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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集约型纸厂
在 Perln 造纸集团投产

小能耗，大成就

经济性、环保型、地区适应性——这是福伊特造纸集约型纸厂 (IEM) 脱颖而出的三个核心标准。Perlen 纸

业的 7 号纸机采用了 IEM 的概念后，新闻纸生产的能源消耗明显降低到了平均水平以下。从一开始，该机吨

纸电耗就比 5 号纸机低 5%，而 5 号纸机经过多次优化、达到极限后，现在已经关闭。这不仅保护了环境，

也为这家瑞士造纸厂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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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吨/年  

产能

40-52克/平方米  

定量

10.45米  

网宽

2,000米/分钟  

设计车速

1,900米/分钟   
最高生产车速 

1,662米/分钟  
开机速度（世界纪录）

30% 
整个纸厂减少的新鲜水耗

5%
电能消耗减少*

10%
热能消耗减少* 

50% 

添加剂成本降低*

* 所有数据基于每吨计算。

Perlen PM 7 号纸机

——数字背后的

集约型纸厂

图 1：Perlen 7号纸机，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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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断优化、

达到极限后关闭的

5 号纸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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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Top复卷机VariTop复卷机 Sirius卷取机 EcoSoft Delta 压光机
图 3

封面话题

 从一开始，7 号纸机就被定位要打

破纪录。该生产线清晰地展示了 IEM 概

念对实际生产带来的收益。作为一个完

整的系统供应商，福伊特提供了废水处

理系统、浆料制备系统、纸机、卷取机、

纸卷运输和纸卷包装系统，以及整个自

动化过程。就整厂总包方案而言，福伊

特造纸还负责了整条生产线的交货、整

体组装、开机和优化。在与瑞士 Perlen

纸业集团的密切协作中，资源的保留是

整体概念的核心内容，所有过程之间都

要全面协调一致。

7 号纸机已经减少了

5% 的电能消耗

 Perlen 纸业的管理层 Jörg Michel

说（详见第 11 页的访谈）：“几乎从一

开始，7 号纸机的运行效率就有了巨大

飞跃。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我们的

产品质量就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Michel 认为，这一成就源自于从

脱水 (DuoFomer) 至压榨部 (DuoCentri 

NipcoFlex，带有 3 个压区和第 4 道压

榨 )，再到干燥部 (6 个烘缸组中有 31

个烘缸 ) 的最佳过程整合。与现已关闭

的 5 号纸机相比，虽然之前进行了持续

不断的技术升级，但新的 7 号纸机在

刚开机时，吨纸的电能消耗就比其低了

5%。即便在热能消耗方面，7 号纸机的

表现也优于 5 号纸机。新纸机的目标是

将能量消耗降低 10% 左右。此外，用

于 7 号纸机的粘合剂、淀粉、滑石粉和

染料等添加剂成本都减少了一半，这尤

其要归功于新型压榨部的应用。

TwinDrum 双鼓碎浆机

和 LowEnergyFlotation

节能浮选槽制备理想浆料

 在 Perlen 纸业集团，废纸的回

收是一个重要话题。福伊特通过增加

ALPA 2 厂 , 拓展了现有的 ALPA 1 废

纸回收厂。由于废纸制浆系统的过程

整合，不但提高了浆料制备的得率，还

能为 Perlen 纸业每年节能 700 万度。

LowEnergyFlotation (LEF) 作为最新的

浮选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是福伊特首次将这一技术装备到新系统

中，并取得惊人成果：油墨被迅速清除，

且在 Perlen 的能源消耗也降低了 30%。

 废纸的来源主要是德国和瑞士的

家庭材料。来自瑞士的一捆捆典型废纸

都是用不同的绳索捆扎好的。ALPA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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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Perlen的 TwinDrum碎浆机
降低了添加剂消耗。

TopDuoRun干燥部 DuoFormer TQv

成形器

DuoCentri NipcoFlex压榨

封面话题

纸回收 2 厂不仅要将绳索除去，还要将

重达数吨的纸捆去捆绳（全自动操作），

再将松弛的废纸喂入 TwinDrum 碎浆

机中。这台 TwinDrum 碎浆机以每天

1500 吨的输送效率持续供给两条浆料

制备线。它创新性的碎浆概念能轻柔地

冲洗纤维，同时还减少了添加剂的使用。

在 25% 至 28% 的碎浆浓度下，可获得

出众的油墨清除效果以及其他收益，这

都要归功于 TwinDrum 碎浆机碎浆鼓中

的整合置换器。

清水消耗减少 30%

 整个纸厂范围的清水消耗减少了三

分之一。这是在所有区域进行用水管理

的成果：从废纸准备到两台纸机（现存

的 4 号纸机和新 7 号纸机）和废水处理

系统。

 后者包括了水循环系统的净化和

废渣处理，为此福伊特为机器和过程技

术开发并实行了一个新概念。在纸厂运

行时，净化系统的处理能力翻了倍，达

到每小时处理 1000m3 废水，COD 负

荷 50 吨 / 日。两台移动床式生物反应

器 (MBBR) 作为高负荷生物平台使用，

后接两个低负荷生物平台和三个二次净

化槽。这些设备确保了生物净化处理后

的水可以被排入鱼类富足的罗伊斯河

(Reuss River)，这条河流发源于瑞士阿

尔卑斯山的圣高特萨德山丘。可以说该

公司的污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瑞士环

保局的最高要求。

 Perlen 纸业集团的清水来源于自

有井，该井也是 Perlen 村的饮用水来

源。因此，在水的进一步处理阶段，要

对饮用水和工业用水进行严格的区分。

Perlen 纸业使用的清水 50% 都用于冷

却，因此将其排放进入自然循环时并没

受到污染。

IEM 适应地区和客户要求

 从初始的要求开始，Perlen 7 号纸

机的设计理念即是，不但要满足客户对

质量的期望，还对现有条件加以利用，

将新纸机整合进现有的基础设施中。此

外，通过对所有核心过程的整合，资源

的消耗被降到了最低。

 在项目起始阶段，要对重要的参

数进行定义和设立。根据印刷测试和

Perlen 纸业的客户调研结果，得到了新

纸机需要满足的质量要求整体情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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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两台 VariTop复卷机的中心卷取原则确保了良好的卷芯紧致程度，这对于快速运行的印刷机器是一个重要的质量参数。

封面话题

一致性，最佳运行性能和纸张的可印刷

性是客户最关心的指标。

 在起草新 7 号纸机的首张设计图

时，项目团队将最佳选址定在了该公司

的原生产场所上。这一靠山的选址具备

自身优势，机器厂房的一面连接放置纸

机的地面，另一面则连接纸机的白水

槽。甚至连安装 7 号纸机的厂房规格都

重新设计过。节省下的建筑总面积达到

35000m3。由于建筑规模被控制得尽可

能小，因此成本也可以降低。

 此外，纸机的宽度和速度都根据客

户要求设计，继而又决定了预计的电力、

蒸气、水和化学物品的用量。由此一来，

项目团队以最优方式组装了相应的系统

元件，并首次计算出了效率值。

通过中心卷取原则

提高质量

 Jörg Michel 介绍说，基于中心卷

取原则的压榨部和复卷机配置显著提高

了纸张的质量。“客户进行了几次测试

运行，每次都对纸张的质量予以积极评

价。Michel是生产和技术领域的负责人。

此外，福伊特还对包装系统领域的概念

整合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提供给瑞

士客户的纸卷通过单独的处理步骤，不

再需要前端的额外包装。这节省了包装

材料、时间，是生态与经济优势的体现。

 在具有示范性的开机之后，Perlen 

7 号纸机在 2010 年 9 月进行投产，自

此其运行已经得到各方的高度赞许。通

过密切的协作，Perlen 纸业与福伊特造

纸执行了一套符合最严格环境标准的系

统，该系统高效率工作，以瑞典式的完

美主义生产最高质量的纸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