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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板输送带
为您的瓦线顺利生产所制定的个性化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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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板输送带 – 工业应用 & 使用领域
米伦松公司的瓦楞纸板输送带是针对瓦楞纸板生产流水线而研制的，专
用于双面机。输送带的四项功能分别为顺利的纸板输送，平直运行，均
匀地将压力系统的压力分布至热板及确保最佳的纸板干燥度。
输送带运行时通常要承受高温、高湿、高摩擦及来自压力系统的压力。
米伦松公司的输送带由抗断裂，耐高温，耐磨损纤维机织而成，高质量
的原材料赋予输送带极强的摩擦力和携纸能力。这为您的瓦线顺利生产
提供了安全和可靠的保障。
米伦松公司的瓦楞纸板输送带应用广泛，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已知的瓦线机
型！特别是在新型高速瓦楞机上使用成效最为显著。此外我公司的瓦楞纸
板输送带是针对使用压力辊，气囊或者压板压力系统的瓦线而研制的。
不论您有什么样的生产要求，米伦松公司都能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提供相应
的产品。

米伦松输送带在您生产上的优势
对外部干扰不敏感

适用于各种瓦线

采用高吸湿纤维提高输送带吸湿

受损后可修复

及排湿能力

修边量少

高摩擦系数 = 携纸能力强

超高速

纸板粘合均匀、牢固

适合混单生产

运行平直

降低废品率达 50 %

运行平稳-噪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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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创新 & 质量
我们的用户可以一如既往的信赖我们米伦松对品质的承诺。我们在公
司的各个业务部门组成了强大广泛的质量管理团队。1995年我们获得
ISO 9001:2015的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米伦松-它的品质切实可查。
根据60910号德国工业标准我们只采用最上等的原材料来制作产品。除了
德国本土市场我们还从世界各大知名原材料生产商进口上等原材料。所
有的原材料都要在常规检查后再经过一轮质量检测，所有的检测均使用
最先进的检测仪器和手段。
米伦松公司于1880年成立，时至今日我们受益于长年积累的丰富经验。
今天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及加工设备，这些设备都由熟练的，
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人员来操作。确保生产的连续性是我们的目标之
一。我们独特的编织工艺、不间断的监测和建立生产文档以及定期的质
量检测系统确保了我们产品的高质量。
在我们公司诞生了不计其数的研发成果以及专利发明，正是这些发明为
我们成为行业领头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断地创新使我们的地位更加
稳固。请您加入米伦松的行列和我们一起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米伦松 – 从1880年开始
成立于1880年,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米伦松公司不懈的追求其产品技术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
继续研发，生产及销售的是高品质的，技术上复杂的工业用机织带。我们作为(瓦线原装配套生产伙
伴)输送带生产商致力于协同瓦线生产商不断创新，推动和服务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这种与瓦线生产
商紧密的联系以及传统与创新结合成为我们今日成就的基石，也使我们自从公司成立以来一次又一次
地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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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作为瓦线输送带及气动输送带技术的领头羊米伦松不仅仅代表着最佳质
量的创新型产品。在研发及生产中所引入的随遇机制使我们在现有产品
之外还能够提供给客户所需的特殊产品。
设立在公司总部的研发部门在对产品进行不断地优化和提高以及扩充产
品线的同时，我们还把根据您的需求度身制作放在首要地位。为此我们
致力于与用户保持长久的对话和密切的合作。用户的需求源源不断的汇
入到产品研发中去。此外我们还是各大瓦线生产厂商有力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代理商遍布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我们在美国及中国设有全资子
公司-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直接。
从始至今–用户至上的态度和行动是我们最重要的经营理念之–，从与客
户初步认识一直到后期全方位的售后服务。快速的反应时间，24小时的
服务以及集团内多语种的员工是米伦松对用户的承诺。
依靠着我们多年在纸板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我们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
的专业咨询服务。例如我们可以在用户生产出现质量问题时提供专业协
助及解决方案，并以我们的行业经验支持客户搭配出最佳的双面机。

瓦楞纸板输送带 – 您的优势
最高的品质
经久耐用
最佳吸湿及排湿性能
灵活适应能力强
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配件广泛
遍布世界的网点
维护及清洁产品
专业咨询

6/7

全球范围的售后服务 – 快捷及专业

服务热线: +86 21 6237-7088
一天24小时, 全年365 天 – 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快捷的反应时间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遍布全球的售后技术人员确保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反应及派出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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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通用型输送带

AQUA PULL S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AQUA PULL AE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下带

上带

普遍适用

普遍适用

适用于所有压力系统

特殊的混合芳纶加强边-边缘处即有极佳的湿度管理，

特别适用于双面机

又能耐高温，更耐磨

优势

优势

卓越的湿度管理

卓越的湿度管理，并能均匀贴合于整个带宽范围,

极佳的携纸性能

以及边缘处

使用寿命长

特殊的芳纶加强边成就超长的使用寿命

超高速瓦线输送带

AQUA ULTRA AE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AQUA RUN AE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做上带

上带

尤其适用于超高速瓦楞纸板机

适用于最高的生产速度

(可能的最大速度)

特别推荐用于高克重纸板及五层板，对微楞同样适用

特别推荐用于微楞

为蒸汽蒸发而设计的开放式织造结构

为蒸汽蒸发而设计的开放式织造结构

织入加强边以获得更好的耐磨性

织入加强边以获得更好的耐磨性

优势

优势

适用于提高生产效率（更高速）

适用于提高生产效率（更高速）

保证高速的同时，具有卓越的湿度管理

保证高速的同时，具有卓越的湿度管理

边缘处耐受更高的温度，更好的耐磨性

边缘处耐受更高的温度，更好的耐磨性

芳纶加强边成就超长的使用寿命

芳纶加强边成就超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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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强拖曳力的涂层带

MAX PULL S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MAX PULL Antistatic*

纸接触面

下带

下带

也适用在半无带瓦线上做上带和下带

也适用在半无带瓦线上做上带和下带

具有超高拖曳力的硅胶层

纸接触面具有超强拖曳力的硅胶层

尤其适于高克重或表面光滑的纸板，以及粗糙的纸张

在皮带的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安全消除静电

表面

特别研发的抗静电纱线组合

优势

压板接触面

优势

硅胶涂层使运送安全且防滑

提高工作安全性-无火花飞溅

(输送带表面高摩擦系数)

硅胶涂层使生产安全且防滑

瓦楞纸板在整个带子宽幅上均匀粘合

减少浪费-无纸板吸附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输送带

AQUA PULL Antistatic

纸接触面

压板接触面

MAX PULL Antistatic*

纸接触面

下带

下带

普适于所有压力系统

也适用在半无带瓦线上做上带和下带

(包括带有重力辊的压力系统)

纸接触面具有超强拖曳力的硅胶层

在皮带的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安全消除静电

在皮带的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安全消除静电

特别研发的抗静电纱线组合

特别研发的抗静电纱线组合

优势

优势

提高工作安全性-无火花飞溅

提高工作安全性-无火花飞溅

减少浪费-无纸板吸附

硅胶涂层使生产安全且防滑

减少资源的使用--无需额外的组件

减少浪费-无纸板吸附
减少资源的使用--无需额外的组件

* MAX PULL Antistatic 是一种涂层带, 同时也是一种防静电带

压板接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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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览表 & 技术特点
产品名称

原材料

厚度

1

根据德国工业标准
53855

耐热性 °C 2
a), b), c)

宽度 3
最窄 4

最宽

大约

通用型输送带
AQUA PULL S
AQUA PULL S
AQUA PULL AE
AQUA PULL AE

100 % 合成纤维

100 % 合成纤维,
芳纶

8.5 mm
10 mm
8.5 mm
10 mm

a) 至 150 °C
b) 200 °C
c) 254 °C

1600 mm

3500 mm

a) 至 150 °C (250 °C 5)
b) 200 °C (350 °C 5)
c) 254 °C (450 °C 5)

1600 mm

3500 mm

1600 mm

3500 mm

超高速瓦线输送带
AQUA ULTRA AE

100 % 合成纤维,
芳纶

7 mm

a) 至 150 °C (250 °C 5)
b) 200 °C (350 °C 5)
c) 254 °C (450 °C 5)

AQUA RUN AE

100 % 合成纤维,
芳纶

8 mm

a) 至 150 °C (250 °C 5)
b) 200 °C (350 °C 5)
c) 254 °C (450 °C 5)

1600 mm

3500 mm

100 % 合成纤维,
硅胶

9.3 mm

a) 至 150 °C
b) 200 °C
c) 254 °C

1600 mm

3500 mm

100 % 合成纤维,
硅胶 , 抗静电纱线

8 mm

a) 至 150 °C
b) 200 °C
c) 254 °C

1600 mm

3500 mm

AQUA PULL Antistatic

100 % 合成纤维,
抗静电纱线

8 mm

a) 至 150 °C
b) 200 °C
c) 254 °C

1600 mm

3500 mm

MAX PULL Antistatic 6

100 % 合成纤维,
硅胶 , 抗静电纱线

8 mm

a) 至 150 °C
b) 200 °C
c) 254 °C

1600 mm

3500 mm

具有超强拖曳力的涂层带
MAX PULL S

MAX PULL Antistatic 6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输送带

a) 持久负荷 b) 短时负荷 c) 熔点/分解点

1
2
3
4
5
6

有关公差, 请参见资料手册		
在干热的情况下
宽度收缩率从过去的1%减小至0.5%
小于1600 mm宽幅的订制产品需个别确认
边缘处织入芳纶以加强
MAX PULL Antistatic 是一种涂层带, 同时也是一种防静电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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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筒包胶,芳纶加强 & 皮带接头

驱动辊筒止滑胶垫

带有机织芳纶加强边

厚度: 8 mm

织入芳纶加强边，以保证更稳定耐磨，且使用寿命更长

材料为高强PES-机织带表面增加一层硅胶，橡胶底层。耐高

边缘处能耐更的高温，且更耐磨

温(260°C)，高摩擦系数，抗化学腐蚀性强。

适用于生产

» 频繁变换纸板宽度
» 频繁变换短订单
» 较高温度热板

带植绒的HOT JAW接头技术

无植绒的HOW JAW接头技术

专利带植绒的接头技术确保无压痕生产

专利接头技术, 无需植绒, 可实现无痕生产

HOT JOW接头技术特点
使用通过专门的热压技术使接头钉扣不接触纸板，

最佳的通过性

热板或压力系统

减少噪音

植绒表层保护纸板无压痕无气泡

保持足够的透气性能

无需削薄带子，对材料强度没有任何削薄

受损后可修复

经久耐用，可与整个输送带使用寿命相同，接头表面低于
输送带磨损最低界面，所有接头材料均使用高质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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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 耐磨测试
耐磨强度是抗磨性能的标准，也是衡量材料使用寿命的标准。试验证明米伦松输送带在相同生产情况下的使用寿
命明显延长:
测试条件：
按照德国53863号对重型纺织品的工业标准进行耐磨试验，使用“FRANK”－666型耐磨测试机
负荷

1.0 kp

磨擦材料

“FRANK” － 专用纸 － 280 颗粒

磨擦次数

10,000 次

AQUA PULL AE 带加强边

4.7 %
6.7 %

AQUA PULL S
针刺带

17.0 %

AQUA PULL S产品的耐磨性是针状毛毡材料的三倍

输送带使用寿命
百万直线米

50 %

100 %

100
90
80

AQUA PULL AE

70
60

AQUA PULL S

50
40

针刺带

30
20
10
1

3

8

10

12

18

24
月

该预期寿命在实际使用中得到确认

12 / 13

检测结果 – 湿度/蒸汽吸收及释放

上带长度

39.00 m

上带宽度

2,500 mm

输送带面积

97.5 m

平均生产速度

~ 250 m/分钟

生产班次/生产时间

2 班 = 16 小时

向前运行 (输送带接触纸板)

4秒

回转（湿气释放）

6秒

运转一圈

10 秒

2

蒸发水量 (升) 以 16小时为单位

在以下不同的假设生产条件时，几种不同品种输送带湿度吸收及释放性能的评估:
12
10 AQUA PULL AE / AQUA PULL S
8

棉质带

6

针刺带

4
2
针刺带 带表面涂层

0

250
瓦线生产速度 米/分钟

湿度/蒸汽吸收及释放
米伦松机织带

针刺带
米伦松输送带吸湿性能更强
湿度调整功能更强

纸板

米伦松带

用旧的针刺带完全失去吸湿性能
= 高静电荷

热板

热板

纸板边缘干燥
湿度均匀

纸板散发的蒸汽直接被输送带
吸收

纸板

针刺带

纸板散发的蒸汽不能被输
送带吸收,针刺带的温度升
高变热

纸板湿软，纸板边缘更差 = 干燥
工序未完成/粘合剂未完全凝结
纸板边缘粘合差
纸板弯翘
湿度不均匀
修边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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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特性
要让纸板通过双面机，必须将所需拖曳力从输送带转移到纸板上。这个传递过程是由压力系统利用输送带来调控
的，不管何种压力系统（辊压系统还是平压系统）都是如此。压力系统为摩擦系数低的输送带提供所需的携纸能
力，以避免打滑。
举例说明 :
我们需要利用输送带与纸板之间的磨擦力形成3000公斤的强大牵引力。AQUA PULL S的擦系数为0.42µ，因此需要约
7100公斤的压力。而针刺输送带的磨擦系数为0.33µ，因此需要约9100公斤的压力。 			
压力越大，输送带与压力系统之间的磨擦阻力就越大，由此产生的能源消耗就较高，这种情形在采用平压系统
工作时尤为突出。

AQUA PULL S

7100 公斤的压力

摩擦系数 0,42 µ

3000 公斤的牵引力

针刺带

9100 公斤的压力

紧实的编织结构确保压辊压力均匀分布

3000 公斤的牵引力

针刺带

米伦松输送带

摩擦系数 0.33 µ

针刺带材料过软导致压辊压力呈点状传递到热板

纸板粘合均匀/高质量纸板

导热性能差，导致纸板粘合差

纸板干燥并且硬

纸板生产质量低-可能形成纸堆

纸板弯翘减少(有效控制弓形纸板)

只适于低速生产

热板磨损减少

最初是为造纸机设计的

导热性能好

热板磨损度高

生产速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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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 纸板修边量明显减少
粘和不良 – 使用针刺带生产时经常见到 – 是最常见的废料。
使用米伦松AQUA  PULL  AE输送带为纸板边缘良好粘合提供了保证，修边量明显减少。专利加强边编织结构保障
输送带在其整个使用寿命中全幅上均匀的厚度递减。仅此一举就可减少至50 %的修边量(废料)。

使用Aqua Pull s/AE 的修边量

使用其它输送带的修边量

瓦楞纸板输送带的温度特性

1.
1.

°C
150
100
50

滚压系统

2.

3.

2.

3.

1.边缘: 80 – 100 °C
2. 中间: 65 – 80 °C
3. 边缘: 80 – 100 °C

°C
150

1. 边缘: 120 – 140 °C
2. 中间:

80 – 95 °C

3. 边缘: 120 – 140 °C

100
50

压板系统

瓦线要生产经常更换的不同幅宽的纸板。在生产窄幅纸板时，输送带边缘的温度明显升高，特别是聚酯输送带
和棉质输送带
边缘要承受极大的高热影响和磨损，使其使用寿命大为缩短。带有Aramid特种纤维加强边的AQUA PULL AE输送带
却能有效地抵御这种不良影响，进而确保其运行米数达到6千万至8千万米，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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