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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了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

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OCC备

浆、木片热磨浆备浆、配浆、将OCC浆料根据纤维

的长度，分别流入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

OCC中纤浆塔中，木片热磨浆流入木片热磨浆浆

塔中；其中，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

的15％‑40％；抄造。区别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根

据牛皮箱板纸面层、芯层、底层的不同需要，加入

不同的纤维长度的OCC浆料；采用长纤浆料、短纤

浆料、木片热磨浆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牛皮箱

板纸芯层。将木片热磨浆做为填充物，未采用碱

等化学药剂去除部分木素，未产生碱液废水。有

效解决了OCC废纸原料替代问题，减少了OCC废纸

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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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OCC备浆：

使用废旧箱板纸为原料，经常规OCC制浆线投料、碎解、除渣、筛选、浓缩、精浆、储浆工

艺过程制得OCC浆料；

木片热磨浆备浆：

使用枝桠材木片为原料，经木片热磨浆制备线投料、木片热磨、双盘磨精浆、精筛筛选、

浓缩、储浆工艺过程制得木片热磨浆；

其中，木片热磨步骤中，采用热磨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热磨，将枝桠材木片解成单根木

纤维，双盘磨精浆步骤中，采用双盘磨精浆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精磨，精磨后的浆料通过精

筛进行筛选，筛选通过后的浆料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

配浆：

将OCC浆料根据纤维的长度，分别流入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OCC中纤浆塔中，木

片热磨浆流入木片热磨浆浆塔中；

将OCC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面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面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稀释、

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面层；

将木片热磨浆浆塔、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芯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

芯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芯层，其中，木片热

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15％-40％；

将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底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底层流送短循环

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底层；

抄造：

上述上网浆料经网部脱水成形、压榨部压榨、前干燥部、表面施胶剂、后干燥部、压光

机、卷取、复卷、打包入库抄造成纸；

在抄造步骤后，对牛皮箱板纸面层或者牛皮箱板纸底层进行喷涂步骤，

其喷涂步骤具体为，将反光粉加入到溶解溶液中，通过喷枪喷到牛皮箱板纸面层或者

牛皮箱板纸底层上，其中混合溶液中，水性胶浆占74％-84％、硬化剂占6％、反光粉占10-

20％，混合溶液需要达到预设的粘稠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OCC备浆步骤中，精磨后的浆料通过精筛进行筛选，精筛的筛孔尺寸为0 .125mm-

0.18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木片热磨浆备浆步骤中，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的叩解度为10-12°  SR。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木片热磨浆备浆步骤中，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的湿重为5-6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配浆步骤中，

牛皮箱板纸面层为100％的OCC浆料；

牛皮箱板纸芯层中木片热磨浆占25％-30％，OCC浆料占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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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箱板纸底层为100％的OCC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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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造纸技术领域中，特别涉及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

纸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挂面牛皮箱板纸的生产多以回收的OCC废纸原料(包括进口和国产废纸)，经OCC

制浆线碎解后去除各种杂质，制备合格OCC浆料，送纸机配浆抄造成纸。

[0003] 随着国家2017年7月<<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的颁布和贯彻实施，夹带部分洋垃圾的进口OCC废纸进口额度受到限制，OCC废纸供应量

紧张，客观上促使企业开发新工艺，减少OCC废纸用量。

[0004] 授权专利号ZL201610614511.1《一种枝桠材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配抄高档纸板

的生产方法》是我公司自行研发热磨浆生产和应用于灰板纸生产的专利技术。

[0005]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中存在如下问题：

[0006] 1、使用进口OCC废纸，将导致洋拉级入境和洋固体废弃物产生。

[0007] 2、OCC废纸供应量紧张的生产问题，促使企业开发新工艺，减少OCC废纸用量。

发明内容

[0008] 为此，需要提供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用于解决

现有技术中，OCC废纸供应量紧张的生产问题。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发明人提供了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

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OCC备浆：

[0011] 使用废旧箱板纸为原料，经常规OCC制浆线投料、碎解、除渣、筛选、浓缩、精浆、储

浆工艺过程制得OCC浆料；

[0012] 木片热磨浆备浆：

[0013] 使用枝桠材木片为原料，经木片热磨浆制备线投料、木片热磨、双盘磨精浆、精筛

筛选、浓缩、储浆工艺过程制得木片热磨浆；

[0014] 其中，木片热磨步骤中，采用热磨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热磨，将枝桠材木片解成单

根木纤维，双盘磨精浆步骤中，采用双盘磨精浆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精磨，精磨后的浆料通

过精筛进行筛选，筛选通过后的浆料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

[0015] 配浆：

[0016] 将OCC浆料根据纤维的长度，分别流入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OCC中纤浆塔

中，木片热磨浆流入木片热磨浆浆塔中；

[0017] 将OCC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面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面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

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面层；

[0018] 将木片热磨浆浆塔、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芯层混合池进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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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经芯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芯层，其中，

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15％-40％；

[0019] 将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底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底层流送短

循环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底层；

[0020] 抄造：

[0021] 上述上网浆料经网部脱水成形、压榨部压榨、前干燥部、表面施胶剂、后干燥部、压

光机、卷取、复卷、打包入库抄造成纸。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法，在OCC备浆步骤中，精磨后的浆料通过精筛进行筛

选，精筛的筛孔尺寸为0.125mm-0.180mm。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法，在木片热磨浆备浆步骤中，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

片热磨浆的叩解度为10-12SR。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法，在木片热磨浆备浆步骤中，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

片热磨浆的湿重为5-6g。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法，在配浆步骤中，

[0026] 牛皮箱板纸面层为100％的OCC浆料；

[0027] 牛皮箱板纸芯层中木片热磨浆占25％-30％，OCC浆料占70-75％；

[0028] 牛皮箱板纸底层为100％的OCC浆料。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法，在抄造步骤后，对牛皮箱板纸面层或者牛皮箱板纸

底层进行喷涂步骤，

[0030] 其喷涂步骤具体为，将反光粉加入到溶解溶液中，通过喷枪喷到牛皮箱板纸面层

或者牛皮箱板纸底层上。

[0031] 区别于现有技术，上述技术方案将OCC浆料根据纤维的长度，分成长纤浆料、中纤

浆料、短纤浆料，OCC中纤浆料制成牛皮箱板纸面层，长纤浆料、短纤浆料、木片热磨浆按照

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芯层，长纤浆料、短纤浆料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底层。首先，

根据牛皮箱板纸面层、芯层、底层的不同需要，加入不同的纤维长度的OCC浆料；其次，采用

长纤浆料、短纤浆料、木片热磨浆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芯层以木片热磨浆替

代部分OCC浆料抄造高级牛皮箱板纸。将木片热磨浆做为填充物，未采用碱等化学药剂去除

部分木素，未产生碱液废水。有效解决了OCC废纸原料替代问题，减少了OCC废纸用量，降低

了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详细说明技术方案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详予说明。

[0033] OCC为Old  Corrugated  Container的缩写，译为纸板废纸。

[0034] 叩解度(beating  degree)即打浆度。反应浆料经磨浆机后，纤维被切断、分裂、润

胀、和水化等磨浆作用的效果。代表符号为°SR。

[0035] 湿重是间接表示纤维平均长度。湿重越小纤维平均长度越小，湿重越大纤维平均

长度越长。

[0036] 反光粉，英文名为Refractive  Powder，由一种玻璃为主粉体材料生产而成，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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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分为SiO2,CaO,Na2O，TiO2和BaO等。

[0037] 实施例一

[0038]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9] OCC备浆：

[0040] 使用废旧箱板纸为原料，经常规OCC制浆线投料、碎解、除渣、筛选、浓缩、精浆、储

浆工艺过程制得OCC浆料；

[0041] 木片热磨浆备浆：

[0042] 使用枝桠材木片为原料，经木片热磨浆制备线投料、木片热磨、双盘磨精浆、精筛

筛选、浓缩、储浆工艺过程制得木片热磨浆；

[0043] 其中，木片热磨步骤中，采用热磨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热磨，将枝桠材木片解成单

根木纤维，双盘磨精浆步骤中，采用双盘磨精浆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精磨，精磨后的浆料通

过精筛进行筛选，筛选通过后的浆料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其中，热磨机有效磨

浆功率220kwh/t，双盘磨精浆机有效磨浆功率180kwh/t。

[0044] 本实施例中，在OCC备浆步骤中，精磨后的浆料通过精筛进行筛选，精筛的筛孔尺

寸为0.150mm。在其他实施例中，精筛的筛孔尺寸为0.125mm-0.180mm都可以，筛孔尺寸与标

准目数对应：筛孔尺寸：0.180mm标准目数：80目；筛孔尺寸：0.150mm标准目数：100目；筛孔

尺寸：0.125mm标准目数：120目。目是一个长度单位，代表在1平方英寸上以应目数的方孔的

边长。本实施例中采用筛孔尺寸为0.150mm，符合牛皮箱板纸对木片热磨浆的最佳要求，成

纸耐破指数、环压指数、耐折度、厚度等各项指标均符合质量标准。

[0045] 其中，经过斜筛浓缩后得到木片热磨浆的叩解度为10-12SR，湿重为5-6g。采用热

磨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热磨，采用双盘磨精浆机对枝桠材木片进行精磨，本实施例中，双盘

磨精浆机采用优化后的磨片齿形，更能适应具体工艺需要，有利于提高纤维品质、成纸品质

及降低打浆电耗。使木片热磨浆的叩解度为10-12SR，湿重为5-6g。

[0046] 配浆：

[0047] 将OCC浆料根据纤维的长度，分别流入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OCC中纤浆塔

中，木片热磨浆流入木片热磨浆浆塔中；

[0048] 其中，OCC浆料的纤维长度在2.5mm以上的流入OCC长纤浆塔中，OCC浆料的纤维长

度在1.1mm以下的流入OCC短纤浆塔，在1.1mm到2.5mm之前的流入OCC中纤浆塔中。在OCC备

浆步骤中，就可以将OCC备浆根据纤维的长度分开，本实施例中，采用斜筛对OCC浆料进行区

分。此为本发明的重要改进点之一，一般现有技术来说，长纤浆料采用的是现有技术中，以

针叶木为原料的长纤木浆，而短纤木浆采用的原料是阔叶木，纤维较短。很少根据牛皮箱板

纸的实际生产情况，将OCC浆料分为长纤、短纤、中纤的，而本实施例中为了改善牛皮箱板纸

的品质、柔软度的问题，将OCC浆料分为长纤、短纤、中纤，有利于提高纤维品质、成纸品质，

提高牛皮箱板纸的品质，更符合现在客户的实际需求。

[0049] 将OCC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面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面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

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面层；

[0050] 将木片热磨浆浆塔、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芯层混合池进行混

合，经芯层流送短循环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芯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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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28％；

[0051] 将OCC长纤浆塔、OCC短纤浆塔中的浆料加入底层混合池进行混合，经底层流送短

循环系统进行稀释、筛选、除气处理后上网，作为牛皮箱板纸底层；

[0052] 其中，牛皮箱板纸面层为100％的OCC浆料；牛皮箱板纸面层中，为百分百的OCC中

纤浆料。

[0053] 牛皮箱板纸芯层中木片热磨浆占28％，OCC浆料占72％；牛皮箱板纸芯层中木片热

磨浆占28％，OCC长纤浆料占36％，OCC短纤浆料占36％。

[0054] 牛皮箱板纸底层为100％的OCC浆料。牛皮箱板纸底层中OCC长纤浆料占50％，OCC

短纤浆料占50％。

[0055] 值得说明的是，在牛皮箱板纸芯层、牛皮箱板纸底层中OCC长纤浆料与OCC短纤浆

料的占比，并不局限于此，还可以有其他的实现方式，只要符合牛皮箱板纸的最低制作要求

即可。

[0056] 本实施例中，以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能有效减少进口OCC废纸

的用量，降低生产成本，有效减少洋拉级入境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给企业带来良好经济、

环保效益。

[0057] 生产实例中，磨木浆吨浆成本约为OCC浆吨浆成本的50％，每吨纸添加90-110kg片

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100-210g/m2高级牛皮箱板纸，年产45万吨牛皮箱板纸纸生产线，减

少OCC废纸原料用量5.4万吨/年，减少固体废弃物产生量2000吨/年，节能减排效益明显。

[0058] 抄造：

[0059] 使用叠网纸机进行抄造。

[0060] 上述上网浆料经网部脱水成形、压榨部压榨、前干燥部、表面施胶剂、后干燥部、压

光机、卷取、复卷、打包入库抄造成纸。

[0061] 其他实施例中，由于牛皮箱板纸本身生产出来的产品造型固定，有些客户有特别

的要求，加上一些特别的效果。

[0062] 在抄造步骤后，对牛皮箱板纸面层或者牛皮箱板纸底层进行喷涂步骤，

[0063] 其喷涂步骤具体为，将反光粉加入到溶解溶液中，通过喷枪喷到牛皮箱板纸面层

或者牛皮箱板纸底层上。

[0064] 其中，混合溶液中，水性胶浆占74％-84％、硬化剂占6％、反光粉占10-20％,混合

溶液需要低的粘稠度，喷枪为低的粘稠度才可以喷的出去。喷枪需要一定的力度，风力太

大，溶液会渗透到背面，风力太小，喷不上去。

[0065] 如此，通过喷涂，将反光粉喷涂到牛皮箱板纸面层或者牛皮箱板纸底层上，在强光

的照射下，会发出反光，在一般的情况下，与正常的牛皮箱板纸没有区别。可以应用到特殊

的场合、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夜晚执勤的交警。

[0066] 区别现有技术，本实施例将OCC浆料根据纤维的长度，分成长纤浆料、中纤浆料、短

纤浆料，OCC中纤浆料制成牛皮箱板纸面层，长纤浆料、短纤浆料、木片热磨浆按照一定比例

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芯层，长纤浆料、短纤浆料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底层。首先，根据牛皮

箱板纸面层、芯层、底层的不同需要，加入不同的纤维长度的OCC浆料；其次，采用长纤浆料、

短纤浆料、木片热磨浆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牛皮箱板纸芯层以木片热磨浆替代部分OCC

浆料抄造高级牛皮箱板纸。将木片热磨浆做为填充物，未采用碱等化学药剂去除部分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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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产生碱液废水。有效解决了OCC废纸原料替代问题，减少了OCC废纸用量，降低了生产成

本。

[0067] 实施例二

[0068]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与实施例

一所公开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区别在于，在配浆步骤中，木片

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25％；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比例大小，直

接影响OCC浆使用的多少，木片热磨浆占比越大，减少OCC废纸原料用量越多，反之亦然。

[0069] 实施例三

[0070]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与实施例

一所公开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区别在于，在配浆步骤中，木片

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30％；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比例大小，直

接影响OCC浆使用的多少，木片热磨浆占比越大，减少OCC废纸原料用量越多，反之亦然。

[0071] 实施例四

[0072]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与实施例

一所公开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区别在于，在配浆步骤中，木片

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15％；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比例大小，直

接影响OCC浆使用的多少，木片热磨浆占比越大，减少OCC废纸原料用量越多，反之亦然。

[0073] 实施例五

[0074]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与实施例

一所公开木片热磨浆替代OCC浆生产牛皮箱板纸的生产方法区别在于，在配浆步骤中，木片

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40％；木片热磨浆占牛皮箱板纸芯层浆料的比例大小，直

接影响OCC浆使用的多少，木片热磨浆占比越大，减少OCC废纸原料用量越多，反之亦然。

[007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终端设备不仅包括那些

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终

端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或“包含……”限定的

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终端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要素。此

外，在本文中，“大于”、“小于”、“超过”等理解为不包括本数；“以上”、“以下”、“以内”等理解

为包括本数。

[0076] 尽管已经对上述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

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

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

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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