就能提高纸张的不透明度。

和品黄的加入量就能提高纸张的不透明度。

3

参考文献

效果。

料。如表2。

1.3

目标
颜色

分别加入三种染色剂品蓝、品紫、品黄都会提高纸

张的不透明度。加入品黄纸张白度下降明显，品蓝和品
紫对白度影响不明显。品紫、品蓝都会使b 值大幅降低，

表2

实验检测
定量：采用GB/T 451.2-2002检测。

3 .1

总结

实验原料及要求

实验原料

纸张颜色变化明显。
3.2

要求

[1] 顾秀梅,庄耀礼,王辉,等.应用直接紫染料提高纸页的不透明度[J].
造纸化学品,2009,21(6):30-31.
[2] 薛顺兰,贾国雁.PM填料提高字典纸不透明度的实验[J].造纸化学
品,2007,19(2):39-40.

品蓝用量10 m g/k g、品黄用量50 m g/k g时，不

[收稿日期:2022-03-20]

白度：采用GB/T 7974-2013检测。
浆料配比/%
游离度/ml

颜色：采用GB/T 7975-2005检测。
表1

品蓝、品紫、品黄
增白剂
助留剂（PAM)

序号

实验方法

1

按照现有的工艺条件对原白双胶纸进行抄片，确定目
标色相以及不透明度。
在浆料中分别加入单一的黄、蓝、紫染料进行抄片，
确定染料的色相。
根据不同染料的色相，调整染料配比加入量，抄片检
测色相与不透明度。

2
3

ຈՋู

౿

图1

30

实验方案

ү႐ҍ

实验步骤

ྞ



针叶浆∶阔叶浆∶机械浆=10∶20∶70
针叶浆游离度620 ml；阔叶浆游离度
526 ml；机械浆游离度335 ml
分别稀释10,000倍,备用
稀释100倍,备用
用量为0.4 kg/t浆

著作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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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加入染料后的白度、颜色、不透明度

有限公司、博看网等分别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及其中国核心期刊（遴

项目

目标
颜色

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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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

选）数据库、维普网及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A i r it i L ibr a r y华艺线上图书馆等产品中，以数字化方

用量/mg.kg-1
白度 %
a值
b值
L值
不透明度/%

原白
76.3
-0.97
7.11
93.6
92.8

品紫50
76.2
-0.91
5.27
92.5
95.2

品蓝50
76.4
-1.75
6.17
93.1
94.7

品黄50
74.9
-0.84
7.97
93.5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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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位置，以免影响湿强剂使用效果。同时，综合需要

⊙ Hou Li, Pan Liguo
(Mudanjiang Hengfeng Paper Co., Ltd, Mudanjiang 157013, Heilongjiang, China)

PAE湿强剂在薄型特种印刷纸中的应用
⊙ 侯丽

1
1.1

产品特性

制系统添加湿强剂，可实现自动、实时监 控，提高了控

PAE湿强剂，是一种浅黄色或棕黄色的透明液体，

制精度 [3] 。

无 毒、为阳离子型，在 水中易溶解，固含量为15.0 %左

本 次 机台中试，保证 纸 机 所有参 数不变，纸 机 所

右，p H值3.0～5.0，对 纤维具 有 较强的吸 附 能力，是

有设备相同，湿强剂添加量分别为10 k g/t纸、15 k g/t

目前造纸行业中使用较多的一种 提高纸 张湿强度的助

纸、20 k g/t纸，实验前保证系统清洁，其他助剂添加量

剂。

不变。

1.2

作用机理
当 纸 张 被 水 浸 湿 或 者 是 被 水 浸 透 至 饱 和 时，其



强度损失很大，一 般 纸 张被水浸 透后其 机 械强度几乎



潘立国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牡丹江 157013）

的混合时间选择合适的添加位置。生产中使用D C S控

产品特性和作用机理

[1]

摘 要：通过实验室小试及机台中试，验证了纸浆中添加PA E
湿强剂可有效提高薄型特种印刷纸各项干强度、湿强度指
标，可降低纸张伸缩性以及提高留着率，对改善薄型特种印刷
纸印刷效果作用较好，但使用中需注意控制添加量。
关键词：PAE湿强剂；薄型特种印刷纸；湿强度
Abstract: Through the laboratory test and trial test, it was verified
that adding PAE in the pulp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ry
strength and wet strength indexes of special tissue printing paper,
reduce the paper elasticity and improve the retention rate, and play
a good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inting performance of the printing
paper, but the dosage should be properly controlled in use.
Key words: PAE wet strengthening agent; special tissue printing
paper; wet strength

全 部 丧 失，只能保持 干 纸强度的4%～10 % 。而 P A E



湿强剂带有正电荷，极易被带有负电荷的浆 料纤维吸



附，湿 强 剂 在 纤 维 表 面 能 够 形 成 非 常 复 杂 的 交 联 网



络，这 种 交 联 既 有加 入 的聚合 物 分 子间的 交 联，又有



[1]

ઇषुऎL/N
Ӿ҄ᛪ᭦ुऎNT
ͨ᎕ব๒පՐὈ








າुҍຊҪ᧙LHUጭ

加 入 的聚合 物 分 子与纤维 的 交 联 ，限制了纤维间的
活 动，减 少 纤维 润 胀，从而达 到提高纸 张湿强度的 效
[2]

果 。

2

图1

实验室小试
保证 其他 参 数不 变，在相同的环 境下，使 用相同

的原料、不同的湿强剂添加量条件下进行抄页实验，湿
强剂在添加前需进行稀释，添加后充分搅拌5 m i n。考
虑湿强剂的熟化问题，纸 张在检测指 标前均需在温度
105 ℃下烘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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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抗张强度随湿强剂添加量变化趋势

2 0 k g /t 纸 及15 k g /t 纸 之后逐渐降 低；配 浆 过程中

工程师；主要从事卷烟配套用纸的工
艺研究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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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薄型特种印刷纸的定量低，各项强度相对较

发现，湿强剂添加量过大时，纤维出现絮聚，影响了纸

低，给抄造及印刷带来一定困难，尤其用于胶版多色印

张匀度。如图3，随 着湿强剂添加 量增加，吸 水性降 低

刷的纸张，如果湿强度较低，经过多道印刷中润版液的

幅度较大。

浸湿，纸张中填料脱落，转移到印版上造成印版磨损，
印刷纸面出现墨点，产生废品、影响印刷效率，且频繁

3

机台中试

更换印版造成成本的增加。通过纸 浆内添加湿强剂的

添加前先对湿强剂进行稀释，通常稀释至浓度3%

方法可有 效 提高薄型特种印刷纸的湿强度，对抗 张强

左右。随 着打浆度 逐渐增加，纤维的比 表面 积也会增

度、表面强度、伸缩性均有改善，且在抄纸过程中有明

加，从而对湿强剂的吸 附作用更强 [3] 。因此，湿强剂通

显的助留、助滤作用。

常在打浆 之后添加。但需尽量 远离其他阴离子助剂的


խපব $PCC HN

侯丽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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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 、图 2 ，随 着 湿 强 剂 添 加 量 增 加 ，成 纸 抗
张 强度、印刷 表 面 强度、湿 抗 张 强度 逐 渐 提 高，但在



抗张强度、伸缩性、印刷表面强度随湿强剂添加量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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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湿强剂添加量15 k g/t纸、20 k g/t纸时，
成纸抗张强度、湿抗张强度、印刷表面强度均有明显提

⊙ Zhang Yunxiu
(Fujian Qingshan Paper Co., Ltd, Sha County 365506, Fujian, China)

高，对吸水性影响较大，且浸水后伸缩性明显降低，有
利于改善纸 张多色印刷套印准确性。表2中看出，湿强
剂添加量15 k g/t纸时，系统留着率提高明显；添加量
20 k g/t纸时，Z e t a电位趋近于0，留着率提高不明显，
且浆料出现絮聚，影响纸张匀度。因此认为湿强剂最适

毛竹浆生产技术探讨

宜添加量为15 kg/t纸左右。
相同条件下进行印刷实验，使用湿强剂纸张印刷整
洁、无墨点杂质、套印准确，印刷效果明显优于未使用

⊙ 张云秀（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沙县 365506）

湿强剂纸张，对比效果如图4、图5。
图4

4

使用湿强剂纸张印刷效果

结论
浆料中添加PA E湿强剂可有效提高薄型特种印刷

福 建省青山纸 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公
司）浆粕生产线于2011年12月投产，前期生产以国产木

表1

不同湿强剂添 加量条件下纸张检测数据

湿强剂添加量
定量/g.m -2²
单层厚度/µm
纵向抗张强度/kN.m -1
纵向湿抗张强度/kN.m -1
灰分(灼烧900±25 ℃)/%
吸水性（Cobb60)/g.m -2²
伸缩性（浸水后)/%
正面/反面印刷表面强度/
m.s -1

表2

10
.
kg t纸 -1

15
.
kg t纸 -1

上网浆 上网浆浓度/%
pH值
Zeta电位/mV
电导率/μS.cm -1
白水

白水浓度/%
pH值
Zeta电位/mV
电导率/μS.cm -1
单程留着率/%
单程填料留存率/%

蒸汽预水解硫酸盐法间蒸、氧脱木素和E C F四段漂白

20
.
kg t纸 -1

制浆工艺技术，制得符合质量要求的溶解浆。

35.8
36.2
36.3
41.2
42.2
42.5
2.09
2.12
2.10
0.19
0.23
0.23
20.5
19.8
19.5
25.3
21.2
18.7
3.2
2.8
2.5
0.92/0.56 1.3/0.74 1.22/0.75

不同湿强剂添 加量条件下系统留着率情况

湿强剂添加量

片（马尾松为主）混合少量进口木片为蒸煮原料，使用

10
kg.t纸 -1

15
kg.t纸 -1

20
kg.t纸 -1

0.97
8.11
-15.3
600
0.36
8.14
-14.2
596
62.9
40.1

0.89
8.1
-13.1
674
0.29
8.12
-10.4
668
67.4
42.3

0.91
8.04
-5
628
0.29
8.01
-4
632
68.1
43

青山公司地处福 建省内陆，福 建省内木 材 资源在
建材等行业的广泛应用和森林资源过度消耗下，本地木
材资源严重不足，为了满足生产，青山公司原料 采购半
径不断扩展延伸，运输成本不断加大，原料成本长期居
高不下，制约了产品的盈利能力和企业竞争力。青山公
图5

未使用湿强剂纸张印刷效果

司为了破除区位劣势，扬长避短，从周边丰富的毛竹资
源着手，发挥周边毛竹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发、研

纸的抗张强度、湿抗张强度、表面强度等强度指标，且

张云秀 女士

可降低纸 张收 缩变形及提高留着率，对改善 纸 张印刷

工程师，公司技改指挥部技术室主任；
主要负责公司各类技改项目的工程设
计、施工管理、项目经理等工作。

效果作用明显。但须注意，添加量过高会导致系统正电
荷过多，造成纸浆絮聚，影响纸页匀度。
参考文献
[1]孙浩,徐清凉,朱勋辉.浅谈造纸工业常用湿强剂[J ].造纸装备及材

[3]陆玲娟,刘赵华,徐李鹏.PAE湿强剂在食品包装用纸中的应用实例
[J].中国造纸,2016,35(1):77-79.

生产品，丰富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作为青山公司产品
结构和原料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由于青山公司浆粕生产线原有流程设计主要满足

中图分类号：TS749+.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35-04

料,2017(2):15-16.
[2]宋世雄.湿强剂的应用[J].黑龙江造纸,2004(3):34.

发毛竹浆系列产品，积极推进和拓展毛竹浆原料及其派

于生产溶解浆的生产，并不适应于化学浆的生产，为更
好地 适应竹 木 材 种化学浆生产的需要，结合溶解浆生
产线设备配置实际，2014年9月份通过对浆粕生产线的
程 序 改 造及优化，在 原有基础上 通 过自身的 技 术力量

关键词：毛竹材；毛竹浆；工艺技术

更改程序，使之适应于化学浆生产。2019年，浆粕生产

Key words: moso bamboo materials; moso bamboo pulp; process
technology

线 进行以毛竹为原 料 的 试 生 产，产品投 入市场反响 很
好，公司在竹溶解浆生产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

[收稿日期: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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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竹不能 生产溶解浆的技术禁区。2020 年青山公司
借鉴D D S蒸煮工艺技术，通过自身技术力量，在现有生

(2）木片汽蒸：利用低压蒸汽加热木片，蒸煮锅木

热液填充工序与原有操作流程相同，增加了白液再

2

片汽蒸至设定温度，使锅内木片产生预水解反应。

加热装置后，缩短了热液填充时间。

改造后的生产工艺

产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程 序 优化及改 进，新增温黑液填

(3）白液中和：热白液由泵送至蒸煮锅的底部而进

为了进一步适应竹浆系列产品开发及规模化生产

充程序和白液升温系统，提升稳定浆料质量的效果，进

入锅内，中和木片表面的木酸及清洁木片，用量约15～

的需要，进一步降本增效，青山公司于2020年借鉴D D S

一步 适应竹浆系列产品开发及规模化 生产的需要，进
一步降 低化 学浆的汽 耗、碱 耗等成 本，达 到降 本 增 效
的目标。

1

原有生产流程
浆粕生产线蒸煮车间包括3个容积为40 0 m 3 的间

歇 蒸 煮锅，3 个 热 液储存 槽和 3 个常压储存 槽，即白液

3

＃

20 m ，锅内气体从蒸煮锅顶部进入2 热黑液储存槽。
(4）热液填充：从1＃黑液储存槽中来的热黑液和热

采用两个蒸煮过程 生产溶解浆，即预水解过程和
脱木素过程，两个过程在同一个反应器中交替进行。
溶解浆生产步骤：
入低压蒸汽提高木片装锅重量，保障装锅质量，并将木
片预热。

本 次蒸 煮工艺技 术改 造项目投资费用少，改 造周
期短，改造完成后系统一次性开机成功，系统在线运行

优化调整后的一个化学浆蒸 煮周期包括以下7个

度由中压蒸汽在热交换器中调节，热白液加入量要满足

步骤：蒸汽木片装锅、置换 液填充、温黑液填充、热黑

通过比对，本次技改达到预期的目标：

脱木素所需要的用量，热黑液将蒸煮锅里中和后的水解

液填充、加热和蒸煮、置换程序和喷放；其中置换液填

( 1）中压 蒸 汽 消 耗 降 低 1 1. 4 % ；白 液 消 耗 降 低

液置换出来。

充和温黑液填充程序为新增的操作工艺。

(5）蒸煮：使用中压蒸汽直接加热锅内木片温度至
力约为0.7 MPa，温度约160～170 ℃。
(6）置换：利用筛洗工段的黑液置换蒸煮锅内的黑
＃

过流 量控制泵入蒸煮锅的底部，热黑液被置换到1 热
＃

黑液储存槽，多余的热黑液到2 热黑液储存槽。
(7）冷喷放：利用抽浆泵抽空蒸煮锅内浆料。

顺畅良好。改造后主要技术指标如表1～表3。

8.4%；清水消耗降低29.3%；吨浆成本降低82.65元。

其中木片装锅工序与原有生产操作流程相同。

(2）蒸汽峰值（瞬时蒸汽用量）由60 t/h降为51 t/

在 木片装锅完成 后，新增了置换 液填充和温黑液
填充工序，首先置换 液由置换 液槽通 过泵 送 从蒸 煮锅

液以循环使用，同时冷却蒸煮锅内浆料温度；置换液通

(1）木片装锅：木片由木片输送带 送入蒸煮锅，通

优化，并增加了白液再加热系统。

程相同。

白液从蒸煮锅底部泵入，热黑液的碱度由白液调节，温

预定蒸煮温度，用H 因子控制蒸煮程度，蒸煮反应的压

槽、置换液槽和排放槽等。

蒸煮工艺技术，对浆粕生产线蒸煮工段生产流程进行

蒸煮工序、置换工序、冷喷放工序均与原有操作流

底部进入锅内，在置换液填充量达到设定值后，停止填
#

充，进入温黑液填充工序。温黑液从2 黑液槽通过泵送
#

h，减少蒸汽的系统冲击，蒸汽使用更加平稳。
(3）按年产本色浆50,0 0 0 t计算，采用该生产工艺
每年降本增效413万元。
浆粕生产线通 过设备及工艺的优化提升，生产成

从蒸煮锅底部进入锅内，锅内原有黑液回流至2 热黑液

本进一步降低，化学毛竹浆的生产流程更趋合理，改造

槽。此两道新增工序主要对木片进行预热及预蒸煮，以

后连续运行半年时间共生产毛竹浆系列产品约5万t，为

代替原有的汽蒸程序，减少蒸汽用量。

毛竹材的规模化使用及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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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箱；浆板机网部浆幅剥离困难。

3

毛竹浆系列产品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竹浆原料，福建、江西多选用绿竹，四川用的竹

4

子是慈竹，基本不选用毛竹，业界普遍认为毛竹是劣质
竹材，纤维短、成浆质量差。

后续的发展与措施
(1）竹浆、竹溶解浆是青山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经营

方向，竹浆生产趋于常态化，以实现纤维差别化经营。

(2）竹 材，锯末、泥沙多；竹浆硅多，灰分大，白泥

(2）保持竹片的新 鲜度，堆场竹片先进先出，控制

颗粒细；蒸发容易结垢；苛化白液过滤、白泥洗涤、白泥

竹片贮存时间在15天之内。竹片新鲜度很重要，竹片供

过滤困难。

应商要现切现供，不能切片备货。

(3）竹屑粉尘很大，与竹龄有关；竹龄长，纤维含量

(3）加强竹片验收，采购部门对竹片切片商要予以

低，肉多，非纤维物质多，粉多；竹片若堆放时间长，粉

规范，竹片进厂之前必须过筛，未经筛选，不予接收；避

尘也更大，尤其是竹片堆场输送皮带地道区域粉尘大，

免皮带转弯处易被竹片长条堵塞，造成下料困难；或木

存在粉尘爆炸的风险。

片筛被竹片细长条堵塞严重。

(4）用毛竹生产高品质的竹浆粕难度较大；竹材结

(4）苛化白液过滤、白泥洗涤、白泥过滤问题突出，

构紧密，渗透困难；毛竹年限 2～4 年不等，致竹浆质量

采 取增加 设备产能、提高过 程 温 度、减 少白泥 在槽罐

不稳定。

内停留时间等有 效 措施予以应 对。保持白液澄清度在

(5）筛选滤水困难，影响洗净度，化学品单耗较高。

DDS蒸煮

超级间蒸（原有）

①木片装锅
②置换液填充70m 3
③温黑液填充180m 3
④热注黑液及白液
⑤加热和蒸煮
⑥置换
⑦冷喷放
蒸煮总时间：

表2
项目
改造后DDS蒸煮工艺
原有生产工艺

放锅
数/锅
88
112

改造后DDS蒸煮工艺
原有生产工艺
降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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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

1:00
0:20
0:40
1:10
2:30
1:20
0:30
7:30h

①木片装锅
②汽蒸至120℃
③中和水解产物
④热注黑液及白液
⑤加热和蒸煮
⑥置换
⑦冷喷放
蒸煮总时间：

1:00
0:25
0:05
1:30
2:30
1:20
0:30
7:20h

改造后生产性能

180.0
197.0

表3
项目

耗时

蒸煮参数
装锅量/
白液消耗/
t
t（NaOH计)
1745
2425

蒸煮后原浆
硬度
残碱/
K值
g.l-1
27.8
23.7

18.5
25.8

3.091
3.385
8.7

白液吨浆单耗/
kg.adt-1
496
541
8.4

⊙ 吕张义

李永峰

（河南省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河南驻马店 463100）

清水吨浆单耗/
kg.adt-1
15.4
21.7
29.3

关键词：碱回收炉；改造；耦合脱硝；静电除尘；脱硫

(6）竹材结构紧密，渗透困难；采
Key words: alkali recover y boiler; modif ication; coupling
denitratio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desulfuration

取添加表面活性剂的措施促进渗透。
(7）借助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制 浆 造
纸方面的研发优势，深入挖潜并发挥
“产 学研”的潜力，进 一步优化竹浆

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现有3.7万t/a、5.0万

制备工艺技术。
(8）产品质量标准化。随着毛竹浆

t/a精制纸浆生产线各一条，2640长网多缸文化纸机5

系列产品的生产及规模化提升，为规范

台，5280长网多缸造纸机1台；配套碱回收系统2套（一期

市场及客户使用标准，需要对毛竹浆产

100 t/d，二期150 t/d，与制浆能力配套）；2台110 t/h蒸

品进行系统性地梳理，制定相应的产品

汽锅炉（掺入固废物焚烧）及20 M W热电站；4.8万t/d

质量标准，如本色竹浆、漂白竹浆、竹

污水处理站等。随着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

浆粕等分类标准，进一步规范市场。

出，环保压力日趋增加，公司现有碱回收系统配套的废

(9）深化应用。对竹材制浆造纸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纤维类废弃物，通
过生物质液化制备阻燃型保温材料，
通 过糖 化 发 酵途 径 制 备乙醇 和丁醇
等生物质燃料，高纤维素含量的竹溶

改造后能耗情况

蒸汽吨浆单耗/
GJ.adt-1

碱回收炉烟气处理系统的改造实践

(5）为了抑制粉尘，在使用过程中用消防炮喷湿。

改造后DDS蒸煮工艺与原有超级间蒸工艺（一个蒸煮周期）对比
顺控子程序

⊙ Lyu Zhangyi, Li Yongfeng
(Baiyun Paper Co., Ltd, Zhumadian 463100, Henan, China)

100 mg/l以下。

(6）浆板机网部脱水困难，网部水线长，靠近低真
表1

The Practice on Modification of Fume Treating System
for Alkali Recovery Boilers

解浆等，这些都可以加大研发作为资

吕张义 先生
工程师，公司首席工程师，先后获得驻
马店市科学技术奖励壹等奖、
“驻马
店市项目建设功臣”称号、第三届全国
造纸行业节能减排优秀技术创新成果
优秀奖等奖励。

气处理系统已经不能满足超低排 放要求。对碱炉烟气
处理设施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要求，
基于此，白云纸业于2021年实施了碱炉超低排放改造，
新建一套碱炉烟气“炉内耦合脱硝技术+静电除尘+碱
法脱硫”处理设施，经过处理后分别达到10 mg/Nm 3、
35 mg/Nm 3、50 mg/Nm 3，达到了排放标准。

源化利用项目做好技术准备，通过优
化而获得工业化。
[收稿日期:2022-03-06]

中图分类号：TS734+.8; TS733+.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39-04

1

烟气处理概述
白云纸业原有两期碱回收，配套有两台碱炉，对一

期碱炉进行停运，作为备用的二期碱炉运行。将浆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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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液经蒸发后 都 在新建的碱炉进行燃烧，并将产生的

4NH3+4NO+O2→4N2+6H2O

优点，并且又有效地克服了S N C R的脱硝效率低、氨逃

的水溶液，其中氢氧化钠的浓度为1.0 m o l/l，硫化钠的

烟气进行处理，最终达到超低排放。碱炉烟气电除尘出

4NH 3 +2NO+2O 2→3N2+6H 2 O

逸率高、泄漏量大、极易造成碱回收炉腐蚀的缺点。

浓度为0.2 m o l/l，p H值为13.5～14.0；稀白液总碱（以

3

口的烟气约为170 ℃，150,0 0 0 N m /h。烟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的含量分别为30 m g/N m 3、40 m g/N m 3

在锅炉的烟气中，N O 2 一般约占总的N O X 浓度的
5%，NO 2 参与的反应如下：

3

和170 mg/Nm 。

6NO 2+8NH 3→7N2+12H 2 O
全新的S N C R过程中，耦合反应还原气与还原风

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的
相关规定：烟尘排放浓度30 m g/N m 3；二氧化硫排放
3

(1）全 新的耦合脱硝技 术十分 适宜碱回收炉的燃

pH值为8～10.0。
利用50～60 ℃稀白液的残余碱性作为脱硫剂，方

(2）反应区间广，停留时间长，脱硝效率高。

便可行，脱硫后的稀白（混合）液送到苛化工段的稀黑

混合，与还原风一起经碱炉前、后墙的还原风口喷入炉

(3）设备占地面积小，自动化程度高，运行可靠。

液槽。

内，碱炉有合适的温度区间及足够的停留时间，可以有

(4）采用尿素（或氨水）作脱硝还原剂，采购运输

浓度200 mg/Nm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00 mg/Nm 。

效降 低 氮 氧化 物 浓度，基本不增加 烟 风系统阻 力，控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

制N O X 排放浓度和氨逃逸浓度。碱回收炉采用炉内耦

措施制定 技 术指南》的精神，以及河 南省生态环 境 厅

合脱硝技术（脱硝效率＞80 %）进行脱硝处理，经处理

的《减 排 措施制定 技 术 指 南》中《 造 纸 和 纸 制品企 业

后的烟气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 放 标 准》（D B41/

方便，安全程度高，运行成本低。
(5）没有常用的 喷 枪、计 量 分配 模 块 和 催化剂 模
块，维护更换成本低。

3

绩效先进性指标》所列，结合企业实际，白云纸业实施

2089—2021）中表1的排放限值N O X≤50 m g/m ，氨逃

“碱炉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逸率小于10 mg/l，最终经烟囱排放。
2.2

2

NaOH计）≤40 g/l，活性碱（以NaOH计）14～32 g/l，

烧环境，并可推广到其他不宜采用SCR技术的燃烧炉。

根据环保要求规 定，碱炉产生的烟气污染物 排 放

3

技术优势十分显著，如：

烟气脱硝

钠基吸收液 对S O 2 反应速度快，故有 较小的液气
比，达到较高的脱硫效率，一般95%以上。主要吸收反
应为：
NaOH+SO 2→NaHSO3

(6）不需要催化剂，没有废弃物的二次污染。

2NaOH+SO 2→Na 2 SO3 +H 2 O

(7）碱 炉 本体 改 造 工作 量 小，投 资 省，施 工周 期

Na 2 SO3 +SO 2+H 2 O→2NaHSO3
脱硫反应中可得到NaHSO3、Na 2 SO3和Na 2 SO 4 这

短。

工艺特点

(8）系统比SCR简单很多，投资节约70%。

3种副产物，氧化后为硫酸钠和硫酸氢钠。根据工程实

典型的脱硝技术路线是低氮燃烧、SCR、SNCR、

( 9 ）脱 硝 还 原 剂 利 用 率 高，脱 硝 效 率 高，可 达

践经验，用稀白液脱除碱炉烟气S O 2 ，不采用氧化工艺

目前国内外碱炉烟气脱硝处理技术主要分为干法

S N C R/S C R联合脱硝技术，通常是结合实施，但是分

和湿法两大类。干法包括SNCR、SCR、P SCR法等，湿

开实施。耦合脱硝技术是将低氮燃烧、S C R、S N C R有

法包括臭氧法、二氧化氯法等，白云纸业实施的是炉内

机高 效 结合 起 来，同步实 施，整合成一 个完 整的 技 术

耦合脱硝技术改造。

路线，S C R还原剂装备+低氮燃烧分布方式+S C N R还

综合考虑投资、安全、运行各方面，结合白云纸业

截面均匀地接触，并充分传质，烟气中的S O 2 、S O3、H F

2.1

工艺概述

原反应场，使炉内氮氧化物在抑制形成的同时，在还原

制浆生产现状，为了维持碱炉运行的稳定性，采用耦合

和HCl等酸性气体被有效地吸收。离开吸收段的烟气再

耦合脱硝技术（C R D T）基本原理是利用S N C R

剂的作用下发生还原反应，协同高 效降 低氮 氧化 物，

脱硝技术比较合 适，同时电除尘后用洗涤塔可减少烟

连续流经三级屋脊式除雾器而去除所含浆液水滴。穿

反应机 理，在其基础 上 进行技 术改良、发 展 和 突 破，

脱硝效率能 达 到8 0 %以上，保证 烟气排 放氮氧化物在

尘和SO 2 的对外排放。

过三级除雾器后，经洗涤和净化的烟气通过出口进入排

将燃烧技术与脱硝技术相结合的全新技术。该技术将

50 m g/N m 3 以下。此技术为国内专有技术，相对国外

S C R、S NC R、低氮燃烧技术进行耦合，发挥S C R还原

技术费用低，相对国内技术效果更好，故费用及效果有

剂种类及制备多样性的优势 制备 还原剂混合气，与碱

综合优势。同时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易于掌握。

80%。
(10）氨 逃 逸低，尾 部 低 温 堵塞 腐 蚀 程 度 大 大 降

脱硫系统
针对公司制浆生产工艺特点，采

回收炉燃烬风充分混合，同时利用低氮燃烧中燃烬风层

耦合脱硝高效率的技术突破点：

用稀白液作为脱硫剂，稀白液吸收烟

均匀布置的特点和充分混合流场的功能，在S NCR反应

(1）流场均匀化—— 烟气系统均流，温度场、速度

气中S O 2 后，脱硫废液主要成分为硫

温度窗口区间内进行高效脱硝；并可以通过添加多种耦

场、浓度场等多场均匀性分布，炉膛覆盖率高。

合剂修正温度场，从而在碱回收炉内得到适宜反应的温
度场的一种脱硝方法。该技术既具备SNCR技术造价和

(2）强化传质——气态还原剂与N O x 高速、高效混
合。

运行成本低、建设周期短、无需催化剂的优点，并且又
有效地规避了S N C R的脱硝效率低、氨逃逸率高、泄漏
量大、极易造成碱回收炉腐蚀的缺点。
在850～1100 ℃范围内，N H 3 还原N O X 的主要反应
NH3为还原剂还原NO：

40

酸钠、亚硫酸钠和亚硫酸氢钠，与洗
涤 混 合 的 碱 灰一 起 送 到碱回收车间
苛化工段稀黑液槽，即合理灵活利用

(3）反应 迅 速——在 较 短停留时间内快 速均匀反
应。

脱硫剂，同时没有脱硫废水的困扰。
白液 是 绿 液 用熟 石 灰（氢 氧化

(4）高经济 性—— 降低 还原剂的 耗 量和尾部氨的
逃逸量。
该技术既具备S N C R技术造价和运行成本低、建

为：

烟气从电除尘器和引风 机后，再经烟道导入洗涤
塔，在塔内经由吸收段与喷淋雾化的浆液在整个洗涤塔

低。

3

也可使用脱硫废液。

设周期短、无需催化剂、无新增阻力、无炉体大改动的

钙）苛 化 后 得 到 的 澄 清 液（ 氢 氧 化
钠）用做蒸煮的原始碱液。稀白液是
用水洗涤白泥（绿泥）得到的稀液。
白液 组 成 是氢 氧化 纳 和硫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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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 New Dryer Stripping Agent in Liner Paperboard Machines
气筒排放。SO 2 在吸收区被吸收后，在

表1

洗涤塔底部的储液区与碱液进行中和

粉尘排
粉尘年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
放浓度/ 排放量/ 排放浓度/ 年排放量/ 排放浓度/ 年排放量/
mg.Nm -3
t.a -1
mg.Nm -3
t.a -1
mg.Nm -1
t.a -1

反应，形成的可溶性硫酸盐溶液按设
计要求排出。
在 脱硫 塔 浆液 池内设 置浸没 式
换热器两层，吸收烟气热量用于加入

烟气污染物排放对比表

改造前
改造后
年减排放量

30
10

30.6
10.2
20.4

40
35

40.8
35.7
5.1

170
50

173.4
51
122.4

碱 炉 除 盐 水 补水，使 其 补水 温 度由
25 ℃升至55 ℃左右，将浆液温度由68 ℃降至62 ℃左
右，节约利用烟气余热3.2 MW左右。
碱炉的脱硫系统采用一炉一塔，布置合理，运行成
本低，排放监测管控性强。改造后的喷淋洗涤脱硫塔，

尘效率可达到67%左右。新建静电除尘器后的粉尘浓度

⊙ Xie Baolin, Li Hefei, Li Zhizhong
(Tangshan Municipal Jiluan Paper Co., Ltd, Luanzhou 063701, Hebei, China)

一种新型烘缸剥离剂在箱纸板机上的应用
⊙ 谢宝林

李鹤飞

李志忠（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河北滦州 063701）

3

在30 m g/N m 左右，经洗涤塔协同除尘67%效率后，可
达到10 mg/Nm 3。该协同除尘脱硫系统整体布局紧凑、
摘

要：烘缸剥离剂可减少胶黏物在烘干部低温段的黏
缸。随着企业对项目投资的控制和对低生产成本的要求，
对热分散的配置、使用越来越谨慎；同时，还要保证纸页
不能因胶黏物的影响增加纸页在干部的断头，这就促使企
业越来越多地考虑热分散的替代产品。本文主要介绍这
种新型烘缸剥离剂的技术指标、产品特性、使用方法、取
得的效果。
关键词：新型烘缸剥离剂；剥离机理；使用效果

合理，系统顺畅。

具有协同除尘作用。
喷淋塔除尘机理与湿法除尘设备中重力喷雾洗涤

4

结语

器相似。一定粒径（范围）的喷淋液滴自喷嘴喷出，与自

改 造后的系统运行后，碱炉烟气污染物 排放 满足

下而上的含尘烟气逆流接触，粉尘颗粒被液（雾）滴捕

超低排放 标 准的要求，其对比详见表1，烟气中的污染

集，捕集机理主要有重力、惯性碰撞、截留、布朗扩散、

物N O x 的排放浓度满足超低排放 标准的要求。在正常

静电沉降、凝聚和沉降等。烟气中尘粒细微而又无外界

工况下 N O x 排 放 浓度50 m g/ N m 3 ，低于允许 排 放限

电场的作用，可忽略重力和静电沉降，主要依靠惯性碰

值，NO x 排放量为51 t/a。

撞、截留和布朗扩散3种机理。烟气中粉尘颗粒依次通

由表1可以看出碱炉烟气通过洗涤、反应、净化等

过与单个液滴、单层喷淋层、多层喷淋层的综合作用被

技术对烟气进行净化处理后每年可减排粉尘20.4 t、

捕集下来。

二氧化硫5.1 t、氮氧化物122.4 t，具有较好的环保效

喷淋洗涤脱硫塔协同除尘的主要贡献是喷淋层，

谢宝林 先生

益。

通过超低排放多层喷淋层与高效除雾器的配合，协同除

总工程师；项目期间负责项目的技术工作；
生产期间负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攻关、日常工艺、产品质量管理、新产品研
发、后续项目技术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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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P M1车间于2021年1月试
生产，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频繁出现干燥部低温段胶
黏物黏缸问题，引起纸页在干燥部断头。经过多次工艺

我社官方网站为：www.cppi.cn和www.cppinet.com。
采编部联系电话：0531-88935343。

调整，其中包括使用传统的烘缸剥离剂，效果都不明显。

中华纸业杂志社

对此，我们试用了这种新型剥缸剂，取得了明显效果。

2022年5月6日

影响黏缸的主要因素有：进入干 燥部 湿纸页的水
分、低温段烘缸的温度、湿纸页中胶黏物和杂质含量。
针对不同的黏缸原因，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本文着
重讨论烘缸剥离剂对减少黏缸的影响。
当前在箱纸板生产中，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回收的
废旧纸箱，为优化项目投资和控制生产成本，在制浆系

1

42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stripping agent can reduce dr yer
sticking at the low temperature section of drying part. As
limitation of investment and the cost control, configuration
of heat dispersing got more and more careful while ensured
no web breakage due to sticky, which make the enterprises
to seek the substit ution for heat dispersing facilities. In
this article were introduced the technical targets,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usage and the effect of of this kind of dryer
stripping agent.
Key words: new stripping agent; stripping mechanism; applying
effect

影响黏缸的主要因素及应对方案

统中削减的胶黏物不是太多，部分胶黏物同浆料一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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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干燥部时，随着湿纸页中水分在接触温度较高的烘缸

不与烘缸表面直接接触，且该 新型烘缸剥离剂适用温

表面时的散失，胶黏物 和细小纤维在接触温度较高的

度范围宽泛（-50 ℃至30 0 ℃），在纸机运行 过程中能

烘缸表面时，黏附在烘缸表面。在长时间生产后，胶黏

够有效地将胶黏物与烘缸隔离且不影响纸页的干燥，

物的析出以及 纸毛的堆积极为明显，这既影响纸 机 稳

同时使胶黏物 随 纸幅带出系统，防止 胶黏物在烘缸 上

定运行，又形成安全生产隐患。为此，在纸机运行中消

积累，使烘缸表面更加清洁，进而消除“黏缸”现象，减

除这种现象尤为迫切。这种新型烘缸剥离剂不仅减少

少了气罩内纸毛的产生。喷涂的新型烘缸剥离剂在纸页

了黏缸现象，还能在干燥部后续的组缸中发挥作用，保

上附着并继续产生作用，其良好的透气性以及黏温性，

证了干 燥部 各个位置组缸缸面的清洁，进而稳定生产

使干燥部后续组缸缸面保持清洁。

运行，提升纸机运行效率。

3.2

2

4

2.1

新型烘缸剥离剂的技术指标、产品特性

现场设备（图1）

试用前的缸面情况

图3

试用后的缸面情况

新型烘缸剥离剂在箱纸板机上的应用

4.1

技术指标

图2

设备配置特点

外观：白色乳液；气味：微弱表活气味；p H值：5.0

新型烘缸剥离剂喷涂系统横梁的设计合 理，设置

～7.0，密度：0.95～1.10。

在 烘缸圆周最下端沿 运行方向约30 °的位置，喷嘴沿

2.2

产品特性

烘缸运行方向切线喷 涂，充分利用“康 达效应”，能够

(1）闪点高、耐高温，抗高寒、耐氧化，可以在高温

更加有效地提升烘缸剥离剂的效果。同时，横梁设置双

环境中长时间使用；
（2）黏温性良好，黏度不会随着温

喷头，减少喷涂等待时间，极大地弱化了喷涂等待过程

度的变化而变化；
（3）良好的透气性、憎水防潮性、低

中的黏缸现象。每组喷嘴单独设置给料隔膜计量泵，可

挥发性；
（4）彻底解决抄造中的黏缸问题，保持缸面和

以灵活调整操作和传动两侧使用情况，优化用量。

干网的清洁，有良好的剥离、润滑作用；
（5）无毒、无腐

4.2

添加方案（表1）

蚀，具有生理惰性，易降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6）用

4.3

试用结果
试用前的缸面情况,如图2；试用后的缸面情况，如

量少，效果优异。

图3。试验期间胶黏物变化情况，如图4。

3

新型烘缸剥离剂的作用原理和设备
作用原理

5

新型烘缸剥离剂经过横梁上的移动喷嘴会同压缩

5.1 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在试用期间抽出的刮刀上面

空气一起将烘缸剥离剂进行“雾化”后，均匀喷涂在烘

的胶黏物数量在逐渐减少，说明新型烘缸剥离剂对缸面

缸表面。利用烘缸表面的温度快速“破乳成膜”，在烘

保护较好的同时减少了胶黏物后移的情况，对整个干部

缸表面形成一层透气性好而又憎水防潮性极好的薄膜。

的烘缸都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并将部 分的胶黏物 随 纸

因烘缸表面有憎水防潮性薄膜，湿纸页中的黏着类物质

幅带出系统。

3.1

结论

胶黏物称重
图4
表1
添加点
1#烘缸
2#烘缸
3#烘缸

试验期间胶黏物的变化

良好，未出现因胶黏物累积所造成的断纸和因胶黏物问

新型烘缸剥离剂添加方案

添加方式

添加量/
ml.min -1

持续添加
持续添加
持续添加

12
8
4

产品密度/ 日均用量/
g.cm -3
kg.d -1
0.9
0.9
0.9

15.5
10.4
5.2

题导致的复卷黏连断纸的问题。
5.3 在试用过程中未对成纸的其他指标造成任何影响。
5.4

由于对胶黏物控制效果优异，在干部抽刮刀的过程

中发现刮刀上的胶黏物明显减少，且对刮刀的磨损和更换
频率都有明显的改善。

图1

44

现场设备

5.2

新型烘缸剥离剂在生产过程中纸机和复卷机运行

[收稿日期:202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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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Improvement on the Drum of Twin-wire Extruder

设备进行改进，以解决上述问题。

⊙ Liu Binbin1, Wu Fangli1, Zhao Lianyu1, Qiao Weihong2, Wei Qiuhong2
(1.Henan Baihu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Xinxiang 453002, Henan, China;
2.Xinxi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nxiang 453002, Henan, China)

1

双网挤浆机转鼓的结构改进
1

⊙ 刘宾宾

吴方利1

赵连宇1 乔卫红2

魏秋红2

（1.河南百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新乡 453002；2.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新乡 453002）

摘 要：对B S Z T系列双网挤浆机转鼓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筛
网变形开裂”及“排水飞溅”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
决问题的思路。逐条分析，最终整理出完善的改进思路，通
过改进，解决了上述问题。
关键词：双网挤浆机；转鼓；筛板；支撑筋板；排水槽；导流槽
Abstract: The causes of “drum deformation and cracking” and
“drainage splash” phenomena in the use of drum of BSZT series
twin-wire extruder were analyzed, and the ide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finally sorted out the perfect improvement ideas and solved the
above problems through structure modification.
Key words: twin-wire extr uder; dr um; sieve plate; elastic
deformation; supporting plate; drainage tray;diversion trench

多个支撑筋板呈 直线焊接在鼓面上，每两个相邻的支
撑筋板与鼓面形成一条排水槽，当挤压辊 对转鼓 施 压

1.1

转鼓筛网出现变形开裂及排水飞溅原因分析

时，浆 料中的水分被 挤压出来，顺着排水槽、导流槽排

转鼓筛网变形开裂原因

出。经过现场观察，第一道挤压辊布置在转鼓下方且接

针对原有转鼓图纸进行分析（见图3），经过分析发

近接水盘，挤压出水能顺利排出不会造成飞溅；第三道

现，转鼓鼓面上的支撑筋板呈直线布置且间距较大，由

挤压辊虽然布置在转鼓顶部，但经过两道挤压后，这一

于筛板是采用8 m m厚的钢板冲孔（φ9 m m）制成，当

次只有少量水被挤出，出水可以顺着导流槽流走，不会

挤压辊对转鼓施压时，挤压辊强大的挤压力直接作用于

造成飞溅；关键在第二道挤压，挤压辊布置在转鼓一侧

筛板表面，当挤压辊在两根支撑筋板正中间时，筛板变

偏上位置，这一道挤压时，浆 料中含水率偏高，挤出水

形量最大（见图4）。筛网出现变形开裂的原因是由于挤

较多，当大 量挤出水沿 着排 水槽冲击导 流槽时产生飞

压辊对转鼓表面筛网挤压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弹性变形，

溅，飞溅出的水一部分掉落在地面，一部分掉落在接水

时间久了导致转鼓鼓面上的支撑筋板与筛网之间的焊

盘造成二次飞溅，致使操作现场环境较差。

点及筛板本身产生微小的裂缝。随着设备的继续使用，

1.3

改进思路

筛网裂缝在周期性的变形过程中越变越大，加之挤出的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有三条改进思路：

黑液对筛板的腐蚀作用，最终造成筛网变形开裂。

(1）增加筛板厚度，使筛板的强度足够克服挤压辊

1.2

转鼓排水飞溅原因

的挤压力而不产生变形。筛板至少需要增加到20 m m

通过查看转鼓图纸发现，该转鼓鼓面为一圆柱形，

厚，才能实现上述目的。可这样以来，筛板透水孔的加
工就成了一个难 题，原来是采用8 m m板冲φ9 m m的

ᣀᴁ
Ю໙Ꭹ

孔，如果还采用冲孔的办法，那至少得冲成φ21 m m的

ኃʻ᥊Ԍᣝ

孔，当挤压辊对转鼓挤压时，夹在两者之间的压滤网会
ኃ̃᥊Ԍ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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ኃʶ᥊Ԍᣝ

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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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透水孔变大而损坏得更快。如果采用钻孔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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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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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鼓结构

河南百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B S Z T系列双
网挤浆机，主要用于各种造纸纸浆的压榨脱水，因其采

Ԍᣝ

用双网结构，可以降低纤维流失率，另外该机具有单机

ஂଢ଼

ኘᎩ̖ၶीবԪ्

产量大、占地小、能耗低、出浆干度高的优点，而被广泛

ኘᎩ

采用，其工作原理如图1。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该设备
的转鼓，出现了筛网变形开裂的现象（图2），使设备无
法正常工作，给用户的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另外客户还
反映，转鼓 旋转时排水槽还有部分挤出水越 过导流槽
向外飞溅，造成现场工作环境较差。为此我们决定对该

46

图2

筛网开裂

图4

筛网弹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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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of Web Warpage of Coated Paper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 He Wenkuan (Nine Dragon Paper (Tianjin) Co., Ltd, Ninghe 301500, Tianjin, China)

双网挤浆机设备照片

涂布纸翘曲问题的原因及控制措施

双网挤浆机导流槽外观

⊙ 何文宽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宁河 301500]

则加工成本则大大增加。这样还会增加筛板卷圆时的

通 过对原有转鼓结构的分析，我们决定将转鼓的

难度，以及筛板与转鼓支撑筋板焊接时的难度。同时还

鼓面做成中间大两端小的“腰鼓型”结构，支撑筋板做

会大大增加整个转鼓的重量。

成两端对称的“人字型”结构（见图5）。

(2）增加支撑筋板的布置密度，这样可以使两支撑

支撑筋板做成两端对称的“人字型”结构，可以保

筋板的间距变小，当挤压辊对转鼓挤压时，筛板的弹性

证挤压辊与筛网接触面上始终有多个支点（支撑筋板）

变形量会大大缩小，但仍避免不了筛板周期性的弹性变

支撑着筛网，当挤压辊对转鼓施压时，筛网几乎没有弹

形，这样虽然能在一定程度增加转鼓筛板的使用寿命，

性变形，从而达到避免筛网变形开裂的目的，这样的话

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可以继续采用原来的筛板，不额外增加制造成本。

(3）增加导流槽挡板高度，这样可以起到防止挤出

另外，转 鼓 鼓面做 成“腰 鼓 型”与 支 撑 筋 板做 成

水飞溅的目的，但却导致导流槽高出转鼓筛网，不仅不

“人字型”相结合，使排水槽变成一条底部中间高两端

美观，而且在转鼓制作及安装时，极容易碰到导流槽边

低且与转鼓中心成一定倾斜角度的沟槽，同时，使导流

缘使其变形。

槽深度增加，这样的结构非常有利于挤出水的排出。尤

1

纸张翘曲是由于纸张在空气中经过吸潮和水分散
发后造成纸面不平整的一种现 象，其主要原因是 纸 张
在 生产 过程中，由于纸 张 正反面水分不均衡 和纸 张 正
反两面自身收缩不同而造成的，纸张水分小的一面相对
会比水分大的一面的吸潮速度快或 水分散 发慢。就导
致了纸张会向相反方向发生翘曲。通俗地讲，就是哪边
水分大 纸 张 就会向哪 个方向翘。主要是由于纸 机配置
不合 理或 生产工艺不合 理等因素导致的。纸 张发生翘

通 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仅 靠 对原有零件进行局

其在第二道挤压辊位置，挤出水透过筛网汇聚在排水槽

部 完善，无法 达 到根治“筛网变 形开裂及 转鼓 排 水 不

中，由于槽体向下倾斜且槽底为一斜面，使挤出水顺着

畅”的目的，鉴于此，我们决定转变思路，对转鼓结构进

槽体迅速排出，由于槽体向下倾斜，所以排出水对导流

行整体考虑，同时将筛网变形开裂及排水不畅这两个问

槽挡板的冲击力大大减弱，避免了排出水“飞溅”现象

何文宽 先生

题一并解决。

的产生。

助理工程师；负责班组生产运行、质
量管理等。

2

3

转鼓结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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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尤其在低定量涂布过程中是极容易产生的,不论是机
外涂布还是机内涂布。原纸经过施 胶、涂布干 燥后,纸

结语
转鼓结构改进后的双网挤浆机经过多个客户几年

的使用，从未出现过“筛网变形开裂”及“挤出水飞溅”

纸张发生翘曲的原因

中图分类号：TS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9211(2022)12-0049-03

现象。

张每经一湿一干的循环过程，由于纸 张 正反两 面水分
含 量不同而发生的纸 张变形翘曲等问题，这也是涂布
纸极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

2

生产过程中控制纸张翘曲的方法
一 般 情况下，单面涂布纸幅在干 燥后两 面的水分

约相差2%～3%，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需要通过提高背
面水分均衡两面水分差，来控制纸张翘曲的发生。在生
产过程中控制翘曲的常用方法有以下几种：

参考文献
"

ஂଢ଼

""

关键词：涂布纸；翘曲；原因；控制措施

[1]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1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2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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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转鼓结构

Key words: coated paper; warpage; cause; countermeasures

2.1

通过膜转移施胶机调整
在目前大部 分的纸 机 生产线 上,膜 转移施 胶机 基

本上已完全取代传统的浸泡式 施 胶。膜 转移施 胶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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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的浸泡式施胶,它不仅在生产运行上有很好的

为7%～9%的淀粉胶料进行背面施胶。在背涂使用淀粉

外形与烘缸一样，主要区别是冷缸内部通的是恒温

境温度湿度达到相对平衡，从而起到了减少纸张在使用

优势，在 施 胶 效 果 以及施 胶 挂 量、横幅施 胶 控制等方

胶料施胶时要注意，因淀粉胶料不易烘干，如施胶挂量

水。水温一般控制在35～40 ℃左右（注意不要因降

过程中纸张变形翘曲的作用。

面，也 远优于传 统的浸泡式 施 胶。膜 转移施 胶机 不仅

过高容易出现面涂背辊黏胶料的情况。因每 个厂家的

低 纸 幅温 度一 味 地下调 恒 温 水 温 度，如 恒 温 水 温

可通 过使用不同型号大 小的计 量棒，使用不同的固含

涂料工艺和各涂布头涂布量分布工艺要求不同，背涂施

度过低，极容易导致冷缸缸面返水的情况发生）。

量胶料，来控制正反两面施胶挂量；还可以使用不同介

胶挂量或涂布挂量可根据下卷后纸 张实际情况进行调

纸 幅在经 过冷 缸 降 温 后，其 纸 幅表面温 度会由6 0

为了保证纸张质量长期稳定，需要通过在生产过程

质的胶料或涂 料，通 过使用不同型号的计 量棒 进行施

整，如纸张往正面翘可适当上调背涂涂布或施胶挂量，

～70 ℃度下降到4 0～50 ℃。另外纸幅在经过冷缸

中的各个环节加以管控和调整，不仅需要设备与工艺相

胶或涂布。适应于纸幅两面不同功能的表面处理。因此

反之下调背涂涂布或 施 胶挂 量。如遇背涂有刮棒 涂布

后，由于周围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在冷缸表面凝结，

结合，还需要通过根据生产不同的纸种定量，采用不同

翘曲问题 从 施 胶 方面调整，可通 过使用不同型号大小

和刮刀涂布两种涂布模式的，个人建议使用刮刀涂布，

还能相对 地提高纸幅表面1%～2%的湿度，使 纸 张

的控制策略来操作，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纸张变形翘曲问

的计 量棒来调整正反面施胶 量来控制翘曲问题。在生

目前使用的涂布刮刀大多是合金材质，因此刮刀的耐磨

能够获得更好的柔软性和弹性，这时进入卷纸机卷

题的发生。

产过程中，为了通过调整背表施胶量来提高背面水分，

性要比刮棒耐磨性好很多，并且刮刀柔软性好，如果出

纸，再经复卷分 切后，由于纸 张温度湿度与周围环

2

现断纸缠背辊时，相比之下使用刮刀涂布不容易损坏背

一般情况下背表施胶量要略高于正表施胶量0.3 g/m

左右。固含量方面，为了便于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快速调

辊。

整，制备好的胶料可通 过在线 稀 释 水稀 释后再进入施

2.4

蒸汽加湿装置
通过使用蒸汽加湿装置向纸幅表面喷蒸汽的方式

制在9%～13%之间，如固含量过高，极容易出现胶料糊

来对纸幅进行加湿处理,通过蒸汽增湿作用，提高纸幅

刮棒，影响刮棒使用寿命。固含量过低，会导致刮棒覆

表面水分，减小正反面水分偏差，来防止翘曲的发生。

膜不好，施胶不均匀，严重的还会出现刮棒返料，导致

蒸汽 加湿 装置还可以通 过使用比例阀，进行分段控制

施胶条痕情况发生。

横幅通汽量的大小，来调整横幅水分偏差，使整个纸幅

2.2

横幅水分尽可能地达到均匀一致。根据实际生产证明，

由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太阳

为了保证 加 湿 装 置能 够 在 生 产 过 程中稳 定良 好 地 工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纸业杂志社联合主办，山东杰锋

具体操作是通过调整干燥部上下排烘缸进汽压力

作，在使用蒸汽 加 湿 装 置时，蒸汽 须 要先 通 过减 温减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特别支持，山东省轻工业联合会、山东

比例，提高下排缸温度，降低上排缸温度来实现，此方

压 后才能够进入加湿 装置，如直接使用生产主蒸汽 用

省造纸行业协会、河北省造纸协会、山东造纸学会、河南省

法虽然效果有限，但在目前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广。根据

汽，蒸汽进入加湿装置后，由于温差过大蒸汽冷凝加之

造纸学会、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

实际生产证明，纸 机干 燥部前烘高温段最后一组的上

进汽 压力不稳定，极容易发生因加湿 装置喷 水而造成

计院协办，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汶瑞机械（山东）有

下排烘缸通汽方式和后干燥的上下排烘缸通汽方式，

的质量事故或断 纸事故 发生。另因蒸汽再 湿 装置对翘

限公司、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正达纤科机械

选用蒸汽喷射式热泵系统 通汽结构，烘缸 尾汽经热泵

曲的控制能力有限，在 生产中如没有配置背涂 装置的

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利丰机械有限公司、湖南海正生物科

加压 后再次回用，相比普 通的三段通汽结 构烘缸 尾汽

话，一般 须要 添加2～4道加湿装置才能达到控制翘曲

技有限公司、河南晶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环龙技术

去前一组 烘缸经过补充新 鲜蒸汽 后再回用。在烘缸排

的效果。

织物有限公司支持的“2022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第

水效果上有明显的提升。因此不仅能够节约蒸汽用量，

2.5

冷缸调态

二届制浆新技术研讨交流会”将于7月6-7日在山东济南召

还可以在调整烘缸进汽压力及调整上下排烘缸进汽比

正常纸幅从干 燥部出来之后，其纸 张 表面温度一

开。

例时不会对前段低温段烘缸温度产生影响。对 稳定生

般在都 在6 0～70 ℃左右，由于其 温度过高，如直接 进

会 议 通知已下发，详见中华 纸 业网（w w w.c p p i.

产运行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入卷纸机，成卷后由于纸张横幅温度无法均匀地降低，

c n）、中华纸业传媒微信公众号（c p p i n e t）、浆纸技术微

2. 3

使用背涂调整

受 环 境 温 度湿 度的影 响，纸 张在复卷 分 切后，由于 纸

信公众号（pulp-paper）。

使用背涂装置通过向其背面涂布或施胶的方式来

张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大，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纸 张伸

提高背面水分，使纸张两面水分达到接近或相同，从而

缩问题很容易产生变形现象，所以为了防止纸张变形，

联 系 人 ：赵 琬 青（1 5 7 2 5 1 2 1 1 6 8 微 信 同 号），张 玉 环

达到控制翘曲的目的。在生产中常用的方法有，使用固

在 纸 张生产 过程中给 纸幅降温 就 显得尤 为重要了。在

（13964195135微信同号），电话：0531-88522949；邮箱：a d v@

含量为30%～35%的涂料进行背面轻涂。或使用固含量

目前生产 过程中常用的纸 张降温的设备就 是冷 缸。其

两面的水分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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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引向收刮原理的卫生巾纤维
分离设备

刮的过程中绒毛浆纤维容易被旋转的浆液产生缠

焊接连接，纤维爪与固定筒外侧焊接连接，倾斜板

过倾斜板对分离后的纤维进行引向向集中箱运动，

绕，缠绕的绒毛浆形成较长的纤维条后容易被收

数量为20个，并且以5个为一排绕固定筒呈环形分

在收刮时纤维爪通过隔片将爪片分隔开提高收刮

刮装置拉扯导致绒毛纤维断裂成小纤维，降低了

布，纤维爪数量为20个，并且以5个为一排绕固定

的面积，随后倒钩将纤维 从纤维板上收刮下来，

这部分的绒毛纤维起绒效果，使得制成的卫生巾

筒呈环形分布，使得 被纤维爪抓取的纤维能够通

在对纤维收刮到固定的量后纤维开始缠绕，固定

吸液效果降低。

过倾斜板向外侧导向，提高了分离设备对纤维的收

板通过固定在爪套底部的弹片进行收缩将纤维脱

集能力。

出，防止纤维缠绕断裂，提高了纤维的长度，增加

提 供一种采用引向收刮原理的卫生巾纤维分
离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2796136 A

纤维爪包括爪片、隔片。爪片底部与固定筒外

了纤维收刮的效果。

如图1至图5所示，该种采用引向收刮原理的卫

侧焊接连接，隔片与爪片底部外侧焊接连接，爪片

如图6至图7所示，倒钩包括钩体、拉丝、弹性

申请人：玩伴（广州）玩具有限公司

生巾纤维分离设备，其结构包括底座、电机、分离

数量为3个，并且爪片的左端相连，使得3个爪片之

套、钩头。钩体左下侧与固定板上侧焊接连接，拉

卫生巾主要由棉浆、无纺布组成的吸收层、防

箱、集中箱、出料管，底座右端上侧与电机下侧螺栓

间形成扇形分布，增加了对纤维的抓取面积，提高

丝螺纹连接在钩体右 端内侧与弹性套之间，弹性

护层和底层三部 分组 成，在制作吸收层的棉浆中

连接，分离箱右侧与电机左侧嵌固连接，集中箱右

了对纤维的抓取效果。

套与拉丝中部螺纹连接，钩头左端上部与钩体右

主要含有纸浆、绒毛浆、棉纤维，其中的绒毛浆需

侧与分离箱左侧焊接连接，出料管右侧与集中箱左

爪片包括倒钩、固定 板、弹片、爪套。倒钩与

端上部轴连接，弹性套形状为弯曲状，并且数量为

要将制作原料进行破碎后才能 进行纤维分离，绒

侧中部螺纹连接。分离箱包括固定板、外罩、排液

固定板 外侧焊接连接，固定板下端与爪套底部内

2个，呈并列分布，使得钩头能够向上偏转，降低了

毛浆在 卫 生巾中主要作为吸 水介质，绒毛浆的纤

口、中轴、收刮装置。固定板下侧与底座右端上侧焊

侧嵌固连接，弹片嵌固连接在固定板下端与爪套

对纤维的拉扯力，防止拉扯力量过大 对纤维造成

维越长抄成的绒毛浆板厚度大容易起绒，吸液性

接连接，外罩外侧与固定板上侧焊接连接，排液口

之间，爪套底部外侧与隔片焊接连接，倒钩形状为

伤害，提高了绒毛纤维的起绒效果。

能越好，通过对破碎后的纤维进行引向收刮，将浆

与外罩右侧嵌固连接，中轴与外罩中部活动卡合。

锥形，并且上端向右侧弯曲，倒钩数量为6个，并且

钩 头 包 括套体、弹簧、夹块、抵 片、凸 球、夹

发明人：张芽吓

液中的绒毛浆 纤维 提取出用来制成绒毛浆板，但

收刮装置包括固定筒、倾斜板、纤维爪。固定

在固定板外侧呈弧形分布，弹片形状为弧形，并且

球。套体左端上侧与钩体右端上侧轴连接，弹簧嵌

是由于需要的绒毛浆 纤维需要保持长度，引向收

筒与外罩中部活动卡合，倾斜板外侧与固定筒外侧

材质为碳素不锈钢材质，具有弹性好、耐疲劳的特

固连接在套体右 端内侧与夹块 右侧之间，夹块与

点，使得倒钩能够将细小的纤维从蒸煮过的纤维

抵片外侧铆接连接，抵片外侧与套体内侧嵌固连

板 上收刮分离出来，同时在纤维即将缠绕 时通 过

接，凸球与套体下侧嵌固连接，夹球与夹块左端内

弹片向内收缩将纤维脱离倒钩，防止了纤维缠绕断

侧间隙配合，夹块左端内部为空心结构，其空心结

裂，提高了纤维的长度。

构大小与夹球外侧大小相同，抵片形状为弧形，并

1—底座 2—电机 3—分离箱 4—集中箱 5—出料管

图1

采用引向收刮原理的卫生巾纤维分离设备结构
11—固定筒 12—倾斜板 13—纤维爪

图3

具体使用方 式与作用：通 过启动底 座 上侧右

且数 量为4 个，2个为一组以夹 球为中心呈 上下 对

端的电机带动分离箱内部运转，将 纤维 从蒸煮过

称分布，使得夹块能够将夹球夹紧，凸球形状为半

的纤维板中分离出来，随后通过集中箱左端的出料

球形，材质为丁基橡胶材质，具有耐磨损、抗高温

管向外侧排出，在分离时固定板固定外罩防止分离

的特点，使得钩头能够将纤维固定在钩头下侧，提

过程中设备晃动对分离造成 影响，蒸煮后的纤维

高了对 纤维的收刮能力，同时通 过夹块能够有效

板与蒸煮液通过电机带动的中轴带动收刮装置对

地防止纤维堆积缠绕，提高了钩头对 纤维板的收

纤维进行收刮，收刮过的蒸煮液与纤维板余渣通

刮效率，降低了分离的时间。

过排 液口排出，收刮装置在 旋 转 过程中固定筒通

收刮装置的正视结构

具体使用方 式与作用：在倒钩 旋 转对 纤维 板
进行收刮时，纤维会缠绕形成长的纤维条，通过钩
体内部的拉丝拉动弹性套，弹性套扩张后钩头被
长纤维拉动向上偏转脱离钩头的收刮，纤维脱离
钩头时套体右端内部的弹簧拉动夹块向右移动，
同时夹球向左移动通过套体内部的抵片压缩使得
夹块向两侧 张开，随后钩头脱离夹 球的拉扯向上

14—爪片 15—隔片

6—固定板 7—外罩 8—排液口 9—中轴 10—收刮装置

图2

52

分离箱的侧视半剖结构

图4

纤维爪的立体结构

16—倒钩 17—固定板 18—弹
片 19—爪套

20—钩体 21—拉丝 22—弹
性套 23—钩头

24—套体 25—弹簧 26—
夹块
27—抵片
28—凸球
29—夹球

偏转，使得纤维与凸球之间的拉扯力方向改变，纤

图5

图6

图7

被拉扯断裂，提高了纤维的长度，增加了纤维的起

爪片的侧视半剖结构

倒钩的侧视半剖结构

钩头的内部半剖结构

维脱离钩头的拉扯，防止了纤维形成长的纤维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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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效果，提高了卫生巾吸水效果。

花辊组之间设有第一导辊，压花辊组位于压花箱内

热压干燥，同时可以增加纸张的平整度，然后利用

利用折叠辊组转动，对消毒后的纸张进行折叠，并

靠近压花箱出口的一端。

第一导热 辊和第二导热 辊对 纸 张进行输送，并在

将折叠后的纸张送入到切纸机构进行分切。

加湿机构包括水箱、雾化管、超声波雾化片和

高效压花消毒一体化餐巾机

雾化输送管，水箱内部设有超声波雾化片，水箱上

输送的过程中进行再次熨压，进一步增加纸 张的
平整度和干燥效果，从而可以增加纸张的强度。

刀固定安装在切割架上，输送槽位于切纸刀下方，

端一侧连接有雾化输送管，雾化输送管上设有雾化

消毒 机构的消毒箱位于压 花 箱一 侧，消毒箱

输送槽一端与基座 上表面固定 连接，且输送槽另

申请公布号：CN 112046088 A

输送泵，且雾化输送管一端与雾化管连接，可以利

内部 顶端和底 端均设有紫外线消毒灯，第一导热

一端延伸至基座一 侧，可以利用切纸刀对折叠后

发明人：陈秋林

用超声波雾化片工作，将液态水分子结构打散而产

辊和第二导热 辊位于消毒箱内，热压辊 组位于消

的纸巾进行分切。

申请人：东莞市旭利日用品有限公司

生自然飘逸的水雾，并通过雾化输送管和雾化输送

毒箱的进 料口处，当多组 第一导热 辊 和第二导热

基座表面设有镂空板，且镂空板位于输送槽底

餐巾机是将放卷装置上的纸巾卷材经压花、

泵输出并送入到雾化管内，同时利用雾化管上的雾

辊对 纸 张 进行输送过程中，可以利用消毒箱内紫

端，镂空板下方设有集屑抽屉，集屑抽屉与基座滑

化出口将水雾排出并吹向待压花的纸张表面。

外线消毒等 对 纸 张的两面进行消毒杀菌，保证消

动连接，输送槽底端开设有漏屑孔，漏屑孔位于镂

毒杀菌效果好，且可以进行连续消毒工作，工作效

空板上端，可以将 分 切时产生的纸屑和粉尘在重

率高，增加纸巾的洁净度。

力的作用下 落在输送槽内，并通 过输送槽底端的

折叠、分切成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纸巾的机器，现
在市场上彩印餐巾纸 机的类型多种多样，总的来

雾化管安装在 压 花 箱内部上端，且雾化管靠

说分两种类型：普通的彩印餐巾纸 机和按照印刷

近压 花 箱的进 料口一端，雾化管 下表面开设有多

的颜色进行分类的彩印餐巾纸机，其中，彩色印刷

组雾化出口，可以利用雾化出口将雾化管内的水雾

折叠机 构位于消毒 机 构一 侧，且折叠机 构与

漏屑孔漏出，漏出的纸屑和粉尘通 过镂空板后被

餐巾纸机是在普通压花餐巾纸机的基础上加上彩

排出并吹向待压花的纸 张 表面，增加纸 张的柔软

消毒 机构之间设有第二导辊，折叠机构包括折叠

集屑抽屉收集，另一部分扬起的纸屑和粉尘可以

色印刷功能，有单色、多色印刷，可根据需要印制

度，从而保证压花效果好。

架和折叠辊组，折叠架与基座固定连接，折叠辊组

利用吸尘器工作进行吸收，保证工作环境整洁。

不同颜色精美的花纹图案。给餐巾纸 表面印上彩

热压机构包括热压辊组、第一导热辊和第二导

色图案、企业商标、电话号码等，现有的餐巾机由

热 辊，第一导热 辊和第二导热 辊位于热压辊组一

吸尘主管，吸尘主管一端连接有吸尘连接管，吸尘

于自动化程度高、加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是纸

侧，第一导热辊和第二导热辊均设有多组，且第一

连接管与切割架一侧壁固定连接，吸尘连接管一

制品厂及城乡家庭建厂 致富投资小、见效快 较为

导热辊位于第二导热辊的斜下方，多组第一导热辊

侧并 排连接有多组吸尘分管，多组吸尘分管均匀

理想的生产设备，且 压花可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各

和第二导热 辊排列呈W形设置。通过设置热压机

分布在切纸刀两侧，且多组吸尘分管下表面均设

种不同清晰美观的花纹图案，得到广泛使用。

构，可以利用热压辊组对印花后的纸 张 进行初步

有吸尘罩，可以利用吸尘器工作，使吸尘主管、吸

与基座垂直，且折叠辊组与折叠架转动连接，可以

基座一 侧壁 上设有吸尘器，吸尘器上 连 接 有

但是现有的餐巾机在进行压花时，由于纸巾的

尘连接管和吸尘分管内产生负压，从而通过吸尘

硬度大、不够柔软，导致压花时，容易出现压花后

罩将飞扬到空气中的纸屑和粉尘进行吸收，保证工

纸巾容易变形，且无法保证压花效果的现象，且现

作环境稳定。

有的餐巾机没有在生产过程中对压花后的纸巾进

在工作时，可以利用第一导辊将盘纸辊上的纸

行杀菌消毒，导致纸巾容易携带细菌杂质，且一些

材输送到压花箱内部，同时启动加湿机构，利用水

采用生产结束后统一收集消毒的，影响生产效率，

4—压花箱

且现有的餐巾机 在 对 纸巾分 切时，容易产生纸屑

11—水箱 12—雾化管 23—超声波雾化片
输送管 25—雾化输送泵 26—雾化出口

图2

和粉尘，得不到有效处理，影响工作环境，需要进

24—雾化

压花箱结构

箱内的超声波雾化片工作，利用电子高频震荡，将
液态水分子结构打散而产生自然飘逸的水雾，并将
水雾通过雾化输送管和雾化输送泵输出并送入到

行改进。

雾化管内，同时利用雾化管上的雾化出口将水雾排

提供一种高效压花消毒一体化餐巾机。

出并吹向待压花的纸 张 表面，增加待压花的纸材

如图1～图3所示，该种高效压花消毒一体化餐

的柔软度，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压花效果，保证压花

巾机包括基座、盘纸辊、加湿机构、压花机构、热

效率高。压花后的纸张进入热压机构，可以利用热

压机构、消毒机构、折叠机构和切纸机构，盘纸辊

压辊组对印花后的纸张进行初步热压干燥，同时

转动安装在基座一端，压花机构位于盘纸辊一侧，
加湿机构位于压花机构上方，热压机构位于压花机
构一侧，消毒机构位于热压机构一侧，折叠机构位
于消毒机构一侧，切纸机构位于折叠机构一侧，压
花机构的压花箱内部设有压花辊组，盘纸辊与压

54

切纸机构包括切割架、输送槽和切纸刀，切纸

1—基座 2—盘纸辊 3—第一导辊 4—压花箱 5—消毒箱 6—
第二导辊 7—折叠架 8—切割架 9—输送槽 10—集屑抽屉
11—水箱 12—雾化管 13—压花辊组 14—热压辊组 15—第一
导热辊 16—第二导热辊 17—吸尘器 18—吸尘主管 19—吸尘
分管 20—吸尘罩 21—折叠辊 22—切纸刀 27—吸尘连接管
28—漏屑孔 29—镂空板

图1

高效压花消毒一体化餐巾机的结构

可以增加纸 张的平整度，然后 利用第一导热 辊和
第二导热 辊对 纸 张进行输送，并在输送的过程中
5—消毒箱

14—热压辊组 15—第一导热辊
30—紫外线消毒灯

图3

消毒箱内部结构

16—第二导热辊

进行再次熨压，进一步增加纸张的平整度和干燥
效果，从而可以增加纸张的强度。第一导热辊和第
二导热 辊在对 纸材热压输送的同时，利用消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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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紫外线消毒等对纸材的两面进行照射消毒，

第二 螺栓的配合，能 够使得筒体、端板、芯体、传

作侧轴头进行拆分与组 装，若某部件出现损坏无

搅 拌杆的顶端设置箱盖，箱盖的两侧通 过第

保证消毒效果好，且多组第一导热辊和第二导热辊

动侧轴头和操作侧轴头进行拆分与组装，若某部

法使用时，也可快速对其进行更换。筒体的形状为

二 螺栓与装置螺纹连接，箱盖底端的中间位置处

排列呈W形设置，可以增加纸材的消毒路径，提高

件出现损坏无法使用时，也可快速对其进行更换，

圆柱结构，筒体和端板的材质为钢材料；钢材料具

通过轴承活动连接第二转动座，第二转动座内部

消毒效果，保证纸材的消毒效果好。消毒后的纸材

同时也可根据需要制造出不同的产品规格型号；扬

有较好的硬度、耐磨性及韧性等，使得筒体和端板

的搅拌杆顶端固定限位块，限位块设置为“十”字

通 过第二导辊输送到折叠机构，利用折叠架上的

克 烘缸在铸造加工时不需要利用到磨具，操作简

在使用时，所产生的热膨胀系数相同，从而不会出

形，第二 转 动座的内部开设与限 位块相互配合的

折叠辊组对消毒后的纸材进行折叠，并将折叠后的

单便捷，提高了该扬克烘缸的灵活性，保证了产品

现跑汽的现象。传动侧轴头和操作侧轴头的形状

限位槽，通过该设计，对搅拌杆进行限位操作，使

纸材送入到切纸机构，利用切纸机构上的切纸刀

的成品率，减少残次品，减少了成本；通过筒体和

为圆柱结构，且传动侧轴头和操作侧轴头的材质

得搅拌杆和第二转动座的连接更加稳固，提高了

对折叠后的纸材进行分切，且分切的同时启动吸尘

端板的材质都为钢材 料制成，且钢材 料具 有较好

为不锈钢材 料；不锈钢材 料能够防止传动侧轴头

装置的稳定性。

器，利用吸尘器工作，使吸尘主管、吸尘连接管和

的硬度、耐磨性及韧性等，使得筒体和端板在使用

和操作侧轴头长期使用出现生锈的问题。

吸尘分管内产生负压，从而通过吸尘罩将切割时飞

时，所产生的热膨胀系数相同，从而不会出现跑汽

近搅拌杆的一侧设置为弧形，搅拌杆顶端的两侧

扬到空气中的纸屑和粉尘进行吸收，保证工作环境

的现象，提高了扬克烘缸的使用效果，同时也提高

皆开设与卡杆相互配合的卡槽，通过弧形设计，便

稳定，同时切纸时因重力作用落下的纸屑和粉尘落

了该扬克烘缸的导热效率，降低了能量的消耗。

于卡杆插进搅拌杆内部，通过卡槽，使得卡杆的卡
合更加牢固，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卡杆的顶端通

在输送槽内，利用输送槽底端的漏屑孔漏出，漏出

筒体的内壁设置有人孔，人孔的一侧设置有孔

的纸屑和粉尘通过镂空板后被集屑抽屉收集，保

盖；人孔能 够便于操作人员进入内部安装附件或

申请公布号：CN 111617677 A

过滑 块与第二 转动座滑 动连接，卡杆顶端的第二

证工作平台的整洁，便于使用。

检修设备，同时定期检验时检验人员也能 进入内

发明人：徐吉正 刘帅

转动座内部开设与滑 块相互配合的滑道，通 过该

部。孔盖的外 表 壁设 置有螺丝，螺丝的 数 量 为若

申请人：湖南盛顺纸业有限公司

设计，对卡杆进行限位操作，便于卡杆的移动，从

干组；螺丝能够使得孔盖稳固地固定在端板上。筒

传 统 装置的搅 拌杆 通常通

体的外 表 壁设 置有注油口，注油口设 置在 操作侧

过多组螺 栓固定在机 箱内壁，

轴头的上端；高压油通过注油口注入筒体内。固定

当搅 拌 杆 长 时间使 用后，搅 拌

块的形 状为两组，第一螺 栓的 数 量 为若 干组。第

杆出现磨损，若损耗严重，此时

二螺栓的形状为圆形，且第二螺栓的数量为若干

则不 利 搅 拌 杆 的后 续使 用，此

组；能够使得筒体、端板、芯体、传动侧轴头和操

时需要拆卸多组螺栓实现搅拌

本发明操作简单，且可以保证压花效率高，同
时可以对纸巾进行高效消毒，便于推广和使用。

芯轴分体的钢制扬克烘缸
申请公布号：CN 111560789 A
发明人：何维忠 吴匡蓝 高永法

杆的拆卸操作，较为繁琐，费事

申请人：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费力，降 低了装 置 的 便 捷 性 和

提 供一种芯 轴分 体的钢制扬克 烘缸，解 决了

实用性，因此 提 供 一种卫 生 纸
生产用纸浆混合装置。

以下问题：对于铸造扬克烘缸，铸造成品率低、残
次品多，从而造成造价昂贵，铸造过程需要磨具，

如图1、图2所示，该种卫生

造成扬克烘缸的规格较少；对于传统钢制扬克烘

纸 生产用纸 浆混合装置包括装

缸，热 传导 率低，造成 耗能 较 高，铸 造材 料 脆 性

置、第一 转 动 座、搅 拌 杆 和 箱

大，使用过程中安全性差，由于扬克烘缸筒体和端

盖，装 置内 部底 端 的中间位 置

板材料为两种材料，其热膨胀系数不同，在使用的

处通过轴承活动连接第一转动

过程中会出现跑汽现象。

座，第一 转 动座 的顶 端 设 置 搅

如图1所示，该种芯轴分体的钢制扬克烘缸包

拌 杆，搅 拌 杆 的底 端固定 有固

括扬克烘缸和筒体，筒体的内部设置有中心轴体，

定块，第一转动座的内部开设与

且筒体的一侧设置有端板，端板的一端设置有芯

固定 块相 互 配合 的固定 槽。通

体，筒体的两侧分别设置有传 动侧轴头和操作侧

过该设计，使得固定块的卡合更

轴头，传动侧轴头和操作侧轴头的外表壁设置有
固定块，固定块的外表壁设置有第一螺栓，端板的
外表壁设置有第二螺栓；通过固定块、第一螺栓和

56

卫生纸生产用纸浆混合装置

第二 转 动座内部 的两侧皆 设 置卡杆，卡杆靠

1—扬克烘缸 2—筒体 3—中心轴体 4—端板 5—芯体 6—传
动侧轴头 7—操作侧轴头 8—固定块 9—第一螺栓 10—第二螺
栓 11—人孔 12—孔盖 13—螺丝 14—注油口

图1

芯轴分体钢制扬克烘缸的结构

加 稳固，从 而使得 第一 转 动座 1—装置

8—卡杆

和固定 块 的 连 接 更 加 牢固，提
高了装置的稳定性。

2—第一转动座 3—搅拌杆 4—固定块 5—箱盖 6—第二转动座 7—限位块
9—滑块 10—第一螺栓 11—固定板 12—连接座 13—开槽 14—移动板 15—
弹簧 16—刮板 17—第二螺栓

图1

纸浆混合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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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于 卡杆卡合至卡槽内部，提高了装置的便捷
性。

无塑餐具包装纸的生产设备及工艺

卡杆底端的第二转动座内部螺纹连接第一螺

置有限位柱，限位柱可在限位槽内滑动，转盘转动

下方的搅拌装置进行搅拌，物 料从第二打浆箱体

带动限位柱依次通过限位槽进而带动第二从动轴

的第二出料口流入输料管并通过输料泵输送到抄

进行转动，从而实现底部的搅拌。

栓，卡杆内部的底端开设与第一螺栓相互配合的孔

申请公布号：CN 111663362 A

造机 进行湿纸页抄 造的常规工序，完工后通 过第

如图5所示，前干燥箱体内部上下对称设置的

洞，通过该设计，对卡杆进行限位操作，使得卡杆

发明人：朱忠凯

一 输送带 输送到前干 燥机 进行烘干，前干 燥机包

上、下部的热风烘干装置，上部热风烘干装置包括

与搅拌杆的卡合更加稳固，提高了装置的稳定性；

申请人：湖南得凯纸业有限公司

括前后开口的前干燥箱体，前干燥箱体 内部上下

连接在侧壁 上的第一 夹层板，第一 夹层板设置在

搅 拌杆底 端的两侧皆固定有固定板，两组固定板

无 塑餐具包 装 纸 是 一种食品级包 装用纸，长

对 称 设 置有 热 风 烘干装置，半成品纸 张位于上下

上部且其前后两侧与内壁具有空隙以实现空气的

远离搅拌杆的一侧皆固定连接座，连接座的内部

期以来，一次性筷子、勺子、吸管、牙签及餐具包装

的热风 烘干装置中间并通 过滚筒进行输送，经过

循环流 通，第一 夹层板的夹层内布置有第一热风

皆开设开槽，开槽内部远离搅拌杆的一 侧设置移

等大 量使用塑料 OPP及 纸塑复合制品，由于塑料

前干燥机的物料被输送到双面涂布施胶机进行涂

通管，第一热 风 通管与设 置在 外 部的第一热 风 机

动板，移动板靠近搅拌杆的一侧固定弹簧，弹簧靠

极难降解、塑料垃圾很难处理，餐具大量使用塑料

布施胶工艺，完工后通过第二输送带输送到后干

相连 通，第一热风 通管另一端 连 通于第一热风吹

近搅拌杆的一侧固定在开槽内壁，移动板 远离搅

包装，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一次性塑料餐

燥机，后干燥机包括前后开口的后干燥箱体，后干

口，第一热风吹口为倾斜设置的莲 蓬形喷头结 构

拌杆的一侧固定刮板。

具及其废弃的包装物是目前“白色污染”的主要来

燥箱体内下部设置有传送带，传送带上贴合设置有

且排列设置在第一 夹层板的下方，其吹 风方向与

工作原理：当需要拆卸搅拌杆时，首先拧动第

源之一。无塑餐具包装纸的研发是大势所趋，主要

硅橡胶电加热板实现在输送物料的同时对物料底

来料方向相对，第一热风吹口中间设置有第一温湿

二螺栓，使得箱盖的固定解除，随后将箱盖向远离

用于制作一次性筷子、勺子、吸管、牙签及餐具包

面进行加 热 烘干，后干 燥 箱体内上部设置有热风

度检测仪；下部热风 烘干装置包括连接在下部的

装置的方向拉动，箱盖带动第二转动座同步移动，

等OPP及纸塑复合制品的替代品，开发可生物降解

烘干装置，经过后干燥工序的物料即为成品。

第二转动座带动搅拌杆同步移动，固定块 从第一

的无塑餐具包装纸替 代塑料及纸塑包装，已成为

如图1所示，第一打浆箱体内的主动打浆装置

转动座内部的固定槽中移出，继续拉动箱盖，直至

包装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减少“白色污染”，保护

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主轴，第一主轴由第一打浆箱

搅拌杆完全从装置的内部移出，随后拧动第一螺

生态环境。

体顶盖 上的第一电机 进行驱动，第一主轴上排列

栓，使得第一螺栓从卡杆内部的孔洞中移出，随后

以前国内外市场上都是采用食品包装纸淋膜

交错设置有第一打浆叶片和第一搅拌叶片，第一主

将卡杆向远离第二转动座的方向拉动，滑 块 跟 随

的方式来做餐具包装纸，本发明不采用淋膜，而是

轴上设 置有主动齿轮，主动齿轮带 动两侧的从动

卡杆在滑道的内部同步移动，直至卡杆完全从搅

采用纸机生产时机内表面处理（施胶），即通过涂

打浆装置。

拌杆内部的卡槽中移出，随后将 搅拌杆向远离第

布PVA型号的研究来达到淋膜的效果。PVA具有

如图2所示，从动打浆装置包括第一从动轴，

二转动座的方向拉动，限位块从限位槽的内部移

成膜好，易分解回用，防油防水等特点。因无塑餐

第一从动轴上下两端安装在第一轴承内从而实现

出，直至搅拌杆完全从第二转动座的内部移出，实

具包装纸反面需要印刷，所以正反面 可采用不同

竖 直安装在第一打浆 箱体内，第一从动轴上同样

现搅拌杆的拆卸操作。

的原料施胶，为节约成本，反面施胶量少，但加入

排列交错设置有第一打浆叶片和第一搅拌叶片，第

当固定板转 动时，刮板可对 装置内壁物 料 进

抗 水剂使纸 张具备良好的防水效果。本发明同时

一从动轴上设置有从动齿轮，从动齿轮与主动齿轮

行刮除操作，此时弹簧呈压缩蓄力状态，操作到此

针对生产线上的混合打浆机长期存在的纤维粗细

啮合，从而实现第一主轴的转动带动第一从动轴进

结束。

不一、能耗高的问题，以及前、后干燥机容易出现

行转动。

7—限位块

图2

58

打浆 箱体，第二打浆 箱体内的主动 打浆装置带 动

限位块的局部结构俯视

纸张两面干燥程度不均匀导致纸张品质受损等问

如图3和图4所 示，第二打浆 箱体内的主动 打

题做出进一步地改进，带来了多项有益效果，在提

浆 装置包括第二主轴，第二主轴安装在第二打浆

高产能的同时优化了纸 张 生产的品质。本发明一

箱体的上部，第二打浆箱体上部为矩形箱体结构，

次成型的无塑餐具包装纸 具 有综合成本低、竞争

下部为半圆形，第二主轴的一端 连接在第二打浆

力强、环保易回用等优点，试制产品投放市场获用

箱体外 侧的第二电机的 输出轴上，第二主轴上排

户高度评价，其经济及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列设置有第二打浆叶片，第二主轴上设置有转盘，

该种无塑餐具包装纸的生产设备包括混合打

转盘 上环形阵列开设有波浪形的限 位槽，第二主

浆机、抄造机、前干燥机、双面涂布施胶机、后干

轴下方设置有搅拌装置，搅拌装置包括通 过第二

燥机。混 合打浆机 为两级打浆 结 构，其第一打浆

轴承安装在第二打浆 箱体下部的第二从动轴，第

箱体内由一组主动打浆装置带动两组从动打浆装

二从动轴上排列设 置有第二搅 拌叶片，第二从动

置，第一打浆 箱体内的物 料流 入倾斜设置的第二

轴上环形阵列设置有多块 连接板，连接板尾端设

1—混合打浆机 2—输料泵 3—输料管
送带 6—前干燥机 7—双面涂布施胶机
干燥机

图1

4—抄造机 5—第一输
8—第二输送带 9—后

无塑餐具包装纸生产线

10—第一进料口 11—第一电机 12—第二进料口 13—第一主轴
14—第一打浆箱体 15—第一打浆叶片 16—从动齿轮 17—第一搅
拌叶片 18—第一从动轴 19—第一轴承 20—第二主轴 21—第二
出料口 22—第二打浆叶片 23—第二轴承 24—第二从动轴 25—
第一出料口阀门 26—第二搅拌叶片 27—第二打浆箱体 28—第二
打浆箱体进料口 29—第二支撑架 30—限位柱 31—转盘 32—
第二电机 33—第一支撑架 34—主动齿轮

图2

混合打浆机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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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夹层板，第二夹层板上的第二热风吹口与第二

湿 强 剂 加 入 点 为 配 浆 箱，(c) 阳 离子 淀 粉重 量 比

≤0.8 g/cm 3，透气度≤120 mL/m i n，正面平滑

好、平整性好。按照以上工艺可以生产出合格的无

温湿度检测仪均与上部热风烘干装置对称设置。

0.8%～1.1%，(d)助留剂重量比0.05%～0.1%，填

度3 0～5 0 s 、反面 平 滑度 6 0～8 0 s，横向伸 缩 率

塑餐具包装纸，产品既满足了无塑餐具包装里面防

料重量比10%～18%。

≤3.0%，厚度稳定、纸张匀度好、平整性好。

水防潮，外面印刷对纸张的要求。

前干 燥 箱体的顶盖 上设 置有第一抽风 机，第
一抽风机与前干燥箱体内设置在上部的第一抽风

D、施 胶 部：正面用 P VA（聚乙烯 醇），正面

口相连 通，前干 燥 箱体的顶板与底板 上分别排列

加 热可 直 接 包 装 黏 合。熬制 浓度 8 %～9％，上 胶

设置有第一电加热管和第二电加热管。
如图6所示，后干燥箱体内上部的热风烘干装

#

2

2

以下提供40 g/m 和52 g/m 无塑餐具包装纸
的具体实施例：

实施例2：52 g/m 2 无塑餐具包装纸
将 针 叶 木 浆 、阔 叶 木 浆 、漂 白 竹 浆 三 种

2

浓度3.8%～4.2%，计量棒型号：21 ，计量棒压力

实施例1：40 g/m 无塑餐具包装纸

浆 料 按 3 0 %∶6 2 %∶8 % 的 比 例（打 浆 度 控 制 在

80kPa，上辊施胶流量分别为1050 L/min，单面控

将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两种浆料按

5 0 ～5 1°S R）进 行 配 浆，加 入 14～1 5 k g / t 纸

2

置包括连接在侧壁 上的第三夹层板，第三夹层板

制在1.0～1.5 g/m ，确保涂布量在20～30 kg/t纸。

40％∶60％的比例（打浆度控制在（54～55°SR）

A K D 施 胶 剂、8～10 k g /t 纸 浆内阳离子淀 粉、

设置在上部且其前后两侧与内壁具有空隙以实现

反面用PVA+抗水剂，使纸张具备良好的防水效果，

进行 配 浆，加 入 10～1 2 k g /t 纸 A K D 施 胶 剂、

0.2～0.3 kg/t纸助留剂、湿强剂8～10 kg/t纸、

空气的循环流 通，第三夹层板的夹层内布置有第

反面可用于餐具包装前的印刷。熬制浓度8%～9％，

8～10 kg/t纸浆内阳离子淀粉、0.3～0.4 kg/t纸

轻钙150～180 kg/t纸，其后的制作过程及主要指

二热风 通管，第二热风 通管与设置在 外 部的第三

上胶浓度3.8%～4.0%，单面控制在0.5～1.0 g/m ，

助留剂、湿强剂8～10 kg/t纸，轻钙120～150 kg/

标同4 0 g/m 2 无塑餐具包 装 纸（唯一区别是灰分

热风机相连通，第三热风通管另一端 连通于第三

确保涂布量在10～15 kg/t纸，计量棒型号：18#，

t纸，配制成本白稀释好的浆料上网，通过网部脱

12％左右）。

热风吹口，第三热风吹口为倾斜设置的莲 蓬形喷

计量棒压力100 kPa，下辊施胶流量分别为850 L/

水，保证纤维分散均匀、纵横向纤维排列有序和均

有益效果：

匀分布，湿纸页进压榨部复合压榨后；进前干燥至

本发明通 过 对浆 料 选 择、浆 料 配比、打浆 工

干度95%的纸页进入施胶部，采用膜转移方 式对

艺、浆内添加 的功能化 学助剂等进行 研究，采用

头结 构且排列设置在第三夹层板的下方，其吹风
方向与来料方向相对，第三热风吹口中间设置有第

2

2

min，施胶部前纸页张力200～220 N/m ，施胶部后
2

纸页张力180～200 N/m 。

三温湿度检测仪；后干燥箱体的顶盖上设置有第

E、纸机其他参数：上网浆浓度0.4%～0.6%，

纸张进行表面施胶处理；正面控制PVA总施胶量

膜转移表面施胶处理制造出合格的无塑餐具包装

二抽风 机，第二抽风 机与后干 燥箱体内设置在 上

网 速 4 0 0 m /m i n，流 浆 箱唇 板 开度 9.7 m m，

在20～30 k g/t纸，反面施胶量控制10～15 k g/t

纸，浆内添加湿强剂PPE（PAV）全称为聚酰胺聚

部的第二抽风口相连 通，后干 燥 箱体的顶板 上排

一 压 线 压 力 8 8 0 ～ 9 0 0 k N / m ，二 压 线 压 力

纸；经过处 理 后的湿 纸页先 通 过热 烘箱预热，再

环氧 氯丙烷 树脂，是一种水溶性阳离子热固性树

列设置有第三电加热管。

880～900 kN/m，卷曲张力380～410 kN/m。

通过后干燥部烘缸干燥处理；经过后干燥处理后

脂，不含甲醛类聚合物，无毒无味，能在中性、微碱

干度在93%～95%的纸页通过软压光机整饰，然后

性和酸性条件下抄造，pH值适用范围广，添加量视

对纸张进行卷取，即可得到定量为40 g/m 2 无塑餐

纸张的湿强度要求而定。纸页施胶正面采用PVA，

具包装纸，其主要指标：水分4.0%～7.0%、色相本

2 0～3 0 k g /t 纸，反面采用 P VA+ 抗 水剂 施 胶 工

另外，本发明还公布了一种无塑餐具包装纸的
生产工艺，包括使用针叶木浆、阔叶木浆、漂白竹
浆经混合打浆、配浆及辅料加入、湿纸页抄造、前
干燥、涂布施胶、后干燥工艺，其包括以下步骤：
A、硫 酸 盐 漂白木浆 浆 料重 量 配 比，针 叶 木

F、软 压 光 条 件 ：二 压 区 加 压 ，热 辊 温 度
100～130 ℃、线压力50～100 kN/m。
2

G、无 塑餐 具包 装 纸 定 量：3 8～8 0 g /m ，
水 分 5.0 %～7.0 % ，色 相 本 白，食 品 级，纵 向 裂
2

断 长≥ 6 . 0 k m 、吸 水 性 2 2～2 8 g / m ，紧 度

浆∶阔 叶 木浆∶竹浆＝3 0 %～4 0 %∶7 0 %～5 0 %∶

2

白、纵向裂断长≥6.0km、吸水性22～28 g/m 、紧
3

艺，涂布量在10～15 k g/t 纸。满足了无塑餐具包

度≤0.8 g/c m 、透气度≤120 m L/m i n、横向伸

装里面防水防潮、外面印刷对纸张的要求。产品填

缩率≤3.0%、灰分10％左右，厚度稳定、纸张匀度

补市场空白，是我国限塑令实施提供了替代产品，

0～10%。

为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和提升公司赢利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本发明针对生产线上的多个设备长

B、混合浆打浆度：50～55°SR。
C 、辅 料 对 绝 干 浆 用 量 ：( a ) A K D 重 量 比
1.0 %～1.5 %，( b) 湿 强剂 重 量比 0.5 %～1.0 %，

20—第二主轴 21—第二出料口 22—第二打浆叶片 23—第二轴承
24—第二从动轴 25—第一出料口阀门 26—第二搅拌叶片 27—第
二打浆箱体 28—第二打浆箱体进料口 29—第二支撑架 30—限
位柱 31—转盘 32—第二电机 33—第一支撑架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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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打浆机第二打浆箱体的结构

20—第二主轴 24—第二从动轴 28—第二打浆箱体进料口
限位柱 31—转盘 35—限位槽 36—连接板

图4

第二打浆箱体内搅拌装置的连接

30—

37—第一抽风机 38—第一热风机 39—第一温湿度检测仪 40—
第一电加热管 41—第一夹层板 42—第一热风吹口 43—半成品纸
张 44—第二热风吹口 45—第二夹层板 46—第二热风机
47—
第二温湿度检测仪 48—第二电加热管 49—滚筒 50—第一抽风
口 51—前干燥箱体 52—第一热风通管

图5

前干燥机结构

53—第二抽风机 54—第二热风通管 55—第三热风机 56—第三
温湿度检测仪 57—第三电 加热管 58—第三夹层板 59—成品纸
张 60—硅橡胶电加热板 61—传送带 62—滚轮 63—第三热风吹
口 64—第二抽风口 65—后干燥箱体

图6

后干燥机结构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第43卷第12期 2022年6月

Jun., 2022

Vol.43, No.12

61

Information
·技术信息

Information
技术信息·
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地改进：
（1）针对混合打浆机采用了多个电机带来的

置在生产过后使用的便捷性，因此，提供一种纸巾

在滑杆的外壁上，其作用在于可以较为便捷地 对

外侧拉动拉环，使得在第一滑块、滑杆和弹簧的相

生产用碎浆装置。

过滤板 进行安装和拆卸，确保了碎浆装置内部纸

互作用下带动限位插杆解除与第二固定插块之间

浆的有效性，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

的锁定状态后，弹簧呈拉伸状态，此时向右侧拉动

能耗高、故障率高等问题，通过纯机械式结构，形

如图1、图2所示，该种纸巾生产用碎浆装置底

成主从动式设计，取消从动装置的电机，在第一打

端两侧皆固连支撑架，且支撑架内侧中部皆连接

过 滤 板 左 右 两侧 底 端 皆 对 称 抵 接 在 滚 轮 顶

浆箱体内通过主打浆装置带动从打浆装置进行同

同一支撑杆，碎浆装置左侧中部轴承连接电机，电

端，滚轮皆通过转轴连接在碎浆装置内壁底端，其

步转动打浆操作；在第二打浆箱体内，为了解决下

机的输出端贯穿碎浆装置左侧外壁通过轴承连接

作用在于可以辅助过滤板内侧的第一固定插 块，

当碎浆 装置内部 需要进行搅 拌 时，将原料 全

部物料沉积导致打浆效果不均匀、不彻底的问题，

转动轴，转动轴外壁中部等距离固连搅拌杆，碎浆

可以较为便捷地插设进碎浆装置左侧内壁内部，

部倒进内部后，先在碎浆装置两侧顶端转轴的作

在第二打浆箱体下部设置搅拌装置，而搅拌装置

装置左侧内部的中部下端插 设第一固定插 块，且

确保了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的便捷性。

用下拉动第一拉把，使得两组防护顶盖内侧顶端

无需电机驱动，采用转盘带动限位柱 旋转从而带

第一固定插 块 右侧固连在过滤 板的左侧中部，过

连接板 外 侧中部皆固连拉环，限 位板 外 侧中

动搅拌装置旋转进行间断式搅拌，使得物料得到

滤板的右侧贯穿碎浆装置的右侧外壁固连在限位

部皆固连第二拉把，其作用在于可以较为便捷 地

充分地搅拌，保证打浆更为彻底更均匀。

板内侧中部，限位板内侧的上下两端皆固连第二固

拉动连接板和限 位板，确保了装置在使用过程中

（2）针对前干燥机烘干时经常存在纸张上下

定插 块，且第二固定插 块内侧顶端皆插 设在碎浆

的便捷性。

两面的烘干程度不均导致纸张品质受损的问题，通

装置的外壁上，第二固定插 块内侧中部的外壁皆

碎浆装置顶端皆通过转轴连接防护顶盖，且防

过在纸张上下设置对称式的热风烘干装置进行烘

插设限位插杆，且限位插杆外侧顶端皆固连在连

护顶盖顶端中部皆固连第一拉把，左端防护顶盖的

干，配合温湿度检测仪可实时调整热风温度，或及

接板内侧的中部，连接板内侧顶端皆固连在第一

右侧顶端皆对称开设第一开槽，且第一开槽内部皆

时 地通过第一抽风机 进行抽气降温，从而全面保

滑 块 外侧中部，第一滑 块皆滑动连接在滑杆的外

插设限位凸块，限位凸块皆固连在右端防护顶盖的

证烘干质量；且热风空气在箱体上下部形成循环通

壁上，滑杆皆固连在第二开槽内壁中部，第一滑块

左端底侧，其作用在于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碎浆装

申请公布号：CN 107314379A

路，从热风吹口喷出的热风在循环的过程中还能被

内壁中部皆焊接弹簧，且弹簧 远离第一滑 块的一

置在进行碎降时，在搅拌杆的作用下带动些许浆液

发明人：张衍国 李清海 陈宣

第一电加热管和第二电加热管进行加热，从而保持

端皆焊 接在第二开槽内侧中部，弹簧中部皆环绕

飞溅，确保了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的实用性。

申请人：清华大学、北京一亚高科能源科技有限

箱体内热风的温度，便于实现精准的温控，同时避

支撑杆顶端皆对 称开设滑轨，且滑轨顶端皆

第二拉把，使得在滚 轮的滚动作用下过滤 板带 动
第一固定插块脱离碎浆装置的内部。

在限位凸块和第一开槽的卡合作用下进行密封，
操作到此结束。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一种带喷砂装置的双循环湍动床焚
烧炉

公司

滑动连接第二滑 块，第二滑 块皆固连在盛物 槽底

再生纸行业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产生大量的造

（3）在后干燥机内采用硅橡胶电加热板贴合

端两侧，其作用在于可以较为便捷地 对碎浆装置

纸废塑料、造纸污泥等废弃物，若不能妥善处理，

设置在传送带上，充分利用了硅橡胶电加热板可根

底 端的浆液 进行收集，确保了装置在使用过程中

既会造成环境污染，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据需求制成任意形状的特点和优点，实现在输送

的稳定性。

免热量散失较快，有利于保证烘干加工的质量。

流化 床因其 具 有燃 料 适应性 广、燃烧 效率高

物料的同时对物料的底面进行加热烘干，配合上方

盛物 槽两侧中部皆固连第三 拉 把，且第三 拉

等特点，在造纸 废弃 物处理及热利用中也受到青

的热风烘干装置，实现全方位的烘干操作，在温湿

把内侧中部皆设 置防滑 纹，其作用在于可以较为

睐。但单纯的外循环式燃烧设备炉体结构庞大，初

度检测仪的辅助下，还形成了循环流动的热风及电

便捷 地 对盛物 槽进行拖动，确保了装置在使用过

期投资高，同时对原料的粒度、热值、杂质要求较

加热管，以及抽风机，从而相互配合实现更为精准

程中的便捷性。

高，污泥通常需要热干化，适合资金充裕、管理水

地温控，取得更好的烘干效果，保证纸品的质量。

工作原理：当需要对过滤板进行更换时，先向

平较高、技术力量较强的大型造纸企业。而单纯的
内循环式燃烧设备则往往结构复杂。
为解决此问题，提出一种炉膛中间宽、上下两
边窄的旋流焚烧装置，通过两级逆向二次风的设

纸巾生产用碎浆装置

置，强化装置内部的旋流和扰动，改善和强化物料
内循环。但由于造纸污泥、造纸废塑料等废弃物中

申请公布号：CN 111719330 A
发明人：徐吉正 刘帅
申请人：湖南盛顺纸业有限公司
传统的碎浆装置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结
块较大的固体，这些固体会对影响纸巾生产的使
用效果，从而需要对 纸 浆 进行 过滤，从而 确保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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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含有重金属、氯和K、Na等碱金属，成灰黏性

1－碎浆装置 2—支撑架 3—支撑杆 4—防护顶盖 5—第一拉
把 6—转动轴 7—搅拌杆 8—限位凸块 9—第一开槽 10—过
滤板 11—第一固定插块 12—限位板 13—第二拉把 14—限位
插杆 15—连接板 16—拉环 17—第一滑块 18—滑杆 19—第二
开槽 20—弹簧 21—第二固定插块 22—盛物槽 23—第三拉把
24—第二滑块 25—滑轨 26—滚轮

图1

纸巾生产用碎浆装置的结构

较高，容易在受热面上积灰黏结。另一方面，造纸
废塑料 一类灰分较低的物料焚烧过程中，往往需
1－碎浆装置 4—防护顶盖 5—第一拉把

图2

碎浆装置、防护顶盖和第一拉把的局部放大结构

要补充床料。
提 供 一种 带 喷 砂 装 置 的 双循 环 湍 动床 焚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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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主要用于造纸废弃物、生活垃圾和生物质的焚

由于 造纸 废弃 物、生活垃 圾和生物质等燃 料

烧领域，在提高燃烧效率的同时，又避免了炉膛锥

灰分低 且富含碱金属，燃烧 后的灰黏结性很高。

段上部壁面灰沉积，还补充了床料。

而上锥段由于其断面与水平面夹角α<90°的结构

如图1所示，这种带喷砂装置的双循环湍动床

特征，内循环回路和外循环回路上的烟气、物料都

焚烧炉包括炉膛、二次燃烧区、分离器、分离器入

难以对其内侧壁面产生冲刷，从而使得高黏性 灰

口烟道和返料器以及喷砂装置等。

很容易在 上锥段内侧壁面上沉积。为解 决这个问

炉膛包括形成中间宽、上下窄变截面空间的下

题，焚烧炉还包括喷砂装置，喷砂装置设置在炉膛

锥段和上锥段，下锥段向外扩展形成渐扩断面，而

内，且靠近上锥段。喷砂装置包括喷砂管和设置在

上锥段向内收 缩 形成渐缩断面。炉膛 底部设有风

喷砂管的若 干个 喷砂口；若 干个 喷砂口都设置在

帽和一次风室，选用定向风帽。通过一次风室和风

喷砂管朝向上锥段的一面，且喷砂口开口朝向上锥

帽的布风，再配合二次配风等分级配风措施，炉膛

段。从而使得喷砂管内通入的石英或细砂能够通

的变截面空间内形成物 料内循环回路。造纸 废弃

过喷砂口都 喷射 到上锥段的内壁上。由于炉膛内

物、生活垃圾和生物质等燃料在炉膛燃烧时，形成

通常敷设耐火材 料以达到蓄热燃烧效果，喷砂的

剧烈湍动，大大提高了燃尽速率和燃烧效率。部分

吹灰效果好而冲刷力又不会对壁面造成破坏。

飞 灰 随烟气上行，未 燃尽气体 组 分在等截面的二

喷砂管延伸方向与上锥段在 水平面的延伸方

次燃烧区内进一步燃烧完全。带尘烟气通过分离

向一致，喷砂管在其延伸方向上伸缩式设置，即喷

器入口烟道进入分离器进行气固分离，分离后的烟

砂管可以在锅炉纵深或者宽度方向上伸缩，根据

气进行后续设施，分离下来的飞灰通过返料器返

需要伸长 对上锥面的内壁进行喷砂，喷砂完成 后

回炉膛，回料点通常设在上锥段。物料分离及返料

再缩回。伸缩式喷砂管可以收缩到炉膛外，从而避

装置的物料循环构成了焚烧炉的外循环回路。

免炉膛内高温灼烧 对其产生的损坏。当上锥段纵
深或宽度方向较长时，喷砂管在纵深或宽度方向
上对称布置，喷砂后对称回缩。而沿着上锥段倾斜
的高度方向，喷砂管可以设置多个。
上锥段在炉膛内为对称布置，因此，喷砂管和
设置在喷砂管的若干个喷砂口也相应地在炉膛内
对称布置，且喷砂口设置为开口朝向上锥段。如果
喷砂管设置多个，相应地也对称布置多个。
喷砂管外 部连接着喷砂给 料装置，炉膛内喷
砂，还可以达到补充床料的目的。
有益 效 果：上下锥 段的设 置使炉膛内形成了
物 料内循环，加 上分离返 料 的外循环，双循环使
得物料燃烧更充分、初始污染物更低；喷砂装置的
设置，对炉膛上锥段壁面形成冲刷，避免了黏性灰
沉积，同时补充了床料。特别适合应用于再生纸企
业，造纸污泥经挤压脱水后，无需热干化，与高热
值造纸 废塑料混合入炉集中焚烧处理，既解 决废

1－炉膛 2－二次燃烧区 3－分离器 4－分离器入口烟道 5－返
料器 6－喷砂管 7－喷砂口 8－一次风室 9－风帽 10－上锥段
11－下锥段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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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处理的环保问题，又能替代一部分化石能源，
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中插1

中插2

单广1

单广3

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毛

-水平气动卷纸机

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1575复卷机一套

-烘干部1：12只烘缸中1500*1950，4个毯缸

-双面分切复卷机一套，瑞安市毅美机械厂

2012年投产，设计车速80米

中800*1950；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

产品

-网部：3个全不锈钢网笼中1500*1950，第一

动张紧器；

-铜网水印压机一套

只为带气胀不锈钢网笼，表面为防伪铜网。

-施胶机：上下双棍施胶；配不锈钢保温施胶

-北京精雕，金属防伪模具冲压雕刻机一套，

网箱带匀浆辊，每个网笼带不锈 钢吸水箱。

槽；配不锈钢弧形辊；

主机辅机健全。

不锈钢真空回头辊一只，驱毯 棍两辊分离。

-烘干部2：6只烘缸中1500*1950，3个毯缸中

-所有传动 电机，减速箱齐全

所有毛毯均带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上下

800*1950；配不锈钢弧形辊；所有毛毯均带

联系人：奚先生 13348915370

毛布均带不锈钢移动喷淋

自动校正器，电动张紧器；所有导辊为铜面

-压榨部：不锈钢真空吸移辊一只，一压为真

包覆；刮刀若干；

1575防伪纸机转让

单广4

空压榨一套，二压为勾纹石辊一套，三压 为

-软压光机：4辊软压光(传动电机，减速箱

勾纹石辊反压一套。所有石辊配气动移 动

齐全)；配不锈钢弧形辊及气动移动刮刀；配

刮刀；所有毛布吸水箱为不锈钢材质；所有

备辊2只

单广5

单广6

单广7

单广8

彩广15

彩广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