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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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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主任委员：   邝仕均（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程师）
 曹朴芳（中国造纸协会顾问，中国造纸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顾问）
委    员：     曹振雷（教授级高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孙　波（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运基（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杜荣荣（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
               程言君（研究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房桂干（研究员，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孙润仓（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庄金风（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美云（教授，陕西科技大学）
         付时雨（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金永灿（教授，南京林业大学）
               刘　忠（教授，天津科技大学）
 周景辉（教授，大连工业大学）
 张利明（教授，广西大学）
 黄六莲（教授，福建农林大学）
 谢益民（教授，湖北工业大学）
 杨　旭（教授级高工，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
               崔焕新（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刘　文（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学仁（教授，东北林业大学）
 汤　伟（教授，陕西科技大学）
 夏新兴（教授，浙江理工大学）
               孔凡功（教授，齐鲁工业大学）
 宋晓明（教授，青岛科技大学）
 张凤山（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
 张连腾（广东诚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造纸杂志社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在促进造纸行业学术交流、提高《中国造纸》

科技论文的质量与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造纸行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在广东诚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赞助下，中国造纸杂志社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造纸》2018 年度“诚

铭化工杯”优秀论文评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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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进行了微信线上投票，经初评及复评后，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造纸》2018 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终评会，20 多名专家出席了

终评会，经评议最终评选出 15 篇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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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一等奖 （1篇），奖金1000元/篇

◆ 纤维素酶和聚木糖酶处理改善溶解浆性能的研究（第5期）
田　超　石　瑜　翟丙彦　乔　军　应广东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2篇），奖金700元/篇

◆ 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第1期）
张美云　马珊珊　杨　斌　宋顺喜　鲁　鹏　苏治平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轻工业纸基功能材料重点实
验室，轻化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西清洁化制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
室，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碱回收炉烟气排放及控制措施可行性技术分析（第3期）
靳福明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奖（5篇），奖金500元/篇

◆  再生纤维素基交联改性纳滤膜的制备及对无机盐截留性能的研究（第3期）
李　诗　程雨桐　黄　方　林　珊　马晓娟　曹石林　陈礼辉　黄六莲　　福建农林大学生物质基功能材料研究中心

◆ 纳米MnOX负载纸的制备及其甲醛去除性能的研究（第7期）
王　萍　辛　昕　周万鹏　安显慧　钱学仁　　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宣城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  改善溶解浆在NMMO水溶液溶解体系中润胀性能的研究（第1期）
石　瑜　田　超　倪建萍　龚　琛　杨小博　刘艳钊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

◆ 油水分离滤纸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第5期）
司景航　许孟杰　周雪松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蔗渣和桉木混合制浆的研究与探索（第2期）
孙廷聪　段经奎　张富华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7篇），奖金300元/篇

◆  基于生态成本的废纸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和生产工艺优化（第4期）
戴铁军　赵鑫蕊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学院

◆ 特种纸技术发展现状（第7期）
刘　文　肖贵华　李　政　 朝鲁门　贾程瑛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有限公司衢州分院

◆  纤维表面润湿性能及其与纤维结合性能的响应关系研究（第12期）
安　帅　谢晶磊　王　欣　程　芸　张红杰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

◆ 酚化改性蔗渣硫酸盐木素制备酚醛树脂胶黏剂（第9期）
贾　转　万广聪　张清桐　李明富　罗　斌　郭晨艳　王双飞　闵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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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纤维素微纳颗粒的硅烷化改性对制备超疏水材料的影响（第12期）
朱兆栋　郑学梅　付时雨　朱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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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米微晶纤维素-NaClO氧化淀粉的制备及其对纸张性能的影响（第11期）
夏媛媛　林兆云　杨桂花　彭建民　陈嘉川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基于DCT同态滤波的纸病图像去噪算法研究（第5期）
曲蕴慧　汤　伟　文　豪　雷　涛　　陕西科技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西安医学院计算机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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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者 心声
田　超 
非常感谢《中国造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专家对“纤维素酶和聚木糖酶处理改善溶解

浆性能的研究”一文的认可。这项研究开始于师从倪永浩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来源于国外

溶解浆企业需求的课题，后续又在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拓展研究，并向国内企业推

介。研究的着眼点在于通过酶处理达到纤维素纯化和活化的目的，既可用于溶解浆的质量提升，

也可为“纸改浆”提供一条新的技术路径。衷心希望这项研究和相关论文能够为溶解浆和再生纤

维素纤维两个领域的技术研发提供点滴借鉴和支持。

靳福明 
获悉我的论文获得《中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二等奖很是高兴，感谢

《中国造纸》编辑部给予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我发表自己对碱炉烟气排放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也感谢广大读者、评委对该文的关注和认可。该文主要探讨了当前行业热议的碱回收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技术问题，也希望所有制浆造纸工作者以《中国造纸》为平台，对行业关注度较高的热

门话题发表各自的观点和看法，进一步发挥《中国造纸》这一学习和交流平台的作用。

张美云 
从电话中得知我团队撰写的论文“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响”获得《中国

造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中国造纸》一贯规范严谨，论文质

量很高。本论文能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二等奖，实属不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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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高性能

纤维纸基功能材料的研究，近几年进一步加强了学科交叉，理论研究水平有一定提高。论文的获

奖坚定了我们在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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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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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萍　

很荣幸我们的论文“纳米MnOx负载纸的制备及其甲醛去除性能研究”能够获得《中国造纸》

2018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接到获奖通知时我异常惊喜和兴奋，高兴之余也备受鼓舞，这是对我

们科研工作者的一种肯定。在此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所做工作的认可，感谢《中国造纸》编

辑部老师们细心负责的工作。

春华秋实，万物更替，导师一直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指路明灯，科研工作中遇到的瓶颈，导师悉

心教诲，耐心引导，让我们在科研路上敢于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正是每一位老师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在此特别感谢导师的帮助和指导。

漫漫人生路，获奖只是人生的一个助推器，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获奖可以作为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让我们有力量

地奔向最终目标，实现人生价值。最后衷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

李　诗　

非常荣幸“再生纤维素基交联改性纳滤膜的制备及对无机盐截留性能的研究”被评为《中国造

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感谢各位评选专家的认可。

感谢我的导师黄六莲教授，在我的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时，总能及时地给予我最大的鼓励，并指

引我前进的方向。感谢福建农林大学这片沃土，教会我勤奋务实、踏实奋进、顽强拼搏。感谢生

物质基功能材料研究中心，感谢陈礼辉教授和倪永浩院士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感谢课题组的所有

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的各位老师，感谢她们循循善诱，指出不足，让我能够更好地完成论

文写作，使自身的写作水平和能力得到提高。

获奖是对科研工作者一种最大的鼓舞，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愿我们共同努力，初心不改，把团

队的努力和祖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为中国科学事业的科技进步奉献力量。

石　瑜
很荣幸我们团队的研究论文“改善溶解浆在NMMO水溶液溶解体系中润胀性能的研究”获得

《中国造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这一工作的认可，也非常感谢

《中国造纸》各位编辑老师在论文刊出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和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溶解浆是Lyocell纤维的主要原料，而随着国产Lyocell纤维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对于

Lyocell纤维用溶解浆的需求也一定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希望结合团队在溶解浆方面积累的经

验，在Lyocell纤维的原料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本次论文能够获奖，深受肯定和鼓舞之余，

也坚定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继续探索的信心和决心。在此，感谢团队每一位成员在这一工作中所做

出的努力，此次获奖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非常感谢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基金对于本课题的支持。最后，衷

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在行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文章质量越来越高！

司景航　

很荣幸我们的论文“油水分离滤纸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能够获得《中国造纸》2018年度优

秀论文三等奖。感谢评选委员会对本论文的认可，感谢我的导师周雪松副研究员的悉心指导，谢

谢你们的辛勤工作。能够获得优秀论文奖项，是对我专业学习的认可，也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工作

激情，使我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不断更新知识、丰富自己。我将带着这份荣誉，积极探索，寻找

适合自己的科研道路。前行道路险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孙廷聪　
非常感谢《中国造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对我的论文“蔗渣和桉木混合制浆的研

究与探索”给予认可，能获此殊荣，我深感荣幸。这对我既是一种肯定, 更是有力的鞭策，我将继

续弘扬严谨、科学、创新的作风，为我国制浆造纸行业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努力。

我相信，通过《中国造纸》平台，能够聚集和调动更多造纸领域的企业家、专家、从业者，以

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时代下为发展造纸行业贡献力量。在此，我也呼吁各位企业家主动践

行社会责任、继续做好榜样，呼吁各位专家、同行多向社会积极引导，改变大家对造纸行业的固

有印象，正确认识造纸行业、支持造纸行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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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造纸》组织专家在京评选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

优秀论文，田超等人的论文“纤维素酶和聚木糖酶处理改善溶解浆性能

的研究”荣获一等奖，编辑部委托我来写该获奖论文评语，唯恐才疏学

浅，点评不当，还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科研工作大致可分成对国家直接或间接有用、探索自然界奥秘能派

生出有用东西和满足好奇心或兴趣但结果没有任何用途等3种类型。很

多人认为，“科研应以探索自然界奥秘为目的，不管是否对国家有用” 

“论文是否为SCI收录、期刊IF高否是评价论文水平可量化的标准”云

云。种种错误导向有把我国的科研引向歧途之严重危害。据统计数据，

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不含国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连续多

年排世界第2位，可我们的核心科学技术水平仍落后于美英德法日等10

多个国家，“发表了世界级论文，做出了世界级学问，却解决不了国家

亟待解决的问题”之现象常常出现，危害情况不言自明。因此，要大力

倡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而不应该鼓励第三类研究。

该论文由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山东太阳纸业合作完

成，直接针对生产过程存在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面向企业需

求的，值得鼓励，是为推荐获奖原因之一。其二，溶解浆生产是典

型的低碳经济。许多世界级企业都在传统制浆造纸的基础上拓展到

生物质炼制领域。太阳纸业是我国成功向这个领域拓展的企业之

一，他们利用速生阔叶材生产溶解浆，预水解液转化平台化合物，

木素产生生物质能源等方面探索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为进一步

拓展溶解浆应用领域，采用生物酶法改善溶解浆反应性能等研究工

作和所取得的成果，兼具理论、应用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意义。其

三，论文写作规范，数据翔实，论述有据，文风清新，逻辑性可读

性强。

优秀论文也不是没有瑕疵。例如“甲纤”一词是传统的说法，应

该采用国家科学名词标准。如果实验方案设计更完善一点，研究结论可

能更加丰满。

张美云等人的论文“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

响”荣获《中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二等奖，其意

义和创新点在于：

(1)利用植物纤维为原料研制绿色环保型空气过滤材料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价值，避免了市场上使用的玻璃纤维、聚酯等不可降解的材料。

(2)通过对植物纤维进行不同程度原纤化处理，经冷冻干燥法可保留

纤维分丝帚化的表观形貌而避免角质化，制备了可生物降解的纸基空气

滤材。阐明了植物纤维的原纤化程度增加使得纸基空气滤材中能容有更

多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的细纤维丝，对空气中颗粒物的吸附作用增

大而提高过滤效率。同时通过研究冰晶生长临界凝固速率和冰晶生长前

沿凝固速率的关系，阐明了滤材Z向中的孔隙结构分布的规律，因此研

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性。

(3)通过植物纤维木浆的原纤化和冷冻干燥制备的纸基空气滤

材。因为原纤化处理过程中盘磨的切断作用和摩擦作用使大量的微

细纤维丝比表面积大、氢键结合位点多，填充在纤维主体搭建的纤

维骨架网络空穴中，增强了纤维间的氢键结合力和物理交织力，

同时增加单位体积内纤维堆积数量，导致滤材紧度上升而孔隙率下

降，形成了孔隙细小的致密型滤材。同时在冰晶作用下，纤维尺寸

的减小造成滤材微观结构转变为具有抵抗一定应力变形能力的层状

结构，从而导致应力-应变曲线平压区逐渐缩短，密实化区逐渐向低

应变点偏移。

(4)论文实验设计合理，论证详实，撰写规范。

碱回收炉是碱法化学浆生产线的核心设备之一，它在回收制浆生产

用碱的同时，为生产提供能源，并可处理制浆生产及碱回收系统产生的

恶臭气体。碱回收炉烟气中氮氧化物主要来自黑液中的氮元素，即燃料

型氮氧化物。目前，我国有69家企业配套碱回收炉，共计99台。根据

国内外碱回收炉目前实际运行情况，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可小于

250 mg/Nm3，但较难达到200 mg/Nm3的限值要求。

该论文围绕当前热议的碱回收炉烟气污染物控制问题，结合国外研

究成果，分析了入炉黑液固形物浓度、黑液成分、碱炉负荷及入炉臭气

等因素对碱回收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和排放的影响。从技术角度

分析了改善碱炉运行工况、改变入炉黑液性质以及几类脱硝工艺对碱回

收炉氮氧化物排放控制的可行性。论文数据全面、分析严谨，对行业全

面了解碱回收炉酸性气体（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措施有

较好的指导意义。

作者调研了国内碱回收炉现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烧碱法制浆碱

炉、早期建设的碱炉、竹浆黑液碱炉及新建大型木浆碱炉的排放现状进

行了介绍，呼吁行业应在提高入炉黑液浓度、改善碱炉供风系统、降低

碱炉运行负荷几个方面进行技术改造，以降低烟气中总酸性气体污染物

的排放。

作者针对碱回收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特点，提出以酸性气体排放当

量作为控制指标的建议，具有创新性和很好的实用意义；同时，也给出

了不同类型碱回收炉酸性气体排放当量限值的具体数值，为制定适用于

碱回收炉的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专 家 说

对获奖论文“纤维素酶和聚木糖酶处理改善溶解浆性能的研究”的点评房桂干

付时雨

程言君

对获奖论文“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的点评

对获奖论文“碱回收炉烟气排放及控制措施可行性技术分析”的点评

付时雨

宋晓明

房桂干

孔凡功钱学仁夏新兴汤　伟

程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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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金风
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又一次顺利完成，

感谢评委专家们和《中国造纸》编辑部员工们的辛勤努力！感谢广
东诚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新的一年，面临国内外经济
贸易新形势，中国造纸工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前进的道路一定更
不平坦。祝愿《中国造纸》在业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为提高
造纸行业的科技、竞争水平，促进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做出更
大的贡献！

付时雨
《中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评选完毕，在此

对于评审过程和会议甄选优秀论文有一点感想。
首先《中国造纸》编辑部设计了完善的论文评选制度和规范，使

真正优秀的论文被评选出来。遴选论文突出研究和创新，对于专题综
述和工厂实践的论文也非常重视，这可以鼓励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总
结实践经验来与行业人员分享。其次，本刊论文注重创新，以及论文
写作规范，所遴选出来的论文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也具有较强应用价
值。从优秀论文的一等奖来看，对于溶解浆的发展趋势有清楚认识，
采用生物酶处理纸浆提取溶解浆是实用性较强的技术，可为制浆厂的
产品转换和提升提供技术指导。第三，实际上《中国造纸》发表的论
文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制浆和造纸技术外，对于古籍纸张的分析、修
复和仿制，自动化到智能化制浆造纸，纳米纤维素及其新型功能材料
等新研究领域都有涉及。最后，希望《中国造纸》越办越好，争取进
入EI期刊源。

黄六莲
2019年1月16日我有幸再次参加《中国造纸》2018 年度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高度重
视，邀请了国内同行专家、学者进行终评。专家们本着公平、公正的
态度，认真推敲、评比，最终评选出15篇获奖论文。专家们严谨的工
作作风、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今年的评选中，福建农林大学有一篇论文获得三等奖，我感到很
荣幸，也感谢各位评委对我们的认可，特别要感谢《中国造纸》编辑
们的辛勤劳动。今后我们团队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多向《中国造
纸》等国内期刊投稿，为推动我国造纸工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贡
献一份力量。祝《中国造纸》越办越好！同时感谢广东诚铭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有力支持！希望今后能得到更多制浆造纸企业
的支持！

谢益民
《中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终评会在北京召

开，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20多名专家出席了终评会。专家们坚
持科学性、导向性、创新性与实用性的原则，各自根据自己的体会为
优秀论文提名，虽然部分专家对论文的实用性的认识上有差异，但经
过多轮投票，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希望今后在奖项设立上，能适当
增加优秀论文奖项的数量，尤其是优秀奖可以多一些，多给作者一些
鼓励。

崔焕新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造纸》2018年度优秀论文的评选，这次评选

邀约的评审专家具有代表性和专业性，大家对每一项获奖论文各抒己
见，做了认真、专业的点评，感受颇深，评选出的一、二、三等奖论
文，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用性，又兼顾了对各投稿区域、各阶
层、各相关专业—制浆、造纸、碱回收、化学品制备、自动化等专
业的平衡和鼓励。

恭祝《中国造纸》越办越好，刊发更多优秀的学术论文，以飨
读者。

钱学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

优秀论文评选如期举行并圆满落下帷幕，我很荣幸受邀参加了此次优
秀论文的评选活动。在此，我对各位优秀论文获奖者表示诚挚祝贺，
对广东诚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2018年度获
奖论文种类多样，既有研究论文和技术报告，又有专题论坛，这些论
文创新性、前瞻性和实用性较强，对我国造纸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技
术进步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对我本人来说，年度优秀论文
的评选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见贤思齐焉，向优秀的同仁们学习是
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信念。此次评选活动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不是
最优秀的，还有进步提高的空间！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工作，积极进
取，开拓创新，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积极向《中国造纸》投稿，为
推动我国造纸事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汤　伟
作为《中国造纸》的年度盛典，一年一度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又

如期而至了。作为《中国造纸》的忠实读者和老朋友，我再次有幸受
邀全程参与了这一盛大而庄严的学术活动。终评会现场，气氛活跃又
严肃，既是一场庄重的优秀论文评选会，又是一个热烈的高端学术研
讨会。20多位专家评委各叙己见，滔滔不绝，围绕46篇备选论文，
从题目到内容，从方案设计到结果分析，从创新性到实用价值，逐一
进行评价。由于多篇论文质量都非常好，难分伯仲，引起了与会专家
的激烈讨论，最终把2018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会变成了又一个学术研讨
会，预示着《中国造纸》的美好未来。在此，祝愿《中国造纸》越办
越好，也希望其朝着国家一流学术期刊的方向继续努力，继续前进，
继续引领我国造纸工业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为我国造纸工业的蓬
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夏新兴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专业期刊，办刊严谨，特色鲜

明，顺应时代发展，刊发了大量优秀专业论文，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引领作用。此次有幸成为参评专家，亲身体会到了杂志社认真、
严谨的作风，从初评、二次评选，一直到终评，广泛征求了专家意
见，并进行了投票评选，且进行了网络评选，做到了真正把最好的论
文推选出来，如 “纤维素酶和聚木糖酶处理改善溶解浆性能的研究” 
“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响”等优秀论文，涵盖
了生物质资源利用、特种纸等，很好地促进了行业发展。

孔凡功 

首先向各位获奖的论文作者表示祝贺，对《中国造纸》编辑部同
志们细致周到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造纸行业最权威的专业期刊，为我国造纸
工业的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造纸》在激发科技工作者的技
术创新动力、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影响力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
到了广大造纸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
流平台。获奖论文仅仅是众多优秀论文的代表，希望《中国造纸》发表
更多的优秀论文，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宝贵的知识资源。

宋晓明　

2019年1月16日，我有幸与行业内其他20多位专家参加了《中
国造纸》2018年度“诚铭化工杯”优秀论文的评选工作，整个评选
过程热烈友好、严谨公正，各位专家各抒己见，评出了15篇获奖论
文。这15篇论文代表了2018年中国造纸行业的研究水平，其中既有
优秀的研究论文，又有实用的技术报告，还有概括行业发展的综述
性文章，涵盖面广泛。非常感谢《中国造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
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创新，为我国的造纸
行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崔焕新庄金风 黄六莲 谢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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