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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 年的旧纸机仪表存在技术资料、配件缺失、设备布局需调整、控制系统逻辑和连锁需重

新编程组态等技术难题，在对纸机仪表进行技术改造过程中，制定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等施工准备
工作及联合有经验的设备服务人员参与仪表调试对技改成功起到很大作用。本文对旧纸机仪表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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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20-years old paper machine instrument had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technical data，missing parts，equipment layout need

to be adjusted，control system logic and interlocking need to be reprogrammed and configur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in the process of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paper machine instruments，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plans and construction plan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experienced equipment service personnel in instrument commission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echnical reform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old paper machine instrument debugging and technical renovation project construc⁃
tion experience，provided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instrument 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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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纸厂 PM10 纸机 2001 年投产至今，设备老

一定的难度。

化，纸机缺少靴压、施胶机等核心设备，且自动化控

（2） 纸机需整体平移，设备布局需调整。布局调

制程度不高，生产的产品质量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

整后，设备的测量和控制会改变，涉及到的程序和画

求。因此，本项目对 PM10 纸机进行改造，新增了施

胶机，需要对后干燥以后的设备进行移位改造；新增

面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既要保证旧程序的正确控制，
又要对新的程序和画面进行组态。
（3） 该纸机的质量控制系统（Quality Control System,

设备与旧设备结合时，存在旧纸机图纸缺失及大部分
资料不全等问题，给技改项目造成较大的难度。在改
造前期制定详细的施工规划、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
选择合适的设备服务人员对项目实施有较大的帮助；

QCS）、纸机本体控制系统 （Machine Control System,
MCS） 等年代久远，原程序无法拷贝复原，需重新组

态编程和调试逻辑联锁，给仪表调试带来一定的难度。

在调试期间联合有经验的工程服务人员和原工厂技术

（4） 该纸机技改项目各专业接口较多，改造时间

人员参与仪表调试，对项目按时竣工起到较大的作用。

短、工作量和难度大、任务重。

1

纸机技改项目自控仪表存在的难点

2

（1） 该纸机为使用了 20 年的旧纸机，经过多次

2. 1

改造升级，原施工图纸和技术资料缺失，核心设备的

说明书不全或遗失；由于年代久远，原厂商已不生产
原仪表配件，需找替代品，因此给仪表安装调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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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机技改项目自控仪表改造内容和技术方案
控制系统改造内容和技术方案
由于现代纸机集成化程度高，对仪表、控制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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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高，在浆浓、水分和定量控制上通常采用
QCS 进行精确控制，在蒸汽冷凝水系统和气罩通风能

图纸不一致，需提前核对不一致的地方并做好记录，
以便采购相应的点位控制系统和现场仪表；部分仪表

耗上需要协同控制，在纸机传动上采用速度、转矩和

施工图纸和技术资料不全，在安装阶段无法按照原设

张力三环自动调整控制从而可以自由调整纸机的加速

计图纸施工，调试阶段无法查阅技术资料，均给技改

时间和运行速度；针对纸机全过程生产线的集成化采

项目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工程前期需做好规划设

用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 对

计，各工艺系统的自控仪表技改方案如下。

纸机流送系统、干燥部和传动各工段进行数据采集、

（1） 根据各工艺系统的情况，统计需要增加的现

监控和控制；操作员站实现人机交换和操作监控，工

场仪表和控制阀的数量及控制系统的点位数量，及时

程师站实现对程序的修改和组态编程。

采购现场仪表、控制阀和相应点位的控制系统。

本项目控制系统的难点是控制系统种类较多且复

（2） 旧纸机技改前期需要做好充分的规划，按照

杂，既有新系统又有旧系统，兼容性较差，同时存在

仪表工程量编制相应的安装方案，并制定相应的安装

旧系统程序无法读取等难题，既要对旧程序进行升级

调试计划；旧纸机相对于新纸机技改难度增大，需组

又要对新程序逻辑画面进行组态。因此在工程前期需

织能力较强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参与纸机技改项目。

要对控制系统程序、逻辑、网络进行规划设计，本项

2. 2. 2

目控制系统技改方案如下。

成套设备的自控仪表

本项目成套设备主要有膜转移施胶机、压光机、

（1） 在控制系统硬件方面：部分控制系统移位后

靴压、流浆箱和包装输送线等，其中膜转移施胶机提

离控制室的距离增加，超过网线最大传输距离，导致

供整个横幅均衡的施胶量，降低断纸发生率，同时提

网络传输过程中信号衰减，需更改成光纤传输，确保

高产量和纸张强度；流浆箱是现代纸机的关键部位，

通信信号不受干扰；扫描架和色度仪向后平移后，原

其结构和性能对纸张的成形和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屏蔽双绞线长度不够，导致无法与 DCS 建立通信，
需重新铺设通信电缆；部分控制系统机柜利旧，柜内
接线端标牌不清，接线图缺失，需制作 I/O 柜接线图
和电缆表。

靴压的作用是最大化移除纸张水分的同时保持纸机效
率和产品质量的最大化；切纸机要求机器快速运转的
同时，保证切纸的精度，从而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切纸
频率；传动控制方面目前更趋向于标准化、集成化、

（2） 在控制系统程序和画面方面：部分逻辑程序

模块化及容易维护和替换方面发展，传动精度高、响

和画面发生改变，需要对原系统画面和程序进行组态

应时间短，确保纸幅更加平稳的运行。本项目成套设

或删除优化；DCS 新增部分程序和逻辑画面需要进行

备的仪表和控制系统技改方案如下。

编程组态和调试；对于部分无法读取的程序，需要重

（1） 通过招标方式邀请原设备供应商投标，以便

新安装系统后，再次下载程序或重新建立项目，加载

充分利用原厂商的技术优势指导设备安装调试。本项

备份程序。

目中，将扫描架和压光机指导安装和调试过程发包给

（3） 在控制系统逻辑连锁方面：压榨部所有 DST

相关设备供应商，以保证安装调试顺利进行。

刮刀在加载状态，输出压榨传动允许信号；刮刀加

（2） 对于成套设备中的现场仪表和控制系统，拆

载、卸载为单按钮脉冲控制方式，即非自锁按钮，程

装前在各成套厂商技术人员指导下做好相关记录，回

序编写自锁控制；压下毛布装有 2 个报警跑偏检测开

装过程中在服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对于控制系统程序

关，分别安装在毛布的操作侧和传动侧；烘干部和相

逻辑调试由厂商派程序工程师进场调试，通过这些措

关压区断纸信号与传动系统实现连锁控制；增加引纸

施保证了成套设备安装调试顺利进行。

割刀控制和引纸绳张紧器控制，采用顺序控制；液压
站流量信号、压力信号与液压泵实现连锁控制。
2. 2

现场仪表和控制阀改造内容和技术方案

2. 2. 1

工艺系统的自控仪表

3

根据仪表改造内容和技术方案，做好施工准备
工作
由于纸机改造项目各专业接口较多，施工工艺较

本次纸机技改项目中主要有通风系统、机下碎浆

复杂，在施工期间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才能保

机系统、蒸汽冷凝水系统和胶料制备系统的仪表测点

证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仪表改造内容和技术方案，在

新增或移位，以及压光机和施胶机的油站和润滑油站

施工前需编制施工流程图、收集并绘制好各类技术资

的仪表测点新增或移位。各工艺系统年代久远且经过

料和图纸、制定详细的拆除方案、进度计划和人力需

多次改造，部分工艺管道和设备的仪表测点与原设计

求等各项工作。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6 期

·93 ·

工程 生产 实践

3. 1

表1

编制施工工艺流程图

编制的施工工艺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编号

图纸名称

1

旧传动系统接线原理图

2
3

Fig. 1

3. 2

图1

4

施工工艺流程图

Construction process flow chart

技术资料和现场仪表收集、拍照、保存和记录
工作
为了纸机技改项目顺利进行，在项目初期需要对

纸机的技术资料和施工图纸进行收集整理，将所有资
料制成电子档以便施工期间调出；对复杂的现场仪
表、分析仪器和控制阀进行拍照、分类保存，便于仪
表设备和材料的管理。
在项目前期阶段，做好技术资料整理收集工作，
整理收集的技术资料包含各系统接线图、原理图、逻
辑功能图、工艺描述和各类仪表说明书；对于缺失不
全的施工图纸需要项目前期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绘
制，以保证施工顺利进行，本项目在施工前后收集整

改造前后收集和绘制的仪表图纸清单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原有图纸

绘制图纸

数量/份

数量/份

1

1

1

旧控制系统原理图
QCS 接线图

1

0

1

1

制浆连锁关系表

1

1

仪表清单

1

0

自控连接表

仪表回路及 I/O 清单

新绘制
新绘制
新绘制
新绘制
新绘制

1

0

DCS 网络结构系统图

新绘制

1

0

工艺描述和逻辑图

新绘制

1

0

仪表回路图

图纸不全

1

0

仪表平面布置图

图纸不全

1

0

电(管)缆表

图纸不全

1

0

材料表

比较全

1

0

自控设备表

比较全

1

0

各系统工艺流程图

新绘制

0

1

稀油站控制箱图纸

图纸不全

0

1

推纸辊接线图

图纸不全

1

1

复卷机接线图

备注

新绘制

1

0

新绘制

1

新绘制

理和绘制的图纸清单见表 1。

变送器注意防雨和防潮，拆下的仪表进行分类存放

方法如下：①将拆下的仪表、阀门、分析仪器及控制

保管。

现场仪表和控制阀拍照、比对和记录工作，具体

柜做好标记并编码；②对于体积较大的控制阀或分析
仪器等仪表用油漆喷成红色，然后在喷漆处将仪表位
号注明，以便回装时找出；体积较小的仪表采用集中
放置在货架上并将仪表位号注明；③将所有标记好的
仪表按一定的规律设计好编号制成电子档形成文档记
录便于管理和查找；④在标记工作完成后，对所有标
记的仪表、阀门、控制柜、接近开关等设备现场录像
和拍照形成相应的影像资料和照片。
3. 3

3. 4

纸机技改项目仪表进度计划和人力需求
通过项目前期的充分准备和施工期的密切配合

下，在 63 天内完成了项目的竣工验收和投产试运行，
较原计划提前了 20 天，仪表计划与实际工期如表 2 所

示；同时，仪表施工人员较原计划也有相应的减少，
在高峰期计划每天 35 人，减少到每天 23 人，仪表人
力需求如表 3 所示。
表2

施工前期制定仪表拆除方案，确保施工期间顺
利进行
（1） 现场绘制电缆桥架、电缆保护管走向、标高

并标注规格和长度。
（2） 拆除时需切断电源，拆除盘柜上的重要部件
单独打包保存。
（3） 拆除时与图纸仔细对照确认是否相符，如不

仪表计划与实际工期对比表

工作名称
仪表桥架拆除及安装
盘柜基础制作及安装
扫描架拆除与安装
仪表及控制阀安装

计划工

实际工

期/天

期/天

18

15

2020-09-04 2020-09-19

4

3

2020-09-16 2020-10-17

4

3

52

47

完成时间

2020-09-04 2020-09-07
2020-09-20 2020-11-07

符作出标记，并做好记录，尤其需要注意电缆编号和

控制电缆拆除及铺设

接线位置。

54

校线和回路调试及
参数修改

17

15

2020-10-30 2020-11-15

DCS 程序逻辑连锁调试

12

10

2020-11-10 2020-11-20

（4） 拆 除 的 仪 表 和 控 制 阀 需 要 进 行 包 扎 防 护 ，
特别是浓度计叶片等拆除后需要保管好以免损坏，
·94 ·

51

开始时间

China Pulp & Paper

2020-09-16 2020-11-08

Vol. 40，No. 6，2021

工程 生产 实践
表3
时间

总包仪表工程师

人

安装管理及仪表工

新的生产要求，其安装过程中新旧设备的搭配一定程
度上加大了项目实施难度。旧设备年代久远，往往参

4月

0

4

考资料缺失，或原供应商服务费用较高，甚至退出市

8月

0

4

系统性的技术资料。这就需要企业与各总包单位、设

23

验和资源，寻求解决方案，弥补资料的不足。纸机项

2

间良好配合才能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7月

4

场，往往企业不能给设计和工程服务单位提供完整和

1

20

备供应商之间更多的理解和合作，凭借各自的工作经

1

10

目技改极具挑战性，企业与总包单位、设备供应商之

0

9月

10 月

1

11 月
12 月

3. 5

仪表人力需求表

1

4. 3

工程阶段重视备品备件采购和管理
在工程施工阶段详细统计和记录备品备件，尤其

纸机技改项目效果总结
（1） 投运后的纸机自动化程度更高，设备故障率

更低；纸机蒸汽冷凝水系统使用了先进的热泵技术，
在降低吨纸蒸汽消耗的同时，也使断纸发生后蒸汽冷
凝水系统得到了可靠的控制，提高了纸机的效率，显
著降低了汽耗、电耗和水耗，纸机的车速、产能较之

是利旧关键设备的备品备件。对于厂家已经退市或采
购周期较长的产品，需制订特殊的备品计划；对于进
口的备品备件，要对在国内是否可加工同样精度和质
量要求的替代品进行准确判断。比如压光机属于利旧
产品，在安装和调试过程中有 1 台流量计损坏和 1 台

前有较大的提高，产品质量较改造前有很大的提升，

接近开关因年代久远老化损坏，通过及时采购国产替

纸张物理强度和匀度，突破了产品的质量瓶颈。

4. 4

如表 4 所示。通过这次改造提升了压榨干度，提高了
表4
项目
纸机改造前
纸机改造后

水耗

汽耗

/kWh·t 纸

/t·t 纸

/t·t 纸

-1

430
400

-1

6.0
5.6

-1

1.61
1.5

安装调试阶段需充分利用原生产线技术经验
原企业的技术人员对利旧设备及生产线的情况更

纸机改造前后能耗和车速对比表
电耗

代品解决。

为了解，因此在拆机、设备维护和调试阶段，应该邀
请原企业的技术人员参与并提供意见。本项目在安装

车速
/m·min

-1

300
350

（2） 在控制投资和节能减排方面，本项目也取得

和调试阶段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参与开机调试，可以节
省调试时间，使项目提前具备开机条件。
4. 5

项目施工前重视技术资料收集和整理
在项目开始前需充分收集旧纸机各种技术资料，

如收集控制系统接线图、控制逻辑图、工艺说明、仪

了显著的效果。本项目是设备利旧和技改工艺升级，

表说明书和仪表回路图等，将所有收集的资料进行电

通过前期多次勘测、设备保养和局部加工复原，尽可

子化管理，在后期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

能利用旧设备，大大节省了投资。

4. 6

4

纸机技改项目仪表实施经验总结

4. 1

重视工程师的经验技术
与具有供应商提供完整的方案以及技术担保的新

重视仪表调试规划，提前制定调试方案
在纸机技改项目安装接线完成后及时制定调试方

案和回路调试表格，仪表回路调试前需逐条进行校
线，在 DCS 上电后进行仪表回路测试，阀门动作调

试，然后进行画面组态调试，程序组态调试，逻辑连

机项目不同，纸机技改项目需要工程技术人员结合企

锁调试工作。务必对每个回路、每个程序及每个连锁

业的要求，对设备利旧、设备维护以及原供应商参与

均要逐一进行调试，才能保证联动调试不出问题，少

程度和提供的服务进行科学的判断。因此，在设备的

出问题，以保证投料试车顺利进行。

拆卸、转运、维护和安装的过程中，工程师的技术改
造经验、对设备和工艺的熟悉程度非常重要。参与项

5

结

语

目管理的技术团队，要尽可能提前识别出施工方案的

纸机技改项目相对于新纸机来说具有复杂性和不

风险，提供应对措施，避免造成返工、延误甚至是

确定性，因此改造前期需要做好仪表规划设计、制定

事故。

仪表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及选择合适的设备服务人员

4. 2

总包单位与企业及设备供应商之间需良好配合

对项目的实施有较大帮助；另外在调试期间，联合有

纸机技改项目大多需要通过升级改造以满足企业

经验的工程服务人员和原工厂技术人员参与仪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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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项目按时竣工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改造前期

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原计划工期 83 天减少到 63 天，
大大节省了工期和人力成本，为提前投产提供充分的
条件。实践证明，改造后纸机自动化程度更高，故障
率更低，产品质量和产量较改造前有很大的提升，通
过这次改造提升了压榨干度，提高了纸张物理强度和
匀度，突破了产品的质量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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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纸基绿色包装研讨会暨
《绿色纸质外卖包装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启动会在京召开
2021 年 5 月 21 日，纸基绿色包装研讨会暨 《绿

心、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7 位专家

轻大厦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成功召开。来自

市场分析、终端用户应用、关键技术研讨等为主题进

纸及纸板、纸制品、纸浆模塑、绿色化学品、装备制

行演讲，并和与会人员进行热烈的交流研讨。

色纸质外卖包装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启动会在北京中

造企业，物流、外卖餐饮等终端用户，科研院所、大

分别从纸基绿色包装环保政策解读、标准概况、原料

纸基绿色包装研讨会结束后，召开了 《绿色纸

专院校等单位的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质外卖包装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项目启动会。《绿色

纸基绿色包装研讨会由中国造纸学会纸基绿色包

纸质外卖包装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由中国造纸学会

装材料及制品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纸基绿色包装专委会发起，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

有限公司承办，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昶法

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外卖）、中轻

新材料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纸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共同起草。启动会上对“标

中轻集团总经理助理、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

准制定框架”进行了介绍，包括项目相关概况，标

公司总经理、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孙波和上海东升

准的适用范围、产品的关键使用性能和安全指标等

新材料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郑璐分别代表承办单位和赞

质量要求内容；并对团体标准后续制定、使用进行

助单位发表致辞。

了说明。

研讨会由中国造纸学会纸基绿色包装专委会主

纸基绿色包装研讨会暨 《绿色纸质外卖包装通

任、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超主

用要求》 团体标准启动会是中国造纸学会纸基绿色

持。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

包装专委会正式成立以来首次主办的交流活动，为

技术委员会/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美团外卖、

行业上下游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

顺启和 （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全国造纸工业信息中

的沟通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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