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业同行四十载  岁月“谈纸”一挥间

亲爱的读者，此刻您翻开的这份期刊，是《中华纸业》总第40卷第461期，也是《中华纸

业》创刊40周年的纪念特刊。我们最想对您说的，还是发自心底的那最简单的两个字：“感

谢！”感谢您，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漫长岁月；感谢您，对这本杂志的信任和厚爱！

1979年，在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高启云题写刊名的《山东造纸》（《中华纸业》的前身）的创

刊词里，刊物的创办人任永森写道：“（造纸工业）比起世界先进水平还很落后，远远不能满足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速实现造纸工业现代化，乃是我们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

把刊物切实办成造纸工业广大职工彼此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探讨的公共园地。”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像许许多多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企事业单位一样，彼时的

《山东造纸》虽然只是一份每季度出版的内部发行刊物，也怀有助力“加速实现造纸工业现代

化”的初心和梦想，而支撑起这份初心和梦想的，正是40年来给予这份期刊信任和支持，为造

纸业奋斗拼博的每一位作者和读者。

凡事生于微而成于著。40载岁月“谈纸”一挥间，当年的《山东造纸》已经成长为中国造纸

协会会刊《中华纸业》。460期杂志，1万5千多篇文章和资讯，数以千万计的文字和图表，《中华

纸业》有幸与伟大时代同步伐，伴随着中国造纸工业的砥砺奋进茁壮成长，和众多读者和纸业

同仁共同见证和参与了40年间中国造纸工业由小到大、由落后到现代的发展历史。

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场独行。为了纪念这段风雨兼程的历史，我们策划和组织编排了这份

《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的纪念特刊。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从寻访的许多位40年来杂志

同路人中选择了40人，他（她）们，或是行业领导、或是企业家、或是专家学者、或是基层员工，

我们从1979年起，每年邀请一位讲述自己与纸业的从业故事、成果经验、看法建议、感悟体会、

未来期望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40人并不是《中华纸业》评选的荣誉称号，他（她）们是杂志

众多作者、读者、报道对象和客户伙伴的代表，当然，他（她）们更是中国造纸工业成长壮大的

奋斗者和实践者的代表。我们希望能用一段段不同的历程，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纪念来时路，开

启新征程。

40年只是历史长河里的几朵浪花。一份特刊，致敬岁月，诉不尽我们心中的万语千言，惟

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今后的时光，为纸业继续与君同行，创未来书写崭新画卷。

—《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纪念特刊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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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Special Issu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Dear readers, this issue you are reading now is the special issu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CPPI),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China Paper Association. It’s the No.461 
issue, No.40 volume of CPPI.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CPPI has registered over 460 issues, 15,000 articles 
and reports,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words and charts. We are honored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pace of times, 
develop along with China paper industry, and witn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40 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paper 
industry with all our readers and friends.
This issue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period from 1979 to 2019. In more than half a year, we have 
invited 40 industry leaders, entrepreneurs, experts and scholars, or grass-roots staff to talk about their stories,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dvice, insights, future expectations, etc. With these valuable wealth in the history, 
we will never forget why we started and keep going in the future. 

Publisher’s Notes：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6 Foreword：Pursuing a brighter future standing on the past achievements
9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mains an eternal theme---written on the 40 anniversary of CPPI
27-217 40 representative figures walking with CPPI
·Cao Pufang: Remaining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dedicated to China paper industry 
·Cao Zhenyi: Making proper layouts and pursuing healthy development
·Zheng Baochen: Pur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Liu Shibin: Witnessing the earliest glory of Shandong paper industry
·Li Jianhua: Remain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sec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ie Xunzai: Giving high priority to fiber materials
·Li Pinghuang: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and advancing further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Zhao Chuanshan: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paper segment
·Liu Mingguang: Discussing fiber materials in Shandong paper industr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forestry, 

straws and recovered paper

·Xu Chaofeng: Let China’s homebred paper machines go global
·Chen Fush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s pulp and paper chemicals
·Chen Jiachuan: Looking back the past extraordinary times, and pursuing a new start
·Zhang Lei: 30 years’ friendship with CPPI and 20 year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of Shandong Xinhe 
Papermaking Engineering 
·Guo Xinglu: Stay true to the mission and keep moving in the future
·Li Zhongzheng: China’s pioneer of straw pu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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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Jinquan: Innovative theory and technology for the supply safety of fiber materials
·Li Xuefeng: Let China’s decor medium take the lead in the world
·Wang Shuangfei: Building a cleaner paper industry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en Honggu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Li Hongxin: Sun Paper’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Hu nan: 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PPI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Guo Yongxin: Strengthening strategy research to faster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per industry 
·Chen Kefu: Deeply exploring th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r the paper industry
·Shao Wenxiu: My friendship with CPPI-- written on the 40 anniversary of CPPI
·Shan Xiangnian: Promoting a brighter future and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CPPI
·Wen Jianxin: Analy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turbine vacuum pump and water ring pump
·Li Jianshao: Full of confidence to China paper industry, and maintain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u Huanbin: R&D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energy saving”
·Zhou Zhenping: Present and applied technology of pulp and paper chemicals
·Zhou Haichen: A 14-year review of securities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Liu Jingwei: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for paper mills
·Wu Anbo: R&D and application of paper-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Guo Lijun: Going global and expending global markets--recording on oversea expos attended by “China 
Pulp and Paper Equipment Pavilion”
·Han Jiangwen: Nalco’s solution on fiber material shortage
·Stanley Okoro: China recovered paper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global market
·Thomas Schmitz: Quicken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novation
·Yang Fenghui: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systematic modification in the energy-saving 
process
·Cao Haibing: My “special trilogy” in the paper industry
·Zhu Genrong: Review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pulp and paper equipment segment
·Zhai Jingli: Building a high-level industry chains and maintain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18  Keep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arching forward for a brighter future

222  40 years in statistics: key indicators comparison on China paper industry’s development

232 Telling 40 years development through 10 ke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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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封1

廊坊开发区大明化工有限公司 /封2

纳尔科（中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封3

杭州潮龙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封4

广西绿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拉页1

西安兴晟造纸不锈钢网有限公司 /封2邻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目邻广1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目邻广2

安徽亚东金龙网业有限公司 /目邻广3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目邻广4 

〉制浆及辅助设备

山东华屹重工有限公司 /彩广7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彩广14

丹东博威磨片有限公司 /彩广16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聊城市太和造纸技术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正面

中国联合装备集团安阳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20

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25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济南奥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彩广8、9

河南兄弟实业有限公司 /彩广10

江苏正伟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2

淄博临淄春光机电有限公司 /彩广13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15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彩广17

山东硅元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19

台州兴达隆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彩广25

济宁华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单广9

泰州兴洲工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单广10

〉造纸化学品

广东良仕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彩广22

淄博津利精细化工厂 /单广1

潍坊华普化学品有限公司 /单广2

安徽砀山金兄弟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3

温岭南方粉体设备制造厂 /单广4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6

淄博水润浆纸有限公司 /单广8

黄山聚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10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广11

江门市南化实业有限公司 /单广12

〉技术服务及其他

山东旭启纸业有限公司 /彩广21

镇江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5

陕西商洛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单广6

泰州市金洲吊装设备有限公司 /单广7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单广7

〉环保节能设备及技术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6

张家港仁恒环保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彩广11

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背面

■ 招聘启事、会展消息及其他
第26届意大利卢卡纸展 /第13期彩广9

2019中国造纸周-2019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

国纸张订货会 /第14期彩广23

2019中国国际科技造纸展 /第14期彩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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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15



彩广16



彩广17



彩广18



彩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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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广21



彩广22



彩广23



彩广24





彩广26



彩广27



彩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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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以过往为序章 
     许未来以梦想
⊙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

在我们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时，在中国造纸协会第五届会

员大会召开之际，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业》编辑出版了这份

创刊40周年纪念特刊。

40年前的1979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刚刚起步，全国纸和纸

板产量为519万吨，在世界是居第十，不及排名第一美国的1/10，人

均纸及纸板消费量仅为5.6千克。《中华纸业》的前身《山东造纸》

孕育于全国重要造纸基地之一的山东，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应运而

生，作为一份造纸专业科技期刊，从创办之时就提出了“为加速实

现造纸工业现代化服务”的办刊任务。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年的9月，中国造纸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协会坚持为企业、为行业、为政

府服务，协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成为政府与造纸业企事业单位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造纸行

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1996年，协会选定已从《山东造纸》发展成的《北方造纸》为协会会

刊，并于1998年正式将中国造纸协会会刊名称确定为《中华纸业》。时任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陈思亮为刊物题词：“办好协会会刊，振兴中华纸业”，明确提出协会会刊肩负起“为行业管理

成长40年发刊词

6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为造纸工业现化代服务”的光荣使命。

时光荏苒，似水流年。《中华纸业》“谈纸”一挥间的40年，也正是中国造纸工业增长幅

度最大、发展质量最好、创造奇迹和辉煌的40年。2018年，全国纸和纸板的产量和消费量均达

到了1.04亿吨，人均纸和纸板消费量达到75千克，分别是40年前20倍和13倍。40年来，在中国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里，在几代中国造纸人艰苦努力奋斗拼搏的汗水中，中国造纸工业一路迎

难而进、砥砺奋进，坚持改革创新、科学发展，造纸产业蒸蒸日上，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品种越

来越丰富，历史性地扭转了长期依赖进口供需短缺的局面，已基本满足国内各行业对纸张的需

求，实现产销平衡，并奋起直追一路赶超，登上世界之巅，成为全球最大的造纸生产国和消费

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较完整的现代化造纸工业体系。中国造纸协会及其会刊《中华纸业》，

正是这段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创造历史的参与者和奋斗者。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如今我们已经在新时代新长征的路上启程。当前中国造纸工业已经

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明显改善，科技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绿色制造和发展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共识和目标。不久前，我们发布了首部《中国造纸工

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里面写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显，给造纸行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展望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政策、资源、环境、市场仍将是影响造纸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因素。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造纸行业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提高行业生产

力水平，转变发展方式，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进一步地优化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

益，实现健康、理性和平稳的发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的造纸工业生产体系，加快实

现以科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标志的绿色纸业发展目标。这正是我们当代中国

纸业人新的使命和梦想。

展望未来，中国造纸工业仍然有光明前景。衷心祝愿下一个40年，《中华纸业》杂志“阅

尽千帆，永葆青春”，见证中国纸业更多的传奇，让我们以过往为序章，许未来以梦想，继续并

肩奋斗，做新时代新纸业的追梦人！

成长40年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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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写在《中华纸业》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 本刊总编室 

□ 执笔者说明：2009年11月，创刊30周年之时发表创刊人、时任总编任永森的文章“纪念《中华纸业》

创刊三十周年”；2012年10月，刊发“与时代同行 与行业共成长 《中华纸业》迎来出版第300期”；

2014年12月，刊发“创刊35周年，出版350期，《中华纸业》进入发展新时期”；2016年12月，刊发“《中

华纸业》出版第400期 进入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本文是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近几

年《中华纸业》的发展变化、成果与经验，加以修改补充完善而成。

成长40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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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永森先生，《中华纸业》创始人、原社长、原总编

在创刊30周年之时，时任总编任永森撰文“纪念《中华纸

业》创刊三十周年”。本文第一、第二、第四部分，是在上文的

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今年，在建国70周年之时，迎来《中华纸业》杂志

（包括其前身《山东造纸》、《北方造纸》）创刊40周

年。40年，460多期杂志，1万多篇文章和资讯，数以千万

计的文字和图表，一本杂志伴随着一个产业的砥砺奋进

茁壮成长。40年来，在众多读者和纸业同仁的呵护关心

支持下，《中华纸业》杂志与伟大时代同步伐，记录了一

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1  《中华纸业》的发展历程

1.1  《山东造纸》

40年前，1978年，一声春雷，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

开，中华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各地科技事业如

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山东省造纸工业科学研究

所（后为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应运而生。建所后的第

一项工作就是创办造纸科技期刊，1979年11月《山东造

纸》创刊号出版发行了。

《山东造纸》是在山东造纸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建国后，山东造纸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草

类原料为主造纸的曲折发展中，先后开发棉麻废料和地

产麦草原料，历经数十年，在发展品种、增加产量、提

高质量、减轻污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做出显著成

绩。在发展模式上，依靠企业积累，实现滚动发展，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子，成为全国重要的造纸基地之

一，对满足当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做出

刊名的变化  1979年《山东造纸》创刊，1993年更名为《北方造纸》，1998年更名为《中华纸业》

成长40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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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贡献。

《山东造纸》扎根于山东造纸工业，提出了明确的

办刊方针，即“反映山东造纸特点，交流山东造纸经验，

办出《山东造纸》特色，服务山东造纸发展”。在《山东

造纸》的十多年里，成为总结报导山东造纸工业成就和

经验的重要媒体，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地方造纸期刊之

一。1991年在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研究测定的27种中外

文造纸核心期刊中（见1991年第1期《山东造纸》P13“造

纸学科核心期刊的研究与测定”），《山东造纸》占第12

位。在27种核心期刊内的6种中文地方期刊中，《山东造

纸》以一个百分点之差次于《上海造纸》居第二位。

但是我们意识到，随着主办单位改革的深入，一旦

主办单位不再承担办刊经费的时候，《山东造纸》如何

活下去？成为颇有危机感的问题。当时的困难是《山东

造纸》仅有内部刊号，不能经营广告。即使有正式刊号，

地方期刊也缺乏竞争力。同时，《山东造纸》也没有申办

全国性期刊的起码条件。试行的几种办法，多是因为没

有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也未成功。担心的一天终

于到来了，1991年主要主办单位停止提供办刊经费，《山

东造纸》陷入困境。但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迫使我们背

水一战，放弃二线待遇主动到一线拼搏。在时任山东造

纸院领导的支持下，从此走上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行

业刊的漫漫探索路。

1.2  《北方造纸》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

硬道理”。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

我们开始创办《北方造纸》，闯出一条不需上级批准即

可跨省协办的办刊路子。其发展思路是，在长江以北，

除东北之外，东从山东、西至新疆的广大地区，造纸

均以麦草为主要原料，造纸工业具有共同特点，且山东

处于领先地位和《山东造纸》有一定影响。在《山东造

纸》的基础上创办《北方造纸》，由山东单位主办，邀请

兄弟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协办，成立杂志社，实行经

费自理，我们认为这条路子是可行的。经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获得成功，十二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先后应

邀参加协作办刊。1993年获准《山东造纸》更名《北方

造纸》，1994年国家科委、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刊号

（国际标准刊号、国内统一刊号），《北方造纸》成为正

式期刊。有了经营广告的条件，从此走上经费自理的道

路。

《北方造纸》为继续向全国范围延伸，又先后邀请

设有造纸专业的全国十所高等院校参加协办。全国6个

行政区域，每个行政区域都有1～2所高校协办《北方造

纸》。我们还认为，造纸工艺技术与造纸机械设备是不

可分的，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更多的体现在

造纸机械和造纸化学品上。因此，《北方造纸》将造纸

机械行业和造纸化学品行业均视为造纸产业，收入期

刊内容，扩大了《北方造纸》的覆盖范围，也有利于广告

经营的发展。

《北方造纸》的办刊方针相应调整为：“反映北方

造纸工业特点，交流草类制浆造纸经验，架构沿海内地

信息通道，服务协作地区纸业发展”。《北方造纸》在地

方期刊中脱颖而出，开始走进全国造纸重要期刊行列。

这种协作办刊的探索也一度成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

有效办刊形式，业内造纸期刊和山东科技期刊均有仿

效。《北方造纸》逐步达到了经费自给自足，开始走上发

时代节奏在加快，出版周期在缩短

460期时间划分

1979 2001 2008 20192012

100期 200期 460期300期

22年 7年 7年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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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版要素的变化

发行范围的变化

期刊性质的变化

 开本的变化

 印刷的变化

刊期的变化
小16开（1979年）→大16开，国际

标准开本（1998年第1期）→至今
季刊（1979年第1期）→双月刊

（1998年第1期）→月刊（2000年

第1期）→半月刊（2008年第1期）

→至今

黑白单色（1979年）→全彩色印刷

（广告、内文）（2008年第1期）

→至今

技术刊（1979年始）《山东造纸》

→综合性科技刊（1993年第3期始）

《北方造纸》→综合指导类期刊，

中国造纸协会会刊（1996年第2期

始）《北方造纸》→至今

内部资料（1979年始，《山东造

纸》）→1994年第1期《北方造

纸》，国内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

刊号，国内外公开发行→至今

成长40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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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路。主办单位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十分重视

和支持《北方造纸》，报请上级批准，破例将北方造纸

杂志社升格为副处级单位（时任院长推辞了兼任社长的建

议），这在全国造纸行业期刊尚属首例。

但是，按当时的有关规定，《北方造纸》仍属地方

期刊，而人们的习惯眼光看重的是全国性期刊，尤其看

重“中”字期刊。由于《北方造纸》试办综合科技类期

刊，仍然与几个主要的全国性造纸期刊在稿源以及发行

和广告上形成正面竞争，并处于明显的劣势，发展受到

局限。为此，《北方造纸》只能作为过渡，为申办全国性

期刊创造条件。

1.3  《中华纸业》

当时的出版条例规定，申办全国性期刊，须由中

央单位申报，并作为主办单位或主要主办单位。中国造

纸协会当时成立不久，有计划创办会刊，《北方造纸》

如能争取办成协会会刊，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

多方积极努力，直至时任山东省一轻厅厅长亲自出面协

商，终获协会同意。1996年，国家科委、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主管单位变更为中国轻工总会，主办单位变更为

中国造纸协会、山东省轻工总会（原省一轻厅，后来该

主办单位调整为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从此成

为全国性期刊。继而由中国造纸协会为主申报，经过两

年的不懈努力，1998年1月国家科委、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北方造纸》更名为《中华纸业》，正式成为中国造

纸协会会刊。

《中华纸业》一步青云，协会会刊居于优势地位。

《中华纸业》为不负众望，办成名副其实的协会会刊，

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三改一步

到位”，即改刊名、改双月刊、改国际标准开本，发刊即

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二，转型定位，按照

行业协会的性质、任务，由技术类期刊转型为造纸产业

经济刊。办刊方针规定为：“研讨纸业发展战略，促进

企业科学管理，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服务振兴产业经

济”。

《中华纸业》发行伊始，正值中国造纸工业的关键

时刻。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国外纸品倾入，外资企

业进入，“狼”真的来了，企业面对与“狼”共舞。国家环

保政策严格执法、不达标排放企业面临关停，造纸业持

续发展和企业生存问题陷入困境。一家金融机构课题

组的调研报告中说：中国造纸工业是泥足巨人，中国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造纸工业，需要国家有形的手推倒重

来。更有一种言论坦率地说：中国与其造纸不如买纸，

等等。一时间，中国造纸业出路何在？成为人们亟待求

解的问题。为此，业内多次举办研讨会，专家联名上书

政府部门，对行业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将事

关行业生存发展的研讨活动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1999

年，《中华纸业》开辟专栏组织开展了“中国造纸工业可

持续发展战略论坛”讨论，历时两年。为适应讨论需要

（也是定位产业经济刊的需要），2000年《中华纸业》

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参加讨论的有造纸、轻工、林业等

行业，研究、设计、高校以及政府部门的领导、专家、教

授、企业家等。共发表论文50余篇，讨论本着不争论、各

抒己见的原则，围绕林纸结合和林纸一体化问题，利用

两种资源实现以木为主的问题，以及扩大利用废纸、合

理利用草浆问题，鼓励联合兼并、扶持发展大型企业集

团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探讨。讨论使人们受

到这样的启示，造纸业在计划经济难以办到的事情，在

市场经济可以做到。造纸业的出路在于企业要充分利用

开放搞活的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行业要依靠宏观调控

加快结构调整。讨论对当时编制“十五”计划，研究加

入WTO应对措施，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以及企

业制定发展战略等，发挥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业内外给

与了较高评价。

《中华纸业》十分重视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经济

政策对造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入WTO，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节能

减排，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造纸工业等都经过

专题策划，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报道和讨论。在促进企业

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方面，重视报道业内企业的经验

和报道业外的成功经验相结合，并注重报道国内外的有

关动态信息和经验以及报道纸品市场趋势分析等。业

内企业和相关企业各方面的动态信息以“刊中报”的生

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报道交流。使《中华纸业》在较短的

时间即成为业内外有一定影响比较受欢迎的期刊之一，

成为金融、证券机构分析研究造纸行业首选的期刊之

一。

在中国造纸工业由高速发展转变为中低速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企业间的联合、兼并和重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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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加快，原料、资源、环境成为行业发展的三大关键词，

“三品”战略成为发展的主旋律。针对行业的新情况、

新特点，《中华纸业》适时调整报道重点，推出系列报

道，如：“造纸行业节能减排”、“聚焦精细化”、“走向

绿色未来•纸业强国之路”、“新常态•新思路”、“新

时代纸业知与行：战略思考和实践行动”、“致敬岁月 

创造伟大——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

针对期刊读者分散、内容重点不突出、深度不够等

问题，增加“专题策划”专栏，于2011年起至今每月选

择一个行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集中进行深度报道，

这在我国造纸行业期刊中是独此一家。通过特邀撰稿、

人物访谈、企业调查、相关内容摘编等形式，报道专家

观点意见、企业典型案例、国际成功经验、业内外的相

关研究创新成果、行业发展动向与发展趋势。“专题策

划”，代表着一个媒体对行业热点焦点的掌握和挖掘以

及策划能力，是出版单位实力和能力的体现。

为适应新形式，2015年1月进行了全新改版，将主

栏目调整为：“关注”、“特稿”、“专题”、“行业”、“管

理”、“特写”、“环球”、“资讯”等。植入时尚元素，丰

富期刊内容，提升质量品位。同时，适度增加新媒体内

容，延伸报道范围，以期适应现代期刊传递知识与思想

及人们快节奏阅读习惯。曾两获“期刊数字影响力100

强”期刊。

为配合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需要，不定期出

版专刊和特刊。如“辉煌鲁纸”、“生活用纸”、“特种

纸”等专刊；“创刊30周年”、“300期纪念”、“400期纪

念”等特刊。

2  《中华纸业》发展的体会

纵观《中华纸业》40年的发展，有成功，也有不足

甚至失误，概括起来有以下体会：

2.1  螺旋循环上升式的发展模式

《中华纸业》发展是一个一个的系统工程，从而总

结出“螺旋循环上升式”的发展模式，如图所示，可概括

为：“竞争造优势，优势创效益，效益促发展，发展保竞

争。”

其一，要求在竞争中认识期刊在市场中的地位，认

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形成新的

发展思路，打造新的发展优势。

其二，打造期刊优势是关键环节，既是实现发展的

前提条件，也是期刊发挥社会效益、取得经济效益的基

本条件。

其三，期刊的社会效益是立足之本，经济效益是重

要支撑。行业期刊往往有社会效益才会有经济效益，通

过外延业务（如广告经营），将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

益。

其四，发展是目的，是通过

量（优势、效益）的发展，达到质

的发展，使期刊上一个层次，为

参与新的竞争准备条件。

这个发展模式对《中华纸

业》行之有效，也曾作为经验在

山东科技期刊界介绍推广。

2.2  转型定位于产业经济刊的

意义

《中华纸业》为什么要从

技术刊转型，为什么要定位产业

经济刊，有三个原因：

其一，作为协会会刊，是协

会性质和任务要求的。

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服务企业发展要求的。《中《中华纸业》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纸业专业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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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纸业》主要服务（读者）对象是造纸产业（包括造纸

相关行业）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的主要需求是什么？

是企业发展，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此，在企业内部即

微观经济层面，企业需要技术进步，需要先进的经营管

理。而在企业外部即宏观经济层面，企业要面对市场

和竞争对手，要适应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等等。总

之，企业需要一个好的发展战略。这些服务内容，技术

刊不可能涵盖，而正是产业经济刊涉及的范畴。

其三，是行业期刊合理布局的要求。造纸行业已有

代表性的技术期刊，它们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自己的优

势，《中华纸业》不可能去挑战其权威地位，也不能跟

在别人后面跑。而造纸行业的产业经济刊则一直空缺，

给了《中华纸业》一个机会，且有利于形成造纸期刊的

合理布局，避免无序竞争。

在《北方造纸》时期，曾办过所谓综合类科技刊，

试图以适应多方面的需求为特色，但后来认识到这会

造成期刊内容杂乱、读者分散，都适应的结果是都不适

应，不会形成特色和优势，这是个误区需要记取。

《中华纸业》仍有“技术”内容，那么与技术期刊

有何区别呢？如果说技术期刊侧重于“创新技术”，《中

华纸业》则要侧重于“技术创新”，虽然仅是词序的不

同但有大的区别。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经济的重要范

畴，《中华纸业》要在“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形

成生产力”上下功夫。可见《中华纸业》从技术刊转型产

业经济刊是个创新过程，需要今后继续探讨。

中华纸业转型定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行业刊

的有效探索，主管单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信息中心）非

常重视，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作为经验向轻工期刊介

绍推广。有些期刊转型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期刊内容转型过程中，编辑也在向记者转型，并

取得初步效果。稿源结构调整正在向“三三四”目标改

变，即本刊记者撰写达到30%，特约撰稿30%，自然来稿

40%。

2.3  策划和决策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预则立，不预则废”，“审时度势”，“未雨绸

缪”，以及人们常说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

针对行业的热点问题，策划组织有高度、有深度的专题报道，是《中华纸业》的内容特色之一。图为首期女性专题——“她们为华

纸大业增光添彩”（2009年3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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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指策划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华纸业》

得益于策划，没有策划就不会有《中华纸业》的发展。

同时经验也告诉我们，正确决策在策划中尤为重要。由

于期刊有决策效应的滞后性，一旦决策失误，不仅贻误

发展机遇，后果也往往不可逆转。所以决策要为未来负

责。同时，作为协会会刊，决策也要为中国造纸协会负

责。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认真评估，慎之又慎。

2.4  认识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及其统一性的特点，构

建和谐共赢的办刊体系

纪念《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是说《中华纸业》

有连续性，没有《北方造纸》作基础，不会有《中华

纸业》，没有《山东造纸》作基础，也不会有《北方造

纸》。《中华纸业》发展的连续性说明，《中华纸业》的

发展离不开老的主办单位的贡献。同时，《中华纸业》

整个的发展历程又分为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北方

造纸》不同于《山东造纸》，特别是《中华纸业》作为

协会会刊，截然不同于《北方造纸》和《山东造纸》。

发展的阶段性说明了《中华纸业》的申办和发展，离不

开新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中华纸业》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又是不可分

的、缺一不可的同一体。其统一性的关系则奠定了《中

华纸业》构建和谐合作、互利共赢办刊体系的基础。而

这种和谐共赢的办刊体系则是《中华纸业》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

3  外延拓展与综合服务

在办好《中华纸业》期刊的同时，中华纸业杂志社

借助传媒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为行业服务的活动，努

力打造综合性国际传媒服务新平台。

3.1  培育高端精英峰会 

一年一度的“中国纸业高层峰会（原中华纸业产业

高层峰会）”，是产业链上国内外造纸及其上下游行业

的企业家、专家学者、行业领导、主流媒体聚首，回顾过

去、总结现在、探讨未来的盛会。定位于高端视角、前瞻

思维，围绕“趋势与对策”这一主题，从政策、规划、市

场、管理、技术等方面深入分析造纸产业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研究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战略，分享业内

标杆企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成就。

自2009年创办以来，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过九届。

参会代表人数多、层次高、所代表范围广，在业内受到

广泛关注，被公认为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下一步力争

办成国际性的行业盛会。

3.2  打造技术交流特色阵地

“中国浆纸技术论坛（原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

坛）”，是造纸行业规范、专业、权威的系列性技术研

讨、经验交流、成果展示平台。论坛由中国造纸协会、中

华纸业杂志社联合业内各专业领域的龙头

企业、权威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

打造，充分发挥“产、学、研、媒”合力作用，

汇集中外专家学者智慧和行业优势资源，

促进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

的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

自2009年设立以来，迄今已成功举

办了九届，以技术性强、先进实用、高端专

业、规模大、效果好著称。

自2017年开始，论坛与“中国国际造纸

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同

期同地举办，成为“中国造纸周”的系列活

动之一。论坛与展会相结合，互相借力、共

同促进，参与代表可有更多的收获。未来，

将会办成技术交流、产品与科技成果展

示、投资咨询、项目推广等综合性技术盛《中华纸业》连续两届荣获“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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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3.3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中华纸业杂志社作为全国造纸产业报刊协会的

秘书长单位，自2001年恢复活动以来，在历任会长单位

华泰集团、泰格林纸、太阳纸业等大力支持下，已连续

组织举办活动18届。报刊协会在企业文化宣传、品牌建

设、舆情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影响力不

断扩大，凝聚力越来越强。报刊协会年会，已发展成为

造纸产业企业文化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的经验交流、表

彰先进和优秀作品展评的盛会。

另外，还组织开展了“中国造纸及造纸装备行业篮

球赛”等多项行业内企业间的文化与体育交流活动。其

中“篮球赛”始于2014年，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旨在

弘扬拼博精神、展示员工风采、提升行业士气，营造一

个充满朝气、积极进取、永不服输的纸业氛围。对于加

强企业间交流、增进友谊起到积极的正能量作用。这一

活动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

3.4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为帮助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融入国际大家

庭，开拓国际市场，同时提高杂志社的国际影响力，中

华纸业杂志社先后二十多次组织国内企业到印度、泰

国、越南、芬兰、瑞典、俄罗斯等地参加知名国际纸展、

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尤其是策划组建的代表国家的“中

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受到展览组委会和当地政

府的高度重视，四次荣获“国际最佳展团奖”。“国家展

团”在展位位置谈判、政府补贴、客户诉求等方面话语

权优势明显；设立的“中国展区”，成为历届参展会议的

亮点。

为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中华纸

业杂志社联合18家国内优秀的造纸、装备及专用器材企

业，于2017年1月在济南成立“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

联盟”，为成员企业参与国际交流和贸易活动搭建起一

个规范、开放、共赢的合作平台。该“联盟”以“集合纸

业资源、服务国际市场”为宗旨，以推进造纸产业国际

化发展为目标，集合中外各方优势资源、形成合力、统筹

策划、合理有序地共建国际纸业市场。目前“联盟”成员

资产总额800多亿元人民币，年产值近千亿元人民币，

浆纸产能1300多万吨，成员企业实力雄厚。

3.5  认展公益活动，尽职社会责任

自2007年起，中华纸业杂志社数次主办了中国造

纸工业摄影大奖赛、图片展，用照片和图片生动展现造

纸行业新时代、新发展、新成就，展现纸业人的精神风

貌，以此来向社会展示现代化造纸工业是绿色、低碳、

环保型产业。其中，举办的“环龙杯”、“泉林本色杯”

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受到广泛关注，赢得较高赞

誉。在2018年举办的“环龙杯”第四届摄影大奖赛中，

增加首届纸业手机微摄影大赛，新闻阅读量超过10万人

次，5.6万人参加网络投票。

“关注优秀企业、宣传优秀企业”，是中华纸业杂

志社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自2002年起，杂志社每年奉

献一组中国最优秀的造纸企业专题公益宣传。开始的主

题为“中国利税超亿元造纸企业礼赞”，2006年后改为

以营业收入排名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中英文双语

排版，获得了行业的认可和读者的好评。

4  《中华纸业》再发展的思考

如果把《中华纸业》的发展看作是创业的话，可以

用得上一句历史名言：创业难，守业更难。大小实例也

告诉我们：守业是守不住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

创业才能守业。《中华纸业》距离品牌期刊还很远，还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纪念创刊40周年，要鼓励后人

为打造百年期刊继续努力创业。借此机会提出《中华纸

业》再发展的一点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4.1  坚持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的方向

由于发展水平不平衡，中国造纸企业形成了差别较

大的不同层次，先进企业和部分中游企业会以较快速

度向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产业发

展的方向。他们应该是《中华纸业》服务的主要对象。

坚持为先进生产力服务的方向，同时会带动和促进《中

华纸业》自身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落

后企业被市场淘汰，或被国家的环保政策淘汰，是正常

的，也是产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要支持先进企业对落

后企业兼并重组，但避免为落后企业求得一时生存而导

致低水平低层次的服务。

4.2  期刊内涵（内容）向高度和深度发展，争取做强

《中华纸业》

期刊内涵反映一个期刊的品位、水平、实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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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中体现在期刊内容上。坚持为先进生产力服务的

方向，期刊内容向相应的高度和深度发展，则需要做到

一专二精。专是完善期刊定位和落实办刊方针；精是在

选题策划、组稿、审编等环节保证内容有相应的高度和

深度。专是基础，精是提高。同时《中华纸业》还要加

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业内外的信息源和思想

库，集中业内外的人才智慧，保证期刊内涵不断向新的

高度和深度发展。以期刊内涵的发展争取做强《中华纸

业》。

4.3  期刊外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争取做大《中华纸

业》

期刊外延是在期刊发展的基础上，向外延伸业务，

以扩大社会效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期刊的经

济效益。如近几年《中华纸业》在对外交流的基础上，

组织参加国际纸展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要抓住机遇，

善于经营，外延向广度深度发展前景广阔。但前提是杂

志社需要在体制上放开，在机制上搞活。记得在国外商

品才开始进入国内市场时期，一家国外造纸化学品公司

看好当时的《北方造纸》，有意向请我们做他们的代理

商，这是发展期刊外延业务的绝好机遇，但由于不能放

开经营机制，而使我们痛失良机。主办单位之一的山东

省造纸研究设计院曾设想借助《中华纸业》的外延，同

造纸院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发展，并有实质性的探索，取

得了初步进展，但是后来没有继续下去是十分可惜的事

情。数年来，《中华纸业》不仅支撑了自身的发展增加了

十多人的就业岗位，也在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上支持主

办单位做出了贡献。今后随着出版事业的改革，要抓住

机遇，加快发展，通过外延的发展争取做大做强中华纸

业。

4.4  以人为本，造就实现科学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

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中华纸业》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要以人为本，造就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开拓

进取的创新型人才。人们通常说做期刊工作需要“杂

家”。做定位于造纸产业经济刊的工作，则需要一专多

能复合型的人才。所谓一专，是要有造纸、经济和其他

方面的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要具备从不同方面研究分

析造纸产业经济发展和纸品市场趋势的能力及撰写综

述、专论的能力。所谓多能，是在一专的基础上要求办

刊人员懂造纸、懂经济、懂编辑出版，也要学点文史哲

等方面的知识。但一专多能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是

“弹性”要求，不能求全责备。《中华纸业》要持续发

展、科学发展，则同时需要创新型人才，勇于和善于开

创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社长、总编，处在策划和决策

的关键位置上，其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对期刊发展

起着决定性作用。主办单位遵照出版法规规定的职责，

尽可以创新管理模式，如中国造纸协会提出的成立“中

华纸业管理委员会”。但是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主办

单位领导不宜挂名兼任期刊的实职。期刊的负责人要

由真正能履行职责的内行人担任。这是思忖再三，出于

公心不得不说的一条经验。但是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不

是“三顾茅庐”就能请到的，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定向培

养。现职工作人员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成为《中华纸

业》的宝贵财富，所以培养人才，首先要留得住人才。要

坚持不惟学历重能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观，也要

形成《中华纸业》为人才发展创造条件，《中华纸业》

发展靠人才奉献和《中华纸业》发展成果大家共享的

格局。

5  今后发展方向与目标

5.1  现代媒体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

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加快传统纸

质媒体和新兴移动媒体的互联互通、融合发展。2013年

下半年，相继开通官方认证的新浪微博和腾讯认证微

博以及“中华纸业传媒”微信公众平台，之后运营“浆纸

技术”微信公众号，充分发挥它们传播速度快、内容多

样、受众广泛等特点，成为继杂志、网站以及新浪博客

之后，杂志社又一重要的对外宣传交流平台形式。其中，

“中华纸业传媒”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4万多，年均图

文阅读人次超过500万，是名副其实的行业信息发布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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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杂志社将在办好杂志、网站的同时，继续

加大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期刊、网站、移动终端相结合，

打造中国造纸行业内容最权威、传播最广泛、发布最及

时的专业媒体。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为国际上有

影响、高品位、有特色的卓越品牌传媒。

5.2  会议培训中心

技术与资金高度密集的造纸产业，现代化、智能化

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通

过会议交流、培训学习等形式，是提高技能素质、专业

水平的重要渠道。

通过近二十年组织全国造纸产业报刊协会系列活

动，中华纸业杂志社积累了举办企业文化、管理宣传方

面的文化类会议经验；通过十多年组织中华纸业浆纸

技术论坛系列活动，积累了举办技术交流会议、技术人

才培训的经验；通过十多年组织中华纸业产业高层峰会

系列活动，积累了举办综合性会议、企业高管培训的经

验。同时，杂志社内部形成了一整套会议培训组织流程

方法，培养了办会梯队人才。再有，举办的上述主要活

动，规模和参会对象已相对稳定，据不完全统计，行业

内5000多人次受益。

今后，将加大会议交流与人才培训的力度，在新技

术交流、新产品推广、管理经验分享、发展战略对接、产

业链延伸、国际智慧共享等方面为造纸行业提供更多更

好的服务。

5.3  国际交流中心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我国造纸产业加

快拓展国际市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人才

为中国造纸及造纸相关企业服务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全球信息如何获得？国际市场如何建立？中华纸业

杂志社或将是最佳选择桥梁与渠道之一。

中华纸业杂志社已经建立“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

家展团”、“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联盟”等平台，具

有十多年组团参加国际性展会和会议的经验，在国际上

已建立起畅通的交流联络通道。不定期英文资料的出

版发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南亚、

中东等地形成了一定的受众群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今后，将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优势，把上述两个国

际商务活动平台做大做强，更好地为我国造纸产业链上

的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服务。

5.4  产经研究与咨询服务中心

定位于产业经济刊的《中华纸业》，具备产业经济

的研究与分析能力，发布相关的成果报告，为行业发展

战略、企业竞争战略提供咨询服务，是创建百年名刊的

重要保障。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为此，我们试着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初步工作。如

编纂发布“中国纸业发展月度/年度系列报告”（以国家

统计局和海关总暑的数据为依据，分析全国造纸行业的生

产与经营情况）；组织出版《山东造纸产业专型升级巡

礼》专刊；定期发布“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礼”、“上市

公司蓝皮书”、“全球纸业发展报告”等；为政府部门主

笔撰写“山东造纸行业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高效发展研

究报告”、“山东省造纸行业转型升级调研报告”、“山

东省制浆造纸行业战略研究报告”等；参与编写“山东

造纸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等

等。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希望业

内更多有志之士参与进来，共同做好我国造纸产业经济

的研究分析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今后的办刊指明了方向。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

我国网民达到8.0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98.3%。新闻

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

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有人

说，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所以，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

紧迫课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

遇，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与时俱进，

把《中华纸业》办得更好，打造成综合性国际传媒服务

平台，把中华纸业杂志社开展的各项活动办出特色和水

平，助力“中国纸业梦”早日实现。

总之，纪念创刊40周年，要认识《中华纸业》的今

天来之不易，是长期奋斗的结果，需要倍加珍惜。也要

认识《中华纸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应

有感恩之心。以感恩之情向支持、帮助过《中华纸业》

和参与过中华纸业杂志社各项活动的领导、专家、教

授、企业家和广大读者、作者、客户，以及所有的人，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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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禹·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原秘书长

《中华纸业》发展到现在，与行业领导、企业家、专家学者、作者读者、客户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是

分不开的。以下是2009年《中华纸业》创刊30周年时部分题词（包括配图及文字说明）选摘。

陈士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关怀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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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桂敬·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李洪信·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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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源·金光集团董事长兼APP总裁

重振中华纸业，
再创祖先辉煌！

黄志源

陈克复·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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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创刊《山东造纸》，季刊

1993年，更名为《北方造纸》

1996年，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

1998年，更名为《中华纸业》，双月刊

1999年，创办“中华纸业网”

2000年，改为月刊，是业内第一本月刊杂志

2001年，组织中国造纸产业企业文化活动，2005年起组织优秀企业报刊评选活动，每   

       年一次，持续至今

2002年，开展“中国纸业利税过亿元企业礼赞”，后更名为“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

       礼”专题公益宣传

2007年，成功组织“首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赛”，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四届 

2007年，出版了首本面向国外发行的英文版《CPPI》

2007年，组织中国企业出国参展，开展国际性交流活动，是业内第一家企业出国参

       展的组织者，目前已组织参加了20余次有影响力的国际纸展

2008年，改为半月刊，成为集行业发展、企业管理、技术进步综合报道的期刊

2009年，首获印度国际纸展组委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展团奖”

2009年，创设“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2017年更名为“中国浆纸技术论坛”

2009年，组织“中华纸业产业高层峰会”，2015年更名为“中国纸业高层峰会”

2011年～，联合中国轻机协会制浆造纸装备分会、山东轻机协会组织“中国制浆造纸

       装备国家展团”，参加国际纸展

2011年，成功在印度组织“中印浆纸技术交流会”，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2013年，设立“中华纸业传媒”微信公众号，目前粉丝4万多人

2013年，成功举办首届造纸产业企业篮球友谊赛，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四届

2015年，设立“浆纸技术”微信公众号，目前粉丝近2万人 

2019年，《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

中华纸业大事记

大事记

成长40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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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回望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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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朴芳：初心怀质朴 芳华献纸业
⊙ 本刊记者  杨晨鸣  宋雯琪  张洪成

曹朴芳女士，高级工程师，中国造纸协会顾问；曾任山东泰安造纸厂副厂长，中国

造纸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司副处长，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

食品造纸部造纸办副主任、处长，中国造纸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

长等职。

1968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1978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78年作为

企业项目负责人，与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分获“中性亚硫酸铵制浆新工艺”合作完成

成果国家科技大会奖。主持并参与研究、起草编制国家“八五”、“九五”、“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造纸工业发展规划、《造纸产业发展政策》等。参与研究编制

《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起草《制浆造纸工业环境

保护行业政策、技术政策和污染防治政策》、《造纸工业技术进步“十二五”指导意

见》、《造纸工业原料结构调整战略研究》报告、《广东造纸工业竞争力研究》报告

等。主持并参与《我国造纸行业产排污系数核算》课题研究等。参与多项制浆造纸建

设项目的论证与评估。

编者按：当我们开始准备《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翻开了1979年《山

东造纸》（《中华纸业》前身）的创刊号，紧跟着创刊词后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性亚

铵法制浆的腐蚀及防腐蚀问题》，作者：泰安造纸厂。我们不禁想到一个问题：“40年间，杂

志刊发了上万篇文章，作为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它的执笔者究竟是谁呢？”

时光荏苒，许多往事都已时过境迁，当年的泰安造纸厂已不复存在，我们还能找到这个

问题的答案吗？偶然间，在我们翻看往年刊物时，在1983年第2期《山东造纸》封三刊登的一

篇简讯《山东造纸学会三篇论文获山东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中，我们看到获奖

的三篇论文中有“泰安造纸厂曹朴芳、周桂珍的《中性亚铵法制浆的腐蚀及防腐蚀问题》”。

原来，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正是当时在泰安造纸厂工作的原中国造纸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曹

朴芳。

多年以后，《山东造纸》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业》，曹朴芳长期作

为《中华纸业》主办单位中国造纸协会的主要领导，一直给予《中华纸业》的发展大力支持

和指导，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文章。当我们回望《中华纸业》的成长过程，

历史的机缘，似乎在1979年创刊号的这篇未署作者本人名字的文章中，已经为未来埋下了伏

笔……

1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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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歌里面这样唱道。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在神州大地徐徐扬起。

在1979年3月的春天，34岁的泰安造纸厂技术副厂

长曹朴芳收获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荣誉证书，这是

她一年以来收获的第二项国家级荣誉。一年前，1978年

3月18～3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的

科技工作者终于迎来了“十年动乱”后“科学的春天”。

会上，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和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造纸业共有42项成果在全国

科学大会上获奖，其中就有“中性亚硫酸铵法制浆新工

艺”，曹朴芳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泰安造纸厂项目负

责人，她和同事们已经为中性亚铵法制浆的研发和生产

做了10年的潜心研究，终于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40年过去了，又是一个3月的春天，北京桃红柳绿阳

光正好，我们如约见到了已经退休的曹朴芳理事长，她

带着熟悉的和蔼可亲的微笑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我们之

间的话题便从亚铵法制浆开始，述说起当年的往事，曹

理事长兴趣盎然记忆犹新。尽管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

曹朴芳依然是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甚至能准确地说出

当时的一些参数指标。

十年潜心磨一剑，排除万难为亚铵

1968年底，曹朴芳从北京轻工业学院毕业，走出校

门的她被分配到了山东泰安造纸厂。作为当时企业难得

的大学毕业高水平科研人才，一来到泰安造纸厂，曹朴

芳就肩负起了中性亚铵法代替碱法麦草制浆的扩大生

产试验任务。

当时的泰安造纸厂，是在1958年全国大办工厂热潮

中，贯彻“大洋群”和“小土群”并举方针而建立的成百

上千家小草浆造纸厂之一，以麦草为原料、规模小（日

产2吨）、蒸煮黑液污染严重、效益低……这些都是当时

众多小纸厂的问题，有的小纸厂被迫减产或停产。为了

改善这一现状，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于20世纪60年代

初开始探索性研究中性亚硫酸铵法（简称“亚铵法”）

草浆技术。据曹朴芳介始，亚铵法制浆具有纸浆得率

高（比传统碱法高8%左右）、易脱水易洗涤、成纸强度

好、滤水性能好、不透明度高等优点，尤其是亚铵的来

源可用氨水吸收化工或冶金厂的废气来制造，其蒸煮

废液还可作为复合肥料直接用于农业灌溉，对多种蔬菜

和稻麦谷物施肥后证明肥效良好（粮食作物可增产20%

多，蔬菜可增产30%多），还可改造沙质地和盐碱地。

当时来说，中性亚铵法可以说是一种节约原料、变废为

宝、减少污染，非常适合当时中国许多小纸厂的新型制

浆方法。

正是在曹朴芳来到企业的1968年，泰安造纸厂在

全国首先进行中性亚铵法制浆扩大生产试验，在轻工业

部造纸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与合作下，很快取得了初步成

功。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曹朴芳及其同事们的共同

努力下，泰安造纸厂作为中性亚铵法制浆的成功典型，

其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应用。1975年，轻工业部在泰安

召开首届全国亚铵法制浆造纸经验交流会，推广亚铵法

制浆技术及利用亚铵废液灌溉农田经验。亚铵法的应

用帮助不少小型草浆造纸厂走出困境，而后又相继研发

生产成功亚铵法化学浆和半化学浆，可抄造印刷书写

纸、瓦楞原纸、食品包装纸、卫生纸等，填补了国际和国

内空白，成为当时我国比较有特色的新工艺、新技术。

也正凭借其因地制宜的创新，节约原材料和环保效果显

著，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泰安造纸厂与轻工业

部造纸研究所分别获得国家级合作完成成果奖，获得国

家级奖励，当时的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同志指示要因地制

宜地积极扩大发展亚铵法制浆造纸。

曹朴芳告诉记者，中性亚铵法制浆技术，也有其缺

点，主要包括：装锅量较小、漂白难度较大、浆质较硬。

其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对碱法通用碳钢设备

造成较严重的腐蚀问题，一些纸厂的蒸煮设备安全使

用年限甚至只有1～2年，这也是阻碍中性亚铵法制浆健

康发展的主要短板。为了改善这一难题，曹朴芳和企业

的同事们，与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北京钢铁研究院进

行合作，从1969年开始到1978年一直持续进行各种材质

挂片研究，对A3钢在亚铵法蒸煮中的腐蚀情况进行了

多次大大小小的试验，不断改进工艺方法和设备防腐

措施，在1975年前后就将蒸球的安全使用年限改进到

了15～20年，成为全国领先水平。1979年，曹朴芳和同

事周桂珍，将其在企业对中性亚铵法制浆腐蚀问题10

年来的研究试验详细整理成文字资料，并提出了10条

具体的防腐措施。当年创刊的《山东造纸》作为首刊首

篇，刊发了这篇长达11页、数据翔实、指导性极强的生产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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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造纸》创刊号刊登的首篇文章，由曹朴芳和周桂珍执笔。

曹朴芳来到泰安造纸厂的这头十年，正值全国动

荡时期，很多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都受到很大影响，处

于非正常状态。而且当时全国经济生活水平都比较低，

泰安造纸厂也只是一个县办小纸厂，技术力量、科研条

件都不高，这给曹朴芳她们进行生产科研带来的困难

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言谈中曹朴芳并没太提到这些困

难，只是说道，当时我们国家的造纸资源少，企业小、污

染重，能有像中性亚铵法制浆这样的新技术，当时觉得

给困难重重的造纸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曙光。作为全国首

家试点企业，她们也没想太多，只是抱着“不撞南墙不

回头”的单纯想法，凭着一颗质朴的初心埋头苦干，遇

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了成功经验就总结推广，只是希

望能尽职尽责，不负重托。1979年，泰安造纸厂年生产

量达到3400吨，年利润达104万元，这个现在看来不起

眼的数字，对于当年的很多小纸厂而言已是比较可观

了。同时，泰安造纸厂中性亚铵法的各项工艺技术一直

是全国领先的。

1978年科学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兴国

和改革开放的形势，让曹朴芳和同事们更有干劲了。一

方面，曹朴芳对中性亚铵法的防腐蚀问题继续进行研

究试验改进，其后又执笔总结了《亚铵法制浆设备防腐

小型试验》报告，1983年再次在《山东造纸》刊发。另

一方面，曹朴芳也积极参与到中性亚

铵法的总结和全国推广工作中，国家

轻工业部先后三次在泰安召开现场推

广会，中性亚铵法也从稻、麦草浆扩

大到高梁秆、玉米秆、棉秆等其他非

木纤维的研究应用，山东、四川、河

南、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全国多地数

十家纸厂。同时，曹朴芳还自编了学习

教材在农业部组织举办的有200多人

参加的全国小型纸厂培训班上进行

授课，把多年的总结经验无私传播出

去。

回想起当年行业间的技术交流，

曹朴芳动情地说，当年大家对于新技

术新工艺都是如饥似渴，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技术交流，真是毫无保留倾囊

相授，现场会和培训班现场气氛热

烈，很多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个时代的特

点和印记。

在当年全国推广亚铵法制浆造纸培训班的学员

中，有一位听课非常认真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李洪

信，来自山东兖州城关造纸厂，给曹朴芳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据太阳纸业的企业发展史记载，当年的李洪信，

还曾背着煎饼、咸菜到离得不远的泰安造纸厂现场学习

过造纸技术。在当年的学员里，还有不少像李洪信这样

的年轻人，也许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经过

他们在纸业领域里的努力拼博，将成为中国造纸工业发

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致力纸业结构调整，建言献策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为全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造纸工业的发

展也开始大步前进。上世纪80年代后，造纸工业原料结

构逐渐得到了调整，即提高了木纤维比重，加大了废纸

利用，科学合理利用了非木纤维。随着企业结构调整、

技术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规模有所扩大，技

术装备水平有所提升，产品质量有所改善。亚铵法制浆

虽然又在蔗渣、红麻、芦苇、棉秆等原料方面进行研发

应用，但由于受规模小、亚铵原料供应渠道及废液利用

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小企业已关停，亚铵法制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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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使命渐渐弱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曹朴芳工作调动到中国造纸学

会，90年代后又在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司、中国造纸协会

任职，从一名企业生产技术专家，转变为政府部门和行

业组织的政策研究专家，先后主持并参与国家“八五”、

“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造纸工业发展

规划、《造纸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与起草编制工作。也

正是因为十多年在企业生产一线的从业经历，让曹朴芳

熟悉纸业生产科研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十几年在中小造

纸企业进行亚铵法草浆的研发实践，让她对长期困扰

中国造纸业发展的痛点问题有切肤的体会。她在1998年

《造纸工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顾与今后展望》的文章

里写到：“目前造纸工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矛盾，集

中表现为“三小一大”，即木浆比重小、企业规模小、中

高档纸生产能力小、环境污染大。其中原料问题是造成

造纸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污染严重的关键问题，

是制约今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造纸工业基础

比较薄弱，问题较多，欲与国际现代化造纸工业接轨，

差距甚大，需要花费大力量,进行大规模、根本性的结

构调整与优化，才能为今后大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造纸工业，当时正处在一个

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改革开放20年后，生产总量

不断攀升，从1978年的466万吨增长到1998年的2824

万吨，居世界第三，市场潜力巨大，历史机遇难得，吸

引了国内外投资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供需不平衡、

结构失调矛盾长期存在，非木纤维比例虽已从60%降至

46%，但木浆比例只有15%，其中国产木浆不及10%；国

内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质量不

高，污染包袱重，与摩拳擦掌志在进入中国的国际纸业

巨头相比，竞争力非常薄弱。许多纸业的有识之士，对

于即将跨入新世纪、面临国际化竞争的中国造纸业的

未来都表示关注和担心。已经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的

《中华纸业》杂志在1999年～2000年开设“中国造纸工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系列报道，大量专家学者献计

献策，吸引了业内的高度关注。

这段时间，正值担任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

造纸管理部门的规划发展工作的曹朴芳，对于中国造纸

工业的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问题，深入企业进行了大

量的调研，同时也在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制定中，为造

纸业的发展争取积极政策支持。2000年前后，她先后在

《中华纸业》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扩大对外开放 促

进中国造纸工业利用外资的发展》、《大力推进造纸工

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于中国造纸工业结构调整

问题的探讨》、《努力开创新世纪造纸工业发展的良好

开局》、《关于加快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 促进我国

木浆造纸发展的思考》等，提出：“要把造纸工业列入

国家基础工业，把发展高起点的现

代造纸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并给予大力扶持，

使现代化造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

在1999年国家首批国债贴息

技改项目中，在曹朴芳和当时造纸

业内一批领导专家的积极建议下，

造纸业被列进了国家重点支持的行

业，为当时23家企业争取来了宝贵

的技改资金，引进了一批当时国际

先进的技术装备，为加入世贸后的

市场竞争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以此

为契机，尤其在2001年“入世”以

后，中国造纸工业在21世纪之初迎

来了大发展大升级的黄金时期，一
2002年全国林纸结合植树造纸经验交流会期间，曹朴芳（左二）与业内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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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技术起点高、装备先进、单机生产规模大、产品质

优有竞争力的基建和改造项目相继投产。一大批优秀的

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交相辉映，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对

中国造纸产业规模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

和产业优化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及引领推动作用。

据曹朴芳回忆说，晨鸣、华泰、太阳等一批企业也

正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间，抓住了历史

性的发展机遇，通过大项目实施拉动企业整体素质全面

提升，迅速崛起为全国龙头企业和世界知名企业。她依

然记得，十多年前陪同时任山东省省长韩寓群视察华泰

时的情境。在华泰引进德国的国际一流、亚洲第一条同

一平台新概念纸机操作台上，她向韩寓群省长介绍各项

技术指标，并表示华泰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新闻纸生产

基地。这是一代纸业人的光荣与梦想。曹朴芳同时也说

道，改革开放政策也使一批外资、港台企业落户中国发

展纸业，如金光集团、亚太森博、芬欧汇川、斯道拉恩

索、玖龙纸业、理文造纸、江苏荣成、永丰余造纸等公

司，都为中国纸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助推纸业由大向强，深入探索绿色纸业

2009年，当全国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造纸工

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与消费国，

登上了世界之巅。特别是实现了产需平衡的历史突破，

自给率达到95%以上，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造纸工业生

产总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难题，结束了市场供给短缺

时代。

这一年，中国造纸协会、中国造纸学会等单位共同

编写出版了《中国造纸工业六十年》特辑，这时曹朴芳

任中国造纸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

长，她作为编写组委会主任，执笔撰写了开篇文章《新

中国造纸工业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全面高度地概括

总结了新中国六十年造纸工业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

基本经验和突出问题。她在文中写道：“经过几代造纸

人士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铸造起一个崭新的现代化造

纸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密切相关的重

要基础产业，已基本具备了由造纸大国向造纸强国转变

的基础条件。”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后，中国造纸工业开始迈入由

大到强、由数量主导型向质量效益型的重要转型期。

这一时期，曹朴芳的研究重心是如何通过调整转型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造纸业。她先后又在

《中华纸业》撰写发表了《落实发展政策 促进造纸产

   曹朴芳女士在《中华纸业》（含《山东造纸》）发表的部分文章

论文题目

中性亚铵法制浆的腐蚀及防腐蚀问题

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中国造纸工业利用外资的发展

大力推进造纸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关于中国造纸工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

努力开创新世纪造纸工业发展的良好开局

关于加快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 促进我国木浆造纸发展的思考

2001年全国造纸工业情况及2002年发展展望

关于林纸一体化工程实施问题

关于造纸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思考

实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规划 加快造纸工业发展

落实发展政策 促进造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发布会上的发言

贯彻落实《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推进我国造纸工业调整与振兴——《轻工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中有关造纸部分的解读和体会

新中国造纸工业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开创中国造纸工业“十二五”发展的新局面

认真贯彻落实《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积极推进我国造纸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新形势下造纸产业基本特征暨发展展望

造纸行业“走出去”现状及政策研究(摘要)

发表日期

1979年第1期

1998年第3期

2000年第4期

2000年第7期

2001年第1期

2001年第12期

2002年第5期

2003年第2期

2003年第8期

2004年第7期

2008年第1期

2009年第13期

2009年第19期

2011年第21期

2012年第7期

2013年第7期

2015年第5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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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 推进我国造纸工业调整与振兴》、《认清形势、抓

住机遇，开创中国造纸工业“十二五”发展的新局面》、

《新形势下造纸产业基本特征暨发展展望》等系列性

文章。

曹朴芳认为：“造纸工业在新的形势下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虽然整体仍然保持了适度增长，产销基本平

衡，但国内原有的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减弱，而新

增长点尚未完全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造纸行业

生产经济运行正处于转型和寻求新的平衡中。”她表示

道：“特别是资源、环境约束双重压力对造纸工业发展

而言是长期的挑战，迫切要求行业必须在资源、环境、

结构三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制定

行业和企业发展战略，优化结构，提升改造，淘汰落后

产能，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注重技术和管理创新引领

产业未来，是推动造纸产业转型升级、加大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要举措。”

2014年，中国造纸协会完成了新一届换届选举工

作，已年近70岁的曹朴芳圆满完成了15年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的职责，退居为协会顾问。她一方面辞去了很多社

会职务，也谢绝了不少社会活动，安心退居二线；同时

依然心系中国造纸业。2015年，《中华纸业》“新常态、

新思路”系列报道，刊发了曹朴芳撰写的《造纸行业“走

出去”现状及政策研究》一文，文中曹朴芳提出要“稳

步扩大境外投资，逐步形成3～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

国企业，并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它国制浆造纸企业，

参与纸业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

术开发能力。”这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

战略高度吻合，近年来，中国造纸业海外投资的举措也

明显增加，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回头再看1998年曹朴

芳首次个人署名在《中华纸业》刊发的《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中国造纸工业利用外资的发展》一文，20年间，中

国造纸工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曹朴芳的研究一直具有

高度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曹朴芳对于近年来纸业的

产量和消费量、原料结构比例等数据仍然非常熟悉，

政策和数据信手拈来，令我们由衷地钦佩。在我们这次

采访接近结束时，曹朴芳说道：“原料、环保、结构等问

题，仍然是困惑造纸业发展的几大瓶颈问题，特别是国

内原生浆比例太低，对外依赖度太高，一旦国际原材料

市场有变化，对于中国造纸工业影响就非常巨大。”她

还说：“科学合理地用好有中国特色的非木纤维，以科

技进步解决草浆污染和规模问题，能对增加原生纤维

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当年的中性亚铵法制浆，近十年

来有的企业重新研发并成功应用于年产10万吨立式连

续蒸煮秸秆制浆造纸生产系统，扬长避短，抄造本色

浆，生产环保本色纸，同时开发农

田肥料，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促进

了亚铵法制浆造纸工艺技术设备

有了长足进步。我们应该以更开放

创新的思维，来发展好新时代的造

纸业。”

岁月悠悠，2019年，距离曹朴

芳从学校走进泰安造纸厂投身造

纸业，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曹朴

芳这一代造纸人亲历了中国造纸

工业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

粗到精、从传统落后到现代先进，

她（他）们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国

家和产业的建设之中，在不断的追

梦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这应该就

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019年春，本刊记者在北京采访纸业老专家曹朴芳（左二）、曹珍仪（左三）、林治宪（左

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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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眸往事，助推纸业创辉煌

2019年是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业》杂志创刊40周年，也正值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华诞，可喜可贺！《中华纸业》创刊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的1979年，40年来，《中华纸业》伴随着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成长，留下了

我国纸业前进的每一步足迹。共出版450多期，刊登上万篇文章和资讯，其

见证了业界风云和行业的崛起，记录了我国造纸工业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的变迁，行业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历史。

《中华纸业》始终坚持以服务行业、服务企业为宗旨，为政府决策当

好参谋，为行业和企业当好助手。充分发挥了荟萃信息、交流与互动平台

的作用，为推动造纸行业健康发展、提高造纸行业科技与管理水平发挥了

积极作用。

《中华纸业》杂志内容翔实、信息量大，是一个了解行业的重要窗口。40年的历程，几代人的耕耘，《中

华纸业》不断谱写前瞻、求实、创新、引导的篇章，其逐步成长为业内具有影响力和良好品牌的主流媒体。该

刊一直备受业内同仁的赞誉和肯定。

自1968年至2014年我一直从事造纸相关工作，《中华纸业》从创刊至今一直是我必读的重要刊物之一，

作为读者，从刊物中获得很多信息与知识，使我受益匪浅，与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9年我在山东泰安纸

厂工作时，曾在《山东造纸》创刊号上刊登过一篇题为《中性亚铵法制浆的腐蚀及防腐蚀问题》的文章，该篇

获得了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当时泰安造纸厂是我国首家试验和采用中性亚铵

法制浆造纸的企业，国家轻工业部曾三次在泰安召开现场会，推广此法制浆造纸。该篇文章是针对亚铵法制

浆对普通材质制浆设备腐蚀问题、防腐蚀措施以及防腐材料的选择等方面进行的小型试验和生产实践的总

结，对采用亚铵法制浆的企业有一定帮助。1998-2015年，结合我工作变动的情况，也曾刊登过大约15篇相关

造纸行业发展的认识与看法方面的文章，与同行交流，共同提高。当然比起《中华纸业》刊登的总篇数虽然

微不足道，但能有这个平台交流，还是感到幸运和心存感激的。为此在《中华纸业》杂志办刊40周年之际，

我特别对辛勤耕耘在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对我工作的关照与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二）展望未来，继往开来谱新章

我国造纸行业发展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起点上，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新形势的挑战。作为

每一位在造纸行业工作的造纸人，都会非常关注造纸行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及市场需求新的趋势。在此我

诚挚地希望并祝愿《中华纸业》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继续与时俱进，与改革同行，与创新同步，与市场联

通，搭好沟通交流平台，竭诚为行业和企业服务，永葆青春活力，续写新的篇章。在新的征程中坚持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助推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为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造纸工业做出新成绩，共创中国造纸工业更美好的明天。

曹朴芳

2019年3月20日

贺信
贺《中华纸业》杂志创刊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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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行业技改与规划专家曹珍仪——

合理规划布局 引导健康发展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杨晨鸣  张洪成

编者按：曹珍仪与《中华纸业》渊源颇深。早在1980年，她第一次在《山东

造纸》（《中华纸业》前身）发表文章，之后又曾发表多篇文章。1986年发表的

有关“县办小纸厂的现状与展望”的内容，针对当时国内县办小纸厂的发展提出

了六点对策，为当时小型纸厂的发展找出了方法，指明了方向。文章发表已过去

三十余年，但其中许多观点对当下造纸行业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价值。如今已经

退休的她，仍然积极参与挖掘传播古纸技艺，弘扬中国纸文化。

1

9

8

0

曹
珍
仪

曹珍仪女士，1964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

毕业后在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院工作，1973年调到山东纺织设计院，

1978年调到山东一轻厅造纸处（后改名为“山东省造纸印刷包装工业

公司”）工作，分管行业科研与技术改造，重点负责山东省造纸行业

规划工作，1988年离开山东到天津造纸公司工作，拥有一定的基层实

践和管理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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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在

京采访了曹珍仪女士，她为我们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8年）山东造纸行业的发展历程，与我们分

享了她对当时在行业管理与规划的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县办小纸厂的存在是客观要求

1978年曹珍仪到山东一轻厅造纸处负责行业技改

与规划，对当时县办小纸厂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当时所说的小纸厂是指年产量在一万吨以下的纸

厂。据统计，1983年时，我国一轻系统（县办归属一轻，

民营和乡镇办归属二轻）纸厂共计1617个，小纸厂占比

91%，因此，发展好小纸厂至关重要。小纸厂是我国造

纸工业特定条件的产物，对当时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小纸厂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大

厂产能不足，还不足以满足社会用纸需要，导致供需矛

盾突出；第二，农村农副产品剩余废料的利用为发展小

纸厂提供了原料；第三，当时国家财力不足，国家投资和

贷款有限，同时靠地方自筹资金，因此只能先建小规模

纸厂，再逐渐进行技术升级、扩大规模；第四，小纸厂装

备简单，好掌握，燃料、电力和水源等问题容易解决。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造纸厂以787、1092机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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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为满足市场需求，山东越来越

多的县办纸厂纷纷建立。为了加速行业发展，一轻厅提

出“县县布点”，在各个县建立造纸厂。为此，曹珍仪积

极考察和摸索，赴各县进行推广，但是通过一系列考察，

发现有的县并没有发展造纸厂的条件和潜力，需要择优

布点，并不能一概而论。她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上级领导

的重视和肯定，对后来合理分配行业资源、引导行业良

性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轻工业部造纸局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县办小纸厂迅

速发展的情况，要求山东作为试点提出发展方向。为此

曹珍仪请公司总工程师周肇文、副总工程师刘明光、主

任工程师李仁国共同讨论，对县办小纸厂如何发展提出

方向，并制定规划、组织实施、总结经验。

几位老工程师不仅对山东情况了解，而且有丰富

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都曾经在原轻工业部直属山东造

纸总厂贡献了青春年华，周肇文曾是年轻有为的总工程

师，对山东城市造纸厂开发新品种功不可没，在全国造

纸行业也赫赫有名。文革期间他们又曾下放到地方小纸

厂，为小纸厂技术进步献策出力，有实践经验。

针对当时国内县办小纸厂的迅速发展，山东提出

了几点对策，为当时小纸厂的发展提出了方向。虽然距

离这些观点的提出已经三十余年，但许多观点对我国目

前造纸行业发展仍然十分适用。首先，小纸厂的发展符

合客观要求，对部分现有小纸厂进行技术改造以快速取

得经济实效，要比直接取缔更加合适；第二，要区别对

待，择优发展，分情况调整和改造，合理布局分工和品

种，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小厂，再考虑进行关、停、并、转；

第三，发展商品浆，充分利用各种纤维原料和各种纤维

特性，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纤维配比；第四，注重开展化

学助剂的研究和使用，利用化学添加剂的各种特性，改

善抄造条件和纸张性能；第五，积极治理污染，进行环

保升级，并因地制宜开展污染治理工作；第六，依靠科

学技术进步在非木材纤维制浆、技术装备上有所

突破，提高效率，节约能源。

治理污染，是小纸厂生存发展的前提

山东小纸厂大多以麦草等草类纤维为原料，

蒸煮废液处理是核心。当时制浆方法主要为碱法

（含硫酸盐法）和中性亚铵法（含氨法）。

亚铵法限于当时不锈钢材料短缺，蒸煮设

备在控制pH值为中性时，经测定仍有一定程度

腐蚀。轻工业部安排轻工机械厂试制内衬不锈钢

蒸球，但复合技术难度大，曾出现“夹层现象”，

在山东泰安等厂试用，但不易推广；此外，蒸煮废

液经北京农大及德州土肥研究所配合试验，可作

肥料，但存在农作物生长使用有时间性，与工业

生产连续排放的矛盾。虽然组织在泰安地区利用

当地条件采取“灌贮结合”并与农田水利工程配

合，但因工程大，小纸厂难以承受处理费用，纸厂

发展规模只能根据当地废液消化情况而定，不可

过大。泰安等纸厂对亚铵法进行了全面试验与研

究，并取得一定成效，轻工业部组织在泰安召开

过推广会。

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型造纸企业的厂房建筑

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的老造纸厂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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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法制浆蒸煮黑液处理对于木材纤维原料采用碱

回收是成熟有效的措施。对于草类纤维原料（以麦草为

主），轻工业部在70年代初期对于年产5000吨小厂安排

了15套碱回收装置，山东有2套安装在山东造纸总厂西

厂及北镇造纸厂（滨州地区）为试点。改革开放初期在

北镇造纸厂进行了试机，发现黑液燃烧热值不够，需补

充较多木材等助燃。组织该厂碱回收负责人赴原设计单

位进行调研，发现对麦草黑液燃烧值测定有误，致使热

不平衡，无法正常运行，为轻工业部提供了资料，决定草

浆厂碱回收规模起点为年产纸浆万吨。继而又承担了

年产万吨碱回收试点任务，按设备配置不同分别在德州

和安丘两造纸厂进行试点，为行业提供经验。

因地制宜发展，合理规划布局

那时，山东省造纸行业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以

原部属山东造纸总厂为代表的济南、青岛、潍坊、烟台

等城市国营纸厂以品种著称，纸类品种多、品质好，产

品研发走在全国前列。首先或独家生产羊皮纸、电报条

纸、画报纸、字典纸、邮票纸、卷烟纸、邮封纸、玻璃

纸、海图纸、陶瓷贴花原纸、装饰纸、表层纸、底层纸、

蜡光纸、皱纹纸、花叶纸、纱管纸、真空镀铝纸、高光泽

铜版纸、压花铜版纸、打字蜡纸原纸、机制书画纸、转

移印花原纸、钢纸等多个纸种，可用“高、精、尖”来形

容，这是山东造纸的优势、发展的重点。

当时山东城市大型国营纸厂的发展与国家、山东

省的积极扶持密不可分，国营纸厂是行业重点支持技

改单位，重点为产品升级优化，进行技术改造和新项

目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省厅频频组织国外技术交流，

并组团赴国外考察，帮助城市的国营造纸厂引进先进

技术和设备，实现产品升级及新产品开发，如引进卷

烟纸生产线、铸涂纸机、纸塑复合墙壁纸生产线、铜

版纸压花机、卫生巾生产线及配套无纺布生产线、纸

浆模塑生产线等，得到轻工业部的大力支持和造纸局

的好评。

对于蓬勃兴起建设的县办纸厂采取择优发展、具

体帮助的方针，充分利用非木材纤维原料的优势，引导

生产凸版纸、胶印书刊纸、高强瓦楞纸、箱板纸等大宗

产品。特别是配合轻工业部、商业部联合改水果包装由

藤筐为纸箱的变革试验，不仅达到了减少水果损坏、提

高运输效率的效果，而且纸箱需求增加，促进了县办纸

厂发展。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一批小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

壮大起来，而许多大企业却销声匿迹，曹珍仪认为，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大型国营

企业和高水平产能都集中在济南、青岛、潍坊等大城

市，有的建在市区，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第二，在市区

内，对市区水源、环境造成一定污染，例如当时济南某

纸厂就因为靠近大明湖、趵突泉和民用水厂而撤离，这

类问题在当时并不罕见；第三，国营纸厂体制问题。造

成以后城市及许多县办纸厂并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一

些小厂后来居上，有的目前已经逐渐发展为省内十强企

业。

原料开发仍需高度重视，放在重要位置

现代造纸纤维原料多用木材，我国木材量少，且集

中在东北林区。国家已采取“林纸结合”方针，开发木材

资源，一度形成“南桉北杨”。山东无自产木材可用，历

史上形成利用非木材纤维原料多品种，沿用蔡伦发明造

纸用的破布、旧渔网、麻袋、鞋底、桑皮，以及棉短绒、

地笼花、稻草、麦秆等。

随着改革开放，开始将原料开发提到日程，特别是

1982年轻工业部组织“晋冀鲁豫”棉秆攻关，山东承担

了阳谷5000吨/年棉秆箱板纸试验；滨州纸厂（原北镇

造纸厂）1万吨/年棉秆浆生产线试验；以及齐河造纸厂

引进斜管连蒸、“不瑞斯特”成型器、3万吨/年箱纸板

生产线（后被晨鸣纸业收管）。

以后以陵县造纸厂为点又进行了红麻利用开发和

日照水杉木的开发利用探讨，以及废纸利用研究。

鉴于山东造纸原料不足，且所需原料品种特别多，

因此，曹珍仪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除木浆之

外，行业也应该将其他新纤维原料的开发放在重要地

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与当前行业市场发展趋势相

吻合，只有解决了原料问题，才能进一步减少行业发展

短板，使山东造纸行业的发展收获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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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纸业正名，为可持续发展献策
⊙ 福建省纸业协会名誉会长  郑宝琛

编者按：郑宝琛先生从事纸业50多年，工作地点遍布山东、天津、福建等地，工

作单位历经生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管理，丰富的阅历使其思考问题的

方式方法往往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下文便是一例。

起步于山东的工作经历，使郑先生与《中华纸业》有着特殊的情感，工作期间为

《中华纸业》撰稿40余篇（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听说出版《中华纸业》特刊，便欣

然提出“写自己最拿手的内容”与纸业同仁分享，为纸业正名，为纸业的可持续发展献

计献策。

1

9

8

1

郑
宝
琛 

郑宝琛先生，1945年6月出生，籍贯福建省福州市，高级工程师。1963年8月～1968年7

月，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制浆造纸专业学习；1968年～1980年的8年，山东省梁山县造纸厂

工作，任生产技术科长等职；1980年8月～1983年7月，在天津轻工业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师从隆言泉教授；1983年7月～1991年8月，山东轻工业学院任教，任讲师兼教研室主任；

1991年8月～1998年1月，福建省造纸工业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主持日常工

作，并兼任福建省造纸工业公司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1998年1月～2016年11月，先后任福

建纸协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6年11月至今，任福建纸协名誉会长。

从1963年进入天津大学造纸专业至今（2019年）的57年内，一直在中国造纸业工作。

考察过西班牙、法国、瑞典、芬兰、丹麦、加拿大等国造纸工业；参加过国家海外专家局举

办的在瑞典制浆造纸研究室进行的工程师培训班，学习北欧最新制浆造纸工艺装备；参

加过福建省轻工厅举办的赴加拿大学习造纸自动控制的工程师培训班。2016年评为福建

经信智库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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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人对全

人类的巨大贡献。公元105年，蔡伦祖师爷向东汉朝廷

献上一批古纸，标志着中国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政府公

文用纸，标志着竹简和丝绸记事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

中国开启了人类用纸记事的新纪元。从此，造纸业在中

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发展，至今将近两千

年。纸的问世，推进人类社会向文明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使文字记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时空文化技术交

流成为可能，直接推进了水墨书画、祭祀文明、活字印

刷、商品包装等行业诞生和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大国都有先进的造纸

工业，造纸工业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

展水平。中国造纸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

位。今天，中国造纸工业发展到产业结构调整期，有人

（有媒体、也有一些经济工作者等，基本上都不是造纸

人）开始唱衰造纸工业，这种言论有碍于造纸工业的发

展。俗语说：“唾沫淹死人”，应该给予澄清，让事实真

相大白于天下。中国造纸工业一直在健康发展，其发展

质量还会继续不断提升。

中国造纸工业发展概况和遇到的问题

中国造纸工业（造纸及纸制品行业总称）是全球

造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17年，总资产1.46万亿

元，年主营业务收入1.48万亿元，年纸张生产总量11130

万吨，年纸张消费总量10879万吨，约占全球的四分之

一。我国的造纸工业产品品种、产销能力已经能够基本

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的需求，个别品种还有过剩。中国造

纸工业要为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提供必需

的消费品，还要为工业农业、科技事业、国防军工提供

大量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性原材料。同时，造纸工业与出

版印刷业、各类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包装物流业、电

力能源产业、森林森工产业、环境保护产业等等紧密相

连，互为原材料、技术装备、产品服务的提供方和消费

方，密不可分，是俱荣俱损的关系。造纸业受损，这几个

行业也都好不了。切勿忘记，建国初期，西方封锁中国

时，电容器纸、电缆纸、海图纸、新闻纸、纸袋纸、人民

币纸等等都是西方严格封锁的内容，当时弄得我们很难

受，现在我们崛起了，但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门类齐

全是中国工业经济产业的特色，是令我们竞争对手望而

生畏之长处，是我们敢于正面直对竞争对手的底气，强

大的造纸工业是不能缺失的。

造纸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是低端产业。中国

造纸工业居全球之首，靠的不是小土群，中国造纸工业

依托当今世界上最新基础科学成果和制造技术，包括植

物和微生物科学技术、新型材料和化学品、电子计算机

和现代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等等。同时，造纸工业又是这

些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市场和应用场所，是现代科技的

需求方，造纸工业现代化还能够为各门类的科学技术发

展增添新的内涵，提供新型原材料及产品和服务。中国

造纸工业是资金、原料和产品大进大出的行业，是高技

术行业，认为“造纸工业很简单，不足道，没有它也无所

谓”的看法，不符合现今事实。

中国造纸工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唱衰造

纸工业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曰造纸工业污染环境。

这件事主要是历史问题，已经在造纸工业发展过

程中大体解决，并在继续完善之中。以前，造纸厂大都

设在不断蔓延后的城市范围之内，臭气未经处理随意排

放，附近居民称之为“造纸厂放P i”（放气）；造纸污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到江河湖海之中，使水面漂浮着一片片

泡沫，被称为放鸭子；造纸厂固废到处堆放，给附近居

民造成诸多不便。

自从1998年工业零点行动以后，随着政府对工业

污染物防治力度不断加大和造纸企业在污染物防治方

面投入不断加大，情况已经根本改观。很多造纸厂已经

逐步迁移至工业区，工业三废由开发区统一处理处置，

到工业区去已经成为造纸工业发展方向，还将继续进行

下去。造纸厂的废水、废气、废渣均有严格处理处置规

定，不允许造纸厂将未经处理达标的三废排入环境，造

纸厂放气、放鸭子现象早已一去不复返。实际上，所谓

造纸工业污染，主要是水污染，造纸工业污水排放量曾

比其他工业大很多。工业生产绝大多数都是有污染问题

的，造纸工业对大气污染和固废污染从来就不比其他行

业严重。现在很多造纸厂没有配置锅炉，使用的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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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统一配给的蒸汽和清洁能源天然气，不存在大气污

染问题。

有关统计数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2006年至2015

年十年间，中国造纸工业纸和纸板生产量由6500万吨

上升至11130万吨，增长71%；纸浆生产量由5204万吨

上升至7984万吨，上涨53%。在此同时，造纸工业废水

排放总量减少37%、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减少了

78%。

目前，从总体上讲，造纸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已经

改观。中国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治理技术是全世界最先

进的。中国造纸工业水污染物防治标准是全世界最严

格的，严于世界银行EHS导则，严于欧盟BAT导则，严

于美国EPA导则。即使是发生意外个案，中国政府也是

紧抓不放，纵观中国造纸工业，环境事故个案是非常少

的，而且总体向着越来越环保的方向发展。

二曰造纸工业大量消耗木材，严重消耗森林资

源。

造纸工业使用木材以及非木材植物（竹、芦苇、麦

秆、蔗渣等）作原料，这是事实。但是这些都是可再生资

源，是越用越多的，不用才会衰败的，关键是掌握“度”

的问题。木材来自森林，森林分为生态林和经济林两

种，中国的生态林是不允许为了经济利益而砍伐的，生

态林建设维护需要的资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国家财政资

金主要来自第二产业，没有工业和建筑业缴纳的税收，

就没有国家财政，发展第二产业，才能保证生态林建设

维护所需要的资金供给，生态林才能存在和发展。经济

林是各经济单位自己负责的，木材卖得越多，业主经济

收入高，经济林建设资金才会有保证，经济林才能得到

发展。不要担心木材砍伐多了，森林覆盖率就降低了。这

方面国家监管得很严。

因经营管理不善，曾是全国知名的八大新闻纸厂之一的福建南纸股份有限公司，没能实现永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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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纸和纸板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以造纸林为例，如果造纸林规划砍伐周期是7年，

造纸林地每年能够允许砍伐的最高指标值只是整个林

地面积的七分之一。换句话说，造纸林地总是必须保持

七分之六的林地面积是有林地，这一计算，森林覆盖率

就是85.7%，这个数据远高于目前位居全国第一名的福

建省森林覆盖率。另外，在此补充一个常识，中国造纸

工业用的木材，主要不是原木，而是木片。木片是用各种

不中用的木头、砍伐树木以后剩下的枝丫材、林区间伐

材、木材加工厂下脚料、林区垃圾等切削出来的产物。

从这一点看，造纸工业就是林区的清洁工，是专门打扫

处理林区垃圾的。不要害怕造纸厂偷偷地使用原木，原

木是建筑业、家具业和艺术品加工业用的原材料，价格

比木片高几倍，造纸厂用不起。举例说明，1963年福建

省南平造纸厂在南平市郊创办了一家国有造纸林场，占

地面积700公顷，种植马尾松和美国南方松，由于年头

长了，有好原木待伐，纸厂舍不得使用，专门派人去联系

木材经销商，以好原木换木片，供造纸使用。

实际上，造纸工业用木材非常少。中国造纸工业

原料结构是废纸63%、木浆31%、非木材纸浆6%。在这

31%木浆中，进口商品木浆占67%，自制木浆只占33%。

在自制木浆中，进口木片还占了大头。就算是用了中国自

己的木材，其中绝大多数还是间伐材、枝丫材、竹木加工

厂下脚料和林区垃圾等。目前，我们的造纸企业有51家

获得CFCC/PEFC认证，其中包括4个纸材速生丰产林

基地；有1022家制浆造纸企业通过了FSC森林认证。

所以说，中国造纸工业“大量消耗木材，严重消耗

森林资源”之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问题，是子虚乌有

的问题。麦秆是农业副产品，造纸工业要是不用，其他

行业没有能力真正完全解决麦秆出路问题，燃烧麦秸污

染大气，毁坏行道树等行为就难以解决。芦苇、竹子之

类非木材植物不砍伐不收割就长不旺，这是众所周知

的常识，本文不再展开。

三曰造纸工业产品已经进入衰退期，造纸工业没

有发展前途。

中国造纸工业是已经进入衰退期了吗？我把近40

年来，造纸工业主要产品（纸和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

量与相应年份关系，整理成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造纸工业正处于成长期

和成熟期之间，是非常好的发展时期，是不能错失的良

机。造纸工业有好几百种产品（世界各国造纸产品品种

计算方法不同，有资料说纸有2000多个品种），确实有

进入衰退期的产品，不过很少，例如新闻纸，其产品生

命周期分析见图2。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在2008年以前，新闻纸产品

需求量迅速发展，属于成长期；2008～2010年，产品需

求量保持高位运行，但没有增长，应属于成熟期；2012

年以后，需求量迅速滑落，确实是进入衰退期了。这是

因为报纸是一种传统媒体，已经被新媒体替代，消费者

已经放弃以报纸作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新闻

纸市场需求量迅速下降，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规模迅速

缩小。所以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中，许多新闻纸产销企

业已经转向其他产业发展。留下少量新闻纸生产企业，

正在提高效率、提质降耗，过紧日子，并积极寻找开拓

突破目前困境的方案。目前新闻纸已经不是中国造纸工

业的主要大品种了。中国纸业有那么几个品种进入衰退

期，可是我们整个大行业依靠科技创新，已经开发出许

许多多的新品种，此消彼长，所以整个中国造纸行业发

图2  中国新闻纸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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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建南纸形成鲜明对比，同为上市公司的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福建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展是良好的，正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造纸工业污染环境问题已经大有改观，

并在继续完善。造纸工业大量消耗木材、严重破坏森林

资源问题，从整体面上谈，是不存在的问题。目前正是

中国造纸工业运行和发展的良好时期，希望社会洞察真

相，排除奇谈，抓住机遇，与我们一起为国家制造业发

展出力。

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

转变，中国造纸人正承受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砥

砺前行

拿2000年不倒翁行业，去与一些生存期几年不到

的短命鬼行业比生命周期，有欠科学和公平。后者就是

瞬间能赚巨款，也只是一种用来吸引外来人投机的手

段，没有为国家增添财富和提升国力的实际意义。外界

唱衰造纸工业，造纸人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造纸工业

要讲究持之以恒、天长地久，追求一夜暴富的人，不适

合于从事中国造纸行业。

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

设是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保护生态环境是我

们造纸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新时代国家产业政策

强制要求我们造纸工业在产销全过程都要保护生态环

境，人民群众监督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自己都生活

工作在造纸厂里，不搞好造纸厂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受

害最深的是我们自己，造纸厂的员工也不允许我们造纸

人忽视生态环境建设。

国家发布实施的《造纸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等一系列产

业政策，指导和管控着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确保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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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产销运营和建设发

展。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生态环保部经常检查督查造

纸产业政策执行情况。除此之外，各省市地方政府还有

权出台更加严格的标准指标，要求造纸厂做到达标排

放。例如，国家环保部发布实施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544-2008），这个标准是当今世界最严格

的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很多省份还是出台了比

GB 3544-2008还要严格的排放标准。例如，福建省就

出台了DB 35/ 1310-2013标准，几乎所有污染物排放

指标都成倍地严格于国家标准。为此，中国造纸工业每

年新增的废水处理设施有3000多台套，新增的废气治

理设施有4000多台套。仅仅造纸厂废水治理设施运行

费用每年要花费60多亿元，造纸人全都默默地承受着。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非常关注造纸工业水污染问题，因

为非木材纤维原料制浆水污染物产生量大，治理困难，

造纸工业非木浆使用量占比已经降到不足6%。

近十几年来，废纸制浆快速发展，替代原生纤维原

料制浆，成为中国制浆产业的主角。目前，在我国造纸工

业纸浆原料年消费量中，废纸浆占63%，这些废纸浆中

67%来自国产废纸。国产废纸不利用，就是产自中国的

垃圾，有人发布过资料，证明生活垃圾中大半是作废的

纸和纸制品。由于中国造纸工业一直大量不停地回收使

用废纸，使废纸的价格一直维持在对收购者有利可图

的区间运行，中国废纸回收产业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很

大很强的产业。中国的废纸收购系统是中国所有固体废

物回购回收系统中交易额最大、发展最完善、运行最好

的系统。由于废纸制浆污染物产生量比原生植物纤维原

料制浆小，处理较容易，所以废纸制浆替代原生植物纤

维原料制浆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了。由于我国每年有200

多万吨纸和纸板净出口量，还有大量纸箱纸盒等纸制

品随出口商品走出境外，换句话说，中国每年纸和纸制

品出国有2000多万吨，所以每年需要进口废纸2000多

万吨来补充纤维原料的不足。

近年来，国家已经把注意力放在国土资源保护方

面，认为废纸中的杂质（废塑料、废金属、废柴禾、各种

垃圾等）进入环境对土壤存在污染问题，除要求造纸厂

固废处理处置要严格合规外，还要尽量限制外国废纸进

口。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随后又发布一系列

文件，限制废纸进口，其中很多是很超前的，例如废纸

含杂率不超过0.5%的规定等，不但是中国纸业难以做

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做不到的。进口废纸是需

要逐批次批准审核的，每批都要落实到具体进口废纸

种类、数量、使用企业名称和到达港口等细项，以便在

万一出事的时候追究责任。2018年，外废进口核定量大

概在2000万吨左右，但因为政策把控从严等原因，实际

的进口数量在1500～1600万吨之间，大量已经到达中国

指定港口的废纸，因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被退运。说句

老实话，外废相对于国废，质优价廉，但是为了国家的利

益，造纸人默默地承受了这方面的经济损失。

国家发改委还计划2020年后，停止进口废纸。这种

政策的实施，势必给造纸工业造成更加严重的原料不足

问题，但是为了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造纸人还是

承受了这一切。目前，有一些造纸人正在积极探索非木

材原料绿色制浆新技术，以便在获得纸浆资源的同时，

大幅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还有一些人正在探索

“到国外建设制浆厂，将原料制成洁净纸浆后，运回国

内造纸”，这是一种新的运营模式，有利于避免制浆生

产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克

服这些新政策引发出的种种困难，在积极地承受着产业

转型的阵痛，埋头苦干，砥砺前行，维持着造纸工业的

正常运行和永续发展。

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众志成城，依靠科技创新，

在践行转型升级过程中，让中国造纸工业更上一

层楼

造纸工业产生的污染物是可以防治的，但是防治

是需要代价的。防治污染物的设备设施是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的，还需要大量的运行资金和维护维修资金来

支撑，造纸人已经为此付出很多，也希望社会予以理

解。目前政府、社会和民众的要求不断提高，造纸工业

环保投入不断增大，除加大正常的环保设备设施投资

和运行费用外，还包括加大造纸工业环境保护的科学研

究和科技创新费用。社会对工业的环境要求层出不穷：

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都是好说难

做的事，造纸人在贯彻实施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实实

在在的工作，造纸厂整改需要技术、资金和时间，造纸

厂所在工业区整改也需要时间。造纸厂被各种各样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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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拖着走的情况时而有之。我们一直在想能够走在政

府、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前面，争取主动，但时常心有余

而力不足。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都要坚定信念，下定决

心，在践行转型升级过程中，满足社会对造纸工业环境

保护的要求。我们坚信最终能够满足社会的要求，因为

我们有独特产业发展优势。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造纸工业是具有天然的绿色

属性和明显的循环经济特征。造纸工业使用的原料是

木片、蔗渣、麦秆、芦苇等天然可再生资源。生产这些原

料的生产过程，就是自然界天生的固碳和固热过程，就

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造纸工业的另一种原

料是废纸，废纸就是纸张使用之后的产物，利用废纸作

原料，就是一个从原料到产品，又从产品使用、到产品

的原始使用价值丧失、再到进入重新制造产品和再使

用产品的循环过程，这些都属于造纸工业外循环过程。

现在我们要干的事，就是把造纸工业与生俱来的绿色、

低碳、可循环发展的特性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形成全

周期更加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体系，以提高行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使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到社会各方面认可的水

平。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在国家政策的严格要求和正

确指导下，在现代科技进步的推进下，造纸工业生产过

程已经基本实现了原料资源和能源高效利用的要求，

基本实现了“三废”全部处理处置和充分循环回用的要

求。目前国际上先进的造纸技术和装备集聚中国，造纸

工业70%以上产能的技术和装备水平达到国际先进甚

至领先水平。同时，可以看到在中国造纸厂内部，原料、

中间产品的生产全过程都在进行着内循环，实现了原料

和过程“废物”的充分利用，实现了以最小的资源能源

消耗，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目的。例如：中国造纸厂

的制浆黑液碱回收，能够同时实现碱、热能、石灰循环

利用；造纸热电厂已经实现热能梯级利用，低压蒸汽供

制浆造纸使用，高压蒸汽供发电使用；造纸厂已经实现

了造纸车间废水制浆车间使用，制浆车间的纸浆洗涤用

碧水蓝天同辉——现代大型制浆造纸企业“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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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全程逆流使用，洗完纸浆的废水还能用来洗涤制

浆原料；在造纸工业耗能最大的纸张干燥过程，普遍是

分段用汽，高压工序蒸汽用后供低压工序使用，所有节

点都不能用的蒸汽或冷凝水回锅炉再生……。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

先以用水为例说明。造纸工业吨纸用水量，1999年为

103.4立方米，2006年降到57.6立方米，下降了44%；到

了2015年，又下降到22.1立方米，比2006年下降了61%，

比1999年下降了78.6%。再以造纸工业排放的水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COD）为例说明。1999年，吨纸COD排放

量为102千克；2009年，下降到23.9千克，下降了76%；

2019年，又下降到3.1千克，比2009年下降了87%，比

1999年下降了97%。最后以造纸工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SO2计）为例说明。1999年，吨纸SO2排放量

为10.6千克；2009年，下降到6.6千克，下降了38%；2019

年，下降到3.4千克，比2009年下降了48%，比1999年下

降了68%。中国造纸工业由于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现

代科学技术，目前造纸工业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资源可循环、低能

耗、低排放的目标，实现了可在自然界碳循环的绿色工

业体系。

目前看来，似乎可节约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是我

们仍将持之以恒，继续依靠国内外最新开发出来的科技

成果，在节能减排方面继续寻找可挖潜的余地，争取百

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第三，中国造纸工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基础

好实力强的造纸企业利用最少的资源能源消耗，为国家

创造最大的财富。近十年来，中国造纸工业已累计淘汰

落后产能4000多万吨，产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大型强

势企业有能力投入更大的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装

备，把造纸能耗物耗降得更低，把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

度降得更低。

国际环保主义者提出，植树造林是一个固碳过程，

但是一旦林木进入腐败或被燃烧过程，碳和热能又会

重新进入环境之中，只有把它们做成高档收藏品或做成

纸和纸制品，长期保存，才能真正达到固碳和减缓温室

效应的效果。因为纸质艺术品能够保存两千年，比如说

敦煌的纸质艺术品至今还基本完好就是一个例证。

第四，各地区发展造纸要注重实事求是

中国疆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

大型造纸企业较多，这是中国造纸工业的主力军。经

济落后地区，造纸工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一条出路。

中国的造纸产业政策，全面考虑了这些问题，形成的条

文，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在实际运行中，地方

政府可以加码，但是要实事求是。这里有个认识误区，

需要提醒注意，造纸工业的企业规模不都是越大越好。

生产大品种的纸企要讲究经济规模，往往是越大越好。

生产薄页纸特种纸的企业，讲究的是新特奇，讲究的是

原料、技术和产品的开拓创新能力。经济落后地区，发

展造纸工业，讲不起大规模，就要走新特奇的道路。目

前有的经济落后地方，大的造纸厂上不起，小的造纸厂

全毁掉，造成没有必要的经济损失。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造纸工业发展至今，产销运营和行

业建设一直表现良好，其在发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没必要停下或减

缓发展速度来解决。中国造纸工业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

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

就。随着社会的要求越来越高，造纸工业还会继续不断

地加大力度，满足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造

纸工业绿色发展课题非常复杂，工作量非常大，有资金、

技术、时间等等方面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造纸工业应

该努力去解决，社会也需要给造纸工业一个时间来解

决。在全球经济发展都遇到困难的时期，需要给予造纸

工业多支持、多帮扶、少责备，造纸工业才会越来越好。

40年前，在《中华纸业》杂志前身《山东造纸》创

刊之时，洛阳纸贵，一纸难求。福建省南平造纸厂有人

到北京出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等我国主要

报刊有关领导要到机场接送，好话说尽，只为了要得到

几张新闻纸。今天，4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中国造纸工

业已经能够满足国民种种需求，还有一些产品品种产能

过剩，使造纸产业结构进入调整时期，资源能源消耗和

生态环境保护成了优先考量的因素，走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成了我国造纸产业发展要务。旧船票上不了新船了，

在纸言纸，让我们都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唱衰的调子，共

同促进中国造纸工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更上一层

楼，促进中国造纸工业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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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彬：山东造纸最早辉煌的见证者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张洪成

刘世彬先生（中）和其夫人朱峥女士（左）

在家中与本刊记者交谈

刘世彬先生，高级工程师；1954年毕业于华南工

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毕业后到山东

造纸总厂工作，1979年调至山东省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

（现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任总工程师。曾任

山东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山东造纸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

秘书长（之前是山东造纸学会筹建组成员）、第二届理

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造纸学会理事、山东省科

学技术协会会员、山东省工程咨询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职。1994年退休。

编者按：刘世彬1982年在《山东造纸》（《中华纸业》前身）发表“印

刷纸的适印效果及其控制》”，是《山东造纸》创刊后最早的一批作者。他

长期关心支持《中华纸业》的发展，曾任《山东造纸》编委会副主任，退

休后长期为杂志社从事审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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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后，本刊记者专程到刘世彬先生位于上海的家中拜访，听他说起从事造纸行

业的那段往事。

山东纸业最早的辉煌

提起今天的山东造纸工业，在

全国是家喻户晓、业内公认的大省

和强省，不但纸和纸板产量、主要

经济效益指标连续二十多年位居

全国第一，而且还诞生了像晨鸣、

太阳、华泰、博汇、世纪阳光这些国

内20强、全球100强的大型造纸集

团。不过要说起山东造纸最初的辉

煌，还要追溯到山东造纸总厂研发

特种纸的时代。

山东造纸总厂始建于19 0 8

年，至今已经有111年历史，它是山

东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机制纸厂，

是山东造纸工业的发端，也是中国

造纸工业的先驱，曾是轻工业部的

直属企业。刘世彬大学毕业后就来

越南设计人员和中国小朋友在一起越南实习团全体人员（前排右二为团长）

山东造纸总厂试制新产品时，技术人员在研究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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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工作，从事特种纸和工艺技术的研发，代表产品就

是薄画报纸。刘世彬介绍说，薄画报纸在当时主要用于印

刷《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这样的中央媒体刊物。薄

画报纸要求纸面细腻、适印性好、不掉毛掉粉、印后画面

色泽鲜艳、层次分明、不透影透印。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

企业能够生产这种纸，只能用80克/平方米纸，这样就给

画报的航空运输增加了巨额的运费，故轻工业部下达了试

制薄画报纸的任务。为了开发薄画报纸，他参与了从原料

选择、蒸煮条件、打浆工艺、填料辅料等试验研究，逐一

克服了制浆、抄造、印刷上的难点，例如解决了因使用碳

酸钙而影响施胶度的问题。最终，在长网多缸纸机上试验

成功，生产出65克/平方米薄画报纸，成为国内第一家生

产该产品的企业。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这种薄画报纸作为

《人民画报》的专用纸，该产品也获得了国家新产品一等

奖的荣誉。

除了薄画报纸，刘世彬还参与了海图纸、装饰纸、表

层纸等多个产品的研发。刘世彬介绍说，海图纸是轻工业

部下达的军工项目，用于制作海洋地图，供军舰和轮船使

用，要求印刷性能好、尘埃少、施胶度高、湿变形小、耐擦

性好。他们从原料入手，采用了新布条的蒸煮新工艺、在

纸浆中添加湿强剂等措施，当时没有生产化学助剂的，就

自己开发湿强剂和氧化淀粉，最终研发成功。山东造纸总

厂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海图纸的企业，该产品获

得了国家新产品二等奖。卷烟纸是山东造纸总厂在国内

较早生产的产品之一，刘世彬不但参与了改进卷烟纸质

量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承担了国际交流合作的重任。据刘

世彬讲，“当时邻国越南想建立他们的第一家卷烟纸厂，

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帮助，政府就指定山东造纸总厂作为

技术交流的指导单位。1960年，越南派了由七位设计人员

和一位翻译组成的实习团来到山东造纸总厂，我则全程

负责了他们的实习和交流。每天上午为他们进行理论教

学及介绍卷烟纸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下午他们到卷烟纸

车间实习。历时六个月，他们在回国之后，依靠山东造纸

总厂的技术，在越南自己设计和建立起第一家卷烟纸厂

刘世彬等老一辈造纸工业者，亲历过全国包括山东的快速发

展，也见证过辉煌成为历史的企业。群星纸业就是一例，早期

的上市公司，曾位列全国前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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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投入生产。”

除了以上产品外，山东造纸总厂生产的特种纸还包括钞票纸，用于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

的印制；电子计算机纸，用于我国成功试射的第一枚洲际导弹，还有发票用的拷贝纸以及纺织

行业使用的红羊皮纸等等。

刘世彬从事造纸工作40余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一定要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创新。过去

研发出一个新产品后，他们都要亲自到客户工厂去听取意见，根据客户的需求回到纸厂再进

行改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只达到质量标准是不够的，一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完

善。”正是因为这样的严要求，才有了山东造纸总厂曾经的辉煌。

造纸老兵不忘纸业发展

虽然退休已经25年，但是刘世彬仍然关心着造纸行业的发展，已经88岁高龄的他，对现

在行业面临的废纸限制进口、原料价格波动、以纸代塑等热门话题都了如指掌。

刘世彬在工厂工作时，很大精力就是对造纸原料的研究开发，刘世彬坦言：“当时的中国

造纸行业主要问题是缺乏原料，木浆也很紧缺。”他们从大麻、苎麻、新布条到废渔网、麻绳

头、废麻袋、布鞋底、布鞋帮、旧棉花、破布及田菁、毛白杨、废木片、棉秆皮、罗布麻、龙须草

等，只要是能造纸的几乎都拿来做过研究。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中国纸业缺原料的难题还是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只靠木浆和废纸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开发新的原料品种。”刘世彬说。他

建言山东作为种棉大省，要积极利用棉秆等农作物原料，在蒸煮制浆工艺、污染治理技术上实

现突破。

谈到未来，刘世彬很看好纸质包装的前景。他回忆年轻时，包装材料最初都是用的纸制

品，后来塑料的便利性和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塑料代替纸成为了包装的主流。而现在，纸质包

装因其可回收和降解等环保优势重新获得认可，以纸代塑成为趋势。“相比塑料，纸质包装成

本高、强度差、耐水性差这些缺点正在改善。现在看着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创新，未来就会变

成可能。”刘世彬信心满满地说。

采访后记

“没有实践经验，实验设备简单，抄纸样都要手工操作。”这是刘世彬先生在采访中提到

的过去企业研发新产品时的场景，与现在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但是就是在这样全方面落后的

背景下，刘世彬等这些老一辈造纸人，克服重重困难，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祖国的造纸事

业，为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聊起过去的造纸故事如数家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饱满造纸

热情和不减的纸业情怀。虽然已经远离造纸一线工作很久，也不再参与《中华纸业》的审稿

工作，但是他为行业和杂志做出的贡献永远是值得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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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 追梦前行 推动造纸实现高质量发展
⊙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 

1

9

8

3

李
建
华 编者按：华泰纸业的发展史，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污染环境到绿色发展，成功企业的背后，有一个智慧英明的企

业家。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就是制浆造纸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1983年，创刊不久的《山东造纸》总编辑任永森访问过华泰，记得李总当时说过

一句简单而朴实的话——“要一心一意把造纸这份事业干好，让企业红红火火地经

营下去，给自己和老百姓谋一份出路。”

李建华先生，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兼任全国工商联执委、纸业商会会长，第九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第

十三届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制浆造纸及其关联领域的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实践，其主持研发的“废纸制浆造纸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应

用”被列为国家级技术创新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华泰集团连续15年蝉联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荣获4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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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纸业》杂志创刊40周年，也是华泰集

团创业43周年，纸媒与纸企鱼水一家，我们携手同行，

一起走过了中国伟大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40多年。多年

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在传承和振兴中华

民族纸业的道路上同行共进，在这张纸上共同写下了

精彩篇章。

回望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华泰集团从一台

国企淘汰的破旧二手造纸机发展起步，走过一无技术、

二无资金的一穷二白艰难岁月，经历了国际垄断、市场

浮沉、金融风暴等冲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

我们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进步和发展，也从一家默默无

闻的小造纸厂跃居成为全国造纸龙头企业。40多年围

绕造纸主业以一贯之地开拓创新，历史以经验告诉我

们，做实业要坚守初心，持之以恒地发展创造，才能守

得云开见月明。

不忘初心，造纸是为造福一方百姓

1976年，华泰集团在大王镇成立时，仅有一台二手

落后的小造纸机。尽管刚开始生产经营异常艰难，面对

当时风雨飘摇的市场环境，能够脱离日复一日在土地上

进行耕耘的命运，已经让人感到非常幸运。到现在还依

然记得那时心里就一个想法，要一心一意把造纸这份事

业干好，让企业红红火火地经营下去，给自己和老百姓

谋一份出路。

创业过程非常艰难，不懂技术就只能到附近的造

纸厂“拜师学艺”，我们住在菜地窝棚里，帮师傅干脏

活、累活，用自己的行动感动师傅，才掌握了造纸技术。

那时，物资比较匮乏，我们没有调拨的烧碱原料，就去

齐鲁乙烯刷罐，把废碱水拉回来蒸煮麦草；也没有氯

气，到处奔波到青岛化工厂求人去买回来；运煤机坏了

联系不到维修师傅，就自己背着煤爬到十几米高的煤斗

上倒进去；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住在车间里，靠着一点一

滴的摸索积累，终于掌握了扎实的造纸技术。

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80年代初期，周边

不断有造纸厂因为经营不善停产、倒闭，如果观望不思

进取，等待我们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当时我们想到的只

有坚定信念加快发展，才能在困境中取得一丝生机，更

何况若扩大生产规模，就会给周边的老百姓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增加一份收入，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些。我们大胆收购了邻县两台停产闲置的纸机，凭着苦

干、实干，两台纸机相继投产后，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一下

子扩大了5倍，才逐渐度过艰难的创业阶段，为后来的跨

越发展奠定基础。

企业从小到大地成长起来，职工增加了收入，周边

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富裕，我们受到了政府部门、周边百

姓和公司职工的支持。这些变化也进一步激励着我们

要开拓创新，只有把企业做强做大，才能更好地回报社

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和信赖。至今回想起来，那段艰难

的创业岁月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后来经历

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公司在每一个跨越

式发展的过程中，都给予我们鞭策和鼓励。创业那么难

的阶段都能熬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应该迎面而

上，而不是退缩不前。

坚定信念，立志造出国际一流纸张

回顾过往的40多年，感恩国家伟大改革开放的机

遇，让我们参与了中国造纸近代史以来巨大的发展变

革，可以说华泰集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就是

一部记载中国造纸发展进步的教科书。

在发展中，我们始终不断超越，一切围绕市场需

求，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纸，我们就为之不懈努力。我们

从80年代生产有光纸、生活用纸，到90年代生产双胶

纸、牛皮挂面箱板纸、轻涂纸，新世纪以来生产新闻

纸、铜版纸、文化纸、特种纸等。建厂40多年，我们生产

过的纸张品种规格达到几百种，这些产品有的名称没

有变化，但是纸张的规格和特性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许多纸张在时代进步中被淘汰，又有许多新型纸张被研

发出来。纸张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我们华泰集团从56万

起步到如今销售收入达700多亿的突破，也是中国造纸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材料所反映出经济状况的“晴雨

表”。

虽然造纸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在新世

纪之前我们长期落后于世界同行。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

策，让我们走出国门认清差距，也有了赶超先进的决心

和信心。这背后是我们不断学习先进、强强联合国际造

纸机械巨头、不遗余力投入巨资对造纸机进行的升级换

代。从上世纪70年代建厂时期的一台1092纸机，80年代

比较典型的1575纸机，90年代的1760纸机、2400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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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纸机，2001年投产的一条16万吨纸机比当时建厂

20多年10多条纸机产能总和还要多，之后，25万吨纸

机、40万吨纸机、45万吨纸机、70万吨纸机相继成功投

产。纸机的发展变化，是我们逐步缩小差距，实现与并

肩国际先进水平所走过的艰难路程。特别是“十一五”

之前，国内高档新闻纸市场被国际垄断，纸价长期居高

不下，我们通过建成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基地，掌握

了新闻纸价格的话语权，让中国报业告别长期依赖进口

新闻纸的局面，新闻纸价格也降低了近一半，为国家节

约了大量外汇。

依托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我们更加注重核

心技术提升，真正让“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

华泰集团建厂初期的厂区

华泰集团建厂初期的1092纸机

建厂初期,李建华带大家外出学习

2000年9月，华泰股份上市

华泰集团70万吨高档铜版纸生产线

国外客商争相来华泰寻求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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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迈进。在2001年，建立了中国造纸业第一个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两年后我国造纸行业华泰培养的首个

博士后刘全校从华泰正式出站。后来，又连续建设了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CNAS认可实验室、山东省

“泰山学者岗”、山东省废纸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东省废弃物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院士工

作站等科研平台，“废纸生产低定量高级彩印新闻纸”

等四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先后主

导或参与19项国家标准制定，其中新闻纸国家标准就

是以华泰标准为蓝本进行发布。目前淀粉基功能产品是

全球开发热点，今年，我们参与的“高性能淀粉基系列

功能产品绿色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在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的表彰活动中取得了科学技术发明奖，在这个领域达

到领先水平。

近几年来，受金融危机、电子传媒冲击及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影响，特别是由于造纸大量依赖国际进口原

料，生产成本高涨，行业普遍压力较大。我们按照国家

新旧动能转换要求，围绕“打造国际一流纸张”进行突

破，推动造纸向更多领域进行延伸。现在，在华泰集团

研发产品档案中，有挑战“国内最轻”的42克/米2高档

新闻纸，有“行业至厚”的快印铜版纸，有“解决印染

环保难题”的转移印花纸，有“袖珍书籍”小墨香书专

用纸，这些产品应用于传媒、教育、印染、农业、包装等

多个领域，每一个产品都代表着国际领先的生产水平，

这也是我们一直倡导和立志做到的“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匠心制造目标。

绿色循环，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过去，造纸行业曾被称为夕阳行业、落后产能。不

仅因为技术装备、研发水平低于国际水平，而且造纸耗

水耗能高，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大，曾让许多人看不到行

业的光明和未来。有个著名的“木桶定律”，一只水桶能

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正因为如此，我们

把环保问题看做企业的“短板”，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就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后来，又强调

“产量是钱，环保是命，不能要钱不要命”，这些年来，

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像“环保卫士”一样努力争做行业

环保工作的开拓者、守护者、引领者。

早在1986年，华泰集团就已经开始了治理污染的探

索，自行设计安装了蒸煮废气回收装置，使废气得以回

2009年10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华泰视察指导，听取李建华的汇报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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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利用。80年代末，在国内无成功技术可借鉴的情况下，

与胜利油田、石油大学联合研究开发黑液在油田用于降

粘、稀油的综合利用。90年代，得知麦草浆碱回收技术

有了新突破，率先增上了100吨/日碱回收项目，开创了我

国麦草浆碱回收成功投运的先例，被国家五部委确定为

“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作为样板厂向全国推广。

随着时代发展，环保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发展中，

确定了“企业发展，环保先行”的理念，多年来，环保投

入多达40亿元。中段水处理系统、超效浅层气浮装置、

同向流净水器、回收池回收塔、多圆盘过滤机、废水厌

氧生物处理系统、三级化学处理系统、废水深度处理系

统、烟气超低排放项目等环保设施相继在华泰投运。目

前国家废水COD标准是60毫克/升，我们执行的是40毫

克/升以下，在环保问题上我们想的是永远领先一步，

不仅要把这个“短板”补齐，而且让其变成我们的“跳

板”。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不断掀起保护碧水蓝天的

“环保风暴”，对环保“零容忍”，许多土小污染企业停

产、限产，华泰集团不仅没有受到“环保风暴”影响，而

且实现了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有媒体形容这是国家为积

极开展环保治理的企业兑现的“环保支票”，我想这也

正体现了总书记讲的“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鹜做实业，

这是本分”，做实业要脚踏实地，以“钉钉子精神”一步

一个脚印去开拓创新，才能走得长远。

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废物变

成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已经

有了很多好的实践和经验：利用水处理产生的沼气增上

的沼气提纯项目，把每天产生的5万立方米沼气进行了

提纯，用于铜版纸车间生产过程；利用电厂粉煤灰、回

收蒸汽制造的加压蒸汽混凝土砌块，近两年来成为市场

上热销的建材；利用造纸黑液增上的木质素项目，真正

变废为宝，应用到橡胶等多个行业；还有利用烟气余热

实施的回收工程，利用凉水塔循环水实施的民生供暖工

程等。我们能够百分百利用废纸生产新闻纸，在污水处

理过程中的二次纤维也利用起来造成了环保型板纸。在

治理环保过程中，构建起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的闭环式循环生态链，这样做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让

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避免浪费，减少污染，让有限资

源循环利用起来。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摘掉了

造纸产业的“高污染、高耗能”的帽子。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环保永无止境，只要企业发展，环保就永远

不会停滞，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企业的发展中，危机和挑战始终如影相随，从不因

时代变迁而消退，反而在错综复杂的市场形势中变得更

严峻，带来更大的考验。如今，传统优势市场受新媒体、

新产业等冲击正不断缩小，产量过剩、同质竞争等正逐

步加剧，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相信当市场关闭一

扇门的同时，也必将打开另一扇窗，新市场、新机遇、新

发展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快的行动、更无畏

的精神去开拓创新。围绕让每张纸产生最大经济效益

的目标，华泰集团将按照国家关于加快产业融合的指导

思想，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实施产业间延伸融合，推动

造纸实现高质量发展。

华泰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基地，全国70%的新闻纸来自这里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54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关心重视探索中国造纸工业的原料出路
⊙ 聂勋载 

聂勋载先生，1933年12月生于重庆（祖籍江津），1956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制浆造纸

工程专业，2005年退休，教龄49年，桃李满天下。曾任教天津大学、轻工业部干校（天津、

北京）、轻工业部轻工业学院（北京、咸阳、西北）、湖北工业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天津轻工业学院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造纸学会理事、碱法草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从1978年碱草委成立至结束

连任副主任31年），陕西省与湖北省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美国制浆造纸技术

协会会员，轻工业部制浆造纸专业教材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高

校教师职务评议组成员，武汉市科技智囊团成员，甘肃省庆阳行政公署等地方技术顾问，

农牧渔业部农垦造纸协会、华泰集团、汶瑞机械等单位技术顾问。

主要成绩：提出课题和组织完成研究的科研项目甚多，有24项获奖(其中12项获省部

级科技奖)、申报专利7项、主持工程7项、主编专著或教材5本、参编4本、发表科研论文100

多篇，代表性文章“碱法草浆发展战略及其对策”和“中国碱法非木材纤维制浆造纸可持

续发展纲要”获中国科协优秀政策建议奖。对草浆助剂、草浆置换蒸煮、特种纸、胡麻制

浆、光叶楮全树综合利用及速生韧皮纤维小径材资源化产业化等项目有较深入的研究。

编者按：聂勋载教授关注并研究造纸纤维原料的开发利用60多年，成果

丰硕。在我国原料形势十分严峻的今天，提出解决原料问题的新模式方案，并

疾呼制浆造纸企业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勇于实践。

自1984年起，聂教授亲笔撰文20多篇并先后在《中华纸业》发表。其代表

性文章“再论中国纸业林纸结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兼谈光叶楮林纸结合与水

土保持工程”（《中华纸业》2013年第3期），曾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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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造纸工业原料形势严峻

造纸工业的定位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

业，它与国民经济紧密相联同步发展，纸和纸板人均消

费量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当今发达

国家纸和纸板年人均消费量低的约200千克/人，高的

约300千克/人。2050年中国将建成发达国家，要求中

国2050年纸和纸板人均消费量必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

平，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现我国纸和纸板年人均

消费量约75千克/人，但造纸原料已经严重不足，国产

木浆和非木浆纤维原料的比重仅占原料总量的19%，

主要依赖进口原料。若要求人均大于200千克，中国将

需要巨额的造纸原料，巨额原料找谁进口？没有人能供

应，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这是横在中国造纸工业面前

必须跨越的高山、必须解决的难题。现距2050年只有

短短的30年，弹指一挥间，定要居安思危，树立忧患意

识，绝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等待（迷信车到山前

必有路，到时再说），更不能把这致命的难题留给亳无

准备又无时间的下一代去解决。

2  解决中国造纸工业原料的出路是找到多种解决

摘 要：中国造纸工业原料短缺,进口废纸受阻后缺口更大，2050年原料形势十分严峻，解决原料的主要出

路是：找到多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重点是林纸结合新模式)。呼吁造纸企业积极创新，提出适合国情新模式

的设想与方案,主动研究试点探索，找到企业愿意推广的多种新模式。要求新模式能避开林纸结合旧模式带来的

困扰，能有效降低企业原料成本，企业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能获得稳定的大批量价廉原料。

本文建议关注探索试点四种新模式：（1）争取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支持，与造纸企业合作共建光叶楮林纸结

合与国家水土保持工程相结合的中国林纸双结合新模式；（2）造纸企业大胆探索与国外土地或林地相结合的新

模式；（3）造纸企业通过市场手段与有资源的单位(如扶贫办)合作探索光叶楮林纸结合新模式；（4）呼吁造纸企

业重视合理利用非木材纤维原料和农业废弃物,关注速生密植高产优质的造纸工业新原料(光叶楮桑枝)的全树

综合利用及资源化产业化研发。

要解决中国造纸工业原料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力更生，创新探索试点推广(多种)新模式,不断扩

大夯实原料基地。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定能解决中国造纸工业持续发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巨额原料。

关键词：纤维原料；林纸结合；新模式；光叶楮；非木材纤维

问题的新模式

世界造纸工业解决原料的成功经验是依靠林纸结

合，而不是依靠多变的、价格波动的市场。因造纸工业

是原料加工产业，原料在生产成本中占的比重甚大，国

外林纸结合的林地是企业老板所有，企业依靠林纸结合

自己去生产（找到）企业所需要的原料。企业依靠和掌

控林纸结合，获得稳定的大批量廉价原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造纸工业实施林纸结合已30

多年，但未能解决中国造纸工业的原料问题。随后，转

向依赖进口原料，国家有关部委2017年提出禁止洋垃圾

进口，2018年采用废纸配给制，废纸进口量大减，2020

年将全面禁止废纸进口，造纸原料将更加短缺，原料已

成为阻碍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造纸原料关

系到产品的成本、产量与质量，关系到产品的结构与纸

种发展，关系到行业的发展与格局。解决造纸原料供应

是当前中国造纸工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建设造纸

强国及建成发达国家的重要内容，是造纸同仁、企业、

行业和政府必须（长期）关心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林纸结合未能成功的原因可能是“林地不是

企业所有”。中国林纸结合依靠农民的土地，已采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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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林纸结合(旧)模式：（1）企业向农民租赁土地；

（2）企业提供树苗，委托农民包种包收原料。前者不够

好，只有极少数企业尚在坚持；后者不行，全垮了。中国

林纸结合未能成功的另一原因可能是“林地租赁费用

贵”（国外林地是企业所有，没有租赁费）和“企业缺乏

自主经营权”（国外没有这类问题）。这就造成中国林纸

结合的企业投资较大，原料生产成本较高，经济效益较

差（与国外比），造成我国绝大多数造纸企业不愿意搞

林纸结合，被迫转向依赖进口原料，造成中国造纸企业

在起跑线（原料）上就输给国外同行。现进口废纸受阻，

更暴露出我国原料机制（依靠谁）有问题，必须从机制

上去解决。

如何避开国内外因林地所有制不同给中国林纸结

合造成的困扰，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依靠政府,深化改

革，探索多种适合中国国情能解决原料的新模式。为

此： 

呼吁和建议1：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将国有的需要

水土保持的工程用地，如湖泊与水库四周、公路铁路两

边、江河两岸、海堤旁边、荒山野地及退耕还林地和河

口河滩海滩等地，低价甚至无偿租赁给造纸企业，解

决林纸结合种树需要的土地，由企业投资种树（光叶

楮），并承担国家水土保持工程任务，同时给企业自主经

营权和开采使用权，所收割的林木归企业使用。地方政

府负责监控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还可适当收取土地租

赁费；企业为政府节省了种树投资，又完成了国家水土

保持工程任务，还绿化美化环境,为地方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经济效益。企业降低了林纸结合的成本,获得大

量稳定廉价的原料,这是双赢的合作。

如湖北丹江口水库四周，国家划拨有水土保持隔

离带面积高达300万亩，为防止水库被污染，隔离带内

不许建厂或它用，只许绿化种树，要求地方政府严格搞

好隔离带的水土保持。建议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政

府各抽出10万亩隔离带，与造纸企业合作共同试点探索

“光叶楮林纸结合与国家水土保持工程相结合”的中国

林纸结合“双结合”新模式。双方互助互利双赢，既完成

了隔离带水土保持的任务，又解决了造纸工业的原料问

题，并为国家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林纸双结合新模

式适合中国国情，成功后在丹江口水库和国内其它地方

大力推广，为缓解中国造纸工业原料严重短缺问题可以

非木材纤维——苇片

非木材纤维——麦草

非木材纤维——甘蔗（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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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重大贡献。

呼吁和建议2：广大造纸企业大胆走出国门，开拓

原料，创新探索“林纸结合与国外土地或林地相结合”

的中国林纸结合新模式。

必须看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土地农民

所有”，这都不利于中国林纸结合的大发展。造纸企业

要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充分享用国家有关的优惠政

策，大胆出国开拓造纸原料，利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廉价而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与

雨量和土地私有制（在国外投资购买的土地或林地是

企业所有，企业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到国外发展

林纸结合，要充分作好准备工作，不能一哄而上。要在

国内先完成出国示范林场的建设，工艺技术、装备与树

种必须过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种植，要深入了解国情

和当地的政策法规，掌握当地对种植与制浆的环保要

求。要考虑树种的地方适应性、造纸原料的多样性和树

种配套的兼容性，针对企业和国内市场的需要及当地情

况选配好树种。将生产的原料或在国外制成纸浆运回

国内，建议海关按国内生产的产品收税，大力支持出国

发展林纸结合。

呼吁和建议3：国家扶贫办（包括有关省市扶贫办）

与造纸企业合作，共同探索试点光叶楮林纸结合新模

式，推进和完善构树产业化扶贫，为缓解中国造纸工业

原料短缺和促进造纸、饲料等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国家扶贫办在国内多个省区市推广“国家十大精

准专项扶贫”工程，已取得重大进展，其中项目之一是

“构树饲料产业化专项扶贫”已具规模。国家扶贫办大

力推广矮化树种和采用全树生产饲料。

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构树资源，取得更好的经济

效益和扶贫效果，我们建议：采用“构树产业化专项扶

贫项目”取代“构树饲料产业化专项扶贫项目”，推广

“光叶楮”取代“矮化树种”，推广“光叶楮全树综合利

用”取代“矮化树种的全树生产饲料”。 

这项建议可以大大增加构树的生物产量，为造纸、

饲料等工业提供高级原料，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取

得更好的扶贫效果。因只有树叶是优质的饲料原料，用

木质化的硬杆生产饲料是浪费资源，破坏饲料的品质；

废纸原料

木片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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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细软支条（树苗）生产饲料，也是资源浪费，因细支条

蛋白质含量低，远不如树叶，应让树苗长大成材进行光

叶楮全树综合利用。即将光叶楮的树叶（含细软嫩枝）

用于饲料，粗杆剥皮使用，皮是造纸、纺织等工业的高

级原料，细杆和枝桠材不剥皮用以及杆芯木均是造纸工

业的好原料，将杆用于造纸工业是最佳的选择。

呼吁和建议有林地的造纸企业，开发光叶楮林纸

结合。 

现有少数大型造纸企业尚有林纸结合的林地，建

议抽出部分林地改种光叶楮，发展光叶楮林纸结合，可

以大大增加林地的生物产量，更好地解决企业的原料

供应，使企业的产值利润等经济效益倍增，为缓解中国

造纸工业原料严重短缺作出贡献。

呼吁和建议4：造纸企业重视合理利用开发非木材

纤维原料和农业废弃物。

合理利用非木材纤维造纸原料，如竹子、蔗渣、芦

苇、荻、麻秆（红黄苧亚大）、龙须草、沙柳等，以及农

业废弃物（农副产品），如桑枝、胡麻秆、稻麦草、玉米

秆、棉秆、高梁秆、豆秆等，是解决国产造纸原料的另一

重要途径。

3  呼吁造纸企业关注速生密植高产优质的造纸工

业新原料（光叶楮桑枝）及全树综合利用

光叶楮属桑科、构树属，系多年生阔叶乔木。构树

生命力强，耐干涝，在含盐<0.3%的土地和贫瘠的深山

荒地均能快速繁殖旺盛生长，在我国是一种广泛常见的

野生植物。构树全身是宝：树皮纤维细长、洁白、柔韧、

强度大，是生产特种纸和高级纸的好原料；杆芯木色白

髓少，与杨木相似，是生产生活用纸、文化印刷用纸和

纸板的好原料；皮杆混合料强度好，是生产高强纸和纸

板的好原料，能够替代针叶浆和美废；树叶含有丰富的

粗蛋白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入药，制保健食品，更

是生产饲料的顶级原料。

为造纸等工业定向人工培育的一年生构树，取名

为光叶楮(因树叶没毛而得名)，是将分散的多年生野生

的构树改育为高密度种植、超短期成材(每年伐)。过去

野生构树只用树皮,现扩大为全树综合利用，将人工种

植逐步改为全盘机械化种植，人工剥皮刮皮改为机械

化生产，使每亩构树的生物产量和原料产量倍增，使原

料的纤维品质更加均匀一致。光叶楮伐后，树根可以萌

生，种一次苗可以多年受益（林业专家讲可以受益14～

18年）。见砍伐过4次的树，老树根越长越旺，构树根系

浅而发达，防水土流失能力甚强，是防风固沙改善生态

环境的好树种。

光叶楮试验林地：每平方米种一株，每亩种666

株，清明节后种，初冬落叶后伐（现改为轮伐）。树高约

4米，主杆大头直径约4公分，每亩地年产鲜料、树皮约

200千克，树主杆约1.5～2吨，树叶约1.2吨，考核时未

适合我国南方种植的速生桉木 适合我国北方种植的速生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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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枝桠材（估计约1.3～1.8吨），故每亩光叶楮的年

生物总产量（湿料）约4～5吨。全树综合利用每亩地年

产原料总量（风干料）估计约2.8～3.5吨，超过速生杨

木、桉木、松树等。一年生光叶楮的病虫害极少。

桑枝与光叶楮在植物的分类上是同科同属，是近

亲植物，在植物结构和品质上非常相似。一年两茬的桑

枝成材期比光叶楮更短（半年），桑枝的材形较光叶楮

短细，生物产量较少。桑枝用于造纸工业所采用的工艺

技术和装备（含剥皮机），与光叶楮可以相同，所生产

的产品用途和品质与光叶楮非常相似，又各有特色，开

发光叶楮林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都可参照用于桑枝林

纸结合，它们都是造纸工业的优质原料。

开发桑枝最大的优势：它是农副产品，有大量的现

存资源，我国有1000多万亩丰富的桑枝资源。不少地区

只用桑叶养蚕，枝杆尚未利用，为防止空气污染不许焚

烧枝杆，使不少地方的桑枝成为废物，甚至是污染源，

价格非常低廉，急待开发利用。造纸企业可用合理的价

格大量收购，变废为宝，解决造纸工业原料问题，增加

桑农收入，还可促进纺织、药材和纤维板等工业发展。

这是一举多赢的好事情。

4  光叶楮研发小总和建议

笔者用近30年时间与多方合作共同推进人工培育

光叶楮和制浆方法的研究及装备的研制，已经完成光

叶楮全树综合利用的项目研究。因光叶楮是新原料，以

造纸用为主的光叶楮全树综合利用更是无先例的新生

事物和缺乏模式，故后续光叶楮资源化产业化项目进

展缓慢，现距完成差距较大。现在有了新模式，可以先

完成光叶楮林纸结合新模式试点示范工程，试点成功

后迅速扩大规模，逐步实现韧皮纤维小径材光叶楮资

源化产业化的研究开发任务。  

如何选定光叶楮林纸结合新模式？上述光叶楮林

纸结合“双结合”新模式，规模大、投资大，要求有成功

的光叶楮林纸结合项目为基础；出国建设光叶楮林纸结

合新模式，要在国内打好基础，在国内建有成功的光叶

楮林纸结合示范基地，这两种新模式目前尚不具备试点

条件。故选与有资源的单位（扶贫办）合作建设光叶楮

林纸结合新模式试点示范工程，此新模式不租用农民

的土地，也不与农民签定包种包收合同，可以避开林纸

结合旧模式的种种困扰。与扶贫办林场的合作，是按市

场规律办事，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扶贫办林场的光

叶楮杆料，供造纸企业用。这种合作方式能体现林纸结

合新模式的目的与要求。

现征求邀请一家有创新开拓奉献精神的制浆造纸

企业联手合作，共同来探索完成光叶楮林纸结合新模

式的试点示范工程，这是一项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合作

项目，是互利多赢的好项目。

5  草浆置换蒸煮项目情况简介及建议

1995年，受安县纸厂从蒸球中抽取黑液制砖的启

发,提出草浆置换蒸煮项目并模仿置换蒸煮进行草浆研

究，效果良好，得到碱草委的支持。1998年，安县纸厂、

碱草委、湖北工大一同到天津轻机厂用进口置换蒸煮试

验设备进行草浆研究，取得好效果后专程到轻工业部应用新模式，亟待开发光叶楮和桑树廉价制浆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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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试验情况，并联合申报了草浆置换蒸煮专利。碱草

委与湖北工大随天津轻机厂一同到高唐纸厂（现泉林纸

业）完成生产规模的草浆置换蒸煮研究，取得令人满意

的结果。后经高唐纸厂进一步改进完善扩大内容，用制

浆废液生产黄腐酸肥料，实现了一草两用，创新开拓出

“草类原料绿色环保制浆造纸和高效生态农业两者有

机结合的经济新模式”，应用于佳木斯新厂建设。该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大奖。

希望造纸企业和行业领导重视此项目，建议对此

项目有兴趣的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配合泉林纸业进一

步深入研究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环保

效益，并由麦草扩大应用到其他非木材纤维原料，争取

在国内尽快扩大推广使用，为缓解我国造纸工业原料严

重短缺早日作出更大贡献。

6  胡麻制浆项目情况简介及建议

胡麻秆是北方生产胡麻油的副产品，它不能作燃料

（没明火）、牲畜不吃、入土不烂，为防污染不许焚烧，

是农村很难处理的农业废弃物，价格甚低。上世纪80年

代用碱性亚钠法制浆获得成功,曾在北方6省建厂布点

生产胡麻浆，它是生产高强瓦楞原纸、牛皮纸、牛皮箱

板纸、壁纸、地板纸、擦枪纸等纸种的好原料。

我国胡麻种植面积1000多万亩（世界主要产区在

俄罗斯和加拿大），开发胡麻不能走老路，建议：在产区

分散备料，因胡麻秆不好运输，经简单的机械处理可将

麻分离出来，集中运到大型纸厂制浆造纸，既提高了原

料质量，又能打包运输，还解决了制浆污染。分离出的麻

渣是饲料，当地出售，可降低（收购）原料成本。另一方

案，与油脂厂联合收料，各取所需（油厂要油籽,纸厂要

秆）。备料厂设在众多的油脂厂内，以降低原料成本。

7  结束语

扩大国产造纸工业原料的供应，国内尚有很大潜

力，希望造纸企业下大力去挖掘。现韧皮纤维小径材光

叶楮、桑枝全树综合利用已完成研究，可以制成优质的

造纸原料。探索林纸结合新模式，更是解决国产造纸工

业原料的主要途径。呼吁广大造纸企业在行业和政府

的领导下，在国内外大胆创新探索试点推进造纸原料新

模式。要求广大造纸企业依靠新模式，自己去生产（找

到）企业所需要的原料，依靠和掌控新模式企业才能获

得稳定的大批量价廉原料。

为了当前造纸工业的发展和2050年建成纸业强国，

要求造纸企业、行业和政府长期关心重视探索解决中国

造纸工业的原料问题，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力更生千

方百计探索解决原料新模式，不断扩大夯实国内外新模

式的原料基地，不断扩大造纸工业原料的供应，逐步跨

越横在中国造纸工业面前的这座高山。相信经过30年不

懈奋斗，定能为中国建成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造纸工业

原料。呼吁当代造纸同仁和企业，为寻找原料出路、夯

实原料基础，作出当代应有的贡献。

祝《中华纸业》创刊四十周年大寿。

四十年来，您全程展示了中国造纸工

业改革开放壮大发展中的伟大历程，小到

风风雨雨，大到伟大的光辉业绩。

您将继续指引和反映中国造纸工业建

成世界造纸强国的伟大征程，任重道远。

您是造纸同仁们的良师益友，不可或

缺的战友。祝中华纸业越办越好！

                 聂勋载

                2019/4/10

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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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坚信道路，永远创新，再创辉煌
——热烈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年
⊙ 李平煌

李平煌，1935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54年7月毕

业于轻工业部福州机电学校，造纸机械专业；1954年8月分配到轻工业部山东造

纸总厂；1957年7月调入山东省第一轻工业厅，负责筹建县办造纸厂，至1960年共建

成52个造纸厂。曾任山东造纸印刷企业联合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山东省第一轻

工业厅副总工程师，中国造纸学会理事、纸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东造纸学会

副理事长，美国制浆造纸协会会员。获中国造纸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山东省优

秀科技工作者、山东省优秀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山东省科技咨询先进工作者等称

号。参加了中国科协三大，受到邓小平等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主要业绩：从事制浆造纸工业生产建设工作65年，根据我国国情，结合山东

实际，指导山东造纸工业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山东制浆造纸工业从20

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60余年始终走在全国同行业发展的前列。先后发表各类文

章60多篇，多次到工业发达的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11个国家进行考察，引进

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1996年退休后坚持工作，奔波于各个企业协助决策咨

询和生产技术攻关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尤其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态纸业

方面山东再次走到了全国前列，受到全国同行业的极大关注和赞扬。

编者按：《中华纸业》的前身《山东造纸》，1986年之前，由山东造纸学

会、山东省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主办；1986～1997年，增加山东省造纸印刷工

业公司[后变更为山东造纸印刷企业联合（集团）总公司]为主要主办单位。

李平煌先生积极参与《山东造纸》的创办与建设，在担任山东造纸印刷企

业联合集团主要负责人期间，提供了必要的办刊经费支持。得知《中华纸业》

创刊40周年之时，李平煌先生欣然提笔撰文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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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杂志见证了山东造纸工业在纤维原

料和水资源比较紧缺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创造条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人的积极因素，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认真用好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70年

始终保持高速、健康、协调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山东独特的社会主义新路子。创造

了奇迹，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纸业》发展壮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践行了

中国造纸从大到强，为中国造纸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以

及世界融入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希望《中华纸业》今后要围绕中国造纸工业发展的

热点、难点和特点，紧密融入行业，扎根行业，团结一

致，努力奋斗，乘胜前进。

根据笔者长期在生产建设一线的深深体会，当

前中国造纸工业生产建设遇到的最大难点应是纤维

原料供应这个大问题，大量依赖进口木材纤维和二

次再生纤维，这是不符合国家实际需要的，严重背离

国情，严重影响中国造纸工业长期健康发展。中国是

农业大国，有极其丰富的优质农林副产品纤维资源，

足以满足中国造纸工业长期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具

备十分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投入巨资建成了

十分庞大的连蒸、连漂、高浓筛选和深度污水处理设

施；广大造纸工作者下了很大努力，动了不少脑筋，

做了大量科学试验，成功发明了无污染/少污染高质

量优质农林副产品纤维原料，形成了农、林、浆、纸、

肥、水有机循环的产业经济链条，综合效果十分明

显。只要全行业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完善、配套、提

高、推广，科学合理利用农林副产品纤维原料，前途

无限光明。

全行业上下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加快建设现代化造纸强国，为世界造

纸再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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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纤维原料和水资源比较差的条件下，山东造纸工业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创造条件，依靠科学技术，依靠人的

积极因素，建国70年来始终保持健康发展，走出了有中国

特色、山东特点的发展路子，创造了奇迹。笔者的基本体会

是：

（1）造纸工业是朝阳产业，不是夕阳行业。祖宗发明

造纸近2000年来的发展证明，造纸工业产品是国民经济中

重要的原材料基础工业，各行各业、千家万户都离不开造

纸的配套产品。

（2）造纸工业是绿色产业、生态行业，不是污染行

业，是可循环持续发展的行业。

（3）发扬大庆精神，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夯实企业基

础，内因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4）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坚持自主

创新，建设创新型制浆造纸工业。

（5）严控投入产出比，严把投入产出关，实现又好又

快的发展。

（6）行业及时与政府沟通信息，政府为企业不断创

造良好的客观发展空间。

（7）从三位一体专业管理转为企业家群体行业管

理，企业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积极造福社会。

（8）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坚持多元化纤维原料和清洁生产，节能节水，走山东

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子。

（9）坚持自己制造“武器”，自己武装自己，不断引进

吸收、消化外来的先进技术设备，为我使用。

（10）坚持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及时建立高、中、初

人才教育基地，走人才强国、人才强省、人才强（行 ）业

之路。

山东造纸成功的十条经验与体会

● 延伸阅读 ● 

⊙ 李平煌

2017年夏，已经82岁高龄的李平煌（右二）陪同90岁高龄的老

专家胡宗渊（左二）到山东潍坊、烟台等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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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种纸的生产现状看其未来发展
⊙ 赵传山 

赵传山先生，1961年11月生于山东省青州市；中共党员，教授，博导。曾任齐鲁工业大

学轻化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轻工学部党委书记，齐鲁工业大学制浆造纸省级重点学科带

头人、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山东省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被SCI、EI和ISTP收录近100篇；参编教材二

部。

近些年,对特种纸技术进行了较多研究,尤其是对喷墨打印纸及相关纸类、负氧离子

壁纸、陶瓷纤维纸、玻璃间隔纸、高强度包装纸等功能纸及相关的化学助剂做了深入的研

究,对相关理论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申报发明专利15项。承担和主持完成了国家科技攻

关、星火计划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科技计划项目、企业委托项目等科研课题

60余项。先后荣获山东省星火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2项。2016年获得中国特种纸产业技术发展贡献奖。

曾兼任山东造纸学会副理事长。目前兼任山东造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轻工表面活性剂应用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业》、《中国造纸》审

稿人，《山东化工》编委。

编者按：正如赵传山教授所言“特种纸产品的高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发这类产品，既有像晨鸣纸业、亚太森博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众多转

型转产的中小企业。”《中华纸业》创刊40年来，一直关注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特种纸是最适宜中小企业开发的产品，因此我们在选题组稿时优

先考虑。

赵教授是本刊聘请的特种纸领域最早审稿专家之一，同时他也是最早供

稿作者之一，1986年就曾撰写“温度对烧碱法棉秆半化学浆的影响”，并于当

年第4期《山东造纸》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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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纸是将不同的纤维利用纸机抄制成具有特殊机能的纸张,例如单独使用合成纤维合成

纸浆或混合木浆等原料配合不同材料进行修饰或加工赋予纸张不同的机能及用途。有生活用、

建材用、电气制品用、工业过滤器用、机械工业用、农业用、信息用、光学用、文化艺术用、生化尖

端技术用等等，只要是用于特殊用途的纸张统称为特种纸。近些年来，特种纸得到了快速发展。

1  国际上特种纸行业的生产现状与发展

全球特种纸市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使用量逐年增加。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网上购物越来越普及，使特种纸需求量大大增加。工业产出加速、

包装商品消费支出增加加上城市人口增多，这都会进一步推动特种纸市场的扩大。人口增长、城

市化进程加快、产业趋势以及与多国的贸易增长促使亚太地区增速最快。

据Sm i t h e r s P i r a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特种纸产量为2416万吨，同比增长

1.9%。2017年全球纸和纸板产量达到4.17亿吨，同比增长1.5%，若全球特种纸产量按照2500万

吨计算，那么特种纸则占纸和纸板总产量的6.0%。近几年，特种纸及纸板的增长速率均超过全

球纸和纸板的增长速率。预计到2027年底，将超过4000万吨。预计目前到2027年，全球特种纸

市场将以高于5.2％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增长。2015年亚洲特种纸生产量超过1000万吨，约占全

球特种纸总产量的40％。预计到2020年，美洲和欧洲特种纸生产量将有小幅增长，增量将主要

集中在亚洲，并且这种增长是持续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美国仍然占据最大的特种纸市场份

额。预计印度、中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特种纸市场增长率最大，巴西、墨西哥、南非和俄罗斯等地区

的特种纸市场也会稳健增长。

2  中国特种纸行业的生产现状与发展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实体经济步履维艰，整体

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

2.1  生产量和销售量稳步增长

从行业看，造纸行业经营状况

略有回升，但市场需求仍然疲软，增

速缓慢；部分纸产品生产量和销售

量仍在下滑。但我国特种纸企业稳

中求进，仍然有较好的业绩表现。

据中国造纸学会特种纸专业委

员会（以下简称特种纸委员会）统计，

2015年我国特种纸及纸板总生产量

为590万吨，同比增长9.26％；特种纸

及纸板生产量占全国纸及纸板总生

产量的比例为5.5％，同比增长0.5个

百分点。2017年我国特种纸及纸板总

生产量为670万吨，同比增长5.51%，

涨幅持续收窄；特种纸及纸板生产

量占全国纸及纸板总生产量的比例赵传山教授（左二）参观华泰集团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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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0%，同比增长了0.2个百分点。

2.2  出口量增长较快，进口量缓慢下

降

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

特种纸及纸板的出口量达到90.30万

吨，同比增长9.31％，保持了持续增长

的态势；进口量27.95万吨，同比下降

0.25％。2017年进口量27.59万吨；出

口量102.79万吨，占我国特种纸总生

产量的15.34%。随着我国特种纸产业

的发展，特种纸产量激增，品种不断

丰富，需要依赖进口的纸种越来越少，

自2012年后我国特种纸进口量逐年下

降，但2017年却出现上涨，比2016年增长了1.41万吨。出口量除2012年外，一直保持了增长的趋

势，2017年较2009年增长了100.72%，翻了一倍。

我国需要进口的特种纸主要是一些国内存在技术瓶颈的纸种，如高档的汽车滤纸、高端电

池隔膜纸、芳纶纸等。我国特种纸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特种纸产业较发达的德国和日本；此

外，从韩国、法国和芬兰等地也有进口。

特种纸出口的目的地依据不同纸种存在较大的差异。壁纸及壁纸原纸主要销往印度和韩

国，其中销往印度的数量占总出口量的比例高达90％；滤纸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有印度尼西亚、美

国和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主要销往韩国、马来西亚、意大利、印度等；卷烟纸主要销往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泰国、阿联酋和埃及。主要出口到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纸种出口到美洲地区，而

出口到欧洲的数量较少。

3  特种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制约全球特种纸市场的主要因素，一是原料的供应量和高成本。全球特种纸一直受到

产能过剩、行业竞争加剧、日益严苛的环保政策以及不断上升的人工成本的影响；二是与环保相

关的问题。特种纸企业规模小，原材料结构和添加的化学品复杂，环保问题多；三是产业集中度

低、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四是有些企业以模仿为主，现在逐步面临无产品可开发的局面。

我国的特种纸产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区域分布不均衡，集中在浙江、山东、河南、广东、江

苏等地区，这几个省特种纸产量占全国特种纸总产量的比例将近90%。但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

主，企业独立研发能力不强，产品开发处于仿制阶段，再加上技术装备比较落后，企业没有形成自

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

4  我国特种纸行业的未来

4.1  市场需求量增长，未来前景广阔

目前，我国特种纸的产量占纸与纸板总产量的比例为5%，而全球这一数字为6.2%，因此我国

特种纸在纸张中的比重还将会逐步增加，发展空间广阔。尤其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

特种包装纸，如保鲜抗湿类包装纸、无菌包装纸、防伪类包装纸、超高强度的包装用纸等；数码原

赵传山教授（左一）参观中冶纸业银河公司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67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纸，如数码打印纸、数码蓝图纸、数码打印相纸等；防油原纸、过滤用纸、艺术纸等品种。

4.2  品种增加，向功能化方向发展

特种纸的特殊用途，决定了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行业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细分品种，

并且向功能化、环保概念发展。例如净化空气的壁纸，包括负氧离子壁纸、石墨烯加热壁纸、负氧

离子装饰用纸、发光发声的壁纸等；防火耐燃纸、阻隔类功能性包装用纸等。

4.3  国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需要优化整合、创新发展

特种纸产品的高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发这类产品，既有像晨鸣纸业、亚太森博

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众多转型转产的中小企业。每年四五十亿元的投资，新增产能可能上百万

吨，难免会造成部分产品的产能过剩。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经导致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利润

下滑。除了特种纸生产企业之间、贸易企业之间的竞争外，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特种纸与其它材料

（如金属、塑料、纺织品等）之间的竞争。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的优化重组、兼并整合

是大势所趋；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产业园区发展是未来的趋势；随着企业实力的增

强、技术的进步，创新发展是根本出路。

5  对特种纸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特种纸产品的企业研发人员，要自身强化知识结构的复合。

（2）特种纸企业，要学会将其它行业成熟的技术嫁接到特种纸品种（如无纺布行业、涂料

行业）。

（3）特种纸企业，应有从仿制为主变为创新为主的产品开发策略。

应从材料的角度看待特种纸，根据纸张这种材料的结构特性来开发和培育新的市场。开发

全新的产品，还要开拓新的特种纸市场以及特殊的造纸技术和有针对性的设备。

（4）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合作，加大研发费用比例。

（5）对研发的新产品及其技术及时申请专利，依法保护。

2017年我国造纸工业发明专利已拥有2580项，其中外国企业拥有76项。企业已越来越重视

专利保护，对研发的新产品及其技术加强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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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高龄的刘明光总工谈山东造纸原料——

林业基地、麦草、废纸都是“宝”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杨晨鸣  张洪成

刘明光先生，四川威远人，1951年于四川乐山技专（原中央技术专科学校）造纸专

业毕业，先后在山东造纸总厂、山东省轻工业厅造纸处、山东省北镇纸浆厂、山东省第一

轻工业厅造纸印刷公司工作，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

职。研制成功许多填补当时国内空白的新产品，参与或主持研发推广制浆造纸新技术并

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尤其是山东造纸行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地方新纸厂的基础建设、技术工艺规范、技改规模扩大、节约建设资金、降低产

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等工作中提供行业指导。开展各纸厂间比学赶帮超的协作活动，

鼓励技术革新，推广实施标椎化，为推动行业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做了大量有益

工作。重视化学助剂在造纸工业中的推广应用，对造纸原料开发、林纸结合一体化做了

大量前瞻性的调研工作，为山东纸业的发展和辉煌做出积极贡献。

出席了1956年山东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92年荣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编者按：现在的刘老——刘明光，已经是一位95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自1951年

在四川乐山技专造纸专业毕业后，刘老就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贡献给了中国造纸行业，

更为山东造纸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刘老与《中华纸业》这本杂志可以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刘总见证了《中华纸业》

从一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刊物，发展成国内外知名的制浆造纸综合性大期刊。早在

1987年，刘老第一次在《山东造纸》（《中华纸业》前身）发表了题为“走林纸结合的道

路，实现造纸工业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战略目标”的署名文章。自此之后，刘老又先后

在《山东造纸》、《北方造纸》（1993年《山东造纸》更名）刊物上发表了其对木材（原

料林）、麦草和废纸这三种重要造纸原料的前瞻性见解。

2019年3月，为准备《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特刊，《中华纸业》记者专程拜访了

刘老，刘老向我们讲述了他和《中华纸业》的“故事”。

1

9

8

7

刘
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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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林纸结合道路，大力发展造纸工艺林，是造纸

原料转变为以木为主的可靠保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林纸行业面临林业不兴旺、造

纸难发达的严峻局面。为了探索寻找一条林丰纸旺、两

业发达的路子，1987年1月，中国林学会和中国造纸学

会联合在北京召开林纸联合论证会。会议中，与会代表

回顾总结了我国林纸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国外

林纸发展的做法，一致指出：“当务之急是打破长期以

来林纸分家、条块分割的体制，走林纸联合一体化的道

路，是一条振兴林业和造纸工业的必由之路”。

就在林纸结合论证会召开的同年，时任山东造纸

印刷企业联合（集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山东造纸学

会秘书长的刘明光便在1987年第2期《山东造纸》杂志

上发表了题为“走林纸结合的道路，实现造纸工业以木

材为主要原料的战略目标”的署名文章。

文章中，刘明光从当时全球造纸发展的经验入手，

分析得出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必须以木材为主要原料；

从我国造纸原料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主要问题进行剖

析，说明了轻工部所提出的“草木并举，因地制宜，逐步

增加木材比重，过渡到以木为主”的方针，既符合当时

造纸行业发展的特点，又能使我国丰富的麦草资源加以

利用，是一个符合客观现实的正确方针。

正确的方针固然重要，而方针如何有规划地实施

也是达到既定目标的关键一环。刘明光在文章中提出，

从国内、国外两个木材资源供应市场看，当时的情况都

不能实现造纸原料的以木为主，因此只有借鉴世界各国

发展造纸工业的经验，自力更生，林纸结合，大力发展造

纸工艺林基地，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造纸行业可靠的木材

资源。另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了实现

林纸结合的条件和应当进行的工作。

在林纸结合的方针被提出后，刘明光所在的山东省

造纸工业公司便组织力量对山东当时的造纸木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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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今后的发展条件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的实

际情况，刘明光于1988年在《山东造纸》杂志上发表了

题为“关于聊城、菏泽、临沂三地区造纸木材资源情况

的调查报告”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三个

地区建设林业基地的地质条件、降雨量、交通及木材资

源储量等情况和今后如何开发造纸适宜木材资源的建

议。

可以说我国造纸工业原料方针的制定是一个逐渐

成熟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单纯模仿国外经验而制定的

以木材为主；到抛开造纸工艺的特点，而仅从国内的资

源现状出发制定的以草类为主；再到结合造纸行业的发

展特点和国内现有资源，制定了“草木并举，因地制宜，

逐步增加木材比重，过渡到以木为主”的方针；现在到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提高木浆比重、扩大废纸

回收利用、合理利用非木浆，逐步形成以木纤维、废纸

为主，非木纤维为辅的造纸原料结构。”虽然当时已经

认识到了木材应该是造纸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国

内外资源的紧缺，如何确保木材供应量是当务之急。在

这样的情况下，刘明光站在总结国外成功经验、分析国

内实际情况和切实解决突出问题的高度，论证了“林纸

结合，发展造纸工艺林基地，是造纸原料转变为以木为

主的可靠保证”。

麦草用于制浆，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充分利用

地产资源，实现工农两利

在“草木并举，因地制宜，逐步增加木材比重，过

渡到以木为主”的我国造纸原料方针确立后，麦草在制

浆造纸中的角色越来越清晰。我国有丰富的麦草资源，

麦草用于制浆的技术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取得了一

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因此麦草在我国的制浆原料中势必

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刘明光也持续关注麦草用

于制浆的相关问题，并于1989年和1994年分别在《山东

造纸》和《北方造纸》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改进我省

麦草制浆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再谈对改进我省麦草制

浆工作的意见”的署名文章。刘明光在文章中指出，麦

草用于制浆决不能单纯认为是缺乏长纤维原料不得已

林业基地

山东是小草主产区，麦草资源丰富

废纸的收购方式应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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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之，而是充分利用地产资源、组织工业原料的正确

选择，是我国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造纸工业的重要原料

组成部分。

既然麦草资源将在我国未来的造纸原料组成中发

挥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进一步搞好麦草制浆工作就变成

了一个需要行业持续关注的问题。刘明光指出我国具备

很多做好麦草制浆工作的有利条件，比如：（1）国内麦

草制浆的基础理论不断深入，应用技术不断发展，有丰

富的成果可以指导生产；（2）多年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3）国家整体工业水平提高，有良好的协作配套条

件等等，说明进一步做好麦草制浆工作不仅需要，而且

可能。

虽然麦草用于制浆在我国的机理基础比较丰富，

但由于麦草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成品质量提高受限。刘

明光根据在实际生产中的经验总结了如何进一步优化

麦草制浆工艺流程，指出过去一直被忽视的备料工作是

提高麦草浆生产水平的重要环节；优化蒸煮工艺，重视

使用新的蒸煮助剂；洗涤筛选工段应得到高度重视；漂

白工段要开发新的漂剂、新的漂白工艺等等。刘明光同

时提出，提高麦草浆质量只是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有

利条件，但要真正做好纸张，提高成品纸质量，还应该

做好抄造前的处理工作。另外，刘明光认为麦草制浆的

污染问题应该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应该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刘明光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和见解所完成的两篇

关于麦草制浆的文章，虽然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

的技术、设备甚至工艺条件都算不上先进，但刘明光在

文章中给出的建议和观点，即便是现在看依然“不过

时”，如在当时环保问题被忽略的情况下，提出了麦草

制浆的污染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被麦草制浆发展的几

十年的历史证明确实是个“大问题”。

做好废纸使用工作，牵扯面很广，不能只是建设废

纸生产线，要推动生产技术、企业管理全面提高

20世纪90年代，我国造纸工业使用废纸的数量迅

猛增加，纸板原料70%以上来自于废纸，且使用废纸脱

墨浆生产新闻纸、书写印刷纸、生活用纸的企业日益增

多，说明废纸在制浆造纸原材料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时

任山东造纸印刷企业联合（集团）总公司总工程师的刘

明光，站在行业管理的角度，敏锐地觉察到废纸将在未

来造纸行业的原料组成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于

1996年在《北方造纸》上发表了题为“对我省做好废纸

使用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署名文章。刘明光提出，做好

废纸的使用工作，牵扯的面很广，不能只是建设废纸生

产线、扩大废纸使用数量问题，是和改进当前生产、强

化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开展废纸使用工作要推动生产

技术、企业管理全面提高。

刘明光在文章中对当时废纸用于造纸亟待解决的

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制定废纸分类标准、做好废

纸分类工作，表示制定和严格执行原料标准，是发展

废纸用于制浆的前提；废纸保管不好将会显著降低质

量，因此做好废纸的储存保管工作，防止质量下降导致

恶化生产条件、降低产品质量，是废纸入场之后的第

一道关；改进当前生产工作，优化工艺处理，保持纤维

强度，使以后的废纸有更好的回用价值，是废纸资源高

质量、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引进国外先进的废纸脱墨

生产线，提高废纸脱墨质量，是废纸生产高档次纸张

的保障。

刘明光从事造纸几十年，经历过造纸一线生产线

的技术改造，参与多项新产品研发，也正是这多年基层

工作的积淀给了刘明光后来的行业管理工作很多的“养

分”，任职于山东造纸印刷企业联合（集团）总公司总工

程师期间，刘明光对造纸原料林纸结合一体化、麦草制

浆技术和废纸用于制浆这三种在造纸行业原料结构中

占据主要位置的原料进行了大量的前瞻性调研工作，为

山东纸业的发展和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已经95岁

高龄的刘明光，依然关心造纸行业的发展，心心念念那

些过去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在我们的采访中，刘明

光梳理了《中华纸业》从一本地方性杂志成长为全国性

知名杂志的发展历史，并对《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表

示了祝贺。在这里，我们也借此《中华纸业》创刊40周

年的契机，祝愿刘老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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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纸业爱上“中国造”
⊙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超峰 

许超峰先生，出生于1962年，河南省新密市人，运达公司创始人，曾就

读于河南省财经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

限公司董事长，从事制浆造纸装备行业38年。

运达团队在许超峰董事长的带领下，制定行业标准1项，申请国家专利

136项，其中发明专利19项。运达公司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制浆造纸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称号，并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合作建立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

编者按：1.6元引起《中华纸业》与郑州运达的缘分，相识、相知、相行

31年，不弃不离。在《中华纸业》成长为全国期刊的同时，郑州运达也发展

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中国造纸，也走出国门，成果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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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华纸业》

我是一个喜欢学习读书的人，1981年成立运达造

纸设备有限公司后，到处搜集有关制浆造纸、机械设

备、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图书、期刊、报纸等资料。1988

年一次遇然的机会，我在某造纸企业见到一本《山东造

纸》，发现其内有介绍麦草制浆设备的使用经验和国外

先进装备的开发应用技术。回到单位后立即订了一份，

记得当时一本是0.4元，一年四期才1.6元（编者注：当时

为季刊），一年的订费仅相当于那时的一条“勤俭”香

烟。从那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坚持订阅五份，分别存

放于运达的研发中心、生产中心、营销中心、管理中心

等部门，供员工学习。近年来刊发的文章中给我印象很

深的是老领导胡楠司长关于装备智能化与“中国制造

2025”、南京林业大学张辉教授关于装备增效节能、轻

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杨旭总工关于制浆造纸装备

的开发方向、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应广东总工关

于“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等内容。对于这些重点文章，

公司经常组织内部培训学习。

我的执着打动了杂志社，记得好像从2000年开始，

张洪成总编通知我个人不用再订阅了，杂志社赠送一

份。2010年开始，不仅赠送我纸质版，还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一份电子版。这一订一赠就是31年，借此机会，道

一声谢谢，杂志社的同志们辛苦了！

我和我的员工不仅从《山东造纸》、《北方造纸》、

《中华纸业》学到实用知识，尤其是废纸制浆设备的开

发与应用经验、发展方向趋势，还了解到造纸企业的投

资项目进展与动向、产业发展政策、行业发展规划、企

业管理经验等，受益匪浅。

再有，中华纸业杂志社组织的行业会议活动和出

国考察交流活动，运达也是一个积极参与分子。每年的

“中华纸业产业高层峰会”、“浆纸技术论坛”、“全国

造纸产业报刊协会会议”、“行业蓝球赛”等，均派员工

参加，还数次在会上交流经验、演讲报告。我们学习知

识的同时又增进与同行的交流，企业收获颇丰。

中国制浆装备——“跟跑”、“并跑”、“领跑”

为这里我作为一个制浆装备发展历程的亲历者、

参与者谈谈个人对中国制浆装备从“跟跑”到“并跑”

再到“领跑”的看法。

“跟跑”。改革开放后，我国制浆装备取得了巨大

进步和可喜成绩，进步是明显的，赶超速度是惊人的。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甚至说到现在，我们还处于“跟

跑”阶段。通过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引进

项目与合作项目、21世纪初期第二次引进项目（技贸结

合）两次加速“冲刺”，国产制浆装备水平大大提升。以

废纸制浆装备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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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的立式低浓水力碎浆机和高浓水力碎浆机、纤维分

离机，适合废纸浆的筛选压力筛、浮选槽、盘式热分散

机、辊式热分散机、高速洗浆机、双网挤浆机等。代表

性产品日产400吨OCC生产线成套设备投入生产，该生

产线包括棒条式压力筛、纤维分级筛、盘式浓缩机、热

分散机等13种设备，采用了连续碎解、除杂、热分散及

长短纤维分级处理技术，工艺流程先进并采用PLC控

制，水、电、汽消耗都比较低，成浆质量稳定。到2008

年我国已能提供日产600吨OCC生产线成套设备及日产

250吨的脱墨浆生产线主体设备，包括废纸散包干法筛

选系列、集碎浆与粗筛选功能于一体的转鼓式碎浆机

系列、制浆封闭筛选系统等等。

“并跑”。最近十年，我们在某些设备上实现重大

突破、掌握核心技术，可以说处于“并跑”阶段。这里还

是以废纸制浆装备为例加以说明。成功开发出三头螺

旋碎解转子高浓水力碎浆设备、多种节能防缠绕的转

子和具有高筛选效率的粗筛选缝筛鼓以及多干扰条波

纹板筛鼓，去除热熔物的盘式热分散机，高脱墨效率的

多级布气式脱墨浮选槽等。30万吨/年废纸成套处理设

备、15万～20万吨/年废纸脱墨浆生产线关键设备投放

市场。具体一点说，如90米3D型低浓水力碎浆机、70米3

高浓水力碎浆机、Φ4000鼓式碎浆机（产能1000t/d）、

5米2外流压力筛、6.4米2内流压力筛、4米2纤维分级筛、

1050盘式热分散机、3000多级布气式浮选机等，这些设

备的规格能力、生产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领跑”。经过几代纸业人的共同努力，我国在某

些个别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领跑”。比如说，

秸秆清洁制浆成套技术装备，包括自动备料机、立式连

续蒸煮器、新型真空洗浆机、氧脱木素塔等。其关键设

备是立式连续蒸煮器，自主创新料塞喂料、锅内置换、

蒸煮液循环、低温喷放、黑液回用等多项核心技术。王

双飞教授团队研发的二氧化氯漂白装备。这些“中国

造”技术设备“领跑”世界。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应注意到我们与国际先进

水平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差距。从市场结构层面看，我们

的市场集中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全球高端造纸装备

品牌建设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技

术创新层面看，我们需要在产品的成套性和软件方面全

力以赴！

郑州运达的发展史，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制浆造纸

装备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开始的简单模仿，到引进消

化吸收，再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一步一个脚印，率先

运达公司主导产品——压力筛及其转子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75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在制浆设备企业中实现突破。

自2008年开始，我们每年投入上百万资金实施高

级人才培养和引进战略，在中国造纸装备行业中，运达

首家向世界著名咨询公司——贝利林纸咨询公司进行

战略咨询；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共同成立“制浆造

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与陕西科技大

学、台湾健峰培训学校、郑州技工学院合作进行人才培

养；运达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占公司员工的五分之一，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运达品牌的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

人才基础。

近年来，运达公司研制开发的废纸散包干法筛选系

统、造纸固废系统、流送系统、造纸制浆系统等四大主

导系列产品得到了业内专业人士的肯定。恒安集团董事

长许连捷在2019年武汉生活用纸展上评价运达时说道：

“我们用了运达的产品，运达产品性价比很高。”太阳

纸业总工应广东说：“去运达工厂现场参观，发现现场

的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处于国内一流品质。”陕西科技

大学造纸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安龙在谈到运达时说：“运

达是中国造纸行业废纸制浆领域的排头兵。” 

运达公司制定行业标准1项，申请国家专利136项，

其中发明专利19项。公司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

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河南省企业技术中

心、河南省制浆造纸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并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合作建立制浆

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

运达公司在进行自主研发的同时，还

引进了精益研发和精益生产模式，通过了

I S 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被认定为安全

生产标准化企业。精良的装备、可靠的工艺、

先进的管理，铸就了运达产品的品质，运达致

力为广大客户提供可靠、稳定、节能的备浆系

统设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多年来，

运达引进了国际先进加工中心和品质检测系

统，快速进行设备升级换代，运达制造中心

已经投入使用和订购的设备有美国飞马特

类激光数控切割机、数控镗铣加工中心、龙门式加工中

心、数控车床、数控立车、数控立式加工中心、自动焊

接生产模块、自动涂装生产线等自动化智能化先进设

备。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运达更有实力和自信为用户

打造高可靠性的节能好产品。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运达公司的产品畅销国内

外，国内市场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为恒安集团、中顺洁

柔、玖龙、理文、太阳、华泰等造纸企业多次提供设备；

另外出口量也在不断增加，出口产品主要销往越南、伊

朗、印度、泰国、印尼、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以及俄罗斯、芬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埃及、阿尔

及利亚、澳大利亚、新加坡、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为

了拓展国外市场，运达加大了国际宣传力度，积极参加

国外展会，早在十五年前，运达就开始参加中国国际造

纸科技展、芬兰纸展、越南纸展、印度纸展、泰国纸展、

俄罗斯纸展、伊朗纸展、埃及纸展、美国纸展等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展会，使运达的产品不断地走出国门。

运达有个中国心，运达不忘初心，坚持创新，秉承

“精诚专业、服务造纸”的宗旨，不断引进国内外人才，

以可靠节能的产品、专业的服务走在世界制浆装备的前

列，让全球纸业爱上“中国造”。

运达公司主导产品——转鼓式碎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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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化学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陈夫山

陈夫山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青岛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生物工程学

院院长。兼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造纸化学品工

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造纸学会会员。主要从事造纸助剂、造纸湿部化学、生物

质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参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十五”科技创新

项目1项、“973”前期预研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面上项目4项

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S C I、E I收录20余篇。在AK D施胶研究领域有重大突

破，其科研成果“高电荷密度树脂型中性施胶乳液制备新技术开发与应用”荣获

2017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投入生产实现产业化，创造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编者按：造纸产业和精细化学品产业两者联系紧密。造纸产业的发展带动促进了

精细化学品产业的发展；精细化学品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帮助了造纸产业的发

展。回顾造纸化学品产业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造纸产业的发展轨迹。

既是造纸专家又是化学品专家的陈夫山教授，自1989年3月在《山东造纸》第1

期发表“阳离子淀粉的制备及其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后，截止2018年底已在《中华

纸业》刊发署名文章44篇。多数文章前瞻性和实用性较强，引领了两个产业的创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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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在

弹指一挥间走过了41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华纸业》杂

志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可

以说《中华纸业》杂志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崛

起，更是中国造纸工业崛起的见证人与参与者。改革开

放40年来，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和社

会的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也造就了中国造纸行业发展的

“黄金时代”。40年，中国造纸工业实现了伟大复兴，并

惠及全中国人民；40年，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造纸国

家，展现出了巨大的制造力、国际购买力及创造力。

当然，在为我国造纸工业取得的成绩骄傲的同时，

也要认清现存的问题。尽管我国造纸总产量从2008年

以来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已是世界造纸大国，但

从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产品品种质量档次、原材料消

耗、企业生产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以及环保治理等方面来

看，与发达国家造纸工业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还不是

一个造纸强国。要使我国从一个造纸工业大国转变为一

个造纸工业强国，离不开造纸相关产业的支持与发展，

尤其是化学品产业、造纸机械装备产业的发展。

造纸化学品产业在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崭新的高新

技术产业，这与中国精细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密切相

关。在过去，我国的造纸化学品非常依赖进口。通过相

关产业工作者不断进取开拓，一些化学品已经完全实现

了国产化，这些产品甚至走出国门畅销国外。下面将中

国造纸化学品产业在改革开放41年来的发展做一简要回

顾与总结。

1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造纸行业使用的化学品基

本上都是国内一些小作坊、小公司生产的。由于当时正

处于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国内资源不足，技术落后，

导致了国内造纸化学品产业发展缓慢，且产品品种单

一、质量较差，至1991年，我国的造纸化学品总产量只

有2.4万吨，总产值为1.5亿元。加之当时我国80%以上

的纸和纸板由非木材纤维抄造，产品的质量与档次皆难

以提高。以变性淀粉在造纸行业的应用为例，当时尽管

已有一些科研单位等机构在研制阳离子淀粉，但均未达

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程度。有些产品由于醚化剂的制

备技术不过关，造成阳离子淀粉的性能不稳定，再加上

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产品贵，也使得阳离子淀

粉的推广应用受到阻碍。因此，当时的化工部将“化学

助剂（变性淀粉）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列为“七五”攻

关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

生产有了转机，对变性淀粉的研究就越来越多，这才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变性淀粉在造纸行业的发展应

用。

经过40年的发展，应用在造纸行业的变

性淀粉的种类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目

前常用的玉米淀粉、木薯淀粉，是以原粉为主

要原料，经过氧化改性、酸解改性、阳离子改

性、酯化改性、酶解、接枝改性等技术处理后

得到的产品，这些技术处理改进了淀粉的性

能，并提高了淀粉在造纸行业的应用范围。目

前，我国已拥有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变性淀

粉生产企业，如杭州纸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益纸

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  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

飞，我们敞开国门，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

我国的造纸工业也开始大规模引入国际先进
导师隆言泉教授（前中）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在一起，其中右二为陈夫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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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浆造纸装备，仅1997年至2007年这10年间，福伊特

造纸有限公司共为中国客户提供了30多台世界一流的

造纸机，市场占有率超过50%。与此同时，外商开始在国

内投资建厂，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两件事

成为我国造纸化学品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随着先进技术、设备的引入，我国纸及纸板的产量

不断实现新的突破。1991年时，我国的纸及纸板总产量

为1479万吨，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到了2000年，我国的

纸及纸板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吨，仅次于美国和日

本，居于世界第三位。纸及纸板产量的突破也带动了国

内造纸化学品生产状况的发展，至“九五”计划结束阶

段，中国造纸化学品的实际销量超过20万吨。

先进造纸装备加上现代管理理念，改变了我国造

纸工业对造纸化学品的观念。低速小型纸机对化学品

的要求不高，但高速大型纸机则对化学品有严格的要

求。化学品质量不达标，就会限制纸机的运行速度，导

致高速纸机的产量不能实现最大化。此外，劣质的化学

品还会降低产品质量，增加次品和低档品的比例，影响

效益。由于国内当时一部分造纸化学品满足不了高速纸

机的使用要求，国外一些化工巨头就纷纷进驻中国市

场。当时中国的造纸企业对国外化学品的态度是“被迫

接受”，因为不使用国外产品，就造不出合格的纸张。这

些大型的国际造纸化学品公司，不仅注重产品开发和应

用技术创新，不断开发出新的化学品品种，还可以提供

现场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现场服务能力。这一时期，

一些著名的造纸助留剂生产厂

家如巴斯夫、凯米拉、阿克苏诺

贝尔等，都开始注重中国市场的

拓展。

3  21世纪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造

纸行业格局发生了变化，国外造

纸市场已经比较成熟，欧美发达

国家造纸行业增长速度变缓、

产能降低。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1999年时，美国和日本的纸及

纸板总产量分别为8806万吨和

3063万吨，而2015年，美国和日

本的纸及纸板总产量分别为7267万吨和2623万吨，不

仅没有增长，反而萎缩相当大的一部分。纸及纸板产量

的萎缩直接导致了造纸化学品需求的递减。一些传统

的造纸化学品企业，由于经营或者市场定位等问题，在

业内逐渐消失或者影响力不再，比如英国联合胶体、美

国赫克力士、瑞士汽巴、瑞士克莱恩等。

不同于欧美纸业的低迷状况，这一时期，中国的造

纸行业欣欣向荣，纸和纸板的产量及消费量逐年递增，

2001年时，中国的纸及纸板产量为3200万吨，到2015

年，该数字已经膨胀到了10710万吨。纸及纸板产量的

大幅度增加带动了造纸化学品产业的发展。中国造纸企

业对国外化学品的态度变为“主动求用”，这也一定程

度上快速拉升了对性能优异化学品的需求，也为本土生

产提供了机会。

这一时期，国内不少造纸化学品生产企业和高校

科研院所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造纸化学品进行了

开发研究。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国外化学品进行仿造，如

高分子AKD乳液、苯丙接枝淀粉型表面施胶剂等。经

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绝大多数常用的造纸化学品

都已实现本土生产，使造纸化学品产业发展成为了一个

重要的化工行业类别。目前，国产品牌已占据市场的半

壁江山，不仅取代了许多进口产品，而且还实现了化学

品的出口。国产化不但减少了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而且

降低了化学品的使用成本。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化工企

业纷纷在国内设厂生产，满足了国内造纸企业对国外品

陈夫山教授（右四）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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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需求。

本世纪以来，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的

造纸工业快速增长，大型制浆造纸企业相继建成，在经

历了粗放型的发展之后，这些国家的纸和纸板的总产

量上来了，而且对造纸化学品方面的需求也不再完全依

赖于欧美等跨国化工巨头。此时的内资造纸化学品公司

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创新，逐渐具备了

与国际巨头掰手腕的决心与实力。像上海东升新材料有

限公司、丰益高分子材料（连云港）有限公司、杭化哈利

玛公司，其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开始向国外市场进军并

站稳脚跟。

当今世界，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新能源和新业态正在逐

渐成长，世界各国在科技创新方面都在竞相加速。造纸

化学品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有技术知识的创新发展，在

经营理念、手段、途径上都应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趋

势。在互联网+、大数据纵横天下的时代，造纸化学品的

发展进入互联网领域也是必然的趋势。一些网络平台、

门户网站虽然也有这方面的介入，但是专业性不强限制

了他们的发展，并没有给造纸化学品产业带来真正的推

动作用。目前，业内人士建立了“纸圈”这个只属于造纸

行业的大数据平台，则可以推动中国造纸化

学品产业的发展。将中国造纸行业（包括化

学品产业）原材料的需求、流通等整个全生

命周期用大数据追踪起来，将行业资源整

合起来，将每个企业、每个造纸工作者的需

求在这个平台进行交流。这是大数据带给

中国造纸行业的一个理念，这也是可能的发

展趋势。

当然，由于我国造纸工业增长强劲，几

乎所有国际性制浆造纸化学品公司都进入

我国市场。国内造纸化学品企业也在市场

竞争中日益壮大，但是任重道远。我国造纸

化学品市场尚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企业

数量众多，规模相对较小，产品的应用技术

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达不到多种化学

品综合应用、协同作战、发挥整体作用的效

果，造纸工业节能减排、清洁化生产所需的

一些新品种尚待开发。

4  展望

中国造纸工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造纸化学品工业

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以适应行业的需求。清洁化生产

是当今化学品必然的要求，我们不仅需要使用清洁的

原材料，我们还需要清洁的生产工艺，绿色、环保必须

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多功能化造纸化学品则是提

高企业竞争力、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造纸化学品发展

到今天，不再是单一的功效，既要能够助留助滤，又能

提高强度；既要降低白水浓度，有利于循环回用与废水

处理，又要提高分散效果，所以说造纸化学品的发展方

向必须是多功能化。综合起来，绿色、环保、多功能化、

适应性广的造纸化学品才是中国造纸化学品的发展趋

势。

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造纸化学品工业必将继

续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自身实力，成为世界造

纸化学品强国。同时，希望《中华纸业》乘创刊40周年

之东风，努力拼搏，再上新台阶，伴随中国造纸行业的

繁荣发展成为全球纸业人尤其是造纸科研工作者交流

学习的国际一流平台。

陈夫山教授（右三）与他所培养的研究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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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再回首，披荆斩棘再出发
——《中华纸业》创刊40年有感
⊙ 齐鲁工业大学校长  陈嘉川

陈嘉川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齐鲁工业大学校长、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同时

兼任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山东造纸学会理事长、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学科专业：制浆造纸工程。主要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2项、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1项；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

著5部。

主要业绩：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制浆造纸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工程应用等工作。是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国务院特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

针对造纸工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积极倡导绿色造纸理念，创造性的将现代

生物技术成功应用于传统造纸工业，是我国制浆造纸生物技术应用领域的开拓者，也是

我国第一个专攻制浆造纸生物技术的生物学博士后。

编者按：《中华纸业》办刊的40年，正好是陈嘉川校长进入大学学习造纸专业和

进入高校工作研究造纸的40年，在《中华纸业》（含前身《山东造纸》、《北方造纸》）

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更改刊名、更改刊期、调整办刊方向等，杂志社的负责同志都会去

找陈校长及齐鲁工业大学（原山东轻工业学院）的其它领导咨询。以陈校长为首的齐

鲁工业大学专家领导团队，是《中华纸业》的“智囊团”。

陈校长不仅为《中华纸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还积极撰稿、荐稿并且审稿。据初步

统计，自1990年在《山东造纸》发表“麦草碱性亚钠预处理化学机械浆的研究”一文以

来，近30年共供稿70多篇（含指导论文）。

1

9

9

0

陈
嘉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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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的40年，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40

年。从《山东造纸》到《北方造纸》，再到《中华纸业》；

从季刊到双月刊，到月刊，再到半月刊。我见证了《中华

纸业》40年的发展历程，艰辛而又令人期待，充满机遇

也面临挑战。

《中华纸业》的40年，也是与中国造纸工业互动共

进的40年。从重点报道山东造纸工业开始，到成为面向

全国乃至全球的专业性综合性刊物，既有辉煌也有低

谷，未来必然也会与行业共进退。

中国造纸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资源与环

境压力前所未有，资源短缺加剧，环境保护日趋严格。

展望未来，必须保持定力，大胆迎接挑战，创造新动

能，开辟新天地。

首先，绿色发展是必然趋势。放眼全球，环境遭受

污染，资源趋于枯竭，生态系统退化……。中国将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

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为此，中央已

明确宣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造纸工业仍然是耗水大户和废水排放大户，责任

重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尤其期盼身边有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

洁环境。可见，造纸工业的现代化进程绝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而是应该成为环境友好的行业。因此，坚定

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是我们应有的担当。

第二，林纸、农纸一体化并行符合中国国情。林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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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川教授近年来连获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体化是我国造纸工业的既定战略，需要继续坚持。但

由于我国造纸专用经济林难以支撑造纸工业的发展，所

以宣传的多、落地的少。以山东为例，晨鸣、华泰、太阳

等骨干企业都坚定走林纸一体化的路子，但“林”的问

题本地解决不了，只能依靠外部资源，或者进口木片，或

者走出去建厂。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剩余物数量庞大，是宝贵

资源。据统计，我国农业剩余物每年有7亿吨以上，如果

10%用于造纸，则可弥补减少废纸进口造成的缺口。同

时也解决了农业剩余物的出路问题，走出一条符合国情

的“以农养纸，以纸惠农，农纸结合，协同发展”的新路

子。

第三，科技进步没有止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过去不行不等于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不等于将来不行。过去的40年是造纸工业技

术不断进步的40年，也是造纸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的40年。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看到年产1万吨纸机

就感到很惊奇，现在100万吨纸机也感到很正常。

造纸工业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无硫、无氯、清

洁化；全封闭、全利用、资源化。我国地域辽阔，南北东

西差距大。以水资源为例，江南地区水资源充沛，适合

造纸工业的发展，暂不存在用水受限的问题；北方象山

东省，上亿人口，淡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09%，属严

重缺水地区，发展造纸工业受到严重制约，这也是环保

标准从严的根本原因。局部地区的“零排放”已经提上

日程，可以从某个具体项目做起，逐步拓展。解决行业

发展面临的问题只有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无止境，

一切要靠实践检验，鼓励因地制宜，大胆试，不争论。

以上三点，绿色发展、对接三农、创新驱动，均属

于国家战略，一个行业只有紧紧对接国家战略才有前途

和希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科技部批

准，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齐鲁工业

大学）应运而生，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和宗旨就是实现绿

色造纸、对接三农、原始创新。我们愿意与行业同仁一

道共同努力，为造纸工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最后，祝《中华纸业》在新媒体时代，勇立潮头，再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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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先生，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83-

1999年就职于山东省第二轻工业机械厂，1999年5月18日创建聊诚信和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2006年6月创建山东信和造纸工程有限公司，2013年9月

创建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1月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在北京新三板挂牌上市。

2018年被授予山东省轻工行业造纸机械首席技师，带领团队，创新发

明，拥有专利20余项；山东信和造纸工程项目50%的份额出口至世界各地。

由山东信和研发生产的大直径钢制扬克烘缸，填补了该产品国产装备的空

白。目前中国最高速度的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车速已达1700米/分钟，是

国产高速节能卫生纸机领域的带头人。

编者按：山东信和是近20年我国造纸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建企20年，

不仅在中国整机线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产品还远销亚欧美非四大洲。其发展之路

定有独特之处，发展经验定会值得总结推广。这是本刊特邀山东信和董事长张磊撰写本

文的目的所在。

《中华纸业》与张磊先生结缘，快到30年。1991年，张磊先生第一次到访《山东造

纸》编辑部；1993年第2期《山东造纸》的封面广告宣传，由张磊先生策划拍摄并负责设

计，在当时称得上是高质量的摄影佳作。

1

9

9

1

张
磊

30年友谊，20年创业创新之路
兼谈山东信和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的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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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代表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员工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40年，《中华纸

业》伴随着我国造纸行业的砥砺奋进而茁壮成长，记录

了一段产业风雨兼程的历史！

时间过得真快，自与《中华纸业》结缘，仔细算来，

快到30年了。与任永森总编、张洪成主编、史韶惠主任，

包括张增光社长、王泽风社长，都因《中华纸业》相识

共事这么多年了。如今的《中华纸业》，前身《山东造

纸》、《北方造纸》。记得我第一次走访《山东造纸》编

辑部，还是在1991年春天陪同山东省第二轻工机械厂老

厂长王元东。1993年《山东造纸》第2期的封面还是我

拍摄的山东省第二轻工机械厂办公楼，1993年第3期的

杂志内页也有我拍摄的纸机设备及领导照片。想一想，

这些都是近30年的事情了。今天写这篇《中华纸业》40

周年创刊纪念文章，真是感慨万千，心中有许多话想说

啊！

40年前，纸机幅宽1092毫米、1575毫米、1760毫米

都是主流设备，甚至幅宽787毫米的纸机设备还有相当

的数量存在于当时的市场，车速高至每分钟200多米，

低至30多米，设备落后、工艺落后，只要提及造纸厂，马

上就会想到黑水、臭水、满地的麦草、震耳欲聋的机器

轰鸣。当时宣传最先进的设备、最现代化的工程，现在

真的已经无法再看了，真的已经太落后了，好像这已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这40年，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

放、务实创新、大量引进，我们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奇迹。现在翻开《中华纸业》，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

行业一个一个的变化，一点一点的进步，由小到大，由大

到强，由强到精！今天，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最先进的造

纸装备中国都有！中国的造纸行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

的国产装备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国产装备在国际市场

上有了一席之地，使得这个发明造纸术的古老国家，在

世界造纸行业光彩夺目、引人重视。这些成绩与进步，

《中华纸业》这40年都记录反映地非常精准；这些年，

也为造纸与造纸装备、科研等不同领域的读者架起了

连接的桥梁，由此，相识相知，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跟随

着高度发展的时代步伐走过了二十载春秋。20年的峥

嵘岁月，在《中华纸业》这个平台上，山东信和展现了自

己的企业风貌和最新的研发成果，吸收了营养丰富的专

业知识！对我们来说，《中华纸业》不仅是一本专业度

极高的优秀刊物，还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优秀平台，是体

现行业成长的重要平台，是我们交流最新行业前景与展

现最新科研成果的专业平台！借此，我也想谈一谈山东

信和这些年走过的研发与创新之路和引进的新月型卫

生纸机的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1  高速新月型卫生纸机的开发现状

1.1  开发背景

当今的时代，企业蓬勃发展、社会高速进步，随着

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中国造纸协会原理事长钱桂敬

（右）在董事长张磊陪同下参观信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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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然而，经济发展再也不应以牺牲绿水青山作为代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经济不

再是片面的追求GDP，节能减排等环保目标开始纳入

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中；然而，追求环保也不能走牺

牲经济发展的消极保护路线。因此，走节能减排、提升

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路线成为造纸行业发展的重头

戏。这是时代的呼唤——必须进行装备升级，淘汰落后

产能！

因此，产品的升级和创新不再仅仅是产量上较量，

节能降耗、环境友好、高效清洁生产逐渐成为了越来越

多的造纸企业用户的需求，在这种造纸企业对于新建

项目设备及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的前提下，市场竞争也随

之变得愈加激烈。特别是近几年，用户对设备的能耗标

准要求几近苛刻，几乎都会在技术协议里面增加能耗

指标，对电、蒸汽、水等提出了很高的能耗标准。作为

设备制造、工程总包企业，山东信和始终坚持站在用户

的角度出发，满足用户，适应市场。为此，山东信和造纸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2009年率先与意大利科玛公司达

成合作，引进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技术，并根据国

产用户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现已经生产投放市场58台

套。至今，该机型目前仍是世界先进卫生纸机水平的代

表！高速是其手段，节能是其目的，清洁生产是其结果！

由过去的吨纸耗汽4吨以上，到现在的不足2吨，节能

50%以上；并且解决了传统装备必须加PU的缺点，使生

活用纸更加环保、绿色。通过高速节能，进一步提高了

造纸企业用户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很好的

市场反馈！

1.2  开发现状及主要设备特点

目前，由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制造

的国产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速度最高（1700米/

分钟)、幅宽最宽（4600毫米)，产品定量最低(烘缸上定

量7.68克/平方米)、定量最高(成品40克/平方米)。与此

同时，我们还在节能及清洁生产上下了功夫。我们最早

在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上使用了由山东信和自行

研发设计和生产的钢制扬克烘缸。扬克烘缸在造纸过

程中的重要性对全世界业内人士来说已是众所周知，通

过高质密度钢板及高速热传导，纸页与扬克烘缸表面紧

吊装扬克烘缸

目前山东信和已能配套制造4.6米幅宽纸机的扬克烘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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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触，来自高速气罩的热风将纸页烘干，通过刮刀来

达到理想的起皱效果，这在造纸过程中对于成纸质量

和节能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如今，钢制扬克烘缸已经成

为大势所趋，其相比传统的铸铁烘缸，它的优势非常明

显——热传导效率更高、操作更安全、汽耗大大降低、

减少过多的热风需求等，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运行费

用，为客户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山东信和生产的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不仅

仅是最早使用钢质烘缸，还做到了在国产卫生纸机上第

一个使用聚氨酯托辊、第一个使用透平风机、第一个使

用汽刮刀等等。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能耗，在使用蒸汽

方面保定金能纸业最低1.6吨/吨纸，电耗方面保定金

博士纸业221千瓦时/吨纸，水耗方面保定诚信5立方米

/吨纸。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都是目前国内最低的能

耗指标。这些技术与设备的应用，切实地为用户赢得了

利润，实现了高效节能、清洁生产的目标，得到了我们

广大造纸企业用户的一致好评。

2  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的发展趋势

2.1  市场优势

山东信和一直在技术进步上下大功夫，创新，创新，

再创新。每年都有新产品推出，技术始终处于领先地

位。这离不开我们在技术上的大力投入，包括设备、仪

器、工装等。走出去，请进来，这些年山东信和与国内

外专家的交流都颇为频繁，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理念、技

术和工艺，进行吸收和优化，这都有效地加快了企业新

产品的研发速度，取得了较强的竞争力。在技术先进性

上，山东信和的产品特别是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得

到了用户的认可，也给了我们更大的前进动力。

山东信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从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考虑，基于宽幅、高速、安全、稳定、节能、高效、

高品质、自动化等现代化纸机设计理念，在2850mm、

1500m/m i n高速节能新月型纸机的基础上，又推出了

3700mm、1700m/min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并且

于今年已经开始研制5600mm、1500m/m i n的最新技

术的新型纸机。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技术工艺，使用

商品木浆、废纸及非木纤维作为原材料，这将彻底改变

原材料供应不足和耗能污染严重等问题，实现节能、降

耗、减排、提高产品竞争力等多重目标，在未来环保、节

能降耗、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大环境下进一步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提高客户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这必将更加使我们的产品在造纸行业内拥有强大的市

场优势。

除了在国内市场的绝对优势，山东信和还为我们

的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自

2009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有出口订单，设备几乎遍布全

球。有几家海外造纸企业已经成为了山东信和的回头

客，特别是这几年，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下，高速

信和公司生产的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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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整条生产线的海外总包项目一年

比一年多。

海外用户具有距离远、信任度低等特点，我们提供

产品就一定要提供保姆式服务，让用户无后顾之忧，买

得起，用得好。原来国外市场的高效节能造纸装备多是

产自欧美或者日本等地，海外客户总是认为中国本土生

产的设备不够先进，扭转这个印象和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事情，我们还是选择在技术方面入手的优势，一个项目

的成功，就说服了周围一片用户。我们马来西亚的用户

老总李斯仁先生曾经亲口告诉我：“中国纸机不得了，做

得漂亮、消耗低、性能稳，我原来的纸机都是日本的、

意大利的，将来一定都是中国的！”所以，我们赶上了这

个时代，就要为这个时代贡献力量，让这个时代有我们

的印记。到目前为止，欧洲、亚洲、非洲、美洲都有山东

信和生产的高效节能设备在运转。

我们坚信无论面对国内用户还是海外市场，我们的

策略同样是要：技术领先、性能先进；结构合理、外形

美观；服务到位、智能简易。市场是考验产品的唯一标

准，我们就要用产品向市场交出答卷！

2.2  发展趋势

时代的大环境决定了产品的发展趋势，现在对于

造纸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是真的赶上了机遇。国家一系

列的环保政策，大的造纸区域的重新布局，新旧动能转

换，淘汰老的、高消耗的、污染大的装备及工程，国际的

造纸装备也进入了一个更新期，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新

机遇，也为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指明了发展路线和

趋势。

与此同时，除了环保减排的要求，我们的时代还是

个创新的时代。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智能经济时代已经开始登上舞

台。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并逐渐

成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共识，站在中国造纸装备制

造业这个传统的制造业的角度来讲，智能制造具有相

当重大的意义。将智能广泛应用于企业和工厂中，提升

生产效率并降低企业成本，用智能为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赋能。日渐发展的山东信和深知智能制造的重要

性，也深知对传统工业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将是一个难

度大、耗时长的复杂过程，因此山东信和积极与齐鲁工

业大学、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山东省科学院、

浙江中控等7家院校科研单位合作成立了产学研技术中

心，致力于将我们的优势继续保持下去的同时，为产品

插上智能的翅膀！

我们现在所生产的高速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都可

以做到一键启动、停止，一键变换品种。产品可以实现

优化记忆、远程诊断、关键轴承在线上星监控、震动监

控保护、智能胶辊压区数字显示、烘缸表面温度显示、

压缩空气胶辊清洗、全流程自动化控制、互联网+等技

术的应用。这些新技术、自动化的使用，使得产品质量

更稳定，设备运行更稳定，而且大大地减少了用工。通

过不懈的努力，一定要真正实现智能纸机之梦想！山东

金蔡伦纸业，通过纸机改造，新旧车间对比，原来需用

工人171人，现在同样产量只用80人。质量提高，用工减

少人数一半还多。我们相信，将来一定还会实现更多的

智能制造！

现在，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之下山东信和与浙江中

控一起研发，向纵深发展。有很多课题已经提出来了，

比如自动换卷、自动换刀等等，都在研发中。山东信和

一定会努力克服研发资金不足、研发场所不够、研发设

施太简陋等难点，克服因人才难求、高技术员工后继

无人、恶性竞争带来的行业自律不够、利润空间太小、

企业发展困难等问题，真正的引进和研发最先进的技

术，以面对更广大的市场和用户！将企业作为智能制造

的平台，用智能制造为企业赋能！这不仅是高速节能新

月型卫生纸机的发展趋势，也是行业和企业自身发展

的趋势！

展望未来，山东信和时刻牢记用产品说话，积极采

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技术工艺，向世界最先进的造纸

设备生产者学习，并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结合当下的

形势与政策，为发明造纸的文明古国、为国内外造纸企

业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最细致的服务，这就是企业和产

品的最大价值。

最后，祝愿《中华纸业》和山东信和在科学发展的道路

上携手并肩，走向更长远的未来和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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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见证了《中华纸业》几十年风雨兼程
⊙ 郭兴鲁

郭兴鲁先生，1947年生，曾任山东造纸协会副秘书长、山东一轻厅

编志办公室编辑；新华社山东新闻信息中心《商情周刊》常务主编，这期

间，曾对约300名企业家、院士、高校及行业主要负责人进行过独家专访。

受聘为山东轻工业学院（现齐鲁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参与《山东一轻工

业志》编纂（已正式出版发行）；主笔编写《山东造纸志》，打印成册，未

正式出版；在行业报刊发表文章若干篇。

摄影：周丽丽

编者按：以文笔见长的郭兴鲁先生，所发表文章、论著均为独立写作，自成一派，深

受读者喜爱。他是非造纸专业出身的纸史与纸文化专家。他善于以人为核心、以史实为

依据，从社会人文独特角度，对中国造纸业古今沿革、传承、发展进行生动论析描述，

别开生面，耐人寻味。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以来，郭先生在行业正规报刊上发表独立署名文章约计

20篇，其中《中华纸业》（含《山东造纸》、《北方造纸》）刊登16篇（篇目附后）。他是

《中华纸业》的坚定支持者，对《中华纸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9

9

2

郭
兴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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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中华纸业》进行人格化评析，这本杂志真可

算是我的一位忘年至交，如今他已届“不惑”，我亦年过古

稀。此次应邀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特约撰稿，翻阅

旧文，回顾往昔，思绪万千，感悟良多。有关我同这位“挚

友”交往的来龙去脉，烦请读者朋友且听我娓娓道来。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我曾经的宿舍住所与中华纸业杂

志社仅一墙之隔，我家阳台斜对着杂志社北窗，可谓谈笑

之声相闻。我每天上下班必经杂志社院门，与编辑部的人

碰面寒暄是常有的事。后来，我被借调到新华社山东新闻

信息中心合作办刊，任《商情周刊》常务主编。此刊也是以

造纸行业为依托，由此，与《中华纸业》的交集就更广泛

了。再后来，我退休离开《商情周刊》，有幸被聘为《中华

纸业》特邀编审，可不坐班，只在编辑部设一张临时办公

桌，不定期参加一下编务会。同一时段，我也有家人应聘到

杂志社工作。我还多次参加由中华纸业杂志社主导的全国

造纸产业报刊协会组办的考察评比活动。那时节，我算得

上是半个《中华纸业》人了。

还有，自感欣慰的是，多年来作为特约撰稿人，自《山

东造纸》始，我在《中华纸业》各个阶段的刊物上写过不少

文章，均获好评。（详见表1）

我以上叙述，实在无意自我标榜，更不是炫耀什么，

意在请读者朋友相信和理解，我以下对《中华纸业》的评

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不是什么泛泛之谈，空穴

来风，而是有感而发、有根有据、有情有义的。多年来，我对

《中华纸业》怀有特殊情感，这份杂志曾是我的“诗与远

方”。往事如烟，提笔撰稿，浮想联翩。尤其是想到旧居与

杂志社那一墙之隔的空间情缘，想到编辑部里那些当年的

“小伙伴们”，竟情不自禁撩起丝丝缕缕的“乡愁”。

认真思考总结《中华纸业》之成长成功的主要因素，

可归纳概括为三大方面：

其一，社会背景、时代契机。创刊于1979年的《中华

纸业》（当时称《山东造纸》）是时代的“幸运儿”、“弄潮

儿”。那时，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胜利召开，中华大

地改革开放大潮初起。这个“幸运儿”从呱呱落地，就沐浴

着新时代新时期的祥风瑞雨。经过历炼，从蹒跚学步到昂

首阔步，更是挺立潮头，茁壮成长，尽显风采。

几十年来，《中华纸业》踏着改革开放主旋律，本着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宗旨，成功迈出两大步，实现了两次

“华丽转身升级”。

第一次，由《山东造纸》到《北方造纸》。作为《中华

纸业》前身，《山东造纸》创刊于1979年11月。当时仅有内

部刊号，不能经营广告，这就为后来的办刊经费问题埋下

了隐忧，导致1991年由于主办单位停止提供经费而陷入困

境。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启发，当时的办刊人探

索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办行业期刊，开始创办《北方

造纸》。1993年获准更名，1994年获得国际标准刊号和国

   表1  笔者在《中华纸业》（含《山东造纸》）发表的文章

论文题目

山东手工纸起源、沿革及现状

山东手工纸的生产与营销

山东造纸工业发展综述

山东造纸行业实行战略性资产重组集约化生产经营势在必行

新世纪呼唤强强联合——山东纸业战略性改组再思考

顺势而为 整合市场—─山东省造纸工业协会发挥价格协调功能,维护公平竞争

转换时空 打造品牌

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尊师重教，促进行业和谐，推动科学发展  春满松鹤楼——余贻骥先生九十寿辰庆典侧记

百年鲁纸探析——关于山东造纸业“昨天·今天·明天”的思考

今又重阳在渔阳——纪念中国造纸工业改革开放30周年恳谈会暨余贻骥同志从业62周年庆祝会侧记

她们为华纸大业增光添彩——新中国造纸业60年庆典之“三·八”专题评述

老人与纸——再读《难忘岁月》感悟

广东造纸产业发展五大优势

冬天里的春天——山东造纸业战略转型大契机

缅怀与感悟——沉痛悼念余贻骥老先生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制作——大型电视文化纪录片《纸世界》(暂定名)拍摄方案探析

发表日期

1992年第2期

1992年第3期

1992年第4期

1998年第1期

2000年第1期

2000年第6期

2007年增刊

2007年第11期

2008年第17期

2008年第21期

2009年第5期

2010年第7期

2011年第13期

2013年第23期

2017年第1期

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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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统一刊号，有了广告经营权，实现了经费自理。

第二次，1996年，主管单位变更为中国轻工总会，又

经过两年努力，1998年1月，《北方造纸》正式更名为《中华

纸业》，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

时代赋予了刊物生存发展良机，在多方支持下，办刊

人员不负良机，不辱使命，与改革同步，与时代同行。从出

刊周期的逐步缩短（从季刊到双月刊、月刊、半月刊）这一

个侧面，就充分说明了《中华纸业》几十年砥砺奋进的步

调和拼搏进取的战斗姿态。

《中华纸业》以正式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为发端，

又经过20年不懈努力，如今已成为国内造纸行业最具影响

力、最具权威性的期刊之一。

其二，行业依托、区位优势。自蔡伦发明造纸术，中华

民族为世界纸生产和纸文化的繁衍，为人类文明的记录和

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造纸行业是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正相关并且关联度较

高的行业。古往今来，综观纸品的前世今生，从树皮、龟甲、

丝帛、竹简到现代纸品，它们都是人类日常生活和文化、文

明的载体。蔡伦纸的发明，更是石破天惊。从此，纸品与人

类文明和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关。可以断言，不管今后人类

生活方式如何千变万化，纸品可以改变形态，但是不会消亡

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入信

息化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成

为推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伴随着突飞

猛进的科技革命进程，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各国经济

发展和市场运行更加相互开放和相互依存。信息、科技、资

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展开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

信息时代为中国造纸业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

大好机遇。经过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污染治理、资源整

合，中国造纸产业的总体面貌和主流产能发生了巨变。国

内各地，一大批强而大、新而美的现代造纸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突生出来，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

下，中国造纸产业正在形成新的主力阵容，并沿着新型工

业化道路快速前进。

中国造纸产业全新主力阵容，主要分布为山东造纸

（鲁纸）、浙江造纸（浙纸）、江苏造纸（苏纸）、广东造纸

郭兴鲁先生作为本刊特邀撰稿人，采访过行业内多位老领导、

老专家。上图为2005年河北造纸行业会议后，郭兴鲁先生（左

二）采访余贻骥同志（右一）并与参会专家在赵州桥合影；下图

为参加“纪念中国造纸工业改革开放30周年恳谈会暨余贻骥同

志从业62周年庆祝会”后，撰文“今又重阳在渔阳”（2008年11

月第21期刊发），以作者身份与被采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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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纸）等四大板块。上述四大纸业板块分别分布在目前

我国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活跃地带，各具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和产业特征。

鲁纸所处的山东半岛及环渤海经济圈区位优势广阔

久远。渤海是中国内海，是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进入

太平洋、走向世界的最佳通道，是欧亚大陆桥主要起点。

这一区域包括山东及北京、天津等五省（区）二市，分布着

150多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1/4，形成了中国北方最密集

的城市群，在全国和区域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凝聚、辐射、

拉动、综合服务等多种功能。在这一区域，包括造纸业在

内的传统制造业占据很大比重。在这一区域中，山东经济

多年来以稳健扎实著称，其中，造纸业总产量、总效益已

在全国省际间多年名列榜首。“八五”时期以来，鲁纸的迅

猛发展得益于“四化”，即中小企业特色化、大型企业集团

化、原料结构多元化、改革改造双强化。而鲁纸革命性变

革的最核心因素是“企业家效应”。所谓“企业家效应”，

就是企业的创始人及领军者凭着他的品格、智慧、魄力，

在企业变革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

业内众所周知，如今鲁纸集群中赫赫有名的大集团

公司如晨鸣、华泰、太阳“三剑客”，以及后起之秀“博采

众长、汇集精华”的博汇，大都是由当年的村办、乡镇企业

发展而来，其创始人几乎都是出身农门。这些来自农家院

落的“农哥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经过十几年、几

十年历炼，都成了中国纸业的企业家、大人物，他们一手创

办的企业也都成了中国纸业的“顶梁柱”，支撑起中国造纸

产业的大格局。鲁纸对全国行业的支撑作用，除了说服力

很强的各项综合经济指标之外，中国A股纸业板块，较早

挂牌的上市公司半数在鲁纸，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从《山东造纸》到《中华纸业》，作为媒体

对行业的依托和所具备的区位优势已经很显然了。还需特

别强调的是，这份刊物是在鲁纸及中国纸业尚未完成产业

变革从而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是在还烙着“散、小、土、

草”印记，被人戏称为“泥足巨人”的时候，就相互建立了

良好的沟通、交流、合作关系，是同行业和企业一路同行、

风尘仆仆走到今天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真可谓

是山东纸业滋养和哺育了《山东造纸》，是中华纸业滋养

和哺育了《中华纸业》。

其三，团队优秀、敬业实干。一份刊物，生逢其时，

能够及时把握时代契机，密切依托行业，借助区位优势等

等，这一切固然都很重要。但是，事情总要人去干。成长的

喜悦、成功的幸福，都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办好一份杂

志，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敬业实干的优秀团队。《中华

纸业》的编辑团队是稳健的、精干的。虽然不断有新鲜血

液输入，但其核心骨干层多年稳定，没有“走马灯”似的变

来换去，保障了办刊好作风的连贯性。这个团队还有难能

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们对关注支持《中华纸业》的各界人

士、对所从事的行业传媒事业、对每一个读者，都心怀敬

畏。他们本本分分为人、扎扎实实干事，不图虚名、不事喧

哗，获得业内外良好口碑和广泛好评，也给所办的刊物赢

得了体面和尊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硬要说这帮“小伙

伴”们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敦厚持重有余、活泼灵

动稍欠。人都是可以改变的，期待《中华纸业》办刊人更出

色、更优秀。

《中华纸业》创刊40年，450多期杂志、万余篇文稿

资讯、数以千万计的文字和图表，这是浸透着办刊人心血

汗水的每一个足印。当下，作为传统纸媒，《中华纸业》正

面临着网络智能时代新媒体的严峻挑战，还需在未来征程

中加以认真应对。

今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

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

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网民达到8.02亿，其中手

机网民占比98.3%。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

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

成为信息源。有人说，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

人’。所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

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我们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总书记讲话，深刻认识全媒

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

律，与时俱进，把《中华纸业》办得更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华纸业》创刊之初，其根本

心愿就是助推中国造纸业蓬勃发展，使中国成为雄冠全球

的造纸产业大国强国。愿《中华纸业》人永远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孟郊·

《登科后》）几十个寒来暑往逝去，当创刊第40个春天到来

之际，衷心祝愿《中华纸业》办刊人更振奋，所办刊物更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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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正：中国秸秆制浆研究第一人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张洪成 

1933年生，南京林业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林产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造纸学会常务理事，

是我国木材化学和制浆造纸工程专家。曾任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助教、讲师、副

教授、教授；制浆造纸教研室主任、制浆造纸学科组主任、化学工程系（现化工学院）主

任；江苏省造纸学会理事长。1997年被国际木材科学院（I AW S）选为院士，1998年获“优

秀学术带头人”、199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共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译著2

部、专著1部、合著4部。

李忠正教授长期从事木材及禾草类纤维原料化学及其在制浆造纸过程中的化学

反应、物理化学过程和制浆造纸特性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分离并研究了麦草木素的结

构，提出了一整套禾草类纤维原料制浆理论，为禾草类纤维制浆方法和工艺技术的改进

与发展提出了理论依据，该研究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甲类）三等奖。在他的主持

下，开发出“禾草纤维低污染制浆方法及木素综合利用”成果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忠正教授主持的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专题，首次系统深

入研究了我国主要速生纤维用材树种和品系及不同树龄的木材化学组成、化学结构特

性、制浆造纸特性等，提出了中国速生树种制浆造纸适应性评价数学模型和计算机软

件，为我国专用造纸树种的培育、经营提供了简便的评价体系和预测方法。在李忠正教授

的主持下，对我国主要速生木材树种制浆造纸新技术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深度脱木

素技术、复合氧脱木素技术、多段漂白强化技术、生物技术在草类漂白中的应用等关键

技术已在我国大中型木浆厂得到推广应用。

编者按：提起草浆、提起生物质精炼、提起南京林业大学，行业里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李

忠正教授。这位从教50多年、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是我国公认的“秸秆制浆”研究第一人，是

我国最早研究生物质精炼的专家之一，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他，仍然在为行业的发展继续做出

贡献。

李忠正教授与《中华纸业》这本杂志有着深厚感情。早在1993年，李忠正教授第一次在

《山东造纸》（《中华纸业》前身）发表文章，在当年连续四期连载发表了“麦草碱法脱木质素

机理的特性”这篇文章。在之后的20多年里，李教授多次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华纸业》上，适

时提出期刊发表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多次受邀参加中华纸业杂志社主办的行业活动，积极为

行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2019年2月，为准备本期特刊内容，《中华纸业》记者专程到南京林业大学拜访了李忠正教

授，李教授在办公室内为记者讲述了他的“纸业”经历。

1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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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起步，认定秸秆制浆研究方向

1952年，刚刚从北京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的

李忠正来到北京燕京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员到车间主任

的2年生产实践，使他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欠缺，认识到

要想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必须继续学习。1954年

作为调干学生，他进入天津大学化工系学习，由于他的

勤奋，在1957年11月，被选送为苏联专家日图辛教授所

招的6名中国研究生中的一名。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南

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国家教育部第一批出国留学人

员的李忠正，东渡扶桑进入著名的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师从国际木材化学专家中野准三教授。这个时期

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留学期间，他把对木质

素结构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和日本、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科技信息网络联

系。

李忠正留学归来后，在南京林业大学先后被评为

副教授、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草类纤维是我国造纸

企业主要的原料来源，但是制浆工艺主要参考木浆制

造的方法。在李忠正看来，两者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

区别在哪里并不清楚，国内外也没有对草浆研究的文献

可以参考。1983年，在江苏省课题的支持下，李忠正开

始了草类制浆特点的研究。他从草类原料脱木素的过程

研究开始，发现草类原料的主要脱木素阶段是在升温至

100摄氏度时则有60%-70%的木质素脱除，而木材是在

中期。1984年，李忠正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草浆的快速蒸

煮法，减少蒸煮的保温时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草浆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在“七五”期间，当时李忠

正承担了国家轻工业部主持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研究

草类原料制浆脱木素的机理、木素的化学结构等。通过

五年的时间，他领导的团队发现了草类纤维原料与木材

在本质上的区别，得出草浆的生产技术不能完全照搬木

材，应从草类原料的实际出发，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备

料、蒸煮、黑液提取、筛选、氧脱木素、漂白全过程建立

了一整套符合草类原料制浆特点的技术。在当时，国际

上还没有人研究草类制浆，以余贻骥为组长的验收专家

组认为，该项目不但是国内领先，也达到了国际领先的

水平。李忠正将相关理论成果整理成论文以连载的形式

发表在《山东造纸》上（编者注：1993年第1期-第4期）。

随着轻工业部项目的结束，李忠正教授及其团队将

草浆的研究重心放在了生产应用上，主要解决了草浆生

产中黑液的处理难题。他使用“亚硫酸钠-甲醛-蒽醌”

（SFP-AQ法）制浆新工艺代替传统的碱法制浆，提高

了木素的溶解性，使得蒸煮时间缩短，草浆得率大幅提

高，这项研究在江苏新大造纸厂成功应用。后来还做过

氧碱制浆，生产线在江苏双灯纸业中试规模连续生产，

用于生产卫生纸。该法比碱法节约用碱25%，浆得率高

且节能，特别适合稻草制浆，其废液中黄腐酸含量高，

特别适于做肥料。

高瞻远瞩，草浆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1997年，李忠正教授在当年的《北方造纸》（《中

华纸业》的前身）第1期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我国制浆

造纸工业现代化的思考”。这篇文章从原料、产品、环

保、装备等多个角度对我国制浆造纸工业如何实现现代

化发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

2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这篇文章，李忠正教授当

时提出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例如，他在分析造纸工业

面临的纤维原料供应问题时指出：“回收纤维无疑是造

纸工业今后纤维的主要来源，废纸利用不但节约木材,

而且减少污染。”“21世纪二次纤维资源无疑是造纸原

料的主要来源。”

文章中他提出解决我国造纸纤维原料不足问题的

另一个方向就是草类纤维的利用。在当时，非木材纤维

原料还占到我国造纸原料的60%左右，但是由于污染等

李忠正教授（中）与本刊记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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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草浆的使用受到很大质疑，甚至有观点认为草

浆将“自生自灭”。李忠正教授从全球的木材供应角度

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三个预测：首先，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草浆生产将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其

次，草浆生产集中地可能由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向农业发

达地区及劳动力廉价地区转移；第三，草类原料制浆也

会以适当的经济规模集中生产,草浆的碱回收技术或其

他污染治理技术会随着社会需要的推动而解决。

进入21世纪，在李忠正教授等人的努力下，草浆制

浆在我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山东泉林纸业与李教授

的团队合作，在李教授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继续创新，通

过工艺和装备上的突破，采用化学法和机械法相结合，

实现了草浆的连蒸连煮工艺，由过去的生产软浆改为生

产硬浆，纸浆得率和滤水性大幅提高，原来难以提取的

污染物新工艺都可以从水中提取出来，减少了污水的处

理难度。纸浆经过氧脱木素调节质量，用来生产生活用

纸、文化用纸等。

李忠正教授为了推广草浆的应用，在泉林纸业投

入了大量的心血，每年都要到企业去多次，深入一线车

间。如今，随着黄腐酸肥料的研发成功，泉林纸业实现

了“农、浆、纸、肥”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并获得了多项

重量级的全国大奖。

以李忠正教授为作者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将

泉林纸业的实践做了总结，证明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

草浆是可以达到以下效果的：(1)备料的除尘、除杂率达

到23％～28％，可使蒸煮用碱量由13％降低至10.5％,

漂白浆得率提高5％；(2)黑液提取设备采用1段挤浆机5

段真空洗浆机(4+1)流程，提取率达到90％～92％；(3)

黑液黏度下降50％，真空蒸发后黑液浓度达到60％～

62％；(4)建立适用于草浆的氧脱木素系统，是提高纸

浆得率和强度的重要工序；(5)漂白麦草浆裂断长达到

6200～6500km；(6)制浆用水量达到50～60m3/t浆，废

水经深度处理后目前的CODCr排放指标为50～60mg/

L。

在泉林纸业成功之后，全国陆续又有几十种禾草

类纤维制浆技术出现，有些虽然申请了专利甚至实现了

小规模的生产，但是没有一种能够像李忠正教授的研究

成果那样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虽然已经功成名就，但

是在李教授看来草浆研究的事业仍然有个很大的遗憾，

他在研究时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希望能将泉林模式在全

国推广，根据国内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建

设项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设想，至今还没有

适于草类纤维备料的秸秆捡拾机、打捆机和蒸煮的立式连

蒸器/本刊记者摄于泉林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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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未来解决中国造纸原料问题，离不开秸秆制浆

纤维原料不足一直是制约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

展的瓶颈，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木浆和废纸原

料。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皮

书》的数据，我国造纸纤维原料的对外依存度仍然有

50%。近两年，随着进口废纸的减少，这一问题更加突

出。

在李忠正教授看来，进口废纸将来很可能要被完

全禁止，解决原料不足除了从国外继续进口商品纸浆

外，还需要加大国内农作物秸秆制浆的推广。2015年，

由陈克复院士牵头，袁隆平、钱桂敬、曹朴芳以及李忠

正、李洪法等16位院士、专家、行业领导、企业家等联

名向中国工程院发出《关于“推广先进技术模式 利用

农业秸秆制浆造纸”的建议》，共同为秸秆制浆发声呐

喊。

除了草类制浆外，李忠正教授的团队也对其他农

作物做了研究。例如，经常被提及的棉秆制浆，虽然理

论上可行，但实际困难很多，尤其是备料比较困难，残留

的棉桃如果不能处理干净，对蒸煮过程影响很大。另一

种我国产生量最大的是玉米秸秆，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

备料困难，叶子、髓芯难以处理，对后续生产有很大影

响。

李忠正教授坦言，这两种作物目前都没有真正利用

起来，但是应用前景很广阔。尤其是玉米秸秆，在我国

从南到北分布很广，比麦草的利用空间还要大。

经过30多年的辛勤研究，今天的李忠正教授对中

国秸秆制浆造纸的应用更加看好，他鼓励企业和高校

的科研人员：“每年我国产生的适合造纸用的秸秆约8

亿吨，可收集的约5亿吨，但真正用在造纸企业的仅一

两千万吨，剩下的如何使用是个很大的课题，需要继续

研究。”

生物质精炼是秸秆制浆的明天

除了麦草制浆的研究外，李忠正教授还是我国最早

从事木质素化学结构及其反应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中国

创立了一整套木质素分离及其结构分析测定的研究方

法，是我国造纸行业内最早研究生物质精炼技术的专家

之一。

2013年3月，已经80岁高龄的李忠正教授受邀参

加了由中华纸业杂志社主办的“2013中华纸业产业高

层峰会”，并在嘉宾对话环节发言，他站在全球的高

度指明了造纸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要“加强研发，

特别是在提高资源利用率、能源利用率以及开发高附

加值产品这些方面的工作应该加强，应该进一步的扩

大。”“延长产业链，就是要以植物质为基础的多收益、

多产品的产业链。”他以挪威Borregarrd造纸厂为例，

介绍了该厂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生物质精炼的

研发，已经拥有纸浆和纤维素产品生产线、生物酒精生

产线、木质素加工产品生产线和香兰素生产线等四条

成熟的生产线，经济效益远高于欧洲传统造纸企业。

他认为：“把造纸产业链延长，向生物质精炼这个方向

去发展，已经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了。当然，我们国

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许多我们自己的特点，如原料不

同、国情不同，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但前景已经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因此我希望我们的造纸

产业在整个结构调整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有利今后发展

的前景。”

近些年，李忠正教授虽然已经远离了科研一线，但

是他的学生都在生物质精炼领域取得了成果。他的学生

金永灿博士，目前担任南京林业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

院院长，是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早期跟随李教授一同

研究麦草制浆，后来转为生物质综合利用，是我国农业

废弃物为原料生产车用燃料生物乙醇的权威专家。李

教授的另一位学生乔军博士，目前担任山东太阳纸业副

总工程师，他在企业中参与了从溶解浆生产过程中提取

木糖醇的工作研发并取得了成功，成为我国造纸企业生

物质精炼应用中的代表案例。……

李忠正教授从事造纸行业工作已有60多年，如今

他仍然住在玄武湖畔的学校内，每天只要有时间都会到

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坐一会，读读资料，看看学生。他见

证了新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华纸业》从一

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刊物，发展成国内外知名的制浆造

纸综合性大期刊。在采访的最后，他对《中华纸业》创

刊40周年表示了祝贺，我们也衷心祝愿李教授健康长

寿，幸福安康。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97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造纸纤维原料供应安全保障的创新理论与技术
⊙ 万金泉 

1965年生，山东济宁人，1993年华南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1998-1999年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博士后。现任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广东省植物纤维高值化清洁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制浆造纸污染控制的研究，先后提出了“造纸废水中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碳源协同代谢生物处理”、“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的嵌入式三层网络控制”、“乙

醇发酵型多点回流式I C厌氧生物处理反应技术”和“基于P S的非均相高级氧化深度

处理技术”等一整套制浆造纸废水处理的新理论、新技术，解决了造纸工业废水处

理效率低、POP s易累积等难题，在全国造纸企业应用，为减少造纸工业污染、保护我

国的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后主持国家“863”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治理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等科研项目30多项，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0多人。发表学术论文

320余篇，编写出版《造纸纤维衰变抑制原理与技术》、《造纸工业环境工程导论》

等专著6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6项、美国专利3件，计算机软件版权8项。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

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2项。

编者按：解决纤维原料的短缺问题，业内人士多从市场的角度想办法；而

本文作者另辟蹊径，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废纸纤维的使用寿命，同样可以增加纤

维原料的有效供给。

万金泉教授是国内研究废纸回用、清洁生产、污染治理的杰出专家，连续

两届被中国造纸学会推荐为院士候选人。自1994年起，为本刊提供影响力较高

的论文30多篇，下载次数近万次。

1

9

9

4

万
金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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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抑制纤维衰变技术；明确纤维表面化学结构对成纸

强度的影响，利用生物酶对纤维表面化学基团进行改

性，形成酶促体系下纤维改性技术，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深领域的研究废纸纤维性能衰变抑制的理论与技

术，以解决废纸纤维在回用过程中的衰变问题，为我国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我国造纸产量突破

1.2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1/4；产值1.4万亿，居世界首

位，已成为全球纸和纸板最大的生产国与消费国。为保

护森林资源，减少造纸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废纸纤维已

经成为我国造纸的主要原料，占70%以上，每年用量约

7000万吨，且逐年上升。目前我国进口废纸占废纸浆总

量的40%，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

将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大幅度减少废纸进口种类和

数量，国家力争2020年底前实现废纸“零进口”。由此可

见，造纸纤维原料短缺形势严峻，原料供求矛盾日益突

出，加之环保能源约束不断增加，因此，依靠科技创新

和技术进步，保障造纸原料供应安全，实现造纸工业的

绿色发展是摆在纸业发展面前的关键课题。

与原生纤维造纸相比，使用废纸造纸1吨纸可节省

木材3～4米3，节约140吨水，化学品消耗量减少300千

克，煤与电等资源消耗分别降低2吨和600kW.h，排放

废水CODCr负荷减少13000～45000mg/L。但废纸纤维

在几次循环回用后，纤维角质化严重，纤维性能衰变，

成纸质量下降明显，一般废纸纤维循环使用2～3次就不

能够再作为造纸原料回用于生产。所以抑制废纸纤维的

性能衰变、延长废纸纤维的使用寿命和提升废纸造纸

的品质正成为造纸行业的研究热点。

本文从植物纤维细胞壁孔结构、纤维晶态结构以

及表面化学基团出发，阐明细胞壁孔结构与纤维性能的

关系，形成调控孔结构抑制纤维衰变的技术；揭示纤维

的晶态结构对造纸性能产生的影响，形成纤维晶态控

图1  植物纤维细胞壁孔结构SEM图

图2  废纸回用过程中纤维细胞孔容变化

摘 要：造纸原料的供应对造纸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废纸纤维已经成为造纸的重要原料来

源，提高废纸纤维的有效利用技术水平，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以及降低生产能耗，同时对于保

障造纸纤维原料供应安全也具有重要作用。废纸纤维在回用过程中易发生滤水性能和润胀能力下降、纤维

塑性降低、脆性增加、成纸强度降低等纤维品质衰变问题，限制了废纸纤维的回用次数和使用范围。本文

研究植物纤维品质衰变抑制的理论与方法，以延长废纸纤维的使用寿命，使废纸纤维能够较长久回用于造

纸生产。研究对于节约造纸纤维资源、保障我国造纸纤维原料供应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废纸纤维；循环利用；性能衰变抑制；造纸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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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纤维原料供应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1  植物纤维孔隙结构的调控

1.1 纤维细胞壁孔结构与纤维性能的关系

植物纤维上存在大量的细胞壁孔，这些细胞壁孔

有些是天然存在的，有些则是在制浆造纸的脱木素、

漂白等工艺过程中形成的。图1是扫描电镜在放大1000

倍的条件下拍摄出纤维细胞壁孔结构SEM图，从图上

可以观察到纤维上有一个个的孔隙，这些就是纤维的

细胞壁孔。一般将细胞壁孔径分为三类：微孔（半径

<2n m）、中孔（2n m<半径<50n m）以及大孔（半径

>50nm）。细胞壁孔的存在对纤维的润胀性能、强度性

能均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能够精准分析纤维细胞壁孔对纤维的影响，

采用ASA P2020M孔径分布测定仪对纤维孔结构进行

测试分析并分析不同孔径大小对纸张强度的影响。当

原生纤维抄造成纸以后，纤维细胞壁孔就会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废纸制浆过程中，随着纤维使用次数增加，纤

维细胞壁孔发生关闭，经再湿润后不能再次完全打开，

即孔的关闭是不可逆的，导致孔容下降，纤维保水值和

强度降低。测试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由图2可知，在废纸进行回用过程中相比于原浆来

讲纤维孔容下降，尤其是回用次数超过3次时，孔容下

降严重，且纤维孔径减小，表明纤维大孔减少，即发生了

纤维细胞壁孔的不可逆关闭。图3是将不同回用次数下

纤维抄造成纸来分析孔径对纸张抗张指数、耐破指数

和撕裂指数的影响。由图3可以看到，抗张指数与耐破

图4  纤维共结晶形成图 图5  废纸浆回用FTIR分峰拟合图

图3  纤维平均孔径对纸页强度性能的影响

表1  成纸强度效果对比

转子类型

通用ZOS7型

渐开式型

孔容/

(cm3/g)

0.041

0.046

平均孔径

/nm

6.00

6.62

抗张指数

/(N.m/g)

21.37

23.94

裂断长

/km

3.45

3.79

吨浆电耗

/(kW.h)

24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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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能下降。

1.2 制浆剪切力场对细胞壁孔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制浆过程中高强剪切力场能够增强

纤维间摩擦力，避免细胞壁孔的不可逆关闭。现有制浆

过程普遍使用的伏克斯转子通过水平方向环流来实现

废纸纤维的碎浆过程，无法形成涡流流态，碎浆过程的

剪切力场较弱。因此，我们研究发明了变螺径式制浆转

子，其螺旋面可使浆料产生强烈的湍流和涡流循环，形

成高强剪切力场，增加纤维的内摩擦，使纤维细胞壁关

闭的部分孔打开。   

目前制浆磨片主要是正锯或斜锯齿形，不能形成

高强剪切力场且对纤维的切断破坏作用较强，尤其不适

用于因多次回用而脆性较大的废纸纤维。基于此，本研

究发明了渐开式扇形制浆磨片，它能增加纤维磨齿面内

摩擦几率及摩擦接触面积，强化了疏解区内浆料高强流

动性，有利于纤维细胞壁孔的打开，且能够减弱制浆过

程切断作用造成的纤维损伤。

采用万金泉教授课题组发明的螺旋转子和渐开

式磨片制浆后，纤维表面分丝帚化作用更加明显，纤维

表面出现层状交联现象。由表1可知，利用渐开式磨片

制浆后纤维平均孔径增加10.33%，孔容提升12.20%，

提高了纤维润胀性及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使得成纸抗

张指数提高12.03%，裂断长提高9.86%，且吨浆节电

14.94%。

2  纤维共结晶的形成机制及控制

2.1 共结晶的形成机制

废纸纤维在回用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纤维角质化，角质化的一

个重要表现方面就是纤维在循环回用

中纤维结晶度的增大。万金泉教授课

题组研究发现纤维回用过程中基原纤

维聚集导致纤维素分子链中两个或多

个结晶区结合，形成一个大的水不能

润胀的共结晶区，大大提高了纤维结

晶度，导致纤维润胀性能降低，纸页

强度大幅度下降。如图4所示。

采用FT I R对不同回用条件下的

纤维进行测试分析，然后用Peakfit分

指数随着纤维平均孔径的减小而下降，而撕裂指数则

先随孔径的减小而增加，然后再随孔径的减小而下降。

这是因为废纸纤维在回用中发生了细胞壁孔的不可逆关

闭，造成纤维润胀能力下降，脆性增加，因此导致成纸

图6  未干燥纤维的NMR碳谱信号峰C4区的拟合结果

表2  回用过程中氢键区域拟合结果

O (2)H…O (6)

O (3)H…O (5)

O (6)H…O (3’)

O (2)H…O (6)

O (3)H…O (5)

O (6)H…O (3’)

O (2)H…O (6)

O (3)H…O (5)

O (6)H…O (3’)

氢键模式回用次数

0

1

3

10.52

27.07

62.41

11.00

29.03

59.95

12.15

34.02

53.83

含量

/%

波数/

cm-1

3581

3479

3309

3581

3479

3315

3569

3485

3303

表3  纤维回用干燥过程中内酯含量变化情况

干燥时间

/min

0

5

10

15

20

干燥

79.97

72.89

64.35

61.65

60.27

羧基含量

/(mmol/kg)

内酯含量

/(mmol/kg)

-

7.08

15.62

18.32

19.70

60.27

58.32

54.09

53.96

52.88

羧基含量

/(mmol/kg)

内酯含量

/(mmol/kg)

19.70

21.65

25.88

26.01

27.09

内酯增量

/(mmol/kg)

-

1.95

6.18

6.31

7.39

润湿后再干燥

表4  干燥再润湿过程中纤维素基原纤和基原纤聚集束尺寸的变化

样品

LFD/nm

LFAD/nm

干燥

4.0

17.9

0

4.1

20.2

105

4.1

19.3

15

4.3

21.3

20

4.5

21.5

4.3

18.1

0

4.5

21.8

105

4.4

20.5

15

4.5

22.5

20

4.8

23.2

润湿后再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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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软件对得到的红外谱图进行分峰拟合，计算各种氢键

模式的相对百分含量。

图5是废纸在回用过程中对氢键的分峰拟合图，表

2是分峰拟合结果。由表2可以看出,废纸纤维在制浆造

纸过程中随着纤维素分子间水分子的脱除，纤维素氢键

作用加强，且经过3次回用后，分子内氢键O(2)H…O(6)

含量提高1.75%，O(3)H…O(5)含量上升6.95%，分子间

氢键O(6)H…O(3’)含量下降8.58%。发生这样的现象，

可能是因为纤维在回用中由于干燥的作用使得纤维细

胞壁结构发生改变，纤维分子链稳定性变化导致分子

间氢键含量降低。

纤维素的羟基和半纤维素醛基、纤维素内部羟基

和羧基,经过分子间的酯化作用生成环状内酯键。因此

可以通过羧基含量变化来定量分析不同干燥时间下纤

维间内酯键含量的变化。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干燥时间越长，纤维内羧基含量越

少，内酯含量逐渐增加，当干燥时间由5m i n上升到

表5  不同干燥方式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处理

方法

常用

干燥

方式

优化

干燥

方式

回用

次数

1

3

5

1

3

5

结晶度

α/%

68.3

70.4

71.5

67.2

69.3

70.1

WRV

数值/% 增量/%

101

91

78

111

101

93

10.9

11.0

19.2

抗张指数

数值/(N.m/g) 增量/%

29.6

25.8

22.3

36.7

31.9

28.3

24.0

23.6

26.9

裂断长

数值/km  增量/%

3.02

2.63

2.28

3.74

3.26

2.89

23.8

24.0

26.8

表6  复配脂肪酶脱墨与碱性脱墨的成纸性能比较

处理方法

复配脂肪酶脱墨

碱性脱墨

得率

/%

93.5

91.6

结晶度

α/%

63.8

65.4

白度

/%ISO

59.36

56.75

裂断长

/km

2.73

2.14

撕裂指数 

/(mN.m2/g)

7.88

7.61

表7  修饰漆酶-谷氨酸纤维改性效果

浆样

对照

浆样

处理

浆样

回用

次数

0

1

0

1

羧基

含量/

(mmol/100g)

增量

/%

-

-

34.4

97.1

抗张指数

数值/

(N.m/g)

50.6

47.6

66.1

60.3

增量

/%

-

-

30.6

26.7

保水值

数值/

(g/g)

增量

/%

1.93

1.76

2.56

2.35

-

-

32.6

33.5

耐破指数

数值/

(kPa.m2/g)

增量

/%

5.02

3.84

6.31

4.99

-

-

25.7

30.1

46.2

27.7

62.1

54.6

10m i n时，内酯含量增加迅速，由7.08mmo l/k g增加

到15.62mmo l/k g，并且在润湿后再干燥过程中，纤维

羧基含量进一步减少，内酯含量进一步增加。在干燥

过程中形成的内酯键会使得纤维素基原纤聚集更加容

易，从而对纤维微观结构造成影响，加剧纤维角质化。

本研究采用CP/MAS13CNMR对废纸纤维回用中的超

分子结构进行分析，对信号峰进行拟合计算纤维素基原

纤（LFD）和基原纤聚集束（LFAD）尺寸来验证共结晶

现象。

图6是未干燥纤维的NMR碳谱信号峰C4区的光

谱拟合图，具体结果可由表4看到。由表4可知，纤维素

基原纤尺寸均小于基原纤聚集束尺寸，基原纤聚集束尺

寸随干燥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经过润湿后再干燥，基

原纤聚集束尺寸会先降低到18.1n m，然后再随干燥时

间增加而增大，并且润湿后再干燥的基原纤聚集束尺寸

比干燥的要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干燥时间的延长，再

次润胀后的纤维细胞内浸入的水分经干燥蒸发，由于

水分子较大的内聚力，使纤维细胞内

壁两侧相互靠拢紧贴，使基原纤聚集

尺寸增大，这就会造成共结晶现象发

生。

2.2 纤维素共结晶的调控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废纸纤维

在回用过程中干燥对纤维共结晶的影

响很大，本研究发现，快速高温干燥

可以避免形成纤维间氢键的可能性，

从而减弱纤维素形成大的基原纤聚集

束作用，减少共结晶的产生。因此，万

金泉教授课题组创新性确立了先高温

后低温的分段变温干燥方式，降低造

纸干燥过程中纤维性能的衰变。具体

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无论采用何种干燥

方式，随着回用次数的增加，纤维的

结晶度随之增大，WRV随之减小，抗

张指数和裂断长均随干燥次数增加而

降低，这正好说明废纸纤维在回用中

发生共结晶现象使得纤维润胀性能降

低，成纸物理性能下降。但采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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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处理条件下的SEM图

究的高低温分段干燥技术可以明显改善纤维各项性能，

纤维结晶度降低，保水值提升，从而有利于改善纤维结

晶现象，当回用到5次时，抗张指数提高26.9%，裂断长

提高26.8%，纤维循环次数增加2～3次，降低干燥过程

中的能耗达20%。

除此之外，制浆造纸的其它过程如压光、脱墨等

也会对纤维的角质化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生物酶的

方法对废纸进行脱墨以缓解纤维的结晶。万金泉教授

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发明了采用脂肪酶（0.6～0.8U/

g）与表面活性剂（0.5%～1.0%）复配进行浮选脱墨，与

碱性脱墨工艺相比更有助于降低纤维结晶度及提升其

它各项性能，具体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使用复配脂肪酶进行脱墨与碱性脱

墨相比，可以使纤维结晶度下降2.5%，纸浆得率提高

2.1%，脱墨后抄造成纸，可得脂肪酶脱墨工艺使纸张白

度提升4.6%，撕裂指数提高3.5%，裂断长提高27.6%。

采用脂肪酶之所以会有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脂肪酶

可有效打开成纸过程中由于纤维素羟基和半纤维素糖

醛、纤维素内部羟基羧酸经过分子间的酯化作用生成

环状内酯键，释放出游离羟基与水结合，促进纤维的解

晶，降低纤维的共结晶，从而改善纤维成纸性能。

3  酶促体系下纤维表面的改性

本研究发现废纸造纸过程中，纤维含有的羧基经

过酯化、醚化作用形成新的化学键，使纤维羧基含量下

降，纤维润胀能力降低，纤维间结合能力及成纸强度下

降。因此，万金泉教授课题组研究采用生物酶法提升纤

维的羧基含量，提出漆酶/谷氨酸体系改性纤维技术。

漆酶（L a c）通过提取木素酚羟基上的电子，使酚羟基

变成酚氧自由基或醌羟自由基，然后自由基与谷氨酸经

过迈克尔加成反应，或诱导效应可使侧链末端上的碳

原子活化，将谷氨酸（Glu）嫁接到纤维表面，增加纤维

表面的羧基含量，从而增强纤维的润胀性能和柔韧性，

最终提高成纸性能。利用FTIR与CP/MAS13CNMR

分别对Lac/Glu改性纤维进行测试分析，证明了可以将

谷氨酸的羧基嫁接到纤维上。结果如图7与图8所示。

图7  Lac/Glu改性纤维红外光谱图 图8  Lac/Glu改性纤维CP/MAS 13C NM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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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7可知，波数1713.75cm-1处为木素芳香环非共

轭C=O伸缩振动吸收峰，此吸收峰的消失表明末端醛

基与氨基反应。而在波数1156.68c m-1处出现-COOH

特征峰，证明漆酶催化木质素将谷氨酸嫁接其上。由图

8可以看到，木质素在δ=70.1处Cγ非还原性末端基信

号峰消失，证实漆酶可催化氧化木质素侧链末端羰基

转变为C=N，实现了纤维的谷氨酸嫁接。这与上述分析

相一致。

而漆酶活性相对较低，稳定性较差，在此基础上

万金泉教授课题组采用小分子物质L-苯丙氨酸甲酯盐

酸盐对漆酶进行修饰，使L-苯丙氨酸甲酯盐酸盐上的

氨基与漆酶残基末端的羧基发生反应生成肽键，提高

了漆酶的活性和稳定性。然后再用修饰后的漆酶-谷氨

酸对纤维进行改性。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到，利用修饰漆酶-谷氨酸对纤维改

性后，纤维的各项指标均提高，尤其是纤维上的羧基含

量，在回用1次后，羧基含量与对照样相比提高97.1%，

羧基含量高了，纤维润胀性能就会提升，所以纤维保水

值提高了33.5%，相应地纤维的抗张指数与耐破指数分

别提高26.7%与30.1%。这也证明对漆酶进行改性后可

以更好地改性纤维，提升纤维性能。

图9是不同处理条件下的SEM图，从图中A可以看

到，未处理纸浆纤维表面比较光滑；经过漆酶处理后的

B图则可以看到纤维表面出现一些细纤维，这是因为漆

酶处理后纤维表面上的木质素被La c催化氧化，游离于

纤维表面的细纤维增多，纤维表面细纤维化明显；而C

是经过修饰漆酶/谷氨酸处理的，可以看到纤维表面分

丝帚化明显，纤维表面呈层状黏连，这是因为漆酶/谷

氨酸处理之后，引入的羧基增加了纤维的润胀性能，纤

维细纤维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可以解释上述经

修饰酶处理后纤维物理性能的提升。

4  经济社会效益

以2017年全国造纸使用废纸纤维量7000万吨计

算，废纸纤维每延长1次使用，每年可以节约7000万吨

纤维，以每棵树胸径0.4米、高10米、重量约为1吨计算，

每年可以减少砍伐约9000万棵树木，对保护我国生态

环境、节约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理论与技术可以实现抑制废纸纤维性能衰

变、延长废纸纤维使用寿命、提升废纸造纸品质，有助

于保障造纸工业纤维原料的供应安全和绿色可持续发

展。

5  总结

(1）利用发明的变螺径式转子和渐开式扇形磨片来

提高废纸制浆过程中纤维间的摩擦力，有利于纤维细胞

壁孔的打开，从而避免孔的不可逆关闭，提高纤维润胀

性及纤维间的结合力。抄造成纸后使得纸张抗张指数

提高12.03%，裂断长提高9.86%。

(2）废纸循环回用过程中会造成共结晶现象的发

生，从而导致纤维润胀性能降低，纸页强度大幅度下

降。通过采用高低温分段干燥技术可避免纤维间氢键

的形成，从而减弱纤维素形成大的基原纤聚集束作用，

减少共结晶的产生。成纸后使得抗张指数和裂断长分

别提高26.9%和26.8%。

(3）漆酶/谷氨酸改性改变了纤维中的羧基含量，

提高纤维的保水值，使纤维表面细纤维化更加明显，纤

维之间结合更加紧密。与未处理浆样相比，漆酶/谷氨

酸改性使得纤维成纸后抗张指数与耐破指数分别提高

26.7%与30.1%。

(4）研究所得到的废纸纤维回用品质衰变抑制理论

与技术，可以推广到实际运用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

益，为造纸行业原料的供应安全提高技术保障。

华南理工大学万金泉教授完成的“废纸造纸废水资源化利用

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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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装饰原纸进入中国时代
⊙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学峰 

李学峰先生，1949年12月出生，现任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是山东省首届首席技师、淄博市高层次人才、齐鲁工

业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山东省企业联合会、山东省企业家协会、山东省

工业经济联合会、山东省质量协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山东

省工商联十一届委员会常委、淄博市总商会副会长，淄博市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先后获得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全国乡镇企

业家、山东省优秀企业家、淄博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编者按：李学峰董事长以企业家独有的胆识和魄力，敢于向装饰原纸行业世界第一叫

板，带领企业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特种纸行业发展的一个创业传奇。他

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用世界先进技术嫁接改造传统小造纸，瞄准世界特种纸科技前沿，大

搞技术创新，经过两年、耗资2000万元成功研发了装饰原纸，实现了关键性的转型升级。自

此以后，企业在“特”字上做文章，走特种纸之路，搞缝隙产品，赋予了纸张新的功能和用

途。又先后研发成功了表层耐磨纸、无纺壁纸原纸等特种纸产品，使三个系列产品都成了

世界第一，带动了中国装饰装修材料行业迅猛发展。2010年12月10日，公司股票在深交所A

股上市。

在转产特种纸之前，齐峰是以草浆为原料生产文化用纸的企业。记得1995年，李学

峰董事长带领企业技术人员来到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中华纸业》杂志主办单

位），与工程设计咨询人员探讨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问题。当时文化纸市场异常火爆，利

润可观，可他却是未雨绸缪，提出齐峰生产文化纸竞争优势不明显，想通过技术改造生产

特种纸与功能纸新材料。

1

9

9

5

李
学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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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中华纸业》

是中国造纸刊物中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权威性期

刊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事造纸行业以来就从上

面了解了大量的造纸信息，多年来《中华纸业》见证了

中国造纸工业的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和成长的历程，记载

了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成就。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

化的背景下，《中华纸业》杂志社与时俱进，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

与桥梁，为中国造纸及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

优秀的平台。

齐峰始建于1976年，前身为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造

纸厂，和《中华纸业》创刊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40余年

的发展见证了中国造纸的历史变迁。1981年，朱台造纸

厂濒临倒闭，我被调到该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从

此与造纸结下了不解之缘。43年来，齐峰人曾在低谷中

奋力前行，用沉着理性和技术创新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

重重困难，改革开放为百废待兴的造纸工业带来潜力无

限的发展机遇，我们通过不断地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不

断对设备改造升级，跟随中国造纸行业大发展的滚滚洪

流，走过一段段跌宕起伏的发展征程。

齐峰43年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76～

1986年，油毡原纸生产阶段；1987～2000年，文化纸生

产阶段；2000年7月至今，特种纸生产阶段。1977年，企

业用破布旧鞋为原料生产油毡原纸，当时只有一台二手

纸机，烘缸是用两块铁板卷成的，烘缸轴头是用枣木做

的轴瓦，年产量不足500吨，因亏损而内定下马。1981年

我接手后，通过调研摸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定决心

进行技术改造，特别是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学习，学

到了长条窄缝筛底过滤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带动了

企业的快速发展。后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油毡原纸

生产企业。

1986年下半年，受国家压缩基建规模的影响，作

为防水材料的油毡原纸市场急剧萎缩，产品难以卖

出，生产经营再次陷入困境。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又

一次选择了技术创新之路，经过多方考察学习，决定上

自上到下依次为：生产油毡原纸的1092纸机、生产文化用纸

的1575纸机、当前亚洲最大的装饰原纸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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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白纸。多方求人，学来技术。

当时企业已处在极度困难之

中，企业没有资金投入，银行紧

缩银根不放贷款，最后我在亲

戚那里借到了改造资金，1988

年7月，成功生产出来单面书写

纸，到了年底，企业不仅弥补先

前亏损，还超额完成利润承包

指标。

1996年4月11日，由于自制

浆造纸的排水问题，公司被央视

《焦点访谈》曝光。第二天，环

保局来贴封条，供电局来停电。

因停止自制浆，购买商品浆做低

档文化纸成本较高，企业陷入

了亏损的困境。

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低

头，从“缝隙”中寻找市场，走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绿

色发展之路，瞄准了世界先进技术——高档装饰原纸

生产工艺。经过上千次小试，上百次大试，投入试验经

费2000多万元，历经两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开发出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替代进口的高档装饰原纸。新产品

研发成功后，迅速占领了市场，把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

产品挤出了中国市场，还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2002年

研发成功表层耐磨纸，2011年研发成功无纺壁纸原纸，

目前这三个品种都是世界第一。后期又先后研发成功了

ADO表层纸、镭射纸、包覆纸、数码打印装饰原纸、预

浸渍纸等十几个高技术含量的特种纸新产品，为人造板

行业拓宽了发展空间，带动了中国装饰装修材料行业的

快速发展。

从建厂时一台枣木轴瓦、水车链子上浆的二手造纸

机到22条世界一流水平的特种纸生产线；从油毡原纸、

文化纸等传统产品到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三大系列600

多个花色品种的新材料。我们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中国特种纸行业的传奇

故事，以“齐心协力、勇攀高峰”的企业精神谱写了中国

特种纸行业的华丽篇章。在齐峰的推动下，中国装饰原

纸由2000年不足全球市场份额的2%，增长到现在的三

分天下有其二，世界装饰原纸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时

任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钱桂敬到公司视察时说，齐峰

是中国造纸行业的一面旗帜，特种纸行业的一个典型。

近年来，公司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讲述》等栏目多次以科技创新、节能环保的典型

进行了报道。

创新就是最大的作为，发展就是最大的担当，面对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齐峰人以特种纸为发展

方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新一轮的新旧动能转换。

“专”、“特”、“精”已成为齐峰大发展的特点。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43年弹指一挥间，在中

国造纸发展的历史大潮中，齐峰也走过了荡气回肠发

展的峥嵘岁月。43年的坎坷奋斗之路，我们无怨无悔！

未来还很漫长，不管前方布满鲜花，还是荆棘丛生，我

都将带着齐峰人继续努力，勇往直前，驰向更加成功

的彼岸。

齐峰特纸（现齐峰新材）成功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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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化制浆造纸用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
见证并参与造纸行业“高污染”帽子的摘除

⊙ 王双飞 

王双飞先生，汉族，生于1963年9月，湖南攸县人，广西大学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带

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5年博士毕业

于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曾任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现任广西清洁化

制浆造纸及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八桂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6届、第7届学科

评议组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造纸学会常务理事、

广西造纸学会理事长、广西造纸行业协会会长。中共十九大代表。

王双飞教授长期致力于清洁化制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领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国家“973”计划前期项目

1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广西科技奖励特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其中S C I收录75篇，在《中华纸业》发表论文近30篇；获授权专利71件，其中美国、加拿大

等国发明专利8件，中国发明专利34件；出版专著5部。

编者按：王双飞教授长期致力于清洁化制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领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研

究。其创新技术——制浆造纸高浓废水资源化利用与超低排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相

关理论成果整理成论文5篇发表在《中华纸业》上；另一创新技术——组合还原法和综合法二

氧化氯制备技术和装备，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相关理论成果整理成论文6篇发表在《中

华纸业》上。

其实，早在1994年，王教授亲笔撰写的论文“制浆造纸废水的生物处理”，发表于当年的

第4期《北方造纸》上；“白腐菌苇浆CEH漂白废水的脱色作用”，发表于1996年第4期《北方造

纸》上。

近年，王教授已是我国清洁制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本期“特刊”截稿时止，

王教授进入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轮评审，是222位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中唯一具有

本硕博造纸专业背景的学者。

1

9

9

6

王
双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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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40年来发展波澜壮阔，气势磅礴，2018

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10435万吨，位居全球首位，较

1978年的439万吨提高23.8倍，规模以上企业超2700

家。世界单机产能最大的75万吨瓦楞原纸板纸机等在

我国相继投产，行业发展可谓是翻天覆地慨而慷。总体

上，造纸行业从产能落后、污水横流的高污染行业转变

成绿色环保、技术密集、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朝阳产

业。笔者有幸同《中华纸业》一起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场

伟大的变革。下面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清洁化制浆造

纸及污染控制方面走过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做一简要回顾与总结。

1  艰苦探索的20年（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改革开放初期，中小型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数量近万家，这有力地振兴了地方经济、增加就业、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因环保意识和相关法律缺乏，也

缺乏先进废水处理经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笔者

1984～1988年在衡阳造纸厂工作期间，亲眼目睹蒸煮黑

液因回收工艺难度大、成本高而直接外排，造成河道鱼

虾绝迹、泡沫翻腾、气味浓重、人人掩鼻，全国上下“谈

纸色变”，造纸行业被戴上“高污染”的帽子，一戴近几

十年，成为了造纸人切肤之痛。尤其1994年发生了众多

小纸浆厂废水未经处理直排淮河，导致震惊中外的淮

河流域水污染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也激发了造纸行业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因此笔者立志依靠科技改变造纸行业高污染现

状，1988年考取了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

重新拿起书本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考取华南理工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处理造纸废水污染的先进方法

和技术。199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广西大学任教，一直致

力于清洁化制浆造纸和废水末端治理的研究。在1994

～1996年间废水生物处理、清洁化漂白、先进制浆方法

等科研成果在《北方造纸》（《中华纸业》前身）发表，为

今后攻克难关打下良好基础。

造纸行业从1992年开始执行新的更为严格的排放

标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92），

大跃进时期促生了一大批以稻麦草为原料的制浆造纸

厂，黑液不经处理直接外排，从而被冠以“污染大户”

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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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排放量降低至<500毫克/升。从1997年开始狠抓

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关闭年产5000吨以下纸浆的

小厂，并将关停并转年产1万吨以下纸浆的制浆造纸厂，

不再建年产几万吨以下的新纸浆厂；推进造纸向大中

型规模转化、向木浆厂转化，特别是尽量不以麦草为原

料，推进较环保的机械浆和废纸制浆。到90年代末，就

基本解决了对淮河等流域的重大污染问题。近90家大

型企业建立碱回收系统，大量污染物无序排放得以控

制。纸和纸板产量从1980年的544万吨提高到2000年

的3050万吨，增加了5.6倍。

2  稳步推进的10年（2000年至2009年）

虽然黑液碱回收问题得以解决，但大量中段废水

污染负荷仍然很高，废水量依然很大，造纸行业依然面

临高浓有机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问题。据统计最高

峰时2009年造纸行业排放废水44.1亿吨，占工业排放废

水量的18.8%，CODCr排放量占工业总排放量的28.9%，

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积极研讨制定新的国家造纸行业

排放标准GB 3544-2001，并于2001年颁布，对废水和

COD的排放量实行了限制，制浆漂白木浆COD排放标

准降至<350毫克/升，排放量<150米3/吨。2007年我国

首次发布《造纸产业发展策略》，制定严格污染控制政

策，之后国家颁布了更加严格的GB 3544-2008排放标

准，废水的排放限值逐步降低到50米3/吨，废水中COD

排放限值降为100毫克/升，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不经

过严格处理难以达标，并且主要处理技术被国外垄断，

大量企业面临着关停风险，制约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时各类先进废水处理技术不断涌现，其中高浓

有机废水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因其实现废水资源化应用

最为广泛。废水中有机污染物被微生物代谢而降解同

时伴有沼气的产生，实现了污染物资源化，显著降低了

废水处理成本，是解决我国造纸废水污染的最佳途径。

但先进的厌氧反应器如UASB(升流式厌氧污泥床)、

EGSB(膨化颗粒污泥床)、IC(厌氧内循环反应器)技术

长期被国外垄断，造成投资和运行成本居高不下，限制

了其在我国造纸行业的推广应用。因此笔者所在团队潜

广西博世科污染治理业绩倩丽，承担的代表性工程有

龙州南华造纸污水处理项目、广西华劲造纸污水处理

项目、福建联盛废水处理项目等。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10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心研究适合我国造纸行业的厌氧处理技术，研发基于

微生物过程强化的高效厌氧菌富集培养及污泥颗粒化

加速技术，并创新开发了UMAR（上流式多级厌氧反应

器，获2013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有效解决了废水的

常规厌氧处理过程甲烷转化率低、污泥颗粒化时间长

等问题。甲烷产率达0.28～0.33m3/(k gCOD)，颗粒化

时间只需30～60天。

针对废水经传统厌氧好氧二级处理仍然难以达

标问题，高级氧化、膜过滤、活性炭吸附、砂滤、氧化塘

及人工湿地、磁整理等深度处理技术在造纸企业不断

尝试并取得良好效果，其中南通王子纸业通过膜过滤

等技术实现了废水零排放。这些方法中Fe n t o n高级氧

化法具有占地面积小、稳定性高、反应速度快、处理效

率高、对有毒污染物破坏彻底、无二次污染、适用范围

广、易操作等优点，成为当前我国造纸企业应用最广泛

的深度处理方法，现约占废水深度处理规模的70%～

80%。但传统Fenton法也存在成本较高，Fenton过程

H2O2无效降解、催化剂活性较差、传质效果较差、关键

设备被荷兰PAQUE S等公司垄断等问题。笔者团队针

对以上问题，在传统Fenton技术基础上，开发了水溶性

多金属多配体自由基缓释剂和负载型固相催化材料，形

成了高效异相催化氧化技术，解决了常规Fe n t o n处理

废水过程化学品消耗量大、应用pH范围窄等问题，使

广西博世科二氧化氯制备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图为海南金海35t/d二氧化氯制备系统及应用二氧化氯的漂白工段。

H2O2用量较传统技术减少了30%～40%，Fe SO4用量减

少30%以上，pH值范围拓展至2～11，酸碱调节费用降

低30%～50%。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芬顿处理设

备UHOFe（上流式多相废水处理氧化塔，2011年度国

家重点新产品）。有效解决了抗负荷冲击能力差、H2O2

和FeSO4使用量大等问题，实现了造纸废水再生水有效

回用、污染物超低排放。

创新集成了针对造纸典型废水的资源化及超低排

放处理技术体系，构建了上流式多级厌氧-多级环流好

氧-异相催化氧化的废水处理技术路线，解决了制浆造

纸高浓废水资源化利用与超低排放的瓶颈问题，有力

推动了我国制浆造纸清洁化进程。实现了核心设备国产

化，打破国外垄断，彻底结束了外企依靠技术垄断牟取

高额利润的时代，显著降低了应用企业的环保投资成

本，实现了废水处理中生物质能（沼气）高效回收、再生

水有效回用、污染物超低排放。2006年依托本技术创

立广西博世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实现产业化，技

术及设备在玖龙纸业有限公司、俄罗斯北极星纸浆工业

联合体等10个国家近200家大型造纸等企业推广应用，

设备累计销售额近20亿元，回收生物质能5.4亿米3，消

减COD总量650万吨。该技术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相关理论成果整理成论

文5篇在《中华纸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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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造纸人共同努力下，这十年间我国采用“全

过程水污染控制模式”，大量先进废水处理技术和造

纸新设备投入使用，纸和纸板产量从3050万吨提高到

9270万吨，增加3倍，但COD排放总量从308.6万吨降

为113万吨，降低63.4%，占全国工业废水COD比例由

43.8%降为26.0%，使我国造纸行业逐步进入健康发展

快车道。2009年万元工业产值化学需氧量（COD）排放

强度降为25千克，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已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

3  精益求精的10年（2010年至今）

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绿水

青山的渴望，尤其十八大以后国家密集出台了《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关于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

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

等政策法规，许多相对《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544-2008》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也相继出台，

对造纸等行业提出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同时不仅仅要

求排放量少，也要求纸浆漂白时具有强致畸、致癌、致

突变性的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如氯酚、氯苯、二

噁英等）超低排放。常用方法为全无氯漂白（TCF），如

氧气、臭氧、H2O2、过氧酸生物酶等含氧化学物进行漂

白纸浆的过程；无元素氯漂白（ECF），主要以二氧化氯

（ClO2）为漂剂；本色浆，不经漂白的纸浆。解决这一严

重问题最佳途径是推广ECF漂白，该技术在欧美使用

率已达95%，可使AOX产生量显著降低，同时漂白浆性

能有所提高，但C lO2制备的技术和设备长期受到加拿

大Chemetics、ERCO和荷兰AkzoNobel的技术垄断，

设备投资运行成本高，在中国推广缓慢。

笔者所在团队历时十多年攻关，创新开发了组合

还原法和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技术和装备（2015国家

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解决了行业清洁漂白工艺中

的关键技术和装备难题。其中组合还原法二氧化氯制

备技术的开发克服了单一还原剂二氧化氯生产中存在

的反应不稳定、氯气含量高、副产物综合利用难等缺

陷，实现了二氧化氯质量、操作和成本的最佳平衡；综

合法二氧化氯制备技术集氯酸盐电解、高纯盐酸合成

和二氧化氯反应于一体，具有生产成本低、产能大、无

副产品处理等工艺优势，尤其适合行业内大型纸浆厂

需要；同时发明了多重强

化无元素氯漂白技术，阐

明了C l O2漂白过程残余

木质素和己烯糖醛酸生

成AOX的机理，与传统

ClO2漂白相比，显著减少

了ClO2用量，AOX再降低

33%以上。

该技术体系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彻底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从

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纸浆

清洁漂白的关键技术难

题，成果经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鉴定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20 0 9年实现产业

化应用，2012年首次实
培育上市公司——广西博世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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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C l O2制备成套技术出口，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

完整掌握上述两种ClO2制备技术的国家，一举由ClO2

技术进口国变为出口国，《人民日报》多次报道，称其

为“中国智造”的标杆。已在我国、印度尼西亚、印度

等国的23家大型造纸企业应用30多套，其中单套ClO2

制备系统最大产能已达35t/d，可满足年产8万～100

万吨纸浆漂白企业需求。主要应用企业近三年累计生

产ECF漂白浆735.3万吨，新增销售额269.3亿元，新

增利润38.9亿元，取得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

益。其中设备生产企业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实现二氧化氯制备装置直接销售收入4.56亿元，

外汇创收2207.2万美元，新增利税1.14亿元，取得了

重大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凭借该技术推动广西

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顺利在深交所

成功上市。该成果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和广西科

技进步一等奖，相关理论成果整理成论文6篇发表在

《中华纸业》上。

在这十年间环保监管部门通过实施严格的排放

标准，加强对企业的排放指标监管，实施排污许可证

制度，清除落后产能。与此同时造纸行业响应中央绿色

发展的号召，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按照“十三五”《轻工

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绿

色制造，用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通过几代造纸人努

力，造纸行业对水污染控制技术已逐步完善，造纸行业

万元工业产值新鲜水用量由2005年的183.0吨降至2015

年的40.6吨，万元工业产值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

度由2005年的69千克降至2015年的4.7千克，已经成长

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造纸工业，终于摆脱

了困扰造纸人几十年的“污染大户”黑帽子。

4  建立“一校一企深度融合”创新模式

笔者利用广西大学教授、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双重身份，为了使

科技成果不束之高阁“闲躺着睡大觉”，建立了“企业

提出需求-学校基础研究-校企合作开发-企业推广应

用”循环式的科研机制，积极构建了“基础研究与工程

技术开发互为支撑，一校一企深度融合”的产学研模

式，实现了基础研究与技术成果转化间的无缝对接，促

进了高浓有机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问题、纸浆清洁化

漂白等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中华纸业》在专访“纸

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自主创新成果”中进行深入报道。

团队将利用该模式在清洁化制浆造纸、土壤污染治理、

流域生态修复、黑臭水体治理等方面继续深耕，加速技

术产业化，用科技创新守护我国绿水青山。

5  展望未来

近期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要求我国“十三五”期

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减排方面：全社会万元GDP用水

量下降23%，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5%，主要污染物

深度处理后的废水快赶上纯净水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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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飞教授研发团队

COD、氨氮排放总量减少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减少15%。长期来看，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要求，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

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智能绿

色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到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这给我们造纸行业带来了

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要求造纸行业踏踏实实、精益求

精，用科学精神、工匠精神来实现这一目标。从宏观

上、整体上统筹：调整产业区域结构，推进产业协调

发展；优化企业规模结构，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增加

纸及纸制品的功能、品种和质量，向专、精、特、新方

向发展。加强纤维原料高效技术、高速纸机自动化控

制集成技术、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的研发

及应用；提高环境管理水平，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加

强废纸回收利用，推进绿色低碳消费。相信通过造纸

人共同努力，造纸行业定能变得更加绿色环保，顺利

完成“十三五”目标，稳步迈向2050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目标。

总之，在这40年里，感谢《中华纸业》杂志一路同

行，一如既往坚持科学与实用并重，深入报道推广我国

造纸工业新成就和重要科技成果，为行业持续发展献

计献策，为企业和政府、企业和高校，搭建合作平台，宣

传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助力造纸行业健康发展，

成为我国造纸界声望高、影响力大的技术性刊物，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作为一名造纸人对《中华纸业》40年来

陪伴和支持表示由衷感谢，期待在今后工作中精诚合

作，共同为造纸行业发展贡献力量，用科技创新绘就美

丽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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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筑梦  扛起担当  挺直民族造纸工业的脊梁
⊙ 晨鸣集团董事长  陈洪国

编者按：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华纸业》的前身《山东造纸》和《北方造纸》阶段，

晨鸣集团（及前身寿光造纸厂）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已经开始多次在杂志上报道，也是最早登上

《中华纸业》（《北方造纸》）封面的造纸企业之一。

1997年是晨鸣集团发展史上比较特殊的一年。1997年5月，晨鸣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发行，标志着中国造纸业向国际化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1997年9月，晨鸣投资2.08亿元控

股汉阳造纸厂，成立“武汉晨鸣汉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32岁的陈洪国被任命为公司总经

理。面对这个亏损额达7亿多元、负债率98.7%、濒临破产的老国有企业，陈洪国带领员工对

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将企业迅速搞活，4年创利税7亿多元，并相继盘活了湖北省赤壁造纸

厂等4个严重亏损或已经破产的企业，被誉为“国企改革的典范”。

1997年，《中华纸业》（《北方造纸》）也首次刊发了陈洪国参与撰写的文章《多缸造纸机

热泵供热系统的设计及运行》，其后又多次接受杂志专访。至2018年底，《中华纸业》上已经

刊发了105篇与陈洪国相关的研究论文或新闻报道，与晨鸣集团相关的文章已经多达1304篇。

数十年来，《中华纸业》和行业一起见证和记录了晨鸣集团不断成长壮大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纸业领军企业。

陈
洪
国 

陈洪国先生，1965年11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山东轻工业学院，高级经济师。

1987年加入晨鸣纸业，历任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副总经理、公司董事、武汉晨鸣汉

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自2001年开始担任晨鸣集团董事长至今。兼任

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

陈洪国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全国

特殊贡献人才、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十大新闻人物、全国轻工系统十佳杰出青年岗位

能手、湖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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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造纸工业发展波澜壮阔，铸就辉煌。今年是《中华纸业》创刊40周

年华诞。作为中国造纸行业的核心刊物，她见证了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记载着中国造纸工业

的成就。

回首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光阴，晨鸣集团与《中华纸业》一路走来，经历了行业的风雨沧

桑，也迎来了产业的凤凰涅槃，从一家名不经传的县办小厂发展成为中国造纸龙头企业，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奇迹。步入新时代，我们坚守实业，专注主业，扛起担当，在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上挺直了民族造纸工业的脊梁。

凤凰涅槃，引领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我们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秉承“绿色发展、环保

先行”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之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了产业发展的美丽嬗变。

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质量和效益同步持续提升，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企业的必由之路。2011年以来，我们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痛下

决心，先后关停了齐河晨鸣、武汉晨鸣一厂、延边晨鸣、海拉尔晨鸣等一批效益良好而产能相

对落后的子公司，陆续淘汰浆纸产能270多万吨，走在了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列。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我们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尽管造成了一定损失，但腾出的空间很快

上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项目，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发展质量来看，都实现了“破茧成蝶”的

美丽蜕变。

2012年，吉林晨鸣实施整体环保迁建，关闭淘汰原有的低水平生产线，新上30万吨高档

文化纸生产线；完成武汉晨鸣二厂、寿光晨鸣热敏纸和新闻纸改文化纸改造升级，步入良性发

展轨道。同时，集中精力和资源，加快发展优质高端产能，先后上马高档

生活用纸、铜版纸、文化纸、液体包装纸、食品包装纸及化学浆等世界一

流项目，增加600多万吨高端产能，高档产品比重提高到95%以上，再造

了一个“造纸王国”。

绿色发展是制造业的底色。我们始终将环保作为“生命工程”来抓，

坚持把环保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先后投入80多亿元，积极开展环保治

理，各项环保指标都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在行业内率先投用中水

回用工程，采用世界制浆造纸行业首创工艺，目前中水回用率达到75%以

上，回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同时，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实施节能

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绿色、清洁、低碳型生产体系，实现了“节

能、降耗、减污、增效”目标，已建成花园式工厂、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

型企业标杆。

创新驱动，勇攀产业高峰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多年来，我们始终瞄准国际一流

技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一流设备增强优势，以一流技术拉高标准，

以一流产品开创市场，不断提高科技研发水平和产品服务质量，提升了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了行业的领军地位。

晨鸣集团是《中华纸业》1998年发刊

首期的封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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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我们先后投资390多亿元，与芬兰维美德、德国福伊特等世界一流造纸机

械供应商合作，引进最先进的造纸设备和技术，建成国内最大的热敏纸生产线、国际一流的

高档文化纸生产线、世界上单机产能最大的生活纸生产线和纸幅最宽、车速最快、装备水平

最高的铜版纸生产线等一批高端生产线，实现了造纸装备全面升级换代。

我们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定CNAS浆纸检测中心等重

大科研平台，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国际先进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和科研开发能力，荣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1项，承担国家级科技项

目5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26项，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21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

面对当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谁能控制原材料谁才能真正掌握市场主动权。我们战略布

局全产业链，一心一意做好浆纸，坚定不移走林浆纸一体化发展道路，打造最具竞争力的浆纸

全产业链。

目前，我们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地发展原料林基地近70万亩，年可供应木材20万

吨以上。同时，建立中心苗圃，集苗木培育、营林生产和木材开发于一体，进一步拉长林业产

业链条和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增加林业板块的经济价值。

建设大型浆厂，是林浆纸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2005年，我们承接经国务院批准的广东

湛江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先后投资265亿元，建成100万吨化学浆厂和四条国际一流的造纸生

产线，成为当前全球装备最先进、产品最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造纸企业。2018年以来，我们

又先后建成黄冈晨鸣化学浆和寿光

晨鸣化学浆两大制浆工程，在国内

五大浆厂中拥有三家、木浆产能最

大，实现了木浆自产自足、浆纸产能

完全匹配。

尽职履责，肩负社会使命

企业只有在追求价值最大化

的同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

身公益慈善事业，为社会创造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实现长足发

展。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

不忘初心，尽职履责，回报社会，扛

起了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

富而思源，我们始终把造福

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和落

脚点，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为员工

提供免费就餐，每季度发放生活福

利，夏季组织送清凉活动，在员工生

日时送上贺卡和蛋糕，“三八”妇女

节期间为女员工发放礼物并免费体

检，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离退休员工，

陈洪国自2001年开始担任晨鸣集团董事长以来，准确把握产业

变革机遇，以一连串的大格局大手笔带领晨鸣集团突飞猛进，正

朝着“千亿级”世界企业集团迈进。下图为2017年陈洪国（左）向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前中）介绍企业的愿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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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幸福企业；先后出资500万元建设高标准的灯光篮球场、员工俱乐部、图书室、乒乓

球室、台球室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员工公寓环境，让广大员工共享发展成果，增强了员工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

同时，成立员工互助基金会，对因大病和意外事故造成家庭困难的员工进行帮扶，还积

极向市总工会申请病困帮扶，向市慈善总会申请困难救助，为员工争取帮扶基金，近年来先后

帮扶困难员工近两百人次，让他们感受到了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投身公益慈善，是企业的使命担当。我们热心支持抗洪抗震、助学支教、夕阳扶老、爱心

助残、真心助孤、康复助医、特别生活救助等慈善公益活动和光彩事业。同时，积极参与子公

司所在地扶贫济困工作，为当地建起了富民惠民的就业链，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家庭走出困境，

促进了一批农民增收致富，以发展成果反哺经济社会。

面向未来，我们将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光荣使命，秉承“学习、超越、领先”的企业精

神，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不忘初心，持续奋斗，向着世界一流企业阔步前行，成就千

亿企业、百年晨鸣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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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动能 新太阳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洪信

李洪信先生，山东兖州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第九、十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现任山

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名誉会长。

1982年，李洪信以振兴中国民族纸业为理想，带着全村父老乡亲的嘱托，

依靠3万元贷款起家创立太阳纸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太阳纸业已经

发展成为拥有员工14000余人，年浆纸产能750万吨的知名跨国造纸集团。

企业先后荣获“中国造纸1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企

业”、“全国诚信守法企业”、“特级(A A A)信誉企业”、“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纸张供应先进单位”、“山东省履行社会责任示范企业”、“山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山东民企杰出社会贡献奖”、“山东省企业管理奖”等称号。

李洪信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循环经济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首届“孔

孟之乡十大儒商”、2009年度“山东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山东省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经营者、庆祝共和国六十周年最受尊敬的企业家60人、首

届中国儒商、济宁功勋企业家，分别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三次荣膺R I S I

亚洲造纸业最佳CEO称号，2018年获安永企业家奖。

编者按：1998年，在《山东造纸》、《北方造纸》的基础上，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

业》正式发刊。《中华纸业》把“为行业管理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确立为基本办刊宗旨，

进一步加大了产业战略研究和企业改革管理经验的报道内容比重。

当时的太阳纸业，在李洪信的带领下，已从一个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年产能15万吨、利

润年均增长106.7%的“中国造纸1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1998年，李洪信当选为第九届全

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山东省技术专业拔尖人才”。当年《中华纸业》第5期“九届人大代表特

约专栏”上，刊发了李洪信的署名文章《改革创新上水平　抢抓机遇快发展》，介绍了太阳纸

业深化企业改革、创新管理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和产品结构、实施技术创新的经验和做法，

李洪信也是最早在本刊向行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之一。

如今的太阳纸业，已经逐步成长为世界知名的林浆纸一体化的综合性制浆造纸集团，中

国企业500强。站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李洪信表示，太阳纸业将持续强化创新，坚

持走绿色、低碳、可循环发展的路子，努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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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太阳纸业的30多个农民工拿着借来的3万块钱贷

款，走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当时的我们对造纸技术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只要勤奋、

肯学习、能吃苦，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就这样，大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懂造纸技术，

就背着煎饼、咸菜到附近的泰安造纸厂虚心学习；没有资金购买成套设备，就从废铁堆里找

零件，自己拼装、自己焊接。凭着不服输的拼劲，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之后的几年，我们一

边摸索生产，一边提升管理水平，一边四处拜师学艺。1985年，开始与国有企业青岛造纸厂搞

技术联营，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国企的管理模式，通过联营合作使公司各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

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又开始利用外资成立了5个合资企业。通过合

资，扩大了企业规模，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太阳纸业又一次进入了蓬勃发展的

快车道。

经过近40年的不断发展，太阳纸业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坊式造纸小厂，逐步成长

为林浆纸一体化的综合性制浆造纸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发展成

绩，主要得益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改

革开放41周年，“吃水不忘挖井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要感恩这个伟大的时

代，感恩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感恩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感恩社会各界和行业同仁的一

太阳纸业的技术装备已经“鸟枪换炮”，图为同为生产文化用纸的纸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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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太阳纸业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主业，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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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同行，感恩客户、股东和辛勤付出的全体太阳人。有了这些需要感恩的对象，才有了我们太

阳纸业的今天。

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主业，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特别是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公司在坚守主业不变的基础上，不断努力拉长产业链条，实现了

产业链上产品的多元化、差异化和价值最大化。国内首家成功采用溶解浆连续蒸煮技术，成

功从水解液中提取出食品级木糖，被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幸福阳光生活用纸被

复兴号高铁确定为专用纸巾，绿色环保轻型纸成功被选定为十九大会议文件专用纸，白泥资

源化利用项目被列为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同时，我们加快实施“走出去”步伐，大力开展

老挝“一带一路”项目建设，30万吨化学浆成功投产，40万吨再生纤维、80万吨箱板纸项目正

在稳步推进。这些新技术、新项目的发展，为太阳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造纸工业也进入了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站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太阳纸业将持续强化创新，坚持走绿色、低碳、可循环

发展的路子，努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继续推进“四三三”

发展战略，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老挝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我们坚

信，随着“四三三”发展战略和老挝项目的持续推进，将有力推动太阳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有效解决制约我们企业发展的原料瓶颈，推动公司国际化发展进程。

展望未来，太阳纸业将充满繁荣发展的活力，一个崭新的“太阳”将呈现在大家的面

前。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持续向市场提供高品质、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更

大价值，实现多方共赢。我们也愿与行业同仁一道携手共进、并肩发展，以初心不变的定力、

沉着应变的智慧、主动求变的勇气，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太阳纸业打造成可持

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努力为中国造纸业由大国向强国迈进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李洪信董事长多次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中华纸业》记载着太阳纸业的发展业绩。

图为时任总编任永森（中）在新时纪元年采访李洪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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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两个40周年”的深情感悟和未来期望
⊙ 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  胡楠

胡楠先生，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现任中国轻工企

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曾任天津轻工机械厂总工程师、副厂长，

中国轻机总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轻工业部技术装备司司长、综合

计划司司长，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理事长。

从1985年起相继被聘为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机械和轻工

专业组评委以及何梁何利奖等评委，2003～2008年曾任上述国家奖轻

工专业组组长兼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

编者按：从产业经济的角度，论述我国造纸产业尤其是造纸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在深度、高度、前瞻、导向等方面来说，目前为止胡

楠先生可以说是行业第一人。附表是1999年至2016年，他在《中华纸业》发表

的14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题目，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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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两个40周年”,是指在举国上下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对我国纸业（含造纸装备制

造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和思考，

这是“第一个40周年”；今年适逢《中华纸业》杂志创刊

40周年，它与伟大时代同步伐，记录了一段风雨兼程的

历史——我国纸业改革开放史，是值得纪念的“第二个

40周年”。

我虽然不懂造纸工艺技术，但我是造纸装备制造

业的一名“老兵”，带着深情写下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关于造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回顾与思考”一文，

发表在《造纸信息》杂志今年第2期上。我1985年初调

北京工作后，认识了《中华纸业》杂志的创办人任永森

先生，他的刚直坦诚的性格使我敬仰这位老朋友，他帮

我学到了不少纸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并对《中华纸业》

杂志产生了一种通过它向纸业同行“倾诉”的愿望。

从1999年开始到2016年，我在《中华纸业》杂志上

发表了10多篇较长的文章，约10万多字，其中“中国造

纸装备制造业创新战略研究导论”，因有3万多字分3期

发表在2008年第6期、第8期、第10期上。我这个纸业界

多半个业外人士，居然对我国纸业发展战略、林纸一体

化、产权民营化、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国家权威机构对

造纸工业的定义等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有的甚至是

质疑和批判。这些不顾“关系”的文章，都是中华纸业

杂志社帮助我完善后发表的，今天回忆当时的情景，我

在它创刊40周年时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到我这个造纸装备行业的“老兵”回忆中来。40

年前，造纸装备行业主要骨干企业是上海、辽阳、西安

三大纸机厂和生产制浆设备的天津轻机厂，当然都是国

企。当时最高水平的纸机是运行车速300米/分的3150

机型，而天津厂则主要生产蒸球（发达国家早已淘汰）。

到80年代中期，我记得王文哲副部长叫我这个装备司长

通过军转民去研制1760型300米/分纸机，而天津厂还在

“踢球”（指生产蒸球），最“红火”时一天踢出一个半

球，成为大量乡镇小造纸企业的首选，却大大污染了环

境。而改造和新建大中型纸厂，基本依靠进口设备，当时

我只能有一种自悲感！更在“上帝”面前低下了头！！（这

里的“上帝”指我们提供设备的浆纸企业）。

改革开放过了近30年，我这个“老兵”还是抬不起

头。一位国企“大佬”在某杂志上说：“中国自己的造纸

机械行业如今已经全军覆没，造纸企业一水儿地全部购

买国外的设备”（发表在2007年11月的某刊物上）。话虽

然有点“过”，但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有点“恨

铁不成钢”的情感，具有代表性。

基于造纸装备行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近10年的

发展是在前30年的艰难奋进基础上，特别是改革开放

大好形势的推动和积累，通过在不断开放环境下的制

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进入发展成果显现期：

（1）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在改革浪

潮中实现了全行业民营化，是重大的制度创新。

（2）产业研发制造体系逐步建立，创新成果显著。

在《造纸信息》征文活动中，较多文章展示造纸装备创

新成果，这里不再列举。总的来说，这些创新成果均达

到国际同类装备先进水平，个别装备如大型二氧化氯制

备设备为国际领先水平。

在创新的同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日益受到重视，

已经成为行业和企业参加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

到2018年底，全球有关制浆造纸装备的专利家族

数量达到50279件，其中中国专利家族数量为10683件，

占全球的21.27%。

总的来说，造纸装备制造业在原来基础上实现两

个转变：从模仿学习、消化吸收到集成创新的自主研发

转变；总体上的技术水平由低技术水平向中高技术水平

转变。

（3）我国造纸装备制造业，积极追随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制浆造纸技术和装备出口增长很快：

以优良的性价比，近几年出口额每年以20%左右的

速度增长。山东是我国造纸装备行业的重要生产基地，

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年销售收入达10亿多

元，占销售总收入的37%。

（4）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提高我国全球配置创

新资源能力。我们造纸装备制造业已经起步，例如浙江

华章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既发挥西

门子的硬件优势，又能发挥华章的研发和人才优势，合

作共赢；凯信机械利用海外专家在意大利设立研发机

构；中芬合著的《造纸及其装备科学技术丛书》，使我

们学到了不少创新性的理念和知识......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应注意到我们与国际先进

水平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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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结构层面看，我们的市场集中度和产品差异

化程度与全球高端造纸装备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后者早

就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我们期望形成“金字

塔”型的市场结构，少数“塔尖”上的企业，进入高端造

纸装备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技术创新层面看，由于核心技术缺失，基础研

究滞后，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先进性的差距是众所周知

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运用智能化手段在产品制造和

运行的优化、管控和故障预测等方面为用户创造价值的

服务还未起步。

以上是我对纪念“两个40周年”的深情感悟。在此

基础上面对未来，我的期望是什么？在学习《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基础上，结

合我这个“老兵”一生的实践体验，试图抓住“要害”，

期望重视两个问题：造纸装备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

1  造纸装备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面对智能制造的创新大环境，产业创新升级的主

体是智能化转型。如何转型？尽管智能化的大趋势要重

视、要学习，但不能走“跟随模式”的道路，要在结合国

情、研究我们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用战略思维来制定转型升级战略。

工业4.0被国内外媒体炒得热火朝天，智能化的高

调沸沸扬扬。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

的问题，由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让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

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思想。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工业

4.0目前仍是理念、愿景和发展战略，还不是现实。工业

4.0（Indus t r y 4.0）是德国政府和工业界定义的制造

业的未来蓝图。德国人认为，18世纪机械装备的引入，

胡楠教授作为知名专家，主持鉴定众多自主

装备创新成果。其中下图为鉴定江河纸业、

大指装备5600mm文化纸机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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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工业1.0”时代；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与自动化，

标志着“工业2.0”时代；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信息化，

标志着“工业3.0”时代；现在，人类正进入“工业4.0”

时代，即实现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融合的时代。

其中所谓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

CP S），也称虚拟现实交互系统，是新一代工业革命的

核心技术。CPS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2006

年正式提出，究其核心要义，是传统制造业利用物联网

（Internet Of Th ings，LOT）和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进行的智能化转型。

上述智能化转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为

“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相比，从基础到技术创新

水平差距大，不少企业还处于工业2.0、3.0的补课时

代。工业4.0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系统进化的过程。立足

国情，认清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发展趋势，极力将自

己的优势带进智能制造阶段。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发展

印证了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在今天全球化、信息

化时代，对劳动力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劳动的载

体，还包括智力劳动。实际上任何劳动者都是这两者的

结合，都是制造技术的载体。中国人的手、脑优势，是制

造业的最大比较优势。当前，我们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丰

富，但技能偏低，其中又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典

型。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将这几亿人放到“智能制造”

的对立面上。他们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版智能制造的内

涵要比“机器人”、“无人化工厂”丰富得多。造纸装备

制造业，就不能搞什么“无人车间和工厂”，我们的工匠

（技工）比机器人更重要，智能制造技术主要用在产品

质量和运行设备的适时监控，以及研发、工艺过程优化

的智能建模、仿真等方面。

一旦将这几亿人视为中国版智能制造的主力军，

就会立即发现：把“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远

不止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亿万剩余劳动力转变为

“工匠”的技能教育和培训更为重要。

事实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这种“比较优

势”，即使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匠精神”是专

业化协作分工的现代制造业的生存和创新发展之本，许

多中小企业的员工不多，规模也不算大，装备也不是世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车速最高的文化纸机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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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关键是持之以恒地、不断创新地做好一件或几

件产品，这些企业能够长期地为著名品牌大企业提供

高技术、高质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在某种中间产品、

中间技术中占绝对份额。其实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工匠

精神”，“工匠精神”是保持企业文化内涵与品质的内在

动力，“工匠精神”是继承更是创新。人们多年来崇尚的

“工匠精神”，同样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创业者

们通过经年累月点滴积累的经验、从功能机理上实施持

续改进，去不断满足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使得创新成

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永续生存的利器。

我国造纸装备制造业基本都是中小企业，值得我们重视

和学习，逐步使“工匠精神”成为企业文化的内核。在此

基础上实现“智能化”的转型升级目标：

在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设计模块化、系列化、标准

化，并逐步探讨研发中的建模与仿真；在实现工艺的全

面数字化、结构化的基础上，对企业的工艺布置、制造

链、供应链等进行优化，实现智能化的精益生产方式；

一个更远期的战略目标，建立智能维护系统，成为工业

4.0智能信息服务体系的雏形。

2  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

正如《纲要》中所指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

人才驱动，落实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是

什么？除了“尊重创新创造的价值，激发各类人才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之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模式”

和“科学精神”，这是一个全社

会、全民族的问题，是人才驱动

和以人为本的根基。

首先是提倡理性化的“思

维模式”：

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充分

理解相关的概念并使其清晰化，

然后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推导

出的结果再拿到实践中去检验，

其过程有点像我们这些工程师针

对某一创新课题所进行的“数学

建模与仿真”，更何况我们将处

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智能制造时

代。

创新型人才的“做人”与“做事”可以归纳为三点：

理性、缜密的思维模式；勤奋、探索的工作热情；包容、

互助的团队精神。

可见“做人”与“做事”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并且“做人”是第一位的，只有做一个正直、善良、真诚、

勤奋的人，才能做出创新的成果！

接下来就上升到“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这一话题

上来。

2018年8月10日～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

“2018世界科技创新论坛”，汇聚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

者、著名企业家、国际著名智库成员等，把脉中国和全

球创新议程。12日上午，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应邀

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的主旨演

讲。现摘录演讲开头的几小段如下：

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在中国古老的

大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说起

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其实它还包括科学

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

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

来，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

乏科学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

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来说，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基础

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性成果乏善可陈。

汶瑞机械生产的达国际领先平的SJA2284双辊压榨挤浆机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27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胡楠教授在《中华纸业》发表的部分文章

论文题目

超越自我·清除障碍,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我国纸业的发展战略

有关我国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观点(提纲)

林纸一体化与投资多元化(在“中国林纸一体化投资与发展论坛”讲话的修改稿)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 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对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

中国造纸装备制造业创新战略研究导论

关于《造纸产业发展政策》的学习与思考

关于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思考

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和未来

关于培育、引导造纸装备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分析

造纸工业是低技术工业吗?

关于造纸装备业的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初探

绿色制造是造纸强国的基础——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解读

产业升级中的中国造纸装备制造业 砥砺前行 成就辉煌 《“十二五”自主装备创新成果》系列报道(代序言)

智能制造与工匠精神

发表日期

1999年第4期

2000年第11期

2003年第2期

2005年第10期

2008年第6期、

第8期、第10期

2009年第4期

2009年第14期

2009年第23期

2010年第21期

2011年第13期

2011年第17期

2016年第1期

2016年第4期

2016年第15期

附录

你可以找出一千条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学精神

缺失。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

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折射出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在遭

遇着权利化和商业化的双重腐蚀。

科学精神缺失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科技界，而是全

社会的。比如，与健康有关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在中

国特别容易流传。《科技日报》每个月底拿出一个整版

来辟谣，还是辟不过来，因为谣言太多了。可谓谣言满街

跑，真相还没穿上鞋呢。公众宁愿盲从某些“名嘴”关于

敏感问题的臆断，而不愿寻找和相信科学的答案。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而始作甬者

也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订约和守约是人区别

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订约和守约的人必定是能

够对自己负责的人，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又必定是具

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

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独立的人格来自于被科

学武装起来的强大内心，依托于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精神特质。可以说，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

生兄弟，它们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上述刘亚东先生关于科学精神缺失的诸多现象，

其根本原因是历史传递下来的“制度变迁”遗产。改革

开放四十年，是我国真正接受和传递科学精神的起步

阶段，主要体现在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等方面，推动我

国科学和经济的奇迹般发展。另一方面，科学精神的创

立是一个逐渐地渗入公众意识深层的历史过程：文艺复

兴后，欧洲爆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

义，去除鬼神，科学随之兴起。正是由于启蒙运动中的

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

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近四百年的现代化历

程。四百年，我国才四十年，最快地还要二三十年吧！也

是对广大公众的一次重大启蒙。党中央早就意识到这一

点，在《纲要》中提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全民科

学素养，在全社会塑造科学理性精神。

我们应该坚信，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又一

个一百周年：建国一百周年，《纲要》提出：到2050年建

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

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最后，我希望《中华纸业》杂志社在与伟大时代同

步伐的进程中，重视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典型

经验报导，与造纸产业共同再创一段风雨兼程的光辉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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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事造纸产业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较少，发表的论文专著更是少得可

怜。越少越珍贵，每到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定位于产业经济刊的《中华纸业》，

会想尽办法组织深挖这方面内容的文章。

郭永新秘书长就是这方面的人才之一，作为造纸专业出身并有清华大学M BA学

位的战略专家，近20年在《中华纸业》杂志发表战略研究性文章30余篇（如附表），引

领指导产业发展。

2

0

0

0

郭
永
新

加强产业战略研究  助力纸业升级发展
——寄语《中华纸业》四十华诞
⊙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郭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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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四十年历程的《中华纸业》杂志，是中国纸业全面走向复兴、不断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和

助力者。作为近20年前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一名作者，我是《中华纸业》杂志从小到大、影响

力不断增强的见证人。杂志已历不惑年华，未来更将前景如画。作为杂志的老朋友，我对《中华

纸业》的发展充满美好祝愿！

四十年辛勤耕耘，《中华纸业》为行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本杂志办上四十年，在科技期刊界也算是长者级的辈分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天的《中

华纸业》杂志仍然是充满青春活力，是其他科技期刊学习借鉴的榜样。这个成就，离不开几代人

的共同努力。记得杂志的老总编任永森同志是在36岁时就全力投入到杂志社，全部美好年华都

奉献给了杂志的发展和壮大！如今的杂志社更是人才济济，杂志的内容从以前的资讯信息、科技

文章到今天的产业经济研究，成为造纸行业发展的重要研究阵地，对造纸行业发展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参谋助手。

前瞻性战略研究，是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

《中华纸业》把产业经济研究作为重要的办刊宗旨，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战略性研究文章，在

行业里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造纸工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断扩大产量，到本世纪以来竞争

日益激烈、质量不断提升，走过了一条从量变到质变的辉煌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业发展的战略

研究及企业的竞争性策略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些发展好的企业无一不是在关键时刻做

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有战略才有未来。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前瞻性战略研究，如当前就要研究

“十四五”的产业形势与发展路径。对于企业，加强战略研究则需永远在路上，要培养造就一批

高水平的企业首席战略官，为企业发展把脉导航。中华纸业杂志有着丰富的资讯素材，也汇聚了

一批从事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希望能够继续发展优势，组织好战略性研究，助力企业在复杂的

竞争环境下走向成功。

五大博弈、十大要素，是决定行业走向的主导因素

近几年来，纸业形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如何把握未来走向是行业和企业共同关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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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新秘书长最近20年在《中华纸业》发表的部分文章

论文题目

国际化大趋势下的中国纸业发展思路

中国纸业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纸业格局将大演变

透视废纸资源——问题与对策

中国纸业进入战略制胜新时代

影响纸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分析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创建世界纸业强国

2005年中国纸业大整合

走向世界——中国纸业面向2010年的战略选择

入世五年:中国纸业国际竞争力增强

中国正在成为承载全球纸业发展的航空母舰

2008中国纸业分水岭

调整和振兴——中国纸业发展新阶段的核心使命

震荡与博弈——后危机时代中国纸业发展格局

中国造纸原料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纸业面临的挑战与战略对策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现纸业超越式发展

中国纸业格局演变对废纸资源的战略影响

郭永新:三思中国纸业

中国纸业进入大变革时代

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造纸及造纸装备广阔空间展作为

2016中国纸业发展形势与战略对策

发表日期

2000年第8期

2001年第8期

2002年第4期

2002年第11期

2003年第1期

2003年第7期

2004年第1期

2005年第1期

2006年第1期

2007年第1期

2007年第7期

2008年第9期

2009年第5期

2009年第21期

2010年第19期

2012年第3期

2012年第7期

2013年第11期

2014年第15期

2015年第1期

2015年第15期

2016年第13期

附表

题。开放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题，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形势下，除了政策性因素，产业自身的五

大博弈、十大因素是影响造纸行业发展走向的关键所在。即浆厂与纸厂的博弈；内资与外资的博

弈；国内与国外的博弈；上游与下游的博弈；造纸产业与其他产业（如塑料、纺织，长远看甚至与

石化行业）之间的博弈。行业与企业效益的好坏，是取决于这些市场利益方的博弈结果，要系统

研究产业发展规律与竞争策略，而不能简单地论价涨还是价跌。希望中华纸业杂志社组织更多

高层次的研讨活动，推动行业更好发展。

建设全球高端价值链，共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建设浆纸全球产业高端价值链，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端价值链机制的

建立，需要高端标准引领、先进科技支撑，需要国内外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双轮驱动。从这个方

面讲，中国纸业需要发展建设的领域十分宽广，科技、标准、质量、检测、认证、品牌、国际对标及

并购重组等一系列工作需要去做。同时，作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造纸产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

协同作业、面向全球进行产业布局，将成为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希望《中

华纸业》杂志在推动国际化发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为全球浆纸产业的高端价值链建设和可持

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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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造纸领域未来发展的工程科技
⊙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克复 

陈克复先生，汉族，生于1942年，广东海丰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工程力学专业。

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华南理工大

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学科带头人。

陈克复院士长期从事轻工、制浆造纸工程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工

程研究领域有中高浓制浆漂白技术、纸页成形技术、涂料与涂布技术、

制浆造纸清洁生产技术与装备、现代造纸机的关键技术与装备；在理

论方面的研究领域有化工流体力学、纤维悬浮液流变学。编著或主编

出版9本（部）著作，发表SCI、EI收录论文200余篇，已获得发明专利30多

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

步三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

编者按：多年来，陈克复院士一直关心支持《中华纸业》的发展。在当选院士前，

曾于2001年在《中华纸业》发表“民营纸业的发展及对策”等文章，提出民营造纸企

业存在的问题、解决对策和发展方向；在当选院士后，更多关注我国造纸及装备行业

的科技创新、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向性的大问题。2000～2018年，在《中华纸业》

发表论文76篇。本文据陈克复院士在“2016中国纸业高层峰会”上的演讲报告整理，

经其审核同意后在纸业期刊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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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在《中华纸业》这

个传媒平台上，我曾发表了“对广东省造纸工业持续发

展的思考”（2001年5月）、“民营纸业的发展及对策”

（2001年10月）、“我国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

战略研究的若干问题”（2006年6月）、“提高造纸行业

自主创新能力 构建造纸技术创新体系”（2007年7月）

等多篇文章。

《中华纸业》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同步，与我国造

纸业共成长。现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造纸业发展

进入调整升级新时期，《中华纸业》进入新旧媒体融合

发展的新阶段。借此，谈谈我国造纸产业领域工程科技

的新方向与新目标。

对造纸先进国家来说，多数先进技术已成熟应用；

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已成为常态，单位产能的水耗、电

耗、污染物排放量都处于该国家和社会允许的范围内，

已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装备制造业的设计产能、运行

速度及智能化控制已满足行业的需求。

有专家认为，目前国际先进国家的制浆造纸技术

足以延续使用多年。但是，为了推动造纸产业的发展，

必须探索造纸领域未来发展的工程科技，制定工程科

技未来的研发重点，即中长期发展战略。

1  制浆造纸先进地区未来重大科技计划

1.1 欧洲地区

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CE P I）于2011年11月推出

了“森林纤维工业2050路线图”。路线图的主要目标是

寻求如何能够使CO2的排放量降低80%，与此同时产生

50%以上的附加值。需要以突破性技术来实现这个设定

的目标。意味着如果要求在2050年完全应用这些突破

性技术的话，那么这些突破性技术则必须在2030年开

始实现商业应用。

CEPI首先建立突破性技术的概念（技术清单），要

求这些突破性技术在10～20年之后，可进行工业上的应

用。共提出8个技术性概念，如这些技术成功实施，对于

行业来说，将创造更好的机会，使行业未来更具有竞争

力和创造更多的价值，促使制浆造纸业持续发展。

CEPI公布的未来突破性技术主要为：

(1）制浆生产新技术——低共熔溶剂法生产纸浆

该技术要开辟以低温和常压的方式生产纸浆

的新途径。通过使用低共熔溶剂（d e e p e u t e c t i c 

s o l v e n t s），任何类型的生物质都能以最少能耗、碳排

放量和残留物量溶解成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目

标是实现制浆能耗减少50%。

如果能减少现在制浆能耗的50%，这将是制浆造

纸工业节能的重大突破，因为制浆能耗是制浆造纸过程

的最大耗能单元之一。

(2）提出无水造纸技术概念

目前造纸技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纸浆

上网纤维浓度才1%左右，造纸过程需要复杂装备单元

来脱水，使造纸成为最大能耗单元。国际造纸科技界对

极低纤维浓度的耗能造纸方法已看出极大的弊病，拟

想法解决这一难题。

属于这一概念的有二项技术：一是汽流造纸，这

是一种非常接近无水造纸的生产方法。使用蒸汽搅拌

将基本干燥的纤维吹到成形区，随后沉降成纸幅。要

求水用量只相当于目前的l／1000。二是纸浆固化成形

造纸技术，该技术也是很少用水的造纸工艺技术。把经

处理后纤维送进黏稠溶液中制成浓度在40％以上的悬

浮液，最后将溶液压出，并通过助剂将纤维层固化成纸

页。根据不同纸种选用不同助剂。

(3）纸页轻量化的技术概念

以较少的纤维生产更多产品，获取更大附加值，生

产低定量产品是关键之一。纸页成形技术和原材料混

合技术的进步将使未来的纸产品更加轻量化。

纸页轻量化了，但性能特别是强度保持不变，还有

赖于化学品的作用，化学品的应用是关键。这里除了要

解决纸页成形及与化学品的混合方面的问题外，还需解

决绿色化学品的制备。

(4）纳米纤维素

纳米纤维素在水中形成稳定的胶体悬浮液，可与

增稠剂和乳化剂混合在一起应用。

植物纤维可用于开发生产纳米纤维素产品。与其

他纤维相比，植物纤维由于具有高长宽比和较高比表面

积以及加强的氢键键合能力，使得这些基元纤维具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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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复院士在“2016中国纸业高层峰会”上，以“探索造纸领域未来发展的工程科技”为题进行演讲，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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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成薄膜的倾向。

纳米纤维素溶液的优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可以预见，这种特殊材料系列纳米纤维素产品可以用于

造纸、食品、化妆品、涂料，还可以预期在电子、医疗和

药物方面的应用，将产生新的巨大商机。对在商业化进

程中这种纳米材料的研究，已取得重大成果。

(5）生物质精炼技术

提出制浆造纸转型升级理念，并将继续重视木质

生物质组分的可持续开发。如已在研究离子液体与酶一

起在木质纤维素处理过程的作用，各种纤维素、半纤维

素、木质素衍生物和组合物已被开发用于诸如薄膜、阻

隔剂、吸附剂、黏合剂和复合材料中。

(6)提出“造纸机医生”的理念

目前装备制造业能设计并能生产的造纸机产能、

车速、幅宽已完全满足行业的需要，而运行中的现代造

纸机的诊断、维护及维修已提到重要位置，因此科技领

域提出“造纸机医生”的理念，保证现有造纸机能正常

运行以及适应新的要求。

1.2 北美地区

北美地区仍然把节能、降耗、减少碳排放，通过生

物质精炼技术使制浆造纸企业转型升级作为未来工程

科技的重点。

(1）节能。美国造纸工业能耗占工业总能耗的

10.5%，是四大耗能工业之一，节能是重点研发技术的

目标。如：①在保证纸页质量条件下，通过脱水压榨技

术的改进使进入干燥部纸页干度达到65%，提高10%～

15%。②开发新一代磨浆机以提高化机浆得率，降低单

位能耗20%，如采用生物酶预处理、热回收技术。③通

过提高黑液洗涤浓度、蒸发浓度及进入回收炉浓度，降

低50%黑液碱回收能耗。

(2）降低水耗。通过研发和实施废水100%回收利

用新技术，使水耗减少50%。重点研发废水中污染物的

洁净分离技术。

(3）植物资源高效高值化利用。①提高化机浆、溶

解浆的得率，其中化机浆得率要达到90%及以上。②木

材废料及生产过程废弃物的高效利用，提出“生物质

全组分利用”理念。③生物质精炼技术，其具体技术范

畴与欧洲造纸工业联盟提出的木质生物质精炼技术类

同。④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维素纳米

晶（Cellulose Nanocrystal，CNC）或纤维素纳米纤

（Cellulose Nanofibrils，CNF）等纤维素类衍生产品

的高值化应用的研发。

2  面向未来国际造纸领域工程科技发展趋势

从北欧及北美两个国际造纸工业及科技领域发达

的地区所从事的未来研发计划可以看出，造纸领域面向

未来工程科技发展趋势主要重点：

(1）进一步节省能耗、水耗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未来的科技还是把这一点放到首位。

(2）进一步节约植物资源，实现植物资源的全利

用。尽管国外的木材资源丰富，近50%的木材资源用于

造纸工业，但还是把节省木材的消耗放在重要位置。

(3）通过生物质精炼技术，实现造纸业的转型升

级。

(4）清洁分离植物组分，高效高值化利用植物中的

纤维素、木质素及半纤维素及其附属产品，提高造纸产

业的整体价值。

(5）现代造纸机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程度，维修保养

的花费将影响原本就价格高昂的现代造纸机的运行利

润。如何保证现代造纸机的正常稳定运行，其智能化预

警及诊断、智能化维护保养就提到新的日程。

3  我国造纸领域未来对工程科技的需求及重大科

技工程

考虑到我国造纸领域工程科技目前与国际先进国当选院士前，陈克复教授于2001年在《中华纸业》上发表的文章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36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家存在的差距，也考虑到我国原料资源、水资源、环境

条件与国际先进国家的差距，结合我国造纸领域的实际

情况，提出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3.1 环境生态

主要是指农业秸秆生物质的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仅农业秸秆每年可收集资

源量达7亿吨，其中麦秆、稻秆及玉米秆可收集资源量

约为5亿吨。大量的农业秸秆生物质资源是宝贵的财

富，但也给我国带来如何高效充分利用农业秸秆生物质

资源的重大任务。

我国已实施了一批以制浆造纸、燃烧发电、沼气

技术、固化成型、秸秆气化及液化等资源利用的工程项

目。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利用量不大，

效果欠佳，使农林生物质特别是秸秆焚烧的现象普遍

存在，在浪费大量资源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污

染，也给交通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如何高效清洁、经济环保的综合利用秸秆资源，对

促进农业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农

民收入意义重大，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重视。本

题目将在重点研究农业秸秆生物质高效高值化利用最

佳技术的同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3.2 节能减排

(1）高浓造纸技术研究

目前抄纸的纸浆浓度在1%以下，因此后续过程为

了脱除水分而耗费大量的能量，造纸的能耗基本上大

都耗费在纸页的脱水和干燥上。如果将抄纸浓度提高1

倍，进入干燥部的干度将提高5%～10%，造纸机的能耗

将减少20%以上。提高抄纸浓度的关键技术问题是高浓

度纸浆的流动及流动均匀性、纤维的分散与絮聚的监

控、为适应高浓抄纸的装备优化。

(2）废纸制浆造纸废水的全封闭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如果废水能够封闭循环使用，废水回用率达到

100%，将既节约了水资源，又解决了环境问题，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零排放。

其关键技术是废水中污染物的分段清洁分离与处

理集成技术。

(3）草浆黑液增浓技术的研究

配合我国农业秸秆的高效利用，草浆黑液的高浓

洗涤及高浓浓缩技术必须解决，洗涤浓度要达到15%及

以上，蒸发浓缩后黑液固形物燃烧浓度要达到65%及以

上，真正解决草浆黑液碱回收问题、工艺技术及装备技

术。

3.3 转型升级

(1）植物生物质精炼技术

提出“植物生物质全组分利用”理念，清洁组分分

离，高效利用木素、半纤维素，充分利用废弃物。

(2）植物资源的纳米纤维素技术研究

纳米纤维素技术是将纳米技术应用到自然界中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纤维素领域，由于其强度高、刚性

大、光学性能优良、质量轻、生物降解性、可持续发展

等特点而广泛地应用到电子、生物医学、化工、纺织、造

纸等方面。

3.4 智能化先进制造

(1）高速造纸机的智能化控制技术研究

现代造纸机智能化生产主要配备生产全过程智能

化控制系统、智能化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智能化控制

系统实现造纸生产全过程的集散控制、纸张质量的全

自动控制。智能化监测实现纸幅高速运行在线监测、纸

病在线监测和设备运行状态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全自

动执行，可随时根据用户的订单智能调整生产，自动切

换生产品种控制；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从制定生产计划

到生产、质量管理、成本管理、生产跟踪、入库和发货

等全程化智能管理，实现造纸的智能化制造。

(2）实现进入干燥部纸页干度提高5%～10%的技术

通过改造，提高造纸机整体技术水平，使进入干燥

部纸页干度提高5%～10%，在未来10～20年内，应可以

解决。

3.5 展望技术

利用气流（或汽流）的无水或少水造纸技术研究

值得关注。汽流造纸技术是利用气（或汽）流携带纤维

形成纤维悬浮流体，在完全封闭的流道中纤维相互交

织，通过压榨、压光形成纸页的过程，这是造纸产业的

重大变革。

其技术难点：纤维悬浮气流的形成；纤维悬浮平

面流如何保持流动速度和流动量沿横向和纵向保持一

致；抄造的封闭流道如何设计；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化学

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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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
——写在《中华纸业》40华诞之际

⊙ 邵文修 

邵文修先生，1956年生，山东青州人，中共党员，报告文学作家、摄影

家。在潍坊市政府工作多年，并多年担任《中华纸业》、《中国轻工业》杂

志、《中国轻工业报》（消费日报）等媒体特约记者和撰稿人。后来在文

化系统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期间长时间在晨鸣集团、汇胜集团、世纪阳光

集团等企业体验生活，协助企业创刊或主编过《晨鸣报》、《晨鸣》杂志、

《金凤凰》杂志、《今日S u n s h i n e》报、《金色阳光》杂志等企业媒体，在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大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

新闻、文学作品数百篇，出版通讯报告文学集《潮声》、长篇报告文学《秋

天里的春天》《信念永恒》《红了樱桃》《晨鸣声声》《大江东流》《永兴

之路》等专著，计200多万字，另有50多篇作品被编入30多部书中。被中华

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自学成才者、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富

民兴鲁”劳动奖章。

编者按：全国造纸产业报刊协会（原全国造纸企业报协会），是浆纸企业

宣传、文化、管理工作者的“娘家”，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凝聚着一批“铁杆”

会员。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今日 Sunshine》主编邵文修先生便是

其中之一。

作家出身的他，曾先后主编过《晨鸣报》、《今日 Sunshine》等多种报刊，

是《中华纸业》杂志通讯员和特邀撰稿人中的杰出代表，既有连载3年36期的

长篇报告文学（《永兴之路》），也有短小信息，还有摄影作品，可以说篇篇件件

是精品，拥有数以万计的专业粉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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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时候，我在晨鸣集团做企业文化，并且主

编《晨鸣报》。那是一个硕果飘香的秋日，我接到《中华

纸业》杂志社的一份邀请函，到泉城济南参加一个全国

骨干造纸企业报刊主编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了解到，在计划经济时期，齐齐

哈尔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汉阳造纸厂、江南造纸厂、广

州造纸厂等部分国有大型骨干造纸企业的厂报联合成

立了全国造纸企业报协会，隶属于全国企业报协会，并

在民政部注册，定期开展活动，企业间进行广泛交流，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办报质量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部分骨干造纸企业纷

纷改制，也有的破产，在此情况下，多数企业报停刊，全

国造纸报协会也名存实亡。而此时，一大批后来居上的

造纸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异军突起，成为市场经

济的弄潮儿，为建立良好的宣传窗口、树立企业形象，

他们纷纷创办起了各自的报刊。欲与这些企业报刊建立

良好合作关系的《中华纸业》经过多方了解，最终找到

了齐齐哈尔造纸厂的原厂报主编王明明，并将其请至济

南，商讨恢复全国造纸企业报协会事宜。

就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全国造纸企

业报协会，并成立理事会。经大家一致建议，在《中华纸

业》设立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会长由各企业报轮流

担任。从此，《中华纸业》扛起了服务于全国造纸企业

报刊的大旗，与各企业报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也与

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20年来，由《中华纸业》牵头，每年召开一次常

务理事会和年会，交流互鉴办报办刊经验，传递企业信

息，聘请会员单位有关人员为通讯员，会员间及时进行

报刊交流，并在《中华纸业》杂志开设了“刊中报”，随

时摘登企业报刊的相关文章，为各企业通讯员搭建了一

个发表作品的平台。

为了提高企业办报办刊水平，利用年会的机会，

《中华纸业》邀请专家先后举办过多次新闻写作、编

辑、排版、摄影、企业文化、新媒体等讲座，并设立了全

国造纸“十佳报刊”奖和“优秀报刊”奖，每年评选好新

闻、优秀通讯员，还先后举办过多次摄影比赛，有力地

促进了办报质量和通讯员队伍素质的提升，成为通讯员

名副其实的良师。

我作为《中华纸业》的一名通讯员，从《中华纸

业》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可谓受益匪浅。在晨鸣集团

工作时，应其之约，我撰写了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永兴之路》，《中华纸业》利用3年时间的36期进行

了连载，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造纸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诸

多中外朋友来电来函表示祝贺，称“为企业的改革发展

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为造纸企业改革创新创立了模

版”。连载结束后，作家出版社予以出版发行。

对企业通讯员，《中华纸业》的老师们以满腔热情

给予指导，只要投去的稿件，件件有回音、有着落，有的

给予认真修改，采用后发给不薄的稿费，始终让通讯员

心里热乎乎的，倍感温暖。

10年前，我来到世纪阳光纸业集团从事企业文化

和工会工作，期间，始终将《中华纸业》视为良师益友，

联系不断，并先后发表《为终端客户打造一体化新概念

包装解决方案》、《一位民企老板的责任与担当》等数

十篇消息、通讯、调查报告等文章，为宣传世纪阳光、传

播信息、介绍经验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先

后几次参加该杂志社组织的摄影讲座和摄影大赛，使

我越来越爱上了摄影，拍摄的《阳光员工快乐的一天》、

《汗水湿透衣背》组照等多篇摄影作品被采用，先后成

为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

中国风景摄影网高级摄影师、昌乐县协会副主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我国造纸

业正方兴未艾，在其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华纸业》将

进一步肩负起其历史使命，当好中国造纸业的喉舌，也

将成为我们永远的良师益友。

愿《中华纸业》越办越好，永葆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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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向《中华纸业》杂志40周岁生日表示热烈地祝

贺！

40年来，改革开放中诞生的《中华纸业》在致力服务

于祖国造纸产业中，不断创新进取，办出了自己的品质与特色，

成为造纸产业乃至国内新闻出版界最有影响的期刊之一。《中华纸业》不仅展望中国，

而且放眼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华纸业》的时代特色与魅力！

40年来，《中华纸业》坚持服务造纸产业的办刊宗旨，在“纸”上作文章，办出“纸”

的特色，架起了造纸产业各企业间文化与技术和管理交流的金桥，为造纸产业的发展

鼓与呼、鸣锣开道，铺路搭桥，成为造纸产业各企业交流的平台。特别是20多年来，《中

华纸业》作为全国造纸产业报刊协会会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又成为连结全国造纸产

业各企业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企业文化工作者的纽带，为促进造纸产业文化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纸业》正是在服务于企业文化建设、传媒建设中，成为造

纸产业企业文化和传媒建设的开路先锋！

40年服务造纸产业路，成就辉煌，这里是《中华纸业》编采人员执着的努力与付

出，不断的创新与进取的丰硕之果。展望未来，祝福《中华纸业》越办越好，让在进入

网络时代的《中华纸业》更有魅力与生命力！

                       ——全国造纸产业报刊协会名誉会长  王明明

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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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凯歌 再登高峰 做中华纸业好伙伴
——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

⊙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单翔年 

编者按：正如作者单翔年先生所言“《中华纸业》是广大纸业同仁的良师益友，

也是凯登约翰逊公司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凯登公司的新产品新技术总是在《中华纸

业》最先发布和报道，《中华纸业》举办的各种技术和市场活动凯登约翰逊总是积极

参与，很多客户是通过《中华纸业》才知道凯登约翰逊、了解凯登约翰逊和选用了凯

登约翰逊产品。”

单翔年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还是擅长写作的作者，曾在《中华纸业》

发表过多篇实用性比较好的文章。如2003年，“烘缸虹吸器的选型与应用”；2004年，

“JOHNSON扰流棒——提高中高速纸机烘缸传热效率的有效装置”；2009年，“扰流

棒在提高热传导性能和冷凝水排出过程中的作用”；2016年，“纸机节能新技术及优化

方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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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纸业》杂志创刊40周年，也是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20周

年。我们有幸与伟大时代同步，与《中华纸业》同行，共同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造纸产业高速发

展和转型升级的奇迹。

凯登（Ka d a n t）公司是一家长期服务于造纸行业的美国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在浆料制

备、烘干部技术、刮刀系统和清洁&过滤系统等方面的全球领导者，凯登公司在100多年的发

展历程中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本地化服务相结合，为全球造纸行业提供先进节能产品和完善

的技术服务，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产品质量。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最早一批在中国建立技术中心和生产基地、最早实

行本地化管理、生产和服务的国际知名造纸设备供应商之一，在过去的20年中不断引进、开发

和推出中国造纸行业所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凯登约翰逊PTX旋转接头、高效热泵、刮刀

及喷淋产品、M-c l e a n干网清洗系统等产品为造纸行业节能降耗和提速增效起到了关键“助

推”作用。

从PTX旋转接头到“烘干部专家”

20年前国内绝大部分的纸机运行车速低于400米/分，提速的一个重大障碍之一就是烘

缸积水问题，不是虹吸器断在烘缸里了就是旋转接头漏气，每当纸机停机时维修工们总要花

上几个小时去维修接头和虹吸管，纸机烘缸带着半缸水运行甚至因排水不畅造成纸机机架

晃动的情况非常普遍。1999年无锡约翰逊成立时董事会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具有“超

前”意识的决定：把美国约翰逊公司最新设计的堪称“烘干部革命性产品”的PTX旋转接头

引进到中国生产和销售。PTX旋转接头和CS S固定式虹吸器可以满足车速2500米/分要求，

最大的特点是排水压差低、排水效果好、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该产品在中国的第一个新纸

机配套项目是西安维美德供货烘干部的设计车速1100米/分的汉阳晨鸣4800新闻纸机，第一

个烘干部整体改造项目是齐河晨鸣的4400板纸机。约翰逊PTX旋转接头在这两个项目的成

功应用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影响，可以说约翰逊PTX旋转接头的横空出世完美解决了当时普

遍存在、严重影响纸机运行的烘缸积水问题，帮助国产纸机车速从400米/分一举提升到800

～1000米/分。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有3万多套PTX旋转接头在运行，其易

损件（密封环）的平均使用寿命在6年上。很多客户就是从PTX旋转接头卓越

的使用性能了解了

凯登约翰逊公司的

技术和实力，建立

了对凯登约翰逊的

信任和长期合作。

P T X旋转接

头一跃成为市场上

经久不衰的明星产

品，目前国产车速

在8 0 0米/分以上

的纸机已经非常普

遍，约翰逊P TX旋图1  凯登约翰逊PTX旋转接头 图2  凯登约翰逊烘干部整体技术方案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42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转接头至今仍是新建和中高速纸机改造项目的必选配

套产品（图1、图2）。

革命性的新产品PTX给中国造纸行业烘干部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化——烘缸积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纸

机操作最常见和“最头痛”的问题。随着纸机车速的提

高和市场多元化的需求，烘干部节能降耗和提高纸页

质量成为纸厂关注的焦点。凯登约翰逊在蒸汽冷凝水

系统和干燥部最佳化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凯登独有的CBC软件能对纸机在不同生产条件下每个烘缸的冷凝量进行精确计算，进

而提供更合理的系统设计、设备选型和更有效的系统担保。从2001年开始，在凯登英国专家

David的带领下，我们陆续引进推广了约翰逊蒸汽冷凝水系统、方管式烘缸扰流棒、约翰逊高

效热泵、真空发生器、过热蒸汽降温器等烘干部产品和技术，从单一的供应旋转接头到提供

烘干部整体技术方案。2002年和2005年，我们分别对当时属于国际领先水平的苏州紫兴PM1

（3800毫米、900米/分）和广州纸厂PM8(7900毫米、1200米/分)进行了烘干部整体改造并获

得成功，纸机车速提高、运行性能改进、蒸汽消耗下降，给纸厂带来明显经济效益。

20年来我们累计为国内超过700多台纸机配套了PTX旋转接头，提供了300多套蒸汽冷

凝水系统。PTX旋转接头+约翰逊蒸汽冷凝水系统的配套模式多年来已成为纸机烘干部的

“标配”，PTX和“烘干部专家”一度成为凯登约翰逊的代名词。

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综合优化方案

不断创新是凯登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不断围绕造纸行业新的需求进行创新研发，

则是凯登公司始终处于造纸设备技术最前沿的立身之本。

由于政策、市场和原料的变化，近年来客户更加关注于清洁生产、绿色造纸和节能降耗。

凯登约翰逊根据市场需要相继引进和在国内生产销售了凯登刮刀、过滤器、干网清洗等新技

图5  凯登M-cleanTM干网清洗系统

图3  凯登UniClean-STM抽拉式夹具

图4  凯登RotoFlexTM白水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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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凯登约翰逊最受欢迎的20种节能产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应用部位及用途

烘干部

烘干部

烘干部

烘干部

压光机热辊

烘干部

湿部脱水刮刀

烘干部

卫生纸机杨克烘缸

湿部刮刀系统

烘干部

生活用纸起皱刮刀

纸机干网

纸机成形网

纸机成形网和压榨毛

布

回收白水及纤维

白水回用

烘干部刮刀

流浆箱、水力圆网成形

器及网槽上

产品名称

PTX烘缸旋转接头/CSS虹吸器

高效热泵蒸汽冷凝水系统

Vortec真空发生器

Turbulator® TubeTM高效扰流棒

压光机导热油接头

UniClean双气囊DST刮刀夹具

AirSet空气辅助式湿部脱水刮刀系统

UniClean-STM抽拉式DST夹具

Conformatic XLTM杨克缸刮刀系统

VeriLiteTM刮刀系统

VarimaticTM气动式刮刀摆动器

nForceTM纳米材料刀片

CeraEdge陶瓷刮刀片

M-cleanTM干网清洗系统

M-cleanTM湿部织物清洗系统

GenesisTM高压喷淋摆动器

RotoFlexTM白水过滤回收系统

多桶式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A8清理胶粘物专用刮刀片

OctopusTM八爪鱼布浆器

上榜理由

使用寿命长、排水压差低。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蒸汽耗量低、系统操作简单，烘缸排水顺畅

真空度高，设备维护少；替代真空泵

安装方便，提高缸面温度，改善纸页质量

长寿命、维护少

加载均匀，清洁效果好，特制顶板不易变形

辅助真空大幅度提高脱水能力

刮刀夹具可整体抽出清理，方便维护

加载压力大、起皱均匀，纸幅质量稳定。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安装方便，适合空间狭小位置

摆动均匀可靠，免维护

缸面清洁效果好，寿命长

起皱均匀，连续生产时间长，纸品稳定

清洗彻底、运行稳定无水痕。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清洁效率高、设备维护量少，对织物无损伤

喷淋速度与纸机同步、实现100%覆盖喷淋，提高喷淋清洁效

果，优化横幅水分控制

专利设计、回收纤维效率高、维护方便、能耗低

过滤精度高、运行稳定、自动反冲洗效率高

缸面清洁能力强，号称“缸面胶粘物克星”

有效改善纸机的定量横向分布，提高纸页质量

术新产品，公司的实力、规模和服务客户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 

在刮刀技术方面，作为全球造纸行业第一家刮刀生产商，凯登公司除了拥有合成材料刀

片、DST夹具、起皱刮刀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发明和专利产品以外，最新研发的纳米技

术刮刀片、抗胶粘物刮刀片、空气辅助式脱水刮刀和抽拉式夹具（图3）等产品在中国市场深受

欢迎。

随着纸机车速与幅宽的提高和废纸原料的变化，纸浆中的杂质和胶粘物日益增多，对刮

刀系统的材质、清洁能力及维护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凯登专利设计的Un iC l e a n-S TM抽

拉式刮刀夹具与抽拉式滑轨和底托整合在一起。当夹具需要清理维护时，可整体从T型导轨

上抽出和推回。这种抽拉式结构使得夹具清理和维护更加方便彻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安全性。Un iCle an-STM抽拉式夹具直接替换现有的DST或K35刮刀夹具，轻松实现刮刀系

统升级。

纤维回收和白水处理始终是纸厂清洁生产的重点关注领域，凯登约翰逊新推出的“绿

色”节能白水过滤产品——Rot oF l e xTM（图4），采用专利滤网结构设计，滤网旋转无需外力

驱动，无需支撑。当来自总管的白水喷到滤网上时，滤网开始旋转和抖动，分离纤维和其他滤

出物质，而无需喷淋管或剥离设备。滤网拥有专利设计的清洗系统，且更换操作简单快捷。

Rot oF l e xTM不仅可过滤和回用白水，还可回用白水中的热能、化学品及纤维。设备运行无需

提供电源和喷淋水。该专利产品的应用和推广，对于以“节能环保”为己任的造纸行业意义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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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造纸原料的变化，胶粘

物对纸机生产造成的影响越来越

严重，频繁出现的纸病、断纸、烘

干效率下降等严重影响纸机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益，许多纸厂不得不

花巨资购买干网清洗系统，干网清

洗设备的运行性能和投资回报率

成为老板们最关心的问题。凯登

公司推出的M-c l e a n TM干网清洗

系统（图5）以清洗彻底、系统运行

稳定和性价比高而深受客户青睐。

该系统具有独特的“铲刀式”喷

嘴设计、独立真空系统和“二步增

压”650千克高压泵站，可以根据客

户纸种、车速的不同调整清洗头配

置和清洗方案，即便是在胶粘物非

常严重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理想清洁效果，其能耗仅为其他设计的1/3。目前全球已有1000多

套凯登M-cleanTM干网清洗系统在运行,在中国的应用超过400套。

经过20年在中国市场的辛勤耕耘，凯登约翰逊公司从原来单一的旋转接头生产厂发展

为纸机综合优化方案供应商，为客户提供从纸机湿部到卷取的关键工艺设备和解决方案。凯

登约翰逊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众多客户的纸机高效运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值此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根据市场统计和客户反馈，我们评选出了“最受国内客户欢迎”的

20种凯登约翰逊产品，如表1。

携手《中华纸业》，做中国造纸行业好伙伴

《中华纸业》是广大纸业同仁的良师益友，也是凯登约翰逊公司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凯登公司的新产品新技术总是在《中华纸业》最先发布和报道，《中华纸业》举办的各种技术

和市场活动凯登约翰逊总是积极参与，很多客户是通过《中华纸业》才知道凯登约翰逊、了解

凯登约翰逊和选用了凯登约翰逊产品。早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我公司曾3次与《中华

纸业》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烘干部技术研讨会”，凯登约翰逊PTX旋转接头和先进的蒸汽冷

凝水系统技术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被国内众多客户了解和选用，与《中华纸业》的专业报道和推

荐是分不开的。我们协办和参加了《中华纸业》举办的历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与全国

造纸行业的专家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行业面临的新挑战，传播推广最新的凯登约翰逊节能

产品和技术。

《中华纸业》作为久负盛名的专业媒体，紧跟时代步伐、洞悉行业趋势、把握市场脉搏，

全面服务造纸行业。特别是近年来《中华纸业》坚持与时俱进，在宣传政策、预测市场、数字化

媒体、定制化服务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做出了靓丽的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40年风雨兼程奏凯歌，登高峰不忘初心再启程。凯登约翰逊公司将与《中华纸业》和造纸

界朋友继续携手共进、迎接挑战，共同为绿色造纸、创新未来而不懈努力。

单翔年总裁在2016年第七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现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晚宴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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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平真空泵与水环泵效率浅析
⊙ 温建新 

□ 注：郁园赞同志、陈杰同志，参与论文的起草工作。

温建新先生，199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能源工程专业，

先后在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现任振欣透平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获得过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区科技

进步二等奖，申请获得3项发明专利、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2

0

0

4

温
建
新 

“热烈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中华纸业》是行业的窗

口、交流学习的平台，在这里我们了解到行业的发展动态、趋势方

向，最新的工艺、装备，生产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指导着纸企和相

关企业的发展。”

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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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透平式真空泵在纸机成纸脱水中已经广泛取代了水环式真空泵。但对于透平

真空泵和水环泵效率比较问题，有人提出，由于透平式真空泵和水环式真空泵工作原理不一

样，通常效率的提法也不一样，因此不能以透平泵铭牌效率与水环泵铭牌效率做简单的差值

比较，来说明透平泵比水环泵效率高多少。下面针对这一问题做简单阐述。

关于透平真空泵与水环真空泵效率表述

透平真空泵的效率有三种表述方式：等温效率（ηT）、等熵效率(ηS)、多变效率(ηpo l)。对

于单级透平真空泵来说，工厂试验效率一般指的是多变效率(ηpol)。

水环真空泵在气体的压缩过程中，气体的热量大部分传给了水，因此可把水环真空泵的

压缩过程看作是等温压缩过程，因此效率也是采用等温效率。

透平真空泵多变效率与等温效率的转换

为了便于对比，可把透平真空泵的多变效率转换成等温效率进行比较。对于同一台透平

图1  透平真空泵的效率曲线 图2  2BE705-1水环泵的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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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泵，其内部功率是一样的。

Pin=Ppol/ηpol+Pα+PL=PT/ηT+Pα+PL        (1)

其中，气体的多变压缩功率Ppol=Qm×Wpol/(6×104)  

气体的等温压缩功率PT=Qm×WT/(6×104)   

因此，Wpol/ηpol=WT/ηT                               (2)

式中，多变过程的比压缩功Wpol=[m/(m-1)]×R×T1×[ε(m-1)/m-1]  

等温过程的比压缩功WT=R×T1×lnε    

ε—压比，透平真空泵或水环真空泵进出口全压之比

m/(m-1)=[k/(k-1)]ηpol（k为绝热指数，空气为1.4） 

以压比ε=2（入口真空度约50k P a）、多变效率ηpo l=83%为例，代入方程（1），可得此时

对应的等温效率ηT=73.5%。

对于透平真空泵，其效率曲线如图1。

根据以上的换算方法，透平真空泵的等温效率在60%～75%左右（这也是粗略的估算法，

在不同压比下，同样的多变效率、等温效率也会有差异）。

另外从图1也可以看出，在喘振点流量以上，效率呈连续下降趋势。如果透平真空泵实际

运行中流量偏大，会出现效率明显下降，这时与水环泵比较会出现节能效果不显著的现象。

水环真空泵效率

如前所述，水环真空泵的效率指的是等温效率ηT。通常水环泵的效率在30%～60%之间，

图2是2BE705-1水环泵的性能曲线。

图2上的性能是基于进气温度20℃、进水温度15℃、排气压力101.3k P a的条件下，被吸入

气体为饱和空气。

但实际工程使用中，水环真空泵的供水温度、供水量、进气温度、水质等使用条件都较难

把控，实际使用的效率会低于工厂测试效率。

透平真空泵等温效率与水环真空泵等温效率的比较

由上面的推算可知，透平真空泵的等温效率通常会

在60%～75%之间，水环真空泵的效率通常在30%～60%

之间（一般转速低、泵型号大，效率高），因此，在选型都

比较合理的前提下，水环泵也按要求工作在正常工况下，

实际上透平真空泵比水环真空泵等温效率高25%～30%比

较正常。至于在改造中出现40%以上的节电率，往往是水

环真空泵使用年限较长，出现了腐蚀或结垢现象，也可能

是液环水量、水温控制不到位。

合理选型和管道布置对真空系统的能耗影响很大

随着企业管理的精细化，越来越重视工艺性节

能，对于真空系统来说，提升气水分离的效果，优化真水环泵的结构及其叶轮腐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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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平真空泵的核心部件及其外形

空管道布置，使管道损失控制在

3k P a以内（有些资料介绍，甚

至把真空管道系统最大压降要

求在175～350P a），在现场改造

中，经常出现水环泵的真空比现

场真空高10～20k P a的现象。以

15k P a为例，假如水环真空泵上

的流量为20 0m 3/m i n、真空度

为60k P a，实际使用点的真空为

45k P a，并满足了生产要求，根据

气体状态方程P 1V 1=P 2V 2（假设

温度从使用点至水环泵入口保持

不变），这时从使用点流出的流量

V2=200×40/55=145.5m3/m i n。

假使管道损失能控制在3k P a，

这时实际水环真空泵可按流量

154m3/min、真空度48kPa选型。

从水环真空泵等温压缩功计算公

式：P T=38.37×P1×QV×l g(P2/P1)

可知，等温压缩功正比l g(P2/P1)，

这样压缩功将近相差40%。这是一

个很可观的数字。

结束语

(1）不能简单地依据铭牌效率去比较透平真空泵与水环真空泵的效率，通常两者的表述

方式不一样。要比较也需通过换算。

(2）在水环泵和透平真空泵都能合理选型与布置的前提下，透平真空泵比水环泵节电率

在20%～30%是比较正常的。

(3）工艺选型和管道布置的不合理，是纸机真空系统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在改造成透平真

空泵时加以消除，可使节电率上升至40%左右甚至更高。

(4）透平真空泵的使用能大大减少甚至消除水环真空泵排气中的白烟以及随白烟夹带的

异味，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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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5年，新加坡金鹰集团旗下企业收购山东日照森博，成立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是中国最大的化学木浆生产企业，引领

着中国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

在我国造纸工业发展进入新周期后，行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

贸易形势，市场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制定自己的竞争战略和发

展目标？如何实现可持续经营？本刊记者借创刊40周年之际，对兼任亚太森博山东和

广东两家企业董事长的李建绍先生进行了专访，试图找到答案，或许也能为其它企业

决策者提供参考。

2

0

0

5

李
建
绍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绍：

坚持高质量发展  亚太森博对中国浆纸业充满信心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通讯员 杨晓雷 

李建绍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学士，中欧国际商学院高级工商管

理硕士，现任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亚太森博（山东）

浆纸有限公司及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在中

央直属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企业经营管理、财务、法

务等工作，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企业投融资、上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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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高档液体包装纸板车间

从2005年新加坡金鹰集团旗下企业通过收购山东

日照森博浆纸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有限公司，再到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并行发

展，如今，亚太森博一南一北两家企业的浆纸产量均超

过100万吨，山东公司已是中国最大的化学木浆生产企

业，广东公司则占据了中国高档复印纸市场占有率第一

位。亚太森博成为浆纸行业的标杆企业，被行业内外所

称道。近日，在《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之际，同时兼任

亚太森博山东和广东两家企业董事长的李建绍先生欣

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中华纸业：李董，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华纸业》的

采访。从2005年合资公司成立以来，亚太森博在中国市场

上一直持续投资。目前，公司在中国市场都有哪些业务板

块？

李建绍：亚太森博扎根中国，目前在中国有浆、纸

及纸板三个业务板块。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木浆

及白卡纸板，包括漂白硫酸盐化学木浆、溶解浆、液体

包装纸板、烟卡、食品卡、社会卡等，具备年产260万吨

浆、纸的能力。亚太森博山东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商

品木浆生产商。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位于广东新会银

洲湖纸业基地，年产100万吨高档文化用纸，高档复印

纸连年雄踞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

中华纸业：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造纸工

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吸引了像金鹰集团这样优秀的外资

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当前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的复杂多

变，给中国造纸工业增添哪些变数？对亚太森博在中国的

发展计划有何影响？

李建绍：近年来，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消费增速

放缓和贸易战的影响，中国造纸行业面临一定的考验，

产量下滑，环保压力不减。2019年，尽管中国经济和全

球经济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也面临着行业加速

升级、企业创新布局的机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

在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切实减税降

费，补短板、调结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制浆造纸行

业也企稳回升，信心提振，行业恢复了增长态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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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2～3年，作为造纸主要的木片原料及木浆的

供应仍然比较紧张。

如何顺势而为，在市场博弈中实现协作发展，在挑

战中实现共建共生共存，在整合中实现风险防控，共同

保持全球纸浆市场的稳定和平衡，需要一起努力研讨。

作为企业，我们首先要练好内功，创新发展，精益生产，

持续改善，优化运营，建立和维护健康稳定的供应产业

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华纸业：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您是如

何理解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公司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

实现高质量发展？

李建绍：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更加注重经济、社会、

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这是经

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亚太森博以“开发永续资源，创造美好生活”为宗

旨。我们的愿景是“致力于成为规模最大、管理最佳、

以可持续的资源开发为基础的集团之一，保护环境，为

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业”。我们的宗旨和

愿景都旨在实现高质量发展。

亚太森博以精益为基础的管理改

善、流程再造、技术提升和安环保障，成

为省、市和行业的典范。亚太森博山东

公司在2018年，改善项目416个，员工提

出改善建议16724个，人均改善建议数量

8.2个，员工参与率达100%。

亚太森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发展质量。亚太森博山东公司是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被山东省经

信委认定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公

司浆纸检测中心通过国家认可委员会认

可。近年来，公司依靠现代化的浆纸研发

设备，依托目前工艺技术装备先进的制

浆生产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

国内外顶尖的浆纸专家团队，开展多种

形式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并与世界先进

的浆纸设备厂家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

进行技术攻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进行技术交

流和培训，确保不断接触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科研成果

和经验，提高科研创新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

高质量的发展最终要反映在民生上。公司将发展

成果惠及民生，已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文化、教育、扶

贫、救灾、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

中华纸业：从2018年下半年起，纸浆和纸张价格突

然进入下降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公司

进行了哪些应对和提前准备？

李建绍：浆纸市场的变化是新常态，总体来看，宏

观形势有利于浆纸市场的发展。浆纸行业是资源型产

业，森林、木片的供应起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全球范围

内看，阔叶浆木片的供应在今后几年会有较大压力，国

家“限废”政策会进一步加大木片供应的压力。

亚太森博山东公司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贴近客

户，了解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高性价比的产

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稳定的质量、稳定的供应和

稳定的技术服务，为客户提升竞争力。同时，公司还推

动木片供应商通过PEFC认证，提高公司的原材料认证

比例，助力中国造纸企业降低采购风险，降低库存，加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在亚太森博二期工程竣工典礼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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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调整产业和品质提升，进一步增强市场影响和竞争

力，实现浆纸行业的共同成长。

中华纸业：公司在建的溶解浆项目在金鹰集团全产

业链中是一个怎样的定位？目前进展如何？

李建绍：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增加生产灵活性，亚

太森博山东公司对木浆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使其同

时具备生产溶解浆和木浆的能力。项目改造后，公司既

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也会在公平交易、独立核算

的前提下向我集团下游公司提供溶解浆。这是公司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的举措。该项目既可以提升亚太森博的市场适应能力，

又可以为集团下游公司提供原料。

中华纸业：未来的制浆造纸工业会出现怎样的趋

势，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

李建绍：中国浆纸市场的变化与中国及全球整体

经济状况、造纸产业供需和行业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总

体来看，中国造纸行业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预计

会处于长时间平衡发展阶段，企业数量会继续下降，

产量相对稳定，结构调整加快，两极分化加剧，大企业

集中度越来越高，特色企业得到充分发展。随着中国经

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制浆造纸工业仍然会引领全球。

中华纸业：造纸工业发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环保”，在这点上，我们行业应该特别感谢亚太森博，

地处海滨旅游城市却能把环保做得那么好，让公众彻底

转变了对造纸企业“高耗能、高污染”的形象，公司是如何

平衡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李建绍：传统的制浆造纸行业是环境敏感型行

业。我们视环保为企业的生命，把保护生态环境、呵护

地球作为我们的使命。我们强化环保意识管理、体系管

理、过程管理、细节管理、前置管理，完善巡视制度、约

谈制度、奖惩制度、网格化管理制度，实现环保超前规

划布局。亚太森博山东公司和广东公司累计环保投资

超过50亿元，主要环保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都是省

生态环境厅的绿标企业和行业环境友好企业。我们的

发展以环保为前提，企业发展成果也不断促进环保效

益的提升，两者相辅相成。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木片专用码头延伸在蔚蓝的黄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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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一直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每年的直接

能源消耗超过80%来自生物质燃料（黑液、木屑等），相

比较于化石能源，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300万吨。

亚太森博城市中水回用项目是全国第一个大型再

处理回用城市中水用于生产的工程。该项目除了每年可

节省上千万吨的宝贵水资源，还实现大量减排，并具有

可复制性，被评为“2014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最佳社会责

任案例”和《WTO 经济导刊》“金蜜蜂奖”。该项目模

型还进入国家环保宣教基地进行展示推广。

亚太森博山东公司被评为中国造纸工业环境友好

企业、全国最美研学基地和山东省节能先进企业、循环

经济示范企业、工业旅游示范点、环境教育及科普教育

基地，成为学校的研学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展现了一

个现代化制浆造纸企业的开放、自信和胸怀。络绎不绝

的社会参观让外界重新认识了浆纸行业，为行业树了形

象，正了名声。

中华纸业：亚太森博自成立以来，投身公益慈善、履

行社会责任的种种举动，成为了中国造纸行业的标杆，也

给中国造纸企业树立了榜样，您怎么看待外资企业的社会

责任？也分享一下亚太森博的企业文化。

李建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

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集中

反映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

战。中国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已经走上一条包容性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我们坚信，对于

企业发展来讲，只有穿透经营

绩效与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

企业，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动

力。亚太森博把社会责任融入

到企业的宗旨、愿景中，践行

在日常经营中，成为社区的一

份子。我们争当中国社会价值

榜样企业，在国家迈向更高质

量发展的历程中，为中国企业

向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可持续的

方向前行助力。

公司设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根据公司发

展战略和年初的计划监督和管理公司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绩效。管理委员会中有专门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

议题的委员。

公司已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文化、教育、扶贫、救

灾、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2018年，公司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直接受益130364人次，其中教育扶持受益56096人

次，培训教师661人次。

在集团“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

利国、利业”愿景的指引下，亚太森博会继续不遗余力

地助力公益慈善事业，为中国梦助力！

中华纸业：您和亚太森博对《中华纸业》的发展给

予了长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次采访的最后，请您能给

予《中华纸业》未来发展一些意见和建议。再次感谢您！

李建绍：《中华纸业》已经是业界知名的综合媒

体和世界了解中国造纸、中国造纸走向世界的窗口与桥

梁，40年来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优质服务。希望杂志社继

续为业界发展提供最前沿的资讯和技术信息，继续做

好行业的资讯平台、行业沟通桥梁和技术阵地，为行业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祝愿《中华纸业》越办越好，

再创辉煌！

亚太森博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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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

的问与答
⊙ 刘焕彬 

刘焕彬教授，1942年1月生于广东兴宁，1965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1986年至

1987年赴美进修，受聘为美国爱达荷大学客座教授和加拿大高技术应用公司客座研

究员；1995年至2003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曾兼任广东省造纸学会理事长。

长期从事制浆造纸工程、过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过程优化与节能、清洁

生产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重视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重视研究成果产业化，

先后主持和承担了4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带领和组织中青年学术骨干在

制浆造纸过程、软测量和智能控制技术、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技术研究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发表论文350多篇，著作6本，授权发明专利25项，获国家级奖

励3项，省部级奖励12项。

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院外籍院士，2001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

籍院士。2004年荣获俄罗斯国家工程学突出贡献伊万·古列宾勋章，2013年荣获首届

“叶剑英奖”。

编者按：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以撰写行业指导性、前瞻性文章见长。

“发展生态造纸工业的几点思考”（《中华纸业》2006年第3期）、“低碳经济视角下的

造纸工业节能减排”（《中华纸业》2009年第12期）、“构建智能浆纸企业的关键技术

与实施案例”（《中华纸业》2016年第21期），均受到过读者的好评。

在本社准备出版特刊再次向刘校长邀稿时，刘校长讲正在准备“2019中国制浆造

纸自动化技术与智能制造研讨会”的专家报告，拟以问与答的形式，通俗易懂、简洁明

了，可以一文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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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互联网+节能”、工业互联网平台及其之间的关

系？有哪些“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在我国轻工造纸行

业应用的成功案例？如何挖掘工业数据价值？如何实现

我国造纸工业智能化？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的研发应用

要分两步走,当前处在起步阶段 [4～9]

节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侧的能源转

化与输送，主要是电力部门的事情；二是能源应用侧，

包括工业用能、交通用能、建筑用能等。工业用能“互联

网+节能”(即“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精细

化用能管理，提高能效，这一步即是数字化、信息化阶

段；第二步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优

化、智能化生产过程，进一步提高能效水平，此步即是

智能化阶段。

问1：为什么说“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研发应用

处于起步阶段？

答：“互联网+工业节能”是“工业互联网+先进制

造”的组成部分。几年前，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

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很多发达国家

都提出了类似的规划，其核心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去实现

工业制造智能化。工业制造智能化包括生产设备智能

化、生产过程智能化、能源管理智能化和供应链管理智

能化四个部分。其中能源管理智能化是与其它三个部

分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部分,“互联网+节能”就源于

摘 要：本文用问答的文体综述了近年来关于“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研发及其在我国轻工造纸行业

应用的现状和案例，指出：“互联网+工业节能”是“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的组成部分，也是智能制造

的切入点。作者认为，在实现我国造纸工业智能化的过程中，应遵循“做好规划，抓住重点；跨界集成，

协同创新；分类指导，先易后难；效益导向，稳妥实施”的原则。

关键词：节能；互联网+工业节能；能源管理信息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造纸工业

前言

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和质检总局发布了《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广建设工作方案》，要

求以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大力推动重点用能

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采用“国家平台+省级平

台+重点用能单位接入端系统”的架构，统一标准，互

联互通，开展能耗大数据应用，探索“互联网+节能”服

务新模式。这是国家推动“互联网+节能”技术应用的

有力措施[1]。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互

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

出了“百万企业上云”的要求[2]。2018年5月，国家工业

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和《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18年

工作计划》,要求在2020年前推动30万家工业企业上

云，培育30万个工业APP[3]。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有

关部门的支持与关心下，继2016年2月成立了全国“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后，2018年12月成立了全国“互联网

+节能产业联盟”。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全国人大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

能。

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

规划。未来三五年内，随着新一代互联网5G的普及应

用，随着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关键技术的逐步成熟

和应用，面对智能制造新技术和新思维的浪潮，各行各

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真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

势。本文以问与答的形式与读者一起就如何理解“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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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业制造真正达到智能化的目标估计需要二三十年

的时间才能实现，是一个战略目标逐渐清晰、功能不断

迭代、技术不断创新、运用服务不断丰富、产业生态不

断成熟的过程, 需要循序渐进地去推进。从整体上看，

工业智能制造处在起步阶段。那也就是说，作为工业制

造智能化一部分的“互联网+节能”发展水平也处在起

步阶段。

“互联网+工业节能”在技术、制度、评价体系等方

面还处在发展完善之中。现在正处在第一阶段的单点突

破期——过程数字化、信息化的阶段。做好了这个起步

工作后，才能在技术上逐步深化，向优化与智能化方向

发展。现在正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

设，把工业制造过程中的设备数据、生产数据包括能源

数据，通过数字化、信息化上传到云，作为推广“互联网

+节能”在工业领域应用的重要措施。

问2：与欧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优势与差距表现

在哪些方面？

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优势，也有差距。从工

业节能的角度看，“互联网+节能”技术水平与“工业互

联网平台”技术水平紧密相关，其水平高低取决于工业

互联网平台水平的高低。现在，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研发和建设，都在努力争夺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的制高点。美国的GE、德国的西门子、我国的几

个领头企业都在基于各自的优势,从不同层面、不同角

度去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因为，工业互联网是数字浪

潮下，工业体系和互联网体系的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新

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支撑。工业互联网平台包含三

层结构：一是工业数据的采集传输交换层；二是数据的

快速计算处理和高级建模分析层；三是实现智能控制、

优化运营的服务（APP）层。简单地说，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速实现造纸工业现代化、智能化，离不开“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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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有我们的优势。

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数字经济发达，德国工业制

造水平领先。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差距表现

在四方面：一是我国缺乏效率高、成本低的数据采集技

术和装置。据相关统计，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44.8%、数字化设备联网率为

39.0%[8]。这就说明，我国制造业中，设备、生产流程、能

源等参数能测量出来的比例不高，同时测量出来的数据

大部分还不能上传到网络平台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与我国工业化时间短、自动化技术比较薄弱有关。

二是大数据分析和建模技术比较薄弱。三是构建特定

工业场景的工业APP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存在差距。四是

技术装备的短板。像互联网数据库、数据储存等技术装

备都被国外垄断。这些方面我们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

气，努力打破垄断，研发我们自己的技术与装置。

为了争上游补短板，国家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国

家下决心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信部规划我国要打

造一两个可以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肩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高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工业智能制造的

前提条件，是一件大事情，必须由国家下决心去组织

研发。二是国家鼓励行业、企业

实体开发行业通用、企业专用的

A P P。国家搭建平台，行业实体

企业努力开发适用的A P P。三是

推动百万工业企业和大型设备数

据上云，以此推动工业互联网商

业模式形成、技术迭代、规模应

用。“数据上传到云”是推动、实

现“互联网+节能”的基础工作。

现在国家正在推动能耗在线监测

平台的建设，就是百万工业企业

数据上云的具体措施。这将为我

国工业互联网建设，为“互联网+

工业节能”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企业要积极参与数据上

云，这将是我们的优势。

二、“互联网+工业节

的功能本质是：数据采集与分析+高级建模与快速计算

=各种应用服务。

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关键技术加

速突破、基础支撑日益完善、融合应用逐渐丰富、产业

生态日趋成熟的良好态势。但是，迄今还没有标准的真

正能提供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一些难题，如数据分

析建模、运用服务、端到端服务等还要深入研发和完

善。

我国非常重视互联网建设。近些年，下发了不少相

关文件，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促进措施，组织了很多互联

网发展专项，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例如，我国在5G的研

发和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国家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顶层架构、组织体系、推进机制已

基本形成，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已从概念的普及开始进

入到实践的深耕阶段，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我国互联

网发展理念、商业模式、应用实践有较成熟经验，基本

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互联网生态，对推进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和应用有独特优势。总体而言，我国在包括“互

联网+节能”在内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平台建设水平与欧

美发达国家同时处在起步阶段。我国在政策、市场应用

2001年，举行刘焕彬教授（右二）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证书颁发仪式时，刘焕彬的老师陈

嘉翔教授（左二）、王汉锟教授（右一）、卢谦和教授（左一）与学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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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在我国轻工造纸行业应用的成功案例
[4,10～15]

“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在我国轻工造纸行业应

用的成功案例证明，应用“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可

以实现优化、精细化用能管理，收到明显的节能增效作

用。

问3：“互联网+工业节能”技术在我国轻工造纸行

业的应用案例，效果如何？

答：国内不少地方，比如广东、北京、江浙一带，都

有高端节能服务公司为制造业提供不同的“互联网+节

能”技术服务，不乏有成效的实践和案例。广州博依特

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博依特公司)自主研发的能源管

理信息云平台（PO I-EMS）是在我国轻工造纸行业中

推广应用的典型案例。博依特公司研发的区域能源管理

信息云平台（POI-EMS）技术已在7个省（市）区域能源

管理中心应用。例如：2014年建成的东莞市能源管理中

心云平台，在全国首次实现网上节能考核、节能规划评

审，首创区域能效指数，实现能耗在线监测企业830家，

在那里召开了全国现场会，成为全国的典型示范平台。

同时，博依特公司研发的企业能源管理信息云平台

（POI-EMS）已在高能耗的造纸、陶瓷、水泥、玻璃、

食品等行业的70多个大中企业中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据统计，从2015至2017年三年期间，有关企业应用

博依特公司研发的能源管理云平台（POI-EMS）后，共

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近18亿元，节约56万吨标准煤，减少

碳排放145万吨。另外，该公司正在探索大型集团企业

的智能制造规划和实施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

如，博依特制造执行系统(PO I-ME S)产品在维达纸业

四个生产基地上线后，每年经济效益超过1000万元。因

此，博依特技术入选了首批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供给资源池，入选了广东省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评

为广东省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企业，评为中国智慧能源

产业优秀项目。

问4：为什么博依特公司研发的企业能源管理信息

云平台(POI-EMS)能够为企业取得如此显著的效果？

答：博依特企业能源管理信息云平台(PO I-EMS)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节能增效效果，主要有三个

原因。

第一，架构合理，技术先进。博依特公司坚持走

“跨界集成、协同创新、创造价值”之路，坚持产学研结

合，是一家集研发与应用推广的公司，同时又是一家既

懂互联网又懂工业生产和节能的高端“互联网+节能”

技术服务公司。因此，在其产品设计研发时就以“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理念,高标准搭建平台架构,并且在企业

推广应用的循环中，不断优化和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版

本，以适应和满足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需求。例如,2016

年从当地网络版,即POI-EMS-1.0版,升级为互联网上

云版，即POI-EMS-2.0版。2018年，把POI-EMS-2.0

与自主研发的企业操作执行系统P O I-M E S-2.0结

合在一起，把产品升级到PO I-CLOUD-3.0版本，技

术水平提高，功能增加，企业应用方便。而且P O I-

CLOUD-3.0版本容易与以后国家标准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对接。

第二，深度融合，聚焦效率。围绕提高生产效率和

降低成本的核心命题，通过深入理解行业业务构建适

用性的数学模型，并形成可落地、效果显著的解决方

案，成为帮助传统制造业企业踏入数字化转型的有效

切入点。

第三，功能多样，实用性强。由于博依特企业能源

管理信息云平台实现了数据上云并有相应的数学模型

和优化计算软件，因此具有如下八项的先进功能:

(1)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功能，每秒钟能采集百万

级标签点以上数据。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实现大量的

数据采集，才可以进行数据价值的挖掘。

(2)具有“关键绩效指标(KPI)”及其可视化功能。

能在平台内计算出关键绩效指标、生产线能效水平和

波动情况并可视化。关键绩效指标是国家统一的算法，

把这个指标算出来，便可以知道能源应用和管理的实

际情况了。

(3)具有全厂能源运行状况监测及可视化功能。能

实时计算和统计出全厂能源流向及消耗情况、生产设备

的启停状况、电力系统、蒸汽系统、水系统的计量瞬时

值并可视化。这样就可以实时给管理者提供相关统计

数据，以便于管理者优化、精细化管理。

(4)具有用能趋势分析功能。显示全部采集变量的

历史趋势并在时序上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异常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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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追溯原因。企业根据用能趋势分析和最低成本

安排用能。

(5)具有多维度能效分析功能。对各班组、各重点耗

能单元、对任意时间区间等多个维度进行能效分析，可

用于班组能效考核、生产线能效考核、峰谷用电分析、

停机检修无效能耗管控、生产能耗异常预警和追溯等。

这样，企业可以知道不同时段能耗的情况，可以知道什

么时候适合在峰谷用电，什么时候设备停机检修比较

好，什么时候可以多用电，什么时候可以少用电等，有利

于节能增效。

(6)具有运行优化功能。可以通过优化计算，改变

重点耗能单元或过程关键操作变量的设定值去实现过

程和用能优化。

(7)具有实时能源成本核算功能。可将每批次产品

所消耗的各类能源在线统计，可对各规格品类的产品单

独核算能源成本，便于生产精细化管理。

(8)具有能效对标功能。通过生产线能效水平对

标、重点耗能单元或过程能效水平对标，找到最佳可行

性运行工况。有四个层次的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能耗对

标、国内先进水平能耗对标、本企业的先进水平能耗对

标、班组之间的能耗对标。通过对标，有利于找到能耗

高的原因，从而采取措施降耗增效。

三、工业大数据中挖掘新知识进而创造价

值，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内容[6～10]

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正步入集成、智能的新阶段。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业互联网等技

术将重构制造业技术体系。从工业大数据中挖掘新知

识、创造新价值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内容。

问5：为什么说挖掘工业大数据中隐含的规律是深

入研发智能制造技术的重中之重，现在有哪些有利条

件？

答：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智能制造的关键装置，是智

高度自动化的造纸包装生产线，更需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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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造的枢纽,其功能本质是：数据采集与分析+高级

建模与快速计算=各种应用服务。其中,高级建模与快

速计算是核心的核心，重中之重。但是，迄今表述各种

复杂生产过程规律的数学模型大多是通过理论方法或

实验方法为基础建立的。这种方法对于简单的小系统

有效。但对复杂系统和大系统生产过程的数学模型却

难于用上述方法建立，或者即使建起来了由于模型过于

复杂而很难计算出来，或者即便是算出来了，也不一定

适用和准确。因为用上述方法得到的模型和计算结果

往往是建立在许多特定或假设条件下得到的，难于适应

千变万化的生产过程。然而，要使生产过程优化和智能

化，准确的过程模型是一定要有的。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出现，应用大数据、云计

算、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在现场实时快速建

立生产过程数学模型成为可能。即使过程中千变万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不断学习和分析的自学习能力，可

以不断迭代提高，从而有可能找到复杂大系统中隐含在

海量数据里的各种规律。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还

可以根据生产现场不断变化的大数据，对已经找到的

规律（数学模型）进行完善和优化,不断实时接近生产

实践。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让工业互联网平台

不断学习，学到本质。假如能够做到这一步，生产过程

的实时优化和智能化功能就可以实现。就目前而言，行

业和企业应积极主动把数据上云，不断积累大数据。大

数据的关键作用是从中形成知识，并通过知识推进智

能。从“工业大数据”到“生产大知识”，再到知识的数

字化、模型化和工业APP，是实现生产智能化的关键环

节。

近年来，我国有关研究单位已开展了应用造纸工业

大数据建模方法的研究和应用APP的研发，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7～25]。

问6：是否有从生产数据挖掘价值的应用案例？

答：维达纸业应用广州博依特POI-CLOUD-3.0，

把包括能源数据在内的各种过程生产数据上云，通过历

史大数据的处理分析，挖掘数据价值，发现能效瓶颈，

找到企业生产规律，实现过程用能精细化管理。从生产

数据挖掘价值的典型案例有[16]：（1）通过生产过程数

据的波动规律分析，发现能效瓶颈。例如，发现纸机干

燥部蒸汽瞬时流量受锅炉主蒸汽压力波动影响，且波

动幅度与锅炉主蒸汽压力波动幅度曲线镜像相关。通

过控制锅炉主蒸汽压力波动幅度，纸机干燥部蒸汽消

耗下降了1.2%。（2）通过数据对标发现能效瓶颈。应用

对标功能，可实时将生产线的过程参数、相对能耗和能

效与对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异原因，实现精细

化管理。例如，某生产车间有4台相同型号的纸机，生产

时经常遇到烘缸电机扭矩过高，而不能提高纸机的运

行速度，产能得不到提高而且增加了电机的电能消耗。

通过对各纸机主要传动点的电能消耗对标分析，发现

真空吸水箱的使用状况对纸机整体运行的能耗有较大

影响，通过调整纸机中间真空吸水箱真空压力，降低烘

缸扭矩，在纸机其他数据变化不大，生产产品质量未见

波动的条件下，降低了纸机传动能耗。4台造纸机传动

功率下降。其中，仅调整后的4号造纸机年节约电耗成

本约15万元。（3）通过重点能耗设备监控和过程参数优

化实现节能。例如，通过空气压缩机的实时排气压力监

控和对压力数据的波动分析，对空压机的加载和卸载

压力设置参数进行优化调整，全年节省电耗成本约50

万元。又如，315kW磨浆机通过量对能耗影响较大，通

过数据分析优化工艺条件后，全年节省电耗成本约81万

元。（4）通过数据分析控制错峰用电，提升谷电利用率

节约电费。例如，某车间通过碎浆机与磨浆机运行的错

峰排产，每个车间制浆用电年节约了37万元。（5）通过

用能趋势分析功能，提高了全厂供电系统的电力预采购

量的准确度，提高变压器负载率和功率因数，年节省电

费成本50万元以上。

博依特制造执行系统(POI-MES)产品在维达纸业

4个生产基地上线后，通过数据价值挖掘，每年经济效

益超过1000万元。

四、主动融入智能制造技术生态圈，推进我

国造纸工业智能化发展

以“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是一次技术突破和企业重构。同时，它也是一种

技术思维方式的转变：要用大系统的思维方法去思考

问题；要用跨界集成、协同创新的互联思路去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要用优化与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去提高效

益，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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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7：作为传统制造业,造纸工业在智能化浪潮中的

前景如何？ 

答：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看，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

造纸工业都是领头羊。例如，从1784年开始的以工业机

械化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荷兰人1750年便发

明了利用风力的荷兰式打浆机，继而造纸工业逐步从手

工生产进入到了机械化生产。从1870年开始的以电气化

和生产线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人福德里

尔兄弟于1803年便成功研发和制造出第一台长网造纸

机，继而造纸工业从离散式生产进入到了流程化生产，

极大地提高了造纸厂的生产能力。以过程自动化为代

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从1969年开始的，然而在1961

年,造纸工业便成为首次成功实现计算机控制的过程工

业，20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控制技术才在各种工业中

得到广泛应用。过程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造纸

工业进入了大型化、高速化、自动化的典型的流程工业，

成为世界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几个流程工业之一。本世

纪初，德国西门子公司提出了工业信息化（Indu s t r i a l 

I n format ion）概念和成套技术架构，提出了大系统和

优化的概念和技术，使造纸工业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并成为造纸工业迈向工业4.0的前期探索，极大地提

高了造纸厂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因此，从全球和技术角度看，造纸工业已具备从工

业3.0走向工业4.0的坚实行业基础和条件。

问8：对我国造纸工业智能化发展有哪些建议？ 

答：我国已是产量世界第一的造纸大国，骨干企业

的生产技术水平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但是，具有先

进技术水平的主要装置和自动化系统都是从国外引进

或购买的，而且大多数造纸企业还处于工业2.0与工业

3.0之间的水平。因此，我国造纸工业向智能化发展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

发展我国造纸工业智能化要做好规划、抓住重点；

跨界集成、协同创新；分类指导、先易后难；效益导向、

稳妥实施。

（1）做好规划、抓住重点。行业要组织力量，做好

规划，着力研发面向造纸企业智能化的关键共性技术。

例如，适用于造纸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造纸行业的各

种应用软件和APP、造纸行业的智能装置等等。

（2）跨界集成、协同创新。在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过程中，应该走跨界集成、协同创新之路，要主动与相

关行业合作。闭门自守将要

落后。行业要支持既懂互联

网又懂造纸工业生产和节能

的高端技术研发和服务公司

的发展。

（3）分类指导、先易后

难。根据我国造纸工业技术

水平差异，在转型过程中要

先易后难，逐步实现。首先，

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

自动化水平和装备水平，走

完工业3.0的路程。其次，在

基础较好的造纸企业，要主

动融入工业智能化技术产业

生态圈，主动推广应用新技

术。企业要积极参与“企业

上云”，可以从“互联网+工

业节能”作为切入点上云。

2014年，在陈嘉翔教授（左五）荣获首届蔡伦终身成就奖后，与会学生刘焕彬（左四）、

詹怀宇（左三）等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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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用技术比较成熟的“智能能源管理云平台(POI-

EMS)”上云，既是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又是提高精细化

和优化管理水平手段，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智能化水

平。

（4）效益导向、稳妥实施。实现企业智能化是一

个渐进过程。而且是在原有自动化水平的基础上完善和

发展的，要一步一个脚印，以效益为导向，稳妥实施。

造纸产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在企业智能化发展

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挑战。但是，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

鲁克所说，“无论什么传统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

是因为它们围绕知识和信息进行了重组。”相信，只要

坚持技术创新、效益导向，通过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

断重组与发展，我国造纸工业将继续与国民经济同步发

展，从造纸大国建设成为造纸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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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精细化学药品的现状与应用技术
⊙ 周振平 

周振平先生，1957年1月出生于中国上海，1990年3月移居香港。自

1979年3月进入造纸行业和造纸化学品行业至今已有40余年。分别在

上海造纸集团公司所属上海红光造纸厂担任生产技术科总调度、白板

纸机项目工程师、厂长办公室主任、生产厂长等职务，以及在上海造纸

集团公司生产技术部担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1990年3月至1999年2月

作为中国专家赴香港捷众造纸有限公司担任技术主管和技术经理等职

务。1999年3月加入美国赫克力士公司，先后担任高级技术顾问、高级

技术经理等职。2001年9月加入亚马逊造纸化工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

监至今。2012年受聘陕西科技大学轻工与能源学院讲座教授。

核心提示：近二十年来我国纸及纸板的生产技术和生产量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各类现代化的大型高速纸机相继投产，同时伴随着普通百姓对自身健康

意识的提高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力度的强化，给我们这些为造纸行业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化学品厂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即如何配合造纸行业的升级换代进

一步做好对原生态的保护，尤其是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减少排放、扩大再

生资源的循环利用这一课题，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下面就如何使用

化学药品来进一步改善纸机的运行效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满足环保排放

要求等四个方面与大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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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与欧美发达的造纸国家相比，由于我国

的土地资源条件，尤其是林业资源的不足，我们必须保

护有限的森林资源，因此使用人工速生林生产的短纤

维和再生纤维/废纸是我国造纸行业所必须面对的课

题，而合理和正确地使用精细化学药品能够帮助造纸工

作者有效地缓解并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精细化学药

品？精细化学药品主要指用于纸机湿部流送系统的化

学药品。大家都知道纸机湿部化学是一门研究纸料（浓

浆回路及稀浆回路）中各种组分在滤水、留着、成形及

白水循环过程中相互间有关水、纤维及其它添加剂相互

之间的反应与作用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是研究各种添加

剂与纸料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纸机运行性能

和产品品质影响的一门科学。可以这样地想象，纸机湿

部系统就像一个黑匣子，虽然我们用眼睛不能直接看见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和反应，但是通过一系列的纸

机湿部化学理论，纸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的指导和大

量的实践与探索，并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化学药品所获

得效果的经验积累，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添加了化学药品

以后系统所发生的各种明显变化。所以我们说，纸机湿

部化学是“所有你看不见的东西影响着你所能观察到的

事物”。

一般情况下，纸机湿部化学药品可以简单地被分为

两大类，即功能性药品和过程性药品。顾名思义，功能

性药品就是可以通过使用该类化学药品来提高和改善

纸及纸板的某些功能，最典型的是通过使用施胶剂赋

予纸张抵抗水的入侵的功能而方便印刷和书写；而过程

性药品主要是用来提高纸机的运行效率和确保生产的

顺利进行，最典型的代表是微生物控制剂，合理正确地

使用微生物控制剂可以改善和保持纸机生产环境的清

洁，减少断纸和延长二次计划停机清洗的周期，最终达

到提高运行效率的效果。

但是如何使我们所使用的化学药品发挥最佳的效

果，是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的。首先要根据自身纸机和

生产流程的特点、原辅材料的结构和产品的特性及需

要等条件来选择或者咨询有资质的化学药品供应商或

请他们推荐合适的化学药品；其二是生产现场的技术

和操作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正确地使用化学药品的方

法和技能，关键是设定并控制好纸机和浆料的各项参

数在合理的范围内，满足化学药品正常使用时所需的

条件并正确的使用化学药品，才能获得最佳的表现；其

三是条件许可时，尤其是针对某些比较特殊的化学药

品，由药品供应商配合并提供高品质的现场服务也是至

关重要的，包括对系统检测（数据的监测和测试）和跟

踪、对纸病和断纸原因分析等。对于过程性化学药品来

讲，它不是“神仙水”，通常它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切记！化学药品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予合理的期望。

纸机湿部各种化学药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象一条

锁链，互相影响和制约，在整个锁链中，助留助滤剂通

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说纸机的

助留助滤系统是现代化纸机尤其是高速纸机的最关键

的化学药品？

● 这是因为现代化纸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根

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所使用的纤维原料却越来越差，浆

料中所添加的化学助剂越来越多，纸机湿部系统越来

越复杂，清水用量越来越少，对排放污水的要求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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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这些接近苛刻的条件，就

必须合理与正确地选择助留助滤系统和正确地使用这

些助留助滤药品，尤其是针对高度封闭的系统，需要考

虑并使用适合系统高电解质情况下的助留助滤剂。

● 我们知道，良好的纤维、细小纤维、填料和各种

添加剂在纸页中的保留，不仅减少了纤维/添加剂的流

失和在循环白水中的累积，并节省/降低了运行成本；清

洁的流送系统（流失的化学药品通常会造成大量泡沫和

部分沉积物），为提高纸机的运行效率、减少纸病和断

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排放白水中相对较少的纤维含量和化学药品

残余对减轻污水处理厂的负荷，更容易地降低COD和

BOD含量以及金属盐/电解质和氮等化学品的含量以

及降低污水处理的成本提供了可能。

● 所以，每一个造纸工作者都应该明白这一点，并

正确地管理和使用好助留助滤系统，确保纸机正常地、

长时间地连续运行并获得品质良好的、稳定的产品和低

的污水处理成本。因篇幅的关系，我们这次重点介绍一

下配合助留助滤剂应用的系统微生物控制技术。

1  正确地使用微生物控制剂

在良好与合理的纸机保留系统中，微生物的控制

是非常关键的。杀菌剂——顾名思义就是用物理和化

学的方法来杀灭细菌和微生物的一种药剂。在绝大多

数的纸机运行系统中，加入杀菌剂的目的是用来控制和

抑制浆料、白水/清水、辅料和添加剂系统中微生物/细

菌的繁殖速度并减少浆料出现腐败的现象，此时的杀

菌剂属于过程性控制药品；而对于用于生产直接包装食

品的纸及纸板和特殊用途的液体包装纸板，加入杀菌

剂的目的除了上述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用来控制成品

纸张中某些特殊的细菌和微生物或孢子数量，此时杀

菌剂成为一种特殊的功能性药品。

杀菌剂通常可以被简单地分为氧化型杀菌剂和非

氧化型杀菌剂两个大类；非氧化型杀菌剂还可以根据其

反应机理被细分为杀菌剂和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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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剂的主要作用机理可以用下面的术语来加以

描述：

● 表面活性型，药品溶解并穿透细胞壁对细胞进

行解体。

● 表面连结/包裹型，药品破坏细胞壁和细胞膜，

使细胞丧失呼吸或排泄功能。

● 酵素/酶，使细胞失去活性，或神经中毒。

● 繁殖控制型，药品借助于表面活性型杀菌剂穿

透到细胞内部，破坏细胞的代谢功能使之失去繁殖能

力，严格地讲它属于防腐剂。

● 氧化型杀菌剂主要是利用氧化还原的机理，使

得细胞失去电子被氧化而快速死亡。

要使得微生物控制剂能够发挥最大效果的前提，

是正确地选择杀菌剂：

杀菌剂的初选：    

● 生产系统的基本情况调查，这需要纸厂认真对

待和提供方便。

包括：系统中存在的各种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活

性及分布等；系统中浆料、白水和辅料在各个位置尤其

是流送系统的pH、温度、导电度和氧化还原电位/ORP

等；目前纸机运行时主要面临问题，纸机计划停机清洗

的时间和频率等。

● 在选择药品时，要考虑避免药品可能对环境造成

的不良影响。

● 还应该避免各种不同的杀菌剂之间的不良反应

以及与其它造纸化学品和添加剂之间可能产生的不良

反应。

从若干个候选杀菌剂牌号/产品中确定具最佳成本效

益的产品——杀菌剂选择试验：

● 通过安排药品对检测样本的毒性实验，挑选出

一种或数种合适的杀菌剂。

● 确保杀菌剂在浆料中达到一定的浓度。

● 确保杀菌剂与浆料的接触时间符合该杀菌剂在

实际添加点的条件。

● 友情提示：在纸机湿部的短循环系统应尽量避

免直接使用氧化型杀菌剂，以避免可能影响施胶剂及

染料的表现，另外有部分杀菌剂还有可能诱发泡沫的发

生，尤其是当使用带电荷的杀菌剂时应避免添加在与其

带相反电荷的化学药品的场合。

● 系统的pH、温度、ORP会直接影响杀菌剂的使

用效果，高的pH和温度会导致杀菌剂的分解从而失去

其杀菌功能，部分杀菌剂对系统的ORP非常敏感。

杀菌剂使用效果的评估：

主要看纸机系统中因微生物引起的问题是否得到

了有效地改善:

● 腐浆沉积物情况：腐浆引起的断纸、纸病是否得

到了减缓和控制；系统中微生物的数量是否得到了有效

地抑制。

● 纸机运行效率的变化：由腐浆引起的停机清洗

时间、次数和损失有效运行的时间是否得到减少。

● 处理成本合理。

2  正确地使用化学药品进行系统清洗

无论纸机系统的微生物控制被设计得如何完美，

乃至杀菌剂方案被执行得如何彻底，纸机运行一段时

间以后，还是会因为微生物、或沉积物、或胶黏物的问

题使得纸机越来越脏，因此需要进行必要与合理的清

洗。

通过清洗，实现如下效果：

● 可以进一步改善纸机的运行能力

减少系统的波动；减少断纸；减少无计划停机次

数和时间；改善脱水。  

● 改善产品的品质

减少破孔和斑点；改善纸页全幅宽度上的水分分

布；改善纸页强度；减少掉粉。

● 降低直接生产成本

减少成形网的磨损；减少腐蚀；减少化学药品的用

量。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清洗剂的作用和正确地

使用清洗剂，我们可以将常用的清洗剂和清洗方法进行

分类如下：

根据药品自身的特性，清洗剂通常可以分为三类：

碱性清洗剂、酸性清洗剂、其他特殊用途的清洗剂。

根据清洗的方式，它们还可以被分为：加热化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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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Boilout）、泡沫清洗。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常用清洗剂的主要成分和清

洗过程的控制要求：

(1)碱性清洗剂主要使用一些渗透剂、表面活性

剂、分散剂以及螯合剂等化学药品与烧碱混合用于纸

机湿部的短循环甚至于长循环系统的加热化学串洗。

碱性清洗时的关键是控制好清洗液的浓度、pH、

温度以及清洗的时间。

● 药品的浓度应根据系统的污染程度，具体用量

建议参考产品说明书。

● 配制好清洗液要求的pH值在12以上。

● 条件许可时清洗液的温度应控制在60℃以上。

● 确保药品的循环清洗时间不少于60分钟。

● 如果清洗过程不能同时满足药品浓度、pH和温

度条件时，药品的循环清洗时间应该延长，至少不低于

两小时。            

(2)酸性清洗剂主要也是利用渗透剂、表面活性

剂、分散剂、缓蚀剂以及螯合剂等化学药品与酸混合或

独立使用于纸机的短循环或长循环系统的串洗。

酸性清洗的要点是：

● 可将不溶于碱的沉积物如碳酸钙等从系统中清

除出去。

● 药品的浓度应根据系统污染的程度而定，具体

用量建议参考产品说明书。

● 要求的pH值在3～3.5。

● 为了避免酸洗过程对系统设备可能出现的腐蚀，

酸洗时保持室温即可。

● 时间应控制在不超过1小时。

比较常用的特殊用途的清洗剂分别有：

溶剂型清洗剂：主要用来清除干固的含有聚乙烯

醇的表面施胶和干固的涂料的沉积物。

含有双氧水的泡沫清洗剂：主要是利用药品所释

放的双氧水所产生的微气泡来清洗涂料或顽固的沉积

物，主要用来清洗涂料的上料系统和储存罐等。

泡沫清洗的作用和主要用途：

泡沫清洗主要用来解决加热化学串洗不能清洗的

位置，如各类浆池；湿端机架、辊子、成形网；毛布和干

网；纤维回收系统。

加热化学药品串洗效果的评估：

为了达到预期的清洗效果，加热化学药品串洗的

全过程必须加以严密的监控和检测相关的参数，包括：

pH值、温度、时间、导电度(固含量)、碱度、酸度、螯合

剂的残余物、溶液中重金属(钙、钡、铝、铁等)离子的分

析、安全等。

需要监视的基本内容，包括：各项参数的变化趋

势，确保清洗的效率；用书面的文件总结化学串洗的结

果；对重要部分拍照，对提出的改进意见，组织专人跟

进。

3  微生物控制和系统清洗剂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重

要事项

● 在开始使用化学药品以前，应该认真地阅读该

化学药品供应商所提供的药品使用说明书和安全资料

表（PIS & SDS）。

● 启动加药程序前还应检查并确认药品储存桶、

计量泵、加药管线以及添加点的接口无泄漏。

● 对于在同一设备或管线中使用两种不同的化学

药品时，不要轻易地切换或加以混合，应咨询化学药品

的供应商或用清水或溶剂彻底地清洗后再切换第二种

化学药品。

● 在向药品储存桶中添加类似杀菌剂、清洗剂等含

有刺激性和腐蚀性成分的化学药品时，操作人员应按产

品安全资料表上的要求配戴好合适的防护用品，如橡

胶手套、防护眼镜等。

● 发现有化学药品泄漏时，应立即通知有关人员采

取堵漏措施，并根据产品安全资料表上的指引清理泄

漏现场。

● 几乎所有的化学药品都会刺激人的皮肤，尤其是

眼睛。因此操作人员暴露在外的皮肤以及眼睛不得直接

接触药品，以免造成伤害。

● 万一不慎将化学药品溅在人体皮肤上或眼睛

内，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皮肤表面或眼睛，并送医院

作进一步的治疗。

●  一旦不慎误入口中，应根据产品安全资料表的

指引，立即用牛奶或清水等灌肠并及时送医院作进一步

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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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工业与资本市场：

造纸行业证券14年研究回顾
⊙ 周海晨 

周海晨先生，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制造业研究部总监、海外研究部总监、

首席分析师。

ASU-SNAI EMBA，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硕士，《新财富》白金分析师，《水晶球》

白金分析师，“轻工业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青年金

融人才”，14年造纸轻工行业研究经验。

2010-2013年、2015-2017年7年获《新财富》“造纸印刷”领域最佳分析师第一名，

白金分析师。2011-2012《新财富》最具领先优势奖。2009-2018年连续10年获得《证

券市场周刊》水晶球奖“造纸印刷”领域最佳分析师第一名。2010-2017年连续8年获得

《中国证券报》金牛奖“造纸印刷”领域最佳分析师第一名，2018年获得最有价值分析师

奖项。2012-2014年《第一财经》最佳分析师评选“轻工制造”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

2015年汤森路透StarMine全球卖方分析师评选原材料行业选股能力第一名。

编者按：最近20多年间，国内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为造纸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2008

年，晨鸣纸业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A、B、H三种股票的上市公司。造纸企业借助资本市

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造纸行业也吸引了众多证券研究机构的关注和分析。证券分

析师们的一篇篇纸业分析报告，往往预言了纸业市场走势和发展趋势。

周海晨及其领导的申万轻工造纸研究团队，是证券研究机构造纸印刷领域最杰出的代

表，多次获评“造纸印刷”领域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并荣获新财富白金分析师称号。2008年第

15期《中华纸业》，首次刊载了申万轻工研究团队分析师周海晨的署名文章《议价力抵抗通

胀,政策面延续景气》，自那以来至今的10年时间内，已有13篇来自申万轻工研究团队分析文

章在《中华纸业》刊发，周海晨也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中华纸业杂志社组织的会议活动。

周海晨先生再次应邀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纪念特刊撰写专题文章，结合其14年从

业经历，分享其对中国造纸工业市场走势回顾总结与未来展望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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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此文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造纸人砥砺奋进，

推动行业快速发展的历程。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也为

造纸工业提供了股权、债权等全方位金融工具，共同助

推国内造纸龙头公司快速成长，持续拉近与国际龙头纸

企的距离。笔者也有幸见证了造纸行业中最近十四年的

周期变化，行业盈利的起起落落，也在此分享关于造纸

行业周期波动的简单看法。

1  改革开放40年，造纸工业高速成长的40年

40年赶日超美，中国成为全球纸张生产和消费龙

头。改革开放之初，国内造纸行业发展落后，1978年我

国纸及纸板生产量仅466万吨，消费量仅489万吨。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的造纸企业在政策和资本的

双重推动下高速发展，2001年造纸产量超过日本，2009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纸张生产和消费国。2018

年全年实现生产量10435万吨，为1978年的22.4倍，年

均复合增速8.1%；2018年消费量10439万吨，为1978年

的21.3倍，年均复合增速8.0%。如果聚焦行业增长的各

个时期，可以看出2001～2010年是国内造纸业发展的黄

金时期，2007年纸及纸板生产量首次超过其消费量，实

现了产需的基本平衡。见图1、图2。

从纸张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2006年之前，由于国

内出口与消费的快速发展，国内纸及纸板需求快速增

长，当时国内造纸整体供不应求，特别是高端纸品，主

要依赖进口。进入2000年后，随着国内先进机台的投

建，产能快速扩张，国内造纸生产量快速增加，需求缺

口迅速填补。与此同时，国内造纸工业凭借更新的设备，

更优的生产效率，具备成本优势，使得造纸工业开始净

出口。见图3。

纸及纸板的人均消费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经济

实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随着我国造

纸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内造纸消费逐步摆脱进口依赖，

人均消费量持续提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纸

及纸板人均消费量仅5.1千克/年，至2017年中国人均

消费量已经提升至78千克/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57千克/年）。见图4。

经历了2001～2010年的高速发展期，行业的发展

逐渐趋于平衡，进入理性增长期。2010年之前，发展主

笔者2005年进入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从事

造纸行业上市公司研究，跟随行业上市公司、行业专家、

《中华纸业》不断学习成长，见证造纸工业十余年的发

展。有幸在《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之际受邀作文，首

先祝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生日快乐，再创辉煌！

《中华纸业》伴随造纸人一路走来，见证行业的发展与

变革，对于行业真知灼见和前瞻分析，给企业带来很多

图1  国内造纸工业生产量：2018年达到1978年的22倍

图2  国内造纸工业消费量：2018年达到1978年的21倍

图3  从纸张进口国转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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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靠大规模投资、迅速扩大产能解决市场供需短缺

和不平衡的问题。然而面对生产要素的成本抬升和环

保约束，以往高投入、高消耗、低成本的增长模式不可

持续，未来造纸产业链价值需要通过技术提升、效率提

升和产品附加值提升三个方面继续延伸。

以废纸利用为例，废纸可以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由

于废纸回收利用不存在化学蒸煮制浆的环节，大量减少

了污染的排放。在废纸回收方面，中国仍有空间，2017

年美国废纸回收率65.8%，中国废纸回收率48.5%，尚

存在较大差距。见图5。

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造纸工业持续推进供给

侧改革，响应国家提出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清退中小

产能，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结构调整、产能升级、技术

提升成为了行业本身发展的“新常态”。造纸行业逐步

走向环保绿色发展，2007年造纸工业废水排放量42.5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49.2万吨；至2015年，造纸行业

总产量增加45.7%，但是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分

别减少至23.7亿吨、37.1万吨。见图6。

2  造纸工业与资本市场

2.1 资本市场为造纸工业提供了多样化融资工具

造纸工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改革开放后造

纸工业的40年发展历程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无到

有，比重不断提高，而国有企业面临挑战，造纸行业的

资本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2017年在中国造纸工业企

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仅1.45%，集体、民营企

业及其他企业占比85.80%，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占比

12.75%。

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成立，国内资本市场

开始了蓬勃发展之路。国内造纸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开始

了加速发展之路，造纸企业的资本结构开始趋于多元

化。近30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造纸企

业的发展，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1997年，宜宾纸业成

为首家登陆A股市场的造纸公司；1998年，恒安国际登

陆港股市场；2008年晨鸣纸业完成A/B/H三个交易市

场的上市。1997年以来造纸行业共通过股权融资获得

资金579亿元（仅考虑上交所、深交所和港交所，统计包

括已退市造纸企业），见图7。且随着产业重组和转型升

级的趋势，近几年股权融资额呈现增长态势。根据2019

年5月17日收盘价，A股造纸行业上市公司（申万造纸指

数23家成分股）合计市值达到1404亿元，其中4家企业

（太阳纸业、山鹰纸业、晨鸣纸业、中顺洁柔）市值超过

100亿元；港股四大造纸龙头（恒安国际、玖龙纸业、理

文造纸、维达国际）合计市值达到1473亿港元，其中恒

安国际市值达到749亿港元。

资本市场同样为造纸企业债权融资方面提供了巨

近30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强有力

地推动了造纸企业的发展，为其注

入了新的活力。2008年6月18日，晨鸣

纸业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A、B、H

三种股票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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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造纸行业上市公司累计股权融资579亿元

图8  造纸行业上市公司累计债权融资1225亿元

图9  造纸行业上市公司债权融资工具多元化

图4  改革开放40年人均用纸量由5.1千克/年提升至2018

年的75千克/年

图5  国内废纸回收率持续提升

图6  国内造纸行业废气废水排放总量逐年减少

大帮助。造纸行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累计获得的资金

总额达到1225亿元（图8），其中发行超短融资券512亿

元、短期融资券335亿元、公司债148亿元、中票131亿

元、可转债84亿元（其中49亿元已经转股）、定向工具15

亿元（图9）。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融资工具日渐发

展，满足造纸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需求，为造纸行业

成长提供资本支持。

2.2 上市纸企快速扩张，与国际龙头差距逐步缩小

登陆资本市场后，造纸上市公司迎来了高速发展的

时代。例如在包装纸行业，以玖龙纸业和国际纸业的对

比来看，玖龙纸业2006年登陆港股，上市之前的2005财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净值9.97亿美元，当时国际纸业固定

资产净值为139.91亿美元，为玖龙纸业的14倍；上市后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72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玖龙纸业加速扩张、高速发展，截止2018财年末，玖龙

纸业固定资产扩张至79.42亿美元，超过国际纸业2018

财年末固定资产的1/2。在生活用纸行业，对比恒安国

际和金佰利，两者固定资产净值差距也大幅收窄，恒安

国际上市之前的1998年，金佰利为恒安国际的105倍，

2018年该比例收窄至5倍。成品纸综合工厂，太阳纸业上

市之前的2005年，王子制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太阳纸

业的21倍，该比例在2018年已收窄至3倍。见图10～图

12。

国内龙头企业与海外龙头企业的收入差距也迅速

收窄。伴随国内造纸企业固定资产的快速扩建，企业收

入规模跟随快速增长。例如在包装纸行业，玖龙纸业

2005财年实现收入5.83亿美元，同年国际纸业收入为

217.00亿美元，为玖龙纸业的37倍；到2018财年玖龙纸

业实现收入81.19亿美元，同年国际纸业收入233.06亿

美元，仅为玖龙纸业的2.9倍。在生活用纸行业，恒安国

际与金佰利的营业收入差距也大幅收窄，恒安上市之前

的1998年，金佰利为恒安国际的122倍，2018年该比例

收窄至6倍。成品纸综合工厂，太阳纸业上市之前的2005

年，王子制纸的营业收入为太阳纸业的17倍，该比例在

2018年已收窄至4倍。见图13～图15。

3  本轮造纸周期（2007年至今）的回顾：波动皆

周期

第一阶段：2007～2011年高盈利使得供给端大幅扩

张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保持高增长，造

纸需求快速增长；供给端，2006年起供给新增量下降，

严格环保政策导致供给存量减少，使得供给进入周期

性低谷期，显著改善行业的供求关系。2007年下半年以

来，纸价上涨带动纸厂盈利快速上行。从宏观角度看：

受行业景气度上行影响，2007～2010年造纸及纸制品行

业利润总额分别增长38.6%、12.8%、5.7%、42.0%（其

中2008年、2009年增速回落系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高景气度周期，纸厂盈利大幅上行后，纸厂投资意愿明

显增强，行业供给大幅扩张（图16）。2011年造纸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达到31%。

第二阶段：2012～2015年需求增速放缓，长周期消

化新产能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造纸需求增速放缓。2011年

以来国内经济增速逐步进入新常态，GDP同比增速由

两位数增长放缓至个位数（图17）。受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国内纸及纸板需求也逐年下滑。“十二五”期间年

均增长率仅为2.4%，较“十一五”期间的9.1%降低6.7

个百分点，年均消费增长量由“十一五”649万吨降至

“十二五”236万吨，降低63.6%。供需双困使得造纸行

图12  太阳纸业与王子制纸固定资产差距逐步缩小

图10  玖龙纸业与国际纸业固定资产差距逐步缩小

/

/

图11  恒安国际与金佰利固定资产差距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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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太阳纸业与王子制纸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图16  2007～2010年的行业利润高增长带来2011年固定

资产扩张

图17  2011年之后国内纸及纸板消费增速逐年回落

图18  2017年造纸行业盈利能力复苏

业进入长周期的去产能过程，在此过程中行业盈利能力

持续低位徘徊。

第三阶段：2016年供给侧改革加速存量产能淘汰，

行业盈利复苏

2016年供给侧改革全面推进，中小产能加速淘汰。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经济结构性改革。

G20/雾霾/环保督查等事件催化区域性产能抑制。受

环保督查和供给侧改革影响，大量中小纸企被关停，

行业供给端明显收缩；加之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

业之间的定价更具默契，2016年底以来的涨价潮持续

至2017年末，其中浆纸系均价上涨超过30%，铜版纸

2017年价格高点较2016年11月上涨45.0%，双胶纸上涨

39.2%，白卡纸上涨33.7%；受外废政策收紧影响，箱板

纸价格最高上涨86.2%，瓦楞纸最高上涨98.8%。且纸

图13  玖龙纸业与国际纸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图14  恒安国际与金佰利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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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上行先于原材料价格上行，推动全行业收入和利润增

长提速。2017年造纸行业利润总额1029亿元，同比增长

36.2%，利润增速达到历史高点。见图18。

第四阶段：2019年新增产能将集中释放，需求仍有

压力

2016年以来盈利能力上行，纸厂投资意愿明显提

速。由于2016年以来纸厂吨盈利大幅上行，龙头纸企的

部分纸种单吨净利在高点时超过1000元/吨，纸厂的投

资意愿明显边际改善。由于造纸生产线投资约12～18个

月，新增产能将在2018～2019年逐步投放（图19），2019

年新增产能预计将对行业供需结构带来一定压力。经

济增速换挡期，出口增速放缓，国内需求不足，居民收

入增速放缓与房价过高的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收紧消费，

2018年4月以来国内社零额总额同比增速保持个位数增

长，且逐月呈现阶梯式回落趋势（图20）。

“波动皆周期”，造纸行业盈利的起落均根源于行

业供需格局的变化。2019年国内造纸需求略显压力，新

增产能逐步投放，或将对造纸行业形成短期压力。

回顾资本市场与造纸工业共同成长的二十余年，资

本市场助力造纸龙头快速成长，开启国际化征程。以山

鹰纸业为例，2013年山鹰纸业进行资产重组，通过定向

增发将吉安造纸基地资产注入上市公司；2017年公司国

际化推进，斥资19.52亿元收购北欧纸业，国内行业整合

斥资19亿元收购联盛纸业；2018年成功发行23亿可转

债，为湖北公安产能进一步募资；借力资本市场，山鹰

纸业破茧成蝶，资产重组后实现高速发展，2012年末总

资产仅78.31亿元，2018年末总资产已经达到359.06亿

元。再如太阳纸业，近年来积极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在

老挝种植林地、建设木浆与废纸浆厂，

弥补原材料短板，延伸产业价值链。龙

头造纸企业向全球化龙头发展的雏形

初现。

伴随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造

纸需求也将跟随持续增长，造纸行业

规模仍有成长空间，我国造纸工业有

望实现持续、稳健、高水平增长。借鉴

国外龙头纸企经验，在行业进入成熟

阶段后，通过行业内部的收购兼并，

提升集中度、产业链纵向延伸，提升产

品附加值与盈利稳定性，我们期待在

不久的将来，造纸人将共同打造出属

于中国的全球造纸龙头！
2019年国内造纸需求略显压力，新增产能逐步投放，或将对造纸行业形成短期压力。

图20  2018年4月以来社零额增速均在个位数徘徊图19  2019年造纸行业新增产能密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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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造纸厂智能化运营的几点思考
⊙ 刘靖伟 

刘靖伟先生，维美德中国区市场部副总裁。1994年毕业于西北轻工

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制浆造纸系，2010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Rutgers学院获得EMBA硕士学位，2016年获得瑞士IMD商学院战略管理证

书。目前是陕西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刘靖伟先生一直在维美德公司工作，在不同的部门和地域分别从事

过生产支持、工程设计以及企业战略、销售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工

作。在《中华纸业》、《中国造纸》上就发展生物质能源、企业可持续发

展战略以及推进大数据应用方面发表过多篇文章。 

编者按：现在大家都在谈论5G、工厂智能化等热点问题。造纸厂是高度技术资金

密集型企业，发展智能化运营是产业发展的必须，也是企业对大趋势的顺应和未雨绸

缪。如何构建智能化的运营体系？是否有成熟的模块和成功的案例？

借出版本期特刊之际，特邀维美德中国区副总裁刘靖伟先生谈谈他们的应用成

果和经验体会。刘总擅长研究分析行业前瞻性、导向性问题。记得在2009年《中华纸

业》创刊30周年纪念暨首届“中华纸业产业高层峰会”上，刘总发表了题为“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 共同推进造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至今印象深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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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纸业》创刊40年，也是中国造纸从改

革开放后经历了低速向前、高速发展、砥砺前行和再寻

机遇的40年。在这40年里，中华纸业杂志社与时俱进、

讴歌楷模、倡导创新，为中国纸业的发展发挥了专业

传媒的引领作用。当下，中国造纸产业站在世界产量之

巅，然而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力推着中国造纸产业

以及我们的领军企业进行战略性思考以及加速创新，重

塑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总体来看，中国造纸产业的未来发展面临着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多方面，包括纤维原料

供给、环保技术投资、产业人才吸引、企业现代化管理，

以及新产品开发等多方面。目前随着5G时代的到来，企

业构建智能化运营将会为中国造纸产业的挑战提供一

些解决方案，同时带来产业和企业新的增长驱动力和竞

争力。当然如何在造纸产业利用好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

的分析、应用的推动力，世界发达体的巨无霸纸业集团

也在摸索和实践中，笔者就目前发展造纸厂智能化运营

的全球经验，提出以下几点思考谨供参考。

这几年来，全球的造纸企业和产业内的相关供应

商都在研究构建造纸产业4.0，有的地方称之为发展造

纸的智能化运营。当然，发展造纸工业的智能化不仅

仅单一地提升工厂的自动化水平或者是构建企业的信

息管理平台，当然智能化的发展离不开这两个方面，但

是，智能化运营一定是在生产线实现了通过对加工制

造大数据、设备状态大数据以及产品质量大数据等进

行收集、整理、分析和云计算等，从而自动进行对工艺

运行参数上的调整、对设备状况跟踪和预测等，从而

减少人为的干预，最终实现生产线最大化的效率、产品

的稳定和各项消耗的最小化。这些应该是智能化所带

给我们的包括综合成本下降，例如原材料成本、水电汽

成本以及人力资源成本与安全成本等的下降，最终实

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最大化的毛利润水平。

具体而言，发展造纸工厂的智能化运营应该从以下几个

方面构建：

 

建设现代化的企业信息管理平台

智能化的工厂运营首先需要现代化的企业信息管

理平台，告别过去的纸媒传输，信息的报告、管理、历史

数据存档等都必须电子化。在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系

统中还应该包括比较全面的子系统，下面是一个咨询公

司推荐的企业在智能化发展时应该建立的信息管理平

台（图1）。目前，我们产业的领军企业正在构建自己企

业的ERP、SCP、CRM系统，以及仓储和工厂运输等系

统。   

渐进式的构建大数据的管理应用

造纸企业的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是实现智能化的根

本。大数据的应用目的是解决行业和纸厂所面临的挑

图1  现代化的企业信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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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带给行业和企业新的发展源泉和竞争力。另外，我

们的每一个纸厂都拥有大量的数据源，比如在每一条

生产线上，这些数据源包括有DCS、MCS、QCS、CMS

以及来自实验室的数据、WIS数据、ERP和MES数据、

设备的维护数据，还有消耗件的使用数据等。单个工厂

乃至企业集团，数据是海量的。面对海量的数据，如何

将数据从资源变为关键资产，从而带来最终的企业受

益，这才是企业所追求的。而大数据的应用必须是结合

工艺系统、自动化传感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系统等一起联

动的，这个过程的开发和技术落地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

程。

对于企业而言，最希望获得的是生产线不断提升

的可靠性、运行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OEE，即全面的

生产线效率提升。另外，企业更在意各项成本比如原材

料、化学品、蒸汽和清水等消耗的降低。因此，企业在大

数据应用上，选准目标发展大数据的应用，选择已经成

熟的应用模块循序推进，比如，能耗节约的大数据应用

模块、断纸预测的大数据应用模块、产品性能预测的大

数据模块、振动监测和预防性维护的大数据模块，以及

企业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另外，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5G的应

用，5G能够带给我们对大量的物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收

集、传输以及整理分析，包括云计算和人工干预等。因

此，我们的造纸产业在实现工业智能化的过程中一定是

伴随5G的进展逐步发展的。  

选准合作伙伴推进大数据的管理应用

目前，大部分企业缺乏自己的数据分析人才，更谈

不上系统化地对这些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大数据探索

和管理是通过数据进行的一项对话，其由数据科学家、

造纸工艺专家以及自动化系统专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

类、分析、探索、得出结论和执行的过程。因此大数据的

应用和发展，企业在选准方向后就是选择好合作伙伴，

共同地推进大数据的应用管理，从而带给企业收益。 

图2  维美德所提出的智能化运营和服务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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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企业容易影响自身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将大数

据资产浪费甚至遗失。 

另外，造纸产业虽然是一个传统产业，但是，综合

性相当得高，一条高速的现代化造纸生产线建设中会有

各方面专业的人才参与，在运营中需要多方面的专业人

才工作和支持，特别是合作伙伴的支持。大数据的应用

以及智能化的运营，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合作。因此，企

业对大数据的应用会促进智能化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

展。

共同建设智能化运营的服务生态系统

造纸企业和大数据服务供应商会成为一种伙伴关

系。未来的智能化运营中，这种服务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呢？首先应该超越现在的买卖关系，应该是一种共同生

活的生态系统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图2是维美德所

提出的智能化运营和服务的理念。  

具体的构想是造纸企业的多个生产线犹如一个舰

队，每一条生产线的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后传输到云

端，云计算进行生产线的各参数调整，从而实现了生产

线的最大化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以及各个原材料的

高效利用。但是，生产线上超出自行调节的意外问题，

会报警到维美德的大数据运行中心，大数据中心的专家

犹如医生中的老专家，通过维美德客户端安排维美德

的现场专家到现场通过VR、AR传输现场视频到大数

据中心，然后大数据中心的老专家指导客户的专家和维

美德现场专家进行现场干预，指导解决问题，恢复生产

线的稳定性。未来，维美德提供的客户端可以让客户也

能够实时地了解生产线的各项参数，无须在工厂和生

产线现场，就可以指导现场的操作人员进行部件更换、

参数人为调整等。 

结束语

造纸产业和造纸厂发展智能化的运营是产业发展

的必须，也是产业和企业对大趋势的顺应和未雨绸缪。

因此，我们中国造纸企业一定要积极学习、勇于探索，

同时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同时，鼓励这些人

才同先进的行业内或行业外的伙伴交流学习。这样，我

们在发展企业智能化方面才能选准方向和战略合作伙

伴，逐步构建智能化的运营，并从发展智能化运营中落

地一些成熟的应用模块到自己的生产线，从而获得收

益。 

最后，再次感谢《中华纸业》在宣传和交流造纸产

业新技术和智能化运营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

们一起探讨未来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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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基功能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 吴安波 

吴安波先生，1960年3月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本科）毕业，现任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兼任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浙江

省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浙江造纸》杂志编委会主任。

从事制浆造纸技术与管理30多年，负责公司企业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博士

后工作站、知识产权及标准化工作。工作能力较强，通过造纸技术革新、工艺改

进，使新产品研发及造纸节能降耗工作有明显成效。主持开发了省级新产品24项，

省级科技成果2项，浙江省重点技术创新专项2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

目2项。主持实施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项，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1项，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28件；主持制定国家标准1项，主持制定行业标准5项。积极致力于企业科

技创新，在新产品研发及科技创新方面为企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企业迅

速走上创新之路，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

编者按：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是我国特种纸与功能纸领域的领军企业，特

别重视产品开发、技术交流、经验分享，鼓励员工创新创业。

该公司职工吴安波先生获国家发明专利28件，发表论文90多篇。其中技术含

量高、影响力大的论文优先在《中华纸业》杂志发表，如2010年4月发表“混合酸

浓度高低对定量滤纸性能的影响”、2018年12月发表“高性能汽车空气滤纸关键

技术研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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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特种纤维增强纸基功能材料存在的共性关

键技术问题进行全过程技术创新，开发了特种纤维与植

物纤维纳米化改性复配分散技术、特种纤维与植物纤

维混合配抄技术、湿部化学调控技术和多比例分层成

形技术，实现了纸基功能材料成形结构的可控性制备；

开发了纸基功能材料内部孔隙结构可控技术，提升了纸

基功能材料对液相/气相颗粒的分离效率；开发了新型

阻燃增强技术，提升了纸基功能材料的使用安全性及

耐候性，获得15项发明专利。应用以上技术提升了纳米

定量滤纸、纳米汽车滤纸、阻燃钢纸、防水绝缘钢纸等

纸基功能材料系列产品的性能，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产品的开发推广，有助于造纸产业转型发展和高

值化、多样化创新，对区域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劳动力就

业有重大贡献，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1  技术背景

纸基功能材料被认为是传统造纸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方向，是实现省政府关于《浙江省全面改造提升传

统制造业行动计划（2017-2020年）》的重要抓手。纸基

功能材料是以天然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制造过程多

采用特种纤维提升天然植物纤维基材特性，其结构和

性能完全不同于传统纸张，具有灵活可设计的结构和力

学、光、电、磁、热、声性能，克服单一天然植物纤维材

料无法适应的高冲击、高温、高湿、高腐蚀等恶劣工况

条件，在国防军工、高速列车等国家重大工程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是战略性物资之一。

纸基功能材料制备过程通过调整纤维类型（植物

纤维、无机纤维和合成纤维）、配比、混合方式和成形

方法等工艺技术，可进行产品性能的设计，进而制备结

构和功能兼备的纸基功能材料系列产品。然而，由于不

同类型纤维具有差异化的尺度、表面、界面和物理化学

性能，不同纤维在湿法成形过程和加工成形过程表现出

来的分散性、表面能、相容性千差万别，并且纤维之间

结合力弱，会导致纸基功能材料整体性能不一，容易出

现局部的层间破坏或局部微裂纹；特种纤维（无机纤维

和合成纤维）添加比例的不恰当也会导致植物纤维基材

在增加某一项性能时，过多地降低其他性能，最终导致

纸基功能材料性能的顾此失彼，严重影响材料的整体

匀度和机械性能。上述问题，已成为利用特种纤维提升

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产品开发过程的主要技术瓶颈。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由于研究起步早，已逐渐形成

从单一产品制造向功能化、多样化和高端化产品制造转

型，其纸基功能材料制备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居国际领先

地位，但对制备关键技术进行严密封锁，目前这些共性

产业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我国造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纸

基功能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开发如何对特种纤

维有效改性处理，不同纤维科学合理配比，以及设计天

然植物纤维和特种纤维结合成形过程，充分发挥各类

纤维优势特性，达到协同增强作用，进而实现纸基功能

材料的高效可控制备，不仅与我国传统造纸产业相关行

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对于纸基功能材料相

关产品的产业化推广意义显著。

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种纸，属功能性新材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影响很小。

图为企业所在地——环境优美的富春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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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内容

（1）提出了特种纤维与植物纤维纳米化改性复

配分散技术，解决了混合浆料体系易絮聚、难分散的问

题，实现了浆料悬浮液体系的分散均匀性和稳定性。学

科分类，造纸技术。钢纸原纸及其制作工艺，吴安波，发

明专利，专利号：ZL201310047168.3；一种纳米纤维复

合空气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610371040.6；硬钢纸板及其制备方法，吴安波，

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610104168.6。

针对特种纤维的表面疏水特性，利用电荷平衡原

理，对玻纤等无机纤维和芳纶纤维等特种纤维进行纳

米化改性，配合多元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在特种纤维表

面构成水合层大分子结构，解决特种纤维与植物纤维混

合浆料体系易絮聚、难分散的问题，提升阻燃钢纸原纸

和空气滤纸产品的均度和强度性能。

（2）开发了基于植物纤维与特种纤维混合配抄

及湿部化学调控的多比例分层成形技术，解决了阻

燃钢纸原纸和空气滤纸成形过程混合浆料滤水性能

差、混合纤维Z向分布不均的问题。学科分类，造纸

技术。研磨钢纸板及其制作工艺，吴安波，发明专利，

专利号：Z L201310071956.6；重载荷用固化机油滤

纸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

Z L201510236 458.1；生物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510260363.3；

钢纸板及其制备工艺，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

Z L201310047030.3；一种热封型茶叶滤纸的制备工

艺，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410405439.2；

旁通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610104010.9；国家标准——GBT1914-2017《化

学分析滤纸》第一起草人。

为了提高纸基功能材料的形稳性和强度，特种纤

维类型及配抄方式是决定纸基功能材料形稳性和强度

性能的关键环节。根据浆料浓度、纤维类型、滤水速度

以及纸机车速，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优化混合浆料配

抄比例，配合铝离子基-PAM微粒助留助滤技术及通过

调整斜网的倾斜角度和真空脱水强度，开发多比例分层

成形技术，解决了低密度特种纤维悬浮、高密度特种纤

维沉降的问题，满足了纸基功能材料匀度、纵横向分布、

Z向分布均匀性等一系列技术指标要求性能，提升阻燃

钢纸原纸和高精度柴油复合滤纸产品的均度和强度性

能。

（3）开发了纸基功能材料内部孔结构可控构建技

术，在保证纸基功能材料高机械强度条件下，在纵向深

度方向构建合理的孔结构分布，提升纸基功能材料对

液相/气相颗粒的分离效率。学科分类，造纸技术。高

精度柴油复合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吴安波，发明

专利，专利号：Z L201510235655.1；一种内燃机滤清

器用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610370533.8；一种平层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吴安

波，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610366872.9；行业标准

J BT12651.1-2016《内燃机滤清器用滤纸第1部分，技

术条件》第一起草人；行业标准JBT12651.2-2016《内

燃机滤清器用滤纸第2部分，检测方法》第二起草人。

纸基功能材料内部孔结构特性决定其应用于功能

滤纸产品的过滤效率、容尘率及透过性。采用纤维错位

交联理论，结合创新型凹版网纹面的辊式涂布方式对纤

维层进行浸渍，制备反应钝化型海绵状孔结构，提高纸

基功能材料的孔容积，控制纤维层中微孔和小孔的平

均孔径约39μm，解决了内燃机滤清器用滤纸、热固性

空气滤纸和高精度柴油复合滤纸等纸基过滤材料过滤

效果差和过滤精度低的问题。

（4）开发了新型高阻燃湿纸增强技术，解决了纸

基功能材料表面抗水性差，阻燃性差及湿强度低的问

题，赋予了纸基功能材料高的使用安全性能及耐候性

能。学科分类，造纸技术。硬钢纸板及其制备方法，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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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产品名称

纳米定量

滤纸

纳米汽车

滤纸

阻燃钢纸

防水绝缘

钢纸

单位

g/m2

s

μm

%

g/m2

kPa

L/m2.s

μm

mm

g/cm3

kN/m2（纵）

%

级

mm

g/cm3

kN/m2（纵）

%

%（20℃水中24h）

指标名称

定量

滤水时间

最大孔径

灰分

定量

耐破度

透气度

平均孔径

厚度

紧度

横断面抗张强度

氯化锌含量

阻燃等级

厚度

紧度

横断面抗张强度

氯化锌含量

吸水率

本公司

技术水平

80±4

55

≤6

≤0.008

116±5

≥474

90±15

≤11

0.8±0.05

≥1.24

8.6×104

≤0.09

V-0

0.5±0.05

≥1.23

1.1×105

≤0.07

≤19.6

国内

先进水平

80±4

35～70

30～50

≤0.01

138

≥230

420

≤80

0.8±0.05

≥1.2

8.5×104

≤0.2

-

0.8±0.05

≥1.2

8.5×104

≤0.2

-

国外

先进水平

80±4

35～70

15～20

≤0.01

135±5

≥450

≥180

≤75

0.25-2.40

1.1-1.4

8×104

≤0.05

V-0

0.25-2.40

1.1-1.4

8×104

≤0.05

-

安波，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610104168.6；一种热

固性空气滤纸及其制备方法，吴安波，发明专利，专利

号：ZL201610225695.2；皱纹滤纸及其制作工艺，吴安

波，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310167652.X。 

植物纤维是易燃、高亲水性物质，纸基功能材料

的抗水性和阻燃性需要依靠特种纤维及阻燃剂等协同

作用实现。采用纳米微纤化纤维素负载二氧化钛，结合

聚磷酸铵-硅藻土/纳米二氧化钛复合阻燃剂，有效提

升纸基功能材料的湿强度和阻燃性能，使纸页的纵向

湿抗张强度可达21.8N/15m m，横向湿抗张强度可达

6.4N/15mm，有效提高了高精度柴油复合滤纸、医用

皱纹纸和高湿强仿皮纸等纸基功能材料的使用安全性

能及使用寿命。

（5）应用以上创新性研究工作，提出了特种纤维

提升纸基功能材料性能的关键技术，基于该技术开发了

纳米定量滤纸、纳米汽车滤纸、阻燃钢纸、防水绝缘钢

纸等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系列产品。

由表1可以看出，利用项目技术开发的纳米定量滤

纸产品在滤水时间上与国内外竞争企业相同，在最大孔

径和灰分指标上比国内双圈牌定量滤纸和美国i-Qu i p

定量滤纸要高。利用项目技术开发的纳米汽车滤纸产品

在耐破度和平均孔径关键指标上均

好于国内阿木森汽车滤纸和英国MG

汽车滤纸产品。利用项目技术开发的

阻燃钢纸和防水绝缘钢纸产品在紧

度和横断面抗张强度指标上高于国

内青岛天丰钢纸产品和日本北越防火

快巴FR产品；在氯化锌含量指标上

明显优于上述两种对比产品；在阻燃

功能性指标上，与日本对比产品阻燃

性能相当，国内对比产品未体现原纸

的阻燃性；在防水功能性指标上，国

内外对比产品未体现原纸的防水性。

由此可见，开发的纳米定量滤纸、纳

米汽车滤纸、阻燃钢纸和防水绝缘

钢纸等产品关键性能指标已达到国

外先进水平。

（6）授权知识产权情况：已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15件；制订国家及行

业标准3项；发表论文6篇。

（7）技术指标：该技术开发的代表性产品纳米定

量滤纸、纳米汽车滤纸、阻燃钢纸、防水绝缘钢纸等经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纸张与包装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机械工业电工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等单位检测，所测技术指标符合企业标准的要求。

3  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该技术自2014年开始成功推广应用到本公司的纳

米定量滤纸、纳米汽车滤纸、阻燃钢纸、防水绝缘钢纸

等纸基功能材料系列产品的产业化生产中，产品性能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国内市场需求量较大。从2014年1月至

2018年12月，共计生产和销售产品3.5万多吨，实现产值

7亿元、利税7000万元，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已使所

在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企业

研发中心、省级企业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省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等研发资源，合作高校新批建省重点实验室、

省级工程实验室及省级新兴特色专业等优秀科研平台

和优势学科。在不同功能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

对浙江省特种纸产品的高端化、高值化、功能化提供技

术支撑，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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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走出去”，寻找国际市场发展空间
——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参展记事

⊙ 郭丽君

郭丽君女士，高级经济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9年，轻工业部办公厅

秘书处工作；1982年，调入轻工业部机械局计划处从事轻工机械行业计划、统计工

作；2000年，调入中国轻工机械协会从事轻工机械行业管理工作，重点是制浆造纸

纸制品装备分会管理工作。

多年来，为推动中国造纸装备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组织开展行业活动，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就是2011年中国轻工机械协会制浆造纸装备分会与山东

省轻工机械协会、中华纸业杂志社共同组建了“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组织

国内优秀企业出国参展、考察、交流，帮助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期间，制浆造纸装备行业研制出一批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自

主创新成果。这期间，中国轻工机械协会争取国家支持项目上亿元的资金，并带动地

方财政支持、银行贷款共22亿。

从2010年到2019年，连续参加了四届“中国造纸装备发展论坛”的组织工作。

编者按：近十几年来，中华纸业杂志社在编辑出版杂志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

行业活动，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就是2011年与中国轻工机械协会制浆造纸装备

分会、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共同组建的“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组织国内优

秀企业出国参展、考察、交流，帮助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合作期间，先后十余次组团参加了印度、泰国、芬兰、俄罗斯等国家举办的造

纸国际展会，取得了丰硕成果。郭丽君女士作为中国轻机协会制浆造纸装备分会秘书

长，不但参与了每次活动的组织，还亲自带队参加了几次活动，以下就是她对出国参

展的回忆记录。

2

0

1

1

郭
丽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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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我国的制浆造纸装备行业，既欣喜又忧虑。欣

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巨大进

步和辉煌成就，某些产品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甚至国际领先水平；忧虑的是我们与国际跨国

企业的产品相比，在整线配套、产品集成、可靠性、稳定

性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第一造纸生产大国

和消费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份额

低、影响力小，更谈不上话语权。

如何充分发挥我们的性价比优势，让中国装备更

多地走向国际市场，是我作为行业管理者多年来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在山东轻机一次会议期间，与已故的原山

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秘书长武长城、中华纸业杂志社副

社长史韶惠讨论起这个问题，三人不谋而合提出：应集

我们三方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将我们的制浆

造纸装备企业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抱团到国际市场寻

找发展空间。2011年，三家单位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服务好中国企业的初心，在之前中华纸业杂志社出

国参展“中国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制浆造纸装备

国家展团（CPPEP）”（以下简称“国家展团”、“中国展

团”），为国内具有一定规模、技术、信誉优势的制浆造

纸装备及造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以下是我亲

身参加三次出国活动的感受与体会，与大家分享，并以

此纪念老朋友武长城同志。

2011年印度纸展：中国企业印度淘金的深入

我第一次随“国家展团”参加的国外展会是2011

年12月10日～13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印度国际纸展 

Paper Ex2011，即“第十届印度纸浆、造纸及纸加工工

业展览会”，此展会被誉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纸业

展会。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共449家造纸与造纸装备企

业参展商在近2万平方米的13个展馆内同场展出，并设

立了特殊手工纸展区和室外机械展示区。展会云集了包

括国际纸业、金光APP等造纸企业和福伊特、美卓、安

德里茨等制浆造纸装备供应商巨头。其中，中国和法国

等国家都以展团的形式参展。

由中国轻工机械协会会长李建国任团长、我任副

团长、中华纸业杂志社副社长史韶惠和已故的原山东

轻机协会秘书长武长城任领队的“国家展团”由26家企

业的57人组成，阵容庞大，242平方米的“中国制浆造

纸装备国家展团”展位首次在国际展会上亮相。简约大

气、特色醒目的“中国红”特装设计格外引人关注；参展

企业包括从部件到整机及相关配套产品和服务的国内

先进特色企业，涵盖了整机（含卫生纸机）、制浆设备、

辊子、分切复卷设备、输送包装设备、气罩、泵、传动设

备、环保设备、自动化系统、设备安装服务等。中国企业

的参展面积、企业数目和参团人数都创造了新高。在为

期4天的展会中，“国家展团”展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

注，不少印度当地及周边的企业都对与中国装备企业的

合作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我清楚地记得，一家山东的参

展企业在展会还未结束时便发

现准备的宣传材料已全部发放

完毕；一家河南的参展企业在

展会即将结束时仍在与客户进

行交流；甚至有企业因为业务

推迟了回国的时间。展会上，我

们“国家展团”还与印度当地造

纸行业组织和企业进行了交流

活动。我与李建国会长、史韶惠

社长和武长城秘书长等与印度

造纸学会和印度农业纤维与回

收纤维造纸企业协会的领导进

行了充分地交流沟通，商定深

入合作事宜，为中印企业的交2008年亚洲纸展（泰国）时，中方参展企业部分代表合影。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86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流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那次出国参展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展会结束后

的第二天，“国家展团”前往距新德里150公里的印度造

纸企业重要集中地Muzaf farnagar市，举办了首届“中

印造纸及造纸装备技术交流会”，“国家展团”的成员

与印度当地的近30位造纸企业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进

行了深入的企业交流和技术探讨，李建国会长和中国

企业代表分别上台发言，介绍了中国造纸装备的发展状

况及趋势，向印度同行介绍了中国企业的优势产品和技

术。会后，还组织参观了当地两家主要以废纸为原料生

产包装纸板的造纸企业。

4天的展会共吸引了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近3万名

专业观众。主题为“纸业未来”的国际造纸技术会议也

在同期举办，会议为期2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造纸技术

专家围绕纸业未来、纸机的新发展、循环纤维处理中的

化学品、原料和打浆、纤维线的最新技术、施胶和涂布

新技术等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从“中国区”到“国家展团”，中国展团盛装升级

在2011年12月12日下午展会组委会举行的颁奖仪

式上，中华纸业杂志社继2009年后连续第二次从主办

方手中接过了“最佳国际组织奖”的奖杯，本次奖项

更名为“最佳国家展团组织奖”。中国展团已成为印度

Pap e r E x纸展的最大亮点之一。此次展会上，“中国

展区”升级为“中国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印度新德里 

Pragat i Maidan会展中心也见证了“国家展团”的盛

装首演。 

展会上，“中国展团”的惊艳亮相给印度造纸行业

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震撼的，也为展团里的中国企业打

开印度市场打下了基础。近十年来，当年展团内的多数

中国企业已在印度市场获得了订单，有的已经站稳了脚

跟，并且发展的颇有规模。

2014年芬兰纸展：中国企业的自信亮相

我第二次随“国家展团”参加的国外展会是2014

年的芬兰纸展。芬兰是造纸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世界第

二大纸及纸板出口国，占世界出口量的25％，同时也是

世界第四大纸浆出口国。三年一度的芬兰国际纸展始于

1987年，一直是数千家国际知名制浆造纸设备制造商展

示最新产品、设备、技术、服务和宣传自身品牌形象的

首选展览平台。2014年展会上，“国家展团”展位面积为

75平方米，有20余位来自中国的企业人员参展。中国企

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抱团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Paper Ex 2009国际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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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够远赴芬兰参加展会，亮出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勇

敢自信的尝试。    

芬兰纸展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开放”。纸展的

最大亮点是在展馆中央地带设计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观

点、发布新产品新技术的开放式舞台——“Pu l p a e p r

纸业广场”。南非Sappi公司、芬兰的Stora Enso公司、

UPM公司和Valmet集团这四家行业巨头企业的展位便

包围在广场四周，来自全球各地的造纸及相关企业的高

层管理者和专家均可通过提前报名预约时间段，上台讲

演新技术、新思路。在这个广场上，只要你有新技术新

想法，即可在开放式纸业广场舞台上畅所欲言；对哪家

企业感兴趣，端着一杯咖啡站在企业展位前就可以聊

很久。这在国内同业展会上是看不到的。     

除了参加展会外，我们展团还跟随组委会一起参观

了位于Jyväskylän市的芬兰国家技术中心（VTT）以及

Valmet集团研发中心。团员们参观了芬兰国家技术中心

的中心实验室以及Va l m e t集团的试验纸机。芬兰国家

技术中心精密的仪器和创新性的试验以及Va lmet试验

纸机的严格管理，给参观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8年曼谷亚洲纸展及世界卫生纸展（A s i a n 

Paper & Tissue World Bangkok 2018）

亚洲纸展（Asian Paper）始于1992年，每两年举

办一届，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制浆造纸专业展览会

之一，涵盖了该地区制浆、造纸、包装以及相关行业的

各个环节，为制浆造纸企业创造了与全球顶尖纸业机

械、设备、服务供应商会晤洽谈的最佳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亚洲纸展与世界卫生纸展

（Tissue World）合并，同期举行，扩大了展览规模，拓

展了涉及领域，展会还首次设立了单独的无纺布展区，

取得了良好的展览效果。

2018年6月6日～8日，亚洲纸展（A s i a n P a p e r 

Ba n gkok 2018）在泰国曼谷举行，有来自18个国家的

100多家展商参展，现场专业观众众多，来自77个国家的

千余名专业观众进行了展前预登记，展览范围主要包括

制浆造纸机械设备、机械配件、化学品、纸类产品、无纺

布、后加工设备等。

“国家展团”与“国际联盟”亮相展会，中国企业

引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展商一直都是境外纸展的重要参

与者，此次展会，“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和由多

自2007年起，中华纸业杂志社组织国内优秀企业参加国际纸展，并以“中国区”中国红出现在印度纸展、亚洲纸展、瑞典纸展

上，成为这些展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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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优秀的制浆造纸及装备企业组成的“中国制浆

造纸及装备国际联盟”统一亮相亚洲纸展。展览面积近

250平方米，展位统一特装搭建，充分体现了中国元素

与特色，成为展会现场关注的重点展区之一。

展团由我领队，20余家中国优秀的造纸装备和化

学品企业参展或随团考察。近年来，“联合起来，形成

力量，抱团开拓国外市场”，逐渐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共

识，本次中国企业的集体参展引起了众多东南亚及周边

国家造纸企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展商成为展会的

明星企业，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红”。

行业会议同期召开，热议近期造纸行情与趋势

2018年6月6日，展会期间召开了主题为“造纸、

包装与生活用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业高层

研讨会，重点讨论了造纸原材料的可持续利用，热议

了网络媒体以及电子商务时代的亚洲造纸行业发展，

SCG、UPM Pulp、Eldorado Celoluse Brasil、福伊

特、Fiber Pattana, Thai Paper Company、Thai 

Cane Paper、Minn Lwin Paper Mill、Amazon-

Papyrus等企业代表参与了会议。

6月7日～8日的“行业新技术研讨会”探讨了废纸回

收处理和污水处理领域的新兴技术，讨论了工业4.0时

代的新型工厂建设和生活用纸领域的热门技术等。泰

国制浆造纸行业协会介绍了本国造纸行业基本情况： 

2017年，泰国总人口6619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

纸与纸板产能为590.3万吨；以牛皮箱纸板（62%）和印

刷书写纸（24%）为主，总产量517.2万吨，消费量467.6

万吨；预计到2022年，纸与纸板的产能将达到617万

吨，产量582万吨，消费量508万吨。

此次展会，作为亚洲纸展和世界卫生纸展中国区

的组织方，中华纸业杂志社全面负责“中国制浆造纸

装备国家展团”和“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联盟”事

务，为参展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周到细致的服务，受到了

参展商的一致好评。

从2011年的“国家展团”到2018年“国家展团+国

际联盟”，我们规范组织、抱团出击、合作共赢；走向

世界，我们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纸业及装备的实

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受到国家限制洋垃圾入

境等环保政策的影响，原料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中国造

纸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到海外建厂，玖龙、理文、山鹰、太

阳等，这些大企业或新建或收购，且在国外的生产基地

已经投入运行，而且还在计划产能扩张，这都给我国造

纸装备企业带来了新商机。我们企业要紧随政策，紧抓

客户，通过为中国纸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当

地市场树立标杆项目，进而打开国外市场。

2019年，“国家展团”将继续组织中国企业参加印

度纸展，2020年将参加曼谷举办的“亚洲纸展”，希望

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参与，我们抱团出击、合作共赢，中国

造纸业积极追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有更好的

发展前景。借国家“一带一路”的东风，让中国制造走出

国门，走向辉煌。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

讲中的核心。他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

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造纸装备企业

要帮助国外纸厂通过学习引进中国的造纸技术和造纸装

备，加快当地造纸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中华纸业杂志社等单位组织的国家展团，多次荣获最佳

组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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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康集团纳尔科造纸事业部总经理韩江文：

解决纤维原料短缺的纳尔科方案
⊙ 特邀撰稿人  赵玉林博士 

儒雅谦和，睿智严谨，这是初见韩江文总经理时给笔者留下的

第一印象。韩总199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焊接工程学专业，后又攻读了

北京大学MBA硕士学位；曾先后在GE医疗、Agilent Technologies、泰科

流体控制、Pentair Valves & Controls等公司任职，2017年12月入职于

艺康集团纳尔科造纸事业部。多行业的从业经历，使得韩总对纳尔科

造纸业务及服务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的带领下,纳尔科中国团队发

展迅速,正深入中国市场，践行着纳尔科生态守护者的使命。

编者按：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纳尔科公司，2011年与艺康合并，开启新的

征程。2012年，介绍其创新技术的文章在《中华纸业》首发。

在中国造纸工业面临纤维原料严重短缺之时，艺康集团纳尔科造纸事

业部又推出创新性解决方案——Fille rTEKTM技术，通过“改造”矿物填料

的手段，允许在造纸过程中使用更多填料，减少纤维原材料的使用，降低生

产成本而不影响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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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出从哪一个精确的时间点开始，“纸”在日常

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曾经寒暑假要在学校图书

馆借几本书带回家看，现在只要一个K i n d l e甚至是手

机就能满足任何地点的阅读需求；曾经每个月算着日子

去报刊亭买最喜欢的杂志，现在连报刊亭都很难找到，

甚至过去常看的报刊杂志不知何时已停刊了。

“纸”在生活中渐渐消失，但又在生活中以其他方式

出现：收快递已成为我们在“双十一”等“购物狂欢节”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和办公室变成了“快递箱的海

洋”；随着生活品质提高，厨房用纸、可湿水纸巾、面巾纸

等生活用纸的种类和数量也明显增加。纸在大众生活中

进进出出，背后的中国造纸行业也在经历着浮浮沉沉。   

造纸行业回暖，主要原料短缺

2010年，中国造纸行业进入了一个低谷，在2016年

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善，最终在2017年市场开始大爆发。

中国造纸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随着2009-2018年

间报刊杂志印刷量大幅下降，我国新闻纸的年消费量由

2009年的461万吨下降至2018年的237万吨；而随着中

国快递行业和零售行业的发展，包装纸、箱板纸和瓦楞

原纸的年消费量分别由2009年的587万吨、1809万吨及

1758万吨增长至2018年的701万吨、2345万吨以及2213

万吨；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纸的年消费

量由2009年的529万吨增长至2018年的901万吨。

市场回暖迎来新一轮的增长点，但此时整个行业

也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纤维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

由此带来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目前中国造纸行业使

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植物纤维原料和以碳酸钙为代表的

矿物填料，其中纤维原料成本占造纸行业成本结构的

60%-70%，因此纤维原料节约一点就会对纸张成本产

生很大影响，行业的通常做法是用低成本的填料代替

部分纤维以降低总生产成本。尽管添加填料能够有效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改善纸张的亮度、平滑度、吸墨性

及柔软性等属性，但造纸的“主角”毕竟是植物纤维原

料制成的纸浆，矿物填料的添加比例必须维持在一定范

围之内，才能避免影响到纸张的抗张强度、耐破强度、

耐折强度等性能，也避免危害印刷操作。

因此造纸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改造”矿物填料的

手段，以允许他们实现在造纸过程中使用更多填料，减

少纤维原材料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而不影响产品质

量的期望。艺康集团纳尔科FillerTEKTM技术就在此时

抓住机遇，出面解决市场难题。

点石成金：小杠杆撬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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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科Fi l l e rTEKTM技术是艺康集团纳尔科中国

研发出的一项造纸填料处理技术，是纳尔科纤维替代

管理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户的矿物填料

添加到达极限时，通过对造纸厂现有的填料进行处理，

提高矿物填料替代纤维的比例，突破纤维替代的极限。

Fi l l e rTEKTM技术能够综合诸多影响湿部化学特性的

因素，在维持纸机正常运转和保持纸张质量稳定的前

提下，提高灰分、改善纤维留着率和脱水性能、提高纸

机车速及运行性能，达到以增加填料用量来取代成本

较高的纤维，节降纤维成本，从而降低总运营成本的

目的。简单来讲，就是在不改变甚至优化纸张质量情况

下，以性价比较高且自然界储量较大的矿石资源，部分

代替价高且储量较小的森林资源。

“造纸所需的所有原材料中，纸浆是对成本影响

最大的一部分，约占总成本的60%，而整个造纸过程中

使用的所有化学品加起来最多只占10%。替代原木纤维

是造纸行业搞技术的人一直要研究的事，而用怎样的技

术才能使10%的化学品撬动60%的纸浆成本，是纳尔科

考虑的问题，”纳尔科造纸事业部副总裁韩江文说到。

纳尔科的思路是用矿石作为填料，取代一部分原木纤

维，帮助客户节省成本。Fi l le rTEKTM技术的本质就是

帮助增加碳酸钙填料的使用，节约造纸纤维原料及成

本，目前造纸企业应用1吨Fil lerTEKTM产品，可节约近

2000棵树木生产的纤维。

据韩江文介绍，纳尔科团队在十年前就已研发出了

Fi l le rTEKTM技术，十年间，团队持续对过去的得失成

败做分析，不断向设备自动化、客户使用界面友好、质量

稳定化等方向发展，Fil lerTEKTM技术进化过程就像药

品研发一般，产品体积越来越小，可控性越来越高。“目

前客户使用的是第3代Fi l le rTEKTM技术，在此基础上

纳尔科也研究出如何将使用填料范围扩大，比如第3.5

代，未来的第4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不仅会进一步突破

纤维替代率上的壁垒，也会继续探索其他材料替代的

可能性，例如将一种塑料或高分子材料做得很细小，直

接替代原木纤维，这样就可以避免森林资源的消耗。”

韩江文介绍FillerTEKTM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时也是满

怀期待。

近年来随着中国造纸行业的发展，每吨原生木浆的

价格从3000多元涨到6000多元人民币，而碳酸钙这种

填料只需每吨500元。“用每吨500元的材料去取代每吨

6000元的材料，这种‘点石成金’的技术目前只有我们能

够帮助客户实现。”提到纳尔科利用Fi l l e rTEKTM技术

为客户带来的经济效益，韩江文如是说。

全方位解决难题，持续应对新挑战

对中国造纸行业来讲，Fi l lerTEKTM这样一项“点

石成金”的技术，能够添加的比例当然是越高越好，但

不同厂商纸张定位不同，纸质要求不同，产品怎么加、

加多少都有所区别。纳尔科秉承一贯的传统，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解决方案，从前期现场勘查，到定制解决方

案，再到后期的定期技术服务，确保客户的难题得到有

效解决。

纳尔科造纸事业部的团队成员平均有20年以上造

纸行业工作经验，以及8-10年纸机厂生产管理经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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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上造纸化学品应用经验，兼备技术知识储备和市

场前瞻性。利用丰富的专业经验，团队成员为客户提供

系统诊断，根据诊断的实际情况设计技术方案，提供自

动化设备并提供专业培训。为了应对不同时间段的原材

料变化以及相关法规的改动，投入使用后还会有驻场服

务代表定期检测方案运行的状况，根据现场变化进行相

应调整，从而保障客户确实能节约原材料及生产成本。

同时，作为工业水处理领域的专家，纳尔科针对造

纸行业还可提供全方位水处理、微生物控制、沉积物

控制、高效清洁技术、增强及滤水等方面的创新解决方

案。纳尔科通过这些创新性技术及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解决水系统问题，助力客户实现节水、节能、减排、提效

等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除FillerTEKTM技术外，纳尔科造纸事业部每年也

在投入大量试验经费，不断探索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例如2018年纳尔科针对近期中国造纸企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量身定制了纳尔科封闭系统管理和纳尔科纤维替

代管理两个创新解决方案，着重于解决造纸企业纤维

原料短缺问题、应对造纸企业用水限制以及纸机系统

日渐封闭的挑战。

谨慎的试验者到忠实的老客户

凭借专业的服务和过硬的产品实力，纳尔科造纸

事业部已为许多国内较大的造纸企业提供了产品服务

及解决方案，其中不乏合作多年的忠实用户。“但一项新

的技术想要获得客户和市场的认可，需要走很长的路”，

提起Fil lerTEKTM技术赢得客户信任的过程，韩江文不

禁感叹。

韩 江 文 在 分享 产品 推 广经 历 时 提 到，使 用

Fi l l e rTEKTM技术的某一家大型造纸企业向来以质量

把控严格、对新技术谨慎出名，接触Fi l lerTEKTM技术

之初也进行了反复的试验，不断观察产品使用效果以及

市场的反响。

“整个试验过程前后持续了近半年，最终客户在

持续的上机试验后发现浆料用量有大幅下降，运转效

率也有明显改善，终于认可了我们产品的效果，在此之

后，这家客户也就变成了Fi l lerTEKTM技术忠实客户之

一，我们也觉得半年的煎熬总算是值得了。”

也有寻求纳尔科帮助只为解决表面问题，在纳

尔科的检测及反复的试验证明下了解到真正的问

题，进而选择对应产品的客户。还有客户在开始使用

F i l l e rT EK TM技术时，只选取厂内一部分纸机进行操

作，在发现材料用量和成本有明显降低后，不断扩大

技术的使用范围。而因为切实体会到了产品的真正价

值，所以即使在行业低谷期，这家企业也在坚持使用

Fil lerTEKTM技术，真正称得上是Fil lerTEKTM技术的

“忠实粉丝”了。

降低生产成本，更保护森林资源

一直以来，纳尔科致力于以创新型造纸化学品、

领先工艺技术及专业现场服务，帮助客户降低运营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盈利能力，并降低资源消耗。

FillerTEKTM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够为中国整个造纸行业

节省很大一笔费用，同时也能为行业减少大量的树木资

源消耗以及能源消耗。这一技术的利用，一方面帮助客

户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链，另一方面促进

企业的节能减排，减少对大自然环境的影响，造福子孙

后代，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大有裨益的。

除帮助客户实现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外，保

护珍贵而有限的森林资源也与纳尔科“致力于保护与

生命息息相关的重要资源”这一愿景相契合。日常运营

中，纳尔科积极贡献社区，与其母公司艺康集团共同强

化公司战略和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合，发挥专业优势，促

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韩江文也分享到，

为了对环保做出自己的贡献，纳尔科造纸事业部也在计

划未来推出邀请客户共同开展在荒漠地区植树造林等

回馈社会的公益活动，传递公益理念。

艺康集团纳尔科造纸事业部在过去90多年来为

世界各地的制浆造纸生产商提供可靠、兼顾成本效益

及安全的解决方案，自1980年进入中国市场后陪伴着

中国客户一路成功走来。纳尔科凭借持续创新的技术

和丰富的专业经验，通过对工艺过程的管理和流程的

改进，帮助客户在达到业务目标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

展，已连续６年被世界知名行业刊物《国际制浆与造

纸》(P P I) 读者评选为制浆造纸行业首选供应商。未

来纳尔科也将继续助力中国造纸行业向前发展，为客

户节约成本的同时也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化发展作出

贡献。

同行40年四十年  四十人

193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中国废纸新政对未来全球市场格局的影响
⊙ 美国费雪国际公司总经理  Stanley Okoro

Stan l ey Oko r o先生，加入费雪公司前，曾任职于美孚与壳牌总公

司。Okoro先生制定并执行费雪国际公司全球的战略及运营策略。基于

推动造纸行业数据驱动性决策的发展，O k o r o先生负责费雪公司运营

管理、产品及解决方案发展、全球销售以及战略联盟的管理。

O k o r o先生与他的执行团队紧密合作，一致努力巩固费雪公司在

全球资讯服务及战略资讯领域的领导地位。

Okoro先生拥有美国Howard大学化学工程学位，以及美国凯洛格商

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编者按：费雪国际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造纸行业顶级战略咨询公司，

专注于造纸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发展战略咨询以及咨询成果执行，包括投资并购、跨境

合作等领域。2003年费雪国际公司就与中华纸业杂志社开展相关合作。

2013年，费雪国际公司总经理Stanley Okoro先生首次出席“中华纸业产业高层峰会”并

发表演讲，当年第7期《中华纸业》杂志，首次刊载了他的署名文章《全球趋势对中国造纸工

业的影响》。自那以来至今的6年时间内，已有20多篇来自费雪国际咨询公司的分析文章在

《中华纸业》刊发。

本文是Stanley Okoro先生专门为《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纪念特刊撰写的特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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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导致包装物随产品大量出

口，即使国内废纸回收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依然难以满

足全部造纸需求，因此进口废纸是中国造纸行业不可或

缺的原料。根据中国造纸工业年度报告，2018年进口废

纸制浆1457万吨，占全部废纸浆需求的27%，是除国产

废纸、进口木浆外，中国造纸工业的第三大原料来源。

回顾2017年8月，中国环保部发布《进口废物管理目

录》，强调未经分拣的废纸已从限制进口调整为禁止进

口。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年12月，《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

理规定》出台，要求单厂产能5万吨以下的废纸加工利

用企业，废纸不可以进口。一个月后，中国进口废纸政策

调整为进口废纸含杂率不能超过0.5%，并于2018年3月

1日开始实行，被称为史上最严废纸进口标准（国际上其

它地区的含杂率平均为1%～1.5%）。时至今日，中国环

图1  国废及美废价格比较

图2  逆长鞭效应示意图（Svensson, et al.） 

保政策趋严、对进口废纸标准的严格执行以及2021年

欲实现固体废弃物零进口的决心，使得进口废纸市场风

云莫测。

价格是市场动态的晴雨表。自2017年8月中国废纸

进口政策突变以来，中国国内废纸和由美国进口的11#

废纸价格出现了两级分化。国废强势走高，美废价格趋

弱。截至2019年3月份，国废价格较2017年8月上涨34%，

美废11#下降近44%。而相比历史最高位的市场价格，国

废价格一度攀升70%（图1）。同时2018年，中国进口废

纸减少约30%，达600万吨。

根据经典的“逆长鞭效应”（Reverse Bul lwhip 

E f fe c t）理论，供应链波动的振幅会沿着供应链逆流而

下，产生逐级放大的现象（图2）。图1中所体现的国废价

格巨幅波动，也将向下游原纸以及纸包装领域逐渐渗透

图3  2018年中国各企业废纸使用量vs.2018年度废纸

进口配额获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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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并且伴随剧烈的放大现象。

那么进口废纸的大幅缩水和国废价格的不断攀

升，又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呢？

首先，中国对废纸进口配额的缩减减少了市场供

给。在国内OCC回收率已然较高的情况下，以废纸为主

要生产原料的造纸企业遭遇了废纸荒。企业原料成本

和结构受到了挑战。在承受国废价格暴涨的同时，原本

就没有成本优势的中小型箱板纸生产企业竞争力更弱，

甚至被迫关停、淘汰，有利于大企业的规模经营，提高

行业集中度。对于上游废纸回收站或打包厂等领域，提

高废纸回收率和回收质量也将是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图3揭示了2018年度中国各企业废纸需求量的情况，以

及2018年度各企业对外废获批配额的情况。很显然，废

纸进口禁令正把行业集中度快速提高。价值规律告诉我

们，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可以带来更高的利

润以及相对更健康的营商环境，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发展。

其次，限制废纸的进口，将一定程度减少国内原纸

的市场供应，在国内纸业下游，包括纸箱、纸包装领域

需求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国内原纸供应必然出现供不应

求的现象。根据费雪公司的静态经济模型预测,如中国

废纸进口保持2018年的水平，至2026年，中国市场可能

需要从海外进口近1400万吨的原纸产品（图4）来满足

国内需求。如进一步完全排除海外废纸的进口，该部分

缺口将更为惊人。目前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相

对开工率较高的情况下，新增千万吨级的原纸需求，是

否有供应能力？是否将进一步推高国际市场包装原纸的

价格？ 欧美是否将部分已关闭的产能重新投放市场？

如何填补中国市场的需求空缺，将成为全球行业龙头争

夺的热点。

与此同时，全球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进口废纸

量减少，将导致其他主要废纸出口国废纸消化渠道受

阻。那么寻找新的销售和消化渠道所带来的相应的时

间和人力等方面的投入，将加大出口企业的成本。目前

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固体废弃物对环境和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提出拒收“洋垃圾”，那么除了寻找本土

的消纳渠道，废纸如果想继续在国际贸易间流通，就只

能加大源头的分拣投入。

然而，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废纸依存度较高，同时美

国又在成品纸制造上具有相当的成本优势，中美贸易战

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废纸进口限制政策，甚至为实现

美国的废纸零进口打下伏笔。同时，高启的关税将再次

加大企业的制造成本，降低中国成品纸的竞争力，减少

成品纸的出口，增加进口，这将加剧本土的竞争，降低国

内包装纸产能利用率，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都将产生持

续的影响。

综上所述，费雪公司大胆预期未来中国造纸市场，

特别是包装纸市场，将逐渐形成三大梯队。首先，海外

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原纸将在华市场获得较大的发

展机遇，其优质的纤维原料，以及低廉的制造成本，将

稳定在第一梯队市场；其次，国内龙头企业，如玖龙、山

鹰、理文等巨头企业，随着产能的进一步扩充，获得规

模优势，同时海外市场的布局进一步在企业内部形成

对冲机制，以抗衡原料或成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另外，

目前国内中等规模的企业将面临寒冬，生存危机逐渐

显现，选择一个有效的生存及发展战略将尤为重要；最

后，行业整合的必然趋势是优胜劣汰，部分缺乏竞争力

的企业将逐渐被洗牌出局，根据费雪公司的观察，中国

的行业整合进程可能将远快于发达市场。 
图4  中国市场对海外原纸需求预测

If RCP Imports Go to Zero, China Will Be Forced to Import 
Four Times Higher of the Containerboard Required to Meet 
Box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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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技术和服务 推动制浆造纸行业升级
⊙ 安德里茨（中国）总裁  托马斯·施密茨

编者按：托马斯·施密茨（Thomas Schimitz）,2014年出任安德里茨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作为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在中国制浆造纸

发展迅猛的40年间，安德里茨与《中华纸业》一路同行，相互支持。安德

里茨（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华纸业杂志社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仅

2011～2018年，本刊刊发涉及安德里茨各项消息的文章49篇，下载近万

次。2019年初专访施密茨先生的文章“安德里茨中国在华二十周年专访：

加速转型升级，开启本地制造新时代”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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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贺《中华纸业》创刊四十周年。过去的

四十年间，中国制浆造纸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增长放

缓、寻求突破等多个不同的阶段。《中华纸业》一直保持

对行业企业的支持，关注行业动态，分享市场信息，坚

持创新，也因此成为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重要刊物之一。

行业市场变化不断，《中华纸业》始终努力寻求革

新，迎接各种挑战，这与安德里茨制浆造纸长久以来倡

导“我们迎接挑战”的理念不谋而合。作为全球领先的

制浆造纸行业设备供应商，安德里茨从未停止过为客户

寻找更创新节能的技术和工艺，从而让我们的客户在

愈发严苛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全球卫生纸机以及配套系统领先的供应商

长期以来，卫生纸市场一直朝着两大方向发展，一

是高性价比，二是技术创新。

当前为满足客户对降低生产成本和短投资回报周

期的迫切需求，我们在继续经营传统高速纸机的基础

上，近期着力推广更具性价比的中速纸机产品系列。我

们在沿用原有纸机核心技术和欧洲高质量标准的前提

下，对供应链进行本土开发，甄选国内业内领先的供应

商相配套。同时，显著提高问题响应速度与本土解决能

力，着力构建专业高效亲和的本土技术团队。再者，中

速纸机产品系列为客户提供短投资回报周期的卫生纸

解决方案，并配以覆盖整个产品周期的全方位专业服

务。

另外，为响应客户对技术创新的要求，安德里茨正

式启动了全球最现代化的卫生纸研究中心，坐落于奥地

利格拉茨的卫生纸技术创新与技术中心，设计车速可高

达2500米/分钟。一台纸机拥有八种不同的配置，用于

最新卫生纸技术的相关测试和试验，协助客户开发新产

品和新工艺，将有效推动全球卫生纸行业的发展！

在未来，安德里茨卫生纸机将继续保持技术革新

与产品开发，推出更多具备领先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期

待与中国卫生纸行业的中高端客户携手共赢。

Metris——安德里茨数字工艺优化

如今，数字化、工业物联网（I I oT）、工业4.0和智

能服务等概念已无处不在。很多企业希望借助设备联

网、智能传感器、大数据分析以及可视化增强现实等技

术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因此，安德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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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多年行业实践经验推出全新科技子品牌—— 

Metris，为现有和新建的工厂开发工业物联网整体解决

方案。

安德里茨Met r i s品牌旗下核心技术专注于实现机

械和工厂的数字化与联网化，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个

性化解决方案。Me t r i s的产品均采用安德里茨在数字

化与工业物联网领域的最新技术，针对客户需求进行产

品个性化产品定制，这些产品将在优化生产力和生产效

率、实现节能降耗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Metris把智能传感器、大数据和增强现实作为战略

发展的重点，并推出相应的智能服务项目以支持Metr i s

品牌下的产品更好地服务客户。除了传统的传感器设备

外，安德里茨在Me t r i s上还采用了无线微型传感器。这

些传感器可以从特定区域收集与优化操作相关的更详细

的机器和工厂数据。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下，生产

流程中的偏差是可以通过已有数据基于历史数据、模型

比较和工艺工程知识进行分析和预测得到的。为了有效

利用偏差预测，所有数据将自动进行实时分析以快速向

管理者呈现整个工厂运作状态的总览，对于有可能出现

不良影响的偏差情况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避免工厂出

现意外停机状况或不必要的资源消耗。通过应用增强现

实技术，信息能够实现可视化并准确出现在需要它的地

方，比如在某个机械上或工厂某区域。通过简单地操作

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或智能眼镜，信息就可以显示在对

应的设备上或工厂区域中，让操作员可以更容易地操作

机械和系统，提高必要操作行为的效率。

在过去十年里，安德里茨在关键业务领域（例如

制浆造纸行业）中建立起丰富的专利技术体系，并将它

成功地应用在多个项目中。它不单适用于新的机械和厂

房，还可以运用在现有的设备和厂房以提升当前的性

能。这些优质的技术服务都源自安德里茨内部研发的创

新成果——Metris OPP数字工业优化解决方案。

Met r i s OPP的主要优势在于它通过稳定生产流

程、降低能源成本、提高单位时间产量，从而实现工厂

盈利能力的提升。在一个制浆造纸工厂中，需要实时分

析处理工艺参数的数据量在5,000到125,000条之间，

它们是早期偏差监测和实施优化改进的数据基础。

Me t r i s智能服务平台可以将工厂中产生的有效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并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和评估，最后

为商业智能、大数据分析、质量管理、增强现实以及工

艺信息管理等程序输出有效数据结果。这些数据结果，

对提升工厂现有生产系统的效率和性能以获得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Metris OPP不只是一个数字化平台，它还可以

向客户提供服务合同上所包含现场或远程专家协作服

务。这些支持服务由安德里茨全球专家团队来执行，系

统会根据客户需求匹配相应专家，例如工艺控制工程

师、化学原料专家、机械电子工程师等。

Metris OPP已经在市场上发展多年，成功案例多

不胜数，例如巴西纸浆生产商Fibria的Aracruz工厂，在

OPP的优化下工厂产量大幅提升，原料消耗明显下降。

这些优化表现对于客户来说是切实可见、有数据可衡量

的。OPP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客户达成他们工厂生

产和企业发展的目标：提高工厂效率和盈利能力、优化

资源利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避免生产设备意外停机

以及更好地与安德里茨合作和使用最新的技术。作为一

项全厂范围的数字化工艺性能优化服务解决方案，OPP

具有保证的投资回报率，并且无需额外资金投入。

新水力备件包

随着社会对环保方面的关注，“清洁”、“节能”、

“绿色发展”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安

德里茨泵业为市场上的S型浆泵研发出新水力备件包，

通过更换不同的泵零部件，以达到提高泵运行效率的目

的，根据不同情况，效率提高可以达到3%～20%。

S型泵是安德里茨进入中国后推出的核心产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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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仅在中国就有超过4万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制浆造

纸的心脏！但随着水力技术的不断提高，S型纸浆泵已

经被新一代的高效ACP泵所替代。我们推出的新水力

包，就是利用最新的水力技术开发新的水力部件，并安

装到旧的水泵中，达到提高旧水泵效率的目的。

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以及造纸企业对节能降耗

的迫切要求，安德里茨新水力备件包能使浆泵的电耗大

幅度降低，减少了用户的运行成本；也通过优化泵的性

能，使泵的运行更稳定，节省了维修费用并延长泵的使

用寿命，可谓是一举多得。我们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整厂

泵的现场检测、性能分析及整厂泵节能改造方案；基于

我们强大的泵测试能力，我们也可以为客户提供振动和

脉冲的测量和分析以及对客户进行离心泵相关的服务

培训；我们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旧泵翻新改造的服务，最

大限度帮助客户降低改造的成本。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持

续地为客户提供满意并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回收纤维制浆与浆料制备节能新产品

安德里茨锐意创新，在回收纤维制浆与浆料制备

领域获得了多项技术突破，一系列高效节源的新产品陆

续推向市场，全面助力客户升级改造。

● 新型压力筛转子：应用于分级和精筛，经过多家

公司的使用和测试，与安德里茨上一代产品及市场同类

产品比较，筛选效率提高了15%～20%，能耗降低20%～

30%，纤维流失率减少近15%。 

● 新一代钢结构无滤袋式扇片：多盘的滤袋寿命

一般是1～4年，更换滤袋给客户带来很多不便。新一代

的无滤袋式多盘浓缩机结构简单可靠、强度高、重量

轻、操作维护简单，且有效过滤面积比传统的聚酯网扇

片高约10%，亦可在更高的操作浓度条件下运行，产能

更大。

● 超高浓度热分散系统：传统的热分散系统操作

浓度在25%～32%之间，而安德里茨研发改进的超高浓

度热分散系统，其操作浓度可提高至40%。这一改进，

可明显降低热分散系统的蒸汽耗用量30%以上，同时，

热分散效率提高近15%，其在脱墨浆系统漂白工段上的

应用，还可大幅减少化学品耗用量20%以上，运行成本

显著降低。 

除了对设备进行有效改进，安德里茨同时根据不

同的原料、不同的纸机车速及最终产品，为项目设计合

适的工艺流程。例如：针对100%国废或国废加少比例美

废的情况，安德里茨建议用转鼓碎浆机和较简单的三段

粗筛配置工艺，充分发挥转鼓优势的同时，又降低了粗

筛段的运行电耗。而在大比例美废11/13号或100%美废

的情况下，安德里茨将采用低浓立式碎浆系统，并在粗

筛段增加一段有疏解功能的压力筛，尽可能回收不易碎

解的纤维。对于胶黏物含量要求较高的生产线，我们同

时会对精筛和除渣器的配置进行调整。 

在工艺流程方面，例如对挂面箱板纸机和高速瓦

楞纸机来说，成浆中要求尽量少的胶黏物含量，安德里

茨建议分级后的短纤不过热分散，但为了减少短纤中的

胶黏物，尽可能提高短纤的洁净程度，将末段粗筛的良

浆直接送往长纤处理，以减少进入分级筛的杂质总量，

从而保证短纤杂质少、质量高。

了解客户需求、尊重客户意愿是重要的基础，协助

客户达到最优结果是安德里茨一贯的初衷。

安德里茨进入中国超过20年，《中华纸业》创刊40

年，可以说安德里茨在中国20年的发展中离不开中华纸

业杂志社多方面的支持。由衷感谢杂志社对安德里茨工

作的认可及鼓励。《中华纸业》杂志真诚服务于制浆造

纸行业，实事求是记录行业多年的飞速发展，为行业内

的企业提供前沿技术信息和市场动态，是紧贴时代发

展的一本高水平行业杂志。借此机会，我谨向《中华纸

业》杂志全体工作人员送上真挚的感谢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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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杨凤辉：

造纸的环保和可持续性需要系统性节能性化
⊙ 本刊记者  赵琬青  杨晨鸣 

杨凤辉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专业；曾在日本、越

南、芬兰等多国留学和工作，从事节能环保行业项目和管理工作近

20年，曾任中芬环保节能合作委员会中国总裁；自2013年加入芬兰

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于2015年回国开拓中国市场，现任兰泰克中

国区总裁、芬澜造纸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编者按：2015年，时任兰泰克公司全球市场总监的杨凤辉，从芬兰回到上海，毕业于复旦

大学的他，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走进了设在上海的兰泰克中国区办公室里，此时兰泰克中

国区的员工只有他自己，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为零。

不过，杨凤辉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于公司新一代真空系统技术，以及转

型升级中的中国造纸行业对于新型节能环保技术的高度渴求。他敏感地觉察到这一技术，将

在中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成为制浆造纸行业真空系统革命性的解决方案。2014年和2017

年杨凤辉相继在《中华纸业》发表署名文章《制浆造纸行业节能型真空系统——Eco p ump节

能透平机》和《从真空、刮刀及在线脱水测量协同角度探讨纸机节能与系统优化》，不仅介绍

了这一新技术，更是提出有必要从系统协同的角度来探讨纸机节能和优化。

短短的3年时间里，在杨凤辉的领导下，兰泰克的真空和脱水系统优化技术以席卷之势

快速打开中国造纸市场，并牢牢占据领先地位，2018年兰泰克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达到

4000多万欧元，杨凤辉领导的中国区团队也已经达到了30人。可以说，他是中国造纸业真空脱

水节能环保领域产业升级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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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里，在造纸企业里投资回报最好的产品，

透平机一定算一个。该产品的出现，将纸机的真空系统能

耗大幅降低30%～70%，水耗降低100%，投资回报期不

足2年。而把这样一个好产品首先带到中国市场的就是芬

兰兰泰克公司，这家全球领先的环保和节能透平真空技

术的市场领导者以席卷之势快速打开中国造纸市场，并

牢牢占据领先地位。近日，在兰泰克公司位于上海的办公

室里，本刊记者专访了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

总裁杨凤辉先生，他将兰泰克的成功故事娓娓道来。

中华纸业：杨总，您好，感谢您能接受《中华纸业》

的专访。据了解，您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专业，是什

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加入兰泰克团队，进入了纸业圈？能

否分享一些您个人从业造纸行业的印象深刻的故事？

杨凤辉：谢谢！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项

目管理以及节能环保方面的工作。在加入兰泰克之前，

我任中芬环保节能合作委员会中国总裁多年，这期间深

深感受到中芬之间节能环保合作的潜力。为充分利用自

己对双边合作的理解以及资源，我于数年前移民到了芬

兰，并加入了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

造纸行业在芬兰归属于森林工业，是芬兰引以自豪

的重要支柱产业，涌现了世界知名的维美德、芬欧汇川

等，也有像兰泰克一样有着独特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的企业。我于2013年加入兰泰克，一开始任全球市场总

监，自2015年起回国从零开始开拓中国市场。

对造纸行业我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可持续性。在中

国，很多纸企采用废纸作为原材料，生产出各种用途的

纸或纸板供各行业采用。虽然，其他业界可能认为造纸

行业目前存在高能耗、水耗等特点，有些工厂作业环境

或排放也有待改善，但从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

来说，我认为造纸行业是非常实在的环保和可持续性行

业。

中华纸业：如果用几个词或一句话简要概括自己的

个性或处事风格，您觉得会是什么？您的经营理念和管理

风格是什么？

杨凤辉：诚实待人，诚信处事。兰泰克的风格主要

是激励员工的自我驱动和协同工作，以最高效的方式服

务好用户，与合作伙伴友好合作、互利共赢。

中华纸业：不知您是否还有印象，在2014年时，您

首次在《中华纸业》杂志发表了与兰泰克技术总监J u h a 

K a r v i n e n合著的文章《制浆造纸行业节能型真空系统——

Ecopump节能透平机》，首次向造纸行业介绍了新一代真空

系统技术。当时您为什么会看好这一技术在中国市场的应

用前景？

杨凤辉：当然，印象很深刻。其实在加入兰泰克之

前，我对制浆造纸行业专业技术和知识的了解基本为

零。任职兰泰克市场总监期间，我做了比较详细的市场

调研并看了一系列专业书籍，然后和兰泰克的创始人、

技术总监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全

球制浆造纸专业媒体上。因为我本身有节能环保、中芬

合作背景，所以我当初比较敏感地觉察到这一技术，将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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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制浆造纸行业真空系统革

命性的解决方案。

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是造纸生产和消费大国，约

占全球的1/4；二是当时90%以上纸机真空系统仍采用

传统的高能耗水环泵技术。

中华纸业：2017年，《中华纸业》再次刊登了您的署名

文章《从真空、刮刀及在线脱水测量协同角度探讨纸机节

能与系统优化》。在这篇文章里，您提出：不管是新纸机

还是改造项目，都有必要从系统角度来探讨纸机节能和优

化出发进行分析，而不能片面地就真空谈真空，单位能耗

下产能的提高更受到纸企的青睐，而提升纸机运行稳定性

和出压榨部干度是提高纸机产能的关键。对比前后两篇文

章，我们可以看到兰泰克在理念和模式上的全面升级，这

些理念是不是您2015年领导兰泰克中国后，带来的最大改

变？基于哪些思考和分析，让您提出了这些理念，当时对于

兰泰克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些目标？

杨凤辉：是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公司整体技

术和产品的进一步掌握；二是我们从团队、行业用户、

合作伙伴等听到、感受到的，纸机是一个连续运行的系

统，真空是这个系统里关键的一环，我们不能脱离工艺

而单单从设备的角度去谈真空或节能。从单纯的设备更

新/改造到系统优化、提高纸机运行性、降低单耗，这

是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就遵循的理念。进入中国市场后，

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进一步深化和形象化这一理

念，有效结合公司多种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充分的性能

担保和实在收益，受到了广大用户和合作伙伴的欢迎。

当时，集团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进展寄予了比较高的期

望，期望中国市场的贡献能占到集团公司全球的50%以

上。

中华纸业：我们注意到，2014年您的文章中提到，兰

泰克的技术和产品从2013年才开始在中国进行推广；而在

2017年的文章中您写道：兰泰克已为国内外500多家纸厂提

供了整合的系统优化解决方案，目前中国应用案例有理文、

恒安、联盛、荣成、景兴、夏王、红塔、恒联、冠军等企业。

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兰泰克在中国市场从零开始的高

速增长，创造了被行业津津乐道的“兰泰克速度”。成功的

背后总会有酸甜苦辣，在您看来这几年推动兰泰克高速增

长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您和您团队曾经面对的挑战和困难

又有哪些呢？

杨凤辉：“兰泰克速度”这个不敢当。当然，像您

说的，一路上有数不尽的酸甜苦辣。推动兰泰克增长的

最大动力，我认为是我们团队抓住了大环境下的行业机

遇。中国团队从2015年1个人开始，到现在近30人，感觉

不停地在招人和培训新员工，可喜的是，我们团队凝聚

力很好，一直有新鲜血液加入，从未有关键员工流失。

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关键在于我们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

有些时候，还不能充分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也是我们一

直在努力改善和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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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兰泰克真空和脱水系统技术在中国市场

推广应用以来，在纸机真空及脱水应用领域掀起了一阵风

潮，兰泰克是否也面对着更多的竞争者？在您看来，兰泰克

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杨凤辉：可以说，在纸机真空及脱水系统优化领

域，我们是独家。在一些设备方面，当然有来自国内外

的竞争者。我认为兰泰克的核心竞争力是掌握有运行技

术+系统优化的这支团队。

中华纸业：兰泰克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近几年来又有

哪些新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技术优势？未来研发重点将

放在哪里？

杨凤辉：结合用户需求，我们时刻保持产品和解决

方案的创新，碳纤维等新材料的应用使得效率进一步

提高。我们也合并了芬兰EV Gr o u p公司，充实了无绳

引纸、稳纸、除雾、干部通风及气罩优化等纸机运行性

技术。未来的研发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充实系统优化的内

涵，给纸企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效益。

中华纸业：目前兰泰克在中国市场的最新销售业绩是

怎样的？在全球市场占的份额是多大？中国公司在集团总

部中的定位是怎样的？

杨凤辉：兰泰克2018年在中国市场销售额为4000

多万欧元，2019年在中国市场的收获预期会少一些。一

方面是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导致新项目投入减少和纸企

改造投资欲望降低，不少中国纸企在谋划国外发展；另

一方面是团队的一部分精力开始投入亚太市场，有一个

熟悉和过渡过程。

中国公司在集团总部的定位将业务拓展至亚太市

场，以更高效和快捷的方式，服务好亚太区用户和合作

伙伴网络。

中华纸业：2018年2月，兰泰克公司加入了美国格南

登福集团，这对于兰泰克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一年多

以来，对兰泰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拓展有哪些帮助？您对

兰泰克在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有何战略规划？

杨凤辉：加入美国GD集团后，兰泰克成为集团公

司纸浆&纸卓越中心全球负责窗口，整合集团公司旗下

数十家不同企业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为制浆造纸

行业提供多样化的打包方案，这对兰泰克在中国市场的

拓展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关于公司在中国的战略规

划，目前还在集团公司内部讨论中，届时有可以公布的

消息时会及时向大家汇报。

中华纸业：相比过去两年，目前造纸行业遇到了需求

减弱、原材料政策变化，成本上涨、国际汇率压力等困难，

对于造纸业出现的新情况及其对贵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您有哪些判断？有何应对措施？

杨凤辉：是的，我们作为在造纸行业第一线跑的，

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您说的这些情况。我的想法是跟着

潮流走，左手拉右手。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和行业发展潮

流，更进一步和广大用户携手合作，想用户所想，和用

户手拉手开发出最适合中国企业、最受中国企业欢迎的

解决方案。

中华纸业：在造纸节能环保领域，特别是纸机真空

和脱水系统及运行性领域，您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

新的发展方向？

杨凤辉：进一步定制化、智能化和维度的扩大化，

以帮助用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中华纸业：今年是《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您和兰

泰克公司，与中华纸业杂志社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和联

系，对《中华纸业》的发展给予了长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次采访的最后，请您给《中华纸业》未来发展提一些意

见和建议。再次感谢您！

杨凤辉：《中华纸业》从传统纸媒发展到现在的新

媒体结合、线上线下、微信群、公众号等方式，让所有从

业人员都及时享受到最新的资讯，已经不敢期望更多

啦。一点建议是，纸媒还是要多多印刷，要为咱们造纸

行业带好头、做出贡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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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纸”缘“三部曲”
⊙ 曹海兵 

曹海兵先生，工程师，主要负责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生活用纸事业部日常管理工作。企业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员；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设计专利。

编者按：2016年，在景兴纸业上市十周年庆典和“品萱”生活用纸新品发布会现

场，曹海兵在激动喜悦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推动“品萱”生活用纸多出新品

和精品。勤于思考总结，敢于开拓创新，已成为他的工作特点和习惯。2003年进入景

兴纸业工作的这16年里，他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技术员，在为企业发展的奋斗中，

逐步成长为部门经理，见证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造纸工业的高速发展期，也亲历了

景兴纸业发展的重要节点。

曹海兵是本期特刊邀请的40位《中华纸业》同路者中唯一的一名80后，也是《中

华纸业》特邀撰稿人队伍中最年轻的之一。自2005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曹海兵已

为《中华纸业》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和资讯报道。在本文中曹海兵自述了他与制浆造纸、

与景兴、与《中华纸业》的“纸”缘“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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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制浆造纸”

走进南京林业大学，学习“制浆造纸”专业，开启了我与“纸”的情缘，让我第一次从书本上

逐步揭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面纱。图书馆里翻阅纸史，让我了解到了中国宣纸

鼻祖曹大三，让我倍感对先人的敬意；网上查询资料发现，当代中国造纸界曹氏专家更是厉害，

如曹邦威、曹朴芳、曹振雷、曹春昱等，让我更加热爱我的

专业。随后的大学生活里，通过专业老师的授课，如张辉、

童国林、戴红旗……在他们的课堂上让我了解到了造纸设

备、知道了制浆工艺、造纸工艺……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

份圆满完成学业。

我与“景兴纸业”

刚参加工作不久，同事的一份企业报让我与景兴纸

业结缘。当时正是报道景兴纸业2002年6月15日11∶50拉出

第一层纸、12∶50拉出第一筒小卷纸。通篇阅读后，一方面

我感受到了该公司未来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喜欢文字的

我，也被当时的企业文化所吸引，刚踏入社会的我开始了

新的选择，于2003年7月1日正式成为景兴纸业的一员，一

直工作至今。

在公司工作的这16年里，我从一名技术员，逐步成长

为部门经理；多次的岗位变动让我从技术部门、生产部

门、项目筹建部门到工业用纸事业部管理部门、生活用纸

事业部管理部门，也见证了景兴纸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并

从一份份档案中看到了景兴纸业沐浴改革开放的发展史。

翻开一张“平湖市‘3250’造纸工程奠基开工誓师大

会”（图1），一定会勾起平湖第二造纸厂（图2）（景兴纸业

前身）无数的回忆。“3250”造纸工程使得公司迅速成为造

纸包装业界的后起之秀，奠定了以高档绿色环保包装用纸

为主导的发展布局。期间，公司迅速名列全国乡镇造纸行

业规模五强企业，研制开发的低定量牛皮箱纸板荣获“国

家级新产品”称号，捷龙牌箱纸板获浙江省名牌产品称

号。

“5400毫米长网多缸纸机”专业生产各种高强度箱

纸板（图3），经国家经贸委立项批复，属平湖市第一个列

入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项目，也是当时平湖市

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使公司向着投资大型化、规

模扩大化、技术高新化、产品多元化的方向发展。“5660

毫米长网多缸纸机”专业生产各种高强度瓦楞纸，最初属

于中日联姻的中外合资项目（图4），是企业在加速发展进

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与国际上著名的造纸企业加

图1  平湖市“3250”造纸工程奠基开工誓师大会

图2  平湖第二造纸厂

图3  5400mm长网多缸纸机车间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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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发展的重要举措。

“年产30万吨利用废纸纤维再生环保绿色包装纸项目”，是公司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

碑，也标志着平湖市造纸行业迈入一个更快更好的发展轨道。同时为了扩大规模，筹建期间由30

万吨升级为45万吨项目，专业生产各种箱纸板，是公司单机产量最高、规模最大、装备水平最先

进的造纸生产线（图5），技术装备达到二十一世纪国际先进水平。“年产20万吨白面牛卡纸项

目”中脱墨线系统，有2个单体设备为公司首次使用，即碎解站转鼓碎浆机、制浆车间浮选槽，也

成为公司制浆系统最为“高级”的配置。经过安装单位、外协单位、项目组以及生产运行人员的通

力协作（图6）按期完工。“年产30万吨高强度瓦楞原纸项目”建成后（图7），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

生产线、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对现有牛皮箱纸板客户的配套能力，实现一定协同效应，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司的纸箱加工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按照公司“十二五”整体发展战略，“年产6.8万吨高档绿色环保生活用纸项目”正式奠基开

工（图8）。2011年，以“还原自然，品味质感”为理念的“品萱”品牌生活用纸问世。经过不断研发，

“品萱”产品先后形成优雅系列、丝滑系列、柔滑系列、润肤保湿（BABY YOUNG）系列，同时

还开发商用系列和定制品系列，并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先后获得平湖市名牌产品、嘉兴市名

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图9）。

改革开放40年来，景兴纸业经过不断开拓创新和拼搏奋斗，现已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造纸

图4  中日合资项目开工现场

图5  45万吨造纸生产线

图6  参与项目建设人员通力协作

图7  30万吨高强度瓦楞原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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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厂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子公司，并在造纸和包装行业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型企业，先后获得了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首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中国包装龙头企业、全国造纸

行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包装纸板生产研发基地、浙江省先进制造

业基地、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浙江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浙江省四星级环保诚信企业、浙

江省绿色企业等荣誉。

我与《中华纸业》

我工作以来，首篇论文“造纸工艺管理的七种统计方法”于2005年11月发表于《中华纸业》，

同时该篇论文被《生活用纸》全文转载，并获得平湖市第五轮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尤其在一次

会议上，董事长朱在龙点名表扬了我的论文，这些点点滴滴进一步增强了我后续利用业余时间

撰写专业论文的信心。目前我已在《中华纸业》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华纸

业》在公司的影响力，我提出“专业技术人员发表专业论文给予奖励的建议”被公司采纳，并利用

公司技术俱乐部平台，给技术人员进行“论文写作培训”，进一步推动了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在《中

华纸业》发表论文的数量。除专业论文外，我还利用《景兴报》编辑的身份，去采集公司亮点的

新闻报道向《中华纸业》投稿，如“景兴纸业：精益管理 持续创新”、“景兴纸业：夹缝中求生存 

创新中寻发展”、“景兴纸业：深化内部改革 持续精简高效”、“景兴纸业：改革创新 我们一直

在路上”等，不断地宣传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2013年，我被聘为《中华纸业》特邀撰稿人；而我的书柜里，《中华纸业》杂志也成为我平

时必看的书籍……多年来，我已经与《中华纸业》结下深厚的情谊。

图8  6.8万吨生活用纸项目

图9  2016年景兴纸业上市十周年庆典和“品萱”生活用纸新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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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装备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机遇
⊙ 华章科技董事局主席  朱根荣 

朱根荣先生，现任华章科技（H K.01673）董事局主席，华章科技

的创始股东。兼任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长、中国造纸学会特聘副

理事长、浙江省造纸学会/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造纸

学会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根荣先生在中国造纸装备工业拥有超过30年的工作经验。带

领华章科技团队研发了首台国产大型造纸机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拥有

永磁变频传动控制系统、复卷机控制系统、造纸污泥干化处理等多项

专利。带领华章科技团队对中国造纸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国产化做出了

卓越贡献。朱根荣先生于2016年11月获得中华蔡伦奖之领军力量奖，

同时带领华章科技获得中华蔡伦奖之自主力量奖。

编者按：华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造纸装备行业唯一上市企业，是行业

发展的领军者、行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2017年6月，与中华纸业杂志社共同承办了

“2017中国纸业高层峰会”；2019年5月底，承办了“第四届中国造纸装备发展论坛”。

本期特刊定稿之时，适逢“第四届中国造纸装备发展论坛”刚刚落下帷幕。公司

董事长朱根荣在该届论坛上作了“中国造纸装备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机遇”的主旨报

告，回顾了中国造纸装备40年来的艰难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强调“一带一路”给我们

带来的机遇和“共融、共创、共赢”的发展理念。以下是朱董事长的报告要点，与读者

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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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受益

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造纸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造纸装备行业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

不平凡的四十年里，我认为有几个事，是对中国国产造纸装备行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想第一件值得回顾的大事，也就是1982年底，改革开放初期，由8位副总理签字，经国务院

批准，由国家科委和轻工业部发文在杭州正式成立轻工业部杭州轻工机械设计研究所。它是我国

轻工装备行业的重点设计研究单位，也是中国造纸装备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研究单位。虽然它

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人才和知识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全国轻工

装备设计研究力量办大事，当时的决策者确实是很有远见。杭机所的成立，为中国轻工装备特别

是造纸装备的国产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奠定了中国国产造纸装备的基础。

第二件值得回顾的大事：1993年3月，撤销轻工业部改为轻工总会，标志着国家对轻工业放

弃计划管理，改为政府主导、增加企业自主权、供需由市场来平衡的初级市场经济模式，中国造

纸工业也是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行业之一。当时中国造纸装备企业也有过一段快速发展的好日

子。在轻工总会的统一规划和主导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以及国家造纸

工业专项贴息贷款项目的实施，确实培养了一批中国骨干造纸装备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当时已

经和国际先进设备相比有所接近，三大国营造纸装备企业的产品幅宽已达到5米左右，车速也超

过500米/分，国产非木纤维的制浆设备差不多达到国际水平。当时中国造纸工业前十大国有企业

的主线装备超过一半都是国产装备。乡镇企业和刚发展起家或通过改制后的私营企业或民营企

业，基本全是国产设备。

如果前两件大事，是通过改革调整不断发展壮大了我国自主造纸装备产业的话，那么第三

件大事对中国造纸装备工业来说，却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甚至认为是灭顶之灾。那就是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中国改革开放继

续向纵深发展。中国造纸行业全面进入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加入WTO后，中国造纸行业装备市

场的大门洞开，巨大的需求使中国成为最大造纸装备市场，也成为全球造纸装备激烈竞争的市

场，但对此时的中国造纸装备工业来说，就像一个还没有学会游泳的小孩子，去参加成人的世界

游泳大赛，与世界冠军同台竞技。有赢的可能吗？加入WTO的中国造纸装备工业更像一只圈养的

绵羊，直接放到非洲丛林去，有存活的可能吗？

接下来的发展在座的各位同行大部分都经历了。国字号的中国造纸装备企业在短短几年内

几乎全军覆没，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但从现在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加入WTO，应该还是正

面的，虽然国门全部打开，世界最先进的造纸装备直接进入中国，为中国造纸工业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强劲动力，为中国造纸工业成为世界大国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那些以前为国企代工的乡

镇企业，改制后的私营企业和一些下海的工程技术人员组建的国内造纸装备企业带来机会，他们

更像路边的野草迎来了阳光、雨露。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恶劣环境中没有被狮子和老虎全部吃掉，

他们还学会了丛林法则，学会了奔跑，开始生存下来。那些在泳池里没有淹死的，他们还真学会了

游泳，并且还学会了多种花样。今天的中国国产造纸装备工业就是这样，通过了恶劣的市场竞争

环境洗礼。今天的中国国产造纸装备工业已经建立了世界最完善的造纸装备产业链，能够提供6

米幅宽、1000米/分车速以下的全系列造纸机和1000吨/日以下的绝大部分制浆设备。辅助设备

基本可以全部国产化。今天的中国国产造纸装备在中低端市场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性价比也是世

界领先，并且在传动控制系统、超级压光机和压光机技术等局部领域基本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

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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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产造纸装备企业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还要感谢

那些还称不上竞争对手的世界先进装备的提供者。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进步的动力。我们真

希望能有机会在公平和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中与国际同行能同台竞技。

同时我们应该还要感谢那些被淹死或被吃掉的中国同行们。因为有你们的牺牲，也使我们

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你们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英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造纸工业和中国造纸装备工业高速发展的40年。今天中国造纸

装备企业的成就也见证了中国造纸装备企业艰苦奋斗的足迹。杭机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造纸

装备企业计划经济的时代；轻工业部的撤销，标志着中国造纸装备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加入WTO，标志着中国造纸装备工业全面进入充分市场经济。

回顾中国造纸装备工业的发展过程，经过短短4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经过改朝换代，直接从

计划经济发展到充分市场经济，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我认为就凭这一点我们就

应该要有自信。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能让西方政治精英感到恐惧。华为能做的，我相信中国

造纸装备的企业家也能做到，我们下一个战场一定是在“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国家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国家有50多亿人，他

们普遍还很贫穷、落后。他们很像40年前的中国，他们也渴望富裕的生活，中国发展模式他们是

完全可以复制的。但他们现在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和经验，他们买不起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和技

术，而中国国产造纸装备性价比是最好的。纸和纸制品的消费量是衡量他们生活富裕的重要指

数，他们要想达到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纸张消费水平，中国造纸装备企业最少还有20年的机会。

为什么说中国造纸装备在“一带一路”有很大机会呢？我们再来看看世界造纸装备的发展。

实际上在座的同行大家都知道，由于世界大的经济体对造纸工业没有大的投入，世界造纸装备技

术二十多年来没有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和创新。中国现在是创新驱动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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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造纸装备的同行能够加大创新投入，我相信，中国国产造纸装备的性能很快能够接近世

界先进水平。并且中国造纸装备有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链，性价比也是最好的。所以“一带一路”应

该是中国造纸装备的舞台。我相信应该会有精彩的演出。

另外我还要重新提一下，未来对造纸工业影响巨大的两项技术，也希望能够引起关注。

第一项是高浓度泡沫成形技术。它能提高纸张的品质和大幅提高单机产量，大幅度降低能

耗，会给造纸工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第二项是以植物纤维为主的生物质一次成形技术。未来有可能用植物纤维生物质通过3D打

印模式直接打印成包装箱。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传统的纸包装产业链都有可能面临灭亡的

风险。新型包装箱装备产业将会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上是我们向西方学习，按照既有的西方规则参与竞争。虽然经历了各

种不公平待遇，但我们还依然顽强地活着，并不断地壮大。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启之后，随着中国

经济实力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中国也可以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可以把

中国标准推向国际，这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能力，这是国家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时代已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一带一路”战略为

我们推开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在我们前面，有中国的华为，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在我们身边，

有我们过往的辉煌业绩，这是我们竞争的资本。面对充满机会的国际市场，面对创新创业的伟大

时代，华章科技愿与中国造纸装备的同行们，在共融、共创、共享的合作理念下，我们一起走出

去携手共创中国造纸装备行业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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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端化产业新链条

APP（中国）站上高质量发展新起点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杨晨鸣 

翟京丽女士1994年加入金光集团，2010年至今担任AP P（中

国）副总裁，一路伴随APP（中国）在华成长，全面负责APP（中国）

企业发展战略、投资融资管理、公司治理与企业运营等事务，在

政策把握、行业运营、市场热点与投资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

独到的见解。

编者按：自1992年在宁波投资成立第一家纸厂，金光集团AP P已在中华大地上走

过了27年的发展旅程，作为最早提出“林浆纸一体化”的行业企业之一，APP见证并亲

历了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变革。

截至2018 年底，APP（中国）拥有30 多家全资和控股浆纸企业，并拥有17家林业

公司，总资产约1726 亿元人民币，年加工生产能力约1100 万吨，2018 年在华销售额

约589亿元，在行业中继续领跑。

APP（中国）与中华纸业杂志社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至2018年底，《中华纸

业》已刊发近800篇与APP（中国）及旗下工厂相关的研究论文或新闻报道，翟京丽女

士本人也曾多次接受采访并撰写署名文章。正值《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之际，为了

进一步解析AP P（中国）在华发展之路，本刊记者在京采访了我们的老朋友——AP P

（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女士，她为我们分享了APP集团在华近30年来的投资发展历程，

以及未来的永续经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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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印尼爱国华侨来华投资的企

业，APP的到来就仿佛一颗石子，激活了整个行业全面

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APP（中国）见证并参与了我

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当前行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引

领发展、勇往直前，并在不断实现自我转型发展的同时

与时代共成长，为行业做表率。

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受益者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正式拉开。巧合的

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金光集团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开

启了在造纸行业耕耘的脚步。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力

度不断加大，沿海地区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1992年，

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进一步激活了改革与开放

的活力，印尼金光集团创始人、爱国华侨黄奕聪先生深

受触动，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致力于将我国四大发明

之一的造纸术发扬光大，投资与宁波白纸板厂建立了第

一家合资企业——宁波中华纸业，开始将现代化造纸理

念的火种传播到中国。

从此之后，APP（中国）一路见证和参与了我国改

革开放的漫漫征程，陆续建立了以金东纸业、宁波中华

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金华盛纸业、金红叶纸业、海

南金海浆纸业、广西金桂浆纸业等为代表的、具有世界

领先水平的大型林浆纸企业，以及一定规模的现代化

速生林。

说起APP在华近30年以及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变

化，翟京丽表示记忆犹新，在黄志源总裁带领下的APP

的发展理念和格局具有前瞻性和行业引领性。APP刚

进入中国时，国内纸张处于供不应求阶段，国内产能严

重不足，纸浆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因此APP的第一阶段

目标就是“替代进口”。例如，金东纸业报批之初，申请

产能为135万吨，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因

为当时行业内纸浆厂最大的产能仅为17万吨，而在那

时，APP（中国）便已经以长远的眼光，进行了整体布局

与规划，极大缓解了当时国内铜版纸供应不足。

APP旗下的金海浆厂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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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让翟京丽印象深刻的还有“林浆纸一体化”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林浆纸一体化”

对中国纸业来说还是个相对新鲜的命题，但当时已经成

为APP（中国）的集团发展理念。1999年，国家政策性

银行组织了一场关于造纸行业发展道路的论证会，APP

应邀讲述了集团在印尼实施“林浆纸一体化”的最佳实

践，介绍了从林、浆到纸整个产业链条的运行方法，以

及它对于原料市场风险防范的意义。林浆纸一体化的

理念，对于行业新兴理念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

用，成为行业发展的“火车头”。

之后，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指出了要着力布局 

“林浆纸一体化”，加快推进林纸一体化工程的建设，

并将林业丰富的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区作为林

浆纸一体化的重要基地。对此，翟京丽自豪地说：“作

为这一理念的先行者，借鉴我们在印尼拥有的丰富经

验，从1992年开始，我们便早已陆续在国家规划的几个

地区种植人工林，布局自己的现代造纸之路，可谓未雨

绸缪、抢占先机，虽然在一开始很少有人理解与支持，

但事实证明，‘林浆纸一体化’是一项有前瞻性的产业

布局，，为行业一直密切关注的原材料问题，尤其是对

木材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来说，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

案。”

作为印尼的华商企业，APP（中国）不仅是改革开

放的见证与参与者，也是受益者。APP来到中国，得到了

中国政策的扶植，政府部门主动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

减税降负政策加速出台，在此基础上APP与中国市场建

立了密切的联系，拓宽了客户范围，根据客户需求开展

技术研发升级，在自我受益的同时为国家、社会做出贡

献。

乘外商投资法东风，走互利共赢之路

2019年3月15日，全国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施

行，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大里程碑，这对于外资

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对于外商投资法的出台，翟京丽也表示十分期待，

正在等待外商投资法的细则公布，期待以后在投资、技

术合作、地方政府守约践诺、融资、政府采购等热点问

题上得到更加明确的措施指引。

对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翟京丽也明确表示，

APP进入中国与国内造纸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互利共赢

的过程，国家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政策，外资

企业也把国外更加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经验带到中国，

促使中国造纸行业加速与世界接轨，为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提供动力，也带动了上下游的发展。据翟京丽回

忆，APP刚到海南种植人工林时，海南还十分荒凉，旅

游等产业都并不发达，当时酒店均价还不到60元/晚，

而现在海南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也得益于各种行业的

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企业的不断发展及制造水

平的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初进市场的优势地位受到挑

战，有些外资企业遭遇发展瓶颈，选择退出了中国市

场，而APP在中国旗下的各个企业却不断稳定发展，持

续多年上榜我国造纸企业20强榜单。对于经营发展中

的诀窍，翟京丽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在黄志源总裁的领

导下，APP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

性。在经营过程中，我们始终尊重各方利益，以包容的

态度协调好各方关系，以互信、包容、理解、沟通的理念

处理与国内合作方的关系，为合作发展搭建桥梁。

“制造”到“质造”，APP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2018年，中国造纸企业总产量和利润都有所下滑，

进入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行业企业必须降低原

料对外依存度、进行技术创新、不断研发高质量的新产

品，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为自身赋能，只有这样，才能推

动我国造纸行业由“制造”向“质造”转变，向高端化和

多样化产业发展。在这些方面，APP无疑是行业转型与

高质量发展的模范企业。

第一，在原材料方面，面对目前国内原料的短缺和

自身供给不足的矛盾，许多中小型企业还未能搭上“林

浆纸一体化”的顺风车，对此，翟京丽认为，首先，企业

要学会补短板，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在国内外寻找

更多的合作伙伴；其次，在原材料有限的情况下，企业

要努力转型，寻找资源消耗相对少的纸种和产品，通过

生产差异化产品获得新的市场定位。

“在原材料方面，APP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翟

京丽说道：“除了在国内林场之外，APP背靠印尼，印尼

林业资源非常丰富，树木成长周期短，相比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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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在原材料供给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此外，APP还

在不断进行新树种研发和无土栽培，例如与北大林科

院等科研院所合作，为深入进行“林浆纸一体化”战略

开辟道路。”

第二，走创新之路，开发特色产品。今年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方可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赋能。对此，翟京丽强调，2015-2016年间，国

内曾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的现象，产品同质化明显，

行业利润空间降低。虽然，在2017年由于环保要求更

加严苛，供给侧改革加速，造纸行业享受到了一定的发

展红利，但努力减少产品同质化现象，积极进行结构

调整和产品升级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APP全球首发了Foopak Bio 

N a t u r a可生物降解食品卡，专门为盛放饮料和食品设

计，具有100%可生物降解，可堆肥，耐高温达220度等

特点，为中国食品包装行业提供了全新的环保方案。这

也是A P P（中国）在产品细分及功能产品领域的一次

新尝试。

第三，要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加强“走出去”的决

心与力度，追求更大的产品份额和利润空间。“一带一

路”为造纸行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印度尼西亚是“一

带一路”建设重镇，中印企业合作佳话一直不断。事实

证明，APP也经受住了国际大环境的考验。对此，翟京

丽特别提到了金光集团OK I浆厂的开工建设，作为全球

最大纸浆生产厂之一，OK I浆厂得到了中印双方政府的

大力支持，被列为印尼“一带一路”示范项目；2013年

10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金光集团就OK I浆厂项目达

成贷款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尼总统苏西洛在

印尼共同见证了协议的签署。目前，OK I浆厂已建成投

运，销售和盈利水平等都非常好，如今，OKI生产的木浆

七成出口到中国市场，满足了中国造纸业的原料需求。

APP在中国的生产通过纸浆原料进口与纸成品出口，也

实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互补。

第四，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环保一直是关键。今

年两会继续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要求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继续推动行业绿色

发展。APP转变了人们对于造纸行业的“高污染、高耗

能”的传统印象，累积环保投入超过100亿元，一直致

力于解决用纸需求增长和环保之间的矛盾，追求永续

发展。APP（中国）旗下各厂生产发展中不断通过技术

改造和创新、改善工艺流程、加大节能节水设施的投资

建设。例如；广西金桂自2015年以来，其化机桨、白卡

纸单位产品用水量均呈现下降态势，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4.4%，近三年来的实际耗用水总量逐年减少。此外，

A PP(中国)还最早创造性地在制浆造纸行业推广应用

膜法废水处理技术，解决了水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掣肘问题。

紧跟时代步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前国内外经济和贸易形势复杂多变、风云诡谲，

也给中国造纸工业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面对这一

近况，翟京丽表示：“当下的贸易争端可能会是一个长

APP精彩亮相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在现场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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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问题，因此企业自身的强

身健体是关键。”

打铁还需自身硬，A P P

始终坚持这一准则。面对国际

和贸易争端引起的成本增加

的问题，首先要争取在内部消

化，提高产品品质，开发更多

差异化的产品，通过提升技

术实力全方位降低能耗，节约

成本。其次，要做好长期的准

备，开辟更多国际合作伙伴。

翟京丽坦言，A P P在发展过

程中一直同时着力开发国内外

市场，目前产品已经销售到了

160多个国家。虽然有些国际

市场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政

策调整，但由于我们已做好了

风险防范的准备，可以及时根

据外部行情变化，弱化不利

市场，强化优势地区，也促使

APP变得更强，走得更远。

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出

现了相对低迷的情况，对于在

行业相对低迷时期的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翟京丽强

调，今年下半年，市场可能会面临两个不利情况，第一是

产品价格，行业盈利性下降，第二是原材料涨价。为了应

对宏观趋势的不利条件，翟京丽介绍说，APP提出了两

点应对策略：第一，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尤其是增值服

务，让客户感受到服务的便捷；第二，进行“全员营销”；

由于目前我国纸业正处于新旧产能结构调整时期，抢占

市场的先机尤为重要，对此，APP（中国）提出“全员营

销”，强调与客户的粘合，以销定产，产销结合，使多个相

关部门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进行运作与服务，也充分调

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激发整体活力。

随着社会发展，消费者对于产品个性化的需求逐渐

提升，个性化、功能化的纸类产品逐渐得到了市场的青

睐，APP也敏锐地捕捉了这一行业契机，开始拓宽新型

行业领域的产品渠道，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营销，例

如开发了适合于医疗、纺织、食品等行业的创新型产品，

开发更多中高端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例如，在医疗领域，开发适合医生和病患的无纺布

产品、以及用于新型仪器和检测设备的产品；在纺织业

方面，利用粘胶纤维开发适合服装行业的新材料；在食

品领域，随着全球“禁塑”呼声的提高，开发更多能够替

代塑料的纸类产品，深度挖掘纸张的替代潜能。自2007

年起，A P P（中国）坚持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现了

APP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绿色承诺”，与行业携手共

同解决资源匮乏、环境保护、经济挑战等难题，也体现了

APP带头促进造纸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推动中

国纸业现代化革新的决心与责任。

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即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作为爱国华商企业，APP始终未曾忘记当初进入中国造

纸行业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守行业前沿阵地，坚守自

我、勇于开拓、敢于担当，这才是APP立足中国近三十年

屹立不倒、永续发展的秘诀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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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风先生，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山东省造

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委员。高级工

程师。数家纸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1982年毕业于齐鲁工业大学（原山东轻工业学院），获制浆造纸工程学士学

位。1982年至1998年留校任教，1998年起至今，历任山东省轻工业设计院设计二部

副主任、设计分院副院长、山东纸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等职。

—展望未来—

不忘初心 阔步前行 引领未来
⊙ 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  王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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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

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1979年，是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改革开放正确道路

的第一年，这一年《山东造纸》（《中华纸业》前身）承载着振兴山东造纸工业、发展中国造纸行业

的使命应运而生。

40年来，中国造纸行业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实现

了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质的跨越。从供给不足到生产消费基本平衡，彻底告别了长期依靠

“洋纸”的时代；成功摘掉“高耗能、高污染”的帽子，迎来绿色发展；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

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在伴随着中国造纸行业走过的这40年里，《中华纸业》也从一本地方期刊，发展成为在全国

乃至全球造纸及其相关行业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杂志，而中华纸业杂志社更是依托杂

志、新媒体宣传、多个行业内的拳头活动，发展成为行业沟通交流的桥梁，新技术、新产品展示的

平台，走向国际的窗口。

未来40年，中国造纸行业将继续精彩

过去的40年，中国造纸行业取得了令全球造纸业瞩目的成绩，而未来40年，中国造纸行业将

在深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继续延续精彩。

（1）结构调整将深入并加快

过去40年的发展，使得中国造纸工业告别了短缺时代，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

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化分工正在进行。中国造纸工业仍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部分产品

结构性和阶段性过剩、原料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小企业数量偏多，以及信

息化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治理能力等有待进一步提高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在未来的深入转

型期内解决。

（2）产业升级将给中国造纸行业带来更大希望

过去的发展，已经证明造纸企业是生物质精炼不可多得的发展平台，可以说造纸业本来就具

备生物质精炼业的本质，制浆造纸业的生物质精炼化可为企业在转型、扩容和产品更新换代时补

充和增加所急需的热能、动能供应，可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值利润高的生物质化学制品，为造纸

业提供生命力和新活力。目前中国设有造纸专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已经关注这些

前沿技术并开始研发，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提出“植物生物质全组分利用”理念，清洁组分分离，

高效利用木素、半纤维素，充分利用废弃物，另外还有植物资源的纳米纤维素技术研究等。

（3）中国造纸行业将一直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造纸行业将继续坚持以绿色发展为优先战略。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造纸行业贯彻国家提

出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不断将中国造纸行业的绿色水

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中国造纸行业将继续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

落实环境保护新要求，把绿色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形成环保、节能、绿色的发展新方式。

未来40年，《中华纸业》将更好地为行业发展服务

40年来，在众多读者和纸业同仁的呵护关心支持下，《中华纸业》杂志与伟大时代同步伐，记

录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未来，以《中华纸业》为核心依托的中华纸业杂志社将继续紧跟行业发

展趋势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行40年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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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争创世界知名品牌杂志

针对处于“深度调整期”的中国造纸产业，《中华纸业》将继续紧紧围绕“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绿色纸业”“科技创新”等几大关键主题，开展更具“高度、深度、广度、精度”的资讯报

道、行业研究，向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具价值的“针对性、个性化、新鲜感、特色化”的服务。在突出

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将报道范围延伸至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2）创建现代卓越品牌传媒

中华纸业杂志社在办好杂志、网站的同时，继续加大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期刊、网站、移动终

端相结合，打造中国造纸行业内容最权威、传播最广泛、发布最及时的专业媒体。力争在不久的将

来，发展成为国际上有影响、高品位、有特色的卓越品牌传媒。

（3）打造国际交流新高地

今后，将加大会议交流与人才培训的力度，在新技术交流、新产品推广、管理经验分享、发展

战略对接、产业链延伸、国际智慧共享等方面为造纸行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另外，将充分发挥

现代传媒的优势，把“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中国制浆造纸及装备国际联盟”两个国际

商务活动平台做大做强，更好地为我国造纸产业链上的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服务。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过去40年，中国造纸行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过去40年，《中华纸业》陪伴行业一路兼程，见证

了一段光辉的历程。未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造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充满挑

战，而《中华纸业》将继续紧跟行业，面对挑战，迎难而上，改革不停顿，创新不止步。让我们共同

努力，打造中国造纸行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行40年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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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工业发展变化关键指标对比

数说40年

数说40年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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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78～2018年中国造纸工业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

图2  1978～2018年中国纸浆生产情况

数说40年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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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18年中国造纸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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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78～2018年中国纸及纸板和纸浆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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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78～2018年中国废纸和木片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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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工业废水排放量 

图8  中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挥发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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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化学需氧量

图10  中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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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用水情况

图12  中国造纸工业能源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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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造纸工业煤炭消费量

图14  中国造纸工业其他能源消费量

数说40年发展指标

231
Jul., 2019  Vol.40, No.1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十大关键词记录40年

记录40年

⊙ 本刊采编部

从1979年11月创刊的《山东造纸》（第1

期），到2019年6月出版的《中华纸业》（第460

期），在这40年总460期本刊报道过的事件和

人物中，以及中华纸业新媒体报道的资料中，

以关键词的形式，分类选择出让我们铭记的事

和人，感谢他（她）们让这本杂志这个媒体成

长壮大、与众不同，有机会更好地服务于业界

同仁、服务于行业。

记录4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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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一：顶层设计

▲1978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重新组建成立。

这是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撤消造纸工业管理局

后，正式恢复这一全国制浆造纸工业的专业行政主管

机构。同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决定成立“中国造纸

工业标准化中心站”，承担全国造纸国家标准和专业

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1990年，轻工业部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

政策要点的决定》制定有关造纸工业政策，要点如下：

重点支持生产的产品有商品纸浆（木浆、中长纤维纸

浆等），新闻纸、凸版纸等文化印刷用纸，工业技术配

套用纸，生活用纸及强韧包装纸和纸板。要建设原料

基地，开发利用多种纤维原料制浆。要有选择地支持

年产万吨以下的企业升级改造，使其达到年产万吨以

上，同时要治理污染。除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外，

要停止建设年产不足万吨的小型碱法制浆造纸厂。

▲1992年9月15-16日，中国造纸协会在福建南

平造纸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产生陈思亮为首任理事

长，李有元为首任秘书长。协会宗旨是：贯彻执行国家

的政策、法规，加强有关造纸企业事业单位的联系和

团结，促进造纸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1999年10月12日，国家轻工业局改革司、中国

造纸协会、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重点

造纸企业扭亏脱困研讨会。会议认为，国家将造纸行

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列入“7+1”贴息技改贷

款范围，予以重点扶持，大力发展，是一项正确的战略

决策。各造纸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扭亏脱

困措施，抓住当前有利机遇，扩大规

模上档次，增强能力上水平，迅速形

成国内造纸工业的“联合舰队”，以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适应中国加入

WTO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竞争的需

要。

▲2005年12月2日，国家发改

委公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2011年3月27日，公布

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

本）》；2019年4月8日，《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公开征求意

见。

▲2007年10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造纸

产业发展政策》，这是保障我国造纸工业长期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第一部国家产业政策。该《政策》的实施，

对完善我国造纸产业发展环境，公平市场秩序，推动

造纸产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造纸工业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2011年12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布《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

▲2015年6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

发“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

录》的通知”，自2015年7月1日起执行。根据通知，利用

废纸、甘蔗渣和秸秆造纸企业将获得50％-70％的增

值税返点。

▲2016年8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轻工业发

展规划（2016-2020）》。《规划》明确了造纸行业的主

要发展方向：推动造纸工业向节能、环保、绿色方向发

展；加强造纸纤维原料高效利用技术，高速纸机自动

化控制集成技术，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研

发及应用。

▲2017年6月27日，中国造纸协会发布《中国造纸

协会关于造纸工业“十三五”发展的意见》。《意见》

的发布，旨在指导中国造纸工业“十三五”健康有序发

展，为做到统筹行业全局发展、统筹行业区域发展、统

筹行业与环境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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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实现我国造纸工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本刊速评

造纸工业作为轻工业中的“重工业”，重要基础原

材料产业，与其发展相关的国家政策、产业政策、产业

规划、指导意见等等较多。每项重要政策发布后，本刊

都会进行大篇幅、多视角报道，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解

读。甚至有的政策在发布前，想法设法拿到第一手资

料，以编者的名义向行业透露一些要点内容。

例如，《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发布时，本刊首先以

信息“我国首部《造纸产业发展政策》颁布实施”第一

时间抢先报道；接着在2007年11月第11期全文刊登；之

后在2018年1月第1期上，发表了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副司

长贺燕丽在《政策》发布暨宣贯会上的讲话和中国造纸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朴芳的发言，以及数位专家对该政

策的分析与点评。

再比如，《轻工业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2009

年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前，本刊以“轻工振兴规

划呼之欲出 纸业将迎政策暖风”为题发表记者观察；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后，刊发《规划》要点及时任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会长陈士能的学习体会，接下来几期发

表了行业专家、金融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和行动措

施。

关键词之二：原料结构

非木纤维

▲从1980年开始，南京林业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山东轻工业学院等高等院校通过对麦草制浆机理

的研究，提出麦草浆的蒸煮工艺过程可以调整最高温

度、取消高温保温、缩短蒸煮时间，并可提高纸浆得

率、改善纸浆质量。1985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在江

苏新沂造纸厂召开会议，进行总结推广。

▲1988年7月，由中国造纸学会和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联合主办的国际非木材纤维制浆造纸研讨会在

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共有来自27个国家的228名代表参

加。这是以中国造纸学会为主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规

模较大的国际造纸学术讨论会。

▲1991年1月12-17日，轻工业部承担的国家

“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非木材纤维制

浆造纸技术开发”项目，经国家组织的验收委员会在

分专题验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验收。该攻关项目包

括22个专题，获得30项科技成果。其特点是：机理研

究水平高，多数达国际先进水平；应用技术的研究技

术新、成熟、推广前景好。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秸秆清洁制浆

技术和综合利用方面成绩显著。“麦草清洁制浆及废

液资源化利用技术”，获2009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技发明一等奖、2012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1年3月，成为国内造纸行业首家国家级创新型企

业；2014年5月，“秸秆清洁制浆造纸循环经济示范项

目”荣获第三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成为获奖的

41家企业和24个项目中唯一的造纸行业企业项目。

本刊速评

我国具有丰富的非木纤维资源，其主要包括竹子、

麦（稻）草、芦苇、蔗渣等，利用非木纤维制浆造纸是中

国特色之一。上世纪，尤其是建国以后至90年代以前，

由于我国木材资源短缺，以及我国先后确定的“以非

木纤维为主”、“非木纤维为主、木材为辅、建立原料基

地”、“草木并举，逐步提高木材比重，加速原料基地建

设”的原料方针，非木纤维制浆曾得到快速发展和发挥

过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原料方针确定为“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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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两种资源，提高木浆比重、扩大废纸回收利用、

合理利用非木浆，逐步形成以木纤维、废纸为主，非木

纤维为辅的造纸原料结构。”在目前原料供给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扩大利用非木纤维，仍不失为一种解决原料

“瓶颈”的有效办法。

从《山东造纸》创刊初期所刊登的论文看，内容

为草类纤维制浆、草浆造纸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与当时山东是草浆大省的现实分不开的。1983年第3

期发表的轻工业部造纸局许文璋的论文“从欧洲草浆

技术的兴衰，看我国草浆生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

它阐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森林资源不足，造纸工

业又必须发展，因此“草木并举，合理利用”，走我国自

己发展造纸工业现代化的道路将是势在必行。

废纸原料

▲2006年2月，国家质检总局和环保总局联合颁

布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

准》开始实施。新标准规定对所有进口废物原料都要

进行放射性检测；对于废纸的一般限制夹杂物控制比

例由原来的不超过2.5%加严到不超过1.5%，严格限制

夹杂物控制比例由原来的不超过0.03%加严到不超过

0.01%。

▲2013年5月，《中国造纸协会废纸回收分类及贸

易指南》发布，统一规范国内废纸的回收分类、运输和

贸易行为。

▲2014年4月，商务部发布《废纸分类等级规

范》，自201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2017年6月14日商务

部批准该《规范》修订项目。该规范由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起草。

▲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方案》，8月16日，环保

部等五部委发布修订后的《进口废物管理目录2017》，

规定我国将于2018年全面禁止混杂废纸的进口；12月

15日，环保部发布《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进

一步规范了进口废纸的管理细则。

▲2018年3月1日，环保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修订后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

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GB 

16487.4-2017）正式实施。《标准》规定，进口废纸夹

杂物含量应不超过0.5%。

本刊速评

废纸原料供应问题是目前行业热点问题之一。近

几年，废纸浆是最大浆种，占总用浆量的比例在60%左

右，其中进口废纸制浆约占20%，国产废纸制浆约占40%。

国家进口固体废物新政发布后，逐步减少废纸进口量，

甚至达到零进口。

进口废纸减少后，造纸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

对。比如，有的造纸企业在国外建废纸制浆厂，干燥的

废纸浆板运回国内；有的装备企业开发湿浆板机，可将

国外的湿废纸浆运回国内；有的高校开发新技术增加

废纸回用次数，间接增加废纸的供应量；有的企业在国

外建设原料林基地，增加木浆供应等等。这些措施，均

可在近两年出版的《中华纸业》中找到答案，开辟了数

个专题进行深度分析与研讨。

再往前看，如何提高国产废纸回收率和利用率，建

立完善的废纸分类标准和回收体系，提高废纸的质量，

减少对国外进口废纸的过度依赖，提高我国在国际废纸

市场中的话语权，是《中华纸业》多年来的选题重点。

时任中轻集团二次纤维利用协作中心主任顾民达、废

纸处理专家陈庆蔚、废纸使用的龙头企业——玖龙纸

业董事长张茵等专家和企业家的观点时常出现在《中

华纸业》的报道中。如2012年8月第15期策划的废纸专题

“废纸的收集回收，控制产业链始点，抢占制高点”，就

是对多年来我国关于废纸收集、使用的最好总结。

林纸一体化

▲1998年10月，我国11位纸业、林业资深专家联名

向国家政府部门提交了题为《加快人工林建设，振兴

中国纸业的建议》报告。提出要振兴我国造纸工业，必

须加快人工林建设，把造纸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逐步把造纸工业转变到以木浆为主的基础上，

尽快跟上林纸一体化和纸业现代化大生产的国际潮

流。这份报告当时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1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国

家林业局《关于加快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的若干

意见》，并颁布实施。同年10月，由中国造纸学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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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协会主办的“加快发展造纸原料林基地建设研讨

会”在湖南省岳阳市召开。

▲2002年8月，国家计委批准全国重点地区速生

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划，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规

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正

式启动。两年后的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全国

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

▲200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文发布，极大地激发了林

农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林纸一体化工程建

设的加快发展，为中国造纸工业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

原料保证。

本刊速评

发展林浆纸一体化、鼓励木浆造纸，是国际造

纸工业的发展方向。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木浆

生产总量增长速度很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人

多地少以及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也有观念认识的问

题。

为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林浆纸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山东造纸》后期、《北方造纸》、

《中华纸业》均对原料林基地建设、林纸结合进行了

大篇幅报道。如1987年第1期《山东造纸》，刊发了“中

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毅之同志在全国林纸结合联合论

证会上的讲话”，王毅之指出：大力发展我国自己的木

浆生产，实现以木浆为主体的多种原料结构，是改变我

国造纸工业被动局面的有效途径。再如，2009年8月第

15期，策划了建国60周年专题：纤维原料，提出“草木皆

‘思’——回顾和思考建国以来纤维原料结构的演变”

等等。

关键词之三：科技进步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造纸工业共有42

项科技成果荣获奖状。其中包括中性亚硫酸铵法制浆

工艺，高粱秆、稻麦草半化学浆新工艺等。

▲1980年，由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研究

成功军工用多层绝缘填炭纸。该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2年2月，由华南理工大学承担的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纸浆流送及纸页成形机理”，在广州通过部

级鉴定。这是国内首先运用流浆箱模型对多种类型的

流浆箱进行流送机理、流浆箱结构和各种布浆整流元

件性能的研究，并建成较完整的流浆箱试验和测试系

统。对国内流浆箱的设计和技术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大量实用数据，是推进国产纸机制造技术进步的一

项重要基础性科研成果。

▲1999年8月，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

公司的“高档涂布白卡纸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是迄今为止造纸行业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项目。

▲2004年1月5日，中国工程院新一届院士名单公

布，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克复教授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院士。

▲2006年1月，由山东轻工业学院陈嘉川教授主

持完成的“草浆的生物预漂白和酶法改进技术”项目，

荣获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0年1月，由华南理工大学万金泉教授主持

完成的“废纸造纸废水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1年1月，由陈克复院士主持完成的“中高浓

度纸浆清洁漂白技术”项目，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2年2月，由山东轻工业学院秦梦华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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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完成的“造纸纤维组分的选择性酶解技术及其应

用”，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3年1月，由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独立

完成的“秸秆清洁制浆及其废液肥料资源化利用新技

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4年5月，泉林纸

业“秸秆清洁制浆造纸循环经济示范项目”荣获第三

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洪

法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2014年度）、

“杰出工程师奖”（2017年1月）。

▲2015年1月，由福建农林大学陈礼辉教授主持

完成的“竹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功能化应用”项目，荣

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6年1月，齐鲁工业大学陈嘉川教授主持完

成的“速生阔叶材制浆造纸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及应

用”和华南理工大学邱学青教授主持完成的“碱木质

素的改性及造纸黑液的资源化高效利用”两项造纸类

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7年1月，北京林业大学孙润仓教授主持完

成的“木质纤维生物质多级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和广西大学王双飞教授主持完成的“造纸与

发酵典型废水资源化和超低排放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分别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2018年1月，由陕西科技大学张美云教授主持

完成的“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料制备共性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本刊速评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学上提出“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

著名论断。科学研究、知识普及受到重视。

每年的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前，本刊记者会多渠道

了解是否有造纸项目入围；大会召开后，第一时间派出

记者对获得国家大奖荣誉的项目主要完成人进行采访

并对其项目进行深入报道。

科技创新已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

成了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科技创新引领我国造纸

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科技成果促进我国制浆造纸

技术与装备水平的提高并支撑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升级。作为行业主流媒体，无论是技术刊的《山

东造纸》、综合科技刊的《北方造纸》，还是综合指导

类刊的《中华纸业》，均将传播技术信息、报道先进科

技成果、交流技术经验作为主要选择内容之一。

举例来说，为了展示我国造纸工业60年来在技术

进步和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建国60周年之际

的2009年7月份，策划推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科技创新专题（2009年第13期），全面总结了我国纸业60

年来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

关键词之四：自主创新

▲1978年10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第一

座能配套200吨/日浆的喷射式碱回收炉在佳木斯造

纸厂建成投产。同年，营口造纸厂自行设计研究与制造

安装的国内第一套四辊三压区复合压榨，在其3150毫

米长网造纸机上投入运行。

▲1982年，江苏东台造纸厂采用10米2水平带式

洗浆机，洗涤与提取麦草浆浓黑液，由于投资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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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当时中小型草浆厂得到较快应用推广。

▲1985年5月，上海造纸机械厂制造的第一台抄

宽1760毫米、首次采用可控硅分部传动和真空复合压

榨等较新技术的长网多缸造纸机在吉林白城造纸厂

投产。之前的1983年10月，由其制造的国产第一台3150

毫米下引纸复卷机在石岘造纸厂投入生产。

▲1988年12月，由武汉轻工业机械厂首次制造的

1600毫米纸板机在石家庄大明造纸厂正式投产，能抄

造100-800克/米2的纸板。该机采用多台短长网水平

排列上浆成形，在国内为首创。

▲1992年，由上海造纸机械总厂设计制造的国产

第一台1760毫米长网带K型叠网纸板机，在福建泉州

纸板厂试运行一年效果良好，车速达100～120米/分，

箱纸板产量达60吨/日以上，纸板质量达到国家A级

标准。比国内传统采用的同等抄宽多圆网纸板机车速

和产量可提高1倍左右，纸板质量也明显提高。

▲2002年5月，中山联合鸿兴造纸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造纸机械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国产首台最

大的纸板机投入运行。该机幅宽5500毫米，设计车速

700米/分，三叠网，带可控中高耐热软辊及可控温加

热铸铁辊的软压光机组。

▲2012年9月25日，河南省江河纸业有限公司等单

位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产高速造纸

机的研制项目通过验收。纸机幅宽5790毫米，运行车

速1200-1500米/分，实现了我国国产高速纸机零的突

破。

▲2014年6月10日，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与英

国Fourstones Paper Mill Co., Ltd.成功签约HC-

1200 新月型高速卫生纸机合同。签约的纸机于当年11

月交货，产能56吨/日、净纸幅宽2750毫米、工作车速

1200米/分。这标志着中国生产的新月型高速卫生纸

机正式进入西欧市场。

▲2016年5月4日，由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承建的金海浆纸35吨/日综合法二氧化氯项目

一次性开机成功。该系统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

国产化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系统。

本刊速评

改革开放后的40年，随着制浆造纸工业的快速发

展，我国的制浆造纸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发生了重

大变化。从小型到中大型、从低水平的单机到现在已具

有相当技术水平并配套齐全的能够为中等规模以上的

制浆造纸企业提供成套设备，部分产品可为大型纸厂

配套。

从《中华纸业》的报道范围变化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出装备业的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这里以造纸机为

例加以说明。在《山东造纸》刊发的文章中，出现较多

的名词是1092、1575、1760、1880长网或圆网纸机；《北

方造纸》的文章中，多提到2362、2400、3150、3200长网

或圆网多缸纸机；《中华纸业》的文章中，多是幅宽4米

以上的纸机和纸板机，喷射式流浆箱、叠网成型、靴式

压榨、机内膜转移施胶、帘式涂布、机内软压光或带式

压光、DCS、QCS等关键词时常出现在纸机的配置中。

关键词之五：引进来，走出去

引进装备（制浆）

▲1980年，北京造纸一厂从英国Black Clawson

公司引进安装一套处理能力为50吨/日的Swemac废

纸浮选脱墨系统。这是国内第一套较大较新型的废纸

脱墨系统。

▲1981年，福建青州造纸厂从芬兰引进一套高浓

盘磨打浆系统投入生产。此为国内第一套大型高浓打

浆设备。

▲1986年12月，吉林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从英国

进口的33米2五段真空逆流带式洗浆机投入生产。这是

国内第一台投入使用的能力较大、设计较先进的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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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浆机。

▲1987年，国内第一套年产能力为2万吨的磺化

化学机械木浆生产系统（SCMP）在吉林石岘造纸厂

建成并投入试生产。主要设备由芬兰进口。

▲1991年2月，佳木斯造纸厂从瑞典Sunds公司引

进的洗涤能力为350吨/日的国内第一套大型置换压榨

洗涤系统投入生产运行。

▲2000年10月，国内首条75吨/日意大利杨

APMP生产线在岳纸集团全面达产、达标、达效。该线

主体设备从Andritz公司引进。

▲2001年6月，福建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的500吨

/日废纸脱墨浆生产线投入试运行。该废纸脱墨生产线

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项目之一。

引进装备（造纸）

▲1983年，北京造纸一厂从瑞典KMW公司引

进1880毫米双面刮刀涂布生产线；山东造纸总厂从日

本IHI-CO引进带气垫干燥的1800毫米、500m/m i n

单面气刀涂布机，同年试制成功75克/米2低定量涂布

纸。

▲1984年，潍坊造纸总厂从西德引进年产5000吨

玻璃纸生产线建成投产。这是国内引进的较早的特种

纸生产线，至今仍发挥着较好的经济效益。

▲1986年，江苏连云港造纸厂从意大利OVER公

司引进成纸幅宽1820毫米的夹网单缸卫生纸机，设计

车速1100米/分,抄造12-18克/米2卫生纸。这是当时国

内装备水平较先进和车速最高的卫生纸机。

▲1990年10月，辽宁鸭绿江造纸厂从挪威引进

的二手立式夹网纸机投料试生产胶印新闻纸，该机宽

3680毫米，最高车速570米/分，年产能力3.4-4.0万

吨。立式夹网在国内首次使用。

▲1996年，国内第一条涂布牛皮卡纸生产线在浙

江省湖州市震洲纸业有限公司投产。该公司投资3.2亿

元，引进芬兰Valmet、瑞典ABB等公司的先进技术装

备，年产涂布牛皮卡纸4.25万吨。

▲2001年，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向美卓公司订

购了一台日产1100吨未漂牛皮挂面纸板机。该机网宽

5950毫米，车速1100米/分，所用原料为AOCC，是当时

我国最大的挂面纸板机。

▲2005年5月，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3号

机生产线出纸，抄纸幅宽9.77米，车速1800米/分。该

机集造纸涂布于一体，数次创造文化纸机的新记录。

如2010年4月7日连续25h保持车速1800米/分，6次刷新

世界纪录。

▲2011年6月，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80万吨文化纸生产线投入运行，纸机幅宽11.15米，

设计车速2000米/分，产品为70-128克/米2不含磨木浆

涂布纸。同年7月，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年产90万

吨的文化纸生产线投产，纸机成纸幅宽10.96米，设计

车速2000米/分。

本刊速评

进口的大型、先进的制浆造纸装备，为我国造纸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了保障，在造纸工业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优势体现在生产的纸浆

或纸及纸板质量、生产过程中的原材物料消耗、节能减

排水平、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等方面。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国产装备与进口

装备差距是明显的，正如装备专家胡楠教授在为本刊

《“十二五”自主装备创新成果暨第三届中国造纸装备

发展论坛》系列报道代序言时所谈到的：（1）从市场结

构层面看，我们的市场集中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全球

高端造纸装备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后者早就已经形成

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我们期望形成“金字塔”型的市

场结构，少数“塔尖”上的企业，进入高端造纸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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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从技术

创新层面看，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先进性的差距是众所

周知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运用智能化手段在产品制造

和运行的优化、管控和故障预测等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服

务还未起步。（3）从经济规模看，目前德国福伊特公司、

芬兰维美德公司、奥地利安德里茨公司三家企业的营业

额之和，相当于我们全国200多家企业的营业额之和。

海外布局

▲2007年起，中华纸业杂志社组织国内优秀企业

参加国际纸展和国际交流活动，并以“中国区”中国红

出现在各大国际舞台上，助力中国企业海外布局拓展

国际市场。

▲2008年5月，玖龙纸业成为越南正阳纸厂的控

股股东。2017年8月，总投资2.8亿美元的年产35万吨牛

皮箱纸板2号机试产成功。正阳纸厂曾经是越南最大、

湄公河流域第二大的造纸厂。

▲2009年11月，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老

挝政府签订《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发展合同》，在沙湾

拿吉省色本县投资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规划建

设40万吨化学木浆项目并配套种植10万公顷纸浆林。

2010年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太阳纸业控股老挝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

▲2015年11月，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

国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签署了绒毛浆投资项目合

作备忘录。项目投资约13.6亿美元，新建年产70万吨

纸浆厂（绿地项目）。是当时中国民企赴美最大的制造

业绿地投资项目。

▲2017年3月，越南理文造纸有限公司设计产能

42万吨/年的纸机生产线投产运行，纸机幅宽6600毫

米，主要生产瓦楞原纸。

▲2017年10月，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斥资

19.52亿元收购北欧纸业（Nordic Paper）公司。北欧

纸业是欧洲特种包装纸市场的领导者。

本刊速评

利用全球的原料、市场、技术、人才等资源为自己

企业服务，是企业做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随着国家战略“一带一路”的推进，我国的造纸企业及

为造纸服务的相关企业加快了国际化步伐。

关键词之六：投资建设

▲1988年10月，西安造纸机械厂与芬兰维美德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西安维美德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1990年开业。这是当时中芬两国最大的合资企业，

也是国内首家全面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大型造纸机械

合资企业。

▲199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福建青州造纸厂扩

建年产15万吨本色商品硫酸盐木浆工程开工。总投资

概算达10.67亿元，是建国后直至当时造纸工业商品浆

建设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也最大的项目。其蒸煮设

备引进瑞典卡米尔公司的日产500吨浆连续蒸煮器，是

当时国内最大的连续蒸煮设备。全部建设工程于1994

年1月投产。

▲1995年7月，由台湾在大陆投资建设的首家造

纸企业——江阴永丰余造纸有限公司的日产100吨涂

料白纸板生产线投产。生产线主机为一台多圆网、多

烘缸、机内涂布的纸板机。

▲1998年，当时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纸板生产项

目——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纸板项

目，经国务院批准立项。该项目的外方企业为印度尼西

亚金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新加坡亚洲浆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APP）。接下来的1999年，APP在江苏建成3家大

型造纸企业:年产70万吨文化纸的金东纸业、年产20

万吨特种纸的金华盛纸业、年产12万吨生活用纸的金

红叶纸业。

记\

录\

四\

十\

年

记录40年大事记

240
第40卷第13期(特刊) 2019年7月



▲2002年10月，当时国内最大的漂白木浆企

业——日照森博浆纸有限责任公司投产，一期工程总

投资29.3亿元，年制浆能力22万吨；二期年产100万吨

木浆项目于2010年11月投产。目前已更名为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浆纸年产能力250万吨。

▲2005年3月，总投资102亿元的海南金海浆纸

100万吨制浆项目投产，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浆厂。2005

年12月，国家发改委核准了金光纸业在洋浦独资扩建

年产160万吨造纸项目，总投资136.17亿元，产品方案

为高档文化用纸140万吨/年，生活用纸20万吨/年。

▲2006年10月，华泰集团年产45万吨新闻纸机投

产。至此，华泰集团新闻纸年生产能力达120万吨，成

为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基地之一。

▲2009年12月，恒安集团常德基地8号机开机，该

机幅宽5.6米,设计车速2000米/分，采用ViscoNip软靴

压技术。这是当时产量最高、技术最先进的生活用纸

纸机的代表。

▲2011年10月，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吨高纯度纤维溶解浆成功投产，采用预水解连续

蒸煮无元素氯漂白技术工艺，该技术属全球首创，相

比国内采用间歇式蒸煮工艺生产溶解浆的企业，具有

明显的成本优势。

▲2017年12月，齐峰新材23号机竣工投产。23号

机是全世界车速最快、纸机最宽、配置最高、用工最

少、质量最优的无纺壁纸原纸造纸机，设计车速250米

/分，净纸幅宽4500毫米，一次可产8个辊，产品表面手

感平滑细腻，拉伸率高于其他机台1%。

本刊速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后十年，中国造纸工

业迎来了大投资、大发展、大升级的黄金时期，一大批

技术起点高、装备先进、单机生产规模大、产品质优有

竞争力的基建和改造项目相继建设。外资企业的代表

是金光、金鹰、玖龙等，内资企业的代表是晨鸣、太阳、

华泰等。正如中国造纸协会顾问曹朴芳在为本特刊撰文

时提到，这些企业与时俱进，抓住了历史机遇，通过大

项目实施拉动企业整体素质全面提升，迅速崛起为全国

排头兵企业和世界知名企业。

关键词之七：节能减排

▲淮河水系污染严重，根据1994年8月国务院淮

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与现场办公会议精神，拟定淮河

流域有关的山东、河南、安徽及江苏四省关停并转及

重点治理的造纸企业有：（1）1994年底前关停并转小

造纸厂计71家，其中河南31家、安徽9家、江苏6家、山

东25家。（2）1995年前限期治理的重点造纸污染源5

个，其中河南3个、安徽2个。（3）1997年前限期治理的

重大造纸污染源54个，其中河南11个、安徽5个、江苏10

个、山东28个。这些大都是属于轻工系统的造纸企业；

而为数更多、规模更小、治理难度更大的乡镇小造纸

企业尚未全部纳入以上规划，实际要关停并转的小制

浆企业数量更多。

▲1997年，自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

决定》公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采取行动，

取缔关停小造纸厂4271家，为造纸行业小企业总数的

73.9%。

▲2003年1月6日，国家经贸委、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重点行业取水定额国家标

准新闻发布会，其中《取水定额第5部分：造纸产品》

（GB/T18916.5-2002），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2013年1月1日，国家标准《取水定额第5部分：造纸

产品》（GB/T 18916.5-2012）开始实施（代替GB/T 

18916.5-2002）。

▲2008年6月25日，国家环境保护部与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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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GB 3544-2008）。这项标准自2008年8月

1日起实施。

▲2012年6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12年

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公告》，

其中涉及造纸企业589家，落后产能880万吨；又于9月6

日发布第二批公告，涉及造纸企业51家，淘汰落后产能

115万吨。超过2011年的744.5万吨任务（实际819.6万

吨），是历年中最多的一年。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水十条）。涉及造纸行业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小型造纸、专项整治、城区污染较重造纸企业搬

迁改造或依法关闭、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等多项内容。

▲2015年6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GB31825-2015《制

浆造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该

标准于201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16年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控制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

发排污许可证。2017年7月1日起，造纸企业必须持有排

污许可证方可生产。

本刊速评

资源和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到纸业的可持续发

展，还影响到造纸产业的社会形象。到目前为止，造纸

工业是否是“两高一资”产业，是否属绿色产业？在国家

层面某些官员中仍有不同的看法。在行业内，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造纸工业，是产业发展的方向，也

是我们选题报道的重中之重；在行业外，向社会宣传现

代造纸工业是绿色、生态产业，以前的污染是由传统小

型造纸厂造成的，正在加速改变。以下选取几个有代表

性的报道：

（1）山东造纸发展快，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山东

重视污染治理。如20世纪80年代，山东成为全国的环保

“试验田”，各种黑液、中段废水处理方法在山东的企业

试用，代价昂贵。在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确定燃烧法碱回收为处理草浆黑液的现实可行有效方法

后，《北方造纸》、《中华纸业》及时进行了跟踪报道。

（2）《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

2008）》发布后，《中华纸业》第一时间（2008年8月第15

期、第16期）开辟专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分析

与解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标准进行对比，说明这一标

准是否过严；通过投资额、单位处理成本等指标比较，

说明应选择何种技术措施。

（3）2008～2009年，开辟专题“造纸行业节能减排

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亚太森博、APP、广州造纸、河南

银鸽等先进企业节能减排的好方法、好经验，在行业中

起到示范效应。

（4）2019年2月，中国造纸协会、中国造纸学会编

制的“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发布后，3月份

《中华纸业》第5期即发表评论“分析行业特点 明确发

展重点 指明前进方向”，并分主旨报告、主题报告、重

磅对话进行详细报道。

 

关键词之八：战略管理与市场运营

▲1980年，浙江民丰造纸厂船牌电容器纸获“国

家优质产品金质奖”。这是我国造纸工业机制纸获得的

第一项国家最高产品质量奖。

▲1981年，造纸工业产品原由商业部门计划收购

包销，部分改为择优选购，其余实行企业自销。营销模

式的变化，使企业一度出现产品滞销。

▲1983年3月，财政部批准佳木斯造纸厂为国内

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大型

造纸企业。作为企业依靠自我完善机制，进行系统技

术改造试点。

▲1988年，民丰造纸厂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企

业”，是全国进入国家二级企业的第一家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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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国企业管理协

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荣誉奖项，时任佳木斯造纸厂厂长孟祥海获奖。

▲1989年10月，台湾荣成纸业公司董事长郑政

雄、总经理陈孔秋到浙江杭州与兰溪市造纸厂洽谈来

料加工业务，并签订了贸易意向书。这是近40年来，台

湾纸业界人士首次来大陆直接洽谈贸易业务。

▲1990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纸张订货会，

吸引众多业内人士参加。这次订货会是在纸张的社会

需求相对萎缩、销售市场较疲软、用户压缩库存的情

况下召开的。这次订货会充分反映了向市场经济转变

的一些特点：现场宣传标语广告多，了解行业信息的

多，生产供货企业为用户服务的观念明显增强。

▲1993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东北造纸

企业金城造纸厂、辽阳工业纸板厂等企业分别改造成

立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改为股份制经营，并先后发行

股票。其中金城造纸厂被国家列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的试点单位之一。

▲1994年12月31日，根据国家确定逐步取消进口

许可证的时间表，商品木浆、木材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

制度。

▲1997年5月，经国务院证券委批准，山东晨鸣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

10000万B股，募集资金5.4亿元。这是我国造纸业中第

一家B股上市企业。2008年6月18日，晨鸣纸业H股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成为首家“A+B+H”上市的内地造纸

企业。

▲1998年7月10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公

告，决定从当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口

新闻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2002年2月6日，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发布公告，决定从当日起对原产于韩国、日

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进行反倾销调查。

▲1998年8月，我国造纸界专家和包括13家上市公

司负责人在内的30多位相关人士汇集北京，参加由中

国造纸协会与中国兴发集团共同召开的“产融结合，

重塑中国现代纸业战略研讨会”，就造纸业发展的宏

观战略和中国造纸业发展的海外融资策划等进行了探

讨。会议强调，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表明中国造纸业

不是夕阳工业，而是大有希望的朝阳工业。中国造纸业

需要在林纸结合的基础上，走资金密集、森林资源支

持的国际主流产业之路，而中国投资银行业将承担着

国际融资的艰巨使命。

▲2002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华泰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华泰”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成为国内造纸行业第一个驰名商标品牌。

▲2006年10月11日，“2006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

布，玖龙纸业创始人张茵以270亿元资产成为中国第一

位女首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对

国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中国造纸行业为出口商品提

供的包装纸及纸板需求受挫，有关重点生产企业的产

量、产品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下滑，纸浆和废纸价格

降至十年前的水平。

▲2018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纸浆期货在

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运行。

本刊速评

我国造纸企业与西欧北美的造纸企业相比，突出

差距应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管理。伴

随着国际先进水平装备的引进，工艺技术得到了极大提

升。但是，管理作为一种人为的活动，包括决策、计划、

组织、指导、实施、控制过程，带有浓浓的地域特色，非

一朝一夕能够改变，更不能采用“拿来主义”。如何学到

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尽快提升我国造纸企业的管理

水平；如何交流国内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向现代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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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迈进，是我们管理栏目编辑记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中华纸业》是我国最早设立管理栏目的纸业期

刊，是体现“产业经济”定位的重要方面。在改为中国造

纸协会会刊（1996年）初期，栏目设置为“企业改革与经

营管理”；后来又改为“企业管理”、“管理”。通过20多年

的努力，该栏目已成为造纸期刊中有影响的名牌栏目。

再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企业的生命线。

自《北方造纸》在1996年成为中国造纸协会会刊后，增

加了市场营销、经济贸易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前，栏目名称为《经贸与市场专版》；加入WTO

后，该栏目先后改为“市场与营销”、“市场观察”、“市

场”。内容的重点相应调整为纸浆、主要纸种、原辅材

料的产品供求和价格分析及市场行情走势的预测，纸

业市场的阶段性总结及发展趋势预测，证券市场造纸

板块的投资分析，全球纸业市场信息等。

关键词之九：总量增长

▲1987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的总产量突破1000

万吨大关，过到1141万吨，成为世界第四大产纸国。较

上一年增长14.3%，增长率居本年度世界各国之首。

▲1994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首次突破

2000万吨，达到2138万吨，居世界第三位。净进口纸及

纸板291万吨，净进口商品纸浆80万吨，人均年耗纸量

20.2千克，均创历史记录。

▲1997年，我国纸及纸板总消费量为3269.5万

吨，已超过日本（3137.4万吨），居世界第二位。这一

年，我国纸及纸板的人均年消费量为26.5千克，仍仅

为世界平均数的一半。

▲2001年，我国纸及纸板产量达到3200万吨，首

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这来源于中国造纸协会发

布的“中国造纸工业2001年度报告”。

▲2009年，全国纸及纸板产量8640万吨，消费量

8569万吨，均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这来源于中国

造纸协会发布的“中国造纸工业2009年度报告”。

▲2012年，全国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双

双超过亿吨大关。

关键词之十：负面教训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马胜利开启了

“承包”之旅，“包一家，活一家”，并成立“马胜利造

纸集团”，被媒体奉为改革大师、“最著名的厂长”。但

由于扩张太快、尾大不掉，管理跟不上，于1995年被免

职退休。

▲1992年，有着40多年历史、年生产能力2万余吨

的国有中型老企业——吉林市江城造纸厂，由于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连年亏损，负债达8500多万元，加

之排放废液污染严重，企业无力治理，吉林市政府决

定予以关闭。这是国内第一家被停产关闭的较大造纸

企业。

▲2000年12月1日，有着75年历史的大型国有企

业——上海造纸机械总厂，因负债4亿元，向法院递交

了破产申请。

▲2017年8月13日，浙江永正控股集团旗下全部

34家造纸企业分别由浙江省有关法院受理破产清算。

该集团是浙江富阳地区最大民营造纸企业，产能150

万吨/年。

▲2017年11月30日，群星纸业被联交所除牌。

本刊速评

作为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的行业主流媒体，《中

华纸业》以报道推广成功经验为主。如2002年1月至

2004年12月连续36个月长篇连载报道晨鸣纸业的改革

之路、创新之路（“永兴之路——晨鸣纸业集团发展纪

实”）、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耗时1年介绍华泰纸业的

企业文化（“传奇华泰——华泰集团经营谋略与管理艺

术探渊”）。

当然，“只报喜不报忧”，这不是我们的报道原

则。失败教训总结，往往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以读者反

映强烈的举子来说，我们曾报道过一个信息，其主要内

容是八十年代的山东排头兵企业与目前的排头兵企业比

较。八十年代企业：山东造纸总厂、青岛纸厂、滨州纸厂、

德州纸厂、枣庄纸厂、聊城纸厂等；现在的企业：晨鸣、

华泰、太阳、博汇、世纪阳光、亚太森博等。发现相隔

30多年，两者面目全非，原来的几乎全军覆灭。失败教

训——关键时期掉链子；成功经验——与时俱进。你怎

么分析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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