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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

法，S1：将新制成的浆料调节PH为中性；S2：去除

浆内杂质：经S1调节PH后，浆内含有杂质，用过滤

方法去除浆料中的杂质；S3：浆料补液：将浆料与

浆液补足至1：（11～13）；S4：浆料剥离处理：利用

搓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处理；S5：浆料吸滤：

对经过搅拌剥离的浆料进行吸滤处理，除去浆料

中的浆液；S6：浆料浓度调节：对经过S5脱水处理

后的浆料加清水调节至下道工序所需要的浓度，

然后输送至下道工序。通过设置多级循环程序，

实现纸浆逆向洗涤，循环液能够多级循环利用，

能够实现节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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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将新制成的浆料调节PH为中性；

  S2：去除浆内杂质：经S1调节PH后，浆内含有杂质，用过滤方法去除浆料中的杂质；

S3：浆料补液：将浆料与浆液补足至1：（11～13）；

S4：浆料剥离处理：利用搓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处理；

S5：浆料吸滤：对经过搅拌剥离的浆料进行吸滤处理，除去浆料中的浆液；

S6：浆料浓度调节：对经过S5脱水处理后的浆料加清水调节至下道工序所需要的浓度，

然后输送至下道工序；

所述的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采用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包

括大立桶、具有旋转功能的内立桶和外围配套设备；所述内立桶设置在大立桶内侧；所述外

围配套设备与大立桶连接；所述大立桶与内立桶之间设置有多级首尾相连的洗涤装置，所

述内立桶上端设置有浆料自动喂入盘，所述浆料自动喂入盘与内立桶连接；所述浆料自动

喂入盘上方设置有浆料自动喂入器；所述浆料自动喂入器上方设置有筛后浆料分散器；所

述浆料分散器上方设置有浆料初选筛；所述浆料自动喂入器、筛后浆料分散器、浆料初选筛

均与大立桶连接；所述内立桶底端设置有洗后浆料喷淋管，所述洗后浆料喷淋管下方设置

有排浆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5后，

浆料继续重复步骤S3、S4、S5；所述步骤S3、S4、S5共循环五次，在第五次步骤结束后进入步

骤S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

利用搅拌式搓浆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5中，

利用挤滤混匀置换机构和真空分气缸对浆料进行脱水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次进入

S3、S4、S5循环工序时，S5脱去的浆液经组罐抽吸排出至滤液加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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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纤维浆料洗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造纸行业，近几十年来一直没能较好解决纸浆洗涤和废水处理问题，后期出现

一种水平带喷淋洗浆机，其方法为多级喷淋洗涤，其模式接近原料特征，但产能低下，耗水

很高，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掌握造纸原料的重要特征。造纸用的是植物原料中的纤维，除棉

花外，含量值都很低，如麦稻草芦苇纤维含量仅40%，蔗糖渣43%，棉杆50%，还有含纤维较高

些野生植物，产能低，原料又很分散。树木纤维较长，含量45.6%以下，但从国情民生考虑应

尽量少用，我们不能脱离国情，只有走创新之路来解决未填平的“缺陷”。还有一个始料未及

的问题，即农家副产品植物纤维外植物内有机质物中有一种称为“木质素"占有机物的比值

在18-26%，是一种很不规则颗粒状，它本身就是植物黏着剂，现在纸浆洗涤方式均存在着洗

涤后的浆料尚需二次洗涤，在这些洗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低浓度的废水，且耗水量大，黑液

提取浓度很低，后期污水治理工作量大且治理费用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所提出的问题，而提供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

环洗涤方法。

[0004] 本发明提供一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将新制成的浆料调节PH为中性；

[0007]   S2：去除浆内杂质：经S1调节PH后，浆内含有杂质，用过滤方法去除浆料中的杂

质；

[0008] S3：浆料补液：将浆料与浆液补足至1：（11～13）；

[0009] S4：浆料剥离处理：利用搓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处理；

[0010] S5：浆料吸滤：对经过搅拌剥离的浆料进行吸滤处理，除去浆料中的浆液；

[0011] S6：浆料浓度调节：对经过S5脱水处理后的浆料加清水调节至下道工序所需要的

浓度，然后输送至下道工序。

[0012] 优选的，在步骤S5后，浆料继续重复步骤S3、S4、S5；所述步骤S3、S4、S5共循环五

次，在第五次步骤结束后进入步骤S6。

[0013] 优选的，在步骤S4中，利用搅拌式搓浆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对浆

料进行搅拌剥离。

[0014] 优选的，在步骤S5中，利用挤滤混匀置换机构和真空分气缸对浆料进行脱水处理。

[0015] 优选的，在步骤S3中，对浆料进行补液处理，所用浆液为下一道S3、S4、S5循环工序

中S5步骤脱水处理工艺中脱去的浆液。

[0016] 优选的，在第一次进入S3、S4、S5循环工序时，S5脱去的浆液经组罐抽吸排出至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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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加工站。

[0017] 优选的，在步骤S5中，脱去70%的浆液，浆料中含有30%的浆液。

[0018] 优选的，在第一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16%；在第二次S3、

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6.87%；在第三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

有机物含量为2.79%；在第四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1.05%；在第五

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0.03%。

[0019] 优选的，在S2步骤后，对浆料进行初步剥离处理。

[0020] 优选的，所述的方法采用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包括大立桶、

具有旋转功能的内立桶和外围配套设备；所述内立桶设置在大立桶内侧；所述外围配套设

备与大立桶连接；所述大立桶与内立桶之间设置有多级首位相连的洗涤装置，所述内立桶

上端设置有浆料自动喂入盘，所述浆料自动喂入盘与内立桶连接；所述浆料自动喂入盘上

方设置了有浆料自动喂入器；所述浆料自动喂入器上方设置有筛后浆料分散器；所述浆料

分散器上方设置有浆料初选筛；所述浆料自动喂入器、筛后浆料分散器、浆料初选筛均与大

立桶连接；所述内立桶底端设置有洗后浆料喷淋管，所述洗后浆料喷淋管下方设置有排浆

器。

[0021] 优选的，所述洗涤装置共有五级，从上至下依次为第一级洗涤装置、第二级洗涤装

置、第三级洗涤装置、第四级洗涤装置、第五级洗涤装置；五级所述洗涤装置结构相同；所述

洗涤装置包括：带鱼式喷淋机构、搅拌式搓浆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挤滤混

匀置换机构；所述带鱼式喷淋机构、搅拌式搓浆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挤滤

混匀置换机构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所述搅拌式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均与内立桶连接；所述

带鱼式喷淋机构、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挤滤混匀置换机构均与外立桶连接。

[0022] 优选的，所述搅拌式搓浆器包括多个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和多个第二单刀利刃

式剥离器；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和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均包括搅拌支翅和搅拌支

翅托架；所述搅拌支翅设置在搅拌支翅托架上方；在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中，所述搅

拌支翅上设置有“/\”字形倒戗齿；在所述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中，所述搅拌支翅上设置

有“\/”字形倒戗齿；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和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在搅拌式剥离器

上依次交替设置。

[0023] 优选的，所述竖桶式自动搓浆器设置在搅拌式搓浆器下方，所述竖桶式自动搓浆

器包括多个搓浆单元，所述搓浆单元内侧设置有多个倒戗齿。

[0024] 优选的，所述抿浆式搓浆器设置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下方；所述抿浆式搓浆器包

括多个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和多个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

与第二单刀利刃剥离器一次交替设置；所述抿浆式搓浆器下表面设置有搓衣板状抿浆齿。

[0025] 优选的，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位于抿浆式搓浆器下方，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

包括：吸滤槽、微型气缸，所述吸滤槽设置有两块吸滤网板，所述微型气缸输出轴通过连杆

与驱动网花板连接，所述驱动网花板设置有滑动钢珠，所述驱动网花板边缘处设置有立板，

所述驱动网花板展开面为扇环形，所述立板所在平面与驱动网花板展开面垂直；所述立板

与微型气缸输出轴均设置有排浆翅；所述滑动钢珠能够与吸滤网板接触。

[0026] 优选的，所述外围配套设备包括真空抽吸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和循环液储罐系统；

所述真空抽吸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均与循环液储罐系统连接；所述循环液储罐系统共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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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别为第一级循环液储罐、第二级循环液储罐、第三级循环液储罐、第四级循环液储罐；

所述循环液储罐系统通过水管管路与洗涤装置连接。

[0027] 优选的，所述真空抽吸系统包括：真空泵、真空系统管路和真空分气缸。

[0028] 优选的，所述压缩空气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管路和压缩空气分气缸。

[0029] 优选的，所述真空分气缸共有四级，分别为第一级真空分气缸、第二级真空分气

缸、第三级真空分气缸、第四级真空分气缸。

[0030] 优选的，所述压缩空气分气缸共有四级；分别为第一级压缩空气分气缸、第二级压

缩空气分气缸、第三级压缩空气分气缸、第四级压缩空气分气缸。

[0031] 优选的，所述第一级压缩空气分气缸、第一级真空分气缸与第一级循环液储罐对

应连接；所述第二级压缩空气分气缸、第二级真空分气缸与第二级循环液储罐对应连接；所

述第三级压缩空气分气缸、第三级真空分气缸与第三级循环液储罐对应连接；所述第四级

压缩空气分气缸、第四级真空分气缸与第四级循环液储罐对应连接。

[0032] 优选的，每级所述带鱼式喷淋机构所在区域设置有进水口，每级所述挤滤混匀置

换机构所在区域设置有吸水口，所述进水口与出水口均设置在大立桶圆周表面。

[0033] 优选的，所述第一级循环液储罐的进水管路与第二级洗涤装置的吸水口连接；所

述第一级循环液储罐的出水管路与第一级洗涤装置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二级循环液储罐

的进水管路与第三级洗涤装置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二级循环液储罐的出水管路与第二级

洗涤装置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三级循环液储罐的进水管路与第四级洗涤装置的吸水口连

接；所述第三级循环液储罐的出水管路与第三级洗涤装置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四级循环

液储罐的进水管路与第五级洗涤装置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四级循环液储罐的出水管路与

第四级洗涤装置的进水口连接。

[0034] 优选的，所述第五级洗涤装置的进水口通过水管管路与清水管连接。

[0035] 优选的，所述出水管路与进水口连接处、进水管路与吸水口连接处均设置有流量

计；所述循环液储罐设置有液位计。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8] （1）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通过设置多级洗涤装置，洗

涤装置首尾相连，纸浆逆向洗涤，循环液能够实现多级循环利用，能够实现节水的目的。

[0039] （2）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通过设置搅拌式搓浆器、竖

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浆器，能够有效的分解纤维和有机物质，提高生产效率。

[0040] （3）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通过设置外围配套设备，所

述外围配套设备与大立桶、内立桶协同作用，提高了黑液置换效率。

[0041] （4）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通过本设备滤出的浓缩黑

液能够用于培养生物肥料，使造纸业的污染排放物大大降低，有效的保护环境。

[0042] （5）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滤出液中有机物质含量16%

以上，洗一顿绝干纤维浆耗水量不足九吨，大大减少了用水量，绿色环保，本设备运行可靠，

维护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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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本发明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工艺流程图。

[0044]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系统示意图。

[0045]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的内立桶与外立桶连接

示意图。

[0046] 图4是本发明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的图3局部放大示意图。

[0047] 图5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浆料分散器示意图。

[0048] 图6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浆料自动喂入盘示意

图。

[0049] 图7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带鱼式喷淋机构示意

图。

[0050] 图8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搅拌式搓浆器示意图。

[0051] 图9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驱动网花板示意图。

[0052] 图10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挤滤混匀置换机构示

意图。

[0053] 图11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

器示意图。

[0054] 图12是本发明的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

器示意图。

[0055] 图中：1、大立桶；2、内立桶；3、外围配套设备；4、洗涤装置；5、浆料自动喂入盘；6、

浆料自动喂入器；7、浆料分散器；8、浆料初选筛；9、洗后浆料喷淋管；10、排浆器；11、带鱼式

喷淋机构；12、搅拌式搓浆器；13、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4、抿浆式搓浆器；15、挤滤混匀置换

机构；16、驱动网花板；17、滑动钢珠；18、微型气缸；19、立板；20、连杆；21、第一单刀利刃式

剥离器；22、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301、真空抽吸系统；302、压缩空气系统；303、第一级循

环液储罐；304、第二级循环液储罐；305、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6、第四级循环液储罐；3011、

真空泵；3012、真空分气缸；3013、压缩空气分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0057] 实施例一：

[0058] 如图1所示，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9] S1：将新制成的浆料调节PH为中性；

[0060]   S2：去除浆内杂质：经S1调节PH后，浆内含有杂质，用过滤方法去除浆料中的杂

质；

[0061] S3：浆料补液：将浆料与浆液补足至1：（11～13）；

[0062] S4：浆料剥离处理：利用搓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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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S5：浆料吸滤：对经过搅拌剥离的浆料进行吸滤处理，除去浆料中的浆液；

[0064] S6：浆料浓度调节：对经过S5脱水处理后的浆料加清水调节至下道工序所需要的

浓度，然后输送至下道工序。

[0065] 在步骤S5后，浆料继续重复步骤S3、S4、S5；所述步骤S3、S4、S5共循环五次，在第五

次步骤结束后进入步骤S6；在步骤S4中，利用搅拌式搓浆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抿浆式搓

浆器对浆料进行搅拌剥离；在步骤S5中，利用挤滤混匀置换机构和真空分气缸对浆料进行

脱水处理；在步骤S3中，对浆料进行补液处理，所用浆液为下一道S3、S4、S5循环工序中S5步

骤脱水处理工艺中脱去的浆液；在第一次进入S3、S4、S5循环工序时，S5脱去的浆液经组罐

抽吸排出至滤液加工站；在步骤S5中，脱去70%的浆液，浆料中含有30%的浆液；在第一次S3、

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16%；在第二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

机物含量为6.87%；在第三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2.79%；在第四次

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液中有机物含量为1.05%；在第五次S3、S4、S5循环步骤中，S5滤

液中有机物含量为0.03%；在S2步骤后，对浆料进行初步剥离处理。

[0066] 如图2-12所示，一种立式纸浆洗涤黑液逆向循环浓缩设备，包括大立桶1、具有旋

转功能的内立桶2和外围配套设备3；所述内立桶2设置在大立桶1内侧；所述内立桶2底端设

置在底座上，所述内立桶2和底座对接处设置有转动机构，所述转动机构包括：钢球滑轨槽、

防内立桶2歪斜的扶正器、调频电机、减速机、驱动轮；所述外围配套设备3与大立桶1连接；

所述大立桶1与内立桶2之间设置有多级首位相连的洗涤装置4；位于内立桶2上端的所述洗

涤装置4为第一级洗涤装置4，所述内立桶2上端设置有浆料自动喂入盘5，所述浆料自动喂

入盘5与内立桶2连接；所述浆料自动喂入盘5上方设置有浆料自动喂入器6；所述浆料自动

喂入器6上方设置有筛后浆料分散器7；所述浆料分散器7上方设置有浆料初选筛8；所述浆

料自动喂入器6、筛后浆料分散器7、浆料初选筛8均与大立桶1连接；所述内立桶2低端设置

有洗后浆料喷淋管9，所述洗后浆料喷淋管9与清水管连接，将浆料调至下道工序所需要的

浓度，所述洗后浆料喷淋管9下方设置有排浆器10，洗涤后并调节好浓度的浆料经排浆器10

的出口输送给下道工序。

[0067] 所述洗涤装置4共有五级，从上至下依次为第一级洗涤装置4、第二级洗涤装置4、

第三级洗涤装置4、第四级洗涤装置4、第五级洗涤装置4；五级所述洗涤装置4结构相同；所

述洗涤装置4包括：带鱼式喷淋机构11、搅拌式搓浆器12、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抿浆式搓浆

器14、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所述带鱼式喷淋机构11、搅拌式搓浆器12、竖桶式自动搓浆器

13、抿浆式搓浆器14、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所述搅拌式搓浆器12、抿浆

式搓浆器14均与内立桶2连接；所述带鱼式喷淋机构11、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挤滤混匀置

换机构15均与大立桶1连接。

[0068] 所述搅拌式搓浆器12包括多个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1和多个第二单刀利刃式

剥离器22；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1和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2均包括搅拌支翅和搅

拌支翅托架；所述搅拌支翅设置在搅拌支翅托架上方；在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1中，

所述搅拌支翅上设置有“/\”字形倒戗齿；在所述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2中，所述搅拌支

翅上设置有“\/”字形倒戗齿；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1和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2在

搅拌式剥离器上依次交替设置。

[0069] 所述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设置在搅拌式搓浆器12下方，所述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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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多个搓浆单元，所述搓浆单元截面呈长方形，所述搓浆单元内侧设置有多个倒戗齿。

[0070] 所述抿浆式搓浆器14设置在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下方；所述抿浆式搓浆器14包括

多个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1和多个第二单刀利刃式剥离器22，所述第一单刀利刃式剥离

器21与第二单刀利刃剥离器一次交替设置；所述抿浆式搓浆器14下表面设置有搓衣板状抿

浆齿。

[0071] 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位于抿浆式搓浆器14下方，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包

括：吸滤槽、微型气缸18，所述吸滤槽设置有两块吸滤网板，所述微型气缸18输出轴通过连

杆20与驱动网花板16连接，所述驱动网花板16设置有滑动钢珠17，所述驱动网花板16边缘

处设置有立板19，所述驱动网花板16展开面为扇环形，所述立板19所在平面与驱动网花板

16展开面垂直；所述滑动钢珠17能够与吸滤网板接触。

[0072] 所述外围配套设备3包括真空抽吸系统301、压缩空气系统302和循环液储罐系统；

所述真空抽吸系统301、压缩空气系统302均与循环液储罐系统连接；所述循环液储罐系统

共有四级，分别为第一级循环液储罐303、第二级循环液储罐304、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5、第

四级循环液储罐306；所述循环液储罐系统通过水管管路与洗涤装置4连接。每级所述循环

液储罐均包括第一储罐、第二储罐与平衡罐，所述第一储罐在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的作用

下向同级洗涤装置4补液，所述第二储罐在真空分气缸3012的作用下抽取下一级的滤出液；

所述第一储罐与第二储罐均设置有液位计，所述液位计均与程控中心连接；所述平衡罐用

于平衡第一储罐与第二储罐的液体量，当第一储罐与第二储罐内的液体差值超过预先设定

的范围时，由程控中心发送指令，平衡罐抽取液体较多的储罐补给液体较少的储罐。

[0073] 所述真空抽吸系统301包括：真空泵3011、真空系统管路和真空分气缸3012。

[0074] 所述压缩空气系统302包括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管路和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

[0075] 所述真空分气缸3012共有四级，分别为第一级真空分气缸3012、第二级真空分气

缸3012、第三级真空分气缸3012、第四级真空分气缸3012。

[0076] 所述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共有四级；分别为第一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二级

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三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四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

[0077] 所述第一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一级真空分气缸3012与第一级循环液储罐

303对应连接；所述第二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二级真空分气缸3012与第二级循环液储

罐304对应连接；所述第三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三级真空分气缸3012与第三级循环液

储罐305对应连接；所述第四级压缩空气分气缸3013、第四级真空分气缸3012与第四级循环

液储罐306对应连接。

[0078] 每级所述带鱼式喷淋机构11所在区域设置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与带鱼式喷淋机

构11连接；每级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所在区域设置有吸水口，所述进水口与出水口均

设置在大立桶1圆周表面。

[0079] 所述第一级循环液储罐303的进水管路与第二级洗涤装置4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

一级循环液储罐303的出水管路与第一级洗涤装置4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二级循环液储罐

304的进水管路与第三级洗涤装置4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二级循环液储罐304的出水管路

与第二级洗涤装置4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5的进水管路与第四级洗涤装

置4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5的出水管路与第三级洗涤装置4的进水口连

接；所述第四级循环液储罐306的进水管路与第五级洗涤装置4的吸水口连接；所述第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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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液储罐306的出水管路与第四级洗涤装置4的进水口连接；出水管路与进水口连接处、

进水管路与吸水口连接处均设置有流量计；所述流量计均与程控中心电连接；所述第五级

洗涤装置4的进水口通过水管管路与清水管连接。

[0080] 实施例二：

[0081] 进入第一级补液的浆料是新制成的浆料，液比不足，一般新浆料的浆料与液之比

为1：（8～10），需要加水补足至1:12；进入第二级至第五级的浆料是经上级挤滤混匀置换机

构15排出浆液后的浆料，排出之浆料与液之比为1:4，需要补足至1:12；第五级洗好的浆料

需要按下道工序对浆料的要求补液；继补液后的浆料进入与内立桶2连接的搅拌式搓浆器

12中进行搅拌，经/\、\/形倒戗齿进行搅拌剥离，浆料中纤维附着残留有机物质会剥离开一

部分，混在浆料中，然后进入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竖桶式自动搓浆器13内倒戗齿对纸浆进

行搅拌剥离；接着进入抿浆式搓浆器14，经抿浆式搅拌器上的/\、\/形倒戗齿进行搅拌剥离

混匀，在抿浆式搅拌器的作用下，浆料向下运动进入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所述挤滤混匀置

换机构15设置在吸滤槽内，每个吸滤槽设置两个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在360度圆周平面设

置36组吸滤槽，两个所述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连接后为圆台状结构，入口端直径大于出口

端直径，入口端与出口端面积至比为10:3，能够从浆内吸滤出70%的含有有机物的浆液，被

吸出的浆液进入循环液储罐系统，当浆料进入吸滤槽内,滤出液不停止被真空抽吸，部分浆

料就被吸附在吸滤网板板壁上，在驱动网花板16上的滑动钢珠17作用下，及时将附着在吸

滤网板壁上的浆料挤压到下级洗涤装置4中；微型气缸18带动驱动网花板16上下往复运动，

能够保证浆料及时排除。

[0082] 实施例三：

[0083] 在开机前首先将新制成的浆料调节PH为中性，去除浆内杂质，然后给四级循环液

储罐按配置循环液；以草浆为例：新制成的浆料去杂质经浆料自动喂入盘5进入第一级洗涤

装置4的补液区，即带鱼式喷淋机构11，此时，新浆携带有机物质是纤维的1.5倍，第一级循

环液储罐303抽吸第二级洗涤装置4滤出液，同时压送给第一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使浆液

比恢复至1:12，此时，浆料携带有机物6.87%，浆液中有机物含量为20%；浆料下行进行搅拌

剥离，经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将料内70%浆液被吸出，滤液携带有机物质浓度在16%以

上，此时滤液经二联组罐抽吸排出至滤液加工站。

[0084] 经第一级洗涤装置4的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后的浆料含有16%以上的有机物，

其浆料进入第二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第二级循环液储罐304抽吸第三级洗涤装置4滤出

液，滤出液浓度为2.79%，同时压送给第二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使浆液比恢复至1:12，此

时，浆料携带有机物2.0%以上，浆料下行进行搅拌剥离，经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将料

内70%浆液被吸出，滤液携带有机物质浓度在6.87%以上。

[0085] 经第二级洗涤装置4的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后的浆料含有6.87%以上的有机

物，其浆料进入第三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5抽吸第四级洗涤装置4滤

出液，滤出液浓度为1.05%，同时压送给第三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使浆液比恢复至1:12，

此时，浆料携带有机物2.79%以上，浆料下行进行搅拌剥离，经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将

料内70%浆液被吸出，滤液携带有机物质浓度在2.79%以上。

[0086] 经第三级洗涤装置4的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后的浆料含有2.79%以上的有机

物，其浆料进入第四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第四级循环液储罐306抽吸第五级洗涤装置4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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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液，滤出液浓度为0.03%，同时压送给第四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使浆液比恢复至1:12，

此时，浆料携带有机物1.05%以上，浆料下行进行搅拌剥离，经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将

料内70%浆液被吸出，滤液携带有机物质浓度在1.05%以上。

[0087] 经第四级洗涤装置4的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后的浆料含有1.05%以上的有机

物，其浆料进入第五级洗涤装置4的补液区，用清水补液使浆液比恢复至1:12，此时，浆料携

带有机物0.03%以上，浆料下行进行搅拌剥离，经挤滤混匀置换机构15挤滤，将料内70%浆液

被吸出，滤液携带有机物质浓度在0.03%，按下道工序对浆料浓度要求补充自来水调好浓度

输送给下道工序。

[0088] 第一级循环液储罐303循环液浓度为6.87%，第二级循环液储罐304循环液浓度为

2.79%，第三级循环液储罐305循环液浓度为1.05%，第四级循环液储罐306循环液浓度为

0.03%。

[008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得到的是一种纤维浆料逆向循环洗涤方法，通过设置多级洗涤

装置4，洗涤装置首尾相连，纸浆逆向洗涤，循环液能够实现多级循环利用，能够实现节水的

目的，运行可靠，维护费用低。

[009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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