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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测试了超细滑石粉颜料的基本理化性能，试验了超

细滑石粉替代高岭土对轻量涂布纸涂料性能及成纸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超细滑石粉用量的增加，轻量涂布纸

涂料的低剪切黏度小幅度增加，但高剪切黏度呈降低趋势；

轻量涂布纸白度、平滑度、不透明度、光泽度、表面粗糙度、

印刷光泽度等性能指标基本接近，印刷表面强度明显提高。

关键词：超细滑石粉；高岭土；轻量涂布纸；涂料

Abstract: The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ultrafine 
talc pigment were tested, and the effect of ultrafine talc replacing 
kaolin on the properties of coatings and paper properties in light-
weight coated paper was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ultrafine talc dosage, the low shear viscosity of 
the coating about light-weight coated paper increases slightly, but 
the high shear viscosity decreases; the whiteness, smoothness, 
opacity, gloss, surface roughness, printing gloss and other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the light-weight coated paper are 
basically close, but the surface printing strength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ultrafine talc; kaolin; light-weight coated paper; 
coating material

超细滑石粉在轻量涂布纸中的应用研究
⊙ 史梦华  李丹  刘春景  邓凤伟（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阳 414002）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fine Talc in Lightweight Coated Paper Production
⊙ Shi Menghua, Li Dan, Liu Chunjing, Deng Fengwei (Yueyang Paper Co., Ltd., Yueyang 414002, Hu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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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粉是一种具有层状结构的硅酸镁水合物，化

学组成为3MgO.4S iO2
.H2O。滑石粉的化学稳定性良

好，耐强酸及强碱，同时还具有白度高、粒度细、分散

性好、吸油量稳定、遮盖力强、电绝缘性能和耐热性等

特性。滑石粉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是当今世界用量最

大的超细粉体产品之一，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白色颜

料，在陶瓷、涂料、造纸、纺织、橡胶和塑料等行业得到

广泛应用。

随着对滑石粉研究的深入，滑石粉在造纸工业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滑石粉精细加工后用作化学浆、

化机浆、脱墨浆等浆厂的树脂吸附剂和新闻纸、文化用

纸、纸板生产过程中出现树脂问题时浆料的树脂吸附

剂，以及作为涂料的颜料代替部分高岭土或碳酸钙，用

于提高轻量涂布纸及特种涂布纸的性能、印刷适印性和

相关操作易性等。滑石粉折射率与高岭土相当，具有片

状晶形，径厚比高、吸油性低。硬度小、白度高，作为纸

张涂布白色颜料，不仅可以代替高岭土，而且某些性能

优于瓷土，尤其适用轮转印刷的轻量涂布纸涂料中[1，2]。

滑石粉作为涂布颜料使用，突出优点是具有较好的纤维

覆盖能力和印刷效果，能赋予涂料良好的涂刷性、流平

性、遮盖性，可提高轻量涂布纸不透明度、平滑度和印刷

表1  主要仪器设备

实验项目

粒度 

黏度 

分散

保水

涂布

压光

仪器及设备

SediGraph Ⅲ V1.04粒度仪

Brookfield黏度计 

GFJ-0.4高速分散机

AA-GWR 250涂料保水度仪

KRK2223

DT压光机

产地

美国

美国

中国上海

美国

日本

芬兰

光泽度，赋予纸张较高的吸墨性，改善印刷质量[3，4]。

轻量涂布纸作为一种一次涂布且涂布量低的纸种，

对颜料遮盖性提出了较高要求，现有涂料配方中广泛使

用的就是具有较高遮盖性的薄片高岭土，这种薄片高

岭土主要从巴西进口，价格相对较高，如果采用具有同

等遮盖能力且不需进口的性价比更高的滑石粉替代薄

片高岭土，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降低生产

成本，在成本节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5]。

1  实验

1.1 测试方法

按照《GB/T 10335.2-2005涂布纸和纸板  轻量

涂布纸》规定的方法测定纸张的常规物理性能。

1.2 主要仪器设备

颜料基本性能和涂料性能测定及涂布纸整饰所需

的主要仪器设备如表1所示；成纸性能的检测采用标准

仪器和方法，在此不再列出。

1.3 实验内容

1.3.1 原料

巴西进口薄片高岭土、美国进口高岭土、95级重质

碳酸钙（GCC）、超细滑石粉、丁苯胶乳、保水剂CMC、

分散剂、润滑剂、抗水剂、消泡剂、涂布原纸。

1.3.2 颜料基本理化性能

按照标准GB/T 14563高岭土及其试验方法测定

超细滑石粉、重质碳酸钙和高岭土的粒度、白度、水分、

pH值、筛余物等颜料基本理化性能。

1.3.3 颜料在轻涂纸涂料中的应用

将超细滑石粉、高岭土等按表2中所列的配比进行

配料，考察两种颜料的涂料性能，并分别测试各涂料的

低剪切黏度、高剪切黏度、保水值、pH值、固含量等涂

料性能。涂料低剪切黏度采用黏度计测定，测定温度为

25 ℃，测定转速为60 r/m i n。涂料高剪切黏度采用旋

转流变仪测定，平板，剪切速率10,000～20,000 s-1。

1.3.4 颜料在轻涂纸中的应用

将上述涂料通过试验涂布机在57 g/m2的轻涂原

纸上进行涂布，涂布量约9.0 g/m2。涂布纸经调湿后进

行压光，压光条件为线压50 N/m，压光温度60 ℃，压

二遍，正反面各一遍。上述压光后的纸样经恒温恒湿处

理后测定各项性能指标。

表2  涂料配方

巴西高岭土

美国高岭土

超细滑石粉

GCC

淀粉

胶乳

其它助剂

固含量/%

1#

20

10

-

70

3

10

适量

64

-

10

20

70

3

10

适量

64

3#2#

10

10

10

70

3

10

适量

64

4#

-

-

30

70

3

10

适量

64

配方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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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颜料的基本性能

测试样和对比样基本性能如表3、图1、图2所示。

从表3中给出的颜料基本性能看，巴西高岭土为

薄片土，其径厚比较大，薄片瓷土有利于提高轻涂纸

的涂层覆盖性，尤其是涂布量较低（小于8 g/m2）的轻

涂纸。美国高岭土通常粒度较细，径厚比较小。英格瓷

GCC固含量高，有利于制备高固低黏涂料，颜料亮度相

对最高。滑石粉是一种具有层状结构的硅酸镁水合物，

共分三层，中间是一个八面体的MgO层，上下均为四面

体的硅石层，这种结构是滑石粉具有不同于其它颜料的

特殊性质的原因，有利于改善轻量涂布纸涂料的覆盖

性和适印性。与巴西高岭土相比，超细滑石粉的特点主

要表现为亮度相对较高，同时分散剂用量偏高。超细滑

石粉的2 μm含量要明显高于巴西高岭土。从颗粒结构

来看，高岭土呈层状堆砌的片状结构，而滑石粉则是呈

单一的片状结构。两种颜料虽然在形态结构上存在差

异，但均为片状结构颜料。

从图1、图2可以看出，超细滑石粉与巴西高岭土均

为片状结构颜料，片状的粒子给予原纸更好地覆盖，可

使成纸有较好的印刷性能，如均匀的油墨接受性和高

的油墨保持性。不同形状粒子的组合可获得疏松的涂

层，有利于提高涂层的油墨吸收性。

2.2 滑石粉的分散性能

经检测，滑石粉水分为2.14%，分散剂固含量

42.0%，密度1.25 g/c m 3，N a O H浓度10%，密度

1.08 g/cm3。

滑石粉分散条件：浓度70%，NaOH用量0.04%/绝

干（滑石粉），分散剂用量以绝干/绝干（滑石粉）计。

滑石粉的分散黏度如表4所示。滑石粉分散曲线如

图3所示。

从分散实验结果来看，滑石粉合适的分散浓度为

70%，NaOH用量为0.04%（/绝干滑石粉），分散剂用

量为0.15%～0.18%（绝干/绝干）。与巴西瓷土相比，滑

石粉分散浓度略低，分散剂用量偏高。

2.3 轻涂纸的涂料性能

四种轻涂涂料性能如表5所示。

四种轻涂涂料的高剪切黏度结果如图4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四种涂料的pH值、固含量均相

近，涂料性能具有可比性。从实验结果来看，在涂料固

含量相近的条件下，随着涂料配方中滑石粉用量不断

增加、高岭土用量不断降低，涂料的低剪切黏度呈增加

趋势，但增加幅度有限。随着超细滑石

粉用量的不断增加，涂料保水性略有降

低。

从图4可以看出，当涂料配方中的

高岭土不断被滑石粉替代时，随着剪切

速率的不断增加，涂料的高剪切黏度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但从局部高剪切速率

范围看，随着滑石粉替代高岭土用量的

表3  颜料的基本性能

颜料名称 

亮度/%

水分/%

pH值

325目筛余物/%

粒  <2μm/%

度  <1μm/%

    平均粒径/μm

巴西

高岭土

86.3

4.63

7.42

0.0073

82.2

62.4

0.687

美国

高岭土

84.4

0.5

7.9

0.02

98.3

88.0

0.432

91.5

23.4

8.3

96.9

76.1

0.566

英格瓷

GCC

90.3

2.1

8.03

0.023

95.4

74.3

0.603

超细

滑石粉

表4  滑石粉的分散黏度

分散剂用量/%

黏度/mPa.s

0.12

145

0.15

110.7 112

0.18

124.2

0.21

表5  涂料性能

配方编号 

固含量/%

低剪切黏度/mPa.s

pH值

保水值/%

1＃

64.73

1310

8.53

72.5

2＃

64.72

1330

8.48

72.5

64.69

1350

8.56

75.0

3＃

64.62

1380

8.43

77.5

4＃

图1　超细滑石粉SEM图 图2  巴西高岭土SE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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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轻涂纸的性能

压光后轻涂纸的物理性能指标如表6所示。

从表6结果看，各轻涂纸的定量、涂布量和紧度均

相近，成纸性能具有可比性。根据表6的结果，轻涂纸

的白度、不透明度、平滑度、光泽度、印刷表面粗糙度均

相近，基本没有差异，测试数值的差别均在实验误差范

围内。轻涂纸的印刷表面性能上表现一定的差异：以滑

石粉逐步取代配方中高岭土后，突出特点是轻涂纸的印

刷表面强度增幅较大，从1.05 m/s增加至1.26 m/s。

3  结论

3 .1 与高岭土相比，超细滑石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亮

度相对较高，同时滑石粉是一种具有层状结构的硅酸

镁水合物，这种结构是滑石粉具有不同于其它颜料的特

殊性质的原因，有利于改善轻量涂布纸涂料的覆盖性

和适印性。超细滑石粉分散时分散剂用量偏高。

3 . 2 超细滑石粉取代涂料配方中的高岭土后，随着超

细滑石粉用量的增加，涂料的低剪切黏度呈增加趋势，

但增加幅度有限；涂料保水性略有降低；涂料的高剪切

黏度呈降低趋势，表明采用滑石粉替代高岭土，将对涂

料的涂布运转性能产生有利影响，可以进一步提高涂料

的固含量，获得更好的涂布效果。

3 . 3 以超细滑石粉取代配方中高岭土后，随着超细滑石

粉用量的增加，轻量涂布纸的白度、平滑度、不透明度、光

泽度、表面粗糙度、印刷光泽度等质量性能指标保持相近

水平，印刷表面强度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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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涂料的高剪切黏度不断降低。

总的来看，滑石粉替代轻涂纸涂料中的高岭土时，

随着替代量的不断增加，虽然涂料的低剪切黏度有小

幅度增加，但涂料的高剪切黏度却呈降低趋势，表明采

用滑石粉替代高岭土，不仅不会对涂料的涂布运转性能

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同样高剪切黏度的条件下，用滑

石粉替代高岭土后可以进一步提高涂料的固含量，获

得更好的涂布效果。

表6  轻涂纸的物理性能

定量/g.m-2

紧度/g.cm-3

涂布量/g.m-2

白度/%

不透明度/%

光泽度/%

印刷光泽度/%

平滑度/s

印刷表面粗糙度/μm

油墨吸收性/%

表面强度*/m.s-1

配方编号 1＃

56.7

1.10

9.7

85.9

86.8

46

74

536

1.86

27

1.05

2＃

56.6

1.09

9.6

85.6

86.9

46

74

539

1.88

27

1.15

56.9

1.09

9.5

85.9

86.9

45

75

555

1.92

28

1.21

3＃

56.6

1.10

9.8

85.5

86.8

44

76

581

1.91

28

1.26

4＃

*采用中黏油测定。

图3  滑石粉的分散曲线

图4  四种涂料的高剪切黏度

[收稿日期:2022-05-16(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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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was 0.92%, NDC was 28, PPK was 5.64, and CPK was 7.12. 
The results showed the system and test results were highly reliable 
which could ensure that the incoming inspection of wet strength 
agent and straw paper product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 indicators.
Key words: chloropropanol; straw pape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wet strength agent

环保湿强剂中氯丙醇含量测定

及其在吸管纸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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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Strength Ag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traw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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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维护管理工作。

摘 要：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环保湿强剂中的1,3-

二氯-2-丙醇和3-氯-1,2-丙二醇含量进行测定，将符合

要求的湿强剂在吸管纸中应用，并将纸样送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氯丙醇含量，测试结果1,3-DCP未检出，3-MCPD数值为

3 μg/L，与自测数据2.1 μg/L接近，符合德国BfR对氯丙醇

的限量要求，通过Min i tab对测量系统及检测结果做MSA及过

程能力分析，交叉量具R&R为0.92%、可区分类别数NDC为28、

初始过程能力指数PPK为5.64、过程能力指数CPK为7.12，证

明测量系统及检测结果均高度可靠，能够保障湿强剂进货检

验、吸管纸产品出厂检验均能符合安全指标要求。

关键词：氯丙醇；吸管纸；环保湿强剂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1,3-dichloro-2-propanol and 3-Chloro-
1,2-Propanediol in environmental friendly wet strength agent 
were determin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which used in the straw paper. Third party test results showed 
1,3-DCP was not detected, and the value of 3-MCPD was 3μg/
L which approach to the self data that was 2.1μg/L. The result 
meeted the limit requirements of German BFR for chloropropanol. 
MSA and process capability were analyzed through Minitab, 

2018年3月，英国等部分发达国家陆续出台“限塑

令”，以减少塑料带来的污染。随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

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限制塑料吸管的使用，提倡纸吸

管的重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于2020年1

月19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其中提到2020年底，全国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的一次性塑料吸管[1-2]，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塑料制

品累计产量8,184万t，其中塑料吸管近3万t，约合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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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根[3]，一根塑料吸管的使用寿命仅为15～20 m i n，需

要200多年才能分解为小分子，且不能完全降解，因此

可降解纸吸管替代塑料吸管势在必行。

在吸管纸生产中需要添加湿强剂，通过提高纸张

的湿抗张强度来提高纸吸管泡水的强度和用户体验

性，张烨在食品中氯丙醇污染及其毒性[4]中介绍过氯丙

醇化合物易溶于水、丙酮、苯等溶剂中，所以添加湿强

剂生产吸管纸就会带来引入其水解副产物氯丙醇的风

险。傅武胜、曾莹等人也分别介绍过氯丙醇在酸水解植

物蛋白(HV P)过程中可形成4种氯丙醇化合物：1,3二氯

二丙醇（1,3-DCP）、2,3-二氯-1-丙醇（2,3-DCP）、

3-氯-1,2-丙二醇（3-MCPD）、2-氯-1,3-丙二醇

（2-MCPD）[5-7]。

氯丙醇类化合物是国际公认的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对人类的生殖系统产生毒性，长期或

反复接触氯丙醇类化合物会导致肾脏损害[8-9]，因此国

内外相继出台了关于氯丙醇含量的限量标准以及检测

方法[10-14]，德国食品与日用品法案(LFGB)(2005年9月1

日)第30和31章节及其修正法案以及德国B f R建议-萃

取1,3-DCP和3-MCPD，对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的

水提取物中，1,3-DCP含量≤2 μg/L、3-MCPD含量

≤12 μg/L。本文通过对湿强剂中的氯丙醇含量检测

及湿强剂的强度进行对比分析，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在

吸管纸中进行应用，保证湿强剂及吸管纸的氯丙醇含量

均符合上述要求。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与试剂

漂白针叶木浆（俄罗斯）、漂白阔叶木浆（俄罗

斯）、瓦利打浆机（德国FRANK-PTI）、打浆度仪（巴

西R EGM ED）、环保湿强剂（美国Ⅰ型、浙江Ⅱ型、山

东Ⅲ型）、普通湿强剂（恒源生化）、乙醚（农残级）；

异辛烷（农残级）；乙腈（色谱纯）；七氟丁酰基咪唑

（HFBI）；氯化钠（优级纯）；无水硫酸钠（优级纯）。

1.2 仪器

PerkinElmer Clarus 680气相色谱（美国PE公

司），配备PerkinElmer Clarus SQ8T质谱检测器）；

涡旋混合器（美国SI Vortex Genie 2）；固相吸附柱

（Merck Extrelut NT20）；微量进样器（100 μL）；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抄片器（西班牙PTA）、电子

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定量取样器（杭州纸邦仪

器）、抗张强度测试仪（瑞典L&W）。

1.3 方法及过程

1.3.1 湿强剂中氯丙醇含量的检测

1.3.1.1 标准溶液配制

分别配制1,3-DCP、3-MCPD标准储备溶液和混

合标准使用溶液作为氯丙醇标准溶液；配制D5-1,3-

D C P、D5-3-MC P D的混合氘代氯丙醇标准使用溶

液；配制不同浓度氯丙醇标准工作液，并分别准确添加

100 μL氘代氯丙醇混合使用液，三种标准溶液分别放

置在-20 ℃冰箱中冷藏保存。

1.3.1.2 湿强剂前处理

参照杜显生[15]等对吸管纸中氯丙醇提取量的前处

理方法对湿强剂进行前处理：按照洗脱→浓缩→衍生化

→净化流程，完成后准备上机测试。

1.3.1.3 上机测试

调整气相色谱仪参数，测试经过前处理完的湿强

剂中氯丙醇含量。

1.3.2 湿强剂强度对比

对检测符合氯丙醇含量的环保湿强剂分别与在

用普通湿强剂在实验室按照漂白针叶浆∶漂白阔叶浆

=30%∶70%、打浆度45 °SR、湿强剂用量1.5%、定量

60 g/m2进行抄页，对比湿强度效果。

1.3.3 湿强剂在吸管纸中的应用

结合湿强剂的湿强度及生产成本优选一种湿强

剂，分别在生产60 g/m2和120 g/m2吸管纸产品上进行

中试，并检测吸管纸中的氯丙醇含量，满足湿强度指标

及氯丙醇含量标准时，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外检。

2  结果与讨论

2.1 湿强剂中氯丙醇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气相色谱检测对比环保湿强剂与普通湿强剂

中氯丙醇的含量（见表1）可以看出，普通湿强剂1,3-

DCP含量较环保湿强剂1,3-DCP含量最高达到1.02万

倍、3-MCPD含量较环保湿强剂3-MCPD含量最高达

到7,840倍，因此普通湿强剂不适用于食品接触用纸生

产添加，而环保湿强剂中美国Ⅰ型和山东Ⅲ型氯丙醇含

量均在10 mg/kg以内，表现更优异、更符合含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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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下一步验证。

2.2 优选环保湿强剂强度对比分析

通过优选美国Ⅰ型和山东Ⅲ型两种环保湿强剂与

普通湿强剂进行抄页对比湿强度及关键指标（见表2），

可以看出两种环保湿强剂的强度接近，在相同用量的情

况下比普通湿强剂的强度分别低30.2%和30.9%，并且

两种环保湿强剂的黏度也低于普通湿强剂，不会影响纸

机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可分别使用两种环保湿强剂在吸

管纸生产时进行中试，继续验证在相同强度下的用量

及纸中氯丙醇的残留量。

2.3 环保湿强剂实际应用对比分析

分别使用两种环保湿强剂在生产60 g/m2吸管纸

面纸时进行中试验证，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在湿强度

相同的情况下，环保湿强剂（Ⅲ）较环保湿强剂（Ⅰ）用量

多出0.45%，纸中3-MCPD含量也要比环保湿强剂（Ⅰ）

高5.73 μg/L，并结合湿强剂成本及避免因湿强剂用

表1  检测湿强剂中氯丙醇含量数据对比

项目

1,3二氯二丙醇(1，

3-DCP)/mg.kg-1

3-氯-1,2-丙二醇

(3-MCPD)/mg.kg-1

环保湿强

剂(Ⅱ)

44

44

环保湿强

剂(Ⅰ)

1

1

环保湿强

剂(Ⅲ)

10

未检出

普通湿强剂

(恒源生化)

10,200

7,840

表2  湿强剂参数及抄页湿强度对比分析

项目

抄页定量/g.m-2

抄页纵向湿强度/kN.m-1

抄页湿抗张指数/N.m.g-1

湿强剂黏度/mPa.s

湿强剂pH值

湿强剂固含量/%

环保湿强剂

(Ⅰ)

59.8

0.413

6.9

59.9

3.04

18.1

环保湿强剂

(Ⅲ)

60.1

0.409

6.8

55.3

3.6

18.2

普通湿强剂

(恒源生化)

60.2

0.592

9.8

80.4

3.92

15.1

表3  环保湿强剂在实际生产中应用对比分析

项目

产品定量/g.m-2㎡

产品纵向湿强度/kN.m-1

湿强剂用量/%

湿强剂成本/元.(t纸)-1

1,3二氯二丙醇（1,3-DCP)/μg.L-1

3-氯-1,2-丙二醇（3-MCPD)/μg.L-1

环保湿强剂

(Ⅰ)

60.2

0.65

1.08

101.6

未检出

2.1

环保湿强剂

(Ⅲ)

59.9

0.64

1.53

123.7

0.56

7.8 图1  吸管纸中3-MCPD含量测量MSA分析

量大导致氯丙醇含量超标风险，后续生产将选择环保

湿强剂（Ⅰ）。同时将环保湿强剂（Ⅰ）生产的纸样送第

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纸中氯丙醇含量，1,3-DCP未检出，

3-MCPD数值为3 μg/L，与自测数据2.1 μg/L接

近。

为了验证检测方法的再现性及准确性，通过不同

人员对环保湿强剂（Ⅰ）生产的纸样检测氯丙醇含量的

准确性，通过MSA分析（见图1）验证该方法的再现性

及可靠性，交叉量具R&R%为0.92%，远小于30%，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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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时有效分辨率NDC为28，也远大于5，可接受，证

明氯丙醇含量测量系统可靠。

为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对3-MCPD含量的检测

结果做过程能力分析（见图2），初始过程能力指数PPK

为5.64，过程能力指数CPK为7.12，证明检测结果初始

阶段、长远过程均高度可靠。

3  结论

通过气质联用色谱法检测湿强剂中氯丙醇含量，

优选氯丙醇含量在10 m g/k g以内的环保湿强剂，并

通过对比湿强度、生产成本、纸中氯丙醇含量，确定

优选美国（Ⅰ）型环保湿强剂，并将在吸管纸中应用

后的纸样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氯丙醇含量，1,3-

DCP未检出，3-MCPD数值为3 μg/L，与自测数据

2.1 μg/L接近，符合德国BfR对氯丙醇的限量要求。

通过M i n i t a b对测量系统做MSA，交叉量具R&R为

0.92%、可区分类别数=28，证明测量系统高度可靠；

对氯丙醇含量的检测结果做过程能力分析，初始过程

能力指数PPK为5.64、过程能力指数CPK为7.12，证

明检测结果初始阶段、长远过程均高度可靠。氯丙醇

含量的检测可保障湿强剂进货检验、吸管纸产品出厂

检验均能够符合安全指标要求，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满足德国BfR要求及为新国标GB4806.8落地实施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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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利用机器视觉方法测定罗纹纸张外观缺

陷的检测系统，采用HSV图像处理技术实现罗纹纸张背景上

外观缺陷的提取，对于罗纹纸张色点检测有更高的色差敏感

度和测量精度。

关键词：机器视觉；罗纹纸张；纸张缺陷检测

Abstract: A detection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appearance 
defects of rib paper was introduced by using machine vision 
method. HSV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appearance defects on the background of rib paper, which has 
higher color difference sensitivity and measurement accuracy for 
the detection of color spots of rib paper.
Key words: machine vision; rib paper; paper defec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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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纹纸张采用机械压花或皱纸的方法，在纸的表

面形成不十分明显的凹凸图案，以此提高装饰效果，使

纸张更具质感。罗纹制作工艺通常包括在纸机雕印机或

水印辊部位压制而成湿压罗纹和在纸机干燥部压制而

成半干压罗纹，因湿压罗纹从不同角度观察罗纹图案均

较清晰且不同生产批次间罗纹强度一致性好，因此在现

代纸机生产中应用更为广泛，比如卷烟纸等。

纸张的外观缺陷包括尘埃、杂物、污点、半透明点

和浆点等，通常由所使用原料、辅料及助剂中含有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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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二极管进行光电转换，将光强数字化为图像，物理像

素3.45 μm，传感器分辨率2048×2448，图像分辨率

0.013 mm。图像分辨率足以清晰采集到常见的纸张缺

陷。 

1.3 视场

成像参数、图像采集器参数及光学镜头的选择是

以测量目标的要求为标准，在保证图像方的物理分辨率

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测量视场面积。本系统选取最大测

量区域：27 mm×32 mm。成像像素尺寸32 mm/2448 

=0.01307 m m，面积0.00017 m m2。假设由于像素

取样带来的不确定性为10%，则最小测量有效面积为

0.0017/10%=0.017 mm2。而现有的相关标准（TAPPI 

T563，ISO 5350）要求最小测量面积为0.02 mm2，当

前的光学系统可以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2  图像分析技术

采用光学方法，通过数字图像传感器对反射光源照

明下的纸面图像进行数字化，从而获得纸页表面的彩色

图像，系统对图像RGB（红、绿、蓝）三个通道的响应曲

线进行校准，即可将彩色图像的RGB值转换为光反射

率，进而转换为HSV（色调、饱和度、明度）颜色空间。

在HSV颜色空间进行色差分析，进而识别出待测物体，

即尘埃等纸张表面缺陷，然后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并

生成所需的测量图像。

2.1 反射率校准

通过彩色图像传感器在特性的照明条件处对样品

表面进行数字化，即将纸面上各点的反射率与颜色映射

到一个数字空间的范围。在数字空间各点的点阵的组织

形式即为数字图像。理想状态下，映射关系为0～100%

反射率对应0～255数值。纸面反射率的测量与转换原理

如图2。

2.2 色彩空间转换

机器视觉中，最常用的颜色空间是RGB色彩模型，

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

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常用于颜色

显示。因此，系统采用RGB三通道彩色图像传感器，将

样品表面状态转换为颜色空间，对应的生成三组RGB

矩阵。反射率校准时，同时校准RGB（红、绿、蓝）三个

通道，同时进行白平衡。这样才能获得物体三个通道的

质导致或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腐浆、泡沫及杂物和水滴

等附着于纸张所致。对于纸张外观缺陷的检测一般有

目测法和仪器法。近年来，基于机器视觉的检测技术是

仪器法的一种，与目测法相比，快速简便、识别率高、偏

差小、重复性好、不受主观因素影响，可保存记录，在纸

张外观缺陷测定的应用中已逐渐普及。

现有的机器视觉大都采用灰度阈值分割原理实现

目标图像提取。而对于罗纹纸张这类本底即存在一定灰

度差的纸样来说，使用颜色色差分析会比灰度阈值分

割效果更理想。此外，缺陷点的颜色信息也可以用于判

断其来源、构成，用于指导生产。本研究探究了一种基于

HSV色彩空间转换的图像处理技术的机器视觉检测系

统，用于罗纹纸张表面的外观缺陷检测分析。

1  图像获取系统

机器视觉系统是实现图像获取的主要手段，同时

精确的图像信息获取为图像分割、目标检测等各类机器

视觉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系统结构如图1。

1.1 光源

选择合适光源，可使图像中的目标特征与背景信

息得到最佳分离，从而大大降低图像处理的难度，提高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系统采用L ED白色环形光

源，由66只L ED灯组成，由光源控制器驱动，采用频闪

方式，从而达到延长寿命、稳定色温的目的，模拟了D65

光源，光强采用闭环方式控制，能自动调节并稳定图像

的亮度。对于普通单层罗纹纸，能清晰地形成足够的亮

度。

1.2 图像采集器

图像采集器直接决定所采集图像的分辨率、图像

质量。本系统采用2/3英寸CMO S图像传感器，利用感

图1  机器视觉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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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率的准确测量值。

2.3 图像分割

传统灰度图像分割的方法主要基于目标物与背景

之间的亮度差，即目标对比度，等于背景亮度与目标亮

度之差。其中亮度

Ylinear=0.2126R linear+0.7152G linear+0.0722B linear

如现有标准中物理尘埃的规定是其目标对比度大

于10%。对于有罗纹的卷烟纸，根据生产参数的不同，

当罗纹部分对比度超过10%时，该方法就很难用于罗纹

纸尘埃的识别与检测。

本方法通过RGB三通道彩色图像传感器对在反射

白光光源的照明下的纸面图像进行数字化，获得待测

样品的彩色图像。在图像处理时选择H（Hu e，色调）、

S（Saturation，饱和度）、V（Value，明度）颜色空间，

能更容易跟踪某种颜色的物体，适用于分割指定颜色

的物体。对于罗纹纸张这类底纹有明显灰度差的样

品来说，采用转换颜色通道的效果要好于灰度阈值分

割。

RGB转HSV公式如下：

R’=R/255

G’=G/255

B’=B/255

Cmax=max（R’,G’,B’）

Cmin=min（R’,G’,B’）

Δ=Cmax-Cmin

H计算：

  

S计算：

  

   

V计算：V=Cmax

H和S分量代表了色彩信息，颜色空间中H和S分量

的距离就是两种颜色之间的数值差异。所测量目标可以

采用绝对颜色空间和相对色差两种方法进行定义。

绝对颜色空间法：忽视背景颜色，当一个像素的颜

色值属于规定的色度空间内时，即被识别为目标。该方

法可用于测量样品中某一特定颜色的物体，无论纸张样

品本身的状况（如是否染色、白度高低等）。使用的颜色

参数，自行划定被测目标的色彩范围的HSV的H、S、V 

值，将图像中落入该范围内的像素全部归入被测目标，

而忽略背景的变化。如表1。

相对色差法：该方法用于模拟人眼的识别功能，即

只有当物体与背景的色度差大于一定值时，该物体才会

被感知。该方法同时将每一像素的色度值与其周围背景

的平均色度值进行比较。只有当色差大于特定值时，该

像素才会被识别出来。

基于色彩空间的物体识别原理如图3。

3  罗纹纸张外观缺陷测量

以罗纹纸张作为研究对象，将摄取后的彩色图像

转换为HSV颜色空间模型，使用相对色差法，设定S相

图2  纸面反射率的测量与转换原理

表1  罗纹纸样图像与颜色空间的对应关系

物体编号

1

2

3

4

亮度/

%

85

79

64

51

物体类型

背景

罗纹

纤维性尘埃

黑色尘埃

HSL

312°, 6%, 32%

300°, 0%, 79%

35°, 22%, 66%

296°, 1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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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罗纹纸样图像与颜色空间的对应关系

与尘埃、杂物类似的还有污点，是区别于底色或

底纹，纸面明显深色或浅色的斑点。如图7，可清晰地表

征出杂物的边界，计算其面积并与人工测量法（GB/T 

1541-2013）进行比较，如表4所示。

3.4 半透明点

半透明点指纸页上纤维层较薄，但尚未穿透，较其

他正常区域透光大的点。是由于消泡剂添加量不够，系

统泡沫多；水印辊清洁不到位；网部真空曲线不合理；

湿部设备、走台等滴水点等原因引起。如图8，可清晰地

表征出杂物的边界，计算其面积并与人工测量法（GB/

T 1541-2013）进行比较，如表5所示。

3.5 浆块

浆块是纤维在水中分散不完全产生的突出纸面或

不突出纸面的小浆块。一般是由于浆料流送过程中湍

动不足，造成纤维絮聚，或由于罐壁、管道上积攒的浆

对背景差10，确认目标都被完整地识别出来，但又不会

出现过多的误测量和噪声点。如图4。

3.1 尘埃

尘埃是纸面上在任何照射角度下，能见到的与纸

面颜色有显著区别的各类杂色斑点。是由于原料或损

纸中含有杂质，经碎解打浆形成的细小尘埃，或由助剂

中自身尘埃、制备流送过程中带入。如图5，可清晰地表

征出尘埃的边界，计算其面积并与人工测量法（GB/T 

1541-2013 纸和纸板 尘埃度的测定）进行比较，结果

如表2所示。

3.2 杂物

杂物是纸面上在任何照射角度下，能见到的与纸

面颜色有显著区别的纤维束及其他任何非纤维性杂质。

原辅料助剂中含有杂质进入系统；损纸中带入杂物进入

系统。打浆设备带入杂物，如碎浆机、盘磨等。如图6，

可清晰地表征出杂物的边界，计算出长度和面积，并与

人工测量法（钢尺测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3.3 污点

表2  罗纹纸张尘埃测量结果

测试项目

影像法

人工测量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平均面积/

mm2

0.141

0.2

0.059

35

个数

1

1

0

0.0

总面积/

mm2

0.141

-

-

-

0.568

-

-

-

面积比/

%

图4  HSV参数设定

图5  通过HSV值选择的罗纹纸张尘埃目标（标识为红色)

图6  通过HSV值选择的罗纹纸张杂物目标（标识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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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讨论

4.1 罗纹纸张缺陷识别效果

从实验可看出，对于罗纹纸张缺陷测量，HSV视觉

系统能自动识别出纸张的常见缺陷，并区分其边界，测

量效果较好。对于不同颜色的多类缺陷，HSV系统也可

以准确描述，不受数量和罗纹的限制，自动计算出缺陷

的长度和面积，与传统的尘埃方法比较，在数值上更精

确、更直观。

4.2 优势和缺陷

4.2.1 与灰度法比较

料或腐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随着浆流的冲击掉落进

入流送系统。在本系统中由于浆块较难与本底区分清

楚，图像较模糊，无法计算长度和面积。

3.6 孔洞

孔眼、破洞一般指纸页上产生的完全穿透的没有

纤维的部分，极易在反射光照射下凭肉眼看出，一般小

的称孔眼，大的叫破洞。破洞主要是因为大浆块、砂粒

等脱落或压光后破裂、腐浆团上网被伏辊压溃后产生

的。如图9，可清晰地表征出杂物的边界，计算其面积并

与人工测量法（GB/T 1541-2013）进行比较，如表6所

示。

图7  通过HSV值选择的罗纹纸张污点目标（标识为红色）

图8  通过HSV值选择的罗纹纸张半透明点目标

（标识为红色）

图9  通过HSV值选择的罗纹纸张孔洞目标（标识为红色）

表5  罗纹纸张半透明点测量结果

测试项目

影像法

人工测量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平均面积/

mm2

0.898

1.0

0.102

10.7

个数

1

1

0

0.0

总面积/

mm2

0.898

-

-

-

3.592

-

-

-

面积比/

%

表6  罗纹纸张孔洞测量结果

测试项目

影像法

人工测量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平均面积/

mm2

0.093

0.1

0.007

7.3

个数

1

1

0

0.0

总面积/

mm2

0.093

-

-

-

0.372

-

-

-

面积比/

%

表4  罗纹纸张污点测量结果

测试项目

影像法

人工测量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平均面积/

mm2

1.038

1.0

0.038

3.7

个数

1

1

0

0.0

总面积/

mm2

1.038

-

-

-

4.152

-

-

-

面积比/

%

表3  罗纹纸张杂物测量结果

测试项目

影像法

人工测量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长度/

mm

1.061

1.0

0.061

5.9

个数

1

1

0

0.0

面积/

mm2

0.24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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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V视觉系统相比较于灰度法，不受纸张固有罗纹

的干扰，同时通过对缺陷颜色的提取，可以更好地排查

出缺陷产生的原因，如发现杂物时，可根据颜色对杂物来

源排查，这是灰度法做不到的。同样，在罗纹纸张、彩色

纸张上可以识别的，相较于普通纸张更为容易。

4.2.2 与目测法比较

HSV视觉系统相比较于目测法，能快速识别同一

张纸样上的多个缺陷，并能快速、简便、精确地计算其

长度、面积。目测法在计算长度面积时仍采用标准板比

较的方法，效率低，且不准确。

4.2.3 系统缺陷

对于浆块等与本底颜色一致的缺陷，本HSV系统

无法自动识别，在灰度法测试系统中，同样无法识别。

随着图像采集技术的发展，采用分辨率更高的成像系统

或者其他色彩体系有望可以弥补这一类缺陷。此外，对

于未遇到过的缺陷，需要对HSV系统的参数做出微调，

确保能识别出缺陷边界。

5  结语
[收稿日期:2022-03-20]

本研究充分发挥了现有图像采集技术的优势，结

合HSV图像处理技术和数据处理，成功地对罗纹纸、普

通纸张的各种缺陷进行了机器视觉的识别和计算，并能

准确地定性和定量地给出缺陷测量结果。能够排除纸

张固有罗纹的干扰，属快速检测的测量方法。因其色彩

敏感度非常高，可适用于缺陷分布的检测和原因排查。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将集中在改进算法，能通过机

器学习，实现自动调参，优化纸张缺陷的识别模型。对

于复杂图案的缺陷也实现自动识别，将此技术推广应用

到在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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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Smurfit Kappa投资3,500万欧元在摩洛哥建设首家

瓦楞纸厂
近日，继国际纸业宣布在摩洛哥增资并扩大瓦楞纸板产能之后，Smurfit Kappa也宣布

将在摩洛哥建设一家新的瓦楞包装厂，也是其在摩洛哥的首家瓦楞纸厂。该纸厂位于摩洛哥拉

巴特（Rabat），占地25,000m2，将使Smurfit Kappa快速有效地为其当地客户提供创新和可

持续的包装解决方案。

据悉，这家被称为当地最先进的新工厂已经正式开始建设，将为工业、农业、快速消费

品、汽车、制药和陶瓷等行业生产纸类包装，并为摩洛哥当地客户和跨国公司提供服务。在瓦

楞纸包装目前供不应求的市场中，新工厂将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公司欧洲地区首席执行官Saverio Mayer表示：“我们非常自豪地宣布，新瓦楞纸厂自动

化水平高，是公司在摩洛哥建设的首个瓦楞纸工厂。摩洛哥瓦楞包装市场增长潜力巨大，新工

厂将能为该地区创造300个就业岗位。新工厂还将包含一个体验中心，这是我们在全球的第30

个体验中心，它将促使我们与客户加强合作，收获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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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禁止废纸进口环境下，选取了市场上出现的四种用

于包装纸纤维原料（桉木浆渣、自制本色浆、玉米芯纤维和

木纤维），从理论和生产使用角度分析探讨这四种原料用于

瓦楞原纸生产的可行性。实验发现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以

20%添加配抄成纸强度指标优于纯废纸浆的成纸指标，玉米

芯纤维和木纤维成纸强度低于废纸浆的成纸强度，桉木浆渣

和木纤维含有较多的还原性物质（COD）和阴离子垃圾。综合

对比，自制本色浆具有较好的性价比。

关键词：瓦楞纸；玉米芯纤维；成纸强度；废纸

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ort ban on waste 
paper, the shortage of fiber materials for packaging paper has 
become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the paper industry.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of bulk wood fiber, corn cob fiber, 
unbleached pulp and eucalyptus pulp slag as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s for waste paper in corrugated paper was discuss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aper strength index of eucalyptus pulp 
residue and unbleached pulp with 20 % addi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pure waste pulp. The paper strength of corn cob fiber and 
wood fib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waste pulp. Eucalyptus pulp 
residue and wood fiber contained more COD and anionic garbage. 
By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unbleached pulp has good cost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rrugated paper; corn cob fiber; paper strength; 
wast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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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作为我国造纸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瓦楞

纸、箱纸板等纸种的纤维原料。一直以来，进口废纸针叶

木纤维含量相对较高，成纸强度指标好，作为瓦楞纸和

箱纸板等纸种品质提升和指标调控的重要手段[1]。2017

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至2021年1月1日，

固体废物改革制度完全落地，进口废纸原料被彻底杜

绝。我国造纸产业的原料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5]。

据了解，部分生产企业直接将进口本色原生浆作为提升

产品指标的途径，增加了成本压力。

自2018年开始，造纸企业也及时进行了调整和适

应，开始对进口废纸的依赖逐步降低，并同时开始寻找

替代品[6-7]。本色浆、再生纤维、半化学浆、秸秆浆等原

料相继成为瓦楞纸原料的研究对象。太阳纸业、玖龙纸

业、世纪阳光、安徽禾吉循环经济园有限公司等公司积

极开发本色浆、半化学浆、热磨浆、秸秆浆等项目，通过

多渠道、多品种，共同解决瓦楞纸优质纤维原料缺口问

题。

为了缓解瓦楞纸原料短缺压力，同时为了弥补进口

废纸原料缺失而导致的瓦楞纸性能指标下降，本企业

积极考察了国内可用于生产瓦楞纸的纤维原料，筛选出

玉米芯纤维、木纤维、桉木化学浆浆渣和自制本色浆四

种纤维原料，作为生产瓦楞纸辅助纤维原料与废纸浆配

抄，并对其成纸关键指标和对生产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探讨。

1  实验

1.1 原料和仪器

1.1.1 实验原料

废纸浆：国废，来自于中冶银河纸业五车间

玉米芯纤维：湿浆、30%固含，来自于济南圣泉集

团，用PF I磨进行磨浆处理，磨浆浓度为10%，控制磨后

打浆度为45 °SR，备用。

木纤维：湿浆、30%固含，来自于德州某企业，用

PF I磨进行磨浆处理，磨浆浓度、时间与玉米芯纤维相

同，打浆度为25 °SR左右，备用。

桉木化学浆浆渣：湿浆、30%固含，来自于某大型

化学浆制浆厂，采用PF I磨进行磨浆处理，磨浆浓度为

10%，控制磨后打浆度为25 °SR，备用。

自制化学浆：来自于中冶银河纸业制浆车间。

1.1.2 仪器及设备

主要仪器与设备有: FQA（L&W），PTI抄片器，

纤维疏解机，PFI磨浆机。

1.2 实验方法

(1）纤维原料分析

将各原料用疏解机疏解4000r后，取样，采用显微

镜观察纤维微观结构，采用FQA纤维分析仪对纤维分

布进行分析。

(2）浆料保留性能评价

采用废纸浆与不同浆料按80∶20进行配抄（分不加

CPAM和添加400 g/t纸CPAM两组），根据抄片的绝

干质量与对应的湿浆绝干质量的比值（同时考虑废纸浆

的保留），反映浆料的保留性能。

(3）原料物理强度指标检测

废纸浆与不同浆料按80∶20进行配抄，添加CPAM

用量400 g/t纸，按定量120 g/m2进行抄片，裂断长、环

压指数等各物理性能的测试均按照国家标准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2.1 原料的纤维分析

图1为五种纤维原料的显微形态观察，由图1可知，

根据纤维形态判断，废纸浆原料中有多种纤维种类，纤

维粗长的是针叶木浆，细短的可能是草类浆或阔叶木

浆，其中还有一些胶黏物。玉米芯纤维粗短，且有部分

片状或块状结构。木纤维纤维长短不一，纤维表面光

滑，纤维碎片比较多。桉木浆渣纤维形态分布均匀，且

纤维较长，浆料杂质少。自制化学浆纤维长短不一，含

有杂细胞。

根据五种纤维原料的纤维形态，并结合FQA的纤

维分析结果，由图2可以发现，废纸浆纤维长度最大，

平均纤维长度为1.04 mm，其次是自制本色浆、桉木浆

渣、木纤维和玉米芯纤维，这四种纤维原料的纤维长度

分别是0.91 mm、0.76 mm、0.64 mm和0.34 mm。抄

纸过程中长纤维与其他纤维能形成更多的氢键结合，比

短纤维在纸页中结合的更牢固，纸页结构紧密，抗张强

度、裂断应力和断裂韧性等物理指标一般随着纤维长

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纤维长度分析废纸浆是这五

种浆料中最优的瓦楞纸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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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对所选原料纤维宽度分析，这五种纤维宽

度分布在23～31 μm之间，纤维宽度分布相差不大。

其中木纤维是五种原料中纤维宽度最大的，其宽度为

30.7 μm。一般认为，相同质量下宽度大的纤维成纸松

厚、挺度高、环压指数高。木纤维是通过机械作用解离

出来的纤维，木素脱除不完全，并且还有部分纤维束未

解离，导致了纤维平均宽度比其他原料的略大，这种浆

料制备方式的差异使纤维挺硬，但纤维表面羟基暴露

的相对少，形成氢键结合的机会少，纤维间的结合力较

差，影响成纸强度。

玉米芯纤维是这五种原料中最具有特点的纤维原

料，其来源是玉米芯经生物质精炼提取出半纤维素和部

分木素后的废弃物，由于来源广泛且成本低廉被开发为

瓦楞纸纤维原料。纤维平均长度为0.34 μm，已经接近

细小纤维的尺寸，并且玉米芯纤维的细小纤维含量高达

66.7%，根据纤维形态和纤维的FQA数据,可以考虑将

玉米芯纤维作为纸页结构中的填充物来添加，而不能大

量使用。

2.2 不同纤维的保留性能

留着率是造纸湿部考核的重要指标。瓦楞纸生产

过程中没有加填，因此留着的主要对象是细小纤维。结

合五种纤维原料的纤维分析，这五种原料的细小纤维含

图2  五种纤维原料纤维长度 图3  五种纤维原料纤维宽度

图1  纤维原料的纤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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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比较高，含量最低的自制本色浆其细小纤维含量也

达到了9.9%。细小纤维含量的增加可造成湿部系统中

白水负担加重，阴离子垃圾的含量提高，对湿部运行带

来负面影响。

图5是五种纤维原料的湿部留着对比，由图5发现，

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的留着率较高，这两种浆在不

加助留剂条件下的留着率可达到96%以上，添加助留剂

后，留着效果稍有提高，分别提高了0.62%和0.39%。废

纸浆、木纤维和玉米芯的留着率相对较低。废纸浆未

加助留剂条件下，留着率仅为87.02%，添加助留剂后为

89.93%，留着率提升了2.91%，助留效果明显。废纸浆

经过多次循环后，纤维角质化问题突出，导致纤维表面

光滑，纤维直接的相互交织作用降低，留着下降。其次

是废纸浆，因是二次纤维，浆料中非纤维类杂质较多，

如泥沙等杂质，本身不利于留着。木纤维在添加助留剂

前后留着率分别是89.78%和90.24%。由于木纤维细小

纤维较多，且细小纤维特性与化学浆特点不同，大部分

为机械作用下的纤维碎片，其表面光滑，润湿性差，导

致助留剂效果不好。玉米芯纤维细小纤维含量高，未加

助留剂的留着率仅为86.86%，添加助留剂之后，留着率

达到90.33%，提升了3.47%，是这五种原料中助留效果

提升最明显的原料。这与玉米芯纤维的纤维种类和制

浆特点有关，玉米芯纤维在提炼过程中，纤维素充分暴

露，易于与助留剂发生电荷吸附，而且玉米芯纤维与草

类浆相似，其组分易于吸水润胀。润胀后的小组分更

易于与纤维结合，所以这也是玉米芯纤维即使纤维短，

在添加助留剂后最终留着率比木纤维的留着率高的原

因。

2.3 不同纤维原料的成纸强度

瓦楞纸根据使用环境对成纸强度指标都有较高

要求，其中最核心的指标是环压指数和裂断长。表1废

纸浆与其他原料配比下的成纸指标。由表1对比发现，

纤维的湿重和环压强度指数、裂断长成正向关系，其

中配比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的环压强度指数分别为

11.62 N.m/g和10.33 N.m/g，高于废纸浆的成纸环压

指数6.49 N.m/g，配比自制本色浆和桉木浆纤维的湿

重分别是4.7 g和4.1 g，比废纸浆的3.48 g要高。一般

来讲，纤维湿重间接表示纤维的平均长度，结合纤维形

态分析数据，废纸浆纤维长度为1.04 mm比自制本色浆

0.91 mm和桉木浆渣0.76的纤维长，分析其原因为废纸

浆纤维虽然平均纤维长度长，但是由于多次循环利用，

导致纤维角质化，纤维的润湿保水能力下降，自制本色

浆和桉木浆渣属于原生浆，纤维表面暴露大量的羟基，

润湿性和保水能力强，所以其湿重大于纤维更长的废纸

浆，同时也解释了配比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的成纸环

压强度和裂断长指标要比100%废纸浆的指标要好，是

进口废纸的优良替代品。  

玉米芯纤维和木纤维是所选五种原料中纤维长度

和湿重指标最不理想的原料。分析原因为纤维形态是

导致其成纸指标并不理想的主要因素。玉米芯纤维虽

然是经过化学提炼已经使纤维素充分暴露，但玉米芯

的纤维短，根据纤维观察发现玉米芯纤维有大量组分

成片状形态存在，即使是化学原生浆其成纸强度指标

也不理想。而木纤维则是机械法制备，木素、细小纤维

含量高，不利于纤维间的结合，导致成纸强低。所以，综

合考虑玉米芯纤维和木纤维在浆料配比过程中可作为

图4  五种纤维原料细小纤维含量 图5  不同浆料的留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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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分配比调控添加，配比过高会导致成纸指标明显

下降。

2.4 不同纤维原料对纸机运行的影响

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成纸指标较优，木纤维和

玉米芯纤维成本比较低廉。木纤维、玉米芯纤维、桉木

浆渣和自制本色浆从原料形态和成纸性能均可作为瓦

楞纸辅助原料配比使用。由于这四种原料与传统的造纸

原料制备方式和状态各有不同，下面针对这四种纤维原

料对纸机运行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表2是这五种原料还原性物质（COD）和阴离子垃

圾含量，这两种组分含量对纸机湿部运行和后期水处

理都会产生影响。由表2可知，桉木浆渣和木纤维带入

阴离子垃圾量较多，尤其是桉木浆渣折合吨浆阴离子垃

圾带入量为36.60 mo l/t。过多的阴离子垃圾会导致纸

机湿部系统紊乱，影响纸机运行，而木纤维含有还原性

物质量为52.1 k g/t浆，大量的还原性物质会增加污水

处理负担。玉米芯纤维和自制本色浆阴离子垃圾含量

较少仅为0.12 m o l/t浆和0.38 m o l/t浆，低于废纸浆

的阴离子垃圾含量0.47 mol/t浆，其还原性物质的含量

也不很高，尤其是自制本色浆，还原性物质的含量仅为

1.5 k g/t浆，远低于废纸浆的9.1 k g/t浆的含量，可以

大大降低后期水处理的压力。

3  结论

通过对木纤维、玉米芯纤维、桉

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这四种原料与废

纸浆的纤维形态、成纸性能以及对纸

机运行性能的影响对比分析发现，这

四种纤维原料用于瓦楞纸生产可行

性结论如下所述。

3 . 1 桉木浆渣和自制本色浆的环压

强度和裂断长都明显强于废纸浆，可

以作为提升瓦楞纸强度指标的原料使

用。木纤维和玉米芯纤维对瓦楞纸环

压强度和裂断长都有所下降，可在强

度指标有余量时，作为辅助原料调控

成本使用。

3 . 2 玉米芯纤维和自制本色浆属于

原生浆且携带还原性物质和阴离子垃圾少，对纸机运行

有利且污水处理负荷低。桉木浆渣携带阴离子垃圾多，

使用过程中要关注其对湿部运行的影响，木纤维带入大

量的还原性物质，会导致水中COD指标增大，加大水处

理负荷。

综合分析，自制本色浆是这四种浆料中性能较优的

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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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废纸浆

木纤维∶废纸浆=20∶80

玉米芯∶废纸浆=20∶80

桉木浆渣∶废纸浆=20∶80

自制本色浆∶废纸浆=20∶80

表1  不同配比浆料性能对比

裂断长/

km

1.78

1.06

1.01

2.75

2.24

环压强度指数/

N.m.g-1

6.49

5.66

5.56

11.65

10.33

替代品打浆度/

°SR

26

39

45

25

26

湿重/

g

3.48

2.49

2.0

4.1

4.7

表2  不同浆料滤液COD及PCD对比

项目

废纸浆

木纤维

玉米芯

桉木浆渣

自制本色浆

吨浆带

水/L

970

700

700

610

964

浆料浓

度/%

3

30

30

39

3.6

COD/

mg.L-1

9,348

74,995

18,368

57,232

1,540

COD

/%

0.93

7.49

1.80

5.71

0.15

9.1

52.1

12.8

34.9

1.5

吨浆带溶解

性COD/kg-1

490

4,988

166

59,950

396

PCD/

μmol.L-1

0.47

3.50

0.12

36.60

0.38

吨浆带溶解性阴离

子垃圾/mo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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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了干粉预混合工艺对装饰原纸色相和遮盖性能，

以及钛白粉和钛白粉替代剂（硅酸盐）微观分布的影响。结果

表明：采用干粉预混合工艺，原纸色相和遮盖性能明显改善，

相近不透明度下，原纸灰分降低1.92%，为改善原纸灰分提供

有利条件；同时应用干粉预混合工艺后，原纸中的硅酸盐钛白

粉，呈现出硅酸盐含量增加、钛白粉含量降低的趋势。

关键词：装饰原纸；TiO2；硅酸盐；干粉预混合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ry powder premixing process on the 
color and opacity of decorative paper, and micro-distribution 
of TiO2 and silicat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y 
using dry powder premixing process, the color and opacity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and the ash of base paper was reduced by 
1.92% under similar opacity, which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mproving ash of decorative base paper.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rtion of elements in the base paper increased with silicate 
content, while the content of TiO2 decreas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ry powder premixing process.
Key words: decorative base paper; TiO2; silicate; premixing of 
dry powder

干粉预混合对装饰原纸色相和遮盖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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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制浆清洁生

产；主要负责项目工艺设计。

装饰原纸又叫钛白纸，是一种以优质木浆和二氧

化钛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工业特种用纸[1]。装饰原纸按照

应用，主要分为素色原纸和印刷用原纸；按原纸颜色不

同，主要分为白色纸和彩色纸[2]。装饰原纸对遮盖、色

相以及耐光性都有严格要求，因此实际生产中会添加

大量高耐候性、高遮盖的钛白粉，常规装饰原纸的钛白

粉含量为30%～40%，最高甚至达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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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干粉预混合+分散

分别取30 g硅酸盐与70 g钛白粉，随后放入A4密

封袋中；密封后摇晃密封袋进行混合，然后全部放入砂

磨机中分散13 min（6000 r/min）；分散完后测定固含

量，并明确标注。

1.3.3 直接分散

分别取30 g硅酸盐和70 g钛白粉，在砂磨机中各

分散13 m i n（6000 r/m i n）；分散完后测定固含量，并

明确标注。

1.3.4 配浆

取打浆后浆612  g（绝干按30  g计算，打浆度

30±2 °S R），填料总加入量为60%（硅酸盐与钛白粉

的对应比例为3∶7），放入疏解器疏解13 m i n，定容至

3000 g；搅拌10 m i n后，先加入6%PA E原液，再加入

0.55%硫酸铝溶液，加入1.2%膨润土，随后再用硫酸铝

溶液将混合浆料pH值调控到6.5。

1.3.5 抄片

精确称取混合好的浆样，抄造成定量80 g/m2的

手抄片，其定量按照国家标准GB/T 451.2—2002进行

测定。 

1.3.6 压板对比

钛白粉是目前性能最好、应用领域最广和用量最

大的白色颜料[3]，可赋予基质不透明性、遮盖性、光泽，

且参与颜色配色，并对抗紫外老化性能产生关键影响，

广泛应用于造纸、涂料、塑料、油漆、橡胶等行业[4-6]。

在装饰原纸生产中使用的钛白粉价格较贵、生产成本

高，需要找到一种可以代替钛白粉的填料[7]。现有可替

代钛白粉的其他白色填料有立德粉（锌钡白）、硅酸盐

以及复合钛白粉填料。根据近期的研究报告，国外的

Dutt D等人采用硅酸盐和钛白粉结合以减少填料中钛

白粉的使用量，提高留着率[8-9]。

硅酸盐，类球形，粒径平均在4 μm，与钛白粉粒径

（0.25 μm）相差较大，实际应用时，通过表面吸附钛

白粉，阻隔钛白粉絮聚，提高钛白粉分布均匀性，可达到

降低钛白粉用量、优化生产成本的目的；其次，硅酸盐的

色相指标、外观质量都要优于装饰原纸专用钛白粉，可

满足高档装饰原纸色相和成纸外观质量的严格要求。

根据实际调研，硅酸盐已成为装饰原纸钛白粉的

成熟替代剂，但硅酸盐和钛白粉的混合、分散工艺，仍

沿用直接粉体分散，尚未提出更为有效的工艺。本文以

装饰原纸专用钛白粉和硅酸盐为原料，通过原纸色相、

压板色相以及元素分析对比，探究干粉预处理（先粉体

混合，后分散）和直接分散（粉体同时添加、分散）的优

劣，以期为优化装饰原纸硅酸盐和钛白粉的混合、分散

工艺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原料

圣达菲牌漂白阔叶木浆板；湿强

剂PAE（聚酰胺-环氧氯丙烷树脂，

固含量12.5%）；膨润土粉末、无铁硫

酸铝溶液，固含量为30%。

所有实验原料全部取自山东显

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 实验仪器

实验所用设备如表2所示。

1.3 实验方法

1.3.1 磨浆

使用立式磨浆机将阔叶浆进行

磨浆，测定浆料干度，备用。

表1  填料粉体指标

填料

名称

钛白粉

硅酸盐

a

-0.62

-0.06

L

98.76

99.57

b

1.67

-0.07

白度/ 

%

95.12

99.00

备注：钛白粉为装饰原纸专用。

pH值

7.5

7.22

筛余物/

%

0.06

0.03

表2  主要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立式磨浆机

箱式电阻炉

PDI-抄片器

电子天平

电子天平

pH计

肖伯尔打浆度仪

实验室分散砂磨机

白度仪

试验压机

色差仪

台式电镜（SEM)

型号

 

SX2-4-10

S95854-YF027

JM-A20002

JM-A20002

PHS-3C

17D-45473

JFS-750

SE070E

HP02201H

CM-3600A

TM-4000Plus

产地

咸阳通达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龙口市电炉总厂

伊洛夫汉森（中国代理）

余姚纪铭称重校验设备有限公司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雷磁仪器有限公司

Estanit GmbH公司，德国

山东中仪仪器有限公司

L&W公司，瑞典

华翔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公司，日本

日本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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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抄片放入干片器中，烘干15 m i n，恒重后测量

定量与灰分，取定量、灰分相近的纸样进行浸胶压板，

观察手抄片色相及不透明度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干粉预混合对装饰原纸色相和遮盖性能的影响

首先对比了相同加入量（60%，相对于绝干浆）、加

入比例（硅酸盐∶钛白粉为3∶7），相近成纸定量、灰分

的前提下，干粉预混合对原纸色相、压板色相的影响，

详见表3、表4。

由表3、表4可知，与直接分散相比，采用先干粉预

混合后分散的工艺，原纸色相和压板后的色相都发生明

显变化，其中L、a值以及不透明度变大，b值变小，即色

相偏亮、偏白、偏红，遮盖性明显变好，为优化装饰原纸

成纸灰分提供了条件。

为进一步分析干粉预混合工艺的优势，选取相近

不透明度、定量的手抄片压板对比，详见表5。

从表5对比数据可知，在达到相近不透明度下，采

用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手抄片的色相与直接分

散工艺相近，但成纸灰分明显降低0.53%，即采用先干

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处理装饰原纸所用钛白粉和硅酸

盐，原纸灰分可降低1.92%（相对于原纸灰分）。

2.2 成纸灰分中Al、Si、Ti的元素分析

钛白粉、硅酸盐粒径相差较大，会对抄造时的留着

以及微观分布造成影响，因此为进一步分析干法预混

合的优势，本文对两种不同工艺下的成纸灰分、正反面

以及横截面进行元素检测分析。

由表6测量的A l、S i、T i的元素荧光X射线强度结

果来看，在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的工艺下，硅酸铝（Si、

A l为主要成分）在成纸灰分中高于直接分散工艺，钛白

粉（T i为主要成分）低于直接分散工艺；设定直接分散

工艺的硅酸盐∶钛白粉=3∶7，则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表3  相近灰分、定量下原纸色相差异

指标

克重/g.m-2

灰分 %

L

a

b

干粉预混合+分散

79.8

28.61

96.57

-0.59

1.32

直接分散

80.9

28.83

96.52

-0.65

1.62

表4  相近定量、灰分下压板色相差异

指标

定量/g.m-2

灰分/%

L

a

b

不透明度

干粉预混合+分散

79.8

28.61

90.32

-1.46

2.06

90.18

直接分散

80.9

28.83

89.98

-1.55

2.27

88.26

混合方式

表5  相近不透明度、定量下压板色相差异

指标

定量/g.m-2

灰分/%

L

a

b

不透明度

干粉预混合+分散

82.5

28.61

90.15

-1.53

2.20

89.77

直接分散

82.5

29.17

90.18

-1.53

2.30

89.44

混合方式

表6  成纸灰分中主要元素分析

检测项目

定量/g.m-2

灰分/%

荧光X线强度(kcps) Al

           Si

           Ti

硅酸盐/钛白粉比例*

干粉预混合+分散

80.5

29.5

7.245

18.103

85.659

0.486

3.3∶6.7

直接分散

81.0

29.7

5.678

14.168

76.037

0.429

3∶7

注：*—将直接分散工艺下手抄片灰分的S i∶T i荧光X射线强度设定为硅

酸盐∶钛白粉=3∶7时，算出干粉混合工艺下的硅酸盐∶钛白粉大致比

例。

表7  成纸正反面中主要元素分析

分散方式

测量面

定量/g.m-2

灰分/%

荧光X线强度(kcps) Al

           Si

           Ti

硅酸盐/钛白粉比例*

注：*—将直接分散工艺下手抄片正面的S i∶T i荧光X射线强度设定为硅

酸盐：钛白粉=3∶7时，算出其他条件下硅酸盐/钛白粉大致比例。

干粉预混合+分散

正面

36.310

101.413

474.557

0.60

3.7∶6.3

反面

27.148

76.880

454.847

0.475

3.2∶6.8

直接分散

正面

33.738

95.600

490.793

0.547

3.5∶6.5

反面

24.728

70.294

460.707

0.429

3∶7

81.0

29.7

80.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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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硅酸盐∶钛白粉=3.3∶6.7，亦即应用先干粉预混

合后分散工艺后，手抄片的灰分中硅酸盐比例比直接分

散工艺高3%，钛白粉比例低3%。

因此，通过A l、S i、T i的元素荧光X射线强度检测

对比可知，可基本排除钛白粉含量高是干粉预混合工艺

下手抄片色相、遮盖占优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确定干粉

预混合工艺更利于硅酸盐留着，钛白粉流失率偏高。

由表7数据可得，两种不同分散方式下，原纸正面

的硅酸盐含量高于反面，钛白粉含量低于正面；采用先

干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后，原纸正、反面的硅酸盐含量

都高于直接分散工艺，相应的钛白粉含量出现降低趋

势；即采用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可提高正反面的

硅酸盐比例，钛白粉比例会相应降低。

通过对比图1和表8中各元素在横截面的元素质量

比例可得，采用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后，原纸中的

T i（钛白粉主要成分）含量降低4.35%，S i、A l（硅酸盐

主要成分）含量提高0.34%。

3  结论

本文通过宏观指标（色相、遮盖）和微观元素分析

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3 .1 在相近灰分下，采用先干粉预混合后分散工艺，原

表8  成纸横截面中各元素分析结果

干粉预混合+分散

直接分散

元素

C

47.76

44.22

O

41.74

41.65

Al

1.48

0.79

Si

1.65

2.00

Ti

6.75

11.1

P

0.4

0.03

K

0.05

0.04

0.16

0.17

Ca

图1  横截面的EDS元素分析

干粉预混合+分散                          直接分散

纸色相和遮盖性能得到明显提升，同

时在相近不透明度下，原纸灰分降低

1.92%（相对于原纸灰分），这都为进

一步优化装饰原纸灰分和生产成本

提供了有利条件。

3 . 2 通过成纸正、反、截面以及烧灰

后残渣的元素对比分析，基本可排除钛

白粉含量高为干粉预混合工艺下手抄

片色相、遮盖占优的原因，且采用干粉

预混合工艺，原纸中钛白粉含量降低，

硅酸盐含量增高；也就是说，干粉预混

合工艺是通过进一步改善钛白粉在原

纸中分布，以提高钛白粉利用率，而不

是以增加钛白粉用量来改善装饰原纸

的色相和遮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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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优化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性能检测方

法，分别采用动态Cobb法、EST施胶度法和动态接触角法共三

种检测方法对不同定量的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性能进行

测定，利用嵌套方差分析对三种检测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分

析评价，旨在选择一种简便、高效、实用、快捷的检测方法。

试验表明：动态Cobb（30 s）、动态Cobb（60 s）的指标较好，控

制区间可以设置在12以下时，R & R公差小于30%，是快速检

测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性比较有优势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滤棒成形纸；液体吸收性；嵌套方差分析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liqui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detection method of common filter rod forming 
paper, the dynamic Cobb method, EST sizing method and 
dynamic contact Angle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liqui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of five groups of different quantitative 
formed paper by several test technical staff. The common filter 
rod forming paper, the dynamic Cobb method, EST was evaluated 
by nested variance analysis to select an optimal detection metho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dynamic Cobb (10s) and dynamic Cobb 
(30s) have better indexes, and the R&R tolerance is less than 
30% when the control interval can be set below 12, which is an 
advantageous metho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water absorption of 
common filter rod forming paper.
Key words: filter rod forming paper; liquid absorption perfor-
mance; nested vari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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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棒成形纸应用于卷烟滤嘴外部，是用来包裹丝

束的材料，分为普通滤棒成形纸和高透滤棒成形纸。能

够影响主流烟气的释放量，其质量直接影响到烟气的

焦油浓度，是降低烟气焦油浓度的主要措施。滤棒纸张

液体吸收性能高低将直接影响卷烟滤嘴的黏合性能，

当液体吸收性能差时，胶渗透速度较慢，在生产和使用

过程中易出现爆口现象，致使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纸张

的液体吸收性能就成为了评判纸张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纸张液体吸收性的检测实验中，需将纸张进行破坏

或损毁，无法实现对同一张纸的重复性测试，检测出的

数据的真实性不可靠。在实验中需要采取补救措施进

行测量系统分析，对同一批次的同种纸张间的差异可达

到忽略的程度，将每一批的多张滤棒成形纸当成一张

来测定，为此用嵌套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用来评价液体吸收性能方法主要有：施胶度测定

法、吸液高度测定法、动态Cob b法、E S T法和接触角

法。本文分别应用动态Cobb法、E ST法和接触角法来

分析评价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性能，应用嵌套方差

分析统计工具对三种检测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旨在

选择出一种更加简便、快捷、全面的检测方法，能够更

好地反映出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性能，从而提高产

品的质量，使其适用于卷烟滤嘴的黏合，降低在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爆口现象的出现。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Dynamic Absorption Tester

动态吸收性测试仪（瑞典F I BRO），

Surface & Sizing Tester EST12

表面特性及施胶度测试仪（德国），

AC T–动态吸收特性测试仪（美国

TMI公司）。

选取具有代表性滤棒成形纸试

样共5组，定量范围为24～40 g/m2。

按照国标制备三级水的要求

（GB/T 6682-2008）[1]，分别进行

水的酸碱度、导电性、易被氧化和蒸

发物质、光吸收程度等指标的检测，

最终得到分析化学实验用的三级

水。

1.2 样品制备

取不同定量的5组滤棒成形纸纸样，为了减少误

差，每组样品均为在同一机台生产的同一批次样品。根

据纸张试样正反面测定的国标要求[2]，从每一组定量成

形纸中分别随机抽取若干包装，再从包装中随机抽取

若干纸张，然后将所选纸张分装，裁切成样品，后将样

品混合成平均样品，从平均样品中随机抽取符合实验要

求的试样，同时对试样的正反面进行标识，作为待测试

样，本次实验均测试同一测试面。根据纸张测定实验

的标准大气条件[3]，实验室温度（23±1）℃、相对湿度

50%±2%，对试样进行调节和平衡。

1.3 实验方法

1.3.1 方法初选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滤棒成形纸5组，交由3名检测

人员分别检测2次，对检测结果分析发现，由于滤棒成

形纸为低施胶纸，这类纸种的划线法施胶度结果均小

于0.25 mm，液体渗透法施胶度结果均小于1s，吸液高

度的数值也基本相同。因数据的分散性不足，无法显著

体现试样间的差异，遂将划线法施胶度指标、抗水性指

标和吸液高度指标进行了舍弃。确定选用自动Cobb值、

动态接触角、EST吸收性这三项进行检测。

1.3.2 动态接触角法

该方法是通过测定液体在普通滤棒成形纸表面的

接触角度，来表示纸张湿润程度的方法。接触角测量可

表1  量具R&R研究——嵌套方差分析

统计参数

检测指标

技术标准

EST (A0.5 s)

EST (A2 s)

EST (A5 s)

EST (A10 s)

接触角 °(0.02 s)

接触角 °(0.06 s)

接触角 °(0.1 s)

动态Cobb（2 s)/g.m-2

动态Cobb（5 s)/g.m-2

动态Cobb（10 s)/g.m-2

动态Cobb（30 s)/g.m-2

动态Cobb（60 s)/g.m-2

P

(样本)

＜0.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

(测量员)

＞0.05

0.953

0.977

0.970

0.875

0.862

0.942

0.956

0.792

0.555

0.460

0.348

0.380

可区分

类别数

≥5

21

25

21

13

30

32

29

6

7

8

8

8

R&R研究变

异/(%SV)

≤30%

6.40

5.62

6.66

10.58

4.68

4.32

4.82

21.39

18.52

16.69

17.00

16.90

控制区间为12时R&R

公差/%（SV/toler)

≤30%

65.61

63.31

73.99

114.64

56.28

58.51

68.69

45.11

38.55

32.52

28.24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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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液体与基材之间润湿过程，利用DAT动态吸收

性测试仪内一系列内置的元件，高频拍下液滴与基材表

面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提供实时的自动分析数据。

首先剪裁出宽度为15 m m，长度符合实验仪器要

求的试样进行测试，每组试样进行5次测试，需做到相

邻点之间不能相互干扰[4]。接触角测定结果选取多次测

定的平均值表示，精确至0.1°。由2名操作人员分别完

成。

1.3.3 EST施胶法

该方法是测定超声波在穿透滤棒成形纸的同时液

体进入滤棒成形纸的过程，我们主要是利用E S T施胶

法来分析纸张的防水抗液、印刷、涂布特性。

利用仪器专用的两面具有黏性的胶条，将尺寸为

80 mm×50 mm的试样固定，试样测试面朝向外侧，按

下仪器上方的黑色按钮，利用仪器的自动举升系统将固

定有样品的支架，缓慢地侵入到装有液体的装置中[5]。

A(t)：表示对应时间t纸的吸水性，EST结果选取多次测

定的平均值，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1.3.4 动态Cobb法

ACT自动吸水性能测试仪提供了一种测量材料动

态吸水性能的测试方法，它可以检测100 c m2的样品上

水的连续摄入过程。实时监测水吸收的动态过程。

测试时，样品被固定在一个封闭的容器内，样品下

面压在一个由水浸湿的多孔性薄膜上[6]。被吸收的水分

的重量可以通过一个精确的液位传感器连续实时地监

控。到达测试时间后（通常为60 s），测试自动停止，测

试表面的多余水分被去除，夹头打开，释放出试样。过

程中的Cobb吸水值被最终输出。

将待测试样切取的尺寸至少为180 mm×180 mm，

自动可勃测试仪预热、冲洗，将试样测试面向下，放入测

量区域，测量结束后记录测量结果。计算测量结果选取

多次测定的平均值，单位为g/m2，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数据分析

将实验数据填写在检测数据结果表中，并应用

Minitab软件中的嵌套方差分析统计工具对实验结果进

行测量系统分析，结果见表1。

我们看每一种变异源对应的P值是否低于所选

的显著性水平（通常为0.05）。如果小于所选的显著

性水平，则说明该变异源是导致产生测量变异性的主

要原因。本次实验中，对于部件数据（样本）而言，P值

图1  动态Cobb（30 s）的量具R＆R（嵌套）测量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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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可以知道导致液体吸收性能平均值产生

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于试样间的差异和试样与检测人员

的交互作用，而“测量员”的P值均＞0.05，说明液体吸

收性能平均值产生显著差异的原因与两位不同的测量

操作员无关。此处，由于P（样本）均=0.000小于0.05，

说明样本间的差异占主要作用，三种检测方法具有一致

性。

可区分类别数也称为数据组数，该数字指过程当

前能够区分的部件的不同类别数目，等于测量中的固有

分辨率、分辨力或可读性。R & R值与可区分类别数成

反比，就是说其数值越低，可区分类别数值就越高。通

常情况下，可区分类别数值应大于等于5才有实际意义，

能够比较成功地分析矫正实验过程。当数值小于2时，

说明该数据分析系统不符合实际情况，需舍去。通过表

1可以看出，本实验选用的三种检测方法其可区分类别

数都大于5，说明均满足测量系统分辨率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控制区间固定时，R & R数值公差

（其变异的百分比）应不高于30%，也可以表示成为实

验中各个试样间的变异量的关系。如果实验中R & R数

值公差高于30%，就需要利用其他必要的措施去改正，

具体措施包括对操作员进行培训或者使用更好的量具。

图2  动态Cobb（60 s）的量具R＆R（嵌套）测量系统分析

在本次实验中，合计量具R & R研究变异≤30%时，此

时测量系统处于较好水平，同时满足控制区间为12时

R & R公差≤30%条件，只有动态Cob b（30 s）、动态

Cobb（60 s）。

2.2 图表分析

动态Cobb（30 s）和动态Cobb（60 s）的测量系统

分析如图1、图2中所示。“变异分量”图中所表示的变异

源包括：量具R&R、重复性、再现性和部件间四部分。

其中，实验检测人员的不同和检测次数之间的差异所占

的比重都很小，也就是说，不同检测试样之间的差异才

是变异分量的绝大多数，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

在实验设计中所希望的。“R控制图”中表明所有部件

数据都处于“受控制”状态，说明这两名实验人员的检

测的方式是相同的。“Xbar控制图”中表明由于每个量

具R&R研究过程中，多点成不均匀分布，不同程度的高

或低于控制区间，这说明该测量系统合格。“部件对比

图”显示在实验过程中，所检测的试样各平均值之间的

差别应明显，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出各部件之间的差别，

这也是最理想状况。从“操作员对比图”中，表明检测人

员操作存在一些差异。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检测人员

的操作方法是相同的。通过对动态Cobb（30 s）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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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er完成对Kamloops纸浆厂的收购
北美纸企Kruger近日宣布，其附属公司Kruger特种纸公司正式完成了对Kamloops纸浆厂的

收购。该工厂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本是林产品企业Domtar旗下的工厂之一。

Kamloops纸浆厂主要生产高质量的北方漂白针叶木浆和未漂白针叶木牛皮纸。Kruger希望

通过此次收购保障旗下部分造纸厂的优质纸浆供应，例如为旗下魁北克省的造纸厂提供优质木

浆，从而生产高质量生活用纸。

此外，通过这次收购，Kruger将加强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为主要雇主和基本产品供应

商的地位，考虑到其现有的业务——位于新威斯敏斯特的Kruger Products卫生纸厂和Kruger 

Energy的Zeballos Lake水电站，公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拥有近700名员工。

对此，Kruger特种纸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François D’Amours说道：“这次收购将

为Kruger、Kamloops工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木纤维供应商和当地社区创造新的机会，我们为

此感到兴奋。Kruger公司一直与员工、客户、供

应商和社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将尽一切努

力确保平稳和有效过渡，并继续维持和加强这

些关系。”

Kruger于1904年在加拿大成立，主要生产

卫生纸产品，回收箱板纸、瓦楞包装、出版纸、

特种纸等，其工厂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安大略

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纽芬兰省和拉布拉多

省，以及美国田纳西州、缅因州、纽约州、弗吉

尼亚州、肯塔基州等地。

Cobb（60 s）的测量系统分析的图表，更清楚直观地判

断出，这两种方法各部分的影响因素所占的比重，以及

方法的可行性。

3  结论

实验通过Minitab测量系统对动态Cobb法、EST

施胶度法和接触角法测试滤棒成形纸吸液性进行了

分析，降低了检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本身的差异。通过

R & R-嵌套方差看出，P（样品）(P=0.000)可以知道

导致各数据平均值产生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于试样间的

差异和试样与检测人员的交互作用，而“检测人员”的P

（测量员）均＞0.05，说明所有检测结果数据产生显著

差异的原因与不同的测量操作员无关。可区分类别数均

≥5，说明该测量系统有足够的分辨力，检测得到的数

据用于系统分析，因此，本研究通过动态Cobb法、EST

施胶度法和接触角法来检测滤棒成形纸的液体吸收

性，利用嵌套方差分析，证明了动态Cobb（30 s）、动态

Cobb（60 s）无论在准确性和精确性上，都是评价滤棒

成形纸液体吸收性能的最佳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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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纯化工艺对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和灰分的

影响，同时探讨了纯化工艺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和物理性能

的影响规律。结果发现：采用蒸馏水洗涤纸浆，可以使纸浆

的水抽提液电导率降低至16.1 μS/cm。进一步采用酸处理工

艺可降低纸浆的灰分，但对水抽提液电导率有负面影响。采

用酸处理配合钡盐处理工艺可以进一步降低纸浆水抽提液

电导率，但同时也会提高纸浆的灰分含量。将纯化后的纸浆

制备成纸板发现，纯化工艺对纸板的电气性能有着重要的影

响。

关键词：绝缘纸板；水处理；酸处理；钡盐处理；电气性能

Abstract: The inf luence of the purif ication process on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ash content of the pulp water extract 
was discuss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urification process on the 
electr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sulating paperboard was 
also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by washing the pulp with distilled 
water,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water extract of the pulp could be 
reduced to 16.1 μS/cm. Further use of the acid treatment process 
can reduce the ash content of the pulp, bu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water extract. The use of acid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barium salt treatment process can further reduce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he pulp water extrac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increase the ash content of the pulp. The 
purified pulp was prepared into paperboar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urification proces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perboard.
Key words: insulat ing paperboard; water t reatment; acid 
treatment; barium salt treatment; electr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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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纸板作为一种常见的固体绝缘材料，在电力

变压器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与国外进口同类产品

对比，国内绝缘纸板存在化学纯度低、电气性能差等缺

点。绝缘纸板通常以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为原料，具有

取材容易、纤维细长、价格低廉且环境友好等优点。用

该植物纤维抄造的绝缘纸板具有化学稳定性好，可承受

短时间的高温，干燥后具有较好的电气性能和较高的机

械强度等特点。纤维原料的纯化工艺是影响水抽提液

电导率和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产中

纯化工艺包括洗涤、酸处理和盐处理等方法。本文对洗

涤、酸处理和盐处理对纸浆的水抽提液电导率和灰分

及对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规律进行了研究。

1  实验

1.1 原料

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盐酸（化学纯）；乙酸钡

（化学纯）。

1.2 设备仪器(如表1)

1.3 实验方法

1.3.1 打浆工艺

先 将 未漂 硫 酸 盐针 叶 木浆使用自来水浸泡

8 h，然后使用瓦利打浆机进行打浆，打浆度控制在

(45±2) °SR。然后将浆料挤干后备用。

1.3.2 浆料的水处理

使用自来水或蒸馏水对上述挤干后的浆料浸泡

5 m i n，然后用浆袋将水分挤干，此过程也称作为1段洗

涤，重复上述操作至4段洗涤。

1.3.3 浆料的酸处理

使用不同浓度的盐酸对水处理

过的浆料浸泡60 min，然后用浆袋将

水分挤干，然后用蒸馏水进行4段水

处理，盐酸用量相对于绝干浆计。

1.3.4 浆料的钡盐处理

使用不同浓度的钡盐对1%酸处

理过的浆料浸泡60 min，然后用浆袋

将水分挤干，然后用蒸馏水进行4段水

处理。钡盐用量相对于绝干浆计。

1.3.5 水抽提液电导率的测定

参考GB/T 7977-2007 纸、纸

表1 设备仪器、型号及厂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型号

HH-1型

OS40-S

JA2003A

ZJC-100KV型

DBD750

ZBJ-1型

VB-42F

TTM-300

DCP-SLY1000

DPD-4

MASP-22H803

ASM-32N2F

名称

数显恒温水浴锅

悬臂式数显电动搅拌器

电子分析天平

电压击穿试验仪

超高压电动液压泵

纸浆标准解离机

瓦利打浆机

电脑抗张试验机

电脑测控纸张撕裂度仪

电动纸张厚度仪

多功能挤压机

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

生产厂商

金坛市杰瑞尔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佑宁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时代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玉环捷众工具有限公司

长春纸张试验机厂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杭州青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造纸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青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板和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测定方法，取5 g风干浆料放入

250 mL锥形瓶中，再将100 mL蒸馏水导入锥形瓶，沸水浴

处理60 min。然后迅速冷却至（23±1) ℃，倒出抽提液测定

其电导率。

1.3.6 灰分的测定

参考GB/T 742-2008标准。

1.3.7 绝缘纸板抄造

利用快速凯塞纸页成形器抄造定量为1,000 g/m2

左右的纸板。

1.3.8 绝缘纸板击穿强度的检测

参考GB/T 1408.1-2006，根据公式计算击穿强

度。击穿强度是油浸式变压式变压器绝缘纸非常重要

的电气性能指标[2-3]。

1.3.9 绝缘纸板物理性能的检测

参考GB/T 455-2002、GB/T 12914-2018。

2  结果与讨论

2.1 纯化工艺对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1）水处理工艺对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1可知，随着蒸馏水洗涤次数的增加，纸浆水

抽提液电导率逐渐降低。完全采用蒸馏水进行洗涤后所

得水抽提液电导率最低，低至16.1 μS/cm。因此，后续

实验所用浆料采用蒸馏水4段洗涤工艺。蒸馏水洗涤段

数增加到4段，水抽提液电导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说

明单纯的水处理洗涤纸浆并不能使水抽提液电导率控

制在较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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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洗涤方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945

959

963

1001

定量/

g.m-2
洗涤方式

4段自来水

2段自来水+2段蒸馏水

4段蒸馏水

4段蒸馏水+1％酸处理

厚度/

mm

1.112

1.066

1.147

1.103

击穿电压/kV

8.62

8.33

9.17

9.05

空气中 油中

32.4

36.7

38.9

38.0

击穿强度/kV.mm-1

7.75

7.81

7.99

8.20

空气中 油中

29.1

34.4

33.9

34.5

(2）酸处理工艺对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2可知，随着酸用量的增加，纸浆水抽提液电

导率先缓慢上升，当酸用量达到4%时，再继续提高盐酸

用量，水抽提液电导率快速上升。因此，酸处理对水抽

提液电导率的改善效果不显著；且当酸用量较高时，对

水抽提液电导率则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3）钡盐处理工艺对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3可知，随着钡盐用量的增加，纸浆水抽提液

电导率缓慢下降。因此，钡盐处理工艺的增加有利于降

低酸处理后纸浆水抽提液的电导率。

2.2 纯化工艺对纸浆灰分含量的影响

(1）酸用量对纸浆灰分含量的影响              

由图4可知，随着酸用量的增加灰分含量缓慢降

低。当盐酸用量为4%时，灰分含量最低，为2.19%。

(2）钡盐用量对纸浆灰分含量的

影响

由图5可知，随着钡盐用量的增

加灰分含量逐渐升高。因此，酸处理

配合钡盐处理的方法虽然对降低水

抽提液电导率有利，但是会提高纸浆

图1  水处理对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图2  酸用量对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图3  钡盐处理对水抽提液电导率的影响

图4  酸用量对灰分含量的影响 

的灰分含量。

2.3 洗涤方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1）洗涤方式对绝缘纸板击穿强度的影响

由表2和图6可知，洗涤方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

有一定的影响。与单纯采用自来水洗涤相比较，采用自

来水配合蒸馏水、单纯蒸馏水、蒸馏水洗涤配合酸处理

工艺抄造的绝缘纸板在空气中的击穿强度略有上升；在

油中的击穿强度先快速上升后趋于平稳。因此，可得出

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增加蒸馏水洗涤或酸处理工艺对

提高纸板击穿强度是有利的。

(2）酸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由表3可知，酸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有一定的

影响。随着酸用量的增加，绝缘纸板在空气中的击穿强

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当酸用量为3%时，击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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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酸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0

1

2

3

4

酸用量

/%

厚度/

mm

1.078

1.138

1.197

1.081

1.121

定量/

g.m-2

963

956

962

955

952

击穿电压(空

气中)/kV

7.86

9.29

10.2

9.68

8.15

击穿强度(空气

中)/kV.mm-1

7.29

8.16

8.52

8.95

7.27

表4  钡盐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973

971

950

965

962

定量/

g.m-2

钡盐用

量/%

0

1

3

5

7

厚度/

mm

1.148

1.159

1.130

1.121

1.161

击穿电压/kV

8.43

9.07

8.69

8.99

9.28

空气中 油中

34.3

41.0

39.6

39.8

39.2

击穿强度/kV.mm-1

7.34

7.83

7.69

8.02

7.99

空气中 油中

29.8

35.3

35.0

35.5

33.7

图5  钡盐用量对灰分含量的影响

图6  洗涤方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图7  钡盐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的影响

度最高，可以达到8.95 kV/mm；再继续增加酸用量，

对击穿强度则会有负面影响。

(3）钡盐用量对绝缘纸板击穿强度的影响

由表4和图7可知，钡盐用量对绝缘纸板电气性能有

一定的影响。随着钡盐用量的增加，绝缘纸板在空气中的

击穿强度略有上升；在油中的击穿强度先快速升高后趋于

平稳。钡盐用量达到5%后再继续增加钡盐用量，绝缘纸

板的在空气中和油中的击穿强度均出现下降的趋势。

3  结论

(1）洗涤段数固定时，随着蒸馏水替代自来水洗涤

段数的增加，纸浆水抽提液电导率逐渐降低。蒸馏水完

全替代自来水洗涤后，水抽提液电导率可达最低值，但

电导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2）酸处理对水抽提液电导率的改善效果不显著；

且当酸用量较高时，对水抽提液电导率则有明显的负面

影响，酸处理有利于降低纸浆灰分含量。

(3）钡盐处理工艺的增加可以降低酸处理后纸浆

水抽提液的电导率，但会使灰分含量升高。

(4）在一定条件下，增加蒸馏水洗涤或酸处理工艺

对提高纸板击穿强度是有利的。酸处理工艺中随着酸用

量的增加，绝缘纸板在空气中的击穿强度呈现先升高后

降低的趋势。随着钡盐用量的增加，绝缘纸板在空气中

的击穿强度略有上升；在油中的击穿强度先快速升高后

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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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组态王与光洋（Koyo)公司的SU-6B型可编程序

控制器（简称PLC）之间通过串口RS232通讯在造纸机分部传

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PLC为下位机的造纸机分部传动的控制

系统和上位机选用组态王的造纸机分部传动的监控系统以

及采用SS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作为直流电动机的控制装

置，提高了造纸机电控系统的稳定性、监控性和实时性。

关键词：造纸机；分部传动；组态王；PLC；监控系统；人机界

面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ingview and Koyo’s SU-6B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RS232 communication in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multi-section 
driving of paper machines was introduced. For multi-section 
driving of paper machines, the monitoring system taking PLC as 
the slave computer and the supervisory system using Kingview 
in the host computer,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SSD591 whole 
digit DC speed controller as the controlling device of DC motor 
can raise the stability, monitoring and real-time performance of 
electric control system for paper machines. 
Key words: paper machine; multi-section driving; Kingview; 
PLC; monitoring system; man-comput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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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台1760/350纸机共15个分部传动点，电控系统

第一级控制采用SS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其执行对

直流电动机的速度、电流、张力、主辅传动之间的自动

负荷分配等参数的控制。第二级控制采用光洋(Koy o)

公司的SU-6B型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运用串

行通讯口RS-422方式同SS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之

间构成局域网络。

PLC主要实现以下符合造纸工艺特殊要求的控制：

（1）完成对纸机总车速的全数字速度给定信号；（2）建

立起各分部之间严格的速度链关系；（3）接受现场操作

台发出的各分部传动（含主传动）的起动、停止、运行/

爬行、微升、微降、某些分部传动松弛、压光机及卷纸

机分部传动投张/释张等控制指令；（4）对现场操作台

的各分部传动运行指示、停止指示、压光机及卷纸机分

部传动投张指示、纸机总车速的全数字速度给定信号

闪烁指示等控制指令的操作；（5）纸张品种库的程序

控制。第三级上位机监控系统采用工控机的图文显示

操作，选用了性价比较高的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的工业级软件——组态王进行画面组态和数据追

踪，实现了对纸机运行状态的双向控制，在组态画面上

既能实时反映纸机的运行状态，又能通过组态画面控

制纸机的运行。

上位机组态王与下位机PLC之间通过串口RS232

进行通讯，组态王通过实时数据库管理从PLC采集各

种数据和发送控制指令至PLC，能显示十几幅彩色画

面，不仅能通过棒状图、曲线图等将组态王采集到的各

种参数动态地表现出来，包括纸机各分部传动点的速

度、电流及故障情况，而且还能通过品种库界面把定型

品种指令发送至PLC。

1  上位机监控系统

首先，上位监控软件组态王基于I PC工业控制计

算机的Wi nd ow s操作系统下安装组态王软件，其包含

组态王画面制作软件和画面运行软件。其次，安装光洋

PLC DDE服务程序，它是组态王设备管理中的逻辑设

备，称之为DDE设备。DDE设备是指与组态王进行DDE

数据交换的Window s独立应用程序，用于组态王与光

洋SU-6B型的PLC之间通过DDE（动态数据交换）交

换数据。DDE设备需要设置通讯参数：波特率9600；数

据位长度为8；停止位长度为1；奇偶校验位为奇校验；

通信方式为HEX；连接口为COM1；设备地址为1；话题

名定义为PLC。再次，组态王完成DDE设备的定义：组

态王→工程浏览器→设备→DDE。设备指定连接对象名

SU6BPLC→服务程序名dsdata→话题名PLC（必须同

DDE设备话题名定义相一致）→数据交换方式为高速

块交换。最后，根据组态王与PLC实现造纸机分部传动

的监控系统设计方案的I/O变量，建立“数据库词典”。

“数据库词典”是上位机组态王数据库中的DDE变量

名与下位机PLC的联系桥梁。在上位机组态王“数据库

词典”中定义I/O变量：“变量名”编辑框中输入一个变

量名称；“变量类型”选择I/O数据类型；点击“连接设

备”按钮，则弹出对话框：选中DDE设备指定连接对象

名SU6BPLC；“项目名”编辑框输入寄存器定义号或内

部继电器定义号，要与PLC中的寄存器定义号和内部继

电器定义号相同。另外，PLC设置的通讯参数与DDE设

备的通讯参数相一致。这样在通讯参数设置完成后，运

行DDE服务程序和组态王程序，组态王与PLC通过串口

RS232进行通讯。每当I/O变量的状态值改变时，该状

态值会自动写入PLC应用程序中相对应的内部继电器

中；每当PLC应用程序中相关的寄存器的数据改变时，

组态王系统中相对应的变量值也会自动更新。从PLC采

集来的造纸抄纸过程中的各分部传动的速度、电流、

故障状态数据信息和发送给PLC的指令，比如“驱网

辊转速”和“定型品种发送”等变量，都要设置成“I/O

变量”。表1为造纸机分部传动监控系统I/O变量定义

表。

在组态王开发系统中制作的画面是静态的，为了

实现动态效果，通过实时数据库中的DDE变量与现场

状况同步变化，“动态连接”就是建立画面的图素与数

据库中的DDE变量名相对应，当纸机现场控制参数的

数据发生变化时，通过I/O接口，引起实时数据库中的

DDE变量的值改变。如果定义了一个画面的图素（如驱

网辊转速）与这个变量相关，将会看到驱网辊的转速的

变化。

上位机监控图形主要展现了纸机工业抄纸过程中

的各分部电气传动控制参数，包括速度反馈、电动机转

速及抄纸线速度、起动、停止、故障状态等各种数据信

息；显示的图形有：棒状图、曲线图、示意图、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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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流，速度)及报警等，非常直观方便地了解高速纸

机电控当前的运行状态，了解生产情况，提高解决故障

的效率。同时上位机还建立起纸张品种库，当纸机正常

运行在某一品种纸的速度时，通过上位机“定型品种收

集”指令信号发送至PLC，把每个传动点的最佳微调

量系数储存到PLC已设置的某一号品种库内。若品种

变化，当纸机运行正常速度时，上位机再发送另一号的

“定型品种收集”指令信号至PLC，把每个传动点的最

佳微调量系数储存到PLC已设置的另一号品种库内。这

样纸机经过若干的生产品种变化，记忆了全部生产品种

的最佳微调量系数，在以后变换以前生产过的某一品

种时，按下预先设计好的界面“定型品种发送”指令信

号按钮，把储存在PLC品种库内各个传动点的最佳微调

量系数通过PLC应用程序执行和运算，其各个传动点

的运算结果作为速度给定信号发送到对应的全数字直

流调速器，将纸机调整到某一纸工作状态。这样品种转

换几乎不需要调整时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还

可以打印当前数据和历史记录数据。

2  下位机PLC控制系统

2.1 下位机PLC、上位机组态王与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之

间的通讯

P LC与S S 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之间通讯方

式采用RS422串行通讯，通讯模块为U-01DM。由于

S SD-591存在着特殊的指令要求，故而通过U-01DM

的WX命令，按寄存器中所指定的内容进行读写监控。

对于读操作当U-01DM收到S SD-591应答的信息后，

U-01DM自动地将该内容返回到相应的PLC的寄存器

序

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变量

类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I/O离散

变量名

压光机电流

卷纸机电流

真空伏辊故障

驱网辊故障

吸移辊故障

上沟纹辊故障

真空压榨辊故障

下沟纹辊故障

正压辊故障

一烘故障

二烘故障

三烘故障

施胶下辊故障

施胶上辊故障

四烘故障

压光机故障

卷纸机故障

定型品种1采集

定型品种2采集

定型品种3采集

定型品种4采集

定型品种5采集

定型品种1发送

定型品种2发送

定型品种3发送

定型品种4发送

定型品种5发送

初始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连接

设备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寄存器

R5070

R5072

R5074

R5076

R5100

R5102

R5104

R5106

R5110

R5112

R5114

R5116

R5120

R5122

R5124

R5126

R5130

M740

M741

M742

M743

M744

M745

M746

M747

M750

M751

读写

属性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只写

表1  造纸机分部传动监控系统I/O变量定义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变量

类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I/O实型

变量名

真空伏辊转速

驱网辊转速

吸移辊转速

上沟纹辊转速

真空压榨辊转速

下沟纹辊转速

正压辊转速

一烘转速

二烘转速

三烘转速

施胶下辊转速

施胶上辊转速

四烘转速

压光机转速

卷纸机转速

真空伏辊电流

驱网辊电流

吸移辊电流

上沟纹辊电流

真空压榨辊电流

下沟纹辊电流

正压辊电流

一烘电流

二烘电流

三烘电流

施胶下辊电流

施胶上辊电流

四烘电流

初始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连接

设备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SU6BPLC

寄存器

R5000

R5002

R5004

R5006

R5010

R5012

R5014

R5016

R5020

R5022

R5024

R5026

R5030

R5032

R5034

R5036

R5040

R5042

R5044

R5046

R5050

R5052

R5054

R5056

R5060

R5062

R5064

R5066

读写

属性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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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硬件配置：SU-6B（CPU模块与电源部分为整

体结构），U-01DM（数据通讯模块），U-05N（数字

量输入模块），U-15T（数字量输出模块），U-08B（基

本基架），U-01EW（扩展电源模块），U-04B（扩展

基架），U-05J（扩展电缆），G-03M（7.5KRAM存贮

器）。

2.3 纸机电控系统精度

为了保证纸机的稳定转速，该纸机电控系统的直

流调速器测速反馈采用了光电编码器作为测速反馈元

件，克服了模拟测速机带来的漂移误差，使稳速精度比

模拟测速机提高了一个数量级。随着纸机车速的提高，

对纸机电控系统提出了更高的动态性能要求。由于591

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控制回路由微处理机中心控制，是一

中。比如控制程序执行到读的命令以后，把每台全数字

直流调速器中的参数速度、电流、故障状态读的数据内

容返回到相应的PLC的寄存器中作为上位机组态王的

采集数据。

上位机组态王通过设备管理中的DDE设备与PLC

之间串口R S232相连接进行通讯，为了保证下位机的

PLC与上位的I PC工业计算机之间数据相互传送，下位

机光洋SU-6B型PLC须设置设备地址：1，通讯端口及

波特率等通讯参数，其与上位机组态王DDE设备设置

的通讯参数相对应。图1为上位机组态王与下位机PLC

及SS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通讯方式框图。

2.2 SU-6型PLC硬件结构特点及配置

SU-6B型属于光洋（Koyo）公司的高性能模块化

图1  上位机组态王与下位机PLC及SSD-591全数字直流调速器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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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高智能、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全数字直流调速器

产品，再加上该调速器带有光电编码器数字反馈和PLC

通讯控制的全数字速度链的给定值，从而使纸机电控

系统的稳速精度优于0.01%，控制精度达0.1%，系统动

态和静态性能良好。

3  上位机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

上位机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主要包括：主菜单界

面、纸机运行参数界面、操作台面板运行参数及运行状

态显示界面、品种库界面、棒状图界面、系统运行状态

界面、各分部传动点曲线趋势图界面等。

主菜单界面为进入监控软件系统展示的第一幅画

面—主菜单，每一个框代表文件名对应的画面。纸机运

行参数界面包括各分部传动点的电机电流、纸机车速、

电机转速。操作台面板运行参数及运行状态显示界面

包括各分部传动点的电机转速、电流、线速度运行参

图4  操作台状态显示（一）

图5  操作台状态显示（二）

数和起动、停止、故障运行状态的显示。品种库界面包

括52 g/m2、55 g/m2、60 g/m2、70 g/m2、80 g/m2

定型纸品种，5种定型纸品种通过按下各自品种预先设

计好的界面“定型品种收集”按钮，其指令信号发送至

PLC，把纸机运行的各分部传动点间速度链最佳微调

量系数储存在PLC内。在以后变换以前生产过的品种

时，需要更换品种和车速，通过按下品种预先设计好的

界面“定型品种发送”按钮，其指令信号发送至PLC，

把PLC储存的该品种的各分部传动点的最佳微调量系

数作为速度链运算参数。纸机第一分部点作为速度链中

的主节点，即它的速度就是整个纸机的工作车速，则其

速度调节就调整了整台纸机的各个分部传动点的车速。

第一分部的速度值乘以第二分部的微调量系数则为第

二分部的运行值，以此类推，形成了一个链式结构，即

速度链。速度链通过PLC的程序控制，把PLC的各个分

部速度给定信号发送到对应的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将

图2  主菜单 

图3  品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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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机调整到当前更换的纸品种工作状态。棒状图界面包

括各分部传动点的电机电压与电机电流数值垂直条显

示。系统运行状态界面包括电机转速、电流、纸机车速

及故障。各传动点曲线趋势图界面显示各分部传动点

线速度、电流百分比曲线图。图2为主菜单。图3为品种

库。图4为操作台状态显示（一）。图5为操作台状态显示

（二）。

4  结语

上位机监控系统采用“组态王”工控组态软件，可

以在工控机上安全运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

快速性，在造纸机分部传动的监控系统中的应用取得了
[收稿日期:20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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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监控效果。光洋（Koyo)公司的SU-6B型PLC为

下位机的造纸机分部传动的控制系统和上位机选用组

态王的造纸机分部传动的监控系统以及采用S SD-591

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作为直流电机的传动装置，提高了造

纸机电控系统的稳定性、可监控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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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江西某造纸厂二沉池出水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际工程

运行对比研究了臭氧催化氧化与芬顿的运行效果。相同进水水

质条件下，“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出水COD可降至30～

42 m g/L，全盐量增加均值为243 m g/L，绝干化学污泥生成量为

0.2～0.3 t/t水；而芬顿工艺出水COD降至51～65 mg/L，全盐量增

加均值为723 mg/L，绝干化学污泥生成量高达1.3～1.5 t/t水。通

过成本分析，“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相比芬顿工艺，全年可

削减药剂费及污泥处理费共1,297.6万元，在深度处理造纸废水方

面更具有经济优势。

关键词：造纸废水；臭氧催化氧化；芬顿；COD；全盐量；化学污泥

Abstract: Taking the effluent from the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of a paper mill in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operation 
effects of 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and Fenton were compared through 
practical engineering operation. Under the same influent quality, the 
COD of effluent from the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process can be reduced to 30-42 mg/l, the total salt content 
can be increased by 243 mg/l, and the generation of absolute dry 
chemical sludge is 0.2-0.3 t/ton of water; However, the COD of Fenton 
process effluent is only reduced to 51-65 mg/l, the total salt content 
is increased by 723 mg/l, and the amount of absolutely dry chemical 
sludge is as high as 1.3-1.5 t/ton of water. Through cost analysis, 
compared with Fenton process,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can reduce the agent fee and sludge treatment fee 
by 12.976 million yuan, which has more economic advantages in the 
advanced treatment of papermaking wastewater.
Key words: papermaking wastewater; ozone catalytic oxidation; 
Fenton; COD; total salt content; chemical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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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催化氧化”工艺。同时，为对比其与芬顿工艺的运行

效果，将相同原水引入芬顿中试反应器，中试反应器处

理流量为1 m3/h，并分为加药区、反应区、中和区、沉

淀区四个区域，其药剂投加量是根据厂区前期工程运行

及小试试验，探究所得的最佳药剂投加量。

2.2 药剂投加明细

臭氧催化氧化和芬顿工艺所用药剂投加量见表1。

2.3 水质分析与检测方法

COD的测定采用重铬酸盐法（HJ 828-2017）；全

盐量的测定采用重量法（HJ/T 51-1999）。

3  结果与讨论

连续30天记录污水处理站“混凝沉淀/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与芬顿工艺进出水COD数值、出水总盐变化

及化学污泥生成量情况，形成结果如下。

3.1 COD去除效果分析

在最佳药剂投加量及最优运行环境下，“混凝沉淀

在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具有

悬浮物含量高、可生化性差、色度大、有机物含量高、

成分复杂等特点，是一种高难降解废水[1]。芬顿工艺是

造纸废水常用的深度处理工艺之一[2]，在有效去除污

染物的同时，存在药剂消耗量与产泥量大、二次污染严

重、处理成本高的缺点[3-4]，面对愈发严格的COD与总

盐排放标准，芬顿工艺已难以满足要求。臭氧工艺由

于其清洁、高效等特点[5]，在污水处理中不断推广，但

在造纸废水处理中应用较少。2021年度，在日处理量为

4.5×104 m3的江西某造纸厂污水处理站建成了以臭氧

催化氧化为核心的深度处理工艺，并稳定运行。但是，

其与常规芬顿工艺在工程运行中的对比分析，尚缺乏研

究与数据分析。因此，本文对比分析臭氧催化氧化法与

芬顿法在造纸废水深度处理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造

纸废水深度处理提供指导。

1  工程概况

江西某造纸厂生产原料主要为成品纸浆、废纸制

浆以及竹片、木片等，主要产品为牛卡纸和生活用纸，产

生的制浆及造纸废水排至本企业污水处理站。污水处

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4.5×104 m3/d。

根据污水处理站运行现状以及造纸废水排放标准

要求，设计进水COD≤120 mg/L、BOD5≤60 mg/L、

S S≤80 m g/L、色度≤80倍；设计出水COD≤45 m g/

L、BOD5≤10 mg/L、SS≤10 mg/L、色度≤30倍。

2021年度进行厂区深度处理工艺提标改造。改

造后深度处理工艺流程如图1和图2所示，两种深度处

理运行模式均以臭氧催化氧化工艺为核心。运行模式

I（图1）使用药剂聚合硅酸铝铁混凝剂与聚丙烯酰胺

（PAM），构建形成“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

在来水水质较为恶劣时，切换运行模式Ⅱ（图2），投

加浓硫酸、硫酸亚铁、双氧水、氢氧化钠及PAM，运行

“芬顿+臭氧催化氧化”工艺。

2  材料与方法

2.1 工程对比设计

工程项目建成后，按设计参数运行“混凝沉淀/臭

图1  运行模式I

图2  运行模式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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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催化氧化”工艺与芬顿工艺进出水COD值变化情

况见图3和图4。

由图3和图4可见，工艺进水COD为93～117 mg/L，

在“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中，经混凝沉淀后，COD

降至62～76 m g/L，再经臭氧催化氧化后，COD稳定降

至30～42 mg/L。但在相同的原水水质条件下，芬顿工艺

出水COD降至51～65 m g/L，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增加

或调整药剂投加量，也难以再将COD进一步降低。这是

由于芬顿工艺可将大分子有机物氧化为小分子有机物，

或通过絮凝网捕作用将大分子有机物从水中去除，但很

难将残留的小分子有机物进一步分解和氧化[6-7]；此外，

若药剂投加量过大，则容易造成H2O2残余，导致絮体上

浮或出现COD表象升高的现象。因此，芬顿工艺很难将

COD降至较低水平，这也限制了芬顿工艺在下一步提

标改造中的应用。

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其利用催化剂激发臭氧产

生.OH等自由基团，将大分子有机物开环、断链，或直

接矿化为CO2和H2O
[8-9]；而通入的臭氧气体中，O2浓度

较高，此外，臭氧分子分解后生成氧气，也会增加水中

的溶解氧。在催化的后段，会产生部分生物作用，将前

段生成的小分子有机物去除。因此，臭氧催化氧化工

艺可达到较高的污染物去除效率，满足较高的排放标

准。

3.2 反应前后全盐量对比

“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与芬顿工艺分别连续

运行30天的进出水全盐量浓度变化情况见图5。

由图5可见，工艺进水即二沉池出水全盐量为

869～1,054 m g/L，平均值为948 m g/L，经“混凝

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后，全盐量提高至1,065～

1,220 m g/L，平均值为1,191 m g/L，这主要是在混凝

段投加聚合硅酸铝铁混凝剂所致，而在臭氧催化氧化工

段，基本无全盐量的增加。但经芬顿工艺后，全盐量升

高至1,498～1,821 mg/L，平均值为1,671 mg/L，这是

由于在芬顿反应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酸、碱、硫酸亚

图3  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进出水COD值 图4  芬顿工艺进出水COD值

表1  药剂投加明细

采用

工艺

臭氧催化

氧化工艺

芬顿

工艺

氧化剂及其他药剂规格

臭氧由3台Q=35 kgO3
.h-1的液氧源臭氧发生器制造，臭氧发生器出口浓度一般为10%左右。臭氧投

加量为25～30 mg.L-1。臭氧投加量计算公式见表注。

前加混凝沉淀工艺，所用聚合硅酸铝铁：工业级，有效浓度9%～11%，投加量为150～200 mg.L-1；聚

丙烯酰胺（PAM）：工业级，阴离子，投加量为0.0025 kg.m-3。

浓硫酸：工业级，浓度98%，投加量为0.50～0.60 L.m-3。

双氧水：工业级，浓度27%，投加量为0.40～0.65 L.m-3。

硫酸亚铁：工业级，粉末状固体，有效含量93%，配置成20%溶液，投加量为0.55～0.6 kg.m-3。

氢氧化钠：工业级，配置成浓度30%溶液，投加量为0.45～0.50 L.m-3。

反应时间

混凝沉淀时间为

16 min；

臭氧催化氧化时

间为45～55 min

120 min

注：臭氧投加量（mg/L）=(1000×每小时臭氧投加量（kg/h）)/(每小时水量（m3/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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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本工程中，吨水直接药剂费用为0.7元（包括聚

合硅酸铝铁、PAM、臭氧），化学污泥处理费用为0.04

元；对于芬顿技术，在处理效果最佳的条件下，吨水直

接药剂费用为1.4元（包括浓硫酸、硫酸亚铁、双氧水、

氢氧化钠、PAM），化学污泥处理费用为0.13元。因此，

对于日处理量为4.5×104 m3的污水处理站，全年可削减

药剂费及污泥处理费共1,297.6万元。

4  结论

基于江西某造纸厂日处理量为4.5×104 m3的污水

处理站“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运行工况，并与同水

质条件下芬顿工艺对比，得出结论如下：

(1）在进水COD为93～117 m g/L，混凝剂投加量

为150～200 m g/L，臭氧投加量为25～30 m g/L时，

“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出水COD可降至30～

42 m g/L，能稳定满足不高于45 m g/L的出水排放标

准；而在最佳药剂投加量下，芬顿工艺出水COD降至51

～65 mg/L。

(2）“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与芬顿两工艺反

应前后，全盐量分别增加243 mg/L与723 mg/L；绝干

化学污泥生成量分别为0.2～0.3 t/t水与1.3～1.5 t/t

水。

铁等药剂，造成全盐量的大幅升高。

全盐量的升高，一方面造成了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

较差，加剧对受纳水体的污染；另一方面，下一步污水

处理站将考虑出水回用，而盐分的升高会增加回用处理

的难度。

3.3 化学污泥产生量分析

图6为“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与“芬顿工艺”

反应过程中化学污泥生成量对比。由图6可见，每处理1

万t污水，“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绝干污泥生

成量为0.2～0.3 t，而芬顿工艺绝干污泥生成量一般为

1.3～1.5 t。这主要是由于在芬顿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

化学药剂，在增加出水中总盐浓度的同时，也造成大量

化学污泥的生成。

3.4 运行管理及经济成本分析

表2为基于本工程项目运行条件的“混凝沉淀/臭

氧催化氧化”与芬顿工艺运行对比。由表2可见，在运行

管理方面，芬顿对设备的耐酸碱要求高，药剂使用种类

多、出水含盐量高、铁泥产量大、出水回用困难、反应条

件较为苛刻[10]；臭氧催化氧化技术的原料来源易得，反

应后氧化物转化成氧气和水，清洁、无二次污染[11-12]，

运行过程的管理较为简单。

经济成本分析：对于“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

表2  本工程中“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与芬顿工艺运行对比

工艺

混凝沉淀/臭

氧催化氧化

芬顿

药剂投加种类

聚合硅酸铝铁、PAM、

臭氧

浓硫酸、硫酸亚铁、双氧

水、氢氧化钠、PAM等

出水COD

/mg.L-1

30～42

51～65

全盐量增加

/mg.L-1

243

723

化学污泥生

成量/t.t-1

0.2～0.3

1.3～1.5

对设备

要求

耐氧化

耐酸碱、

耐腐蚀

药剂及污泥

处理成本

药剂投加成本为0.7元/t水，化学

污泥处理成本为0.04元/t水。

药剂投加成本为1.4元/t水，化学

污泥处理成本为0.13元/t水。

图5  混凝/臭氧催化氧化和芬顿进出水全盐量变化 图6  化学污泥产生量（每处理万t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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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工程中，与芬顿工艺相比，采用“混凝沉

淀/臭氧催化氧化”工艺全年可削减药剂费及污泥处理

费共1,29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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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供应链影响，Canfor降低北美木材产能
由于受全球供应链的持续影响，北美林业企业Canfor近日宣布继续降低其加拿大西部锯

木厂的产能，调整生产运营。据悉，自今年3月下旬以来，公司一直以约80%的产能运营，至今仍

未恢复。

此外，公司还宣布将于今年7月和8月在其主要锯木厂实施两周的轮换停机，并利用停机时

间完成维护项目，尽量降低对员工和企业自身的影响。

对此，Canfo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on Kayne说道：“全球供应挑战严重限制了我们向客户

运输产品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库存水平

仍然很高。目前公司正在努力通过降低产

量达到库存水平的平衡，同时也努力满足

客户的要求。”

预计Canfor位于加拿大西部的锯木

厂将在7月和8月停工维护后恢复正常的运

营计划，随着供应链状况的发展，公司将

继续评估和调整运营计划。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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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造纸企业为例，对造纸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

沼气进行发电综合利用，对“沼气发电+余热回收”与“沼气

锅炉”两种利用方案对比分析，最终确定“发电+余热回收供

汽”综合利用，比单独采用沼气锅炉产汽综合效益好，年减少

碳排放量大，促进企业能源“双控”目标的实现，对企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沼气；内燃机；锅炉；余热回收；发电；减碳

Abstract: Taking a paper mil l as an example, th 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tilizes the biogas generated in the papermak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for power generation,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wo utilization schemes of “biogas power 
generation + waste heat recovery” and “biogas boiler”, and finally 
determines the “power generation + waste heat recovery for steam 
supply” is a better way. “Compared with using biogas boilers 
alone to produce steam,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is better, the 
annual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s large, and it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energy “dual control” goal, which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 biogas;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boiler; waste heat 
recovery; power generation; carb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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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反应器可提高厌氧反应器的处理效能，具有处理效率

高、工程投资省、占地面积小、运行稳定性强、去除有机

物能力大等显著特点。

该企业高浓度废水排放量约为350 m3/h，应用的

IC厌氧反应器容积3,700 m3，厌氧反应器最大容积负荷

为15 k g/(m3.d)，正常运行容积负荷13 k g/(m3.d)，是

最佳的厌氧运行效果，产生沼气量620 m3/h。如表1。

2  沼气发电+余热回收与沼气锅炉两种利用方案

对比

沼气经脱硫干燥净化处理后，甲烷含量可达75%

以上，发热量29,820 k J/m3，沼气直接利用的方式有多

种，下面以某造纸企业产沼气量为620 m3/h的应用为

例，对比两种不同利用方式下的经济效益。测算以蒸汽

不含税158元/t（1 MPa，200 ℃，热焓值2,828.27 k J/

kg），电价不含税0.65元/kWh，年运行时间按8,000 h

为依据。

2.1 发电+余热回收模式

本方案选用往复式内燃机发电机组，沼气在内燃

机中燃烧产生高温气体膨胀推动活塞往复运动，推动曲

轴将往复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从而带动发电机转子

转动，通过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高端品牌的燃

气内燃机发电机组，发电热效率可达42%，通过发电+

余热利用技术，使热能综合利用效率达到80%以上，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碳”目标已成为一项长期

国家战略，“十四五”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与动力，为

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需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造纸是能源消耗较高的

行业，碳减排和能耗双控的任务更为艰巨，尤其要提高

企业绿电占比。本文以介绍某造纸企业开发利用废水

厌氧产生的沼气，实现沼气绿色可再生能源“发电+余

热回收”高效综合利用取得的成果，与大家分享企业的

具体实施方案。

1  造纸废水处理产生沼气过程

规模以上造纸企业都有污水处理厂，造纸污水处理

的过程中在厌氧工序可产生沼气，若高效开发利用可对

节能减碳有重要贡献。图1是造纸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I C厌氧反应塔将污水中纤维素多种厌氧微生

物混合发酵，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相互反应完成

发酵，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CH4），具有较高的热

值。图2是一种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内循环厌氧反应器

（Internal Circulation Reactor，简称IC）是荷兰帕

克（PAQUES）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开发成功

的。1986年以后该公司迅速把该项技术应用于生产中，

表1  厌氧反应器进出水指标

废水

种类

进水

出水

水量/

m3.h-1

350

350

≤6000

≤1800

COD/

mg.L-1

≤600

≤600

SS/

mg.L-1

35～38

-

水温/

℃

钙离子

mg.L-1

≤300

-

pH

8～9

6～9图1  一种造纸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图2  内循环厌氧反应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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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42%左右的单一发电利用效率。

如图3，该方案是新上1,200 kW×2沼气发电机组

和配套余热锅炉（1×2 t），配套建设16,000 m3/d沼气

脱硫净化系统、烟气处理系统，预算投资1,700万元。

机组按 9 0 %运行功率2 ,16 0  k W算，消耗沼

气618  m 3/ h，剔除 5%自用电，机组外供负荷：

2,40 0×0.9×0.95=2,052 kW，年外供电量1,641

万 k W h，余热锅炉按1  t / h负荷测算，年供汽量

12,800t，运行维护费用0.13元/kWh，年运行维护费：

0.13×2,400×0.9×8,000=224.6万元，年经济收益

1,050万元，可减少碳排放19,000 t，投资回收期18个月。

2.2 沼气锅炉

消耗等量的沼气也可选择一台6 t/h沼气锅炉，配

套建设辅助管网及其他设备、一套独立的脱硫净化系

统，预算投资400万元，年运行维护费80万元，锅炉正常

运行负荷6 t/h，通过热量守恒计算，沼气锅炉消耗与

发电机组同样的沼气，年可产生40,000 t蒸汽，年经济

收益550万元，年可减碳12,000 t，投资回收期11个月。

综合分析，选用“1,200kW×2发电+余热锅炉”利

用方式，虽然一次性投资相对较大，但应用技术成熟，

生产运行调整灵活，经济效益好，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19,000 t。

3  “发电+余热回收”综合利用方案分析

3.1 技术方案先进

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气，经过沼气阻火器进入沼气

柜，进入沼气预处理工序进行脱硫、除湿、除尘，除去沼

气中微量的H2S，再经过气水分离器，除去沼气中的水

蒸气；达到燃气内燃机组进气标准的要求，进入内燃机

燃烧发电，烟气余热经余热锅炉可以产生蒸汽供企业

用热，发挥了“一气两用”的作用效果。

3.2 创效模式先进

沼气的利用方案有多种，通过项目实际运行情况

对比，对燃气纯发电、沼气锅炉产汽及其他技术方案论

证，“发电+余热回收供汽”是一个创新的方案，该方案

效益最佳，碳减排量多，比单独采用沼气锅炉产汽综合

效益好。

3.3 设备技术先进可靠

1,200kW高端品牌发电机组采用专门应用于沼气

气体燃料的结构部件及专业设计，相比较于国内同类型

设备，具有耐磨、耐腐蚀性能高，维修保养周期长、投入

少，产出效益显著等优势，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3.4 沼气运行安全切换技术先进

为确保机组运行稳定安全，分别在机组运行地点

及IC厌氧反应工序中控室建立沼气监控系统，确保机

组进气量及硫化氢浓度指标稳定，同时实现机组异常

停机之后，沼气火炬点火燃烧自动切换，为安全运行提

供保证。如图4、图5、图6。

4  项目方案及运行推广前景

4.1 该项目安全管理可推广

沼气管道接口期间采用通入蒸汽代替氮气清空沼

气管道，可降低工程造价，确保施工安全；沼气管道输

送选用耐腐蚀不锈钢316钢管，外加保温层，提高使用

寿命及运行安全；主机安装区域加装多个硫化氢报警

器，实时监测比对，确保起到应急报警效果。

4.2 蒸汽利用技术创新可推广

因该项目地点位于企业污水处理厂，距离生产抄纸

机车间较远，蒸汽输送过程中有所损耗，为高效利用余

热锅炉产汽，在非取暖季，将蒸汽并入低温余热发电系

图4  沼气火炬安全切换控制系统  图3  沼气发电+余热回收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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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5-26(修改稿)]

统，对蒸汽冷凝水再加温，提高ORC余热发电机组发电

量；在取暖季直接就地供应环保分厂取暖，每月可节约

取暖费用7万～8万元。

5  社会效益分析

5.1 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沼气生物能创新绿色开发综合利用，集环境保护、

清洁能源、循环节约为一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

典型的国家积极推广的分布式能源发电，是国内不多的

沼气热电联产工业技术创新项目。

5.2 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沼气发电工程是提供清洁能源、解决环境问题的

工程。将污水处理过程向大气排放的多余沼气用来发

电，有助于减少甲烷的排放，每减少1 t甲烷的排放，相

当于减少25 t二氧化碳的排放[1]，减碳效果显著。该项

目是企业节能减碳及探索绿色发展、创新用能结构的重

要举措，项目投运后，每年该企业减少碳排放19,000 t，

促进了企业能源“双控”目标的实现，对企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民,章雪强.小型沼气发电应用示范[J].中国沼气,2006,24(3):50-

51.

 图5  脱硫净化DCS控制系统

图6  沼气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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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区域性FSC森林标准获批准
6月初，主要针对印度尼西亚小型林地的FSC区域森林管理标准获得了批准，本标准适用于

印度尼西亚小型种植园或林地（指经营面积小于20公顷）的经营者，适用于原木和非木材林产

品。 

据悉，该标准以简单的语言编写，

并根据印度尼西亚小型种植园或林地

的实际情况提供评估指标。

该标准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印度、

泰国和越南的小型种植园批准的亚太

地区森林管理标准的改编版，已制定并

发布了针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家适应计

划，以针对印度尼西亚特定情况制定的

指标进行试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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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人口数量影响最小。这一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当前我国

实际情况。

关键词：生活用纸；消费量；影响因素；岭回归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ridge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ive factors, includ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urban 
residents’ incom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mmodities, on the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 paper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 
paper from large to small are: urban residents’ income,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mmodities, rural residents’ income, urbanization rate, and 
population.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has the least impact.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houshold paper;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Ridge regression

基于岭回归的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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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是为满足个人居家、外出等需要的各类

卫生擦拭用纸和卫生用纸品。随着我国人口绝对数量

的增加，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用纸的

需求量也在逐年增加，推动了生活用纸行业迅猛发展，

成为目前纸品消费的大户。研究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影

响因素，对指导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有的放矢，因势

利导，改善生产经营策略，增强有效供给，更好满足老

百姓需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生活用纸行业有

力、有效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 要：运用岭回归分析了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城镇居民收

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5个因素对我国生活用纸

消费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对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影响程

度由大到小的考察因素分别为：城镇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

额、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率、人口数量。城镇居民收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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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线性回归中，回归系数的估计方法主要有最

小二乘法(OL S)、极大似然法，其中，最小二乘法运用

最广泛，但当自变量数据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时，如果

采用OL S估计回归参数，可能会失真或不准确。由于考

察影响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因素数据的发展趋势大

多具有同向性，即几乎它们都随时间的后延而增长。因

而，它们的数据序列之间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自变量存

在多重共线性。这时，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

参数，估计出的参数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难以客观反

映实际情况。岭回归是专用于解决数据序列共线性的有

偏估计方法，是对最小二乘法的一种改进，对于相关性

较高数据序列，估计的参数不仅稳定可靠，而且能真实

反映客观实际。文献[1-8]成功利用岭回归解决了多元回归

中自变量数据共线问题。鉴于本研究涉及的人口数量、

城镇化率、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

售额5个影响生活用纸消费量因素的数据之间存在共线

性，因此，运用岭回归方法分析它们对我国生活用纸消

费量的影响，这样能够更好地反映客观实际。

1  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影响分析

图1为20 08～2019年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统计

数据。在这12年期间，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增长了

137.3660%，年均增长12.4851%，成为我国消费新的增

长点，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影响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因素很多，有些难以量化，

即使可以量化，操作起来也很复杂。因此，本研究选取

可以量化、可操作性好的一些因素进行分析。毋容置

疑，人口数量对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影响最直接，而城镇

居民和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差距、生活习惯不同，对生活

用纸消费量也存在差异，这可以用二者收入及城镇化

率来体现。生活用纸除了一些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机构

等集中采购，大型企事业单位作为职工福利批发之外，

主要销售渠道为居民零售购买，这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选取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城镇

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作为影响生

活用纸的考察对象。表1为2008～2019年这5个因素统

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2021年两年由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数据不具研究价值，故未予

采用)。从表1可见，在这12年时间里，我国人口数量、城

表1  中国生活用纸主要影响因素统计数据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人口数

量/亿

13.28

13.35

13.41

13.49

13.59

13.67

13.77

13.83

13.92

14.00

14.05

14.10

消费量

/万t

391.8

482.5

520.5

525.4

562.8

603.6

643.1

713.9

787.6

851.1

889.6

930.0

城镇化

率/%

47.0

48.3

49.9

51.3

52.6

53.7

54.8

56.1

57.4

58.5

59.6

60.6

城镇居民

收入/元

15,781

17,175

19,109

21,810

24,565

26,467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39,251

42,359

4,761

5,153

5,919

6,977

7,917

9,430

10,489

11,422

12,364

13,432

14,617

16,021

农村居民

收入/元

114,830

132,678

156,998

183,919

210,307

242,843    

271,896

300,931

332,316

366,282

377,783

408,017

社会商品零

售额/亿元

镇化率、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

额均呈增长态势。人口数量增长了6.1747%%、城镇化率

增长了28.936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168.4177%，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了236.5050%，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了

255.3227%。

分析几个因素对一个因素的影响，一般采用数学

模型，将被影响的因素设为因变量，影响因素设为自变

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因变量和自变

量进行线性回归，通过对回归系数的分析，可以找到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如果回归系数为正，则自变

量与因变量为正相关；系数为负，则为负相关。系数的

绝对值越大，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

设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为因变量Y，人口数量、城

镇化率、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

额分别设为自变量x1、x 2、x 3、x4、x 5。

令X=[x 1,x 2,x 3,x 4,x 5]，对Y、X进行线性回归，回

归模型可表示为：

图1  中国生活用纸消费量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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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βX+ε                             (1)

式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β=[β1，β2，β3，

β4，β5]
T为回归系数，ε为回归误差。

1.1 最小二乘法回归

最小二乘法回归原则就是让参数的取值使因变量

的拟合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平方和最小。

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回归系数β的数学模型为[3-4]：

                        

(2)

根据式（2）求解得到的自变量回归系数如表2所

示。

模型回归的相关系数R 2=0.987(R 2最大值为1)，

调整相关系数R 2
A d j=0.975，二者都比较大，表明模

型的拟合精度较高，统计量F=88.526，显著性概率

sigF=0.000，小于0.05显著性水平，表明OSL回归方程

显著成立。从表2知，x1、x 2、x 3、x4、x 5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Beta)分别为：β1=-0.971，β2=-0.170，β3=1.215，

β4=-1.357，β5=2.271。5个自变量回归系数相差比较

大，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别，并且，x1、x 2、x 4的系数为负

值，照此推断，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农村居民收入与

生活用纸消费量成负相关。这就令人费解，人口数量越

多，生活用纸消费量应该越多；一般城镇居民比农村

居民生活用纸消费量要多，城镇化率越高，城镇居民越

多，生活用纸消费量应该越多；农村居民收入越高，消

费能力越强，文明程度越高，也应该对生活用纸的消费

量越多，回归的这些系数显然不符合实际。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自变量数据之间存在共线性，

所谓共线性是指自变量数据同时呈现相同或相反的单

调变化态势。也就是式（2）中的矩阵X TX近乎不可逆，

使按照式（2）求得的系数解释性失真。

我国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

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数据之间就属于这种情况。

它们都呈同步增长的趋势。判断自变量是否存在共线性

可以考察膨胀系数(V IF)（或者允差），如果VIF大于10

（允差小于0.1），则说明存在共线性。从表2可知，x1的

VIF为642.54，x 2的VIF为324.18，x 3的VIF为575.42，

x4的V IF为574.00，x 5的V IF为728.91，5个自变量的膨

胀系数均大于10，说明自变量确实存在共线。最小二乘

法回归的参数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失去了解释意义。

1.2 岭回归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岭回归方法解决。岭回归是

专门用于解决多元线性回归中自变量数据存在共线性，回

归的参数缺乏解释性问题的改良回归方法[1-2]。回归的参

数不仅具有解释意义，也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3-4]。

运用岭回归求解回归系数可表示为[5-6]：

                  

(3)

式中，k为岭回归参数。

岭回归求回归系数，实质上就是在矩阵X TX加一

个很小的对角矩阵k I，使X TX+k I可逆，这样求得的系

数稳定可靠，且具有解释性。k∈[0，1]，当k=0，则变为

最小二乘法估计。k越大，消除共线性影响效果越好，

但会导致拟合精度降低越大(可通过相关系数R2反映)。

R 2-k图如图2所示。因此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值，即k

取各回归系数基本稳定时的最小值。k-β图（岭脊图）

如图3所示。 

从图3可见，随着k值的增大，各自变量的回归线

系数迅速减小，当k=0.6时，继续增加，各自变量回归

系数基本稳定，而R 2却减小。故得出最佳岭回归参数

k=0.6，岭回归结果如图4所示。  

表2  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系数

图2  相关系数随岭回归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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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知，模型回归的相关系数R2=0.96557994，

调整相关系数R2
Ad j=0.93689656，二者都比OSL回归

有所减小，表明岭回归为了换取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解

释性，放弃了无偏估计，使拟合精度有所下降，但也属

于比较高的水平，统计量F=33.66339013，显著性概率

s i gF=0.00025732，表明岭回归方程亦显著成立。x1、

x 2、x 3、x4、x 5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β1=0.172968，

β2= 0.1745 47，β3= 0.18 0 4 4 6，β4= 0.17578 9，

β5=0.179764。5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说明它

们与生活用纸消费量成正相关，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并且，5个自变量系数的值很接近，在数量级上没有本质

差别，这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再考察5个自变量系数值

的大小，其值越大，则对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影响程度越

大。由于β3＞β5＞β4＞β2＞β1，所以，对我国生活用纸

消费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考察因素分别为：城镇居民

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率、人口

图3  岭脊图

图4  岭回归系数

数量。这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考察的12年中，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仅在5个因素

中排名第三，但它与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同步度较

高，它增长快，生活用纸消费量也快，它增长慢，生活用

纸消费量增长也慢，所以影响程度最大，而人口增长率

最低，所以影响程度排在最后。其它道理类似，这里就

不一一列举了。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程度大小并非绝对

数值的大小，而是一个量的变化，是对另一个量的拉动

强弱。

2  结束语

运用岭回归分析了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城镇居民

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5个因素对我国生

活用纸消费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对我国生活用纸消费

量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考察因素分别为：城镇居民收

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率、人口数

量。城镇居民收入影响最大，人口数量影响最小。5个因

素的影响差距不大，在伯仲之间，都是影响我国生活用

纸消费量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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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UPM首个乌拉圭林业研究中心成立
为更深入地进行桉树种植林研究，UPM在乌拉圭Paysandú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专项林业研究

中心。新研究中心建设历时18个月，雇佣200多名工人，投资金额约为500万美元，体现出UPM在

研究和发展可持续林业技术方面的坚毅决心。

新中心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培育具有高生产力、高品质及对主要病虫害具有良好耐受性

的树木，防止对乌拉圭种植林造成影响。新研究中心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备，以及多种特定温

度的暖房，用于各种研究开发。

成立之后，农学家、遗传改良、林木健康、林业研究和木材质量方面的专家，以及化学技术

人员和操作人员等在内的约60名员工将在新中心展开工作，为UPM 30多年来在乌拉圭开展的应

用研究活动注入新的力量。

瑞典索达木业成立新公司，继续发展家庭林业
2022年5月底，瑞典索达木业（Södra）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Södra Ädla。该公

司专注于发展家庭林业并寻找更多的未来投资伙伴，并将投资更多的创新型分公司，通过家庭

林业理念为森林庄园的发展和盈利提供直接支持，为发展林业经济提供更多元化的方法。

索达木业总裁Lotta Lyrå表示，家庭林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家庭林业将促进森林庄园的

规模提升和技术升级，并为索达木业旗下的52,000名会员创造更多商机，进一步引领小规模森

林所有权的发展，为成员扩大活动范围、增加开发森林价值的机会。

新公司创建后，将投资2亿瑞典克朗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并逐渐扩大家庭林地的面积和提高

林地多样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公司的目标是投资20家家庭化林地，并利用林业方面的专业

知识为这些分公司的商业发展做出贡献。

芬林和维美德合作的3D纤维产品示范工厂投入运营
芬林集团和维美德合作的3D纤维产品示范工厂已在芬兰艾内科斯基（Äänekoski）正式投

入运营。早在2020年底，芬林集团旗下的创新公司芬林之春便已经携手维美德共同宣布，将投

资约2000万欧元建造这处示范工厂，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工厂终于面世。

3D纤维产品具有可再生、可回收以及可生物降解的特点，它的原料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目

前，示范工厂为期数年的测试和开发阶段

已经启动，这个阶段的目标是验证生产和产

品在包装市场的竞争力。如果目标达成，双

方可能会考虑建造更大规模的生产工厂。

工厂位于芬林集团艾内科斯基的一体

化工厂区域，将湿浆直接生产为3D纤维包

装成品，无需中间环节。纸浆模塑包装在

食品包装及其他应用中能够取代塑料，符

合当前“以纸代塑”的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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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欧蓝泰标签达成收购德国AMC的协议
2022年5月，UPM子公司芬欧蓝泰标签宣布已签署协议，收购总部位于德国的AMC公司。此次

收购加速了芬欧蓝泰标签业务的增长，并扩大了其产品范围。

AMC成立于1996年，历史可追溯到1959年，在德国北部的Kaltenkirchen和Hagenow有两个

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压敏薄膜标签材料和涂层以及不干胶产品等，拥有3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

约为1.1亿欧元。

收购之后，预计芬欧蓝泰标签将继续利用自身资源加速AMC的业务增长，并实现巨大的收

购协同效应。预计将在2022年第三季度完成该交易，该交易还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欧洲多国批准塑料新税
近日，欧洲的塑料合规政策频出，多个国家宣布塑料新税，包括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

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可能跟随这一趋势。

意大利塑料包装税于2022年1月生效，该税收针对一次性塑料，例如聚乙烯制造的瓶子、袋

子、食品容器，以及发泡聚苯乙烯包装。然而再生塑料和可堆肥生物降解塑料税将被免除。

英国自2022年4月1日起，将对每年制造或进口到英国数量超过10t、再生塑料使用比例不足

30%的塑料包装征收每吨200英镑的塑料包装税。

近日，西班牙立法机构也批准了一项塑料新税，主要针对一次性、不可重复使用的塑料包

装，该税将于2023年1月1日起生效。新税对不可回收塑料包装征税按照0.45欧元/kg的税率征

收，预计每年将为政府带来约7.24亿欧元的收入。

美国箱纸板产能十一连增，占比首次过半
近日，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AF&PA)发布了第62次造纸工业产能和纤维消耗调查报告，报告

显示，2021年美国纸张和纸板总产能同比下降了0.4%，而自201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0%。

此外，箱纸板产能实现了十一连增，2021年达到4,230万t，创历史新高。最值得注意的是，

箱纸板产能正以25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在纸张和纸板总产能中的占比也在2021年首次超过 

50%。

2021年美国造纸和纸板厂的回收纸消费量增长了3.9%，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纸厂回收纸消

费量的最高水平，也是美国纸厂纤维总消费量中的最高比例，实现了九连增，从2012年的36.0% 

增加到2021年的41.6%。在纸板产能方面，继2020年下降2.5%后，2021年纸板产能增长0.6%，超

过了下降0.4%的长期趋势。

报告还显示，预计2022年纸张和纸板的总产能将保持平稳，箱纸板和纸巾产能有望增加，

印刷书写纸产能将下降。

Arauco在巴西建设新纸浆厂，预计2025年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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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林纸企业Arauco宣布，当地时间6月22日，公司与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政府签署了一项

价值3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将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建设一座新的纸浆厂。

Arauco将该项目命名为“Sucuriú”。新工厂可年产250万t阔叶木浆，距离伊诺森西亚市

（位于巴西西部，由南马托格罗索州管辖）仅50km。

对此，Arauco首席执行官Matías Domeyko说道：“巴西是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区域，我们

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该国开展业务，我们正在评估通过进入纸浆业务来增加对巴西的投资。”

Matías Domeyko强调，该项目目前仍然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行情、环境

影响许可、木材报价评估、董事会审批等。如果条件允许，新工厂将在2025年开始建设。

Matías Domeyko指出，从物流的角度来看，工厂附近有一片高质量的森林，此外，地址位

置优越，有利于纸浆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Arauco是一家全球性的林产品制造商，主要服务北美及周边地区客户，在北美和南美设有

多家工厂，公司已于2020年取得了碳中和认证，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普乐包装扩大北美模塑纤维制造能力，致力于替代食

品行业塑料包装容器
全球包装纸企普乐集团（Huhtamaki）近日宣布将继续开发纤维解决方案，替代塑料包

装，在北美哈蒙德市（Hammond, Indiana）扩大模塑纤维制造能力。

哈蒙德工厂位于印第安纳州，已经拥有75年的历史，扩建后的场地将投资约1亿美元，占地

约23,000m2，将建设至2023年底，扩建

完成后普乐将进一步提高可持续纤维的

供应能力，引入新的可持续纤维产品，例

如模塑纤维蛋盒和杯托等。

作为行业领先的纤维包装生产者，

普乐在北美拥有18家工厂（美国17家、墨

西哥1家）。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印第安

纳州哈蒙德市开展业务，目前在哈蒙德

市拥有约140名员工，预计工厂扩建后将

再创造100个工作岗位。

近年来，随着对塑料产品的使用限

制加剧，普乐一直寻求可持续纤维包装的研发之路。除了北美之外，此前，普乐也曾宣布在德国

阿尔夫的生产基地研发和生产模制纤维产品，满足食品包装行业对可持续包装日益增长的需

求，2022年，计划使用阿尔夫工厂的可持续纤维制品替代2,000多t塑料制品。全面投入运营后，

每年可生产35亿件纤维产品，阿尔夫生产基地有望成为欧洲首个大规模生产可再生纤维包装

的企业之一。

美国化学木浆市场逐渐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市值增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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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亿美元
2021年，在经历了两年的下滑之后，美国化学木浆市场显著增长，市值增长了6.1%，达到270

亿美元。

化学木浆消费量在2018年达到422亿美元的峰值，然而，从2019年到2021年，消费未能重拾

动力，不过总体而言，过去十年，化学木浆消费还是呈现出相对平坦的趋势。

2021年，美国化学木浆产量约为4,500万t。过去的十年中，产量变化不大。其中，最明显的

增长出现在2018年，产量增长了8.9%，达到4,600万t峰值。从2019年到2021年，产量增长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2021年，化学木浆产值为264亿美元。

2021年，美国化学木浆的海外出货量在经过两年增长后开始出现明显下降，销量下降5.2%

至660万t。过去十年中，出口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770万t，从2012年到2021年，出口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按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是美国化学木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占总供应量的25%。此

外，第二大目的地为墨西哥，其次是加拿大、日本等。

日本制纸成立新公司，拓展液体包装业务
6月2日，日本制纸（Nippon Paper）宣布在澳大利

亚成立了新的子公司，进一步加强液体包装纸盒业务，

促进全球业务扩张。

近年来，全球市场都向可持续包装的目标发展。在

此背景下，由木质生物质原料制成的纸包装需求可能

会增长。为促进全球业务扩张，日本制纸于2022年3月

与全球领先的液体包装纸盒供应商Elopak ASA签署了

涵盖大洋洲地区的许可协议。此外，日本制纸还与本土

企业Shikoku Kakoki公司（日本最大的液体包装纸盒

灌装机生产商）签订了总代理协议。

子公司成立后，日本制纸将主要销售Elo p a k 

Pure-Pak品牌和NP-PAK品牌包装纸板，以及生产液体包装纸板的灌装机系统等。

日本包装纸企Rengo收购Thimm包装业务部门
5月底，日本最大的包装纸企Rengo宣布收购Thimm集团下属的包装业务部门。Thimm是总

部位于德国的家族企业，未来将重点发展消费品行业，因此决定将旗下的工业包装业务出售给

Rengo。

Rengo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拥有100多个分支机构，是日本最大的包装供应商。此前，Rengo

已经在德国收购了一些包装与物流公司，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德国市场。

自1993年以来，Thimm集团的工业品包装部门一直是家族企业的一部分，2021年营业额达

到1.87亿欧元，该业务部门的8家工厂共拥有1,075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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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巾棉纱线与纸浆膜片的拉网式
纤维分离机

申请公布号：CN 111021120 A

发明人：张东先

申请人：张东先

卫生巾是广大女性每月生理期的常用品，对于

卫生巾的棉芯纸浆吸水膜片和外围垫护的棉纱交

织块有严谨的筛分检验操作，对杀菌消毒和纤维

高纯度分离都是细致精准的产品检测操作，提高

卫生巾的安全性，目前技术公用的待优化的缺点

有：

卫生巾的纸浆膜片黏稠度高，对黏结的棉纱

线外围编织块会造成包浆牵拉现象，使棉纱线端

夹带膜片撕扯，损耗膜片面积且让棉纱线混入纸

浆杂质，影响后期卫生巾的纤维分离操作，给卫生

巾的纤维拉丝增加难度，让卫生巾的整体质量回

收与分线交织采取样板材料造成困扰，也致使纤

维分离机的绕纱操作内部残留脱落的纸浆膜面杂

质，黏结辊筒与辊杆表面造成膜压粉碎，使设备内

置破屑的灰尘，干扰设备正常工作。

提供一种基于卫生巾棉纱线与纸浆膜片的拉

网式纤维分离机。

如图1～图7，该种基于卫生巾棉纱线与纸浆膜

片的拉网式纤维分离机的结构包括：排气柱筒、牵

纱输出筒、活塞缸、轴心回转泵、拉网分离滚筒、卫

生巾导管、电控箱、基座块，拉网分离滚筒紧贴于轴

心回转泵的后侧并且轴心共线，活塞缸与轴心回转

泵机械连接并且相互垂直，排气柱筒安设在拉网分

离滚筒的左侧，卫生巾导管插嵌在拉网分离滚筒的

右上角并且相互贯通，基座块紧贴于拉网分离滚筒

的底面下，电控箱与拉网分离滚筒电连接，牵纱输

出筒插嵌在拉网分离滚筒底端的前侧，拉网分离滚

筒设有轨道框环、碟片板块、推刷翅片板、弧扣滑

刷块、八边形框槽、棱镜斜槽筒、密封圈、采集漏

斗槽，轨道框环与碟片板块扣合在一起并且轴心共

线，碟片板块与推刷翅片板紧贴在一起并且处于同

一竖直面上，弧扣滑刷块与轨道框环活动连接，八

边形框槽安装于碟片板块与棱镜斜槽筒之间并且

轴心共线，棱镜斜槽筒与密封圈扣合在一起，采集

漏斗槽与密封圈插嵌成一体，密封圈紧贴于轴心回

转泵的后侧并且轴心共线。

如图3，弧扣滑刷块由薄刷体、弧胶垫、梯形槽

滑块组成，薄刷体与弧胶垫嵌套成一体并且处于同

一竖直面上，弧胶垫与梯形槽滑块紧贴在一起。八

边形框槽由八边形条框、隔垫胶囊组成，八边形条

专利技术

图1  一种基于卫生巾棉纱线与纸浆

膜片的拉网式纤维分离机的结构

1—排气柱筒  2—牵纱输出筒  3—活塞缸  
4—轴心回转泵  5—拉网分离滚筒  6—卫

生巾导管  7—电控箱  8—基座块

图2  拉网分离滚筒详细的剖面结构

9—轨道框环  10—碟片板块  11—推刷翅
片板  15—弧扣滑刷块  23—八边形框槽  
30—棱镜斜槽筒  31—密封圈  32—采集漏

斗槽  图3  弧扣滑刷块、八边形框槽、采集

漏斗槽工作状态的剖视结构

11—推刷翅片板  16—薄刷体  17—弧胶垫  
18—梯形槽滑块  24—八边形条框  25—隔
垫胶囊  33—集管圆台槽  37—采集球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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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与隔垫胶囊采用间隙配合，隔垫胶囊安装于八边

形条框的内部并且处于同一竖直面上；采集漏斗槽

由集管圆台槽、采集球囊组成，集管圆台槽与采集

球囊扣合在一起并且相互贯通，集管圆台槽安装于

采集球囊的顶部上并且轴心共线。通过薄刷体与八

边形条框配合滚动回转，形成外围扫压纸浆操作，

让边缘化的纸浆得到扫除堆积处理，保障纤维分离

的分层滚动加工操作。

如图4，推刷翅片板由阻尼块、波纹梳理片、推

刷片板组成，阻尼块嵌套于推刷片板的左侧，波纹

梳理片与推刷片板紧贴在一起并且处于同一斜面

上，波纹梳理片为上下起伏夹角60°的齿纹片板结

构，方便上下波纹浮动纸浆时将纸浆左右梳理开，

绕入刷体进行推压，实现外围框环的填充及卫生巾

棉芯纸浆分离采集效果，通过波纹梳理片在推刷片

板滑推纱线与纸浆膜片操作中，提高纱线齿纹牵引

的左右扫除效果，且纸浆配合波纹衬板形成上下起

伏的惯性定量切分向心离心操作，提高中心采集与

边沿采集的等质量调控。

如图5，梯形槽滑块由梯形槽、吸盘管、压缩球

腔室、弧底滑块组成梯形槽与吸盘管插嵌成一体并

且相互贯通，吸盘管与压缩球腔室焊接在一起并且

轴心共线，弧底滑块与梯形槽扣合在一起并且处于

同一竖直面上，压缩球腔室为带圆盘扇板簧压的球

腔壳结构，方便纸浆引入后吸收时的压缩处理，也

保障纸浆膜片的充分离心甩动存储操作，通过吸盘

管在外围配合离心甩浆形成吸纳纸浆进入压缩球

腔室的内部存储压缩，保障纸浆膜片的叠加压贴，

提高纸浆密度和纯度。

如图6，隔垫胶囊由凸弧块、弹簧丝、耳板座、

胶囊壳体组成，凸弧块通过弹簧丝与耳板座机械

连接，耳板座与胶囊壳体采用过盈配合，凸弧块为

上下角尖且左右窄中间宽的凸弧实心块结构，方便

左右对顶滑动的连带惯性推压作用力加持，也保障

棉纱线绕丝时的滑块牵动在棱形轨道回转压贴效

果，通过凸弧块惯性滑动回转牵拉胶囊壳体黏结棉

纱线形成辊筒的棱边辊压缠绕操作，使纱线表面形

成滑块夹持摩擦的清理效果，保障纤维分离的提纯

度，防杂质。

如图7，集管圆台槽由通孔弧槽、集浆流道管、

漏斗槽筒组成，通孔弧槽嵌套于集浆流道管的顶部

上并且相互贯通，集浆流道管设有4个并且均插嵌

在漏斗槽筒的内部，通孔弧槽为顶部弧瓣宽圆槽内

壁带通孔底部窄口的筒状结构，方便配合梯形筒形

成倒向抽压向心回转的纸浆，保障收纳的通孔透气

性和呼吸内压操作，通过通孔弧槽将集浆流道管内

向下风压灌注的纸浆膜片形成棉芯采集操作，且梳

理纸浆杂乱堆叠，形成管道输出的统一朝向，使向

心吸压纤维分离操作高效。

图4  推刷翅片板工作状态的立体结

构

12—阻尼块  13—波纹梳理片  14—推刷片
板

图5  梯形槽滑块工作状态的截面放

大结构

19—梯形槽  20—吸盘管  21—压缩球腔室  
22—弧底滑块

图6  隔垫胶囊工作状态的截面内视

结构

26—凸弧块  27—弹簧丝  28—耳板座  
29—胶囊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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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工作人员将卫生巾通过卫生巾导管

推入拉网分离滚筒的轨道框环与碟片板块内，然后

基座块托垫抗震，通过导通电流给电控箱调控活塞

缸与轴心回转泵工作，然后通过排气柱筒对筒内的

密封气压进行持续通风排出，且牵纱输出筒在终端

实现纤维棉纱线的牵引拉出操作，达到棉纱线的回

收利用效果，保障生物资源不浪费，且工作期间，通

过推刷翅片板的阻尼块压合波纹梳理片与推刷片

板形成初步纤维分离的齿纹牵纱和波纹板推送纸

浆膜片操作，使弧扣滑刷块的薄刷体在弧胶垫与梯

形槽滑块的顶压作用下形成边沿化纸浆渣滑刷堆

积统一处理效果，让碎渣纸浆膜片通入梯形槽与吸

盘管内通过压缩球腔室在弧底滑块内压缩纸浆，形

成高浓度纸浆提纯压缩效果，然后通过八边形框

槽的八边形条框内隔垫胶囊顺势滚动回转滑动，形

成凸弧块顶压胶囊壳体拉伸弹簧丝牵引耳板座滑刷

压贴棉纱线缠绕的操作，使顶部绕纱底部顺着牵纱

输出筒提纯单股纱线输出，再通过让纸浆形成滚动

回转的向心力，通过棱镜斜槽筒与密封圈绕入采集

漏斗槽的集管圆台槽内，使漏斗槽筒内的集浆流道

管抽吸纸浆逐片进入通孔弧槽再导入采集球囊内

球囊呼吸存储叠加，使整体外围纸浆和中层内芯纸

浆形成内外纤维分离清理收集效果，也提高卫生巾

棉纱线的分离效率，缩短工作进程。

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达到运用拉网分离

滚筒与卫生巾导管相配合，通过卫生巾导管导入卫

生巾的棉芯和外围棉纱线，然后在轨道框环内叠加

外撑八边形框槽和采集漏斗槽，形成一个外旋绕棉

纱线内灌含水纸浆配重离心和向心的甩离操作，在

配合轨道框环的弧扣滑刷块刮刷膜片时，碎屑形成

纸浆不规则形态的轴心和外围包浆采集操作，让中

间位置的棉纱线纤维得到与纸浆膜片带的分离操

作，保障强离心与向心力使棉线黏结的膜片得到脱

落到密封圈且顺向心风眼形成中间位置的回落，保

障卫生巾内置纤维分离操作的纯度高，且筛分物料

采集度强，无残留且工作周期短，提升批量纤维分

离操作精度和效率，以此来解决目前公用技术的缺

点。

卫生巾浆片抄造系统

申请公布号：CN 110952365 A

发明人：黄细香

申请人：黄细香

现有的卫生巾抄成浆片设备在进行洗浆时，

图7  集管圆台槽工作状态的剖面内视结构

34—通孔弧槽  35—集浆流道管  36—漏斗槽筒

图1  卫生巾浆片抄造系统的结构

1—底架  2—机体  3—出水口  4—防护网  5—电机  6—洗浆器  
7—传送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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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浆片容易黏附在筛笼上，导致筛笼的孔隙被

堵塞，必须通过刮刀进行刮除，但是刮刀为平面刀

刃，在刮除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残留，使得筛孔内部

黏附的浆片难以清除，从而影响洗浆的质量和速

度，同时容易藏匿细菌，导致生产卫生问题。

提供一种卫生巾浆片抄造系统。

如图1～图6，该种卫生巾浆片抄造系统包括底

架、机体，底架焊接于机体底部，机体焊接于底架

上方，底架设有出水口，出水口焊接于机体底部；

机体设有防护网、电机、洗浆器，防护网焊接于电

机侧面上，电机通过螺栓连接于机体侧面上，洗浆

器嵌设于机体内部，洗浆器设有传送轮、转轴、筛

笼、刮除支架，传送轮设于转轴一端，转轴焊接于

筛笼两端内壁上，筛笼嵌设于机体内部，刮除支架

嵌设于筛笼外表面上，转轴用于带动筛笼转动，筛

笼用于进行洗浆，刮除支架用于带动刮除器对筛

笼上黏附的浆片进行刮除，转轴设有加固杆，加固

杆焊接于转轴与筛笼之间，加固杆用于加强转轴

的稳定性，使得转轴在工作时不会出现变形，筛笼

设有筛网，筛网焊接于筛笼外表面上，筛网用于过

滤浆片，刮除支架设有滑杆、刮除器，滑杆焊接于

筛笼外表面上，刮除器焊接于滑杆之间，滑杆用于

带动刮除器在筛笼外表面上进行移动，刮除器用

于在移动的过程中对筛笼上的浆片进行刮除，滑

杆设有滑槽，滑槽嵌设于滑杆上，滑槽用于与活动

图2  洗浆器的结构

8—转轴  9—筛笼  10—刮除支架  11—加固杆  12—筛网

图3  刮除支架的结构

10—刮除支架  13—滑杆  15—刮除器

图4  滑杆的放大结构

13—滑杆  14—滑槽

图5  刮除器的结构

15—刮除器  16—卡板  17—活动杆  18—刮板

图6  刮针的放大结构

18—刮板  19—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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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相互配合，从而带动刮除器在刮除支架上进行

移动，刮除器设有卡板、活动杆、刮板，卡板嵌设于

滑槽内部，活动杆焊接于卡板两端，刮板焊接于活

动杆上，卡板用于带动刮除器在滑杆上进行移动，

刮板用于带动刮针在筛笼外表面进行浆片刮除，

刮板设有刮针，刮针均匀分布于刮板上表面，刮针

用于针对筛网孔内部的浆片进行清除。

在使用时，通过传送轮转动，带动转轴进行转

动，从而带动筛笼进行洗浆工作，当完成洗浆工作

后进行滤浆，此时会有浆片残余卡在筛笼上，从而

通过刮除支架在筛笼外表面的运动，对筛笼上的

浆片残余进行刮除；当转轴进行转动时，将会带动

加固杆进行转动，因为筛笼内部在进行工作时重

量大，因而容易造成筛笼变形的状况，通过加固杆

能够加强筛笼两端的稳固性，避免筛笼扭曲变形；

当筛笼在进行工作时，筛笼通过筛网进行滤浆工

作，但同时浆片也容易黏附在筛网上的网孔中，通

过刮除支架的刮除工作，能够针对筛网进行针对

性地刮除，避免筛网堵塞；当刮除支架在进行工作

时，通过滑杆带动刮除器在刮除支架上进行移动，

从而对筛笼外表面的筛孔进行浆片清理；滑杆上

设有滑槽，通过滑槽带动刮除器在刮除支架上进

行移动；当刮除器进行移动时，通过活动杆带动卡

板在滑槽中进行水平移动，同时带动刮板紧贴着

筛笼外表面进行移动；当刮板紧贴着筛笼外表面

进行移动时，刮板上的刮针在刮板的带动下穿进

筛孔，从而对筛孔内部残余的浆片进行清除，从而

有针对性地完成筛网的疏通和清理工作。

有益效果：能够通过在筛笼外部设刮除支架，

通过滑杆带动刮除器在刮除支架上滑动，从而使

得刮除支架上的刮板紧贴着筛笼外表面进行刮除

工作，同时将刮板上设好刮针，刮针具有一定的弹

性，通过直径小于筛孔直径，通过刮针插入筛孔

中，能够在刮板进行移动的时候带动刮针进行移

动，从而对筛孔内部的浆片残余进行疏通和清理，

这样解决了平面刮刀难以解决的筛孔堵塞的问

题，提高筛网疏通清理的效率，避免细菌在浆片中

滋生，保证卫生间抄造过程中的卫生安全问题。

用于生活用纸生产中的喷雾装置

申请公布号：CN 111636245 A

发明人：雷治

申请人：湖北真诚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用于生活用纸生产中的喷雾装置，

具有在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提高纸品的柔软性和

顺滑性的的功能，其具有操作简单，喷涂均匀，喷

涂效果好的有益效果，同时，可通过调节雾化喷嘴

的间距来调节纸巾的单位面积上药剂的喷涂厚度

和喷涂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如图1、图2所示，该种用于生活用纸生产中的

喷雾装置包括用于提供雾化气流的总进气管、用

于输送药剂的总进药管、用于将药剂雾化并形成

液滴的雾化喷嘴和安装支架，总进气管和总进药

管固定在安装支架上，安装支架设置在造纸机的

起皱刮刀和卷取部之间，可以固定在地面上或者

造纸机上，生产时，原纸从喷雾装置的上方经过，

雾化喷嘴向上喷涂；安装支架上设有可水平滑动

的调节安装座，雾化喷嘴安装在调节安装座上；调

节安装座水平滑动时可以使雾化喷嘴的水平位置

发生改变，从而调节雾化喷嘴的喷涂位置；雾化喷

嘴上设有进气接口和进药接口，进气接口通过第一

支管与总进气管连接，进药接口通过第二支管与总

进药管连接，本体上还设有气体喷射口和液体喷射

口，气体喷射口与进气接口连通，液体喷射口与进

药接口连通；总进气管中的压缩空气由进气接口进

入，并由气体喷射口喷出；总进药管中的液态药剂

由进药接口进入，并由液体喷射口喷出；从气体喷

射口喷出气体直接喷向液体喷射口喷出的液体，液

体被气体吹散后形成小雾滴，小雾滴喷洒在纸巾

上形成喷涂层，相较于直接喷涂液体，小雾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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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纸巾很大的形态变化，有利于保证纸巾良好

的外观质量。

本体内部设有气流通道和液流通道，气流通

道与液流通道相互隔绝，气流通道的两端分别与

进气接口和气体喷射口连通，液流通道的两端分别

与进药接口和液体喷射口连通；气流通道与液流

通道相互隔绝，保证气体和液体分别从气体喷射口

和液体喷射口喷出，保证液体被气体充分吹散，形

成的雾滴颗粒更小。

雾化喷嘴上设有雾化头，为了方便雾化喷嘴的

拆装和清洗，雾化头与本体为可拆卸连接，气体喷

射口和液体喷射口均设置在雾化头上，液体喷射口

位于雾化头的中部，气体喷射口为两个或多个，分

布在液体喷射口的周向位置，气体喷射口的喷射方

向与液体喷射口的喷射方向呈小于90°的夹角，两

个或者多个气体喷射口可使雾化喷嘴喷出较大面

积的喷雾，且喷射的覆盖面积相对稳定。

安装支架包括两个上下平行设置的横梁和两

个左右平行设置的竖梁，横梁和竖梁的端部首尾

依次固定连接形成一个矩形框架；调节安装座固

定在安装支架上方的横梁上，安装支架下方横梁

的底部设有与地面连接的座板，座板固定在安装支

架下方的横梁上。

调节安装座包括若干个可沿安装支架上方的

横梁水平滑动的底座，若干个底座等间距设置，每

个底座上固定设置有喷嘴安装座，雾化喷嘴固定

在喷嘴安装座上；通过底座沿横梁水平滑动来控

制雾化喷嘴的间距；喷嘴安装座的下方设有连接

卡座，连接卡座的上端固定在底座上，连接卡座的

下端与调节横梁连接；连接卡座上设有竖直方向

的滑槽，滑槽内设有滑块，滑块与滑槽滑动连接，

滑块的上方设置有弹簧，弹簧的一端固定在滑块

的上端，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在滑槽的上端；当调节

横梁上下运动时，滑块可沿连接卡座上的滑槽上下

运动，从而保证固定在底座上的喷嘴安装座及雾

化喷嘴不会上下运动。弹簧的作用是控制滑块的

滑动速度，保证滑块滑动时的平稳性，另外弹簧压

缩至最大极限时可以限制滑块继续滑动。

调节横梁上设有沿水平方向延伸的长形滑槽，

长形滑槽内设有水平滑座一，水平滑座一与长形

滑槽滑动连接，滑块的下端固定在水平滑座一上；

安装支架下方的横梁上设有若干水平滑座二，调

节横梁与安装支架下方的横梁通过若干调节连杆

连接，调节连杆分别与水平滑座一和水平滑座二铰

接。

调节连杆包括若干首尾连接的连杆，若干连

杆依次铰接在一起，相邻两连杆之间形成V型结

构。图1  生活用纸生产中的喷雾装置的整体结构

1—总进气管  2—总进药管  3—雾化喷嘴  12—安装支架  13—横
梁  14—水平滑座二  15—竖梁  16—调节横梁  17—滑块  18—
弹簧  19—水平滑座一  20—传动齿轮  21—螺杆一  22—螺杆二  
23—轴承座  24—传动链  25—调节手轮  26—调节连杆  27—
座板  28—第一支管  29—第二支管  30—调节安装座  31—底座  
32—喷嘴安装座  33—连接卡座  34—滑槽  35—气源  36—加药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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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邻两连杆之间形成V开口距离变大或者变

小时，与调节连杆铰接的水平滑座一和水平滑座二

水平运动，与水平滑座一固定连接的滑块带动连接

卡座水平运动，使连接卡座带动底座沿横梁水平运

动，从而实现相邻底座之间的间距随相邻两连杆之

间形成V开口距离变大或者变小而变大变小；而当

相邻两连杆之间形成V开口距离变大或者变小时，

会导致调节连杆的高度变低或者变高，而调节连

杆依次通过滑块与连接卡座上下滑动连接，因此

连接卡座仅仅只会随着滑块左右滑动，而不会上下

运动，因此与连接卡座连接的底座也只会随着连

接卡座左右滑动，因此安装在底座上的喷嘴安装

座带动雾化喷嘴左右滑动而不会上下运动；因此通

过相邻两连杆之间形成V开口距离变大或者变小而

使相邻底座之间的间距随着变大变小来实现调节

雾化喷嘴之间的间距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能保证雾

化喷嘴之间间距变化后不影响雾化喷嘴的高度，当

雾化喷嘴之间间距变小后，相邻的雾化喷嘴的喷洒

区域重叠部分增多，使得单位面积的纸巾喷洒的层

变厚，同理，当雾化喷嘴之间间距变大后，相邻的

雾化喷嘴的喷洒区域重叠部分减少，使得单位面积

的纸巾喷洒的层变薄，实现通过调节雾化喷嘴的间

距来调节纸巾的单位面积上药剂的喷涂厚度和喷

涂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调节横梁的两端分别与螺杆一和螺杆二螺纹

连接，螺杆一和螺杆二分别通

过轴承座固定在安装支架两个

左右平行设置的竖梁上，螺杆

一和螺杆二的底部分别固定连

接有传动齿轮，螺杆一和螺杆

二底部的传动齿轮通过传动

链连接，螺杆一的下方还设置

有调节手轮，调节手轮固定在

螺杆一的底端；人工转动调节

手轮可以使螺杆一和螺杆二转

动，从而使与螺杆一和螺杆二

螺纹连接的调节横梁上下移动，从而实现相邻两

连杆之间形成V开口距离变大或者变小。

喷雾装置还包括与总进气管连接的气源和与

总进药管连接的加药装置，气源用于提供稳定的

压缩空气，加药装置用于提供喷涂的药剂。

有益效果：

（1）利用雾化喷嘴将药剂吹散成小雾滴的喷

雾的方式向起皱刮刀和卷取部之间输送的原纸进

行药剂喷洒，实现提高纸品的柔软性和顺滑性的

功能，其均有操作简单，喷涂均匀，喷涂效果好。

（2）通过调节雾化喷嘴的间距来调节纸巾的

单位面积上药剂的喷涂厚度和喷涂量。

（3）在调节雾化喷嘴的间距的同时能够保证

喷嘴的高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平常的连杆横向调

节机构，往往在进行横向间距调节时，喷嘴的高度

会发生上下移动，从而导致喷涂位置发生变化，不

能满足喷涂要求，更无法实现喷涂重叠加厚的效

果。而本发明在横向调节时，同时创新地设置调节

机构联动发生动作，通过调节连杆的开合来调节

水平滑座一和水平滑座二的间距，从而调节喷嘴

的间距，而调节连杆在开合时，上端滑块沿滑槽上

下移动，保证喷嘴间距调节的同时，高度不随着发

生上下移动，能够实现喷涂重叠加厚的效果，满足

不同的喷涂要求。

图2  雾化喷嘴的结构

4—进气接口  5—进药接口  6—气体喷射口  7—液体喷射口  8—本体  9—气流通道  10—
液流通道  11—雾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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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烫纸杯及其制备工艺

申请公布号：CN 111590955 A

发明人：岳川海

申请人：海宁华隆纸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一种防烫纸杯，具有隔热效果好的优

点。

如图1所示，该种防烫纸杯包括呈圆柱形的杯

体以及连接于杯体底面的圆形杯底，其中杯体包

括骨架层、连接于骨架层内壁的防水层、连接于骨

架层外壁的防烫组件，防烫组件包括连接于骨架

层外壁的连接层、连接于连接层外部的隔热层、

连接于隔热层外壁的防滑层。通过骨架层使得杯

体的支撑性更好，在人手拿持时挺度更佳，不易变

形，并且通过在骨架层外部设置防烫组件，使得在

人手拿杯体时，烫手感降低；连接层用于将隔热层

和骨架层连接更牢固，隔热层起到较好的隔热效

果，防滑层表面粗糙，可以增大人手与杯体外壁的

摩擦力，降低手滑的风险。

骨架层由纸浆制成，在纸浆内凝固有具有一定

支撑能力的骨架丝，骨架丝为由PVC制成的丝，且

若干骨架丝呈纵横交错设置；在纸浆内设置有骨

架丝，当纸浆凝固成型后将骨架丝固定在纸浆内

部，通过骨架丝自身的挺度提升杯体的整体挺度，

且骨架丝纵横交错设置，可以进一步提升杯体的

挺度，降低形变的程度。

隔热层包括黏接于连接层外壁的若干隔热硅

胶条，隔热硅胶条沿杯体外壁母线方向等间隔分

布；隔热硅胶条具有较好的隔热效果，通过等间

隔分布的隔热硅胶条可以起到隔热的作用，并且由

于隔热硅胶条相对于连接层向外凸出，使得人手距

离杯体侧壁的距离更远，从而进一步降低热量传

递。防滑层由防滑纸浆凝固形成，且防滑层位于隔

热硅胶条外壁；防滑纸浆的表面较为粗糙，将防

滑纸浆涂设在隔热硅胶条外壁并凝固，这样人手

拿杯子时，人手与杯子之间的摩擦力增大，降低滑

落烫伤的风险。

该种防烫纸杯的制备工艺步骤：（1）将纸浆

搅拌均匀后进行沉淀排水，得到细加工原料，之

后将纸浆注入模具，同时将骨架丝纵横排列在注

有纸浆的模具中，之后进行热压定型，形成胚板；

（2）在胚板表面通过涂胶机进行涂胶，形成连接

层；（3）对胚板表面的连接层进行初步冷却，冷却

温度为10～20℃；（4）在连接层表面通过滚筒涂胶

机涂设隔热硅胶溶液；（5）对涂设有隔热硅胶溶

液的胚板进行二次冷却，冷却温度为5～8℃，冷却

图2  滚筒的剖视结构

11—出料槽  12—定型槽  13—送料槽

图1  防烫纸杯的结构

1—杯体  2—杯底  3—骨架层  4—防水层  5—防烫组件  6—连
接层  7—隔热层  8—防滑层  9—骨架丝  10—隔热硅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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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min，使得隔热硅胶溶液凝固形成隔热

硅胶条；（6）在纸浆中混入30%的树脂颗粒，并搅

拌均匀形成防滑纸浆；（7）将防滑纸浆通过滚筒

涂胶机涂设在隔热硅胶条表面，之后送入烘箱热

烘成型，烘箱温度为40～50℃；（8）在胚板内壁通

过淋膜机淋有PE膜；（9）通过模切机将纸板裁切

成扇形以及圆形，将扇形纸板经纸杯成型机折叠

形成杯体，在杯体底部黏接圆形的杯底。

对胚板表面涂胶后，经初步冷却，使得胚板表

面的胶水凝固，便于涂设隔热硅胶溶液，之后经二

次冷却使得隔热硅胶溶液凝固成凸出的条状，通

过在普通纸浆中混入树脂颗粒，待混有树脂颗粒

的纸浆凝固后形成摩擦层，使得摩擦层的表面粗

糙，增大人手与摩擦层之间的摩擦力，降低滑落的

风险。

如图1和图2所示，滚筒涂胶机的滚筒呈空心的

圆柱状设置，且通过涂胶机向滚筒内注入融化的

隔热硅胶溶液，在滚筒的侧壁沿母线方向开设有

长条状的出料槽；使得在布料经过滚筒表面时，滚

筒内的隔热硅胶溶液从出料槽内送出并均匀地黏

附在胚板上，并在胚板上形成长条状的隔热硅胶

带，待冷却凝固后便形成长条状的隔热硅胶条，并

且隔热硅胶条凸出于胚板表面，从而进一步延长

热量的传递距离。

滚筒涂胶机的滚筒侧壁向内凹陷形成有截面

为三角形的定型槽，在定型槽的侧壁开设有供防

滑纸浆送出的送料槽，在滚筒内注有防滑纸浆，防

滑纸浆呈流体状并能够沿送料槽送出，并涂设在

隔热硅胶条上，通过定型槽对流出的防滑纸浆进

行压制成型，使得防滑纸浆压实在隔热硅胶条表

面，便于后续烘干。

一种钢制扬克烘缸

申请公布号：CN 114541164 A

发明人：何维忠　吴匡蓝　高永法　刘志平

申请人：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钢制扬克缸是现代高速卫生纸机的关键部

件，其结构性能的不断优化创新，使卫生纸机实现

高车速、高幅宽、高品质纸变为可能。目前也广泛

用于烟草薄片、MG纸等特种纸行业。

目前，按CSEI、ASME、PED标准设计制造钢

制扬克缸，其规格一般为: 直径3000～7500mm，

幅宽2400～6500mm，车速2200m/min。我国汲

取国外先进技术理念，在缸体壳体内表面采用U

型沟槽结构，使缸体内传热面积增大近3倍，传热

效率大幅提升，提高产量同时也降低了能耗，钢

制杨克缸安全性能也得到提升，工作压力可达到

1.0MPa。

但是，随着缸体制造的增大，导致其在使用过

程中内部冷凝水的产生量也增大，并且冷凝水产生

的速度也难以精准把控，采用虹吸方法以保障冷

凝水的排流速度也越发难以有效实现控制，特别

是冷凝水水量过多、没有及时排出时，其与吸水针

的接触面增多，吸水针受到的冲击力增强，冷凝水

的高速冲击会导致吸水针折断，这不仅会影响缸

体实际生产效率，更会衍生出难以估量的安全问

题。

提供一种钢制扬克烘缸，具有自适应、可调

节、独立抽排、安全性高、无需监管的优点。

如图1，该种钢制扬克烘缸呈圆筒状的缸体两

端焊接有端板，缸体和两个端板形成一个整体。缸

体的内壁开设有多圈沟槽，相邻沟槽之间间隔距

离相等，沟槽的深度在28～40mm，沟槽的宽度在

10～14mm。沟槽意义在于，在烘缸运行过程中可

以打破烘缸内壁处产生的由冷凝水形成的水膜，

从而避免烘缸热传递效率的降低，保障烘缸的工

作。

端板中心处为贯通结构且中心处设置有端盖，

端盖通过螺栓与端板固定连接。其中，一个端盖一

体设置有传动轴头，另一个端盖一体设置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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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头，传动轴头和支撑轴头位于同一轴线上。端

板上开设有观察口，且观察口处通过螺栓安装有

封板。

缸体内部设置有可旋转的内筒，内筒的旋转

轴线与缸体的中心轴线一致，内筒的周侧开设有多

个出气孔，以用于蒸汽的流动。缸体内部设置有多

个集水盒（优选为6个）。6个集水盒环形分布在内

筒的周侧且集水盒之间相互等间距设置，集水盒

的两端均固定有支撑杆，两个支撑杆远离集水盒

的一端固定在内筒外壁上，支撑杆的两端部均固

定有用于加强其与内筒和集水盒之间连接结构强

度的三角板。

集水盒朝向缸体内壁的一面设置有多个吸水

针，吸水针排列呈两行且两行分别位于在集水盒的

两棱边上，吸水针采用中空管。吸水针一端弹性伸

入至集水盒内的流量控制器中，另一端伸入至沟

槽中且吸水针的该端采用斜切口。每个沟槽有且

只有3个吸水针且3个吸水针的间距最远，同一个

集水盒上的两侧吸水针分别深入相邻的两个沟槽

中，吸水针的合理布局可提高每个吸水针的排水

能力，避免相近吸水针之间功能重合，最大化提高

缸体内部的排水能力。

如图2，流量控制器部分嵌入固定在集水盒

内，控制器内部为中空结构，控制器位于集水盒内

的一端开设有与集水盒内部连通的出水口，控制器

远离出水口的一端开设有用于吸水针端部伸入的

内凹孔。吸水针位于控制器内的端部一体固定有

尾针，尾针的侧壁开设有呈环状分布的多个导流外

口，尾针的开口内固定有分流锥体。内凹孔中的侧

壁上开设有多个导流内口且多个导流内口环形阵

列分布在内凹孔内壁中，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一一

对应设置。导流内口呈等腰三角状设置，尾针从内

凹孔开口往内部移动过程中，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

的连通面积逐步增加，冷凝水的排出速度随着导

图2  流量控制器、吸水针和浮力支撑体的结构

8—吸水针  9—尾针  10—导流外口  11—引导条  12—分流锥体  
13—流量控制器  14—控制器  15—出水口  16—内凹孔  17—导流
内口  18—调节弹簧  19—引导槽  20—密封环  21—浮力支撑体

图1  钢制扬克烘缸的整体结构剖面

1—缸体  2—沟槽  3—内筒  4—传动轴头  5—支撑轴头  6—集
水盒  7—支撑杆  8—吸水针  9—尾针  21—浮力支撑体  22—端
板  23—端盖  24—支撑筒  25—滚动轴承  26—汇水管  27—分

水管  28—隔热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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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内口和导流外口的连通面积增加而加快。内凹

孔的底壁处固定有调节弹簧，调节弹簧与尾针的端

部外部固定，内凹孔的开口处固定有多个密封环。

内凹孔的内壁上开设有多个引导槽，尾针的外壁固

定有与引导槽滑移配合的引导条，通过引导槽和引

导条的相互配合，尾针在控制器内部可沿其轴线方

向平稳滑动，尾针的最大滑动距离为导流内口的

中线长度。吸水针指向沟槽的一端套设有浮力支

撑体，浮力支撑体采用半圆状结构且其圆弧面面向

沟槽，浮力支撑体的宽度小于沟槽的宽度，浮力支

撑体内部中空且其由聚酰胺酰亚胺材料制成，浮

力支撑体与吸水针的进水口之间最小间距设置为

L，L的长度控制在2～4mm。

缸体高速旋转过程中，缸体内沟槽中的冷凝

水会跟随缸体旋转，流动的冷凝水会不断冲击浮

力支撑体，浮力支撑体在浮力和推力的作用下推动

吸水针逐步进入到流量控制器中，冷凝水从吸水

针进入到尾针中，再先后穿过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

后从出水口排出，最终进入到集水盒内。在此过程

中，调节弹簧被压缩，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的连通

面积随之增加，在虹吸流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

节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的连通口大小，虹吸流量

从而得到提高，加快冷凝水的排流。

传动轴头和支撑轴头中心处均为贯通结构，

内筒的两端均同轴线固定有支撑筒，内筒两端的

支撑筒分别伸入至传动轴头和支撑轴头中，支撑

筒与传动轴头/支撑轴头之间设置有多个滚动轴

承和内隔环，滚动轴承采用角接触球轴承。缸体和

内筒之间可以相对转动。

内筒中设置有用于收集并排出集水盒内冷凝

水的排流装置，排流装置的汇水管位于内筒中且

其与传动轴头内部的支撑筒连通，支撑筒内部固

定有隔热套管。排流装置还包括分水管，每个集水

盒的中间位置均固定有分水管且相互连通，分水

管远离集水盒的一端伸入至内筒中并与汇水管连

通。汇水管与虹吸装置连通。虹吸装置启动后其可

保持一定的虹吸速度，从而将集水盒中的冷凝水

通过分水管和汇水管排出至缸体外部。

如图2(c)，浮力支撑体采用双圆盘结构，通过

转动轴与吸水针实现转动连接，转动轴中部呈贯

通结构且由吸水针穿过。

工作原理及有益效果：

缸体在工作过程中，加热蒸汽源源不断从支

撑轴头内部送入缸体和内筒中，缸体内部产生的

冷凝水汇集在沟槽中并由于缸体的旋转会沉积在

沟槽的底部。当冷凝水逐步增多时，冷凝水在虹吸

作用下会从吸水针进入到尾针中，再先后穿过导流

内口和导流外口后从出水口排出，最终汇集到集水

盒内并从分水管排出。

通过调节吸水针在流量控制器中的位置从

而精准控制吸水针伸入冷凝水液面下的深度，

让吸水针的虹吸位置点始终在冷凝水液面下方

2～4mm，吸水针与冷凝水的接触面积控制在安全

范围内，该虹吸位置可以保障抽取冷凝水的稳定，

避免空气进入吸水针，同时减小冷凝水对吸水针

的冲击，防止吸水针被冲击折断，具备较高的自适

应性和自调节性。其中，各个吸水针采用独立的调

节模式，互不影响和干扰，每个吸水针只与其对应

沟槽的冷凝水进行抽排，保障缸体内部整体的冷

凝水抽排效果。同时，流量控制器可根据冷凝水液

面的高度对导流内口和导流外口的连通口大小进

行调节，冷凝水量多时，排流逐步加快，冷凝水量

少时，排流保持稳定，避免了冷凝水影响缸体的烘

干效果。

在虹吸流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控制虹吸流

量，调节冷凝水的排流速度，自适应式调节，可以

无需对虹吸装置的流速进行单独控制，让设备的

维护和运行更加简单。缸体高速运转过程中内筒

处于静止状态，避免了内筒与缸体同速转动发生共

振，提高了整体结构强度，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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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缸控温涂布装置及其控温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4622434 A

发明人：李文斌

申请人：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提出一种热缸控温涂布装置及其控温方法，

有效地提高横幅涂层的均匀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节省了消耗，更加符合环保及市场的要求。

如图1所示，该种热缸控温涂布装置包括机

架、涂布结构和多个烘缸，涂布结构位于机架的一

侧，多个烘缸错开并上下分布在机架的另一侧，纸

幅活动贴合在多个烘缸上，末端一烘缸上方设有

干燥结构，干燥结构用于干燥贴合在末端一烘缸

的纸幅，烘缸与涂布结构之间设有导向结构；涂布

结构包括活动设置的上胶辊、设在上胶辊上方的

上胶背辊和设有涂料槽的涂布机，上胶辊浸泡在

涂料槽中，通过导向结构调节纸幅的方向以使纸

幅的正面面向上胶辊，并通过控制上胶辊向上胶

背辊靠近以使上胶辊对纸幅的正面进行涂布。

其中，热缸控温涂布装置包括四烘缸，四烘缸

错开上下分布在机架上，依次分别为下烘缸和上

烘缸，即前端一烘缸为下烘缸，末端一烘缸为上

烘缸，纸幅从下烘缸进入，并依次活动贴合在下

烘缸、上烘缸、下烘缸和上烘缸上，并从末端上烘

缸进入到下一步工序，在此过程中，下烘缸和上烘

缸均保持较高蒸汽压力，在300kPa以上，保持缸

面温度在100℃以上，从而使得纸幅表面的温度一

致，并以较高的温度进行涂布，避免影响横幅涂层

的均匀性；且在末端上烘缸上方设置干燥结构，

通过干燥结构干燥贴合在末端上烘缸上的纸幅，

以保持纸幅与缸面的黏贴及纸幅的张力。

由于涂布需要涂几次才能完成，而如果前一

次涂布后纸面上的涂层含水量大，温度较低，然后

直接进行下一次涂布，会直接降低涂布液温度，导

致涂布液流动性降低，从而影响横幅涂层的均匀

性，因此在进行下一次涂布之前，通过多个烘缸和

设置在末端上烘缸上方的干燥结构对纸幅涂层进

行烘干，以帮助快速干燥涂层，降低涂层含水量，

提高纸幅温度，使得纸幅以较高温度进入下一次

涂布，避免了因温度过低导致涂布时涂布液流动

性差而影响横幅涂层的均匀性。

烘缸与涂布结构之间设有导向结构，在纸幅进

入涂布结构进行涂布之前，通过导向结构调节纸

幅的方向，以使纸幅的正面面向上胶辊，从而使得

上胶辊可对纸幅的正面进行涂布；若在烘缸与涂

布结构之间未设有导向结构，则是对纸幅反面进

行涂布；因此导向结构可使热缸控温涂布装置对

纸幅的正面进行涂布。

涂布结构包括辊座、上胶辊、上胶背辊、涂布

机和驱动装置，上胶辊与驱动装置的输出端连接，

驱动装置用于驱动上胶辊上下移动和绕轴转动以

使上胶辊为活动设置；而上胶背辊固定在辊座上，

并位于上胶辊的上方；当纸幅未进入涂布结构进行

涂布时，通过驱动装置带动上胶辊向下移动以使上

胶辊和上胶背辊处于分开状态；而由于涂布机上

活动设有涂料槽，涂料槽中设有涂布液，上胶辊浸

泡在涂料槽中，因此当纸幅进入上胶辊和上胶背

辊之间进行涂布时，通过驱动装置带动上胶辊向上

胶背辊靠近以使纸幅的背面靠向上胶背辊，并通过

驱动装置带动上胶辊绕轴转动以使上胶辊与纸幅

的正面滚动接触，同时上胶辊可将涂料槽中的涂布图1  热缸控温涂布装置的整体结构

1—纸幅  2—涂布结构  3—烘缸  4—上烘缸  5—下烘缸  6—干
燥结构  7—干燥辊  8—干网  9—导向结构  10—缓冲辊  11—转

向辊  12—平直棍  13—上胶辊  14—上胶背辊  15—涂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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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带到纸幅的正面上，对纸幅的正面进行涂布，完

成此次涂布后，纸幅则进入到下一步工序。

通过上胶辊和上胶背辊之间的挤压可使得涂

布液均匀地涂在纸幅表面，进一步保证横幅涂层

的均匀性，减小涂布偏差，使得横幅涂层偏差控制

合理范围内，从而使得生产出涂层均匀的纸幅，进

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消耗，更加符合环保及

市场的要求。

烘缸上覆有一层防腐防黏涂料，防腐防黏涂

料可以为铬层、四氟乙烯层或者不锈钢层，防腐防

黏涂料的设置防止纸幅与烘缸之间黏连，也防止

烘缸表面生锈，从而有利于保证纸幅的质量。

干燥结构包括干燥辊和绕设在干燥辊上的干

网，采用干网以干燥纸幅，干网将纸幅压在末端一

烘缸的表面，以可保持纸幅与缸面的黏贴及纸幅的

张力，从而有效地提高干燥效率和纸幅的质量。

导向结构包括缓冲辊、转向辊和平直辊，缓

冲辊位于末端一烘缸与转向辊之间，转向辊位于

涂布结构远离烘缸的一侧，平直辊位于转向辊的

上方，且与上胶辊平齐；缓冲辊的设置以使纸幅从

烘缸到转向辊之间的转向冲击得以缓冲，以避免

纸幅从烘缸直接转向而损坏纸幅；转向辊通过设

置在涂布结构远离烘缸的一侧，以实现转向，即通

过转向辊可调整至纸幅的正面面向上胶辊，并与

上胶辊滚动接触；平直辊的设置以使纸幅能够以

较平直的状态进入上胶辊和上胶背辊之间进行涂

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横幅涂层的均匀性。

涂料槽的槽内形状与上胶辊下端的形状相匹

配，以确保上胶辊在转动过程中能够附着适量的

涂布液，从而避免涂布液过少而影响横幅涂层的

均匀性。

热缸控温涂布装置的控温方法及步骤：

（1）将多个烘缸的内部蒸汽压力控制在

300kPa以上，多个烘缸的缸面温度控制在100℃

以上，以对纸幅进行控温；（2）将纸幅从机架前端

下烘缸底部进入，绕过下烘缸进入上烘缸，并从上

烘缸的顶部进入下一组下烘缸和上烘缸上，并经多

个烘缸交错控温，以使纸幅以较高温度进入涂布；

（3）经过多个烘缸控温后，控制干燥结构干燥贴

合在末端上烘缸上的纸幅，以保持纸幅与缸面的

黏贴及纸福的张力；再将纸幅从末端上烘缸上脱

离；（4）将干燥完成的纸幅绕设在导向结构上，通

过导向结构调节纸幅的方向以使在进行涂布前，

纸幅的正面与上胶辊位于同一侧；（5）纸幅进行涂

布，通过驱动装置控制上胶辊和向上胶背辊靠近，

同时通过涂布机控制涂料槽随着上胶辊向上胶背

辊靠近，再通过驱动装置控制上胶辊绕轴转动，

以将涂料槽中的涂布液涂到纸幅的正面上；（6）重

复以上步骤，控制下烘缸和上烘缸均保持蒸汽压

力在300kPa以上，保持缸面温度在100℃以上，通

过多个烘缸和干燥结构对纸幅涂层进行烘干，以

帮助快速干燥涂层，降低涂层含水量，提高纸幅温

度，使得纸幅以较高温度进行下一次涂布，再通过

上胶辊和上胶背辊之间的挤压，使得涂布液均匀

地涂在纸幅表面，如此进行多次涂布。

在步骤（5）之前，通过驱动装置控制上胶辊向

上胶背辊的反方向移动，以使上胶辊与上胶背辊

处于分开状态。

综上所述，通过在纸幅进入涂布结构进行涂

布之前设置多个烘缸，且在末端一烘缸设置干燥

结构，以帮助快速干燥涂层，提高纸幅温度，使纸

幅以较高且一致的温度进入涂布，且防止前一次

涂布后纸面上的涂层含水量大，温度较低导致影

响涂布液流动性，从而提高横幅涂层的均匀性；

再通过导向结构调节纸幅的方向以使纸幅的正面

面向上胶辊，然后通过控制上胶辊向上胶背辊靠

近以使上胶辊对纸幅的正面进行涂布，上胶辊与

上胶背辊之间的挤压进一步保证横幅涂层的均

匀性，减小涂布偏差，使得横幅涂层偏差控制在

2.0g/m2以内，从而使得生产出涂层均匀的纸幅，

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消耗，更加符合环保

及市场的要求。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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