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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ToZero之旅
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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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最近推出了 "零排放 "计划，在为纸浆厂创造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放和废弃物。
循环生物经济逐渐被视为缓解气候变化以及解决未来原材料稀缺问题的一个宝贵概念。
全世界都在传递这样一个

信息：来自可再生资源的可回收产品是未来唯一的出路。
同样明显地，这些产品必须由对气候友好、生产效率最大化

36

30

的设施生产——产生最少，最好是零排放和浪费废弃物。

大多数从事制浆造纸生产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我们行业已经是利用可再生

资源生产可回收、可生物降解产品的典范。
事实上，制浆造纸行业已被认为

是循环生物经济的核心。
而在生产方面，制浆造纸业在短时间内对工厂的环
境问题进行了重大改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事实上，现代纸浆厂在化学品

和水的消耗以及这些重要资源的回收以及再生和再利用方面已经非常有效
率。

通过CircleToZero计划，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未来维度，不仅关注创建一

个对环境无害的工厂，而且是一个真正循环利用周边的工厂，将曾经的废弃
物变成有价值的生物产品或重要资源，在生产中重新使用。
CircleToZero – 目的地和旅程

50

44

54

CircleToZero计划一个很好的实践例子是安德里茨A- recovery +，这是一

个提高化学回收循环资源效率的创新概念。
今期杂志提到了两个最近的成
功案例，一个是位于瑞典，Södra公司的Mönsterås浆厂，该工厂目前正在

生产商品生物酒精；另一个是Klabin公司在巴西南部的Ortigueira工厂安装
了最新的硫酸工厂。
这生产设施都将利用周边，通过新的生物基产品创造价
值，或通过回收和提炼化工品供自己使用来节省大量资金。

这两个工程是通过闭环和避免排放和浪费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的最好例子。
这就是安德里茨发起Circle-

ToZero计划的原因；该计划不仅旨在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气候和原材料资源问题，还旨在确保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
效率。
CircleToZero的最终目标是与我们的客户紧密合作，携手开发环境和经济价值。

CircleToZero是最终的目的地，然而在安德里茨，我们很清楚，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过程中会有各
种合作和活动。
我们也意识到，这一过程必将涉及与新的创新商业模式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CircleToZero之旅已经开始了，欢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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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Papeleira夹芯板工厂改造升级的
低浓碎浆系统成功开机
尽管受疫情的影响，葡萄牙Papeleira夹芯板工厂的低浓
碎浆系统仍在安德里茨的远程协助下成功开机。
这个新型低浓碎浆系统的设计升级主要包括：
• 优化FSR碎浆机的转子设计，使得碎解更高效，纤维损
失更低，运行更稳定

• 优化安德里茨沉渣井TrashTrap，在前段去除轻重渣，
使得浆渣分离更可靠

• 结合了碎浆机转子新设计的先进绞绳机，在绞绳的成
型、处理以及去除方面都有更出色的表现

No. 42 / 2021

世界上首台PrimeFilter D多盘
成功开机！

安德里茨新一代多盘技术——理文纸业位于马来西亚Selangor Darul
Ehsa州的8台PrimeFilter D多盘成功开机。
PrimeFilter D是安德里茨在浓缩和纤维回收领域最新的技术革

新，通过这个技术，工厂在更高的进浆浓度和游离度进行浆料浓
缩，即使在最严苛的应用中也没有问题，同时对运行和维护简便性
的提升也十分显著。

这个系统还包含了一套清渣泵、FibreGuard再

马来西亚理文纸业总共为他们的4条牛皮纸生产线订购了15台

榨机用于渣的进一步处理。

首批8台多盘成功开机后，剩余7台多盘的开机计划将在年底前完

碎、FibreWash Drum圆筒筛、除砂器以及ReCo螺旋压
Papeleira夹芯板工厂有一条处理量为300绝干吨每天

的LOCC线，渣含量达10%，可生产不同种类的夹芯板。

该公司是Arteche纸业集团的一部分，主要生产浆、纸和
纸板，原料为100%的回收纸和旧卡纸。

更多信息，请联系：

andritz.com/stockpreparation
或者 fiber.prep@andritz.com

PrimeFilter D多盘，用于浆料浓缩以及纸机白水系统的纤维回收。
成。

马来西亚理文纸业成立于2018年5月，是理文纸业众多生产基地之
一，这里有4条湿浆生产线和4条年产量30万吨的包装纸生产线。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z.com/primefilterd

激发您的螺旋压榨潜能

在很多制浆厂，高效的脱水对于整个流程性能起重要影响。如果螺旋压榨效率低，它会造成整
个流程的产量瓶颈。安德里茨拥有齐全的备品备件、易损件产品系列来服务于所有主流螺旋
压榨品牌，还有创新性的方案来对螺旋压榨机进行改造和升级，包括：
• 客户定制的特殊压缩比新螺旋轴

• 螺旋轴交换项目（一一对应的螺旋轴）

• 针对不同浆种、客户定制的筛框和筛板
• 螺旋叶的高耐磨保护

• 包覆耐磨板来延长轴寿命
目标优化

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安德里茨可以提供准确的升级产
品组合和客户定制的设备设置，以达到所需的优化经济
效益。

• 节省比能耗:30 – 50%

• 产能提升：最高能提升30%

• 出浆浓度提高 5 -10% 绝干

更多信息，请访问安德里茨螺旋压榨服务网址：
andritz.com/screwpress-service

本期焦点

7

8

SPECTRUM

No. 42 / 2021

No. 42 / 2021

Suzano专业工程师 André Ferreira和碱回收及公用设施执行经理
Marcos Donadio

优化蒸发流程

SUZANO与安德里茨携手合作

通过采用安德里茨的 Metris UX 技术对工艺进行数字化转型，Suzano位
于圣保罗的浆厂在蒸发站取得了显著的节约效果。
Suzano在巴西拥有11个工厂，每个
工厂都以所在城市命名。Suzano工

厂位于Suzano (SP)市，在全球制浆

工业4.0和工业物联网IIoT技术再次
引领未来。

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

Suzano制浆执行经理Claudio

产。这项创新彻底改变了制浆行业

情况，“最近，由于内部客户的需求

该工厂率先使用桉木进行纸浆生
以前依赖松木生产纸浆的历史。

但是这个生产基地并没有停止创新

的脚步。 2015年，它率先销售应用于

吸收性卫生用品的Eucafluff™绒毛
浆，展示了可持续性和创新优势。由

于桉木绒毛浆具有独特性，可以给
消费者带来更多舒适感和幸福感。

凭借着一开始在制浆和造纸市场上

的创新历史，通过采用安德里茨的
Metris数字解决方案优化流程来确

保最终产品的质量，Suzano工厂以

Nunes Aguiar介绍了Suzano工厂的

增加，我们实施了旨在减少纸浆质
量波动的项目。Metris帮助我们建立
了生产流程参数和最终纸浆质量之

间的相关性分析，以优化纸机的运

低约30%，每月可节省55,000 美元。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将工程师的技术

知识、管理人员的参与以及Suzano
操作人员的实践知识跟安德里茨专

家指导相结合，从而设定一个控制
逻辑，在规划和测试阶段结束后，设

法减少标准偏差并提高进锅炉的平
均固形物含量。

行条件。
”

安德里茨和Suzano之间的完美合作

主要的成本节省

要的控制逻辑算法。该项目使用的

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工艺之一是制

浆过程中黑液的蒸发。Suzano和安

德里茨开发了一套成功的系统，在
第一效蒸发时进行蒸汽用量标准化

控制，以增强工厂的运行稳定性并
将碱炉中燃烧固形物的标准偏差降

关系，结合Metris UX 技术，建立了主

Metris UX 应用程序是数据分析（用
于图形分析和监控）和机器学习（使

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基于蒸发流程
历史数据寻找机会）。

控制逻辑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将浓黑

Suzano

安德里茨 OPP 现场分析师Eduardo Correia和Aline Martins

液送到碱炉的黑液泵的电流数据。 员和制浆运营团队与安德里茨专家

术创建了一个风机信息界面，帮助

流，同时每个蒸发器中的蒸汽温度

持运行和维护，”Donadio说。

这些输出数据被用于校正工作电

十分密切地合作。我们与工厂的每

作为安全信息并防止流程中出现联

现了团队合作精神。我们竭尽全力

锁。

个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充分体

我们分析问题并在快速决策方面支

共同寻找改进流程的方法。
”

参 与 这 场 新 的 工 业 革 命 之

在整个项目中，Metris数据分析应用

对于Suzano的专业工程师André

何帮助工厂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

控制响应，以便根据这些结果进行

伙伴关系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与现

程序还用于每天评估、监控和验证
适当的调整。

“此外，Metris机器学习应用程序对
于验证新逻辑中锅炉燃烧时的输送
泵电流与和蒸发固形物的相关性非

常重要，说明了这种相关性适用于
流程控制，”安德里茨 Aline Martins
说道。

Suzano工厂的碱回收和公用设施执
行经理 Marcos Donadio说，得到这

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实施
和测试阶段，运营团队充分支持现
场安德里茨团队，提供重要反馈从
而改进控制算法。
”

安德里茨Eduardo Correia表示，双

Ferreira来说，联合开发解决方案的

力。
“ Metris技术为数据分析和仿真

模拟提供了多种工具和替代方案，

场安德里茨员工开了好几次会议， 可以轻松地获得更好的结果。除了
讨论了各种控制方案，以便找到碱

技术之外，安德里茨团队与客户合

决方案。在确定了控制算法之后，我

新项目和碰撞出新想法，例如性能

炉中燃烧固形物标准偏差高大的解
们优化了实施和测试步骤。
”
未来更多的物联网创新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与Metris技术相
结合，给Suzano工厂的创新历史带

作的理念发挥了协同作用，开发出
改进、成本降低、过程可变性的减少
和质量效益。这个项目一旦完成，另

一个项目就会自动开始，从而产生
持续改进的虚拟流程。
”

来了新体验。Donadio对这个新体

除了蒸发项目之外，还有大约40个

一次的进度会议上，我们可以通过

采用了Metris技术。得益于安德里茨

验评价道：
“ 非常令人满意，在每周
与操作员和现场安德里茨团队的沟
通反馈中看到正在发生的改变。
”

着重于优化Suzano工厂流程的项目

和Suzano专业人员之间的密切合
作，Metris技术将继续书写历史。

该工厂对未来有很多计划，工业物

联网 IIoT 技术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方的密切合作对技术的充分利用产 “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优化碱炉蒸
生了巨大影响，
“技术团队、管理人

前，A g u i a r 评 估 了 M e t r i s 技 术 如

汽产量的项目，我们还利用 Metris技

Luiz Vega
luiz.vega@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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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 Enso Oulo

打造高效工艺及高质量产品

安德里茨在斯道拉恩索公司奥卢工厂将文化纸成功转产牛
卡纸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厂生产的原生纤维牛卡纸
将服务于涨势强劲的全球包装市场。
斯道拉恩索奥卢工厂生产线改造是一项重大工程， 3.5亿欧元。该项目本身的实
该项目将提高浆厂及纸浆干燥线的产能。牛卡纸由

施仅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

类包装对强度、高质量及纯度有要求。

的帮助下，对大部分工厂区域

未漂硫酸盐浆制成，用于食品、水果和蔬菜包装，这
“网络购物的繁荣带来包装材料的消耗增加 。对

此期间，在大约200家供应商
都几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牛卡纸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而对涂布印刷纸的需

原纸机改为生产牛卡纸，浆厂

Mäkimattila说。

和废水的处理以及木片储存等

求正在加速下降，”斯道拉恩索奥卢工厂总监Juha
他说，该公司正处在正确的轨道上，以应对当前与

环境、生活方式改变、城市化、生物质产品需求增
长、塑料替代以及包装市场增长相关的全球趋势。
从白浆到本色浆

将一家工厂从文化纸转为牛卡纸生产并不是一夜

之间就能实现的。事实上，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多阶
段转化项目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总投资预算约为

改为生产未漂浆。该厂对臭气

方面也进行了改造，并取得了相当大

的提高。
环境方面的投资总额约为4,000万欧元。
“致力于优质和高价产品仍将是我们业务的支柱。
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基于选用尽可能最好的原材料，
通过在奥卢工厂的投资，我们的工艺现在变得高效
且极具竞争力，”Mäkimattila说。

斯道拉恩索在奥卢工厂改造期间制定了严格的质

量 生 产 绩 效 目 “我们的明确目标是在质量方面成为市场领导者。
标，安德里茨是

我们的纸浆必须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它一定

应商之一。它将斯

确保我们能够持续生产优质的产品。”在被问及选

做出响应的供

道拉恩索奥卢工厂的浆线改为
生产未漂白高卡伯浆，升级了
浆板机，并实现了备料的现代

化。安德里茨还向工厂的各个

区域提供了大量的工艺泵，并

负责石灰窑的改造及提产。

“旧生产线一直持续运行
至2020年9月，因此与转换生产相
关的施工、
测试和调试必须在两
个多月内完成。
”

比任何其他生产商的质量更好。工艺解决方案必须
择安德里茨作为生产技术和关键工艺设备供应商

的主要原因时，斯道拉恩索公司负责该项目浆线经
理Klaus Leppänen如此回答。

“我们所有运营的出发点是要在商品浆和牛卡纸

的生产方面成为市场上最好的。在纸浆和包装板纸

的生产中，杰出的质量是不能通过交谈来实现的；

Ari Saarnio

斯道拉恩索，OCO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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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工厂完全可以3D
设计。
工厂改造需要人员
到现场工作。
”

它需要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的知识，”
斯道拉恩索浆板机项目经理Pekka
Kylliäinen说。

Stora Enso Oulo

Kl aus Leppänen

斯道拉恩索，浆线备料经理

瓦尔考斯工厂的改造仍记忆犹新

安德里茨在2015-2016年斯道拉恩

索瓦尔考斯工厂以及2017年伊马特

改造项目包括对整条纸浆干燥线的改造。

拉工厂全新干燥线等类似改造项目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斯道拉恩索对瓦尔考斯成功将纸机

就Kylliäinen而言，他之前曾在伊马

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清楚地记得

的干燥线项目。

改产牛卡的改造项目仍记忆犹新。 特拉工厂与安德里茨合作执行全新
在瓦尔考斯所遇到的挑战。基于以

往的经验，斯道拉恩索和安德里茨 “其中一项重大创新是用于浆板机
共同参与了奥卢项目，并为浆线和
浆板机创建了功能创新概念。

“我们在瓦尔考斯掌握的一个经验
是，洗浆机对于高卡伯浆的运行方
式不同。此外，高卡伯浆需要机械性

的安德里茨自动引纸系统，该系统
已被证明功能可靠。该设备还提高
了干燥线的安全水平，”Kylliäinen
说。

技术之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分离纤维以达到较好的质量水平。 当涉及到改造项目时，比如发生在斯

我们评估了奥卢工厂的旧洗浆线， 道拉恩索奥鲁工厂的项目，单靠现成
发现我们无法在新的生产线采用全
部现有的技术，”Leppänen说。

的技术是不够的。
当目标是将生产工
艺性能调整到完美状态并保证客户

有世界一流的质量时，都需要人来开

计划。这是我们同安德里茨良好合

案，以应对最苛刻的技术挑战。

到了所有设备，”Saarnio说。
“ 由于

展工作，需要通过合作来确定解决方
“在这方面，经验的分享、学习的欲
望以及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

新冠疫情，我们还必须建立额外的
远程控制室，从中调试设施。
”

们不断强调，该项目是要合作进行

新建工厂与改造现有工厂的对比

个人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充分致力

项目，对现有工厂进行改造，相比从

的。
这样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每
于该项目，”
Leppänen说。

Kylliäinen表示赞同，
“每个人的贡献
在工艺开发中都非常重要。
如果供应

Saarnio强调，像在奥卢工厂进行的
零开始建造类似的工厂，要超出几
十倍的挑战性。虽然节省了成本，但
所涉及的工作量是原来的十倍。

商只是从货架上取下标准件并将其

“将旧设备连接到新设备非常具有

好。需要双方的专业技能。生产工艺

试工作可能就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

排列整齐，那样的解决方案不会很
总是不同的，你必须真正理解创建功

能解决方案需要什么。
这就是专业技
能与合作的重要性所在。
”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开展项目工作

挑战性。建造新工厂时，仅测试和调
间。而在我们的项目中，旧生产线一

直持续运行至2020年9月，因此与转

换生产相关的施工、测试和调试必
须在两个多月内完成。
”

斯道拉恩索改造项目经理Ari Saar-

“工厂改造所涉及的许多挑战和细

也对这样一个大规模项目在预算范

我认为重要的是对于亟待解决的问

nio对该项目的结果感到满意，同时
围内完成并几近如期的完成感到满

意，尽管这项工作是在新冠疫情的
影响下进行的。

节在项目规划阶段变得显而易见。
题，我们能够很好地一起提前讨论
细节并确定解决方案。”安德里茨项
目经理Jorma Olkkonen说。

“当第一条新冠疫情的消息从国外

安德里茨通过格拉茨、科特卡和韦

立即将注意力转向我们在中国的供

和监测项目及生产的进度。这促进

传来时，我们很快做出了反应。我们

供货还包括一台用于粗浆洗涤的全新DD洗浆机、全新的筛选系统，以及全新的磨浆机。

作的另一个例子。最后，我们如期收

货，并制定了如何保障全部交货的

克舍三地共同建立远程连接来规划
了斯道拉恩索和安德里茨之间的信

息交流，并且实现了远程处理问题， 进行交互协调。该项目的每个环节，
无需前往现场

安全性都得以保障。

即使没有新冠疫情，项目的标准依

Mäkimattila总结道：
“新冠疫情给项

然很高。停用旧生产线，大规模的拆
除作业，以及新设备安装，都需要在

很紧的时间内、在多名操作人员间

Jorma Olkkonen
jorma.olkkonen@andritz.com

工艺解析
安德里茨供货范围：

• 浆线转产高卡伯未漂浆，包括采用由全新TurboFeed喂
料系统、菱锥形木片仓，以及全新预浸塔组成的现代化

蒸煮。
交付还包括一台用于粗浆洗涤的全新DD洗浆机、
全新的筛选系统，以及全新的磨浆机

• 对整条纸浆干燥线进行改造，包括采用全新流浆箱和

靴压的现代化湿部，对烘干部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对打
包线进行升级

• 安装最新研发的脱水装置——三台立式螺旋浓缩机、稀
释输送系统、中浓泵，并对损纸筛选系统进行改造

• 石灰窑的改造及提产

• 工厂所有区域的众多工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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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PrimeLineTAD纸机

安德里茨PrimeLineTAD纸机

更低能耗
更高质量
以下将由通过采访形式，由安德里茨专家阐述PrimeLineTAD纸机生产高档
生活用纸的完整概况：

请到我们增强现实app观看
本文视频！
更多信息请看第3页

Joseph Guadagno: 北美卫生纸机及热风系统副总裁
Stefano Marenco: PrimeLineTIAC试验工厂 和卫生纸研发及技术总监
Paul Richards: 资深卫生纸机技术经理
能概述一下安德里茨TAD纸机的基
本概念以及研发时间表吗？
Paul

Richards:

安德里茨直

到2000年中才进入TAD纸机的市

场，Beloit公司倒闭后，当其他公司

寻求通过收购获得技术的时候，安
德里茨则专注于培养专业人员的经

位于奥地利格拉茨的安德里茨卫生纸试验工厂的TAD试验机

验技术，以进一步开拓TAD市场、包

型器。该成型器在纸页转移到TAD

75%至90%的干度。TAD干燥鼓具有

进行干法起皱。纸页通过新近研发

能详细介绍一下气罩和热风系统的

研发出新的概念，并在2013年初安

的辅助脱水，在纸页转移过程中，通

在整个干燥过程中支撑TAD干网和

卷纸机进行卷取。但最初采用此法

TAD概念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之处

大的北美同事采用CFD（计算流体

干燥鼓，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后来

括整个美国市场。随后的两年构想

干燥部前可以通过真空进行进一步

德里茨有了第一台TAD纸机的订单。 过速差来实现特定的质量和结构，
安德里茨 Prime LineTAD纸机配有

一个2层或3层带稀释水控制的流浆

箱，其输送浆料到优化的C型双网成

“当然，也可以利用各种类型的热回
收来减少总的能源消耗。
我们的终
极目标是生产优质生活用纸的同
时也减少能源消耗。
”

并在定型真空箱前锁定纸页的结构

特 性，以 满 足 客 户 的 最 终 需 求 。随
后，纸页传递到两个干燥鼓上连续
干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干燥到

Joseph Guadagno

安德里茨北美卫生纸机及热
风系统副总裁

专利设计，采用全焊接不锈钢结构， 的稳纸器后在线性中心辅助传动的
纸页。整个热风系统由我们在加拿
动力学分析）开发和设计的。

纸页随后转移至扬克缸，在卷纸前

时，我们通常提供一台大直径的TAD

采用2个干燥鼓的标准配置，从而从
客户的角度出发优化了整个能源效
率。

“试验的主要目标之一就
是，生产纸卷，使得客户能
够后加工成最终的成品。
”

相关技术以及安德里茨 Prime Line

吗？

Joseph Guadagno: 热风系统

用于输送横幅上温度均匀压力一致

的热风穿透纸页，有多种不同方法来

Stefano Marenco

安德里茨PrimeLineTIAC试
验工厂和卫生纸研发及技
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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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热风，从而使得送TAD干燥鼓的

供风管内进行持续的干燥循环。

有发展的空间。

们研发了特殊设计的和风管及TAD

通过控制TAD的送风特性，如风量、

从历史经验来看，TAD的干度通常在

叶和孔板。

的干燥能力。
通过适当控制排风的压

UCTAD，即不起皱TAD的原因之一。

热风温度均匀、压力一致。
基于此，我
热风罩相结合的静态混合器、导向风

温度、绝对湿度等，从而优化了系统

热风通过变频送风风机输送，经过保
风机后会安装一个天然气燃烧器，加

扬克缸——任何卫生纸机的传统部

者皆能显著降低操作成本。

起皱的载体。现如今，根据所使用的

件，允许最终产品得到一定比例干法
技术和生产商的不同，TAD后的干度

热空气后送至纸页以提高干燥能力。 当然，也可以利用各种类型的热回收
送风管通过特制的接头和TAD气罩

来减少总的能源消耗。
我们的终极目

使得在干网更换、断纸或清洁及停机

时也减少能源消耗。

相连，这样TAD气罩可以移动，从而

的、可移动的结构组成，其带有孔板，
确保热风均匀分配到TAD罩和TAD
干燥鼓之间。
供风会被TAD干燥鼓内

或者提供具体的参数吗？

Paul Richards: TAD的本质特

么TAD在美国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

步。

充。
TAD送风风机将TAD回风引

则可以使用较低的温度和较大的风

TAD模块。

如TAD干网，同时也使得整体的系统

我们正在和客户一起运行此试验

注于技术方案的解决，在提高整体效

（600mm宽度的小纸卷）给客户后

紧凑，从而减少厂房的占地面积和土

量。以上所有都可以保护其他系统，
部件更小，以及系统尺寸的通用性。

降低了15—20%，这使得在干燥过程

为65%，此举需要和我们的客户和化

推至扬克缸，进扬克缸的纸页干度
学品供应商伙伴共同实现。
经济上来
说，如果此举能够实现，则干燥的能

源效率最终可以达到最佳的效率。
一
旦纸页内的自由水分被移除，只剩细
胞间的水分，从干燥角度来说，冲击

至预干燥

干燥则更为有效。

4

6

5

前提下如何最好的降低总体干燥能

利格拉茨的Prime LineTIAC（卫生纸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将干燥平衡

区，仍 然 会

Stefano Marenco: 位于奥地

纸页渗透率较低，但压降更高；第二

我们通过简单使用第二个干燥鼓（尽

热风。第一个

方案，在那些能源价格较高的地

大气中的尾气会使用新鲜空气来补

的此举动是降低干燥能耗的重要一

中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控制和使用

之一。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有节能的

通过TAD尾气风机排到大气中，排到

个热风系统中，纸页更干、开放更多， 机创新和应用中心）的试验机就配有

管直径更小）的方案已经将干燥能源

比其他地区要便宜的多，这也是为什

水分从纸页内移除，随后部分水分

续不断的寻求突破此界限，以允许更

自我们第一台TAD纸机发展到现在，

性是能源密集型，因为美国的能源相

的负压“拖动”穿过纸页。

热风系统可以使用更高的温度，因为

高的水分进入扬克缸干燥。
干燥平衡

能进一步深入谈谈节能的问题吗，

湿端和干端的TAD气罩由两个独立

可以显著降低，实际上我们及我们的

客户，以及化学品的供应商一起在持

标是生产优质卫生纸和擦拭纸的同

维护检查时便于接近。

“该技术的关键领域之一是明
显的降低干燥能源。
”

TAD干燥后达到约95%——这是发展

力、水分和温度，可以优化能源的使
用同时提高TAD干网的使用寿命，两

温的大型风管至纸页，每个TAD送风

Paul Richards

安德里茨资深卫生纸技
术经理

另一个节能的机会来自真空技术的

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实验生产纸卷
加工成成品，然后投放到市场进行市
场分析和产品质量测试以预测新产

耗。很显然，我们的目标是大幅削减
总体净能源。

Stefano Marenco: 我们还关

率的同时使得TAD纸机的设计更为
建成本。

品的客户兴趣和市场潜力。

请登陆www.andritz.com/tissue或

能谈谈一些有关TAD概念正在研发

我们了解更多详情。

工作的见解吗？

通过电邮tissue@andritz.com联系

Paul Richards: 该技术的关键

领域之一是明显的降低干燥能源，我
们重点关注在不增加净能源输入的

Stefano Marenco
stefano.marenco@andritz.com

发展，采用透平机取代传统水环式真
空泵，则可以提供热源来预加热进入
系统内的部分空气。

3

2

另一种可能性是，那些燃气供应受

3
1

安德里茨PrimeLineTAD纸机

PrimeLineTAD
卫生纸机的关键部件：
1
2
3
4
5
6

流浆箱

C型双网成型器
干燥鼓

钢制扬克缸

中心传动卷纸机

清洁模块

限或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可能更

受欢迎。
使用蒸汽（换热器）作为加热
源，系统温度有助于考虑采用这类换
热器，特别是像在浆厂附近蒸汽能力
过剩的情况下。

客 户 是 否 可 以 看 到 TA D 的 实 际 运
行，并看到自己生产的样品？

安装在安德里茨卫生纸试验机上的TAD干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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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ToZero

CircleToZero™ 是一项安德里茨全球首创计
划，其目标是为客户创造财务增长的同时实
现零排放且无废弃物。
对于制浆造纸生产商
而言，这意味着消除未使用的工业副产品，
将其转化为新的增值产品并实现零排放且
无废弃物。
安德里茨邀请客户、合作伙伴和研究机构一起加入此次

征程，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同时满足向无化
石燃料的循环生物经济过渡的行业增长需求。

制浆造纸过程会产生多种气态、固态和液态副产品。它
们的消除、减少、净化和转化面临持续的挑战，需要有明
确的环境和财务回报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应对。

实现这一目标的征程已经开启。安德里茨目前正在帮助
客户减少使用化学品和清水，并减少工业排放和废弃

助力制浆造纸厂
实现零排放且无废弃物
CircleToZero

物。通过提高资源和运行效率，以及将传统工艺中未使
用的副产品转化为新的商品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这
些措施大大减少了对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并减少了
工厂周围的交通和物流。
什么是CircleToZero?

制浆造纸行业在向无化石燃料的循环生物经济过渡和
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开发循环利用的途径以消除

未使用的副产品，并创造新的增值生物产品，这会成为
工业过程零排放和无废弃物的全球领先者。

CircleToZero将安德里茨现有技术解决方案进行了不断

开发和完善，以取得行业领先地位，还能获得明显环境
和经济效益。

CircleToZero是一个协同合作过程，我们与客户、研究机

构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分享创新成果、开发新的解决方
案，并为整个行业的财务正收益和环境影响做出贡献。
为什么选择CircleToZero?

制浆造纸工业发展迅速，在实现零排放和无废弃物的同
时，实现经济增长以及更高的整体资源效率是该行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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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法规、资本

工业生物化学品和生物燃料。此外， 针对当前的副产品，安德里茨已经

从雄心壮志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安德里茨拥有强大的客户支持和

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以及在使用

维本身生产新的增值生物产品成为

益并非没有挑战。与客户和合作伙

ToZero解决方案变为现实。协同合

和客户需求都需要解决资源稀缺、 安德里茨纤维加工技术使得用木纤

确定了几个使用CircleToZero的机

更少自然资源的同时创造更多增值

厂内外进一步使用它们。

产品。

制浆造纸过程会产生多种气态、固

态和液态副产品。
这些副产品包括：
气态副产品：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臭气和二氧化碳

固态副产品：绿泥和绿砂、污泥、飞
灰和气化炉底灰、浆渣和白泥

液态副产品：滤液、粗甲醇、冷凝水、
富含硫酸盐的副产品和粗硫酸盐松
节油

目前，安德里茨A-Recovery+化学品
回收理念挖掘了许多传统工艺未使

用的副产品的经济潜力。其中包括

可能，包括溶解浆和微晶纤维素。
气态副产品

• 氮氧化物还原技术

臭气

• 臭气处理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固态副产品
绿泥和绿砂
污泥
飞灰和气化炉底灰

盐木质素。

白泥

CircleToZero的机会

CircleToZero 在制浆造纸行业开发
循环利用途径和新产品的机会：

1.循环利用。CircleToZero是通过在
整个浆厂生产过程中采用更高的效

液态副产品
滤液

率和封闭循环来实现的。未来的机
会包括通过提高废水的回用率来减
少清水的使用——实现工厂污水零

排放、捕集生产中排出的二氧化碳，
以及进一步利用捕集的二氧化碳来
创造新产品。

2. 增值产品。通过更好、更有效的方

式利用现有的副产品，CircleToZero

在用新的木质产品和材料替代化石

基产品方面有很大的机会。可替代

材料包括塑料、复合材料、纺织品、

CircleToZero机会

氮氧化物

将粗甲醇提纯为商品级质量的生物

甲醇、就地生产硫酸以及回收硫酸

会，以消除、减少副产品，以及在工

粗甲醇
冷凝水
富含硫酸盐的副产品
粗硫酸盐松节油

• 二氧化硫去除技术
• 利用二氧化碳和氢气生产生物甲醇

安德里茨意识到创造经济和环境效
伴一起协作，CircleToZero可以应对
这些挑战。

C i r c l e To Z e r o 将 通 过 财 务 收 益 、
新 业 务 开 发 和 投 资 机 会 ，以 及
遵守日益严格的法规而变为现

实。CircleToZero可以解决一个老

问题，即纯粹为了减少排
放而进行的投资在财
务上很少可行。

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可将Circle-

CircleToZero

们为短期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做出
最佳决策。

作对于抓住发展机会并共同开发创

新商业模式至关重要。凭借技术优
势，安德里茨将为其客户分析差距
并提供现有工厂改善建议，如果提

前规划使用CircleToZero方案，还能
够证明新项目的投资回报时间接近

Naveen Chenna
naveen.chenna@andritz.com

于零。

CircleToZero需要的技术、环境和财
务方面的数据已经存在，有利于我

请到我们增强现实app观看
本文视频！
更多信息请看第3页

CircleToZero机会
• 碱的来源
• 通过去除有害成分而转化为肥料
• 转化成颗粒
• 新产品开发

• 厂外净化和再利用
• 气化炉底灰为新原料
• 净化再利用
• 碱的来源

CircleToZero机会
• 处理滤液的新策略
• 净化后的滤液再循环利用
• 减少清水使用以实现工厂污水零排放
的目标
• 厂内外提纯和再利用
• 新创收
• 冷凝水的再利用
• 清水用量减少

• 提取硫酸盐以减少清水用量
• 厂外提纯和再利用
• 新创收

言出必行:
应用中的CircleToZero
以安德里茨A-Recovery+化学品
回收理念为例

凭借现有和正在开发的技术，CircleToZero 可以通过转换和利用副产品

为新的收益丰厚的生物基产品带来机会。
在本期 SPECTRUM 杂质中，有
两个使用安德里茨 A-Recovery+ 技术将 CircleToZero 计划付诸实施的
主要例子：

Södra Cell最近启动了世界上首个生物甲醇工厂，即位于瑞典南部的

Mönsterås 纸浆厂。
采用安德里茨的 A-Recovery+ 技术，该工厂从制浆
过程中提取甲醇，现在有能力生产 630 万升商品级的生物甲醇。
生物甲
醇将作为化石基甲醇的替代品出售，用作运输燃料。

Klabin 最近为其位于巴西南部的 Ortigueira 工厂订购了一个硫酸车间。
还是通过安德里茨 A-Recovery+ 技术，工厂将使用含硫气体——通常在

锅炉或石灰窑中燃烧——生产自己的硫酸，同时控制工厂的钠/硫平衡。
这
将节省包括硫酸在内的化学品，同时也大大减少钠类化学品的消耗。

A-Recovery+ 技术是将工厂中的所有化学品循环视为一个整体，并检查

不同副产品在哪里可以进一步使用、
回收或提炼。
目标最终是通过生产用
于工厂所需或在商品市场上出售的生物基产品，进一步利用副产品创造
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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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运行系统
备料系统的自主运行

优化系统

智能备料

优化工艺和设备性能、生产和盈利能力

作为副产品
自主运行

诊断系统

过程和设备诊断、状态监测和预测

凭借深厚的工艺知识和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成功交付原木备料的经验，安德里茨智能备料
将其所有经验与最新的IIoT技术相结合，其结果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备料革命。
原木备料的数字化并不是什么新鲜

运行就会成为副产品。
”

质量、更少的停工和更高的正常运

过数字化提供各种平台和技术解决

Moncada说要让一个备料工段成

护问题，最终使备料更容易操作，这

量 。事 实 上，安 德 里 茨 在 备 料 领 域

波动。
“这种波动可能是在原木的大

事，安德里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
方 案，帮 助 客 户 节 约 木 材 、提 高 产
拥有对制浆造纸行业客户的丰富经

验，同时在中密度纤维板和生物质

发电应用领域也有丰富经验——事
实上，安德里茨的备料业务贯穿其
脉络。

安德里茨备料业务数字化主管
Wayna Moncada说：
“最近，随着自
主运行的制浆和自主运行的浆板机

的发展，自主运行的备料已经成为
一个目标。但数字化不仅仅是自主

运行；它是关于客户真正想要和需
要的：砍伐正确的木材，从木材中获

得更好的得率，获得最好质量的纸

浆，最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并预测停机时间。

“ 一 旦 我 们 做 对 了 这 些 事 情，自 主

功地运行，首先意味着要全面减少
小、树种、库存管理的方式，或者是

行时间。此外，还可以更好地预测维

意味着您不需要高技能的操作人员
一直在场。
”

干的与湿的木材混合。所有这些例 “ 智 能 备 料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了 波
子都有木材损失或备料过程中断的
可能性。
”

“ 如 果 你 的 备 料 有 波 动，最 终 会 出

动，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在安全方面。
更少的停工意味着更少的操作人员
进入危险区域以疏通瓶颈。
”

现得率损失，以及生产中断，当波动 “智能”的三个层次
很大时，通常会出现一个又一个问

安德里茨智能备料的概念和产品组

里的例子。在一个波动很小的智能

盖各种单个的智能产品，包括机器

题，这只是下一个问题会出现在哪
工厂，你总是在任何即将到来的问
题之前就已预判。换句话说，你永远

不会追逐信息，而是信息永远会追
着你。
”

“一个智能备料工段的经济效益是
巨大的。”Moncada说，
“我们的成

功来自于更好的得率、更好的产品

合基于三个智能级别；基本水平，涵

和过程诊断设备，例如Chipper EKG

安德里茨智能备料的概念和产品组合基于
三个智能级别。

强调模块化、着眼于未来的可升级

产品。
适用于新建和现有备料工段。
客户确实需要了解其备料的运

Metsä Fibre 的 Äänekoski 工厂与

该特定区域提供正确的模块。
”

同，在木片流检测设备中增加检测

在哪里遇到最多阻碍，我们可以为
“我们非常清楚，在现有工厂中，完
全自主不可能马上发生，因此采用
模块化方法，工厂可以解决一个问
题领域，然后再添加另一个模块。然

后，我们就可以在备料的升级过程
中，将每个模块连接起来。
”

层级包含自主运行系统，这些自动

有许多业绩，在为备料运营提供成

用技术（如自动运行的行车）构建。

智能备料产品组合中的级别和系统

ekoski和Kemi提供两套智能备料的

行，”Moncada说，
“客户需要确定

智能备料——业绩和订单

化系统由较低级别的优化系统或专

为其在芬兰的生物制品工厂Ää n -

“ 作 为 一 个 现 有 工 厂 的 起 点 ， 订单：

或ChipSCAN；第二个层级是子系统
的优化，包含较低层次的产品；第三

安德里茨最近收到了 Metsä Fibre

安德里茨智能备料在全球范围内拥

功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最

近交付的项目包括巴西Bracell以及
智利Arauco MAPA项目的备料解决
方案。

安德里茨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
过大片和树皮含量的智能仪表用于

优化剥皮过程。该协议将在安德里
茨协同模式下运行，用于工厂的三
条剥皮生产线。

Metsä Fibre 的Kemi已经为其计划
在芬兰新建的工厂订购了两台完全

自主运行的原木堆场行车。这些行
车将是世界上第一台自主操作的原

木堆场行车，将采用人工智能优化

原木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木材损
失。

优势

原木备料智能解决方案的重点
是用最新技术优化整个操作，
主要关注领域包括:

• 充分利用木材原料
• 最佳木片质量

• 提高运转率：提高生产线
效率

• 态势感知和可预测性：通

过决策支持墙和智能移动
设备实现实时透明的生产
感知

• 提高安全性：自动化备料

意味着需要操作员的参与
更少

Wayna Moncada
wayna.moncada@andritz.com
andritz.com/smartwood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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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i集团旗下Swiecie工厂
的纸浆产能大幅提升

Mondi集团位于波兰Swiecie的综合造纸厂需要将纸浆产能提高25%，以满
足其五台使用原纤维的纸机不断增长的需求。
该解决方案虽然复杂但完成
的非常成功，既利用了旧设备，又结合了安德里茨的最新技术。

No. 42 / 2021

产线可以达到500吨/天的产量。

该模拟的主要目的是评估理论模型

年产量约50万吨，供厂内6台纸机中

与全新投资项目相比，这个项目投资

预测当木片通过容器时蒸煮塔条件

纸采用100%回收浆。该厂合共每年

键。
我们需要详细了解设备性能和现

Mondi

Swiecie是波兰最大的纸浆

和纸张综合生产商之一。该厂纸浆
的5台使用，第六台纸机PM4生产的
生产150万吨的瓦楞纸、牛皮纸和麻
袋纸。

在2012年，Mondi Swiecie联系安德

里茨，希望将其化学浆年产能提高
10万吨，最终目标是在最近重建的

决策前的准备工作是项目成功的关

对实际操作的反映程度，并能准确
的变化。

有瓶颈并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将当前

除了对工艺的充分了解外，设备的

为此，2014年，安德里茨与Swiecie工

的第二个关键。Swiecie工厂向安德

全面了解实现既定目标的可能性。

对每件设备的状况和可用性的综合

的结果与估计的设备性能进行比较。 机械状况是评估所需变化和总预算
厂人员合作进行了一次系统检查，以

两台造纸机上生产更多的优质纸。 工厂日常实验室数据和DCS数据被

里茨提供了全面的设备清单，包括
评估。

工厂管理层对工厂的潜力有深刻的

用于对现有工况进行分析计算。
运用

Mondi Swiecie 的纸浆生产工程师

安装的旧平行纤维线仍有大幅增加

模和模拟。
通过模拟现有情况并预测

茨的专家和工程师对这个项目的现

认识，他们估计这两条最早于1972年
产能的空间。
Mondi

Swiecie的纸浆经理Marcin

模拟程序对蒸煮塔和洗浆区进行建

潜力，收集以下参数作为模拟的基
础：

Bocian解释说：
“作为工厂绿色项目

• 蒸煮区域的设备选型和设计

的单日产能再提高150吨，使每个蒸

• 所有温度

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是将蒸煮塔
煮塔的纸浆单日产量达到750吨。当

然，我们需要在不影响纸浆质量的
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想在提
高卡伯值游离度和稳定性的同时减
少碱损失。
”

“ 在 这 个 项 目 之 前，我 们 每 天 生 产

650吨优质纸浆，所有东西都在超负
荷运行，包括蒸煮塔和洗浆工段。蒸

• 所有流量

• 现有的原料和纸浆参数
在模拟蒸煮塔内的情况时，考虑了以
下情况：

• 木片料柱的压缩

• 液体和木片流动的作用力
• 卡伯、碱和温度配置文件

煮塔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而它
们最初的设计容量只有250吨，所以
我们已经在挑战极限。
”
维修、升级还是更换？

在Mondi Swiecie的项目中，最好的
解决方案是升级和用新技术取代旧
技术。在蒸煮区域，主要重点是升级

现有的主要设备，并增加新的辅助
设备，如热交换器，为提升产能提供

所需的生产力和条件。另一方面，在
安装了Sureflow™筛
板以提高产能和抽提
流量。

Mondi Swiecie

洗浆区域，最经济的解决方案确实
是增加第三条生产线，这样每条生

Diamondback™
木片料仓底部和
木片计量螺旋提
供均匀的木片
流量。

Wojciech Jazdziewski 说:“安德里
状进行深入研究，这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只是希望提供
机械解决方案，比如更大的泵或更
大的过滤区域。他们深入研究，不但

解决了纸浆的质量问题，还考虑到
了未来产能的进一步增加。
”

负责Swiecie项目的安德里茨技术专
家和工艺工程师Aki Muhli 说：
“毫无

疑问，工厂的蒸煮塔和洗浆线正在
面临挑战，我们仔细研究了如何最
好地应对挑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
它。在销售和工程阶段，我们研究了

不同的选择，并与Swiecie团队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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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芬兰的一些咨询机构，以确定最
合适的解决方案。
”

关键是木片预蒸和蒸煮塔内部升

木片仓中的窜流现象导致松节油冷

却和预蒸的波动，对纤维束含量和
喷放线卡伯值有影响，尤其是在冬
季。在夏季，木片仓通风系统泄漏的

气体导致高温峰值，闪蒸泄漏也造
成了额外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高效的预蒸能够确保

蒸煮液到达每个木片的中心，使木
片均匀地脱去木质素。预蒸是指在

Wojciech Jazdziewski(左)和安德里茨团队(Jouni Pekonen, Mikko Haapsaari, Aki
Muhli和Tomi Suikki)在蒸煮塔的顶部热烈讨论着。

根据第一线的开机和运行经验进行

喷嘴的优化确保料柱更好的稀释洗

涤，同时也促使浆料更好从蒸煮塔
中排出。

段式筛板，筛板全面覆盖整个转子，

决方案是在现有的两条洗浆线的基

Diamondback技术改造现木片仓

流量范围。通过用Unigrid™筛代替两
让高压喂料器的液体回路得到改

的可能性。经过仔细的调查和计算， 善。
安德里茨认为这个选择也是可行

切割，更换为Diamondback料仓底
其他木片仓相比较，其优势在于所

一次接触木片槽中的液体时可以更

动，从而实现:

有木片在木片仓内以相同的速度移

中的化学物质快速扩散到木片中心

• 过程均匀性

蒸煮液里也很重要。

• 无移动部分

安德里茨建议更换旧木片仓，采用新

行 升 级，让 料 柱 更 加 紧 凑，以 便 更

践经验，说服安德里茨先考虑利用

cie团队参考了集团其他子工厂的实

充分的预蒸确保木片内部充满水或

木片进料线的布局非常复杂，原本

到1500吨的日产能，达成了与产能

成本计算表明，此项目要达到设计

流量，重新分配液体流量以实现高

以及溶解的木质素从木片中脱离到

线路顺利开机。双方满怀信心地等

些管道的尺寸会被调整以满足新的

中去除，让蒸煮液填充气孔(渗透)。 部。Diamondback木片仓与市面上

快地吸收蒸煮液。这对于让蒸煮液

倾斜的底部角度迫使纤维材料回到

HELP™木片仓（包括中部汽蒸）。Swie-

蒸煮塔容量增加的关键是确保在整

蒸汽而不是空气。这使得木片在第

在201 7 年1 1 月进行，大部分主要设

好地排出蒸煮好的浆料。。水平方向

的。这一改造将旧的料仓底部进行

浸渍过程中，将空气从木片的气孔

准备就绪，将于10月中旬开工。在与

料柱中。通过新设计对底部刮刀进

系统检测的结果证实，产能提升的
级，以改善木片流量的下行和洗涤。

面。SureFlow筛板背面的缓冲角度

允许细小木片通过而不堵塞筛孔， 蒙迪工作人员的顺利合作下，这条

主要技术改进

• 统一留置时间，确保最佳预蒸
由于流量增加，所有受设备升级影
响的管道都需要重新计算，其中一

个蒸煮循环中有足够和稳定的液体

效的蒸煮反应和改进洗涤工艺。采
用新型压缩循环，提高蒸煮塔内木

产能和纸浆质量目标，最经济的解

f i l e b a r 筛板相比，有更大的接触

有关的主要保证值，并完成了大部
分洗浆效率提高指标和纸浆质量指
标。

Jazdziewski说：
“Mondi Swiecie工

Bocian总结道：
“Mondi Swiecie本

片仓是封闭在一个建筑里的，这意

解决方案，我们对改造结果感到非

厂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我们的木
味着我们必须拆除屋顶，这显然是
项目的另一个障碍。
”

次升级改造采用了安德里茨提供的

常满意。要知道我们这里讨论的是

升级已经使用了近50年的蒸煮塔，
而且要求目标容量是设计容量的三
倍。
”

设备配置选择不变——DD洗浆机和

Diamondback仓底分成四部分放

案，我们打破了工厂的生产记录，现

终纸浆质量，还在两段筛的主线和

困难的安装工作。
”

高质量纸浆，这些蒸煮塔最初设计

GFF真空洗浆机的情况下，为保证最
尾渣线上都分别加装了磨机。

场，经过三周紧张的工作，第一线已

板，与 传 统 的 垂 直 缝 筛 板 和 P r o -

计目标都达到了。该系统目前已达

因此需要着重考虑如何增加产能。 不保留木片筒仓的旧顶部，然后将 “通过实施安德里茨提供的解决方

性和优化卡伯伯值控制，即是以高
在所有位置都安装上S u re F l ow 筛

了一些小的调整优化。

洗浆线的洗涤效率处于良好水平， 一部分，”Muhli补充道。
“ 我们不得

紧迫且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负荷运行蒸煮塔。

待第二线动工，特别是在动工前，还

础上再新建一条洗浆线。现在有的 “ 是 的，这 是 项 目 中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片料位的控制，提高了运行的稳定
性。所有这些调整都有效提高稳定

Mondi Swiecie

所有设备已于2015年9月底交付现

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

2 0 1 6 年 1 0 月，当 第 三 条 洗 浆 线 启

动并投入运行时，双方已准备好对
系统进行最终调整和优化，以提高

2 5% 的产能水平。最终的性能测试
工厂的3D建模
使新的和升级
的组件实现可
视化。

在每个蒸煮塔每天能够生产865吨
日产能只有250吨。更妙的是，我们

现在知道，如果我们需要再次提高

产能时，我们的生产线还可以提高
产量。
”

Paavo Tolonen
paavo.tolonen@andritz.com

安德里茨在Swiecie工
厂交付的绿色项目：
• 回收锅炉转化为生物质动力锅炉
Mondi Swiecie工厂
的纸浆经理Marcin
Bocian（上排左
三）和他的团队在
DD-Washer™前。
在
这个项目中，新建一
条洗浆线与现有两
条洗浆线并行。

• 安德里茨HERB新型回收锅炉
• 蒸发器升级
• 制浆线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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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我们增强现实app观看
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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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甲醇

浆厂的循环经济

近年来，浆厂的收入已不仅仅是
“每年多少吨浆”
那么简单。
首先是额外增加的能源
和区域供暖，然后是提取塔罗和松节油，现在浆厂逐渐明白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
额外收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安德里茨的帮助下，瑞典商品浆巨头Södra最
近在其位于瑞典的Mönsterås工厂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物甲醇工厂。

这是一个充满开创性的概念，开拓

从制浆过程中提取生物乙醇的可能

甲醇，提炼成高级生物甲醇，并作为

小型实验室。他们看到了一些成功

性的行动；从制浆工艺中提取原料
高端产品在市场上销售。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在一片称
赞声中，世界上第一家使用安德里

茨的A-Recovery+概念的工厂于去
年年底在瑞典南部S ödra Cell的
Mönsterås 纸浆厂启动。

但这个世界第一仅只是故事的一部

分，最初是从Södra Cell的三个浆厂

中的另外一个浆厂开始。在执行该
项目期间，高级项目经理Leif Sjöb-

lom解释说:“我们有一些非常好奇
的工艺专家在Mörrum工作，他们对

性非常感兴趣，并开始建立了一个
的成果，对自己的发现非常乐观，于

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Invico Meta-

nol AB，并申请了这项技术的专利。
”
这一发现完全是关于去除硫含量的

复杂方法，从而留下足够清洁的产
品，并成为商品级的生物甲醇。与其

它所有的好主意一样，浆厂也尝试

生产生物甲醇，但由于提取过程的
障碍而失败，最终被放弃。通过引入

石蜡油进行提取，前Södra专家试验

的过程跨越了这一障碍。然后用蒸
汽对油进行净化，可以反复使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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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个真正的循环概念。
“在提取过程阶段的其他尝试都失

败了，所以Södra的专家们想出了他
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很快证明了

使用他们独特的解决方案可以获得
真正好的最终产品质量，”Sjöblom
说。

扩大技术

这项令人兴奋的新开发作为Södra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项 目 继 续 进 行，与
Invico Metanol作为顾问合作，并在

Mönsterås工厂建立了一个试点工
厂，以进一步开发该工艺。Sjöblom
说:“我们在工厂旁边建造了一个集
装箱解决方案。”并为精炼和提取过

程添加了三个塔。
很快就证明了这是

可行的，并在2016年决定将这一工艺
工业化，在这个工厂生产我们自己的
商品级生物甲醇。
”

从成功的试验设备到完全商业化

的关键阶段之一是将技术按比
例进行放大。S ödra最初计划

自行开展该项目，但这段时间
恰好与安德里茨购买Invico

metolol生物甲醇提取技术
专利的时间吻合。

“ 这 是 一 个 关 键 点 ，”

生物甲醇由卡车运送到客户那里，在那里它可以用于生物柴油的生产。

Sjöblom表示：
“我们本来可以独自承

团队。

安德里茨调试和开机经理Jo a k i m

参与，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合作伙

Södra负责该项目的建造，安德里茨

了该项目的调试和开机，在那个阶段

工厂。
”

该项目的工艺设备。
项目的所有参与

担整个项目，但现在有了安德里茨的
伴，可以承担整个项目，并交付整个

经过大量的讨论和规划，最终在2018
年3月确定了合同，并开始工作。
“这
是项目中非常令人兴奋，但也是要求
很高的阶段，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不
断学习，不断探索新的未知领域。

随着项目的进展，我们不断学习，无

论是在安德里茨还是在我们的项目

负责该技术的放大，以及设计和制造
方都使用了3D设计技术，Södra、安

德里茨以及参与的建设公司，很快就
意识到现有的厂房不够大，不适合放
大后的技术。

“ 我 们 需 要 更 改 设 计 ，扩 大 厂

房 。这 也 造 成 了 一 个 短 暂 的 延
误，”Sjöblom补充到。

Johansson说:“我在2019年8月接管

仍有一些设计更改正在进行。当时，
安德里茨的工程师和Södra的操作

人员密切合作，我们学到了很多东
西。

“显然，对这样一个新概念，有些操
作和问题是我们在实际尝试之前是

无法预见的。
但我们克服了出现的挑
战，共同努力实现了目标。这是操作

人员和安德里茨之间真正的成功合
作。
”

“有了安德里茨的参与，我们
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合作伙伴，
可以承担整个项目，并交付
整个工厂。
”

Leif Sjöblom

Södra Cell创新和新产品高
级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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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领域销售。
Södra Cell生物产品的

环和浆厂作为一个整体，并仔细研究

我们正在进入的一个非常令人兴奋

或精炼不同的副产品，以生产新的生

销售经理Viktor Odenbrink说:“这是
的领域，有很多激励措施鼓励生物燃
料生产商在自己的产品中加入更多
的可持续性成分。

“我们将主要供应生物甲醇，作为化

安德里茨现场经理Joakim Johansson和Södra操作人员Johan Blom在控制室。

2019年11月，生物甲醇工厂首次使用

Paltmann说:“这不是一个寻常的项

概念，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考虑

甲醇工厂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全新的

粗甲醇运行，考虑到这是一个全新的

到手头的任务，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

利，有许多不同的专业聚集在一起。
”
“经过圣诞节的短暂休息，以及1 月

项目上工作，正是这个团队——来自

是为运行而建的，只有通过持续运行

个项目获得了成功。
”

物甲醇。像所有这类工厂一样，它们

才能达到预期的稳定性，”Sjöblom

点，我们的生物甲醇被归类为“森林
残留物加工产品”
，这在财政激励方
面非常有吸引力。

年3月移交给Södra，尽管早期面临挑

很快看到工厂生产出的高质量的生

Södra和安德里茨的全部奉献，使这

已于2020年2月交货。
该工厂于2020
战，并正在进行一些优化，该工厂已

于2021年开始商业运营。
该工厂生产

的所有生物甲醇都被送往丹麦公司
Emmelev，用于生产生物柴油。

安德里茨公司A-Recovery+的主管

Lauri Pehu-Lehtonen说:“ A-Recovery+的概念实际上始于一个非常简

说。

森林残余物加工产品

负责Mönsterås生物甲醇工厂

该工厂目前的产能为630万升生物 “我们的想法是将所有的化学品循

项目的安德里茨项目经理Egon

利用安德里茨的A-Recovery+概念，
甲醇，将作为化石甲醇的替代品在运

品，排放更少的废物，并创造新的收
入来源。
”

回收木质素用于高级生物制品，并不

概念，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经历了

份投产时出现的一些早期问题，我们 “然而，我们有一小群人一直在这个

望看到我们的客户购买更少的化学

燃料加工的。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卖

该工厂生产的第一批商用生物甲醇

有很多的经验和起伏。

物产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希

除 了 生 产 生 物 甲 醇 ，安 德 里 茨

目，之前也没有先例可循。这个生物

一些过山车般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在哪里进一步再利用、回收

学或生化工业的平台，以提取菜籽油
中的物质，这些物质目前是使用化石

单的想法;即提高纸浆厂的资源效率。

Södra Mönsteras

A-Recovery+还从臭气中生产硫酸，
断寻找新的机会进一步改善纸浆厂
的气候表现。

Jaakko Wallenius
jaakko.wallenius@andritz.com

Lauri Pehu-Lehtonen
lauri.pehu-lehtonen@andritz.com

工艺解析
甲醇净化首先从运行中清除有气

味的粗甲醇(MeOH)，使其不含氮

和大部分硫。
纯净的甲醇是石灰窑
可使用的理想低氮生物燃料，副产
品硫酸铵是污水处理厂的理想营
养物。

如果工厂决定生产商品级生物甲

醇，那么清洁的甲醇可以进一步提
纯。
在这一过程结束后，生物甲醇
可以在工厂内部用于生产二氧化

氯，也可以出售以获得额外收入。

利用安德里茨公司的A-Recovery+概念，该工厂目前拥有生产630万升生物甲醇
的生产能力，生物甲醇作为化石甲醇的替代品将在运输领域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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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磨浆机的最新发展：
TwinFlo Prime
闪亮登场
安德里茨的工程师通过改进产品设计、
优化制造方法以及材料结构，持续寻找
改良产品的方法。
这集中体现在接下来
要介绍的Twin Prime磨浆机中。

例，是磨浆技术领域中的行业标杆。
在动盘的两侧。在磨片间隙调节方
面公认的最先进技术在于允许动盘

在花键轴上“滑动”，在两个静盘之

损。TwinFlo Prime 磨浆机在轴承里
有一个黏滞的阻尼装置可以吸收这

结构紧凑。TwinFlo Prime 磨浆机的

多承受25%的功率，大大提高了单位

是更换盘片，人工刮除键槽的沉积

轴承单元设计独特，采用了水润滑

约缩短了30% 。由于轴承不用润滑

的。

承。用密封水代替润滑油作为润滑

磨浆机盘片就会偏磨。处理措施就

物，这 是 十 分 麻 烦 、昂 贵 而 且 耗 时

使整个轴和动盘成为一个单一整

安德里茨产品经理Peter Ortner正在检查第一台在安德里茨格拉茨车间
生产的TwinFlo Prime磨浆机。

功率就会在两个磨区分配不平衡， 的主要改进。

滑动不畅。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输入

体。这是TwinFlo Prime 低浓磨浆机

的滑动轴承来替代常规的滚子轴

介质。正是通过轴承的这个新设计，
使得动盘和轴能够一起在轴向一定

长度对比传统的TwinFlo磨浆机大

油，不 会 有 油 污 染 浆 料 的 风 险，因

提升，这让TwinFlo Prime磨浆机可以
磨浆性能。因此，相同条件下可以使
用更小型号的磨浆机。

此不再需要独立的机械密封，轴承

优化浆流。动盘和轴的简化连接创

轴的长度。用户将能享受到TwinFlo

大约70%，优化了浆流并使得浆料能

可以更靠近动盘，大幅缩短了整个

造了一个机会，可以使动盘开口增

对于新式的TwinFlo Prime 磨浆机， 范围内移动。

Prime 磨浆机带来的更简化的设备

办法去调节磨浆间隙，同时消除了

充足的维护空间。

阻尼装置。磨浆机开机时由于浆料

提高能效。受益于轴承单元离动盘

到足以使转子贴合一侧的定盘，导

安德里茨的工程师用了一个更好的

这个技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运行

由于键槽结垢带来的问题。这个办

新式TwinFlo Prime低浓磨浆机

磨浆效果不好以及不必要的磨片磨

更近，轴的强度和设备的刚度显著

键槽帮助引导动盘。

良好，但偶尔会出现白水中的残留

致动盘不能回位并自行居中，造成

能力，还有一些其他的核心优势：

间轴向自居中。动盘在轴上滑动时， 建立连接
围绕轴四周的一连串经过机加工的

更多信息请看第3页

快速移动。

化学品沉积在键槽中结垢使得动盘

TwinFlo磨浆机有一个动盘，磨浆区

请到我们增强现实app观看
TwinFlo Prime产品介绍视
频！

些力量，防止开机时大流量造成轴

安德里茨的TwinFlo磨浆机久经考
验，全球超过2,000多个成功运营案

TwinFlo Prime

一系列优势

新式磨浆机动盘和轴固定连接的方

法就是直接把动盘和轴连接起来， 式不仅提高了保持盘片最佳间隙的
动盘和轴直接连接

布置，更轻松的运输和安装以及更

TwinFlo（左）vs. TwinFlo Prime（右）的尺寸对比

在两个磨浆区之间均衡分布。

瞬 时 涌 进，推 动 动 盘，推 力 有 时 大

简化运行和维护。对运行和维护来
说，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避免了可

能来自轴承的油污染，即使轴承有
泄露。另外，磨浆机的新设计大大减

少了更换轴承或关键零部件时拆卸

所需要的时间，因为轴承单元采用
了集装式设计，可以快速更换。

使用了简单的机械密封，这个密封
也采用了可以快速更换的集装式设

计，更换时不需要从基础上拆卸磨
浆机或传动单元。

均匀受力和均匀分布的浆料，消除
了单边磨损，这都让盘片寿命得以
延长，停机更换时间得以减少。
总结

TwinFlo Prime 磨浆机动盘和轴之间

固定连接的设计提高了磨浆间隙的

调节能力，消除了滑动机构沉积物

结垢的潜在问题，此外它还有几个
核心优势：更紧凑的结构、更高的能

效、更高的装机功率、更加优化的浆

流分配、更长的盘片寿命以及更简
单的维护。

Peter Ortner
peter.ortner@andritz.com
andritz.com/tf-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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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e Clermont

取得控制.
加拿大魁北克省Resolute FP Clermont工厂概貌

通过展示出一种真实的首创方式，安德里茨和位于加拿大的Resolute FP Clermont
工厂，在其8台磨机中的两台，完全革新磨机的载荷控制与稳定性，创造了世界先例。
安德里茨的液压控制器就是其中的秘密武器，并增加了自动化定制。
“我们在克莱蒙特有一个运行严格的车间”车间经理
Jean- Pierre Bouchard说。
我们的绝对目标是在整个

90%的正常运行时间。

工厂实现效率最大化。
我们机器和设备的生产率是一

Resolute FP Clermont的TMP工厂位于加拿大魁北

产能力，以及预防性维护计划，我们很自豪地拥有超过

每吨产品的低生产成本时。
它还以其产品质量为傲，这

个大问题，由于我们专注于最大限度的提高我们的生

克省，是世界领先的新闻纸工厂之一。特别是当谈及

些产品被美国、
欧洲和其它国家的著名报纸如《纽约时

安德里茨，已经是克莱蒙特工厂的一个长期供应商，被

的纸机上以1275米/分钟的速度，生产低基本克重40 -

带来对现有CD磨机更多的控制性，这个问题是针对

报》和其它主要报纸出版商所采用。该厂在其8.7米宽
48克/平方米的新闻纸。

克莱蒙特的管理层最近决定，需要升级其单一纸机
所对应的三台磨机之一，以更好的控制效率和稳定

联系咨询是否有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该方案需要

另一个供应商的老模型。
经过磋商，改进磨机的稳定性
完全是可能的。
通过用一个液压伺服阀来替换机电导
向阀，并移除间隙传感器来实现。

性。
Bouchard解释说：
“当想到我们运行的磨机时，我

这个项目意味着着手一项以前从未执行过的任务，事

你想以一个恒定的速度行驶，无论是上坡，下坡还是在

控制器来提供更稳定的磨机载荷控制和改进的质量控

喜欢把它比作汽车的巡航控制。
当你使用定速控制时， 实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
这个范围包括安装一个液压
直道上。
我们现有的磨机根本无法控制。
”

制。
还包括安装安德里茨的磨机保护系统ADV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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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片间隙，但后来决定使用安德里茨无接触式
位置传感器。
”

第一套完整的磨片位置控制系统安装在CD70

磨机上，并按照计划于2019年3月开机。
液压转

安德里茨液压模块

克莱蒙特工厂生产负责人Steve Perron补充

器维持两个区域的磨片位置。该控制系统还管

面是去除了TDC，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

平面区域磨片位置。它使用标准的无接触传感
控制平台，对操作用户友好。

行，变成现在能实际分析数据，并微调输出的效

高兴，他说：“我们从通过声音来控制磨机的运
率和质量。
”

Renaud说：
“我们在2018年首次展示了液压控

交付和开机都很顺利，当遇到障碍或挑战时，工

来的自动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信，现在只要稍加调整，我们就会非常接近最佳

“起初，这家工厂打算使用现有的TDC来控制

Jean-Pierre Bouchard

Resolute Clermont

工厂经理

茨的液压模块替换导向阀，并且还有一个伺服

新的控制系统现在管理同步CD磨机上锥形和

和操作效率。

制器和ADVACON”
，克莱蒙特对它将给磨机带

周后一切进展顺利，每个人都接受了培训。
”

阀；
它确实提高了响应时间。

工厂经理Bouchard对磨机更新后的结果感到

安德里茨高浓磨机自动化产品经理Sy l va i n

片零位在哪里，怎样使用新系统运行生产线，几

动顺序和逻辑。

制系统，允许在没有TDC传感器的情况下通过
液压伺服阀控制，这大大提高了响应时间、精度

说：
“有一段适应期，操作者必须了解新系统，磨

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有趣的方面是用安德里

理磨片保护，静态和动态零位，以及提供最新的
此外，在磨机上还安装了一个新的磨片位置控

克莱蒙特工厂的TMP负责人Philippe Martel

换在四个小时内完成，包括移除导向阀，连接新

的液压模块并断开TDC传感器，并验证电机启

厂和安德里茨的专家很快克服了它们。我们相
操作效率，我们非常接近最佳操作点。

“我们的机器和设备的生产率是
一个大问题，由于我们专注于最
大化我们的生产能力，以及预
防性维护计划，我们自豪地拥
有拥有超过90%的正常运行
时间。
”

Resolute Clermont

自从克莱蒙特公司安装后，Bo Paper Arapoti

Brazil在一次计划的停机期间在两台CD76磨机

上启动了一套液压控制器系统。TDC、导向阀和

步进电机被拆除。在使用液压控制器动态调零锥
形和平面区域间隙后，生产线按时启动。

道：
“在我看来，这个项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

不用依靠不同的人做就会改变的耳机校准，不
用再买传感器，不用再更换和检查传感器。现

在，我们按下一个按钮，一切都是自动的，每次
都能正常工作。
”

Sylvain Renaud
sylvain.renaud@andritz.com

从左到右：
安德里茨Sylvain Renaud; Jean-Claude Bourget, Steve Perron, Jocelyn Gauthier, Sylvain Leblanc, Frédérick Turcotte, Philippe Martel, 全部来自 Resolute FP Clermont

39

40

SPECTRUM

大步

No. 42 / 2021

Vajda Papir在匈牙利经营着一家生产生活用纸的高端紧
凑型工厂，该项目是了安德里茨所拥有的综合生产专业技
术能力的体现，并同时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欧洲生活用纸生
产商正在寻求相应技术来提高成品质量和利润。
每当提及那些在车库里起家并取得

亿匈牙利福林（约4,200万欧元）用

主的想到微软、苹果等，但在互联网

为了匈牙利乃至东欧最具规模、最先

巨大成功的公司时，人们总是不由自
之外，还有许多行业领袖，他们凭着
自身的勇气和远见，从平凡起步，稳

于新建和扩建工厂。现今，它已经成
进的生活用纸工厂。

扎稳打。无需远去硅谷寻找他们，匈 “ 该 项 目 使 我 们 向 前 迈 出 了 一 大
牙利也值得一探。

步，”创始人兼总裁Attila Vajda说

例如，Vajda Papír，该公司成立于

生产生活用纸，并成为各类客户群的

1999年，当时仅有一台生产厕纸的卫

生纸机。20年后，时至今日，已成为

了匈牙利市场的领导者，产能超过10
万吨，产品包括餐巾纸、厕纸、擦手纸

道，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自己
综合供应商，而不仅仅是在匈牙利采

购原纸、进行后加工，然后进行销售。
现在我们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

等生活用纸。不仅如此，该公司还以

全方位的支持和最新的技术

店和连锁超市销售自己的产品，主要

方米的地方，每年可产出约3万吨生

Ooops品牌在20余个国家的大型药

市场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诸国
和东欧。

安德里茨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作为

技术供应商和系统的合作伙伴，伴
随其不断成长，15个月内，一条完整
的造纸生产线完成交货、安装，并最

终在2018年底投入运营。一个全新

的Vajda Papír基地建立于一个名叫

在Dunaföldvár这个占地仅2.6万平

活用纸。这些纸不仅针对最终消费

者，还系统性地扩展价值链和产能，

生产高强度和高吸水性的生活用纸，
以开发新的目标客户群，如酒店、餐

厅和咖啡厅等。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
需要为此类客户改进纸页质量，而我
们却无法在市场上购买足够量的产

品。
”Attila Vajda表示，
“显而易见的
是，我们需要在当地生产高质量的生

Dunaföldvár小镇附近的一块空地。 活用纸。
”
该基地拥有130员工，耗费了了150

No. 42 / 2021

迈进
“显而易见的是需要
在本地开始生产高质
量的生活用纸。
”

Attil a Vajda

Vajda Papír创始人兼常务
董事

请到我们增强现实app观看
本文视频！
更多信息请看第3页

Vajda Pap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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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uer

安德里茨Metris性能中心自动化
项目经理

“这是安德里茨首批连接到格
拉茨Metris性能中心的生活用
纸生产线之一，从而实现了全
天候24小时的在线支持和
远程控制。
”

Vajda Papír

安德里茨PrimeLineCOMPACT 配有
靴压和钢制扬克缸
的卫生纸机

Vajda Papír找到了安德里茨这个合

意的地方。
”

效的促成者，只要是客户想要的，并

安德里茨自动化项目经理Michael

Attila Vajda 坚信，
“数字化和人工

供了完整的生活用纸生产线，开机过

从安德里茨角度来看，此项目涉及

力，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
”

到格拉茨Metris性能中心的生活用

以帮助操作人员和工程师快速找到

数字化解决方案，它能在生产过程中

应，然后是控制系统和自动化，涵盖

经济、高效、互联

Kocbek说，
“如此复杂的项目——特

Dunaföldvár生产线的突出点，例

适的合作伙伴：安德里茨可设计并提

程中提供全面的支持。
得益但不限于
给造纸商提供建议和排除故障。
这个
项目的供货范围包括一台现代化的

PrimeLineCOMPACT VI紧凑型卫生

纸机，配备一个PrimeDry钢制扬克

缸，一个PrimePress XT Evo新型靴

压、完整的备浆系统及泵、自动化、电
气设备、辅助设备和相关的服务。该

纸机还配备了全面的传感器技术，从
而使得我们能够获得现有操作和行
为的内部详细信息。
“我们执意寻求

一台最先进的整机。
该生产线满足了

我们和客户的需求。
”Attila Vajda说

道，
“该生产线高效、成品质量高和相
对能耗低，这些是让我们感到特别满

范围广，从最初的基础规划到能源供

了整个工程。安德里茨项目经理Tine
别是在欧洲，正好与我们的能力匹

配，因此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由
于Vajda Papír选择了精益管理和组
织架构，因此安德里茨团队承担了广

泛的支持任务——甚至承担了部分
土建和安装工作的协调、纸机厂房通
风的设计等等。鉴于此，安德里茨团

队需要应对多个挑战，其中的一些挑
战甚至与核心业务或最初的合同无

关。安德里茨卫生纸机副总裁Klaus
Blechinger表示，这是安德里茨的典

型特性，
“我们把自己定义为富有成

有利于提升工厂生产效率和盈利能

从 技 术 角 度 来 看，效 率 和 互 联 是
如，安德里茨PrimePress XT Evo新
型靴压脱水温和且高效，鉴于此，相

比于传统压榨，由于特殊设计的压
榨，减少了干燥热能的需求，节约能

源，可以得到更高的压榨后干度，。
具
体的来说，也就意味着结合安德里茨

Prime Dry钢制扬克缸在最佳的操作

条件下可以节约高达20%的能源消
耗。

安德里茨还在数字化领域为

Dunaföldvár基地挖掘新的潜力，

Tine Kocbek

安德里茨卫生纸机
项目经理

Auer说道，
“这是安德里茨首批连接
纸生产线之一，从而实现了全天候
24小时的在线支持和远程控制。”这
种全方位和安全的连接提供了富有

价值的支持，在开机阶段则显得尤
为重要，性能中心的专家通过密切
关注所有的参数，并在必要的时候及
客户要求的情况下干预，提供建议和

智能在造纸生产过程尤为重要。”可

最佳的设置，避免问题，并计划预测

性维护。
他总结到，
“如果想要高效运
行，除了全面的传感器技术、大数据

分析和智能算法的实施，别无其他选

择，换而言之，Dunaföldvár已经拥

有了未来。
”

控制，在开机和提产阶段积极地协
助工厂。安德里茨自动化首席执行
官Gerhard Schiefer补充道，
“通常

情况下，这可将几周的开机时间大

幅缩短到几天。”此外，生产线在运
行过程中也做好了进一步优化的准

备，Metris性能中心也提供了远程的
协助。

“如此复杂的项目——特别是
在欧洲，我们完全有能力，也
十分感兴趣。
”

Tine Kocbek
tine.kocbek@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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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浆一览

Vajda Papír

卫生纸机设计参数

备浆系统包括了 FibreSolve FSV 碎浆机，其配备了最

新设计的节能型转子，确保浆包的高效碎解。三台久经

• 年产能3.5万吨

验证的安德里茨TwinFlo双盘磨用于处理长短纤。两台

• 设计车速2,100米/分钟

ModuScreen CP保护筛配有旋转的筛框，一台Modu-

• 幅宽2.74米

Screen HBE低能耗网前筛。流送系统具有两大技术亮

• 扬克缸直径16英尺

点：短流程配浆系统可以降低上浆槽体积，从而降低能

•产
 品为高质量面巾纸、餐巾纸、厕纸、擦手纸和

耗并可以快速更改纸种。双稀释系统可以在较高浓度小

厨房用纸，主要定量为15.8 – 20 克/平方米

筛选，从而可以显著节能。

• 开机：2018年11月份

除了完整的生产线，安德里茨还为Vajda Papír

II.

卫生纸机的特别之处

• 流浆箱：优化的阶梯扩散湍流发生器由带插件的管束组

成，可实现大范围流量和浓度的优化成型。
结合优化的喷
嘴几何形状，从而确保优异的纸张质量。
特殊设计还包括
通过直接安装在流浆箱箱体上的锥形进浆总管实现低回
流量。

• 压榨部：PrimePress XT Evo新型靴压确保提高脱水能和

改善产品质量，从而减少干燥热能的需求，因此带靴压的

卫生纸机能耗显著降低。
此外，安德里茨边缘控制系统和
独特且具有专利的偏向补偿确保更高的产品质量。

• 干燥部：PrimeDry钢制扬克缸（直径为16 ft）干燥高效、操
作安全。
再蒸发热回收系统将热能重新利用至生产过程
中。

• 卷纸部：PrimeReel卷纸机的二次臂配有压力补偿系统，

在卷纸过程中调节压区压力。
安装了空纸轴储存架，储存
卷纸轴并通过提升臂输送至卷纸机，确保高效、自动化操
作。

提供了50%的卫生纸机织物，并一直从织物和
服务方面支持客户，以进一步改善纸机性能。

III.

自动化和数字化

在Dunaföldvár现场，供货范围包括所有现场仪表、详
细工程、开机、调试和培训。最新安装的分布控制系统

（DCS）连接到现场的Metris服务器，从而提高了操作和

维护的效率，同时能使客户实现稳定和高产品质量，减
少非计划停机时间。
安德里茨利用其数字Metris UX平台

来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并为操作人员提供故障排除和决
策支持。该网站连接到位于格拉茨的Metris性能中心，性

能中心和平台根据客户要求，由相关专家提供现场和远
程协助服务，例如：
• 开机支持

• 新的控制策略实施的支持

• 远程协助解决流程和设备问题
• 培训纸厂专家

• 利用最新的增强现实（AR）解决方案与客户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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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里茨.
→ 改造新技术.
→ 助力客户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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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特雷布森市的一家生产瓦楞纸和高强箱板纸工厂，以往会有超过1,000吨/年的
可回收纤维混合在浆渣中被排出。
面对如此大的纤维浪费问题，该工厂诚邀安德里茨团队
进行了可回收纤维的系统流程优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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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我们是在花钱浪费好的纤维。
”

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

特雷布森工厂邀请安德里茨专家现

降低了三分之一，节省了25%-30%

场检查工艺流程及运行状况。并于

2018年11月进行第一次交流和实验室
Julius Schulte Trebsen GmbH &
Co.

KG公司每年的箱板纸&瓦楞纸

产量在24万吨左右，与此同时每年原
材料（混合废纸/超市箱板纸及一些

这也意味着工厂会少处理1,000吨废

优化过的位置只有底层流送系统。

用。

针对流送部底层三段筛进行优化改

浆渣，公司每年可节省10万欧元的费

瓦楞纸切条）的采购量需求接近25万

特雷布森的这台纸机始建于20世纪

筛选设备做了相应优化后，公司现在

及干燥部进行扩容，同时增加了一

吨。自从安德里茨在2020年中旬对
每年回收纤维的采购量已经下降了
1,000吨。

也因此特雷布森工厂希望安德里茨
造。
.

60年代。2013年进行改造，其中网部

在生产瓦楞纸和高强箱板纸时，大部

台新的施胶机。在2015年，纸机面层

相同的原料。
筛选部分面层压力筛使

更换了新式流浆箱，目前还没

分时间里流送部的面层和底层使用

用的筛缝更小，底层压力筛的筛缝更
大并且是三段式流程设计。
尽管使用
了较大的筛缝，还是有太多本该通过
压力筛回收的纤维大量流失。
就像特

雷布森工厂项目部经理Steffen Petrich所述：
“ 纸机的运行和成纸的质

量都没问题，现在成本高的地方是在
处理大量的浆渣。
”

废浆渣的处理价格近几年急剧上升，
尤其对于含部分可回收纤维的二等

浆渣的处理，价格在过去5年间价格
翻倍。负责车间流程工艺/技术及改

造成本控制的Steffen Petrich说：
“对
于浆渣处理我们相当于付了双倍价

实验，最终改造订单于2019年6月进
行签订。

安德里茨稀释水改造

在特雷布森工厂，此次稀释水改造包
含了：安装新式轴承架，更换新式转

压力筛改造结果显著：原渣浆排放量

后稀释水分两根管道从底部进入转

子内部，水流会通过转子外壁上新开
的小孔位置流出，稀释转子和筛筐之
间的浆料。
转子与轴承架之间的密封
环可以维持内部水压，保证内部稀释
水的稳定。

安德里茨将尾浆筛移走改造期间，特
雷布森工厂继续使用备用压力筛设

备进行正常生产。去年停机检修期
间，安德里茨完成了改造压力筛的重

新安装。改造后的设备于2020年6月
份开机，经过多方面的调整，稀释水

量最后控制在450l/min，尾浆浓缩
效应较之前降低了50%。

浆渣了，取而代之的是疾驰在道路上
的1,000吨新原料。
”

的渣浆处理费用。就此案例而言，改
造费用已完全被改造后的利益涵

盖。Petrich说：
“我们之前每年扔掉

了1,000吨可用纤维，现在我们终于
把它们收回来了。
”

除了减少排渣量这一明显好处之

外，改造同时带来了改善环境的好

子旋翼（节能的同时提高筛选效率）。 处。
Steffen
最关健的是稀释水位置的变化，改造

Julius Schulte Trebsen

Petrich总结道：
“装载

1,000吨废浆渣大约需要40辆卡车， Paul Orban
现在德国道路上不会再看到这些废 paul.orban@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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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北部的Papier- und Kartonfabrik Varel有一个紧急磨机问题，安德里
茨不仅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帮助工厂未来的扩张做好了准备。
在4 0 多年后，Va re l 的1 3 万吨箱板
KM3上的两台面层磨机已接近服役

结束。安德里茨低浓磨片业务的产
品经理Peter Paul指出了结构完整
性和振动方面的问题。

Varel的助理运营经理Dirk Drawski

说，Varel向安德里茨寻求帮助，
“但

这不是安德里茨向我们出售新设备

们展示了安装新设备或者购买二手

微使用过。这些二手机器价格不贵

Laatz解释说：
“ 安德里茨将多个部

现金在手

我们结合创造了一个低成本、交钥

个4台机的工厂。这个项目的成本大

设备的可能性。
”

门 结 合 在 一 起，提 供 灵 活 的 选 择， Varel正在投资2.8亿欧元来升级整
匙解决方案，为Varel的规格量身定
制。
”

的情况。
”
“不，这是一种合作，我们与

最后，是预算和时间的问题。Varel

Laatz 和 Peter Paul 对话，他们向我

磨机之前在竞争对手的试用工厂轻

（安德里茨关键客户经理）Karsten

而且很快可以到位。

选择用二手磨机替代旧设备，这些

约是他的0.1%。

安德里茨寻找磨机，然后Varel直接
购买它们，以最小化成本。安德里茨

然后拆解和翻修他们，配合安德里
茨Durabond磨片。安德里茨也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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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Varel

了替换磨机磨片、维护和自动化的

与磨机当时使用的设置相关联，以

们不得不一直监控它。这是一个成

其它的节省来自于新磨机更小，改

这些更现代化的磨机也意味着Varel

Drawski 表示，总的来说，
“我们是安

了能源消耗。此外，Varel公司同时还

上计划产能的增长。

好。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安德里茨一

合同。

善了流动条件和纤维处理，并减少
运行两台同样的新磨机，而不是一

确定哪些设置生产出最好的板。

将有足够的磨机产能来满足在KM3

种作为粗磨一种作为精磨。所以工

停下的手

设计，更进一步减少了成本。

机、浆料制备系统的高浓除渣器与

厂现在只需要一套设计备件和磨片

除了省钱，其它的目标还包括板面

在这个项目中，安德里茨还对新磨

Va re l 是 不 干 涉 运 营 的 忠 实 粉 丝 。

磨机，现在正在将最好的纸张结果

要的事情是它运行稳定，不需要我

Dirk Drawski

Varel助理运营经理

全的，安德里茨对我们的照顾非常
直有时间倾听我们。我们绝对信任
他们。
”

筛选提供过程控制。

层稳定的强度、成形和结构。Varel
可以以可变的速度和通过量运行新

功。
我们打开它，它就运行了。
”

Drawski说：
“对于造纸厂来说，最重

Karsten Laatz
karsten.laatz@andritz.com

“对于造纸厂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是它运行稳定，不需要我们不得
不一直监控它。
”

从左到右：KM浆料制备日班经
理Knut Hovenga以及助理运
营经理Dirk Drawski
从左到右：KM浆料制备Knut Hovenga；助理运营经理Dirk Drawski；箱
板生产运营负责人Kaj-Ole Wichmann

PK Varel磨机区域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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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 I和II浆厂的硫酸生产
巴西制浆造纸巨头Klabin正在进一步封闭其位于该国南部的Puma I和Puma II项目的可
持续性循环。
很快，它将在Ortigueira工厂从收集的不凝性气体中生产自己的硫酸。
安德里
茨的专业知识正在为这一进程铺平道路。
“可持续性问题和最新的创新在
Klabin是紧密相连的，Klabin的工

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性项目总监
Francisco Razzolini 说，
“它们是我
们公司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

作为其可持续循环战略的一部

分，Klabin最近向安德里茨公司订
购 了 一 套 硫 酸 生 产 设 备，用 于 其

Ortigueira工厂，这将是全球纸浆行
业的第一个硫酸工厂。该工厂设计
每天从浓臭气体(CNCG)和硫磺中

生产150吨商品级(>98%)硫酸，用于
该公司的Puma I 和 Puma II纸浆生

产线，并在硫酸供应方面做到完全

自给自足。该工厂采用的技术湿式

用含硫气体的方式而不是燃烧。
“几

Topsoe开发，该公司在许多行

体的方法，”Razzolini继续说。
“我们

硫酸(WSA)工艺，是由丹麦公司Haldor

业有150多个业绩。

“我们一直在寻找利用工厂产生的
副产品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含

硫气体。”Razzolini说。
“这些通常是
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在碱炉、石灰窑

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使用这些气
现在已经有了Puma I项目，每年生
产160万吨纸浆，随着Puma

II的启

动，我们的工厂每年总共生产250万
吨。纸浆产量很大，也需要大量的硫
酸来满足我们生产工艺的需要。

或火炬中使用特殊的燃烧器来去除 “PUMA II的开机给了我们一个完
它们，因为它们有臭味，会产生难闻
的气味。
”

PUMA II – 最佳的时机

Kalbin的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种使

美的机会，也是将硫酸工厂纳入我
们项目的完美时机。这意味着我们
将进一步深入我们的循环业务方

面，这将增加我们已经从生产过程
中回收的各种化学品。
”

一旦开机，硫酸厂将帮助Klabin控制

时，只需要将硫磺运输到工厂。硫磺体

率，因为优化的钠/硫平衡减少了硫酸

充CNCG气体中的硫。因此，运输量减

工厂的钠和硫平衡，也将提高资源效
盐的排放。主要的节约是通过减少化

学品使用来实现的，不仅是硫酸，更重
要的是，减少钠的化学品消耗。WSA

工厂还减少了对含硫和钠的副产品排

积占硫酸体积的三分之一，仅用于补
少多达85%，另外，运输的硫磺也不是
危险物质。

硫酸生产——学习曲线？

放的要求，从而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Ortigueira工厂很快将在硫酸方面实
而且对厂外的运输也有益处。
“在工厂
现场，硫酸被广泛用于我们工艺中的

几个部分的pH值的控制，我们的使用
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
”Razzolini补充

道：
“ 但这不仅关乎可持续性和经济;
而且，每天从500公里外运送5、6辆危

险化学品卡车到工厂也存在重大物流
问题。
”

当工厂所需的硫酸全部在内部生产

现100%的自给自足，这使得工厂成为
一个主要的化工生产商和纸浆生产

商。关于这个新工艺，有什么需要学习
的?Razzolini说:“我们在现场生产氧
气和二氧化氯，产生的氢气用于石灰

窑。氯酸盐转化为二氧化氯。我们还处
理蒸煮和蒸发过程中的元素，以及分
离甲醇，松节油和塔尔油。事实上，我

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有很多，关于利用
工厂的副产品方面，我们正朝着真正
的生物精炼厂的方向前进。
”

5月份现场安装状态

Francisco Razzolini

工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及
项目总监

“我们在Klabin与安
德里茨合作多年，开
发了许多项目、创新
和技术。
”

Klabin W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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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在PUMA II项目中的供货范围

对于WSA硫酸厂，安德里茨提供了以EPCC为基础的硫磺处理技术，硫和浓臭气(CNCG)燃烧形成二氧化硫(SO2)，二
氧化硫转化为浓硫酸(重量比98%)的技术，以及烟气处理系统。
硫酸厂采用了Haldor Topsoe开发的湿法硫酸(WSA)
技术。

除了WSA硫酸工厂外，安德里茨还为Puma II项目提供了主要的纸浆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包括:

• 一条完整的备料线，使用与现有的Puma I线安德里茨备料相同的成熟技术;包括两条桉树剥皮和削片生产线、

360°堆取料机的圆堆、木片筛选、有生物破碎机的树皮处理、树皮存储，以及为新动力锅炉配套的生物质接收系
统。

• 安德里茨HERB高效碱回收锅炉，燃烧能力为 3,300 tds/d，蒸汽参数为103 bar(a)和502°C，尽可能多发电。
HERB
高效碱回收锅炉采用高效节能的烟气冷却和给水预热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发电和蒸汽产量。

• 一个完整的白液车间，包括与工厂现有的 PUMA I 的安德里茨白液工厂相同的技术。
新的苛化工厂有5,000立方
米/天的能力，包括高效的LimeGreen绿液过滤机——生产清洁的绿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

• 一台完整的生物质气化炉和一条新的生物质处理线。
供货范围包括一台 51 MW 的气化炉，一个带式干燥机，一
个多燃料石灰窑燃烧器，和生物质处理设备和辅助设备。
安德里茨气化炉将100%替代目前在该厂石灰窑中燃
烧的重油，将显著减少该厂的碳排放。

• 基于安德里茨鼓泡流化床(BFB)技术的动力锅炉。
供货范围包括带有烟气处理和其他辅助设备的生物质锅炉。
新的动力锅炉与碱回收锅炉集成为一个“锅炉岛”
，部分辅助设备在两个锅炉之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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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zzolini补充说:“很明显，在硫酸

为何选择安德里茨?

腐蚀性的材料，很难处理，我们必须

硫酸工厂的供应商有很多原因，
“我

工厂，我们谈论的是一种非常具有

在所有操作中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水
平，就像我们已经在工厂范围内做
的那样。当涉及到硫酸厂时，安全问
题一直是我们的首要议程。
”

Razzolini表示，选择安德里茨作为
们在Klabin与安德里茨合作多年，开
发了许多项目、创新和技术。重要的

是，该公司确实知道如何在巴西运
营，并在许多项目的交付中显示了
可靠性，包括最新的项目。
”

Klabin WSA

“我们认识到安德里茨的一个关键
特点是它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我
们运营的工厂现场寻找问题、挑战

和解决方案。该硫酸工厂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该公司已经交付了出
色的产品，使用了Haldor Topsoe经

过验证的技术，并对我们在工厂的
运营方式有了深刻的理解。
”

硫酸工厂将于2022年初开机

Razzolini总结道:“当Klabin开始一
个新的、开创性的项目时，我们做了

很多彻底的调查和评估，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得到了安德里茨的出色

支持和答复，我们有信心我们会有
另一个成功的结果。

“Ortigueira的硫酸工厂的引入是

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了技术如何
使我们在Klabin实现我们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这也向我们21世纪的目标

迈进了一步，即在我们所有的运行

中更加封闭循环并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同时为当地人民提供有价值的
就业机会。在Klabin，我们坚信制浆

浆厂湿法硫酸生产的优势
•

通过减少化学品成本和污水量排放，保护环境和节省成

•

帮助管理和控制工厂Na/S的平衡

•
•
•

本

纸浆厂可以生产商品级(> 98%)硫酸，从而无需投资低
浓度硫酸储 存和分配系统

因节省昂贵的氢氧化钠，投资回报率极短

在其他行业的成熟技术，安德里茨使其也可用于所
有纸浆厂

Klabin硫酸工厂使用的技术基于安德里茨的A-Recovery+概念，使工厂从制浆过程中提取副产品，并将其转
化为商业级产品和商品。

造纸行业在解决当前世界环境挑战
方面是正确的，通过我们的可再生
和可回收产品，我们是这些挑战的
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

Jaakko Martikainen
jaakko.martikainen@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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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窑助推器
新型闪急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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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Flash-H

增加石灰窑的产能是费时和昂贵的，因为它通常涉及到延长现有的窑体，甚至更换成更大
的直径。
安德里茨的专家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应对这一挑战，现在可以极低的成本
实现高达40%的产能增长。
典型情况，白泥的干燥（LMD）在石

革命性的闪击干燥Limeflash™技术

进一步增加石灰窑的产能，同时减少

提供自己的LimeKiln

混合，从而降低温度和消除堵塞的问

资。
安德里茨白液车间的产品管理负

灰窑进料端， 安德里茨为白液车间

™标准解决方

案。LMD石灰窑也被称为“闪急干燥
窑”。安德里茨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纸
浆厂安装了大约100个标准石灰窑。

在LMD技术被引进之前，所有的窑

都是“传统长窑”
，第一个LMD石灰窑

于1990年交付。
2007年，安德里茨推

有各种优势，包括白泥和烟气的快速
题，简化了石灰窑的工艺。因为石灰

窑在较高的进料端温度下运行，其他
的好处也包括增加产能。
使用安德里

茨 的闪击干燥LimeFlash™技术的客
户还发现，该技术的可控性更好，总
体投资成本更低。

LimeFlash技术首次交付以来，我们

一直在从事大量的开发工作。
这包括
解决几个工艺挑战和机械结构的一

些变化，包括将管道形状从圆形变为
方形。
”

安德里茨现在已经进一步成功开发

最新技术LimeFlash- H™获得更多收

“LimeFlash-H现在可以
被认为是新一代石灰窑
效率优化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
”

3
4
5

干燥段旋风分离器

闪击干燥Limeflash喂料系统

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应用我们开发的
益的明显机会，例如，在降低石灰压

Mika Kottil a

安德里茨白液业务技术总监

请到我们增强现
实app观看本文
视频！

1

预热段旋风分离器

更多信息请看第3页

石灰窑

窑能耗的同时，将石灰窑的产能提高
40%。
所有这些都无需对现有窑体进

行重大、昂贵的改造就能实现，”安德

里茨白液车间技术主管Mika Kottila

4

说。

后的白泥来降低能耗。
通过在现有厂

量，目前已在全球20多家纸浆厂成

了LimeFlash解决方案，主要重点是

2

干燥段喂料螺旋

责人Mika Mussalo表示:“自2007年

随着LimeFlash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发

功安装。

1

LimeFlash-H是LimeFlash的进一步

下一代石灰窑——垂直布置的新
型闪急干燥LimeFl ash-H

2

能源消耗，所有这些都不需大笔的投

出了自己的专利解决方案闪击干燥
LimeFlash™，用于增加石灰窑的产

技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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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通过将烟气热量用于加热干燥
房中使用两个旋风分离器系统，将最

新的设备和技术垂直地添加到安德
里茨石灰窑工艺中，从而使相同规格
的石灰窑具有更高的产量。
LimeFlash-H的新特性包
括有耐火材料内衬的预
热旋风分离器 (增加的的

第二个旋风分离器),旋风

分离器底部新设计的压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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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ka Wasström

安德里茨白液工厂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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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指标表明，与安装
新的石灰窑相比，升级到
LimeFlash-H能使石灰窑的
产能增加210 t/d，可节省高
达70%的投资。
”

力锁气器,预热旋风分离器后所有相
关设备的运行温度提高至大约500摄

氏度，在预热旋风分离器的上部有新
的白泥喂料点。

“LimeFlash-H现在可以被认为是
新一代石灰窑效率优化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Kottila说。
投资节省高达70%

且对土建工程没有要求，因此节省了
大量投资。

LimeFlash-H改造后，石灰产量可提

投资可节省高达70%。
”

找优化全厂能耗的方法。最新的创
新项目之一是DEvap，这是一种小

部分，也可以用于改造现有的蒸煮车
间。

型蒸煮锅蒸发器，可产生二次蒸汽， 安德里茨蒸发设备销售经理A r tt u
DEvap理念可以作为新建浆厂的一

LimeFlash-H双旋风分离器系统进

行超高效的热回收。
更多的优点包括

蒸汽将木片和蒸煮药液加热到所需

的温度。新鲜蒸汽在蒸煮锅内冷凝，
这些水分随后需要在蒸发工段蒸发。

煮工段中，蒸煮锅顶部直接使用中压

浆生产线中时，进入蒸煮锅顶部的
直接蒸汽100%被二次蒸汽取代。这

对能源效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

石灰窑喂料端更高的运行温度，不同

次蒸汽是通过D E v a p 蒸发从蒸煮

工艺条件的灵活操作，最小的维护工

锅抽提筛板抽取的部分黑液而产生

作，和出色的运转率。

的。DEvap使用中压蒸汽加热蒸发，
中压蒸汽不是直接去蒸煮锅顶部。
由

于中压蒸汽不用在蒸煮锅内冷凝，去

ström表示:“初期指标表明，与安装

高到510t/d。由于石灰窑规模不变， 可以使石灰窑的产能增加 210 t/d，

安德里茨的制浆工艺专家一直在寻

取代直接蒸汽加热蒸煮锅中的木片。 Klemola说：
“ 在传统的蒸煮锅和蒸 “当DEvap蒸煮锅蒸发器整合到制

这意味着产能增加了40%，同时使用

新石灰窑相比，升级到LimeFlash-H

小改变
大不同

技术论

安德里茨创造了一种简单但非常有效的方法来提高浆厂的能源效率，同时提高浆厂的整
体蒸发能力。DEvap 是一台集成到蒸煮工段的小型蒸煮锅蒸发器。

一台现有L M D 石灰窑直径3 . 6 米， 安德里茨白液销售经理 Jukka Was长度75米，石灰产量300t/d，实施

No. 42 / 2021

Jukka Wasström
jukka.wasstrom@andritz.com

“自2007年首次交付LimeFlash
技术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大量
的开发工作。
这包括解决几个
工艺挑战和机械结构的一些
变化，包括将管道形状从圆
形变为方形。
”

蒸发车间的黑液固形物含量增加，因
此蒸发车间所需的蒸发量减少了。
”

减少所需的蒸发量取决于蒸煮锅蒸

汽消耗。在现代浆厂中，DEvap使黑
Mika Mussalo

安德里茨白液业务产
品总监

液蒸发量减少了3 – 5%。
在新建工厂
中，DEvap使黑液蒸汽站更小，蒸汽
消耗量更低。

在间歇蒸煮工段中，用于直接加热的
中压新蒸汽可以由DEvap中产生的

二次蒸汽代替。
一些去蒸发工段的黑

液通过换热器进入DEvap。其优点
与使用连续蒸煮锅相同：去蒸发的黑

液固形物含量更高，可减少蒸发工段
的蒸汽消耗并降低锅炉的水消耗。

置换间歇蒸煮工段使用中压蒸汽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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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高温黑液储槽的压力，并调节

系统，而不是在木片和黑液上冷凝。 现代七效蒸发站的蒸汽经济性通常

煮温度。所有这些新蒸汽都可以用

方面具有显著效益，与蒸发车间减少

蒸煮药液循环的加热，控制最终蒸
DEvap 产生的二次蒸汽代替。

在改造项目中，所需蒸发量可减少近

这种冷凝水在给水预热和软化成本

为每 吨蒸汽蒸发量6吨多，因此蒸发

蒸汽消耗一样意味着巨大的回报。
”

2.5 kg/s。

对于 Metsä Fibre 的 Äänekoski 生

中节省的低压蒸汽为 15 kg/s ÷ 6 =

DEvap使用大约1t/t蒸汽进行蒸发，

物制品厂这样规模的工厂，流向蒸

工厂产能的情况下。

如果这些蒸汽是通过DEvap产生 而

凝水处于中压蒸汽的饱和温度，通常

量相应地降低，需要蒸发的水量减少

收的冷凝水（在采用DEvap的情况

收益和回报

由于使用二次蒸汽提高了效率并节

约了能源，因此DEvap的投资回报
时间非常短，仅为1-2年。
蒸发车间发

展经理Lasse-Matti Björkstedt说：
“
蒸煮锅蒸发器的优点是可以收集中

压蒸汽的冷凝水，将其送回锅炉给水

化水将节省进入给水箱加热的低压
蒸汽量。

给水箱热耗的节省量约为15 kg/s

× 4.19 kJ/kg°K (170 °C − 40 °C) =

10%，这样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尤

其是在现有蒸发车间的条件限制了

技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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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返回的冷凝水量与蒸发量大致

8,170 kW。

而产生更多的电力。
汽轮机冷凝部分获得的电力通常在

业绩：

kJ/kg = 2,835 kW。

装在芬兰Äänekoski的Metsä Fibre

的电力节省量约为 6.3 kg/s × 450

相应的蒸汽节省量可以通过将热

因 此，每 年 节 省 成 本 为 额 外 产 生

不是直接用中压蒸汽，稀黑液的含水

算：8,170 kW ÷ 2,150 kJ/kg = 3.8

价：8500 h/a × 2.835 MW × 45 € /

15kg/s。
由于直接蒸汽被来自DEvap
的二次蒸汽替代，因此蒸汽冷凝水也

可以返回电厂锅炉。
通常在直接使用
蒸汽的情况下，损失的蒸汽冷凝水要
用软化水补充，以保持电厂循环中所
需的水/蒸汽量。

约为 170 °C。
这里的成本节省来自回
下）和软化水（在直接蒸汽加热的情
况下）的温差。软化水的温度通常在

40 °C 左右。
这种温差在给水箱中得
到平衡，其中回收的冷凝水和软化水

的混合物被加热到锅炉所需的温度，
因此回收热的冷凝水而不是冷的软

MP Vapor

kg/s。

最终总蒸汽节省量约 2.5 + 3.8 = 6.3

一台DEvap蒸煮锅蒸发器已成功安
生物制品厂。

的电力乘以每年的运行时间和电

另一位保密客户最近订购了一套

MWh = 1.1 MEUR/年。

其在奥地利工厂的蒸发能力。

DEvap系统，用于消除瓶颈并提高

DEvap蒸煮锅蒸发器采用安德里茨

kg/s。

可靠的板式蒸发技术。
蒸发车间技术

由于工艺生产不再需要这么多蒸汽

术的优势在于其固有的防结垢加热

量，它可以到汽轮机的冷凝部分，从

加热表面无需额外清洗。
”

450kJ/kg左右，因此低压蒸汽产生

煮锅顶部的蒸汽流量约为15 kg/s。 相同，约为15 kg/s。来自DEvap的冷

耗除以蒸汽的近似冷凝热来估

含有纤维。
使用板式蒸发技术意味着

总监 Tuuli Oljakka说：
“板式蒸发技
表面；在制浆车间蒸煮工艺中的黑液

Auvo Kettunen
auvo.kettunen@andritz.com

DEvap蒸煮锅蒸发器的优点
• 进入蒸煮锅顶部的新蒸汽被二次蒸汽取代
• 更高的稀黑液浓度

• 在新建工厂蒸发工段的蒸发面积更小
• 蒸发工段的蒸汽消耗更少

MP Steam
Black Liquor
Chips

CD 1
extraction

DEvap
DIGESTER
EVAPORATOR

• 由于不再将直接蒸汽与蒸煮锅内的黑液混合，提高了清洁冷凝
水的回收率

• 安德里茨板式蒸发技术

Preconcentrated
Black Liquor

Flash vapor to reboiler

FLASH
VESSEL
Weak Liquor

Hot black liquor to evaporator
DSE

Hot MP Steam condensate

Metsä Fiber在芬兰Äänekoski工厂 的 安德里茨 DEvap蒸煮锅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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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出色的表现: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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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ga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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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时开机

Volga 纸业热磨机械浆线

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在经验丰富的安德里茨专家远程指导下，俄罗斯Volga制浆造纸工厂
团队按计划准时成功开机一条新的热磨机械浆（TMP）生产线。

“在疫情期间我们仍可
按时间表执行，我为车
间团队感到非常自
豪。
”

系统和安德里茨多盘浓缩机。
”
此外，安德里茨还提供了完整的自

动化和电气化设备与DCS系统。设

Sergey Pondar

Volga纸厂CEO

要交付于2019年10月。在项目开始

新冠疫情–开机过程中的重大挑

的团队，开始定期与安德里茨团队

接下来是位列所有挑战之首的是

时，Volga纸业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

沟通。这样我们就能确保按时完成

Volga纸业公司首席执行官Sergey

莫斯科以东约400公里处，成品是

之所以选择安德里茨进行重建这个

备安装工作的工程设计、培训和指

这个项目，是有三个初衷："技术、成

该工厂每年生产28万吨新闻纸和包

磨 机 械 浆 技 术，可 用 合 理 的 成 本，

开机的坚实基础。

Pondar补充道：
“ 在与安德里茨合

和国外市场。Pondar说，"这个计划 “我们已与安德里茨建立了良好的

生产线产量为180绝干吨/天，原材

茨专家和工程师对项目的处理方

50% 。我们一直在通过提高效率以

产线最终开机计划于2020年3月下

Pondar说："我们选择安德里茨服务
本和时间。
"

然而，就在Volga新的TMP生产线的
开机阶段，疫情爆发了，这对本已紧

张的时间表构成了重大挑战。将现
有的磨石磨木渣线改造成为热磨机

械浆线，该项目本身已颇具有挑战

性。但是这对于安德里茨来说并不

新闻纸和包装纸。在TMP项目之前， 项目，主要是因为安德里茨拥有热
装纸。该工厂的产品同时销往国内
是在短短三年内将工厂的产量提高

及解决工厂方面的瓶颈问题。我们

的目标是到2021年年产量达到32万
吨。

在短时间内执行项目。Pondar说：
关系，并共同开展了许多成功的项
目。
”

安德里茨造纸·纤维·资源再生

自安德里茨的设备主

示：
“201 8 年1 0 月我们签署了将磨

石磨木渣线改造成热磨机械浆系统

或其他厂家的机械设备，是安德里

决其新闻纸机的瓶颈。
“我们在这里

(HC)和低浓(LC)磨浆机段以及筛选

茨多年来一直从事的专业领域。

该工厂本身约有90年的历史，位于

使用两台造纸机，”Pondar说。
“我们
希望增加新闻纸产量，并降低工厂
每吨的成本。
”

Wolfgang Lashofer

造纸·纤维·资源再生业务部副
总裁兼全球部门经理

旬进行。

Egginger继续说道：
“ 热磨机械浆

该工厂使用100%云杉作为原料，并
决定安装新的热磨机械浆线，以解

料为100%云杉，成品是新闻纸。该生

部销售经理Philipp Egginger表

是新鲜事，因为提供完整的热磨机

械系统、改造以及升级自己的设备

导服务也在供应范围内，也是成功

的合同。该项目的范围包括对高浓
车间进行现代化改造。安德里茨还
提供了几个新的设备，如新的木片
洗涤和预处理系统、高浓磨浆喂料

“为了支持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
伴Volga公司，履行我们的义务
并确保快速开机至关重要。”

线 项 目 按 计 划 进 行，最 后 一 批 来

JSC Volga是俄罗斯
最大的新闻纸生产
商之一，使用100%
热磨机械浆作为原
材料。

任务。
”

作过程中，我真的非常欣赏安德里
式。”基本上，我们从最初阶段就对

整个项目做出完整的规划，并提前
预见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

战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正值热磨机

械浆工厂的开机启动阶段。Pondar
说，
“除了一些常见的挑战，还有一
些次要的挑战，项目进行得非常顺
利，一切按计划推进。
”

热磨机械浆工厂的开机阶段
已于12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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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Egginger

安德里茨造纸·纤维·资源再生
部门销售经理

“我们的工程师在现场建立了
直接访问DCS系统，以实时协
助Volga车间项目团队。
”

始，并按计划进行，当时Pondar接到

安德里茨很快向我们提供了在线援

础一样，" Lashofer说道。

员工都必须撤离该项目的车间。

开机如期进行。
”

与此同时，Volga纸业的运行数据

安德里茨管理层的电话，所有现场

助，并承诺确保预定的3月下旬最终

安德里茨造纸·纤维·资源再生部门 “ 此 外 ，我 们 还 额 外 投 入 了 I T 系
高级副总裁兼全球部门经理Wolf-

统，使 安 德 里 茨 专 家 能 够 直 接 与

的突发及其严重性促使我们立即采

通。
”Egginger说：
“我们的工程师在

gang Lashofer解释说：
“新冠疫情
取行动。一方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

的人员安全返国，因为谁都不知道
疫情将会如何发展。众所周知，不仅

奥地利进入严格封锁隔离，多个国
家边界很快将被关闭。另一方面，很

显然我们必须继续履行对于开机支

持的承诺。履行我们的职责并确保
快速开机来支持我们的客户和合作
伙伴Volfa公司，同样至关重要。
”

Vo l g a 公 司 车 间 项 目 团 队 进 行 沟

吨成本得以降低，以及生产不同档

的合作非常愉快，我们非常赞赏并

到非常自豪。本次与安德里茨团队
感谢他们在项目中呈现出实干进取
的态度与精神。
”

目收集所有相关的健康与安全数据，并存储在一

动的安全文化。为促进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建立一

个框架可以轻松地报告、评估和处理正在进行的
操作中发生的任何潜在威胁或事件。

项统计功能，该功能可以从我们所有的工厂和项
个集中的数据库中。

根据报告单位和报告组织，我们的健康与安全专
家可以很容易地分析所收集的基于先行和滞后指

用于报告和管理不安全条件和活动。Quentic是

时立即调整进行中的活动。

理多个行业的潜在危害和事故。构建积极主动的

该新系统还给了所有安德里茨的合作伙伴和承包

广泛的报告系统。

了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双重处理和错误，并为所有

安全文化的关键在于创建一个使用简单，但功能
构建积极主动的安全文化的关键在于创建一个使
用简单，但功能广泛的报告系统。该系统允许用户

日正式开机，不久后就成功出纸。我

们非常感激Volga纸业对于我们和

新热磨机械浆车间启动典礼。

相关方提供了目前健康与安全状况的易懂清晰的
概览。

Quentic为制浆造纸业务领域开发的另一个功能

码直接连接到指定地点或站点的报告界面，允许

同一系统中报告事件，该系统会自动向负责健康

任何员工扫码，并立即报告任何潜在的危险。然后
Philipp Egginger
philipp.egginger@andritz.com

商直接提供所需信息的可能性，促进了沟通，避免

在工厂工作时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即时报告可能
的安全隐患。该系统通过特有的二维码工作，二维

这条热磨机械浆线于 2020 年 4 月 4

新冠疫情下我们更应该同舟共济。 此次成功奠定出色支持与合作的基

需要在涉及的工业平台各个方面都有一个积极主

法是确保它们不发生在第一时间。换句话说，我们

全球领先的健康与安全软件工具供应商，用于管

行视频会议，帮助我们按早期阶段
目。
”

务领域开发了额外的功能。目前，我们正在试验一

也是一个"超级乐观"的时间表了。”

说：
“ 即使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这
执行，这让我为车间里面的团队感

共同商定的目标和时间表去推进项

在工业工厂中避免出现健康与安全问题的最好方

因此，安德里茨决定推出Quentic安全观察工具， 标的数据，以便对各性能进行持续监测，并在需要

实时协助Volga车间项目团队。我们
双方每天甚至频繁至每小时随时进

安德里茨一直在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并在健康与安全问题上形成积极主动的
文化。
因此，我们在项目和工厂推出世界知名的Quentic解决方案和软件工具，
用于安全观察报告。

次纸品灵活性得到了提升。Pondar

现场建立了直接访问DCS系统，以 “疫情期间我们仍可按计划时间表

Pondar说，
“我们明白当时的形势， 我们能力的信赖，正如我们珍视为

100% 云杉用作 TMP浆线的原料。

显示，生产率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每

精简
健康与安全观察和报告

HSE 栏目

通知会转交到负责健康与安全的人员，以便立即
采取行动，避免发生事故。

这个功能非常有效，可以在系统收集相关信息的

同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然后这些信息会被分析，
以确定相关的一般问题，并明确根据对收集到的
信息分析，制定和升级有效的预防行动计划。
添加特性与功能

此外，Quantic软件为安德里茨制浆造纸整机业

Benjamin Kohl

安德里茨健康与安全工程师

是事件报告和调查流程。这意味着员工有机会在
与安全的人员发送通知，以获得迅速的支持。调
查程序会在收到事件通知后开始，并要求报告人
员在同一系统中对事件的根本原因进行适当的评
估。这个系统方便了报告和调查程序，帮助我们确
保以后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到目前为止，Quentic工具在安德里茨各个实体
公司和工厂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正在对各办公
地点进行积极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工具全面推广

实施后，受事故影响的项目和现场数目将会系统
性减少。

Victor Silva

安德里茨质量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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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知道
吗？

… 对于化学浆和机械浆，安德里茨提供完整
的系统来处理制浆废液，并处理冷凝水以实
现最大程度的循环利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
少能源消耗？

安德里茨的板式蒸发器技术和防结垢的独特工艺解

决方案减少了洗涤需求，确保了可清洁性，并避免了
加热板表面堵塞，从而实现高运转率并提高蒸发设
备的整体产能和效率。

安德里茨在提供板式蒸发器设备方面有良好的业
绩，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450 多个项目案例。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tz.com/l amell a-evap

… 安德里茨可以为您提供创新的VIB 喷湿科技以

及蒸汽-平整度解决方案，来增强您设备的价值？

提高纸幅横向水分分布是节约纤维节能和提高整体质量的

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之一。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保持竞争力，纸机必须提高生产率和可操作
性。

安德里茨提供优化的VIB系统，使用水和蒸

汽，为每个客户的生产，操作和产品等级结

构量身定制。
从文化纸到板纸，VIB系统为横

向纸幅水分的控制的独特设计，确保最高水

平的性能。

更多详情，请访问：

andritz.com/vibsystems

… 安德里茨将成为 INFINITED FIBER 公司

计划在芬兰建造旗舰工厂的工艺设备的主
要供应商？

循环时尚和纺织技术集团 Infinited Fiber 公司正在
芬兰寻找地方建设一家旗舰工厂，为全球市场生产

其独特的再生纺织纤维。该工厂预计将于 2024 年
投产。

从 2025 年起，欧盟将强制要求回收纺织废料，而安

德里茨致力于从纺织废料和其它纤维材料中开发新
的生物质纤维。

安德里茨的产品种类丰富，有适用于
对纺织废料进行机械和化学处理
的设备，并且可以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大型设备。

更多详情，请访问：

infinitedfib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