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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改善成纸质量？
选用一台先进的水力式流浆箱是提升纸
机性能的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有效提升生产效率的综合性卫生纸厂概念

环保经济性改革已经开始!

降低造纸生产中的介质消耗势在必行

案例分析
真实生动的项目案例分享
关于执行改造项目的建议

一台新闻纸机能否如同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
-变更生产纸种的纸机改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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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价格、质
量和技术”正是PMP集

因为激情永远第一..

团能够持续提供的。
- Sergey Pogodin,
SFT Group

亲爱的读者：
相比十年前，世界似乎变小了– 我们能够很便利地获取所
需的信息，找到所需的新供应商或者某款新产品。 根据哈佛
商业评论，90%的人搜索解决方案时首选网络，令人吃惊的
是，有60%的交易甚至是在跟卖方交流之前就确认了。

当下的投资者们在商务谈判之前已经全副武装做足了“
家庭作业”，他们就是要将供应商推出舒适的空间以增加自
玛雅• 梅森
PMP业务拓展及市场部总监
maja.mejsner@pmpgroup.com

目录

身的附加价值。每次都要求供应商提供新的见解以评估其能
力。

这就是最近PMP做出重大的转变，更新自身的品牌的

原因。我们的目标是集中精力成为客户导向型供应商，提供
为客户创造机会的产品。 PMP想成为强大并且机敏的技术型
整合集成供应商。新的标语“Passion Comes First（激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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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愿景。PMP相信事业成功的真正动力在于推动事业发展

48 如何有效改善成
®

靴压

		

纸质量？

53 Intelli-Tissue®
		

膜转移施胶机

综合卫生纸厂概念

58 简约高效卫生纸机解决
		

30 备品备件

方案的典范之作

62 展会和会议

32 现场服务

63 关注我们

34 工程服务

我们希望成为不断自我提升的供应商，关注市场趋势，聆
听客户的需求，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
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高度重视客户审视现状的
机敏性的原因。 希望这一期的PMP推广杂志能够鼓舞到您，
在您与PMP面对面交流之前，为您提前热身。

联系方式:
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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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pmp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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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欧洲

PMP为永丰余集团提供的7
台卫生纸机现已全部投产
PMP为永丰余鼎丰工厂提供的1号

继PMP Intelli-Nip ®靴压在江苏长丰

机和2号机分别于2015年底和2016年

纸业3号机成功运行之后，2016年5

Kappa

初成功投产，双方团队对于纸机的运

月，PMP收到了来自长丰纸业的重

机湿部改造的供应商。目前该项目已

行情况都很满意。目前，永丰余已经

复订单，将为其2号机提供一台全新

于当地时间2016年1月8日晚上7时改

拥有7台PMP提供的 Intelli-Tissue ®

的Intelli-Nip ®靴压。2号机卷纸幅宽

造完成，重新开机，仅1.5小时之后，

1600卫生纸机，全部安装在其大陆的

4860mm，生产高强瓦楞纸。PMP

成纸已达到销售质量。PMP的供货范

工厂。

的供货范围包括Intelli-Nip ® 靴压模

围包括纸机面网对应的1台的4流道的

块（设计压力1050

Intelli-Jet

PMP为中国河北雪松纸
业提供的第2台IntelliTissue ® EcoEc环保经济型
卫生纸机顺利投产

新闻

Saillat工厂挑选为其PM#4号

V®水力式流浆箱，脉冲衰

1460mm的配对平辊，以及附属系

减器，热补偿系统以及面网改造（面

统如液压单元、控制和机械传动。该

层网案）。PMP还提供了相应的真空

项目预计于2017年初交付。

系统，以及设备的现场安装指导和开
机指导。

纸机成功开机。TM#2的设计幅宽
2850mm，设计车速1200m/min，

2015年10月，永丰余集团与

日产60吨，定量范围12.5-20 gsm，

PMP集团签订了关于其台湾清水工

与TM#1号机形成左右手机分布。除

厂7号机改造的合同。主要供货包括

了纸机主体，PMP还提供流送系统，

PMP自主研发生产的12英尺Intelli-

机械传动，电气传动，润滑系统，蒸

YDTM 钢制扬克烘缸，高效的Intelli-

2016年2月，PMP供应的又一台

汽冷凝水系统，PLC系统以及现场的

Cap TM

保温抽风式气罩以及蒸汽冷

Intelli-Nip® 靴压投入运行，该靴压是为

安装监管和开机指导服务。

凝水系统。该项目已于2016年8月投

波兰Szczecin-Skolwin Apis Sp. z o.o.

产。

纸厂提供的新的Intelli-Press ®压榨部

台Intelli-Tissue ® 1200 EcoEc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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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m），直径

2015年4月，PMP被Smurfit

PMP为永丰余集团台湾工
厂执行干燥部改造项目，延
续并深化战略合作关系

2016年1月16日，雪松纸业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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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将为江苏长丰纸业提
供第二台Intelli-Nip ®靴压

PMP为Smurfit Kappa法
国Saillat工厂完成PM#4号
机湿部改造

PMP为东莞顺裕纸业提供
的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
浆箱和Intelli-Nip ® 靴压现
已投入运行

又一台PMP Intelli-Nip®靴
压投入运行 - 为Apis波兰
Szczecin – Skolwin工厂
提供新的Intelli- Press® 压
榨部

中的核心技术。客户的需求是将一台
最初由Fampa（PMP前身）制造的

2016年7月下旬，东莞顺裕纸业有
限公司6号机顺利投产，该纸机配备

2016年1月22日，河北金博士集

个先进的Intelli-Press ® 压榨部，包

了PMP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

团有限公司与PMP集团签署了两台

括3个压区：一压为平辊（压区压力

EcoEc 1200环保经

90 kN/m），二压为真空压榨（压区

V 水力式流浆箱，配备高

济型卫生纸机的购销合同。这两台

压力30-40 kN/m），三压为Intelli-

自动稀释水系统，实现了优越的纸张

纸机设计幅宽3650mm，运行车速

Nip ®靴压（设计压力750 kN/m，直

横幅定量控制。PMP 提供的 Intelli-

1200m/min，单台日产75吨，产

径：1300mm）。PMP还负责发运

N i p ®靴 式 压 榨 ， 保 证 了 可 靠 的 纸 机

品克重为12.5-25gsm。预计这两台

前的预组装、动测试服务，运输，现

性能，使得出压区纸幅干度更高，大

纸机分别于2016年底和2017年中投

场安装、调试、开机、培训及优化服

大减少了蒸汽的消耗。PMP还提供了

产。

务。

和Intelli-Nip
Intelli-Jet

靴压。PMP

提供的

®

安装和开机指导，以及详细的现场培
训，后期会继续提供纸机优化服务。

Intelli-Tissue

®

非洲

PMP集团为Smurfit
Kappa墨西哥工厂提供
Phoenix Concept®凤凰概
念整机改造服务
2015年7月，PMP与Smurfit Kappa
墨西哥公司签订了关于一条二手纸机生
产线的Phoenix

Concept® 凤凰概念整

机改造服务合同，改造后的纸机将安装
于Smurfit Kappa 墨西哥Los Reyes工

纸机PM#1号机重新投入使用，并且
将其生产的纸种由新闻纸改为瓦楞纸
和挂面箱板纸。PMP为其设计了一

PMP
为南非客户提供
Intelli-Tissue® 1600
Advanced
卫生纸机
2014年12月，PMP与南非一客户
签订了一台Intelli-Tissue® 1600 Advanced卫生纸机的供货合同。预计开
机时间是2016年底。

厂。PMP将提供工艺精湛的5流道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唇口宽度2675
mm），新的Intelli

Tri-Nip®四辊三压

部， 其中包含一个沿用的靴压辊（辊径
1500mm），以及新的Intelli-Dryer®后烘
部。PMP还将提供纸机长网案的加长、
引纸系统，卷取部的改造，新的机械传动

PMP集团将为河北金博
士集团有限公司提供2台
Intelli-Tissue® 1200 EcoEc
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

北美

和必要的部件更换。部件翻新、预安装、
现场安装、开机指导以及纸机后期优化也

南美

Smurfit Kappa
哥伦比亚与
PMP签订了
PM#1号机压榨
部改造合同

将包括在PMP提供的服务范围内。该项

2016年1月，Smurfit Kappa集团

目预计2016年中开始交付，2016年末完

与PMP签订了关于其哥伦比亚巴尔博

成安装，2017年第一季度开机投产。

萨工厂的PM#1号机压榨部改造的合
同。

PMP的供货范围包括带Intelli-

PMP与北美客户签约提供一
台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

部（压区设计压力1400 kN/m，靴压

2014年5月，PMP与美国知名造纸

直径1300mm）。紧凑的四辊三压结

厂家签订合同，将为其提供一台全新

构能够减少开放引纸，提升适运性。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供货包括

靴压技术将是整个项目成功的关键，

一台配有稀释水系统的10米（370 in）

极大地提高了出压区干度。PMP在该

宽的Intelli-Jet V®流浆箱。预计2016年

项目中的供货还包括Intelli-DCR ®可

5月开机。

控中高辊， 纸机附属系统，纸机结构

PMP集团为美国客户交付幅
宽5.6米的Intelli-Reel®卷取部
目前，PMP集团在北美洲的业务正在
逐渐增多。近日，我们刚刚为位于美国南

Nip 靴压的Intelli Tri-Nip® 四辊三压
®

设计车速为1000米/分钟。PMP还将
提供现场服务，如现场安装指导和开
机指导。该项目预计于2016年11月
交付，2017年初开机。

部的客户交付了幅宽5.6米（220’）的
Intelli-Reel®

卷取部。该卷取部应用于

客户涂布板纸机上，提供了稳定又安全
的卷纸工段，有效减少了断纸发生率；
智能化的自动换卷技术使得操作更加便
捷，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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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 造纸设备生产商（PAPER MACHINERY PRODUCER）

6

行业：		

工业机械和服务（尤其是制浆造纸行业）

成立于：		

1854年，超过160年历史

总部： 		

PMPoland S.A., 位于波兰，耶莱尼亚古拉省

160年，在这当中，由于历史、政治、经

分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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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原因，公司经历了改革和并购。公司名

服务范围： 		

全球

关键人物：

Zbigniew Manugiewicz先生（执行总裁）

			

Aaron Braaten先生（董事长）

产品： 		

文化及工业包装纸机

			

卫生纸机

			

来图加工

			

特种产品

服务：		

造纸行业的服务

			

工程服务

营业额：

4800万欧元（2015年）

员工数：

600 人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PMP集团服务于制浆造纸行业已超过

称由H.

Fullner、Fampa、Beloit波兰，

最终于2000年重组成为一个独立的全球
性公司 - PMP集团。
目前，PMP集团在全球均有分支，通
过三大洲（欧洲、北美洲和亚洲）的六家
分公司，为客户提供着高性价比的产品和
服务。便利的地理位置使我们跟客户联系
地更加紧密。
作为一家全球性的集团，PMP集团主
要专注于五大业务：文化及工业包装纸
机、卫生纸机、来图加工、特种产品以及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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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PMP正在进行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
如何做？”的自我审视。随着发展战略从“最优价格”
至“最优解决方案”的演变，PMP已经被世界认知。

原Logo 			新 Logo
PMP新logo的规划征询了其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员工
的意见，新的设计正是迎合了外界对PMP的认知。新的
logo旨在唤起关于技术和激情的共鸣。黑色和绿色配色的
灵感源于公司超过160年的历史。圆形的元素让人们联想
到机器上转动的部件，且寓意着持续的成长。绿色的箭头
2015年12月，PMP集团完成了对其品
牌和标识的更新。PMP形象的现代化转变

PMP
品牌创新
说明

是对过去十多年里集团发生的重要蜕变的
反应，也是PMP 接下来2016年至2018年
新战略的一部分。
得益于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执行各类
项目，PMP已经历练成为了更加成熟和可
靠的企业，2015年营业额达到4800万欧
元。迄今为止，PMP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遍
布6大洲33个国家的各类制浆造纸企业。
且在美国、中国以及意大利均成立了新的
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多年来，PMP的战略已经从提供低成本解

意味着更加长远的发展以及不断地进步。而现代字体突出
了被久经论证的解决方案驱动的现代化技术的重要性。
新的标语“Passion Comes First（激情第一）”总结
了PMP以独特的方法实现公司业绩和加强团队合作的愿
景。PMP相信事业成功的真正动力在于推动事业发展的
人。这种崇尚人类行为和情感的方式正形成了每个员工的
独特性。PMP的理念是让员工为个人以及团队的成绩感到
自豪，激发其潜能，增强其忠诚度。
PMP新的标识以及名为“Passion Comes First”的市
场活动已于2015年12月14日正式公布，PMP将更加精神
焕发，以满满的激情一如既往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决方案（低价为竞争优势）演变成为提供
最优化成本解决方案（技术为竞争优势）
。PMP所遵循的“合作与诚信”的理念正
是其价值观的最好体现。
从现在开始，PMP的战略目标是集中
精力成为客户导向型供应商，提供为客户
增加机会和附加价值的产品。PMP想成为
强大并且机敏的技术型整合集成供应商。
其近期目标是在接下来的3年内增加20%
的市场份额， 重点关注美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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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ień
Dobry!

华沙

首都：

人口：

尼古拉·哥白尼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
尼是第一个发现地球不是
宇宙的中心的人。

货币：

兹罗提

勇敢之地，勇敢的人

呼叫代码：

费雷德里克·肖邦

+48

国家标志

-1-30°C

国旗

克拉科夫

白鹳是波兰的标志之一。波兰是欧
洲最大的白鹳聚集地，每年春天超
过25%的白鹳飞往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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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

1364

克拉科夫绝美的建筑和艺术珍藏吸引了成千
上万的观光客。同时克拉科夫被誉为“波兰
科学的摇篮”，1364年，波兰第一所大学亚盖隆大学在这里成立。作为欧洲最美的城
市之一，克拉科夫每年吸引了超过1000万
的游客。

白鹳

10 10

维利奇卡盐矿建造于13世纪，是
世界最古老的盐矿之一，一直运
营到2007年。维利奇卡盐矿位
于地下135米，于1978年被录入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一批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Oscypek奶酪是波兰著名的烟熏奶
酪，由波兰高地人用羊奶制成。

3800万

波兰语是波兰的官方语言，
被认为是世界最难的语言之
一。波兰语中最著名的绕口
令是“W Szczebrzeszynie
chrząszcz brzmi w trzcinie”
，发音极其绕口。

波兰的气候是温和的
大陆型气候。冬天相
对较冷，平均温度
在-1 至 -5°C（30.0
至 23.0 °F）之间，
夏天平均温度18 至
30°C (64.4 至86.0
°F)之间。

维利奇卡盐矿

波兰史上总共诞生了17位诺贝尔
奖得主，包括玛丽·居里，她是放
射性研究的先驱，是第一个获得诺
贝尔奖的女士，也是唯一获得两次
诺贝尔奖的人。

Oscypek奶酪

波兰语

气候

135 m

波兰趣闻轶事

诺贝尔奖

好客
波兰人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准
备好，不要被波兰人异常的热情
好客吓到喽！

著名的音乐作曲家费雷德里克·肖
邦出生于波兰华沙近郊热亚佐瓦沃
拉，6岁便能够作曲和写诗，8岁第一
次公开演出协奏曲。

建筑
宏伟的宫殿，哥特式街区，蜿蜒
的集市广场……波兰小镇融合了
中世纪的建筑和生动的文化活
动，满足了现代游客的需求。

约翰·保罗二世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闻名于波兰大地。他
在1978年至2005年之间任职教皇，是受
全世界敬仰的一位教皇。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原名约泽夫·沃伊蒂瓦，于2014年4月
27日，被教廷正式公布为圣人。

琥珀
波兰是世界最大的琥珀出产
国。.

1600年至1945年里，波兰经历
了43次的入侵，波兰人民始终
能够为自由而战。

宪法
波兰宪法是欧洲第一部宪法，世
界第二部宪法。

Pierogi(饺子)
Pierogi是一种包馅的饺子，是波兰
饮食的代表。自中世纪开始就开始流
行。Pierogi的馅儿多种多样，最出名
的是包土豆泥和奶酪的以及包蘑菇和
卷心菜的Pierogi。

未受破坏的自然
波兰是探索未被破坏的自然的最
好的去处之一，拥有许多原始的
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结束了忙碌
的一天之后，你可以融入自然
中，全身心享受自然之美，为自
己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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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分公司简介
PMPoland S.A.

PMP Rolls & Service
Sp. z o.o.

PMPKonmet
Sp. z o.o.

PMP IB
(Changzhou)
Machinery
& Technology Co. Ltd.
艾博（常州）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PMPower S.r.l.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

电话： +48 75 755 10 61

电话： +48 52 562 92 00

电话： +48 75 755 20 60

电话： +1 815 6339913

电话： +86 519 86225356

电话：+39 340 3924454

邮箱：marketing@pmpgroup.com

邮箱：handlowy.pmpfs@pmpgroup.com

邮箱： konmet@pmpkonmet.pl

邮箱：rmatuska@pmpamericas.com

邮箱：marketing@pmpgroup.cn

邮箱：info@pmpower.it

地址：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地址：美国，Machesney Park

地址：江苏，常州

地址：意大利，卢卡

PMP集团北美服务中心

亚洲服务中心

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

•

•

PMP制浆造纸业务的联络

•

集团重大项目的工程和制造配套

•

为纸机项目提供节能解决方案

•

测量及工装

•

亚洲服务中心

•

气罩和蒸汽冷凝水系统的节能

•

外协加工

•

北美服务中心

地址: 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地址：波兰， Swiecie

PMP集团总部
主要职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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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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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场服务

•

欧洲服务中心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主要职能：
•

辊子的加工制造

•

辊子服务

•

翻新服务

•

维修服务

•

来图加工业务
碳钢结构件的加工

方案
•

通风系统的解决方案

•

引纸及稳纸系统的解决方案

•

运行系统的解决方案

•

工厂调研和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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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4年是Heinrich Füllner先生在耶莱
尼亚古拉Cieplice地区成立造纸机械工厂的
第160年。这家工厂在19世纪就已经成为欧

走近PMP总部

洲著名的造纸机械厂。高品质的纸机生产线
吸引了来自欧洲、亚洲、南非等地区的客
户。虽然这家公司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多次
更名（H. Füllner， Fampa， Beloit Poland S.A.），但其生产的纸机产品对耶莱尼
亚古拉地区甚至是全世界制浆造纸行业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作为160多年纸
机制造经验的继承者，荣耀将由PMPoland
S.A.继续传承。

PMPoland S.A.主要职责
PMPoland S.A.
地址：波兰，耶莱尼亚古拉
主要职责：
•	 重大项目的执行
•	 设计
•	 技术研发
•	 关键部件的生产
•	 欧洲服务中心
领导者：
Zbigniew Manugiewicz先生
（PMP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现在，PMPoland作为PMP集团的总部，将
集团各分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负责集团重
大项目的执行。
PMPoland提供基于Intelli-Paper ®智能纸机
技术平台的整条特种纸（油光纸）纸机和各种工
业及包装纸机，以及基于Intelli-Tissue ®的新月
型卫生纸机。产品供货范围同时覆盖了制浆系
统、流送系统以及纸机上所有的全新部件。此
外，响应市场对高附加值项目的需要，

PMPo耶莱尼亚古拉是一座拥有900年历史和传统的城市，在

land S.A. 能够提供名为Phoenix Concept™凤凰

这里，有许多的古迹和景点，非常适合开启一场深山远足

概念的纸机改造升级服务。

旅行。
基于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设计工具，如3D

耶莱尼亚古拉拥有很多非常古老、有趣的文化景观，在

Solid Works, Cosmos Works, Cad Simplus,

城市及其周边，您可以邂逅虔诚的教堂，忏悔的十字架，

E-plan 和DB Works ，PMPoland S.A. 能够提
供纸机相关的各种工程服务。另外，PMPoland
S.A.提供的服务还包含安装监管、安全审查、定
期检查、辊子维修，现有设备（如泵，风机，被
腐蚀的部件）的小修复等等。
PMP集团总部的另外一个业务是来图加工业
务，基于客户提供的图纸资料，能够完成一些大
型复杂设备的精密的加工、制造和安装。
PMPoland

S.A.

的产品和业绩是多种多样

的。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奠定了PMP在市场
上的稳定地位，从而使PMP集团更加值得客户信

PMP总部地址

古色古香的小屋，以及被浪漫园林包围的中世纪城堡和宫
殿。

PMPoland S.A. 位于波兰西南部的耶莱尼亚古拉，靠近波兰
与捷克共和国的边界。“耶莱尼亚古拉”的含义是“鹿山”。

观光线路中设有许多山中休憩点，供历史文化体验之旅
中疲惫的游客小憩。从耶莱尼亚古拉出发，可以前往周边
的Karkonosze, Rudawy Janowickie, Kaczawskie 以及
Izerskie 山脉继续游览。
拥有近千年的历史，经历了3个国家的统治，融合了多
种文化，耶莱尼亚古拉毫无疑问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站在
PMPoland的窗边，能够看到Karkonosze山脉的最高峰
Śnieżka山。
欢迎来感受和发掘我们城市的魅力！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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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欢迎咨询我们中国的专家团队

京两大都市等距相望，与苏州、无锡联袂成片，构成了苏锡常都市圈。常州

PMP艾博所在城市- 常州，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金三角地区，与上海、南
有着十分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便捷的水陆空交通条件，市区北临长江，南濒太
湖，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全市水网
纵横交织，连江通海。长江常州港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年货物吞吐量超
过百万吨。常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文化古城（历史上有“
龙城”别称），同时又是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经济较发达的新兴工业城市。

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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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服务中心

章国祥 先生
Harrison Zhang
副总经理-PMP中国生活用纸事业部主管
Vice GM -PMP China Tissue Business Unit
电话/Tel：+86-519—86225351
手机/Cell：+86-13776874280
电邮/Email：harrison.zhang@pmpgroup.cn

领导者：
喻晓雄 总经理

PMP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PMP集团在
喻晓雄 总经理

中国的分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距
离上海约160公里。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占据区
域经济优势。
PMP艾博是PMP在中国乃至亚洲的服务中心，

朱蒂娜 女士
Justyna Słomka
文化包装纸机亚太区域销售总监
Regional Sales Director Asia & ANZ Paper Line
手机/Cell：+86-13775061052
电邮/Email：justyna.slomka@pmpgroup.com

始终为集团的重大项目提供工程和加工支持，产品
及业务包括卫生纸机整机（流浆箱、扬克缸、真空
压榨辊辊壳欧洲进口），文化包装纸机相关部件，
以及其他行业的来图加工。由于PMP艾博在卫生纸
机领域的杰出表现，PMP艾博成为PMP集团IntelliTissue® EcoEc 1200新月形卫生纸机的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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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老挝
柬埔寨
菲律宾
韩国
中国

PMP全球代理

KaukoInternational
联系人：Niiles Airola
电话: +35-8405723010,
电话: +86-15000660339

邮箱：niiles.airola@kaukointernational.com

(仅文化包装纸机业务)

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

Hedratech

E-Chen Engineering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丹麦

Unitservice

TC & Machinery Pte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联系人： T.C. Young
电话: +886-227056185
邮箱：echen123@ms15.hinet.net

联系人：Willie See
电话: +65-93231116
邮箱：willie.see@tcmachinery.com

亚洲 欧洲

PT Pamessco Trias Teknika
印度尼西亚

联系人： Anthony Fu
电话: +62-811178902
邮箱： anthony@pamessco.com

联系人：Nikolay Semin
电话: +7-8123718086
邮箱： inbox@unit-service.ru

GCC
法国

联系人： Gerard Cottet
电话: +33-645108548
邮箱： ge.cottet@gmail.com

北美和 澳洲
南美

Virtuas Sourcing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联系人：Gerrit Schepers
电话: +31-653164074
邮箱： mail@hedratech.nl

联系人：Sharif Mahmud
电话: +88-01711 830035
邮箱： sharif@virtuassourcing.com

Filfab Global
印度

联系人：Navnit Gahr
电话: +91-9829059047
邮箱： filfabglobal@rediffmail.com

土耳其
伊拉克
沙特阿拉伯

Montimpeks

联系人：Murat Baskaya
电话: +90-2122774720-21
邮箱： murat@montimpeks.com

澳大利亚
新西兰

Quest Paper Services

联系人：Warren Squires
电话: +61-0407530393,
邮箱： wsquires@questpaperserv.com.au

EYS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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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联系人：Mario Ramirez
电话: +52-5558715813
邮箱：mariorzr@eysmar.com.mx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Rene Salamanca
电话: +57 (4) 338 1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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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全球业 绩一览

欧洲：

70

亚洲：

54
北美：

50

南美：

2

非洲：

2
澳大利亚：

5

自2000年起，为
仅包含价格200万欧元以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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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国家的

113个客户执行了

262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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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工业包装纸机解 决方案
PMP文化及工业包
装纸机技术平台：
卷取部

膜转移施胶机

设计车速:
可达1500m/min
纸幅宽度:
可达10米
液压或气动操作

干燥部

伸性装置

纸幅宽度:
可达10米
设计车速:
可达1500m/min
胶料类型:
淀粉， PVA， 颜料
施胶浓度:
可达18%（用淀粉）
表面施胶量:
最大可达6 g/m2
高质量的计量棒和施胶头
快速换辊

设计车速:
纸幅宽度:
纸种:

可达900m/min
3.4-7.0米
伸性牛皮纸

纸幅宽度:
可达10米
设计车速:
可达1500m/min
烘缸直径:
1524mm 或1830mm
压力等级:
10 bar
布置:
单挂或双挂
驱动:
驱网辊驱动（静音传动）
车速较高时使用无绳引纸

zz

MG纸机以及板纸机整机
（卷纸幅宽：可达7米）

zz

Phoenix Concept™纸机改造服务

zz

流送系统

zz

全新纸机关键部件(幅宽可达10米)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
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
Intelli-Top® 顶网成形器
Intelli-Nip® 靴压
Intelli-DCR™可控中高辊
Intelli-TriNip™四辊三压复合压榨部
Intelli-Sizer™膜转移施胶机
Intelli-MicroCrepe™伸性装置
Intelli-Dryer® 干燥部
Intelli-Reel® 卷取部

压榨部

22

纸幅宽度:

可达10米

靴辊直径:

1300 mm, 1500 mm

配对辊:

平辊，Intelli-DCR™可控中高辊

配置:

靴辊在上，靴辊在下

压力范围:

可达1400 kN/m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水力式流浆箱

顶网成形器

纸幅宽度:
设计车速:
定量范围：
类型：

可达7.5米
300-1200m/min
30-200 g/m2
4辊或5辊结构

唇口宽度：
设计车速:
设计车速：
类型：
流道数：
总管层数：

可达10米
可达1500m/min
20-400g/m2
水力式 (配备或不配稀释水)
2-12
单层或多层

zz

附属系统

zz

节能解决方案

zz

工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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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纸机解决方案
PMP智能卫生纸
机技术平台：
zz

全套新月型卫生纸机技术生产线
（产能：可达200吨/天，
卷纸幅宽可达5.6米）

zz

浆料制备及流送系统

zz

全新卫生纸机关键部件：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
Intelli-Former® 新月成形器
Intelli-Press® 压榨部
Intelli-YD® 钢制扬克烘缸
Intelli-Hood® 气罩
Intelli-Reel® 卷取部

1200 m/min

4000 fpm

TISSUE MILL

900 m/min

1600
m/min
5250 fpm

3000 fpm

600 m/min

车速

2000 fpm

Reel

Press
Hood
EcoEc 1200 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Intelli-Tissue
车速： 1000-1200m/min
产能： 50-60吨/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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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

300 m/min
0

附属系统

zz

节能解决方案

zz

工程咨询服务

1800 m/min

5900 fpm

2100 m/min
Hydraulic Headbox 6900 fpm

990 fpm

zz

Former
Intelli-Tissue® Advanced 1600卫生纸机
Intelli-Tissue® Advanced 1800卫生纸机
Intelli-Tissue® Advanced 2100卫生纸机

2400 m/min

7900 fpm

车速：
产能：

1560-2100 m/min
75吨/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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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

凤凰改造项目
- 赋予现有纸机新的价值

•
•
•
•
•
•

为您创造附加价值：

•

改变生产纸种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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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z

产能提升将近25%

•

zz

提升成纸性能

zz

节省近50%的投资成本

zz

可对生产线进行搬迁

zz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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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运行业绩
客户：

供货范围：

哥伦比亚，麦德林，Smurfit

以一压和靴压作为主要压榨，干燥部改造，控制及仪表，卷取部碎浆机，干燥部润滑系统

Kappa, Papeles Cartones S.A.

以及现场服务

墨西哥，Smurfit Cartóny
Papel de México, S.A. de C.V.

项目目标：
优化纸机效率和纸品质量的同时最大化地提升出压区干度

配备稀释水系统的Intelli Jet V®水力式流浆箱，网部改造，配备IBS脱水元件，压部改造
（使用Intelli Tri-NipTM四辊三压复合压榨），干燥部和后干燥部改造，施胶机改造，引纸

提升产能至17万吨/年，拓宽产品范围（瓦楞纸/挂面纸）

系统升级，机械传动

保密，美国

为其1号机提供新的Intelli Reel®卷取部以及配套系统

保密

为其2号机设计交付一台新的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及其附属系统。

改善卷取过程，获得卷取整齐均匀的大卷
新的流浆箱的设计满足在现有车速甚至更高的车速下，能够实现要求的参数；配备稀释水系统

®

以获得更加均匀的横幅定量。基本功能：调节上唇开度，上唇水平和垂直移动，进浆总管水力
式平衡，浆/网速比（急/缓），边流控制阀等均可在DCS系统中通过现场控制面板操作控制。

保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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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机搬迁和改造（包含一台新的Intelli-Nip® 靴压）

基于搬迁来的二手纸机，结合新的关键部件和翻新部件进行改造，改变生产纸种，节
省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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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来图加工业务

PMP特种产品

供货范围
 基于客户提供的设计，可提供各种加工服务

供货范围

 单一设备以及复杂的生产线均可

检测仪器和工装

 加工基于数控加工设备

 自动化、航空以及通用生产设施的产品
及装配

 相关的项目包括槽罐、白水塔、浆池、桥梁及建筑结构、
风机罩、空气传动装置，机械结构、走台、楼梯等。

 检测来件公差和最终安装公差
固定装置

 加工中心位于波兰，中国和美国

 用于装夹和装配以减少加工和装配时间

为重工业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精度第一

来图加工也是PMP的业务之一，基于客户提供的图纸资料，能够提供大型
机械相关的精细加工、制造和预组装服务。
支持化工业、食品业、造船业、采矿业、自动化及其它行业。

优势
zz
zz
zz
z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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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工大尺寸部件
采用高品质材料（不锈钢、碳钢、铝、碳化钨、树脂等材料）
交付准时
可基于公制或英制设计
采用室内数控加工设备- 加工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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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设计和制作用于自动化、航空业以及通用生产设施的专用
检测仪器和工装。
PMP能够设计和制作满足您需求的特殊产品。

优势
zz
zz
zz
zz

遵循人体工程学设计- 安全，减轻使用者的工作压力
交货准时
严格执行保密协议
采用室内数控设备加工- 加工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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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备品备件

浆料制备及流送系统
zz 低脉冲筛子
zz 水力碎浆机转子

PMP能为自己提供的卫生纸机和文化包装纸机或者其他
厂家的生产线提供各种备品备件

湿部
供货范围

zz 流浆箱备件：下唇板，上唇板等

 纸机上各个部分的组件

zz 网辊

 基于公制或英制设计

zz 真空伏辊

zz 成形辊
zz 导辊和张紧辊

 标准设计或者量身定制（逆向工程）

zz 真空箱
zz 刮刀
zz 走台（不锈钢和铝制均可）

量身定制，满足您的期望

压榨部
zz 压榨辊
zz 真空辊
zz 真空箱
zz 导辊和张紧辊
zz 刮刀
zz 走台（不锈钢和铝制均可）

干燥部
zz 干燥部毯辊
zz 施胶辊
zz 烘缸

优势：
zz
zz
zz
z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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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计满足严格的要求
用户友好的解决方案
应用高质量、通过认证的材料
满足国际安全要求和规定
装运采用正确包装和保险

zz 纸尾割刀
zz 刮刀
zz 卷纸缸
zz 卷纸辊
zz 走台（不锈钢和铝制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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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现场服务
服务范围：
使您的纸机保持最佳状态！

 纸机预组装及现场安装
 纸机常规检修
 紧急维修
 纸机光学测量
 翻新服务
 现有纸机拆除和搬迁

优势
有意向提升您纸机的运行性能？欢迎联系我们经验丰富
的服务团队。
需要常规检修保养或者紧急维修？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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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zz

服务范围广

zz

能将翻新部件与现有纸机生产线完美结合

zz

经验丰富的专家，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业绩

zz

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PMP的专家能在24小时内到达纸厂服务

zz

执行欧洲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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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工程服务

售前阶段
 产品研发（设计，测试，数据收集）
 创建技术标准

PMP是技术型企业，能够提供从应用到咨询服务的广泛的工程服
务。

 应用（布置，计算，技术方案）
 工程周期优化
 逆向工程

PMP的工程服务除了针对造纸行业，还涵盖了其他行业。

项目执行阶段
 设计（供货范围定义，风险分析，计算，有限元分

业务范围：

析，项目布置）

 应用/设计/绘制详图（机械&控制）

 部件定义（采购，计算等）

 产品开发

 附属系统结合
 绘制详图（生产图纸）

 供货范围定义

 项目启动会/项设计批准会

 批准会议支持

 室内加工监管（偏差批准，内部测试）

 室内加工

 客户参与的工厂验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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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现场阶段

 安全分析

 现场调试
 员工培训

优势：
zz
zz
zz
zz
zz
zz
z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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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工艺知识，高效的项目执行
经验丰富且敬业的团队
灵活的执行力
室内加工 产能75000小时/年
先进的工程软件（SolidWorks, CosmosWorks, CadSimplus, E-plan,
DBWokrs）-压缩执行周期
与行业专家和顾问合作
公制或英制设计均可
英语作为沟通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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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机开机监管

卓越的性能是我们的追求

开机后
 开机后支持
 纸机参数优化（性能测试）
 检测（动态稳定性/振动分析等）
 技术咨询/审查

35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Exemplary products

PMP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箱
-您获取终极成功的“偶像级”
解决方案
主要参数：
 面宽：可达10米
 设计车速：可达1500m/min
 定量：20-400g/m2

部分运行业绩：
客户：

Smurfit Kappa 法国工厂

纸种：

双层挂面箱板纸

产能：

620吨/天

幅宽：
设计车速：
操作车速：

2700 mm
1200 m/min
950 m/min

面宽：
流道数：
总管层数：

2950 mm
4
单层

定量：

120-220 g/m2

类型：

水力式

客户：

 类型：水力式(配备或者不
配备稀释水系统)
 流道数：2-12
 总管层数：单层或多层

保密

纸种：

饱和牛皮纸

面宽：

5842 mm

幅宽：
设计车速：
操作车速：
定量：

5626 mm
610 m/min
486 m/min
150-300 g/m2

流道数：
总管层数：
类型：
唇口宽度：

6
单层
水力式
5832 mm

产能：

88吨/天

客户：
纸种：
幅宽：
设计车速：
操作车速：
定量：

保密，美国
卫生纸
5156 mm
1219 m/min
1200 m/min
11-26 g/m2

客户：
箱板纸

幅宽：
设计车速：
操作车速：
定量：
产能：
面宽：

8989 mm
660 m/min
660 m/min
205-468 g/m2
410 吨/天
底层 - 9347 mm
面层 - 9398 mm

zz
zz
z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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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纸页质量（横幅定量偏差可大大降低，改善最高达80%，成形和纤维
定向(+/-) 5度）
增加正常运转时间（内表面加工精度高，减少清理工作，适运性更好）
产品灵活（可调节范围广）
可以连接到任何的QCS和DCS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纸种：
幅宽：
设计车速：
操作车速：
定量：
产能：
面宽：

4.5万吨/年
5334 mm
8
水力式
4

保密

纸种：

客户：

优势：

产能：
面宽：
流道数：:
类型：
总管层数：

流道数：

底层 - 8

总管层数：
类型：
唇口宽度：

面层 - 2
单层
水力式
底层 - 9358 mm
面层 - 9417 mm

保密
箱板纸&瓦楞原纸
8763 mm
1000 m/min
825 m/min
118-203 g/m2
130吨/天
底层 - 9347 mm
面层 - 9398 mm

流道数：
总管层数：
类型：
唇口宽度：

底层 - 7
面层 - 2
单层
水力式
底层 - 9347 mm
面层 - 939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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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 Intelli-Shaker™
摇振装置

优势总结
对浆料的影响
有效控制浆料絮聚
有效控制纤维方向
保证纸张厚度方向的纤维排布均一

对成纸的影响
改善成形
消除对角卷曲
成纸表面更光滑
提升视觉效果
提高印刷适性

纸厂受益
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产能
无需额外的成本

它通过改善纸页成形提升成纸质量，同时不会对基础、流浆箱或者纸机其他
任何部分产生不必要的冲击，从而保证了纸机的性能。

纸页强度[横向]

摇振装置是一项被认证的能够有效改善纸幅成形和成纸强度的技术。

纸幅横向强度增加（纵横向拉

配备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

力比接近1）

改善成形15%

产品特征：

不配备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

 工作原理：通过运用4个偏心转
子，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加
强水平方向上的运动，抵消垂直方
向上的振动。振动的幅度和频率
可分别在0-25mm，1-10Hz内调
节。

成形性能
每一台摇振装置都是根据不同纸机结构、胸辊大小、纸种等情况量身定制的。

Intelli-Shaker™摇振装置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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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Hz
(每分钟振动60-600次）

有效平衡静止和振动

优势：
zz
zz
zz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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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成形-提升成纸品质
确保纸机产能提升，因为可以提高流浆箱浓度进行生产
有利于提升产能，尤其是不能换掉旧的流浆箱的情况下
适用于各种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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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 Intelli-Nip® 靴压强效脱水的温和压榨技术

部分运行业绩
客户：

哥伦比亚，麦德林，Smurfit Kappa, Papeles Cartones S.A.

纸种：

挂面纸和瓦楞原纸

幅宽：

3300 mm

卷纸幅宽：

3500 mm

靴压辊直径：

1300 mm

最大操作车速：

600 m/min

配对辊直径：

1200 mm

定量：

90-200 g/m2

压区压力

一压：105 kN/m

产能：

12万吨/年

二压：140 kN/m
三压：1400 kN/m

客户：

保密，北美

纸种：

多层纸袋纸

最大操作车速：

1007 m/min

二压： 90 kN/m

定量：

40-60 g/m2

三压： 1050 kN/m

幅宽：

4140 mm

客户：

 纸幅宽度可达10m
 靴压辊直径：1300mm，1500mm
 配对辊：平辊，Intelli-DCR™可控中高辊

一压： 70 kN/m

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纸种：

T纸

靴压直径：

1300 mm

卷纸幅宽：

4860 mm

配对辊：

平辊

最大操作车速：

850 m/min

压力范围：

1050 kN/m

定量：

90-220 g/m2

压区压力

1050 kN/m

幅宽：

5000 mm

主要特色：
 结构方式：靴辊在上，靴辊在下

压区压力

客户：

墨西哥，Smurfit Cartón y Papel de México, S.A. de C.V.

纸种：

挂面纸和瓦楞原纸

幅宽：

2550 mm

 压力范围：可达1400 kN/m

卷纸幅宽：

2410 mm

压力范围：

1400 kN/m

最大操作车速：

800 m/min

压区压力

 紧凑的设计

定量：

100-240 g/m2

二压：140 kN/m

产能：

170万吨

三压：1000 kN/m

客户：

为您创造附加价值：
zz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4-10%干度-与传统压榨技术相比节省了蒸汽消耗

zz

提升成纸质量（提升紧度和松厚度）-更有光泽，强度更大

一压：100 kN/m

保密，英国

纸种：

瓦楞纸,挂面箱板纸

卷纸幅宽:

5070 mm

靴辊直径：

1500mm

压力范围：

1400 kN/m

最大操作车速：

1200 m/min

配对辊:

Inteli-DCRTM可控中高辊

定量：

810-120 g/m2

压区压力：

一压：80 kN/m

产能：

250万吨/年

二压: 140 kN/m

幅宽：

5260mm

三压：1400 kN/m

遵循环境友好概念（蒸汽消耗更低）
zz 纸机适运性更好（纸幅强度更大-更少断纸&毛毯寿命更长）
zz 延长压榨毛毯的寿命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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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Sizer ®施胶机- 增强纸
幅强度，实现完美印刷适性

部分运行业绩：
客户：

Smurfit Cartóny Papel de México, S.A. de C.V. Molino, Los Reyes,墨西哥

纸种：

挂面纸和瓦楞纸

施胶辊直径：

1100 mm

幅宽：

2410 mm

施胶量范围

5 – 8 g/m2

最大操作车速

800 m/min

施胶浓度：

12%

定量：

100-240 gsm

上胶温度：

55-65°C (常规为60°C)

产能：

17万吨/年

设计压力：

60 kN/m

客户：

 幅宽: 可达 10 m

 胶料浓度：可达 18% （淀粉）

 设计车速: 可达1500 m/ min

 表面施胶量： 可达 6 g/m2

 胶料：淀粉， PVA，颜料

优势：
zz
zz
zz
zz
zz
zz
zz

42

提升纸幅质量- 施胶均匀- 纸幅光滑度更高-印刷性能更好
增加纸幅抗张强度
便于维护- 增加正常运行时间（全悬臂梁设计/清洁效率高）
用户友好型设计 –便于操作（自动工作模式）
施胶部后烘的烘缸数量可以减少
高质量的计量棒和上料梁
能够实现快速换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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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 Aleksinskaya Paper and Board, 俄罗斯

纸种：

瓦楞纸，T纸

施胶量范围

3.5 g/m2

幅宽：

4300 mm

施胶浓度：

5-8%

最大操作车速

865 m/min

上胶温度：

70°C (常规为60°C)

定量：

112-175 gsm

设计压力：

50 kN/m

产能：

770吨/天

操作压力：

45 kN/m

幅宽：

4300 mm

客户：

保密，英国

纸种：

瓦楞纸，T纸

施胶量范围

3.5- 7 g/m2 (总量)

幅宽：

5070 mm

施胶浓度：

12-16%

最大操作车速

1200 m/min

上胶温度：

80°C (常规为60°C)

定量：

80-120 gsm

设计压力：

80 kN/m

产能：

25万吨/年

操作压力：

60 kN/m

客户：

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纸种：

T纸

施胶量范围

3.5-7g/m2 (总量)

幅宽：

4800 mm

施胶浓度：

10-15%

最大操作车速

850 m/min

上胶温度：

80°C (常规为60°C)

定量：

110-220 gsm

设计压力：

50 kN/m

产能：

34万吨/年

操作压力：

40-50 kN/m

幅宽：

48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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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升。真是非常美好的过去！

一台新闻纸机能否如同凤凰涅槃般

但是，我相信现在所有人
都意识到好景已不在。从21
世纪开始，全球经济和政治

获得重生？- 关于未来如何兴建一

的变化使得整个大环境都非

条纸机生产线的前瞻性思考

快发现，纸品需求量减少，

摘要

活应对。正如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所说“如果有办

全球造纸工业跟10年大不相同了。持续上涨的介质价

法做得更好……找到它”。本文主要是想分享PMP在饱和

格、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是阻碍新项目的投资的主要因

的欧洲市场上获得的关于替代性纸机改造的经验（针对现

素。为了发展业务，我们需要很好地适应每天的挑战，灵

有纸机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新闻纸机，文化纸机或者高定量
的箱板纸机）。为您介绍一种目前在欧洲市场
越来越常见的替代性的投资策略，分享相关的
事实和数据，供您在考虑如何投资时参考。由
于目前的市场环境，有许多的纸机关停，事实
上这些纸机仍有许多值得开发的价值，比如可
以通过搬迁、翻新、改造，用于生产仍有市场
潜能的其他纸种。本文将以实例为您展示其他

常低迷，造纸行业也不能幸
免地遭受到了冲击。我们很

死亡之后涅槃重生，变得更加强大、机

“如同凤凰涅槃，浴火

敏，大放异彩。然后经历沉淀，趋于稳

重生”- 改变纸机生产

情形的发生。我们将变得不同，适应于新

纸种- 融合全新关键部

望。

件和翻新部件。

定。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期待同样的
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的行业仍然有希
中国人常说危机与机遇并存。目前，
全球的生活用纸领域相对健康，随GDP

进而导致造纸项目投资的减

的增长而发展。箱板纸的制造商正费尽心

少。造纸项目的减少，造成

思地减少纸品的克重，同时维持一样的纸

了一些设备供应商破产，其中就包括造纸设备供应商巨头

品强度和生产成本。节能降耗变得至关重要。所以多层水

Beloit公司。互联网的影响和社交媒体的变化，改变了印

力式流浆箱、靴压、膜转移施胶机等先进纸机技术的应用

刷书写纸领域，许多相关的生产线被关停。同时，全球化

越来越流行。造纸行业应对挑战的方式是借助这样的机会

趋势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纸品的制造、使

让自己变得更高效。就新闻纸和文化纸而言，我们能够发

用和分布。所以，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了绝境？然而这种

现，由于电子科技的发展，相关需求急剧下降，造成减产

低迷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仅20世纪，就经历了10次这样

和设备关停。现在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的时刻，人们认为已经到了尽头，即将坠落崖底。但最终

关的状态良好的设备。现在对于 新闻纸机进行改造，改变

发生了什么？即便，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那么的灰暗无

生产纸种已经是一种趋势，尤其是在欧洲很流行，甚至包

望，PMP集团仍然是从Beloit的灰烬中存活下来。行业经

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搬迁。现如今，纸厂的投资

历了困顿和不景气，随后重新发展起来。就像凤凰一样，

策略已经有了一些转变。无论是集团公司还是私人企业，

如何处理这类相

都希望尽可能的减少成本。五年
之前，仍然有纸厂有兴趣购买大
型的整套新的纸机设备，现在已
经不再如此了。人们已经准备好
了承受更高的风险，选择替代性
的投资方式- 寻找新的业务机会，
关注不同方案的纸机改造。

的同行是如何执行这个策略，并分享他们所取
得的成果。PMP Phoenix Concept™ 凤凰概念
改造会带您向可持续性迈进一步。

Phoenix Concept™凤
凰概念改造服务的定义
10年之前，纸机的改造集中

介绍
全球市场趋势
在我们讨论未来该如何改造纸机之前，不妨
先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
时全球关于印刷书写纸、包装纸、卫生纸等各
种纸的需求都很旺盛。所有的造纸企业和设备
供应商业务都很繁忙。制浆造纸行业也是人才
辈出。时代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制浆
造纸行业的发展，比如快餐的发展带来了纸盒
的需求，打印机的流行增加了印刷纸的需求，
而消费者对于纸张品质和数量的要求也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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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新的关键部件

代替原本旧

的部件，以实现更高的产能和更
好的成纸品质。现在，这个改造
的观念已经不够充分。我们需要
抓住现在的改变，进一步深化。
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将我们的
Phoenix

Concept™凤凰概念改

造服务延伸到三个层次：基本改
造，高级改造和最优化改造。基
本改造跟过去的改造相符：用新
的关键部件更换现有纸机上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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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级改造在此基础上更加的复杂精细，通常还包括纸

设计、拆除旧纸机、关键部件的合并，以及在德国工厂的整

汽消耗，提高成纸性能（松厚度和

机的搬迁（有时候甚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及纸

体组装。

挺度更好）。最后，应用施胶机来

种的变更（如新闻纸变为箱板纸或者高定量的变为低定量
的瓦楞纸）。最后一种是最优化的改造，是为特定客户量

提升成纸性能也是合理的（尤其是
回顾整个过程，该项目执行得非常成功。一方面对瑞士

低定量的瓦楞纸）。在设计阶段，

的现有的纸机进行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在PMP波兰总部设

将纸机生产线设计得更节能、更环

计和制造新的关键部件，最后在德国进行最后的整合。纸机

保、更便于操作和维护是很重要

“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

的拆除以及从瑞士运输到波兰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期间，

的。灵活性、高效性、适应动态发

生”- 改变纸机生产纸种- 融

拆除了将近2300吨的设备部件，装运了170卡车，运送到

展的市场趋势变得至关重要。

千里之行，

合全新关键部件和翻新部件。

了波兰耶莱尼亚古拉。评估这些部件的状态，将其分类很重

为什么选择箱板纸？基于市场分

始于足下

想象一下你有一台新闻纸

要，拆除来的部件可分为：直接可用的，需要翻新的和应该

析，所有纸种中，该纸种增长情况

机，是一种资产但已经不再能

报废的。同时，新的关键部件全部采用先进的三维建模技术

排名第二，仅次于生活用纸。包装

够创造利润，就变成了一种鸡

（SolidWorks）设计。直观的形象能够提高对最终的解决

纸将会平稳增长，尽管由于纸品克

肋，需要尽快解决。所以你将

方案的整体理解，能够在设计阶段做出优化，提升纸机的用

重降低单个产品的消耗下降，销售

会怎么做？让我们想一下：

户友好性。

的体积量却是增加的。像亚马逊或

身定制的，包含基本改造和高级改造中的所有内容。

第一，关停并废弃；第二，

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子商务公司将有

卖掉它；最后即第三点，改造它。15年的造纸行业从业经验

供货范围还包括新的关键部件(如一台Intelli-Jet V®水力

助于保持这种趋势。在同一时间，

告诉我，造纸厂商是充满雄心壮志和具有前瞻眼光的人，基

式流浆箱，面网，第 4和第5组烘缸，Intelli-Reel®卷取部以

由于消费者对可持续性问题更加

于此，我相信你会重点考虑第三种方法- 对新闻纸机进行改

及机械传动）的设计和交付。加长现有的底网和对压榨部进

敏感性和越来越认可再生纸产品，

造，改变纸种。

行改造也是很有必要的。工厂验收测试阶段，所有的部件（

如袋和杯，这也将导致该纸种的增

让我们用一些案例来更好的回答这些疑问。再此，为您

新部件和翻新部件）都预组装完成。最后阶段，在客户工厂

长。这将是替代塑料制品的很好的

分享我们在2011年为一个德国客户执行过的类似项目中获得

安装整合所有的部件的工作由PMP团队和客户项目团队以及

选择。

的经验，该项目也是PMP首次执行的此类改造项目。

外聘的安装团队共同完成。基于无库存原理和精细的规划，
我们高效的执行了该项目，将纸机及时交付给客户。

通过仔细的市场调研分析，我们的客户确定了白面T纸

进行了阐述。另外一种可选的方式
是，重新使用高定量的箱板纸机，

产品的需求增加，决定兴建此类新项目，预计产能30万

此类项目的目标是以最优化投资成本，使您获得高效率

并对其进行改造。我们在英国（纸

吨/年。目标是远大的：要以尽可能低的投资，达到生产产

的项目成果。纸机改造是明智的解决方案，采用量身定制的

机从意大利搬迁而来）、波兰、俄

能和严格的质量指标。客户的想法是买一台新闻纸机进行改

技术-关键部件是全新的，非关键部件进行翻新。娴熟的技

罗斯（纸机从苏格兰搬迁而来）、

造。由于此类项目的复杂性（包含纸机拆除、运输、翻新、

艺，丰富的团队经验，先进的技术保证了变更纸种的纸机改

中国或者印度尼西亚等地区都有相

新部件的设计生产、组合、安装、开机、优化等），需要找

造的成功。

关的项目经验。毫无疑问，此类改

到具有综合项目管理经验的专业的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我想要生产

供应商。能够迅速开机也是重要的

什么纸种的纸机？市场趋势如何？如何

因素，因此严格遵守交货期限（13
个月出纸）也是非常重要。
客户找到了瑞士的一台新闻纸
机，该纸机闲置之前，年产能12.8
万吨，生产定量30-55g/m2的新
闻纸

，卷纸幅宽5400mm，车速

1200m/min。经过改造之后，主
要生产定量120-180g/m2白面T
纸，原材料为再生纤维，卷纸幅宽
5350mm，车速750-800m/min，
年产能为19.5万吨。改造包括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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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生产什
么纸种的纸机？
市场趋势如何？
如何用现有的
新闻纸机进行设
计？最后，这样
做是否值得？

用现有的新闻纸机进行设计？最后，这
样做是否值得？

造的需求每年都在增加。
总结
现在，我们面对最基本的问题：

首先，将新闻纸机改造成瓦楞纸/箱板

选择将一台新闻纸机改造成瓦楞纸

纸机是相对容易的。有三个方面需要注

机，能省多少钱？首先为您解释一

万吨乘以700美元，意味着理论上

的纸机资产可以再次利用。行业专

意：第一，关于湿部，增加至少一层是

些行业标准。基于专家们的专业分

的投资将近2.1亿美元。采用改造

家能够帮助执行。改造的概念是

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新的水力式流浆箱

析，投资新的设备提升产能，每提

项目的概念能够节约将近50%的投

经过实践论证的，所以我相信是时

和面网是必要的。这样做能够实现比新

升一吨您需要投入大约700-800美

资，这在成熟的西欧市场是很大的

候挑战和尝试一点不同的。有趣的

闻纸更高的成纸克重，并且能够改善成

元（包括所有必要的机上工作，附

成就。

是，它将会带来很多活力。让我们

纸定量偏差。第二，预估出压区干度（

属系统，土建等）。对于每吨纸的

在不久的将来，在美国是否有

因为成纸更厚了），这种情况下使用靴

投资取决于不同的概念-可能会更多

可能执行类似的项目？答案是肯定

压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干度（相对传统压

也可能更少。就上述案例而言，30

的。美国市场同样有这样的被搁置

用孔夫子的话作为未来项目的激励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榨能够提升4-10%），并且能够节省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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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改善成纸质量？
-- 选用一台先进的水力式流
浆箱是提升纸机性能的最具性
价比的方案
PMP业务拓展及市场部总监
Maja Mejsner 玛雅• 梅森

简介

越来越多的线上购物，运输途中需要很好地保护货物），

目前，制浆造纸行业遭受全球大环境的冲击。造纸企业

快节奏生活方式（外出就餐、即烹食物产品等）兴起，单

纷纷通过提升自身效率以应对挑战。多层水力式流浆箱、靴

身家庭的（单份包装）增加，人口趋向老龄化（卫生护理

压、膜转移施胶机等先进纸机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流行。本文

产品需求增加）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敏感度增加（环保趋

主要为您分享PMP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应用先进的水力式流

势）。这些尤其是对生活用纸和箱板纸的影响很大。另一

浆箱获得优质成纸性能的经验。当造纸企业寻找改善纸页横

方面，由于数字媒体（电子科技）的发展，我们发现全球

幅定量、纸张成形、纤维

范围内对新闻纸和文化纸的需求急速下降。

分布方向，提升产能或改

此外，箱板纸生产商正努力降低成纸克重但

善纸页强度的可能性时，

仍希望保证强度。而能耗指标也是至关重要

请关注纸机上使用的流

的。还有更多的动态竞争（如从低成本地区

浆箱。尽管流浆箱只是整
个造纸流程前端的一个部
件，但它对整个项目的影
响却是至关重要的。

多层水力式流浆箱、
靴压、膜转移施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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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运输路程增加）。基于这些趋势包
装纸市场会持续发展。也许我们会看到由于
纸品克重的减少，人均消耗量减少了，但实

全球市场趋势
造纸行业受到了大
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

机等先进纸机技术的
应用越来越流行。

面，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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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使用体积是增加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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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对于提升纸质的要求

（不会卡在打印机里）以及稳定的质量（优秀的色彩还原效

全球造纸行业的市场趋势对于造纸设备造成了怎样的影

果）。实现这个需求的关键在于合适的纤维分布方向防止打

响？为了更好地诠释，我们选择了三大国家：美国、中国和

印过程中纸页的卷曲效应。精密设计的流浆箱带来的优秀成

俄罗斯，以不同的消费纸种进行分析。

形效果能够极好地帮助纸张实现始终如一的形状和鲜亮的色

对于处于增长期的生活用纸领域，纸品质量水平由当地

彩。文化纸机的改造要针对湿部，

消费者决定。如您所了解的，当GDP增长，消费者可支配的
收入更多，对于卫生纸的需求从量和质而言都有所增加。这
个领域的项目，在新兴市场多为选择新的环保经济型卫生纸

尤其要关注流浆箱。

机代替旧的纸机。这个趋势在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明显。仅在

不同于成熟的文化用纸，包装用纸领域在全世界范围

去年，我们在亚洲就卖出了7台卫生纸机，日产为45吨或75

内正逐步地发展壮大。我们注意到箱板纸的克重每年减少

吨。在成熟市场，如美国，项目多集中为使用多层流浆箱

1-2gsm，尤其是西欧国家，美国也是愈演愈烈。克重降

（2层，3层或4层）进行精致的改造。我们正在为美国的一

低的趋势很明显，但是许多生产商却要求相同或更高的强

家领头企业进行此类改造项目。在此类市场，先进的成形装

度。快消品生产商对成品的配送和搬运成本是促成这一趋

置已经是标配，生产商更多地致力于通过使用最佳的网部结

势的关键驱动力。整个的供应链都必须优化，箱板纸的性

构来实现最高的产品质量。

价比成为受关注的对象。目标很明确 — 整个产业链中必

在文化纸领域，成熟的美国或欧洲市场的需求已经逐渐

须压缩包装的成本（包装箱的成本，一个普通包装箱的使

衰减。造纸企业更注重成本优化和提升纸机的运转性能。他

用效率，最重要的是每个货车的装箱数和处理问题）。此

们正找寻通用的解决方案，生产适合彩色喷墨打印或彩色激

外，包装盒引人注目的造型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许多

光打印（二合一或多种用途）的纸张，这是因为现在的办公

包装盒在零售店里是需要直接展示。高质量的印刷适应

室都会配备这两种设备。需求很清楚—要具有稳定的性能

性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客户的选择。造纸厂家的挑战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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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干度。如果从流浆
箱出来的纸存在纸病（浆
块或纸边瑕疵），将会造
成更多的断纸。一个过时
的技术落后的流浆箱可
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而您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您
可能会认为这些状况是正
常的，问题可能在别处。
给您提个建议。我们在全
球项目的经验告诉我们每
次我们对湿部进行改造并
使用PMP Intelli-Jet ® V
水力式流浆箱时，我们总
是很快地成功解决这些问
题。纸机改造的过程就是
的：降低包装盒生产成本的同时要提供性能更好的产品，

使运行更灵敏而不是更困

更优质的印刷适应性。

难。

在欧洲，加强面层牛皮纸的强度成为一种趋势。此类箱

第二，流浆箱不像螺丝刀那样的标准件那样适用于任何

板纸采用双层结构，面层使用原生硫酸盐浆，而底层使用

的纸机。对于如今越来越苛刻的市场环境来看，一台纸机生

回收纤维。这使包装箱板纸具有伸性牛皮纸的外观，却只

产产品跨度不能设计得太大 — 混和设计是不利的。现代化

有普通挂面纸的成本。这种新型的牛皮纸具有更高的印刷

的高效的纸机生产线总是设计和调试成相对较窄的产品范围

性能，通常采用水力式流浆箱，使用两

以免在试图更换跨度较大的纸种时因

叠长网成形，而如今，夹网纸机也越来

为考虑到差异过大的极端产品妥协处

越常见。共同的技术是使用水力式流浆
箱，能够提供更好的纸幅匀度和成形 —
这对获得更好的印刷适性至关重要。

关于成功改造的建议
理解客户的需求很重要。考虑使用水
力式流浆箱进行改造时，有几点要思考清
楚。
首先，了解流浆箱是纸幅成形过程的
开始。如果这一步做得很好，之后的一系
列的工艺（压榨、干燥、施胶、压光等）

许多人称流浆箱为
纸机的心脏。心
脏是我们的生命之
源，流浆箱也是整
个纸机成功运行的

会更顺利。事实上，只有使用最高质量的
水力式流浆箱才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以及
实现产能目标。最初在成形过程中的失误

有时，当解决方案已经明确，我们
能根据要求提供合适的流浆箱。精确
的计算和合理的设计可以避免后期的
麻烦。过去执行的项目证明我们拥有

根源。

则需要做更多的补偿。所有这些非增值的
步骤最终将会增加成本降低产能。

的质量控制。采用便携式三坐标测量器进行表面光洁度的测

行对您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和更快投资回报周期是至关

量。表面抛光处理后，像镜子一样。一些敏感和关键的部

重要的。

位，由专业人员进行全手工制作。PMP集团加工制作方法
全部遵照最高的世界标准以保证流浆箱的优秀性能和降低维

最后一点是细节问题。许多人称流浆箱为纸机的心脏。

护保养成本。 丰富的经验

心脏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流浆箱也是整个纸机成功运行的根

PMP集团在流浆箱设计生产上的丰富经验是从为各类纸

源。必须保证其状况良好，干净，获得悉心的养护，只有这

厂的服务中获取的，这些工厂遍布6大洲，有的位于发达市

V水力式流

场，有的位于新兴市场，产品几乎涵盖各类纸种，如生活用

样，它才能维持更长的寿命。PMP Intelli-Jet

®

浆箱就是根据这个概念来制作的，因而其寿命很长。每台流

纸、包装用纸、文化用纸和特种纸。

浆箱如同一件特殊的奢侈品，是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所有

目前，全球有超过130台的PMP Intelli-Jet V® 水力式流浆

的部分都是在PMP集团位于波兰的总部完全在自己的工厂

箱正在运行中。Intelli-Jet V®水力式流浆箱是PMP集团的专利

内生产和控制质量的。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加工工艺，包括

设计。使用我们流浆箱的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乏造纸行业的领

为任何类型的客户设计和量身定制合
适的解决方案的专业技能和能力。
第三，一台流浆箱不只是砖头这
样的单一物件 --

它是一个系统。

当您决定选择包含新流浆箱的PMP
改造时，非常有必要分析一下流浆箱
浆料流送系统进行优化，现有冲浆泵
的能力、除渣器、筛选的处理能力以
及控制系统均需要进行分析。您也可
以考虑使用精细的稀释水系统以及可

能的网部改造。然而，把事情做对是非常重要的。PMP

从流浆箱出来的纸幅横向不均匀的问题不仅会增加废品

的提案将包括应用分析以及实现目标的必要的关键点的提

率，同时会因为定量峰谷偏差过大而被迫降低车速来达到

示。那就是为什么流浆箱的不能从货架上直接交付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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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焊接和其它自动化的工艺。我们的工作方针基于持续

客户的需求都不同。当您拥有雄心壮志时，专业的项目执

的应用。更换流浆箱的同时也要求对

将会导致后期的偏差放大，若想修复偏差

50

理而造成混乱。

的原因。我们需要为客户量身定制，因为每个项目，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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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者，也有独立的私人企业。我们能
提供应用不同类型纸机的流浆箱，可
配备或不配备稀释水系统，唇宽可达
10米，流道数2-12，工作车速可达
2100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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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PMP一直
活跃于美国市场，并且建立了坚实
的客户关系。现在我们跟美国市场
上的领导企业均有合作。

预期的每层的纯度。该项目的成功

每台流浆箱如同

使我们获得了来自该客户的相似项

一件特殊的奢侈

方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品，是量身定制

用纸企业执行的长网卫生纸机湿部

的解决方案，所

5米，生产克重10-30lbs

有的部分都是在

钟。由于原先的流浆箱技术落后且

PMP集团位于

用4层水力式流浆箱以增加生产的

波兰的总部完全

产。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卫生纸行业

在自己的工厂内

层或双层流浆箱。设想是每层使用

生产和控制质量

流道重达66tn的流浆箱有多精致和

的。

的材料以及严格的过程管理是至关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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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重复订单，证实了我们的解决
第二个案例是为美国一家生活
改造。所涉及的卫生纸机卷纸幅宽
/

3000

ft2的卫生纸，车速820-1400米/分
不够灵活，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使
灵活性，并实现9个月内重新开机生
的革新，因为多数卫生纸机采用单
不同的浆料生产。您可以想象这个8

如何以更低的投资
成本增加20%的纸
机生产灵活性？Intelli-Tissue®综
合卫生纸厂概念

复杂。所以，严谨的计算、高质量

PMP与永丰余- 20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PMP作为亚洲纸品生产领导企业永丰余集团的优质供应
商，与其合作了将近20年，为其执行了各类卫生纸机和文
化工业纸机项目。
目前，永丰余已经拥有7台PMP提供的

Intelli-Tissue®

重要的。现场安装时，也需要非常

1600卫生纸机，分别安装于其位于中国大陆的北京工厂、

小心地用特殊的工具吊装和调整流

扬州工厂和鼎丰工厂内，总年产能达到30万吨。第一台In-

浆箱的位置。开机后不久，我们便

telli-Tissue® 新月型卫生纸机（幅宽2.4米）于2008年在北

为了更好地解释上述观点，接下

流浆箱的宽度极大（将近9米），

实现了增加生产灵活性、提升成纸

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理解工艺流

京工厂投产，优秀的运行成果，加强了永丰余与PMP继续

来将为您介绍美国市场上的两个此

性能（横向2 sigma COV – 2%）的

程并做好挠度补偿。对于此类流浆

合作的信心。

类项目的案例。

项目目标。

第一个案例是为了美国一家龙头

箱，无论是在面层或者底层，我们

造纸企业执行的湿部改造，该纸机

都有丰富的经验。为了确保合理的

总结

生产的是双层挂面纸和瓦楞原纸。

挠度补偿，我们除了热力学和水力

总的来说，当您寻找改善纸页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成纸质

学计算外，还量身定制了专门的设

横向定量，纸张成形，纤维分布

量（解决横向定量偏差大的问题）

计。我们的客户非常的严谨且要求

方向，提升产能或改善纸页强度的

，注重每层的纯度，保证生产出相

极高，在每个阶段都非常仔细的检

可能时，请关注您现在使用的流浆

对更薄的面层。

查。为了确保面层的质量和每层的

箱。尽管它只是整个工艺的一个

我们的供货范围包括两台水力

纯度，底层流浆箱的喷射冲击角度

部分，但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是巨大

式流浆箱，面层流浆箱的稀释水系

设计至最小。我们的解决方案确保

的。

统，必要的网部改造以及预组装，

了生产出客户要求的纯度高、厚度

我们欢迎您联系我们PMP的专

现场安装监管和开机服务。客户则

小的面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家，我确信，他们能够帮助您找

负责提供两台流浆箱的流送系统。

该项目的过程管理非常严格，虽然

到成功的方法。并且，我们诚挚邀

两台流浆箱经过仔细的计算和设

每台流浆箱的重量超过44吨，但安

请您到Jelenia Góra来亲眼见证流

计，实现并区分面层和底层规定的

装和开机在19天内全部完成。通过

浆箱设计制造的过程。如您感兴

定量要求。该项目开始阶段面临着

改造，成纸质量大大改善（横幅2

趣，PMP也可以为您提供工厂审查

一些挑战。从设计的角度，考虑到

sigma cov 小于 0.6%），并达到

和技术分析服务。

PMP Promotional Maga zine 31- CN/2016

第二台和第三台（扬州PM#5号机和PM#6号机）新月

简介 ：

型的Intelli-Tissue® 卫生纸机幅宽为2.8米，于2012年在扬

 PMP & 永丰余- 20年的良好合
作关系

项目。

 为永丰余提供的7台IntelliTissue® 1600卫生纸机，带来
30万吨年产能的增加 – 项目地
址，项目时间，项目推动因素
 Intelli-Tissue®综合工厂概念 –
增加生产灵活性，大大降低投资
成本，缩短交付周期(15%)的解
决方案
 新月成形技术 – 令人印象深刻的
高效性（96%的生产效率）和用
户友好性（2条生产线仅需4个操
作人员）

州投产。永丰余董事会发现，这是集团史上开机速度最快的
基于北京和扬州工厂的成功运行经验，2013年春天PMP
再次被永丰余集团选择为其事业发展的合作伙伴，为其提
供另外4台卫生纸
机。
2013年3月末，
永丰余正式宣布了
其扩展计划，在台
湾和大陆的投资超
过2.6亿美元。与此
同时，PMP获得了
来自永丰余4台全
新Intelli-Tissue ®
1600新月型卫生纸

案例分析：为永
丰余提供的7台
Intelli-Tissue®
1600卫生纸机，
带来30万吨年产
能的增加

机的订单，这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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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作为亚洲
纸品生产领导企
业永丰余集团的
优质供应商，与
其合作了将近20

作车速1600米/分钟（5,250

英尺/分

钟），单台日产80吨纸，原料为原
生浆，产品定量13-31.3gsm(8-19.1
lbs/3000

ft2)，品种包括面巾纸，厕

纸和厨房用纸。
扬州项目（7号机和8号机）由永丰
余和PMP分别供货。PMP负责浆料制
备系统 （长短纤共用系统），流送系
统，纸机主体以及其附属系统，如机
械驱动、油润滑系统、蒸汽及冷凝水
系统、纸尘控制、纸机控制及仪表、

纸机是基于Intelli-Tissue® 综合工厂概念建设
的（2台纸机位于同一车间，左右手机布置，
无地下室，共用一个控制室和备件仓库）。扬
州工厂7号机和8号机分别于2014年7月3日和

相比单条生产线，左右手
机布置的项目确保了：
 降低投资成本（将近20%），
 实现生产灵活性和优秀的纸机适
运性（生产效率可达96%），
 减少操作人员配置（两条线仅需
4个操作人员）

年，为其执行了

拔轴器等。永丰余负责土建、复卷设

各类卫生纸机和

主体机构包括：Intelli-Jet V® 水力式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流浆箱、4辊设计的Intelli-Former ®

 优化备品备件仓库

文化工业纸机项
目。

备、QCS和DCS以及电气驱动。纸机

新月成形器、Intelli-Press ®单道压榨
（直径41英寸的真空压榨辊保证了成

 优化存储空间

纸松厚度）、16 英尺钢制扬克烘缸、
蒸汽加热气罩（因为厂区无法供应天
然气）以及 Intelli-Reel®卷取部。

2014年8月28日成功投产，鼎丰工厂1号机和
2号机分别于2015年12月8日和2016年1月14
日成功投产，双方团队对于纸机的运行情况都
很满意。

综合工厂概念 – 增加生产灵活性，
大大降低投资成本，缩短交付周期
为了优化投资，永丰余沿用了2012年扬州
PM#5号机和PM#6号机的成功经验，将两条
纸机生产线安装于同一个生产车间，共用一个
控制室以及仓库和后加工区。扬州工厂PM#7
号机和PM#8号机以及鼎丰纸厂 TM #1号机和
TM

#2号机正是以这样的综合工厂的概念执行，

实现了操作团队和空间配置的简化、产品调整
的灵活性以及成本最优化。

先进的技术-紧凑的设计和用户友
好性
最近开机的两台卫生纸机均为新月型卫生
纸机，设计幅宽均为2.8米（110英寸），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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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Tissue®综合工厂概念- 优越性
项目管理- 同步执
行，缩短周期
永丰余扬州7号机和8号机
项目于2013年4月启动，
基于我们波兰PMPoland
和中国PMP艾博两家工厂
共同合作的优势，两台纸
机同步执行直到预组装阶
段。整个项目工程设计以
及核心部件如水力式流浆
箱、真空压榨辊、扬克缸
以及气罩等的设计和制造
由欧洲完成。其它的部件
如整个成形部、压榨部、
两台纸机的配置基本相同，除了8号机采用了双层进浆总
管的流浆箱（浆料制备系统和流送系统相对更先进）以增加
生产的灵活性。

卷取部均在中国制造完
成。两台纸机全部在我们中国常州的工厂进行预组装和测
试。在进行了工厂验收测试后再发至纸厂。两家工厂之间
距离很短，约两小时车程，即便是紧急的状况，也能很好
地调配资源。7号机从2014年3月开始现场安装，两个月

卓越的成果- 节能和优秀品质的结合
项目主要的技术目标是降低能耗，优化成纸质量，增加
生产灵活性。实际的介质消耗水平：吨纸汽耗2.7吨，水耗
7m3 ，电耗619 kWh。优秀的成纸品质可以从以下数据
中体现：纵横向比为1:1.5-1:3，水分横幅偏差2σ cov 小
于1%，横幅定量偏差2σ cov小于2%。

之后8号机的基础也完成了。因此，两台纸机得以先后开

永丰余在投资这样的Intelli-Tissue® 综合工厂时获得了
怎样的收益？仅仅是在一个屋顶下放置两台纸机？
优点#1 – 生产灵活性更高。就产品而言，可以生产更多
种类的产品而不需要频繁的调节纸机。因此，生产效率更
高。现在，永丰余将两台纸机设置成生产不同的纸种。同
时，可减少所需的操作员工数量，因为两台纸机基本相同，
而且采用了智能维护方式。两台纸机仅需4名操作员工。
优点#2

–

永丰余节省了投资成本。优化的厂房的设

计，合理的布置，比两个单台布置的纸机车间节省了空
间。扬州永丰余的生活用纸车间的布置很简约，没有地下
室，只设有冲浆泵和机下碎浆机的地坑，这相比有地下室
的厂房节省了20-30%的土建成本。所采用的新月型卫生
纸机非常的紧凑，长度方向比市场上其它类型的纸机缩短
了近10%。两台纸机共有系统、共用备件的设计和应用方
案也减少了设备的成本。
优点#3--

两台纸机同时执行能够优化执行周期，缩短

交货时间—大约10个月就能够发货。由于两台纸机之间可
互换一些部件，员工能够有机会更快熟悉设备并且节省备件
成本。

机之初所生产的纸已经达到可销售的品质。这一点非常重
要，因为如果开机效率不高，每浪费一个小时，都会给客
户造成损失。

尝试提升操作车速至1700米/分钟（5580英尺/米）以增加
25%的日产能（从160吨/天至200吨/天）。纸机的设计非
常先进、紧凑，因而停机时间大大减少（每年12天停机时
间-5号机和6号机的运行状况）。操作员工也对这些能够高
效换网毯（换网1小时，换毯2小时）的智能的、用户友好
的纸机大加赞赏。2名操作员工足够操作从制浆到复卷的一
整条生产线。极地的介质消耗也证实了纸机是非常环境友好

机：7号机去年7月份开机，8号机去年8月末开机- 从安
装基础到出纸仅花了4个月。值得一提的是，两台纸机开

标。采用了成熟的新月成形技术，生产灵活。纸厂也时常

给未来更多附加价值— 简便的操作&高质量
的纸品

的。

纸机运行稳定高效，是采用原生纤维生产高品质生活用
纸的极佳的工具，两台纸机能够实现日产160吨的生产目

永丰余在投资这样的
Intelli-Tissue® 综合
工厂时获得了怎样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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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从21
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导致的萧条对
工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我们很快发现造纸行
业的需求疲软，新项目投资减少。但是此时却出现
了一个例外，即生活用纸领域，究其原因：由于消
费者的刚性需求，卫生用品行业从过去到将来都一
直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发展得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壮大。或许你也意识到，当GDP
增长、可支配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于生活用纸的
需求无论是从量还是质而言都相应的提升。全球
范围内开始兴起生活用纸新建项目以增加产能，其
中，尤以新兴市场表现更为突出，如亚洲（中国、
印尼、泰国）、南美、非洲以及中欧地区。

2013年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

10-15条线的变为一条线的），纸机运行成本大大降低。另

展，加入了新成员：Intelli-Tissue 1200 EcoEc环保经济型纸

外，技术先进的新月型纸机对于操作人员而言是更加的高效

机（配备新月成形器、双道压榨、蒸汽热风气罩、钢制扬克烘

且易于操作。

®

缸，产能50-60吨/天）。该机型能满足不同产品以及不同产能
的更多需求。仅就产能而言，一台Intelli-Tissue® 1200 EcoEc
卫生纸机能够代替15台落后产能的低速卫生纸机。该纸机概念

PMP集团- 历史悠久，业绩遍布全
球
PMP集团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卫生纸机、包装纸

在中国市场广受好评，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对于减少造纸行业对
环境污染的规定日益严格的情况下。淘汰落后产能，转而使用
节能环保的现代化纸机技术是必然趋势。至此，PMP集团再次
拓宽了产品范围，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

机和板纸机技术的供应商，服务于制浆造纸行业
已经有超过160年的历史，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都执行过许多复杂的大型项目。迄今为止，PMP
集团Intelli-Tissue®智能卫生纸机技术平台已经为
5大洲众多纸厂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针对市场需求和新进生活用纸行业的客户要
求（尤其是新兴市场），PMP集团先人一步于
2012年3月在江苏常州举办的Open House客户
开放日活动中首次推出了新产品EcoEc环保经济
型卫生纸机。该款被命名为Intelli-Tissue

®

900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配备12英尺钢制扬
克烘缸、简易保温抽风罩、双道压榨部，日产45
吨纸，介质消耗极低。该款纸机能够使生产提升
至更高的技术水平，车速更高且产能更大，并能
够替代10台产能落后的低速卫生纸机。由此带来
厂房布置和人员配置的进一步优化，并最终为企
业节省大量成本。

Intelli-Tissue® EcoEc纸机基本供货范围
PMP Intelli-Tissue ® 1200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的基本供货范围包括：流送系统、纸机主体部分、机械传
动、蒸汽和冷凝水系统、润滑系统以及纸机控制系统。纸机
主体的标准配置为单层Intelli-JetV ® 水力式流浆箱，4辊结
构的Intelli-Former ® 新月成形部，双道压榨结构的Intelli-

PMP Intelli-Tissue®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
纸机-简介

Press ®压榨部，12英尺的Intelli-YD™钢制扬克烘缸，简化
或标准结构的Intelli-Hood™蒸汽气罩以及Intelli-Reel ®智
能卷取部。典型的卷纸幅宽为2.85米，紧凑的设计确保纸机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其中

与厂房的完美融合。该款卫生纸机的交期为8-11个月。整个

EcoEc表示该款纸机是介质消耗极低且投资和操作成本低

纸机的设计和加工遵循最优化成本解决方案的概念：关键部

的既Ecological(生态环保)又Economical(经济节约)的机

件如水力式流浆箱和钢制扬克烘缸等部件完全在欧洲设计生

型。EcoEc卫生纸机是专门针对新进入生活用纸生产行业的

产，而其他的部件严格遵照欧洲设计、执行欧洲标准在亚洲

用户推出的，但也能帮助一些纸厂完成技术升级。我们发现

工厂加工生产。

PMP Intelli-Tissue

对市场需求的前瞻性反应- EcoEc环
保经济型卫生纸机概念的基础

作者：玛雅·梅森

见证Intelli-Tissue®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的卓越成果

简约高效卫生纸机解决方案的
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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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行业空前壮大

®

越来越多的生活用纸企业开始认同和赞赏EcoEc环保经济型
的纸机解决方案。PMP

Intelli-Tissue ®技术平台中的该款

现代化的新月型纸机是精简、高效的典范之作。一方面是为
您生产优质产品的高效的纸机工具：能生产定量12.5-20g/
m2的柔软、松厚度好的纸品，助你进入未开发的市场，获
得可观的利润；另一方面却能让你享受有竞争力的成本：
介质消耗低，精简操作人员（3人每班）并且可以运用不同
的模式生产不同原料的纸品（原生或再生木浆，甚至是蔗渣
浆）。
当使用一台Intelli-Tissue ®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代替众多产能落后的低速国产纸机时，由于每吨纸品的介质
消耗减少（吨纸汽耗：从4.5吨变为1.9吨），操作人员减少
（30人/班变成3人/班），且损耗件及备品库大大减少（由

介质消耗极低，位于市场领先地位
在 I n te l l i -T i ss u e ® Ec oEc 环 保 经 济 型 卫 生 纸 机 设 计 之
初，PMP就已经将重点放在节能降耗上（尤其是对蒸汽的节
省）。值得重点突出的是，该卫生纸机的介质消耗数据即便是
与欧洲市场上的领导者纸机相比也是更低。经过专家确认的最
新的数据显示PMP在中国市场上安装的该型号的纸机实现：
吨纸汽耗1.9吨，吨纸电耗（流送和纸机部分）241kW，吨纸
水耗7m3（甚至可能优化到6m3）-这比目前世界最佳水平节
省接近15%。以上所有的参数基于PMP位于中国河南护理佳
纸业有限公司的运行结果。换算成货币成本，PMP的纸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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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包含真空压榨辊备件，浆料制备系

纸介质消耗为人民币475元，而PMP在欧洲的竞争

统，电气驱动和电机以及真空系统。高级配

者相似产能的纸机吨纸介质成本为人民币560元，

置中，PMP可提供损纸线、卷纸轴辊库及自

即Intelli-Tissue® 1200卫生纸机比其他竞争对手相

动加载装置、拔轴器、QCS系统和复卷机。

似机型的卫生纸机吨纸介质成本节省85元，一年能

交货方式非常灵活，可直接发货到客户工

够节省143万元。
将采用先进新月形技术的PMP

厂。如客户需要，可提供交钥匙工程，包含

Intelli-Tissue®

纸机现场安装服务。PMP还可提供机械质保

1200卫生纸机与早前中国纸厂普遍使用的国产低速

期后的工艺优化服务以及纸厂现有生产线的

纸机相比，其卓越的成绩更加明显：吨纸汽耗1.9吨
7 m3 VS.20 m3。国产低速纸机吨纸介质成本将近
1080元，这甚至超过PMP纸机的2倍。仅仅从介质
成本考虑，PMP纸机每年能节省1040万元。另外，在人工成
本上的节省也是相当可观的：Intelli-Tissue® 1200每班3名操
作人员VS. 低速国产纸机30名操作人员（达到相同产能需15条
生产线）。选择Intelli-Tissue® 1200纸机预计每年能减少490
万元的人工成本。此外，Intelli-Tissue®

证了纤维的利用率更高，纤维消耗更低（105%

VS.国产低速

纸机110%），因而实现相同产量的原料成本将更低。总体而
言，Intelli-Tissue® 1200每年的运行成本相对于落后的低速国
产纸机而言节省超过30%。最重要的是，Intelli-Tissue® 1200
是全球高效卫生纸机解决方案的典范。

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极低的介质消耗水平

执行从签订合同开始，PMP会与客户一起规定好项目的每个
重要节点。面对面的项目会议是沟通的最好方式，因而项目执
行过程中有许多固定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以及设计批准会

水耗：6-7 m3/吨纸
汽耗：1.9吨/吨纸
电耗：241kW/吨纸

总结- 将纸机环保经济性改革进
行到底！

等。PMP艾博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
有的是高端纸品质量和极低的纸机运行能耗。

PMP Intelli-Tissue® 1200 EcoEc卫生纸

使得项目执行的效率不断提高。

机是为希望得到柔软的生活用纸产品以及专业的项目执行的客

1200仅需准备一台

纸机的损耗件及备品库。Intelli-Tissue® 1200现代化的技术保

• Intelli-Tissue® 1200 EcoEc

安全分析服务。

VS.4.5吨，吨纸电耗241kW VS. 500kW，吨纸水耗

户专门打造的。由于其汽耗极低，每年为客户节省不少成本。

2016年1月22日，河北金博士集团有限公司与PMP集团

在亚洲市场上其投资回报率非常高，1.5至2年就能收回成本；

签署了两台Intelli-Tissue® EcoEc 1200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

其紧凑的结构设计，能节省建筑空间，这些特点使其更加具有

的购买合同。预计这两台纸机分别于2016年底和2017年中投

1200

产。Intelli-Tissue® 1200 EcoEc环保经济型卫生纸机的卓越

件为工具，在欧洲波兰完成。另外，整个制造的过程控制基

EcoEc卫生纸机先后在中国河北雪松纸机和河南护理佳纸业成

成果将会随着接下来的项目延续下去，我们将纸机环保经济性

于ISO质量体系。PMP所有的工厂遵从统一标准，满足全球

功投产。他们每天的运行数据告诉我们追求纸机低能耗永无止

改革进行到底！

客户的要求。PMP能够实现执行最优化成本解决方案的战

境，最终客户收获的是“用户和环境友好型”的卓越机型，拥

PMP 质量保证
整个项目包括PMP设备的设计，以SolidWorks等3D软

吸引力。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三台Intelli-Tissue®

略目标，即在欧洲PMPoland整体设计并加工生产核心部件

附加服务-灵活性是我们的标志
除了纸机主体，作为供货范围的一部分，PMP还能够提供
相应的附加服务。精细的项目管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项目的

（Intelli-Jet

V®流浆箱，真空压榨辊，钢制扬克烘缸，蒸汽

蒸汽消耗 [T/T]

气罩），其他部件的生产以及整机的预组装在PMP中国卓越
5

后，PMP将邀请客户进行工厂验收测试。此外，PMP还提供

4,5

纸机的现场安装指导和开机指导，

4

2,5

员工提供纸机相关培训。新纸机开

2

机成功后，PMP仍将进行开机后的

1,5

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PMP

1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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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 000

8 185 125 CNY

6 000 000

5

100
2.16

15%

8 000 000

200

4.50

9 622 913 CNY

12 000 000

10

1.9

500

300

20

241

7,5

4 000 000

7

2 000 000

0

0

0

总成本减少

14 000 000

300

1
0,5

20

400

3

18 581 000 CNY

20 000 000
18 000 000

500

3,5

服务。开机过程中，PMP为客户方

协助及性能担保服务。PMP艾博（

25

600

中心PMP艾博（常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完成。预组装完成

为客户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提供咨询

水耗 [m3/T]

电耗 [kWh/T]

在中国的加工和服务中心，随时准
备以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排忧

PMP设备

市场先进设备

国产设备

市场先进设备

国产设备

PMP设备

每年介质成本对比（人民币：百万）

解难。
蒸汽消耗

电耗

PMP设备

高级配置

-10.64

水耗

0.04

2.91

5.24

-1.44
3.62
0.04

5.96

市场先进设备

-8,94

PMP也可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
其他辅助设备，优化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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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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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春季会议，美国
中国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及会议

Follow us!

PAPERCON, 美国
MIAC, 意大利
ASPI秋季会议，美国
PAP-FOR, 俄罗斯

www.pmpgroup.com
PMP Intelli-Tissue® 卫生
纸机3D模型将在中国一家造
纸文化博物馆展出！

家博物馆，用以展示造纸工业发展历
程以及企业发展历史。PMP被授权制
作其中的Intelli-Tissue® 卫生纸机3D
模型。这是继金博士集团与PMP签订

河北金博士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了两台Intelli-Tissue® 1200 EcoEc环

2000年7月，是一家专业的生活用纸

保经济型卫生纸机购买合同后，良好

生产企业，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金博

合作关系的升级。PMP很荣幸能够参

士集团主要产品有“金博仕”、“亲

与此项目。

亲家人”系列卫生纸、面巾纸、手帕

作为现代先进造纸设备的缩影，该

纸、湿巾，被评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Intelli-Tissue®卫生纸机3D模型已经交

企业”。

付并陈列于金博士造纸文化博物馆。

2016年，金博士集团决定兴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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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博物馆于2016年6月正式开馆。

邀您关注PMP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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