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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市场推广主题
合作让我们更强大

对未来如何构建
一台纸机的
前瞻性思考

您工具箱中
值得拥有的
流浆箱、靴压和施胶技术

34-CN/2019

亲爱的读者，
世界瞬息万变，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但幸运的
是，也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看到制浆造纸行
业正变得严苛且机敏。这种变化是必然的，也
是发展的，所以我们要以勇气和热情看待当前
的市场形势。
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代表的是哪个环节，都
应该做出调整，以满足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因
为他们才是从货架上取下最好的纸制品，然后
不断回购的人。我们相信，只有强大的团队合
作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因此我们2019年的
市场活动主题是“We are stronger together
（合作让我们更强大）”。
这本杂志将向您展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
么，以及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什么。
希望它能成为您追求更高目标的灵感和动力
来源。
我们期待能与您合作，因为合作让我们更强
大!
希望您阅读愉快！

Wioleta Piątkowska - 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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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
PMP与中国生活用纸领导企业中顺洁柔的合作正在
推动中国生活用纸市场的发展！中顺洁柔已经投产
了3台PMP intelli - tissue® EcoEc 1600高端环保经
济型卫生纸机。未来PMP与中顺洁柔的合作前景更
加辉煌！

2018年10月
我们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两年卓有成效的合作，
PMP被中顺洁柔评为银级供应商。2018年10月24日
举办的中顺洁柔成立40周年庆典仪式在中国佛山举
行，我们于庆典上正式接受此份荣誉。

2018年12月
2018年下半年，PMP与南印度造纸公司签署了一份
销售合同，将为其交付两个关键部件- Intelli - jet
V®水力式流浆箱和两台串联式Intelli-Nip®靴式压
榨。这两个关键部件都将应用于印度加古德工厂的
PM6号纸机上。

5

PMP PROMOTIONAL MAGAZINE 34-CN/2019

澳大利亚&新西兰
2018年9月
非常高兴地宣布，配备了新的PMP Intelli- Jet V®水
力式流浆箱、长网网部和卷取部的PM4号机已于当地
时间9月10日上午4:12顺利开机。上午4:54，首个母卷
出现在卷取部。两天后，这台纸机生产的纸品已达到
可销售水平。

2018年11月
我们的专家出席了2018年11月在新西兰罗托鲁瓦举办的
APPITA大会!他们借此机会与客户建立联系，分享新的
技术理念。PMP在会议上做了两个演讲 — 由Maja
Mejsner女士带来的题为“创新—是附加价值还是一时
兴起?”以及由Pemo Klimczak先生呈现的题为“纸和纸板
表面喷雾施胶——遵循精益生产原则的技术”的演讲。

欧洲
2018年5月
2018年5月，我们举办了PMP代理商代表大会。总共
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50多个代理参加了此次会议。
我们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次会议为我们的未来以
及合作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和灵感!

2018年9月
PMP出席了2018伊斯坦布尔世界卫生纸展！展会期间，
Maja Mejsner女士发表了题为“热爱生活、不断探索、
创造成功，突破舒适区的科学”的主题演讲。

2018年10月
10月，PMP参加了在意大利卢卡举办的MIAC2018展
会。感谢您光临我们的展位!

2018年10月
2018年10月，PMP出席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
PAP-FOR展会。我们与我们的俄罗斯代表- UNITSERVICE携手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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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地宣布，PMP成为耶莱尼亚古拉市“2018年
度最佳公司”。耶莱尼亚古拉市市长Jerzy Łuzniak先生
于新年会议上为我们颁奖。PMP因其先进的技术开发水
平、品牌知名度以及代表整个城市在国际舞台上的优秀
表现（包括促进耶莱尼亚古拉市与中国常州市的合作）
以及高等教育水平员工的增加而获奖。

2019年1月
作为PMP，我们有幸成为Duszniki-Zdró 造纸博物馆展
览的一部分。此次展览聚焦了220年前获得专利的造纸
机的历史。它也展示了PMP 165年丰富的造纸历史。

北美
2018年4月
2018年4月，PMP参加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
举办的PaperCon 2018展会。期间，我们进行了两场演
讲，题目分别为“创新 — 是附加价值还是一时兴起？”
以及“纸和纸板表面喷雾施胶——遵循精益生产原则的
技术”。

2018年9月
我们很荣幸参加了由我们的墨西哥代理商EYSMAR组织
的技术研讨会。此次活动得到了PMP、IBS和Tecnopaper的支持，并聚集了来自墨西哥各地的约70位造纸厂
商的代表。

2018年11月
我们相信，合作让我们更强大，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宣
布，我们在美国的新工厂正式开业!我们非常高兴看到
美国分公司- PMP Americas的壮大!

南美
2019年2月
2月，ACOTEPAC 2019会议于哥伦比亚卡利举办，PMP
积极参与推广自己的品牌。会议期间，PMP的专家带来
了2个技术演讲 – 主题分别为“以极低介质消耗带来卓越
品质的概念 – 案例探讨 – PMP为中国知名生活用纸厂
商提供的9条卫生纸机线”以及“节省纤维，保持强度 –
您工具箱中值得拥有的流浆箱、靴压和施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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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技术

我们是谁？

6大洲33个国家
356个业绩

制浆&造纸
文化包装纸机

全球

卫生纸机

外协加工
服务

我们的愿景是

我们的使命是

成为拥有先进纸机技术的
最优秀的
供应商

特种产品

节能解决方案

9,5%
税前利润

值

怀抱激情与自豪
在造纸的世界里
与客户共创辉煌

专业度

我们别具一格的特色

我们的战略市场

. 技术创新
. 质量卓越
. 交付及时

我

. 亚洲
. 北美
. 欧洲

们

的

全球卫生纸机、
文化包装纸机和板纸机供应商

7220万
欧元

骄傲

企业道德

信任度

超过

160
年
的

市场领导者
的选择

波兰，中国
意大利，美国

8

我们在哪里开展业务

6

大分公司

74 158 109
3

2

10

核心价值
长远的
合作关系
倾听
客户需求

丰富经验

激情

团队合作
我们的分支机构

PMPoland
邓白氏等级

PMP集团2018财政年营业额

价

PMP –造纸设备生产商

3A1

630名
员工

英语
作为沟通的
共同语言
员工发展

经验丰富
且
忠诚的
团队

为公司
获得成功
提供动力

自2000年起，价值超过200万欧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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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全球分公司和代理办公室

Inc.

PMP集团分公司
. PMPoland S.A.

波兰

. PMP Group Sp. z o. o.
（财务中心）

波兰

. PMPKonmet Sp. z o.o. 波兰

. PMP Rolls & Service Sp. z o.o. 波兰
. PMPower Srl 意大利

. 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PMP Americas INC.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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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PMP分公司
PMP代理办公室
PMP分公司和代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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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
去探索
2019年
全新
市场推广
主题
“合作让我们更强大”
220年前，第一台造纸机获得专利并投入市场，改变了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相信，超过165年的悠久历史
对我们今天的面貌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是一个全球性
的大家庭，我们渴望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们是一支敬
业的、国际化的团队，由全球7个分公司组成。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创造，因为伟
大的事情从来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一个团队完
成的！我们很明确，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做出真正
的改变。

我们的历史、激情和价值
定义了我们是怎样的团队，
合作使我们更强大！

欢迎观看推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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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分公司

PMPoland
S.A.
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PMP集团总部

总经理：
Mirosław Pietraszek

全球分公司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48 75 755 10 61
marketing@pmpgroup.com

. 技术研发，
. 制浆造纸重大项目的执行，
. 市场策略的规划和制定，
. 应用及销售，
. 设计，
. 工程，
. 安装服务，
. 工厂服务，
. 欧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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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分公司

PMP分公司

PMP 财务中心

PMP Konmet Sp. z o.o.

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总经理：
Bogdan Łada

联系方式：
+48 75 755 10 61
finance@pmp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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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Jarosław Kuzioła

主要职能：
. 财务中心
. IT系统
. 人力资源

联系方式：
+48 75 755 20 60
konmet@pmpkonmet.pl

主要职能：

. 外协加工业务
. 碳钢结构件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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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分公司

PMP Rolls & Service Sp. z o.o.
波兰，Swiecie

总经理：
Bogusław Dobrosielski

PMP分公司

PMPower
S.r.l.
意大利，卢卡
总经理：
Adriano Lazzini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48 52 562 92 00
handlowy.pmprs@pmp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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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能：

. 辊子的加工制造，
. 辊子服务，
. 翻新服务，
. 维修服务。

联系方式：
+39 340 3924454
info@pmpower.it

. 为纸机项目提供节能解决方案，
. 气罩和蒸汽冷凝水系统，
. 通风系统，
. 引纸及稳纸系统，
. 运行系统，
. 工厂调研和改造升级，
. 工程服务，
. 工厂服务。
19

PMP分公司

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
总经理：
喻晓雄

PMP分公司

PMP
Americas Inc.
美国，南比罗伊特
总经理：
Rocky Matuska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86 519 86225356
marketing@pmp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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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能：

.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的卓越中心，
. 集团重大项目的工程和制造配套，
. 工程服务，
. 工厂服务，
. 亚洲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
+1 815 6339913
rmatuska@pmpamericas.com

. PMP制浆造纸业务的联络，
. 测量及工装，
. 外协加工，
. 工程服务，
. 工厂服务，
. 北美服务中心。

21

可达

速
车

可达

定

纸幅宽
卷

包装纸机技术平台

设计

的解决
啄
方
细
雕 可达

案

精

PMP文化及工业

量
至

卓越品质

INTELLI-SIZER® 施胶机
胶料类型：淀粉，PVA，颜料
固含量：可达18%（淀粉）
表面施胶量：总量可达8 g/m2
高质量的碳纤维或复合材料构成的上料梁机构

压榨部
配对辊：平辊，Intelli-DCR®可控中高辊
压力范围：可达1400 kN/m
出压区干度：可达53%

INTELLI-FORMER®成形部
- 网部脱水能力提升
- 更高效的脱水缩短了长网纸机的网案长度

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
类型：水力式（配备或不配备稀释水系统）
流道数：2-12
总管层数：单层或多层

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
位置：纸机传动部，与胸辊相连
应用：长网成形&叠网成形
工作状态：0-25mm/0-0.98in
1-10Hz（每分钟振动60-600次）

INTELLI-DRYER®干燥部
INTELLI-REEL®卷取部
液压或气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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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缸直径：可达1830 mm/ 72 in
压力等级：10bar
传动：由平网辊带动
钢制烘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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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

速
车

定

直径
缸

设计

可达

机技术平台
扬克

的解决
啄
方
细
雕

纸幅宽
卷

案

精

PMP卫生纸

可达

量
可达

钢制扬克缸

卓越品质

INTELLI-HOOD®气罩
燃气或蒸汽气罩
保证热效率高
并实现节能降耗

INTELLI-YD®钢制扬克缸

介质消耗水平

纸机生产效率
超过

蒸汽：低至1.9吨/吨纸
电耗：平均345 KWH/吨纸

INTELLI-SPR 真空压榨辊
®

直径可达1400mm/55.1in
最大化脱除纸幅中的水分
出压区干度高达48%
压力范围：可达120kN/m

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
单层或多层流浆箱
保证优越的成纸质量

钢制扬克缸结合了
最优干燥效率和
极低介质消耗
的优点

INTELLI-FORMER®
新月成形器
INTELLI-REEL®卷取部
& 纸尾引纸方式

纸幅完美成形的
紧凑型解决方案

完美的母卷结构
用户友好型设计
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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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

节能解决方案

赋予现有纸机新的价值

为您的事业创造极大的附加价值

主要特色:

优势：

主要特色：

优势：

. 精确计算
. 现场测量
. 合理规划
. 新部件设计（量身定制）
. 新的关键部件的加工
. 在PMP工厂预组装
. 所有必要的测试
. 运输到客户现场
. 调试
. 安装/光学测量
. 工程调试
. 开机/开机后优化
. 纸机搬迁
. 改变纸机生产纸种

. 改变生产纸种的机会

. 干燥系统（气罩，钢制烘缸

. 有机会减少5-20%的总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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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纸转变为箱板纸或卫生纸/高定量
箱板纸转变为低定量箱板纸）

. 产能提升将近25%
. 提升成纸性能
. 节省近50%的投资成本
. 可对生产线进行搬迁

蒸汽&冷凝水系统）

. 能源优化方案（回收系统）
. 稳纸系统（转移箱，稳纸箱）
. 环境友好型解决方案（提升运行性
除尘除雾系统，厂区通风）

. 能源管理（工厂调研，工厂升级
交钥匙工程）

. 改善蒸汽、燃料、电和冷却水的管理过程
. 因为提升了干燥能力，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
. 当投资先进的解决方案时，投资回报率具有吸引力
（平均成本回收时间少于1年）

. 改善工作环境
. 操作友好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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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服务

工程服务

使您的纸机保持最佳状态！

卓越的性能是我们的目标

主要特色：

优势：

主要特色：

优势：

. 应用/设计/绘制详图

. 广泛的工艺知识，高效的项目执行

. 纸机预组装及现场安装

. 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 产品开发

. 经验丰富且敬业的团队

. 纸机常规检修

. 服务范围广

. 供货范围定义

. 灵活的执行力

. 紧急维修

. 能将翻新部件与现有纸机生产线完美结合

. 批准会议支持

. 总产能达100，000小时/年

. 光学测量

. 经验丰富的专家，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业绩

. 室内加工并持续监管

. 先进的工程软件（SolidWorks, CosmosWorks,

. 翻新服务

. 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PMP的专家能在

. 技术服务（调试，开机，纸机优化）
. 现有设备的检修（动态稳定性/振动分析等）
. 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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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Simplus, E-plan, DBWokrs）-压缩执行周期

. 与行业专家和顾问合作

. 现有纸机拆除和搬迁

24小时内到达纸厂服务

. 执行欧洲标准和规范

. 公制或英制设计均可
. 英语作为沟通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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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球市场趋势–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在过去的十年里，制浆造纸行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生活用纸和箱板纸区域相当健康，而新闻纸和书写印刷用纸
区域则持续严重下滑，现在大约有1300台纸机效益在下降。
根据Fisher International的数据，这些纸种占27%的造纸总
产能。高效的机器很容易生存，然而，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些
不能再带来利润的机器呢？好消息是造纸业仍在增长。根据
Fisher International的统计，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一亿吨的新
产能。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业已经通过提高效率很好地应对了
新的业务挑战。改造和重组旧的新闻纸机和高克重箱板纸机
已经成为一个很明显的新趋势，尤其是在欧洲。在一些案例
中，甚至将整机从一个国家搬迁至另一个国家。在北美的造
纸厂也有不少这样的项目。
使用高度先进的解决方案，如多层水力式流浆箱、靴压和
施胶机，越来越成为保持成功的必杀技。今天，造纸厂商
已经做好准备接收更高的风险，并顺应可替代投资路径 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并关注不同类型的纸机改造。

灵活性是成功的关键 – 纸机重组/变更纸种的理念。

需求是发明之母
– 对未来如何构建一台纸机的前瞻性思考
玛雅·梅森女士

PMP集团业务拓展及市场部副总裁

摘要：

在Papercon 2015会议上，我曾分享了一个案例，即我们为德国一家客户完成的
纸机转变纸种项目（基于搬迁来的纸机，从新闻纸变更为瓦楞纸）。我相信，这是
我整个演讲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演讲，因为听众们对此表示怀疑，随后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一直到2019年，北美已经记录了多个纸机转变纸种项目。关停的纸机也有
许多未开发的资源，可以进行搬迁、翻新和重新配置，以生产具有增长潜力的其他纸种。
我们可能会有抵触情绪，然而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保持灵活性，以保证
我们的业务运转。本次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分享我们在欧洲和北美关于纸机改造（PMP Phoenix
Concept™凤凰改造项目）的经验（对不再具有吸引力的资产的利用，例如：新闻纸或高克重箱
板纸）。这次演讲将分享造纸机械的另一种投资策略，这种投资策略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出现在制浆
造纸行业，并分享一些对与会者在考虑将资金投向何处时有用的事实和数据。纸机纸种变更是复杂的
改造项目，在风险评估和物流方面要求很高 - 但无论如何都是可能实现的。在进行投资之前，有必要进
行深入的分析。
理解到成纸轻量化和高性能是一种大趋势，项目的推动力就是要将合理的投资和灵活的技术相融合。现代化的
流浆箱、靴压和施胶技术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本次演讲将结合实际案例说明其他公司是如何实施这一战略以及所
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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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Concept®凤凰改造项目的主要理念是要将新的关
键部件如先进的水力式流浆箱、靴压和膜转移施胶机以及现
有纸机上的翻新的部件相结合。项目可能基于搬迁来的某台
纸机，有时候甚至是结合了两台或者三台现有纸机。与安装
全新的纸机相比，主要目的是要大大的降低投资成本（甚至
40 - 50%）。项目可能还包括改变生产纸种（新闻纸转变
为箱板纸或卫生纸/高克重箱板纸转变为低克重箱板纸）。
项目流程包括：了解改造的目标，精确的计算，现场测量，
设备状态的评估，新生产线的概念化设计，纸机搬迁（如有
需要），合理规划，新设备的设计及制造，对现有设备的翻
新，PMP工厂预安装（将新部件和翻新部件结合），所有
必要的测试，运输到厂，现场安装及光学测量，工程调试，
开机及开机后协助。

首先是技术。待转换纸种的候选纸机应与它将服务的瓦楞纸
厂商高效契合。已经配备了带稀释水的水力式流浆箱、靴压
以及膜转移施胶机的新闻纸机和文化纸机更具吸引力。对建
设一台优秀的箱板纸而言，这些技术是必要的。有些投资可
能还要求包括浆料制备系统。目前而言，适用于回收纤维的
制浆系统对这个过程是附加价值。将新闻纸转变为瓦楞纸或
者T纸是相对简单的。有三个基本点需要注意。首先是湿部，
通常至少需要增加一层，建议增加面层网部配备水力式流浆
箱。这能够使纸机达到箱板纸要求的更高的定量范围以及提
升纸品特性。第二是要检查所需达到的出压区干度，因为纸
幅更厚了 – 这种情况下靴压的作用凸显出来，能够大大提升
干度（比传统技术高4-10%），从而降低蒸汽消耗，并且
提升纸品特性（松厚度和挺度更好）。最后是基于改造的预
期配备，合理利用施胶技术提升纸品特性（尤其是要转换为
低克重箱板纸时）。在重新设计的过程中，将生产线设计得
能效更高，更加环保，更加方便操作和维护非常重要。灵活
性、效率和对动态市场趋势的适应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是物流。地理位置本身至关重要。要以一种有效的方
式经营一家工厂，必须方便取得原材料和联系消费者。你
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 谁会买我的产品?
最后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应该考虑两个阶段 — 投资阶段本
身，然后是新生产线的运行阶段。毫无疑问，对全新项目的
投资许可比改造项目要求高得多。我们可以省去获取许可、
建立工厂基础设施，建立业务团队一系列累人的、复杂的过
程。所以这是执行纸种转换改造项目的一个加分项。可行性
研究对于确保生产线满足技术参数以及计算纸种转换项目所
需的投资非常重要。我们还建议对新生产线的业务模型进行
精确计算。
纸机纸种转换项目是可实现的，且如果计划得当，它们会非
常成功。它和我们这个行业的任何资本投资项目都差不多。
世界范围内，包括北美地区在内的纸机变更纸种实例越来越
多。在过去的几年里，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宣布或完成了几
个纸种转换项目，包括墨西哥也有一些案例。

随时准备好应对挑战。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北美资产的技术年龄是最老的。在北
美，纸机的平均年龄在30年以上。一方面，美国生产商努力
保持他们机器的竞争力，他们需要投资改造，以维持他们的
生产线运行。另一方面，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压力，要求他
们必须提高效率并保持预期的质量要求。
我们意识到，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大型新设备的投资很少，
关于终点在哪里，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别忘了新闻纸、文
化纸面临的挑战。这会是回收利用资产的解决方案吗?我们能
否将所有的新闻纸机或文化纸机都转换为其他纸种吗?不幸的
是，答案是否定的。技术、产品物流以及商业盈利能力都是
有限的。让我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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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也可以！-案例分析
我们公司执行过许多纸种转换的改造项目。通过下面的案
例，我想强调和描述一下可以考虑此类项目的不同的情形。
案例一是将一台新闻纸机转变为生产白面T纸。项目位置：欧
洲。项目周期：13个月。纸机基于位于瑞士的一台新闻纸机。
闲置之前纸机幅宽5400mm（212in），产能12.8万吨/年，定
量30-55gsm（18 - lbs / 3000 ft2），操作车速1200 m/min
（3,940 fpm）。改造为新的结构之后，纸机年产19.5万吨白
面T纸，原料为回收纤维，定量范围120-180gsm（25-37 lb /
1000 ft2），操作车速750-800m/min（2,460-2,625 fpm），
卷纸幅宽5350mm（210in）。改造过程包括重新设计、拆卸，
融入核心技术部件，以及在德国工厂进行全面组装。供货范围
包括新的关键部件的设计和交付，包含一台Intelli-Jet V® 水力
式流浆箱，一个面层网部单元，第四个第五个烘缸组，
Intelli-Reel®卷取部以及机械驱动。加长现有的底层网部和改
造压榨部（与现有的靴压相融合）也是有必要的。进行工厂验
收测试时，所有的新部件和翻新部件都预组装完成。最后一步
就是在客户工厂将所有的部件安装和整合，这由我们和客户的
项目团队以及外部安装公司共同执行。基于just-in-time原则
以及对仓储能力的精确计划，该项目得以高效准时完成。
案例二是将高克重箱板纸改造为低克重箱板纸。项目位置：
欧洲。项目周期：26个月。该高克重箱板纸机位于与客户不
同的其他欧洲国家。纸机于1994年建设完成，闲置之前纸
机幅宽5,070mm（200in），产能35万吨/年，定量
105-300gsm（22 – 62 lbs / 3000 f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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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车速1050 m/min（3,450 fpm），拆卸并存储于集装
箱中有两年时间。改造为新的结构之后，纸机年产25万吨低
克重箱板纸和瓦楞纸，定量范围80-120gsm（17-25 lb /
1000 ft2），最大操作车速1200m/min（4000 fpm）， 卷纸
幅宽5070mm（200in）。改造过程包括重新设计、拆卸，融
入核心技术部件，以及在纸厂的全面整合。最终两台旧的被
拆卸的纸机整合成了一台纸机。为了项目进展更高效，客户
和我们明确了双方的供货范围。我们负责核心部件，如新的
压榨部，配备Intelli-Nip®靴压的Intelli-TriNipTM四辊三压
复合压榨部，第一组烘缸组，新的Intelli-Sizer®膜转移施胶
机，新的气罩，机械传动，基础板，润滑系统，控制，以及
制浆区域的输送带。此外，我们还对以下部件进行了翻新：
流浆箱，网部，干燥部以及卷取部。我们的客户负责制浆系
统，电气驱动，蒸汽冷凝水系统，除尘系统以及工厂的其他
附属系统。我们还提供了以下的服务：二手纸机的搬迁和翻
新，在我们波兰工厂的预组装，现场安装和工厂所有元素的
整合。我们和客户的项目团队以及外部安装公司共同执行了
该项目。我们团队还负责了工程调试，开机监管和开机后的
支持。
案例三是用位于两个欧洲国家的两台旧纸机改造成了一台
新纸机。项目位置：北美。项目周期：24个月。该项目的
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加年产约10万吨的可用于制作不同工业
用途纸箱的高强瓦楞芯纸（100%OCC），以提升工厂的产
能。新的纸机（操作车速800mpm/2600fpm，卷纸幅宽
2450mm/100inch）结合了翻新资产（原本位于两个不同
的欧洲国家的两台纸机）和我们提供的世界级水准的全新
核心部件。做为项目基础的这台纸机原本年产定量130gsm
（26 lbs / 1000 ft2）

瓦楞芯纸和箱板纸7万吨，操作车速550m/min（
1800fpm）。我们交付了配备稀释水系统的全新的
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压榨部为回收利用的靴压（
靴辊直径1500mm），我们对其进行了改造，采用靴辊在
上的结构，设计的压区压力为1050kN/m。靴压技术保证
了纸机可靠的性能，优秀的出压区纸幅干度水平，从而大
大减少了蒸汽的消耗以及设备的用户友好性。干燥部后的
新的Intelli-Dryer ® 烘缸组包含了10个新的钢制烘缸，能
够帮助纸厂进一步节能和节省空间。我们还加长了网案，
升级了纸尾引纸系统，改造了卷取部（从德国搬迁来），
提供了新的机械传动和必要的备件。此外，我们提供了大
量的服务，包括翻新，预组装，现场安装，技术开机监管
以及纸机优化。
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形可以实施纸种转换改造。纸厂现
有一台纸机可以改造 – 这是最简单的案例。某处有一台纸机
可以搬迁过来进行改造 – 这是要求更高的一种情形。有一台
纸机正装在集装箱中可供搬迁、改造 – 这是更具挑战的一种
情形。最后，甚至是基于多条现有生产线组建新机 – 挑战升
级的一种情形。而在这所有的案例中，对流浆箱、压榨部和
施胶部（如需要）的技术提升都是必要的。

实现一个成功的纸机纸种转换项目的技巧
回到纸机转变纸种改造项目可能面临的挑战，我们来讨论
一下获得成功的关键技巧。当你做出决定，你的团队准备
开启这个项目，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首先，成功需要一种
非标准的方法，并对过程中的变化灵活应对。灵活的方法
是关键 — 当涉及二手/翻新设备时，能够识别并对原计划
执行必要的更改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对可用资源的精确判
断，可以在一开始就降低风险。当然，如果有机会看到未
拆卸的纸机时，这相对更容易。如果是这种情况，并且可
以在拆卸纸机之前进行详细的审查，翻新费用可能会减少到
原来预估值的5-10%。对于已经拆卸并放置在集装箱中的
机器，尽快进行评估以避免意外是至关重要的。确保打开每
个集装箱，拍照，正确地给设备贴标签，并决定设备是否可
以重复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开始了解得越多，预算计
算就越精确。翻新服务经验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慎重选择您
的合作伙伴。当这些服务执行得很好，应该很难区分安装在
新机的新部件和翻新部件。把新部件和翻新部件相融合总是
很有挑战性的。所以不要忽视项目的预组装和安装阶段。

成功还需要非常好的协调能力和对最终目标的高度关注。与
新纸机项目相比，这种类型的项目比典型的项目的工作范围
更广。它需要在流程整合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包括技术、
物流和准时交付。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由思维开阔、机敏的个
体组成的强大团队。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适当的团队互动是
至关重要的，并且需要积极地推动项目向前发展。不要犹豫
在审核会议上投资你的项目资金 — 你会得到回报的。新部
件和翻新部件同步规划是有益的。在大型项目中，提名两个
项目经理是明智的。从时间框架的角度来看，合理的项目周
期应该持续18 - 24个月，这期间要保持人们的注意力。必须
经常进行风险评估。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偏离轨迹，毕竟
这种类型的项目是动态的。我能想到各种风险：技术风险、
预算风险、安全风险等等。在整个项目框架内，尽快做出
决策是非常必要的。在你开启新生产线之前，确保你的员
工都受过培训。即使他们曾经操作过新闻纸机，但那与新
的、重生的生产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人们需要适应和接
受新环境。

总结：
“凤凰涅槃”式的纸机纸种转换项目是一种附加价值，还
是一种会逐渐消失的时尚？如今的商业环境迫使企业改变
他们花钱的方式，审视那些曾经被认为过时的资产，并找
到重新利用它们的新方法。这类项目的目标是优化投资成
本，让您获得最佳的回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
问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多少钱？根据行业专家提供的
信息，要从一台新机器上获得额外的产能，需要投资1000
- 1200美元/吨纸(在箱板纸行业)。每吨纸的投资取决于这
个概念。使用以上的Phoenix Concept凤凰改造概念，甚至可
以节省50%的投资成本。纸机改造是明智的解决方案，其中
技术是定制的，关键部件是全新的、非核心部件是翻新的。
技能、团队经验和先进技术使转换纸机纸种成为可能实现的
合理的商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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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于提升纸质的要求
全球造纸行业的市场趋势对于造纸设备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诠释，我们选择了客户需求各异的三大国家：美
国、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分析。
不同于成熟的文化用纸，包装用纸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正逐
步地发展壮大。我们注意到箱板纸的克重每年减少1-2gsm，
尤其是西欧国家，美国也是愈演愈烈。克重降低的趋势很明
显，但是许多生产商却要求相同或更高的强度。快消品生产
商对成品的配送和搬运成本是促成这一趋势的关键驱动力。
整个的供应链都必须优化，箱板纸的性价比成为受关注的对
象。目标很明确 — 整个产业链中必须压缩包装的成本（降
低包装箱的成本，提高每个包装箱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每个
货车的装箱数，以及后期可处理）。此外，包装盒的造型是
否引人注目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许多包装盒是要在零售
店里直接展示的。印刷质量优劣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客户的选
择。造纸厂家的挑战是巨大的：通过减少纤维的使用量降低
生产成本的同时要保证箱板纸性能更好、印刷适性更高。

节省纤维，保持强度
– 您工具箱中值得拥有的流浆箱、靴压及施胶技术
裴默

PMP集团技术副总裁

概述
目前，制浆造纸行业遭受全球大环境的冲击。造纸企业纷纷通过提升自身效率
以应对挑战。多层水力式流浆箱、靴压、膜转移施胶机等先进纸机技术的应用越
来越流行，尤其是箱板纸生产商。本文主要为您分享关于应用先进的水力式流浆
箱、靴式压榨和施胶机在保持低能耗、节省纤维的同时获得优质成纸性能的经验。

全球市场趋势
造纸行业受到了大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线上购物，运输
途中需要很好地保护货物），快节奏生活方式（外出就餐、即烹食物产品等）兴起，单身家庭的
（单份包装）增加，人口趋向老龄化（卫生护理产品需求增加）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敏感度增加（
环保趋势）促进了增长。这些尤其是对生活用纸和箱板纸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媒体（
电子科技）的发展，我们发现全球范围内对新闻纸和文化纸的需求急速下降。此外，箱板纸生产商正
努力降低成纸克重和生产成本但仍希望保证强度。而能耗指标也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更多的动态竞争（
如从低成本地区进口纸品）以及更加苛刻的零售要求（要求一个纸箱能装更多物品，并且需要增加强度，
因为运输路程更长）。基于这些趋势包装纸市场会持续发展。也许由于纸品克重的减少，我们会看到人均消
耗量减少了，但实际上产品销售量是增加的。

在欧洲，加强面层牛皮纸的强度成为一种趋势。此类箱板纸
采用双层结构，面层使用原生硫酸盐浆，而底层使用回收纤
维。这使包装箱板纸具有牛皮纸的外观，却只有普通挂面纸
的成本。这种新型的牛皮纸具有更高的印刷性能，通常采用
水力式流浆箱，使用两叠长网成形，甚至夹网纸机也越来越
常见。能够提供优秀的纸幅匀度和成形的水力式流浆箱是必
须项。先进的流浆箱技术能够在保持各层纯度的同时减少面
层纤维量。而靴压技术是温和压榨、保持纸页紧度且高效脱
水的方式。以及施胶技术，通过将淀粉压入纤维间隙将强度
和紧度传递给纸页，减少每单位功能表面纤维的用量。目前
最先进的涂布技术是针对箱板纸表面的喷雾涂布。以上提到
的这些技术，能够帮助造纸厂商在节能降耗、减少纤维、生
态友好的同时生产足够强度和挺度且印刷适性更好的纸品。

相关技术的项目挑战和期望

靴压技术是对当今需求的一种极好的回应。它能够生产出松
厚度高、强度高且表面平滑光亮适合印刷的纸品。与以前的
技术相比，靴压技术能够提升出压区干度4-10%，有助于
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由于蒸汽消耗量降低，生产成本得以降
低。众所周知，在压榨部节省1%的干度有助于在干燥部节
省4%的蒸汽。纸幅强度更高，纸机的适运性得到提升，因
为你立即能发现断纸的情况减少了。因此靴压技术已成为一
个必须项，尤其是对追求更多正常生产时间，高质量纸张和
低生产成本的箱板纸生产商而言。
运行良好的施胶压榨对于纸机的稳定至关重要-专家证实
50%的断纸都是由于运作不良的施胶机造成的。安装施胶
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印刷表面以及提升纸页强
度。采用正确的施胶方案能够实现这些目的，施胶总量可达
8gsm，单面施胶量可达4gsm。采用优化配置和设计的施
胶机，能够提升约15%的干度，从而能够节省能耗并提升
纸机运行性。

丰富的经验
PMP集团丰富经验是从为各类纸厂的服务中获取的，这些工
厂遍布6大洲34个国家，有的位于发达市场，有的位于新兴
市场，产品几乎涵盖各类纸种，如生活用纸、包装用纸、文
化用纸和特种纸。
我们正与市场领导企业积极合作，包括：国际纸业、伊利姆
集团，斯墨菲卡帕，APP 等。
从概念、设计、加工、质量控制到优化这一系列的复杂的流
浆箱工艺正是我们能够为造纸企业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的核
心技术。在我们公司创立以来的160多年里，我们位于波兰
Jelenia Góra的工厂总共生产了760台不同技术的流浆箱，
包括使用整流辊的和水力式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公司
作为Beloit集团的分公司，成为了其水力式流浆箱的卓越生
产中心。优秀的技术一直延续到今天。

现在的造纸厂商在考虑投资项目时不得不将几个目标结合起
来。5个主要的目标有：提升产能，改善纸页性能，优化能
耗，提高纤维利用率以及提升纸机适运性。
支持这些项目的最合适的工具就是技术先进的水力式流浆箱、
靴压和施胶机。
设计精良的水力式流浆箱能够带来优秀的纸品质量，由于其
拥有卓越的成形和纤维定向性，相对老式的流浆箱，纸页定
量偏差能够改善约80%。制作精良的流浆箱拥有高质量的内
部表面，能够提升纸机正常运行时间。高质量的表面使流浆
箱运行清洁，无需经常维护。先进的流浆箱调节范围宽，能
够保证产品灵活性。流浆箱是纸机的心脏，在造纸过程中起
着关键的作用。

造纸企业纷纷通过提升自身效率以应对挑战。多层水力式流浆箱、靴压、膜转移施胶机等先进纸机技术的应用越
来越流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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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PMP推出靴压技术，首个成功运行案例位于乌克兰
RKTK。Intelli-Nip® 靴压技术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理想的解
决方案，结合了节省能耗、提升纸质的优点。现在亚洲、欧
洲、南美、北美都有Intelli-Nip® 靴压的运行案例。
在PMP Intelli-Paper® 技术平台上，PMP Intelli-Sizer® 施
胶机是相对较新的产品。PMP施胶机产品主要为膜转移施胶
机，也有浸泡式施胶机和喷雾施胶。近期，应客户需求，
PMP还执行了一个膜转移&浸泡两用施胶机项目。根据客
户追求的效果，PMP Intelli-Sizer® 施胶机可以选择淀粉、
PVA或者颜料作为介质。现在，在亚洲、欧洲和南美都有
PMP施胶机的运行案例。因为客户需求的增加，施胶机也
越来越流行。

项目情景-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地解释上述观点，接下来将为您介绍PMP交付的3
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为了美国一家龙头造纸企业执行的湿部改造，
该纸机生产的是双层挂面纸和瓦楞原纸。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成纸质量（解决横向定量偏差大的
问题），注重每层的纯度，保证生产出相对更薄的面层。
我们的供货范围包括两台水力式流浆箱，面层流浆箱的稀释
水系统，必要的网部改造以及预组装，现场安装监管和开机
服务。客户则负责提供两台流浆箱的流送系统。

两台流浆箱经过仔细的计算和设计，实现并区分面层和底层
规定的定量要求。该项目开始阶段面临着一些挑战。从设计
的角度，考虑到流浆箱的宽度极大（将近9m-350英寸），
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理解工艺流程并做好挠度补偿。对于
此类流浆箱，无论是在面层或者底层，我们都有丰富的经
验。为了确保合理的挠度补偿，我们除了热力学和水力学
计算外，还量身定制了专门的设计。我们的客户非常的严
谨且要求极高，在每个阶段都非常仔细的检查。为了确保
面层的质量和每层的纯度，底层流浆箱的喷射冲击角度设
计至最小。安装和开机在19天内全部完成。通过改造，成
纸质量大大改善（横幅2 sigma cov 小于 0.6%），并达到
预期的每层的纯度。该项目的成功使我们获得了美国市场
其他客户的同类项目订单。
第二个案例针对的是压榨部改造。2016年1月，我们与一家
市场领先造纸企业签订合同就其位于哥伦比亚工厂的纸机进
行压榨部改造。
改造前，该纸机主要生产T纸和瓦楞纸，产能为270吨/天。
PMP为其提供了先进的纸机关键部件。项目的驱动力是顺应
全球趋势，采用先进的技术，实现节能降耗，同时也希望能
够提升纸质。
项目目标主要为节能降耗、提升纸机适运性、改善纸页性能
以及提升31%的产能。主要的理念是应用配备Intelli-Nip®
靴压的Intelli-Tri-Nip®四辊三压复合压榨。靴压技术对最终
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带来了理想的出压区干度（改造前
44%，改造后提升到52%），同时优化了纸页性能（尤其是
松厚度和撕裂度），提升了纸机运行性。

PMP的供货范围包括配备Intelli-Nip® 靴压的Intelli-TriNip®
四辊三压复合压榨部，其中靴压设计压力1400 kN/m，靴辊
直径1300mm。Intelli-TriNip® 四辊三压复合压榨部紧凑的
设计，减少了开放引纸，大大提升了纸机的运行性。供货还
包括一根Intelli-DCR® 可控中高辊，附属系统如纸机控制、
机械驱动、碎浆机、基础板和备件。纸机结构件设计车速为
1000 m/min。纸机于2017年7月18日开机。
此项目是PMP技术与高科技设备相结合成为实现共同成功
的关键因素的一个案例。过去3年，我们已经执行了多个相
似项目，证实了这种技术是目前的发展趋势和关注点。
第三个案例针对的是纸机纸种的变更。供货范围包含了多
个不同部件，其中就有Intelli-Sizer® 膜转移施胶机。客户
期望显著改善施胶这一方面。

该纸机目前生产瓦楞纸和T纸，年产能25万吨，操作车速
为1,200 m/min。
该项目针对施胶部的主要目标是要提升纸机的运行性和纸
页的挺度。施胶部的稳定运行对实现纸机优秀的运行性很
必要。通过施胶提升纸页的强度性能也是客户的关注点。
PMP Intelli-Sizer® 膜转移施胶机的设计施胶总量为7gsm，
单面施胶量可达3.5gsm。胶料的固含量为12-16%，出施胶
部干度更理想。值得一提的是该施胶机能够使用温度达80°C
的胶料（传统方式温度为60°C）。得益于特殊的设计，主要
是结构和加载方式的改变，压区设计压力可达80 kN/m（操
作压力60 kN/m）。该施胶机还采用了智能的加压系统，对
加载辊实时控制，提升了施胶效果和整个纸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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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110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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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中的Intelli-Sizer ® 膜转移施胶机是PMP提供的最先
进的解决方案之一。按时实现技术担保（首次就能实现均
匀的施胶）是PMP解决方案值得您信赖的原因。

先人一步 – 喷雾涂布
纸和纸板的抄造是一个多维的工艺过程。总体而言，多数
纸和纸板的功能是在以下参数间实现平衡：
• 表面功能特性，如印刷的外观，表面强度和隔离特性；
• 挺度，松厚度，产品的手感；
• 比表面积，以平方米/吨为测量单位。

纸产品其实是不断妥协和恶性循环的结果。例如，通过涂
布和压光提升产品的印刷适性，却导致挺度和松厚度的降
低，再通过增加纸幅的定量进行补偿，这对比表面积又产
生了负面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表面处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
通过少量的涂布达到要求的表面功能特性，使降低定量和
增加产量成为可能。
而面临的挑战是每层施胶均应用最少的化学品和涂料。这
样的要求推动着纸机和设备的发展。
现有的表面处理技术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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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刀涂布

屏蔽涂布

众所周知，在涂布工艺中，表面处理其中一个基础问题是水
对纸幅的渗透。水的渗透影响了纤维的联结，从而在表面处
理过程中降低了纸幅的强度。另外，水渗透使得纤维润胀，
对表面呈现高质量的图像产生负面影响。

屏蔽涂布常用的是计量棒系统。涂料的固含量一般是
45-50%，涂布量约为7g/m2（干燥后）。最好的屏蔽效果
是双层屏蔽。传统设备进行双层屏蔽涂布是不可行的。

广泛应用的刮刀涂布方式，能够给纸和纸板带来适合印刷高
质量图像的表面特性，在纸幅回湿方面也非常有效。在传统
的刮刀计量系统中，大量的涂料被施加到纸幅上，随后被刀
片以高压压进纸幅结构。过量的涂料则被移除并返回到上料
槽中。大量的能量被用于泵送涂料，因为施加在刮刀片之前
的涂料大约90%都被返回到上料槽中。另外，多层涂布需要
大型的多层表面处理设备，投资成本高。因为这些问题，人
们付出诸多努力研究能够提升涂料保水性和固含量的方法。

膜转移涂布
膜转移涂布于1980年代末开发出来，是涂布技术的一项突
破。该技术仅限于对印刷质量要求较低的纸张。膜的撕裂效
应是广为人知的现象。薄膜涂布的操作窗口相对狭窄。涂布
量可以仅限10 g/m2以内。
涂料的固含量大约为60%。对涂布量的控制不是很精确，主
要通过更换计量棒和调整涂料固含量控制。此外，随着使用
时间的增长，涂布量随着计量棒的磨损发生变化。

传统表面施胶
现在的表面施胶技术中，薄膜施胶是最常见的方式。然而，
胶料的最高固含量大约为15%。这意味着上胶时的水含量是
附着到纸幅表面的胶料的水含量的6-7倍。对低定量纸种双
面同步施胶是充满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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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 - 高压喷雾涂布
在高压喷雾刮刀涂布方式中，每一涂层通过高压喷雾直接施
加到纸幅表面，再以低压、冲击小的刮刀进行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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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涂料分散成非常细小的喷雾，并将喷雾施加到纸幅上形成
均匀的表面。需要使用冲击非常小的刮刀将涂层固定在纸幅
表面，并且刮刀能够带走多余的少量的涂料。
通过这一施涂和计量方式，施胶量范围为1-20 g/m2，可
以单层或双层施胶，并且能够精确定量。采用高压液压系统
处理固含量高达70%的涂料混合物。基于实验测试，高压喷
雾涂布的纸幅回湿要少于刮刀涂布。这通过实验纸机和印刷
测试得到证实。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

表面积

传统施胶

喷雾施胶

传统施胶

喷雾施胶

案例

案例

. 每天节省蒸汽约200吨
. 投资回收周期< 18月

. 产量提升10%
. 投资回收周期8个月

1. 涂料固含量高。
2. 过量涂料少。
3. 刮刀压力低。
涂布时的纸幅回湿量能够通过应用一个背辊的双层涂布进一
步减少。首层最大可调至5g/m 2 。固含量高达70%时，
5g/m2的涂层的含水量较低。试验结果表明，两层之间不需
要中间干燥，喷完首层直接喷下一层。这意味着水对纸幅的
渗透更少，干扰更少。因此，双层涂层的效果通过一个涂布
站完成。采用高压喷涂进行无中间干燥的双层涂布也叫做“
湿对湿”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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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节能方面取得了哪些发展？
我最近听到一种有趣的说法，造纸厂商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能源政策的三重困境:安全性、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作为
设备厂家，我们需要不断地思考如何减轻造纸厂商的生存压
力。一个明显的动力是应用智能技术如钢制扬克缸、
Intelli-Cap®节能气罩、大直径真空压榨辊（超过1400mm）、
靴压等提供最佳介质消耗(以减少所需能源)的解决方案。我
们现在的重点是拿起放大镜，寻找哪怕是很小的节省点。作
为以上提及的WIDE项目，我们已经在纸机的干部创造了一
整套的能源回收系统以减少约5%的蒸汽用量同时提升纸机效
率约4-5%。这是一种有意识地利用从现有运行业绩中获得的
知识的方法。我们深信我们不会停止寻求对现有解决方法的
进一步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求钢制扬克缸设计上的
改进以使能效最大化。甚至我们也考虑应用靴压的替代结构
以进一步优化整个过程。采用这一方法将会使将扬克缸的壁
厚变薄，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找到果敢机智
敢于率先尝试的造纸厂商参与合作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PMP有专属的分公司
–
位于意大利的
PMPower积极致力于节能新解决方案的研发。其丰富的经
验和知识已经帮助许多造纸厂商实现能耗优化。

您认为全球生活用纸市场在需求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这
对造纸机供应商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就生活用纸市场而言，重要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它会受到区域，消费者的偏好，以及
消费者在生活用纸产品上的消费能力影响。更成熟的市场需
要更多的创新产品—更柔软、更智能、更灵活。如果市场更
成熟，那么生活用纸生产线需要更灵活(产品范围更广)，提
供额外的纸品特性(额外的松厚度，额外的柔软度)—简单地
说，这些生产线应该更先进，因此投资成本通常更高。
就新兴市场而言，消费者的期望相对较低—因此纸机可以更
简化、更便宜。PMP几年前实施了最优成本解决策略，并在
中国开设了一家分工厂 — PMP艾博，结合欧洲的专业知
识和广泛的亚洲市场潜力，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如今，PMP
艾博是一个全面运作的卓越中心，每年最多可交付8条纸机
生产线。
站在造纸厂商的角度，他们想要确保每吨纸的生产都得到优
化。当他们只拥有一台设备时，挑战是很小的。然而如果他
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运行着50台纸机，他们面临的最大的
挑战是如何将生产标准化以控制他们的业务。

生活用纸发展趋势主题专访
贵公司在2018年最重要的技术发展是什么? 2019年我们能期待
什么?

玛雅·梅森女士
– PMP集团业务拓展及市场部副总裁

就营业额而言，2018年是PMP历史上创纪录的一年。随着我们越来越
强大，我们的品牌越来越受人尊敬，我们敢于为客户提供更具活力、更加
周全的解决方案，这也遵循了我们公司的愿景。
我们很荣幸，为中国市场领导者之一的客户提供的几台幅宽3.65米的Intelli-Tissue® EcoEc 1600卫生纸机成功开机并获得了该客户的赞赏，并且在一次正式晚会
上，我们获得了优质供应商银奖的殊荣。受到这些成就的鼓舞，并遵循我们
2017-2020年的珠峰发展战略，我们决定再次迈入宽幅纸机领域。
我们了解到，经过多年的优化，市场上现有的大多数卫生纸机技术解决方案都非常相似，我
们决定组建一个专家工作组进行头脑风暴，以创建全新的理念。我很荣幸能够领导这个团队，
运用PMP所有的经验进行探讨研发。这也是极好的机会，能够了解客户面临的日常挑战以及他们
的期望，发掘机敏的方案。今年秋天，我们推出了WIDE项目，我们的动力是创造出世界上消耗最
低的幅宽5.6米的新月型卫生纸机。此外，它还能保证优秀的成纸质量，舒适的工作环境，卓越的可
运行性，以及具有吸引力的运行成本转化率。WIDE代表着睿智的解决方案（Wise Solutions），创新
（Innovative），持久耐用（Durable）以及高效节能（Energy Efficient）。睿智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所
有的理念将帮助提升纸品质量，包括双层流浆箱，大直径真空压榨辊或者靴压以及其他的方案。创新 – PMP
的智能概念，具有工业4.0的风格，是用户友好且稳健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偏好。持久耐用 – 高质量、紧
凑的模块化结构，无障碍的操作（纸机效率高达95%）提供了舒适的性能。高效节能 – 蒸汽消耗极低，低至1.68
吨/吨纸。纸机线被命名为Intelli-Tissue® Ultra超级卫生纸机，将借助中国生活用纸年会和世界卫生纸米兰展会推
向亚洲和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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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结如下，对于我们设备厂家，要尽可能多的与生产厂家
交流讨论，了解他们业务运行的前因后果，以提供智能的解
决方案，并尽最大的努力来展示选择某一特定产品的长期收
益。如果我是一个造纸厂商，我会选择一条灵活的生产线，
这意味如果未来市场发生变化，我能够安装某些结构，为新
元素留出空间。
明年你打算去重点发展哪些区域?为什么?您在这些地区看
到了什么纸机技术趋势和挑战?
即使最近生活用纸行业有所放缓，它仍然是健康的。生活用
纸市场非常活跃:今天，中国是生活用纸的主要生产国，其次
是北美和西欧。最近有两个有趣的趋势将改变我们行业的形
态:政治和整合。中国最近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一些工厂
由于技术落后已经关闭。其他一些将由于营业执照到期和能
源限制而关闭。这意味着一些生产商将被迫转向其他地方。
像APP这样的大公司也决定通过收购现有纸厂进入美国和澳
大利亚市场。这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考虑到目前的趋势，我仍然会把中国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即
使他们暂时有麻烦，但他们仍将保持第一），但也会增加对
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关注—这些地区也将有所发展。正如我之
前所说，技术选择将受到当地消费者需求的驱动。新兴市场
可能会比以前更机敏地安装高速的卫生纸机，以增加产能。
成熟市场则更倾向于宽幅纸机。此外了解到最近纤维的成本
在不断增加，我也希望在替代纤维领域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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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卫生纸机制造的总体趋势将对生产过程产生的
最大影响是什么?
实际上我想重复一下我去年说过的话。在我看来，推动卫生
纸机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有三个:一是节能需求，二是提升纸
品质量，三是提高安全性。此外，按照工业4.0的理念，对系
统自动化的要求也更高。今年我想补充的是:让我们了解操作
者，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节能解决方案与大直径钢制扬克缸、真空压榨辊或靴压、节
能气罩、高效辅助系统等稳健的解决方案直接相关。我还想
提一下我们最近的想法，比如全能量回收系统。下一阶段是
对这些技术进行改进，例如应用靴压的结构来优化扬克缸的
结构。时间会证明一切。
纸品质量通过纸机所使用的技术（包括流浆箱和靴压等）以
及可替代的纤维（造纸厂商越来越开放地测试替代纤维，如
可可、咖啡、榛子以及纳米纤维）来实现。我们应当比之前
更多地在创新领域发展。
安全是全世界的头等大事。我认为现在是在行业层面联合起
来为整个行业制定安全标准的恰当时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
话题，在行业活动中进行讨论，互相学习，让我们的行业变
得更好。
如何让操作者的生活更轻松?唯一的方法是现场访问，问他们
喜欢什么，每天的挑战是什么。设计工程师和使用者之间保
持联系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展开头脑风暴?为什么不呢!

造纸新技术如何改变纸机制造商的市场?
生活用纸业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但其首要任务是稳定经营，控制生产成本，使企业盈利。有一小块区域需要冒险并进行
试验。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容易。
我更愿意看到我们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作为设备制造商推动造纸厂商向前发展并应用新技术。我们珍视与造纸厂商之间的长期
合作关系，双方互相了解和信任，能够创造辉煌的成就。我们很幸运有这样的合作伙伴，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可能成为行业突
破的开发项目。时间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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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全新卫生纸机解决方案
案例分析
更智能、更宽广，实现卓越成就的INTELLI-TISSUE® ULTRA超级卫生纸机技术
由MACIEJ OSSOWSKI呈现
3月26日 ，技术研讨会

INTELLI-CAP 节能气罩
TM

INTELLI-JET V®
双层水力式流浆箱

纸机生产效率
超过

介质消耗水平

蒸汽：低至1.73吨/吨纸
电耗：平均390 KWH/吨纸

TM

INTELLI-YD®
18英尺钢制扬克缸

INTELLI-FORMER®
4辊结构新月成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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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NIP® 靴压

INTELLI-REEL®卷取部
& 纸尾引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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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参展计划

2月20-22日 ACOTEPAC
（哥伦比亚，卡利）

关注我们

2019
2月20-22日 ASPI春季会议
（美国，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

3月25-27日 世界卫生纸
（意大利，米兰）

4月17-19日 CIDPEX
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

5月5-9日 PaperCon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10月9-11日 MIAC
（意大利，卢卡）

10月23-25日 ASPI秋季会议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

APPIT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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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MP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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