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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 DryQ:

强化干燥生产线的运行性能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
安德里茨对DryQ项目
的专业和透明处理方

式印象深刻。”

GABRIEL MACHADO 
Montes del Plata 
浆线总监

增强现实内容
为了更直接，更生动地观看视频，插图和照片，我们在几篇文 
章中添加了增强现实素材！ 请在我们的网站或AppStore或者 
PlayStore下载我们的安德里茨AR APP！

快来扫描标签页并体验这些增强性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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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好

Kari Tuominen

ANDRITZ Oy总裁兼CEO

安德里茨在为全球制浆行业提供前沿技术方面一路领先，不
仅为规模最大和产能最大的浆厂提供技术，还提供创新的解
决方案，他们涉及到所有流程的核心，共建成功流畅的运营效
果⸺无论规模大小。

安德里茨芬兰的业务特别为化学
制浆和生物能源行业提供解决方
案，即使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我们所有的工厂和办事处都在忙
着处理满满的订单。 

很高兴芬兰所有工厂的去年收获
的订单量打破了记录。专门生产
锅炉的Varkaus车间， 生产DD洗
浆机和其他纤维及白液车间的
Savonlinna车间都在满负荷运转。
事实上，我们需要通过增加劳动力
来满足订单的需求。

这很好的说明了制浆造纸⸺远非
老式的夕阳行业⸺ 实际上对人
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行业。事
实上，在这个行业中，人是起决定
性作用的。安德里茨很幸运地拥有
一支非常敬业和积极向上的员工队伍，他们热衷于工作，分布
在世界各地以出色的团队精神运作。

这种敬业和团队精神正在带来引人瞩目的成绩；如在芬兰，安
德里茨已经在一些最新的世界纪录方面走在了前列，例如比
下一个大60%的OKI大型碱炉，Suzano金鱼的Horizonte II世
界上最大的制浆线。我们也很高兴最近收到了UPM在乌拉圭
Taurus项目的订单，该项目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制浆线。

除了这些重要的交付和订单之外，安德里茨最近还收到了另
一个世界上最大项目的最终验收证书：这次是为中国大丰盐
城的江苏博汇纸业提供化学热磨制浆系统。

新技术带来真正的不同
但这并不纯粹意味着产能更大、更
高，我们还在缩短开机时间以及减
少化学品、水、电力和原材料消耗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各方面的进
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安德里茨对
设备和工艺的不断开发，以及依靠
Metris平台成功实现的数字化。我
们的客户逐步感受到Metris解决方
案正对提高浆厂的使用性、可靠度、
及性能和效率最大化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

安德里茨专家们的奉献和团队精
神也延伸到我们的研发团队，他们
已经成功地创造和建立了新的技
术，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利用工厂
的副产品来生产产品。这样的产品
包括有Södra的Mönsterås工厂生
产的纯生物甲醇。这一发展将使公

司通过提供高质量生物产品进入全新的市场，从而提高生产
的附加值。

本期内容中，您可以读到安德里茨浆厂工艺中MCC生产的新
技术。A-Con-Crystal™连续技术是一项专利技术，它再次为
MCC进入快速增长的医药、食品和动物饲料市场开辟了一个
充满机会的全新世界。

愿您阅读愉快！

敬业的人 
专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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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口罩和呼吸口罩的高
速加工生产线

安德里茨收购Enviroburners

新二手解决方案在线平台

作为安德里茨集团的一部分，ANDRITZ Diatec公司已经开发
出了全自动高速口罩加工生产线，用于生产外科/医疗应用一
次性口罩。新生产线还将生产高质量的呼吸面罩，例如鸭嘴式
和折叠式呼吸面罩。

新的安德里茨 D-Tech口罩和呼吸面罩生产线可以定制生产
三层或三层以上的织物（纺粘、熔喷、热熔非织造布和其他），
并确保较高的质量和卫生标准。

客户受益于包括完整超声波技术在内的全自动生产线, 包括印
花系统以及自动包装设备。此外，有不同的包装可供选择⸺
产品可以用自动流装机包装成袋，也可以用自动装纸盒包装在
纸箱中。

安德里茨收购芬兰Enviroburners公司，该公司为能源，环保行
业设计和制造先进的工业燃烧器。

Enviroburners公司创建于1970年，是安德里茨几十年的可靠
供应商。

此次收购包括Enviroburners的所有知识产权、技术、工具、系
统和库存。公司提供工业燃烧器，燃烧器改造部件和服务能进
一步强化安德里茨燃烧器的自我可持续性和可靠性，尤其在环
保应用方面持续的增长以及危险物质焚烧后生产新的原料，例
如复杂的不凝结性臭气焚烧后生产硫酸，木粉在石灰窑燃烧代
替化石燃料，甲醇和松节油在碱炉焚烧等。

Enviroburners公司的结构会完全整合到安德里茨里制浆和造
纸的结构里面。Enviroburners公司位于万塔，芬兰。

安德里茨是闻名于供应新技术，同时也致力于为那些正在探讨
或重新思考生产方案的客户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将二手设备
整合到他们的浆厂和纸厂。二手解决方案的显著优势是能大幅
节省宝贵的资源和投资成本，但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有一大批经过验证的、可靠的、高质量的二手技术可供
使用。多年来作为制浆造纸行业整线供应商、制造商和服务
伙伴，以及该市场重要参与者，安德里茨拥有专业的知识和
经验，可以将这一巨大的潜力运用到项目中去，最大限度地
节约资源和成本。”安德里茨公司二手解决方案高级销售经理
Johannes Hessenberger说。

为了提供一个中心联络点，安德里茨最近发布了一个二手在线平台，
供以下需求使用

•  寻找最好的二手设备或生产整线

•  对相关主题感兴趣，如再利用概念、审计和投资研究、工厂转让、全

更多细信，请访问：
andritz.com/converting-face-mask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页：
andriz.com/enviroburners

新闻

方位技术服务、工程能力等

•  寻找一个有经验的合作伙伴来销售二手机械

请访问安德里茨二手市场网页了解更多信息并浏览我们当前的产品。
andritz.com/secondhan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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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经营的德国箱板纸生产商Papierfabrik Adolf Jass纸厂逐步
壮大发展。1960年成立依始每天只生产12吨纸板。而今，已拥有两
家工厂在Hesse的Fulda和Thuringia的Rudolstadt/Schwarza，利
用100%的回收纤维每天生产大约100万吨的高品质箱板纸。

作为德国箱板纸生产的领军企业之一，公司管理层非常清
楚地意识到，要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必须配备最好的生产设
备。Fulda工厂PM4包装纸机经过几年的严苛运行后，公司意
识到是时候要对严重腐蚀的流浆箱进行全面改造。

该纸机幅宽5.5米，设计车速是800米每分钟，年产25万吨定量
150到200g/m2的挂面箱纸板。

改造专家们马上行动起来
尽管不是迫在眉睫，但考虑到设备长期运行的高度可靠性有
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客户决定，给这个高度关键的设备做一次
计划周密和协调到位的全面检修。

安德里茨公司在2019年12月签订了重新改造流浆箱的合同，该任务必须尽快完成，
因为此改造项目的工期只有9天。

时间的漏斗时刻都在提醒着项目的紧迫。安德里茨首先开始从现有的设备上拆下
流浆箱，并将其运送到700公里外的奥地利格拉茨车间。一到车间，格拉茨的服务专
家们就马上行动起来彻底地拆散了这个流浆箱，对所有的碳钢部件进行了打砂和喷
漆，对所有的不锈钢部件和铜制部件采用陶瓷打砂进行了清洁，刨平和打磨上下唇
板，并翻新了所有的横幅调节机构。

高
品
质
成
品
的

仅
用
九
天
完
成
由
停
机
到
产
出

Johannes Kraxner
johannes.kraxner@andritz.com

一些新的部件被添加进来，包括一个不锈钢制的流浆箱下墙
体，用它来替换之前被腐蚀的部分。

在格拉茨车间进行组装和调整所有部件等一系列活动之后，这
个几乎全新的流浆箱被运回了客户工厂，安装在PM4纸机上，
并重新投入运行。仅仅停机九天，这纸机几乎立马生产出高品
质挂面箱纸板!

Papierfabrik Adolf Jass纸厂的技术总监Michael Habeck评
价道，“经过改造后的纸机，一开机就马上产出顶级质量纸品。
面对非常有挑战性的时间表，安德里茨在专业项目执行的能
力，远超出了我们原本已经很高的期望值。”

几乎全新的流浆箱重回运行中

全面整修前 全面整修后

安德里茨充分意识到停工期对工业包装纸的客
户意味着什么——然而，为了在竞争环境中保
持领先地位，改造、升级和翻新设备是必不可少
的。秘诀在于提前做好计划，快速停机并完成改
造工作，然后尽快重新开机并运行。

安德里茨对高性能流
浆箱的全面整修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上下唇板的腐蚀和损坏、可
调组件的磨损和热补偿通道的缺陷等因素的影响，
流浆箱的性能会恶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纸板的
质量和操作安全都会受到影响。这时决定变成“替
换”还是“修复”?

一个代替更换的经济方案
安德里茨提供一个年度服务包，该服务包包含检
查、修理、以及必要情况下恢复其性能的流浆箱改
造，从而延长原始投资的生命周期。

恢复纸张成型
对卫生纸机，浆板纸机和纸板机来说，流浆箱一直
工作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包含热，潮湿和振动。通
过安装新的热补偿通道，修复或者更换整个上下唇
板，更换各种各样的易损部件，并对所有部件进行
精准的调整，这样才能恢复稳定的纸张成型，从而
提高性能，延长寿命和改善纸张质量。

消除安全隐患，为实现长周期生产保驾护航
被严重腐蚀的部件（如后盖、唇板）会导致不安全的生
产或者非计划停机。 这样的损坏在我们的年度服务
中很容易被发现，可以通过更换部件来保证安全生
产。对您的纸机的日常服务检查应转化为高产、稳定
的横向和纵向成型以及操作安全，安德里茨机流浆
箱翻新服务适用于所有品牌的流浆箱。翻新不仅需
要对设备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对过程有深刻的理
解。在检查过程中，每个部件都必须进行评估，以确定
它是否还可以使用，或者是否应该被改造或更换。

服务亮点——唇口维修
对于上下唇板来说，任何的损坏即便是很小的划痕
都将对横向和纵向的纸板成型带来负面的影响，安
德里茨提供唇口修复服务作为一种经济的替换方
式。专家将执行所有的操作，例如平整，刨平，磨削，
整形和去毛刺，使上下唇板回归原样。这些操作可
以直接在客户现场进行，也可以在我们的格拉茨车
间进行，这取决于损坏的程度。 

在我们增强现实
的应用程序观看
本文的视频吧！
更多详情请查看第3页

纸
机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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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蒸煮器内部进行可靠测量

安德里茨已与Savcor合作并共同
开发了一种测量蒸煮器内碱水平
的新方法。Savcor是一家专门采
用电化学技术用于腐蚀预防及结
构健康监测的芬兰技术供应商。

目前，测量和监测蒸煮器残碱水平的唯一方
法是从侧流进行，其中包括循环流。此种测量
得到的不仅是延迟的读数，而且也只是平均读
数，因为取自一个可能包含了许多排放点的样
品。安德里茨凭借其在蒸煮工艺方面的专业知
识，Savcor凭借其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共同开发
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控制蒸煮器和蒸煮工艺。
该系统对连续蒸煮和间歇蒸煮均适用。

在蒸煮过程中，残碱的强度随着木片种类、水
分，以及蒸煮化学品浓度的变化而波动。新的测
量方法是基于电化学原理，测量在探针表面发
生的特定电化学反应速率。在正确的测定参数
下，反应速率与碱浓度及温度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温度的影响可通过测量每个探头尖端的温
度来校准，从而提供蒸煮器内部变化的额外信
息。每个探针的输出值为碱浓度(g/l)和温度。

环境效益
新的测量技术以更高效的方法来控制蒸煮器和
蒸煮工艺。该系统是可扩展的，因此工厂可以先
使用少量的传感器，然后根据测量结果增加额
外的传感器。这意味着工厂可以先从较少的投
资开始，随着有助于提高蒸煮器性能的结果来
增加投资。

该技术既适用于连续蒸煮，也适用于间歇蒸煮。
两者都能获取类似的效益。

新系统在降低对环境影响方面可发挥巨大作
用，在最佳条件下蒸煮木片，避免化学品过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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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测量对比在线测量

— EA CALC 2 (g/l)
— COOK. CIRC. EFF. ALKALI LAB (g/l)

用。蒸煮药液的过量添加会降低卡伯值和得率，并导致更高的碱残留，可能会对蒸发站造成腐蚀。从蒸煮器出来的纸浆中碱残留
较高，也会降低后续的洗涤效率，从而导致更大的污水负荷和相应的负面环境影响，并增加补充化学品的成本。

相反，蒸煮药液添加不足会导致卡伯值高于预期值、渣浆量增加，以及增加木质素沉淀和容器（特别是碳钢容器）腐蚀的风险。

诸多收益
直接从蒸煮器进行测量具有诸多收益：

•ﾠ 在线测量时，测量和结果之间没有延迟。当需要实验室分
析来验证结果时，取样和实验室结果之间可能有几个小
时的延迟。而且，实验室结果通常只能在白天获得。

•ﾠ 通过在蒸煮器内放置几个传感器，就可以创建碱档案，显
示药液(和木片)如何在蒸煮器内移动，以及蒸煮过程如何
随着时间发展。

•ﾠ 蒸煮过程可根据测定的碱值来控制→优化化学品用量。为
了保险起见，操作人员倾向于过量使用化学品，这将导致
额外的成本，通常还会降低浆的质量。

•ﾠ 由于木片水分和规格通常是变化的，导致蒸煮不稳定。木
片的质量在冬季和夏季有所不同，砍伐区域也可能对木
片的蒸煮产生影响。蒸煮药液（白液）的质量和强度也受
个别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该测量系统不需要去猜测正确
的化学品水平，而是让一个“窗口”进入蒸煮器，“看看”里
面发生了什么，并相应地调整蒸煮参数。

•ﾠ 现有传感器和样品管道所面临的较大难题是传感器由于
结垢或堵塞而停止工作，无法持续获取测量数据。而碱传
感器具备自清洁功能。测量基于电化学反应，清洁也是在
预定的时间间隔内以电化学方式进行，使传感器保持清
洁。工厂试验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测
定
及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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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碱的用量，可以在最大化保证得率和纸浆质量的同时，减少工厂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碳排放。

碱测量系统目前处于试验阶段，但已经有两套系统确定将安装在客户的工厂。该项技术已被证明可以准确地跟踪碱水平，并为那
些生产不同浆种、原料有变化、或是在同一条蒸煮生产线中蒸煮不同木种（如松木和桦木）的工厂带来巨大效益。

简况
作为其阳极保护系统的一部分，Savcor已经对蒸煮器内部的
电化学现象进行了近40年的测量，该系统通过用直流电钝化
钢材料以防止蒸煮器内壁的腐蚀。这种腐蚀相关测量的经验引
发了测量碱浓度的想法，碱浓度是潜在腐蚀的一个主要因素。
传感器技术已经很强大，并且有可靠的记录，但是测量算法需
要重新考虑。

安德里茨和Savcor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降低硫酸盐制
浆工艺中的腐蚀成本方面进行合作。安德里茨借助Savcor公
司的AP防腐蚀系统，进一步推动了该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
地，双方开始了更广泛的在线碱测量合作，开发推出了隶属安
德里茨品牌下的产品。

利用EA测量优化间歇工艺

工厂安装

使用一年后，传感器表面无结垢现象

直接在蒸煮器内部
进行测量，也可从循
环管线中进行测量

无需连续取样，
无需化学分析

在线测量——无延迟

自清洁式传感器

有无在线测量和调整的碱分布

所需的分布

没有适当控制的分布

测量点

可选的测量点

蒸煮药液控制

预浸入口和出口 蒸煮EA调整出口

LT accumulator出口

送蒸发

蒸煮药液入口和出口

洗涤入口和出口

EA1

EA3

EA5

EA2 EA7

EA8

EA9

EA4

EA6

送蒸发

木片喂料

送洗涤

EA1

EA2

EA4

EA3

EA5

EA6

EA9

EA8

EA7

Aaron Leavitt
aaron.leavitt@andritz.com

Janne Leinonen
janne.leinonen@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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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 VIBE 工厂的健康检查
为了避免计划外的工厂停机，在早期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更换或维护重要的部件是至关重要的。
状态监控可以使操作员能够积极主动地工作，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

小巧，无线，能源自给自足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从Metris Vibe传感器
到Metris UX平台或Metris Vibe App。 用
户还可以选择连接到Metris Vibe仪表板。

安德里茨听诊器METRIS VIBE
安德里茨开发的新型传感器构成
了有效而低成本的状态监测的基
础。Metris Vibe传感器体积小、无线、能

源自给，使用寿命长达3年，可以在所有
相关位置轻松大量安装，提供振动和温
度的连续数据流。无线功能使这些数据
能够在难以访问的机器部件上被捕获。

安德里茨传感器
Metris Vibe，用于振

动和温度的系统状
态监测。

借助节能蓝牙技术，
收集的数据通过网
关传输到Metris服
务器，并在其中进

行各种分析。

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效率
和利用率
今天的科技对我们有很多了解⸺我们
在哪里，我们可能在做什么，我们睡了多
长时间，我们在看什么，在听什么。当这
些数据被输入到数字助手时，它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系列有用的功能和提示，旨
在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更高效、更健
康。工业也是如此。跟踪设备可以监视和

控制公司的资产和工厂，从而通过网络
安全流程帮助提高绩效。

这种状况监视相当于对人类的预防性医
疗检查。 传感器代替听诊器，用来感知
和听到机器在做什么。 借助传感器和麦
克风，可以测量连续的振动和噪声以检
测异常。 对关键组件的这种持续监视使
必要时可以采取主动措施。 结果：从长

期来看，提高了工厂的可用性并节省了
成本。

所有相关信息均以透明方式显示，有助
于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率，效率和可用
性。 甚至可以更有效地计划停机。 计划
和执行的维护工作会相应延长设备组件
的使用寿命，从而减少总投资。 目的是
保持工厂健康并运行良好。

Metris Vibe
应用程序

Metris Vibe 
控制面板

(Optional)

Merits UX平台

网关

Bluetooth LE

Bluetooth LE

Wi-Fi / EthernetWi-Fi /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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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划工业4.0
一切都与数据有关

通过使用节能蓝牙技术，收集到的数据将
传输到网关，该网关将相关信息安全地发
送到Metris服务器的状态监视应用程序。

然后使用这些数据来检测操作异常。分
析了旋转频率信号之间的相对变化以及
随时间的变化。然后评估并确定参数是
否在正常或异常范围内。用户可以使用
Metris UX平台中的状态监视应用程序
调用测量结果和状态分析。

数据还可以与Metris UX平台内的其他
安德里茨解决方案和应用程序共享，从
而进一步提高工厂性能。

此外，Metris Vibe应用程序于2019年底
发布。客户可以将智能手机连接到传感
器，显示测量的数据，并将其导出到其他
应用程序。 这样可以轻松容易地随时监
视机器的状态，并在测量值发生任何变
化时立即做出反应。

预测维护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流程优化合同的
一部分，安德里茨已经获得了全厂范
围内基于风险的维护预测。综合过程
和操作数据，该预测使用统计方法计
算组件故障的概率，使我们能维持计
划的重要信息。

结合Metris Vibe传感器和机器学习提供
的机会，状态监测有助于提供机器健康
的整体视图。Metris产品作为安德里茨
数字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集成战略实
现了无缝协作，有助于提高整体性能并
实现最大的工厂可用性。

使用由安德里茨研发的规
则系统，使用测得的数据，

检测出模式并突出异常。 
可以从Metris UX平台检

索状态分析。

metris@andritz.com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第一次工业革
命中为机械提供动力的蒸汽无关，也与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无关。 但
是，与我们近几十年来参与的第三次革
命的计算机驱动变革有联系。 如今，第
四次工业革命以诸如连通性，大数据，人
工智能以及物理领域，数字领域和生物
领域之间边界的模糊化等主题为基础。 
不仅对我们的个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也将改变工业生产流程，因为智能工厂
可以提高效率并创造一系列令人振奋的
新可能性。

培育创新的种子
通过拥抱这场革命，即众所周知的工业
4.0，工业行业正在响应客户的需求，这些
需求要求在智能互联的环境⸺工业物
联网（IIoT）中采用新的制造工艺。 那些想
要保持领先地位的人必须主动积极地整
合整个组织机构的发展，同时与客户和
供应商紧密合作。 以业绩为驱动力的清
晰战略愿景有助于管理并与数字化携手
并进的巨大颠覆。 将工业4.0视为一个增
长，进步和创新的机会将展现智能产品
和进程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解决工业4.0

问题将提高人们对于可持续和可盈利的
长期运营方面的许多关键问题的认识。

工业4.0和IIoT的潜力是巨大的； 它将重
新定义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工作和运
营方式。 因为像传感器，大数据，数字孪
生，增强现实，人工智能，机器学习，3D
打印和机器人技术在内的大量创新， 工
业4.0和IIoT正在重塑工业行业，这一切
的基础都是基于网络安全进行的。 从根
源开始解决网络安全问题，IIoT将会有光
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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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OT带来的
正面影响
• 连接和通讯
• 操作失误少
• 自动化与控制
• 预测性维护
• 节省时间和成本
• 数据收集与监控
• 更高的效率和新的能力
• 跨设备操作分析
• 供应链可见性
• 工厂安全

械和车辆中。 与标准物联网解决方案相
比，工业应用更加关注具有先进控制和
分析功能的精确传感器和位置感知技
术。 IIoT可以极大地改善连接性，效率和
可扩展性，并为工业组织架构节省时间
和成本。 由于智能制造具有高度的适应
性，智能自动化，高度网络安全性和先
进的人机交互功能，因此它将使整个供
应链的管理更加高效。 目前汽车行业，
制造行业和能源行业等行业分支目前是
IIoT技术的最大用户，其次是零售业和医
疗保健。

大数据
IIoT正在创建和收集比以往更多的数据。
但是，除非数据的结构能够被分析，否则
它就没有价值。通过分析数据，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操作流程。向机器自学习模型
输入越来越多的数据，使它们能够做出
越来越准确的预测。例如，在医学领域，超
级计算机利用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和研
究来确定算法。在其他用途中，机器学习
有助于检测恶性肿瘤。类似的理论也可
以应用于制造业⸺识别、分析和优化可
能影响整个工厂盈利能力的潜在故障。

机器自学习
人类已经通过记忆数据，研究并且识别
算法训练机器来从过去学习。 通过记住
模式和重复数据，机器可以知道如何执
行特定任务而无需任何明确的指令。 机
器自学习算法能够解决许多日常问题或
特定问题，例如在制造和工程中。 训练
神经网络是机器学习的关键，这就是为
什么数据科学家会选择合适的功能来使
机器学习算法投入生产的原因。 智能机
器不仅速度更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可以变得更加智能。

人工智能（AI）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为许多行业
带来了巨大而令人兴奋的可能性。进展
的步伐很强劲，这将导致未来几年人机
交互的重大变化。这种结合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只需考虑
使用Alexa，阅读有关自动驾驶的书，或
者知道AI使世界变得更具包容性，例如，
通过帮助盲人通过使用应用扫描条形
码来识别生活用品。我们甚至可以使用
AI程序击败国际象棋大师。人工智能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通常与各种
工具结合使用，例如电子邮件垃圾邮件
过滤器，预测性Google搜索建议或借助
Google Maps查找从A到B的最快方法。
在制造业中，数字双胞胎（物理资产或产
品的虚拟副本）使用AI技术从传感器收
集实时数据，以便评估此数据并在资产
的虚拟副本中对其进行仿真。

metris@andritz.com

数字化
数字化意味着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数
据来改善或转变业务运营和/或业务功
能。 这是通过抓住使用数字技术的价值
创造机会而迈向数字业务的过程。 在智
能制造中，这可以通过混合使用自主，半
自主和手动操作来实现。

工业物联网（I IOT）
飞速的创新已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制造业中，仪器
仪表，传感器和其他设备正在被用于机

现实
•  每秒有127个新的物联网设备连接到互联网
•  由于缺乏数据科学家，有75％的组织未充分发挥其物联网技术的潜力
•  数字化转型是94%的高管的首要战略目标
•  企业期望物联网和其他数字技术将效率提高12％
•  在德国，91％的工业/制造业企业投资包括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数字工厂”
•  2016-2017年，制造业的物联网增长了84％，是所有行业中增幅最高的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VR）起源于1960年代的电影
制作，但在进入房地产和医学等其他
领域之前，是由游戏产业首先引入大众
消费市场的。 与VR不同，增强现实（AR）
（ 也称为混合现实）的目的是将虚拟对
象带入现实世界并进行集成。 如果您已
经在Instagram上使用了面部滤镜，那么
您将拥有非常基本的AR形式的经验。 在
制造和工程领域上，价值链上存在多种
AR方法。 AR可以协助维护，培训课程或
简单显示相关数据，以提高生产率，流程
和操作，从而在用户与机器或产品之间
创建端到端的体验。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 但是，我
们需要确保我们采用最佳的IIoT技术来
实现积极的变化，例如更高效的运营，节
省时间，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及使我们的
日常生活变得更简单的方法。

数
显
未
来

安德里茨如何整合工业4.0带来的激动
人心的新可能性？
作为在为各个行业提供工业测量，控制和优化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和多
年经验的技术领导者，安德里茨将其工艺和设备专业知识与数字时代的最
新发展相结合。 这一强大的组合，结合成为了Metris：安德里茨数字解决方
案组合。

在2020年，每个人每秒将产生 

1.7 兆字节的数据

97.2% 的组织机构
投资在大数据

90% 的人工智数据
是在近两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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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

专家连线

软件分析

成功地运营一个纸浆厂需要所有的流程、技术和设备在整个系统中协调工作，而整个生产链的强
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Metris DryQ™是安德里茨公司一款新型的智能解
决方案，用于监控干燥系统的数据，帮助加强生产链
中的关键环节，优化干燥性能。

METRIS DryQ: 强化干燥生产
线的运行性能

高产量和利润。Metris DryQ优化流程概
念是SYNERGY概念的核心组成。

DryQ – 远不止简单的数字化
为了使浆厂生产效率最大化，安德里
茨一直努力的一个区域是干燥生产
线。DryQ是一种应用于整个浆线的智
能解决方案，它收集整个工艺过程中的
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干燥生产线
的效率。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收
集数据的数字附加组件，DryQ远不止
于此。安德里茨利用其在干燥技术领域
的人力资源整理相关数据，并将获得的
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资产，以实现效率
最大化。

安德里茨纸浆干燥数字化总监Michael 
Bergmann说，“DryQ由多个元素组成，
当结合对工艺的深入了解，可以使干燥
线效率真正不同。我们有许多包含过滤
器的软件程序来筛选数据，并确定哪些
信息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但关键
因素是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解读从数据中
收集到的信息，并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以便在工艺过程中做出决策的专业知
识。这确实是一种有效应用我们专业技
能和知识并与他人分享的方式。”

一个对专家来说的绝妙工具
高级产品和技术经理Manfred Holler解释
了DryQ概念是如何运作的: “在整个工厂
内，我们有大约20,000个监测数据可能与
干燥线有关。当出现问题时，例如，我们一
个客户的干燥线上发生断纸，我们会收到
一个通知。通知包含断纸发生前主要操作

数据的图表。利用获得的数据，专家查看
参数和操作信息，并分析断纸原因。我们
的专家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对流程、自动
化、电气或设备硬件都有详细了解，根据
问题的实质，他们可以迅速参与进来。”

DryQ给干燥线带来的是操作的可见性，
这样安德里茨专家可以快速分析问题所
在，如何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避
免问题再次发生。Bergmann给出了另
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客户最近在进行
了年修后重新开机，干燥线很快出现诸
多问题，设置与停机之前发生了变化。

利用DryQ的数据，我们可以识别发生
变化的工艺参数并将其恢复到原始设
置，而这只需要 1个小时，如果没有这
些数据，就需要好几天时间来恢复设
置。Metris DryQ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解决
方案，也可以是SYNERGY的一个附加方
案。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可
靠性，包括提高运行时间、可用性、生产

安德里茨提出的新全厂概念受到世界各
地纸浆生产商的欢迎。这一概念被称为
SYNERGY™，它涉及一项长期服务协议，
通常持续三年，其核心是提供安德里茨
工艺和设备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客户合
作共同实现既定的目标。

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安德里茨提供了
一种宽泛的方法，通过提供无论是在整
个工厂，还是在特定区域内的操作、工艺、
设备、自动化、工业物联网和维护活动方
面的建议和专业知识，来帮助其客户提

稳定性，以及应对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
的灵活性。此外，它还使用性能监控和
相关性分析提前预测问题，向浆厂生产
专家展示他们在各种生产条件下的得
失。“DryQ是最新的数据收集与人类知
识和经验的完美结合。基本上，这对纸浆
生产商为实现卓越生产来说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工具，”Bergmann补充说。

*安德里茨集团商标。关于商标所有权以及国家登记信息， 
请访问 www.andritz.com/gr-trademarks.

在我们增强现实的应用程
序观看本文的视频吧！
更多详情请查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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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 DEL PLATA工厂
安德里茨主要客户之一，位于乌拉圭的
超级现代化工厂Montes del Plata，最
近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SYNERGY协
议。该工厂⸺为芬兰公司Stora Enso
和智利纸浆巨头Arauco共同拥有，生产
和维护的三个主要领域将由安德里茨
负责 :  工艺和设备、自动化、维护。安装
DryQ是SYNERG协议的一部分。

Montes  de l  P lata技术经理Jukka 
H e l tt u n e n谈到SY N E R G协议时说 : 

“ 我们希望在这家工厂取得世界级的成
果，安德里茨的SYNERG概念是我们实现

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在SYNERG合同的
保护伞下，我们确定需要提高的区域之
一就是干燥区域，因此我们决定DryQ将
是一个满足我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我们选择安德里茨是因为其在工艺和设
备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可优化工厂所有
区域的能力。同时，Montes del Plata工
厂也是完整的安德里茨交钥匙工程，有
明显的优势在内。

2019年9月，安装DryQ并应用于工厂的
2条干燥线。该协议包括远程支持和协
助，以及可使用安德里茨专家，其目的是

提高干燥器的运行性能和稳定工艺。主
管工厂浆线的Gabriel Machado说道：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安德里茨对DryQ
项目的专业和透明处理方式印象深刻，
现场和远程参与的专家在干燥线运行的
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支持。”

“DryQ是在发现我们一条干燥线上的
网子（织物）损坏后发挥的作用。安德里
茨的专家分析了数据并执行了几个步
骤，然后为我们提供了楔形区的最佳设
置。我们决定做一些修改，并在两个干燥
线停机期间进行了实施，现在问题已经
解决。”

“工厂的干燥线团队和安德里茨专家之
间的合作是伟大的。在这种新的数字化
工作方式中，涉及到真实的人力因素，安
德里茨现场和远程团队都与我们并肩工
作，以提高稳定性和效率。当涉及到后续
跟进和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时，他们的
表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日产量超过设计速度，当纸幅控
制出现问题时，DryQ也会为工厂提供帮
助。利用DryQ的数据，安德里茨的专家
能够提出进一步的改进建议。

“我们现在拥有的是运行方式更稳定、
更高效的干燥线。在我们应对任何可能

出现的挑战时，安德里茨专家的陪伴给
了我们很大的信心。”Machado 总结到。

JUkkA HELTTUNEN 
Montes del Plata 
技术经理

“在这种新的数字化工作方式
中，涉及到真实的人力因素，
安德里茨现场和远程团队
都与我们并肩工作，以提
高稳定性和效率。”

GABRIEL MACHADO 
Montes del Plata 
浆线总监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安
德里茨对DryQ项目的
专业和透明处理方
式印象深刻。”

Michael Bergmann
michael.bergmann@andritz.com

安装在乌拉圭的Montes del Plata工厂的第一个Metris DryQ解决方案

工厂为完整的安德里茨交钥匙工程 2019年9月，安装DryQ并应用于工厂的2条干燥线。

22 SPECTRUM No. 41 / 2-2020 23No. 41 / 2-2020 Montes del Plata



= 浆厂主要化学品节约
Suzano Imperatriz的管理层早已十分
清楚安德里茨具备对浆厂提供最好设
备的能力。因此，当2018年工厂有重大
改进需求时，安德里茨是最先被邀请对
其粗浆段进行改进的公司，Suzano采
购了一台DD洗浆机。在安装DD洗浆机
之前，Imperatriz已经对工厂其它的改
进及优化进行了投资，旨在减少漂白工
段的化学品消耗。经过调整并在安德里
茨DD洗浆机安装后，整个工厂的效率
显著提升。

Suzano Imperatr iz的工业执行经理
Jose Wilhelms Ventura说：“在2018年
我们对工厂进行投资和改进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进一步调整我们的运行，我们
安装了一台DD洗浆机。这是一个绝佳的
机会，可以更好地了解安德里茨先进的
Metris IIoT技术，以及进一步降低我们化
学品消耗的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我们工厂的化学品消耗
很高，但在2018年停机后，通过安装DD

洗浆机以及对蒸煮器进行其它改造，我
们成功地降低了化学品的消耗。但我们
仍然相信我们可以走的更远。我们知道
安德里茨在优化浆厂各方面性能的智能
解决方案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
我们打电话给他们，看有什么技术可以
应用到漂白工段。”

在2019年初，Metris UX专家开始与Suz-
ano合作进行试点，以使Imperatriz工厂
的整个漂白工段实现自我控制，引入动

位于巴西北部Maranhão的Suzano Imperatriz是一家新建大型浆厂。该工厂最近进行了一系列
改进，包括安德里茨公司智能漂白系统的实施，在化学品消耗方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JOSE WILHELMS VENTURA 

工业执行经理 
Suzano Imperatriz

“ 我们知道安德里茨在优化
浆厂各方面性能的智能解决
方案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
成功，我们打电话给他们，
看有什么技术可以应用
到漂白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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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初Suzano Imperatriz工厂
的试点成功创建后，我们在六个月的时
间里对漂白工段逐步实施了完全智能控
制，”Alves继续说。“对于这样的项目来
说，能够参与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接受和
信任这套系统，不仅取得了成果，也让整
个漂白工段的运行对操作人员来说不那
么困难。密切的合作是最重要的。”

已获证明的知识
Imperatriz的智能漂白项目现已全面实
施，整个漂白工段实现了自我控制，包括

对工艺和质量控制的标准化决策。此外，
智能控制以最低成本和最小浪费，按生
产计划保证了最终产品质量。

漂白车间经过更加优化和自动化的过程
后，DCS操作员开始在监控和微调方面
发挥更具技术性的作用，以实现浆产品
的最佳特性及最终质量要求。

Suzano碱回收及公用设施执行经理Car-

los Verciano Costa Santos说：“安德里
茨在智能漂白项目上确实证明了他们所

掌握的知识。在实施之前，我们工厂的过
氧化氢消耗是非常高的，我们需要进行更
多稳定白度的控制。现在这个过程是完全
自动的，所有四段漂白都是自动调整，以
保持白度从头到尾的稳定。综合来说，我
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包括DD洗浆机，使工
艺更加优化和自动化，我们已经看到漂白
工段的化学品消耗减少了25%。

“与安德里茨的合作，以及其专家分享
该系统知识的方式，是Imperatriz成功的
关键。他们考虑了我们所有的想法和经

验，继而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我们希望
在我们所有的工厂都能得以实施。”

安德里茨 M e t r i s  O P P现场专家
Alex Andrade Ribeiro说：“我们最大的优
势是我们的团队合作。公司的成功在于每
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在各
个领域都很强大。这有助于我们快速有效
地为客户定制解决方案。Eduardo Alves
作为负责这个项目的现场分析师，可以依
靠我们团队的支持，同时我也很高兴能成
为这个项目成功的一部分。”

Eduardo Avila Alves
eduardo.avila-alves@andritz.com

态、标准化决策及质量控制，着重将化学
品成本尽可能降至最低。在Metris OPP
之下，Metris UX是一个现场专家与工厂
客户密切合作的平台，以确保他们的需
求都得到考虑。

安德里茨Metris OPP工艺改进工程师
Eduardo Avila Alves说：“每个工厂都是
一个独特的实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运
行，有各自的特点。对我们来说，最大的
挑战是制定一套与目标匹配的解决方
案，并取得持续成功的结果。为了做到这
一点，我们建立了一个试点，住在工厂
里，引入运营团队，这样所有的想法和要
求都能得以考量。”

完全的智能控制
智能漂白的目的是使漂白工艺实现完全
的自动控制，减少人为干扰，消除花费在
决策上的时间。这套成功的自动化系统
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好处，包括化学品用
量的明显节约，更好的执行生产计划，并
以较少的变化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

该工厂的智能漂白项目范围包括一套
可以完全控制整个漂白工段（Dhot-EP-
D1-P）白度及PH值的系统，以确保浆板机
之后的最终白度。智能漂白的实施也考虑
了工艺方面的干扰，通过自适应确保性能
及质量。该过程的优点是只使用正确且定
量的化学品用量，显著降低过量消耗。

EDUARDO AVILA ALVES 
安德里茨Metris OPP 工艺改进
工程师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
是制定一套与目标匹配
的解决方案，并取得持
续成功的结果。”

ALEX ANDRADE
RIBEIRO 
安德里茨Metris OPP
现场专家

“我们最大的
优势是我们的
团队合作。”

CARLOS VERCIANO
COSTA SANTOS 
Suzano碱回收及公用设施
执行经理

“他们考虑了我们所有的
想法和经验，继而确定了
一套解决方案，我们希
望在我们所有的工厂
都能得以实施。”

安德里茨和Suzano团队在智能漂白车间 一台DD洗浆机安装在粗浆洗涤段前后为现有双辊洗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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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实时链接 
碱回收锅炉的关键

视化监控五种不同的基本活动;飞灰携
带、垫层情况、黑液/燃料雾化请情况、熔
融物还原率。

安全第一
在安德里茨设备和技术中，安全是重中
之重。

开发经理Heikki Lappalainen说:“我们
有数字技术，我们有工艺知识，我们对
碱回收锅炉系统和设备了如指掌。通过
AVA，我们将所有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为新旧碱回收锅炉的高效和安全运行创
造了一个独特的概念。”

“我们现在拥有的工具可以告诉操作人
员碱回收锅炉内部的情况，特别是在安
全问题方面。例如，我们现在能够测量飞
失携带，黑液和燃料喷射何时增加，垫层
何时可能坍塌。操作人员现在可以在屏
幕上看到所有这些数字信息，而不需要
手动检查锅炉本身，因为可能会出现潜
在的危险情况。”

与AVA平台的可视连接不仅作为碱回收
锅炉的“眼睛”，还可以智能地反馈确切
的情况。安德里茨 Warkaus Works的业

安德里茨利用可视化技术，将其与最新的数字化方法相结合，创建了Metris AVA碱回收锅炉工具
箱，旨在彻底改变对锅炉关键操作和活动的监控和管理。

务发展主管Jarkko Brunou补充道:“这
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确保碱回收锅炉的
安全，你仍然可以通过视频连接看到它，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分析和信息来进行远
程决策。”

碱回收锅炉——通常会是浆厂生产的瓶颈
虽然安全是碱回收锅炉A V A概念的
一个关键因素，但当涉及到工艺优
化时，真正吸引人们注意的是其效

益。Lappalainen解释说:“在我们的客户
眼中，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AVA工
具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可视化技术与
智能报告相结合，使操作人员能够以不
同的方式查看工艺，使碱炉更容易调整
和识别瓶颈。”

“这意味着首先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纸
浆，但他们也可以回收更多化学品的同
时增加蒸汽产量。”

用于浆厂
的完整的
METRIS 
AVA工具
除了碱回收锅炉的工
具箱，安德里茨还为浆
厂的其他关键领域开
发了Metris AVA技术。

通过Metris AVA进行碱炉取样

1
32

13

5

4

12

11

6

79

10 8

苛化石灰窑 
12  新工具即将上市

浆板干燥 
13  一个工具即将上市

备料 
1  树皮扫描仪 
2  木片扫描仪 
3  两个新工具即将上市

蒸煮/制浆 
4  两个新工具即将上市

蒸发 
5  新工具即将上市

碱炉 
6  飞失检测 
7  黑液喷射方向检测 
8  垫层3D仪 
9  还原率检测 

10  熔融物流量+其它多项研究

锅炉 
11  锅炉协作研究

概念听起来比较简单，通过实时的视频
将碱炉的运行接入并通过分析确保碱炉
顺利运行。事实上碱炉Metris AVA工具远
非如此-这一新的概念真正的优点在哪。
工具箱中的五个工具使用算法分析图像
并发现潜在的问题，然后将信息转换为
屏幕上可用的数字。这意味着操作人员

可以得到任何潜在问题的警告，识别趋
势，并确保碱炉炉以最高效率运行⸺所
有这些都是通过现有安装的摄像头，甚
至是手持电话和平板电脑发送的图像。

新技术的实施已经证明了可以产生巨大
的效益，包括人员和工厂的安全，提高产

量，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减少维护成本，
提高碱回收锅炉的可用性。

这个工具箱的设计是为了便于安装和操
作。它是一个独立的平台，无论是基于云
的还是基于服务器的工厂，可以应用于
任何碱回收锅炉运行，在运行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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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厂的另一个增值产品机会
安德里茨凭借其A-ConCrystal™连续微
晶纤维素（MCC）生产技术，再次为纸浆
生产商提供了可增加其产品组合中生
物质产品附加值的机会。在诸多应用领
域中，MCC的使用需求仍在增长，这强
化了其作为特种纤维素增长最快应用
领域之一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MCC首次被开发用于制
药领域，包括作为药丸和片剂的粘合剂
和填充剂。如今，MCC在食品领域的应用
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例如作为纤维来源
的流变改性剂和散装剂。在工业应用方
面同样也有需求，包括用于流变改性剂、
探油助剂和化妆品。全球MCC年产量约
为19万吨，并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

Hannu Råmark
hannu.ramark@andritz.com

Elina Pesonen
elina.pesonen@andritz.com

截至目前，尽管MCC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但昂贵的生产过程制约了产品的使用。
然而，安德里茨的A-ConCrystal™连续技
术解决了生产成本高的问题，现在可以
将生产设备与浆厂进行整合，实现更高
效率和更高产量的MCC生产，从而取代
低产能、单独间歇性生产单元。该技术能
够带来更低的水耗和化学品消耗，降低
碳排放以及覆盖更广泛的产品范围。

与传统MCC生产相比，具有诸多优势
生产MCC的原料既可以是溶解浆，也可
以是造纸浆。在MCC生产过程中，通过
处理阿尔法纤维素与无机酸，将纤维素
纯化和部分解聚。与传统的MCC生产
相比，安德里茨A-ConCrystal™连续技

A-ConCrystal™连续微
晶纤维素生产技术

A-ConCrystal™连续微晶纤维
素生产技术完善了安德里茨先
进系列产品组合，是一项完整且
独特的微晶纤维素生产工艺。

之前被称作Aaltocell™的技术
是与阿尔托大学共同开发的，而
A-ConCrystal™技术则向前更
进一步，成为首个用于MCC连
续生产、贯穿每个工艺步骤的完
整解决方案，并且在同传统间歇
性生产技术的比较中体现出诸
多效益。

术具有诸多优势。通过对现有浆厂进行
独特整合，能够以较低的投资和运行费
用，使高产能MCC生产成为可能。该项
技术整合为浆厂提供了自给的平台，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可用来生产
其它生物质产品。

采用A-ConCrystal™连续技术生产的微
晶纤维素已被证明能够满足USP/EU药
典和欧盟EFSA的要求。

A-ConCrystal™ 生产
sales.ava@andritz.com

AVA的安德里茨技术专家Juho Nurmi
补充说:“当碱回收锅炉经过微调并以最
佳效率运行时，关键部件的磨损会大大
减少;例如，如果有更少的飞失携带，或
燃烧管理得更好，就会有更少的停机和
清洗，当需要进行停机时的成本是非常
高的。”

五种基本活动的工具带来巨大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表明，Metris AVA碱

回收锅炉工具箱在工厂产生了很大的作
用。芬兰一家纸浆厂于2018年11月从安
德里茨公司购买了第一款工具，五款工
具于2019年6月投入使用。它报告说，从
图像中得到的新的测量结果保证了更平
稳的运行，工厂已经能够保持碱回收锅
炉运行在最佳范围内。在可能的地方，工
厂使用自己的摄像头，算法在工艺过程
的最初就被优化，安德里茨在安装后密
切支持工厂的活动。

安德里茨项目经理Johanna Laaksonen
总结道:“通过Metris AVA，我们专注于提
高碱回收锅炉的可用性和蒸汽产量，同
时增加化学回收。其中一种方法是开发
碱回收锅炉的燃烧和垫层控制，目的是
减少积灰和堵塞。Metris AVA使操作人员
能够客观地看到碱回收锅炉运行中不常
见的特性。”

持续生命周期改进的AVA管理服务
“ A V A软件采用了最新技术，比如
Kubernetes容器和AMQP消息传递
技术。”M et r i s  AVA解决方案架构师
Tatu Liimatainen网站连接经理，网络
安全顾问安德里茨造纸和离心分离部
分网络安全顾问说道。“这允许在现场
或独立的云平台运行相同的Metris AVA
代码。AVA的重点领域之一是DevOps，
与安德里茨全球软件开发团队一起简
化敏捷开发、构建、测试、打包、发布、交
付和监控过程。AVA得益于安德里茨在
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全球IT资源，例
如，AzureAD作为安德里茨用户和客户
的认证供应商。”

“为了实现AVA更新、监控和生命周期
服务，必须与站点进行远程连接。由于
通信中心负责AVA的交付和维护，对任
何现有制浆和造纸客户的AVA设置都是
简单直接，新的连接将按照网络安全标
准IEC-62443进行。给客户的好处是，他
们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生命周期管理
的、并可以依赖于的生产环境有益的解
决方案。”

五个METRIS AVA碱回收
炉工具箱

1 飞失携带工具
用于测量烟气颗粒，并提供数据来控制黑液温度和流量，吹灰和风
量分布。例如，分析飞失数据可以增加可用性，减少排放。

2 雾化情况工具
从喷枪处测量喷液方向和开孔角度。它提供数据来控制飞失、垫层
位置和喷枪维护。分析数据可以提高化学品回收，确保更长的喷枪
寿命，稳定垫层。

3 熔融物流量工具
测量熔融物体积和流速，并给出溜槽结垢和闪蒸的数值信息。通过
对燃料供给、供风、溜槽清理、绿酒液量等数据的分析，达到安全和
节约的目的。

4 垫层工具
创建垫层的三维模和测量垫层的体积和垫层的最高点，以提供数
据来控制燃料供应和供风分布。通过分析数据，工厂可以提高安全
性和化学回收，稳定燃烧，减少飞失。

5 熔融物还原率工具
设计用于测量还原率，并提供数据来控制燃料供应，垫层，供风分
布，和绿液质量。定期测定熔融物还原率可以提高化学回收率，减
少飞失。

浆线

浆线

碱回收

浆板干燥及打包线

浆线废水化学品 
回收或再利用

浆厂提供：
•  原料浆
•  水
•  蒸汽
•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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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安德里茨奥地利总部
职位：钢制扬克缸及卫生纸机技术总监

FRANZ HARRER的

一日行程一日行程
Franz Harrer是安德里茨钢制扬克缸和卫生纸机技术团队的主管。他在大约13年前加入安德里茨公司, 

早期担任卫生纸机和纸机的设计工程师，提供产品开发的重点。他在各种设备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经历见证了第一台安德里茨钢制扬克缸的成功投产 。

其中一个重要成绩是见证多个中国恒安集团的卫生纸机项目的完成，订单包括13台安德里茨卫生纸机，
其中大部分配备了PrimeDry钢制扬克缸。

Franz现在是安德里茨卫生纸机技术团队的负责人，负责产品管理。他与安德里茨卫生纸机试验工厂
（PrimeLineTIAC生活用纸创新和应用中心；andritz.com/tiac）团队和研究机构紧密合作，交流专业知识，
不断改进产品范围。“为了保持竞争力，你必须倾听客户的声音，积极主动地创新和探索极限。”Franz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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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 在客户现场进行性能检查

Franz访问了位于奥地利的Zellstoff Pöls AG公司，检查全
球最大扬克缸生产MG纸的运行性能。它的直径为24英尺，
筒体长度超过6米，是一个真正的巨人。

11:00 // 返回办公室

作为扬克缸和卫生纸机技术总监，Franz负责协调产品展示，检查报价的技术数据，
还有技术报告的开机文件。他与客户以及我们的研发、工程和质量团队紧密合作，
不断改进和进一步开发我们的产品。

13:00 // 质量管理会议
Franz与研发服务、质量管理和安全主管Yassar Ghanimi以
及钢制扬克缸产品和客户服务经理Riccardo Pierini会面，

就Zellstoff Pöls扬克缸性能检查结果进行讨论。

18:00 // 回家

Franz和妻子Eva住在格拉茨市中
心。他们喜欢晚上在一起聊天，
聊聊当天的事，在沙发上放松，
或者在老城附近散散步。

2019年11月13日
FRANZ HARRER的一日行程 
钢制扬克缸及卫生纸机技术总监

07:00

1 1:00 15:00 18:00

13:00

15:00 // 理工大学

安德里茨与研究机构以各种合作关系推进研发活动。Franz与他的同事，
高级技术经理Paul Richards一起在奥地利格拉茨理工大学开会讨论一个
重要研究项目的最新成果。这个联合项目的目的是利用不同的卫生纸机
与钢制扬克缸配置改进纸张的性能。他们计划与大学一起开发新的卫生
纸测试方法。

准备救援

闲暇之余，Franz在他的家乡格拉茨附近的小
镇上当志愿消防员，这是家族的传统⸺他
的祖父、父亲和兄弟也是消防队的一员。他们
定期进行训练，并进行紧急情况下的演习。

在我们的增强现实APP观
看视频片段
更多信息，请查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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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随即在测试工厂开始这项不
寻常的任务。2019年底，维也纳动物园
联系了造纸，纤维和回收部门的技术团
队说明了这项和熊猫有关的特殊项目。
这一要求让技术和研发团队非常兴奋;

任务是将500公斤竹子加工成竹粉，这
是为大熊猫蒸“竹面包”的主要原料。这
种面包能够补充了20岁的雄性大熊猫 

“圆圆”和雌性大熊猫“阳阳”的竹类原

料饮食。且这种精细的竹粉对雌性熊猫
在哺育幼崽时尤也为重要。

美泉动物园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
物园，并曾连续五次被评为欧洲最好的
动物园。由于它坐落在美泉宫皇家夏
宫的庭院里，因此它也是也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熊猫
是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居民，美泉动物

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幸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得到一对熊猫的动物园之一。 

“阳阳”已经闻名世界，2016年它成为
第一只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生养
过双胞胎幼仔的熊猫。这些著名且受到
欢迎和尊重的动物在动物园拥有很高
的地位，当然也包括它们的饮食。

在联系安德里茨之前，动物园使用了一

个很小的特殊的设备来磨碎竹子，但大熊
猫饭量很大，该设备已无法满足大熊猫的
需求，动物园因此一度陷于无法保证供给
的烦恼中。因此所以动物园急需一个解决
方案。在2020年1月与安德里茨初次接触
后，该动物园便给安德里茨送去了500公
斤事先切碎的竹子。这些碎竹子在格拉茨
的备浆工厂里成功的通过热分散设备被
处理好。最后，足够动物园一年供应量的
竹粉被处理好并送回到动物园冷冻保存。

热分散机是一种废纸回收制浆线上的典
型设备，它能够把油墨从纤维上剥离下

来，并能将尘埃颗粒和粘性物质分解到
肉眼不可见的尺寸。此外，热分散机还能
够通过安装不同形式的磨片来研磨几乎
所有的纤维原料，比如竹子。油墨颗粒从
纤维中分离出来，并分解成低于肉眼可
见的尘埃颗粒和粘性物分解。热分散通
过安装不同的磨片也可以用来研磨几乎
所有的纤维原料，比如竹子。

安德里茨制浆实验工厂的主管Laura 
Liukkonen说：“在这个案例中预先粉碎
的原料是由热分散机内部一副类似于“
牙齿型”的磨片来进行研磨的。对我们实

验工厂来说，对竹子进行精磨也是一种
新奇的工艺，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工
艺参数来达到质量目标。经过热分散，绿
色的粉末最终被装进袋子里送回到维也
纳动物园。在此过程中，我们优先考虑的
避免竹粉和其他材料接处，因为它是一
种营养物质。”

非凡的合作
动物园方面显然对结果很满意，馆长和
动物训练师Dr. Eveline Dungl说：“安德
里茨团队愿意接受磨碎竹子问题的挑
战，这对维也纳动物园的整个熊猫团队

 
EVELINE DUNGL 
美泉宫动物园馆长兼动物
训练师

“安德里茨处理这
个不同寻常的订
单的方式非常的
友好和专业。”

安德里茨收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客户需求：全球著名的位于维也纳的美
泉宫动物园需要把竹子原料通过磨碎和处理变成精细的竹粉来喂食
他们的大熊猫圆圆和阳阳。安德里茨供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挑战。

大熊猫圆圆和阳阳在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

从左到右：动物园
馆长和动物训练师
Eveline Dungl博士；
动物饲养员Laura 
Hinterndorfer；动物饲
养员Kiva Prinsloo;安
德里茨造纸，纤维和回
收部门的工艺与技术
工程师Denis Jozic。

两位非常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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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一大安慰。安德里茨处理这个不
同寻常的订单的方式是非常友好和专
业的。

安德里茨造纸、纤维和回收部门的工艺
与技术工程师Denis Jozic说“维也纳动
物园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荣
幸。我希望这种非凡的合作能够一直持
续下去。”

全线测试功能
格拉茨的试验工厂是为大熊猫的饮食需

求找到解决方案的绝佳地点。作为日常
运行的一部分，该工厂经常测试和处理
各种类型的原材料，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当然也包括非常特殊的顾客，比如大熊
猫。工厂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
复的测试，这能让客户有机会尝试潜在
的原材料，同时也能让他们的工厂保持
运转而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以最长的
时间和最高的效率运行。

实验工厂拥有全套设备，可满足客户的
各种测试需求，也能进行各种工艺研发

试验，同时还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可进行
单机测试或整线测试。工厂可处理原生
纤维和回收纤维，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专家合作，包括位于中国佛山和美国
春田的分支技术中心。

Liukkonen说，“这是格拉茨一个非常特
殊的地方，在做投资尝试前，所有的新原
料或者新工艺配置都可以在无风险的环
境中得到测试。这能让我们的客户在决
策之前实实在在的看到新的理念在实际
应用中所带来的好处。” andritz.com/sp-pilotplant

预破碎的竹子们到了

“虽然我们有处理各种纤维的
经验，但是生产大熊猫的食物
对我们来说也是新鲜的经历。
实验工厂的整个团队都为
这个项目感到骄傲。”

 
LAURA LIUkkONEN 
安德里茨造纸、纤维和回
收部浆料制备试验厂主管

实验工厂设备列表
碎浆
• 间隙式碎浆机
• 转鼓碎浆机

筛选
•  不同型号的ModuScreen 压力筛可适用于

粗筛，精筛，分级筛和网前筛

脱墨/浮选
• SFL浮选槽

去除重杂质和尘埃颗粒
• 各种型号的除渣器

脱水
• 压榨螺旋
• 立式压榨螺旋
•  各种形式扇片设计的多圆盘浓缩机 

（包含无滤袋式扇片）

常压和带压热分散
• 紧凑型的热分散

疏解
• 疏解机

磨浆（低浓/中浓）
• 双盘磨浆机
•  拥有圆柱形磨区的圆柱磨

灰分去除
• 除灰筛

高浓漂白部件

废水/废渣处理
• 可移动式污泥脱水单元
• 渣挤压机

搅拌器
• TMX搅拌器

其他
• 泵
• 自动化系统和设备
•  用于纸浆干燥测试的双网干燥线

“虽然我们有处理各种纤维的经验，但
是生产大熊猫的食物对我们来说也是新
鲜的经历。实验工厂的整个团队都为这
个项目感到骄傲。”

破碎后的竹子被送到格拉茨的备浆实验工厂， 
在那里我们通过热分散将它成功地处理成竹粉。

在格拉茨的浆料制备实验工厂，无论是单台设备，还是不同配置的整条生产线，造纸业者都可以按中试规模并模拟工厂的生产条件，来试验他们所有新的想法。

在我们增强现实的应用
程序观看本文的视频吧！
更多详情请查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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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

少花钱多办事
LIMEWHITE-H新型白液盘式过滤机

“浆厂正变得越来越大，”销售总监
Henrik Grönqvist表示。“作为这些工厂
大型技术的主要供应商，安德里茨也一
直在工厂内部和周围进行创新，以改进
工艺，并引进一些新的技术。”

安德里茨的最新发展之一是它的新
LimeWhite-H，这是现有白液过滤机的
一个完全重构的版本。新的过滤机的主
要优点包括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产量和
更小的占地面积。

LimeWhite-H包括一些重要的新技术进
步，包括中心轴轴向移动，空心轴，固定
刮刀，和更高的槽体液位。

中心轴轴向移动
新LimeWhite-H的主要创新之一是引入
了轴向移动的中心轴，允许在不移动刮

刀的情况下连续更新预涂膜，从而消除
了低压清洗的需要。

在新的设计中，刮刀保持在一个静态的
位置(与之前移动的版本相反)，中心轴现
在不断地在轴向上来回移动。预挂曾反
吹功能已被冲洗水代替，通过冲洗水去
除预估层。在预挂层去除过程中，轴以相
反的方向旋转，确保白泥落入溜槽中而
不是槽体中。另外，新型的LimeWhite-H
白泥稀释水直接喷到刮刀上，确保有效
的白泥稀释和刮刀清洁。这也意味着通
过视镜有更好的可见度和更清洁的过滤
机。新的设计也意味着在滤布检修后无
需调整刮刀。

空心轴
LimeWhite-H包含一个中空的轴。这是
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之前的过滤机包
含内部管道。这意味着更小的流动阻力，
因此能提高过滤机能力。从维护的角度
来看，新过滤机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包括
在滤液端增加了螺栓固定的轴根，以便
于更换。

更高的槽体液位
由于槽体液位增加，新设计的过滤面积
更大。槽体液位可以提高到中心轴的一
半。采用这种新型过滤机设计后，白泥不
会在轴上堆积，且产能提高了30%以上。

新的苛化乳液喂料点
一个新的乳喂料点通过过滤机底部通过
空气搅拌器后进入。此前，喂料点位于侧
面。新的喂料技术意味着石灰乳的混合
效率更高，工艺操作更好，中心轴上也不
会结垢，大的泵上也不会有堆积或堵塞。
此外，新的喂料系统实现了槽体内部密

度均匀，允许最佳的预挂，并确保稳定和
高效的运行。

率先应用于ÄÄNEkOSkI工厂
第一台LimeWhite-H过滤机安装于芬兰
Metsä Fibre’s Äänekoski生物质工厂，
并于2017年开机。

新的圆盘式过滤机有更大的能力，同时更低的运行成本，更小的占地。

多年来，制浆过程并没有本质
上的改变;然而，安德里茨在改
造工厂内部和配套的工艺和技
术以增加产能、提高质量和降
低运营成本方面取得了很大
成功。LimeWhite-H新型白液
盘式过滤机是一个改变游戏的
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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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产中利用最佳技术，以确
保最高水平的能源、材料和环境效
率。这也支持了工厂的成本和生产效
率，”Aanekoski生物制厂副总裁 I lkka 
Poikolainen。

Metsa Fibre开发经理Ismo Tapalinen
说:“在Aanekoski安装的新LimeWhite-
H的主要优点是刮刀不再移动，这就消

除了滤布破裂的问题。由于减少了维护，
增加更多的正常运行时间。”

“此外，我们对能力的提高感到高兴，这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与之前的过滤机相
比，现在槽体里的液位增加了20厘米，
这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我们可以把
停机时间降到最低，更容易维护，然后全
速运行，白液槽也很快就会装满。”

安德里茨公司的项目经理Teemu Hak-
kinen说:“Lime-White-H过滤机是一种
全新的设计。我们与客户一起研究了改
进过滤机的可能性，特别是涉及到高效
操作和提高能力。我们也致力于有一个
更小占地面积的过滤机，在工厂布置方
面以满足我们的客户的期望和要求。”

“在Äänekoski的案例中，它不仅仅是为

“我们在生产中利用最佳
技术，以确保最高水平的
能源、原料和环境效率。
这也支持了工厂的成
本和生产效率。”

“在为这些工厂提供技术的同时，
安德里茨也一直在工厂内部和
周围进行创新，以改进工艺并
引进一些新技。”

HENRIk GRöNQVIST 
安德里茨销售总监

Henrik Grönqvist
henrik.gronqvist@andritz.com

了增加能力而提供更大的硬件设备;更多
的是关于技术的设计。有了LimeWhite-
H过滤机，我们肯定实现了这个目标。”

Grönqvist总结道：“与以前的型号相
比，新的盘式过滤机有更多的能力，同
时更低的运行成本，占地面积更小。”通
常增加容量需要更大的占地面积，但在
LimeWhite-H白液过滤机情况下，我们

第一台LimeWhite-H过滤机安装于芬兰Metsä Fibre’s Äänekoski生物质工厂。

ILkkA POIkOLAINEN 
Äänekoski生物质工厂副总裁

在我们增强现实的应用程
序观看本文的3D素材吧！
更多详情请查看第3页

LIMEWHITE-H:
• 单台设备能力:2600 m3/d – 32300 m3/d 白液
• 单位面积能力提升30%
• 高效的滤布清洗技术
• 最小的占地
• 白液产量增加，但消化并没有增加
•  24个月连续运行的设计

已经证明，可以用更少的占地的实现更
多的产能。这意味着更大的产能和更高
的效率，但是更小的占地，更少的建筑钢
材，当然更少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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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产品的两个顶级新概念
PrimeLine塑纹成形
PrimeLineTEX卫生纸机是专为高品质、
专业的生活用纸制造商而设计的。现有
的这些高松厚度和高吸水性产品的生产
技术，如热风穿透(TAD)，通常在资金成
本方面很昂贵，同时在能耗方面也有相
当高的要求。PrimeLineTEX被设计用于
生产塑纹型生活用纸，以充分解决以下
两个重要问题：与传统干法起皱卫生纸
机相当的能耗，以及接近热风穿透纸机
优质生活用纸的质量。

在短短两年内，安德里茨推出了两个全新的纸机概念，在以最高效率生产专业产品的方面，为生
活用纸生产商提供最好的技术空间。PrimeLineTEX和PrimeLineVRT这两个概念现在已经在市场
上销售，并可以在安德里茨格拉茨的生活用纸试验工厂进行测试。

该卫生纸机的设计源自于一种巧妙的构
思，即用直接在靴压辊的皮套上迅即传
送的方式三维成形。首先一个传统的新
月型成型器在毛毯上形成纸幅，然后进
入专门设计的PrimePress X靴压。然后
纸幅以高达500kN/m的线压压榨，提高
纸幅的干度高达45%。纸幅仍然附着在
靴压辊的平皮套上，然后迅即转移到塑
纹模型带上，类似于TAD技术中的织物。

该塑纹模型带运行速度较靴压辊慢，导

致湿起皱，纤维层被推入塑纹模型带的
三维图案中，三维成形。然后，在附着力
化学物质的帮助下，纸幅从模型带转移
到PrimeDry扬克缸表面，并由扬克缸和
PrimeDry气罩进行干燥。纸幅由起皱刮
刀从扬克缸表面剥离，经过压光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纸幅表面的“质感”，并最终
送到纸机最后的卷取部分。

是一种全新的专业生活用纸制作技术，
是无需使用高能耗的TAD技术就能制作

“PrimeLineTEX是一种全新
的专业生活用纸制作技术，
是无需使用高能耗的
TAD技术就能制作
高端生活用纸的
直接选择。”

STEFANO MARENCO 
安德里茨PrimeLineTIAC试
验机和研发总监

高端生活用纸的直接选择。新型卫生纸机
尤其擅长于厨房用纸产品的制作，其塑纹
模型带的纹络图案可以提供良好的松厚
度和吸水性。此外，通过合适的模型带图
案和压光机的使用，这一概念非常适合制
作高品质、高柔软度的浴室纸巾。”

PrimeLineTEX可满足从2.7米到5.6米的所
有标准市场宽度。车速视产品和基重而定，
扬克缸车速可达1500米/分钟。生产出来的
纸质量接近TAD，但能耗要小50 – 60%。

PrimeLine立式新月形成型器
PrimeLineVRT纸机是专门为解决干法
起皱技术的能耗而设计的。全球生活用
纸产量的大约95%是使用干法起皱技术
生产的。PrimeLineVRT的VRT代表立式
新月形成型器，这是一个致力于进一步
降低能耗的项目。

立式新月形成型器的主要概念是提高从
新月形成型器出来的纤维层的干度。该
创意为一旦当成型网与纸幅分离，会脱

在安德里茨实验工厂试验两种全新卫生
纸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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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附着在成型网上的水，然后利用安装
在毛毯侧的一个抽吸辊把成型网带回与
纸幅接触。成型网的张紧力挤压纸张，并
进一步除去纸幅中的水分。

立式新月形成型器还可以额外配置一个
压辊和一个热风罩，压辊用于在离开毛
毯和成型网的间隙前压榨纸幅水分，热
风罩用于提高水温，降低水粘度，促进纸

幅脱水。立式新月形成型器概念的一个
关键优势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模块安
装在现有的干法起皱纸机中。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技术兼开机总
监 Carlos Gallo说：“从我们的生活用纸
试验工厂的第一次试验开始，我们就看
到了这项技术在节约能耗方面的巨大
潜力。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想法和配

置，在成形段额外消除纸幅的水分，立
式新月形成型器概念被证明是最好的。
对纸张质量的其他试验还表明，立式新
月形成型器概念也可以增加松厚度和
抗拉强度。”

PrimeLineVRT适用于从2.7米到5.6米的
所有标准市场宽度。与干法起皱纸机相
比，车速是相同的，立式新月形成型器可

Stefano Marenco
stefano.marenco@andritz.com

作为一个模块改装到干法起皱纸机中。
与干法起皱纸机相比，预计节能8 – 12% 。
根据产品和纸张质量的不同，与干法起
皱相比，预计可增加5 – 10%的松厚度。

生活用纸实验
PrimeLineTEX和PrimeLineVRT这两种
新的卫生纸机概念，都在奥地利格拉茨
的安德里茨生活用纸试验工厂进行了广

泛的测试。安德里茨生活用纸技术总监
Franz Harrer解释说,“合作伙伴们不但
能够访问我们的生活用纸试验工厂亲自
查看自己在安德里茨最新技术的试验，
如PrimeLineTEX 和 PrimeLineVRT,也可
以通过我们最新的远程可视化技术进行
在线试验。操作人员使用HoloLens可视
化技术以及安德里茨Metris性能中心的
支持，可以给客户一种亲临现场观看和

体验试验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
这项在线服务的顾客都对其表现和质量
印象深刻。”

CARLOS GALLO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技
术兼开机总监

“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
想法和配置，在成形段
额外消除纸幅的水
分，立式新月形成
型器概念被证明
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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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性能和可靠性
PrimeFilter D 多盘浓缩机
安德里茨 PrimeFilter D多盘融合了主要的改进升级和一系列小创新，以提高性能和减少维
护。新设计包括最新的无滤袋扇片技术，该技术已被迄今超65项的安装案例充分验证。升级后
的 PrimeFilter D已经获得市场充分认可——15台新多盘已开机，并且收获了来自造纸行业领先集
团的更多订单。

在设计PrimeFilter D时，安德里茨专家
评估了公司在世界各地安装的超600多
个多盘浓缩机的性能，并且与客户沟通，
从头到尾重复检查设计。最终一款完美
适用于各种浆料浓缩，适应更高操作浓
度的浓缩多盘诞生了，而且在纸机白水
系统中作为纤维回收应用时，也能产出
优质的滤液。

主要的技术升级
PrimeFilter D融合了几项关键技术创
新，致力于提高产量，降低投资和运营成
本。

H H w 适 用 于 更 高 浓 度 的 浓 缩 应 用 场
合。HHw代表高浓度，高游离度和更宽
的盘片距离。这使得PrimeFilter D能处

理进浆浓度和游离度较高的纸浆。安德
里茨集成式进料斗拥有专利设计的喂料
口 （图2），为PrimeFilter D的每个盘片
独立喂料。另一项新功能是能够在槽体
底部增加一个可选的二级进料管，可保
持槽体底部持续适量地冲浆稀释，避免
脱水率高的浆种在槽体底部产生积浆 

“死角”。

图2. PrimeFilter D 
多盘改进型喂料系统

1

2

1   主要进料口

2   进料斗

图1. 安德里茨新型
PrimeFilter D 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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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Filter D的进浆浓度可比标准多盘
更高，图3 对比显示了PrimeFilter D与标
准安德里茨DF38多盘在任一游离度下
的进浆浓度范围。

在HHw设计中，盘片和卸料斗之间有更
宽的距离。当盘片浸没脱水时，可以减少
滤饼表面受到的摩擦力，降低滤饼脱落
的可能性。

内置轴承的盘片导向轮确保每个盘片顺
畅、稳定地导向旋转。这不仅使运行更加平
稳，也延长了多盘内部部件的使用寿命。

HHw技术促使PrimeFilter D多盘在特定
的进浆浓度下达到更高的单位产能。图
4显示，进浆浓度从0.75%提高到1.1%，单
位产量增加30%（绝干吨/天）。或者，如
果不需要再提高产量，可以选择更小型
号的多盘（减少30%过滤面积），就可达
到原本需求的产量。

图4. PrimeFilter D： 
单位产量vs 进浆浓度

HHw: 
允许更高的进浆浓度

标准多盘过滤机： 
因槽体积浆导致进浆浓度受限

HHw多盘的最大值
标准多盘的最大值

图3. PrimeFilter D和标准DF38多盘进浆浓度范围对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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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混入滤液的可能性，同时密封件也
触手可及，在不拆除滤液阀壳体、盖板和
密封支撑的前提下，就可直接替换密封
件。另外，在替换密封件后，滤液阀不需
要重新精调。

轴封内部的橡胶气囊通气后膨胀，气囊
侧面与密封环的整个环面均匀贴合。其
他厂家多盘利用非对称的三点弹簧系
统，对密封件产生了不均匀的压力，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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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PrimeFilter D主要优点总结

600绝干吨/天的产量，泵送能耗更少 更多的产量，或相同产量下可减少30%的盘片 更少的泵送能耗，更低的泵送成本 
OCC LF线600 绝干吨/天的产量实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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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多盘浓缩机处理进浆浓度0.75%的浆料 PrimeFilter D HHw型号可处理进浆浓度1.1%的浆料

–32% –32%
+28%

产量 [bdmt/d] 泵送能 [kW]

图6. 转速对比：波纹式vs CC无滤袋扇片

重新设计的剥浆喷嘴，更容易冲走纤维
和沉积物。在多盘运行时，简单地操纵手
柄可实现喷嘴的自清洗功能。

综述
新的PrimeFilter D多盘提供了卓越的产

量和运营（图9）。每盘片可以提高30%的
产量，进浆浓度可高达2%，由于进浆浓
度高，减少了水的再循环，因而可以减少
最高30%的泵送能量损耗。

CC无滤袋扇片产出的滤饼，拥有卓越的

成型和均质性能。无滤袋扇片不再需要
停机更换滤袋，改良的调心定位和盘片
支撑设计，确保整体运行的平稳。

图5. 特写CC无滤袋扇片 安德里茨CC无滤袋扇片

能导致密封件磨损不均匀，寿命缩短。

一系列其他的设计改进
PrimeFilter D拥有一个简单且坚固耐
用的扇片安装和双侧导向杆锁紧系统。
每个扇片底座集成了一个锥形定位板
（ 图 8 ），引导扇片嵌入中心轴安装位。坚
固的橡胶密封圈包裹扇片底板，形成扇
片与中心轴之间的密封，确保稳定的真
空度和提高滤液流量。

Ari Pelkio
ari.pelkio@andritz.com

CC无滤袋扇片生成滤饼均匀，寿命长，
维护少。PrimeFilter D的无滤袋扇片设计
（ 图5）在操作和维护上做了显著的改进。

由于扇片基本是平的，产出的滤饼非常
均匀，很容易将其一整张完整剥离。与平
整的滤袋相比，无滤袋扇片表面的制造
工艺使其增加了5%的有效过滤面积。开
放式设计更易于清洗。

将CC无滤袋扇片与其他同类型扇片设
计固有的性能缺陷进行比较，特别是“波
纹式”扇片，非对称波纹的设计产生湍流
冲击，波峰和波谷的起伏导致滤饼生成
不均匀。这降低了扇片最大转速，从而限
制了多盘的产能。扇片内部的重叠区域
导致清洗更加困难，并且有结垢的倾向。

因此，CC扇片允许的多盘运转速度比
波纹式扇片的更快。举例如图6所示，在
同等应用下，波纹式扇片的最大转速是
1 rpm，PrimeFilter D的CC扇片允许的转
速范围是1.4 – 1.8 rpm，可以实现15 – 20%
的产量提升

两级轴封提高了设备可靠性和滤液质
量。PrimeFilter D的一项重大技术改进
是其先进的双密封结构（图7）。密封结构
位于滤液阀外部，消除了槽体中的纤维

± 0%

图8. 扇片锥形定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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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A项目如期 进入下一阶段
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全球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产中断，大规模休假，解雇工人和解除承
包商合同。但是，由于Arauco公司的MAPA项目在智利以及全球制造和造纸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因此项目得以继续进行，但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式。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M A PA项目以及
所有运营中的工作方式，” Arauco商务
与企业事务副总裁Charles Kimber说。 

“ 病毒使我们非常努力和深入地研究如
何调整我们的整个工作环境，以确保把
所有业务相关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
一位。”

Kimber提到的工作环境不仅仅是正常的
运营，特别是在MAPA项目中。在这里，来
自40家公司的8000名工人每天都要到
智利中部城市Concepcion附近的工地
上班。幸运的是，Arauco公司在中国疫情
爆发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了风险，并开
始为不可避免的疫情影响做好准备。

“我们在智利有25000名员工，另外还
有10000名员工在世界各地工作，包括
在中国的一个商务办事处，在那里我们
有重要客户。12月，随着新冠肺炎局势的

发展和恶化，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的局
势，到1月，我们已经在为智利几乎肯定
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了。”

“随后，我们追踪了欧洲疫情的发展状
况，并开始密切关注IT的基础设施，以确
保办公室的骨干员工能够继续在家办
公。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3月份，我们
安排办公室3000名骨干员工继续在家
办公。”

MAPA—重大调整
当病毒来袭时，MAPA项目本身就是一
个全新的挑战，面临要求彻底调整工作
环境。

Kimber继续说，“3月初，我们有大约
8500人在现场工作，如果要继续这个项
目，就必须制定新的、严格的工作方案
和条件。”

“3月20日，我们与主要供应商和建筑
公司一起，向所有相关的项目公司宣
布，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项目将暂
停两周，以重新组织和实施新的健康和
安全规范。”

在两周的时间里，该公司彻底改革了它
的工作方式，以应对病毒的威胁⸺从
工人进出项目现场的交通，到项目内新
的工作环境⸺都考虑了全方位的安保
措施，以确保最小的传染或传播风险。

“这对M A PA项目来说丝毫不简单， 
”Kimber说。“比如在交通方面，我们每天需
要280多辆大巴车接送人员进进出出。还
有一个挑战是，在项目入口处，我们采取了
严格的安保措施，允许5000人同时进入。”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和重新设计整个工
作环境，同时保持冲劲继续进行该项目。”

Arauco通过其人力资源和健康与安全
部门，重新制定了MAPA工作模式，以应
对新冠肺炎前所未有的威胁。从公共汽
车和交通工具上的社交距离到入口的新
大门，再到新的食堂措施和卫生条件，项
目从上到下都进行了调整。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很严峻，我们不希望
正在实施的附加安全措施被视为是对我

们自己严格的健康和安全措施的额外东
西。” Kimber解释道：“我们的人力资源和
健康与安全负责人创建了一套系统的工
作守则，无缝地接入了现有的工作方式，
并使之成为正常工作程序的一部分。”

沟通的艺术
在短暂的两周停顿之后，4月初，2000名
工人开始复工，再次为该项目工作，随后

CHARLES kIMBER 
Arauco商务和事务副总裁

“病毒使我们非常努力和深
入地研究如何调整我们的整
个工作环境，以确保把业务
相关的所有人员的健康
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的几周内，工人总数达到8000人。在疫
情大流行期间，Arauco所面临的挑战之
一是将新的措施和工作程序传达给从事
该项目的约40家公司，以及8000名员
工和承包商。“我们不打算让这成为来自
Arauco的强制指令，” Kimber说。“这需
要横向沟通，让每个与项目相关的人都
参与进来。我们对新措施得到积极和热
烈的响应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得到的反

在病毒肆虐期间， 
作为一个独特的传播安
全工作规范重要信息的方
法，Arauco团队成员创造出了他
们自己的新冠肺炎说唱乐。

智利MAPA项目的土建工程仍在继续；下一个阶段是机械安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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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按时交货
安德里茨是MAPA项目的主要供应商。设备的供应范围包括
一个完整的备料车间、制浆线、黑液蒸发车间和完整的白液
车间。

虽 然 新 冠 肺 炎 对 项 目 的 总 体 进 度 产 生 了 影 响 ，但 关
键 设 备 的 交 付 仍 在 继 续 。目 前 ，土 建 工 程 正 在 准 备
中，所 有 区 域 都 进 入 机 械 安 装 阶 段 。H a r r i  M a k ko n e n
是 安 德 里 茨 M A P A 项 目 的 项 目 总 监 ，他 说 ： 

“目前所有的采购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正按计划交货。下一
步进行项目的现场监督工作。

“新冠肺炎影响了我们的进程，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设备的
持续延迟，以及与南美次级供应商的延迟交货。我们也经历
过由于船舶可用性和国外港口通道堵塞，以及内陆运输因出
发地旅行限制而延误的情况。然而，考虑到病毒的传播范围
和严重性，我们继续执行安保措施，对现状我们感到满意。”

信息的安全保护。

“除了每天更新信息，我们还发布视频
和开展竞赛。我们甚至有一个新冠肺炎
说唱乐，已经证明非常受欢迎，甚至在智
利传播开来。”

未来更多挑战
MAPA项目的下一阶段是关键设备的安
装，包括从其他国家引进技术熟练的技
术人员。“这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Kimber说。“我们将从芬兰、奥地利、巴
西和乌拉圭等国引进60 – 70名技术熟练
的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我们的新设备。

“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与智利
政府在高层次上进行了非常努力的合
作。由于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和程序，我们
有信心全力支持MAPA项目的下一阶段
工作。”

Harri Makkonen
harri.makkonen@andritz.com

定期电子邮件更新，还成立了一个专门
的WhatsApp小组，成员超过3000人。

“使用在线和移动设备进行通信变得非
常复杂，因此我们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渠
道来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加强了

馈是，工人在项目环境中感到非常安全，
甚至比在外面更安全。”

Arauco使用了许多不同的通讯工具来
传递新的工作程序，并让所有从事MAPA
项目的人员参与进来。除了每日快讯和

新措施得到了MAPA项目团队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当新冠肺炎来袭时，MAPA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就像任何其他提供复杂设备的技术和工程企业一样，安德里茨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经历了许多挑战。我们不得不
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和组织我们的工作方式，以保证办公室和工厂里的员工安全，以及确保遍布
世界各地的项目现场安全。

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在我们各地办事处都配备了有能力的专业人员能够支持继续开展项目，这意味着，当重要
的人员或项目经理不能出差时，我们还能继续与当地专家合作。安德里茨一直在开发新的通讯技术工具，他们通
过来自项目现场的照片或直播视频非常有效地帮助保持项目进度甚至按计划完成。

当遇到差旅是必不可少的时候，在公司差旅安全部门协作下，我们与公司当地专家紧密合作，在派遣任何人员去任何
项目之前，评估当地的情况，还会花时间对所有参与项目的安德里茨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当项目人员到达客户现场
时，他们不仅清楚知道他们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还深刻认识到遵守当地的法规还有我们客户的要求是多么的重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德里茨员工与病毒的接触的机会，公司也为我们所拜访的客户制定了一些自己的要求，包括：

尽管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安德里茨坚持继续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然而，不
管在自己的公司还是客户现场，我们都执行严格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员工、客户和任何

项目相关工作工作人员的安全。

GIUSEPPE D’AMELJ 
HSE经理 
制浆造纸系统设备

MIIkkA JOHANNALA 
HSEQ经理 
区域安全协调员

健康与安全
新冠疫情的挑战

•   确保充分遵守当地定的所有地方法律要求和限制，以
避免和限制病毒的传播；

•   确定和建立适当的出入控制系统，以识别和跟踪所有
进出现场的人员；

•   对进入现场的所有人员（内部员工、承包商员工、送货
司机和访客）进行系统的体温监测。

•   确保为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提供安全口罩，并在任何
时候都必须佩戴；

•   组织对所有区域、车辆、设施进行多次卫生消毒；

•   所有现场人员之间保持足够社交距离，同时调整、重
组并在必要时扩大现有的设施和结构（特别是所有公
共区域，如入口、食堂、福利设施等）；

•   减少三人以上的聚集。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
举行多人会议。用电话和在线形式取代面对面的会议
和培训。

安德里茨公司还努力利用其无纺布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口罩为对抗病毒做出了贡献。新的D-Tech口罩生产线每
天可以生产多达750,000个医用外科口罩。由于疫情爆发带来的暴增需求，在市场上寻找口罩相当困难。这些口罩
已经被用于满足安德里茨集团的内部需求，并支援了意大利的一些当地社区。

安德里茨已经准备好面对新冠带来的所有挑战，在不影响所有相关方的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客户的运营期望。

在我们增强现实的应用
程序观看本文的视频吧！
更多详情请查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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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订单
AO Knauf Petroboard，俄罗斯 
KM2纸板机安装新的卷取机

宝仁（和中），绍兴，中国 
水刺整线

BC无纺布，巴塞罗那，西班牙 
水刺整线

BillerudKorsnäs, Gruvön,瑞典 
凑型双辊洗浆机COMPACT PRESS®

Eruslu无纺布集团，加齐安泰普，土耳其 
水刺整线

广东恒安纸业，广东云浮，中国 
四台卫生纸生产线PrimeLine Compact M1600

广西太阳纸业，广西北海，中国 
化学热磨机械浆生产线

Karweb无纺布，加齐安泰普，土耳其 
水刺整线

Arkhbum集团，Vorsino，俄罗斯 
PrimeLineTM W6 与备浆系统,再蒸发车间，厂
房通风及自动化和电气系统

上海白龙港污水处理厂，中国 
污泥处理、9台流化床干燥机、6台EcoFluid沸腾
流化床锅炉和完整的烟气净化系统以及全厂
自动化系统

大王制纸Mishima工厂，日本 
高效碱炉，蒸发车间高浓蒸发器，浆线洗浆机

First Quality Tissue公司，Lockhaven，美国 
PrimeLineTAD卫生纸机

Klabin, Puma II, Ortigueira浆厂，巴西 
完整的生物质气化炉和一条新的生物质处理线

国一制纸，张家港，江苏，中国 
全套浆料制备生产线，供货范围包括流送系统
和纤维回收系统

Mayr-Melnhof Karton 公司 Frohnleiten 纸厂，
奥地利 
立式螺旋浓缩机

MOPAK Kağıt Karton公司，达拉曼，土耳其 
PM3改造，将原来的涂布纸板改造为轻涂和未
涂布白色佳面箱板纸

Papierfabrik Palm公司，Wörth，德国 
ADuro P木材撕碎机用于废渣处理

Riau Andalan浆纸公司，Kerinci，印尼 
溶解制浆系统的双网压力浓缩机

JSC Ilim集团，布拉茨克，俄罗斯 
配备3条切片线及智能备木产品的备木，浆线新
的DD洗浆机和筛选改造

Mitsui工程造船公司，千叶/东京，日本 
PowerFluid循环流化床锅炉

Smurfit Kappa Nettingsdorf公司，奥地利 
高效碱炉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中国 
PowerFluid循环流化床锅炉

太阳纸业，北海，中国 
浆板湿抄机包括一台双网压榨机、一台切板码
放机和一条打包线、白液车间；蒸发车间，供货
包括安德里茨多效板式蒸发器的关键设备和
技术，以及ARC系统。 产量为600t/d的P-RC 
APMP 
(一段盘磨机前后进行化学处理的碱性过氧化
氢机械制浆) 制浆生产线

东洋工程公司，蒲郡，日本 
为新的生物质发电厂提供循环流化床锅炉包括
烟气净化系统

东洋工程公司及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Omaezaki，日本 
为新的生物质发电厂提供循环流化床锅炉包括
烟气净化系统

维达广东阳江工厂，广东，中国 
产量达200绝干吨/天的整套浆料制备系统，供
货范围包括流送系统和损纸处理系统，为四台
卫生纸机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

Xuong Giang纸厂，越南 
PrimeLineCOMPACT S1300卫生纸机，配备备
浆和自动化系统，详细工程设计、安装和调试指
导服务也涵盖在供货范围内

东莞玖龙纸业，中国 
PowerFluid循环流化床锅炉

玖龙纸业，永新，中国 
PowerFluid循环流化床锅炉

Pori Energia公司，波里，芬兰 
EcoFluid沸腾流化床锅炉含辅助设备

山东华迈纸业，山东，中国 
首条1,000吨/天的OCC线

太阳纸业，邹城，中国 
高卡伯值浆生产线

Volga制浆造纸厂，Balakhna，俄罗斯 
磨木筛渣系统改造为TMP生产线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河南，中国 
P-RC APMP制浆生产线，部分配备新设备和
二手设备

安德里茨成功向江苏博汇纸业交付
全球最大的P-RC APMP制浆系统

向中国太阳纸业北海新建浆厂提供制浆生产技术和关键工艺设备

安德里茨为广东恒安纸业提供四
台PrimeLineCOMPACT M 1600
紧凑型卫生纸机

安德里茨已收到大丰盐城市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化学
热磨机械浆系统的最终验收证书。整套系统产量达2,250
风干吨/天，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浆系统。

安德里茨久经验证的P-RC APMP（一段盘磨机前后进行化
学处理的碱性过氧化氢机械制浆）系统，确保在最低能耗
和最高可靠性下，获得高松厚度和低纤维束含量的优质纤
维。整条生产线以桉木片为原料生产折叠箱板纸（特别是
涂布白卡纸），包括全球最大规模的单线P-RC APMP制浆

线，产量可达1,500风干吨/天，和另外一条产量为750风干
吨/天的制浆线。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 andritz.com/news-jiangsubohui

安德里茨已获得太阳纸业的订单，为其位于中国北海
的新建浆厂提供浆板湿抄机和白液车间的生产技术和
关键工艺设备。设备计划于2021年第四季度投入运行。

供货范围包括以下设备，并以EPS方式交付：
•ﾠ2条湿抄机生产线
•ﾠ 白液车间，包括主要的苛化设备和一条安德里茨石灰
窑

•ﾠ蒸发车间，高浓度蒸发
•ﾠ 除氯钾系统，通过降低氯化物和钾含量，同时回收钠
和硫酸盐来处理静电除尘器碱灰

安德里茨收到来自广东恒安纸业的订单，为其位于云浮的工
厂提供四台PrimeLineCOMPACT M1600紧凑型卫生纸机，将
利用原生商品浆生产高档面巾纸、卫生纸、手帕纸和餐巾纸。

安德里茨紧凑型卫生纸机的型号为PrimeLineCOMPACT 
M1600，设计车速1700米/分钟，工作宽度3.65米，配备了成
熟的PrimeFlow阶梯扩散器的流浆箱，以达到优异的成型
质量。生产线采用18尺PrimeDry钢制扬克缸，配备高负荷真
空压榨辊和通风气罩，和传统干燥系统相比，通过降低能
耗保证了较高的干燥度。安德里茨供货范围还包括机下碎
浆机。

这个订单再次验证了恒安集团和安德里茨双方长期的友
好合作关系。自1998年恒安集团为其常德工厂订购第一台
安德里茨卫生纸机至今，恒安已经运行了13台安德里茨卫
生纸机。这四台新订购的纸机也将在2021年底陆续开机。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 andritz.com/news-hengan

瑞典，Södra Cell Mönsterås 
安德里茨最近启动了全球首
家生物甲醇工厂-位于瑞典东
南部的Södra Cell Mönsterås
浆厂，该工厂采用了安德里茨
自行开发的A-Recovery+化学
品回收理念。

安德里茨再次获得太阳纸业的订单，为其提供一条化学热磨
机械浆生产线。这是安德里茨向太阳纸业提供的第6条P-RC 
APMP （一段盘磨机前后进行化学处理的碱性过氧化氢机械制
浆）制浆生产线。这些订单再次证实了安德里茨与太阳纸业之
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  andr i tz .com/news-be iha i-pu lp 
andritz.com/news-beihai-mech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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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可以提供完整的非织造布生产线， 
用于生产可持续性湿巾?

不断上升的塑料污染威胁以及来自政府和贸易协会
的更严格的规定促使安德里茨开发正确的非织造布
生产技术，以生产完全可生物降解和无塑料的湿巾。

这样的工艺完全可以利用天然和/或可再生原料（例
如木浆，粘胶，棉，麻，竹或亚麻）来实现高性能。 木浆
的使用具有几个好处，例如原材料成
本低而具有成本效益，以及由于
含有较短的纤维而具有生物降
解性。 安德里茨是唯一一家可
以提供完整的可持续湿巾生
产工艺流程的供应商。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TZ.COM/BIOWIPES

…安德里茨固废回收业务部最近推出新研发的
ADURO S破碎机，用于垃圾衍生燃料的处理？

垃圾衍生燃料（RDF）是一种可替换的能源，它来自
不同的废弃物源头，如：城市固体废物和工业或商业
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通常混合了不同物料。其中包含
了许多高价值的成分，例如-金属机其他含有高热值
成分的物料。

通过ADURO S破碎机破碎
后，有价值的原材料就会
被分拣，而高热值的部分
会被转化成垃圾衍生燃料
(RDF),送至焚烧炉，从而减
少我们对煤炭的依赖，避免
浪费可重复利用的资源。

…安德里茨为船舶海运行业的废气净化
提供了完整的产品组合？

船用柴油机的废气中包含了各种
有害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是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和复杂的颗粒

物。这些对人类的健康和环境息
息相关。

安德里茨SeaSOx技术是满足全
球新的法律要求的解决方法，利用

SeaSOx洗涤塔（如I型或U型，圆形或
矩形塔体）和SeaSOx 双重/多重过滤系统 

（用于SOx, NOx和去除细颗粒物）可最大限
度地减少废气对环境的影响。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TZ.COM/SEASOX

你知
道吗…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TZ.COM/ADU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