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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3年，全球在线销售额预计超过5.5万

亿美元，这将对包装需求尤其是瓦楞纸包装的需

求产生深远影响。因为瓦楞纸包装占电商包装总

需求的80%，基本主导电商包装市场。目前，多家

纸企已采取重大举措利用瓦楞包装市场的增长

机遇，提高技术和产能，为行业做贡献。

   展望未来，全球瓦楞包装行业将主要受到五

个因素的推动，包括电子商务、包装定制、可持续

性、零售业新变化以及数字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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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P34-50 
Global Corrugated Paper Market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e-commer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corrugated packaging 
market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global 
corrugated packaging market is growing 
faster than expected.
Ac c o r d i ng t o t he Sm i t he r s r e p o r t , 
between 2020 and 2025, the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the global 
corrugated paper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be about 3.8%, and by 2025, the market 
value is expected to reach $205.7 billion 
dollars. Among all the application fields 
of corrugated packaging, e-commerce will 
grow the fastest.
Currently, global e-commerce retail sales continue to soar,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about 20% in 
European e-commerce trade. Global online sales are expected to exceed $5.5 trillion by 2023, and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ackaging demand, especially for corrugated packaging. Corrugated packaging 
accounts for 80% of the total demand for e-commerce packaging, and basically dominates the e-commerce 
packaging market.
In addition, e-commerce has spawned the emergence of custom-packaged products or on-demand boxing 
systems, especially driven by e-commerce giants such as Amazon and Staples. As on-demand boxing 
systems become more popular, the need for equipment such as high-level printers will also increase. 
At present, a number of paper companies have taken major measur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the corrugated packaging market and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Looking ahead, the global corrugated packaging will be mainly driven by five factors, including 
e-commerce, packaging customization, sustainability, new changes in the retail industry, and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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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generate a large amount of data in their operations, from equipment and workshop 
data, to factory-level data, and even data of enterprise groups, all of which need to be collected, organized and 
analyzed. Therefore,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Chemical pulp mills 
will face the consideration of pulp output, pulp quality, energy efficiency, chemical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relia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entire process. Therefore,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high output and low cost of chemical pulp mill operations, Industrial Internet is requried to help companies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In the article, Mr. Liu Jingwei,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Valmet China,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 chemical pulp 
mills.

P12

P51
SOLID’s Cutting-Edge Repair Technology Helps Paper Companies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 Chemical Pulp Mill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paper machine is equipp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ryer cylinders, guide rollers, etc. Especially in today's 
large-scale and high-speed paper machines, the number of dryer cylinders and guide rollers is increasing. 
Wearing even a single bearing can lead to unplanned downtime of the entire production line. In the past, 
when a failure occurred, the traditional repair process required the removal of the shaft, an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was generally about 7 days,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 Since 
2014, a high-tech enterprise established in Zibo, Shandong Province, relying on advanced equipment repair 
technology, has served domestic and foreign paper enterprises, greatly reducing the downtime of enterprises for 
maintenance and creating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This enterprise is Zibo Solid Industrial Equipment 
Maintenance Technology Co., Ltd.
Recently, CPPI interviewed Wang Tao, general manager of SOLID, to explore how SOLID help paper 
enterprises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 its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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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2025年造纸产业集中度前30位企业达75%，

采用热电联产占比达85%

本刊讯（工信部 消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造纸

行业建立农林生物质剩余物回收储运体系，研发利

用生物质替代化石能源技术，推广低能耗蒸煮、氧脱

木素、宽压区压榨、污泥余热干燥等低碳技术装备。

到2025年，产业集中度前30位企业达75%，采用热电

联产占比达85%；到2030年，热电联产占比达90%以

上。

《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与用能

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

升，建成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研发、示范、

推广一批减排效果显著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工艺

装备产品，筑牢工业领域碳达峰基础。到2025年，规

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13.5%，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

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工业

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努力达峰

削峰，在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的基础上强化碳中和

能力，基本建立以高效、绿色、循环、低碳为重要特

征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年前达峰。

重点任务

《方案》明确了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深入推进节

能降碳、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

快工业绿色低碳技术变革、主动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

转型六方面的重点任务。

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方案》表示，推动产业

低碳协同示范。强化能源、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

色金属、纺织、造纸等行业耦合发展，推动产业循环

链接，实施钢化联产、炼化一体化、林浆纸一体化、

林板一体化。加强产业链跨地区协同布局，减少中间

产品物流量。鼓励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行业间

企业开展协同降碳行动，构建企业首尾相连、互为供

需、互联互通的产业链。建设一批“产业协同”、“以

化固碳”示范项目。

在深入推进节能降碳方面，《方案》提出调整

优化用能结构。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有序推进

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煤炭减量替

代。稳妥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促进煤炭分质分级高

效清洁利用。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合理引导工业用

气和化工原料用气增长。推进氢能制储输运销用全

链条发展。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

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光伏+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

电源建设。

推行绿色制造方面，《方案》提出全面提升清洁

生产水平。深入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价认证，推动

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印染、造纸、化学

原料药、电镀、农副食品加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等行业企业实施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等系统

性清洁生产改造。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价认证结果作

为差异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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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要加强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实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

纸、废塑料、废旧轮胎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规

范管理，鼓励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公布碳足迹。

开展绿电交易试点

《方案》还提出多项政策保障措施，其中包括

完善市场机制，以及发展绿色金融。

《方案》称，要健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

套制度，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统筹推进碳排放

权交易、用能权、电力交易等市场建设。研究重点行

业排放基准，科学制定工业企业碳排放配额。开展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推动绿色电力在交易组织、电

网调度、市场价格机制等方面体现优先地位。打通

绿电认购、交易、使用绿色通道。建立健全绿色产

品认证与标识制度，强化绿色低碳产品、服务、管理

体系认证。

发展绿色金融方面，《方案》表示要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机制，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将符合条件的绿

色低碳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

用，支持金融资源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完善绿色

金融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扩大绿色信贷投放。

建立工业绿色发展指导目录和项目库。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前提下，利用绿色信贷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

改造，在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轻工、纺

织、机械、汽车、船舶、电子等行业支持一批低碳技

改项目。审慎稳妥推动在绿色工业园区开展基础设施

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引导气候投融资试

点地方加强对工业领域碳达峰的金融支持。

华南理工大学陈广学教授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本刊讯（仟松 报道) 近日，俄罗斯工程院院长

B.V.Gusev院士给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陈广学教授发来贺信，祝贺他当选俄罗

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希望他为中俄两国的持续发展

开展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科学和技术合作。

陈广学教授博士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入职华

南理工大学以来，组建了“数字印刷与智能包装学

术团队”并担任团队负责人，同时先后担任学院轻

化工程系主任，国家级一流本科轻化工程专业负责

人，教育部轻化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负责人，是制

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骨干，广东省过滤

与湿法无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中国感光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包装联合会科技委副主任、国际印

刷电子与智能包装产业联合体联席主席等学会职

务。

陈广学教授长期从事地图制图及印刷包装方面的

教学科研工作，在数字印刷、智能包装及环保功能材

料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承担完成国家、

国防及省市重点和面上项目30余项，在Chem.Eng.J.、

J.Mater.Chem.A、ACS Sustain.Chem.Eng.、Mater.

Des.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300余篇，获国际国内专利

授权90余项，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18项；以第一

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技术发明一

等奖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及个人奖8项，先后获省部级优秀中青年专家、科学

中国人（2018）年度人物、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新（个

人）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个人）奖等荣誉称号或

奖项。陈广学教授高度重视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积

极推进成果转化，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促进和引领了我

国包装印刷等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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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工业企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基本建成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十三五”以来，生

态环境部不断探索固定污染源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以排

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企业对污染

物排放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自行监测数据，是排污单位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

为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生态环境部发布

了一系列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规范分

类，构建了“1+43+1”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

系，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

2017）为统领，以43项重点行业和通用工序为主体，以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HJ 1209-2021）为要素补充，共45项。截至目前，行业

和通用工序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共发布73

项，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全面衔接。废弃资源

加工、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等少数无专门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的行业，可按照总则开展监测。根据生态环境统计结

果，“1+43+1”的设计体系可覆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

比95%以上的大部分行业，能够更好地支撑排污许可制

度的实施。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系列标准规定了排污

单位在生产运行阶段，对其排放的水污染物、气污染

物、噪声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的具

体要求，提高了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企业对自行监测工

作的认识水平，规范了企业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的行为，

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做好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提供了依

据。为进一步做好固定污染源监测管理体系的培训和

解读，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45本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教程，目前，总则、造纸工业、电镀工业等8本教

程已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固定污染源监管责任重大，关系着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成效，在以企业为主体，持证排污、自证守法的框

架下，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也将做好对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的规范化管理和帮扶指导工作，共同守卫蓝天、碧

水、净土。

中国造纸协会参加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2022年会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6月8日，金砖国家

工商理事会2022年年度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由金

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主席单位中国工商银行

组织，采取线上视频和线下出席相结合的方式，来自5国

工商理事会和行业工作组代表共计约150人参加会议。

参会代表以视频形式回顾了工商理事会本年度重

点工作，听取了包括农业经济小组在内的9个行业工作

组组长年度工作汇报，审议通过了《金砖国家工商理事

会2022年年度报告》，并发布了《金砖国家2022：构建

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关于携手

共建可持续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呼吁金砖国家深

化对话、开展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

容的伙伴关系。

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中方作为轮值主席国牵头开展的

富有成效的工作，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合作，为中方

成功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出积极努力。各方同意

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多边合作、凝聚共识，维

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各方将继续支持中

方工作，做好金砖“中国年”后续工作，推动金砖合作形

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中国造纸协会作为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农业

经济小组成员单位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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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PEX2022生活用纸国际科技

展览会在武汉举行

本刊讯（钟华 报道) 第29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

展览会于7月29-31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

业内企业和专业人士齐聚江城，共赴这一年一度的行

业之约。

本届展会共有800多家行业企业参展，共使用武

汉国际博览中心10个展馆，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行

业内名副其实的专业盛会！ 

开展首日上午，中轻集团总经理助理/中国造纸

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孙波及中国造纸院总经

理助理、生活用纸中心主任曹宝萍陪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消费品工业司一级巡视员张晓峰、中轻集团安胜杰

董事长、王珂灵总经理、张曦副总经理、肖金龙副总

经理、曹春昱总工程师、赵国昂总经济师（中国海诚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玉洛总

经理助理等参观了本届展会并与部分参展企业进行

了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特色产品/设备

情况，并对CID P E X展会为行业搭建起的桥梁纽带作

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生活用纸

专业委员会主任曹振雷博士，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钱

毅，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玉兰，以及恒安、

维达、中顺等行业领军企业的负责人也一起参观了本

届展会。

武汉
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

CIDPEX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的子展会——

2022康养护理产业国际博览会也吸引了专业观众前来

拓展业务，布局大健康“蓝海”市场。

天猫、京东趋势品类展示区和匠心产品展示区以

新鲜的观展体验，带动了相关品牌影响力的传播。

在本届展会特别增设的“天猫生活用纸行业趋势

论坛”和“京东纸品行业趋势论坛”，多位专家齐聚现

场，与观众们分享最新的发展趋势和运营策略。

关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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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龙杯摄影大赛进工厂活动

——走进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本刊讯（陈新泰 报道) 7月29日，中华纸业杂

志社总编张洪成、美术总监陈新泰一行到访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与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范丰

涛，公共事务部副总经理许广利，企业内刊执行总编

辑、资讯主任乔小桥等人进行座谈，就如何开展“环

龙杯”第六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暨首届纸业微

视频大赛以及新时期造纸企业文化建设等话题进行

了亲切的交流。

座谈会上，张洪成总编对亚太森博自进入中国市

场以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认可，称赞了企业始终坚

持奉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制浆造纸行业

的杰出代表，并对公司长期以来对杂志社发展的支持

表示感谢。

陈新泰回顾了前五届摄影大赛的举办情况，着重

介绍了新一届“环龙杯”大赛的举办意义、规则和参

与方法，尤其是新增加的微视频赛环节，为时下造纸

行业向生物质精炼大产业转型、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以及制浆造纸企业全方位宣传企业形象搭建了新的

推广平台。

许广利副总对张洪成总编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

绍了亚太森博近期发展状况，交换了对行业发展趋势

的看法。乔小桥主任介绍了亚太森博在企业文化建设

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本次大赛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日照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乔小桥主任曾多次参加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其作品

两次获得大赛金奖，他表示，摄影赛体现了摄影人对

造纸行业的深深情怀，在征集照片的同时，一定要深

挖照片背后的故事，把摄影赛办成企业与社会、行业

与社会交流的平台，展现中国造纸工业的风采。

亚太森博的领导们高度评价了中华纸业杂志社

与环龙织物为宣传造纸行业低碳绿色发展所做的努

力，特别是举办的摄影明信片义卖活动和环龙集团

爱心助学活动，在社会上为造纸行业树立了正面的形

象。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浆

纸一体化企业、山东省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是浆纸行

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标杆企业。公司

的主要产品为高档化学木浆、溶解浆及液体包装纸

板、食品卡、烟卡、社会卡等高档纸板产品。公司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企业文

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化于行，持续赋

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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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增价
略减

6月份，纸浆市场价格较上月出现微落。中国造纸

协会纸浆价格定基总指数自2021年12月开始保持连

续6个月的上扬后，本月指数回落至146.02,比上月减

少0.41。本月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为

99.71，比上月减少4.57%，价格环比总指数在2021年

11月后首次跌至100以下。市场总体呈成交量增价略

减的局面。

具体来看，漂针木浆方面:6月份漂针木浆价格

指数环比由上月的102.56下降到98.86,比上月减少

3.70，结束了自上年12月份以来连续6个月价格上涨局

面；物量指数环比由上月的106.84降至100.31，比上

月减少6.53,物量已连续3个月增加，但增速放缓。本

月漂针木浆现货市场交易量增价减，其中，平均价格

回落到7000元/吨以下。

漂阔木浆方面:6月份漂阔木浆价格指数环比由上

月的106.94降至100.83,比上月减少6.l1,但价格仍

然保持了自2021年11月以来的连续增长。物量指数环

比升至109.47,比上月增加12.81。本月漂阔木浆现货

市场交易量价齐增，其中，平均价格已接近6100元/

吨。

本色木浆方面:6月份本色浆价格指数环比降至

100.68，比上月减少3.54,价格增速放缓；物量指数环

比降至107.06，比上月减少1.73。本月本色浆现货市

场交易量价齐增，其中，平均价格超过6350元/吨。

预计近期，纸浆现货价格和交易量会在低位震荡

变化。

关注·数据
Focus

49.0%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2年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 M I)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位于

临界点以下；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 M I产出

指数分别为53.8%和52.5%，分别比上月下降0.9和1.6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6772.4万吨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6月，全国机制

纸及纸板产量为1185.5万吨，同比下降1.5%。2022年

1-6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为6772.4万吨，同比下

降0.6%。

117万吨

2022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4家浆纸企业

新增了4个签约项目，涉及生活用纸、包装用纸、纸基

新材料，签约新增总产能接近296万吨；有6家造纸企

业、6条新生产线开机投产，新释放原纸年产能约117

万吨。

-46.2%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1-6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共实现利润总额42702.2亿元，

同比增长1.0%。其中，造纸和纸制品业实现利润总额

259.9亿元，同比下降46.2%；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实现利润总额169.1亿元，同比下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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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集团APP获评2022年《世界金融》可

持续发展奖

近日，《世界金融》杂志（World Finance）公

布2022年可持续发展奖，金光集团APP被评为浆纸业

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公司。该奖项旨在表彰各行各

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出杰出领导力的组织，包括

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支柱领域成功展示商业洞察力和

市场诚信。

岳阳林纸再获湖南省信用AAA级企业

近日，经湖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湖南省企业

信用等级评定委员会对公司资质、经营能力、信用记

录、质量监督、认证项目等全方位、多维度考评，岳

阳林纸再次荣膺“湖南省信用AAA级企业”。

山东博汇纸业荣获“2022年中国轻工业

数字化转型先进单位奖”

7月27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轻工业

信息中心承办的以“数智领航 创新转型”为主题的第

十二届中国轻工业信息化大会在杭州开幕。会上，山

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获“2022年中国轻工业数

字化转型先进单位奖”表彰。

恒联集团“玉牌”产品成功入选“现代

轻纺优质品牌”

7月8日，2022山东现代轻工纺织“三品”消费季

启动仪式在省会济南举办，该活动由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主办。恒联集团“玉牌”等产品品牌入围“现

代轻纺优质品牌”展示墙，宣传了企业和品牌。

河北环保厅及省监察厅联合挂牌督办2起

造纸厂环境污染案件

近日，河北省环保厅及省监察厅经研究决定，

对廊坊三河市东部山区矿山开发环境污染等8起重

点案件，实施省级联合挂牌督办。保定市满城县富

康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海昌造纸厂两企业分别存在

生产车间废水渗漏、回水管破损导致污水直排的问

题。督办责成满城县环保局对上述公司依法处罚、

限期完成整改。对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

行责任追究。

张家港市金鸿达纸业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被处罚

7月14日,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政府作出

处罚决定书。张家港市金鸿达纸业有限公司未对一

套安全设备(消防栓)进行经常性维护;生产经营场

所的东侧安全出口未保持畅通;该单位员工违反安

全管理规定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给予罚款3.1万元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10批次纸吸管抽检不合格

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市生产、

销售的纸吸管等11种产品的质量进行了监督抽

查。本次抽查了681批次产品，经检验，不合格56

批次。在抽查的纸吸管产品中，共有10批次产品

不合格。

浮沉·关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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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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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6-7日，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

纸业杂志社在山东济南联合组织召开了“2022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第二届制浆新技术研讨交流

会”，来自行业内的400余名专业代表参加了会议。经报告单位及演讲专家同意，本社记者根据录像及

录音对专家报告进行了整理，分别刊发在本月第15期和9月第17期《中华纸业》上，敬请关注。

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

本期刊发：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苗海滨：纤维N+1，质保1+N 杰锋赋能造纸行业国内国际双循环

●维美德中国区市场与传播副总裁刘靖伟：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应用和国际经验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米纤维素项目部总监隋晓飞：圣泉超变力TM纳米纤维素绿色应用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宇：高效节能工艺助力化机浆生产增效

●湖南海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教授付时雨：生物酶预处理木/竹纤维，降耗节能环保

●北京恩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请：处理造纸固废——恩萨SRF/RDF替代燃料技术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经理钟柱：一站式真空系统解决方案——MT系列永磁变频无油真空泵

第17期将刊发：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嘉川教授：农林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研究进展与发展

趋势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中国造纸工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解读与行业前景展望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菊：禁废进口与垃圾分类多重政策下，中国废纸回收

与利用行业发展新态势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经理薛晓洁：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未来——汶瑞新型制浆与苛化

装备

●河南晶鑫网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班明: 造纸用聚酯网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山东思源水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庞鹏远：思源智能高效曝气生化系统（IEABS）

“2022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第二届制浆新技

术研讨交流会”专家报告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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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N+1，质保1+N

杰锋赋能造纸行业国内国际双循环
⊙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苗海滨

近年来，造纸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的变

化。进口废纸的减量，导致原材料短缺，使得造纸原料

多样化发展。对此，杰锋提出了两个理念：第一是“N次

纤维”，由于原材料短缺，国产废纸循环利用多次，导

致纤维非常短，成纸的物理指标降低；第二是“N种纤

维”，原料的短缺致使废纸原料多样化以及替代品的开

发利用，比如一些半机械浆、高得率浆的添加等。

为了应对新形势下的纤维原料的变化，杰锋对制

浆造纸设备进行了创新优化，希望通过设备创新降低吨

浆电耗、降低纤维流失率并提升浆料洁净度。对四大系

统进行了技术优化与升级，包括：全自动无人值守碎浆

系统、“N次纤维”粗选系统、“N种纤维”精筛系统以及

“全饱和”打浆系统。

1  全自动无人值守碎浆系统

杰锋全自动连续碎浆系统如图1所示，分别在三个

部分进行了创新优化。首先，ZD SE碎浆机驱动系统采

用电机直驱，智能伺服系统控制，按需分配转速和线速

度，将能耗成本降低20%（图2）。第二，无人值守智能

捞渣系统节约人力，无需人工操作抓斗，降低人工成本

30万～40万/年（图3）。第三，碎解系统中采用免维护式

圆筒筛，纤维流失可降低0.2%，以1,000 t/d  OCC制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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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S系列筛选技术”，兼顾拦截尺寸、杂质去除、纸

片疏解、高通过量等功能的优化组合。同时，压力筛的

转子采用杰锋“LX F转子”，其叶片外轮廓线、筛鼓波

纹角度、线速度、配合间隙等参数均按照国内废纸浆料

的特性、筛选浓度、工艺位置进行针对性的设计。针对

目前国废原料特性，粗筛末段设备选用转鼓尾渣筛，无

剪切力，不破坏杂质，筛选效率高，同时降低了电耗。

浆线为例，每年可降低纤维流失680 t，按2,500元/t计

算，每年可节省170万元（图4）。

2  “N次纤维”粗选系统

如图5所示，是粗选系统四段布置图，上半部分是

传统的粗筛+排渣分离机，下半部分是杰锋改良后的粗

筛+转鼓尾渣筛。一段、二段粗筛采用杰锋最新研发的

图3  无人值守智能捞渣系统

图4  免维护式圆筒筛

图5  粗选系统四段布置图

图6  粗筛+排渣分离机与粗筛+转鼓尾渣筛性能对比

图7  杰锋MES节能筛选技术

图8  杰锋MES节能筛选技术节能优势

图1  杰锋全自动连续碎浆系统

图2  ZDSE碎浆机驱动系统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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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万元，节省原料成本33.00万元，并且球状轻杂质

（泡沫）去除率可提高70%，提升浆料洁净度，降低纸

机断头率。

3  “N种纤维”精筛系统

原料的短缺致使国内废纸原料多样化发展，无疑

增加了精筛过程的压力。使用中浓压力筛，进浆浓度

高，在筛选过程中转子需要高转速，所以消耗大量电

能。此外，由于水的流动性比浆料高，浆料容易在压力

筛内形成增浓，压差升高，需要提高清洗频率，电耗随

之升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杰锋提出了解决增浓问题的

新技术：MES节能筛选技术（图7），采用新型EC转子，

35个叶片，运行速度可达12.6～18.7 m/s，频率30～

49 H z。此外，还可以同时优化正压区，使其筛选更加

柔和，延长转子与筛鼓的使用寿命，对旋翼片的排布进

行精准优化，旋翼间隙的优化，有效降低运行电耗（图

8）。

如图9所示，相比传统筛选技术，杰锋MES节能筛

选技术可降低吨浆电耗19%以上，提高产能30%以上，

提升浆料洁净度。通过实践证明，ME S新型筛选技术

转子及筛鼓使用寿命延长1倍，压力筛的单机消耗品费

用降低50%。

4  “全饱和”打浆系统

杰锋RF穿流式磨浆机具有3个设计特点：花键连

接进退刀、双进浆口结构、穿浆孔设计（图10）。实践证

明，RF穿流式磨浆机有效解决了磨片磨偏现象，磨片

寿命延长了3倍，浆料匀整度提高，具体规格和运行数

据详见图11。

5  总结

原料、节能是现阶段造纸行业的关键词，也是实现

造纸行业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杰锋机械一

直致力于通过设备单元专业化的调整和制浆生产线各

个工艺合理的优化，实现整条制浆线的单位产品能耗降

低18.6%、原材料利用率提高3.7%、成纸物理指标提高

8.4%，从而提升整体优化改造后的经济效益，每年可节

省260万～300万元。

如图6所示，通过比较传统的粗筛+排渣分离机

和改良后的粗筛+转鼓尾渣筛，可以发现粗筛+排渣

分离机总装机容量为504 kW，而改良后的粗筛+转鼓

尾渣筛总装机容量降低为417 kW，每年可节省电费

图9  杰锋MES节能筛选技术优化效益

图10  杰锋RF穿流式磨浆机设计特点

图11  杰锋RF穿流式磨浆机规格与运行数据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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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应用和国际经验
⊙ 维美德中国区市场与传播副总裁  刘靖伟

1  工业互联网正在推动传统工业升级

1.1 新四化——宇宙的尽头是工厂自动化、智能化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正呈现出“新

四化”的特征，即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套用一句网络语言可以说“宇宙的尽头是自动化、智能

化”。这里“自动化”是指机器或装置在无人干预的情况

下，按照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进行操作或运行；“信

息化”是指以I T（信息技术）为主、CT（通信技术）为

辅、多以计算机为承载体来辅助物理世界的资源和技

能；而“数字化”是指以数据为基础，通过拥抱I T、CT

技术，把物理世界信息演变为虚拟世界的过程和结果；

“智能化”是指对人以外的事物建设具备人类特质（智

慧+能力）的过程和结果。

1.2 工业互联网是新四化中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基础

工业互联网正推动着传统工业不断升级。工业互联

网的核心是指工业的元素通过互联网进行互联、互通、

互动、互助、互励。工业的元素主要包括工业中的人、

物、信息、产品、客户等等，所有与工业相关的一切都可

以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甚至互动互励，从而

赋能，工业化联网最终体现在能力的提升上，实现所赋

编者按：制浆造纸企业在运营中产生大量的数据，从工业和设备的数据，到

车间和工厂级的数据，再甚至企业集团的数据，都需要经过收集、整理与分析，因

此，工业互联网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化学浆厂在整个流程中会面临浆

产量、浆质量、能源效率、化学品效率、环保要求、可靠性等多个因素的考量，因

此，要保证化学浆厂从开机到运营过程的稳定、高产、低成本等，便需要工业互联

网的支撑，帮助企业在原有能力上获得提升。文中通过维美德中国区市场与传播

副总裁刘靖伟先生的讲述,介绍了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应用和国际经验。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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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业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

互联网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平台以及应用是其

核心，通过工业互联网将工厂的生产现场、厂内与厂外

的工业元素连接起来，从而提高稳定性和运行性。

因此，工业互联网是网络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

的产物，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的基础，推动形成全新的工业生

产制造和服务体系，而工业发展的尽

头一定是自动化和智能化。

2  制浆造纸产业为什么需要工

业互联网？ 

2 .1 工业互联网带给制浆造纸企业

的潜在收益

制浆造纸企业在运营中产生大

量的数据，从工业和设备的数据，到

车间和工厂级的数据，再甚至企业集

团的数据，都需要经过收集、整理与

分析，因此，工业互联网在此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工业互联

网可以整合来自不同流程、车间或者

工厂的业务数据；其次，工业互联网

表1  化学浆厂全流程面临的挑战

浆产量

消除瓶颈

减少波动

原料成本 

能源效率 

能源成本

蒸汽用量

浆质量 

成浆强度

成浆白度

尘埃量

白泥

环保要求 

减少排污

节省能源

烟气排放

化学品效率 

化学品成本

洗涤效率

计划外停机

生命周期的预测

可靠性

可以利用先进的分析和专业知识，创建新的数据驱动

的应用程序；第三，工业互联网通过远程连接实现快速

数据分析和故障排除速度；最后，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

自动化帮助和新的参数设置。

工业互联网可以为制浆造纸企业带来许多潜在收

益：第一，工业互联网提高了企业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

率；第二，增强企业集团和下属工厂的灵活应对水平；

第三，为企业构造安全整洁的环境；第四，通过工业互

联网可以远程连接全球专家团队为企业解决问题、提

供远程服务，从而提高本地化队伍的运营水平。

2.2 化学浆工厂面临的挑战

化学浆厂的特点是流程长、变量多。如表1所示，

化学浆厂在整个流程中会面临浆产量、浆质量、能源效

率、化学品效率、环保要求、可靠性等多个因素的考量，

因此，要保证化学浆厂从开机到运营过程的稳定、高

产、低成本等，便需要工业互联网的支撑，帮助企业在原

有能力上获得提升。

如图1所示，正常开机之后，如果工厂在日常的运

营中不加以合理化的维护，生产率会在开机之后逐渐走

低。一个正常的维护管理会保持生产率水平，而工业互

联网的应用能够帮助这条生产线开机后的生产率逐渐

图1  工业互联网助力化学浆工厂生产率不断提升

图2  工业互联网推动制浆造纸工厂的未来构建

图3  工业互联网在浆厂的解决方案（举例维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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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现更好的收益。

2.3 工业互联网能够推动工厂的未来构建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目标是赋能制浆造纸厂迈向

“无人”工厂，其过程是通过数字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对

价值链上的协同。工业互联网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化学

浆厂的未来构建：第一，改变工作方式，构建数字化工

作流；第二，通过数字驱动绩效，应用数字价值；第三，

改变业务模式，实现价值链的优化（详见图2）。

3  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解决方案和可实现收

益

目前，工业互联网已经在制浆生产线上有了成熟的

应用方案，从备木、蒸煮和浆线、浆板机、碱回收系统等

实现各个流程的优化。以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在浆厂的

解决方案为例，其中，大数据中心可以提供专家支持、

远程监测等服务，高级监测和应用系统可以帮助浆厂进

行动态检测与诊断，高级工艺控制系统为浆厂多个环节

提供优化装置，模拟器为企业员工的培训进行模拟预

演。此外，全厂优化员、数据发现以及连接系统等都是

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成熟应用（详见图3）。

通过工业互联网，化学浆厂可以实现高级工艺协

调和优化。如图4所示，以全厂优化员为例，通过浆厂产

量规划员、浆厂质量规划员、质量跟踪员、成本和利润

跟踪员、工艺数据验证员等应用程序实现全厂优化，而

这些应用程序已经在制浆生产线上成熟实践。这一技

术可以助力浆厂实现产量最大化和产线稳定，实现达产

和质量的情况下成本最小化，并实现质量、成本、收益

等的可视化，已经在浆厂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图4  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高级工艺协调和优化

图5  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在巴西ELDORADO碱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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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互联网在化学浆厂的国际经验

大家知道，碱炉的管理对化学浆厂至关重要，它是

整条浆线的热、电、化学品等周转中枢，又是环境友好

运营的关键部分。以巴西ELDORADO浆厂的碱炉管理

为例，维美德利用工业互联网优化器帮助工厂实现了对

其碱炉的吹灰、燃烧、还原度、溶解池等的优化（详见图

5），不仅最终使燃烧效率提升了5.3%，同时实现了更加

环保的运行碱炉。

另外，全球最大的化学浆厂、于20 21年开机的

ARAUCO  MA PA浆厂在建设初期便已经将工业互

联网纳入建设、安装范围，维美德利用工业互联网将

工厂的物理模块连接起来，并进行优化、升级，最终可

以让浆厂实现全厂自动决策、实现产量和质量最大化

（图6-1）。在这一过程中，维美德通过工业互联网为

ARAUCO  MAPA浆厂提供远程专家支持、高级分析

应用、工艺优化器和全厂优化员等等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图6-1  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在ARAUCO MAPA浆厂的应用

图6-2  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在ARAUCO MAPA浆厂的应用

方案，提升碱炉、动力炉、浆板机和其他工艺设备的效

率，从而帮助其实现全厂统一协调，更好地决策优化库

存管理，实现工厂满产，碱炉实现最大化运行效率，静

电除尘实现节能，监测系统能够进行分析支持操作人员

和工程师在最佳状况运营。当然，双方的目标是不断的

发展浆厂的工业互联网，最终目标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帮

助ARAUCO MAPA浆厂迈向“无人”工厂（图6-2）。

5  工业互联网在浆厂的未来发展

未来，工业互联网正在赋能越来越多的制浆造纸

产业发展“无人”工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预测

系统和无人操作系统被嵌入主要的工艺设备；第二，自

动的工艺上下调节；第三，波动预测和自动复原；第四，

自动加载和配方更换；第五，自动订购消耗件和备件系

统。

6  总结：国内浆厂可以借鉴的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和经验

对于目前国内已有浆厂和未来将要投建的浆厂而

言，都可以借鉴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经验：第一，通过

工业互联网实现节能降耗，例如通过能源监测和管理

实现节能，通过优化器的应用减少消耗，实现节约；第

二，通过工业互联网提高设备可靠性，例如在设备诊断

方面，通过设备状态分析，参照历史数据，深度了解设

备状况，实现预防性维护，以及P I D控制回路的性能，

提高执行器的稳定性和仪表精确性（从DNA转入云平

台），参照历史数据，深度了解自动化状况，实现预防性

维护；第三，工业互联网提高浆的品质，例如通过在线

及时测量，避免控制滞后（MAP和PulpExpert），改善

传统取样检测的滞后性，以及模拟器的使用可以模拟

成浆质量获取化学品和温度等参数的操作，对中试进

行数字化模拟等；第四，工业互联网提高工厂运营的便

利性和安全性，例如移动可视化和仓储管理的数字化

存储，以及采用智能清灰和溜槽机器人等改善副工厂运

营；第五，新投资浆厂时，可以将工业互联网的预测系

统和无人操作系统嵌入主要的工艺设备，从而为新浆厂

的投资提供数据预测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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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泉超变力TM纳米纤维素绿色应用
⊙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纳米纤维素项目部总监  隋晓飞

纳米纤维素原料是纤维素，纤维素广泛存在于玉

米芯、玉米秸秆、麦草稻草、芦苇等植物中，是地球上

最古老、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人类最宝贵的可再生资源。

纳米纤维素主要有纳米微晶纤维素、纳米纤维素

纤维、细菌纤维素。具有以下特点：（1）高强质轻：弹性

模量140 GP a，是钢铁强度的5倍，密度为1.6 g/c m3；

（2）比表面积大：长径比大，表面暴露更多羟基，具有

极强的成氢键能力；（3）增稠、流变性：低浓度分散于

水中获得较高黏度，并表现出剪切变稀特性；（4）热稳

定性、乳化性：热膨胀系数与石英玻璃相当。

圣泉“超变力”纳米纤维素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

通过预处理、高强度机械剥离等关键技术制备得到直

径小于100 nm、长径比＞200的生物质材料，质轻、环境

友好、可生物降解，并具有纳米材料优良的性能，如高

强度、高杨氏模量、高长径比、高比表面积等。

1  纳米纤维素的中试进程

2006年，加拿大制浆造纸研究院开发出中试规模

的纳米纤维素晶体NCC生产装置。

2011年，芬兰斯道拉恩索Imatra工厂，开始微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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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纤丝（MFC）的中试生产。

2011年，瑞典Innvent i a公司，世界首个100 kg/d

纳米纤维素微纤丝（CNF）中试工厂。

2012年，加拿大Domtar和FPInnovations，建立

世界首家1 t/d纳米微晶纤维素（NCC）的中试工厂。

圣泉超变力TM纳米纤维素始于2017年，技术来源

于中科院理化所吴敏研究员团队，历经五年技术攻关和

资源整合积淀，圣泉集团纳米纤维素产业率先实现工业

化制备技术工艺突破，完成对纳米纤维素的功能化改

性，现已衍生出十几类纳米纤维素产品。目前已建成年

产15,000 t纳米纤维素水凝胶生产线。

2  纳米纤维素的应用与研发

2.1 应用领域

圣泉超变力TM纳米纤维素的应用范围很广，可应用

于制浆造纸、涂料、日化、可降解复合材料、石油化工、

军工等领域。如图1。

2.2 浆内使用方案

圣泉超变力TM纳米纤维素的电镜图片如图2所示，

因其长径比高、比表面积比纸浆纤维至少大10倍、表面

暴露较多的羟基、具有极强的成氢

键能力，将其加入纸浆中，表现出以

下特征：（1）比表面积大，容易吸附；

（2）分散性和稳定性很好；（3）阳离

子聚合物或者其他聚合物（阳离子淀

粉、湿强剂、干强剂、AKD等）与纳

米纤维素复合组成二元助留和增强

体系；（4）纳米纤维素促使纤维和聚

合物的结合点增多，提高了细小纤维

和填料的留着，继续提高强度；（5）

空间桥联作用：交叉互穿的网络结构

（图3），增加了纤维间的结合面积，

纤维与纤维之间互穿交错，排列更紧

密。

功能性：造纸增强+助留。

增强：增加纸张强度，提高柔软

度，使纸页手感变好；提高纸张表面强度，减少掉毛掉

粉；减少白水中细小纤维含量，降低废水处理成本；减

少COD排放；降低磨浆功率，降耗节能。

助留：提高钛白粉、碳酸钙等的留着率；提高纸张

的力学性能；提高细小纤维留着率；节省浆料，提高灰

分含量。

应用范围：生活用纸、文化用纸、牛皮纸、纱管原

纸、瓦楞原纸等。

2.3 应用方法

2.3.1 浆内添加

添加位置：添加在抄前池。如图4。

图2  圣泉纳米纤维素的电镜图片

图3  圣泉纳米纤维素的网络结构

图1  纳米纤维素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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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量：根据不同纸种要求，将纳米纤维素稀释后

添加。 

添加后，根据纸机参数变化，优化纳米纤维素添

加量。对抗张强度、撕裂度、耐折度、环压强度、耐破强

度、层间结合、表面强度等指标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达10%～15%，降低干、湿强剂用量，降低AKD用量，如

图5。

注意事项：远离聚合物添加点。

产品在纸机中试中已取得显著稳定效果，现已和

多家纸厂达成合作。

2.3.2 表面施胶或者涂布

（1）该款纳米纤维素为改性产品，具有细腻的手

感，合适的纳米尺寸。

（2）成膜性较好。

（3）表面增强的纤维附着和反应力、结合力强。

（4）减少掉毛掉粉。

表面涂布使用说明：

添加位置：在涂布机涂布位置添加纳米纤维素。

添加量：根据不同纸种要求，将纳米纤维素稀释后

添加。 

添加后，根据纸张参数变化，优化纳米纤维素添加

量。                  

纳米纤维素涂布量1～5 g/m2，表面强度、掉毛掉

粉等指标可提高20%。

造纸涂料应用：改善表面性能和涂层保持力、改善

涂层板材性能、纤维减重、黏合剂或高岭土替代物。

2.4 功能性

产品具有防油耐温、疏水、阻氧、防黏易剥等功能

效果。

2.4.1 防油耐温

应用范围：汉堡纸、烧烤纸、蒸笼纸、烘焙纸、食

品包装纸、纸浆模塑（如纸餐盘）等纸制品及包装。产

品具有防水、防油、耐高温（≥220 ℃）、防黏；无氟，

可替代含氟防油剂；优异的成膜性；食品安全，已通过

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欧盟SGS（EU  Genera l 

Foodgrade）食品级认证检测；绿色可降解等功能。

2.4.2 疏水

应用范围：超市纸袋、手提袋、防水防潮包装等。

图4  纳米纤维素的添加位置

图5  纳米纤维素添加量与纸张物理性能的关系 图6  涂料的流平性能与流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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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使纸张有优秀疏水表面，显著荷叶效

果，疏水角可大于140°，滚动角小于10°；保证纸张柔软

度；绿色可降解；食品安全。

2.4.3 阻氧

应用范围：食品包装、阻隔包装等。

产品功能：优异水蒸气、氧气阻隔性能；良好力学

性能，包装承重性好；优异耐油脂、耐水等耐溶剂特

性；环保绿色，具有可降解性能；食品安全。

2.4.4 防黏易剥

应用领域：离型纸、离型膜、格拉辛纸等。

产品功能：剥离力低；优异的成膜性，纸张渗吸极

低；可代替淋膜+涂硅工艺；无有机溶剂，安全环保。

2.5 涂料应用

应用领域：建筑涂料、水性防腐涂料、工业涂料、

军工涂料等。

产品功能：防沉淀，提高存储悬浮稳定性，防止析

水分层；提高流变性能，实现剪切变稀，减少施工难度；

提高粉料的有效利用；降低钛白粉使用量，节约成本；

具有较好的流变特性（图6）、耐水性。

2.6 新产品研发计划

MFC和矿物质组成的创新复合材料，微纳米纤维

呈现出网状网络结构，具有非常高的表面积和纵横比；

提供许多非常好的特性，可适于各种应用。当混合到纸

和纸板等纤维基材料的配料中时，湿纸幅和干纸的强

度都会增加。此外，纤维之间的空隙被桥接，纤维被拉

得更近，致密结构显著降低了孔隙率和较低的表面粗糙

度，改善了后续功能涂层的应用和保持。

3  圣泉集团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农业产业化全国重点龙头企业，入选了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500强和中国化工企业500强。目前建有同行

业唯一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3个国家认证认

可实验室、3个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并根据产业发展方向

建立了10个专业研究所，“圣泉”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

公司始建于1979年，现有员工4,000余人。公司现

有18家控股子公司，在德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地设

有国外子公司。呋喃树脂、酚醛树脂产销全球第一，全

球最大的木糖和阿拉伯糖生产基地。生物质石墨烯、石

墨烯复合功能纤维全球首创。2021年营业收入超100亿

元。2021年8月10日，圣泉集团上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集团研发中心拥有员工4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以

上人才30余人，外籍高级专家28人，博士15人，硕士150

人，公司累计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10余项，省级重点项

目30余项，申报国际、国家发明专利共计1,000余项。

其产业布局及生物质产业如图7、图8。

4  结语

目前，新技术、新产品对圣泉集团销售收入的贡献

率已经超过80%，创新群体和创新思想的融合铸就了圣

泉今天的辉煌。

图7  圣泉集团产业布局

图8  圣泉集团生物质产业

·专题
special

19
Aug., 2022  Vol.33, No.1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高效节能工艺助力化机浆生产增效
⊙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振宇

针对我国目前造纸原料缺乏、化机浆能耗偏高等

问题，正达纤科开发了高效节能的se-CTMP化机浆工

艺，借助专业的团队、高端完备的工艺实验检测设备仪

器等为工艺提供基础研究、开发和大生产验证。

正达纤科拥有高、低浓磨浆实验线、成套纤维分

析、显微镜分析仪以及各种成纸指标检测仪器，18年专

注高浓磨浆领域，已为80余家造纸企业提供服务，拥有

200多台高浓磨浆机案例积累，具备针对不同客户原料

特点、投资预算、浆料要求给予工艺设计指导的专业能

力。

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承诺，2030年中

国要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减少碳排放就

是爱护人类自己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因

此，节能是一个全球化的命题，节能型化机浆工艺也将

是我国造纸行业助力碳减排的有力举措。

1  化机浆新工艺开发背景

1.1 原料缺口

我国造纸原料缺乏，需大量进口纸浆。我国自2021

年1月1日实施废纸“零进口”政策之后，随着含有优质纤

维的进口原料的减少，部分纸产品品质也随之下降。

为满足国内造纸企业纤维原料的需求，便需要进

一步加大国内农林剩余物的开发利用，尤其是非木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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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非木材纤维原料如竹类、芦苇、麦秆、棉

秆、甘蔗渣、玉米高粱秸秆等可部分取代进口废纸。此

外，部分木材纤维原料如木材加工边角料、枝丫材、柠

条、建筑废弃模板、旧的房屋檩条、速生林等，都可取代

进口废纸用于制浆。

1.2 制浆现状

生产化机浆是提高能效和纤维利用率的有效手

段。2000年之前，化机浆主要在国外浆纸企业，特别是

欧美地区使用，产量接近3,000万t，2020年全球化学

木浆产量为1.48亿t；化机浆和半化学木浆2,945万t。

2000年之后，特别是2015年后我国化机浆项目快速发

展，化机浆目前年总产能约1,200万t。

1.3 化机浆发展简史及技术现状

全球第一条化机浆生产线来自岳阳林纸的第一

代P-RC  A PM P，之后泰格林纸投资了第二代P-RC 

APMP化机浆生产线，为后续的化机浆工艺改良奠定了

基础（图1）。

在目前的化机浆工艺中，BCTMP（漂白化学热磨

机械浆）工艺主流程包括木片洗涤、化学预处理、高浓

磨浆、浆料筛选、渣浆再磨、浓缩洗涤、浆料漂白（图

图1  化机浆发展简史

图2  BCTMP工艺流程

图3  P-RC APMP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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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化机浆工艺优点（与废纸浆相比）

2）。P-RC  A PMP工艺主流程包括木片洗涤、化学预

处理、高浓磨浆与漂白、浆料筛选、渣浆再磨、浓缩洗涤

（图3）。与废纸浆相比，化机浆具有抗张指数和撕裂指

数高等优势。（图4）

2  正达纤科se-CTMP工艺

与传统CTMP工艺和传统P-RC  APMP相比，正

达纤科se-CTMP工艺具有电耗和水耗较低的优势。例

如，在电耗方面，传统CTMP吨浆电耗＞1,600kW，传

统P-RC  APMP吨浆电耗＞1,200kW，而se-CTMP

吨浆电耗＜700kW；在水耗方面，传统CTMP吨浆水耗

为15t，传统P-RC  APMP吨浆水耗为10～12t，而se-

CTMP吨浆水耗为4～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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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e-CTMP工艺简介

正达纤科s e-CTM P工艺将“化学浆的前端物料

处理”与“化机浆的磨浆”工艺和（后端筛选）结合起

来，主打特点为节能。

s e-C TM P工艺可使用的原料广泛，包括各种木

片、竹片、芦苇、秸秆等，目前正达纤科已经利用该工

艺处理过竹类（慈竹、水竹、丹竹、毛竹、青皮竹、丛生

竹等）、荻苇、农作物秸秆、樟木、杂木、柠条、果树

枝等原材料。此外，设备投资为同规模进口线的1/2～

1/3，运行费用低，操作简单，得率可达65%～80%或

更高。

通过更改化学品种类、用量、化学品分布、温度、

压力、时间和磨浆的能量分配等，可以满足不同得率

的s e-CTMP，可用于生产具有强度范围更大的未漂白

CTMP，类似于NS SC的纸浆。此外，通过调整前端设

备和/或操作，se-CTMP可用于各种原材料，包括各种

木材和非木材。实践证明，该工艺使用灵活，产能既可

高达500t/d，也可降低至50～100t/d，得率较高。

2.2 解决方案与案例

正达纤科s e-CTMP工艺可为浆纸企业提供多种

解决方案，其中，高温压力高浓磨浆方案（图5）专为大

图5  se-CTMP高温压力高浓磨浆方案

图6  se-CTMP常压高浓磨浆方案

图7  某公司se-CTMP工艺生产线案例

图8  正达第五代高浓磨机

图9  料塞螺旋与卸料料塞螺旋

投资、大产能化机浆生产商度身定制，以及常压高浓磨

浆方案（图6）专为年产5万～10万t化机浆生产线量身定

制。例如，某公司s e-CTM P工艺生产线以竹片为原材

料，产能为300t/d，总电耗仅为350kW·h/t（图7）。

2.3 se-CTMP工艺关键设备简介

s e-CTM P工艺关键设备主要有高温压力高浓磨

机、侧喂料料塞螺旋、卸料料塞螺旋、双网压滤机、压

榨脱水螺旋等。

首先，高温压力高浓磨机是核心，正达第五代高浓

磨机设计压力10b a r，具有以下优势：使用蒸汽回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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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果好；双端面机械密封；可倾瓦大推力滑动轴承，

安装液压进退刀；具有特殊设计的带式喂料螺旋；磨片

分段设计，节省运行成本；防止磨室磨损，多重保护功

能；C-GA P恒间隙控制系统；可远程诊断和监控磨机

的运行状态。第二，料塞螺旋具有锥形结构，可以排除

残液且不打滑。卸料料塞螺旋便于蒸汽回收、节能且与

常压系统隔离。

此外，高线压双网压滤机产能可达100～200t/d，

出浆干度为35%～45%，压榨脱水螺旋设计有可更换的

耐磨靴，可降低运行成本，可保证进出浆的浓度等。（详

正达纤科化机浆项目专业团队

图10  高线压双网压滤机
图11  压榨脱水螺旋

见图8～图11）

3  结语

中国轻机制造与十几年前相比，无论在质量上还

是在产业链完整性上，已有了革命性提高与拓展。我

们应在行业协会的协调下联合起来，无论是节能型化

机浆，还是其他制浆设备，亦或是造纸设备，都应两

眼向外，盯住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哪里

有广阔市场空间，哪里更有中国轻机制造行业的诗和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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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酶预处理木/竹纤维，降耗节能环保
⊙ 付时雨1,2

（1.湖南海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岳阳 414000；

2.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付时雨 先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科学研究领域：

植物纤维基化工产品，纳米纤维素基功能

材料及其应用，生物制浆与生物漂白，溶

剂制浆，微生物与酶工程，有机合成与生

物酶催化、生物处理造纸废水，生物酶脱

胶黏物。

去塑的重任：全球每年会消耗掉1.5亿t一次性塑

料，其中只有不到14％被回收再利用；约80%的废弃塑

料被焚化、掩埋之后继续留在环境中，在接下来的10

年、100年间持续污染土地和海洋，甚至进入人们的食

物链中影响健康。

指向“双碳”目标：高效利用生物质资源，减少对

化石资源（石油、煤）的依赖，本身就是净零排放和负

排放的产业。速生木和竹子原料的利用可加工、生产多

种产品，是负排放产业，在碳汇市场可以获得碳指标。

1  制浆原料

1.1 木片分类

木材主要根据纤维形态分为针叶木和阔叶木，针

叶木主要有云杉、马尾杉、冷杉等，阔叶木主要有杨木、

桉木、桦木等。全球林业资源丰富，尤其以速生桉木、杨

木的大面积种植为主要代表。

1.2 竹子种类

竹子属于禾本科植物，分布于热带、亚热带至暖 

温带地区，对水热条件要求高，生长于富含有机质、水

分充足的土壤环境。

竹子种类：全球共有1,400余种，中国5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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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竹竿和竹鞭生长情况可分为三种：散生型（紫竹、

方竹、毛竹、淡竹等）、丛生型（佛肚竹、凤凰竹、青皮竹

等）和混生型（茶秆竹、苦竹等）。

2  生物酶预处理后制浆

2.1 生物酶的特征

生物酶特点：高效、专一、快速。

生物酶应用条件：温度、pH值、化学环境、用量、

作用时间。

生物酶活性的影响因素：酶制剂的浓度、底物浓

度、pH值、温度、抑制剂。

2.2 生物酶预处理作用机理

竹子组织存在竹纤维、薄壁细胞；纤维细胞由管胞

衍生而来，具有纹孔。

木片、竹片的化学组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

还有其他多糖和树脂，在制浆过程中影响药液的渗

透。

预处理酶由半纤维素、漆酶、脂肪酶、果胶酶等

复合构成，具有部分降解薄壁细胞及胞间层半纤维素

的作用，并在不同层次的细胞次生壁中形成微缺陷。木

片、竹片经生物酶预处理后，可大幅提高原料与化学品

的吸附能力，有效提高化学品的使用效率。

山杨木片生物处理前后细胞壁的比较如图1所示。

2.3 使用生物酶预处理的优势

（1）预处理竹片原料，减少蒸煮药液的使用量，对

化学浆蒸煮可降低用碱量10%以上；对化机浆热磨电耗

下降5%以上。

（2）可增加药液与木质素的接触面和吸附能力，

有效提高系统药液的使用效率；可降低用碱量和双氧

水用量5%以上。

（3）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3  实际应用案例

3.1 湛江某浆纸厂

（1）应用基础情况

年产量：50万t化机浆车间，使用原料：桉木70%+

相思木30%，预处理酶加添量：230 g/t浆。

（2）应用效果

吨浆电耗下降65 kW·h，成浆白度保持稳定，双

氧水节约5.7 kg/t浆，烧碱节约3 kg/t浆。 

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如表1所示。                  

3.2 中纸集团旗下某纸业公司

（1）工厂基础与预处理条件

图1  山杨木片生物处理前后细胞壁的比较

生物处理后 生物处理前

表1  湛江某浆纸厂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指标对比

加酶前

加酶后

电耗/

kW.h.t-1浆

产量

/t

1,345

1,345

用碱量/

kg.t-1浆 

52

49

双氧水用量

/kg.t-1浆

85.5

79.8

白度

/%ISO

980

915

72.5

72.3

表3  中纸集团某纸业公司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

指标对比

加酶前

加酶后

电耗/

kW.h.t-1浆

产量

/t

501

504

用碱量/

kg.t-1浆 

55.36

47

双氧水用量

/kg.t-1浆

78

73

白度

/%ISO

1,115

1,057

73.5

74.3

表2  中纸集团旗下某纸业公司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

指标对比

加酶前

加酶后

电耗/

kW.h.t-1浆

产量

/t

350

350

用碱量/

kg.t-1浆 

65.36

63.88

双氧水用量

/kg.t-1浆

62

58

白度

/%ISO

1,180

1,095

75.5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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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15万t化机浆车间，原料：杨木90%+松木

10%，预处理酶加添量：220 g/t浆。

（2）应用效果

吨浆电耗下降85 kW·h，成浆白度提高0.8%ISO，

双氧水和烧碱用量分别下降4 kg/t浆和1.5 kg/t浆。 

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如表2所示。                  

3.3 中纸集团某纸业公司

（1）应用基础情况

年产量：20万t化机浆车间，使用原料：杨木纤维+

桉木纤维，预处理酶加添量：200 g/t浆。

（2）应用效果

吨浆电耗下降58 kW·h，成浆白度提高0.8%ISO，

碱耗降幅达33.2%，双氧水降幅23%。 

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如表3所示。                  

3.4 湖北某林纸公司

（1）应用基础情况

年产量：10万t化机浆车间，使用原料：杨木90%+

桉木10%，预处理酶加添量：200 g/t浆。

（2）应用效果

吨浆电耗下降54 kW·h，在保持成浆白度一致的

情况下，碱耗降幅达6.2%，双氧水降幅达9.4%。 

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如表4所示。                  

3.5 贵州赤天化纸业有限公司

（1）应用基础情况

年产量：30万t化学浆车间，使用原料：竹片，预处

理酶加添量：250 g/t浆。

（2）应用效果

在产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蒸汽耗用量大

表4  湖北某林纸公司加酶前后用电量及药品消耗指标对比

加酶前

加酶后

电耗/

kW.h.t-1浆

产量

/t

180

180

用碱量/

kg.t-1浆 

161

150

双氧水用量

/kg.t-1浆

149

135

白度

/%ISO

872

818

73

73

表6  漂白工段各项药品用量变化

加酶前

加酶后

用碱量/

kg.t-1浆

产量

/t

783.9

783.32

O2用量/

kg.t-1浆 

27.9

24.2

ClO2用量/

kg.t-1浆

13.3

11.5

双氧水用量

/kg.t-1浆

27.2

23.8

13.7

11.0

表5  蒸煮工段各项工艺指标变化

加酶前

加酶后

高压喂料白液用

量/kg.t-1浆

产量

/t

783.9

783.3

蒸煮卡伯

值

18.7

17.1

中压蒸汽用量

/kg.t-1浆

675.2

536

白度

/%ISO

35.4

31.8

27.8

29.8

预浸塔用碱量

/kg.t-1浆

蒸煮塔用碱量

/kg.t-1浆 

12.04

10.82

低压蒸汽用量

/kg.t-1浆

109.2

103.2

11.52

11.52

图2  生物酶处理前后浆板白度的变化 图3  生物酶处理前后纸浆卡伯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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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下降，吨浆节降蒸汽达145 t。在保持成浆白度提高

2%ISO的情况下，碱、氧气、二氧化氯、双氧水等化学品

耗用均 下降，极大地降低了化学品耗用。 

应用数据情况如表5、表6所示。                

3.6 泸州某竹浆纸公司

（1）应用基础情况

化学浆车间，使用原料：楠竹竹片，预处理酶加添

量：250 g/t浆，工艺：酶处理—蒸煮—漂白。

（2）应用效果

经生物酶处理的制浆，获得的浆板白度平均值提

高1.8%ISO。如图2所示。

经生物酶处理的制浆，纸浆的卡伯值平均下降

0.8%。如图3所示。

经生物酶处理的制浆，终点残碱浓度高，因此可以

调整竹液比，节省用碱量。如图4所示。                

3.7 四川某造纸公司

（1）应用基础情况

化学浆，使用原料：杂竹竹片，预处理酶加添量：

250 g/t浆，工艺：酶处理—蒸煮—漂白。

（2）应用效果

用酶（2021年2月）与前期相比，洗净度提高0.1 g/

L以上，洗涤热水用量、吨浆送蒸发黑液量下降，降低

蒸汽消耗，吨浆用碱量下降10～20 kg。如表7所示。

4  公司简介

湖南海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酶制剂

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新材

料企业。公司主要经营造纸酶、纺织酶、洗涤酶等产

品。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资源，聚集了一批专家、

教授、博  士、硕士等高素质人才。海正生物研发中心

以基因合成专利技术为基础，拥有菌种筛选、定向进

化、工程改造、多拷贝整合、蛋白纯化以及发酵等相

关的全程研发链条和一流酶制剂生产技术，为各行业

酶制剂使用提供系列的绿色解决方案。还充分利用了

广泛的社会资源，与华南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多所著名院校及科研院所

成立了联合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公司秉

承“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的理念，以“诚信、创新、高

效、责任”为企业宗旨。依托科技创新、践行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进取和自我完善，

且通过了Q/HZ SW  001-201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凭借多年的研究和应用经验，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及

应用和销售团队，期待与社会各界同仁共同打造绿色

梦想。

5  结果与展望

生物酶预处理木片、竹子原料，不仅能减少化学制

浆的化学药品用量，包括烧碱、双氧水和二氧化氯等，

吨浆节省30元以上；在化机浆的使用上大量节约磨浆过

程中的能耗，同样吨浆成本节约可观，还可以减少废水

的污染负荷，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经济性。

图4  生物酶处理前后残碱浓度的变化

表7  四川某造纸公司酶处理前后的比较

产量/t

综合汽耗/t.t-1纸

洗净度/g.L-1

蒸煮用碱量/kg.t-1浆

吨浆送蒸发黑液量/

m3.t-1浆

2020年

9月

2020年

11月

7,917

4.52

0.58

520

11.07

2020年

12月

7,094

5.05

0.64

513

11.25

2021年

2月

9,806

3.28

0.46

497

10.52

9,181

3.38

0.43

494

10.3

未加酶 加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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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造纸固废——

恩萨SRF/RDF替代燃料技术
⊙ 北京恩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张请 

造纸工业是工业类别中废水排放总量及COD排放

量较高的行业之一。正是因为如此，造纸工业的污染治

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在制浆造纸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固体废物（即废渣），其数量大

且高度集中。

废物处理通常包括将废物转化为能源，然后再投

入专门的废物发电厂。另一种是对废物进行分类，然后

将其转化为适合用于常规发电厂和工业用途的燃料形

式。中国是制造大国，废弃物产生量大，多种压力下中国

替代燃料市场迎来蓝海，目前多项政策倡导企业向做替

代燃料方向发展。

SRF是固体回收燃料（Solid  Recover  Fuel）的

简称,SRF通常是经过提炼的RDF，SRF不是垃圾，而

是清洁、均质、高质量、高热值的燃料，可用于发电厂或

水泥厂中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如煤炭等。而且SRF是一

种非常环保的燃料，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煤炭的四分

之一，NOX排放量也显著降低。

我国常见的替代燃料由造纸废物、废旧轮胎、废旧

木料、生物质燃料、制衣废料、废塑料，废弃物资源化、

减量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再生纸生产、产生的

废渣达到1,800～2,200万t。

造纸厂固废种类很多，恩萨针对固体废物等各种

成分不同，根据不同物料属性进行SRF制备程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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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纸厂固废的资源化利用。

造纸废渣SR F燃煤掺烧耦合发

电、大比例替代燃煤燃料的使用，为

电厂企业节约大量的燃煤燃料成本的

同时，也保证了电企的安全、稳定、持

续运行，且排放完全达标。

1  纸厂固废替代燃料(S R F)制

备系统

纸厂固废替代燃料(S R F)制备

系统见图1，工艺流程见图2，关键设

备见图3。

废物先进入粗破碎机粗碎（≤20 c m），经过磁

选、蝶形筛、滚筒筛、弹跳筛、风选机等分选设备，将不

燃物与可燃物分离，可燃物进入细破碎机进行二次破

碎（≤5 c m），破碎后的物料进入烘干机，将水分降至

10%以下，干燥后的可燃物进入高压成型机压制成型。

破碎是整个工艺中最主要的环节。需要用破碎机

械将原料破碎到下一步作业要求的粒度，保证整个作业

顺利进行。

SRF/RDF作为优质环保的再生资源，本身由固废

废物处理而成，燃烧效率和化石燃料相近，但碳排放量

低，满足碳减排的政策要求。根据热值计算：约1.5 t的

替代燃料可替代1 t燃煤、2 t的替代燃料可替代1t的汽

油、1.8 t的替代燃料可替代1 t石油焦，为企业节约成

本，对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SRF/RDF具有热值高、燃烧稳

定、易于运输、易于储存、二次污染

低和二恶英类物质排放量低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水泥制造、供热工程和发

电工程、干燥工程等领域。

2  造纸厂污泥处置

造纸污泥是固体废弃物中产量较

多且不容易处理的一种废弃物。造纸污

泥干化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如图4。

全程实现洁净接收与输送，干化

图1  纸厂固废替代燃料(SRF)制备系统

图2  造纸固废SRF/RDF替代燃料技术工艺

图3  ESD双轴剪切破碎机、EST双轴撕碎机、ESD双轴剪切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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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高，可实现60%～90%的干度要求，可适应水泥窑

协同焚烧、垃圾焚烧发电厂或燃煤电厂掺烧、焚烧炉直

烧。适应物料：市政污泥、工艺污泥（造纸污泥）。

造纸厂污泥发电资源化利用是一种趋势，也是一

项可行性方案。造纸污泥（纸浆污泥、油墨渣污泥）

以污泥压干化机作为核心设备（图5），造纸污泥含有

1,000～2,000kc a l的热值，含有机物，通过干化造纸污

泥含水量降到40%时，即可用来掺烧。数据显示，按照

1.3 t绝干污泥(含水率40%以下)与1 t左右煤混合掺烧，

能够发电3,000～5,000kW·h，综合污泥处置资源化效

益非常可观。

造纸厂应该与发电厂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纸厂直

接购买污泥处理设备，将污泥深度脱水，产出的超干泥

饼运往发电厂。这样既解决了污泥污染问题，又为企业

带来收益。

综上所述，选择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是造纸厂处

图4  SDI污泥干化焚烧系统

图5  污泥干化设备

图6  义乌热电厂造纸工业污泥资源化处置项目

理固体废弃物的需求，恩萨给您提供高性价比、高可靠

性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客户有效解决以上

问题，提升企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3  应用案例

义乌热电厂造纸工业污泥资源化处置项目（图6）：

处置量：1,200 t/d

污泥含水量：≤80%

出料含水率：20%～30%

投产日期：2019年运行

资源化利用：干化后污泥供给电厂作为低热值燃

料进行掺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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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真空系统解决方案

——MT系列永磁变频无油真空泵
⊙ 广东玛钛节能机械有限公司  钟柱

1  目前市场上主要使用的两种真空泵

水环真空泵，特点是：结构简单，制造精度要求不高，容易加工，结构紧凑，泵的转速较高，

一般可与电动机直连，无需减速装置，吸气均匀，工作平稳可靠，维修方便。如图1。

罗茨真空泵，特点是：结构简单，无油气回流，抽速很大。如图2。

这两种真空泵的性能对比分析，如表1。

2  一站式真空系统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玛钛机械推出了自己的真空泵解决方案，核心设备为MT系列永磁变频

无油真空泵，如图3。

内部结构，如图4。

工作原理：真空泵启动运转压强降低，单项阀在压差作用下打开。冷却水在负压作用下吸入

泵内进行冷却。被抽气体从进气口吸入到转子与

泵壳之间的空间内，再经排气口排出。由于吸气

后空间是全封闭状态，所以，在泵腔内气体没有

压缩和膨胀。但当转子顶部转过排气口边缘，空

图1  水环式真空泵 图2  罗茨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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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种真空泵使用问题及原因分析

偏心叶轮

3～5年

简单

低

低速异步电机

低

发热大，寿命短

不能

不能调速，功率

一定，风量不变

很小

非常低

普通油轴承

国产轴承

2～3年

皮带或轴承

轴承能耗3%

低

90～100db

中

预埋螺栓

控制柜等设施

专员管理

周期短、故障高

水环真空泵性能比较

叶

轮

电

动

机

风

量

调

节

支撑

部件

效

率

形式

寿命

设计

气动学效率

电动机类型

电机效率

寿命

控制调节

类型

工作范围

效率

轴承

技术来源

寿命

传动形式

机械损失

综合效率

运行噪音

投资费用

基础

辅助设施

运行管理

售后维保

罗茨真空泵

铸造两叶或三叶

3～5年

简单

低

低速异步电机

低

发热大，寿命短

不能

不能调速，功率

一定，风量不变

很小

非常低

普通油轴承

国产轴承

2～3年

皮带

轴承能耗3%

低

100～120db

价格低廉

预埋螺栓

控制柜等设施

专员管理

周期短、故障高

图3  MT系列永磁变频无油真空泵

图4  MT系列真空泵的主要结构

图5  安装示意图

图6  MT90-132PM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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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原来水环泵与MT90-132PM真空泵使用数据对比

220

1

220

220

0

220×8,000×0.8=1,408,000

水环泵设备型号

电机/kW

数量/台

总装机容量/kW

实际运行功率/kW

节省电量/kW·h

年耗电费/元

MT90-132PM

132

1

132

115

105

132×8,000×0.8=844,800

间与排气侧相通时，由于排气侧气体压强较高，转子继续转动，气体、冷却水排出泵外。

一站式真空系统安装示意图，如图5。其解决方案总结：

(1）操作方便，气密性能好，维护保养简单

(2）无油无污，环保运行

(3）产气量大，节能高效

(4）响应速度，更快一步

(5）一体机身，负压稳定可调节，智能操控更便捷

(6）可根据客户不同要求设计、制作；材料防腐，不锈钢或碳钢均可

所以说MT系列真空泵是一种新型的能够解决当前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真空泵！

3  应用案例

客户要求：

原来真空度：-60 kPa；改造后真空度：-70 kPa；能耗降低30%；

替换为玛钛MT90-132PM真空泵，如图6。使用数据对比如表2。

结论：客户更换为MT90-132PM真空泵后，每年省电费563,200元，用电量下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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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字印刷技术的发展，瓦楞包装

市场快速增长，全球瓦楞包装市场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

业内咨询公司Sm ithe r s报告显示，2020～2025年间，预

计全球瓦楞纸板行业复合年增长率(CAGR)约为3.8%，到2025年预计行业市

值将达到2,057亿美元。在瓦楞包装所有的应用领域中，电商包装增长将最为

快速。

目前，全球电子商务零售额持续飙升，其中欧洲电子商务贸易的年增长率

约为20%。到2023年，全球在线销售额预计将超过5.5万亿美元，将对包装需

求尤其是瓦楞纸包装的需求产生深远影响。因为瓦楞纸包装占电商包装总需

求的80%，基本主导电商包装市场。

此外，电子商务催生了定制型包装产品或按需装箱系统的出现，尤其是受

亚马逊（Amazon）和史泰博（Staple s）等专业电子商务卖家的需求推动。该

技术可以根据被包装产品的确切尺寸（包括不规则形状）生产定制二次包装，

对于最终用户而言，这消除了对通常需要大量填充材料的标准尺寸盒子的大

量库存需求。此外，随着按需装箱系统变得越来越流行，对高水平打印机等设

备的需求也将会增加。目前，多家纸企已采取重大举措利用瓦楞包装市场的

增长机遇，提高技术和产能，为行业做贡献。

展望未来，全球瓦楞包装行业将主要受到五个因素的推动，包括电子商

务、包装定制、可持续性、零售业新变化以及数字印刷技术。

市场发展
瓦楞纸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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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全球瓦楞包装市场

未来的五大趋势
⊙ Smithers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字印刷

技术的发展，瓦楞包装市场快速增长，全球瓦楞包装市

场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

业内咨询公司Smither s报告显示，2020～2025年

间，预计全球瓦楞纸板行业复合年增长率 (CAGR)约为

3.8%，到2025年，预计行业市值将达到2,057亿美元。

在瓦楞包装所有的应用领域中，电子产品包装增长将最

为快速。未来，全球瓦楞包装行业将主要受到五个因素

的推动，包括电子商务、包装定制、可持续性、零售业新

变化以及数字印刷技术进步。

1  电子商务

目前，电子商务零售额继续飙升，其中欧洲电子商

务贸易的年增长率约为20%。

到2023年，全球在线销售额预计将超过5.5万亿美

元，将对包装需求，尤其是瓦楞纸包装的需求产生深远

影响，因为瓦楞纸包装占电商包装总需求的80%，基本

主导电商包装市场。

此外，电商的物流链日益复杂，在标准配送过程

中，电商包裹预计将被处理多达20次以上，因此更具有

成本效益的再生瓦楞纸板包装的需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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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瓦楞纸板加工行业也感受到了品牌所有者的

需求，致力于为瓦楞纸板制作高质量的图形设计，帮助

品牌方给零售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

2  定制产品

电子商务催生了定制型包装产品或按需装箱

系统的出现，尤其是受亚马逊（Am a z o n）和史泰博

（Staples）等专业电子商务卖家的需求推动。

该技术可以根据被包装产品的确切尺寸（包括不

规则形状）生产定制的二次包装，对于最终用户而言，

这消除了对通常需要大量填充材料的标准尺寸盒子的

大量库存需求。此外，随着按需装箱系统变得越来越流

行，对高水平打印机等设备的需求也将会增加。

目前，多家纸企已采取重大举措来利用这一增长

市场。例如，美国领先的包装纸企Wes tRo ck通过收购

包装企业Plymouth  Packaging提高销售额，研发生

产定制型产品。

3  包装的可持续性

事实证明，瓦楞纸板是最受欢迎的包装材料之一，

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整个价值链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此

外，瓦楞包装易于回收，波纹保护的形式提升了安全

性，普及程度超过了基于聚合物的替代品。

虽然纸板的轻量化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瓦楞

纸行业，但包装材料的重量和尺寸适中在这个市场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响应消费者对高效

包装的需求，也是为了响应物流链对体积重量的采用。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用较重的瓦楞纸板替代较轻的纸

板，外部便不再需要额外的保护元素，相比轻量纸而言

可以产生整体更有益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尽量减少在物流过程中输送的空

气则意味着物流成本将显著增加。例如，物流运输32包

卫生卷纸，如果使用基于尺寸而不是基于重量的物流费

用计算方式，则成本估计要高出37%。因此，使用包装

时需要恰到好处地考虑体积与重量的关系。

瓦楞包装的轻量化倡议在西欧特别成功，例如

Mo n d i就一直致力于瓦楞包装轻量化项目，受此趋势

影响，目前西欧箱体重量通常约为美国的80%。未来几

年，随着零售商希望节省成本并吸引最终用户，轻量化

的重要性将继续显现。因此，受可持续性的影响，包装

的大小和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

单方面做决定。

4  零售业新变化

零售包装已成为零售商节约成本的主要落脚点。

尤其对于西欧的零售商，面对持续的利润压力，零售商

开始考虑使用更经济的零售包装节约成本。据统计，二

次包装可使货架补货和处理成本降低50%，也特别受便

利店或折扣零售商的欢迎。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部分电商需求可能会转

为线下零售需求，因此包装纸企也要善于挖掘新的机

遇，创造适宜单品零售的包装模式。

5  数字印刷技术进步

随着数字印刷市场的成熟，瓦楞纸行业对采用该

工艺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正在开发更先进的瓦楞纸板

数字印刷系统来满足大批量印刷的需求。

纸板印刷长度的灵活性、成本的节省程度，与品

牌、地区、商店或个人相关的个性化能力，以及通过最

新印刷技术提供的产品质量水平，都是加工商和印刷商

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此外，品牌所有者也开始认识到使用通过新技术

开发的包装将为消费者创造令人难忘的购物体验，增加

客户群对品牌的忠诚度，鼓励重复业务并吸引新客户。

6  其他趋势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其他因素也将会影响全球瓦

楞纸板市场的发展。例如，化学品技术的升级，应用新

的涂层技术，包括生物基聚合物解决方案的提出，将有

助于提高瓦楞纸涂层的可回收性；此外，行业整合力度

加大，将继续导致产能更加集中，用户更加统一，都将

对未来瓦楞纸板市场造成深远的影响。

（文章译自Smithers市场分析简报，查看完整报告请联

系Nancy Yao：nyao@smithers.com或180510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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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咨询公司Sm i t h e r s发布的《2023瓦

楞包装未来发展报告》显示，到2023年，电子商务

领域将成为瓦楞包装市场的一个重要且高增长的机

会。尽管过去几年经济放缓对电子商务包装的整体

零售额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电子商务零售额将继

续呈现增长态势，为瓦楞包装供应商提供了相当多

的机会。

Sm i t h e r s市场分析报告《2027电子商务包装

的未来》显示，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消费者对瓦楞

纸板、柔性塑料、邮件和保护性包装的需求持续增

长，其中瓦楞纸盒包装仍占据所有电商包装等级的

首位。

1  5年市值猛增20%，2027年将达1017亿美元

电子商务助推全球瓦楞包装市场强势增长
⊙ Smithers

近几年，全球电商包装市场蓬勃发展，市场总

价值从2019年的347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636

亿美元（预计），预计2017～2022年复合年增长率

(CAGR)将达到20.0%，预计到2027年，电商包装市

值将增长至1017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9.8%。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首要的受益者无疑是瓦

楞纸板制造商，预计2022年瓦楞纸板包装将占所有

包装种类市场份额的28%。其中，服装、鞋类和配

饰行业是重要的细分市场，增长速度第二位的是电

气和电子产品，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尤为强劲，

电商食品零售的需求正在加速增长，增长率位居第

三。然而，作为电子商务企业（尤其是亚马逊）早

期成功的核心行业，书籍和电子媒体（CD、DVS、

蓝光等）却成为了前景最低迷的领域，这也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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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书籍阅读率的下降，未来，在线流媒体服务可

用性将越来越强。此外，疫情期间电子商务的蓬勃

发展也并不局限于原有领域，还激发了一些新兴行

业加入电商市场，进一步促进了电商包装市场的发

展，为瓦楞纸板包装行业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在所有这些细分市场中，品牌都在寻求包装形

式上的创新，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可用性和退货便捷

性。出于商业和营销方面的考虑，包装的可持续性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瓦楞纸板包装的市场份额

日渐扩大。

2  挑战与机遇并存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瓦楞包装供应商以

及整个包装供应链都需要满足新形势下电商市场

的新要求。

首先，随着物流链的日益复杂化，电商包裹在

标准配送过程中预计将被处理多达20次或更多，电

商包裹的仓储和物流过程都对瓦楞包装的质量有了

新的要求，电商行业对高强度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包

装需求很大。

第二，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品牌所有者都对包

装纸板提出了诸多额外需求，例如纸板的可印刷性

能。为了提升品牌形象，经常需要在包装纸盒上制

作高质量的图形或图案，因此对于高档品牌所有者

来说，瓦楞包装的表面印刷性能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三，电子商务的出现，尤其是对零售行业

使用的零售易包装（Retail  Ready  Packaging，

RR P）产生了轻微的负面影响，因为电商时代的零

售行业对零售易包装的需求有所降低。此外，电子

商务系统的创新，使得部分消费者可以直接在电商

平台订购产品，以每周或每月为周期。总之，无论是

电商零售还是电商套餐订购，都将对线下零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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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零售易包装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瓦

楞纸板包装行业也将面临零售易包装需求下降、物

流运输包装需求上涨的现象。（编者按：零售易包

装，也称为货架易包装，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商超卖场

的易于开启的展示型纸箱。在卖场，售货员只需简单

操作，可在数秒内将其从物流状态切换到货架展示状

态，不仅方便上货，方便计数，方便消费者拿取货物，

而且可以保持货架整齐美观。）

此外，瓦楞纸板包装所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在

电子商务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由于新时代的消费

者越来越追求环保效益，因此电商平台和品牌商也

要求使用可持续强的纸类包装。然而，虽然纸板的

轻量化一直受到行业的青睐，但重量适中和尺寸便

于灵活调整的纸箱也在电商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响应消费者对高效包装的

需求，也是为了响应物流链开始部分采用体积而非

重量定价的趋势。

2014年之前，物流商根据包裹重量收取运费，

而从2014年之后，许多承运人引入了基于包裹尺寸

定价的新计算模式，或者根据尺寸因素换算成重量

因素的新计算方法。因此，许多瓦楞纸板供应商便

不再仅拘泥于降低纸板定量，而是从综合方面考虑

纸板的性价比，从而使瓦楞纸盒包装适应新时代电

商市场的需要。

3  随着疫情缓解，电商增长趋势将略有放缓

尽管全球电子商务市场持续增长，但网络上不

少有关实体零售商即将消亡的报道也被无形中夸大

了。根据Smither s《2027电子商务包装发展报告》

显示，过去几年，不少由于疫情而被剥夺了实体购

物体验的消费者对重新开放线下购物表示欢迎，未

来，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线下购物将逐渐恢复，

虽然不一定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也会使电商

市场增长趋势有所放缓。

根据Smithers最新数据，2021年，全球电子商

务包装行业市场价值增长了近12.5%，比疫情大流

行高峰期的增长率要低得多，在疫情高峰期，世界

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网上购物的激增。不过尽管电

商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市

场仍然将进一步增长，预计到2027年，全球电商包

装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4.6%。

到2022年，全球电子商务应用瓦楞包装的总销

售额估计为2,900万t，在过去5年中，这一数字增长

了150%以上。2022～2027年，预计电商消费以及电

商市场所用瓦楞纸包装销量都将进一步增长，尽管

增速将低于2020～2021年。

4  发展中国家增长最为明显，技术进步助推市

场发展

预计未来五年，电子商务销售和包装增长率最

高的地区将出现在欠发达地区：部分亚太地区（印

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南美

洲和中美洲（巴西和阿根廷）以及中东和非洲（土耳

其、埃及和摩洛哥）。这一增长将得益于欠发达地区

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仓储和物流基础设施的改

善以及消费者对数字商务的信心增强。

技术进步也推动了全球电子商务销量的增长，

例如更广泛的地理互联网连接和更快的互联网速度

有助于电商的普及。此外，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

和移动网络（如5G）的发展，都提高了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对电商的热情。

移动商务（通过移动设备进行的在线销售）水

平继续提高，但其在整个电子商务销售中的增长占

比已显著放缓，主要是由于在欧洲和北美，电子商

务消费者很乐意在智能手机上浏览商品，但许多人

仍然更倾向于在电脑端进行最终交易。其次，在亚

太地区、非洲和中东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互联网

普及率已经攀升到一定水平，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已

经拥有智能手机，因此移动商务的增长速度比过去

五年有所降低，不过移动商务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速

仍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文章译自Smithers市场分析简报，查看完整报告请

联系Nancy Yao：nyao@smithers.com或180510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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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时期，

瓦楞包装企业应具有敏锐性
——欧洲包装纸企VPK的探索与实践

⊙ Paper360

编者按：过去几年，全球瓦楞包装行

业经历了一些动荡。V P K集团成立于1935

年，是欧洲知名的造纸集团公司，旗下拥

有造纸、瓦楞包装和纸管三个业务部门，

在欧洲多国建有生产基地。为了了解欧洲

瓦楞纸板包装行业的发展情况，Pape r360

与V P K集团英国和爱尔兰分公司取得了联

系，希望了解这位欧洲瓦楞包装领导者如

何应对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行业所面

临的挑战。

疫情以来，电子商务、食品采购的巨大增长以

及实体店的关闭推动了瓦楞包装需求的迅猛增长。

面对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瓦楞包装企业需要具有敏

锐性和灵活性，对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反应。

对此，V PK包装集团的英国和爱尔兰分公司（下文

简称V PK）一直坚持集中式服务的战略，灵活应对

市场变化。

过去20年中，V PK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已发

展成为英国和爱尔兰著名的瓦楞包装公司之一，在

英国和爱尔兰拥有7家工厂。2021年，V PK一举斩获

了英国年度最佳包装公司奖（由Packaging  News

颁发），在诸多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英国和爱

尔兰瓦楞包装的顶级供应商之一。

1  业绩显著增长

回顾过去，尽管疫情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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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英国在苏格兰地区的首家瓦楞纸板工厂。

除英国和爱尔兰之外，VPK集团在欧洲其他国

家瓦楞包装资产的投资和收购方面也有着良好的记

录。其中，VPK集团完成了在挪威哈尔登的超现代绿

地投资项目，收购法国的Viallon Emballages工厂。

此外，V PK集团还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计划，将法国

Alizay造纸厂升级为循环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再生纸生产基地，作为该项目的重要一步，VPK集团

已向芬兰维美德订购了现有造纸机的改造项目。

此外，过去几年，对工厂的机械投资包括BP 

Agnati  Corrugator、Mitsubishi  EVOL印刷和

Bob s t系统，以及其他大型辅助投资等，都使VPK

成为英国和爱尔兰投资最多的瓦楞企业之一。

2  直面疫情挑战

2021年的市场环境确实对瓦楞包装市场提出

了新的要求，整个瓦楞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一点。然

而，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瓦楞纸行业在保持供应链

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V PK也做出了新的

努力。

英国和爱尔兰地区销售和营销总监朱利安.弗

里曼（Julian  Freeman）评论了公司所经历的变化

模式：“总体而言，我们在此期间对客户不断变化的

包装需求模式做出了敏捷和灵活的反应，灵活应对

市场变化，我们非常自豪。”

疫情以来，电子商务需求明显增加，电商品牌

普遍反映，瓦楞纸板包装满足了电子商务行业迅速

增长的需要，是最理想包装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引人注目的瓦楞包装纸盒甚至逐渐成为了电商

品牌知名度的一部分，能够通过独特的设计引起客

户对品牌的注意，有时瓦楞纸盒内部的装饰性印刷

图案甚至可以与消费者“对话”，通过相关信息和

图形支持品牌提高自身定位。

弗里曼补充说：“虽然随着疫情的缓解，实体

店购物将有所恢复，但疫情的发生已经以之前难以

想象的速度推动了实体店购物向电子商务的转变，

性，但2020年对VPK来说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一年。

首先，VPK在英国和爱尔兰的瓦楞业务与该集团在

欧洲其他国家的瓦楞业务部门一起更名为V PK包

装业务（VPK  Pack ag i n g）。过去22年，VPK集

团总部已向该部门投资超过1.2亿英镑（约合1.57

亿美元）。在英国，德斯伯勒工厂（D e s b o r o u g h 

lo c at ion）升级为英国的旗舰工厂，此外，惠灵顿和

塞尔比的新建工厂也逐渐增加产能。2015年，V PK

集团收购爱尔兰利默里克的ICS  Europaks，进一

步加强了瓦楞纸板业务的地域分布，并致力于提

高瓦楞纸板的印刷能力。2020年，V PK收购了英

国斯肯索普的瓦楞纸板领先供应商Cor rB o a r d的

多数股权，该工厂占地320,000s q. f t，配备了新型

Fosber  2.80 m快速换单瓦楞纸机，采用二氧化碳

中和生产工艺。同年10月，V PK总部收购了瓦楞包

装生产商Encase，之后将Encase在英国的三个工厂

（分别位于班伯里、利兹和东基尔布赖德）与现有

的VPK英国瓦楞业务完全合并。此次收购使VPK拥

VPK集团在欧洲的工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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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英国塞尔比工厂：切割与存放系统

VPK英国惠灵顿瓦楞工厂：Bahmuller TURBOX粘盒机

随着消费者习惯的养成，这一转变很可能不会随着

疫情的缓解而结束。”

人员招聘仍然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难题，吸引人

才一直是一个行业焦点。对此，弗里曼表示：“在整

个大流行期间，瓦楞包装行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

在保持供应链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望吸引

新的人才在本行业工作。”

3  可持续发展

对可持续包装的需求也是未来V PK企业战略

的关注点，拥有环保证书的瓦楞包装企业将继续成

为品牌商的关注点，未来纸类包装取代一次性塑料

包装的步伐将继续加速。

目前，瓦楞纸企的客户都十分关注瓦楞包装在

品牌商整体包装目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是

进一步扩大投资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瓦楞纸企

需要进一步探索设备先进、成本较低的制造方法。

对此，弗里曼评论道：“V PK的战略将专注于

为各种商品提供可靠、高影响力和可持续的瓦楞包

装解决方案，因此我们需要拥有最先进的机器，扩

大先进生产设备的投资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是我

们业务的核心，减少环境足迹和发展循环经济是我

们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初，VPK开始安装实施新的IT系统。对

此，弗里曼说道：“IT系统的实施初期也遇到了一些

困难，但我们已经克服困难，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安

装于公司旗下所有的瓦楞工厂，让我们可以与V PK

在欧洲的所有工厂完美协同。我们相信，V PK现已

成为英国技术最先进的瓦楞包装制造商之一，拥有

可确保最大生产力的IT系统。”

不过，弗里曼也承认，包装行业经常因“过度包

装”产品而受到批评，因此，目前瓦楞包装行业的一

个重点问题就是：工厂内部设计人员和技术团队需

要与客户合作，生产出既达到客户的包装目的，但又

不过分包装的产品。

4  未来发展

过去两年，V PK进行了持续收购和投资，未来

这一模式也还将继续。对于公司来说，未来还将继

续成长、坚持收购、建立强大价值观、吸引更多的优

秀员工并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此外，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和对可持续性的日

益关注将推动业务向前发展，”弗里曼补充道。“现

在我们已经成为知名包装品牌，这意味着我们的战

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未来，VPK还将继续提供客

户和消费者需求的可持续瓦楞包装解决方案，并增

加相应的投资。”

今年，VPK还将坚定不移地专注于加强为客户

提供服务，确保使每位客户感到满意。

（译自文章“Ag i l i t y f o r Tu r b u l e n t T i m e s i n 

Corrugated Packaging”，来源：Paper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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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箱板纸市场发展趋势
⊙ Fisher International

2022年1月，美国林纸协会(AF&PA)曾发布了2021

年美国造纸行业的初步数据，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

比，2021年的箱板纸（此处指瓦楞纸和挂面纸板）总产

量增长了5.6%，是过去十年来的第九次增长。

美国林纸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Heid i  Brock指

出：“纸制品和箱板纸等材料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可持续

消费的需求。这也是美国回收率最高的材料之一。事实

上，从城市废物流中回收的纸张重量比塑料、玻璃、钢

和铝的总和还多。”

据此可推断，旧瓦楞纸箱(OCC)的消费量也可能达

到创纪录的水平，OCC消费量与箱板纸的生产密切相

关，截至2021年11月，美国OCC消费量已达到2,220万

t，略低于2020年创下的全年纪录。

纸张回收率每年都在不断增加，2021年比2009年

高出近63%。因此，根据造纸行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

诺，该行业已经完成了2019～2023年约50亿美元的制造

基础设施投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纸浆和纸制品

中的再生纤维。这些投资将帮助美国造纸和纸板厂使

用的回收纸数量增加约800万t，比2020年的水平增加

25%。

另一个促成箱板纸需求和产能增长的因素是网购

的普及，这已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消费者变化，疫情大流

行加速了这种变化。因此，箱板纸的需求和产能受到了

很大影响，而电子商务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大部分

收益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可持续发展相关举措也为箱板纸行业创造了巨大

的机遇。图1显示了美国2018～2022年间箱板纸产能增

长情况。未来，预计美国箱板纸行业的产能将继续增

长，因为生产商正努力扩大生产规模，满足电子商务供

应链的需求增长。

除了需求增加外，该行业的纤维价格也有所上涨，

尤其是回收纤维。图2说明了用于生产箱板纸的不同类

图1  美国箱板纸产能变化趋势

来源: FisherSolve Next

·市场
Market

43
Aug., 2022  Vol.33, No.1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型的原材料的价格变化情况。

因此，需求上涨和原材料的涨价推高了箱板纸的

价格。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瓦楞原纸和挂面纸板的

走势。在2021年期间，瓦楞原纸和挂面纸板价格稳步上

涨，第四季度挂面纸板价格达到910美元/t，瓦楞原纸

价格达到791美元/t，与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分别上涨

约26%和32%。

预计到2022年底，箱板纸总产能将超过4,370万t。

随着所有新的箱板纸产能上线，美国国内瓦楞纸箱加工

厂的投资增长是否跟得上箱板纸产能的增长呢？到目前

为止，美国龙头纸企宣布的一些瓦楞纸箱工厂的投资

主要有：

2022年2月1日，WestRock宣布计划在华盛顿州朗

维尤建造一个新的瓦楞纸箱工厂，满足太平洋西北部地

区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首席执行官David B. Sewell

评论说：“我们新的瓦楞纸厂将使我们在该地区的团队

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为这些客户服务，拥有最先进的制造

设施，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新的能力和效率。”

2021年5月，Pratt  Industr ies在宾夕法尼亚州卡

莱尔开设了一家新的纸箱工厂，这座价值1.5亿美元的

工厂是该公司在美国的最新投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100%回收箱板纸的私营生产商，该公司经营着一个广

泛的回收部门，为五家最先进的造纸厂提供回收纤维，

从而为其瓦楞纸厂和板材厂提供100%回收箱板纸来创

建定制的包装和材料。

国际纸业于2021年12月15日宣布，计划在宾夕法尼

亚州阿特格伦建立瓦楞包装厂，以满足该地区不断增长

的客户需求。北美纸箱业务高级副总裁Greg Wanta表

示：“我们很高兴能够扩大我们的业务范围，并继续以

最高水平的安全、卓越运营和客户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服务。”工厂的建设将于2022年第一季度开始，预计

该工厂将在2023年全面投入运营。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Kruger包装公司宣布在肯塔

基州伊丽莎白镇开设一个400,000s q. f t的盒子制造工

厂。这项1.142亿美元的投资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一

家瓦楞纸箱工厂。

位于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的Green Bay Packaging

在2022年初宣布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建造新的

“超级工厂”。占地600,000sq. f t的瓦楞纸厂将取代其

在沃思堡现有的200,000sq. ft的瓦楞纸厂。启动操作计

划于2023年第二季度进行。

乔治亚太平洋公司收购了华盛顿州森特勒利亚的

一家纸厂，旨在扩大其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瓦楞包装业

务。虽然扩张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新收购的纸厂将

有助于满足该地区客户的需求，并将补充公司在奥林匹

亚地区的现有纸箱业务。

然而，如此多的产能集中投产之后，美国瓦楞包装

市场可能又会面临竞争和产品趋于饱和的问题，如何在

产能提升的基础上同时保证质量、赢得客户好评，便成

为了美国瓦楞纸供应商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图2  箱板纸原料价格变化（2020第四季度-2021第四季度）

来源: FisherSolve Next

图3  美国瓦楞原纸和挂面纸板价格变化（2016～2021）

来源: FisherSolv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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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阻隔技术使瓦楞包装更加环保
⊙ Romain Metivet, Daniel Samain

编者按：色源法（Chromatogeny）是一种独特的瓦楞包装纸板表面阻隔技术，由加

拿大纤维技术企业Cellulotech研发，致力于以更加环保可持续的方式优化瓦楞包装的表

面性能。Romain Metivet是Cellulotech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aniel Samain博士是公

司的科学总监、色源法工艺的提出者，在本文中，他们为读者分析了该技术在包装领域的

历史、应用领域与前景。那么，这项工艺今后会成为瓦楞包装行业的“新标准”吗？

全球所有包装企业和品牌都希望大幅减少塑料和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并增加纸类包装的

份额，目前，许多品牌已经承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做出转变。然而，直到现在，行业仍然没有真正

可行、有竞争力且真正可持续的纸类包装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纤维技术企业Ce l l u l o t e ch开发了一项新的专利工艺——色源法

（Chromatogeny），该公司表示，这项技术满足了许多新的包装要求，不仅能为造纸和包装行

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还能为建筑和医疗保健等其他行业提供便利，市场价值可达数千

亿美元。 

1  色源法简介

在全球每年使用的1,000亿t材料中，76%是不可再生材料。其中，对于塑料来说，91%的塑

料未被回收利用。因此，人类需要大幅减少对塑料等不可再生材料的依赖，而纤维素是地球上最

丰富和可再生的有机化合物，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色源法工艺是一种绿色化学反应（意味着不需要溶剂便可发生反应），这一反应可以使长链

·市场
Market

45
Aug., 2022  Vol.33, No.1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固固分离色源法（SSPC）是一种基于创新化学工程方法的新技术，将试

剂处理成纳米级厚的单层膜，1 k g试剂便可以覆盖高达50,000 m2的面

积，还提高了接枝效率并大大加快了反应速度。

图1  色源法工艺技术反应原理

脂肪酸接枝到纤维素基质的羟基基团（-OH）上。这是一种纳米技术，因为仅仅通过在特定物质

表面移植一个小至一纳米的分子，便可起到重要作用。经过这一工艺处理的纸张，其表面特性会

发生变化，处理过的纸张具有超疏水性且不影响透气性，可以达到几乎180°的接触角，使纸张像

荷叶一般具有超高疏水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当将长链脂肪酸接枝到涂有聚乙烯醇（PVOH）的纸张时，纸张既

可以继承聚乙烯醇的氧气和油脂阻隔性能，还能产生强大的疏水性和良好的蒸汽阻隔性。

实际上，此前，接枝单组技术也并非难事，但该技术比较复杂且制造成本高。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Cellulotech公司为该领域研发了一种全新的化学工程方法，可提高反应速度并降低成本。

该过程所应用的试剂十分常见，且用量低，每平方米纸张仅用20 m g试剂。总体而言，只需几美

元，就可以处理多达50,000 m2的表面积。此外，Cel lu lot e ch的工艺不受纸卷形状的限制，甚至

可以处理一些3D形状的瓦楞纸板。

使用色源法，瓦楞包装制造商可以通过调整不同的参数（例如纤维素基质、试剂或工艺本

身）来调整反应过程，优化性能并降低成本。关于纤维素基材，纸张和所有聚乙烯醇系列材料都

可作为基质使用，接枝之后，它们的性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此外，Cel lu lote ch也在致力于研究其

他有前景的生物基基材。关于试剂，当脂肪酸链长增加时，反应的效果也随之提高。

与包装可持续性相对立的一点是包装的过度设计。总体而言，包装纸板隔离材料需要与包

装的实际需求和使用期限尽可能匹配起来。在不牺牲包装功能的情况下，制造商需要进行优化

设计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包装纸板的可持续性。因此，包装企业需要首先考虑两个问

题：第一，产品真正需要的阻隔材料是什么？使用时间是多久？第二，要实现以上要求的最低成本

是多少？

以纸杯为例，纸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物品，

使用时间通常很短，因此我们并没有必要使用厚

度和性能很高的阻隔材料，例如添加高性能聚

乙烯醇或最长链的脂肪酸等，虽然可以实现，但

没有必要，这就是一种过度开发。反之，还有一

些产品包装材料的确需要强大的防水隔膜，但

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制造商最终使用

塑料、蜡和其他有害化学物质作为隔离材料。为

了解决以上两个难题，Cel lu lot e ch提出了色源

法工艺，致力于提高包装隔离材料的质量和灵活

性。

2  起源与发展过程

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脂肪酸氯化

物可以与纸张发生反应，使纸张具有超疏水性。

然而，由于该反应非常缓慢并且需要溶剂为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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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并未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1996年，法国化学家丹尼尔.萨曼（Daniel  Samain）偶然发现，这

种反应实际上可以在无溶剂的条件下进行，且反应非常快速，他将这种化学反应命名为色源法。

萨曼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和一个工业和公共研究机构工作，进一步研究这一过程及其特性。随

后，他发现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聚乙烯醇涂层纸的制备，生产的纸张使用过后可以继续用于

回收制浆，并且可堆肥。

2019年初，投资专家罗曼·梅蒂维（Roman  Metivet）发现了该技术的潜力，并决定与萨曼

合作，成立了Cellulotech。梅蒂维表示：“在某些方面，大流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因为

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应用：生产100%纸质口罩。此外，试验还激发了围绕该过程的创造力，进一

步推动造纸和包装行业技术进步。”

目前，Cellulotech正在开发自己的工业试点，并与不同的公司和大学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3  应用领域广阔

色源法应用领域十分广阔。其中，包装领域是最为重要的，无论是替代PE涂层、去除PFAS

或蜡涂层，还是在制造瓦楞纸板时减少纸浆的使用，都十分有效。由于反应速度极快，在造纸化

学品领域，甚至可能替代AKD等施胶剂，成本更为低廉。

该技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色源法是一种共价键接枝过程，使用源自天然存在的长链脂肪

酸试剂。由于反应的本质是共价键接枝，因此反应后的最终产物是“单一材料”或单组分产物，

而非多组分产品。反之，将纸张等天然纤维素基材料层与合成聚合物材料层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

多组分产品，从阻隔性角度来看，虽然很容易制备且高效，但多组分产品由于成分复杂极难重复

利用。做个比较，这就好比盐溶解在水中是很容易的，但从水中去除盐却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色源法的优点主要有：第一，最终产品是无害的生物材料；第二，由于长链脂肪酸是

共价键接枝的，保证阻隔性能所需的量大大低于通过传统涂层方法所需的量。简而言之，制备多

组分材料是一种刻板的反应，而接枝单组分材料是一种灵活的反应。

4  展望未来

未来，包装行业以及纸浆和纸张将发生巨大转变。此前，包装被认为是一个“低技术”行业，

主要关注通过材料的简单混合进行包装技术研发，而不考虑其使用后的兼容性。而未来的包装

将更加复杂，并将利用有机合成化学的创造力进行设计研发，生产能够应对特定包装挑战的包装

产品。

今后的纸类包装行业将更多引入“公平”包装概念，而不是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方法，要使

不同的技术与设计创新理念共存。此外，包装将不再是一个主要利用其他学科成果的边缘领域，

而是逐渐走向可持续性研究的前沿，未来其他有关行业也很有可能转向包装行业的研究，为可持

续发展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Cel lu lotech表示，虽然该工艺在短期内不会转入商业化环节，

但一旦准备就绪（理想情况下，在未来两年内商用），就可以顺利地实施下去。

（译自文章“New Barrier Technology Offers Greener Profi le”，来源：Paper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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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明提升工厂运作灵活性
——数字化技术助力瓦楞纸板工厂渡过困境
⊙ Bradley Robb

如今是瓦楞纸板行业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

期。根据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AF&PA）的数据，

2021年，箱纸板产量创造新的记录，与2020年相

比，产量增长了5.6%。但与此同时，欧洲芯板材生产

商协会（ECBA）发出警告：尽管目前瓦楞包装市场

发展良好，但许多欧洲芯板材生产商收入高企，原

材料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对瓦楞纸板行业的盈利情况

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瓦楞纸板行业协会（VDW）也表示，在欧

洲，行业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即使不考虑俄乌冲

突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几个月里，瓦楞纸

板市场形势便一直很紧张，成本压力也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高。瓦楞纸板行业以及瓦楞原纸供应商都非

常依赖天然气作为能源，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一度

失控，许多纸厂已暂时关闭。此外，欧洲电价也呈爆

炸式增长，2022年3月7日，荷兰TTF交易所的兆瓦

时电价曾经飙升至350欧元（381美元），而2021年同

编者按：目前，全球瓦楞纸板生

产商面临诸多压力，能源价格飙升、原

材料成本提高等大大压缩了行业盈利

空间，尤其对于欧洲瓦楞纸板供应商

而言，这一挑战尤为明显，俄乌冲突与

新冠肺炎疫情更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

性。Bradley Robb是德国软件咨询公司

T.CON GmbH & Co. KG的国际业务

经理，该公司拥有20余年的软件设计

经验，针对这一问题，他表示：智能与数

字化技术将帮助瓦楞纸板供应商应对

挑战、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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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每兆瓦时电价却低于20欧元。

飙升的原材料价格给瓦楞纸板行业带来了巨

大压力。根据德国瓦楞纸板行业协会数据，从2020

年9月到2021年12月，瓦楞原纸整体价格上涨了

66.1%。国际咨询公司费雪国际报告称，在2021年

期间，生产瓦楞包装的原材料价格稳步上涨，其中，

挂面纸板价格升至910美元/t，瓦楞原纸达到791美

元/t，与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分别增加了26%和

32%。

此外，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瓦楞纸板行业

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物流行业正面临卡车司机的严

重短缺问题，货运空间越来越稀缺，由于检疫流程

和工人病假影响，许多瓦楞纸板制造商本身也受到

劳动力大量减少的影响。

因此，当前瓦楞纸板制造商最关心的问题已经

不再是能否收获更多订单，而是自身能否维持生产

并完成产品的正常交付，对许多制造商而言，要完

成既定目标非常艰难。在这种形势下，大多数瓦楞

纸板生产商已经开始涨价，然而客户面对涨价的意

愿和能力是有限的，那么瓦楞纸板制造商又该如何

应对这一情况呢？

1  瓦楞纸板行业深入推进数字化技术

针对目前瓦楞纸板行业面临的挑战，全球企业

软件供应商SAP公司森林产品、纸张和包装行业产

品管理全球主管Alfred  Becker表示，建议企业提

高数字化水平，从而应对当今动荡的市场形势，建

议通过合适的数据驱动技术提高企业运营的透明

度，使企业各层组织结构更加敏捷、灵活和更具弹

性。

瓦楞行业企业要提高生产经营的弹性，最有效

的方法便是在公司内部建立完全集成的IT系统，完

全依靠手动流程的数据或孤立的数字解决方案都

很容易受到波动和危机的影响。因为与这些流程相

关的大部分数据信息都没有集成整合到统一的系

统内，而是存储在单个机器的非结构化文件，或者

仅由少数专家熟知，这都不利于数据信息的综合利

用。

例如，部分回应率低的供应商的地址、只有一

位采购员知道的特殊条件、某些产品的配方或库存

基本材料的数量等都属于不易于察觉的数据，这些

信息一旦被孤立保存，都会大大降低企业运作经营

的效率，使得企业管理者无法高效监控工作流程或

及时解决成本、质量或可持续性问题。

图1  用于瓦楞纸生产计划的数字裁切优化工具(Trim Suite)

的用户界面

图2  数字裁切优化工具(Trim Suite)的高复杂场景优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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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板生产企业要想提高效率，仅仅将数

字化技术引入企业的某些部门或领域是不够的。

部分企业仅将其引入行政和财务部，然而生产部门

同样也需要使生产数据更加透明，而制造执行系统

（MES，来自德国软件咨询公司T.CON GmbH & 

Co. KG）便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可以提

供有关生产订单状态的信息，将来自车间的平台数

据与来自企业资源规划（ER P）系统的数据连接起

来，形成数据中心，在理想情况下，生产数据更是可

以完全集成到公司所有部门的IT系统中，实现数据

整合。因此，公司便可以集中查看与制造过程相关

的所有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分析生产步

骤的能源消耗和环保性能等。此后，公司便可以根

据数据相应地优化生产流程。

现代制造执行系统的另一个用途是记录与维

护各个项目相关的数据。例如，在一个制造项目中，

可以通过该系统及时发现备件库存的消耗程度并

进行维护，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并减少营运资金。此

外，该系统还可以量化和评估风险水平，例如评估

基本磨损部件的消耗并预算由于耗材紧缺而造成停

产的风险水平，从而通过发送预警告知企业主动购

买重要零件，补充库存，合理地应对风险，以防备不

断变化的环境。

瓦楞纸板工厂可以通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领域的流程数字化获得更多收益，数字化新技术助

力该行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根据全球包装、产

品和材料测试和检验公司Industrial Physics的数

据，在接受调查的225家纸板包装公司中，近四分之

三（71%）表示，他们在环境可持续包装材料的质量

控制过程中体验到“很多困难”或“有点困难”。有

近一半公司（49%）表示，“达到测试标准”是他们

在更广泛地采用环境可持续包装材料方面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

通过将制造执行系统等数字工具集成到生产

流程中，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检查的效率，将生产数

据与质量数据相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一旦发现质

量偏差，便可以将偏差追溯到特定的生产参数并进

行后续修改，从而确保了每批生产的可追溯性，并

减少了因质量问题而必须复制的商品数量。这提高

了公司生产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2  数字集成技术优化瓦楞企业生产计划

数字集成技术还可以帮助解决另一个层面的

效率和可持续性等问题：生产计划。那如何通过数

字技术优化调度生产流程呢？

在瓦楞工厂中，数字规划和优化工具可以预

先计算出在何时何地需要生产多少纸板，并指定

如何制造纸板，从而生成所需的最终产品。裁剪优

化工具，例如Tr im  Su i t e工具（来自德国T.CON 

GmbH  &  Co.  KG）甚至考虑到了瓦楞纸板各层

的库存问题，该软件还有助于减少机器设置时间和

重新配置机器的需要，目前主要用于纸张和胶片生

产。

由于关键业务工具和应用程序的数量日益增

长，将  Trim  Suite等数字化集成软件应用到IT环

境中至关重要，因为单纯拼凑的应用程序可能无法

利用流程进行全面的改进。如果瓦楞纸板供应商希

望快速发展，那么便需要建立整合的IT系统并将数

字技术集成到系统之中，因为仅仅依靠“拼凑”而来

的传统IT系统不利于提高生产速度，也很难与企业

新业务部门进行衔接整合。

此外，对于瓦楞包装市场，并不止瓦楞纸板

生产者需要发展和提高数字化水平，软件和咨询

公司也需要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适应新的市场

需求。

（译自文章“Transparency Enables Flexibi l ity and 

Resi l ience”，来源：Paper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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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雷工业颠覆性修复工艺
助造纸企业以快制胜

造纸企业的纸机上配备有大量的烘缸、导辊等，特别是在纸机大型化、高速化的今

天，单台纸机配备的烘缸和导辊的数量越来越多，即使单个轴承位出现磨损，都有可能

导致整条生产线的意外停机。过去发生故障时，传统的修复工艺要求对轴进行拆除，工期

一般在7天左右，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2014年以来，一家成立于山东淄博的高新技

术企业，依靠颠覆性的设备修复工艺，为国内外造纸企业服务，大大减少了企业停机检修

的时间，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家企业就是淄博索雷工业设备维护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索雷工业）。

近日，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专访了索雷工业总经理王涛,探寻索雷工业如何用颠覆性

工艺助造纸企业以快制胜。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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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凭借过硬的服务质量，索雷工

业已经在造纸行业建立了良好的口

碑和信誉，造纸业务在公司整体营

收占比已经达到40%，服务客户包括

APP、玖龙纸业、山鹰纸业、新亚纸

业、维达纸业、恒安纸业、斯道拉恩

索、华泰纸业、景兴纸业、正业集团

等国内知名的大型造纸企业。

创新驱动凸显技术优势

索雷工业作为一家依靠创新驱

动发展的公司，在造纸行业创新性

地发明了锥度轴的修复工艺，使维修

更快捷。另外公司在材料研发方面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使碳纳米聚合

物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防腐性能、

耐高温性能、耐冲刷性能、抗气蚀性

能等不断优化。与造纸行业的传统

修复工艺相比，索雷工业碳纳米聚合

物应用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五个方面：

（1）修复效率。索雷工业碳纳

米聚合物应用技术可实现在线4-8

小时内完成轴类磨损的修复工作。

（2）修复精度。索雷工业碳纳

米聚合物在轴承位修复精度方面可

达到甚至超过传统工艺，尤其对于

针对锥度轴的修复方面，索雷工业碳

纳米聚合物材料优异的可塑性及特

殊的修复工艺，可保证修复面与轴承

内圈配合面达到95%以上。这是传统

工艺无法达到的配合面积。

（3）使用寿命。因为碳纳米聚

合物除了具备综合的机械强度外，无

金属疲劳特性，因此修复完成后部

件的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

件的使用寿命。这是传统工艺修复

所不具备的特性。

（4）劳动强度低。索雷工业碳

纳米聚合物应用技术主要是现场修

复，且不需要对修复部件整体拆除，

因此大大节省了拆装过程中所投入

的人力物力，一般1-2名人员便可完

成整个修复过程。

（5）修复综合成本低。主要体

对某进口卫生纸机烘缸轴磨损在线修复

缩短维修时间，凭实力赢得口

碑

索雷工业成立于2014年，多年

来专注于碳纳米聚合物新型材料为

主体的产品研发、销售和服务应用，

为工业企业生产系统提供可靠、可

信、绿色的快速维修、可靠性保护、

环境治理、安全隐患消除于一体的

装备集成服务。公司为造纸、冶金/

矿山、电力/能源、水泥/建材、化工

等行业提供定制维修方案，以“产品

即服务，服务即制造”为理念，依托

国内/国际前沿技术、材料和工艺为

用户构建全方位的装备能力保障体

系。以顾客核心关注为焦点，借助工

业互联网、AR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构建“数据链”、“服务链”、

“供应链”产品能力生态，实现用户

需求与解决方案能力融合发展。

索雷工业从成立伊始就对造纸

机烘缸轴现场修复进行科研攻关，

开创性地制定了烘缸现场修复的方

案，目前可在4-8小时内在线解决烘

缸轴磨损的问题，且无需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为企业降低90%以上的

停产损失。

目前，索雷工业可为造纸企业

维修各类进口和国产造纸与制浆

设备。据介绍，针对造纸烘缸轴磨

损修复，索雷工业针对性地研发了

SD7102耐高温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对于其它轴，比如真空泵轴、导辊

轴、压榨辊轴、复卷辊轴等等，可采

用索雷SD7101H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进行在线修复；对于多盘浓缩机轴

密封磨损，可采用具有高耐磨性的

专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现场修

复；对于泵类冲刷磨损，可采用索雷

S D7400碳纳米聚合物进行现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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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修复效率、修复投入的人力物力

及降低停产损失等。

面向未来，索雷工业国内国外

双线出击

制浆造纸是一个流程化的生

产，生产线上某个设备一旦发生故

障，就可能造成全生产线紧急停机，

停机时间越长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

失就越大。为了更好地解决纸厂恢

复开机的时间效率问题，索雷工业已

经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规划，首先利

用造纸企业自身的检修优势，培养

浆泵壳体冲刷磨损修复

·特写
iNterVieW

纸厂设备维保小贴士

纸厂内部的检修人员力量，让检修人

员普遍掌握索雷工业碳纳米聚合物

应用技术，当设备出现紧急情况时，

纸厂可以第一时间展开内部维修，

快速解决问题。比如在2020年新冠

疫情突然爆发之后，造纸行业部分

项目不得不推迟或暂停，一些地域

交通管制导致服务项目不能在现场

完成，索雷工业就在疫情期间及时

地开通了线上服务平台，通过索雷工

业AR智能系统，远程指导造纸企业

的内部检修人员利用索雷工业碳纳

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工作，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次，索雷工业计

划在全国造纸产业的重点省市设立

索雷工业分公司，逐步实现服务的本

地化，能够最快响应用户的检修需

求。

除了越做越大的国内市场外，从

2018年开始，索雷工业的造纸服务业

务就开始尝试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

争。据介绍，公司业务已经涉足南亚

及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服务模式包括

线下和线上两种。为了更好更及时地

服务于国外企业，公司下一步的计划

是首先在南亚和中东地区成立索雷工

业办事处，同时欢迎国外有意向的公

司来索雷工业洽谈合作，更好地将中

国的技术在国外推广与应用。

索雷
支招

（1）针对造纸设备分区管理，每个专区配备两名技术专工；

（2）定期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技术专工的综合技能；

（3）预防性管理，针对易出问题的部件进行归类管理，制定详细的更换或者维护计划，同时原

因分析至关重要，找到导致设备损坏的根本原因，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方案；

（4）制定详细的巡检和维护制度，对重点部位重点关注且具备有效的维护手段；

（5）完善设备维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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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成功转型

――破解世纪阳光纸业集团管理创新密码
⊙ 邵文修　张青（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传统的造纸企业，如何实现产能翻一番、人员

减一半？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

阳光”）给出的答案是：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世纪阳光的数字化转型》成果2021年被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纳入案例库，获得哈佛商业评论主办

的“鼎革奖”、全国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

奖、第四届5G“绽放杯”二等奖。这一个个荣誉，彰显着

世纪阳光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作为传统造纸企业，究竟是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

升级，让世纪阳光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革？让我们一起

破解该集团创新的管理密码

夯实信息化基础

世纪阳光成立于2000年，董事长王东兴多年纸业

高层的生涯让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单靠规模扩张并

不能保证企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管理

才是决定成败的关

键因素。而搞好管

理，必须从传统的

思维中解脱出来，

在管理方法升级、

管理手段改进、业

务流程优化重组实

现突破。而做到这

些，没有信息化的

支撑只能是纸上谈

兵。因此，在2006年

就以高起点成立了

ER P小组，2008年

正式上线，是中国第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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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全面使用SAP  ER P系统的造纸企业，以世界500

强背后的SAP  ERP“管理大师”思想为指导，完成了公

司基础管理体系的搭建。

ER P系统上线后，世纪阳光没有止步不前，为了进

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先后引进北大纵横及弘毅咨询对公

司的组织、流程、ERP、供应链等进行全面梳理，奠定了

全面实现信息化的基础。通过IT带动企业管理提升、管

理咨询带动系统升级，从而实现了财务一体化、流程线

上化、系统平台化、管理数字化和数据共享化。

实施智能化管理

2013年，世纪阳光成品库存居高不下，而客户需求

的SKU却常常缺货。如何在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的同时

降低库存？公司聘请国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咨询指导，率

先在造纸行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提升，当年成品库存周

转次数由5次提升至13次，远远高于同行业7.1次的平均

水平；订单交付周期由168小时减少至70小时，为国内同

行业平均142小时的50%以下；客户满意度由80%提升至

98%。

伴随着公司供应链管理咨询的推进，解决企业内部

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一个成品仓

库仅叉车司机就有近百人，而保管员的数量比叉车司机

还多。为降低内部物流和人员成本，公司通过实施EWM

项目，以智能化取代人工操作，使成品库减员160人，比此

前减少73%，年降费用1300万元；成品搬倒从每月8000

吨降至2000吨，每年降低内部物流成本230万元。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企业上下游各环节的业务协

同对信息化、智能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针对采购品

类和采购金额的快速增加，公司战略性地对采购管理模

式进行改革，实施了供应商关系管理SRM项目。项目实

施的当年，降低采购费用3000万元。与原来上线前的效

率相比，整个仓储、采购、财务等减少30%的工作量。

为提升原料进入过程的效率，公司新上无人值守智

能称重系统，简化了计量流程，减少了厂内滞留车辆数

量，精简人员60名，年节费用500万元。

2017年，公司发现，从传统的I T架构到未来的数

字化转型全都需要ERP对接，而传统的SAP  ECC架构

却难以支撑。于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考量下做出了平台升

级的战略性决策，当时，S/4  HANA是SAP最新上市的

基础架构平台升级产品，世纪阳光作为造纸行业第一家

“吃螃蟹”的企业，迎着巨大的挑战，成功进行了业务流

程及系统平台的升级，实现了客户订单的自动交期回复，

由此使订单交付反应时间由4小时变为1小时，承诺达成

率由58%提升至95%，OTDD—客户交付满意达成率由

30%提升至80%，大大提高了客户满意度，为公司运营带

来了巨大收益。

搭建数字化平台

2020年，世纪阳光以“统一、整合、共享、先进、智

能”原则，作出了3到5年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建立一个

“架构一体、应用协同、安全可靠、规范标准、管理统

一、资源集中”的数字化平台，支撑集团管理与产业升

级。

2021年，已完成智能制造基础平台搭建，通过实施

MES智能制造项目，实现了生产执行过程全方位管理覆

盖，对工艺、设备、能源异常提前预警，稳定了生产。通

过实施车间、成本、质量、计划、安环等模块的数字化管

理，年可减少工时7.2万个，年减少纸张打印56万张，节约

费用360万元。同步实施5G项目，通过5G+大规模设备数

据采集，减少维护人员35名，检测效率提升70%，年节费

用350万元。 

在未来3至5年，世纪阳光计划以智能制造平台为基

础，推动中央控制室的搭建，实现远程集控和生产调度。

利用数据中台深入挖掘数据价值，以工艺、能源数据为

切入点，实现业务赋能。以组织变革、业务变革、流程变

革和创新管理方式，将数字化管理成为由“成本中心”向

“利润中心”转变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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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遵守安全生产法，做到有法必依
⊙ 柴计旺1  朱芳芬2   严涛1

（1.浙江耀阳新材料科技公司；2.山东新泉林发展有限公司）

今年6月是全国第21个安全生产月，本年度安全生

产月的主题是“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那么作为造纸行业，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行业安全，大家

都能做到尽职履责，首要任务是什么？关键任务是什

么？——如何遵守安全生产法？做到尽职履责！

第一，守法的前提是知法，那么最新修订版

本的《安全生产法》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守法的前提是知法，历经三次大修的《安全生产

法》，进一步完善了各层级各相关方的责任，其宗旨是

想让所有人员都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是

要全员全过程的尽职履责来达到风险可控，事故减少

乃至杜绝的目的，数据也的确说明了这一点。自2002年

《安全生产法》出台算起，无论是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

的死亡人数和重特大事故的起数都大幅度地下降，其

中死亡人数从历史上2002年的最高峰约14万人，下降到

2020年的2.71万人，降幅达到80.6%；重特大事故起数

从140起下降到2020年的16起，降幅达到88.6%。充分

说明了自《安全生产法》诞生以来，为全国的安全生产

管理提供了法理依据，通过主体责任落实和监管责任履

行，达到了事故降低、风险可控的初步目标。

虽然全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总体上呈

下降趋势,但安全管理形势开始进入一个关键期、稳定

期,如果风险管控稍有松懈,安全生产形势还会出现恶

化，所以对《安全生产法》进行修改,势在必行，重要性

和必要性可见一斑，为安全风险管控及安全执法提供了

有力依据。最新版本的《安全生产法》，进行完善和补

充的共42条，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贯彻安全风险管控新理念

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将党管安全形成了一系列

的理念，写进了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

(2）将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责任追究写进了新的

《安全生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对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责任

风险承担、责任担当等作出新的重大部署。

(3）逐步强化全员安全主体责任体系

①明确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坚持党政

柴计旺 先生

曾历任太阳纸业安全主管、晨鸣纸业

集团安全部部长；现任职浙江耀阳

新材料科技公司EHS总监，具有24年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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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责。

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的行业监管部门，在进行行

业管理的同时监督安全生产及风险管控工作的落实情

况，并将安全监管履职尽责情况列入各行业部门的年度

考核。

③进一步明确了“三管三必须”原则，三管之一是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之二是“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之三是“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④对目前尚未列入监管范围的新兴行业、领域，明

确了责任部门和级别，规避了因责任不清造成的履责不

力的问题困扰。

⑤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企业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再也没有法律

空子可钻。

⑥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要完善好三件基本工作：

一是落实全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三是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4）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应对

①针对餐饮行业近几年频频发生的燃气使用过程

中的爆炸等事故，新法对餐饮、企事业单位食堂等使用

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单位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管理办法，那

就是安装可燃气体监测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的

要求。通过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法理法规的持续改进。

②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对建筑施工、项目承包等相

关方的安全监管要求，要求签订承包合同的同时签订相

关方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职责，并对相关方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风险告知要求，尤其是高

危行业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更需要强化安全监管、安全

协调。

③对承担有关安全生产中介的服务机构提出了报

告公开、过程质量控制、谁签字谁负责，严禁租借资质、

挂靠、出具虚假报告，否则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5）加大对主要负责人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

①安全执法处罚金额越来越高：发生一般安全事

故的处罚由现行法规定的“处20万元至50万元以下的

罚款”，修改为“处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且新法增加了多项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②安全执法越来越严格：既明确了发生事故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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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同时又增加了对生

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危险作业行为的刑事责任界定标

准。

③安全生产违法惩戒力度更严厉，增加了加大安

全生产执法检查的频次和力度、暂停危险行业项目审

批、上调有关工伤、安全责任险保险费率、行业或者职

业禁入等联合惩戒措施。

第二，守法的关键是执行，特别是制造型企业

的细化管理，分解《安全生产法》条款，进行逐项

落实

这里以泉林集团进行举例说明落实情况。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培训宣传

①利用集团公司每周一工作例会，由安全总监带领

公司高层和重点部门负责人逐条学习新安法的内容，并

讲解条款的释义及落实要求。

②组织开展新安法和安全主体责任的公司级、车

间级的专题安全培训；并由公司几个注册安全工程师深

入车间、班组在班前会进行讲解。

③通过公司内部微信群定期不定期发放有关新安

全生产法及安全法规的宣传材料。

④开展《安全生产法》法规宣讲“公开课”活动。

通过钉钉直播平台，组织公司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等，

围绕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内容，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和辅导交流，扩大安全

宣传覆盖面，切实增强安全教育实效。

（2）全员安全责任分解落实

依据“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

原则，结合各部门及人员的岗位职责条例，编制了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涉及公司内所有部门、岗位，明

确安全职责及要求，并通过安全监管部定期和不定期

监督的形式督促履职尽责。同时发动全员参与职责的制

订或修改，这样更能容易让员工愿意去执行。

（3）尽职履责的具体工作展示

具体工作以点带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亲自参加主要负责人安全

培训，亲自参加山东省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八抓”20

项创新举措的学习和考试，每天通过应急管理平台练习

答题，并责成各部门经理和主管人员积极参与安全管理

知识的答题活动。

②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非常重视安全管理队伍建

设，按要求设置了安全监管部，聘任了合格的安全总

监。并充实安全监管部人员队伍，设置了安全专业技术

资格岗位补贴。公司现有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

师、一级注册消防安全工程师若干人，已超过新安法要

求的注册安全工程师配置数量，并在薪资待遇上超出

其他部门同级别人员工资待遇；同时建立了安全生产激

励机制。

③主要负责人对公司危险作业安全措施进行监管。

利用公司可视化网络终端设备和安全作业信息交流微

信群，总经理对集团公司范围内的有限空间、登高、动

火等危险作业进行安全监督，发现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

的，立即通知相关负责人进行整改，达到了对危险作业

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保障了危险作业不危险。

④建立侥幸事故和安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设置

总经理信箱、安全监管部举报热线、安全隐患邮箱等报

告渠道，激励员工及时报告安全隐患。所有员工发现设

备设施及环境的安全隐患和身边存在侥幸安全事件都

可通过平台进行上报，安全监管部专人负责收集、整理，

并将安全隐患及时通知责任部门整改治理，定期落实

对上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故隐患的员工奖励，逐步

形成人人都是安监员、人人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

⑤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公司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并建全了集团公司级、车间级、班组级三级安全宣教体

系。组织大量的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定期落实公司各级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在安全培训宣教形式上不拘一格，有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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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车间主任每月讲安全；有专职安全员每周讲安

全；有员工安全大讲堂；有事故受害者或者家属的以身

说法；有班组安全“晨会”等。通过一系列安全宣教，夯

实了安全基层基础，提升了全员安全意识和能力，使公

司每一位员工“要安全、懂安全、会安全、真安全”。

⑥建立健全公司应急组织，并训练了一支坚强有力

的应急队伍。通过全公司遴选，成立了集团专职应急救

援队，配备了消防车、消防泵、空气呼吸器等专业应急

装备；定期不定期组织应急人员进行应急救援技能训

练，并组织多次无告知火灾、爆炸、有限空间中毒和窒

息等事故的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使应急救援队拉得出、

战得胜！

违法案例

案例1：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职责的事故责任追

究案例。

2021年7月25日，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宣惠河于庄

排污泵站发生一起中毒事故，造成3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228万元。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技术鉴定、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

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提出了

处理意见：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未落实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职责，未认真督促检查本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

未按规定对施工活动和安全生产进行组织管理，未对

作业人员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培训和安全技术

交底及作业风险告知，未按要求为作业人员配备必须的

劳保用品和应急救援物质装备，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2021年7月26日被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采取指定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德州

市德城区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事故责任。

案例2：作业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事故案例。

2022年1月25日，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工业园区内

一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经调查：

火灾原因为员工徐某在未配备任何消防器材和未进行

作业环境安全风险分析的情况下，进行电焊动火作业，

作业过程中不慎引燃周围可燃物引起火灾，事故造成

84000元的经济损失，幸亏未造成人员伤亡。霍邱县消

防救援大队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对因过失引起

火灾的违法人员徐某处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案例3：从事特种作业，未能持证上岗。

2021年9月1日，湖南省宁乡市应急管理局在对长沙

科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

某企业的一名员工无证操作特种设备，依据《安全生产

法》的相关规定，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处罚3.6万元，并

对相关问题限期进行改正。2022年电焊工等特种作业

人员无证上岗、证件过期的企业将面临重罚，情节严重

可入刑！

安全生产是一门科学，它包含人机料法环等多个环

节，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可以完成的，是需要我们全员、

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关注的事项，不能有任何的失

控漏管的环节，不能有任何行事偏颇的队友，才能保证

组织团队整体的结果完美和持续改进，面对日益严峻的

安全追责、问责形势，我们应当学好法规、执行法规、敬

畏法规，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上下同欲，使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提升，取得更好的安全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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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版禁塑令或将为行业带来新机遇
⊙ Fisher International

    近年来，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过度塑料污染及其对环

境的危害，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实施不同程度的禁塑令，试图大幅减少塑料污染。

今年6月20日，加拿大政府宣布计划在年底前禁止

一次性塑料的制造和进口，努力应对塑料垃圾及其对气

候变化的影响。该禁令将适用于由塑料制成的或含有塑

料的包装袋、餐具、吸管和其他食品类器具等，不包括

用于医疗用途的少数例外情况。新版禁塑令将在2022

年12月生效，但实际正式禁止销售上述物品将从2023年

12月开始，中间预留一年的时间，以便给行业足够的时

间过渡和消耗现有库存。

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海岸线上发现的大部分

塑料垃圾都是一次性塑料，每年国内将使用多达150亿

个塑料袋，每天使用1600万根吸管。新版禁塑令实施

后，预计未来十年将减少使用超过130万吨塑料垃圾，

相当于100万个垃圾袋。

此外，加拿大还将在2025年底前禁止一次性塑料

的出口，助力全球减少塑料污染。然而，加拿大绿色和

平组织海洋和塑料运动负责人莎拉·金表示，虽然加拿

大的禁令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政府仍然需要通过不断扩大禁令清单和削减整体

塑料生产来加快禁塑的步伐。

加拿大新版禁塑令也给该国的制浆和造纸行业创

造了新的机会，可以为严重依赖塑料的众多领域提供纸

类包装替代产品。

为了利用这一机会，造纸企业首先需要扩大相关领

域的投资。预计未来原生和再生纸板的需求将继续增

加，因为纸质食品级容器和纸杯在未来五年内将加快取

代塑料的步伐。

据FisherSolve数据显示，对美国来说，每更换560

亿个塑料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饮水杯大约需要75.8万

吨漂白硫酸盐纸板（SB S）。而对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效

应。

为了满足社会对纸和纸浆代替塑料的日益增长的

需求，需要对新产能进行投资。在北美，生产漂白硫酸

盐纸板时，原生漂白阔叶木浆占所有纤维原料的60%-

70%。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加拿大纸企扩大漂白硫酸盐

纸板的生产规模，那么本土企业对阔叶木制浆厂的投

资也可能会增加，当然，针叶木浆产量也可能会有一定

增长，但由于其成本更高，涨幅可能略低。

此外，另一个投资机会可能是再生纤维。目前，由

于大多数纤维都被各种化学品和材料所污染而难以继

续循环使用，因此，有质量保证并获得FDA批准的再生

纤维将受到市场欢迎。

随着需求的增加，纤维资源的投资也将继续增加，

而相应而言，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的确仍有大量可

开发使用的木材资源。此外，随着北美地区苹果和三星

等公司计划从可持续管理的林纸企业采购包装材料，

能取得FSC（森林管理委员会）和PEFC（森林认证认可

计划）认证的纸类品牌也将日益获得客户青睐。

然而，禁塑运动在市场上不断升温，为制浆造纸行

业带来了诸多机遇，但行业参与者也不得不考虑以下问

题：随着纸板和模塑纤维包装的需求增长，对纸浆的需

求也将上涨，那纸浆价格成本过高的程度？全球对于以

纸代塑的新投资进展如何？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的纤

维是否足以支持纸浆和纸板的增长？随着限塑令的实

施以及相应以纸代塑投资的增长，以上都将成为行业亟

待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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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禁塑令能为本国造纸行业创造新的需求吗？
⊙ Fisher International

2017-2018年间，印度每天产生2.6万吨塑料垃

圾，其中只有60%回收利用，其余的最终成为道路、

垃圾填埋场或溪流中的垃圾。仔细观察塑料行业，

印度的一次性塑料行业市值接近8000亿印度卢比，

而且还在增长。包装占印度塑料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70%的塑料包装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垃圾。

未收集的塑料垃圾对印度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和野生动物构成巨大威胁，一次性塑料袋和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容器可能需要长达一千年的时间才能分

解。事实上，自1950年以来，全球产生的91亿吨塑料

中，有69亿吨变成了废物，其中只有9%回收利用，其

余的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和世界海洋之中。

为了解决塑料垃圾问题，印度正在效仿加拿

大等国家，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这项新禁令

于2022年7月1日生效，将受到印度中央和国家污

染控制委员会（Central  and  State  Pol lut ion 

Cont rol  Board s）的密切监管，并且已在国家、

各个邦和地方政府层面发布指令，对从事违禁项目

的行业扣留原材料，不遵守这项新立法将导致最

高10万卢比的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施的刑事后

果。

一些被禁物品主要包括塑料耳塞、塑料旗帜、

糖果和冰淇淋的塑料棒、塑料盘子、杯子和玻璃杯、

塑料餐具、吸管、托盘、塑料包装或包装薄膜、塑料

卡片、烟包、厚度小于100μm的塑料或PVC横幅，

以及塑料搅拌棒等。然而，印度目前的问题是，大多

数本土造纸企业还并不具备生产以上塑料物品的

纸类替代品的能力，而造纸企业不得不在短期内进

行生产尝试。

尽管如此，一些大型快速消费品和农产品公司

已经开始从小包装的果汁和乳制品中去除集成塑

料吸管，并开始转向纸质吸管和其他替代可持续解

决方案。印度生产这些替代品的一些领先公司包括

Parle Agro、Dabur、Amul和Mother Dairy。

每当一项新的立法影响到大部分消费者群体

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该禁令

将对印度的制浆造纸行业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对

纸袋的需求大幅增加；印度每年消耗60亿根塑料吸

管，现在这些塑料吸管将被纸吸管取代；由于纸质

食品级容器和纸杯将在未来五年内取代塑料，原始

和再生纸板的需求和产能将显著增加；增加对新产

能的资本投资以满足新需求。

尽管这项禁令对造纸业来说是积极的，是用纸

张替代一次性塑料的另一个机会，但也存在一些担

忧——即对大多数造纸厂原材料成本上涨的担忧。

在印度，纸浆、化工、煤炭、炉油、运价等关键原材

料价格已经飙升，投入成本压力较大。纸浆、再生

纸和煤炭的采购价格已创历史新高，远高于历史价

格。那么这项禁令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定价？另一个

担忧是印度落后于完全替代一次性塑料的基础设

施。以上都是禁塑令实施后印度造纸行业需要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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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新立法即将出台，瓦楞纸板

包装可持续性逐渐增强  
近期，欧盟委员会准备发布对包装和包装废物立法的修订案，与此同时，欧洲瓦楞纸板制造

商联合会(FEFCO)也发布了一系列比较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包装解决方案的三项科学研究。这

些研究强调了可持续包装在欧盟绿色协议背景下的重要作用，发现回收包装（例如瓦楞纸板包

装）通常比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例如塑料）更能保护环境，并得出结论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包装解决方案。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多个行业希望增加包装重复使用。因此，FEFCO通过科学研

究项目评估了可回收包装和可重复使用包装在不同市场和包装应用中对环境的影响，并对二者

进行了对比。

研究主要包括对新鲜水果和蔬菜运输包装的生命周期评估(LCA)、电子商务包装价值链的

热点分析以及对欧洲循环经济中的包装回收和再利用提供批判性观点的白皮书。这几项研究由

欧洲某独立咨询公司和一家研究机构进行，并由三名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进行同行评审。

首先，生命周期评估重点比较了在840km的距离内，使用可回收瓦楞纸箱和可重复使用的塑

料板条箱(RPC)运输一吨新鲜水果和蔬菜的环境足迹。此外，根据ISO 14040和ISO 14044标

准，使用已建立的数据库、行业数据和现有科学文献，还对每种包装解决方案的15个环境足迹

影响类别进行了评估。

生命周期评估结果显示，在15个环境足迹影响类别中，可回收瓦楞包装纸板在10个类别中

的性能优于可重复使用的塑料板条箱，对于气候变化，瓦楞纸箱的影响比可重复使用的塑料低 

28%。该研究还发现，可重复使用的塑料需要完成至少63次重复使用才能或者比可回收瓦楞纸箱

更好的环境表现。此外，敏感性分析也评估了在14种不同情景下两种包装对环境的影响，结果相

似，瓦楞纸箱包装在13个情景指标中的表现更佳。

第二，电子商务价值链热点分析，侧重于通过分析电子商务供应链在欧洲交付小件个人物品

得出相应结果。该分析使用48项现有科学研究手段，确定了电商包装价值链中容易对环境造成

影响的生命周期阶段或“热点”阶段。首先确定的第一个容易影响环境效益的热点是电商包装纸

箱的实际使用次数，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官方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很难确定该过程的实际参数。不

过，从本质上讲，实现尽可能多的回收是可重复使用包装减少其对

环境影响的关键因素。第二个关键生命周期阶段与物流参数有关，

例如存储和运输距离。由于行业对电子商务供应链的复杂性尚未

完全了解，这意味着其潜在的环境影响通常高于预期。排名第三的

热点问题是包装中使用的回收材料的百分比。然而，与第一个热点

类似，关于可重复使用塑料包装的回收成分的详细数据仍然无法

获得。

第三，该项目对包装回收与再利用进行了全面审查，发布了提

供批判性观点的白皮书。白皮书强调了瓦楞包装等可回收包装的重

要性以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白皮书还得出结论：行业应更多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解决方案，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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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仅仅从废物预防的角度考虑，这表明现有的废物层次结构需要改变，更好地反映生命周

期思维。现有研究表明，在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解决方案之间进行选择时，没有明显的最

佳选择，因为结果因具体情况而异。

此外，FEFCO提出，欧盟委员会即将出台的包装和包装废物指令应支持行业通过绿色转型，

使包装更具可持续性和循环性。为了对该立法进行可信和现实的修订，设定的目标和措施必须基

于科学证据，以确保每种包装应用都最适合保护产品和环境。

俄罗斯食品生产商希望政府帮助解决食品包装短缺

问题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市场的食品包装材料不断涨价，部分地区已增长40%-50%，食品业者

希望俄罗斯政府批准食品包装新标准。据悉，新标准将更加灵活地制定包装尺寸方面的要求，减

少对包装标签尺寸的要求，并增加特定产品的包装尺寸要求。新标准的实施旨在帮助食品生产商

解决制造过程中包装纸张、纸板和其他原材料的短缺问题。目前，新标准正在等待俄罗斯联邦

技术监管和计量局（Rosstandart）、工业和贸易部以及农业部的评估和审核，正式实施日期暂

未透露。

Essity投资兴建新废纸回收厂，提升环境效益
8月初，英国卫生纸制造商Essity宣布计划建造一个新的纸张回收工厂，取代该公司已运营

50年历史的回收厂。该项目总投资约为3000万英镑（3650万美元）。

项目经理Paul Oliver表示：“过去的几十年里，旧的回收工厂为我们公司及客户都提供了很

好的服务，但随着科技进步，它和它所容纳的设备都已经到了使用年限，因此新回收厂的建立十

分必要。Essity致力于打造更可持续的未来，一直致力于在我们的卫生纸和纸巾生产中使用一定

份额的回收纸，产品中高比例的再生纸也受到超市顾客和具有环保意识购物者的欢迎，此次新工

厂的建立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环境效益。”

波兰Janmar Centrum开设新工厂，进一步提升产能
波兰包装纸板及纸盒制造商Janmar Centrum在该国中部的Stryków开设了一个新的纸板

工厂，进一步提高公司制造能力。新工厂位于Segro物流园区内，总面积约为7,300平方米，目前暂

未透露投资额。

Janmar Centrum成立于2000年，每年加工约1.7亿平方米纸板，主要为汽车、电子、家具、

机器以及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客户服务。

荷兰纸箱生产商FOLBB启动新一轮投资
荷兰纸箱制造商FOLBB宣布已启动一项筹备多年的投资计划，致力于升级和提高其位于荷

兰Eerbeek工厂的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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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声明中表示，Eerbeek工厂主要生产瓦楞纸板以及加工为成品纸箱，此次投资将重点

改造纸机的压榨部，采用新式靴压取代原有的压榨设备。此外，用于烘干纸板的红外线烘干装

置将同时进行升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

为了进行升级改造，该工厂的生产活动将从今年9月13日起暂停一个月。

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发布第二季度箱板纸季度报告
8月1日，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AF&PA)发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美国箱板纸季度报告。报告显

示，与2021年第二季度相比，今年第二季度箱板纸总产量同比增加了2%，前六个月总产量同比增加

了2%。与2021年第二季度以及年初至今相比，箱板纸的新供应量（国内生产加进口）都基本持平。

其中，第二季度挂面纸板开工率为94.3%，比上一季度上升1.5个百分点；瓦楞原纸开工率为

96%，比第一季度下降0.6个百分点。

Paper Excellence收购Resolute，继续拓展北美业务
7月6日，北美Paper Excellence集团宣布已通过其全资子公司Domtar集团和全球林产品公

司Resolute签订协议，将收购Resolute所有已发行普通股。自从2021年5月Paper Excellence

收购Domtar之后，今年又收购Resolute，将进一步扩大北美事业版图。

Resolute是全球领先的新闻纸生产商，也是北美最大的零售传单和杂志的纸张生产商，产

品线涵盖商品浆、生活用纸、木制品和纸张，客户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在美国和加拿大拥

有或经营40多家纸厂和配电厂。

交易完成后，Resolute将成为Domtar的全资子公司，继续以Resolute的名义运营。

Resolute管理团队将留在Resolute总部，工厂和工作岗位一并保留。Paper Excellence也将继

续支持Resolute管理层的现有增长战略，专注于对其木材和纸浆业务的战略投资，最大限度地

提高纸张和生活用纸业务价值。并计划开展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拟将Resolute位于魁北克省的

一家新闻纸厂转产包装纸。

Resolute的重要股东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已签署投票和支持协议，并支持该交

易。截至今年7月5日，该股东持有Resolute已发行股份的40%。除股东批准外，该交易还需获得适

用的监管批准并满足某些其他惯例成交条件。该交易预计将在股东和

监管机构批准后尽快完成，目前预计将于2023年上半年完成。 

对此，Resolu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emi G. Lalonde说道：“通

过这项交易，Resolute获得了更多的工具、资本和机会，将加速自身增

长，这对员工和公司经营所在的社区都是有利的，我们将继续保持负责

任的态度，以关怀和信任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生产经营。我们将共同组成

一个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多元化森林产品公司，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关

心员工和社会。”

此外，集团还计划与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一所或多所大

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纤维基生物材料领域进行创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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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Excellence目前业务包括纸浆、特种纸、印刷书写纸和包装纸的生产，年产能超过

700万吨，在美洲和欧洲的近40个地点拥有超过10000名员工。结合Resolute的现有产能，如交易

成功，Paper Excellence浆纸部分的年产能将达1000万吨。

乔治亚·太平洋投资5亿美元继续扩建Broadway工厂
7月底，美国造纸和纸浆巨头乔治亚·太平洋（Georgia-Pacific）宣布，该公司位于美国威

斯康星州的Broadway工厂正在进行扩建，总投资5亿美元。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投资预

计将显著扩大公司的零售生活用纸业务，包括消费纸巾和纸手帕业务等。

这些投资将包括新增一台使用热风干燥的TAD纸机，并增加相关的加工设备和基础设施，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高端生活用纸品牌。该项目预计将于2024年完成。

制造商的数据显示，作为Broadway工厂扩建项目的一部分，将创造100多个新工作岗位。该

工厂目前拥有约850名员工。

Heinze l集团与Pa racel巴拉圭纸浆厂合作，投资桉木

浆新项目
7月26日，Heinzel集团宣布与Paracel SA签署投资协议，成为Paracel南美巴拉圭造林和纸

浆厂项目的战略股权投资者。项目完成后，Heinzel将持有Paracel 25%的股份。

根据协议，Paracel计划在巴拉圭的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每年生产180万吨桉树浆，

该公司拥有的林业资产超过18万公顷。自2018年底项目启动以来，已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已在巴拉圭西沙种植了超过16,000公顷的森林，完成了纸浆厂的设计，获得施工许可

证，并完成了所需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此外，作为世界上主要的造林项目之一，该项目还完成

了种植一亿多棵树的碳汇效应的记录。

Heinzel集团表示，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开创性的可持续林业和纸浆生产项目，并且会贡献

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在全球纸浆市场的长期经验，与Paracel集团实现共赢。

澳大利亚纸箱制造商Opal开设新工厂
7月底，澳大利亚纸板及纸箱生产商Opal宣布，其在沃东加（Wodonga）的第一家区域工厂将

于2023年10月投入运营，沃东加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东北部，工厂员工人数为76人，建筑面

积48,000平方米。

Opal总经理克里斯戴利表示，正式运营之前，公司开展一些培训和发展计划，帮助当地社区

加快发展脚步。工厂将于明年第三季度开始调试，人员招聘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启动。

Opal是日本制纸（Nippon Paper）的子公司，主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业务，是澳大利

亚市场领先的纸类包装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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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结合，制备适宜当地环境的复合肥，最终实现秸

秆的全效化综合利用。下一步，公司将在北疆建设一

个百万吨级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园，计划总投资约65

亿元，分两期建设，秸秆利用总量将达180余万吨，

约占全疆生物质总量的10%，可使农民每年增收1.1亿

元，解决就业近千人。

开机仪式暨签约仪式在石河子市国力源环保制

浆有限公司举办。中国低碳产业投资中心（新疆中

心）与该公司签订百万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园投资战

略合作协议；深圳奋达新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该

公司签订股权投资意向书；新疆经发明德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与该公司签订股权投资意向书。

当天，参与活动人员参观了该公司抄纸生产车

间，实地了解绿色循环经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工程）的设备配置、工艺流程和投产情况。

德州泰鼎新材年产30万吨白卡纸项目
投入运营

本刊讯（钟华 报道) 7月19日，德州泰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涂布白卡纸新旧动能转换

工程项目一次性开机成功，这是该公司首条白卡纸生

产线。

该项目为公司原八车间纸机，幅宽4800m m，车速

600m/min，原来每年可生产高强瓦楞原纸约10万吨。

新项目在该生产线的基础上，改造升级原生产车间内

系统设备，引进当前国际先进的工艺设备和自动化控

制技术，极大地保证了产品品质，提升了产品档次。同

时，配套建设固定存储能力1.3万吨的智能仓库。

正达纤科高浓打浆系统在广西贵港龙
派顺利投产

本刊讯（正达纤科 消息)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高浓打浆系统于2022年7月中旬在广西贵

港龙派纸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顺利投产运行。这

是目前广西地区生活用纸行业首次采用正达纤科最先

国力源绿色循环经济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9万吨一期工程）开机

据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月12日，新疆石河

子市国力源环保制浆有限公司绿色循环经济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一期工程）开工仪式暨投融资签约仪式在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举行。开工仪式由兵团第八师石

河子市党委常委、八师副师长王瑞玲主持，兵团第八

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八师政委鄂宏达，石河子市国

力源环保制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文臣参加仪式。

鄂宏达在致辞中表示，石河子市国力源环保制

浆有限公司绿色循环经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

程）的开机，预示着师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开启。希望

通过该项目的开机，依靠新疆的能源、资源科技成果

的研发和转化，依托企业和研发机构、科研院所以及

各类基金、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全力配合，共同探

索出一条新疆和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

唐山宝业实业集团董事长，石河子市国力源公司

董事长韩文臣介绍，绿色循环经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年产9万吨一期工程建设历时14个月，以秸秆为原料，

生产高端工业包装用纸、食品级包装用纸。生产系统

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可加工成生物质燃料。后续，公

司还会将部分固体废弃物与生物质锅炉的炭基残渣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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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第三代高浓打浆系统，系统由双圆网浓缩机、高

浓磨浆机、散料输送螺旋及无人值守全自动控制系统

组成。

一台高浓磨即可满足纸机日生产200吨纸，无须

串联低浓磨和匀整磨。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龙派实

业集团凭借正达纤科高浓打浆系统对短纤（包括竹

桉浆、桉木浆、甘蔗浆等湿浆）的处理优势，生产卫生

纸、餐巾纸、擦手纸等，在成纸各项指标合格的前提

下，有效降低竹桉浆配比20％-30%，打浆能耗降低15

千瓦，可实现全桉木浆生产卫生纸卷；手感改善明显，

成纸掉粉下降，白水中细小纤维含量减少，卷取率提

升2%，纸机车速提升，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玖龙纸业（北海）三条生产线造纸车间
完成打桩

据《广西日报》报道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双百

双新”项目，玖龙纸业（北海）项目总投资350亿元，

建成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00亿元，年税收30亿

元。项目总占地面积约4877亩，分两期建设，将年产

245万吨浆、550万吨各类包装纸及环保科技型包装

印刷上下游产业链。

项目自2021年12月动工以来进展顺利，目前造纸

P M48、49、50三条生产线造纸车间已完成打桩，P M48

上料、制浆、机修等车间已开始厂房施工；配套热电

主厂房、固废炉、碱炉汽机桩基础已开始厂房施工。

办公楼及食堂、生活区9栋宿舍楼及体育馆正在建设

中。

宜宾纸业拟新建三条共计69万吨的浆
纸生产线

本刊讯（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消息) 近日，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公示了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结构技改

扩能项目情况。

该技改项目包括新建一条年产25万吨的化学竹

浆生产线（本色浆+漂白浆）、年产20万吨的化学机

械浆生产线（本色+漂白）、新建一条年产24万吨的

本色生活用纸（原纸）生产线及后加工生产线；建

设800(+15%/-20%)t d s/d碱炉2台，配套一台C B20-

6.2/1.27/0.69抽背式汽轮发电机组（配20M W发电机

组）；对锅炉配套C C35-8.83/1.47/0.69抽凝式汽轮

发电机组进行改造，改为C B16-8.83/2.0/0.6抽背式

汽轮发电机组（配16M W发电机组）。同时调整现有工

程的15万吨/年化学浆生产线（漂白）产品方案，调整

后形成年产12.61万吨漂白化学竹浆和2.39万吨本色

化学竹浆的生产能力；同步调整原食品纸车间和生活

纸车间的产品方案。

本次技改项目在当地龙飞路北面、进港路西面征

地1160.28亩，新征地全部位于长江“10年一遇洪水

位岸线退让1千米”以外。

东莞玖龙纸业60万吨热磨木纤维项目拟
建新变电站

本刊讯（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消息) 玖龙纸业（东

莞）有限公司原料变更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原料技

改项目）位于东莞市麻涌镇麻二村玖龙纸业（东莞）有

限公司厂区内，占地面积约4325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15亿元，距离海龙电厂最近距离约650米。项目公用设

施依托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现有工程，建成后年

产热磨木纤维60万吨/年。项目用电包括热磨木纤维车

间及废液蒸发浓缩车间，平均用电负荷69.8646M W，根

据“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原料变更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内容，项目建成后新增用电量约 

3.12×108kW·h/a。

为满足技改项目的新增用电需求，玖龙纸业拟在项

目建设区域东侧新建110kV变电站1座，为原料技改项目

配套工程。变电站采用110kV电压等级接入系统，本期及

终期一回就近接入海龙电厂110kV母线，与电网连接。

理文泸州年产110万吨浆纸全产业链
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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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泸州发布 消息) 7月29日，理文泸州年

产110万吨浆纸全产业链项目签约仪式在四川泸州举

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洪波，中国欧洲经济

技术合作协会副理事长潘锋，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局长

吴政平，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先河，香港理文造

纸执行董事李浩中、叶向勤出席活动。

理文泸州项目建设年产30万吨化学浆、40万吨生

活用纸、40万吨后加工生活用纸生产线，以及电商销

售和配套物流园，建设工期18个月，计划总投资110亿

元，其中外资12.2亿美元。

项目投产后，提供直接就业岗位和间接就业岗

位约3000个，带动相关销售及快递行业超过5万人就

业，预计带动竹区群众年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据悉，该项目可实现从“一片竹”到“一张纸”全

产业链发展、从卖原材料到卖产品和品牌转变、从卖

低端产品到卖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精品转变，是

泸州建市以来最大外商投资项目，也是今年以来全省

签约的最大规模外商投资项目。该项目将有力推动泸

州乃至全省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加快推动全

省由竹资源大省向竹经济强省跨越作出积极贡献。

金红叶纸业（南通）拟扩建126万吨高
档生活用纸产能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日前，金红叶纸业（南通）

有限公司新的生活用纸扩建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公示。

根据集团发展规划，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成立了金红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通公司”）。南通公司位于如东产业园，目前已投资建

设“APP如东基地年产78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一

阶段年产24万吨高档生活用纸工程正在开展竣工环

保验收。首台纸机于2021年6月26日顺利开机试生产，

今年计划一期全面投产。

鉴于中国目前生活用纸需求旺盛并保持消费增长

的趋势，以及集团内部对未来造纸产业的规划布局，

南通公司拟投资1393423万元，新增用地2167.19亩，

在如东产业园扩建“A P P如东基地年产126万吨高档

生活用纸项目”，项目新增126万吨/年高档生活用纸

生产线、66万吨/年生活纸后加工生产线，同时建设

38.68亿片/年卫品生产线。主要建设10条6万吨纸机

生产线、22条3万吨纸机生产线、19条卫品生产线及

配套的公辅工程、环保工程等。

安德里茨将向山鹰纸业（吉林）提供全
套OCC浆线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国际技术集团安德里

茨获得来自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的订单，将向

其位于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的工厂提供全套O C C浆

线，包括纤维回收和浆渣处理系统。预计在2023年第

二季度开机。

这条O C C浆线设计产能为950绝干吨/日，以当地

O C C为原料生产瓦楞原纸，其独特的工艺配置，将满

足用户对高效节能生产的要求。

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镇亮先生说：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总投资达112亿元，用以制浆和

工业包装纸的生产。这个项目可为当地提供2000多个

工作岗位，通过利用当地农作物秸秆进行生产，实现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专业的O C C制浆技术、众多的成

功案例和理想的节能生产方案，是我们选择安德里茨

的决定因素。”

华旺科技：30万吨特种纸项目落地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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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慈湖高新区

本刊讯（鞠华 报道) 7月14日，华旺科技发布公

告，由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华旺投资建设的年产30万

吨高性能纸基新材料项目正式落地安徽马鞍山慈湖

高新区，项目于当日上午完成签约仪式。项目占地150

亩，总投资25亿元。本次投资是继公司于2018年首次

牵手慈湖高新区投资30亿元后，再度于慈湖高新区落

地新项目。

公告显示，本次投资的年产30万吨高性能纸基项

目位于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计划分两期

建设，主要生产高品质食品级用纸、医疗级用纸、工

业用纸等各类新型纸基材料。该区域位于马鞍山市北

部，北起苏皖省界，西濒长江岸线，地理位置优越，区

位优势明显，符合产业发展规划。

本次华旺科技投资建设30万吨高性能纸基新材

料项目，将公司产品品类从装饰原纸扩充到高品质食

品级用纸、医疗级用纸、工业用纸等各类新型纸基材

料，公司产品领域进一步扩宽，产品技术水平得到提

升，对下游市场议价能力也所有增强。

华旺科技表示，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结

合自身优势和与当地资源相结合，拓展公司特种纸产

品的种类，巩固和提升公司在特种纸领域的行业地

位，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及整体竞争力，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

利益。

两条安德里茨化机浆线升级改造通过
广西金桂的最终验收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国际技术集团安德里

茨近期获得A P P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两条P-R C 

A P M P（一段磨前后进行化学预处理的碱性过氧化氢

机械浆）化机浆线升级改造项目的最终验收证明。

这两条制浆线由安德里茨在2010年供货，是安德

里茨首次向A P P供应的化机浆线。经过此次改造，机

械浆的产能得到显著提升，可满足客户新建的板纸生

产线对机械浆大幅度增加的需求。

项目包括对木片预处理系统的改造以提高化学

药品预浸效果、为现有的高浓磨浆段配置先进的进

料系统确保均匀进料和更高产能。新型纤维/蒸汽分

离系统通过最佳的蒸汽回收效果和更低的纤维损失

实现最佳能效。

两条制浆线的成功开机，有赖于金桂团队与富

有经验的安德里茨中国团队在现场的合作，以及安

德里茨欧洲专家的远程指导。

青山纸业计划建设20万吨/年化学竹木
浆生产线

本刊讯（鞠华 报道) 福建青山纸业计划新建

20万吨/年化学竹木浆生产线。近日，福建省三明市

沙县区对该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根据公示，青山纸业于2015年经沙县经信贸易

局备案（闽经贸备[2015]G10006号）的“年产50万吨

食品包装原纸技改工程”(以下简称“原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已于2015年由原福建省环境保护厅授权

原三明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明环审[2015]44号)，该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为：（1）将原有3＃机年产20万吨高

强瓦楞原纸生产线改造为年产20.23万吨普通食品

包装原纸生产线；（2）扩建25万吨超声波浆生产线

(配套食品包装原纸制浆20万吨)；（3）扩建30.6万

吨涂布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

青山纸业在获得该项目环评批复后，于2016年

下半年完成3＃机及配套工程改造。但是，由于专利

成果转化及原料和市场等诸多原因，青山纸业于

2017年申请变更了原项目建设方案并于同年获得原

沙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备案变更批复，将建设内容

由原来的“3＃机及配套改造，扩建25万吨超声波制

浆及30.6万吨涂布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配套建设

超声波车间、碎浆车间、涂布食品包装原纸车间、

仓库及原料堆场”变更为“3＃机及配套改造，扩建

20万吨竹木清洁制浆生产线及配套高效碱回收系

统”，即不再建设30.6万吨涂布食品包装原纸生产

线，并将原超声波制浆线调整为20万吨化学竹木浆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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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变更计划，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3＃机及配

套改造工程已于2016年完成；二期工程为扩建20万

吨竹木清洁制浆生产线及配套高效碱回收系统，其

中二期配套高效碱回收系统已于2021年以“碱回收

技改项目”单独立项（闽工信备[2021]G100064号），

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已于2021年获得三明市生态环境

局批复（明环评函[2022]3号）。

根据此次公示，青山纸业现拟实施二期技改工

程——竹木清洁制浆生产线项目，将原设计25万吨

超声浆线(配套食品包装原纸制浆20万吨)调整为20

万吨化学竹木浆线，属植物制浆等量替代，未新增

企业植物制浆能力。

四川金田纸业拟建11万吨/年木纤维
机械浆代替废纸浆

本刊讯（金田纸业 消息) 近日，四川金田纸业

11万吨/年木纤维机械浆代替废纸浆项目进入环境

评价阶段。

项目在原有厂址内建设，主要建设一条11万吨/

年木纤维机械浆代替废纸浆生产线及基础设施，并

购置安装相关设备。项目建设用地3300米2，总建筑

面积5400米2，主要建设有废木料堆场、木料削片车

间、木片堆场、制浆生产车间等。

项目采用热磨木片机械法生产工艺，通过外购

废木料经切片、加热软化、机械碾磨、筛选工序后得

到成品木纤维机械浆。项目年产11万吨木纤维机械

浆，用于代替原有60万吨再生纸项目60万吨/年废纸

制浆能力中11万吨/年的废纸浆，作为添加剂用于原

有60万吨再生纸项目灰板纸的生产，可有限降低灰

纸板的生产成本、增加成品灰纸板强度。原有60万

吨再生纸项目废纸碎解、制浆、造纸工艺均不改变，

技改前后产品产能不变。

管理运营

两位院士领衔！岳阳林纸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揭牌

本刊讯（张伟 陶敬 报道) 7月4日，岳阳林纸举

行“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创新研讨会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义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

西大学王双飞教授为技术顾问。岳阳林纸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蒙向吴义强、王双飞颁发岳阳林纸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技术顾问聘书；岳阳林纸总经理李战与两

位院士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协议。

大连工业大学副校长安庆大教授、大连工业大学

周景辉教授、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房桂

干研究员、长沙理工大学马乐凡教授、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黄一磊博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院士工作办公室

蔡旭伟等专家共同参与科技创新研讨会，提出指导意

见，并参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叶蒙感谢与会专家支持与指导企业创新发展。他

表示，岳阳林纸作为国务院国资委首批国企改革“双

百企业”，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等创新平台，建立岳阳林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聘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公司技术顾问，是加快科技创新

的重要举措，有效促进自身科技创新量的积累和质的

跃升。

叶蒙希望，一是抓住国企改革机遇，促进科技

创新转型与提质。围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快科技

创新步伐，以“国家级技术中心”为依托，推进技术

机构变革，建立管理、支撑、研究、开发四级平台，突

出技术研发主责主业；对标行业一流企业，坚持以科

技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瞄准行业前沿技术，推

动校企产学研有机融合、联合创新，引进与开发新产

品、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攻关企业发展关键技

术，形成企业牵头、院校支撑、人才协同的多元化平

台，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岳纸诞生、先进产业在岳纸壮

大。二是抓住企业发展机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聚焦企业“大生态”产业格局，坚持差异化发展

策略，打造“专精特新”优势产品，不断提高企业竞

争力；借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西大学、大连工业

资讯·
iNForMatioN

70
第43卷第15期 2022年8月



布公告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的总收益为96.80亿港

元，同比增长6.6%。毛利受到原材料、能源及运输等

生产成本压力的负面影响，同比下降8.7%至31亿港

元。对此，维达集团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多次调

整价格以缓和成本压力，同时也严格执行支出管理及

持续优化产品组合等措施，确保毛利率保持于32.0%

的稳定水平。

净利润6.38亿港元，同比降低34.1%；每股基本

盈利下降34.2%至53.0港元。

生活用纸业务方面，2022年上半年收益为79.63

亿港元，同比增长6.1%，占集团总收益的82%；毛利率

为31.6%。造纸设备设计年产能达139万吨，包括已开

展试运营的华南、华东及华中造纸产能扩张，以应对

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位于马来西亚的新东南亚区域

总部，以及其先进制造和创新中心的建设工程正按计

划进行，预计于2022年内落成。建筑和关键设施已经

完工，成品仓库已开始运营。新的区域总部将有效加

强集团在东南亚区域的供应链覆盖，更好地支持集

团在东南亚的业务发展。

在中国内地市场，集团首发P O W E R-X T M技术产

品——维达可水洗厨房纸巾，这也是市场上首款同类

产品。过去半年，集团坚持研发创新并推出一系列新

品，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高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如

维达棉韧奢柔纸巾、Tempo得宝Lotion面纸、7倍吸收

能力的Temp o得宝Flash闪吸厨房纸巾。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市场，新推出的维达4D Deluxe湿厕纸和采用

FabricAir™技术的Tempo万用厨房纸巾也获得了消费

者的积极反响。

尽管面对疫情的压力，基于疫情下公共卫生意识

提高的推动，多康的业务在中国内地市场继续稳步推

进。2022年上半年，多康的专业卫生解决方案在全国

各地新增超200个地标级使用场所，覆盖商业物业、

国际机场、酒店、体育中心、公共卫生间等领域。

恒联集团永新纸业成功入选2022年
科技型中小企业

本刊讯（邵彬 报道) 6月22日，山东省2022年度

大学等高等院校资源，引进培养一批技术人才，加大

考核激励力度，提高科研经费比重，打造高水平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建立技术（技能）核心人才库，选拔

“尖子生”深耕专业领域。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面

向公司全体科技工作者公开招聘攻关负责人，突破卡

脖子的关键技术，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科技创新研讨会上，专家智囊团建言献策。吴义

强表示，结合岳阳林纸区位优势、林业优势，培育发

展先进功能材料和生物能源，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落

地，助力生态农林发展，探索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新路径；在“挂榜揭帅”等模式上，结合国家、地方

政府文件精神，有效沟通衔接，打造科创品牌典范。

王双飞点赞岳阳林纸科技创新成果，表示将充分

利用岳阳林纸提供的创新平台，结合企业发展需求，

在制浆造纸、废水处理等方面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

势，帮助企业吸收转化高新技术成果，推动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安庆大、周景辉、房桂干、马乐凡、黄一磊、蔡旭

伟等专家教授聚焦绿色智造，围绕技术研发、绿色低

碳、节能环保、人才培养等方面建言献策，面对面为

企业科技创新出主意、提建议、引资源，搭建从技术

强到产业强、再到发展强的“双向桥梁”，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创新力量与技术支撑。

维达国际预计2022年上半年总收益
96.80亿港元

本刊讯（陈顺全 报道) 7月20日，维达国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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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公布，恒联集团永新纸业

公司顺利入选该名单。

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认定由科技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负责指导、管理和监督，对企业的核心自

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发组织管理水平

及各项成长性指标有着严格要求，除了要考察企业整

体经营业绩之外，更着重对企业创新研发管理水平、

产品技术含量、成果转化能力、成长性、质量保证等

重要指标的考察，评审过程严格而苛刻。

永新纸业公司凭借优秀的创新能力、卓越的成果

转换能力、健全的规章管理制度等综合实力获得2022

年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认定。按照相关规定，公

司将获得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各项优惠政策。

永新纸业公司创建近30年来，全心专注于薄页纸

市场的开发与改进，在全国薄页纸市场拥有较高的市

场份额，为薄页纸市场稳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

为学习型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永新纸业尤其重视人才

引进与培养，注重向社会招聘具有较高素质的有实际

经验的人才，使企业获得持续、稳定发展。此次通过

山东省科技型中小型企业认定，也充分体现了永新纸

业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岳阳林纸：国内首个《城市绿地碳汇项
目方法学》通过专家评审

本刊讯（刘成鹏 报道) 7月15日，国内首个《城

市绿地碳汇项目方法学》在北京通过专家评审。该方

法学由岳阳林纸所属诚通凯胜、森海碳汇共同开发，

北京林业大学技术支持，打通园林资产新“碳”路，

盘活城市绿地存量资产。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低碳认证处、中国林学会、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绿色交易所等六位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组经过

认真评定，认为该项成果填补实施减排增汇技术的

城市绿地碳汇项目方法学的空白，具有创新性和引领

性，为市政园林行业构建出全新的“碳汇”价值链，

提高城市生态产品附加值。 

森信纸业集团拟更名为建发新胜浆纸
有限公司

本刊讯（森信纸业 消息) 森信纸业集团发布

公告，该集团建议将该公司的现有名称由“S a m s o n 

Paper Holdings Limited”变更为“C&D Newin 

Paper & Pulp Corporation Limited”，并采纳

“建发新胜浆纸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的新中文名称

(仅供识别)，以取代其仅供识别用途的现有中文名称

“森信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森信

纸业集团同时发布公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对森信纸业集

团的收购，取得了森信纸业集团的控制权，同时随着

本次交易完成，森信纸业集团自2020年7月2日在联交

所停牌后也终于迎来复牌。

森海碳汇与湖北通山签订林业碳汇开发
合同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7月26日，森海碳汇与

湖北省通山县指定平台公司，签订《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林业碳汇合作开发合同》。森海碳汇董事长易

兰锴委托副总经理宋国宝出席签约仪式。合作标志着

岳阳林纸践行国家双碳政策又写下浓墨重彩一笔，

森海碳汇在林业碳汇开发上的又一里程碑。

此次开发项目面积约为200万亩，位于湖北省咸

宁市通山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5.55%。近年来，通山

县坚持履行“山通水富、绿色发展”目标，一直致力于

让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林业大县

底蕴更厚。此次与森海碳汇深度合作，实现双方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效共赢”。

森海碳汇目前布局22个省市，正式签约合同面积

3250万亩，持续“碳”索森林碳汇、海洋碳汇、耕地碳

汇、草地碳汇等方法学，加强全域开发合作模式，走

好每一步“碳脚印”，攻克每一个“碳壁垒”，解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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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碳难题”，紧跟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为完成

年度利润目标交上满意答卷。

老挝国会副主席顺通·赛雅佳视察太
阳纸业老挝公司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7月31日，老挝人民革命

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老挝国会副主席顺通·赛雅佳，

沙湾拿吉省委副书记、省国会主席弓盖欧·弥沃拉加

和部分国会代表30余人莅临太阳纸业老挝公司视察

指导工作。太阳纸业副总经理陈文俊陪同。

视察期间，陈文俊对顺通副主席及老挝国会给

予企业的关心与指导表示衷心感谢。他向客人介绍了

老挝公司的建设情况和发展规划，感谢老挝各级政

府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企业将坚持创新驱

动，坚持绿色循环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

百姓脱贫致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顺通副主席在听取陈文俊的情况介绍后，高度赞

扬老挝公司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感谢公司对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疫情防控作出的贡献。

她赞同公司推广发展的合作造林模式，可以增加百姓

收入，帮助他们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在了解到生态高

效产业园区的建设规划时，她给予高度评价。

顺通副主席在陈文俊的陪同下，参观了30万吨溶

解浆和80万吨包装纸生产线，对公司规模化、自动

化、智能化的生产线赞不绝口。她赞同公司人才本地

化战略，在生产现场同老挝籍员工进行亲切交谈，对

公司培养老挝籍技能型人才表示肯定。她希望公司

再接再厉，继续为老挝的发展作出贡献。

青山纸业沙县有机竹林项目通过2022
年度认证审核

本刊讯（兰国标 报道) 根据福建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的需要，2021年公司联合

沙县区青州、郑湖、富口、高桥等乡镇部分竹林业主

进行了有机竹林认证，面积5.5万亩，于2021年8月通

过了北京爱科赛尔的欧标、美标两种有机认证。2021

年10月公司的浆粕生产系统进行了O C S有机生产认

证，至此公司完成了从有机毛竹原材料到有机浆粕

产品的全产业链覆盖认证。

青山纸业有机浆粕产品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有利

于公司继续推进天丝项目，提升产品影响力和盈利水

平。2022年上半年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次有机浆粕

的生产及销售工作，后续将根据订单情况排产。2022

年7月6日-8日，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对公司沙县有

机竹林项目进行了年度审核，对分作业现场、作业人

员、生产销售、内业材料等项进行了逐一审核，对公司

沙县有机竹林项目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推荐公

司欧标、美标有机认证通过2022年度审核。

齐鲁工大—华熙生物“生物活性物技术
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本刊讯（齐鲁工业大学 消息) 7月17日，华熙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在长清校区举行共建“生物活性物技术研究中

心”签约仪式。副校（院）长杨美红，生物基材料与绿

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嘉川，华熙生物副总经

理刘爱华，华熙生物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郭学平出

席仪式。校（院）科研管理部、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

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工程学部相关负责人参加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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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上，杨美红简要介绍了校（院）科教融

合五年来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她指出，校

（院）一直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深化产学研融合，主

动服务企业需求。希望相关部门及团队能加强沟通、

攻坚克难、实干高效，推动项目尽快产业化。陈嘉川

充分肯定了华熙生物为全球玻尿酸技术创新及产业

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华熙生物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发

展与校（院）“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发展理念一致，为

双方推进多项项目合作、共建研究中心打下坚实基

础。

刘爱华对校（院）长期以来在人才培养、技术研

究、科研平台共建方面给予华熙生物的支持表示感

谢。她希望华熙生物与校（院）的合作成为产学研合

作的典范，不断提高生物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共同推动山东省生命健康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郭学平指出，要将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一流

的、领先的产学研基地，推动专家教授们的科研成果

转化，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技术和产品，创造更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双方合作内容，依托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联

合共建“生物活性物技术研究中心”，同时推进多个

项目研发合作。 

仪式上，杨美红与郭学平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

轻工学部主任、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吉兴香与

郭学平签署战略协议。生物工程学部主任孟庆明与黄

思玲、副主任王婷与石艳丽分别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金光集团A P P（中国）携手阿里巴巴
发起“减碳友好行动”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为响应国家双碳战略，

切实落实企业自身的减碳行动，在近日海口消博会

期间举办的“2022消费创新高峰论坛”上，金光集团

A P P（中国）加入到阿里巴巴与20多家行业领先品牌

共同发起的“减碳友好行动”中，成为此次行动的第

一批“发起品牌”之一。金光集团A P P（中国）希望以

自己的实践探索，聚焦消费领域的减碳行动，挖掘和

构建消费领域的减碳场景，为实现低碳生活和低碳

社会发挥示范效应。

“减碳友好行动”共同发布了《减碳友好行动

指南》，聚焦于与消费品企业息息相关的低碳商品、

低碳营销、低碳物流场景，梳理总结了先进品牌的实

践经验，以供其它品牌借鉴。目前，A P P（中国）旗下

生活用纸品牌清风已率先推出了绿色低碳产品，旗下

高端纸巾品牌V I R J O Y唯洁雅也即将推出对地球环

境、对消费者皮肤都友好的绿色碳中和产品，通过绿

色营销创新提升消费者低碳消费心智。

金光集团A P 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女士表示，

作为践行碳中和的“先行者”，金光集团APP（中国）

始终坚持“林浆纸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全产

业链优势多维发力低碳绿色发展领域。作为一家有

“绿色基因”的企业，我们深知双碳目标对集团的战

略意义，无论是2021年发布中国首批碳中和概念生

活用纸系列产品，还是此次参与减碳友好行动，都

是我们迈向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实践。未来，A P P（中

国）将继续做绿色发展的倡导者和创新者，赋能全

产业链，发布更多的创新低碳纸品，创建更多与消费

者直接互动的绿色场景，将低碳减碳落实到与消费

者紧密联系的日常生活中，与业内外同仁携手，一同

书写绿色未来新篇章！

山鹰国际：国内造纸7月销量46.87万吨，
同比减少4.26%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山鹰国际8月3日公告，

国内造纸7月销量46.87万吨，同比减少4.26%；1月至

7月销量318.55万吨，同比减少3.51%。包装7月销量

1.8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42%，1月至7月销量12.34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17%。

我国台湾“造纸三雄”6月营收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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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商时报》报道 我国台湾“造纸三雄”6月

营收已全数出炉，受到疫情等因素干扰，今年上半年

两岸造纸业景气明显不如去年，包括永丰余、正隆、

荣成6月营收皆较去年同期衰退。

永丰余公布6月营收69.12亿元（新台币，下同），

年减7.4％，与5月打成平手。累积上半年营收398.81

亿元，年减9.1％。

正隆6月营收37.6亿元，年减3.5％，也比5月

下滑4.2％，为今年单月营收次低。累积上半年营收

228.37亿元，年增4.5％。

荣成6月营收46.01亿元，虽比5月增加7.9％，但

年减6.5％。不过受惠权益法认列的业外投资收益挹

注，荣成自结6月税前盈余2.27亿元，比5月大幅增长

3.7倍，创下今年单月获利新高。

合丰集团：森叶纸业预计2023年恢
复生产

据纸业联讯报道 合丰集团近日表示预计全资下属

企业森叶（清新）纸业有限公司将于2023年恢复生产。

去年10月，合丰集团宣布受广东清远设立禁燃

区环境政策的影响，森叶纸业因锅炉牌照年审程序

未完成而暂停生产。

7月26日，合丰集团发布了经审核的2021年年

报，表示在工厂暂时停产期间，集团继续就燃煤锅

炉牌照年审程序与当地政府协调以恢复生产，并同

时恢复于去年取消的煤改气项目。

合丰集团称已聘请供应商并签订合约，以开展

改用燃气锅炉工程项目，并协助集团完成锅炉牌照

年审程序，预计将于2023年恢复生产。关于煤改气的

影响，合丰集团预期箱板纸每吨成本将增加约人民

币350元，并表示待菲律宾再生浆生产线于2023年

完成安装后，原材料成本应大幅降低。

会议活动

湖南省造纸学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
大会在岳阳林纸召开

本刊讯（吕胜明 尹念 报道) 7月15日，湖南省造

纸学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双碳”目标下湖南省

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岳阳林纸召开。会议

由湖南省造纸研究所、岳阳林纸共同主办。60余名湖南

省内行业精英、业界翘楚，深入交流探讨双碳目标下造

纸工业绿色发展策略，共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湖南省民政厅社管局副局长张再祥肯定上一届学

会工作，希望通过学会平台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开

门接会、凝聚办会、活动兴会、服务立会，发挥智库作

用，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协会、服务社会，提高

造纸学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学习为先，服务为本，

创新为魂”，在新一届理事会带领下，团结拼搏，科学

交流，协同创新，共同创造造纸学会新成绩。

省科协学会学术工作部三级调研员范天厚点赞学

会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用深度整合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希望学会加强自身建设，立足学会本职，

强化学会党建引领，更好地团结引领湖南省造纸行业

科技工作者主动担当作为，为服务湖南省全面落实“三

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湖南造纸资源丰富，造纸工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

展？湖南省造纸学会名誉理事长刘晓明提出，一是各造

纸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完善环保措施，落实“两山”

理念，推动造纸行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合理利用资源调

整产品结构，根据国家要求大力开发利用率高的浆纸产

品；三是引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达到“双碳”目标。

学会秘书长张新明感谢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诚通天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给予本次会议大力支持

的单位，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湖南造纸行业发展的领导

和社会各界朋友！

会议进行第八届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学会理事

长周文春，副理事长马乐凡、朱宏伟，学会秘书长张新

明。

岳阳林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战对与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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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表示欢迎，他介绍岳阳林纸践行“双碳”可持

续发展成果，并表示：“践行‘双碳’战略，共绘‘双

碳’蓝图，是推动湖南省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希望湖南省造纸学会以学术引领，岳阳林纸以

专业带动，集智、聚力、赋能，扛起主责、抓好主业、

当好主角，开展深入学术交流，进行广泛科研合作，

共谋绿色发展，共攀科学高峰，积极推进学术成果

在湘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长沙理工大学马乐凡教授、岳阳林纸技术中心

主任朱宏伟、湖南省生活用纸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

郭盛、诚通天岳总经理周昌群、正达纤科市场部经

理付盼、海正生物总经理李政等专家，深入交流造

纸行业标准、基础研究及双碳背景下发展趋势。

学会第八届理事长周文春表示，学会将不忘初

心，踔厉笃行，勇于担当，与政府、行业、企业、会员

一同携手，为湖南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下午，与会会员走进岳阳林纸生产基地，零距离感

受岳阳林纸的红色基因、绿色制造、金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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