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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loyal partner!

www.xerium.com

Take advantage of the hidden potential of your papermachine! 

Huyck.Wangner will support you with comprehensive field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 in addition to our unique PMC - solutions to maximise your papermachine performa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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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表于 2012 年《国际造纸》(World Pulp & Paper ) 。更新于 2015 年 9 月。
Articl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生活用纸技术



Maximyze® 最大化您的纤维处理能力
作者 David R. Jones 巴克曼造纸部门技术专家

“绿色，我们的色彩，我们的承诺”。这段声明表明了巴克曼一
直致力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它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我们业务模式的基础。

在制浆造纸工业酶制剂产品开发方面，巴克曼一直处于前沿与中心
的位置。这一切开始于多年前，我们引入的Neoteric 产品，用于微
生物引起的沉积物控制。Neoteric产品系列包括酶制剂产品和生物
分散剂，它们能够分解形成沉积物的微生物腐浆。在酶制剂解决方
案方面的另一项重要进步就是引入了用于胶粘物控制的Optimyze® 

产品线。自此之后，该系列产品再次扩容，新增了Optimyze Plus 
产品。巴克曼还有其它方面应用的酶制剂产品，如清洗、脱墨、漂
白和淀粉改性等等。

在众多成功的酶制剂产品线中，Maximyze®系列就是其中之
一。Maximyze含有对纤维进行改性或细纤维化的酶制剂产品，能
产生与机械磨浆相同的效果，却减少了负面影响。

Maximyze 产品的作用方式将被讨论，并有案例展示。

Maximyze 最大化您的纤维处理能力
酶在各种工业过程中的应用已有数百年了。例如，用于酿造啤酒和
葡萄酒的酵母中就含有能够发酵的酶。现在，含有某种特定酶的酶
制剂产品已经能够被生产出来，这样就能够扩展酶制剂产品的工业
应用。其中的一个扩展领域就是制浆造纸业。制浆造纸使用酶制剂
的过程包括脱墨、漂白、沉积控制和淀粉改性。酶的一项创新应用
是在纤维改性领域。Maximyze推广之后，全球已有 160 多家工厂
从这一技术中获益。

什么是酶？它们是自然界的催化剂。酶是能够在所有生物中催化各
种反应（即呼吸、营养和生长）的蛋白质类分子。酶是真正的催化
剂，因为反应过程中不会消耗它们，并且每个酶分子每秒可催化成
千上万次反应。酶在促进反应方面非常有针对性。每一种酶具有一
种作用，并且只有这一种作用。酶是复杂的分子，并且它们的形状
决定功能。

酶的反应速度因 pH 值和温度的变化而不同。就温度而言，温度
升高时，反应速度或酶的活动速度就会加快。这种加速基本维持线
性趋势，直至温度升高至酶分子瓦解的水平为止。这种瓦解被称为
变性，并且是不可逆的。pH 值的作用则不同；每一种酶都有其活
性达到峰值的 pH 值。当 pH 值基于该点升高或下降时，酶的活性
会降低. 这就是说每一种酶都有其最佳pH活性范围，这pH反应是
可逆反的， 如最佳pH是7，而酶在pH 值为 5 的反应过程，那么

活性将会低于最大值。然而，如果您将反应过程的 pH 值改为 7，
那么酶将会再次达到最大的活性。

各种酶的温度和 pH 值活性变化曲线是不同的。上文所示的曲线仅
作示例，不针对任何具体的 Maximyze 产品。务必要了解您使用的
酶的温度和 pH 值曲线，确保系统参数与产品匹配。影响酶活性的
其他因素是抑制剂和变性化合物。造成酶制剂变性的典型化合物就
是氯；多数酶都只能承受少量游离氯。这种变性作用是不可逆的。
抑制类化合物会阻止酶发挥活性。这种抑制类化合物能够阻塞反应
区域的活性单元或附着在酶上。抑制类化合物不会造成酶变性；它
们只会抑制酶的活性。抑制各种酶的活性的化合物是不同的。

在任何酶应用系统中，对于系统知识的掌握都至关重要。需要了解
并记录温度、pH 值和工艺添加剂。其他关键信息还包括储罐槽和
浆池的容量体积、液位和流量。上述信息对于计算系统停留时间非
常重要。接触时间越长，则酶分子的作用就越大。系统知识是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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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酶温度和 pH 值典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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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 Maximyze 应用于纸巾餐巾纸   
Maximyze的首批应用中包括一家采用原生硫酸盐浆和脱墨MOW纸
浆生产餐巾纸等级的生活用纸厂。浆料配比设定为33%硫酸盐浆
和67%MOW纸浆。为了达到纸张强度目标，必须将硫酸盐浆配比
提高至40%。在碎浆机中以1.0千克/吨的用量加入Maximyze，现
在可以采用100%MOW浆料生产这种纸巾，并且无需磨浆。原生
硫酸盐浆与脱墨纸浆之间的成本差异带来了非常可观的 ROI（投资
回报）。 

案例 2 – 应用于高档卫生纸  
Maximyze还帮助一家生活用纸改善了高档卫生纸的纸张品质。为
了实现纸张强度目标，该工厂需要对100%原生硫酸盐浆料进行机
械磨浆。磨浆导致纸张达不到柔软度要求。Maximyze再次成为入
选产品，且在使用后淘汰机械磨浆工序。从而使纸张单位克重的松
厚度升高，改善了纸张柔软度。Maximyze是以1.0 千克/吨的用量
加入碎浆机的。

案例 3 – 应用于优质卫生纸
一家工厂采用原生硫酸盐浆和脱墨MOW纸浆混合配比，生产优质
卫生纸。为了实现拉力目标，该工厂的纸张定量必须超重 0.5 克/
平方米，还要使用干强剂。使用干强剂之后，需要添加阳离子的电
量中和剂来控制电荷，电量中和剂的应用影响纸张亮度，因而需要
使用荧光增白剂（OBA）才能实现亮度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了Maximyze，效果非常显著。该工厂现在能够
保持基重目标来生产这一纸种，无需添加干强剂、电量中和剂和
OBA。而且这家工厂已经能够停用机械磨浆工序。Maximyze的用
量为0.25 千克/吨。综合 Maximyze 的上述优势，生产成本降低了 
30 美元/吨 

酶的“绿色”特征
在工业领域中使用酶制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绿色”。酶是
在自然界中天然生成的，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与众多工业化学品相
比，酶对于操作工人具有较低的健康危害。巴克曼深入研究并积极
参与向制浆和造纸行业提供酶制剂解决方案的工作，并且我们的研
发部门还在努力扩展现有的应用领域，并开发创新新型的酶制剂应
用，成为一家可持续性企业，对于 巴克曼而言意义重大。

巴克曼传递的可持续性信息可从“巴克曼绿色。我们的色彩。
我们的承诺。”这段陈述中捕捉到。在确保巴克曼的内部流程
具有可持续性的同时，我们作为客户的合作伙伴，还协助他
们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采用
Maximyze代替干强剂。这样不但降低了外排水的毒性，并且还因
减少运输量而具有明显的ROE（环境回报）。干强剂的用量远远
大于Maximyze，因而这样大幅降低了汽车运输成本和化石燃料的 
用量。

曼的八项业务管理标准之一，这八项业务管理标准能确保所有利益
相关者之间有清晰的沟通并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

Maximyze® 产品含有对纤维中的纤维素链发挥作用的酶。机械磨
浆依据木材的种类和纸的等级，常常用于赋予纤维各种特性。机
械磨浆用于提高拉力、内结合强度和其他纸张特性。机械磨浆“击
打”纤维， 压溃纤维壁。这种弱化作用导致纤维壁剥离、脱层、
压溃和细纤维化(分丝皂化)。这样就增加了纤维与纤维的结合点，
从而提高了纸张的拉力等强度特性。

Maximyze 是在分子层面发挥作用，而机械磨浆是在宏观层面起的
作用。通过破坏纤维素链的结合，纤维得以弱化且纤维壁发生剥
离、脱层、压溃和细纤维化(分丝皂化)。Maximyze作用在结合键
上，与机械磨浆相比，减少了纤维切断和细小纤维组份的产生。您
可以将纤维想象成一根多股的绳子。使用刀片可以割断绳子。这
在一定程度上和机械磨浆的情况相似，也是其缺点之一。想象在同
一根绳子上，Maximyze 必须分别切断绳子上的每一股，如果时间
足够长，割断绳子的可能也会发生，但是设计合理的应用方案会
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在多数情况下，Maximyze都会在进行机械磨
浆之前添加。Maximyze 预先处理纤维，从而拓宽了磨浆的选择。
有些工厂完全避开了机械磨浆，而磨浆全部都是采用 Maximyze 执
行的。上文的显微照片展示了 Maximyze 对纤维产生的作用。可以
看出，纤维正在压溃和平铺。Maximyze 为许多使用漂白硫酸盐浆
的工厂带来积极的投资回报。这些工厂生产多个不同纸种。生活用
纸厂尤其能够从 Maximyze 的使用中受益。这些益处之一是降低生
产成本，包括用阔叶木浆代替针叶木浆，或用脱墨 MOW（混合办
公废纸）纸浆代替原生硫酸盐浆，生活用纸厂的另一受益之处在于
改善了纸张的特性。采用阔叶木浆代替针叶木浆，以及减少机械磨
浆，都能改善柔软度。这是生活用纸的重要质量指标。

图 2. 巴克曼的 八项业务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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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yze® – 已验证的技术            
Maximyze是一项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技术，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众多工厂带来了明显的ROI和ROE。这
一创新型酶基产品线作用于纤维，产生与机械磨浆相同的效果，但却减少了机械磨浆的负面影响，
比如：更多纤维被切断和细小纤维组份的产生。Maximyze带来了收益不仅表现在浆料的选择性和替
代性，还改善了纸张品质并排除了其他增强助剂的使用。处理导管问题的工厂也从使用Maximyze中
受益。

其它浆厂和纸厂，比如：商品的硫酸盐浆厂和低定量涂布工厂，也正在跟踪与调研使用Maximyze的
潜在收益， 巴克曼正致力于继续研究Maximyze产品线的更多应用，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TMP等机
械浆中的应用。

图 3. Maximyze® 活性——前（左）和后（右）



TISSUE TECHNOLOGIES

应用Maximyze®技术，发挥出纤维的最大功效

应用巴克曼Maximyze解决方案,您将获得质量与成本控制的灵活性。
您是否想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活用纸品质，或是两者兼顾；巴克曼纤维改性酶技术能帮
助您实现目标，并赢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Maximyze的应用能将原料配比达到最佳化，允许
使用价格更为低廉的原料，节约能耗和其它成本，并且获得了传统化学品不能给予的更大灵
活性。

生活用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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