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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28│Special
盘点+展望

受到造纸产能阶段性过剩和疫情对消费的持续

影响，2022年是纸价罕见低迷的一年，几乎各种纸及

纸板均走出了一个贯穿全年的大阴线。另外，自2021

年年底开始，包括纸浆在内的商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

涨，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进口

针叶浆年均价上涨了12.2%，进口阔叶浆涨幅达到了

27.7%，阔叶浆涨幅略高于针叶浆，进口本色浆涨幅

在10.0%，进口化机浆价格上涨了36.2%，而这必然

导致下游纸企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尽管造纸企业

做出了各种调整和努力，如停机、让利等，但面对接近

“冰冷”的市场，造纸企业依然无法获得市场的掌控

权。2023年已经到来，我们在盘点2022年的同时，也

是展望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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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P6-11  Feature
Boosting Confidence and Striving to Apply the Spirit of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October 2022,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successfully 
held, opening up a grand pictur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2012,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has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s a key link in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building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he year 2022 has witnessed the efforts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to face difficulties and forge ahead.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22, the national output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was 112.942 million tons, a year-on-year decrease of 1%; the operating income of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as 1,239.7 billion yuan, increased by 1.1%; 
the total profit was 421.8 billion, dropped by 40.3%.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year that China's paper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since 2008.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many bright spots in the paper industry in 2022. Under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paper industry accelerated its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economy became new development theme; leading enterprises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eady growth, 
among which Nine Dragons Paper entered the top ten of the world's Top 75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Nine 
Dragons’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took lead among global paper companies; the export business has 
grown rapidly, which has alleviated the domestic overcapac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inese market has 
maintained a good momentum of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such as APP and 
Asia Symbol continued to invest in China. On the whole, it is not easy for the paper industry to achieve such 
achievements in 2022,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united efforts of the paper industry.
The paper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raw material industry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sustainabl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cade sinc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structure 
of the paper indus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industry economy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and the whole industry has stepped into a new era of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year 2023 is the opening year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per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he whole industry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enha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hina's paper industry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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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28 
Market Review and Outlook

Due to the periodic excess of paper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cont inuous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consumption, 2022 can be a year 
of low paper pric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In 
addition, since the end of 2021, the prices of 
commodity raw materials including pulp have 
been rising. By the end of 2022, the average 
annual price of impor ted softwood pulp has 
risen by 12.2%, and that of imported hardwood 
pulp has risen by 27.7%. The price of imported 
unbleached pulp increased by 10.0%, and that 
of imported chemi-mechanical pulp increased 
by 36.2%, resulting in the compression of profit 
margins of downstream paper manufacturers. 
Despite the adjustments and efforts made by paper 
enterprises, paper companies are still unable to 
gain market control in the face of a sluggish market environment. With the arrival of 2023, this issue will 
summarize 2022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paper market in 2023.

14 Pulp Market at Risk of Shocks and Declines in 2023 as New Capacities Come on Stream
18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Coated Art Paper
22 Summary of White Cardboard Market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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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Focus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

本刊讯（钟华 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

《纲要》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

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

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 安

排，展望2035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远景目标是：

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新台阶，完整内需体系全面建

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

实现，强大国内市场建设取得更大成就，关键核心

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以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国内

大循环更加高效畅通；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显著

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改革对内需发展的

支撑作用大幅提升，高标准市场体系更加健全，现

代流通体系全面建成；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持续增强，国内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

升。

《纲要》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推动高质量

发展，针对我国中长期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问题，特

别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分配差距较大、流通体系现

代化程度不高、消费体制机制不健全、投资结构仍需

优化等堵点难点，部署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任务。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

撑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纲要》还从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 质升

级，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释放内需潜能，提高供给质量、带动需求更好实

现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生态环境部：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报告》发布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近日，生态环境部

组织编制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

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市

场交易和履约情况，总体来看，经过第一个履约周期

建设运行，全国碳市场运行框架基本建立，初步打通

了各关键环节间的堵点、难点，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

显现，企业减排意识和能力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通过

专项监督帮扶等措施有效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实现

了预期建设目标。全国碳市场建设运行对促进全社会

低成本减排发挥了积极作用。

报告指出，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的重

点排放单位为发电行业（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2013-

2019年任一年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

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共2162家重点排放单位，年度覆盖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45亿吨，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

市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第一个履约周期共运行

114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

成交金额76.61亿元，成交均价42.85元/吨，每日收盘

价在40-60元/吨之间波动，价格总体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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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公布2022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

本刊讯（鞠华 报道) 2023年1月3日，国家工信部发文，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22〕163号）要求，经企业和园区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确定了2022年重点用水企业、园

区水效领跑者名单。有12家造纸企业入选名单。

表1  入选2022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的造纸企业

水效指标

单位产品取水量/m3·t-1

漂白化学非木浆 25.40 

印刷书写纸 6.98

漂白化学木（竹）浆

16.90、生活用纸 5.84

化学机械木浆 7.80

白纸板 8.20

化学机械木浆 15.90 

印刷书写纸 11.90

印刷书写纸 10.25、涂

布白纸板 7.27、箱纸板 

5.74、瓦楞原纸 4.48

包装用纸 3.91

白纸板 7.87

瓦楞原纸 4.11

白纸板 4.26、箱纸板 

4.65、瓦楞原纸 3.65

印刷书写纸 5.93

印刷书写纸 7.52

印刷书写纸 9.18

生活用纸 14.08

包装用纸 7.66

93.10

纸浆 95.34

纸及纸板 96.90

纸浆 94.00

纸及纸板 94.00

纸浆 90.17

纸及纸板 95.04

96.61

94.08

97.40

94.50

93.82

94.75

96.64

93.19

水重复利用率/%

中浓漂白技术、白水循环利用技术、“物化＋厌氧＋好氧＋深

度化学处理＋脱色＋芬顿氧化”污水处理回用技术。

中水回用、密封水回用、冷凝水回用制浆。

透平机真空系统、置换压榨双辊挤浆机、网与毯喷淋水净化

回用、纸机白水多圆盘分级与回用、造纸梯级利用。

污水处理回用。

纸机蒸汽冷凝水回收技术、超效纳米浅层气浮白水处理利用

技术、芬顿和逆流式砂滤器污水处理回用技术、屋面雨水回

收利用技术等。

压力筛密封水回收、涂料螺杆泵密封水回收、真空泵密封水

回收、清污水回用、脱硫废水回用、汽机与锅炉疏水回收利

用。

污水处理回用、蒸汽冷凝水回收。

中水回收利用、热交换塔冷凝水回收、密封水系统回收、白水

多盘分级处理回用。

升级网压部高压水喷嘴、新型烘干部干网高压水装置、白水

回收利用技术、梯级用水技术、废水再利用技术等。

纸机真空冷凝器节水改造、超清白水回收利用技术等。

冲浆系统循环用水工艺、碎浆系统循环用水工艺、化水处理

工艺、密封水回收处理技术。

智能高压移动水改造、蒸汽双效溴化锂吸收制冷机、机械密

封水回用、网毯高压洗涤节水技术、透平机真空系统节水技

术、循环冷却水空冷装置。

节水技术 所在地

河南省驻马

店市

海南省儋州

市

广西壮族自

治区钦州市

河南省焦作

市

广东省东莞

市

重庆市

山东省潍坊

市

广东省江门

市

江苏省苏州

市

江苏省镇江

市

广东省江门

市

浙江省杭州

市

企业名称

驻马店市白云纸业

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

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

限公司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东莞）

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重庆）

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广东）

纸业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

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

股份有限公司

维达纸业（中国）

有限公司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既生产浆又生产纸  

以废纸为原料生产白纸板、箱纸板和瓦楞原纸等产品

以商品浆为原料生产印刷书写纸   

 

以商品浆生产生活用纸

    

以商品浆生产包装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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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日起，多个纸种将实施进口零关税

据纸业联讯报道 2022年12月28日，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2023年关税调整方案，将对

多个纸种实施进口零关税。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最新的公告，为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2023

年1月1日起，我国将对102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

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造纸类商品中的双胶

纸、铜版纸、白纸板、再生箱板纸以及瓦楞原纸将

实施零关税。但是，此次税率调整未覆盖牛皮箱板

纸和新闻纸产品。

包装用纸。箱板瓦楞纸是进口量最大的纸

种，2022年1-11月的总进口量超过了500万吨。其

中再生箱板纸和瓦楞原纸2022年前11个月的进口

量均超过了210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下滑1%和

20%。这两个纸种在2023年的暂定进口税率将下

调至零。

焦点·关注
Focus

牛皮箱板纸此次未纳入税率调整方案，2022年

截至11月的进口量达748,249吨，同比减少7%。

全部白纸板产品在2023年进口时都将实施零关

税。2022年1-11月，中国进口白纸板478,766吨，同比

减少23.1%。

文化用纸。在纸业联讯日常调研统计的文化纸

税则号中，双胶纸和铜版纸商品在2023年将实施进

口零关税。

2022年，中国的双胶纸和铜版纸进口量均出现

了大幅下滑。1-11月，中国进口双胶纸335,775吨，同

比大幅减少68 .5%；铜版纸进口量则下跌41.9%至

203,429吨。

此次税率调整方案未包含新闻纸产品。2022年

1-11月，中国新闻纸进口总量达42 2 ,717吨，虽然较

2021年同期的671,520吨出现明显下滑，但依然是进口

量最大的文化纸纸种。

欧克科技主板上市，开启发展新征程

本刊讯（欧克科技 消息) 2022年12月12日，欧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在江

西省九江市成功举行。9时3 0分，伴随开市宝钟的敲

响，欧克科技正式登陆深市主板。

欧克科技的主营业务是生活用纸智能装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主要产品是全自动抽取式纸巾

生产线、全自动卷纸生产线、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平

面口罩生产线、KN95口罩生产线。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668 .00万股，发行后

总股本为6,668.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1%，

募集资金总额约10.94亿元，募资资金用于生活用纸

智能装备生产建设、生活用纸可降解包装材料生产建

设、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售后及营销网络建设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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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胀打击市场消费，全球纸
板（箱）需求出现下滑

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硬纸板的工厂正在削减产

量，这或许是全球贸易放缓下一个最新令人担忧的迹

象。

行业分析师Ryan Fox表示，生产瓦楞纸箱原材料

的北美公司在2022年第三季度关闭了近100万吨产能，

预计第四季度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同时，纸板价格

则出现了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下跌。

“全球纸箱需求的严重下滑，表明全球经济的许

多领域都很疲弱。最近的历史经历昭示，想要令纸箱

需求重新复苏，需要大量的经济刺激，但我们认为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KeyBanc分析师Adam Josephson

称。

尽管纸板（箱）看上去似乎毫不起眼，但其几乎能

够出现在商品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这使得全球对

此产品的需求情况，其实也能成为衡量经济状况的一

个关键晴雨表。

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未来经济状况走向的任

何预兆，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世界上许多大型经济

体2023年将陷入衰退。

而自2020年以来，全球对包装纸的需求首次出现

疲软，当时各国经济在遭遇疫情大流行的最初打击后

重新复苏。美国包装纸价格在2022年11月份出现了两

年来的首次下跌，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包装纸出口

国，美国2022年10月份发往海外的出口数量较上年同

期减少了21%。

47.0%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份，受疫

情冲击等因素影响，制造业PM I降至47.0%，比上月回

落1.0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下降。

分项指数变化显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在短期内有所扩大，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放缓，

市场需求继续收缩，市场价格有所回升。

478.0亿元
2022年12月27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了2022年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情况。造纸和纸

制品业实现营业收入13765.2亿元，同比增长1.2%；利

润总额478.0亿元，同比下降38.6%。

96%
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广东省2022年度碳

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的通知，指出，2 02 2年度纳入碳

排放管理和交易范围的行业企业分别是水泥、钢铁、

石化、造纸和民航五个行业，其中造纸企业为56家。

2022年度配额实行部分免费发放和部分有偿发放，其

中，造纸控排企业免费配额比例为96%。

54.6万吨
2022年12月19日，玖龙纸业发布2023年春节停机

检修计划，国内七大基地预计在1-2月将减产约54.6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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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中国）荣膺“2022年度可持续发展贡

献企业”
近日，由社会责任大会组委会主办的第五届社

会责任大会在京圆满落幕。A PP（中国）凭借多年来

不遗余力的践行，已连续三届荣膺“奥纳奖-2022年

度可持续发展贡献企业”。

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荣膺“上海

市荣誉市民”
近日，2022年“上海市荣誉市民”、“白玉兰荣誉

奖”颁授仪式在上海市市政府隆重举行。金光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黄志源先生获得“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

“上海市荣誉市民”是上海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综合

性荣誉奖项。

太阳纸业应广东荣获“齐鲁杰出人才提名

奖”称号
日前，山东省政府网站发布《中共山东省委 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

员的决定》。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应广东被授予“齐鲁

杰出人才提名奖”称号。

牡丹江恒丰纸业成功获评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
近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第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及通过复核的第一批、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名单的通知》，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浙江17批次食品接触用纸容器产品抽查

不合格
2022年，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对非医用口罩、食

品接触用纸容器、家用燃气灶、灭火器、按摩器具
等51种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

其中，抽查了40批次食品接触用纸容器产品，
17批次产品不合格（均为纸杯产品）。不合格项目为

感官指标、标签标识。

苏州万国纸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被处罚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作出苏园环行

罚字﹝2022﹞第096号处罚决定书。信用中国（江苏苏
州）官网载明：苏州万国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罚款1.8万元。

合丰集团附属合丰纸品(深圳)将终止

业务营运
合丰集团发布公告，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合丰纸品(深圳)有限公司，将于2022年12月31日在
该附属公司租用土地的租期届满后停止经营。该中
国附属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要从
事制造 及销售瓦楞纸板、瓦楞纸箱及其他瓦楞包
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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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 奋勇前行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造纸行业落地生根

⊙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

回顾刚刚过去的2022年，面对俄乌冲突、全球滞

胀、美国加息等国际复杂形势，叠加极端天气、新冠疫情

反复等超预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经历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同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也日趋严峻，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明显升级。

在这个极为特殊和困难的一年里，面对超预期因素

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

和政府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出台一揽子稳

经济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多措

并举推动经济稳健发展，经济整体的发展质量、科技创

新等结构性指标都有较好表现，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

定。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20万亿元。

过去的一年，也是中国造纸行业迎难而上、砥砺前

行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前10个月，

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11294.2万吨，同比下降1%；规模

以上造纸和纸制品企业营业收入12397亿元，同比增长

1.1%；利润总额421.8亿元，同比下降40.3%。这是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造纸行业经历的最困难的一年。即

便如此，2022年造纸行业仍有不少发展亮点，在双碳目

标背景下，造纸行业发挥绿色循环产业的优势，加快推

进全面绿色转型，循环、低碳、绿色经济成为新的行业

特稿·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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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题；头部企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以玖龙纸业为

代表的中国企业首次进入世界纸业十强名单，纸及纸板

产量位列全球纸企首位；全年纸及纸制品的出口业务增

长迅速，创历史新高，出口增长一定程度化解了国内阶段

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吸引外资保持稳中向好态势，金光集

团、亚太森博等外资企业持续在中国投资建设新浆纸项

目……总体来看，2022年造纸行业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

不易，是全行业上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结果，更要倍

加珍惜。

2022年，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开

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

图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制造业发展，强调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环节，做实做优做强制造业，推动我

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造纸行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造纸产业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并具

有可持续发展特点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是推动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十年。十载春花秋实，十载砥砺前行。造纸行业在造纸同

仁的共同拼搏努力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经济稳

步提升，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节能减碳成效显著。全行业

步入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回顾我国造纸

工业十年辉煌成绩的背后，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是

市场化发展的有力推动，是全体造纸人共同的努力和付

出。

（一）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十

年来，造纸行业积极贯彻落实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

“十三五”规划等文件精神，紧抓供给侧改革，加快落后

产能淘汰，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013年全国纸及

纸板生产企业约3400家，纸及纸板总生产量10110万吨，

到2021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2500家，纸及纸板

生产总量12105万吨，平均规模从2013年的2.97万吨/家

提升至2021年的4.84万吨/家。我国（不含港澳台）重点

造纸企业产量前30名企业在全国总产量的占比由2013年

底的51%提高到2021年底的70%，进一步推动了造纸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十年来，我国造纸工业产业规模和行业利润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2013年，全国制浆、造纸、纸制品规模以上

生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3471.58亿元，利润总额749.61

亿元，资产总计12940.17亿元；到2021年全行业营业收入

15006.17亿元，利润总额884.76亿元，资产总计15791.19

亿元，实现了阶梯式增长，迈入了发展新阶段。

（二）节能减碳效果显著，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十年来，造纸行业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加快向清洁生产、环境友好、绿色低碳方向转

型，坚定淘汰落后产能数千万吨，各项排放指标逐步达

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增产减污成效卓著。

自2017年开始，我国固体废物进口量持续减少，并

于2021年起全面禁止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弃物。在这一

过程中，我国造纸行业克服原料短缺等困难，保证了进口

废纸按时“清零”，为实现国家全面禁止“洋垃圾”的目

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造纸行业加快推动低碳生

产技术、碳捕集及应用技术的研发，推进先进适用节能

减碳技术的应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加强“双碳”目标

的研究，先后发布了《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和《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明

确提出了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现代的造纸工业

正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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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落实好行

业发展的各项工作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

中国”，结合中国造纸工业现状，全行业要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切实改变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把握主动

权，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强创新驱动动力，促进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加快结构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

原料适合国情、产品满足国内需求、产业集中度高的新格

局，全面提升产业素质，维护市场公平，促进产业升级，

助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推动我国造纸工业迈上新台

阶，努力全面实现造纸强国战略目标。

（一）稳中求进，构建新增长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二十

大报告“高质量发展”经济基调，强调2023年要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要求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其中“稳增长”位列首位，更加凸显稳增长在2023年的

重要性。

年来，造纸行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和科技研发投入，在全行业科技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成果丰

硕。2013年以来，造纸行业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六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四项。造纸行

业是同期轻工业40多个行业中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最多的

行业之一。

十年来，我国造纸行业科技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2021年，广西大学王双飞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

为我国造纸行业第二位工程院院士。王院士研发的纸浆

清洁漂白和废纸清洁制浆关键技术已成为国际相关领域

的主流技术，实现了中国造纸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创新。

（四）国际合作成效显著，“一带一路”成为新增

长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倡议提出以来，中国

造纸企业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国际化

战略，同时也带动了相关印刷、包装、装备和工程建设等

行业企业共同走出国门，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新经济增

长点。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一方面输出先进技术和装

备，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中国造纸企业在境外国家收

购及投资建设（含在建）了数十条制浆造纸生产线，合

计产能近1000万吨。另一方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完成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提

升了中国造纸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环

保治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也为全球造纸绿色低碳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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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要积极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用好用足国家政策，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稳定外

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政策因时因势不断优化完善，疫

情对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逐渐退散，经

济将重回正常增长状态，国内外多家机构预测2023年我

国GDP增速将在4.5%-5.5%的区间。围绕扩大内需战略,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22年底，国家又出台了《扩大内

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促进投资消费提供战略指引。全行业要抓住需求复苏、

消费升级等市场机遇，通过开发新产品、推出新功能，持

续拓展增量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

高水平动态平衡，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坚持数字智能提

升，努力保持全年造纸行业的平稳运行。

（二）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首次提

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我国向中国式现代化

迈进的关键历史时期，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着力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关键在“两端”，即基础科研的投入和科研成果的转

化。

造纸行业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发展

模式已难以为继。未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转向科技创

新、技术服务和人才竞争，提高创新能力，以技术优势推

动产业发展，加大理论和工艺技术研发投入，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促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进一步加强行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

转化，强化科技创新制度保障，优化企业创新生态和激

励引导机制，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打造区域创新

高地。加强造纸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大

新一代制浆造纸及纸制品技术装备的研发力度，提升技

术装备自主化水平，力争重点骨干造纸装备制造企业的

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利用纸浆

和纸张的特性开展多方位产品的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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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着力开展碳中和相关理论和技术

研究，寻求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造纸产业持续稳定发

展。

同时，要注重人才战略，人才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贯彻尊重劳动、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造的方针。要

加快培养和建设高素质、跨领域、多层次的各类专业技

术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及职业化的产业工人队伍。

（三）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

业链供应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经济平稳运行就能得到有效保障。近五年来，伴随

着中国禁废政策的实施、新冠疫情、减碳减塑目标的确

立、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造纸行业正面临着原料

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变革、技术开发和探索未来技术突

破等多重挑战，我国造纸业受原料短缺影响造成的产业

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下降问题尤为明显，行业的天然

绿色属性未得到充分体现。

今后，要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继续完善“以林促纸，以纸养林，林纸结合共同发展”政

策，推进林纸一体化建设，增加国内造纸原料林面积，继

续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大对林业“三剩物”、制糖工

业废甘蔗渣、农业秸秆、湿地芦苇和回收废纸等废弃物

利用。同时加快提高行业生物质能源应用比例，尽早在

用能方式变革和理论及技术上实现突破，支撑进一步节

能减碳和碳中和。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稳链”，更要“强

链”。造纸行业应乘势而上夯实现代造纸产业链基础、顺

势而立拓宽延长产业链条、依势而变调整产品结构。以

最新技术引领造纸、林业、印刷、包装、化工、环保、能源

等产业链的融合创新，加速传统造纸业的数字化转型，

以产业链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拓展换道超车的空

间。在全国范围内谋求更合理的产业布局，注重上下游产

业的沟通、交流和协作延伸。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鼓励

特稿·
FEATuRE

10
第44卷第1期/第2期 2023年1月



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企业经营管

理的水平，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做强做大形成多个大型

企业集团。

（四）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更加长远、更加系统的战略部署，强

调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造纸行业要从资源和市场两个因素出发，主动融入区域

调整的大势，加快适应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变化，在区域

协同中推动以大型企业、重大项目为牵引的跨区域产业转

移，在现有的以山东、广东、江苏、浙江为主的东南沿海

产业集群逐步向湖北、广西等中部、西部省份发展，以协

调发展实现共享发展的结果，通过区域平衡发展、产业协

调发展、企业竞合共生的协调发展路径，既促进生产力

发展、实现富裕，又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享。

（五）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环保，与自

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共同体”是二十大提出的环境保

护的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具有“绿

色低碳”基因的造纸行业必将成为新型工业化的代表行

业之一。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优美

生态环境的需要更加强烈，对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

出更高要求，造纸行业必须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处理好发展与减碳关系，统筹有序推

进碳达峰工作，落实好碳中和行动方案。造纸行业要加

大投资节能改造，充分发挥热电联产作用，充分利用生

产环节产生的余压、余热等能源，加大有机废液、有机废

物、生物质气体的回收利用，固体废物近零排放，最大限

度实现资源化。

在2030年后，尽力争取行业用能技术突破，为替代

能源大幅度取代化石能源做好理论和技术储备，避免因

消减化石能源导致热电联产无法发挥效益带来的全行业

综合能耗大幅度跃升，力争通过加大植树造林、提高生

物质能源比例、节能技术改造、提高热电联产效率、淘汰

相对落后产能和适度控制新增产能及加大成品纸进口等

措施,确保达峰后碳排放逐步降低。同时，行业发展要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在社会上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推动造纸行业在实施

绿色低碳国家战略中走在前面。

（六）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彰显党中央推进对外

开放的巨大决心。

过去30年，我国造纸行业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红

利，通过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

步扩大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吸引了全球资源要素，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

纸张生产和消费市场，至今中国仍然是全球造纸行业最

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此外，在深化双边、多边、区域

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国

造纸企业围绕资源要素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布

局，增强资源整合能力。

随着我国持续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

易发展机制，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吸引外资力

度，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一大批优质的外资造纸项目

正在进入或计划进入中国市场，

未来，我国造纸行业要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

对外发展既不能保守停滞，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

能过于超前，要把行业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放在满足国

内需求上，同时充分发挥进出口补充和调剂作用，积极应

对全球造纸行业供给格局改变。在做好风险防控和保障

安全的基础上推进对外开放各领域的创新，构建互利共

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同志们，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充分认识到，新时代

十年造纸工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战略思想在造纸行业的必然结果和充分体现。蓝图

绘就，击鼓催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造纸行业广大干部职

工要认真学习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到造纸行业发展的全过程各

领域，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状态开启新征程、聚

力再出发。

祝纸业同仁和《中华纸业》读者朋友们新年新春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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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将组团参加

 “第十六届印度国际纸业展”(Paperex 2023)

由Hyve展览集团主办的“第十六届印度国际纸业展”（Paperex 2023），计划于2023年12月6-9日在

印度新德里Greater Noida展览中心举行。印度有759家纸浆和造纸厂、25万家印刷厂，是全球增长最快和

最有潜力的纸业市场、印刷市场、包装市场之一。“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计划组织中国的造纸企

业、造纸装备企业、化学品企业等，以“国家展团”的名义集体亮相，同时进行其他考察交流活动。

展会背景：

印度国际纸业展（Pa p e r e x）是国际知名的展览及会议，专注于纸浆、造纸及所有相关产业，已成功

举办了15届。参展企业和观众数量每年稳步增长，充分反映了印度纸业市场的巨大潜力。展会分为WO R L D 

OF PAPER(国际纸品包装及设备展)、TISSUEEX（国际生活用纸展）及CORRUGEX(瓦楞展）三个主题。

2019年展会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603家展商参展，其中中国展商超60家；设有4个展馆，展出面

积超4万平方米，到场专业观众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共29628名。

国家展团：

“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国家展团”，可为参展企业提供全流程的媒体宣传、展位设计与搭建等服务，以

及有印度当地相关企业参加的联谊活动和考察交流活动。“国家展团”在2011年Paperex展会上首度亮相，

即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团体奖”，展览面积超过240平方米，近30家单位参团参展。之后分别于

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次组团参展，每次参展企业均反映收获颇丰。

有意向参展的企业，请与中华纸业杂志社联系：

赵琬青（15725121168，微信同号），电话0531-88522949

宋雯琪（15628845796，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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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造纸产能阶段性过剩和疫情对消费的持续影响，2022
年是纸价罕见低迷的一年，几乎各种纸及纸板均走出了一个贯穿
全年的大阴线。另外，自2021年年底开始，包括纸浆在内的商
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末，进口针叶浆年均价上涨了12.2%，进口阔叶浆涨幅达到了
27.7%，阔叶浆涨幅略高于针叶浆，进口本色浆涨幅在10.0%，进
口化机浆价格上涨了36.2%，而这必然导致下游纸企利润空间被
进一步压缩。尽管造纸企业做出了各种调整和努力，如停机、让
利等，但面对接近“冰冷”的市场，造纸企业依然无法获得市场
的掌控权。2023年已经到来，我们在盘点2022年的同时，也是
展望2023年。

本专题收集了隆众资讯分析师的四篇文章，从纸浆、文化
用纸到纸板，分析师们从2022年的盘点讲到了2023年的市场预
测。在经历了2022年的市场低迷后，几乎整个行业都在期盼着
2023年的复苏，2023年社会经济的回暖、纸浆市场供应偏紧的
局面在新增产能持续投放的情况下将得以改善，这些都将成为
2023年造纸行业的发展利好。但作为产业链下游的纸及纸板市

场，依然存在供需矛盾，或许2023年依然是极富挑战的一年。

盘点+展望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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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增产能持续投放 

2023年纸浆市场存震荡回落风险
⊙ 隆众资讯纸浆分析师  金佩佩 

2022年国内纸浆价格大幅攀升，供应端受各种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市场流通货源持续处于

偏紧的状态，需求端又因公共卫生事件反复牵制，终端消费始终表现低迷，下游纸企成本承压下用

浆量难有明显提升。市场供需面僵持博弈下，纸浆一季度价格不断冲高后，二、三季度走势高位震

荡运行，四季度末价格虽有回落，但整体跌幅十分有限，回顾2022年纸浆市场价位仍处于近五年以

来的偏高水平。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进口针叶浆年均价上涨了12.2%，进口阔

叶浆涨幅达到了27.7%，阔叶浆涨幅略高于针叶浆，进口本色浆涨幅在10.0%，进口化机浆价格上涨

了36.2%。

纸浆下游产品主要以文化纸、生活用纸、白卡纸为主，虽然价格走势略显不同，但整体仍存在

一定的协同性（如表1）。从2018～2022年相关性系数来看，中国进口针叶浆现货均价与下游纸种价

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相关性系数均在0.5以上，由于生活用纸用浆量占比较高，原料浆价与其价

格相关性达到了0.8。因此在相关性系数较高背景下，2022年纸浆价格快速攀升之时，下游相关纸

种价格也跟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其中生活用纸涨幅最为明显，年内价格涨幅在24.9%；双胶

纸年末价格较年初上涨了17.9%；铜版

纸是有7.4%的上涨；但白卡纸受制于供

需矛盾，即便生产成本高位也未能阻挡

纸价的下跌之路，年末价格已较年初价

格下滑了11.6%，从而可以看出脱离基本

表1  纸浆与相关产品价格相关系数统计

白卡纸

0.5

品种名称

2018～2022年相关系数

双胶纸

0.5

铜版纸

0.7

生活

用纸

0.8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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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价格走势难以持续。如图1。

从用浆量来看，由于2022年纸浆价格整体维持在高价震荡，导致下游部分纸企不堪成本高压

重负，对高价原料需求能力表现一般，纸企开工负荷偏低拖累，在2022年纸浆消费量较往年同期增

幅有限，甚至个别纸种出现下滑的现象。

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份白卡纸产量1,024.4万t，用浆量819.7万t，较上

一年度同期增加了18.4%，月均用量在74.5万t左右。伴随着白卡纸行业新增产能的陆续投放，大大

推动了纸浆产品的消耗。特别在2021年

年底白卡纸规模企业产能的集中投放，

将2022年行业的纸浆消费量进一步提

升。但由于成本承压盈利能力偏弱牵

制，2022年的供应增速明显要快于消费

增速。如图2。

2 0 2 2年1～11月份双胶纸产量

784.9万t，用浆量621.6万t，较上一年

度同期增加了4.9%，月均用量56.5万t左

右。年内双胶纸产量及纸浆消耗量各月

波动幅度不大，受国内公共事件反复影

响，下游需求整体偏弱，特别是社会面

订单减量明显，且上半年的出版需求亦

出现了延后性，叠加“插图”事件影响，

出版订单集中性降低，纸价上涨动力减

弱，因此纸企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从而

连累纸浆消耗量，其增速并不明显。如

图3。

20 2 2年1～11月份铜版纸产量

401.9万t，用浆量313.1万t，较上一年

度同期小幅增长0.7%，月均用量在28.5

万t左右。年内铜版纸行业利润不断收

缩，由于原料纸浆价格居高不下，而铜

版纸受国内需求牵制迟迟交投未有改

善，价格上涨动力不足，成本难以传导

至终端，因此造纸企业开工积极性降

低，另外年内“双限”等因素影响，铜版

纸产量偏低，从而拖累纸浆消耗量的提

升。如图4。

图2  2022年白卡纸产量及纸浆消耗量对比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3  2022年双胶纸产量及纸浆消耗量对比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1  2022年下游原纸价格及针叶浆价格对比走势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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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1月份生活用纸产量848.2万t，用浆量达到了873.7万t，较上一年度同期下滑

0.3%，月均用量在79.4万t左右。纸浆是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原料，吨纸耗浆量在1∶1～

1∶1.1之间，生活用纸需求的增长有效推动了纸浆的消耗量。但由于2022年原料纸浆价格处于历史

高位水平，而终端消费能力偏弱，成本增加难以转嫁至下游，导致纸企开工积极性下滑，从而造成

行业用浆量有所降低。如图5。

伴随原料纸浆的持续拉涨，国内造纸企业成本端的压力也在随之升高，毕竟纸浆作为进口依

赖度偏高的商品，进口现货价格长期处

于高位，严重侵蚀了国内纸企的利润，

压力不言而喻。为了解决原料以及环境

问题，近几年来“林浆纸一体化”逐步

成为国内造纸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国

内纸浆产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如图6所示，2018～2022年中国纸

浆产能复合增长率在14.6%，在规模企

业纷纷上马浆纸一体化项目的带动下，

新增产能陆续投放，近五年来纸浆产能

呈逐年增加态势，由2018年的1,330万t

增长至2022年的2,294万t。2018～2019

年受行业投产周期的影响新增产能增

速较快，规模纸企陆续公布新增产能计

划，但自2020年起受公共卫生事件爆发

影响，经济压力下行背景下新增产能投

放速度有所放缓。从2022年来看，受外

部经济环境及纸浆自身价格高位后对

行业利润侵蚀的影响，造纸行业新增产

能兑现情况出现明显的预期差，部分装

置投产时间不断延迟，使得年内行业增

长率出现一定的收缩下滑，降至6.7%左

右。截至目前四川环龙新材料一套22万

t/a装置已于5月26日投产运行，并于7月

份达到了满产状态，另外湖北玖龙60万

t/a化学浆和沈阳玖龙62万t/a化学浆

装置计划将于2022年底投产。

未来国内纸浆产能扩张仍较迅

速，据隆众资讯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

图4  2022年铜版纸产量及纸浆消耗量对比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5  2022年生活用纸产量及纸浆消耗量对比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6  2018～2022中国纸浆产能及产能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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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纸浆产品行业拟在建产能在

1,374万t左右，新增产能主要分布在华

东及华南地区，此外，多数拟建企业为

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上下游产业链一体

化发展的趋势凸显，有利于降低纸企采

购及运输等经营成本。其中按省份统计

来看，首先新增产能分布主要集中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占比达到了新增总产能

的41%，这得益于其所在地作为全国近

半木材产地以及发达的木材加工产业

带来的成本优势。据了解，木材加工环

节会产生大量的木废料，这些废料一直

被全国各地的造纸厂商所青睐，若在

当地建厂会有效缓解原材料供应问题，

同时也大大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其次，排在纸浆新增产能所在省份第二

位的是湖北省，计划新增产能占比是在

17%左右，另外广东省和福建省占比分别

在11%和10%，其余省份新增产能相对较

少，占比均在10%以下。整体来看，未来

国内纸浆新增产能增量对于纸浆市场

的冲击不容小觑。2023年预计国内新增

产能500万t左右，但考虑2022年造纸企

业利润萎缩等利空因素影响，后期部分

新产能投放进度或有放缓预期。如图

7。

对于2023年纸浆市场，预计市场供应偏紧的局面将得以改善，国内纸浆行业供需失衡状态或

将有所缓解，特别在海外浆厂及国内龙头纸企制浆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影响下。2023年初随着智利

的MAPA156万t阔叶浆项目的产能逐渐达产，以及UPM210万t阔叶浆新增项目的投放，纸浆供应端特别

是阔叶浆市场资源供应充裕。同时国内纸浆新增产能也较多，进一步提高了国产浆的供应水平，其

中预计2023年国内纸浆新增产能或在300余万t，流通商品资源不断释放导致浆价承压存下行压力

（如表2）。但随着宏观环境的回暖及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消除，在经历2022年需求低迷疲软

的市场状况后，国内下游原纸消费在2023年或有一定改善空间，但毕竟下游造纸市场尚存些许供需

矛盾，整体市场需求提升程度或将受限，因此隆众分析预计2023年纸浆市场成交重心较2022年或

将出现下移空间。

表2  2023年纸浆产品拟在建产能统计

企业简称

玖龙纸业(北海)

玖龙纸业(北海)

玖龙纸业(北海)

广西理文

广西建晖

广西建晖

福建联盛

广西仙鹤

广西仙鹤

湖北仙鹤

湖北仙鹤

UPM

芬林芬宝

PE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乌拉圭

芬兰

加拿大

产能/

万t.a-1

50

60

80

30

30.6

30.6

50

100

50

10

10

210

150

35

投产时间

2023年三季度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3月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四季度

2023年一季度

2023年三季度

2023年三四季度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7  纸浆新增产能统计（按省份）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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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铜版纸供需形势分析
⊙ 隆众资讯文化用纸资深分析师  张楠 

近五年来，中国铜版纸全国均价呈现“W”走势，

“旺季不旺，淡季不淡”的特点越发明显。国内铜版纸

价格驱动在成本逻辑和供需逻辑之间不断转换，2018

～2022年间，国内铜版纸全国均价低点出现在2020年

5月初为4,850.0元/t，价格高点出现在2021年4月初为

7,775.0元/t。如图1。

2018年，伴随着环境治理影响减弱，市场供应逐步

恢复，加之中美贸易战影响，终端纸制品销售备受影响，

下游需求缩减。市场整体呈现高位震荡后快速下行的走

势。2019年整体市场缓慢恢复；2020年受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需求面减弱，纸价大幅下行，跌至历史五年新低，

随着下半年疫情缓和，需求面缓慢复苏，纸价有所恢复；

2021年受原料纸浆大幅上涨带动，铜版纸价格上涨至历

史五年新高，然因纸浆下行且前期涨幅过大，5月初纸价

开始大幅震荡下行，叠加大经济环境下，需求面整体支

撑偏弱，纸价延续下行至9月底。10月份起，受政策面及

需求端改善带动，铜版纸市场供需矛盾得以缓和，纸价

出现阶段性上行。2022年，铜版纸受成本面及需求端相

图1 2018～2022年国内铜版纸价格走势

表1  2018～2022年铜版纸价格与供需数据相关性分析

时间段

2018～2022年

2022年

Q1

Q2

Q3

价格与产

能利用率

0.27

0.13

0.86

-0.78

0.13

价格与

产量

0.21

0.14

0.86

-0.78

0.13

价格与表

观消费量

0.21

0.27

0.93

-0.95

-0.39

价格与

库存量

0.01

0.58

0.87

-0.73

0.35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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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库存量的相关性由极强的正相关性逐步减弱，价格

与表观消费量的相关性由极强的正相关性逐步转变为较

强的负相关性。表明影响双胶纸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从

年内前期的成本主导逐步转换为供需主导。第一季度，铜

版纸的价格受成本面推动，需求支撑稍显不足，企业出

现累库现象，价格与产量、产能利用率、表观消费量、库

存量均呈现极强的正相关性。第二季度，受需求拖累，铜

版纸价格出现小幅回落，铜版纸价格与供需面数据呈现

出较强的负相关性。第三季度，铜版纸价格受成本面与

供需面作用，价格表现较为平稳，与供需面数据呈现较

低的相关性。

据隆众资讯监测统计，2018～2022年中国铜版纸产

能复合增长率在-1.7%（如图2）。阶段性来看，铜版纸产

能相对稳定。受电子媒体冲击影响，行业需求呈现逐年

递减的趋势，产能过剩局面进一步体现。行业连续多年

没有新增产能投放，且未来暂无新增产能计划。随着落

互作用，纸价小幅涨跌为主，生产企业提价意愿强烈，然

内需减量较为明显，叠加局部疫情反复，阶段性市场发

运及时效性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对纸价上涨形成一定压

力。

根据隆众资讯统计分析，2018～2022年五年间，国

内铜版纸价格走势与供需面数据变化无明显相关性（如

表1）。在产量、产能利用率、表观消费量及库存量四个

维度的数据中，国内铜版纸价格与产能利用率存在相

对明显的正相关性，并且相关性强于其余三个维度的数

据。

2022年内，国内铜版纸价格与库存量呈现较强的正

相关性，价格与库存量的相关性高于价格与产量、产能

利用率及表观消费量的相关性。年内铜版纸价格多受原

料价格支撑，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使得价格与库存量的

相关性违背正常规律。

2022年分阶段来看，铜版纸价格与产量、产能利用

表2  中国铜版纸行业发展特点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行业特点项

生命周期

行业集中度

行业话语权

发展驱动因素

投资吸引力

产业布局形式

企业交易活动

关键指标描述

目前铜版纸产能增长率下降，生产技术成熟，产品品种减少，行业盈利性不高，未来五年企业竞

争数量稳定

2021年铜版纸CR4达到89%，行业集中度高

与上游供货商比较话语权较弱，与下游购买商比较话语权减弱

无纸化办公趋势下，铜版纸市场需求量逐年萎缩

未来五年铜版纸行业无计划新增产能

近五年新增项目由造纸向上游扩张，新项目多配备浆线，部分向林浆纸一体化发展

近五年规模纸企激烈竞争

特点判定

成熟期向衰退期过渡

寡头垄断充分竞争

一般

政策利空

低

前向一体化

兼并收购

图2 2018～2022年铜版纸产能变化趋势 图3 2022年国内铜版纸产能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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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能淘汰，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规模纸企铜版纸

项目多拥有配套浆线设备，规模一体化生产，降低生产

成本，利于行业竞争中发挥最大优势。

现阶段中国铜版纸行业呈现以下特点（表2）：

当前国内铜版纸行业总产能645万t，行业前五位的

企业产能达575万t，占全国总产能的89.1%，行业集中度

较高。铜版纸企业多数有配套浆线，部分拥有林业基地。

受电子媒体冲击，铜版纸行业需求呈现逐年萎缩的整体

趋势，且连续多年无新增项目。从区域分布来看，产能均

表3  2022年铜版纸行业主要生产企业产能统计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企业名称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金东纸业

晨鸣纸业

金海纸业

太阳纸业

华泰纸业

区域

江苏

山东

海南

山东

山东

产能/

万t

200

110

100

95

70

集中在华东、华南区域，华东产能占比在84.5%。

2022年国内铜版纸产能分布相对集中，产能仅分布

在三个省份。详细分析来看，山东省排名第一，产能275

万t，占比43%；其次为江苏省，产能270万t，占比42%；第

三位海南省，产能100万t，占比15%。如图3、表3。

从近五年国内铜版纸区域分布的变化来看，山东

省、江苏省一直是国内铜版纸的主产区，近消费端且交

通便利是支撑当地铜版纸产能集中的主要原因。综合来

看，五年来铜版纸产能分布变化不大，受电子媒体冲击，

图4 2018～2022年国内铜版纸产能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5 2023～2027年中国铜版纸产能预测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6 2018～2022年铜版纸年度消费对比

图7 2022年铜版纸下游消费占比

图8 2018～2022年铜版纸下游年度消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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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呈逐年萎缩的整体趋势，国内多年无新增产能

投放，且随着落后产能淘汰，区域产能占比略有变化。如

图4。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人们的阅读习

惯逐步改变，杂志类的需求大量缩减，整体需求呈现逐

渐萎缩的趋势。行业对投资者吸引度极低，未来五年铜

版纸无新增产能。如图5。

2018～2022年中国铜版纸消费呈整体下降趋势，近

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在-5.0%，截止2022年11月份铜版

纸消费量在350.6万t，同比下降11.1%，预计2022年全年

铜版纸消费量在383.9万t上下，较2021年下降约9.1%。从

价格上来看，近五年铜版纸价格呈现先降后涨再降的趋

势，2019～2020年纸价延续下滑趋势，且2020年公共卫

生事件突发，国内疫情受损，2021年受木浆价格带动，

年均价出现明显上涨，然消费量并未得以改善。2022年

大环境下，国内消费缩量明显，高位成本下，纸价跟进欠

佳。如图6。

铜版纸下游消费主要集中在期刊、画册、宣传单页

等领域，随着电子媒体的冲击，人们的阅读方式逐步被取

代，铜版纸下游需求整体缩量明显。2022年，消费占比最

大的为期刊，占比在66%，其次为画册、单页，占比分别在

25%、5%。如图7。

2018～2022年下游分领域消费来看，期刊类占比最

大，其次为画册、宣传单页等，随着电子媒体的开发，中

国期刊出版总印数不断下降，且大环境影响下，期刊、商

业宣传等用纸出现明显缩量。如图8。

包括铜版纸在内的中国文化用纸区域消费结构来

看，华东地区下游分布相对多样化，是全国文化用纸消

费占比最高的地区，占文化用纸总消费量的40%左右。其

次是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占比分别在18%左右，华南地

区出口贸易活跃，华北地区出版集中，均为文化用纸消费

的重要区域。华中地区文化用纸消费亦相对集中，占比在

11%。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消费占比相对偏低，

占比分别在6%、5%、2%。如图9。

从近五年区域消费结构可以看出，文化用纸下游需

求区域占比变动不大。主要消费增长多分布在人口相对

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全

民阅读与消费支出比重提升，职业再教育需求增多等因

素带动下，文化用纸消费占比有一定增加。大经济环境下

社会面用纸需求有所抑制，华东、华中等区域消费占比略

有下降。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人口密集度低，

人员外流量大，文化用纸消费占比不大。如图10。

近年，图书总印数及种类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图书

中的文教书和童书的市场占比在不断扩大，这主要得益

于近年来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家长注重对孩子阅

读习惯的培养。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教学

改革的深化，这两类书的市场占比将不断扩大。

在信息技术发展下，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子

产品，新媒体的发展也越来越势不可挡，各种电子期刊

电子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取替传统的杂志期刊。在新媒

体的背景下，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都受到了影响，杂志产

业的发展确实堪忧。近年，期刊的总印数整体呈现下滑

的趋势。

图9 2022年分地区文化用纸消费占比

图10 2018～2022年中国分地区文化用纸下游需求

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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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白卡纸行业大盘点
⊙ 隆众资讯资深白卡纸分析师  赵泽慧

2022年，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市场均价

约5,891元/t，较2021年的7,243元/t下降1352元/t，降幅

18.7%（如图1）。接下来我们逐月重点分析下当月大事记

及对行情影响的主要因素。

1 1月，联盛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开工；白卡纸行情
以稳为主

1月3日，联盛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总

投资220亿元，占地面积约4,600亩，计划建设年产390

万t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其中包含年产化学浆120.7万

t、年产涂布白卡纸204万t、年产高档文化纸40.8万t、

年产生活用纸30.6万t及其建设相应配套的后加工生产

线。P M1生产白卡纸，纸板机宽8,850 m m，定量范围为

210～350 g/m2，设计速度为1,400 m/m i n，日产能超过

4,100 t。预计2023年二季度投产。

1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981

元/t，环比上涨0.7%，同比下跌19.1%。2022年2月初恰逢

春节假期，1月上半月白卡纸市场有零星成交，以补仓为

主，下半月随着临近春节假期，客户陆续开始放假休市，

市场交投活动减少，白卡纸市场价格以稳为主。

2  2 月，太 阳 在 南宁 投 资 建 设林 浆 纸 一 体化 项
目；需求恢复，成本带动下白卡纸价格上涨 

2月26日，太阳纸业在南宁投资建设年产525万t林

浆纸一体化及配套产业园项目，主要生产高档包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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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三季度建成投产。

4月250～400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518

元/t，环比上涨1.9%，同比下跌35.5%。4月在公共卫生事

件影响下，白卡纸下游需求减弱及出口亦有减少，4月份

木浆均价小幅回落。在利好因素支撑均有减弱情况下，4

月份白卡纸价格涨势减弱。

5 5月，河南白板纸技改白卡纸，冠豪计划新建白
卡纸项目，金桂计划继续扩张白卡纸产能；供需平
淡，白卡纸价格以稳为主

5月河南兴泰纸业白板纸技改转产白卡纸，年产白

卡纸10万t，9月份恢复生产白卡纸。

5月冠豪高新计划新建年产30万t高档涂布白卡纸项

目，预计总投资约9亿元，整体建设期为19个月，项目建

设地点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冠豪高新厂区

预留地块。

5月30日，广西金桂浆纸业二期工程年产180万t高

档纸板项目的第二台纸机和年产75万t化机浆扩建项目

举行开工仪式，预计在2024年全部竣工投产。金桂二期

工程由四个子项目组成，分别为年产180万t高档纸板扩

建项目、年产30万t过氧化氢项目、年产75万t化机浆扩建

项目，以及年产25万t丁苯胶乳项目。年产180万t高档纸

板扩建项目主要建设2台纸幅净宽8.1m的白卡纸机，配套

建设热电站、给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三期工程

已完成项目备案，三期总投资约283亿元，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化学浆生产线、化机浆生产线和高档纸生产线。

5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547

元/t，环比上涨0.4%，同比下跌33.4%。5月针叶浆现货市

场均价7,261元/t，环比上涨4.4%，同比上涨3.8%；阔叶

浆现货市场均价6,458元/t，环比上涨8.4%，同比上涨

27.7%；化机浆现货市场均价5,429元/t，环比涨幅2.2%，

同比涨幅35.9%。木浆价格继续上涨，成本面对于白卡纸

行情起到支撑作用。但随着新增产能释放，白卡纸供需

双增，价格上涨乏力，以稳为主。

6  6月，景兴计划新建100万t白卡纸生产线；淡
季来临，白卡纸价格环比下跌

6月景兴（江苏）计划新建年产260万t造纸生产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2条年产60万t牛皮箱板纸生产

代塑纸、铜版纸、双胶纸、特种纸基新材料、纸浆等产

品，以及上下游包装、印刷、纸张深加工、智能仓储、码

头、物流等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拟选址南

宁六景工业园区，用地面积约3,000亩。

2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115

元/t，环比上涨2.2%，同比下跌26.3%。2月针叶浆现货

市场均价6,418元/t，环比上涨5.4%，同比下降5.1%；阔

叶浆现货市场均价5,190元/t，环比上涨4.6%，同比微降

0.2%；化机浆现货市场均价4,471元/t，环比上涨4.5%，

同比上涨15.1%。2月份木浆价格上涨，下半月下游市场需

求逐渐恢复，白卡纸价格在成本面带动下开始上涨。

3 3月利好因素增多，白卡纸涨幅增大
3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394

元/t，环比上涨4.6%，同比下跌36.1%。3月针叶浆现货市

场均价6,934元/t，环比上涨8.0%，同比下降3.0%；阔叶

浆现货市场均价6,128元/t，环比上涨12.9%，同比上涨

4.3%；化机浆现货市场均价5,400元/t，环比上涨15.6%，

同比上涨15.0%。3月份木浆现货市场价格在海外消息面

刺激下继续上涨，国内下游在春节后补仓支撑下需求增

加，以及防疫用品包装消费增加，3月份白板纸出口环比

增加。在以上综合利好下，3月份白卡纸价格涨幅增大。

4 4月，亚太印尼新建制浆造纸工厂；需求减弱，
白卡纸涨势减弱 

4月亚太资源集团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投资

33.4万亿印尼盾（约合19亿美元）新建制浆造纸工厂，新

工厂位于苏门答腊廖内省的Pangkalan Kerinci。工厂

每年可生产120万t白卡纸（F B B）、106万t牛皮纸浆和60

万t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B C M P）。据了解，新工厂将于

图1  国内白卡纸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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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1条年产10万t纱管原纸生产线、1条年产100万t涂

布白卡纸生产线、6条年产5万t生活用纸生产线和3台

130t/h循环流化床一般固废焚烧炉（两用一备）。项目建

成后，将达到年产260万t造纸生产能力。

6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291

元/t，环比下跌3.9%，同比下跌23.3%。6月进入淡季，国

内白卡纸消费减弱，出口变化不大，而新产能释放白卡纸

产量增加，供大于求压力下，白卡纸价格环比下跌。

7 7月，中纸拟建设102万t白卡纸生产线，丰硕白板
纸技改转产白卡纸；淡季白卡纸价格继续下滑

7月湛江中纸纸业拟建设1条年产102万t涂布白卡纸生

产线，2条共年产61.2万t化机浆生产线，配套1条年产20.4万

t碳酸钙生产线，1条年回收27,540t碱的黑液回收线，自动

化的中间仓及成品库，配备给水处理站和污水处理系统。

7月山东丰硕纸业2号机白板纸技改转产白卡纸，年

产白卡纸10万t；德州泰鼎瓦楞原纸技改转产白卡纸，年

产白卡纸30万t。

7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6,070

元/t，环比下跌3.5%，同比下跌6.0%。7月仍处于需求淡

季，而随着白板纸技改白卡纸，供应压力继续增加，受此

影响，7月份白卡纸价格继续下滑。

8 8月，亚洲浆纸业三期通过审批；8月供大于求
压力下，白卡纸跌幅增大

8月18日，宁波亚洲浆纸业年产100万t高档绿色环保

卡纸及配套工程项目通过审批，项目总投资约85.3655亿

元（其中环保投资5.46亿元），在亚洲浆纸业现有第一阶

段工程厂区预留空地内建设年产100万t高档绿色环保卡

纸及配套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条102万t/a的涂

布白卡纸生产线（PM3），1条40.8万t/a的化机浆生产线，

1条34万t/a的碳酸钙制备生产线，1条580t/d（固形物）

碱回收生产线及配套的备浆生产线、木片中转库、浆板

库、涂料制备车间、石灰石仓库、完成整理车间、自动仓

库等以及给水站、空压站等公辅设施等建（构）筑物。

8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606

元/t，环比下跌7.6%，同比下跌6.7%。8月在淡季影响下，

需求开始缓慢恢复，但是白卡纸供应增多，在供需压力

下，白卡纸价格环比下跌幅度增大。

9 9月，玖龙纸业技改转产白卡纸；金九银十支撑
下，白卡纸跌势趋缓

玖龙纸业（东莞）P M32白板纸技改转产白卡纸，年

产能60万t；玖龙纸业（重庆）PM33白板纸技改转产白卡

纸，年产能60万t。

9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274

元/t，环比下跌5.9%，同比下跌9.5%。9月份随着进入金

九银十消费旺季，白卡纸跌势趋缓，但在供大于求压力

下，白卡纸价格环比依旧下跌。

10  10月，海景白卡纸技改排产纸杯原纸；金九
银十支撑下，白卡纸价格微涨

浙江海景白卡纸技改增加排产纸杯原纸，年产能10

万t。

10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315

元/t，环比微涨0.8%，同比下跌6.3%。10月份公共卫生事

件影响增大，大部分行业消费不及预期，并且玖龙白板纸

技改白卡纸，但在金九银十支撑下，白卡纸价格微涨。

11 11月，江苏博汇扩建项目主产高端卡纸产品；
在春节订单支撑下白卡纸价格上涨

江苏博汇纸业预计投资27.85亿元，在大丰区港区

造纸园区内建设年产高档特种纸板80万t，项目建设期为

2年。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年产80万t高档特种纸板扩建

项目，主体设备和辅助设备国内择优配套，关键部件引进

国际先进技术和装备，以商品浆板为主要原料，产品为

全木浆零塑纸杯纸、高端社会卡纸、烟卡纸。

11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367

元/t，环比上涨1.0%，同比下跌8.8%。11月白卡纸供需面

变化不大，在春节订单支撑下，白卡纸价格环比上涨。

12 12月，年底客户回笼资金，白卡纸价格下跌
12月250～400 g/m2主流品牌白卡纸含税均价5,229

元/t，环比下跌2.6%，同比下跌8.9%。12月份在管控政策

优化情况下，防疫物资订单增多，但消费者社会活动明显

减少，快消品等消费减弱。加之2023年春节假期在1月下

旬，12月份大部分行业春节订单将近尾声，年底客户开始

回笼资金等，白卡纸市场价格承压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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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纸行情回顾及趋势预测
⊙ 隆众资讯高级白板纸分析师  唐楠楠

1 白板纸产能趋势分析
2018～2022年，中国白板纸行业正处于成长期的阶段（如图1）。产能规模还在扩张，2018～

2020年在供给侧改革及环保政策影响下，浙江富阳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造纸企业腾退，其中，富阳

造纸企业又以白板纸企为主，因此产能减少明显，2021～2022年，虽然有产能退出，但随着新增产

能的投产，白板纸产能逐步恢复中，2021年新增产能165万t，2022年新增产能也达到了143万t。在

供应端出现明显增加的情况下，需求端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增速放缓，白板纸价格下行，行业利

润整体呈下滑趋势，生产企业盈利能力降低，为了缓解生产压力，白板纸企有技改转产白卡纸的活

动。2022年9月东莞玖龙年产60万t白板纸机PM32技改转产白卡纸，9月26日海龙牌涂布白卡纸投放

市场，同时重庆玖龙PM33白板纸机交叉排产白卡

纸，山东丰硕其中一台白板纸机技改转产白卡纸

等，白板纸产能相应减少。

展望未来，未来五年白板纸行业仍有新竞

争者加入，但数量不多，产能复合增速放缓，未

表1  2022年白板纸新增产能统计

地区

华东

合计

产能/

万t.a-1

30

30

20

30

15

18

143

企业简称

浙江华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抚州浙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富临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蚌埠三星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凯盛纸业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绍兴

江西抚州

江西抚州

江苏盐城

安徽蚌埠

江苏宿迁

投产时间

2022年1月

2022年1月

2022年2月

2022年3月

2022年3月

2022年4月

-

表2  2022年白板纸退出产能统计

地区

华东

合计

产能/

万t.a-1

15

15

企业简称

浙江高阳纸业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杭州

退出时间

2022年8月

图1 2018～2022年白板纸产能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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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向一体化将是国内白板

纸行业的发展趋势。后续部

分规模企业会配套上游浆

线，同时横向发展扩充产品

多样化，在政策和消费多重

利好因素驱动下，未来白板

纸行业将由成长期向成熟期

过渡。

2 白板纸产能变化统计
2022年白板纸虽仍有产能退出以及技改转产其他产品，但国内白板纸产能保持稳步增长，截

至目前行业总产能提升至1,213万t，产能增速为3.4%，产能增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年内计划新增

产能208万t，实际兑现情况来看，有2套装置投产时间推迟至2023年，其余新增产能已投产运行。

目前投产运行新增产能情况来看，主要为新增产能、外迁设备。如表1～表3。

3 白板纸产量趋势分析
2022年1～11月中国白板纸总产量在799万t，同比减少1.4%，月均产量在73万t左右（如图2）。

产量变化来看，2月因传统节日春节的原因，业者多放假休市，行业停机减产现象增多，白板纸产量

出现下滑。上半年产量的峰值出现在5月份，新增产能集中在1～4月份投产，开工稳定之后产量得以

兑现，是带动此时行业产量大幅好转的主要原因。5月份之后行业的月度产量出现下滑，特别是8月

份的降幅尤为明显，上半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多地疾控政策趋严，物流运输不畅，居民消费活

动减少，终端需求偏弱，纸企让利优惠出货刺激

下游备货积极性，行业利润持续收窄。7月开始，

国内存量装置主动安排降负荷与装置例行检修计

划，叠加8月部分地区因高温天气用电紧张，为了

“让电于民”，行业开工负荷下降至51%附近，从

而造成整体产量的收缩。

在疾控政策优化执行后，第一轮疫情冲击正

在持续，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均面临感染风险。12

月下旬玖龙纸业、建晖纸业发布2023年春节期间

白板纸停机检修计划，后续会有更多纸企陆续安

排停机，同时华东、华南地区多家包装企业也发

布了放假通知，放假时间安排较早，相较往年时

间也更长一些。

4 中国白板纸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2022年国内白板纸行情整体呈现先扬后抑

的趋势，价格处于近五年的中位水平（如图3）。1

表3  2022年白板纸技改转产产能统计

地区

华东

华南

西南

华东

合计

产能/

万t.a-1

10

60

55

15

140

企业简称

山东丰硕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淮安恒发纸业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济宁

广东东莞

重庆

江苏淮安

备注

技改转产白卡纸

技改转产白卡纸

技改转产白卡纸

技改转产牛皮纸

图2 2021～2022年白板纸产量对比

图3 250 g/m2白板纸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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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0 g/m2白板纸均价4,459元/t，同比下降12.5%；其中年内最低点出现在9月份，为4,003元/

t，最高点在3～4月，为4,987元/t，目前最大振幅24.6%。

年内，国内白板纸价格驱动在供给与需求逻辑之间不断转换。上半年白板纸新增产能陆续释

放，年产能逐步恢复至近五年高位，供给侧扩张的同时，二季度国内公共卫生事件多点爆发，受此

影响，终端消费力下滑，需求面支撑不足，供需矛盾增大，终端需求弱势持续向上游传导，纸企出货

放缓库存承压，白板纸价格震荡下行，纸企利润空间收窄。7月份开始纸企安排停机检修现象增多，

同时有纸厂技改转产其他产品，供应减少，10～11月白板纸行情小幅反弹。

5 白板纸行业生产成本及利润对比分析
2022年1～11月份白板纸利润平均水平在920元/t，较上年同期下降36.9%，其利润水平与废纸

价格呈负相关性（如图4）。随着国内新增产能释放，白板纸供应量逐步恢复至近五年高位水平，但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增速放缓，二季度开始，白板纸价格震荡下行，波动强于废纸价格，至8月末白

板纸利润降至年内最低点，利润在623元/t。生产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生产积极性下降，9月份纸企

陆续发函上调白板纸价格，白板纸利润有所回弹。

6 白板纸表观消费量分析
目前中国白板纸消费总量约617万t，较上年同期减少14.4%。整体消费情况来看，白板纸销量

波动幅度较大，5月份白板纸消费量为72万t，为年度最高点，1～4月份国内新增产能陆续投产，5月

图6 2023～2027年白板纸消费量趋势预测

图7 2023年白板纸业者心态调研占比

图4 2022年白板纸生产成本利润对比

图5 2022年白板纸表观消费量与价格联动性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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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3～2027年中国白板纸拟在建产能统计

地区

华东

华中

合计

产能/

万t.a-1

30

30

60

55

30

30

30

265

企业简称

江苏盛宝仑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森林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森林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杭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丁丁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惠强纸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盐城

山东枣庄

浙江台州

浙江台州

浙江衢州

浙江金华

湖北荆州

投产

时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

-

白板纸供应增加，是消费增势明显的主

要原因之一；8月份白板纸消费量为44

万t，为年度最低点，主要原因是部分规

模纸企安排停机检修或减产，或对白板

纸机进行轮停维护保养，或为缓解库

存压力安排停机减产，同时因局部地区

高温天气原因，个别纸企响应“让电于

民”政策安排停机，供应减少的同时，

终端需求延续弱势格局，消费量下滑明

显。如图5。

7 中国白板纸拟在建产能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未来五年白板纸产品行业拟在建产能将达到265万t，暂无退出产能计划（如

表4）。拟在建产能中，其中规模在30万t/a的企业有5家，新增产能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拟在建企

业暂无计划配套上下游产品装置。

不过，由于2021～2022年新增产能集中投放后，白板纸行业已转为供应过剩状态，企业利润

缩减，或将影响后期部分新产能投放进度。

8 中国白板纸年度消费趋势预测
包装行业作为服务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纸包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白板纸行业增速将进入平缓增

长的新常态，未来五年预计白板纸消费量呈现出稳步增长趋势。如图6。

2023年预计白板纸供需呈现增长态势。据隆众数据测算，2023年白板纸将有五套装置计划投

产，随着新增产能陆续投放，预计产能利用率将较2022年有所降低，预计2023年白板纸产量增速

1.7%左右；下游方面，内外需求逐步回暖，预计2023年白板纸消费增速在9.1%左右，进口依存度将

继续降低，出口将保持稳步增长。

9 2023年白板纸行情心态调研
截至目前，对中国白板纸市场参与者2023年心态调研的结果显示，20%的业者看涨，20%的业

者看稳，60%的业者看跌（如图7）。看涨者心态认为：利空因素在逐步消化，同时对需求影响较大

的公共卫生事件因素基本排除，在成本压力助推下，为保障合理盈利空间，白板纸价格走势上行；

看稳者心态认为：终端需求预期向好，但产能扩张周期上行，供需博弈影响下，白板纸价格维稳；看

跌者心态认为：随着国内白板纸产能进一步扩张，行业内竞争愈发激烈，在全球经济增速走向“低

增长”的宏观因素影响下，国内终端需求增速亦放缓，供需矛盾短期难缓解，白板纸价格存下行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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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互联网应用

对纸业劳动力的影响分析
⊙ 杨晨鸣（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济南 250103）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用高
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行业，全球制造业进入了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期。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给制造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造纸行业也不例外。新时代的中国造纸乃至
全球造纸领域发展都受到了数字化技术与数字产业的影响，尤其在人才与劳动力层面，数字化与
工业互联网技术给造纸行业的人才培养、就业模式与发展等方面带来了新的转变。联合国国际劳
工组织（ILO）发布的《2022全球就业与趋势展望报告》中便提到，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模式既给全球就业带来了机遇，也给劳动力择业与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本文
将从全球制造业新机遇、数字化转型与造纸融合发展等方面分析数字化与工业互联网对纸业劳
动力的影响，也为高等院校专业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招聘提供参考。

□ 作者简介：杨晨鸣先生，副编审，山东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产业经济、职业教育等。

   基金项目：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度校极教研课题“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职业人才供需关系研究——以工业互联网工
程技术人才为例”（课题编号：XJJY2021B08，主持人：杨晨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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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

蓬勃发展，全球制造行业开始通过

技术升级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变传统生

产制造方式，推动产业技术革新和模

式变革，激发新动能。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不断涌

现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转型升

级创造了新的生机。作为传统制造行

业，造纸工业也在数字化转型潮流中

寻求新的机遇，而作为行业发展的中

坚力量，纸业人才与劳动力的培养和

就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改变，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生

新的变革。

1 全球制造业迎来数字化转型
机遇期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世界

各国都在努力培育符合本国发展特

色的制造业，通过实体经济发展激

活国民经济，制造业也迎来了转型发

展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

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促进工业的

数字化改造，可以把数据信息技术在

工业信息化中的作用发挥开来，提高

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应用水平，通过计

算机来对信息做出统计分析与评估，

对用户产品做出检测，服务产供销系

统，缩短中间环节，以便为用户创造

高品质和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制造

业对于提升就业率、社会稳定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效应，因此，即

便是第三产业十分发达的美国在近

些年也不惜余力地引导制造业复苏

和制造企业的回归。

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

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

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

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我国自从2010

年工业产值超过美国以后，便一直保

持制造业全球第一，工业及制造业

增加值连续十多年保持首位，而且

2021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疫

情发生以来首次出现回升，这也意味

着我国制造业转型效果显著。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全球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全球来

看，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制

造业大国，制造业产值约占国家GD P

的11.6%，汽车、航空设备、计算机、

电子和通讯设备、钢铁、石油产品、

化肥等产业全球领先。紧随其后的是

日本和德国，两国都以发展高精密仪

器设备的高端制造业为特色，韩国和

印度都是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而工

业革命兴起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但随

着第三产业占比逐渐扩大，欧洲国家

在近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趋势逐渐

加快，除了德国还保有较强制造业基

础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制

造业规模逐渐缩减，预计未来的制

造业还将继续向劳动力、资源和资本

密集地区聚集和发展。

而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的爆发和持续给各国经济带来一定

困难，而制造业薄弱的国家，在面对

疫情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全球金融

危机、通货膨胀等情况时是缺乏内生

动力与修复力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

利于后疫情时代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因此，在病毒的感染性与毒性

逐渐减弱、全球各国防疫政策逐渐

放松的当下，全球制造业也迎来了数

字化转型新的机遇期。

2  工业互联网与造纸行业深度
融合

全球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

开技术的支持，工业互联网、工业

4.0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工业机器人

行业·
INDusTRY

30
第44卷第1期/第2期 2023年1月



（OE C D）发布的“创造就业机会和地

方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全球企业每

年共可交付100,000台工业机器人，

助力数字化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

展，而用于造纸行业的占比很低。全

球造纸行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率也

仍然很低，即便是起步较早的欧美国

家，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渗透

率也并未达到很高的水平，仍然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以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如表1

所示，与汽车制造、电子电器加工等

行业相比，两国的造纸和印刷业的工

业机器人渗透率仍然非常低，造纸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具有很大的空

间和潜力。

3.2  对纸业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效应

虽然如上文所述，相比汽车制

造、电子电器加工等行业，造纸和印

刷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和工业互联

网技术发展程度仍然非常低，但是通

过纸业本身的前后对比还是可以发

现，新技术给造纸行业的人才发展带

来一定影响，而且人们对新技术未来

发展的期待也给行业带来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

有学者通过相关实证分析发现，

与自动化等技术也开始逐渐走进了

制造行业，造纸行业也不例外。2012

年，美国通用电气最早提出了工业互

联网的概念，随后美国五个行业协会

联手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

将其大力推广开来。

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通过开放

的、全球化的工业级网络平台把设

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

户紧密地连接和融合起来，高效共

享工业经济中的各种要素资源，从而

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降低

成本、增加效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发

展。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集合

体，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都可以在这个集成的网络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数字化与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

融合，逐渐催生出了全新的经济发展

方式，因此，作为传统制造业的造纸

行业也在努力实现传统模式与新兴技

术的融合发展。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工业互联网

及相关技术与造纸行业融合发展的

脚步，疫情发生以来，多家行业领先

的技术装备企业，如ABB、福伊特、维

美德、西门子等已率先进行了工业互

联网与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创新，支

持造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

作为全球制浆造纸装备和技术的领

军者，维美德一直致力于推进工业互

联网、自动化技术以及智能化与造纸

工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数据管理与工

艺技术的结合，凭借在优化调度、国

内外协同、远程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加强公司与客户的沟通和交流，通过

远程技术支持新项目开机，其中既包

括国内造纸项目，也有智利ARAUCO大

型浆线等海外项目；作为造纸数字化

的创新驱动者，福伊特也凭借造纸

4.0数字化解决方案提高纸张生产各

个环节中的可用性和效率，推出了工

业物联网云平台OnCumulus以及维护

管理工具OnCare.Asset等新技术；

2022年12月，A B B基于数字化和自动

化技术的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投产，

通过数字互联实现现实世界与数字

世界相连接，创建了数字化制造生态

系统，利用虚拟计划与生产管理系

统，通过收集并分析数据提高性能和

生产效率，在自动化的新时代应对劳

动力短缺的挑战，并创造高价值的就

业机会。尽管目前许多新技术仍在起

步阶段，但工业互联网与造纸行业深

度融合的趋势不会改变，融合发展的

脚步不会停止。

3  数字化与工业互联对纸业劳动
力的影响
3.1  纸业数字化技术发展潜力大

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工业

互联网就像一张庞大的网络，而这张

大网融合于造纸企业之中，在纸厂中

分布着众多的工业机器人、传感器、

分析器等技术操作系统和数据收集

系统。以工业机器人为例，经合组织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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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美两国造纸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与其他制造业对比

造纸和印刷行业

汽车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电子电器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

木材和家具制造业

冶金

制造业领域

0.57

96.45

24.00

57.49

9.00

0.61

0.48

26.90

美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台/千人）

0.80

40.21

67.03

30.29

3.91

0.18

2.32

1.00

中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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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总

产出，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实

现规模效应，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数字化与工

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长期的就业

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创造效应”，新

技术为纸业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更多

的机遇。

工业互联网进入造纸行业需要

更多专业人才。首先，造纸企业通过

工业互联网实现各个环节的互联互

通，实现了数据收集和共享，这个过

程需要大数据运营中心的统一调配

和支持，因此，新型大数据分析师、

数据处理工程师等岗位应运而生。

第二，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中，高级应

用程序是软件系统的核心，开发高级

应用程序可以应用于浆厂、纸机生产

线，对相应工艺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分析，包括对制浆线的蒸煮、锅炉进

行分析，对纸机振动、生产线运行情

况进行监测等，因此能够开发符合纸

厂运营和需求的高级应用程序的人

才将是必不可少的。第三，随着科技

的进步，传统工程师可能不再适应时

代要求，数字化转型的造纸行业将需

要更多的既懂造纸又懂产业融合发

展的“新工程师”，而随着纸业领域

的拓展，造纸相关产业，例如生物质

精炼、轻纺化工等领域与纸业发展日

益密切，甚至不少生物质精炼起步较

早的欧洲造纸企业已经发展成为集

造纸、化工、生物质精炼、轻纺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产业集团，因此跨学

科融合发展的新工程师便显得尤为

重要。

总之，与新兴技术相关的各种

“新专家”岗位的需求会明显增加，

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大数

据专家、过程自动化专家、信息安全

分析师、用户体验和人机交互设计

师、机器人工程师和区块链专家等。

此外，工业互联与数字化技术

除了可以创造新兴技术岗位，也可以

在人才招募方面提供更多的工具和

渠道。近两年的全球化疫情也迫使

造纸行业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拥抱

数字化新技术这一强大的产业催化

剂。全球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麦肯锡

（McKinsey）报告显示，疫情使造纸

企业的运营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员工

队伍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

变化不仅仅是表层结构上的，还从企

业人员的思维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很

大转变，而利用数字化工具也可以帮

助行业跟踪和招募更多的人才，使得

利用大数据和云平台实现高端人才

的精准匹配成为了可能。到2025年，

数字化技术将预计可以为全球制浆

造纸业节省200亿美元的成本，成本

降低15％，从而提高生产率、减少浪

费并确保纸厂内部的安全。当然，虽

然疫情加速了这一转变，但疫情过

后，这一趋势也仍然不会消退。

 2022世界经济论坛（W E F）

“就业的未来”研究报告指出，2022

年，全球38%的企业希望能够逐渐提

高员工队伍的生产力水平，即希望更

多员工适应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新

技术，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预计数字

化将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岗位，便于新

经济发展。此外，企业将扩大对承包

商的使用，例如雇佣更多专业的工业

互联网技术承包商从事任务专业化

工作，并以更灵活的方式聘用员工，

利用实体办公室以外的远程人员配

置和分散运营。 

3.3  对纸业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效应

数字化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除了创造新的岗位之外，还会导致

机器设备自动化水平上升，可能会取

代低复杂性、重复的工作,降低生产

任务环节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导致大

规模的失业，产生劳动力的替代效

应。研究表明，未来造纸企业内的许

多低技能白领职位，例如纸厂纸机数

据录入员、文员、秘书、审计员、低技

能纸机操作员等可能被数字化科技

所取代。总的来说，这些工作更容易

受到新技术和流程自动化进步的影

响。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2全

球就业与趋势展望报告”显示，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一年之后，即到2020年

底，经济低迷导致全球制造业劳动

力总体就业率下滑，其中，高收入国

家制造业就业率下滑3.9%，中高收入

国家制造业就业率下滑7.4%，而中低

收入国家下滑11.8%。高等收入国家

由于制造业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

技术要求高，可取代概率低，因此制

造业失业率下滑较慢，而中低收入国

家却正好相反。造纸行业也是如此，

越是技术含量低的部分，越容易在数

字化转型浪潮中被科技所取代。

4  总结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

与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为纸业人才

的培养、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机

遇，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也推动人才

向新兴技术靠拢的脚步。不过行业仍

需要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疫情期间，

由于员工可以灵活地进行远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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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缺乏上司经常提供指导和鼓

励的情况下，自我激励对于取得成功

至关重要，在工作时间严格自律，这

也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在远程工作

时遇到的问题。此外，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造纸企业能否在招聘外部新

技术型人才和完成原有员工的适应

性培训之间寻求平衡，也是完成数字

化过渡的重要环节，因为对于企业而

言，如果能够通过专业的培训使部分

关键环节的老员工适应工厂数字化

转型的技术和发展要求，在一定程度

上要比重新招聘新的员工更具有成

本效益。因此，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的过程中，这也要求更多高等院校逐

渐设置更多新型专业人才，而不将人

才培养的压力后置于企业之中。

4.1  高等院校应注重培养新型产业

人才

国内外高等院校应该重视培养

高级技能型人才。目前，高等院校在

专业及高级技术培养时，已经建立起

了与造纸及造纸装备企业合作进行

人才培养的模式，但在具体操作时却

容易浮于表面，下沉机制不合理，导

致许多造纸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

不能胜任或者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

因此需要进一步畅通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间人才流动渠道。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还指出，新

职业和新角色的质量、位置、形式和

永久性将发生重大转变。在2022年之

前，制造业继续扩增一系列特定的职

业角色，例如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

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以及电子

商务和社交媒体专家等，他们的岗位

都有既定的名称。而2022年将成为

一个发展的分水岭，2022年之后，这

些既定的职业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

到拓展，可能与新兴的数字化职业岗

位相互融合。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才

培养不应仅局限于一个学科、一个专

业，而是应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尤其是互补学科的培养。

4.2  纸业人才与劳动力市场机制仍

待完善与发展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的培养离不

开制度的保障。工业互联网与工业

4.0起步之初，以德国、美国、日本为

主的率先投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

国家便制定了与之相关的制度体系，

为从业人员提供从业要求和制度保

障。2022年7月，我国工信部也正式开

始实施《工业互联网从业人员能力

要求》、《人工智能从业人员能力要

求》、《物联网从业人员能力要求》等

人才培养行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制

定其他相关的法规，助力包括造纸行

业在内的制造业领域完善人才机制，

深化数字化转型之路。因此，我们只

有从制度保障、培养内容、培养条件、

评价体系等各个不同角度制定多元化

的机制，才能培养出符合各国国情的

优秀纸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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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共同的努力造就了国产6600纸机的突破

——专访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锴先生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2022年12月26日，由中国造纸装备供应商上

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自行制造的国产

首台幅宽6600mm、车速1000m/min的包装纸机在

安徽萧县林平纸业顺利投产，标志着我国造纸装

备制造水平登上新的台阶。

轻良为何能率先实现业内突破？项目过程

是否一帆风顺？公司还有哪些新动作？在项目投

产的第二天，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专访了上海轻

良实业总经理陈锴先生。

特写·
INTERVIEW

34
第44卷第1期/第2期 2023年1月



中华纸业：开机的过程是否顺

利？目前生产线运行情况如何？

陈锴：开机的整个过程还是非

常顺利的。尽管这是轻良开机的第一

台6600/1000的大型包装纸机，但在

国内类似工艺的四辊三压型包装纸

生产线中，轻良一直占据重要的市场

份额。从第一台四辊三压的包装纸生

产线投产至今，轻良已经积累了近20

多台（套）的成功开机和运行经验，

为本次项目的顺利开机做了坚实的铺

垫。

纸机目前运行状况良好，开机

车速即稳定在700m/m i n以上，同时

轻良的技术团队也在上浆后的第二

天与用户工程师团队进行了对接，细

节上的设备优化工作也已经全面铺

开。

中华纸业：在这台新纸机上，除

中华纸业：陈总，您好，感谢您

接受《中华纸业》的专访。12月26日，

安徽萧县林平纸业P M7顺利开机，这

是上海轻良实业自主研发、自行制造

的国内包装纸机门幅最宽的中高速

纸机，创造了国产造纸装备新的纪

录，在此对轻良和林平纸业表示祝

贺。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心情

吗？

陈锴：首先感谢《中华纸业》对

于国内造纸装备这一里程碑式事件

的关注。我现在的心情是充满了激动

又心怀感恩。首先要特别对林平纸业

李建设董事长和姚广武总工程师给

予的这个机会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

敢为人先的胆识和魄力给中国造纸

装备提档升级提供了机遇。其次，也

非常高兴和自豪，轻良携手供应链友

商不负所托，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按

时完成了从研发、复核、制造加工、安

装到最终出纸的项目历程。

由轻良总工程师带队的技术团队克服了新冠造成的身体不适等影响，顺利完成开机任
务，得到用户的认可。

了幅宽和车速外，还有哪些亮点可以

与行业分享？比如投资回报、产品能

耗、智能化等等。

陈锴：非常抱歉，对于这个问题

恐怕我需要稍稍卖个关子。我只能

说，这台纸机从一开始林平纸业团队

和轻良团队对接的时候，我们的定位

就是要做国内的Top Class，对标的

就是国际领先的装备制造商。

这台新纸机的设计，轻良团队

无论在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应的选型

配置、应用技术、产品能耗、工业外

观设计、操作安全性，包括智能化方

面，都是走在国内领先的位置。

中华纸业：过去，6m以上的高速

包装纸机长期被进口设备所垄断，轻

良实业是在什么时候确信可以自主研

发制造这样的大纸机？为此，轻良在

之前都进行了哪些积累？

陈锴：6m以上包装纸机的研发

项目是由轻良董事长陈小康先生于

2020年的5年战略规划白皮书上提出

并立项的，当时我们分析了全球的主

流纸机设备市场，即确定了以包装纸

6600m m幅宽、1300m/m i n车速；生活

用纸3550/2850m m面宽、1600m/m i n

车速为未来主流的产品机型。

当然，设备的可行性确定是在

2021年下半年，它离不开我们国家基

础工业尤其是材料工业的蓬勃发展

和合作伙伴的经验积累。轻良在这之

前也做了许多的基础调研工作，包括

设计论证、有限元分析、振动分析、

各种国产原料的性能对比、合作伙伴

的应用分析等等。正是有了这些扎

实的基础工作，使得轻良能够给林平

纸业和其他国内用户提供兼具性能

价格比和可靠性、高运行效率的大纸

·特写
INTERVIEW

35
Jan., 2023  Vol.44,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机。

中华纸业：在没有项目先例的

情况下，能够打动林平纸业选择轻良

的产品并不容易，您认为林平纸业当

时看中了轻良的哪些优势？

陈锴：我相信这个问题让林平

的李建设董事长来回答应该更合适。

如果说优势的话，回顾前5年的发展

历程，轻良在国内造纸装备行业已具

备三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应用互通。轻

良是国内造纸装备行业中唯一一家

同时可以提供包装用纸设备、生活用

纸设备和特种纸设备的装备制造商。

生活用纸项目又是以交钥匙为主。轻

良会在每个季度对我们的产品进行

论证，将不同产品线上的产品融合应

用。可以说，无论是产品的应用开发

还是迭代速度，轻良在国内甚至全球

都处于领先。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的设计吻合

率。轻良于2020年提出设计吻合率的

全新产品理念，将产品的每一个细节

抓稳抓牢，以德国工业标准抓执行、

抓管理，将轻良的产品精雕细琢，才

有了用户的良好口碑。

第三个优势是我们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轻良是国内O E M里信息化程

度最深的企业，截止目前，轻良的信

息化模块已经从销售的CR M（客户管

理系统）延伸到发运系统，乃至我们

的合作伙伴（供应链管理系统）。共

计140个管理模块、7大管理系统，高

度的信息化使得轻良的差错率显著

降低，工作效率得到了质的飞跃。

中华纸业：第一次实施这样大

的项目，这两年又遇到疫情反复的挑

战，轻良为项目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

方案和部署？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

如何克服的？

陈锴：确实，这两年疫情的反

复，给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就针对

性地采取了“线上+线下”的项目管理

方案，利用轻良自建的项目管理系统

和项目管理软件，快速反应、快速决

断，把问题早提出、早解决。

我们在项目初期就成立了以总

经理带头的紧急应变小组，把所有碰

到的问题及时处理。当然我们在实施

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例如国外

供应商的货品不能及时通过海运发

出，我们就果断选择直接从欧洲空

运。

在轻良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始终坚持要把这个项目作为里

程碑式的项目来对待，不计成本，不

虑得失，把对用户保质保量的承诺作

为一切工作的前提。

中华纸业：在这个里程碑式的

项目中，我们看到不仅有轻良的装

2021年5月17日，上海轻良实业与林平纸业正式签订了6600mm/1000m/min双叠网纸机
项目合同。

备，还有像流浆箱、膜转移施胶机、

自控系统、毛布等等很多设备都是由

国产装备企业提供，是不是很多中国

企业都在这个项目中实现了自身的突

破？在大家一起创造历史的过程中，

轻良作为O E M制造商，发挥了哪些作

用？

陈锴：您说的很对，这个项目中

轻良作为纸机供货商主体，也带领

了一批国内的优秀装备制造商的突

破。

在这个过程中，轻良承担了主要

的整合、协调、协作的工作。我们对

各个装备制造商进行应用分析，帮助

每一位合作伙伴取长补短，同时也为

最终用户在设备整体性和稳定性上

进行审核，为其保驾护航。

中华纸业：有了林平纸业PM7项

目成功的经验，您认为制约中国装备

企业进军更大更快纸机市场的瓶颈

是什么？突破的关键在哪里？

陈锴：如果说国内包装用纸机

的瓶颈，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整体的应

用技术和一些关键件的突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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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良于5年前就在生活用纸机

上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对用户不仅做

到能耗上的担保，我们还可以完成

交钥匙工程，保成纸质量、保开机时

间。这些承诺的落地可能在包装纸项

目上还有一段路要走，突破的关键就

在于交付的整体性上。关键部件的突

破还需要沉淀和时间，尤其是一些特

种钢材料的开发和普及。当然，一切

突破的原点也需要更多像林平纸业

这样独具慧眼并敢为天下先的最终

用户。

中华纸业：目前，我国造纸装备

制造企业仍存在中高端市场份额低、

整体品牌形象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

轻良作为中国造纸装备的领军企业，

对行业向更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建

议？

陈锴：作为行业内的新丁，建议

不敢当，我还是迫切地希望行业的发

展能够尽量避免低价恶性竞争，坚持

走各具特色的良性发展通道。

国内的造纸装备企业一直是以

高性价比为自己的产品卖点，我们

在机台数量上并不比欧洲装备制造

商少。但在很多的应用技术、产品理

解、产品定位上并不清晰，甚至没有

找到自己合适的发展道路。

也期待各个友商也能尽快找准

自己的定位，大家一起为行业高质量

发展添砖加瓦。

中华纸业：过去几年，我们看到

轻良在国内外的项目遍地开花，涵盖

了包装纸、卫生纸、特种纸等等，对

标轻良在2020年提出的“稳健发展，

扩大服务，进军头部纸企”的战略方

针，3年过去了，现在这一战略实施的

情况如何？

陈锴：我们在这3年中也扎实地

落地了自己在2020年制定的战略。轻

良不仅在理文、太阳、泰盛等国内头

部纸企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也进入了

国际性的头部企业像A P P、OJ I的眼

帘。

稳健发展的代名词其实就是不

断修炼内功，轻良结合信息化系统，

打造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基地。同时

我们在服务端专门成立了独立核算

的现场服务部，将服务从以往的机械

设备，不仅扩展到了各种机械相关的

耗材，还建立了一些例如“碳排放计

算”、“行业分析”、“智能化工厂建

设”等衍生服务，获得了用户的良好

口碑。

中华纸业：林平的项目顺利开

机后，如果给2022年的轻良打个分，

您要打多少分？这一年有哪些收获和

遗憾？

陈锴：2022年是非常特殊的一

年，经历了上海的3个月封控，轻良仍

旧完成了全年的业绩目标和生产目

标。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客户对轻良的

信任，对于所有轻良人的奋勇拼搏高

度赞扬，综合打个90分吧。最大的收

获就是轻良专精造纸装备的历程和

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用户的认

可，遗憾的是在疫情的影响中没能第

一时间满足所有客户需求，对受到影

响的用户，道以最诚挚的抱歉。

中华纸业：2023年马上到了，随

着我国防疫政策的转变，经济也有

望迎来新的增长，轻良在新的一年里

有哪些规划？最后，也请您发表一下

新年的祝语，谢谢。

陈锴：在新的一年里，轻良将

会加速海外市场的拓展，学习中国的

电动车企出海战略，深入研发，将中

国的高性价比造纸装备带出去，走出

去。不仅要走好，还要走的扎实，获

得全球的认可。

最后，愿2022的时间齿轮,带走

疫情的焦躁。祝愿造纸行业的每一

位同仁，在新的一年里，累累青果挂

满枝头，青翠欲滴，长势喜人，丰收

在望！

采访后记：

因疫情的原因，陈锴总经理虽

然未能到林平纸业现场见证这一里

程碑项目的开机，但在开机当晚，他

通过微信朋友圈里表达了喜悦之情：

“祝贺林平纸业，祝贺上海轻良正

式晋级6600行列，乘风破浪！一路前

行！”

很多业内朋友，无论是否参与到

这个项目中，都为轻良和陈总点赞并

送去祝福。轻良率先站到了行业新的

高度起点，陈总更多表示的是感谢，

他在回复朋友圈留言中写道：“首先

要感谢李总、姚总给予轻良机会，其

次就是要感谢所有轻良的合作伙伴，

对于轻良的全力支持，是大家共同的

努力造就了国产6600的突破。”

在2022年，多数人的生活和生

意都不令人满意，情绪难免有些压

抑。但是，严冬终将过去，春天总会

到来。此时，这台里程碑式纸机的开

机，相信将为正处于严寒中的中国造

纸行业带来了希望，为大家在2023年

打个翻身仗树立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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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碳中和意识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绿色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新生
代消费群体的共识，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品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作为文化用纸行业领导者，亚太森博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
道路上不断劈波斩浪，用行动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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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碳目标的承诺及行动方案
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做出双碳承诺

2021年，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将“双碳”目标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2022年，党的二十大会议

提出将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制造行业需实现全生命周期低碳排放

制造行业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

其中制造业与建筑业占比17%

同时,制造业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2018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

占全国总排放量的65.93%

其中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碳排放量约占94% 

2020年全球碳排放主要来源

·管理
MANAgEMENT

39
Jan., 2023  Vol.44,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因此，制造行业需要对标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

  加快推动低碳发展

造纸行业现状

根据《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

我国纸和纸板人均消费量在2025年将达到100千克

2035年将达到120千克

纸和纸板总产量2025年将达到1.4亿吨

2035年将达到1.7亿吨

此外，2030年以前造纸行业总能耗仍会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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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绿色低碳转型迫在眉睫

造纸行业需率先优化工业能源结构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通过清洁生产技术升级

加速实现节能减碳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行业为建设目标

坚持开发低碳绿色产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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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以保护环境、恢复自然为方针

更须从实处抓好节能减排

作为造纸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亚太森博通过发布碳中和产品

深入诠释造纸行业碳中和新理念

绿色生产，不断改善环境效益

致力于为造纸全产业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赋能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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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林浆纸一体化企业的代表

亚太森博参与制订、修订了多项行业标准、国家产品标准

通过了PEF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和CFCC中国森林认证体系

资源利用及绿色生产

·管理
MANAgEMENT

43
Jan., 2023  Vol.44,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亚太森博（广东）公司积极探索能源结构的改善

通过替代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

积极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太阳能资源

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充分利用厂房屋面建设屋顶光伏电站

同时，亚太森博（广东）新增项目配套了

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将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亚太森博积极进取，努力为生态做贡献的决心不可动摇

这些项目也是亚太森博向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迈出的重要一步

优化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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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纸为媒，传承美好

亚太森博以身作则，践行低碳行动

积极推出多款碳中和产品

率先推出碳中和产品

通过减排措施，从原材料到分切包装辅料获取

废水处理辅料获取都不断强化低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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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广东)邀请国际权威认证机构

对百旺、雅文文化用纸产品的碳足迹进行了计算

并根据全球通用碳中和标准PAS2060

同时结合国家核准的自愿碳减排量

实现了产品的碳中和

此外，百旺、雅文碳中和双胶纸

已与多家出版社达成绿色阅读合作

通过碳中和双胶纸呈现书籍知识

传播低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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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一直坚持发展循环经济

走资源环境和效益协调发展之路

致力于为造纸行业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

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为此，在2020年亚太森博发布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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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亚太森博大气污染物目标已提前完成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基线年已下降14.9%

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比例已达到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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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亚太森博“碳中和密码”：

深度解读百旺文化用纸碳中和白皮书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近日，亚太森博发布了《2022年百旺文化用纸碳中

和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在国家“双碳目标”

的指引下，在全民碳中和意识逐渐增强的环境下，绿色生

活方式已逐渐成为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共识。

阅读该白皮书，中华纸业杂志社观察发现，当下具

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品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而亚太森博旗下的百旺文化用纸便将“碳中和”的

绿色基因深刻融入到了品牌的血脉之中。

亚太森博始终重视低碳发展，用绿色低碳的钥匙解

锁纸业碳中和。通过解读白皮书，本刊认为，破解“碳中

和密码”，亚太森博持有四把“密钥”。

1 碳中和密钥之一：以碳中和纸品解锁绿色消费
市场

自2020年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做出“双碳”

承诺之后，我国已经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双碳”目标的贯

彻执行，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会议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将

立足国内能源资源，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在国家“双碳”目标及造纸及轻工行业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指引下，亚太森博勇于创新、始终走在行业前列，

率先推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碳中和文化用纸产品，引领纸

业节能减碳风潮，以碳中和纸制品解锁绿色消费市场。

2021年12月28日，亚太森博(广东)发布中国首款碳

中和复印纸(红百旺复印纸)。亚太森博(广东)邀请国际

权威认证机构对百旺复印纸的碳足迹进行了计算，并根

据全球通用碳中和标准PAS2060，通过减排措施，从原材

料获取到分切包装辅料获取、废水处理辅料获取都不断

强化低碳实践，同时结合国家核准的自愿碳减排量，实

现了产品的碳中和。作为亚太森博旗下的高端复印纸品

牌，百旺复印纸以实现产品碳中和为目标，不断付诸实际

行动，推动行业朝碳中和目标发展。

2022年，亚太森博(广东)又积极推出首批碳中和双

胶纸(百旺、雅文双胶纸)。目前百旺、雅文碳中和双胶纸

已与多家出版社达成绿色阅读合作，通过碳中和双胶纸

呈现书籍知识，传播低碳理念。百旺碳中和双胶纸定位

高端全木浆双胶纸，兼具高平滑度和高白度表现特性、

优异的运转适性和印刷适性，特别适用于印刷高质量要

求的手册、年报、图书、目录和插页、地图、说明书、信

封、票据账单等。百旺碳中和双胶纸产品的发布，是亚太

森博助力行业碳中和的又一里程碑。

2 碳中和密钥之二：以上下游统筹发展解锁产业
链绿色转型

白皮书指出，亚太森博注重绿色环保，为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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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国家产品标准，发布了木片和木浆采购政策，通过了

PEF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和CFCC中国森林认证体系，

并请第三方机构做原料追溯认证，致力于打造浆纸行业

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新标杆。

第二，在中游生产端，亚太森博不断进行环保技术

升级，减少污染物排放，致力于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降

至最低。截至目前，亚太森博（广东）公司一般固废资源

化综合利用率已达到100%，实现固废零填埋。为进一步

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比例，降低碳排放，亚太

森博还通过清洁生产促进节能减排，为实现碳中和激发

新活力。

第三，在下游采购端，通过绿色采购的方式促进低

碳产品的应用，是各国的共同做法。现阶段造纸行业能

够提供低碳绿色纸制品的供应商还相对较少，因此下游

企业更需要加强绿色采购风险管理。白皮书也指出，上下

游企业应加强合作，整合供应链来降低绿色纸制品的成

本，提高共同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亚太森博致力于

通过高质量的文化用纸为下游的出版、印刷等行业解决

降碳难题，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绿色采购，实现上下游行

业的统筹式发展。

3 碳中和密钥之三：以循环经济推动企业的绿色
转型

解读白皮书，本刊记者发现，亚太森博一直秉承

“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理念，坚持生态优化、绿色发

展，积极秉持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通

过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化利用实现减量和无害化，走资

源环境和效益协调发展之路，致力于为造纸行业面临的

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2020年，亚太森博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水耗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双双下降

30%，实现零固废填埋，水重复利用率达95%以上，温室

气体排放减少30%，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比例提升至95%，

积极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绿色工厂，充分展现了企业顽强的

“绿色基因”。

4 碳中和密钥之四：以转型升级解锁负责任的未
来

亚太森博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转型

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通过打造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企业，助力造纸产业链上下游协调发展，以上下游

统筹发展解锁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首先，在上游的原材料端，作为我国林浆纸一体化

企业的代表之一，亚太森博参与制订、修订了多项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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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加大科技、环保投入，发展绿色浆纸，以转型升级

为抓手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纸业之路，对当地环境负

责，也对本地居民和社会负责。

本刊记者了解到，截止目前，亚太森博在环境保护

的资金投入已经超过50亿元，占企业投资总额的四分之

一，文化纸项目配套建设碱回收锅炉、生物质余热发电工

程，把造纸过程中收集的黑液和废气用来燃烧发电，积

极推进余热供暖项目，不仅实现企业内部废弃物循环利

用，更为本地社会贡献电能。亚太森博通过最大限度保

护生态环境，降低排放，发展循环经济。

除了自身发展之外，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亚太森博

希望为整个市场乃至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不仅仅

是造纸企业本身，而是让每位居民、消费者从思想意识

上改变传统观念。亚太森博希望中国纸制品行业可以逐

步建立“碳标识”制度，将有利于引导消费端的企业和个

人建立碳排放意识，主动参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

战略，从而以纸业之力助力整个社会解锁更负责任的未

来。

“草木值成，国之富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

本刊记者认为，此次亚太森博碳中和白皮书的发表

恰逢其时，充分说明了作为绿色造纸企业的亚太森博，

助力行业碳中和的毅力和决心，以及走绿色低碳之路的

战略定力和大企担当。在全民碳中和意识逐渐增强的大

背景下，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追求已逐渐成为新生代消费

群体的共识，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品牌，消

费体系、供应链体系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亚太

森博用产品推动绿色低碳消费，这也是亚太森博践行社

会责任的创新表达。百旺碳中和产品是亚太森博绿色行

动、绿色消费的证明，是亚太森博绿色发展之路上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国家

战略政策的行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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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精益管理在白云纸业的推行探索
⊙ 张兴坤  李永峰  赵东方 

（河南省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河南驻马店 463100）

谈起T P M推行（T P M，T o t a l P r o d u c t i v e 

M a n a g e m e n t，称全面生产设备管理，又称全员生产维

修、全员设备管理），白云纸业可以说进行了长达十几年

的尝试和探索，但到今天依然没有达到“自觉、自发和主

动，并形成素养”的目标和目的。近三年的推行虽然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距离推行的总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白云纸业的TPM推行最初源于公司前期5S的坚持，

从5S到6S，再到6S+Q，最后尝试导入TP M，期间由于领导

的调整、部门的转换、机构职责的更迭，推行出现了时断

时续，没有做到持之以恒，更没有达到“文化”的境界。

2019年，白云纸业再次启动T P M推行并坚持至今，

TPM的推行从自主推行到辅导公司介入指导推行，再到集

团公司今年“精益化”管理理念的导入，虽然这三年受疫

情的不利因素影响，但白云纸业的T P M推行还是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虽然还处于被动考核、主动激励阶段，但对

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及精益化管理起到了正面的保障作

用，推行获得的隐形效益还是看到见、算得着的。

1 TPM近几年在白云纸业的推行情况及效果

2019年4月份，在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白

云纸业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T P M推行组织机构，开

始了公司的T P M推行之旅，从T P M方案的制定、试点事业

部的选择、推行办的成立、各核心小组的组建、口号的提

出、样板设备的选取到实施过程中对样板设备的初级清

扫、样板设备的清扫/点检/润滑标准建立、设备管理看

板MTBF/MTTR、OEE改善提升课题的导入，TPM各项工作开

始了有条不紊的具体实施。特别是2019年10月17日，公司

召开了由专业管理咨询公司辅导推行的全木浆纸事业部

TPM试点启动大会以来，公司TPM推行工作以全木浆纸事

业部为示范，以点穿线，以线带面，使TPM在公司实现了全

面铺开推行。辅导公司专业老师团队的加入，更使白云纸

业的T P M推行工作如虎添翼，短短三年的时间如成茧化

蝶，取得了阶段性推行成果。如图1。

T P M推行过程中，各事业部分别组建了四个推行微

信或钉钉群，推行过程全程在群内动态拍照显示。同时，

每周各事业部将推行情况总结成PPT，然后在群内转发，

做到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公司推行办专人

负责每周固定去四个事业部现场巡查并指导具体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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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己置换维修4台柱磨，节约技术服务费60万元，设备

投用后运行正常。这也是TPM推行以来实现设备自主维护

的一个成功缩影。

作为公司T P M推行的首选试推行部门，全木浆纸事

业部严抓设备基础管理，通过预防性维修、周期维护、构

筑三级巡检体系，核心关键设备零故障平台监测、出现

问题后应急预案、标准化检修等基础管理，2020年因设

备原因影响在纸时间1,118 min，2021年为712.7 min，比

2020年减少405.3 m i n。2020年每月“一大一小”检修停

机18 h，通过优化工艺备品使用周期，执行标准化检修，

2021年逐步改变为每月检修1次，2020年计划检修时间

10,300 min，2021年计划检修时间9,956 min，比2020年

减少344 min。

作为白云纸业生产经营的压舱石，全木浆纸事业部

PM8生产线承担着公司重要利润贡献，受国家“双减”、

“双碳”政策、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大型纸机陆续投

产等因素影响，公司订单减少、库存增加，生产运营陷入

被动。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PM8所属全木浆纸事业部没

有固步自封，稳重求胜，通过持续TPM推行，在水、电、汽

能源消耗，浆、化学品原辅材料消耗内部挖潜空间不大

情况下，积极在车速上寻求更高突破，2022年3月26日10：

53在生产68 g/m2本白纸时突破设计车速1,400 m/m i n，

达到历史最高车速1,406 m/m i n，日增产28.9 t，再创新

高。

T P M的有效推行，使公司设备综合效率连年实现

了稳中有升：其中2019年公司设备综合效率（O E E）为

90.4%，2020年设备综合效率为91.67%，2021年设备综合

以及解决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截止到2022年8月底，

四个事业部共计输出PPT成果总结96份，月度维修费用A3

报告综合分析128份。各事业部熟练掌握了TP M设备清扫

方法及寻找设备缺陷的技巧；掌握了OEE(设备综合效率)

的科学计算方法，并准确反映装置的综合效率；掌握了

运用“三现分析法L-D-Q（现场、现物、现象）”（如表1）

和“5w h y分析法”对设备运行及维护保养过程中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科学透彻的准确分析；学会了如何通过运用

MTTR（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以及MTBF(样板设备的平均故

障间隔期)数据分析提升设备管理水平；掌握了如何在工

作中实际进行O P L的教育培训及制作；通过发动全员寻

找设备微缺陷，通过不断地整改微缺陷，各事业部的设

备运行效率、产品质量、产量产能、安全隐患等各项指标

较推行前有明显的提升和改进，目前，各事业部的现场

设备无论从运行质量还是从本质外观及安全均有明显改

变。特别是通过TP M的推行，各事业部学会了如何制作设

备的自主维护保养标准书并按要求制定完成了标准的设

备检修作业指导书。

特别是全木浆纸事业部在TPM推行过程中，按照TPM

的自主维修方法及工具，成功实现了对进口柱磨的自主

维修。全木浆柱磨价值数百万，属磨浆核心设备，投入使

用9年来因种种不明原因一直出现故障，经过与国外生产

设备厂家沟通，单台技术指导维修费15万元，费用较高。

全木浆纸事业部将柱磨的自主维修作为重点课题挂单以

TPM小组团队作战的方式进行问题剖析，不等不靠，小组

成员集体研究设备说明书、查图纸、定方案，观察设备运

行状况、琢磨分析故障根源。最终圆满实现了自主维修，

图1  全木浆纸事业部TPM精益管理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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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94.7%，2022年截止到8月底更是达到了96%。其中

全木浆纸事业部PM8#纸机更是取得了设备综合效率OE E

稳定在93%以上，2020年以来至今保持零非停的记录（如

图2）。

2 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推进办督导引导不足

因较短时间内密集开展TPM，进度稍快，推进办虽然

直接和辅导老师对接，但理解消化吸收有限，转换为可

做小组开展活动督导引导的技能有限。

2.2 推进办日常评比考评细则不够严谨

事业部推进办在进行内部小组考评时发现考评细

则实际操作性不强，例如本次缺陷整改率统计还是出现

部分小组查出微缺陷避重就轻，反而整改率高问题，考

评细则还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完善，力求严谨。

2.3 阶段辅导结束后续开展缺少整体规划

事业部各小组目前只是开展了CT P M初级阶段，掌握

了一点课题开展、人员素质提升的基本方法，如在后续下

阶段推行深度广度方面发力，还需要制定整体规划。

2.4 辅导老师开展课程涉及行业不符

辅导老师前期课程开展均参照精加工行业，如汽车

量配件加工，课程导入开展示例也大都参照此类行业执

行，真正可借鉴、可复制经验不足，探索中需要我们自行

摸索经验前行。

2.5 个别小组活动开展缺少自主性

个别小组长没有正确领悟学习T P M管理，有抵触畏

难情绪，仅当成任务来安排工作，没有认真领会运行TP M

管理工具，使之成为提高设备效率及人员素养的管理工

具。

3 结语
白云纸业通过TPM推行，使公司的整体设备管理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全员维护设备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但距

离实现零故障、零浪费、零事故、零废品的目标还有较大

差距。公司下一步将继续与专业咨询公司合作，制定公司

TPM长远战略规划并落地实施，力争通过坚持推行TPM，确

保公司设备高效、稳定运行。图2  白云纸业设备综合运行效率

表1  针叶浆1号磨浆机漏水三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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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复卷机电控系统的自动控制要求，介绍了基

于新一代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PCC）的复卷机电控系统程

序设计和应用。运用PCC2005串行通信口RS-422通讯方式与

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构成局域网络，实现了复卷机

电气传动的网络控制。

关键词：复卷机；PCC；RS-422通讯方式；网络控制；SSD590

调速装置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utomatic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rewinder control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gram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winder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programmable computer controller (PCC). And 
finally the network control of the electric drive of the rewinder is 
realized by using PCC2005 serial communication port RS-422 
communication mode and SSD590 full digital DC speed control 
device. 
Key words: rewinder; PCC; RS-422 communication mode; 
network control; SSD590 speed control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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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卷机由退纸辊、导纸辊、纵切装置、卷取底辊等构

成，各组成部分都有独立的电动机传动。将原纸卷吊装到

退纸架上安装好后，合上离合器，从退纸辊上拉出的纸张，

通过导纸辊、舒展辊到达纵切装置，几把纵切圆刀将纸分

切成所需的宽度。为了对纸张产生适当的切割作用，纵切

圆刀的旋转速度将比纸张的速度快约5%。然后纸通过张

力辊、弧形板后，紧紧地包在后底辊上，卷绕到位于前底

辊和后底辊之间的卷芯上，达到规定的复卷规格后即停下

来，再换上新的卷芯重复上述过程。复卷机电控系统主要

用于在复卷过程中维持纸的张力恒定，使纸卷的紧度内外

均匀。为了提高纸卷质量，对于高速复卷机除了控制纸的张

力恒定外，还要控制压纸辊的压力和前后底辊之间的转矩

差。图1为复卷机运行示意图。

1  电控系统
某台2640 m m/1500 m/m i n复卷机电控系统有前底

辊、后底辊、导纸辊、退纸辊共4个传动点，电动机采用

他励直流电动机。表1为2640 m m/1500 m/m in复卷机4个

传动点的直流电机型号参数。

前底辊、后底辊直流电机电枢电流额定值为188 A，

选择180 A级别的三相再生式四象限SSD590全数字直流

可逆调速装置。导纸辊直流电机电枢电流额定值为39 A，

选择35 A级别的三相再生式四象限SSD590全数字直流可

逆调速装置。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传动的运行、引纸、

表1  2640 mm/1500 m/min复卷机4个传动点的直流电机型号参数

序号

1

2

3

4

电机型号

Z4-200-21

Z4-200-21

Z4-132-2

Z4-280-/31B

传动点

前底辊

后底辊

导纸辊

退纸辊

功率/

kW

75

75

15

65

电枢电压/V

440

440

440

440

电枢电流/

A

188

188

39

163

额定转速/

r.min-1

1500

1500

1500

400/2000

励磁电压/

V

180

180

180

180

磁场电流/A

7.6

7.6

3.5

19.9

磁场方式

他励

他励

他励

他励

反馈

形式

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

点动采用调压调速控制方式和再生制动。退纸辊直流电

机采用可弱磁电机，电机电枢电流额定值为163 A，选择

180 A级别的三相再生式四象限SSD590全数字直流可逆调

速装置。退纸辊传动在复卷机运行中产生的制动力用于

保持纸幅张力，退纸辊的电机工作状态处于发电制动状

态，制动电流的大小由所需张力、实际卷径、磁通大小决

定。随着放纸辊原纸卷直径逐渐减小，退纸辊的电机转速

n不断升高，产生的感应电动势E增大。当电机转速达到基

速n N=400 r/m i n，额定感应电动势E N等于调速装置的弱

磁信号临界点，退纸辊的电机进入弱磁升速状态。电机

转速在基速nN以上时，EN始终保持基本恒定，而使励磁电

流I f下降，I f下降到最小励磁电流I f m i n，电机达到最高转

速n max=2000 r/min。退纸辊传动在引纸过程中产生的电

动力获得引纸速度及再生制动。底辊、退纸辊各传动点

采用的S S D590调速装置电枢回路由整流逆变二组反并

联三相全控晶闸管桥组成，励磁回路由一组单相半控晶

闸管整流桥组成，采用电流控制方法控制励磁。底辊、

退纸辊直流电机同轴安装的光电编码器型号：LE-60BM-

C15F。

复卷机电控系统第一级控制采用SSD590全数字直流

可逆调速装置，其执行对直流电动机的速度、电流、张力

等参数的控制；第二级控制采用B&R（贝加莱）公司推出的

新一代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PCC2005，运用串行通讯口RS-

422通讯方式同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之间构成局

域网络控制。PCC发送给调速装置的控制信号主要有：底

辊停止/准备、点动、引纸、停止控制信号；退纸辊停止/准

备、引纸、停止控制信号；底辊和退纸辊快停、紧停、运行、

停止控制信号。PCC接受各传动点的调速装置速度反馈信

号作为零速检测信号以及故障反馈信号作为故障检测信号

以及辅助控制信号。

图1  复卷机运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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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C硬件特点和配置
PCC2005系列PCC是一种紧凑型产品，其结构是采用

模块式，所有模块尺寸均相同，可灵活自由地通过组合

插拔来扩展系统。具体配置：PS794（电源模块），IF260

（C PU模块），IF671（通讯接口模块），DI476（数字量输

入模块），D O479（数字量输出模块），A M050（模拟量输

入/输出模块）以及BP152（底板模块）。

3  PCC与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之间通讯
3.1 通讯模块

图2为PC C与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之间通讯

网络控制框图。

通讯模块是由B&R公司提供的E590_DRV.br，其类型

为自定义的E590_D RV结构变量。表2为E590_D RV结构变

量。

通讯模块每次运行时的操作数据为自定义的全局

结构变量E590_D R V，然后根据该数据的具体内容向下面

某站点（即某个传动点的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地

址号）发送或接受一个数据。

通讯模块E590_DRV.br：

入口：结构变量E590_DRV

出口：RS422串行口发送/接受一个数据

图3为程序结构模块。

3.2 自行编写的应用程序模块

应用程序模块是由用户根据复卷机前底辊、后底

辊、导纸辊和退纸辊4个传动点的控制功能的要求自行编

写，可以有多个程序模块组成。这里有4个自行编写的程

序模块，分别为：

（1）in i_e590.x p e通讯初始化程序模块：其主程

序为空，只在其初始程序段对通讯所需的一些参数作必

要的设置：E590_DRV.device=“SS1.IF2”；E590_DRV.

baud=19200；E590_DRV.max_retry=2。

（2）tran_new.xpe应用控制程序模块：其主要是

根据系统应用的控制要求对通讯数据进行处理，然后生

成结构变量E590_D R V，以供通讯模块正常发送和接受。

其出口为结构变量E590_DRV。

应用控制程序模块tran_new.xpe由两部分组成：

应用控制部分和通讯数据控制部分。

应用控制部分：E590_D R V.B R每次执行时，总是按

照E590_D R V结构中的成员变量的值向下面的某站点发

送或接受数据。控制程序执行到写的命令后，根据不同

的操作信号确定相应的发送数据值发送到某站点的参

数号中（即某个传动点的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地

址号中的参数及数据值），并将发送的数据值由WO R D转

换为浮点数FLOAT。控制程序执行到读的命令后，把某站

点参数号的速度反馈值、故障状态读的数据拷贝到结构

中（即某个传动点的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地址号

中的参数及读的数据），从而保存从E590_D R V数据结构

中接受到的参数的数据值，并将读到的数据值由浮点数

FLOAT转换为WORD，在应用控制程序中作为零速检测信

号和故障检测信号。

图2  PCC与SSD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之间通讯网络

控制框图

图3  程序结构模块

 

表2  E590_DRV结构变量

数据类型

LONG

LONG

BYTE

BYTE

BYTE

BYTE

BYTE

FLOAT

WORD

WORD

变量

.device

.baud

.max_retry

.slave_adr

.parameter

.read

.write

.value

.status

.error_nr

说明

指定通讯端口，这里为“SS1.IF2”

指定波特率，这里为“19200”

指定重复发送次数，这里为“2”

传动点（SSD590调速装置）的地址号，

这里为“0～3”

SSD590调速装置的PNO（参数号）

读信号标志

写信号标志

读入/写出的值

传输中的状态值

故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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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名为Dr_list_#[i]，其中#, i=0,1,2,3。图4为通讯

输入/输出数据的数据结构。

其中，前5个为PC C写入传动点的数据，后5个为PC C

从传动点读出的数据。每个数组变量的类型为t r a n s_

data结构。trans_data结构是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结构，

定义如下：

trans_data.para—PNO，该数据在传动装置内的

参数号

.WR—读/写指令

.value—读入/写出的数据的值

系统共有4个传动点。因此，有4个通讯数据数组：

Dr_list_0[0]—[9].para；前底辊

              .WR 

              .value

Dr_list_1[0]—[9].para；后底辊

              .WR

              .value

Dr_list_2[0]—[9].para；导纸辊

              .WR

              .value

Dr_list_3[0]—[9].para；退纸辊

              .WR

              .value

3.4 通讯数据的控制

程序将从通讯数据块内的第一个数据起顺序取出，

送入E590_D R V结构变量。到数据块最后一个数据时，再

从第一个开始重新取数据。

控制过程是由两个全局变量来控制的：

DrvNo：传动站点号，0～3

IndexPtr：数据块指针，0～9

通讯数据控制过程见图5。

图5中，DrvNo是用来控制传动站点的，在0～3之间

循环变化。而IndexPtr是用来控制某个传动站点的数据

块的指针，在0～9之间循环变化。

通讯数据的控制是这样的。首先D r v N o=0，即指向

第一个站点，这时In d ex P t r=0，从第一个数据开始，即

Dr_list_0[0]。取出其中的结构变量进行判断。

Dr_list_0[0].para       

          .WR

通讯数据控制部分：控制数据的顺序发送和接受，

并刷新E590_D R V结构变量，即将要发送/接受的数据送

到该通讯模块结构变量的各成员变量中。

（3）io_new.xpe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制程序

模块：主要是接受DI端口的数字量输入，经逻辑控制后，

从DO端口的数字量输出。

数字量输入/输出控制程序io_new.xpe由两部分组

成：系统逻辑控制部分和辅助操作及指示部分。

系统逻辑控制部分：对系统的起动、停止、爬行、运

行、点动、准备/停止、故障等信号的控制及连锁。

辅助操作及指示部分：对系统的辅助操作响应输出

信号进行控制连锁以及运行、故障等指示信号的控制输

出。

（4）analog.xpe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

制程序模块：主要是底辊速度给定通过操作台上调节电

位器（R11）的电压信号大小送入AM050模拟量混合模块（4

路电压输入，0～10V；4路电压输出，±10V，分辨率12位）

的AI输入端口CH1，经程序控制后，从AO输出端口CH1输出

电压信号，分别送到前底辊、后底辊及导纸辊传动点的调

速装置模拟输入端A4，从而控制底辊的运行速度。不同纸

种应有不同的压纸辊压力P与成品纸卷直径D关系曲线，

压力P与直径D关系曲线的斜率可通过操作台上调节电位器

（R13）的电压信号大小，其信号送入AM050模拟量混合模

块的AI输入端口CH2，同时检测到成品纸卷的直径信号（由

直径检测装置得到）送入AM050模拟量混合模块的AI输入

端口CH3，经PCC执行analog.xpe模块程序后，从AM050的

AO输出端口CH2输出相应的调整压力信号，由气电比例阀执

行。

3.3 通讯输入/输出数据的结构定义

P C C与每个传动点间的数据为10个，其中5个输出，

5个输入。它由一个数组组成，每个数组成员又是一个结

构变量，其类型为trans_data{para，WR，Value}。数据

图4  通讯输入/输出数据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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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若D r_li s t_0[0].p a r a>0，表示有数据要传输，

则：

E590_DRV.parameter=Dr_list_0[0].para

E590_DRV.value=Dr_list_0[0].value

若D r_l i s t_0[0].I n d e x P t r<5，表示该数据为

“写”数据，则：

E590_DRV.write=Dr_list_0[0].WR

若D r_li s t_0[0].I n d e x P t r≥5，表示该数据为

“读”数据，则：

E590_DRV.read=Dr_list_0[0].WR  

最后，使E590_DRV.slave_adr=DrvNo

这样，就完成了对通讯结构变量E590_DRV的赋值。通

讯模块可以根据该结构变量进行正确的读/写操作。

若Dr_list_0[0].para≤0，表示无数据要传输，跳

过该数据，不对E590_DRV结构变量作修改。

无论数据是否传送，In d e x P t r都将指向下一个数

据Dr_list_0[1]，即：

IndexPtr=IndexPtr+1

然后判断IndexPtr指针是否溢出。

若Ind ex P t r≤9，表示未溢出，则可以对这个数据

块作同样的判断和处理。

若Ind ex P t r＞9，已溢出，表示该数据块已传输完

毕，应转到下一个传动站点的数据块进行传输，则：

IndexPtr=0

DrvNo=DrvNo+1

同时判断DrvNo是否溢出。

若DrvNo≤3，表示未溢出，则从这一个传动站点的

数据块的第一个数据开始传输，操作过程同上。

若D r v N o＞3，已溢出，表示4个传动站点的所有数

据块均已传输完毕，应从第一个传动站点开始重新进行

数据传输。则：DrvNo=0。

通讯数据的传输就是按照上述的过程进行的。完

成4个传动的所有数据的传输时间即为一个数据传输

周期，它和传输的数据量以及传输的成功与否有关。数

据顺序传送时的通讯数据控制创建了一个功能块，采用

Automation Basic高级语言进行编程，用子程序来实

现通讯数据控制的特定功能。子程序编译后，得到功能

块shiftdat.fub。命名为shiftdat(PARA_adr，reset，

PNO_data，W_R_data，Value_data，Index)。

图6为通讯数据控制功能块shiftdat。

入口信号：PA R A_a d r：为变量的地址，这里要求的

是某一通讯数据块的首地址。

如：adr（Dr_list_0）、adr（Dr_list_1）、adr（Dr_

list_2）、adr（Dr_list_3），该数据块即为该功能块操作

源，即从该数据块中取出一个数据，然后输出。

r e s e t：为一个位信号，用于当系统状态发生变化

时，使数据从第一个开始发送。

出口信号：

PNO_data：

W_R_data：

Value_data：

以上三个输出信号，是用于存放取出的一个通讯数

据的三个值。

PNO_data=Dr_list_#[i].para 

图5  通讯数据控制顺序

图6  通讯数据控制功能块shift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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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系统控制信号

操作台信号

底辊停止/准备（开关S11)

退纸辊停止/准备（开关S21)

底辊点动（按钮S12)

退纸辊开（按钮S22）

退纸辊停（按钮S23)

快停1（按钮S16)

快停2（按钮S24）

引纸（按钮S13）

运行（按钮S14）

停止（按钮S15)

投张（开关S31)

释张（开关S32)

直径投入（按钮S33）

底辊速度给定（R11）

前底辊紧度调整（R12)

压纸辊压力调整（R13)

导纸辊速度调整（03R11)

退纸辊引纸速度调整（04R11)

退纸辊张力给定信号（04R12)

退纸辊纸卷直径设定（04R13）

DrumReady

UnwReady

DrumJog

UnwEnable

UnwDisable

DrumFstp

UnwFstp

Thread

Start

Stop

ITenOn

ITenOff

IDiamOn

ISpdRef

×

IPressRef

×

×

×

×

PCC变量名 数据类型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INT16

×

INT16

×

×

×

×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

退纸辊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

退纸辊

退纸辊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

退纸辊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退纸辊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退纸辊

退纸辊投张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

退纸辊投张继电器常开触点断开

退纸辊直径投入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

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速度给定

紧度调整信号直接至前底辊传动装置A2端

压纸辊压力调整输出信号至气电比例阀

速度调整信号直接至导纸辊传动装置A2端

引纸速度调整直接至退纸辊传动装置A3端

张力给定信号直接至退纸辊传动装置A5端

直径设定信号直接至退纸辊传动装置A6端

控制对象

W_R_data=Dr_list_#[i].WR

Value_data=Dr_list_#[i].value

Index：输出当前取出的数据的数据指针值。

功能块调用时注意类型的匹配。

shiftdat(adr（Dr_list_0），St_On_Pos，PNO，W_

or_R，Value，IndexPtr)

上述功能块的调用表示，从Dr_list_0数据块中取

出一个数，将其三个值送到变量PNO、W_or_R、Value中，

并将该数的数据指针送出。St_O n_Po s为起动信号的上

升沿跳变信号，其作用为在起动时，使数据块的数据指

针复位，指向第一个数。

由此可见，只要改变通讯数据控制的功能块

shiftdat（ ）参数，就可以在tran_new.xpe程序模块

中调用此功能块实现通讯数据控制。

从变量Dr_list_#[i]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整个系统

的4台传动装置在一个通讯扫描周期内最多有40个数据

可以传输，其中20个为输出（写），20个为输入（读）。当

用足40个通讯数据时，通讯扫描周期将变长，影响系统的

实时控制。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系统的通讯站点

的多少、通讯波特率的大小，以及系统控制的实际情况，

确定通讯信号的数量。对于每个传动点，若通讯数据少于

10个时，则将该传动相应的通讯数据数组Dr_list_#[i]

中空余的数组变量的.para成员清零即可。

本项目中，通讯的波特率设置为19200。由于传动点

较少，通讯量也不大，因此采用了扫描的通讯方式，使得

复卷机电气传动的网络控制可靠性高。

4  PCC应用程序的系统控制
4.1 PCC系统控制信号

操作台信号所对应P C C中变量名及控制对象如表3

所示。

对于表3中的输入控制信号，其系统控制逻辑为：

停止/准备（底辊）=1（准备），表示前底辊、后底

辊、导纸辊点动，引纸、快停信号有效。

停止/准备（退纸辊）=1（准备），表示退纸辊开、

停、快停信号有效。

停止/准备（底辊&退纸辊）=1（准备），表示前底

辊、后底辊、导纸辊点动，引纸、快停信号有效；退纸辊

开、停、快停信号有效；前底辊、后底辊、导纸辊、退纸辊

运行、停止信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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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逻辑控制由io_new.xpe程序模块来完成。

4.2 PCC对SSD590传动装置控制信号

D r u m R e a d y =1时，底辊装置传动起动（A u x 

S t a r t=1），主接触器吸合，但装置传动禁止（A u x 

Enalbe=0），处于停止状态。

D r u m J o g =1时，底辊传动处于点动状态：J o g 

Speed1。

D r u m J o g = 0时，底辊传动装置禁止（A u x 

Enalbe=0），恢复到停止状态。

ThreadOn=1时（引纸），底辊处于爬行状态：Crawl 

Speed。

StopOn=1时，底辊传动恢复到停止状态。

Dr u m Fstp=1时，底辊传动快速到停止状态，Ra m p 

Decel Time=5（设置斜坡减速时间5s）。

U n w R e a d y =1时，退纸辊装置传动起动（A u x 

S t a r t=1），主接触器吸合，但传动装置禁止（A u x 

Enalbe=0），处于停止状态。

U n w E n a b l e=1时，退纸辊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lbe=1），处于引纸状态且可正反转。

U n w D i s a b l e=0时，退纸辊传动装置禁止（A u x 

Enalbe=0），恢复到停止状态。

UnwFstp=1时，退纸辊传动快速到停止状态，Ramp 

Decel Time=5（设置斜坡减速时间5s）。

DrumReady=1&UnwReady=1时，底辊、退纸辊所有

传动装置起动（Aux Start=1），主接触器吸合，但传动

装置禁止（AuxEnalbe=0），处于停止状态。

S t a r t O n = 1时，所有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lbe=1），处于运行状态。

S t o p O n = 0 时，所有传动装 置 禁止（ A u x 

Enalbe=0），恢复到停止状态。

底辊代表前底辊、后底辊和导纸辊。Th r e a d O n为

Thread引纸信号的保持信号，StartOn为Start起动信

号的保持信号，St o p O n为St o p停止信号的保持信号，

UnwJogOn为UnwEnable退纸辊“开”信号的保持信号，这

些保持信号来自io_new.xpe程序模块。

PCC对SSD590传动装置控制信号主要为：

PNO39—控制信号

PNO71—控制信号

PNO44—Ramp Decel Time（斜坡减速时间）

PNO31—Health Store（正常存贮器）

PNO10—Speed Feedback（速度反馈）

图7为PNO39、PNO71参数不同bit位控制状态信号示

意图。PNO39控制信号的bit-9位AutoReset（自动复位）

设置为1，bit-0位、bit-1位受系统控制，其余位均为0。

因此，PNO39的初始值为512。PNO71的bit-0、bit-1受系

统控制，其余的位均为0。因此，PN071的初始值为0。

4.3 应用程序说明

4.3.1 PCC中所有的程序模块

burtrap.br 系统模块

dvframe.br 系统模块

E590_DRV.br 通讯模块

ini_e590.xpe 通讯参数初始化模块

tran_new.xpe 应用控制程序模块

io_new.xpe 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制

模块

analog.xpe 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制

模块

其中，io_n e w.x p e对图7中的系统控制信号进行

处理，产生的一些控制状态信号给应用控制程序模块

tran_new.xpe作为系统控制的依据。

4.3.2 tran_new.xpe为主要控制程序

可分为三个部分。

4.3.2.1 数据接受部分

保存从E590_DRV数据结构中接受到的参数值。

数据缓冲单元为：

FbkNo0[0]--[4]

FbkNo1[0]--[4]         

FbkNo2[0]--[4]

图7  PNO39、PNO71参数不同bit位控制状态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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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kNo3[0]--[4]

零速检测：检测速度反馈信号是否为0，并作相应的

标志。

ZeroSpd0

ZeroSpd1

ZeroSpd2

ZeroSpd3

故障检测：检测传动的故障反馈信号。

Health0

Health1

Health2

Health3

数据转换：将接受的控制信号数据值由浮点数

F L O A T转换为W O R D，以便下一步程序进行的位操作控

制。

4.3.2.2 数据发送部分

根据不同的操作信号确定相应的发送数据值。

停止/准备开关控制：

DrumReady或UnwReady=0，Aux Start=0.

DrumReady或UnwReady=1，Aux Start=1。

快停控制：

快停控制与停止控制基本相同，只是Ra m p下降的时

间很短（5 s）。

If （DrumFstp/UnwFstp=1） then 

       Ramp Decel time=5 (s)—PNO44

运行控制：

运行时底辊、退纸辊所有的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ble=1），Ramp下降时间恢复为20 s。信号StartOn为

操作台运行信号Start正常作用时的保存信号，表示当前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注意：运行控制须投张/释张选择开

关（S31/S32）拨到投张位置，使得投张信号ITenOn=1。

if StartOn=1 then 

       Ramp Decel time=20（s）

   Aux Enable=1

停止控制：

爬行和运行操作只能在停止状态下才有效。

停止时，PCC检测到传动装置速度反馈信号为0时，

将传动装置禁止（Aux Enable=0）。

同样，信号StopOn为操作台停止信号Stop正常作用

时的保存信号，表示当前系统处于停止状态。

if StopOn=1 then 

if speedfbk=0 then

Aux Enable=0

底辊引纸控制：引纸时，底辊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ble=1），且为爬行Crawl状态。同样，信号ThreadOn

为操作台引纸信号T h r e a d正常作用时的保持信号，表

示当前系统处于爬行状态。底辊引纸控制须投张/释

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释张位置，使得释张信号

ITenOff=1。

 if ThreadOn=1 then

         Aux Enable=1

         Aux Start=1

         Aux Jog=1

         Jog mode=1

底辊点动控制：

点动时，底辊传动装置使能（Au x E n a ble=1），

且为点动JO G1状态。信号D r u m J o g O n为操作台点动信

号D r u m Jo g正常作用时的保持信号，表示当前系统处于

点动状态。底辊点动控制须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

S32）拨到释张位置，使得释张信号ITenOff=1。

if DrumJogOn=1 then

            Aux Enable=1

            Aux Start=0

            Aux Jog=1

            Jog mode=0

退纸辊开控制：退纸辊开时，退纸辊传动装置使能

（Aux Enable=1），且为低速运行状态。低速运行速度

可由退纸辊引纸速度电位器（04R11）调整，并可正反转。

信号UnwJogOn为操作台退纸辊引纸信号UnwEnable正常

作用时的保持信号，表示当前系统处于低速运行状态。

退纸辊开控制须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释

张位置，使得释张信号ITenOff=1。

If UnwJogOn=1 then

Aux Enable=1

数据转换：将发送的控制信号数据值由WORD浮点数

FLOAT转换为浮点数FLOAT。

4.3.2.3 通讯数据块的数据顺序控制

传动号顺序转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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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指针IndexPtr和传动数据Drive_no来决

定当前的传动号DrvNo。

检测通讯的状态是否正常：

if E590_DRV.status>0 then；通讯故障

if E590_DRV.max_retry>2 then；重复通讯次数

E590_D RV.st at u s=0；清零，以保证其他数据的正

常发送 

顺序从数据块中取数据：

程序调用功能块shiftd at(PA R A_a d r，reset，

PNO_data，W_R_data，Value_data，Index)，在通讯数

据块中取一个数据，然后刷新通讯变量E590_D R V，以便

通讯模块E590_DRV.br将该数据发送到传动。

5  底辊、退纸辊传动点的SSD590调速装置内部功能
组态
5.1 压纸辊压力的自动程序控制

不同纸种应有不同的压力曲线。压力P与成品纸卷直

径D关系曲线的斜率可通过对操作台上的电位器（R13）

电压信号进行调节，其信号送入A M050模拟量混合模块

的AI输入端口CH2，同时检测到成品纸卷的直径信号（由

直径检测装置得到）送入A M050的A I输入端口C H3，在

PCC运行中，执行存贮在analog.x p e 模块程序中的压

力曲线计算公式程序后，从AM050的AO输出端口CH2输出

相应的调整压力信号，由气电比例阀执行。在成品纸卷直

径小时，压纸辊的提升气压低，向下重力增加；反之，在

成品纸卷直径大时，压纸辊的提升气压高，向下重力减

轻。

5.2 前后底辊转矩控制

前后底辊转矩控制原理：以后底辊为主传动，后底

辊的速度决定着复卷机的总车速，前底辊速度跟随后底

辊速度。在起动时使前后底辊有正速差，随着成品纸卷

直径增大，前支承辊的转矩逐渐减小，后支承辊的转矩

大于前支承辊，希望有负速差，从而得到内紧外松的成

品纸卷。在引纸过程中，前底辊应为速度控制，速度跟踪

后底辊。引纸且压纸辊压好以后，前后两底辊共同带着

负荷运行，速差是指给定速度差，其实前后两支承辊实

际的速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因给定速度差的存在使得它

们所承担的负荷不一样。因此，速差控制实质上也是力

矩差控制。在运行过程中，前后底辊要进行负荷分配控

制，前后底辊负荷分配关系影响成品纸卷的紧度，负荷分

配系数可以根据成品纸卷的大小而作适当调整，即可在

操作台上旋转紧度调整电位器（R12）信号大小控制前后

底辊负荷分配。图8为前后底辊传动SS D590调速装置内

部功能组态图。

图8  前后底辊传动SSD590调速装置内部功能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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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退纸辊张力控制

退纸辊在引纸过程中电动力获得引纸速度，电机电

流的电流给定应由速度环给出，因而引纸时应工作于速

度电流双闭环状态。

退纸辊传动在复卷机运行中产生制动力保持纸幅

张力，退纸辊传动应具有卷径计算、转矩计算、张力制动

电流控制、动态过程中张力补偿等功能。复卷机在正常

运行时，退纸辊电机电枢电流应满足张力给定值需要，

经过计算出的电流值作为电流环的限幅值。退纸辊实际

运行时，由于前后底辊通过纸幅的拉力作用，使得退纸

辊实际是作正方向运行，这样退纸辊的速度环就达到饱

和状态并输出一个正的最大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使

电流环饱和，这时电流给定值的大小由电流限幅值决定。

张力控制方式采用了间接张力补偿控制和直接张力反馈

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式。直接张力控制是利用张力传感

器把纸幅张力检测出来，把张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反

馈到张力PID调节器输入端与张力给定信号比较，PID调

节器输出值作为微调量，而间接张力控制实际上相当于

一个前向通道，这两个量叠加后再计算得出实时卷径和

实时磁场下电机应有的制动电流。图9为退纸辊复合张力

控制组态图。

6  复卷机传动电控系统操作规程
(1）将底辊停止/准备开关（S11）和退纸辊停止/准

备开关（S21）拨到准备位置，此时底辊、退纸辊所有传

动装置起动（Aux Start=1），主接触器吸合，直流电动

机风机运行。

(2）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释张

图9  退纸辊复合张力控制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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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按下带灯按钮（S13），底辊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ble=1），底辊引纸速度运转。按下停止按钮（S15），

底辊传动装置禁止（Aux Enable=0），底辊停止运转。

(3）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释张位

置，按下底辊点动按钮（S12），底辊传动装置使能（Au x 

E n a ble=1），低速运转；松开点动按钮（S21），底辊传动

装置禁止（Aux Enable=0），停止低速运转。

(4）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释张位置，

按下退纸辊开按钮（S22），退纸辊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ble=1），低速运转，其运行速度大小可由退纸辊引纸

速度电位器（04R11）调整，且可正反转。电位器旋转在中

间位置退纸辊引纸速度为零，电位器向左旋转正转，向右

旋转反转。按下退纸辊停止按钮（S23），退纸辊传动装置

禁止（Aux Enable=0），停止低速运转。

(5）投张/释张选择开关（S31/S32）拨到投张

位置，同时根据原纸纸卷直径最大时，直径设定电位

器（04R13）旋转到最大位置，且按下直径投入按钮

（S33）。按下带灯运行按钮（S14），底辊和退纸辊所有

传动装置使能（Au x E n a ble=1），均进入运行状态。调

节退纸辊张力给定电位器（04R12），使得退纸辊建立

起初始张力，此时纸张拉紧。随后慢慢地调节底辊速度

给定电位器（R11）的信号由小到大，底辊运行速度逐

渐增大，电位器旋转到需要的复卷机工作车速位置。同

时，退纸辊张力给定电位器旋转到满足张力的位置。成

品纸卷达到规定的复卷规格后，可把底辊速度给定电位

器（R11)的信号由大到小，使得工作车速下降，再按停

止按钮（S15），使得底辊和退纸辊传动装置使能（A u x 

Enable=0），均进入停止状态。

(6）在运行时，突然发生断纸，可以同时按下底辊快

停按钮（S16）和退纸辊快停按钮（S24），使底辊和退纸

辊快速停止。

(7）调节紧度调整电位器（R12）电压信号大小可

控制前后底辊负荷分配。调节压纸辊的压力调整电位器

（R13）电压信号大小可改变压力P与成品纸卷直径D关系

曲线的斜率。

(8）导纸辊运行速度可以由速度调整电位器

（03R11）进行微调。

(9）一般在原纸卷直径最大时，直径设定电位器

（04R13）电压信号最大值。

(10）底辊停止/准备开关（S11）和退纸辊停止/准

备开关（S21）拨到停止位置，此时底辊、退纸辊传动装

置停止（Aux Start=0），主接触器断开，直流电动机风

机停止运行。

7  PCC系统在复卷机电控系统上的应用特点
首先，PCC的系统软件采用分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这

样应用程序的运行周期则与程序长短无关，大大提高了程

序的运行速度，从而满足了复卷机的实时控制要求。

其次，基于分时多任务操作系统，PCC的应用程序由

多个任务模块构成。根据复卷机底辊（前底辊、后底辊、

导纸辊）和退纸辊各传动点的控制功能的要求，PCC采用

的是B&R公司的PCC2005系列产品，其应用程序模块是由

用户根据不同的需要自行编写，可以有多个模块组成。

这里有4个模块：ini_e590.x p e通讯参数初始化模块，

tran_new.xpe应用控制程序模块，io_new.xpe数字量

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制模块，analog.x pe模拟量

输入/输出端口的处理和控制模块。这些模块独立运行，

但数据间又保持一定的关联。这些模块独立编制和调

试完成后，下载至PC C的C P U中，在多任务操作系统的调

度管理下并行运行，共同实现复卷机电气传动的控制要

求。

再次，在开发这些任务时，对于经常产生或重要的

程序部分，创建各自功能块，用子程序来实现模块的一

个特定的功能。如数据顺序传送时的通讯数据控制的功

能块shiftdat.fub，只要改变参数，就可在应用程序中

使用功能块，用户可将其封装起来，以便在其他复卷机项

目中重新使用。

最后，P C C在编制各任务模块时具有灵活选用不同

编程语言的特点，除了常规PLC的梯形图LD、指令表IL可

在P C C上继续沿用外，P C C还可采用更加高效直观的高

级语言，如结构文本ST、顺序功能图SFC、Auto m atio n 

Basic和ANSI C，使编程更高级、更灵活，对控制要求的

描述也非常简便、直观。该项目采用Automation Basic

高级编程语言编制了各任务模块的应用程序。

8  结语
5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是带有光电编码器数字反

馈和取自P C C高精度的A M050模拟量混合模块的模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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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5-28]

输出信号作为速度给定电压信号，从而使系统的稳速精度

达0.01%，控制精度达0.1%，系统动态和静态性能良好。PCC

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技术在2640 m m/1500 m/min复卷机电

控系统中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控制效果。整个系统设计合

理，结构简单，稳定性高，实时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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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杨恒 报道) 2023年1月6日，来自制浆造纸、

节能工程等行业的知名专家，对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

公司2022年下半年完成的《本色阔叶木硫酸盐浆生产技术

的研发》等9项科技成果进行了评价。经评审，9项成果全部

通过评价，其中1项成果的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7项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1项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这9项

成果包括低白度低DCM抽提物漂白硫酸盐木浆、改善纸面涂

层遮盖性、优化烟卡施胶工艺、消除社会卡背面灰渍纸病、

减轻AKD重施胶纸张打滑、改善药包糊盒牢度、低压痕挺

度烟卡、碱回收锅炉烟气脱硝等方面的工艺开发和技术研

究。 

本次评价会由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正高级工程师

张永宾主持。亚太森博管理层李润明、常永贵、王少光等参

加了会议。来自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造

纸行业协会、山东造纸学会、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

● 技术信息 ● 研发创新

亚太森博9项科技成果通过专家评价

山东省轻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

化学工业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教授，按照科技成果评价

的标准及程序，审查了项目资料文件，听取了项目组现场汇

报，经严格、规范的质询讨论，一致认为该9项成果均达到

预期目标，同意通过评价。

专家指出，这些成果重点针对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和

“卡脖子”技术难题，创新点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保效益显著，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实现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亚太森博党委书记、公司事务总经理李润明介绍了公

司生产运行和科技创新的基本情况。公司2022年的产值和

利税都较上年同期有了较大提升，主要得益于公司持续的

技术创新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及新项目的顺利推

进。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延伸

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校

（院）长刘玉作为本次评价委员会专家代

表，对公司近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将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教育、科技、人才，充

分发挥双方优势，凝聚创新合力，推进产

学研深度合作和协同创新，助力校企共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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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造纸工业常用的三种助剂阳离子淀粉、阳离子聚丙烯

酰胺、漆酶/谷氨酸体系对再生纸浆进行处理，对其增强效果进行

对比研究，处理的再生浆包括国产OCC浆和美废12#浆。实验结果表

明，漆酶/谷氨酸体系对两种再生浆的强度性能提高效果最优，阳

离子淀粉次之，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最低。使用漆酶/谷氨酸体系处

理时，国产OCC浆最佳的处理工艺条件为：漆酶1.0%、谷氨酸1.5%、

温度50 ℃、反应时间90 min，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提

高53.8%、38.6%、53.2%、50.0%；美废12#浆的处理工艺条件为：漆酶

0.1%、谷氨酸0.2%、温度50 ℃、反应时间60 min，抗张、撕裂、环

压、耐破指数分别提高33.1%、24.6%、17.6%、26.5%。

关键词：再生浆；助剂；漆酶/谷氨酸体系；强度性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ationic starch, cationic polyacrylamide and laccase/
glutamic acid system,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paper industry, are 
selected to treat the recycled pulp, and the enhancement effect was studied. 
The recycled pulp includes domestic OCC pulp and American waste 12# 
pulp.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ccase-glutamic acid system 
had the b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trength properties of the two recycled 
pulps, followed by cationic starch and cationic polyacrylamide. The optimum 
conditions of domestic OCC pulp were: 1.0% laccase, 1.5% glutamic acid, 
temperature 50℃, reaction time 90min. The tensile strength, tear strength, 
ring compression strength and burs strength increased by 53.8%, 38.6%, 
53.2% and 50.0%, respectively. The optimum conditions of US waste 12# 
pulp were: laccase 0.1%, glutamic acid 0.2%, temperature 50℃, reaction time 
60min. The tensile strength, tear strength, ring compression strength and 
burs strength increased by 33.1%, 24.6%, 17.6% and 26.5%, respectively.
Key words: recycled pulp; auxiliary; laccase/glutamic acid system; 
strength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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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和植物资源短缺的双层约束下，近年

废纸已经成为我国制浆造纸工业重要的原料之一[1]。但

是纤维回用存在着纤维强度低、成纸滤水性能差等问题
[2]，因此提高废纸性能的新技术已经成为行业关注的焦

点[3]。

阳离子淀粉（C S）在制浆造纸工业中常用作干强

剂、助留助滤剂等，可以提高成纸的表面强度以及改善

纸张的印刷性能等[4]。王云丰等人[5]将一种淀粉增强剂应

用于薄页印刷纸中，结果表明该增强剂对印刷纸的成纸

填料留着率、表面强度、抗张强度等指标有明显提高。

王萍等人[6]用阳离子淀粉处理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结

果表明该处理可以有效提高针叶木浆中纤维间的结合面

积和结合强度，撕裂指数和抗张指数分别提高了32.2%、

55.6%。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 M）是一种具有良好增强、

絮凝、助留助滤功能的高分子聚合物[7]。梁晓菲等人[8]用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复合增强剂对瓦楞原纸进行处理，结

果表明处理后的纸张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不仅能提高

其干强性能，还能改善其湿强性能。

漆酶是一种多铜氧化酶，是一种高效绿色的催化

剂，可应用于制浆造纸中。其主要作用是去除木素，提

高废纸浆的强度性能[9]。孔凡娇等人[10]用L－苯丙氨酸甲

酯盐酸盐改性漆酶协同谷氨酸处理旧瓦楞纸浆（OCC），

结果表明经过改性漆酶处理后环压、抗张指数分别提

高了16%、20.7%，废纸浆成纸的强度性能得到提高。陈

国政等人[11]用羧甲基壳聚糖协同漆酶处理旧瓦楞纸浆

（O C C），结果表明成纸白度和抗张、耐破强度指数分别

提高了4.75%、12.56%、18.75%，且浆中木素含量减少了

36.13%。

本研究了漆酶/谷氨酸体系、阳离子淀粉、阳离子聚

丙烯酰胺对国产OCC和美废12#浆纸张强度性能的改善情

况。探究各助剂处理两种再生浆的最佳工艺条件，研究

并对比分析了各助剂对再生浆成纸的抗张、撕裂、环压、

耐破强度的影响。

1  实验
1.1 原料与仪器

1.1.1 原料

国产废纸浆：收集分拣的三层瓦楞箱纸板O C C；美

废12#废纸浆：12#美废在泰国加工成再生浆后进口。

漆酶（Laccase E.C.1.10.3.2），酶活为120 U/g，

最适温度50 ℃，最适p H 6.0，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谷氨酸，上海伯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阳离子淀粉

（C S），水分≤14%，取代度0.030～0.033，广东云门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 PA M），分子量

60 W，河南依山傍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氢二钠（Na2H PO4），分析纯，福晨（天津）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磷酸二氢钠（Na H2P O4），分析纯，国药集

团化学有限公司。

1.1.2 仪器

数显恒温水浴锅（HH-4，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司）；

恒速电动搅拌机（J B90-S H，上海标本模型厂）；凯赛法

自动抄纸器（R K3A K W T，奥地利P TI公司）；抗张强度仪

（L&W CE180，瑞典）；耐破度仪（L&W CE180，瑞典）；压

溃测试仪（L&W 248，瑞典）；撕裂度测试仪（L&W 009，

瑞典）。

1.2 方法

1.2.1 OCC浆料处理

国产废 纸：将废旧瓦 楞 箱 纸 板 裁 成 不超 过

0.15 c m×0.15 c m的碎片，在常温中浸泡12～24 h，并调

节浆浓约为10%，在50 ℃、300 r/m i n的碎浆机中碎浆

25 m i n。碎浆完成后用浆袋过滤收集浆料，将其中水分

甩出，平衡水分24 h以上备用。

美废12#废纸浆：将美废12#旧瓦楞箱纸板废纸浆在

常温下浸泡12～24 h，浸泡完成后进行疏解、打浆，并调

节浆浓约为2%，然后通过筛分仪去除杂质，完成后用浆

袋过滤收集浆料，将其中水分甩出，平衡水分24 h以上备

用。

1.2.2 OCC浆料预处理

阳离子淀粉（C S）处理：首先将阳离子淀粉制成质

量分数为5%的溶液，糊化后制成质量分数为1%的溶液，

储存备用。称取绝干再生浆浆料（国产废纸浆、美废12#

废纸浆）20 g，用去离子水配成浆浓2%的纸浆，疏解，加

入CS，在常温搅拌5 min后进行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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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 M）处理：称取绝干再生浆

浆料（国产废纸浆、美废12#废纸浆）20 g，用去离子水

配成浆浓2%的纸浆，疏解，用Al2(S O4)3溶液调节pH值为

6.0，分别添加不同分子量的CPA M，在常温下搅拌5 m i n

后进行抄纸。

漆酶/谷氨酸处理：称取绝干再生浆浆料（国产废

纸浆、美废12#废纸浆）20 g，用去离子水配成浆浓2%的

纸浆，用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Na2H P O4/N a H2P O4）

缓冲溶液调节p H值为6.0，在恒温水浴锅中搅拌（转速

200 r/m i n），添加漆酶和谷氨酸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

在沸水浴中灭活5 m i n，完成后用浆袋过滤收集浆料，平

衡水分24 h以上备用。

1.2.3 抄纸及性能检测

利用凯赛法自动抄纸器抄造定量为80 g/m 2的手

抄片，然后在105 ℃下热压干燥10 m i n，将手抄片在恒

温恒湿实验室[温度（23±1）℃、相对湿度(50±2)%]

放置24 h后进行检测。分别按照国家标准G B/T 12914

－2008、GB/T 12914－2008、GB/T 454－2002、TAPPI 

T810om-98、TAPPI T414om-12测定纸张的抗张强度、耐

破度、环压强度和撕裂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阳离子淀粉对再生浆强度性能的影响

将阳离子淀粉（C S）分别添加到国产O C C浆和美废

12#浆中，抄片并对其成纸性能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图2

所示。

由图1可知，随着C S的增加，国产O C C浆的成纸

各项强度指标也在增加。当C S加入量为3.0%时，其抗

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最佳，分别是26.81 N.m.g-1、

5.47 m N.m2.g-1、6.69 N.m.g-1、1.31 k P a.m2.g-1，分别提

高了26.81%、23.5%、28.4%、59.8%。但当C S的加入量继

续增加时，其各项强度指数的增强效果有所下降。

由图2可知，美废12#浆的C S加入量为3.0%时，其抗

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最佳，分别是45.88 N.m.g-1、

7.67 m N.m2.g-1、8.01 N.m.g-1、3.27 k P a.m2.g-1，分别提

高了24.1%、12.3%、12.9%、54.9%。但当CS的加入量继续

增加时，其各项强度指数的增强效果有所下降。

这是因为阳离子淀粉中的羟基和纤维表面的羟基

形成氢键作用，阳离子淀粉中的阳离子基团与纤维上的

羧基形成离子键，与纤维上阴离子基团、填料产生静电

吸附。氢键、离子键和静电吸附的形成提高了纤维间的结

合，增加了键合面积。而当阳离子淀粉使用量过多时，会

使浆料过阳离子化，导致浆料絮聚、纸页不均匀，最终降

低了阳离子淀粉的增强效果。

图1  不同CS用量对国产OCC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图2  不同CS用量对美废12#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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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对再生浆强度性能的影响

将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 M）分别添加到国产O C C

浆和美废12#浆中，抄片并对其成纸性能进行分析。结果

如图3、图4所示。由图3可知，随着CPAM的增加，国产OCC

浆的成纸纸张的各项强度也在增强。当C PA M的加入量

为0.8%时，其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最佳，分别是

21.21 N.m.g-1、5.02 m N.m2.g-1、5.31 N.m.g-1、0.96 k Pa.

m2.g-1，分别提高了16.9%、13.3%、1.9%、17.1%。但当CPAM

的加入量继续增加时，其各项强度指数的增强效果有所

下降。

由图4可知，美废12#浆的CPA M加入量为0.6%时，其

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最佳，分别是43.57 N.m.g-

1、8.67 m N.m2.g-1、7.95 N.m.g-1、2.39 k P a.m2.g-1，分别

提高了17.8%、26.9%、12.1%、13.3%。但当CPA M的加入量

继续增加时，其各项强度指数的增强效果有所下降。

这是因为C PA M中含有许多酰胺基团，可以与纤维

表面的羟基形成氢键结合，这种氢键使纤维之间以纤

维-C PA M-纤维的方式结合形成永久的网格结构。同时

CPAM上的阳离子基团可以和纤维上的阴离子基团形成离

子键。而使用过量的CPA M时，同样会导致浆料的过阳离

子化，使浆料出现絮聚现象，降低CPA M对纸浆的增强效

果。

2.3 漆酶/谷氨酸体系对再生浆强度性能的影响

近年利用漆酶/谷氨酸体系处理再生浆提高再生浆

成纸纸张的强度性能成为研究和应用的热点。漆酶可以

去除再生浆中的部分木素，促进微细纤维的暴露，提高

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从而提高纸张强度。同时谷氨酸的

加入给纤维引入了更多的羧基基团，羧基含量的提高可

以提高纤维的柔韧性能和润胀性能。

本项目探究不同谷氨酸用量对国产OCC和美废12#浆

强度性能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国产O C C

浆和美废12#浆随着谷氨酸用量的增加，成纸强度呈现先

提高到达峰值后平缓的趋势。国产O C C浆和美废12#浆的

谷氨酸最佳用量分别是1.5%和0.2%。漆酶/谷氨酸对再

生浆的强度提高，是因为OCC浆料经过漆酶处理后，浆中

的木素被催化产出酚氧自由基，从而使谷氨酸通过迈克

尔加成反应将羧基嫁接在纤维表面，增加了浆中的羧基

含量。而在各强度指数分别达到最大值后，谷氨酸继续

添加对其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谷氨酸的迈克尔加成反

应已经达到饱和。

不同漆酶用量对国产O C C浆和美废12#浆强度性能

的影响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国产O C C浆和美废12#浆

的强度随着漆酶用量增加呈现先上升后减小的趋势。

国产O C C浆和美废12#浆的漆酶最佳用量分别是1.0%和

0.1%。这是因为再生浆经过漆酶处理后，催化了浆中木

素的氧化，使浆中木素脱落，让大量微细纤维从纤维表

图3  不同CPAM用量对国产OCC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图4  不同CPAM用量对美废12#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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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游离出来并与周围的微细纤维发生结合交联，提高了

纤维的结合力。而当漆酶的用量继续增加时，会导致浆

的强度发生下降，这是因为漆酶过多吸附在纤维表面，

降低了浆中纤维之间的结合力，从而发生强度下降的现

象。

不同处理时间下漆酶/谷氨酸体系对再生浆的影

响，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国产O C C浆在处理时间

为30～90 m i n时，其强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强，超过

90 m i n后开始下降。美废12#浆在处理

时间为30～60 m i n时，其强度随着时

间的增加而增强，超过60 m i n后开始

下降。反应时间不足时，漆酶催化氧

化木素则未能反应完全，也减少了谷

氨酸嫁接到纤维表面的数量。而反应

时间过长，则会导致OCC浆中的微细纤

维流失，使其强度降低。

不同处理温度下漆酶/谷氨酸体

系对再生浆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国产O C C浆和美废12 #浆

在处理温度为30～50 ℃时，国产O C C

浆强度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强，超过

50 ℃后开始下降。两种再生浆的最佳

反应温度都是50 ℃。反应温度太低

时，会使反应不完全甚至不发生反应；

而温度过高则可能使漆酶失活或者发

生其他反应，导致纸张强度下降。

通过上述实验可知，漆酶/谷

氨酸对国产O C C浆的最佳反应条件

为：漆酶1%、谷氨酸1.5%、反应时间

90 m i n、温度50 ℃；对美废12 #浆的

最佳反应条件为：漆酶0.1%、谷氨酸

0.2%、反应时间60 m i n、温度50 ℃。

结果如表5所示，国产O C C浆的抗张、

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是27.88 N.

m.g-1、6.14 m N.m2.g-1、7.98 N.m.g-1、

1.23 k P a.m2.g-1，分别提高了53.8%、

38.6%、53.2%、50.0%；美废12 #浆的

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最佳，分

别是49.23 N.m.g-1、8.51 m N.m2.g-1、

8.34 N.m.g-1、2.67 k P a.m2.g-1，分别

提高了33.1%、24.6%、17.6%、26.5%。

2 . 4 三种助剂对再生浆强度性能影

表3  不同反应时间对再生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国产原浆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美废12#原浆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抗张指数/

N.m.g-1

18.13

19.89

25.94

27.48

21.05

37.00

42.43

49.00

32.16

33.40

撕裂指数/

mN.m2.g-1

4.43

4.58

5.07

5.99

4.79

6.83

7.60

8.50

7.08

7.14

5.21

5.82

6.37

7.81

6.83

7.09

7.55

8.34

7.37

6.98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0.82

0.86

1.18

1.23

1.21

2.11

2.37

2.65

2.37

2.34

表1  不同谷氨酸用量对再生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国产原浆

谷氨酸用量/%

美废12#原浆

谷氨酸用量/%

抗张指数/

N.m.g-1

18.13

23.92

26.54

27.28

25.31

37.00

40.18

48.15

44.59

39.15

0.5

1.0

1.5

2.0

0.1

0.2

0.3

0.4

撕裂指数/

mN.m2.g-1

4.43

5.36

5.58

5.96

5.81

6.83

7.55

8.35

7.72

8.04

5.21

6.51

7.13

7.84

7.35

7.09

7.65

8.24

8.00

7.51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0.82

1.06

1.20

1.22

1.15

2.11

2.39

2.55

2.42

2.38

表2  不同漆酶用量对再生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国产原浆

漆酶用量/%

美废12#原浆

漆酶用量/%

抗张指数/

N.m.g-1

18.13

20.04

24.15

27.55

24.51

37.00

43.27

48.85

44.86

42.13

0.2

0.5

1.0

1.5

0.05

0.10

0.15

0.20

撕裂指数/

mN.m2.g-1

4.43

4.88

5.10

6.02

5.19

6.83

7.17

8.41

8.16

7.67

5.21

5.22

6.53

7.88

6.76

7.09

7.15

8.27

7.75

7.57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0.82

0.87

1.11

1.23

1.15

2.11

2.35

2.61

2.49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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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反应温度对再生浆成纸强度的影响

国产原浆

30 ℃

40 ℃

50 ℃

60 ℃

美废12#原浆

30 ℃

40 ℃

50 ℃

60 ℃

抗张指数/

N.m.g-1

18.13

22.40

23.70

27.58

25.30

37.00

38.48

43.99

49.00

43.08

撕裂指数/

mN.m2.g-1

4.43

4.51

5.23

6.10

4.97

6.83

7.15

7.52

8.50

7.65

5.21

5.96

6.37

7.91

6.21

7.09

7.11

7.18

8.34

6.60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0.82

1.03

1.14

1.23

1.18

2.11

2.10

2.53

2.65

2.46

响的对比

由上面的实验可知，再生浆经过三种助剂处理后成

纸的各项强度指数都有所增加，结果如表6、表7所示。阳

离子淀粉和漆酶/谷氨酸体系都对国产OCC浆的成纸强度

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而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的提升则不明

显。其中对成纸的耐破指数提升最优的助剂为阳离子淀

粉，相比于空白纸样提高了59.8%；而对成纸的抗张、撕

裂、耐破指数提升最优的助剂为漆酶/谷氨酸体系，分别

比空白纸样提高了53.8%、38.6%、53.2%。

三种助剂对美废12#浆的成纸强度影响和国产O C C

浆相似。对成纸的耐破指数提升最优的助剂为阳离子淀

粉，相比于空白纸样提高了54.9%；对成纸的抗张、撕裂、

耐破指数提升最优的助剂为漆酶/谷氨酸体系，分别比空

白纸样提高了33.1%、24.6%、17.6%。

可以看到，阳离子淀粉和漆酶/

谷氨酸体系对国产O C C浆的提升比美

废12#浆高。其中，阳离子淀粉对美废

12#浆的性能提高没有国产O C C浆的明

显，是因为国产OCC浆中细小纤维和填

料较多，阳离子淀粉更易吸附在国产

OCC浆的细小纤维和填料上，从而达到

增强作用，所以阳离子淀粉对美废12#

浆强度的提高要比国产OCC浆的小。漆

酶/谷氨酸体系对美废12#浆的性能提

高没有国产OCC浆的明显，是因为美废

12#浆中的木素较少，纤维含量较多，

谷氨酸缺少酚氧自由基发生迈克尔加

成反应，因此对美废12 #浆强度的提

高要比国产O C C浆要小。同时美废12#

浆的漆酶和谷氨酸最佳用量也比国产

OCC浆的少。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对美废

12#浆的提升要比国产O C C浆的要高，

是因为美废12 #浆中的纤维表面羟基

基团较多，与阳离子聚丙烯酰胺中的

酰胺基结合更为充分所致。

3  结论
3 . 1 阳离子淀粉处理国产O C C浆的

最佳用量为3.0%，抗张、撕裂、环压、

耐破指数分别提高了26.81%、23.5%、

28.4%、59.8 %。阳离子淀粉处理美

废12 #浆的最佳用量为3.0%，抗张、

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提高了

24.1%、12.3%、12.9%、54.9%。

表7  三种助剂对美废12#OCC浆强度性能的影响

美废12#原浆

阳离子淀粉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漆酶/谷氨酸

抗张指数/

N.m.g-1

37.00

45.88

43.57

49.23

撕裂指数/

mN.m2.g-1

6.83

7.67

8.67

8.51

7.09

8.01

7.95

8.34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2.11

3.27

2.39

2.67

表6  三种助剂对国产OCC浆强度性能的影响

国产原浆

阳离子淀粉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

漆酶/谷氨酸

抗张指数/

N.m.g-1

18.13

26.99

21.21

27.88

撕裂指数/

mN.m2.g-1

4.43

5.47

5.02

6.14

5.21

6.69

5.31

7.98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0.82

1.33

0.96

1.23

表5  漆酶/谷氨酸最佳条件对两种再生浆强度的影响

国产OCC原浆

美废12#原浆

抗张指数/

N.m.g-1

27.88

49.23

撕裂指数/

mN.m2.g-1

6.14

8.51

7.98

8.34

环压指数/

N.m.g-1
耐破指数/

kPa.m2.g-1

1.2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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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0,14(3):919-937.

[2]万金泉,马邕文,王艳.造纸纤维性能衰变抑制原理与技术[M].广东:

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336.

[3]多措并举 深度挖潜 全面应对禁废新挑战[J].造纸信息,2021(10): 

7+1.

[4]高喜盈,王啸,蔡杰,等.造纸增强剂发展概述[ J].造纸装备及材料, 

2019,48(4):26-27.

[5]王云丰,岳玉亭,刘春亮.一种淀粉增强剂在薄页印刷纸产品中的应

用[J].造纸装备及材料,2018,47(4):16-19.

[6]王萍,龙柱.双醛羧甲基壳聚糖-阳离子淀粉对纸张增强机理的研

究[J].中国造纸,2015,34(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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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晓菲,龙柱,吕文志,等.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基复合增强剂对瓦楞原

纸增强作用研究[J].包装工程,2015,36(21):22-27.

[9]陈樱珈,马邕文,万金泉.果胶酶协同漆酶/谷氨酸体系改善OCC造

纸强度性能的研究[J].中国造纸,2022,41(5):37-45.

[10]孔凡娇,万金泉,陈杨梅,等.改性漆酶/谷氨酸体系改善旧瓦楞纸

浆物理性能的研究[J].造纸科学与技术,2017,36(3):59-65.

[11]陈国政,万金泉,马邕文,等.羧甲基壳聚糖协同漆酶预处理提升

OCC浆回用性能的研究[J].造纸科学与技术,2021,40(3):35-40.

3 . 2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处理国产O C C浆的最佳用量为

0.8%，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提高了16.9%、

13.3%、1.9%、17.1%。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处理美废12#浆

的最佳用量为0.6%，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提

高了17.8%、26.9%、12.1%、13.3%。

3 . 2 漆酶/谷氨酸处理国产O C C浆的最佳反应条件为：

漆酶用量1.0%，谷氨酸用量1.5%，温度50 ℃，反应时间

90 m i n。在最佳反应条件下，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

数分别提高53.8%、38.6%、53.2%、50.0%。漆酶/谷氨酸

处理美废12 #浆的最佳反应条件为：漆酶用量0.1%，谷

氨酸用量0.2%，温度50 ℃，反应时间60 m i n。在最佳反

应条件下，抗张、撕裂、环压、耐破指数分别提高33.1%、

24.6%、17.6%、26.5%。

3 . 4 从抗张、撕裂、环压指数来看，三种助剂中漆酶/谷

氨酸体系对国产OCC浆和美废12#浆的提高较为明显，比阳

离子聚丙烯酰胺和阳离子淀粉更优；从耐破指数来看，阳

离子淀粉对国产OCC浆和美废12#浆的提高较为明显，比漆

酶/谷氨酸体系和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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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纸张来说，时常需要对纸张中的纤维、填料以

及一些纸病进行观察分析。目前实验室中常用的观察、分析

类仪器有光学显微镜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本文就纸张的

光学显微镜观察法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进行初步分析

比较。

关键词：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纤维；填料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fibers, 
fillers and some common diseases in the paper. At present, the 
commonly used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instruments in the 
laboratory include Olympus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ptical microscope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method of 
paper.
Key words: optical microscop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ibres; f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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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度吸管移取适量待测悬浮液滴到事先准备好的显

微镜载玻片上（显微镜载玻片要求洁净且不能有油脂类

物质以及划痕等）。用滴管轻轻敲击载玻片，使纤维悬

浮液中的纤维充分分散到整个载玻片，将布满纸张纤

维的载玻片放置在设定温度为80℃的电热板上，将纤

维悬浮液中的水分完全蒸干，使纤维不再流动，等到载

玻片冷却后加盖盖玻片（根据需要可加入染色剂）。打

开显微镜的电源开关，将所要观察的纤维样品片子放

到显微镜的载物台上，选定到所需要的观察倍数，通过

调节显微镜焦距使图像清晰，进行观察。

显微镜分散制片观察法对纸张本身进行了分散处

理。常用的观察倍数为100倍、200倍。这种方法常用于

观察纸张中的纤维种类、组成等。如图3。

2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
2.1 实验仪器

扫描电镜。

2.2 实验原理

扫描电镜通过仪器内置的电子发射装置发射出电

子束，在加速高压下通过磁透镜系统的汇聚作用，使电

现如今的造纸行业是高速发展的，各种新品种的

产生、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造纸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在

当前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纸张产品本身质量的好与坏

已经成为能否占领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造纸相关

工作及检测人员对纸张本身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如何

更好地观察并了解纸张本身已成为造纸相关工作及检

测人员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1  光学显微镜观察法
1.1 实验仪器

奥林巴斯显微镜。

1.2 实验原理

根据凸透镜的成像原理，要经过凸透镜的两次成

像。第一次成的是放大的倒立的实像。之后再以第一次

放大而成的实像作为物体，经由目镜的再次成像。第二

次成的图像是一个经过放大并且是正立的虚像。如果

相对实物说的话，应该是倒立的放大的虚像。 

1.3 实验方法

奥林巴斯显微镜对纸张进行观察分析通常有两种

方法：直接观察法与分散制片观察法。

1.3.1 直接观察法

将纸张裁剪成适当大小放置于干净无油脂、无划

痕的显微镜载玻片上，加盖盖玻片。打开显微镜的电源

开关，将所要观察的纸张样品片子放到显微镜的载物台

上，选定所需要的观察倍数，通过调节显微镜焦距使图

像清晰，进行观察。

显微镜直接观察法常用的观察倍数为50倍～500

倍。这种方法常用于对纸页在抄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

纸病如浆料、洞眼等进行分析判断。观察范围一般以纸

病区域为中心、纸张的网面与非网面之间差异不大。如

图1、图2。

1.3.2 分散制片观察法

选取适量经过充分混匀后的待测纸样放入洁净的

烧杯，加入实验室用三级水，使纸张全部润湿。用分散

器对润湿后的纸张进行分散直到变成无浆团的纤维悬

浮液。待所需的悬浮液样品经过充分均匀后，使用洁净

图1  直接观察法下的常规纸张

图2  直接观察法下的纸病纸张

·研究开发
 R & D

75
Jan., 2023  Vol.44,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子束直径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将电子束聚焦在样品表面

上。在电镜系统内置聚光镜和物镜之间所产生的偏转

线圈的作用下，电子束最终在样品台上呈现出光栅状。

电子与待测样品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信号电子，信号电

子被电镜内部的电子探测器收集到并最终变成光子，最

后通过电信号放大装置的加工处理，最终呈现在显示

系统上。

2.3 实验方法

将导电胶裁剪成适当规格大小并黏贴于样品台

上，将纸张样品裁剪成小于导电胶的规格并黏在导电

胶上。将样品台经离子溅射仪喷金处理后置于电镜的样

品仓内。将样品仓内抽成真空状态并对仓内样品加以高

压处理后调整样品台到合适的位置，通过系统显示界

面观察样品图像。调节放大倍数的同时对样品图像进

图3  分散制片观察法下的纸中纤维

行聚焦处理，使样品图像清晰。如图4。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常用的观察倍数为500倍

～5000倍（通常1000倍左右为最佳）。这种方法通常用

于观察纸张中填料与纤维的分布、结合情况以及纸张的

切面情况。由于纸张的网面与非网面之间差异明显，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也可用于纸张网面与非网面填料

添加情况的分析比较。此外，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也

可以用于纸张中添加填料种类的鉴别。

3  结论
光学显微镜观察法相比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

更侧重于观察纸张中的纤维种类及纤维形态。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法虽然也能看到纤维，但纸张样品经高压

电子击穿后已无法辨别纤维种类，纤维形态上也很难区

分。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能够清晰地看到纸张中填

料的形态及填料与纤维的结合方式，与之相对应光学

显微镜观察法虽然也可以看到纸张样品中的填料，但多

数情况下，看到的填料都是“小黑点”的形式。光学显微

镜观察法更适用于观察、区分纸页经过上网、干燥等过

程中中产生的各类“异物”，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观

察到的纸病则通常是白色亮斑，很难加以区分。

由于观察倍数以及样品制备的影响，光学显微镜

观察法观察到的纸张相对于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更

加宏观。并且光学显微镜观察法相对于扫描电镜具有成

本较低、操作方便、易于上手、对操作人员要求较低、可

以快速地观察大量样品等优点。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法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并且当涉及到纸中填料时，扫描电

镜观察法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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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表面施胶部位或涂布机施涂无氟防油淀粉或其

复配液，可以增强纸张表面纤维间的密闭性，提高纸张的抗

油脂性能，满足纸张防油等级不高于6级的要求。

关键词：无氟防油淀粉；防油等级；表面密闭性

Abstract: Applying fluorine free oil proof starch or its compound 
solution to the surface sizing part of the paper machine or coating 
machine can enhance the tightness between the fibers on the paper 
surface, improve the oil-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the paper,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il proof grade no higher than level 6.
Key words: fluorine free oil proof starch; oil proof grade; surface 
t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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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食品包装的纸张的环保性能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和市场的重视，尤其是送餐行业用于包装含油脂类食

品的纸张更是需求量大幅增加。目前市场上的防油剂种

类众多，主要以硅氟类为主，有试验表明硅氟类防油剂

内的微量PF O A会转移到食品内部，对人体有致癌风险。

在我国已开始引起重视，减少含氟类防油剂在食品防油

纸上的使用。

市场上现售的无氟类防油剂的价格明显偏高，根据

不同防油等级的要求进行添加量调整则成为防油纸生

产中的工艺控制重点。不少生产厂家用阳离子氧化淀粉

复配防油剂或者用阳离子淀粉、羧甲基纤维素复配防油

剂，也有在浆内添加少量A K D配合在表面施胶添加防油

剂的；对于有涂布生产线的则可以在纸张表面涂布少量

优质无塑涂料来达到防油效果。对比防油等级较高的纸

张来说采取上述工艺是必不可少的，当纸张的防油等级

不高于6级要求时则可以采用表面施胶涂覆无氟防油淀

粉的方法来实现并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本课题以无氟防油淀粉为主要原料作为抗油脂的

主要助剂，采用造纸表面施胶常用的方法进行表面处

理，赋予纸张优良的成膜性，达到一定的防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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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1.1 原料及仪器

原料：骏德J T- 3 2 6 0无氟防油淀粉、防油剂

TURBO-226、TY-20表面施胶剂、本公司生产的未施胶的

50 g/m2单面光白牛皮纸、酸性50 g/m2单面光白牛皮纸、

中性50 g/m2单面光白牛皮纸，蓖麻油、正庚烷、甲苯均

为分析纯。

仪器：HH-ZK6恒温水浴锅、RW20置顶搅拌器、DV-E

转子黏度计、25#不锈钢刮棒。

1.2 实验方法

1.2.1 无氟防油淀粉液及其复配液的制备

JT-3260无氟防油淀粉的技术参数：

化学成分：淀粉合成聚合物       

黏度（10%，50 ℃）：20～200 mPa.s   

外观：白色粉状颗粒粉末         

pH：5.0～7.5

无氟防油淀粉糊化：称取50 g无氟防油淀粉放入

1000 m l的玻璃烧杯中，加入450 g水，边加水边搅拌，烧

杯和水一起进行称重。将称重后烧杯放置于恒温水浴锅

中，开始逐步升温到95 ℃，并在此温度下保温30 m i n。

期间用顶置搅拌器不断搅拌，后在烧杯中加水至糊化前

的重量，此时淀粉糊化液的浓度控制为质量分数9.0%。

实验室刮涂时的温度必须控制在60～65 ℃，防止淀粉

表面结皮影响涂布纸面的致密性能。

表胶助剂TY-20/无氟防油淀粉复配液:称取适量的

防油淀粉糊化液，在60～65 ℃条件下按一定质量比加入

表胶助剂TY-20并搅拌10 m i n,形成不同TY-20含量的淀

粉复配液。

防油剂TURBO-226/无氟防油淀粉复配液:称取适量

的防油淀粉糊化液，在60～65 ℃条件按一定质量比加

入防油剂并搅拌10 m i n,形成不同防油剂含量的淀粉复

配液。

1.2.2 防油等级测试

纸张根据防油能力的差异可划分为不同的防油等

级，防油等级测试采用Oil Kit Test-TAPPI T559cm-12

的国际通用标准检测方法。防油测试液按照蓖麻油、甲

苯、正庚烷三种试剂的不同体积比配制而成，具有不同

的表面张力，防油等级最高为12级，最低为1级（如表

表1  Oil Kita试验液体的组成

防油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甲苯体积/ 

ml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450

蓖麻油质量/

g

969

872.1

775.2

678.3

581.4

484.5

387.6

290.7

193.8

96.9

0

0

庚烷体积/

ml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1）。根据目前食品包装行业用纸的要求，防油等级为6～

7级基本能满足防油包装的需求。

其测定方法是：将其中一种防油测试液从2.54 c m

的高度滴落到待检测纸品的表面上，15 s后用棉球擦拭，

检查试样无明显透油点且编号最高的那一种等级号，即

为待测纸品的防油等级数值。为保证测试的准确性，选

取5个点作为检测点，其间防油等级不能相差1级，否则要

重新取样检测。

2  结果与讨论
2.1 无氟防油淀粉涂布量对纸张抗油脂作用的影响

图1显示，随着无氟防油淀粉液的单面涂布量的增

加，纸张的抗油脂效果有一定的增加，当其单面涂布量

达到3.5 g/m2以上时，酸性施胶的纸张抗油等级最高可

以达到6级。因为纸张施胶后在纤维之间存在憎液性能，

可以减少防油淀粉向纸张内部渗透，防油淀粉逐步在纸

张的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膜层，封住纤维表层以及纤维

之间的空隙，随着涂布量的不断增加,纸页的抗油脂性能

可提升到5～6级；而未施胶纸张的抗油脂性能则同比明

显低于已施胶纸张。

2 . 2 表胶助剂TY-20/无氟防油淀粉复配液对纸张抗油

脂作用的影响

图2显示，随着TY-20/无氟防油淀粉复配液中TY-20

的比例增加，涂布液的黏度未有明显增加；当复配液中

TY-20质量比例达到17%且单面涂布量达到3.0 g/m2时，酸

性纸张的抗油脂效果基本稳定在5～6级。因为复配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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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20的主要成分为烷基烯酮二聚物，在60～65 ℃温度

下加快了其向纤维之间以及纤维交织层间的渗透，提高

了纸页纤维间的抗渗透性能，减少了无氟防油淀粉向纸

页内部迁移的量。当无氟防油淀粉的涂布量达到一定的

数值后，酸性纸张的抗油脂的能力基本稳定在6级。

2.3 防油剂TURBO-226/无氟防油淀粉复配液对纸张抗

油脂作用的影响

图3显示，鉴于薄型纸的表面施胶涂布量低的实际

情况，在模拟现有纸机表面施胶上胶量的前提下，随着

复配液中防油剂含量的增加，纸张防油等级逐步增加。

考虑到防油剂的成本偏高以及防油纸的抗油脂等级不高

于6级的要求，对复配液中防油剂的含量控制在8%左右。

由于纸张的纤维组织结构疏松，具有多孔性，表面涂布

的防油淀粉首先封闭了表面的孔隙，防止防油剂渗透到

纸张内部，使其基本停留在纸张表层，提高了纸张的防油

性能。当复配液的单面涂布量达到2.0 g/m2时，酸性纸张

的抗油脂效果最高可以达到7级。目前市场上的防油剂类

型众多，对于复配液的防油性能有一定影响，必须根据

纸张的防油等级进行合适的配伍试验。

3  无氟防油淀粉JT-3260试用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无氟防油淀粉J T-3260单独淀粉

原液、无氟防油淀粉J T-3260/表胶助剂T Y20或防油剂

TU R B O-226分别进行复配混合后配制成新型复配防油淀

粉液，将复配防油淀粉液或防油淀粉原液对纸张进行表

面施胶处理后，赋予纸张一定等级的防油性能。

3 .1 研究发现当无氟防油淀粉JT-3260淀粉原液单面涂

布量达到3.5 g/m2以上时，已酸性施胶的纸张抗油等级

最高可以达到6级。

3 . 2 当复配液中T Y-20质量比例达到17%且单面涂布量

达到3.0 g/m2时，酸性纸张的抗油脂效果基本稳定在5～

6级。

3.3 当复配液中防油剂TURBO-226的含量在8%左右，单

面涂布量达到2.0 g/m2时，酸性纸张的抗油脂效果最高

可以达到7级。

   本实验中研制的无氟防油淀粉JT-3260在满足无无

硅氟以及低成本的条件下,通过实验室调整涂布量以及

复配助剂的比例，可以达到目前食品纸6级左右的防油

性能，实现可再生、可回收的新型绿色环保食品包装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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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表胶防油淀粉涂布量对抗油性能的影响

图2  表胶防油淀粉复配液中TY-20含量对抗油性能的影响

图3  表胶防油淀粉复配液中防滑油剂TURNO-226对抗油

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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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施间歇蒸煮预浸工艺改为汽蒸工艺，生产线

产能、质量、消耗明显优化，提质增效降耗显著。

关键词：间歇蒸煮；预浸工艺；汽蒸工艺

Abstract: By implementing the impregnation to steaming 
process, the capacity, quality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tion 
line were significantly optimized, pulp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ere 
improved, and consump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Key words: super batch cooking; impregnation process; steam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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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景林

纸”）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是云南首次利用亚行贷

款，以当地森林资源开发及木材永续利用、振兴边疆少

数民族地方经济为目的兴建的国内首批林浆纸一体化企

业。云景林纸拥有林地6.67万公顷（100万亩），纸浆产能

30万t/a，生活用纸产能5.4万t/a，年产值15亿元、年利税

2亿元左右，是普洱最大的非电工业企业，云南最大的生

活用纸生产企业、产值最大的林业领军企业。

云景林纸有两条硫酸盐漂白化学浆生产线，其中，

2#线为硫酸盐法超级间歇蒸煮，2021年，云景林纸对2#

线超级间蒸车间进行了升级改造，把原来传统超级间蒸

的预浸改造为汽蒸。改造后蒸煮锅的热充偏流明显改

善，蒸煮系统运行更加稳定，纸浆质量明显提高，浆黏

度提高7%，用碱量降低了15%，蒸汽消耗降低10%，吨浆

节约能耗约22.77 k g标煤，吨浆黑液量减少1.5 m3。纸浆

强度、黏度、透气度大幅稳定和提高，达到行业一类浆水

平，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  传统的预浸工艺（图1）

传统的超级间蒸在木片开始装锅到装锅到一定时

间或一定重量后即开始从蒸煮锅底部注入预浸液（黑液

+白液），此时继续从顶部喂木片直到木片装满，预浸液

填充程序继续运行，到预浸液注满蒸煮锅后继续从顶部

溢出回到置换槽，顶部回流约20 m3置换液后停止底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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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预浸液，会导致热充时冷预浸液置换不均匀而引起

热充液体偏流，同一截面木片的蒸煮温度不均一，最终

影响蒸煮均匀性和纸浆质量。

3.2 汽蒸工艺特点

(1）药液渗透好。汽蒸工艺有较长的汽蒸时间，木

片内的空气得到很好的排出，蒸煮药液渗透较好，纸浆

均匀性得到提高。从图3中看出，汽蒸工艺的残碱明显降

低，说明汽蒸工艺药液的渗透较好。

(2）温升低。汽蒸结束后提升了木片热充前的基础

温度，热充过程相对预浸工艺升温快，温度提升更加平

缓，更加有利于蒸煮。

(3）很少偏流。汽蒸结束后进行热充，热充过程置换

的是气体，热充液的阻力最小，热充偏流得到明显改善。

(4）蒸煮锅筛板堵塞得到有效改善。汽蒸工艺的特

点是在木片装锅过程中，蒸汽由底部和顶部加入并从中

部抽提筛板排出，在循环泵还没有运行前，通过运行汽

蒸工艺，很大程度能够清通蒸煮筛板，缓解了筛板堵塞

的问题。

3.3 预浸和汽蒸工艺运行情况对比

3.3.1 蒸煮卡伯值

浸液体加入，开始从中部抽提筛板抽提黑液打循环5～

10 min后结束预浸转入下一步蒸煮程序。

2  汽蒸工艺（图2）

汽蒸工艺，其主要改造内容为在原有蒸煮锅及新增

的蒸煮锅底部增加低压蒸汽管道，中部筛板新增排气管

道，蒸汽从底部、顶部加入（顶部汽蒸管道同原有的装锅

蒸汽管道共用），从中部进行排气，直到中部排气温度达

到规定值即关闭中部排气，开始进行升温、升压，当蒸煮

锅达到一定压力或蒸煮锅顶部温度达到规定值，完成汽

蒸环节。

3  两种工艺的特点分析
3.1 传统的预浸工艺特点

(1）能耗高。预浸工艺需要通过置换泵把约200 m3

的预浸液注入蒸煮锅进行预浸，多一道泵运行的环节。

(2）后段消耗高。回流的预浸置换液体进入了置换

槽，预浸液残碱高，会导致喷放残碱偏高，影响后段洗净

度，最终增加漂白化学品消耗。

(3）容易造成偏流。热充前蒸煮锅内木片与木片之

图4  汽蒸和预浸工艺条件下蒸煮卡伯值对比

图3  汽蒸和预浸工艺残碱对比
图1  预浸工艺

图2  汽蒸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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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浸工艺条件下蒸煮卡伯值波动幅度比较大，为14

～8.5之间，波幅4.5个单位；而汽蒸工艺，卡伯值波动范

围仅为15.7～17.1，波幅仅为1.4个单位，汽蒸工艺蒸煮

的纸浆卡伯值更加稳定。如图4。

3.3.2 各段残碱趋势图

采取汽蒸工艺后，由于汽蒸效果好，药液渗透较

好，蒸煮均匀性提高，用碱量得以降低，汽蒸工艺各阶段

的残碱都比预浸工艺要低。如图3。

3.3.3 洗净度

预浸结束后还有大约20 m3的脏黑液被置换进入置

换槽，最后置换液体通过蒸煮锅置换后和浆料进入喷放

锅，造成粗浆残碱偏高，导致洗净度偏低（浆料较脏）。

如图5。

3.3.4 最高蒸煮温度

预浸工艺蒸煮温度为160～162 ℃，汽蒸工艺蒸煮

温度为157～159 ℃左右，汽蒸比预浸工艺蒸煮温度降低

了2～3 ℃。如图6。

3.3.5 最终效果(表1)

在纸浆黏度、用碱量、汽耗、吨浆黑液总量方面，汽

蒸工艺要比预浸工艺更有优势。

(1）纸浆质量（黏度）明显提高。蒸煮均匀性提高、

用碱量下降和蒸煮温度下降后，蒸煮更加均匀，使得纸

浆黏度比改造前提高49.84 cm3/g。

(2）各项消耗大幅度降低。

①用碱量降低了15%。

②蒸煮汽耗降低0.24 t/t浆。汽蒸结束后木片获得

较高的起始温度，蒸煮过程能降低高压蒸汽的使用，同

时蒸煮液的偏流及筛板堵塞问题解决后，蒸煮器内循环

液体量的加大也改善了温度的均匀性，最高蒸煮温度得

以降低。

③改为汽蒸工艺后，用碱量下降，各段残碱随之降

低，吨浆黑液量由10.06 m3降低到8.52 m3。

4  总结
据了解，超级间歇蒸煮预浸工艺改造为汽蒸工艺，

还属国内首例，改造后纸浆黏度明显改善，消耗大幅度

降低，预浸工艺改为汽蒸工艺是非常可行的，此次技改

的体会或注意事项总结如下几点：

(1）超级间歇蒸煮本身具有温度骤升骤降、流量忽

大忽小的特点，容易造成设备、阀门、法兰泄漏或管道变

形，因此，设备、阀门的选型、管道壁厚的确定及管道支

吊架的位置、方式都很重要。

(2）技改方案的论证要充分，设计图纸要反复讨论

确认，把控好施工过程的质量，提前培训操作人员，才能

确保技改工程的圆满成功。

(3）对引进设备的技术改造，要在消化吸收的基础

上，结合工厂生产实际情况，勇于创新是搞好企业设备引

进工作的关键。要找准问题的根源，针对问题通过大量的

技术交流和考察，最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方案。

[收稿日期:2022-06-24]

表1  效果分析

项目

预浸工艺

汽蒸工艺

差距

质量

700.16

750

49.84

黏度/

cm3.g-1
备注

消耗

520

443.2

-76.8

用碱量/

kg.ADt-1
汽耗*/

t.ADt-1

1.586

1.37

-0.24

黑液量/

m3.ADt-1

11.06

9.52

-1.54

注：*指蒸煮和洗选漂总的蒸汽消耗。

图5  进氧脱木素的浆料洗净度

图6  最高蒸煮温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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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匀度对装饰原纸物理性能和印刷性能的影

响，对纤维种类、钛白粉分散、打浆、化学品添加、损纸添

加比例、助留系统的选择以及网部参数设置等诸多因素对

装饰原纸匀度的影响以及解决措施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

装饰原纸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装饰原纸；匀度；印刷性能

Abstract: The effect of uniformity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printing performance of the decorative base paper was discussed, 
and many factors such as fiber type, titanium dioxide dispersion, 
ref ining, chemical addit ion, added rat io of broken paper, 
selection of retention aid system, and setting of net parameters on 
decorative base paper wer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uniformity 
and solutions are explained, and the test method of decorative base 
paper is introduced.
Key words: decorative base paper; formation; printing perfor-
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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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原纸主要应用于人造板贴面（中密度、高密度、

纤维板、多层胶合板），在产品结构中是放在表层纸下

面，主要起提供精美花纹图案的装饰作用和防止底色反

透的遮盖作用；这层贴面要求原纸具有良好的遮盖力、

浸胶性和印刷性能。

装饰原纸的生产过程中，匀度成为一个重要的控制

指标，匀度影响原纸的物理性能，而且决定着后续印刷和

浸胶的质量。

1  匀度对装饰原纸印刷性能的影响
纸页结构不均匀将导致纸张机械强度下降，装饰原纸

在印刷过程中，纸张强度低的位置会发生应力集中，致使纸

张发生断裂，印刷时断纸会导致停机，严重时会损伤印版和

橡皮布，被迫重新排版，加大了印刷成本[1]。

纸张匀度差，会造成油墨转移不均匀，尤其是在满

版印刷时，转印黑、红等较深油墨时[2]。由于原纸对油墨

吸收的均匀性差异很大，原纸厚度大的地方，承受压力

较大，油墨吸收多；原纸厚度小的地方油墨吸收少，原纸

印刷后的图像清晰度、色彩光泽度、色彩再现力差异较

大，降低了印刷品的质量[3]。

2  匀度对装饰原纸物理性能的影响
匀度过差，生产的装饰纸厚度不均匀，在后续干燥

过程中会导致纸页收缩不均匀，原纸会出现半透明现象，

厚度不均匀也会导致后续干燥过程中，纸页较薄部分干

燥过剩，原纸脆性增强。匀度过差，不同区域纤维结合也

不相同，纤维结合差的区域，纸张强度也会变低[4]。

3  装饰原纸匀度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
3.1 原材料的影响

3.1.1 纤维种类

纤维的种类会直接影响成纸的匀度，长纤维抄造成

纸匀度较差，但强度较好，而短纤维成纸匀度较好。采用

长纤维抄造时，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一般选用游离打

浆对纤维进行适当切断；为了避免成纸匀度过差，目前

大多数装饰原纸厂家选用阔叶木浆配有少许比例的针叶

木浆，或全选用阔叶木浆进行抄造。

3.1.2 钛白粉分散

装饰原纸是一种高加填纸张，钛白粉用量可以达到

40%，钛白粉是影响装饰原纸匀度的主要因素，钛白粉

的分散效果直接影响成纸匀度、光学性能以及钛白粉用

量，如何保证钛白粉更好分散变得至关重要。钛白粉分

散浓度、分散pH以及搅拌器线速度都会影响钛白粉分散
[5]，生产上分散钛白粉，在保证黏度不要过高的前提下，

尽量保证高浓分散，浓度越高分散效果越好，钛白粉分

散设备搅拌器的线速度要控制在15 m/m i n以上。钛白粉

在等电点附近会发生絮聚，分散钛白粉时要使钛白粉远

离等电点，不同钛白粉的等电点也不同，生产上一般通过

调节pH来实现钛白粉远离等电点[6]。

3.2 打浆的影响

纤维一般都要进行适当的切短，针叶木纤维较长，

一般需要的打浆度要高些，而阔叶木浆打浆度要求相对

较低，装饰原纸厂大多采用阔叶木浆，配有30%之内的针

叶木浆，打浆度一般控制在25～45 °S R之间。纤维分丝

帚化越好，钛白粉的留着越好，钛白粉分布越均匀，纸张

匀度更好。

3.3 损纸添加比例的影响

在打浆度和系统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原生浆

抄造的纸张，损纸的加入有利于钛白粉留着，且钛白粉分

布比较均匀，纸张匀度较好，主要是因为损纸表面分丝

帚化较为明显；但随着损纸配比的上升，原纸抗张强度会

下降，透气度有所变高、渗透时间逐渐加长、吸水高度有

所降低；根据生产需求，目前造纸厂损纸的添加比例大

致控制在0～30%之间。在实际生产时，降低损纸配比时

会对原纸匀度产生一定影响，但通过纸机方面调整（唇

板开度、网部真空）可改善成纸匀度。

3.4 化学品添加对成纸匀度的影响

浆料在流送阶段会把空气夹带到浆料内，浆料在网

部成形时，由于重力下落网下白水中会产生大量气泡，浆

料中空气含量过高，造成成纸针眼过多匀度差，会向其

中加入消泡剂，消泡剂的加入点一般要靠近浆料上网位

置，主要是为了防止浆料在后续过程中再产生气泡。

3.5 助留系统对成纸匀度的影响

目前，生产高加填的装饰原纸，多采用阳离子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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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PAE）单元系统，PAE和阴离子聚丙烯酰胺（APAM），

PAE和CMC[7]、以及膨润土和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 M）

组成的二元体系[8]或由PAE、APAM和CPAM，PAE、CPAM和

膨润土组成的三元助留系统，随着反向乳液技术的发

展，国内外对乳液产品作为助留剂也进行了研究[9]。研

究表明，各系统纸张的匀度由好到差依次为PA E单元系

统、PAE/CPAM双元系统、PAE/APAM双元系统、PAE/APAM/

CPAM三元系统和PAE/CPAM/膨润土微粒系统。

3.6 网部参数设置对成纸匀度的影响

实际生产过程中，网部参数设置对原纸匀度影响很

大，唇板开度、上网浓度、网部真空，摇振，脱水条排列、

浆网速比、水印辊下压深度都会造成匀度的变化。生产

中原纸匀度降低时，可以考虑增大唇板垂直开度，加大稀

释水回流量，降低上网浓度，适当降低网部低真空，在保

证抗张强度的前提下，使浆网速比接近于1，这些都可以

有效提高纸张匀度[10]。

4  装饰原纸匀度的检测方法
在实际生产中，会通过眼观的方式来判断纸张匀度

的好坏，即在均匀的光源下，用眼观的方式来看纸张的透

光情况，与标准样进行对比，评价产品匀度好坏，此方法

主观性比较大，需要观察者具有很丰富的经验[11]。

为了更精确地检测纸张的匀度情况，造纸工作者研

究开发了一些用于匀度检测的实用仪器，例如：加拿大

OpTest公司和加拿大造纸院校麦吉尔大学联合开发的纸

张匀度测试仪(PPF)、芬兰AMBEＲTEC公司生产的BFT-1型

纸张匀度仪等[12]。上述仪器的测试原理大抵分为两种：

β-射线透射式、光透射式[13]。β-射线透射式是利用低

强度的放射源和高灵敏性的射线探测仪来检测纸张定量

上的细微变化，进而利用该仪器自带的计算机系统进行

数据处理，最终得到匀度值；光透射式是以库贝尔卡-门

柯光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得到匀度测试

计算公式，最后借助MATLAB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匀度

值。对比上述两种方法，虽然测试结果一致性较好，但后

者还需额外借助外部软件来计算，操作相对复杂，因此，

实际应用中会优先选择操作简单的β-射线透射式匀度

仪。

5  结论
总而言之，匀度是装饰原纸一项重要的物理指标，

也是装饰原纸印刷和浸胶的重要影响因素，生产上要尽

量提高匀度以及匀度稳定性，保证后续印刷和浸胶的适

应性以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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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纸机压区的共振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纸机压区的

种类繁多（这里重点讨论脱水压区），所以引起压区共振的

因素有很多种，包括纸机的车速（两只压辊的转动频率）、

线压力、辊面粗糙度、机架的刚性、两只辊子的重量、脱水

毛布的品质、纸页定量等，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压区系统的

固有频率。当某种激振频率出现且强度增大，导致与压区系

统的自然频率吻合，就会引起共振。

关键词：纸机；压区设备；共振；固有频率

Abstract: The resonance of press zone of paper machine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Due to the variety of dehydration press zone 
of paper machin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causing the resonance of 
the dehydration press zone, including the speed of paper machine 
(rotation frequency of two press rollers), line pressure, roughness 
of roller surface, rigidity of the frame, weight of two rollers, 
quality of dehydrated woolen cloth, and page quantity, etc. These 
factor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inherent frequency of the pressure 
zone system. When a certain excitation frequency appears and its 
intensity increases, which leads to the coincidence with the inherent 
frequency of the pressure zone system, resonance will occur.
Key words: paper machine; pressure zone equipment; resonance; 
inherent frequency

纸机压区设备的共振识别和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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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ance Identification and Solution of Paper Machine Press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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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频率而产生共振。

压区系统的固有频率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是从定性

来分析，我们可以借助图4：其中的“K”是系统的弹性系

数，“m”是质量，只要改变其中的任何一项，系统的共有

频率就会发生改变。像该压区系统，要想消除共振，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可以通过提高车速或者降低车速来避开系统的

固有频率，这种方法最有效，但是这种方式与生产状况

发生严重冲突，所以实际情况并不可取。当然，要想知道

准确的共振车速，可以借助启停车测试来分析，但是受到

该纸机的生产实际限制，笔者一直没有机会对该压区系

统进行启停车测试。

(2）改变压区之间的线压力，这样可以改变压区系

统的弹性系数。但是如果线压力偏低，会严重影响毛布

的脱水效果，导致进入烘干部的纸页含水量太大，不利

于纸页脱水；如果增大压区的线压力，会使得压区之间

的接触面增大，系统的刚性和弹性系数也会变大，可以

很好地避免共振。但是如果线压力过大，会导致毛布表

面的纸页回湿现象较严重，同样影响纸页的脱水。

(3）增加压区中辊子支架的刚性，可以改变系统的

我公司某纸机自开车以来，当纸机车速在1150 m/

min时，压榨部第四压区便发出“轰轰”的声音，当时都一

致认为是压区中的某一只辊子轴承损坏，但是当某一天

车速降至1000 m/min时，“轰轰”的声音突然减小甚至消

失。后来车速再次升高时，该压区又重新出现了“轰轰”

的声音。

压区的结构如图1。两只辊子的轴承均用中心润滑

油系统润滑。

通过几次的振动检测，发现频谱中出现明显的单一

峰值，且都存在该峰值的谐频。该峰值不是辊子轴承某

一部分的缺陷频率，所以判断辊子轴承当时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

从振动频谱中，可以明显看到该峰值对应的频率一

直在75～79 Hz，但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超过80 Hz，况且该

峰值恰恰是四压顶辊转频的14倍，同时也是四压Sy m辊

转频的8倍。每次该压区出现“轰轰”的声音时，检测得

到的结果基本类似（图2、图3）。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断定该压区存在共振。具体说该

压区系统的固有频率在75～79 H z，当在某一车速下，辊

子的转频的多次谐频与该频率一致时，便会激发系统的

图1  第四压榨的结构

图2  四压顶辊的振动频谱（轴承座垂直方向）

图3  四压Sym辊的振动频谱（轴承座垂直方向）

图4  压区系统固有频率影响因素

·生产实践
PRoDucTIoN

87
Jan., 2023  Vol.44, No.1/2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图6  压区毛布

红色区域为操作侧加固顶辊所用的支架，传动侧采

用同样的方式。通过这样加固改造之后，并没有收到预

想的效果，当纸机车速在1150 m/m i n时，该压区的共振

仍然存在，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4）调整该压区的毛布线，可以短时间内改变压区

系统的弹性系数，如图6所示。

依靠调整毛布张紧辊一侧的蜗轮蜗杆（幅度不能太

大，否则造成毛布跑偏），这种方式只是暂缓压区的振

动，而且频繁手动调整较为繁琐。调整毛布线不仅可以

暂缓压区的振动，而且还有助于延长毛布的使用寿命。

对该压区来说，如果每次换上新的毛布后（一床毛布的

使用寿命大约在30～40天），当纸机车速在1150 m/m i n

时，该压区的共振现象明显减小，但是随着毛布的使用，

表面质量下降，脱水效果变差，共振又会重新加剧。换句

话说，新毛布较为柔软，使压区之间的弹性系数大大降

低，自然能很好地避免共振；但是毛布使用后期，毛布变

薄，系统的弹性系数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5）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改变两只辊子的特性，也会改

变该压区系统的共有频率，比如，将四压顶辊直径变小，重

量减轻，或者将该辊的刚性表面改成胶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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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压支架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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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系数。从实际设备的安装结构来看，机架的结构确实有

点单薄。于是我们对四压顶辊的支架进行了加固，受到设备

结构的限制，我们只能做以下方式的加固，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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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景林纸1#二氧化氯制备系统，引进加拿大

Chemetics公司的技术和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盐酸杂质

多，造成电解槽阳极板被击穿。经研究，如果再从加拿大购

买电解槽阳极板，因为供货时间长，将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过国内供应商充分交流后制定了详细可行的方案，成

功采用国产电解槽阳极板用于1#二氧化氯系统，开创了云景

林纸国外备件国产化的道路。

关键词：二氧化氯；电解槽；阳极板；国产化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Chemet ics 
Corporation of Canada were introduced into No.1 chlorine 
dioxide preparation system of Yunnan Yunjing Forestry and Pulp 
Co., Ltd. Due to the impurity of hydrochloric acid, the anode 
plate of electrolytic cell was broken down. After study, if we 
buy anode plate from Canada, it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normal 
production of the company because of the long supply time. 
After full communication with domestic suppliers, a detailed and 
feasible scheme was developed, and the anode plate of domestic 
electrolytic cell was successfully used in the chlorine dioxide 
system, creating a road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overseas spare parts 
of the company.
Key words: chlorine dioxide; electrolytic cell; anode plate;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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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漂剂的用量需求，每天只能生产250 t漂白纸浆，严重

影响生产。如何快速解决二氧化氯电解槽阳极板问题，

成为公司当年生产经营面临的重大难题。

1  方案分析及备件制造安装
经多方深入分析，造成电解槽阳极板击穿的主要原

因是使用杂质含量高的盐酸，次要原因是阳极板已经使

用4年多，与其5年的使用寿命期接近。解决电解槽阳极

板击穿问题，以往做法是向加拿大Che m etics公司采购

备件进行更换。但是，经与Chemetics公司咨询了解，其

供货期需要4个月以上方能到达公司现场，满足不了公司

生产需要。为尽快使二氧化氯工段恢复到设计规模，公

司成立技术攻关组，与设计院、电解槽制造厂家咨询及

交流，并邀请国内电解槽厂家技术人员到公司现场调研。

经多轮技术交流，得知国内电解槽阳极板采用钛材，并

在钛材外部涂上钌－钛-铯涂层阳极板，其性能可以达

到公司使用要求，涂层可以保证使用5年以上。最终确定

了技术方案，并按照原来阳极板尺寸制作供货至公司现

场。为确保阳极板使用达到一次即成功使用的硬性要求，

公司制定了阳极板焊接方案及电解槽安装方案，具体如

下：

(1）不能使用的电解槽整台取下，把壳体放在阴极

面，以阴极朝下把电解槽放好，取下老阳极板，用锯片清

理板面上的焊缝。

(2）把新阳极板放上绝缘钉，同时用丙酮清洗阳极

板。

(3）按照从中间往两边焊的方法依次焊接阳极板，

采用氩弧焊进行花焊，每块极板焊4段，每段焊缝长11

～14 m m，避免烧损阳极板涂层，焊接电流在78～79 A之

间。

(4）焊接时用3把卡梳卡好阳极板，避免焊接时阳极

板变形。焊好后检查绝缘钉是否有脱落，如有脱落把脱

落的绝缘钉重新装上。

(5）安装时注意每块阳极板的安装顺序，第一块为

阴极板，第二块为阳极板，依次类推，

把所有阴、阳极板交错放好。慢慢地

把整个电解槽安装在一起，上好固定

螺栓，最后用万用表检测电解槽道通

情况，检查无误后进液生产。

云景林纸使用加拿大Chemetics公司综合法工艺技

术及设备生产二氧化氯，生产规模为4.2 t/d。二氧化氯

装置有氯酸盐电解反应系统、二氧化氯系统、盐酸炉合

成系统。整个系统的反应液在氯酸盐电解反应系统和二

氧化氯系统循环使用，初次加入时为精制盐水，运行中

变为主要含NaCl和NaClO3的混合物溶液，理论上不用再

补充。氯酸盐电解反应系统由两组（7台/组）电解装置组

成，电解产生的N a ClO3溶液送到反应器储存，用喂料泵

送入二氧化氯发生器进行反应，生成二氧化氯气体，在

吸收塔内用5～8 ℃冷冻水吸收成二氧化氯溶液，最后送

到纸浆厂漂白工段漂白纸浆。电解产生的氢气送入盐酸

炉和氯气混合燃烧生成盐酸。流程如图1。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的盐酸杂质含量高，导致

电解液经常分解，采取多次清洗电解槽仍解决不了问

题，电解槽电流在36 k A时，电解槽槽电压最小到3.2 V，

最大达到3.48 V，比正常槽电压2.9 V高出10%～20%，达

到电解槽安全报警电压（小于3.5 V）停机不能再生产运

行。经停机拆卸电解槽检查，发现13#电解槽阳极板被击

穿34块（损坏60%），14#电解槽阳极板被击穿12块（损坏

20%），另有8#、9#电解槽阳极板涂层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由于电解槽损坏4台，ClO2工段被迫停机。制浆车间

漂白工段缺少了二氧化氯漂白药剂，只能被迫改产本色

浆。尽管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电解槽进行抢修，恢复生

产，但只能低产率生产，每天只能生产3 t二氧化氯，产能

只能恢复71%，远远不能满足制浆车间漂白工段对二氧化

图1  二氧化氯生产原理与流程

表1  更换阳极板后运行记录

名称

电解槽

电解槽槽压/V

10#

2.86

1#

2.85 2.85

2#

2.87

5# 7#

2.88

11#

2.88

13#

2.852.89

3#

2.86

6#

2.85

9#4#

2.86

8#

2.90

12#

2.89

1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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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果
电解槽阳极板更换后，电解槽在电流达到额定

36 k A时，新换阳极板的电解槽槽电压在2.85～2.9 V之

间,完全达到国外公司的技术要求。运行记录详见表1。

通过生产检验，采用国内厂家生产电解槽阳极板和

阳极板钌－钛-铯涂层技术方案是可行的，为公司节省费

用60多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其供货周期由4个月变为1个

月。因缩短了供货周期，为生产赢得了宝贵时间。

总之，ClO2工段电解槽阳极板的备件成功国产化开

发，标志着引进设备备件国产化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逐

步积累进口设备的备件国产化经验，为公司多渠道谋求成

[收稿日期: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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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杨恒 报道) 2023年1月6日，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与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并举行揭牌仪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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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香，轻工学部党委书记孔凡功，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正高级工程师张

永宾，亚太森博管理层李润明、常永贵、王少光等出席仪式。

仪式上，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浆技术部高级经理王少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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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明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校（院）长刘玉为产学研合作基

地揭牌。

亚太森博党委书记、事务总经理李润明就公司运营情况做了介绍。公司

作为中国主要的商品木浆生产供应企业、山东省投资规模名列前茅的外资企

业，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产业链。公司将继

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校（院）长刘玉表示，学校与亚太森博

公司一直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公司的发展理念深表赞同。亚太

森博作为制浆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与学校的科研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

前景广阔。希望通过双方产学研深入合作，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对标国

际先进水平，共同促进行业的技术发展与进步。

● 技术信息 ● 研发创新

亚太森博与齐鲁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

·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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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木材化学与制浆造纸学家、全国优

秀教师、中国造纸学会蔡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南京

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优秀共产党员李忠正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9日凌晨5时在南京

不幸逝世，享年89岁。

李忠正教授1933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

市。1949年考入北京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现北京

工业学校），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8月在北京燕京

造纸厂工作，先后任技术员、车间主任。1954-1957

年在天津大学化工系学习，1957年11月起在南京林

学院林工系读研究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

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63年作为主要创始

沉痛悼念李忠正教授

玄武耕耘布芬芳 谦诚典范留人间

人创建了南京林业大学制浆造纸学科和专业，先后

担任制浆造纸教研室主任、制浆造纸学科组主任、

林产化工系（现化学工程学院）系主任，为学科的创

建、发展和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受国家教委

委派赴日本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1987年2月获日本

东京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中国林产化学化工学

会副理事长、江苏省造纸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任中

国科学院纤维素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1990年任中国造纸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1993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1997年被国际木材科学院（IAWS）选为院

士；2005年任江苏省造纸学会理事长，2010年后任江

苏省造纸学会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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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正教授长期从事木材化学与制浆造纸的研

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培养研究生48名，其中博士生24

名；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译著2部，专著3部，合著4

部。“七五”期间主持研究禾草类纤维原料不同制浆

方法的理论和工艺，发现了禾草类纤维制浆的特殊

规律并提出一系列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使我国在该

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我国禾草

类纤维制浆工艺的改进提供了依据和方向。根据这

些理论开发的“低温快速制浆技术”“低污染制浆技

术”等已转化为生产力，在工厂生产中取得了明显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发的低污染

制浆及木质素综合利用技术被国家经贸委列为产学

研示范工程项目。主持国家“九五”攻关项目“低污

染高得率制化学浆工艺技术的研究”等专题。造纸

原料结构是关系到我国林业和造纸工业现代化的重

大问题，李忠正教授是我国最早倡导林纸结合的学

者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为我国林纸结合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受到国务院和林业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

李忠正教授对我国速生树种的制浆造纸特性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研究，发现了树木组成及生物结构与制

浆造纸性能的内在规律（数学模型），为我国造纸速

生林的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评价体系。

李忠正教授几十年如一日，为新中国制浆造纸

工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为林业教育事业和人才培

养、为制浆造纸学科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

在教学工作中言传身教、严于治学，十分注重对青年

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始终关心莘莘学子的成长和发

展，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曾获全国优

秀教师、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学科带

头人、南京林业大学十大师表等荣誉称号。2006年，

李忠正教授与北卡州立大学张厚民教授、金东纸业

吴省芳总经理共同发起成立“南京林业大学制浆造

纸基金会”，并亲自担任首任执行长。

在南京林业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表彰大会上，李忠正教授夫妇获得党龄满50周年红

色伉俪殊荣。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一名坚定的老共

产党员，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

义，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

央保持一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工作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他师德高尚、团结同志、平易近人、

艰苦朴素，一生光明磊落，深受大家爱戴，是我们学

习的楷模。

李忠正教授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前辈、

好师长、好同志，是我国制浆造纸工业和教育事业的

一大损失。我们将永远学习他、怀念他。他将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

敬爱的李老师，安息吧！

       （南京林业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

李忠正教授是我国造纸行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老领导，一生致力于我国的造纸事业，为我国造纸工

业和林产化学工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

李忠正教授与《中华纸业》这本杂志有着深厚

的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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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创

新性文章。在之后的近30年里，李忠正教授多次将前

瞻性的研究成果首发于《中华纸业》，并适时提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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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正教授在其办公室内接受了本

刊记者的专访，并以“李忠正：中国秸秆制浆研究第

一人”为题发表在2019年7月出版的《中华纸业》创刊

40周年特刊上。

爱国廉正忠于党，鞠躬尽瘁献纸业；不忘初心

铸楷模，高风亮节励后人。李忠正教授的优秀品德和

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中华纸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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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吸水性能的厨房用纸

申请公布号：CN 114960286 A

发明人：安兴业  张志鹏  刘洪斌  刘利琴

申请人：天津科技大学

传统厨房用纸采用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混抄，

打浆度在30°SR左右，每层定量为20 g/m2左右，采

用双层复合压花，通过设计不同的压花图案，提升其

压花点之间的空隙大小以提升吸水性能，但是这种

纯物理方法很难将厨房用纸吸水性能进行成倍数提

升。另外，目前也存在一些通过无纺布及PE膜包裹吸

水树脂与纸张结合制备的厨房用纸，但是降解时间

较长，影响环境，并且制备方法较复杂，并且，还会

面临吸水树脂润胀后纸层破裂、颗粒脱落以及对使

用者的健康造成影响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内压花设计，将吸水树脂

颗粒按量分配到每个单元内，并采用错位压花的方

式，使各个吸水单元彼此支撑，厨房用纸不仅可以

很好地锁住吸水树脂颗粒，还使得纸张的强度进一

步提高，并且不使用任何有害物质，可以正常地在

厨房环境内使用。

如图1、图2所示，高吸水性能的厨房用纸包括

表层、底层、第一压花间层、第二压花间层、吸水树

脂颗粒、流道和吸水囊。表层、第一压花间层、第二

压花间层、底层沿竖直方向自上而下依次相连接设

置；第一压花间层的下底面上相连接设有第一压花

单元，第一压花单元设置在第一压花间层与第二压

花间层相对的第一压花间层的下底面上，第一压花

单元内设有吸水树脂颗粒；第二压花间层的上表面

上相连接设有第二压花单元，第二压花单元设置在

第一压花间层与第二压花间层相对的第二压花间

层的上表面上，第二压花单元内有吸水树脂颗粒；

第一压花单元包括多个均布间隔设置的第一凸起

部，第一凸起部呈内部中空设置，第一凸起部朝向

第二压花间层凸出设置，第一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

第二压花间层的上表面相连接设置，形成吸水囊，

第一凸起部内部能够包裹设置有吸水树脂颗粒；第

二压花单元包括多个均布间隔设置的第二凸起部，

第二凸起部呈内部中空设置，第二凸起部朝向第一

压花间层凸出设置，且第二凸起部与第一凸起部依

次错开设置，第二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第一压花间

层的下底面相连接设置，形成吸水囊，第二凸起部

内能够包裹吸水树脂颗粒；相邻两个第一凸起部

的侧面与第一压花间层、第二压花间层之间形成流

道，相邻两个第二凸起部的侧面与第一压花间层、

第二压花间层之间也形成流道；待吸收的水能够流

经流道流入吸水囊；将第一压花间层与表层、第二

压花间层与底层均通过高压辊结合在一起，第一压

花单元、第二压花单元内均包裹设置有吸水树脂颗

粒，并向设置有第一压花单元的第一压花间层的下

底面和设置有第二压花单元的第二压花间层的上

专利技术

图1  厨房用纸的局部剖面立体结构

1—表层  2—底层  3—第一压花间层  4—第二压花间层  5—第
一压花单元  6—第二压花单元  7—第一凸起部  8—第二凸起部  

9—吸水树脂颗粒  10—流道  11—吸水囊

图2  厨房用纸中的表层和第一压花间层的结构连接

3—第一压花间层  7—第一凸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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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均喷上淀粉基表面施胶剂（其质量浓度可以

为2％～9％），再将二者通过设有淀粉基表面施胶

剂的一面相黏合，最终形成一种高吸水性的厨房用

纸。

表层和底层上不铺设压花单元或按需求铺设压

花单元，当铺设压花单元时，表层、底层上的压花单

元需与第一压花间层、第二压花间层相对应设置。

第一凸起部的高度与第二凸起部的凸出高度相

等。凸起部的凸出高度为0.6～1.0 mm。当压花高度

为0.8 mm时，厨房用纸使用不易破损，吸水树脂颗

粒可以充满整个吸水囊，吸水量达到23.124 g/g。

其中0.6 mm为可容纳吸水树脂颗粒的最小压花高

度，低于0.6 mm高度的压花单元会使得纸张被吸水

树脂颗粒所撑破，吸水树脂颗粒对纸张的压迫略

大，使用时可能会造成纸张的破损。导致吸水树脂

颗粒掉出；高于1.0 mm，吸水树脂无法充满整个吸

囊，会造成结构的松弛，会使得纸张结构无法被制

成。

凸起部均设置为弧形凸起，其内均包裹

0.05～0.08  g吸水树脂颗粒；凸起部的底面长

均为3.0～5.0 m m，宽均为1.0～3.0 m m，高均为

0.6～1.0 mm。

吸水树脂颗粒的填充量根据所制得的吸水囊

所能承受的范围做出的，发现当吸水树脂颗粒的填

充量在0.05 g以下时，吸水树脂颗粒吸水后无法充

满整个吸水囊；当吸水树脂颗粒的填充量在0.08 g

以上时，吸水树脂颗粒吸水后会将吸水囊撑破。吸

水树脂颗粒的填充量越高，该厨房用纸的吸水性

越高，因为0.08 g为极限的填充量，所以考虑到实

际使用情况，0.07 g的吸水树脂颗粒的填充量为最

佳，吸水量达到23.124 g/g。

凸起部的凸出端部通过0.2～0.6 M Pa的压

力与压花间层的表面相压合，并在压花点施加

0.05～0.08 g吸水树脂颗粒，其中0.2 MPa的压花压

力为不影响实际使用的情况下所要求的最低压花

压力，0.6 MPa为本发明考虑合理范围下所用的最大

值。

为了保证厨房用纸的强度，厨房用纸的表层、

底层、第一压花间层、第二压花间层、第一压花单元

和第二压花单元均采用厨房用纸原纸，其制备步骤

为：采用100％针叶木浆，将针叶木浆板进行打浆，

打浆度在30°SR，浆浓控制在0.3％～0.5％，通过抄

片器进行抄造湿态的厨房用纸原纸，并用真空干燥

器进行干燥，制备得到干态的厨房用纸原纸，具有

较高的干抗张强度和湿抗张强度，保证了较高的包

裹吸水树脂颗粒的效果。

吸水树脂颗粒为甘薯淀粉基吸水树脂颗粒，

其制备步骤：取4.0～6.0 g甘薯淀粉和150～250 g

去离子水，常温下放入250 mL烧杯中进行磁力搅

拌，添加0.5～2.5 g氢氧化钠糊化15～90 min，

然后依次加入50％～90％中和度的丙烯酸钠单

体、0.02～0.1 g过硫酸钾以及0.03～1.0 g浓度

10％～20％的甘油溶液，搅拌均匀，送入烘箱，70℃

干燥，粉碎后即得甘薯淀粉基高吸水树脂。

实施例1，高吸水性能的厨房用纸相邻的两个

第一凸起部的两个侧面与第一压花间层和第二压

花间层之间形成流道，水流经流道流入吸水囊。凸

起部的凸出高度为0.6 mm，吸水树脂颗粒的用量为

0.05 g。凸起部的凸出端部通过0.2 MPa的压力与压

花间层的表面相压合。

对比例1，除了表1中的参数不同之外，其它均与

实施例1相同。

对上述实施例及市面上的普通用纸的吸水量和

不添加吸水树脂产品的吸水量进行了对比（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实施例1的吸水量比普通例提

升了371％。对比例1-1、1-2虽然对吸水性能无太大

影响，但是由于对比例1-1的压花高度过低，导致吸

表1  对比例1的实施条件

凸起部的凸出高度/mm

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压花间

层表面的压合压力/MPa

对比例

1-1

0.59

0.2

对比例

1-2

对比例

1-3

对比例

1-4

1.1

0.2

0.6

0.1

1.1

0.1

表2  厨房用纸吸水量的对比（对比例1）

吸水前重量/g

吸水后重量/g

吸水量/g·g-1

对比例

1-1

对比例

1-2

对比例

1-3

对比例

1-4

纸张

性能

实施例

1

1.111

26.802

23.124

普通例

1.124

6.634

4.902

1.110

26.723

23.075

1.112

26.932

23.219

1.114

26.102

22.431

1.112

26.532

2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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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树脂在吸水后将纸层撑破，而对比例1-2则使得

纸张结构较为松散，吸水树脂颗粒会掉落，对比例

1-3、1-4，由于降低了压花压力，导致纸张压花部分

无法压出对应高度的图案，使得吸水树脂颗粒无法

正常填充，吸水性能下降。由此可见，实施例1得到

的厨房用纸性能显著优于普通例和对比例1。

实施例2，凸起部的凸出高度为0.7 m m，吸水

树脂颗粒的用量为0.06 g。凸起部的凸出端通过

0.3 MPa的压力与压花间层表面相压合。

对比例2，该对比例中的条件除了表3中的参数

不同之外，其它均与实施例2相同。

对实施例及市面上的普通用纸的吸水量和普通市

售不添加吸水树脂产品的吸水量进行了对比（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实施例2的吸水量比普通例提

升了373％。由于对比例2-1的压花高度过低，导致

纸张吸水能力下降，并且吸水树脂容易撑破纸张，

造成吸水树脂颗粒的脱落，对比例2-2则使得纸张

结构较为松散，吸水树脂颗粒会掉落，对比例2-3、

2-4，由于降低了压花压力，导致纸张压花部分无法

压出对应高度的图案，使得吸水树脂颗粒无法正常

填充，吸水性能下降。由此可见，实施例2得到的厨

房用纸性能显著优于普通例和对比例2。

实施例3，凸起部的凸出高度为0.8 m m，吸水

树脂颗粒的用量为0.07 g。凸起部的凸出端通过

0.4 MPa的压力与压花间层表面相压合。

对比例3，该对比例中的条件除了表5中的参数

不同之外，其它均与实施例3相同。

对上述实施例及市面上的普通用纸的吸水量和

普通市售不添加吸水树脂产品的吸水量进行了对比

（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实施例3的吸水量比普通例提升

了379％。由于对比例3-1的压花高度过低，导致纸

张吸水能力下降，并且吸水树脂容易撑破纸张，造

成吸水树脂颗粒的脱落，对比例3-2则使得纸张结

构较为松散，吸水树脂颗粒会掉落，其本身不会对

吸水性能有过多影响，对比例3-3、3-4，由于降低了

压花压力，导致纸张压花部分无法压出对应高度的

图案，使得吸水树脂颗粒无法正常填充，吸水性能

下降。由此可见，实施例3得到的厨房用纸性能显著

优于普通例和对比例3。

实施例4，凸起部的凸出高度为0.9 m m，吸水

树脂颗粒的用量为0.08 g。凸起部的凸出端通过

0.5 MPa的压力与压花间层表面相压合。

对比例4，该对比例中的条件除了表7中的参数

不同之外，其它均与实施例4相同。

对上述实施例及市面上的普通用纸的吸水量和

不添加吸水树脂产品的吸水量进行了对比（表8）。

从表8可以看出实施例4的吸水量比普通例提升

了403％。由于对比例4-1的压花高度过低，导致纸

张吸水能力下降，并且吸水树脂容易撑破纸张，造

成吸水树脂颗粒的脱落，对比例4-2则使得纸张结

构较为松散，吸水树脂颗粒会掉落，其本身不会对

吸水性能有过多影响，对比例4-3、4-4，由于降低了

压花压力，导致纸张压花部分无法压出对应高度的

图案，使得吸水树脂颗粒无法正常填充，吸水性能

下降。由此可见，实施例4得到的厨房用纸性能显著

表3  对比例2的实施条件

凸起部的凸出高度/mm

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压花间

层表面的压合压力/MPa

对比例

2-1

0.59

0.3

对比例

2-2

对比例

2-3

对比例

2-4

1.1

0.3

0.7

0.1

1.1

0.1

表4  厨房用纸吸水量的对比（对比例2）

吸水前重量/g

吸水后重量/g

吸水量/g·g-1

对比例

2-1

对比例

2-2

对比例

2-3

对比例

2-4

纸张

性能

实施例

2

1.117

27.332

23.469

普通例

1.122

6.687

4.960

1.116

25.231

21.608

1.114

27.982

24.119

1.115

26.824

23.057

1.116

27.624

23.753

表5  对比例3的实施条件

凸起部的凸出高度/mm

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压花间

层表面的压合压力/MPa

对比例

3-1

0.58

0.4

对比例

3-2

对比例

3-3

对比例

3-4

1.2

0.4

0.8

0.1

1.2

0.1

表6  厨房用纸吸水量的对比（对比例3）

吸水前重量/g

吸水后重量/g

吸水量/g·g-1

对比例

3-1

对比例

3-2

对比例

3-3

对比例

3-4

纸张

性能

实施例

3

1.124

28.021

23.930

普通例

1.112

6.677

5.000

1.126

26.234

22.298

1.125

28.124

23.999

1.125

24.123

20.523

1.124

25.126

2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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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普通例和对比例4。

工作原理：厨房用纸主要靠原纸纤维自身的吸

水性、内部吸水树脂颗粒和第一压花单元、第二压

花单元形成的包裹结构进行吸水，因为吸水树脂

颗粒具有吸水量大的特点，所以在纸张内设置吸

水树脂以增大吸水量，但是吸水树脂容易脱离，从

而对厨房内的其它物质等造成污染，通过100％针

叶木浆的纸层，将针叶木浆板进行打浆，打浆度在

30°SR，浆浓控制在0.3％～0.5％，通过抄片器进

行抄造湿态的厨房用纸原纸，并用真空干燥器进行

干燥得到干态的厨房用纸原纸，将吸水树脂分割存

放，并且利用压花工艺（即为本发明的压花工艺，通

过外加力将压花模板的花纹压印到厨房用纸原纸结

构中，对压花操作没有特殊要求，跟传统工艺一样）

使纸层产生一定的空间，这样吸水树脂在吸水膨胀

后有一定的空间去承载吸水树脂颗粒，使其不会撑

破纸面而脱落出来。

厨房用纸的面层和底层通过毛细作用，吸收外

部水分，当水分经流道进入吸水树脂所在的单元

后，吸水树脂颗粒便开始吸收水分并将其锁在单元

内，由于面层和底层纸孔隙内的水分不断向吸水树

脂颗粒所在的单元转移，从而使得毛细作用持续进

行，不断将水分转移至单元中，直到达到吸水树脂

颗粒所能吸收水分的最大值为止。

有益效果：

（1）主要基于传统压花厨房用纸吸水性能差，

很难满足人们对厨房用纸高吸水性要求等缺点，提

出利用压花工艺辅助吸水树脂涂层工艺，以进一步

提高压花厨房用纸吸水性能。

（2）为了达到更好的吸水效果，使用吸水树

脂颗粒作为主要吸水元件，把原有的压花单元设置

成吸水囊包裹吸水树脂颗粒，使得厨房用纸摆脱了

传统的物理吸水，使厨房用纸的吸水性能呈倍数

提升。本发明厨房用纸能够提高吸水量，吸水速率

从50 mm/100 s提升到了60 mm/100 s，并且可以应

对大面积的积水情况。为了验证其吸水性能，将一

杯20 mL的水摊倒于桌面，水的面积达到100 cm2左

右，使用传统厨房用纸和本发明厨房用纸分别在相

同条件下进行吸水实验，发现传统厨房用纸吸水速

率为50 mm/100 s，而本发明厨房用纸的吸水速率为

60 mm/100 s，说明本发明厨房用纸具有更高的吸水

性能，并改善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3）厨房用纸第一压花间层上的第一凸起部的

凸出端部与第二压花间层表面连接并围绕形成储水

区，相邻的两个第一凸起部之间设有与储水区连通

的流道，提升吸水速率，第一凸起部和第二凸起部

内的吸水树脂颗粒将水分逐步吸收并锁死水分，形

成凝胶颗粒储存在凸起部内，大幅提升了吸水量。

第一压花间层和第二压花间层由于吸水树脂凝胶

化，纸张结构得到了良好地支撑，纸张的手感更加

厚实松软。

一种再生箱纸板污泥回收设备

申请公布号：CN 114950000 A

发明人：冯荣华  冯晟宇  赵志芳  胡荣霞  吴

晓敏

申请人：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回收的废旧纸张，因存放较久而含有大量

尘土，因此在后续加工中，会在浆水中产生污泥，且

对废纸处理后，过滤出的无用浆水中含有残留的植

物纤维，混合着其他尘土等，如对其进行提取，则

可以得到营养含量较多的污泥，经发酵处理后，可

以作为良好的种植、培育土壤，但现有的再生箱纸

板加工过程中多是将浆水直接排放，造成了一定的

浪费。

提供一种再生箱纸板污泥回收设备。

表7  对比例4的实施条件

凸起部的凸出高度/mm

凸起部的凸出端部与压花间

层表面的压合压力/MPa

对比例

4-1

0.57

0.6

对比例

4-2

对比例

4-3

对比例

4-4

1.1

0.6

0.9

0.15

1.3

0.15

表8  厨房用纸吸水量的对比（对比例4）

吸水前重量/g

吸水后重量/g

吸水量/g·g-1

对比例

4-1

对比例

4-2

对比例

4-3

对比例

4-4

纸张

性能

实施例

4

1.130

29.021

24.682

普通例

1.128

6.667

4.911

1.131

28156

23.895

1.130

29.152

24.798

1.129

27.624

23.468

1.132

28.023

2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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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该种再生箱纸板污泥回收设备的

机壳内部转动安装有转筒，机壳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纸浆水槽，转筒的内部设置有内凹腔，内凹腔的底

端与转筒的周向壁相连，并形成一个向下的开口，

转筒的两端均设置为封口，并与机壳的两端内壁滑

动配合，内凹腔的内部设置有矩形柱，矩形柱滑动

安装于内凹腔的内侧，矩形柱的内部转动安装有偏

心转柱，偏心转柱边缘处的内部固定连接有转轴，

转轴的一端贯穿机壳的端壁，并由外部驱动设备转

动驱动，矩形柱的底部连接有U形压板，U形压板的

横截面形状设为倒U形，U形压板的两侧侧壁与矩形

柱底部的两侧外壁滑动配合，且U形压板的两侧侧

壁与内凹腔的两侧内壁滑动配合，U形压板与矩形

柱之间固定连接有压力弹簧，内凹腔两侧与转筒连

接的位置处均开设有出水口，转筒的顶部开设有两

组进水口，且两组进水口之间的距离值大于纸浆水

槽底部端口的宽度值，进水口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滤

浆网板，机壳底部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渗水滤泥板，

机壳底部位于渗水滤泥板外部的位置处固定连接

有排水通道，机壳底部的另一侧开设有出泥口，机

壳的外部设置有沉淀池，出泥口连通至沉淀池的内

部。

驱动设备包括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固定安装于

机壳的外部，且驱动电机通过带传动组件与转轴传

动连接；U形压板底部远离出泥口的一侧固定连接

有刮条，刮条为塑料构件，进而在U形压板刮泥时，

可以利用刮条进行充分刮除，并防止渗水滤泥板堵

塞；转筒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多个搅拌杆，且搅拌杆

图1  再生箱纸板污泥回收设备的结构剖视

1—机壳  2—纸浆水槽  3—渗水滤泥板  4—排水通道  5—出泥口  6—沉淀池  7—刮刀  8—转筒  9—内凹腔  10—出水口  11—进水
口  12—滤浆网板  13—压板  14—搅拌杆  15—吹气管  16—吸气管  17—矩形柱  18—偏心转柱  19—转轴  20—U形压板  21—压力弹簧  

22—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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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转筒的径向设置，从而提高对浆水的搅拌效果；

纸浆水槽两侧内壁靠近转筒外壁的位置处均固定

连接有刮刀，刮刀与滤浆网板的外壁滑动配合，进

而可以对堵塞在滤浆网板表面的杂物进行刮除；转

筒带的顶部外壁固定连接有压板，压板活动安装于

纸浆水槽的内部，且纸浆水槽的两侧内壁均沿转筒

的径向设置，转筒的左右摆动带动压板在纸浆水

槽中左右摆动，从而可以对纸浆水槽的侧壁进行挤

压，对过滤后的浆水中残留的较大团絮纤维进行挤

压，使其更加细腻。

通过对转轴进行转动驱动，进而带动偏心转柱

在图1（a）所示状态中呈顺时针转动，由于偏心转

柱为偏心转动，进而可以带动矩形柱发生摆动的同

时，也可以在内凹腔的内侧产生升降运动，并同步带

动转筒进行摆动，将废纸板回收后粉碎打浆，且过

滤纸浆后的浆水引入至纸浆水槽中，进而在转筒左

右摆动的过程中，两个进水口轮流与纸浆水槽底部

端口配合，即可使浆水间隔地经滤浆网板将较大杂

质过滤后流入至转筒中，而随着转筒的摆动，还可

以带动浆水不断晃动，进行有效地搅拌，从而方便

后续过滤泥浆，以图1（a）所示状态为起点，此时矩

形柱位于高处，且U形压板位于出水口上方，而出泥

口也被封堵，因此转筒中的浆水会从出水口流入内

凹腔底部空间中，并经渗水滤泥板进行过滤，使水

排出，并将泥浆过滤在渗水滤泥板上方，则在偏心

转柱的继续摆动下，矩形柱开始偏下移且此时偏心

转柱的轴线高度也发生变化，因此同步带动内凹腔

的底端向有偏转，并最终到达图1（b）所示状态，且

此时内凹腔底部右摆已经经过极限，并开始向左摆

动，同时，矩形柱的下压带动U形压板下压，对内凹

腔的下部空腔进行压缩，从而对浆水进行压滤，使

水通过渗水滤泥板滤出，进而有效地提高对泥浆的

过滤效率，直至U形压板与渗水滤泥板以及机壳的底

壁接触后，矩形柱的持续下压会对压力弹簧进行压

缩，从而提高U形压板与机壳底壁接触的配合时间，

而U形压板在内凹腔底端左摆的过程中处于下压的

状态，即对出水口进行有效封堵，此过程中转筒中

的浆水无法流出，且此状态一直持续至内凹腔底端

左摆至极限后，并开始右摆时，矩形柱再次上升，且

在压力弹簧的弹力缓冲下在后一段时间才将U形压

板拉起，而此时内凹腔底部已重新右摆，并越过出

泥口，此后出水口再次打开，向内凹腔底腔中注水，

且在U形压板贴紧机壳底部内壁左移的过程中，如图

1（c）所示，U形压板将渗水滤泥板过滤下的污泥向

左刮动，并使其刮至出泥口处时向外流出至沉淀池

中进行沉淀收集，从而有效地完成对废纸回收时产

生的废水的有效回收处理的效率，随后如上述过程

工作，即在内凹腔底部右移通过出泥口后U形压板开

始上升放水，以此循环，通过驱动偏心转柱偏心转

动，带动矩形柱摆动并带动转筒左右摆动的同时，

也可以带动矩形柱进行升降运动，进而不仅通过转

筒的转动，使进水口间隔地与纸浆水槽接通，完成

向转筒中放水的功能，同时，转筒的左右摆动带动

压板在纸浆水槽中左右摆动，从而可以对纸浆水槽

的侧壁进行挤压，对过滤后的浆水中残留的较大团

絮纤维进行挤压，使其更加细腻，并随浆水后续流

动，形成最终的污泥后，提高污泥的纤维含量，同

时，随着转筒的不断摆动，其内部浆水与搅拌杆不

断撞击，还实现了对浆水进行搅拌的功能，使浆液

内部污泥、纤维等物质分散，从而在后期可以快速

有效的过滤，且利用矩形柱的不断升降，不仅实现

了U形压板对出水口间隔封堵，完成间隔放水的操

作，同时，利用U形压板的下压，还实现了加快浆水

过滤的功能，且利用U形压板跟随转筒的摆动，还实

现了将污泥推向出泥口并排出的功能，进而极大地

提高了设备对再生箱纸板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浆水废

水的有效回收处理的效率，进一步地提高了设备的

功能性和实用性。

如图1所示，再生箱纸板污泥回收设备内凹腔

的顶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吹气管，且吹气管位于转

筒的内部，并延伸至转筒的底部，矩形柱与内凹腔

顶部形成的空腔间安装有吸气管，吸气管与外界连

通，吸气管与吹气管的内部均安装有单向阀；内凹

腔的两端均设置为开口，吸气管固定安装在于机壳

的端壁内部，且吸气管位于矩形柱与内凹腔顶部空

腔的摆动范围内。

通过在内凹腔的上方空腔连接吹气管，且由于

在设备的运转过程中，矩形柱的不断升降也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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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凹腔上方空腔大小不断变化，进而利用安装在内

凹腔摆动范围内的且安装于机壳端壁中的吸气管，

与外界连通，在矩形柱下移过程中，在单向阀的作

用下使得吸气管从外界抽入空气，并在矩形柱下移

时，在单向阀的作用下利用吹气管向转筒中的浆水

底部吹气，从而加快转筒中浆水的流动速度，提高

对浆水的搅拌效果，进一步地增强了设备处理的效

率和效果。

一种彩票原纸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公布号：CN 114960295 A

发明人：布宁　董栓　李建　胡信洋　贺保忠　

丁明曌

申请人：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山东

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

为了加强彩票市场的管理，对彩票纸的质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高抗张强度≥4.0 kN/m、

平滑度高（90 s）、吸水性≤25 g/m2、内结合强度

≥400 J/m2、不含高得率浆、不含荧光物质、纸张匀

度好、外观细腻、手感好、平整性好、非涂布面油墨

固着好和干燥速度快等，原纸在经过涂布加工后遮

盖性能好、隔热性好、显色饱满，涂布面数码打印后

长时间不褪色。

国内现在用于加工彩票的热敏原纸比较杂，质

量有好有坏，主要是质量不稳定，防油、防水性差，

对后期彩票打印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提供一种彩票原纸及其制备方法。

彩票原纸的制备方法及步骤：

（1）浆料分别进行打浆，获得游离度为

340～420 csf的化学针叶木浆、化学阔叶木浆、机械

叶木浆和游离度为300～400 csf的机械阔叶木浆。

（2）将化学针叶木浆和化学阔叶木浆按

照重量比为(10～40)∶(6 0～90)  混合，获得

面层浆料；将化学针叶木浆、化学阔叶木浆、

机 械 针叶木浆和机 械阔叶 浆 按照 重 量比为

(0～10)∶(5～30)∶(5～30)∶(30～70)混合，获得芯

层浆料；将化学针叶木浆和化学阔叶木浆按照重量

比为(10～40)∶(60～90)混合，获得底层浆料。

（3）分别在面层浆料、芯层浆料和底层浆料中

添加浆内施胶剂后，制备面层、芯层和底层，在底

层一侧或两侧制备防油层，面层和底层经表面施胶

工艺处理后，将面层、芯层和底层压制于一体，烘干

后获得防油原纸；或分别在面层浆料、芯层浆料和

底层浆料中添加浆内施胶剂后，在底层浆料中加入

防油剂，制备面层、芯层和底层；面层和底层经表

面施胶工艺处理后，将面层、芯层和底层压制于一

体，烘干后获得防油原纸。

（4）配制防水涂布液，在防油原纸的面层和底

层上涂布防水涂布液，干燥、压光整饰和卷取后，

获得彩票原纸。

按照重量份数计，防水涂布液包括瓷土1～50

份，碳酸钙40～100份，分散剂0.1～2.5份，胶乳

5～20份，抗水剂0.2～2.5份，润滑剂0.2～2.5份

和拨水剂0～8份；其中，抗水剂为聚酰胺聚脲抗水

剂、乙二醛抗水剂和锆盐类抗水剂的混合剂。

聚酰胺聚脲抗水剂、乙二醛抗水剂和锆盐类抗

水剂的质量比为2∶1∶2。其中，聚酰胺聚脲抗水剂

生产厂家为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乙二醛抗水

剂生产厂家为济南宏利达五交化有限公司，锆盐类

抗水剂的生产厂家为凯米拉化学品（上海）有限公

司。

防油剂为C6型全氟防油剂或无氟防油剂；分散

剂为丙烯酸类钠盐；乳胶为胶乳为羧基丁苯胶乳、

丙烯酸酯胶乳中的至少一种；润滑剂为聚乙烯蜡、

硬脂酸钙中的至少一种；拨水剂为丙烯酸类聚合

物；浆内施胶剂均为0.5～60 kg/t纸。

按表1所示制备三种样品，防水涂布液重量份

数分别为：瓷土5份、碳酸钙60份、分散剂2份、胶乳

10份、抗水剂2份、润滑剂2份、拨水剂4份。

样品1从上到下依次为涂布层、面层、芯层、底

层、防油层和涂布层。

样品2从上到下依次为涂布层、面层、芯层、底

层、防油层、涂布层和防油层，如图1所示。

样品3从上到下依次为涂布层、面层、芯层、底

层和涂布层，防油剂添加量为15 kg/t纸。

彩票原纸水分为5.5%～7.5％，内结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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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J/m2，平滑度≥1000 s，表面吸水性≤50 g/

m 2，防油等级KIT≥9级，粗糙度≤0.7 μm，横向

挺度≥2.1 mNm，纵向挺度≥5.5 mNm，耐折度≥50

次。

在底层设置防油层或者在底层浆液中添加防

油剂，防油等级≥9级，使得底层具有防油性，抗水

剂的添加使得其具有较高的防水性，可以避免被水

或油玷污。同时在面层和底层上设置涂布层，具有

高的光滑度，方便印刷，保证印刷效果。

通过对面层浆液、芯层浆液和底层浆液的调

配，可以保证获得的纸张性能的稳定，保证纸张的

强度和韧性。

抗卷曲转移镀铝纸的生产工艺

申请公布号：CN 114953605 A

发明人：张基伟  吴继伟

申请人：江苏膜可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镭射镀铝纸是一种具有镭射防伪效果和金属

铝光泽的具有良好的阻隔性的软包装印刷材料，已

应用于高档香烟内衬纸、啤酒标签纸、保健品、医

药、化妆品等社会产品的内包装和商标标签中。为

了使纸张获得镭射及金属光泽效果，纸张表面必须

有涂层，以达到镭射模压和真空镀铝工艺要求，而

纸张表面涂层可通过直接在纸张表面涂布涂料获

得，也可通过先涂布到薄膜上然后经复合转移到纸

张上获得，通常以此来区分镭射镀铝纸的生产方

法。

OPP转移膜主要用做真空镀铝的载体，就是将

OPP转移膜置于真空镀铝机镀铝后，涂胶与纸复合，

然后将OPP转移膜剥离，铝分子层通过胶黏作用便转

移到纸板表面上，形成所谓的镀铝卡纸。OPP转移膜

实现上述功能主要是因为其表面设有一层离型层，

传统的OPP转移膜为一次性用品，OPP转移膜使用后

离型层就随铝层一起转移到纸上，OPP转移膜无法回

收利用，企业的生产成本很高。

在包装印刷中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纸张变形、卷

曲，造成印刷套印不准，油墨的铺展不均匀，印出的

产品平整性差，不能满足精细印刷的要求，同时也

影响印刷的效果，导致印刷车速不高。

提供一种可重复使用、抗卷曲转移镀铝纸的生

产工艺，以解决纸张变形和卷曲的技术问题，达到

提升纸张抗卷曲性能，提高产品品质的目的。

抗卷曲转移镀铝纸的生产工艺步骤：

（1）压纹：将 O P P薄膜通过模压机在涂

层面进行 镭射 模 压。模 压机的 模 压 版辊 温

度为14 6～1 5 0  ℃，模压版辊的压印压力为

0.25～0.35 MPa，模压车速为60～80 m/min。

（2）涂布：在OPP薄膜的涂层面通过涂布机涂

布涂料，涂布机的涂布干量为1.30～1.40 g/m2，涂

布车速为110～120 m/min。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

包括自交联丙烯酸5％～8%、聚乙烯醇2％～3％、分

散剂0.2％～0.3％、酒精6％～8％、余量为水。涂料

在配制时，首先在容器内加入酒精，然后依次加入

自交联丙烯酸、分散剂、聚乙烯醇，在恒温水浴中

搅拌1.5～2 h，搅拌速度为2500 r/min，待充分溶

解并混合均匀，再加入45～50 ℃的水，再充分搅拌

40 min，即配制完成。

（3）复合：通过复合机将OPP薄膜的涂层面与

纸张进行复合；复合机的复合车速为100～120 m /

min，烘箱温度为90～120 ℃，复合橡胶辊的贴合压

力为4～6 kg/cm2，涂布涂料的抹匀辊转速不小于

500 r/min。

图1  彩票原纸样品2的结构

1—涂布层  2—面层  3—芯层  4—底层  5—防油层  6—涂布层

表1  样品的制备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化针浆、化阔浆、机针

浆、机阔浆游离度/csf

340、340、340、340

340、340、340、340

420、420、420、400

面层浆料

重量比

1∶6

1∶6

1∶6

芯层浆料

重量比

1∶5∶5∶30

1∶5∶5∶30

1∶5∶5∶30

底层浆料

重量比

1∶6

1∶6

1∶6

防油层

设置

底层一侧

底层两侧

底层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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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剥离：通过剥离机将OPP薄膜和纸张进行

剥离；剥离后的产品固化时间不小于8 h。

（5）镀铝：将剥离出的纸张送入镀铝机，在纸

张的涂层面进行镀铝；镀铝层的厚度为45～50 nm，

放卷张力为160～300 N，收卷张力为60～110 N，镀

铝车速350～600 m/min。

（6）印刷：在镀铝层印制图案。

将剥离出的OPP薄膜的涂层面通过复合机与

纸张再次进行复合，接着将OPP薄膜和纸张进行剥

离，剥离出的纸张送入镀铝机，在纸张的涂层面进

行镀铝。依次重复利用。

分别进行了三组实施例，如表1。

综上所述：使用OPP薄膜作为转移基膜，相较于

传统的PET薄膜作为基膜，购入成本大大降低，OPP

薄膜在剥离后，可以直接再次与纸张复合，重复利用

20～30次，再次极大地节约生产成本。剥离下来的

纸张直接镀铝，可以避免正常复合时产生的诸如复

合压点、上胶压点以及复合率度差等问题。

一种造纸机用热风导辊

申请公布号：CN 114960261 A

发明人：潘伟  魏乃军  许丰

申请人：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的造纸机用热风导辊主要是通过蒸汽加

热，这种加热方式简单快速，而且蒸汽回收利用简

单方便，适合大规模的生产需要，但是这种蒸汽加

热结构，其热能系通过作用于辊体的内圆柱面，再

传递到辊外表面才作用于待干纸幅，若辊体的内圆

柱面附着有水汽或水垢，那么蒸汽的热交换效率必

定大大降低，导致干燥效果较差，需要及时清理并

进行后期维护，为此提出一种造纸机用热风导辊。

如图1～图6所示，该种造纸机用热风导辊包括

转动设于机架上端的转动中心轴，转动中心轴的中

部固定设有热风导辊，热风导辊由内向外设置的外

辊体和内辊体构成，外辊体和内辊体之间均布固定

设有多个支撑辐板，多个支撑辐板将外辊体和内辊

体之间的环形空间分隔成多个扇环形进气通道，扇

环形进气通道的内部设有敲击机构，外辊体和内辊

体的两端还对称固定设有两个T型端盖，T型端盖的

中部开设有便于放置转动中心轴的圆形通孔，转动

中心轴通过定位销和定位螺栓与T型端盖的凸起部

表1  抗卷曲转移镀铝纸的生产工艺

模压版辊温度/℃

压印压力/MPa

模压车速/m·min-1

涂布干量/g·m-2

涂布车速/m·min-1

自交联丙烯酸/％

聚乙烯醇/％

分散剂/％

酒精/％

水浴搅拌时间/h

搅拌速度/r·min-1

加水温度/℃

再搅拌时间/min

复合车速/m·min-1

烘箱温度/℃

贴合压力/kg·cm-2

抹匀辊转速/r·min-1

固化时间/h

镀铝层厚度/nm

放卷张力/N

收卷张力/N

镀铝车速/m·min-1

实施例

1

146

0.25

60

1.3

110

5

2

0.2

6

1.5

2500

45

40

100

90

4

500

8

45

160

60

350

实施例

2

实施例

3

148

0.3

70

1.35

115

7

2.5

0.25

8

1.8

2500

48

40

110

105

5

550

8.5

48

220

80

450

150

0.35

80

1.40

120

8

3

0.3

10

2

2500

50

40

120

120

6

600

9

50

300

110

600

压纹

涂布

复合

剥离

镀铝

图1  热风导辊的结构

1—转动中心轴  2—热风导辊  3—外辊体  4—内辊体  5—支撑辐
板  6—T型端盖  7—敲击机构  8—分隔板  9—导向板  10—驱动
杆  11—弧形敲击头  12—条形活塞板  13—复位弹簧  14—导气
机构  15—固定板  18—高温蒸汽进管  19—高温蒸汽出管  22—

外进气环  23—内进气环  24—进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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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转动中心轴的两端还设有往热风导辊内

部通入高温蒸汽的导气机构。

敲击机构包括固定设于扇环形进气通道内部的

分隔板，分隔板将扇环形进气通道分隔成敲击腔和

动力腔，敲击机构还包括垂直固定设于分隔板靠近

内辊体一端的两块导向板，两块导向板和分隔板以

及内辊体之间构成矩形压缩腔，分隔板的中部滑动

设有多根驱动杆，多根驱动杆位于敲击腔的内部固

定连接设有弧形敲击头，多根驱动杆位于矩形压缩

腔的内部固定连接设有条形活塞板，条形活塞板滑

动设于两块导向板之间，且条形活塞板的边缘处固

定设有密封条，条形活塞板靠近内辊体一端固定设

有多个复位弹簧，多个复位弹簧的另一端均固定设

于内辊体的外侧，T型端盖的中部对应矩形压缩腔

处开设有圆形进气口。

导气机构包括固定设于机架上端的两个固定

图2  T型端盖立体结构剖视

4—内辊体  5—支撑辐板  6—T型端盖  22—外进气环  23—内进
气环  24—进气筒

图3  固定板立体结构

15—固定板  16—外导气环  17—内导气环  18—高温蒸汽进管  
20—环形板  21—圆形连通口

图4  导气机构结构

1—转动中心轴  3—外辊体  4—内辊体  6—T型端盖  15—固定
板  16—外导气环  17—内导气环  18—高温蒸汽进管  20—环形

板  21—圆形连通口  22—外进气环  23—内进气环

图5  敲击机构结构

1—转动中心轴  3—外辊体  4—内辊体  6—T型端盖  8—分隔板  
10—驱动杆  11—弧形敲击头  12—条形活塞板  13—复位弹簧  

15—固定板  16—外导气环  19—高温蒸汽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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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固定板靠近热风导辊的一端由内而外固定设有

外导气环和内导气环，左侧固定板远离热风导辊的

一端对称固定设有两根高温蒸汽进管，右侧固定板

远离热风导辊的一端对称固定设有两根高温蒸汽出

管，固定板的中部开设有便于在T型端盖中部转动的

外圆形槽，且外圆形槽的内部固定设有配合T型端

盖使用的转动轴承；外导气环和内导气环之间还固

定设有环形板，环形板将外导气环和内导气环之间

的环形空间对称分隔成靠近高温蒸汽进管一端的

环形进气腔以及靠近热风导辊一端的环形送气腔，

环形板的中部均布固定设有三个圆形连通口，环形

进气腔和环形送气腔通过三个圆形连通口相互连

通。

导气机构还包括固定设于T型端盖靠近固定板

一端的外进气环和内进气环，T型端盖靠近固定板

一端且位于圆形进气口处固定设有进气筒，外进气

环、内进气环和多个进气筒均转动设于环形送气腔

内部，外进气环、内进气环和进气筒的头部均与环

形板的一侧面相互接触；导气机构内两个环形板中

部开设的圆形连通口整体呈交错设置。

T型端盖靠近固定板一端的还固定设有两个用

于限制外导气环和内导气环转动的限位环，外进气

环和内进气环的高度与进气筒的高度相同；多个支

撑辐板整体呈放射状设置；T型端盖的中部还均布

开设有多个连通进口，连通进口与扇环形进气通道

的内部相互连通，分隔板的中部还对称开设有多个

热交换口，敲击腔通过热交换口与扇环形进气通道

的内部相互连通。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两个高温蒸汽进管通

入高温蒸汽，高温蒸汽通过高温蒸汽进管便进入了

外导气环和内导气环之间的环形进气腔，而环形进

气腔与环形送气腔之间通过三个圆形连通口相互连

通；这时若转动中心轴转动，转动中心轴便带动热风

导辊转动，热风导辊转动便驱使两个T型端盖转动，

T型端盖转动使得外进气环、内进气环和进气筒一起

转动，由于外进气环、内进气环和进气筒与环形板的

一侧接触，当进气筒转动至与圆形连通口相互连通

时，高温蒸汽便从环形进气腔进入环形送气腔内，

并通过圆形连通口进入外辊体内部的扇环形进气通

道内，进入扇环形进气通道内高温蒸汽便会进入动

力腔的内部，由于高温蒸汽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压缩

气体，高温蒸汽进入动力腔后便会挤压滑动设置在

动力腔内部的条形活塞板，使得条形活塞板向内辊

体的一侧运动，这时又因为条形活塞板的移动，从而

使得驱动杆和弧形敲击头也向内辊体的一侧运动，

随着转动中心轴的不断转动，当动力腔两端的进气

筒都被环形板堵住时，弧形敲击头处于收缩的极限

位置，当转动中心轴继续转动，动力腔一侧的进气筒

与右侧环形板的圆形连通口相互连通时，被压缩的

气体便会从高温蒸汽出管排出，在多个复位弹簧的

驱使下，从而使得条形活塞板向远离内辊体的一侧

运动，进而驱使弧形敲击头敲击外辊体的内侧面，从

而使得外辊体的内侧面一直处于光滑状态，便于高

温蒸汽的热交换。

有益效果：通过导气机构和敲击机构的相互配

合，能够快速地对热风导辊中内辊体的内表面进行

敲击震动，从而消除蒸汽附着在热交换面时产生的

水汽或水垢等，便于下一次蒸汽进入对内辊体的快

速加热，整个过程利用了蒸汽内部蕴含动能，无需

附加多余的设备，延长了热风导辊的后期维护时间，

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以上专利技术信息，由徐红霞提供）

图6  两个环形板安装位置立体示意

15—固定板  16—外导气环  17—内导气环  18—高温蒸汽进管  
19—高温蒸汽出管  20—环形板  21—圆形连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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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T20 0+生活用纸机。纸机幅宽5.63米，工作车速

1800米/分，配有O pt i F lo I I流浆箱和钢质扬克缸。

其它Advantage生活用纸技术，如ViscoNip软靴压、

Advantage AirCap气罩、WetDust纸尘处理、除湿系

统、纸幅转移系统以及SoftReel P卷纸机等，也包括在

供货范围内。

丽邦集团旗下湖北基地第5台卫生纸
机顺利投产

本刊讯（丽邦 消息) 2022年12月21日，丽邦集

团旗下湖北基地第5台纸机顺利投产！

该条纸机生产线设备是由宝拓提供的新月型卫生

纸机，净纸幅宽3550毫米，设计车速1500米/分，单机

设计产能2.5万吨/年。

丽邦纸业二期是孝感市孝南区2022年第一季度集

中开工的45个“五证齐发”项目之一。该项目由湖北丽

邦纸业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174亩，

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包括生产车间、成品仓库等

设施。

“今天投产的是我们二期项目的第一台造纸设

备，也是整个湖北丽邦纸业的第五台设备，本次投产

将在一期产能10万吨的基础上，扩能2.5万吨。虽然受

疫情的困扰，二期项目建设进度有所延缓，但在孝南

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所有不利因素都不会障

碍我们前进的步伐。”湖北丽邦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展豪介绍。

本次投产的二期项目后续还将投入3台设备，继

续扩大产能至20万吨。预计项目整体投产后将实现年

销售额18亿元，年纳税1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人以

上。

亚太森博：日照第一条高档生活用纸生
产线开机

本刊讯（贺锡田 报道) 2022年12月29日，亚太

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高档生活纸项目工地热火

朝天、喜气洋洋，该项目一期工程（TM31）第一台年产

2.5万吨生活纸机顺利开机，标志着项目由建设阶段转

维美德携手AP P在江苏如东交出完美
“年终答卷”

本刊讯（余君 报道) 2021年6月26日，APP如东

基地首台维美德T M1在双方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开

机，到2022年12月30日，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内，维美德

提供的18台Intel l iTissue纸机和2台DCT200+纸机均

已成功开机！年末岁尾、新年将至，维美德与A PP团队

在如东项目现场，不畏严寒和疫情，全力冲刺，实现了

一期规划的最后一台纸机TM26的成功开机。值此，维

美德热烈祝贺A PP如东一期78万吨高档生活用纸产能

全部投产！

维美德供货的18台I n t e l l i纸机都将生产定量

11. 5～2 2克/平方米的优质卫生纸品。纸机幅宽为

3 . 6米，最大工作车速为16 0 0米/分。每台纸机都配

备了以下核心技术部件：I nte l l i Je t V水力式流浆箱，

Intel l iFormer新月成形器，Intel l iPress压榨部，直径

18英尺的Intel l iYD钢制扬克缸，Intel l iCap节能气罩

和I nte l l i Ree l卷取部。除此之外，维美德还将提供流

送系统的部分设备、机械传动、蒸汽和冷凝水系统、

润滑系统、液压系统、除尘除雾系统、纸机控制，以及

必要的培训、现场安装和开机指导。

此外，维美德的供货 还包括 2台A d v a n t a g e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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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陆续投产运行阶段。

这是公司正在进行的计划总投资101亿元的新建

年产50万吨的高档生活用纸、年产50万吨的高档文化

用纸及配套建设环保、节能项目之一。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小荣点赞项目进展的高速

度，感谢公司及相关设备供应商、安装单位、施工单位

的团队合作，让项目得以顺利建设、逐步投产。随着陈

小荣宣布纸机开机，现场响起热烈、激动的掌声。

项目自2022年2月25日开工，在历经疫情管控、

物流受阻等影响下，让本就时间紧迫、分秒必争的项

目建设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有关单位上下齐

心、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终于在12月29日10:18顺利

开机出纸。项目从开工建设到开机出纸共历时10个月，

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

投产见效的新纪录，创造了“亚太森博速度”。

该项目总监戴鸿安表示，“本次纸机顺利开机是

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建设重心

转移到投产运营阶段。接下来我们将弘扬不怕苦的精

神，加班加点，在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早日达产达效，为日照打造动能转换新引擎、经济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这是日照市第一条高档生活纸生产线。不久之后，

日照人就可用上本地生产的高品质生活用纸。这是亚

太森博高附加值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拉

长产业链、聚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项目。

福建振鑫纸业生活用纸项目投入运营

本刊讯（西安维亚 消息) 2022年12月8日，福建

省振鑫纸业生活纸机设备（全竹浆）项目成功开机，

并顺利运营。该纸机设备是西安维亚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设计及生产的3900/1300生活纸机，维亚后续将为

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振鑫纸业项目总投资3.2亿元，建设年产3万吨生

活用纸生产线6条和年包装1.5万吨生活用纸生产线2

条。项目建成后，打造集研发、生产、商务、生活于一

体的省级绿色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基地。

白云纸业碱回收系统改造项目顺利投产

本刊讯（白云纸业 消息) 2022年12月15日，白

云纸业举行碱回收系统改造项目投产仪式，大河控股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根，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伟，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

远，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员工代表及参建单位代

表等出席投产仪式。白云纸业党委书记陶新路主持典

礼。

白云纸业碱回收系统改造项目总投资1.9亿元，

是白云纸业近十年来投资额最大的技改项目。项目投

产后预计每小时可产蒸汽70余吨，每小时新增发电量

6300多度，年新增效益4000余万元，同时减少氮氧化

物排放260多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深远的战略意义，是白云纸业“节能减排、转型发展”

之路的又一项成功实践，为国家“双碳”目标添砖加瓦

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了公司实现赶超跨越的步伐，为白

云纸业后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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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盛集团禾丰纸业10万吨生活用纸技
改扩能项目将于2023年2月投产运营

据沐川发布消息 经过广大建设者的共同努力，

投资4.6亿元的泰盛集团禾丰纸业年产10万吨生活用纸

技改扩能项目，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预计

2023年2月正式投产。

“2022年3月1日，项目在我们厂房的建筑桩基开始

进场，到11月份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目前情况来看我们

主体厂房建设已经完成90%，设备安装完成50%，预计

在农历年前我们的设备安装能够完成70%到80%， 其

中第一批纸机应该在春节时候进入调试，2023年2月份

正式进入生产。”泰盛集团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谢毓说。

2022年，泰盛集团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0

亿元进行技改扩能，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10万吨

生活用纸投资4.6亿元，将于2023年2月投产；二期10万

吨特种纸项目，将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4

年年底投产。

“一期项目完成后，产能将在原有的基础上翻一

番，原来是5万吨，建成后达到10万吨，员工人数从原

来的100多人增加到230人，年产值从原来的3亿元左右

增加到6亿到7亿元。”泰盛集团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谢毓说道。

亚太森博年产50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
首台烘缸成功安装

本刊讯（乔小桥 报道) 2022年12月18日，亚太

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

（P M14）工地，该项目纸机第一台烘缸顺利安装，标

志着项目进入了整体安装阶段。

该高档文化纸生产线烘缸共有10组，由54台烘缸

组成，每台烘缸重达16.8吨，长度超过11米，由世界一

流的浆纸设备供应商芬兰维美德公司制造。

仪式现场，亚太森博（广东）董事总经理洪庆隆

感谢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此项目的关心支持，感谢

山东公司、广东公司及相关设备供应商、安装单位、施

工单位的团队合作，让项目得以顺利建设。伴随着洪

庆隆宣布“PM14第一台烘缸安装开始！”项目首台烘

缸平稳吊装到位，现场全员响起热烈、激动的掌声。

随后，大家共喊口号祝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该项目总监李逸表示，“本次纸机烘缸的成功安

装是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建设已

经过半，接下来项目建设重心转移到设备安装工作，

纸机生产线是本项目的建设重心。接下来我们将弘扬

不怕苦的精神，加班加点，在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早日创造效益，为日照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这是日照市第一条高档文化纸生产线，计划2023

年10月建成投产。届时，日照人就可用上本地生产的

高品质文化办公用纸。这是亚太森博公司高附加值

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拉长产业链、聚力

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项目，也是为RGE55周年献礼的项

目。

广西齐峰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环评
批复通过

本刊讯（贵港市生态环境局 消息) 2022年12

月7日，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公告《贵港市生态环

境局关于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批复称：广西齐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

吨特种纸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选址符合

贵港市产业园总体规划，该项目在落实《报告书》提

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对环境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到

区域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同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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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项目代码：2207－450819

－04－01－585165）。项目位于贵港市产业园武乐分

园，以外购商品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钛白粉为主要

原料生产装饰原纸，建成后年产装饰原纸20万吨。该

项目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年产装饰原纸8万吨，二期

年产装饰原纸12万吨。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主要有1号打浆车

间、1号造纸车间；储运工程有浆板、钛白粉、1号成品

仓库等；辅助工程主要有加药间、加压泵站及配电间、

行政中心、宿舍等；公用工程主要有给水、排水工程、

雨污分流、供热（蒸汽由园区供应，热源为华电贵港电

厂）等；环保工程主要有污水预处理站、布袋除尘器、

污泥脱水间、危废暂存间、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

等。二期主要建设2号与3号打浆车间、2号造纸车间、

成品仓库、预留车间，其余为依托一期工程。

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256亩，项目投资15亿元，其

中环保投资1682.33万元，占项目投资的1.12％。

维美德向正隆越南厂新板纸机提供关
键技术

本刊讯（余君 报道) 维美德将向正隆平阳纸业

有限公司位于越南平阳省槟吉市纸厂新建的23号箱板

纸生产线（B M23）提供关键技术。供货包括流送系

统、流浆箱、压榨部、施胶机、空气系统、复卷机、自

动化系统及工业互联网方案。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2

年第3季度新增订单中，金额未公布。

为满足越南市场对包装材料不断增长的需求，正

隆决定投资建造这条全新的废纸浆箱板纸生产线。

维美德供货包括下述纸机分部的工艺设计与设

备供应：3条新流送系统、3台新Opt iFlo Fourdrinier

流浆箱、1套OptiPress Linear压榨部。流浆箱可确保

高产量；压榨部采用双压区、线性运行和现代靴压技

术，可提高纸幅出压榨的干度，强化能耗效应。

O pt i S i ze r F i l m施胶机易于安装与操作，可确保

施胶质量。OptiWin Drum双底辊复卷机同样具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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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易于操作的特点，可满足23号板纸机的生产要

求。Tu r n F lo a t纸幅换向设备采用气垫方式实现纸幅

转向，可优化运行性能。

供货还包括用于加快开机进程并延长生产时间的

维美德DNA纸机控制系统（MCS）以及用于优化产品

质量的IQ Di lut ion Prof i ler稀释水控制执行器、IQ 

Moist u r i ze r打湿器和纸机纵/横向控制系统。客户需

要时，由维美德大数据运行中心提供专家支持，也可作

为维美德工业互联网方案的一部分供选用。

23号机幅（网）宽7250毫米，最高车速110 0米/

分，生产定量在140～300克/平方米之间的废纸浆挂

面纸及牛皮挂面纸。

岳阳林纸拟建45万吨文化纸项目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2022年12月12日，岳

阳林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投资建设提质升级综合技改项目一期年产45万

吨文化纸项目的公告》。岳阳林纸拟投资31.72亿元，

实施提质升级综合技改项目一期建设，推动公司造纸

基地提质升级改造，打造绿色节能、智能制造的循环

产业基地。

项目贯彻低碳、环保、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理

念，推动工业绿色升级。依托岳阳林纸现有土地、自备

电厂、自用码头、铁路专用线、取水口等有利建设条件

和已有制浆设备，建设一条45万吨/年高档文化纸生

产线，改建一条20万吨/年化学机械浆生产线，配套

建设或升级相关公用工程系统，并在项目建成后逐步

关停小部分落后造纸、制浆生产线。这将利于公司技

术、装备提档升级，节能降耗，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降低项目投资费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通过项目建

设，公司造纸基地将成为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科技智

能的浆纸基地，保持岳阳林纸在国内文化纸行业的领

先地位，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毅然逆势启动，环龙控股投资建设压
榨毛毯全新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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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环龙控股 消息) 借助PM3全新产线的

投入，环龙控股将进一步提高在上海金熊造纸网毯

有限公司高端、宽幅毛毯的生产能力。P M3产线包括

预针刺、针刺和定型各一条，PM3产线幅宽14.5米，均

为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数字化装备，可以满足全球

所有造纸机压榨织物的幅宽和技术要求。该产线已于

2022年正式启动，2023年末到2024年初达产。

环龙控股于2022年1月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上

市绝不是“终点”，而是公司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起

点”，正如环龙控股C E O谢宗国在接受中华纸业杂志

社记者专访中提到的：一直以来，环龙控股都坚持以

技术为先导、以品质为基石，上市后借助上市公司的

优势资源，发力造纸毛毯基础理论的前沿研究，在此

基础上不断提升产品应用研发水平；同时紧贴造纸产

业纸机高速化的发展趋势，将扩大高速造纸毛毯的产

能；另外，我们还将不断优化环龙纸机运行效率服务

系统，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等，为

客户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纸机综合服务方案，持续

为客户创造价值。

借助P M3产线的投入，环龙控股将以高品质的产

品和专业化的服务，全力支持中国造纸行业装备及配

套的升级和优化工作，践行“以技术和服务为稳定和

提升高速造纸机运行效率创造价值”的企业使命，与

造纸企业共同成长。

贵州鹏昇将新建产能60万吨/年箱板瓦
楞纸项目

本刊讯（中国海诚 消息) 2022年12月26日，中

国海诚所属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公司）与贵州鹏昇贵州鹏昇（集团）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举行黔西南州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总承包合同签

约仪式，贵州鹏昇计划新建60万吨/年箱板瓦楞纸产

能。

中国海诚发布公告表示，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为

年产60万吨废纸制浆造纸生产线（35万吨箱板纸生产

线一条、25万吨瓦楞原纸生产线一条），60吨/小时固

废焚烧锅炉一台，130吨/小时循环流化床燃煤锅炉一

台及附属设施。合同金额人民币11.99亿元，合同工期

540天。

根据合同约定，长沙公司将承担该项目的勘察、

设计、施工、采购、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消缺、技

术资料、人员培训及技术协调、技术服务、技术指导、

竣工资料的最终交付、设备性能验收（单机调试合格

具备联动试车条件）至最终交付投产，对所有工程的

质量、造价、安全、工期全面负责。

贵州鹏昇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

龙县新桥镇包装工业园区，现有3台纸机，共有60万吨

/年箱板瓦楞纸和5万吨/年纱管原纸产能。

山东显华新材料年产36万吨特种纸项
目拆迁工作完成

本刊讯（显华新材料 消息) 2022年12月31日，

随着最后一户征迁户在协议上签字，山东省寿光市文

家街道顺利完成总投资36亿元山东显华新材料所涉及

的63户拆迁集中签约工作，全程仅用时3小时，为重点

项目推进夯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山东显华新材料年产36万吨特种纸项目，

总投资36亿元，占地约340亩，计划新建两条高档装饰

原纸生产线和两条代塑纸生产线，其中装饰纸广泛应

用于酒店、商场、写字楼等中高档建筑装修，代塑纸替

代盛装及携提物品的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各类食品

的塑料包装等。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量36万吨特

种纸规模，预计年销售收入53.28亿元，年可实现利

税5.2亿元，年利润3.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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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拟出资7.5亿元参与设立投资基
金并增资华中山鹰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日前，山鹰国际发布

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安徽交汇山鹰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文简称：交汇资

金）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据了解，山鹰国际全资子公司山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拟共同设立交汇资金，该基金总规模15亿元。

其中，山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

7.5亿元，占基金总规模的50%。

同时，交汇资金拟出资15亿元对山鹰国际全资

子公司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山

鹰国际对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降至

73.15%，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由山鹰国际全资子公

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

2022年12月31日，山鹰国际与山鹰华中纸业有限

公司、交汇资金签署了《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鹰国际已缴付4600万

元增资认购款，交汇资金15亿元增资认购款将根据增

资协议约定一次实缴到位，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山鹰国际称，增资标的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为

公司所属重要生产基地，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

管理情况。交汇基金增资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有利

于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的综合

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符合国家供给侧改革“三去一

降一补”的政策要求及公司发展目标。

阳光纸业包装板块业绩逆势大幅增长

本刊讯（田金鹏 报道) 2022年，面对疫情的严

重影响和市场的巨大压力，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包装板

块通过抢抓市场、变革管理、稳健运营、品牌建设等措

施，化危为机，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历史性突破，显著提

升了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品牌价值。

抢抓市场，在疫情中“闯”出逆袭之路

各包装子公司针对区域特点对市场进行了科学规

划和精准定位。一是通过深耕市场提高公司在当地的

影响力，打造特色产品，扩大区域竞争优势和市场份

额。二是加深与行业头部品牌客户合作，分别与海信、

爱玛、雅迪、欧派、蒙牛、伊利、百威啤酒、娃哈哈、农

夫山泉、万通药业等分布于家电、电动车、食品、医药

等诸多行业的优质客户开展战略合作，极大提高了市

场竞争优势。三是依据多维度、精细化的获利能力分

析，以效益为引领，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

高效运营促成效，开辟发展“新路径”

一是以E R P(S A P)为管理基础，以供应链管理思

想为指导，持续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并

具有包装特色的管理体系。二是构建包装板块独有的

关键绩效指标管理体系，达到生产、经营关键领域全

覆盖，持续提升公司人机效能和运营效率。三是持续

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包装板块在业内率先实施供应

链管理，先后上马CR M、SR M、EW M、A PS等项目，

打通了端到端的信息流，增强了协同能力，使需求管

理、计划管理、交付管理等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提高了

整体运营质量。四是实行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全面

创新管理，公司组建了包装板块信息化团队，全面提

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并大力推动设备自动化改造，投资

2000多万元新上了智能物流、印刷成箱联动线、码垛机

器人等设备，加快两化融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五是

推动采购管理变革，以供应链管理为指导思想，成立集

采中心，对采购物资进行全面管理，实现从单一价格最

优到总体成本最优转变，极大提高了公司效益。

维达东南亚新总部投入运营，研产销
协同全面提质增效

本刊讯（维达 消息) 2022年12月16日，维达集

团在马来西亚举行投产仪式，宣布维达东南亚新总部

一期正式投入运营。全面投入运作后，会明显提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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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在东南亚的工厂效率和产能。

维达集团在东南亚市场运营女性护理、婴儿护

理、成人失禁护理及生活用纸等品类的业务，根据凯

度消费者指数显示，婴儿护理及女性护理两大品类在

马来西亚市场占有率第一。作为维达集团在东南亚的

首个自建工厂，新总部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延续维

达集团数字化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运营理念，配备了

先进的设施，覆盖研发、生产、仓储、配送、管理五大

功能板块。新总部投入运营后，将承担东南亚市场的

产品开发、生产及营销工作，以马来西亚为主要市场，

辐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以及菲

律宾等多个亚洲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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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维达东南亚新总部设有首个海外

创新及研发中心，配备先进的科研设施，拥有产品安

全团队、产品创新团队、产品开发团队、原材料开发团

队和实验室团队，将聚焦以用户体验为研发导向，基

于消费需求进行创新，以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东

南亚消费者的需求，发挥协同效应，带动维达个人护

理产品在其他市场的发展。

维达东南亚总裁徐珍妮女士指出：目前就职于东

南亚新总部的1200位员工多为本地社区雇佣，维达集

团的新技术、新工艺能为当地社区创造更多优质的就

业机会，推动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品行业生态

体系建设。

五粮液集团被确定为四川银鸽的重整
投资人

本刊讯（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消息) 2022年12

月12日，宜宾纸业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省宜宾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初步确定为四川银鸽竹浆纸业有

限公司重整投资人。四川银鸽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林业20强企业、四川造纸行业

“十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拥有一个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有自主研发的专利，曾参与制定溶解浆行

业标准，主要产品有全竹浆打字纸、双胶纸、牛皮纸、

本色竹浆板，其中，打字纸、牛皮纸是历届四川省名牌

产品。产品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据知情人士介绍，四川银鸽此次破产重整主要是

受其关联方债务拖累所致，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状况是

正常的。

据悉，宜宾纸业控股股东五粮液集团此次参与四

川银鸽破产重整，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来川视

察时指出的“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重要精神和践行

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千亿竹产业和建设宜泸川南省域

经济副中心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也是为支持旗下上

市公司宜宾纸业做强做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根据

宜宾纸业发布的公告，五粮液集团承诺，四川银鸽业

务、资产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后，优先以公允价格

向宜宾纸业转让四川银鸽的业务、资产或新设主体的

股权。四川银鸽现有竹浆产能10万吨，通过改造可进

一步提高竹浆产能，若后续能成功注入宜宾纸业，可

快速提高宜宾纸业的产能规模。

斯道拉恩索计划出售广西北海白卡纸
工厂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斯道拉恩索近日宣

布已经启动销售流程，将剥离中国北海的白卡纸工厂

以及该工厂周边地区的林业业务。

北海工厂于2016年投产，现有一台55万吨/年的

白卡纸机，并配套一条25万吨/年的BC T M P浆线。此

外，斯道拉恩索在广西还经营了7万公顷的桉木林，一

直为北海工厂提供原材料。北海工厂和林业业务的剥

离将单独或合并进行，斯道拉恩索尚未承诺完成出售

的时间表。北海工厂将继续为客户提供服务。

斯道拉恩索表示此次出售支持了其发展战略，即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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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可再生包装、建筑解决方案和生物材料创新领

域的长期盈利增长。斯道拉恩索指出，其战略目标是

巩固在纤维包装市场的领先地位，北海业务的剥离将

使其加快战略调整，即重点关注那些具有成本效益且

服务于不断增长的全球包装市场的工厂。

一旦完成此次出售，斯道拉恩索在中国将不再具

有制浆造纸产能。在此次剥离广西工厂前，斯道拉恩

索在2019年向华泰纸业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出售了其

在大王工厂全部60%的股权。大王工厂位于山东东营，

年产14万吨基于回收纤维的超压杂志纸及其它出版用

纸。2016年，斯道拉恩索关闭了位于江苏苏州年产24

万吨的铜版纸工厂，旗下“S P C O”品牌转让给了华泰

纸业；纸机则由太阳纸业购得，于2018年在兖州开机

生产。

太阳纸业拟对南宁太阳增资10亿，并
吸收合并华茂纸业

本刊讯（太阳纸业 消息) 2022年12月5日，太阳

纸业发布多份公告，拟对南宁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增资

10亿元，并计划吸收合并济宁市兖州区华茂纸业有限

公司以及注销兴隆分公司。

为进一步满足南宁太阳纸业有限公司的发展需

要和资金需求，太阳纸业拟以自有资金10亿元对其增

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南宁太阳纸业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10亿元增加至20亿元，有利于增强其资本实

力，满足其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的资金所需。同时，为

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太阳纸业拟对全资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华茂纸

业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济宁市

兖州区华茂纸业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

销，其全部业务、资产、负债、权益及其他一切权利和

义务均由太阳纸业依法承继。

此外，太阳纸业还决定注销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兴隆分公司。此举考虑了兴隆分公司的实际运

营情况，满足了太阳纸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太阳

纸业降低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组织架构，提高公司的

管理效率和运作效率。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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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1月到12月国内造纸销量
597.52万吨，同比增2.66%

据《证券时报》报道 山鹰国际于2023年1月5

日发布公告，2022年12月国内造纸销量57.0 0万吨，

同比增长5.97%，包装销量1.7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3 . 0 9 % 。1月至12月国内造纸销量59 7. 52万吨，同

比增长2 .66%，包装销量2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4.70%。

当纳利亚洲与合兴包装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本刊讯（当纳利 消息) 2022年12月24日，当纳

利亚洲宣布，公司已与合兴包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协作共

赢的原则，于2022年12月在合兴包装旗下合众创亚上

海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为客户提供包装整体

解决方案，也为包装行业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根据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的资源及优势，进一

步实现业务合作的深化和对接。通过全系列产品和端

到端的服务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并制定相应解决方案来

加速业务发展的同时，为客户带来更新的体验、更高

的价值和更好的服务。

与此同时，双方也将借助各自全球和国内资源，

共同参与价值链上下游的投资运营和新领域的布局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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