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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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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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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造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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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造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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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造紙技術 

 

    造紙是一種纖維的重組技術，不同的纖維，形成不同的
紙張，而纖維的取得，可分為木漿類與草漿，木漿類包括針
葉樹的長纖維木漿及闊葉樹的短纖維木漿、及靭皮纖維的竹
漿、雁皮、構樹樹皮、桑皮等；而非木纖維草漿則有馬尼拉
麻、稻草、麥桿、蔗渣、蘆葦等。 

現代以我國古書「天工開物」卷中所記載之以竹為材料紙
製造方法之步驟如下： 

煮徨足火 盪料入簾 覆簾壓紙 透火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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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漿造紙的全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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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造紙術與現代造紙工程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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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造紙術與現代造紙工程的比較 

古  代 現  代 

斬竹漂塘 砍伐木材 

煮徨足火 製漿 

舂臼 打漿 

蕩料入簾 網部抄紙 

覆簾壓紙 壓榨部 

透火焙乾 乾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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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抄紙的基本原理 

一、紙張的構造與組成 
 

紙張的定義 
 “自材料中抽取植物繊維將其在水中分

散之，並以水為媒介，將其抄製成相互
交絡之平板狀薄片”。 
 

 ”即一般為自木材漿化後，取自闊葉樹
的木繊維及針葉樹的假導管為紙漿繊維，
相互交絡所製造成之薄片。 
 

 以聚丙烯薄膜(Polypropylene film)為基
材所製之合成紙、或不使用水抄製之乾
式紙被此定義排除。但既是與只有相同
的用途，稱之為“紙”又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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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抄紙的基本原理 

一、紙張的構造與組成 

 

 構成紙張為主成分為紙漿繊維，被最應用的紙漿繊維為闊
葉樹的木繊維及針葉樹的假導管。 

 

 雖依樹種而異 

– 針葉樹紙漿(NBKP)的繊維之長度約 3~5 mm、寬度約
為 50μm ， 

– 相對的闊葉樹紙漿（LBKP）繊的繊維之長度約 1~2 

mm、寬度約為 20 μ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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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抄紙的基本原理 
 

 造紙纖維的種類 

    針葉樹纖維 

          Some coniferous cell type: 

  

 Tracheids (A, enlarged view, A') comprise 

more than 90% of the wood volume.  

 

 The remainder is mostly ray tissue, either 

ray parenchyma cells (B) or ray tracheids 

(C) Some species also'have a very small 

percentages of epithelial cells (D), which 

line resin canals, or  Longitudlnm 

parenchyma cell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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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葉樹材的構成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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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樹材的構成細胞 

造紙纖維的種類 

    闊葉樹纖維 

Some hard wood cel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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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針葉樹材的構成細胞 
闊葉樹材的構成細胞形態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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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方向 放射方向 

導管 (vessel member or element) 

導管狀假導管 (或稱管胞) (vascular 

tracheid)  

周圍假導管 (vasicentric tracheid) 

纖維狀假導管 (fiber tracheid) 

木纖維 (libriform wood fiber) 

軸方向薄壁細胞 (axial parenchyma 

cell)  

周圍細胞 (epithelial cell) 

放射狀薄壁細胞 (ray parenchyma 

cell) 

橫臥射線細胞 (procumbent ray cell)  

直立射線細胞 (upright ray cell) 

方形射線細胞 (square ray cell) 

周圍細胞 (epithelial cell) 

 

構成闊葉樹材之主要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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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樹材細胞及其之構成比率  

構 成 比 率 

樹  種 導管 

% 

木纖維* 

% 

薄壁組織** 

% 
放射組織% 

樺木 Betula maximowicziana 

栗 Castanea crenata 

山毛櫸 Fagus crenata 

水櫟 Quercus crispula 

日本榆 Ulmus davidiana 

櫸木 Zelkova serrata 

桂樹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植 Acer mono 

白蠟樹 Fraxinus spalthiana 

Apitong, Dipterocarpus grandiflorus 
Redlauan, Shorea negrosensis 

板木 Tectona grandis 

18.3 

21.7 

41.2 

12.6 

32.3 

14.3 

52.0 

12.2 

14.2 

11.7 

23.0 

25.5 

35.6 

71.8 

58.7 

32.1 

65.5 

46.2 

58.5 

39.5 

66.9 

66.9 

65.1 

44.9 

54.1 

30.3 

1.6 

13.4 

9.2 

6.8 

4.8 

16.7 

0.6 

12.5 

3.5 

10.1 

15.5 

8.2 

18.5 

8.4 

6.2 

17.5 

15.0 

16.7 

10.5 

8.0 

8.4 

15.5 

13.2 

16.6 

12.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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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闊葉樹材的構成細胞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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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抄紙的基本原理 

 

 以短且細的繊維所抄製的紙張有較佳的交織，一般的印刷
用紙使用漂白闊葉樹牛皮漿繊維，使用較長之針葉樹紙漿
繊維可提升紙力。 

 

  纖維形態、性質對紙張性質的影響 

 

 另文討論--纖維的特性及其對紙張品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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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抄紙的基本原理 

 以化學觀點來看，紙漿繊維的主成分為多糖類，其中
的大部分為纖維素。 

 

 
 

 

 

 

 

 

 圖2 為葡萄糖單元所結合之纖維二醣(cellobiose)，纖
維素為以此多数聚重合而成之直鏈状構造。 

 

 因其為直鏈配列之故，具結晶化之特性，木材紙漿纖
維素之結晶度為数十%，除纖維素外尚含半纖維素。 

 

ex.  Cellulose

  oxygen bridge
  (ether-type or
glycosidic bond)

    anhydro-
glucopyra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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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obi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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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的形態與構造 

 以纖維素纖維為主要原料的紙張的構造，基本上是一個
由結合在一起的纖維素纖維所積層構造。 

 也被認為是由纖維素、空氣及水由連結在一起所形成的
網狀構造。 

 纖維間的空氣在紙力形成上沒有任何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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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纖維的顯微構造(一)、細胞壁的構造 
 

纖維的形態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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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壁上的纖毛在各層之排列有不同之構造。P層是不規則性的S1層之纖毛
則是左右交叉排列，S2層為單螺旋向，角度為10~20°，S3 層角度為
60~90° (如圖7)。 

圖7.針葉樹材木質部細胞之構造  

香杉纖維細胞壁S3 層微纖毛之排列  

(一)、細胞壁的顯微構造 

纖維的形態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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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細胞壁的顯微構造 

A 

OH 

O 

HO 

O 

O 

O 

OH 

OH 

O

H 

OH 

O 

O 

O 

O 

O 

OH 

OH 

HO HO 

HO 

HO 

HO HO 

HO 

E 

D 

O 

Cellulose Molecule 

B 

C 

假導管的構造 

纖維的形態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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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的形態與構造 

 

 水雖然在抄紙成形中佔很重要的角色，
紙中的水分的多寡也常被論述說會影
響紙張的強度，但主要的影響紙張強
度的因子是纖維的強度及纖維間鍵結
的多寡與分布。 

 

 基本上，因紙張(圖)具大的表面，XY

平面遠大於Z方向（厚度方向）很多，
常被認為具二次元構造，且常被認為
是層狀構造，而常被忽略其層與層之
間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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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的的形態與構造 

 事實上，如基重60 g/m2的紙張是由約有10～15層的紙層
所構成，橫向及厚度方向均有纖維與纖維間的鍵結，緊
密的結合在一起形成紙匹。 

 

 一般而言，紙張的比重為0.6~0.7 g /cm3，約為纖維比重
的 1/2。 

 

 因此紙層構造約含有50﹪的纖維及5 0﹪的空氣，後者通
常存在於各紙層間的纖維與纖維間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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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的形態與構造 

 纖維的長度一般為0.1~0.4 cm（經打漿後漿料平均纖維長
更短），寬度約為 20~40 μm甚至更短，一般纖維的粗度為 

3×10-6 g /cm，因此1cm2 的紙張約含有10000根約長0.2cm 

的纖維。 

 

 更由於每根纖維約有20~40 根的其他纖維纏繞，每1 cm2紙
張中可能會有幾百萬個纖維與纖維間鍵結存在。 

 

 這麼多數的結合存在於小面積上，為了抄紙構造均勻的紙匹，
厚度方向的鍵結也必須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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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鍵結合的定義 

水分子的氫原子與鄰近
水分子或其他羥（-OH）
基的氧原子之間有靜電
吸引力而形成氫鍵結合 

 

也就是說二個氧原子間
的氫原子的鍵結稱之氫

鍵結合。  

抄紙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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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鍵結合的形成--纖維表面的氫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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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鍵結合的形成—不同纖維濕潤面上形成連續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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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鍵結合的形成--纖維表面的氫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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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製程(備漿)中纖維表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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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與纖維間鍵結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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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鍵結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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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效果 

psi＝英磅／平方英吋 

psi x 6.89746 ＝ kPa  

kPa＝1 kN／m2  

Kgf  ＝ 9.80665 N 

依據 "Campbell"效果的纖維之間水表面張力作用下，使纖維
之間緊密結合，從而提高了濕紙匹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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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Campbell”效果 

 

 依據 Campbell年對纖維與水的表面張力所型呈之內聚力計算
中得到兩纖維間的拉力，以後就將此稱為Campbell”效果，
以下幾個計算結果顯示由於水表面張力產生極大的內聚力。 

 

 內聚力=SUM 
–①、間距3/100 mm  微細纖維之間的拉力為6.1 kg/cm2。 

–②、間距2/1000 mm  微細纖維之間的拉力為 38 kg/ cm2。 

–③、間距2/10000mm 微細小纖維之間的拉力為 174kg/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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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一、造紙纖維 

二、抄紙系統中的其他成分 

(一)、界面活性劑 

(二)、上膠劑 

(三)、消泡劑或其他化學劑 

(四)、填料 

(五)、空氣 

三、白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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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一、造紙纖維 

 

   造紙工業使用的原料主體是植物纖維，其它纖維如礦
物纖維、合成纖維、金屬纖維等占的比重很小，上述原
料中，以木材纖維原料，尤其是針葉材是造紙的優良原
料。 

 

 闊葉材用於造紙也有相當大的比率。 

 

 而非木纖維原料來源豐富，製漿原料中禾本科植物占有
相當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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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植物纖維原料中的纖維素、
半纖維素和木質素主要存
在於細胞中，纖維是植物
細胞中的一種主要細胞形
式，其中纖維素是纖維的
骨架物質，而木質素與半
纖維素是以包容物質的形
式分散在纖維之中及其周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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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在細胞璧中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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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製漿過程 

 在化學製漿過程中主要目
的是脫除木質素，使纖維
間木質素的除去，直至分
離成單纖維狀漿稱化學紙
漿。 

 

 化學紙漿的纖維素含量很
高，除用作造紙外，還可
用於纖維化學工業中的溶
解級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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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製漿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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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製漿過程 

 在機械製漿法是用機械力切削或撕裂分離出已被塑化的纖
維，此種紙漿仍保留大量乃至全量木質素，主要用為新聞
作紙稱機械紙漿。 

 

 而兼用化學藥品的作用與機械力所得的紙漿，其木質素含
量介於上述兩種漿之間稱化學機械紙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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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紙漿 

 所製紙漿必須再進行機械處理，使之纖維分散、再經帚化後
才可使抄紙形成的紙張具有強度，此纖維與水懸浮液經抄造、
壓榨、乾燥等作業製成交織均勻，緻密而具有強力的紙張或
紙板。 

 

 依據產製紙品的要求、材料情形等靈活配合運用可製成不同
用途、不同等級的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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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二、抄紙系統中的其他成分 

 

    抄紙系統中的紙料中除纖維外另含有各種添加劑，如界面
活性劑、上膠劑、消泡劑、填料等及纖維間的空氣等 

 

     會阻礙纖維間的結合，以下分項說明各影響因子影響結
合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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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中的添加物 

二、抄紙系統中的其他成分 

 

  抄紙系統中的紙料中除纖維外另含有各種填加劑，如
界面活性劑、上膠劑、消泡劑、填料等及纖維間的
空氣等會阻礙纖維間的結合。 

 

1.界面活性劑 

2.上膠劑 

3.消泡劑或其他化學劑 

4、填料 

5.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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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一)、界面活性劑 

    脫墨工程由於洗淨不充分，殘留於纖維中脫墨劑等具界面活
性的化學藥品等，影響Campbell效果（在纖維間水的表面
張力），對纖維間的結合力及纖維間的結合面積有不良的影
響。 

 

(二)、上膠劑 

   上膠劑主要的結合基是纖維素上的羥（-OH）基，上膠劑與
羥基反應產生結合於是上膠效果的發生，如此一來纖維素上
的羥基數目因此而減少，導致纖維間結合的數目而使結合強
度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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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三)、消泡劑或其他化學劑 

  高級醇類、矽油等為消泡劑的主要原料，其影響原
因與界面活性劑同。 

 

(四)、填料 

   填料存在於纖維間妨害纖維間的結合，但能賦與紙
張柔軟性並改善成品的尺寸安定性、翹曲及表面性
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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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五)、空氣 

    存在於纖維間的微小氣泡妨害纖維間結合的形成。 

     

   紙漿漿料中所含的空氣量超乎想像，尤其是機械紙漿，假
設送漿槽漿料入口（stock inlet）處所送之漿料含有0.1 %
體積的空氣，即佔原料纖維中的25 %，若含有0.2 %，則纖

維的比重會自1.56 變成1.01。 

 

 此現象除了會導致纖維的分散不佳而容易凝聚，更會妨礙纖
維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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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三、白水系統 
 

      抄紙系統中輸送紙漿的媒體採用相當的水，可以說

佔紙原料的 99﹪以上。 

 

    抄紙工程中逐次去除原料中的水分，到成紙時其 水
分約為  3-9﹪。 

 

     此等水必須在抄紙系統中一再循環使用，白水可以
比喻成抄紙機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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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抄紙原料 

三、白水系統 

          

      

    為了達到纖維、熱能、藥品的充分回收必須有良好的管理。 

 

     白水並非只是水，其中含有有用的固形物藥品，可應用於
紙漿的洗淨稀釋、抄紙等用水；也應用於抄網之洗淨中。 

 

   一般紙料的濃度為0.5-1﹪，在網部形成紙匹，抄網底下收集
白水，送至稀釋漿料用的泵做稀釋及各種洗淨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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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紙製程之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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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備漿作業 

   備（調）漿是抄漿紙料送入抄紙機抄製紙張前的作業，是製
造良好紙張之關鍵工程之一。 

   

  圖 3是備漿的主要步驟，包括將紙漿散開，打漿，加入填料
（白土、碳酸鈣、滑石粉等）、藥品（上膠劑、硫酸鋁、染
料）等等的配合，在進入抄紙機前將紙料調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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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漿作業
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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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塵作業 

 在備漿工程也進行除塵作業，但為了將備漿工程中所混
入紙料中之塵埃或夾雜物去除，所採用之硬體包括離心
式淨漿機（Centrifuge cleaner），脫氣設備及篩網
（Screen）等，漿料完全處理後送入流漿箱（Flow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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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抄紙工程中之諸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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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抄紙工程中之諸項作業 

  抄紙工程一般是指，自頭箱至乾燥部為止的各操作單元，包
括抄紙機的大半部份，目前之抄紙機機之種類主要有長網、
圓網、短網、懸垂、直火式、混合式、（Inverform）等。 

 

 長網多筒式及圓網洋基式為最多。長網多筒式以抄製一般紙
張，圓網洋基式紙機主要抄造家庭用紙。 

 目前已趨大型化、高速化、省能化、省人化及自控化進行。 

 

 自備漿工程送來的紙料，在本製程之最後形成紙張，期間所
包含之作業有（1）除塵，（2）成形，（3）壓榨，（4）乾
燥，（5）壓光及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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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紙部（成形部；網部；Wir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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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紙部成形部；網部；Wir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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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部的脫水 

61 



壓榨部的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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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榨部（Press part） 

 

     紙料在抄網上成形後其含水率約為78﹪-80﹪，在
壓榨部會將紙匹之水分壓榨到60-70%左右。 

 
  在此部份如能有效去除水分，則可減輕乾燥部的負
荷，但急速的壓榨則會損傷紙張品質及強度，宜採
用階段性的壓榨去除水分。 

 
  採用的方式有倒壓壓榨裝置（Inver press）及線
壓壓榨（Nip press），設備則分抽吸壓榨轆
（Suction press）及溝縫壓水轆（Grooved   
pres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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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部（Dryer part） 

  為了成品紙張表面對抗水的需求，有些抄紙機同

時有機上經壓榨部將濕紙匹的水分壓榨到60-

70% 

 

  在此部分利用蒸氣通過鑄鐵製內外表面鍍以金屬

並進行鏡面加工的烘缸，將承載在帆布上的紙

匹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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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部（Dryer part） 

  由烘缸的個數如前述，不同紙機，不同產品需要不同個

數的烘缸，高速紙機，紙板機等然需要較多個數的烘缸，

此外，另有輔助烘乾的設備，如熱風乾燥設備等。 

 

 在烘缸群出口處的紙張（板）含水率，一般薄紙約為 4-

6%，紙板則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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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烘缸的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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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光及捲紙（Calendaring and Reel） 

 

 為了改善紙面的平滑度及光
澤等特性 

 

 採用多支冷鑄轆（Chilled 
roll） 

   或配合綿質轆（Cotton 
roll）或紙轆（Paper roll；
Fiber roll）等 

 

 5-16支交互重疊、壓榨紙張
而達到要求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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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光及捲紙（Calendaring and Reel） 

壓光完成之紙張依用途大小等進行裁切或捲紙。 

 

依各廠作程序，有的工廠先初捲（Pop reel）
捲成工廠紙卷（Mill roll），再依使用途徑進行
裁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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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紙層的形成及紙力的形成 

 

一、抄紙與水的作用 

二、紙張的形成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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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一)、紙張與水 

 

 抄造紙張的各段工程中水的消耗量很大，依據紙種
的不同，水的消耗量也不同，如製造每一噸新聞紙
約需50~100噸的水。 

 

 紙張中的水的含量多寡，又決定紙張強度、尺寸安
定性、印刷適應性、電氣特性以及其他各種物理強
度性質。 

   

所以，在論述抄紙之前必須了解水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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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水分子中的氧原子與兩個
氫原子間形成一105∘左右
的 V 形  

 

 水的分子結構，它的全部
分子屬中性。  

 

 氧原子則帶強陰電性能從
氫原子吸走電子，而使兩
個氫原子帶正電荷。  

一、紙張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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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一、紙張與水 

 水分子的氫原子與鄰近水
分子或其他羥（-OH）基的
氧原子之間有靜電吸引力
而形成氫鍵結合 

 

 也就是說二個氧原子間的
氫原子的鍵結稱之氫鍵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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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一、紙張與水 

 

 氫鍵結合經過加熱升溫後， 水就被分離， 而水
的比熱除液態氫以外比任何物質都要大，要分離
氫鍵結合則需要大量熱能。 

 

 相反地，要形成分子間的氫鍵結合則受到物質的
蒸發熱、介電常數、紅外線以及紫外線吸收等的
影響。  

 

 氫鍵結合中結合能為2~8kcal/mol，它比一般化學
結合能低(例如：共價鍵結合能為60kcal/ 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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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一、紙張與水 

紙中的含水率影響紙張
的性質如一般性質和物
理性質、尺寸安定性、
印刷適性和使用操作佳
以及電氣特性等。 

左圖顯示隨著紙的水分
增加，只有抗張強度降
低的，其他如破裂強度、
撕裂強度和伸長等都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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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一、紙張與水 

 

 另外，紙面含水過多就會影響表面的強性性質
及印刷性質等。 

 

 為了達到良好的紙張之使用盡可能在紙機末端
的使用中保持適當的含水率。 

 

 其目的是為了求取理想的紙張物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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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對紙張物理性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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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紙張中的水分   = 
       結合水十吸著水十毛細管水〈或自由水〉 
    
 （1）結合水 (bound Water) 
 （2）吸著水 (adsorbed water) 
  (3) 毛細管水或稱自由水（capillary  Water  or 

            Fre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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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一）、結合水 (Bound Water)  

 

    因為紙張具有高度的親水性，含水率為零的紙張即
絕乾紙，在含水率是接近零的時候，即使在低相對溼
度的條件下也會有吸濕之現象發生。 
 

 當在紙張的含水率在1~2﹪時，從紙張的構造中仔細
觀察，可以發現紙的主要成分纖維素分子鏈間是由單
分子的水藉由氫鍵結合而成。 
 

 單分子的水分子與纖維素分子結合形成氫鍵結合，如
果要分離則去除1ml水約需5.4kcal的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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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纖維素分子鏈與單分子的水形成的氫鍵結合
之示意圖。 

（一）、結合水 (Bou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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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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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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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二）吸著水 (adsorbed water) 

 

 吸著水是由均一的水分子藉由瓦得爾力吸著在纖維
上，其吸著量隨紙漿的性質不同而異，一般極限到
含水率4~5﹪ 

 

 因此吸著水淨吸著量約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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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三)、毛細管水或稱自由水     
 

 吸著水的上層則為能自由活動的毛細管水（或自由水）。  

 毛細管水是指紙張中水分去除上述膠態的水（膠著）的剩

餘部分，它並不是以物理形狀吸著，其特性為附著性的自

由水。在纖維表面有微細的毛細管，通過毛細管的作用而

保持它的液體的流動，這種水分的性質對外部的濕度變化

很敏感。 

 紙張中毛細管水的量，即從吸著水起到纖維中水分飽合點

（木材纖維水份的飽和點為28~33﹪）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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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纖維素中葡萄糖基以直鏈狀， 
呈多數結合，各單體有三個游離羥基（-OH）
(兩端的單體有四個氫氧基)。 
即纖維素中具有無數游離羥基  

(木材纖維的纖維素聚合度為10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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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的作用與抄紙 
二、紙張中的水分 

 纖維素分子鏈上最初的1~2﹪結合水是單分子型，結合
水的性質與形態類似，水與纖維結合狀態如下圖 。 

 從非常低的相對濕度中，如果將空氣中的濕度相應提高，
則除上述的纖維與水間的氫鍵結合以外 ，就產生了以
上所述的吸著水問題。 

 後繼的吸著水與纖維結合的情況則分布在接近於結合水
的外層，其形態也接近結合水，呈冰狀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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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在紙張形成過程中，網部的脫水量佔極大部分。
相反的，乾燥部所脫的水量僅佔微量。但是，對
這些微量水量的蒸發所需的多缸式乾燥部設備，
佔長網抄紙機的很大比重，而且脫水所用的蒸發
成本也相當高。 

 

 壓榨部的脫水量如能多增加一些，就可以節約乾
燥用的蒸汽量，提高壓榨部效率，增加壓榨水量，
不但能提高濕紙強度，還能改善紙機的操作性能、
減少斷紙、防止乾燥不勻，從而達到減低成本下
且能獲得理想的紙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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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一）、網部的過濾脫水 
     

     主要可以分為4個階段，以各階段能均勻的進行脫水者
為最佳。 
– 1、成形板（Forming board）附近：利用重力進行緩和
的脫水。此階段為得到均一交織重要階段。 
 

– 2、可利用細微的攪拌調整交織之刮水板（Foil）及桌
轆的脫水過程。調整脫水速度以不使微細纖維濾脫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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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一）、網部的過濾脫水 
     

– 3、利用濕抽吸箱（Wet suction box）進行調整，以不
破壞濕紙的交織進行脫水。 

 

– 4、以抽吸箱的真空脫水，在伏轆完成最後的脫水動作，
本階段若進行過強，則會產生網痕及紙張表裡差之問題，
因此在前階段必須充分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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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二）、壓榨部的壓榨脫水 

 

 離開伏轆（couch roll）的濕紙匹其固形分約12-20﹪，
通過壓榨部後除去大部分的水分，可使紙面平滑、提升
密度，並在乾燥部提升濕紙之強度。 

 

 用壓榨轆壓去水分，較以烘缸溼度蒸發濕紙中的水分，
可節省大量的動力，而且可使纖維與纖維間有較多的接觸，
在後段乾燥時可改善纖維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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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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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濕潤紙匹墊在毛毯上，藉由二支轆組成的線壓壓榨，其
過程也可分成 4 個階段。 

 

–①第一階段壓榨時去除紙匹及毛毯中的空氣，因紙匹

充滿飽合水，不會有壓力產生。 

 

–②第二階段則開始有壓力產生，自紙匹中壓出的水分

轉移至毛毯上俟飽水後再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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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濕潤紙匹墊在毛毯上，藉由二支轆組成的線壓壓榨，其過程也
可分成 4 個階段。 

 

–③第三階段開始釋放線壓，紙層中之壓力得以解除。 

 

–④第四階段紙匹與毛毯回復後， 內部呈減壓狀態，紙

匹及毛毯再行吸水。 

  毛毯由於線壓（Nip）的強大壓力將自紙匹榨出的水吸

收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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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乾燥部的水分蒸發  

 

 自壓榨部出來的紙匹中的水分約為 60﹪，紙匹中的纖
維存在有多量的自由水，由於加熱使纖維間的水分蒸發，
纖維或纖毛（Fibril）間，由於水的蒸發作用而互相拉
近，最後形成纖維間之鏈結，紙力因而產生。 

 濕紙匹的乾燥方式有熱風乾燥、紅外線乾燥、空氣浮上、
熱風貫通、微波乾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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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乾燥部的水分蒸發  

 

 一般採用蒸氣烘缸，將紙將捲在其上，以接觸
加熱的方式乾燥為最被廣泛的加熱方式。 

 濕紙匹進入烘缸後，經過預熱過程，再將纖維
間的自由水以一定速度蒸發，最後再將纖維間
或纖毛間的毛細管系統的水分自紙匹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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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二、紙匹的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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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造紙原料（即紙漿、填料、各種藥品等）以白
水稀釋成稀薄溶液，經成形、脫水、壓榨、乾
燥等工程，製成紙張。 

 

 最早認為紙張中纖維間的結合力，是由於纖維
間纏繞產生的摩擦力以及半纖維素本身的粘著
力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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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1920年後造紙觀念的改變，認為製程中最基本的
工程，就是利用作用於水分與原料紙漿料間的表
面張力，及以氫鍵結合為主體的化學鍵結的形成。 

 

 在抄紙機的抄網上漿料濾水形成濕紙匹後，隨著
往壓榨、乾燥等工程進行，紙漿中的纖維與纖維
間存在的水層漸漸失去，最後只殘存纖維與纖維
間的化學結合，此時纖維間化學結合於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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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紙層經網部、壓榨部脫水而形成濕紙匹，再
經乾燥部乾燥抄製成紙張，而在濕端的紙層
形成，水的表面張力佔很重要的角色。 

 

 壓榨部、乾燥部，乾燥部在對濕紙匹脫水的
同時，還促使漿料中的纖維化學結合形成如
氫鍵結合或凡得瓦爾力、離子結合等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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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從紙機進漿口唇板噴出的稀薄漿料 (含水率約99﹪)，
經過網部的脫水 (出該部的含水率約80%)、壓榨部 (出
該部的含水率約60﹪)，再通過乾燥部的蒸氣乾燥而成
為紙張（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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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紙層在成形中隨著脫水的進展， 

–厚度也逐漸減少 

–濕紙的強度則相互地增加 

 

 在一般情況下網部真空吸水箱前的漿料濃度約為3%，出伏輥
的濃度約為20﹪，在初期成形中形成網狀結構的纖維厚度方
向的含水量，不能明確， 

–但是這些水主要通過纖維細胞壁進行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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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效果 

psi＝英磅／平方英吋 

psi x 6.89746 ＝ kPa  

kPa＝1 kN／m2  

Kgf  ＝ 9.80665 N 

依據 "Campbell"效果的纖維之間水表面張力作用下，使纖維
之間緊密結合，從而提高了濕紙匹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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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Campbell”效果 

 

 依據 Campbell年對纖維與水之間的張力計算中得到兩纖維間
的拉力，以後就將此稱為Campbell”效果，以下幾個計算結
果顯示由於水表面張力產生極大的內聚力。 

 

–①、間距3/100 mm  微細纖維之間的拉力為6.1 kg/cm2。 

–②、間距2/1000 mm  微細纖維之間的拉力為 38 kg/ cm2。 

–③、間距2/10000mm 微細小纖維之間的拉力為 174kg/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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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由於Campbell效果的助力，濕紙強度是隨著濃度上升
而提高，當濃度至20~25﹪時(根據漿料的不同而有差
異)，這時纖維之間的水膜開始破裂，纖維之間的結合
也開始形成(這種結合就是氫鍵結合)。 

 

 玻璃纖維也是在濃度至20-25﹪左右時，在水的表面張
力作用下濕紙強度開始上升，濃度低於這一數值，則
強度就會急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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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纖維素分子是直鍵狀的高分子，由數千個葡萄糖
分子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而且一個葡萄糖
分子具有3個羥（－OH）基，因此以纖維素為主體
的紙漿具有無數個羥基。 
 

 纖維間的結合，簡單的說是 
  ①、由一邊具有無數羥基的纖維素與另外一個同

樣具有無數羥基的纖維素分子之間的直接氫鍵結
合 
 

 ②、或者二纖維素分子其間有水分子存在，而有
氫鍵結合形成之現象，由此二現象擴展到整個紙
層則紙張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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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因此在紙的工業上的生產，依紙品的種類、品質依使用的目
的，可以對應的調整氫鍵結合的數目，依各紙種對紙張之機
能性要求，有時需要有緊密的氫鍵結合，有時則以疏鬆的氫
鍵結合。 

 

 紙張構成的基本纖維間的結合，即是以氫鍵結合為主體的一
種化學結合。 

 

 紙漿以纖維素為主體，在纖維素間活動由引力產生之氫鍵結
合具有5~8kcal/H2O‧mole 的能量。羥基（－OH）中的氫
（H）原子與氧（O）原子間的原子共價鍵在沒有切斷的狀態
下與其他羥基中氧原子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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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如下圖的模式圖中實線部分是原有的共價結合，而點線
則顯示新形成的氫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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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由於水份的除去使由表面張力形成構成紙層之纖維有凝聚的
反應，而產生有效的纏繞，在形成此氫鍵結合必須使兩纖維
素間及羥基（－OH）之間的距離必須極為密接，原子間的距
離必須在2.5~2.9Å之間才能有氫鍵的形成，也就是說利用在
乾燥工程的脫水反應使纖維-纖維間形成鍵結。 

 

 兩支纖維的橫斷面間距 30μm互相平行排列其間有水的薄膜
被覆時，此時兩者間相互之拉力，以纖維間水表面張力計算，
約略為 620 kpa（≒6.3 kg/cm2）。 

 

 但若是間距0.2μm微細纖維間的拉力可高達3700 kpa 

 （≒ 38 kg/ cm2），間距0.02μm則其拉力更高達17100kpa
（ ≒ 174kg/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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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原子間的距離必須在2.5~2.9Å之間才能有氫鍵的形成，
除了二纖維之纖維間氫鍵結合有效的領域外，3~5Å左右
距離另有稱之凡得瓦爾力（Vander Waal’s Force）之
結合存在，其結合能量為2~4 kcal/H2O‧mole 

 

 氫鍵結合的5~8 kcal/H2O‧mole，一般所稱的共價結合
其結合能約60 kcal/mole遠較上述之二種結合之能量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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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於紙張的原料紙漿纖維間氫鍵結合之形成，紙張的各種性質、
物理性等當然受纖維間結合的強弱，及結合面積的多寡所影
響。因此紙的強度如抗張、破裂、撕裂等強度均受纖維間結
合強度的影響，另外影響紙張強度的因子為紙漿中的單纖維
的纖維強度。 

 

 紙張的抗張強度與纖維間的結合強度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下式
表示之。  

 

  1/T（紙的抗張強度）＝1/F（單纖維強度）＋1/B（纖維間
的結合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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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一、 濕紙匹的乾燥 

濕紙匹乾燥時的水分的變化及乾燥速度 

AB為恆速乾燥期，這裡的蒸發
集中於濕紙的表面。 

B點，這裡的紙匹表面暫時處於
沒有滲出水分 (相當於毛細管的
水也不能連續補充至表面時的
狀態)，所以將B點稱為濕紙匹
的臨界水分率。 

 

B、C之間，是屬於紙中間隙殘
餘水分，與纖維潤潤的細胞腔
中存在的水分，它是通過細胞
壁的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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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一、 濕紙匹的乾燥 

‧C 點，一旦脫水達到這裡，則膨潤
的細胞腔內的水分已經去除完畢，
以後就開始對細胞壁飽和狀態中的
水分蒸發，這一點稱之纖維飽和點
也是纖維開始收縮點的界限。  

 

 

‧細胞壁飽和狀態中的水分蒸發連續
地至 D 點，在這一點水分中還具
有微量的蒸氣壓力，而且它的脫水
速度要比B、C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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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一、 濕紙匹的乾燥 

 

‧從 D 點起是凡得瓦爾力結
合的吸著水，及氫鍵結合
的纖維分子鏈結合水的蒸
發過程，要消除這兩種水
分，尤其是其中的結合水
是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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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一、 濕紙匹的乾燥 

‧乾燥部各部的濕紙蒸發並不一樣，乾操效率比較好的
部分是纖維細胞腔的含有水份，向外脫水或去除，當
達到纖維飽和點以後，濕紙匹乾燥效率就逐漸減低。 
 

‧也就是說，在乾燥部的前半階段濕紙的乾燥效率高，
後半階段則逐漸降低，此時紙匹也開始會收縮。 
 

‧一旦乾燥部出口含水率達到 4~5% 以下時要繼續蒸發
就十分困難了，此時的乾操效率已經很低，從成本上
計算也很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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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在網部和壓榨部，濕紙匹主要是依靠所謂水的表面能力
所產生“Campbell效果” 拉近纖維間的距離，藉此，
保持其應有的強度。 
 

‧濕紙進入乾燥部以後隨著乾燥過程的進行，水分就逐步
被排除基於以上水表面張力所產生的的Campbell效果的，
增加纖維之間的結合力，最終使纖維之間的距離進入氫
鍵結合的範圍，即2.5~2.9Å而產生氫鍵結合，形成了紙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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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在乾燥部，如果紙匹過分乾燥 ，作用於纖維之間的多層
水分子氫鍵結就會直接轉成單層水分子組成之紙匹，紙張
之就失去了原來的柔軟性，在捲取以後它易受大氣中潮濕
空氣影響，從而使紙張尺寸不安定，應避免這一現象的發
生。    

 

 同樣地，在乾燥部由於溫度很高(一般為130℃左右)，紙
匹在乾燥中含水量很低，構成纖維成分的纖維素聚合體被
劣解，這樣就不利於紙張強度和其他紙的物理性質。乾燥
部溫度越高，乾燥時間越長，對紙張的影響也越明顯，應
注意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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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以氫鍵結合為主體的濕紙纖維之間的結合，受乾燥部
乾燥速度快慢的影響，雖然最終在紙張性質上所表現
出來的差別並不大，但是，同快速相比，則緩慢乾燥
在總體上纖維結合會多一些，因此，從紙張強度角度
考慮，還是乾燥速度慢些為上策。 

 

 這是因為乾燥緩慢時，乾燥部濕端作用於紙匹纖維之
間的Campbell效果，即促使水的表面張力發生作用的
時間更加充裕，這樣就可以更加充分地使纖維之間的
結合進入氫鍵結合範圍，最終使以氫鍵結合為主的纖
維結合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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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一）、紙張的構造 

   基本上，因紙張具大表面，XY平面大於Z方向（厚度方
向）很多，常被認為具二次元構造，且常被認為是層狀
構造，而常被忽略其層與層之間之結合。 

   事實上，如基重60g/m2的紙張是由約有10層的紙層所構
成，橫向及厚度方向均有纖維與纖維間的鍵結，緊密的
結合在一起形成紙匹。 

  紙張的比重為0.6~0.7g/cm，約為纖維比重的1/2。因此
紙層構造約含有50﹪的纖維及50﹪的空氣。 

  纖維的長度一般為0.1~0.4cm；（經打漿後漿料平均纖維
長更短），寬度約為20~40μm甚至更短，纖維的粗度通
常為3×10-6g/cm， 

     因此1cm2的紙張約含有10000根約長0.2cm的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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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二）、纖維間鍵結對紙張性質的影響 

 

 纖維間鍵結對紙張強度性質之影響，大多數的強度性質
隨纖維間鍵結數的增加而改善，如抗張強度及橫向抗張
強度（層間強度），紙張的剛度、頂破強度，耐摺強度
等隨額外的纖維鍵結的增加而增大。表面強度如耐磨、
耐剝起強度也隨著層間之鍵結的增大而性質得到改善。 

 

 但也有幾種性質隨著鍵結的增大而減少，如撕力及耐壓
縮性等。 

 為了得到最佳使用效果，如何去得到這二者的平衡而得
到理想之強度，技術人員需考量其問題及產品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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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氫鍵結合為主體的纖維間結合強度影響紙張的各種強度，
打漿的程度影響纖維間的結合，隨打漿程度的進行，其對各
種強度的影響歸納如下。 

 
①、纖維間的結合增加，則抗張強度隨之增加。 
 
②、纖維間的結合增加，則撕裂度隨之減低。 
 
③、纖維間的結合增加，則耐摺強度隨之增加，唯超過某一限

度則紙張變脆，耐摺強度反而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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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張的成形與纖維間的結合 
三、纖維間的結合 

 

⑤、不透明度隨纖維間結合增多而減少，纖維結合與不透
明度有高度的相關，相反的，由光學方法測定可推定
纖維的結合面積的大小。 

 
⑥、纖維間結合增加則紙張的密度增大。 
 
⑦、尺寸安定性翹曲等隨纖維間結合增加而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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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 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表 1 纖維間鍵結對紙張強度性質的影響 
Increased by Additional Fiber-Fiber Bonding 
In-plane tensile strenuth (breaking stress, breaking length) 

Toughness (stress-strain work to rupture) 

Mullen burst strength 

Folding endurance 

Transverse tensile strength (internal bond strength) 

Stiffness (at constant sheet thickness) 

Surface abrasion resistance 

Surface pick resistance 

Generally Reduced by Additional Fiber-Fiber Bonding 
Elmendorf tear resistance 

Compressibility 

Bending flexibility (at constant sheet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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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一些非強度性質也受纖維間
鍵結的影響如下表， 

 如比重、透氣性、平滑度等
由於鍵結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但厚度、不透明度表面柔軟
度，耐壓榨性 

 則隨鏈法的增加而有負面的
影響。 

 

    

       表 2纖維間鍵結對紙張非強度性質的影響 

Increasedd by Additional Fiber-FiberBonding 

Apparent density 

Air resistance (inverse of porosity) 

Surface smoothness 

Generally Reduced by Additional Fiber-Fiber Bonding 

Sheet thickness (caliper) 

Opacity 

Surface softness 

Compr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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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1、纖維-纖間的鍵結 
 纖維-纖間的鍵結可以說是紙張之紙力形成的核心，一堆未

經結合的短纖不但不能形成紙張，而且也不具紙力。 
 

 配合少數的長纖另使纖維間產生鍵結即可抄製具相當強度之
紙張。為了了解紙力形成的機制必須了解纖維間鍵結的形成
及其性質。 
 

 纖維間主要的鍵結或結合有①纖維間或纖毛間的物理性纏繞，
②共價鍵，③離子鍵，④氫鍵及⑤凡得瓦爾力所形成的結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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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1、纖維-纖間的鍵結 

–（1）、纖維間（或纖毛間）的物理性纏繞: 

  過去的研究人員常認為紙力的形成來自於纖維間（或纖
毛間）的纏繞作用，但最近研究顯示此理論並不十分正
確。 

 

–（2）、共價鍵: 

 紙張浸漬於水中後會損失所有的強度，在添加濕強劑後
（纖維與紙力增強劑）有時會有共價鍵的形成。但在未
處理的紙張通常沒有共價鍵的存在，可由浸漬在水中則
完全沒有紙力得到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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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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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3）、離子鍵  
 離子鍵的強度為10~30 kcal/mole，可以稱之強的纖維

與纖維的鍵結，但浸漬於水中會完全解離。100g木漿纖
維中含有約1~10 meq的羧基  （-COOH）。 

 被認為可能會導致相當數目的離子鍵的形成，更由於金
屬離子的協助可容易看到如下列的離子鍵的生成。 

       
 Fiber-COO-  (陽離子性金屬離子)+  -OOC-Fiber 

 
 這種離子鍵雖不被認為是主要的紙力形成主要鍵結之ㄧ
， 但最近有一些表面紙力修飾劑利用此種離子鍵以達
到相當的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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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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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主要紙上的纖維與纖維間
的鍵結來自於纖維表面，
多數羥基所形成的氫鍵結
合。纖維上的羥基首先進
行水合作（hydration） 

 

 水分子的羥基與纖維表面
的羥基間形成氫鍵結合。
此種氫鍵結合在紙匹的脫
水乾燥時，輕易的轉變成
二鄰接纖維的氫鍵結合，
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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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4）、氫鍵結合及凡得瓦爾力結合 

 

 最近造紙研究人員均能接受二相鄰纖維間是由多數
的羥基所形成的氫鍵（5~8 kcal/mole）結合在一
起，此等鍵結是紙張中重要紙力的來源。 

 

 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二相鄰纖維間凡得瓦爾力
（0.5~2 kcal/mole）即足以構成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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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二、濕紙匹的乾燥與纖維乾燥過程之間的結合 

（4）、氫鍵結合及凡得瓦爾力結合 

 

 由於水的表面張力引起的Campbell效果將羥基中的氫（H）
與氧原子（O）間的原子共價結合在沒有切斷狀態下與另一
羥基的氧原子結合而形成氫鍵結合。 

 

 但在形成氫鍵結合時兩羥基之間之距離必須在2.5~2.9 Å之
間。在3~5 Å範圍時則形成凡得瓦爾力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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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三、紙力形成機制 

 右圖摘錄在紙匹脫水時發
生的各種現象，特別是由
於在45﹪固形分光學接觸
區域的形成，顯示紙力之
形成。 

 

 推論出在紙匹的脫水由於
Campbell表面張力效果促
使膨潤纖維的塑性
（Plasticity）及可馴服
性（Deformability）變大
(好)而增加纖維接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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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紙匹的乾燥及紙力的形成 
三、紙力形成機制 

 右圖為纖維間的結合漿液濃度的關係，隨著漿液濃度的上升，
紙力有明顯的發展。 

 在低固形分時（10~12﹪）紙匹強度很低但可達磨擦抵抗。 
 

 在超過12﹪時空氣漸漸進入紙匹構造中，由於纖維-水分-氣
體表面張力的作用，紙力有明顯的上升。 

 超過28﹪左右之固形分時除了交 
   錯面積外，纖維間水分被空氣所 
   置換此時表面張力對濕紙紙力的 
   提升達到最高點。 
 
 固形分到達約50﹪時此點也許是 
   產生Campbell效果之最終點，也 
   就是此時有最大的表面張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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