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造纸》2016年度
“金泉磨片杯”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

《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	 曹春昱（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院长，中国造纸学会秘书长）

副主任委员：	 邝仕均（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中国造纸学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顾问）

	 曹朴芳（高工，中国造纸协会顾问，中国造纸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顾问）

委员：	 曹振雷（教授级高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黄运基（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大师）

	 王　丹（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自控主任工程师，北京轻鑫控制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李义民（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														

	 庄金风（教授级高工，国家特聘专家，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顾民达（高工，中国造纸学会顾问）

	 靳福明（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造纸学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

	 杜荣荣（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

	 刘　文（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孙润仓（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谭国民（教授，天津科技大学）

	 詹怀宇（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卢宝荣（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造纸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　旭（教授级高工，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刘　忠（教授，天津科技大学）

	 宋　云（研究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陈嘉川（教授，齐鲁工业大学）

	 汤　伟（教授，陕西科技大学）

	 周景辉（教授，大连工业大学）

	 张　辉（教授，南京林业大学）

	 房桂干（研究员，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林业化工研究所）

	 迟立新（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造纸行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科学技术期刊，多年来，一贯秉承科学性与导向性并

重的原则，积极倡导创新与实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始终把为行业服务、为生产科研一线服务放在首位，刊

登了很多优秀的学术论文，深受各界人士的喜爱。

在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的赞助下，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造纸》2016年度“金泉磨片杯”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2016年度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已经是《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的第17次，活动在造纸及相关行业

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促进了造纸行业的学术交流，提高了《中国造纸》科技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对推动我国

造纸业科技进步、科技创新起到了引领作用。本次评选依然坚持科学性、导向性、创新性与实用性的原则，邀

请了我国造纸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评委，经初评（本次初评选特邀请中国造纸杂志社编委会

委员参加，由编委会委员推荐各自认为比较好的论文）及复评（在初评的基础上由评选委员会成员进行评选）

的两轮评选后，于2017年1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2016年度“金泉磨片杯”优秀论文终评会，评选委员会20余名

专家参加了终评会，经专家评议，最终评选出15篇优秀论文。



获奖名单

一等奖（1篇），奖金1000元/篇

原位沉积法细胞内合成硅酸钙的加填效果与机理（第1期）• 

黄英剑　刘　忠　徐　鹏　惠岚峰••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

二等奖（2篇），奖金700元/篇

碱回收炉烟气NO• x排放面临的问题（第10期）

戚永宜••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废涂布纸回用过程中胶黏物的分析和控制（第9期）• 

黄　聪　周明华　李　德　封彦鹏　丁　丽••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5篇），奖金500元/篇

造纸机真空系统节能优化的研究（第9期）• 

李振波　李继庚••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对位芳纶纸热稳定性及其热分解动力学研究（第5期）• 

张美云　王茹楠　陆赵情　江　明　李　涛•• 　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省造纸技术及特种纸品开发重点实验室

利用助剂改善高得率浆纤维的结合强度（第2期）• 

李海龙　张红杰　李杰辉　胡惠仁••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微生物燃料电池处理OCC制浆废水及其产电性能研究（第2期）• 

梁方圆　冯文英　苏振华　张升友　张　羽••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

置换蒸煮锅温度测量方法的改进及锅内温差控制（第7期）• 

汤　伟　杨鹏飞　党世红•• 　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科技大学轻工与能源学院

优秀奖（7篇），奖金300元/篇

工业4.0时代下智能造纸工业的构建及其关键技术（第3期）• 

陈晓彬　李继庚••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纤维素酶处理后造纸白水微细胶黏物失稳特性研究（第9期）• 

唐亚男　李　擘　王志伟　武书彬　刘道恒••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制浆造纸

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广西清洁化制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均质法和超声法制备NFC及其纳米纸性能研究（第7期）• 

姚志明　陈　港　方志强　况宇迪　邝其通　许雅希　张宝军••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纳米硫化银-纸浆复合纤维的原位制备及抑菌性能研究（第6期）• 

李江漫　钱学仁　安显慧••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基于分子分离技术的装置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研究（第4期）• 

程　峥　杨仁党　刘全祖••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造纸业国际贸易摩擦的DSIR机理研究（第6期）• 

张智光　廖　冰••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双膜法造纸废水处理实例（第9期）• 

赵炳军　沈海涛　方剑其　邱　晖　李自朋••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

论文“碱回收炉烟气NOx排放面临的问题”针对黑液碱回收炉烟气中NOx的

成因和对国内外部分浆厂碱回收炉的NOx排放量的剖析，指出现阶段碱回收炉虽

然被认为是生物质发电锅炉，但是其实际上应该是化学反应锅炉为主，其烟气

NOx排放不应按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而应按国家标准中燃煤锅炉

（2）的NOx排放宽限执行，以便大型制浆造纸项目能够在我国得以建设并得到

持续发展。

该篇文章主题突出，结构层次清晰，数据翔实、全面，分析透彻、有理有

据，结论求真务实，指出的问题准确、是行业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提出的建议

可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适合废液循环利用余热发电锅炉的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及相关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论文结合民丰特种纸股份公司利用废涂布纸回用于生产真空镀铝原纸过程中

存在的胶黏物障碍实际问题，以该公司产品真空镀铝原纸为原料，在实验室通过

疏解制浆、过滤分离、抄片和取涂料层样等准备，利用SEM、红外光谱、电荷

需求量、浊度等测定分析以及采用阳离子聚乙烯亚胺溶液作为控制剂，开展模拟

研究分析，明确了胶黏物障碍的主要来源为丁苯胶乳，成分为丁苯胶乳、碳酸钙

和高岭土；分类为大胶黏物混合物、大胶黏物、微胶黏物和DCS；胶黏物障碍

形成机理为生产环境条件作用加上电荷特性与转化；影响度为DCS（68.9%）

为主要，大胶黏物（27.9%）和微胶黏物（3.2%）为其次；有效的控制方法为

添加约0.2%用量（相对于绝干浆）的阳离子聚乙烯亚胺。

论文结合生产实际，采用了比较系统、严谨的实验和分析方法，定性和定量

地获得了废涂布纸回用过程中胶黏物的特征和形成胶黏物障碍的规律，提出了一

种较为有效的具体路径。实验过程的数据和结论在行业生产中解决分析同类问题

时具有代表性，对其他企业可借鉴性较好。

对获奖论文“碱回收炉烟气NOx排放面临的问题”的点评

对获奖论文“废涂布纸回用过程中胶黏物的分析和控制”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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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原位沉积法细胞内合成硅酸钙的加填效果与机理”入选《中国造

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值得庆贺。该研究系结合我国火力发电厂

粉煤灰排放量大、利用率低的情况，用废渣粉煤灰经过苛化钠脱硅处理的脱

硅液及石灰乳为原料、合成造纸填料—硅酸钙，以实现粉煤灰的高值化利

用，属于废物利用、绿色环保研究项目。而原位沉积法细胞内加填，也是当

前高加填纸提高加填量的新方法。该研究利用脱硅液属碱性溶液，可以对浆

料纤维进行碱性润胀，能使干燥过的纤维塌陷纹孔、末端切口和细胞壁上留下

的大量切口状孔隙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的原理，利于将填料沉积到细胞腔与细

胞壁内，并可与纤维形成紧密的结合。研究结果表明，当加填量为30%、针叶

木浆与阔叶木浆配比1∶1、反应温度60℃、浆浓5%、转速500 r/min时，硅酸

钙细胞填充量达到20.1%，手抄片灰分含量达30.1%，不透明度为89.0%，白

度为85.6%，抗张指数23.5 N·m/g，耐破指数 1.32 kPa·m2/g，撕裂指数

6.88 mN·m2/g；实验以比较科学的方法测定细胞填充量。因此，可以说该论

文在废渣利用于纸张加填、特别是采用原位合成沉积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

且实用性较好，对粉煤灰的利用和开发造纸用矿物填料方面有一定指导意义。

对获奖论文“原位沉积法细胞内合成硅酸钙的加填效果与机理”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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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一年一度的优秀论文评选为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开展技术研究、撰写科

技论文的积极性，促进造纸工业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整体科学技术水

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今人类社会已步入了一个科技发展成果不断涌现的新时代，我国造

纸工业必须把“创新”放在首位。《中国造纸》编辑部重点要选好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撰写

的有关“节能减排”“先进装备”“化学助剂”以及“新型纸品”的科技论文，同时也要积

极推广企业研发的新技术和新装备。最后衷心祝愿《中国造纸》杂志越办越好，继续引领学

术交流，推动造纸行业的科技进步，为创新科技成果提供更实效的展示平台。

《中国造纸》是我国造纸界权威科技期刊，多年来，在构筑我国纸业学术交流重要平

台、推进科技创新、服务纸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佳作源源出，硕果年年丰。在此

谨向2016年度优秀论文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中

国造纸》除主要刊登制浆造纸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论文外，发表了一些综观行业发展的学

术论文，既有“互联网+”“工业4.0”和构建智能造纸工业的专题论述，又有新常态下我

国纸业竞争力的研究论文以及基于文献计量指标的国内外造纸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报告，论

文的导向性和可读性强，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衷心祝愿《中国造纸》开拓进取更上一层

楼，培育出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涌现出更多的高水平科技论文。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造纸行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2016年度刊登了很多优

秀的论文，深受各界人士的喜爱。本次评选出的15篇优秀论文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将为行业

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在此，向获奖论文作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生物质产业的制浆造纸业与生物质精炼之间有着天然良好的契合点。传统制浆造纸是

典型的生物质产品制造行业，并具有发展生物质转化、精炼与研发生物质多元化产品的优势

与空间。通过生物技术和绿色生物转化理念与现有制浆造纸工艺相结合，解决传统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实现传统行业转型和产能的转移，满足人们对材料、化学品和能源等各

方面的需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希望《中国造纸》今后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年度优秀论文又浓墨重彩地上榜了，热烈祝贺获奖论文的作者

们！获奖者的那种喜悦，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曾经获得过如此殊荣。

作为网评和会评专家，在这里谈谈我的感受。评奖过程的严谨与规范，让我再一次体会

到，获奖者没有理由不感到由衷自豪，因为论文的写作质量与学术价值是评选的依据。会评

全过程良好的学术民主氛围，足以让我们从事制浆造纸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倍感幸运。

分析一下本年度获奖论文的作者单位分布，我们不难发现，高等院校仍然是我国制浆造

纸领域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制浆造纸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加强。从获奖论文的研

究内容来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仍然是全行业关注的热点；作为传统行

业的制浆造纸学科向新兴领域拓展的力度不断增强；提高我国制浆造纸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战略研究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以上浅显的分析仅供参考。

再一次祝贺获奖的作者们，更要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的老师们！

顾民达

詹怀宇

陈嘉川

房桂干

评委感言



感谢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和各位评委专家们

的辛勤付出！祝贺优秀论文的获奖者们！《中国造纸》一年一度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对促

进我国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我国造纸工业的科研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希望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让《中国造纸》能够在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

用。祝《中国造纸》前程似锦！

《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评选结果出炉，从评选出的论文来看，《中国造纸》秉

承了科学性与导向性并重的原则，积极倡导创新与实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把为行业

服务、为生产科研一线服务放在首位，刊登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深受造纸工作者的喜爱。

同时，这样的活动对促进作者向《中国造纸》投出高水平的论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感谢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2016年，在环保和技术水平双重制约下，一些规模小、装备落后、环保设施不完善的

企业被关停，关停的力度和规模超过了以往。在这样的背景下，造纸行业却摆脱了近几年止

步不前的局面，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这得益于持之以恒地重视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企业的

发展壮大，在2016年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这些企业2017年的创新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

绩。造纸工业作为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在推动行业向高效、环保、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很多的行业同仁在不同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都在为行业技术进步默默奉献。《中国造

纸》开展的优秀论文评选，不仅仅是对获奖者的褒奖，也是对所有为行业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的人的肯定和鼓励，希望各位同仁继续努力，不辜负时代、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把行

业建设成技术先进、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

祝贺《中国造纸》2016年度“金泉磨片杯”优秀论文评选圆满成功！

造纸术源于中国，不忘初心，科技研发不断创新，谱写造纸技术新篇章！

很荣幸受邀参加《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的初评、复评和终评工作。长期以来，

作为我国纸业界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中国造纸》一直引领着我国造纸工业的科

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刊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术论文，深受学术界和企业界同仁的喜爱，为我

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进入终评的50篇优秀论文，内容丰富，各有特

色，体现了我国造纸界在制浆造纸和水处理工艺、装备以及自动化等方面的新发展和新成

果，具有很好的技术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在新的一年里，祝愿《中国造纸》及贵社旗下的其

他期刊越办越好，推出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优秀论文。

庄金风

刘　忠

刘　文

迟立新

汤　伟



获奖者心声

黄　聪
很荣幸我的论文“废涂布纸回用过程中胶黏物的分析和控制”获得《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

秀论文二等奖。非常感谢《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各位老师对我们研究成果的认可。

相比于普通废纸，废涂布纸中的成分更加复杂，胶黏物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实现废涂布

纸回用技术的过程中，胶黏物的处理问题是包括笔者所在民丰特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许多造

纸企业面临的一个难点。目前公开报道的废纸浆中胶黏物的表征方式较多，本文在借鉴前人经

验的基础上，采用物理筛分法分选出大胶黏物、微胶黏物和DCS等3种胶黏物。采用SEM、红外

光谱和电荷需求量等表征手段，较为系统地分析了3种胶黏物的组成和来源，并定义了阴离子垃

圾贡献率。其中，大胶黏物直接通过纸张抄造而脱离白水，而微胶黏物和DCS则采用阳离子改性

聚乙烯亚胺连接纤维而去除，实现了废涂布纸浆中胶黏物的高效处理。本研究成果希望能为同

行在废涂布纸的处理技术上提供些许启发，共同推动废涂布纸回用技术完善和发展。

黄英剑　
我很荣幸“原位沉积法细胞内合成硅酸钙的加填效果与机理”能够获得《中国造纸》2016年

度优秀论文一等奖。首先，我很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为高质量论文设立的评审奖励制度。对

于我们广大作者来说，这是对我们在专业学习上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我们学习上的一种激励和鼓

舞，使我们在专业上不断地更新知识，扩展知识和视野。另外，我还要感谢培育我的课题组老师

及一起拼搏的同学们，特别是课题组组长刘忠教授、指导老师惠岚峰教授、徐鹏师兄的大力帮助

和支持，因为有了你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了我今天的收获。

戚永宜
获悉我所撰写的“碱回收炉烟气NOx排放面临的问题”一文获得《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

论文二等奖十分感慨，我国制浆造纸工业自1949年来从年产量几十万吨发展到如今产量和消费量

一亿余吨，创造了世界造纸工业发展的奇迹，并且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制浆造纸工业的污染排放

强度大大降低。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与当期的建设规范、标准和政策有所不一致的情况，

作为从事制浆造纸业咨询设计工作35周年的老兵，有责任、有义务将与此相关的工艺技术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解释清楚并供广大从业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参考，使得大型制浆造纸项目能够在我国得

以落地并得到持续发展。感谢大家的厚爱，祝愿中国造纸在2017年大展宏图！

李振波
非常荣幸能在《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的评选中获得三等奖，接到获奖通知时我特别

开心。首先，我想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继庚老师。李老师为我拟定了论文的研究方向，在确定研

究方法、采集数据、建模等各个方面，李老师均投入了许多心血、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李老

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断完善和优化研究目标和建模等。其次，我想谈谈我的论文。为优化真空

系统的设定值，我基于生产数据建立了许多数学模型，又从诸多模型中选取了精度最好的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求解出了真空系统最优设定值，希望该模型能在实际生产中为纸机节能工作贡献一

份力量。最后，我想感谢评委专家们对我论文的肯定与鼓励，在接下来的学习工作中，我会继续

努力，再创佳绩。



张美云
从电话中得知我团队撰写的论文“对位芳纶纸热稳定性及其热分解动力学研究”获得《中

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既惊讶又开心，因为每年都参加《中国造纸》优秀论文的

推荐与初选，从未想过自己也能获奖。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同仁以及为本次评选活动辛

勤工作的各位专家对这项研究的肯定。我和我的团队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特种纸、功能纸

的研究，近些年注意力集中在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料方面。功能性纸基材料是我国轻工业

“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的领域，对造纸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积极推动作

用。论文的获奖坚定了我们在这一新领域深入探索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取得

进步。在新的一年里，衷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愿我们造纸行业兴旺发达！

李海龙
得知发表在《中国造纸》杂志2016年第2期的“利用助剂改善高得率浆纤维的结合强度”

一文被评为2016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的各

位编辑和各位评审专家对我们研究成果的肯定和认可。论文的研究方案设定得到了我的导师张

红杰博士的悉心指导，研究过程中还得到了李杰辉博士和胡惠仁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

对他们表示感谢。胡惠仁教授因病于2016年3月去世，他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制浆造纸工程

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借此机会，我代表他培养的制浆造纸工程专业的学生们对他表示沉痛悼念

和深切缅怀。

再次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感谢各位评委专家！衷心祝愿《中国造纸》杂志越办越

好，发表更多优秀的论文！

汤　伟　
非常高兴我的科研团队撰写的论文“置换蒸煮锅温度测量方法的改进及锅内温差控制”获

得《中国造纸》2016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在此首先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以及为本次评选

活动辛勤工作的各位专家。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为我国造纸技术交

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在《中国造纸》编辑部举办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17年来，我的团队

成员共计获得了7次奖励。这既是对我们团队多年来在制浆造纸自动化领域所做工作的再次认

可，更是对我们研究课题的极大肯定，未来我们会继续探索，不断提高科研水平。新春伊始，

衷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祝纸业界各位同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梁方圆•
得知“微生物燃料电池处理OCC制浆废水及其产电性能研究”一文获得《中国造纸》2016

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我深感荣幸。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对本论文的编辑及提出的宝贵建

议，感谢各位评审专家对我们团队工作的肯定，感谢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

研究平台，感谢中国制浆造纸院研究开发部各位领导及同事在研究过程中的大力支持。

废水处理与微生物燃料电池相结合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净化废水的同时产生电能，符

合绿色能源的要求。如何实现产能及除废双赢，如何将其应用于实际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希望本

论文能够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在新的一年，衷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精彩！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制浆造纸磨片、人造板磨片、制药磨片的专业公司，现已发展成

为国内产量最多、世界规模超大的磨片生产专业企业。公司多年来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研制了一批又

一批的高新技术产品，满足了用户的需求。特别是近几年公司先后与中国科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清华大

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国内著名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成立了国内首家磨片研究开发中心，从而使产

品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产值连年翻番。公司研制的新材料有几十种，新产品达1000余种，部分产品质量

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金泉牌磨片是行业的知名品牌，深受用户的欢迎和青睐。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