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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ch/Stickies Control  Agent U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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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厂树脂 /胶蜡物

控制消除剂  UD-1

使用手册

一 制浆造纸厂树脂 /胶蜡物控制消除剂 UD-1简介

制浆造纸工作者都认识到 任何制浆造纸过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树脂 /胶蜡物问题
因而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 在制浆过程 由树脂产生的问题 叫为 树脂问题 或 树脂
障碍 (Pitch Problems); 在造纸机系统 叫为 纸机沉积 (Pitch Deposition)
在废纸制浆造纸过程 叫做 胶蜡物问题 (Stickies Problems)

制浆造纸厂树脂 /胶蜡物控制消除剂  UD-1 (Pitch/Stickies Control Agent UD-1)
是专门为控制和消除制浆造纸过程中十分头痛的树脂 /胶蜡物问题 经多年 R&D研究之成
果 UD-1 的主要成分已获美国专利和其它专利 UD-1生物可降解 不残留于系统和产品
中 对环境无污染

1 UD-1 的性质

表观 淡黄液体  (搅拌后呈乳黄色 )
气味 微丁香花味
比重 1.02 (20

0

C)
pH 6.5~7.5(长期存放 pH: 6.0~7.0)
闪燃点 > 94

0

C
黏度 ~45厘泊 (20

0
C)

稳定性 稳定
水中溶解性 完全
有害物质 无
腐蚀性 无
环保信息 无毒 生物可降解 环保产品
对臭氧层影响 无
使用温度范围 5

0

~95
0

C

2 UD-1 的性能

控制和消除制浆造纸过程中的树脂问题 (或树脂障碍 ) 纸机沉积 废纸回收过程中
的胶蜡物问题

(1) 在洗浆漂白工段中使用  UD-1 (控制消除 树脂障碍 )

能提高 脱木素效率 纸浆脱水和游离度 洗浆效率 纸浆白度 抄浆机和纸机运
行性能 纸浆和纸页质量等

能减少或消除 洗浆机网孔堵塞 浆张污脏点 树脂点 漂白化学剂消耗 停机清
洗时间 网辊树脂沉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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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造纸机系统中使用  UD-1 (控制消除 树脂障碍 纸机沉积 )

能提高 纸浆滤水性能 纸机运行性能 毛布干网透气度 纸页白度 纸机生产能
力 烘缸效率 纸页质量等

能减少或消除 纸页污脏点 损纸量 湿部腐蚀 网辊树脂沉积 纸成品孔洞问
题 停机清洗时间等

(3) 在废纸制浆造纸系统中使用  UD-1 (控制消除 胶蜡物问题 )

能提高 制浆效率 脱墨效率 纸浆得率 洗浆效率 成浆白度 纸页质量 纸机
抄造性能  纸机车速 毛布干网透气度 烘缸效率等

能减少或消除 洗浆机网孔堵塞 制浆和漂白化学剂的消耗 浆张污脏点 油墨
点 胶蜡物点 网辊树脂沉积 纸成品孔洞问题 停机清洗时间等

二 UD-1 对树脂 /胶蜡物的控制消除作用机理

1 树脂问题 (或树脂障碍 )

树脂 (Pitch) 是用来表示一大类物质的总称 这些物质在制浆造纸过程中产生粘
网粘辊  影响生产 并影响纸页质量 产生污脏点和孔洞等 树脂问题

一般而言 针叶木 (比如松木 杉木 )和杨木才有树脂问题 而阔叶木 (比如桉木 )则
无树脂问  题 杨木虽然是阔叶木 但有树脂问题

木材中的树脂含量一般为 1.0%~5.0% 经过蒸煮和漂白后 树脂含量会减少至 0.15%
~0.20%的范围 对于未漂白浆和磨木浆 树脂含量就会很高 木材的树脂是不溶于水的
它主要由如下的物质组成 游离脂肪酸 树脂酸 脂肪酸酯以及一些未磺化 (蒸煮的反应 )
的物质比如谷甾醇和其它醇类等等 游离的树脂如果不结合在一起成大块的树脂粒子 是
不会产生树脂问题的 然而 在制浆造纸系统中 游离的树脂是胶体粒子 很易结合成大
块树脂粒子而产生树脂问题 小树脂粒子会结合成大树脂粒子 游离树脂会沉积于系统中
的设备表面形成大树脂粒子 从而产生树脂问题 (树脂障碍 )

树脂问题是影响洗浆机洗涤效率 漂白效率和纸机生产性能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在
洗浆和漂白过程 树脂会堵塞网眼 降低洗浆效率 并且在漂白过程增加漂白化学剂的消
耗 树脂粒子增加了成品的污脏点 (Dirt Count) 并降低白度 树脂 过多的纸浆和损
纸是造成造纸过程中严重问题和纸病 (比如纸机断头 纸页孔眼 污脏点等 )的根本原因之
一 所以 树脂控制和消除是十分重要的

2 树脂控制消除方法

有多种类型的方法可用于控制消除树脂问题 它们是 分散方法 吸附方法 絮聚
方法 酶分解和溶解方法

分散方法 --是加入分散剂 以稳定树脂粒子 防止它们的胶体结合作用发生 树脂
粒子最后通过洗浆过程 洗 去

吸附方法 --是使用一些吸附剂去吸附树脂粒子 这样吸附的树脂粒子是成品 (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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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的一部分而带出系统

絮聚方法 --是使用树脂定着剂或絮聚剂去絮聚树脂粒子 这样在脱水过程中 树
脂粒子留于成品中成为成品的一部分而带出系统

酶分解方法 ---是用合适的树脂酶去分解树脂 使树脂减少

溶解方法 ---是使用溶剂去溶解树脂粒子 使树脂粒子减少 这样减少树脂的沉积所
产生的树脂问题

在北美 一些工厂使用上述的一个或几个方法去控制消除树脂问题 分散方法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 由于洗浆过程的水是回用的 所以分散了的树脂粒子就会积聚 到一定的
水平 会重新结合成大块树脂粒子 产生树脂问题 吸附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所使用
的吸附剂会降低漂白药剂的效率 并且影响白度 增加纸页灰分 吸附剂与树脂组成的混
合物在纸机系统又重新沉积 出现树脂问题 絮聚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所絮聚的树脂粒子在
纸机系统又释放出来 从而在纸机上产生树脂问题 酶分解方法的主要问题是速度慢 时
间长 并且价格贵 难于控制 溶解方法存在问题是无法选择适合工业上使用的溶剂 在
低浓度条件下真正 溶解 树脂粒子 因而存在局限性

3 胶蜡物问题

胶蜡物 (Stickies) 是用来表示一大类胶 蜡 粘性物质的总称 这些物质在废纸
制浆造纸过程中产生粘网粘辊 影响生产 造成纸页污脏点等 胶蜡物问题

回收的废纸一般有 旧新闻纸  (ONP) 旧杂志纸 (OMG) 旧箱板纸 (OCC) 办公废纸
(OWP)等 胶蜡物来源于废纸回收中的热熔物 (蜡 树脂 聚丁二烯 乙烯基丙烯酸酯 橡
胶等 ) 胶蜡物也与其它污脏物 比如墨水 (蜡质 矿物油类 树脂 聚合物 脂肪酸等 )
等结合在一起

胶蜡物在废纸回收中产生严重的问题 比如沉积于网上 毛布上 堵塞孔眼 粘附
于烘缸表面 降低制浆 洗浆 漂白效率 降低纸机车速 费时费药剂清洗 增加纸机断
头 减少纸页强度 增加纸页孔眼 很高的污脏点等 所以 在废纸制浆造纸过程 胶蜡
物的控制和消除是十分重要的

4 胶蜡物的控制消除方法

用于树脂控制消除的方法也可用于胶蜡物的控制消除 但方法的使用根据情况有时
会不同 随着目前中国造纸行业使用废纸日渐增加 胶蜡物控制消除问题更显示其重要
性

(1) 胶蜡物粒子大小分类

(i)大胶蜡物粒子 一般是平均直径大于 0.42毫米的 (即能留着于 35目筛 )
(ii)中等胶蜡物粒子 一般是平均直径在 0.074~0.42毫米的 (即能穿过 35目筛 留着
于 200目筛 )
(iii)小胶蜡物粒子 一般是平均直径小于 0.074毫米的 (即能穿过 200目筛 )

(2) 胶蜡物粒子在废纸制浆系统的除渣 筛选设备除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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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大胶蜡物粒子 (>0.42毫米 ) 相对而言 是很容易除去的 因为废纸制浆系统中
的除渣 (逆向除渣器 ) 筛选设备 (缝形筛 )可以把之有效除去

(ii)中等胶蜡物粒子 (0.074~0.42毫米 ) 主要产生胶蜡物问题的胶蜡物粒子 废纸
制浆系统的除渣 筛选设备不能有效除去这部分粒子范围的胶蜡物 因为一般筛选
设备的筛缝最小为 0.15毫米 再小机械上不可能实现 所以小于 0.15毫米的胶蜡物
粒子无法通过筛选设备除去

(iii)小胶蜡物粒子 (<0.074毫米 ) 如果它们不聚结成大的胶蜡物粒子 一般不产生
胶蜡物问题 这样小的粒子 在纸成品中也不易觉察出来

(3) 机械热分散除去胶蜡物

机械热分散系统是这样工作的 经过离解和初步净化的废纸浆送入热分散系
统 在 100~1070

C的温度下 废纸浆经过浓缩 挤压 摩擦等机械和热分散同时作
用 使胶蜡物融解和分散成小粒子 最后通过压力筛筛出而除去

这种方法需要设备投资和耗能 (要把废纸浆加温至 100~1070
C 和设备传动能耗等 )

一般通过机械热分散系统的压力筛能筛出大部分的融解分散胶蜡物粒子 但
有部分未筛出的胶蜡物粒子 (与废纸浆在一起 )会在下游系统 (比如纸机系统 )中重新
聚结 而产生胶蜡物问题

5 UD-1 控制消除树脂 /胶蜡物的作用机理

明显地 目前用于树脂 /胶蜡物控制消除的方法存在其局限性 为克服目前方法的局
限性和缺  点 我们经过多年 R&D研究 产生了 UD-1

我们研制的 UD-1是由多种生物可降解的化学剂经一定的反应条件而成 它的主要
成分来源于自然产品或其衍生物 UD-1是按下面的机理工作的 使树脂或胶蜡物粒子
脱粘 钝化 溶解和分散 UD-1能使树脂或胶蜡物粒子活性表面钝化 并且消除其粘结
性 还能溶解和分散树脂或胶蜡物粒子 按这样的机理 从而控制和消除树脂或胶蜡物粒
子的积聚和沉积所造成的 树脂问题 或 胶蜡物问题 克服以前的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和缺点 在工厂中使用 大大地提高制浆造纸系统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使用 UD-1 达到
很好的经济效益

6 UD-1控制消除胶蜡物问题的功能

(1)  脱粘 钝化功能

(i)  在水力碎浆机中加入 UD-1时 这个功能使废纸中的胶带等里面的胶蜡物不
易释放出来 这种胶蜡物而随胶带等大块杂物通过除渣 筛选设备除去
因而析出至纸浆中的胶蜡物粒子会减少

(ii)  在系统中其它地方加入 UD-1 能使胶蜡物粒子脱粘 不至于粘结成大胶蜡
物粒子 也不至于粘网粘辊和粘设备表面等 一般有半个小时以上的作用
时间为好

(2)  溶解 分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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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功能能把大胶蜡物粒子和中等胶蜡物粒子溶解和分散至小胶蜡物粒子
如果胶蜡物严重 废纸浆中含有大量的中等胶蜡物粒子 UD-1用量应加
大 作用时间应加长

(3)  温度的影响

温度愈高 UD-1反应愈快 功能愈好

废纸浆温度为 40
0
C~800

C时为较合适的温度范围 15
0
C~250

C时 作用时间需加
长 (加长的时间视实际而定 一般而言 60

0
C时的效果 25

0
C时需要大约两倍时间才

能达到 )

7 原有废纸制浆系统设备与 UD-1的配合

废纸制浆系统的筛选 除渣设备与 UD-1配合好 是控制消除胶蜡物问题的关键

(1)  要利用废纸制浆系统的筛选 除渣设备 除去大胶蜡物粒子 (>0.42毫米 )和部
分中等胶蜡物粒子 (0.074~0.42毫米 ) 这需要筛选 除渣设备有效工作 废纸浆
进入这些设备前的纤维离解和分散是很重要的

(2)  如果废纸浆中中等胶蜡物粒子 (0.074~0.42毫米 )含量较多 废纸制浆系统的
筛选 除渣设备又除不干净 需用 UD-1的溶解分散功能使胶蜡物粒子变小 此时
UD-1用量就应加大 作用时间也要加长

(3)  有机械热分散的系统 可在机械热分散系统后面加入 UD-1 防止小胶蜡物粒子
的重新聚结

8 UD-1 用于清洗网辊和设备表面的胶蜡物沉积

可用 UD-1清洗网 辊和设备表面的胶蜡物沉积 (或树脂沉积 )

(1)  UD-1加于洗网洗辊清洗水中 作为清洗剂

(i)用于一次性清洗 UD-1加入 10倍左右的干净水 温度在二十几度 C以上 (40
度 C以上是较好的清洗温度 较低温度时 清洗时间要加长 ) 用稀释好的 UD-1
清洗剂把要清洗的地方全部喷洒到 十几分钟后 检查沉积的树脂 胶蜡物是否
已易于冲洗落 如果树脂 胶蜡物脱落还不易 再喷洒一次 过十几分钟然后用
热水冲洗 清洗时间和清洗剂用量等 看树脂 胶蜡物沉积情况而定

(ii)用于长期清洗 UD-1加于洗网 洗辊水中 浓度为 50~100ppm(百万分之五
十到一百 ) 作为长期控制网 辊面树脂 胶蜡物沉积

(2)  UD-1用于清洗其它设备表面的胶蜡物沉积 (或树脂沉积 )

清洗设备表面的胶蜡物沉积 (或树脂沉积 ) UD-1一般可加入 10倍左右的干净
水 作为清洗剂使用 对于浆池表面 清洗浓度可在 500ppm至 2000ppm 或更高
(视浆池表面沉积严重情况而定 )

三 UD-1 的使用和储存



8

TM

228-1820 Renfrew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M 3H9

Tel:(604) 215-1762
Fax:(604) 215-1761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age i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tended solely for the use of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You are hereby notified that any dissemination, disclosure, copying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pag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c) Tri-Y Technologies Inc.

1 UD-1的用法和加入点

UD-1用法 未打开 UD-1包装桶小盖前 应先摇动包装桶使内装 UD-1均匀 然后使
用 因为 UD-1静置时间长时 会有分层现象 需搅拌均匀后使用 分层时 只要搅拌均
匀不会影响 UD-1的  效果 用计量泵直接 (或加干净水稀释成 10%浓度 ) 连续加入

UD-1加入点 加入点应在认为需控制消除树脂 /胶蜡物的地方前面半个小时以上
的流程时间 为了达到好的控制消除效果 一个系统中可以有 1~3个加入点 一般而言
可以考虑在如下地方加入

(1) 制浆车间 磨浆粗筛后池 洗浆机出口 漂前池 漂后池等
(2) 造纸车间 水力碎浆机 磨浆前池 (叩前池 ) 纸机浆池 高位箱等
(3) 废纸制浆造纸 水力碎浆机 洗浆机出口 浮选机前池 磨浆前池 筛后池等

地方

有时需要考虑下面几点

(1)对废纸制浆系统 胶蜡物较为严重的情况 应在水力碎浆机中加入 UD-1 使废纸
中胶带等里面的胶蜡物不易释放出来 而随胶带等大块杂物通过除渣 筛选设备除去 因
而析出至纸浆中的胶蜡物粒子会减少 并且作用时间较长 就能很好地控制消除胶蜡物在
纸机系统的影响 如果在纸机浆  池中也加入适量 UD-1 效果会更好

(2) 对废纸制浆系统 如果有脱墨的 UD-1可以在水力碎浆机中加入 也可在脱墨
浮选前加入 ,或者两个地方同时都加入 在脱墨浮选前加入 UD-1可以加速墨水粒子与纤
维的分离 从而提高脱墨效率 脱墨干净 如果在水力碎浆机中加入的脱墨剂有氧化性
UD-1的加入需要离脱墨剂的加入有半小时以上的流程分隔时间

(3)对纸机系统 如果有施胶的 UD-1需要在施胶明矾加入半小时以上之后加
入 如果 UD-1在施胶之前加入 就需要在加入胶料前半小时以上加入

(4)有些造纸系统 树脂 胶蜡物较为严重时 使用 UD-1加入量较大时 可能会产
生气泡 此时 需要有足够时间 (半小时以上 )和空间 (开口槽 池 )使气泡逸出 必要时
使用消泡装置或消泡剂控制泡沫

2 UD-1的用量

正常使用时 每吨浆 (或纸 )用  200~1000毫升 UD-1 视树脂 /胶蜡物的严重程度而定

(1)  TMP GMP 磨木浆树脂障碍控制消除 一般每吨浆用 450~700 毫升 UD-1
(2)  纸机沉积控制消除 一般每吨纸用 50~300 毫升 UD-1
(3)  废纸制浆造纸胶蜡物控制消除 一般每吨浆 (或纸 )用  300~1000毫升 UD-1
(4)  提高纤维分离 脱墨效率 一般每吨浆用  100~400毫升 UD-1
(5)  污泥中回收纤维 一般每吨浆用  100~400毫升 UD-1

开始试用或重新使用 UD-1时 我们建议如下操作程序

(1)  开始  4~8小时 按每吨浆或纸用 150~200毫升 UD-1
(2)  8~24小时 按每吨浆或纸用 250~300毫升 UD-1
(3)  24~36小时 按每吨浆或纸用 400~500毫升 U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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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后 1~2天 增加用量至要控制消除的程度 (根据系统运行性能 网辊清洁
程度 纸张质量等来决定 )

(5)  然后按需要调节至合适用量
(6)  每次重新使用 UD-1时 需按上面程序先清洁系统 然后正常使用

第 (1)~(3)是用于清洁系统的 因为如果一开始用量过大 会迅速洗掉浆池和设备表
面上已沉  积的树脂或胶蜡物 并带入系统中 会影响纸张质量和正常生产

3 UD-1 的加入流量  (毫升 /分钟 )的计算

UD-1 的加入流量 (毫升 /分钟 )按下式计算

F  =  6.94 x 10
- 4
 Q q /C --------     (1)

式中 F ---- UD-1 加入流量  (毫升 /分钟 )
Q ---- 每天纸浆或纸产量  (吨 /天 )
q ---- UD-1 用量  (毫升 /吨纸或浆 )
C ---- UD-1稀释至的浓度 (重量浓度 )-原包装桶中 UD-1浓度
为 1(即 100%)

例 1 有一松木作原料的磨木浆车间 每天产纸浆 50吨 有严重的树脂问题 树脂堵
网 粘网粘辊 纸浆污脏点很多 致使系统经常停机清洗 并且 使用这种纸浆生产的纸
机也同样存在粘网粘辊问题 经常断头 纸页污脏点多 纸质量差 现准备使用 UD-1在制
浆过程中控制消除树脂问题 初步确定用 500毫升 /吨浆作为试用 加于洗浆机出口 请计
算 UD-1的加入流量 如果配成 10%浓度 稀释  的 UD-1加入流量又为多少

答 按公式  (1)

F = 6.94 x 10– 4 Q q = 6.94 x 10 -4 x 50 x 500 = 17.1 (毫升 /分钟 )

所以 UD-1 的加入流量为每分钟  17.1 毫升 每天用量为  24.6 升
如果按 UD-1配成 10%浓度使用 则计量泵加入流量为 17.1/10% = 171 (毫升 /分钟 )

4 UD-1 加入流量的控制

UD-1加入流量的控制宜采用流量计或计量泵 如果用高位差的方法 需要有溢流以
保证加入的高位差不变 加入流量也不变 因为加入流量很小 高位差的变化对流量影响
较大

5 UD-1 使用注意问题

(1) UD-1不能与强氧化剂接触 不然效果会降低 所以 UD-1的加入点要离强氧化
剂源 (比如漂白化学剂 有强氧化剂的脱墨剂等的加入点 )有 30分钟以上的流程时间

(2) 在生产上使用  UD-1 开始的三到七天 UD-1会使本来已粘附于浆池表面和设
备表面的树脂或胶蜡物脱落进入浆料中 所以在这三到七天时间 纸浆污脏点 树脂点会
比正常情况高不少 并且有时还会有产生泡沫 这是正常现象 这种情况严重时 开始试
用的三到七天 可减少 UD-1的用量  至每吨浆 (或纸 )至 150~200毫升以清洁系统

(3) 有内施胶的造纸系统 UD-1的加入点应选择在施胶前 (加入胶料前 )或施胶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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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即加完硫酸铝后 ) 并且最好有半小时以上流程时间 因为 UD-1会按胶蜡物处理未定
着的胶料

(4) UD-1 要连续长期使用才能达到控制消除树脂 /胶蜡物的目的

6 UD-1 的使用安全事项

不要入口眼 处理时须带手套 不慎入眼 要用清水冲洗  15分钟以上 皮肤接触
清水或肥皂水冲洗 如果误食 需喝大量水或牛奶 并看医生

7 UD-1的包装 储存

原装包装是塑料桶 每桶 18.9 升 净重 19.28公斤  UD-1的盛装材料 可用塑料
玻璃 不锈钢等

储存应放于阴凉处 不可晒 须密封储放 温度  0~40 度 湿度  75% 以下
按上述储存条件可储放两年

四 使用  UD-1 的技术经济问题

使用 UD-1 目的是控制和消除树脂 /胶蜡物在制浆造纸过程中产生的树脂 /胶蜡物问
题 我们举一些实际使用的例子说明使用 UD-1的技术经济问题 从这些实际使用的例子
中可看到 使用 UD-1 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实例 1 有一用松木作原料的硫酸盐法制浆厂 产量为 1200吨 /天 产纸浆白度为 88% GE
存在树脂问题 树脂堵网 粘网粘辊 洗浆和漂白效率均受到影响 经常停机清洗 并
且 纸浆的污脏点很高 使用 UD-1后 树脂问题得到控制 具体使用 UD-1前后的一些数
据如下

使用  UD-1 前

(1) 洗浆机及系统清洗次数 4~5 次 /周  (平均 4.5次 /周 )
清洗化学药剂消耗 $585 美元 /次
清洗所用时间 0.5~1.0 小时 /次  (相当于每次减少产量  25~50吨 平均 37.5

吨 )
(2) 漂白化学药剂消耗 $18.56 美元 /吨浆
(3) 纸浆污脏点 (Tappi 方法 )  150~200 点

使用 UD-1(450 毫升 /吨浆 )后

(1) 洗浆机及系统清洗次数 0~1 次 /周  (平均  0.5 次 /周 )
(2) 漂白化学药剂消耗 $14.36 美元 /吨浆
(3) 纸浆污脏点 (Tappi 方法 )  0~50 点

技术经济问题分析如下 (按每吨浆作为单位计算 )

(1) 洗浆机清洗次数的减少带来的效益

化学药剂 $585 x (4.5 - 0.5) = $2,340美元 /周  = $0.279 美元 /吨浆
产量增加 37.5 吨  x (4.5 - 0.5) = 150 吨 /周  = 0.01786 吨 /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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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每吨浆产量的经济效益为  $120~$150 美元  (平均  135美元 /吨 ) 所以
增产值为 $135 x 0.01786 吨 /吨浆  = $2.41 美元 /吨浆

(2) 漂白化学药剂的节省

$18.56 - $14.36 = $4.2 美元 /吨浆

(3) 纸浆污脏点的减少 使纸浆的档次提高 增值  $10~$15美元 /吨 (平均
$12.5美元 /吨浆 )

(4) 还有其它的效益  (比如树脂的减少 脱水效率提高 白度增加 易于烘干
蒸汽节省 车速提高等 )在此未列入

(5) 上面几项增值合共为

$0.279 + $2.41 + $4.2 + $12.5 =  $19.389 美元 /吨浆
合人民币  158.99元 /吨浆  (1:8.2 算 )

(6) UD-1 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算 美元对人民币  1:8.2算 )

450 毫升 /吨浆   x  110 元人民币 /升  =  0.45 升 /吨浆  x 110 元人民币 /升
= 49.5 元人民币 /吨浆

(7) 经济效益为

158.99 - 49.5 = 109.49 元 /吨浆

(8) 经济效益率为  158.99/49.5 x 100% = 321%

实例 2 一牛皮箱板纸厂 底浆和芯浆用废纸 面浆用商品浆作原料 日产 150吨 存在
胶蜡物问题 粘网粘辊粘毛布粘缸 影响生产和成品质量 每吨箱板纸使用 255ml UD-1
控制消除胶蜡物问题 连续使用 3个月后 对 UD-1效果进行总结分析 发现纸机烘缸蒸汽
用量平均每吨板纸减少了 23% 纸机车速能提高了 5% 单这两项带来净经济效益为每吨板
纸 5.96美元 经济效益率为 292%

实例 3 一造纸厂回收废纸制浆作为卫生纸配料的一部分 每天废纸制浆产量为 60吨
废纸制浆造纸过程存在严重的胶蜡物问题 废纸纸浆白度提不高 (最高  70% GE) 胶蜡物
堵网 粘网粘辊 纸机经常断头 产品污脏点很高 使用  500毫升 UD-1/吨浆后 胶蜡物
问题得到控制和消除 具体数据为

使用 UD-1前

(1) 制浆 漂白化学药剂费用 $33.25 美元 /吨浆
(2) 纸浆白度 最高  70% GE
(3) 清洗制浆系统次数 6 次 /周  (每次用时间  0.5~1 小时 平均 0.75小时 )
每次清洗药剂费用为 $176 美元 /次
(4) 清洗纸机系统次数 3.5 次 /周 (每次用  0.5~1小时 平均  0.75小时 )
每次清洗药剂费用为 $125 美元 /次
(5) 纸机断头次数 18~23 次 /周  (平均  20.5 次 /周 ) 每次减产  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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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平均每次减产 0.125吨
(6) 产品污脏点 (Tappi 方法 ) 200~500点

使用  UD-1(500 毫升 /吨浆 )后

(1) 制浆 漂白化学药剂费用 $32.50 美元 /吨浆
(2) 纸浆白度  75% GE
(3) 清洗制浆系统次数 1 次 /周  
(4) 清洗纸机系统次数 0~1 次 /周 (平均 0.5次 /周 )
(5) 纸机断头次数 3~7 次 /周  (平均  5次 /周 )
(6) 产品污脏点 (Tappi 方法 ) 50~100点

技术经济问题分析如下 (按每吨浆作为单位计算 )

(1) 制浆 漂白化学药剂费用减少

$33.25 - $32.50 = 0.75 美元 /吨浆

(2)纸浆白度的增加

75% - 70% = 5% GE 相当于增值  $8~$10美元 /吨浆 平均增值  $9 美元 /吨浆

(3) 清洗制浆系统次数的减少

6 - 1 = 5 次 /周

化学药剂的节省 5 x $176 = $2,380 美元 /周  = $2.10 美元 /吨浆

清洗时间的减少
5 x 0.75小时  = 3.75 小时 相当于产量为
9.375 吨 /周  = 0.022吨 /吨浆 增产按 $50~$70美元 /吨算 平均

$60美元 /吨 0.022 x  $60 = $1.32 美元 /吨浆

(4) 清洗纸机系统次数的减少

3.5 - 0.5 = 3 次 /周

化学药剂的节省 3 x $125 = $375 美元 /周  = $0.89 美元 /吨浆

清洗时间的减少 3 x 0.75小时  = 2.25 小时 相当于产量为
 5.6255 吨 /周  = 0.0134 吨 /吨浆 增产按 $90~$120美元 /吨算

平均 $105美元 /吨 0.0134 x  $105 = $1.41美元 /吨浆

(5) 纸机断头次数的减少

20.5 - 5 = 15.5 次 /周 增产  0.125 x 15.5 = 1.9375 吨 /周  = 0.00461
吨 /吨浆

增产按 $90~$120美元 /吨算 平均 $105美元 /吨
0.00461 x $105 = $0.484美元 /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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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污脏点的减少 使产品档次提高 增值  $5~$8美元 /吨浆
平均增值 $6.5美元 /吨浆

(7) 还有其它的效益  (脱水效率提高 易于烘干 蒸汽节省 车速提高等 )
在此未列入

(8) 上面几项增值合共为

$0.75 + $9 + $2.10 + $1.32 + $0.89 + $1.41 + $0.484 + $6.5=
$22.45美元 /吨浆 合人民币  184.09元 /吨浆  (1:8.2算 )

(9) UD-1 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算 美元对人民币  1:8.2算 )

500 毫升 /吨浆   x  110 元 /升  =  0.5 升 /吨浆  x 110 元 /升  = 55 元 /吨浆

(10) 经济效益为

184.09 - 55 = 129.09 元 /吨浆

(11) 经济效益率为  184.09/55 x 100% = 335%

实例 4 一纸机用自制稻草浆和商品浆 (硫酸盐法木浆 )混合生产文化用纸 纸机系统经常
出现粘网粘辊 造成断头 纸页污脏点过多 孔眼等等 经常要停机冲洗 冲洗时 如果
不用化学药剂 有些粘附物无法冲洗掉 这是由商品浆带来的纸机树脂沉积问题 在纸机
浆池按  250 毫升  UD-1/吨纸的量连续加入 树脂问题得到控制 消除了粘网粘辊现象
纸机很少断头 纸页的污脏点和孔眼大大减少 纸页质量大大提高 也节省了冲洗的化学
药剂和停机冲洗的时间 据厂方估计 使用  UD-1后  每吨纸有 $6.5~$7.5美元 /吨纸 (平
均 $7美元 /吨纸 )的净效益 相当于人民币 57.4元 /吨纸的净经济效益

实例 5 一松木磨木浆厂 日产 1000吨 存在树脂问题 粘网粘辊 堵塞孔眼 并且 DCM
(Dichloromethane 二氯甲烷 )抽提物很高 客户不满意 因为 DCM抽提物过高 增加漂
白化学药  剂消耗 纸浆易返黄 在纸机系统会出现树脂问题 现使用 UD-1(用量为 350
毫升 /吨浆 )使树脂  问题得到控制和消除 并且  DCM抽提物减少  44 %(从  1.04% 减少
至 0.58%) 厂方估计净经济效益   为  3.22美元 /吨浆 相当于经效益为  26.4元人民
币 /吨浆

实例 6 日产 200吨涂布白板纸车间使用每吨板纸 180ml UD-1后 控制消除了胶蜡物
问题和纸机沉积 产品质量和成品率都提高了 减少停机清洗时间 延长网和毛布寿
命 并且纸机车速可增加 4.6% 蒸汽节省了 16% 使用 UD-1净经济效益为 5.83美元 /吨纸
经济效益率为 366%

从上面的使用 UD-1的实例中可看到 使用 UD-1能控制和消除树脂 /胶蜡物问题
并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五  UD-1 作用效果试验方法

试验过程和条件要尽量与生产过程和条件一模一样 UD-1要与浆料作用 30分钟以上
反应才完全

UD-1不能与强氧化剂接触 不然效果会降低 所以 UD-1的加入点要离强氧化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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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漂白化学剂 有强氧化性的脱墨剂等的加入点 )30分钟以上的流程时间

1 UD-1 试验

(1)浆样 取浆样量按绝干 1000克算
(2)浆样调节至生产流程条件的浓度
(3)浆样分为两部分 一为空白试验 浆样量绝干 500克 另一为加 UD-1试验
(浆样量绝干 500克
(4)试验温度按生产流程条件
(5)空白浆样试验记为试验 A  加入 UD-1的浆样试验记为试验 B
(6)试验 B 按每吨绝干浆加入 400毫升 UD-1作为开始点 即加入 0.2毫升 UD-1至试验 B
中 充分搅拌混合 30分钟以上 (或按生产流程的混合接触时间 )
(7)因为 UD-1的效果有些指标实验室是无法测量的 我们建议测量试验 A和试验 B的
如下指标 (或要控制的指标 )

纸浆白度 浆张树脂点和污赃点 纸张游离度 (打浆度 ) 纤维湿重等等
(指标的测量需要按标准方法进行 如浆样不够 加大取浆样量 )

(8)比较试验 B和试验 A的结果 如果试验 B提高不大 加大 UD-1的加入量 重复
上面试验 并检查试验过程是否有误 直至你认为试验 B提高指标到满意的程度

2 UD-1作用效果评判

一般而言 试验 B有如下的变化 就认为 UD-1在实际生产流程上使用已达到好
的作用效果

(1)  制浆过程
达到下面其中之一
i) 纸浆白度提高 0.5至 1个百分点
ii) 浆张树脂点和污赃点减少百分之二十以上
iii) 纸浆打浆度减少 1 

0
SR

iv) 纸浆纤维湿重减少一个百分点 (纤维在框架上由于 粘结性 小了 挂
着少了 )

(2)  纸机系统
达到下面其中之一
i) 纸浆白度提高 0.5个百分点
ii) 纸浆打浆度减少 1 

0
SR 

iii)纸页污赃点减少百分之十以上
iv) 纸浆纤维湿重减少一个百分点

(3)  废纸制浆造纸系统
达到下面其中之一
i) 纸浆白度提高 0.5个百分点  (对漂白浆而言 )
ii) 浆张污赃点 胶蜡物点减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iii) 纸浆打浆度减少 1 

0
SR 

iv) 纸浆纤维湿重减少一个百分点

3 UD-1效果实验室实验存在问题



15

TM

228-1820 Renfrew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M 3H9

Tel:(604) 215-1762
Fax:(604) 215-1761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age i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tended solely for the use of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You are hereby notified that any dissemination, disclosure, copying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pag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c) Tri-Y Technologies Inc.

(1)  为考察 UD-1的效果 上面是通过测量纸浆打浆度 纤维湿重的变化 来定性
确定 UD-1是否对控制消除树脂 /胶蜡物有效果 但是 由于只是加入 UD-1至
浆样反应半小时以上 然后测量打浆度和纤维湿重 而没按实际生产流程的
情况 再加上测量误差较大 所以测量结果往往不能反映其真实情况

(2)  纸浆的白度和污脏点的变化 则较为真实反映成品的质量变化 但对于本色
浆 (未漂白的或不漂白的 ) 白度的测量是无意义的 也不能反映树脂 /胶蜡物
的控制消除情况 污脏点的变化是较为好的衡量标准 但许多造纸厂没有这
种测量手段 并且 实验过程要与实际生产流程一模一样 才能鉴别污脏点
的真实变化

(3) 胶蜡物含量的测量

较好的方法是测量使用 UD-1前后胶蜡物在纸浆中的含量变化 方法是这样
的

(i)  加入 UD-1和没有加入 UD-1的纸浆分别放于实验室打浆机中打浆 30~
60分钟 打浆浓度 4~5% 温度可为室温 打浆后的纸浆按一般洗浆机
的条件进行洗浆 (用 50目的筛 )

洗浆方法

大约 5克 (绝干 )纸浆加水稀释至 0.05%~0.1%浓度 搅拌几分钟 边搅拌边倒
入 50目的筛过滤 重复洗两次 如果需要更多的浆样 重复洗浆程序 没有加入 UD-
1的浆样也应按上面一模一样的程序洗浆

(ii)  测量两个浆样中的胶蜡物含量 然而 测量胶蜡物的含量一般造纸厂没
有这种手段

(4) 改进的方法

(i)  废纸制浆时 (即 UD-1准备加于水力碎浆机中 )

可按上面 胶蜡物含量的测量 的实验程序 即先废纸打浆 然后洗
浆 再测量打浆度 纤维湿重和抄纸片测量 (或肉眼定性对比 )污脏点

(ii)  其它纸浆

按上面的试验方法 不同的是 反应完后需要洗浆 (用 50目的筛 ) 洗浆
后才测量打浆度和纤维湿重

(5) 树脂 /胶蜡物沉积性能测量

树脂 /胶蜡物在纸浆中的含量固然是一个衡量树脂 /胶蜡物问题的重要指标 然而
最终的衡量指标应是树脂 /胶蜡物的沉积性能 因为不发生沉积的树脂 /胶蜡物是不会产生
问题的

测量沉积性能可用 振荡混合法 (Tappi 方法 RC324) 此法主要使用搅拌器和振
荡器 振荡器由可上下振荡的不锈钢轴和两块不锈钢薄板组成 搅拌器搅拌纸浆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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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比如 90分钟 ) 同时振荡器上下振荡 两薄板粘上树脂 /胶蜡物的量 (薄板烘干衡重 树
脂 /胶蜡物沉积数量级量一般为毫克 ) 可衡量树脂 /胶蜡物的沉积性能 沉积的树脂 /胶蜡
物越多 树脂 /胶蜡物问题会越严重 加入  UD-1于纸浆中之后 薄板沉积树脂 /胶蜡物的
量的减少 可看到其控制消除功能

六 UD-1的实际使用

(1)  所有制浆造纸系统 无论用什么原材料 都不同程度存在 树脂问题
纸机沉积 胶蜡物问题 等 UD-1均可用于控制消除这些 问题 .

(2)  对只用商品木浆或草浆 (苇浆 稻麦草浆 蔗渣浆等 ) 没有用废纸的情况
也有 沉积 问题出现 比如在浆池表面 管道 纸机上的 沉积 腐
浆 而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 对这种不严重的 沉积 问题 一般可按每吨
绝干浆用 50~100ml(或更少 )的 UD-1来控制消除 加入点应在 问题 的前面半
小时以上的流程时间

(3)  UD-1连续加入使用 达到控制消除 胶蜡物问题 (或 树脂问题 )的效果
会最好

(4)  UD-1使用前 最好能按上面说到的清洗方法先把系统清洗干净 这样 UD-1
控制消除 胶蜡物问题 (或 树脂问题 )的效果最佳

(5) UD-1使用前 需要摇均匀盛装桶 以达最好效果

(6) 实际使用 UD-1时 可观察浆池壁面和网辊面等的洁净程度 纸页表观质量等作
用效果 然后调节 UD-1的使用量和加入点至最佳 UD-1的长期效益 (比如纸机蒸汽节
省 车速提高 网 毯寿命延长 纸机性能提高等 )需连续长期使用才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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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请即联系我们 (用中文或英文 )

Tri-Y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查韦高科技有限公司

Head Office 加拿大总公司

R&D Centre
228-1820 Renfrew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M 3H9
电话  Tel: (604)215-1762
传真  Fax: (604)215-1761
电子邮件  Email: info@watersolut ions inc.com
公司网页  Web Site: www.watersolutionsin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