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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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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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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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华章科技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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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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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委员会成员进行评选）的二轮评选后（另外，评选中发现，有些已进入第二论评选的论文中，有一稿多投的文章，经

商议，取消了这些论文的评奖资格，希望引起作者重视），于2014年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

优秀论文评选京津地区专家终评会，最终评选出15篇获奖论文。

《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

2013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问：	 余贻骥（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顾问）

	 胡宗渊（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顾问）

主任委员：	 曹春昱（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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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曹朴芳（高级工程师，中国造纸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兼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委员：	 曹振雷（博士，教授级高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造纸学会秘书长）

	 杨懋暹（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顾问）	

	 李忠正（教授，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造纸学会理事长）

	 黄运基（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大师）

	 黄祖壬（教授级高工，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顾问总工程师）

	 李义民（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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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金风（博士，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顾民达（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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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中国造纸学会学术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　文（教授级高工，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研发部主任）

	 谭国民（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科技大学）

	 詹怀宇（教授，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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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旭（教授级高工，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侯庆喜（教授，天津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宋　云（研究员，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陈嘉川（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轻工业学院院长）

	 唐志超（副总经理，浙江华章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科技杯”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

一等奖（1篇），奖金1000元/篇

典型原料蒸煮过程氮、磷的迁移及对废水排放的影响（第3期）• 

王承亮　冯文英　曹瀛戈　••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二等奖（2篇），奖金700元/篇

基于• 水夹点技术的造纸厂水梯级利用优化研究（第3期）

陈晓彬　刘焕彬　陶劲松　李继庚　梁　瑜　王光明••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启鸣纸业有限公司

大型碱回收炉燃烧供风系统（第１期）• 

曹春华　•• 中国中轻国际有限公司

三等奖（5篇），奖金500元/篇

制浆造纸废水复合仿酶深度处理技术反应机理研究（第3期）• 

刘　勃　洪　卫　苏　颖　庄会栋　季华东　邹晓凤　••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

基于• 两种不同自由基的高级氧化法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对比研究（第8期）

郭　鑫　马邕文　万金泉　黄明智　王　艳　••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木A• PMP废液固形物热失重特性及热解动力学研究（第11期）

苏振华　冯文英　王承亮　徐　明　张升友　张　羽　曹赢戈••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

黑液• 结晶蒸发过程中碳酸钠矾影响的研究（第4期）

王生林　王有军•• 　兰州节能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在线• 检测系统在特种纸机上的应用（第4、5期）

陆　平••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7篇），奖金300元/篇

卡伯值对麦草浆DQP漂白污染负荷影响的研究（第2期）• 

刘　倩　彭建军　沈臻煌　陈雪梅　••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利用• 高速摄像技术对中浓和低浓磨浆过程差异性的研究（第6期）

刘　嘉　朱小林　••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稀释水水力流浆箱结构与控制（第12期）• 

陈　航　汤　伟　刘文波　李晓宁　王孟效　•• 陕西科技大学工业自动化研究所,西安维亚造纸机械有限公司，陕西西微测控

工程有限公司•	

新型A• KD乳液的制备及其施胶性能的研究（第5期）

陈夫山　尚小雷　宋晓明　••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玻璃• 纤维保温纸导热系数的理论计算与实验研究（第1期）

李　倩　曹　璇　李晨玉　彭悦暖　刘俊杰　••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 种高速纸机新型摇振装置的设计（第12期）

张　锋　高致富　刘　欢　••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与能源学院,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省造纸技术及特种纸开发重点实验室

磨• 浆机磨片齿形对成纸质量的影响（第10期）

陈红军　••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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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亮•

我们的研究论文“典型原料蒸煮

过程氮、磷的迁移及对废水排放的影

响”荣获《中国造纸》2013年度优秀

论文一等奖，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

《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委会对我们

研究工作的肯定，感谢《中国造纸》

编辑部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和交流

的平台。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院预研基金项目的支持，在此要感谢

单位对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论文的撰写和实验工作的开展得到了

我的导师冯文英教授的指导和同事们

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多年来，《中国造纸》刊登了许

多优秀的行业论文，既交流了行业内

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总结了生产一线

的实践经验，对行业的科技创新和技

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

一名科研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学术

期刊这一平台，不断从中汲取养分，

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争取写

出更多更高质量的论文，与各位造纸

业同仁共同进步。最后，祝《中国造

纸》越办越好！

陈晓彬•

我很荣幸我的论文获得《中国造

纸》2013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首先

非常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和《中

国造纸》优秀论文评委对我的研究工

作的肯定。

还要感谢在我的研究工作中给我

很大帮助的刘焕彬教授、李继庚副研

究员、陶劲松副研究员、梁瑜师兄；

感谢广州启明纸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

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在我求学路

上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中国造纸》是一个国内造纸行业

声望高、影响力大的专业技术期刊，为

我国造纸技术交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

台。新的一年里衷心祝愿《中国造纸》

越办越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曹春华

2014新年伊始，惊喜获悉我的论文

“大型碱回收炉燃烧供风系统”获得

《中国造纸》2013年度优秀论文二等

奖，倍感荣幸之至。非常感谢《中国

造纸》编辑部给我机会能刊登这篇文

章，也非常感谢优秀论文评委们对这

篇文章的肯定和支持！同时，论文的

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武汉锅炉集团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吴鹰高工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制浆造纸行

业的核心和权威期刊，多年来为我国的

造纸行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于此新年

之际，衷心地希望《中国造纸》越办越

好，衷心祝愿《中国造纸》编辑部的老

师们心想事成，也希望自己能多写几篇

文章刊在《中国造纸》上，为造纸行业

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刘　勃

感谢《中国造纸》2013年度优秀论

文评审专家对我们课题组研究成果的

认可与肯定，感谢《中国造纸》编辑

部为科技工作者和企业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交流平台。

作为一名从事工业废水处理应用技

术研发的课题组负责人，工作20余年

来，见证了中国制浆造纸行业废水处

理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历程。所研发的

王承亮

刘　勃苏振华 王生林 郭　鑫

陈晓彬 曹春华

陆　平



节能曝气技术、生化增效技术和制浆造

纸废水深度处理技术等已在制浆造纸企

业得到较多的推广应用，通过实践验证

了其在处理效率、处理费用、节省投资

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为我国制浆造纸行

业废水处理技术的科技进步提供了一些

技术支撑。获奖论文“制浆造纸废水复

合仿酶深度处理技术反应机理研究” 即

是对本课题组研发的废水深度处理技术

反应机理的研究和阐释。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

贡献，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行业做

成环境友好、永续发展的行业，为人类的

生态文明做出贡献。我们会在制浆造纸行

业废水处理和资源化领域持续努力，争取

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衷心祝愿

《中国造纸》杂志越办越好！

郭　鑫

很荣幸我的论文荣获《中国造纸》

2013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这是行业内

学术界的专家对我研究生阶段科研成果

的充分肯定。

从论文的选题、研究到论文的撰写

和最终定稿完成，我的导师马邕文教授

和万金泉教授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指

导，使我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上都有

了极大的提高。借此机会，谨向我的导

师及课题组致以最诚挚地感谢！另外，

感谢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制浆造纸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及分析测试中心对我的研究

工作的支持。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

我的关爱和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百忙之中评阅论文的

各位专家、教授及《中国造纸》编辑部

的老师们。我会怀着感恩的心继续努

力，争取在科研工作中更上一层楼！

苏振华

作为科研人员，我们的论文“杨木

APMP废液固形物热失重特性及动力学

研究”能够获得《中国造纸》2013年度

优秀论文三等奖，非常荣幸！感谢《中

国造纸》编辑同志们的辛勤付出，感谢

各位专家评委对我们研究工作的肯定。

在造纸工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新时

期，我们会继续从造纸行业发展的需求

出发，理论联系实践，为造纸行业的科

技创新、节能减排而努力。

最后祝《中国造纸》越办越好，继

续引领学术交流，推动造纸行业的技术

进步。

王生林

获悉我们所撰写的论文“黑液结晶

蒸发过程中碳酸钠矾影响的研究”被评

为《中国造纸》2013年度优秀论文三等

奖，我们感到无比荣幸！这是对我们研

究内容及水平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极大

的鼓励。首先感谢《中国造纸》编辑部

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科研成果的机会。作

为企业技术工作者，我们是贵刊忠实的

读者，《中国造纸》使我们启发灵感，

让我们拓宽视野。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及编辑部老师的帮

助，由衷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

陆　平

很荣幸我的“在线检测系统在特种

纸机上的应用”论文荣获《中国造纸》

2013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在此由衷感

谢《中国造纸》编辑部为广大作者搭建

这个平台。

本人是一名从事造纸行业工控系统维

护和设计人员。由于对工控系统热爱，

在工作中总结和探索出一些工作方法和

工作经验，也提出些许工作创新并得到实

际应用。基于此，尝试将其写成论文。由

于《中国造纸》编辑部对论文要求非常严

谨，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也让我受益匪浅。

同时作为一名读者，通过《中国造纸》杂

志也学到很多工控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在工作中非常行之有效。

所以非常感谢《中国造纸》杂志以

及编辑部同志的辛勤工作。最后衷心祝

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                        



胡宗渊•

《中国造纸》杂志每年开展优秀论文的

评选活动，我非常高兴又参加了《中国造纸》

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优秀论文的评选工

作。让我们向获奖的优秀论文作者表示热烈祝

贺，向《中国造纸》编辑部表示感谢。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许多其他因素影响，

我国造纸工业发展正处于战略调整期。造纸企

业努力提升竞争力，急需进一步科技创新与转

型升级。期望我国造纸科技工作者们继续发挥

我们的聪明智慧，在技术研究和实践成果方面

再做出新成绩。期望《中国造纸》杂志继续将

这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做好传播与交流，为我

国造纸工业再作出新贡献。

曹朴芳

《中国造纸》坚持正确的宣传导向、坚

持为造纸服务，搭建了技术进步、管理提升、

学术切磋的交流平台。《中国造纸》一直是造

纸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至今已举办了14次

的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推出了不少精品力

作，使业内人士受益匪浅。希望《中国造纸》

再接再励，在中国造纸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的新征程中，吸纳更多的造纸科技工作者，积

极参与科技创新，不断奉献新成果，为推动中

国造纸业的科技进步做出新的贡献，谱写新的

篇章。

曹振雷

首先向获得《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

科技杯”优秀论文的作者们表示祝贺。2013年

中国造纸工业进入转型期，与全国其他工业制

造业一样，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行

业深层次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依靠科技进步

带动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因此，在

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期望行业、企业的决策

者们要十分重视行业应用基础及共性技术的研

究和开发，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推

动我国造纸行业健康平稳的发展。

杨懋暹

祝贺所有《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

技杯”优秀论文的获奖者！目前我国造纸工业

的生产量与消费量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就

人均而言，无论是生产量还是消费量，均落后

于其他发达国家。

我国目前的造纸原料仍然是以草类为主，

这是一时无法改变的局面。呼吁广大的科技人

员投入到草类制浆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促

进造纸工业的革新，造福于人类社会。

李忠正

祝贺2013年度《中国造纸》15篇优秀论文

脱颖而出！创新性和实用性是衡量科学技术水

平的核心。希望今后《中国造纸》能登载更

多的高质量文章，为中国造纸事业做出更多贡

献！目前我国造纸工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升级的历史时期，推动改革创新，其中包

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是重要举措。《中国造

纸》可以为此提供更多的创新知识和培养人才

的机制。

另外，建议《中国造纸》还可以开展一些

互动式的栏目，如“问题讨论”，以活跃业界

的学术氛围，调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参与技术创

新的积极性。

李义民

向获得《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

技杯”优秀论文的作者们表示祝贺。走过2013

年，中国造纸工业停止了高速发展的步伐。今

后，中国的造纸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提升

管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愿

《中国造纸》成为造纸科技工作者施展才智的

大舞台，愿《中国造纸》在推动造纸工业的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

王　丹

首先向各位获奖的论文作者表示祝贺，对

《中国造纸》编辑部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

《中国造纸》做为国内最权威的行业期

刊，每年刊登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通过论文评

选活动，不论是对获奖作者还是没获奖的作者

都是极大的激励，不断提高《中国造纸》的整

体论文水平，同时对读者开阔眼界以及企业的

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制浆造

纸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庄金风

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是

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它不仅是对《中国造纸》

一年工作成果的检验和总结，也是对广大作

者、造纸科技工作者的鞭策和鼓励。感谢浙江

华章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力赞助！感谢《中国造

纸》编辑部和各位评委们的辛苦劳动！更感谢

广大作者和造纸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专家感言

杨懋暹 李义民

李忠正

王　丹 庄金风

胡宗渊 曹朴芳 曹振雷

顾民达 靳福明



愿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使《中国造纸》越

办越好！

顾民达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

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

势，造纸工业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投入更多的资源，大力参加科

技发展，才能把握先机，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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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今后《中国

造纸》应刊登更好的科技创新论文，为企业发

展提供更有实效的创新信息。

靳福明

《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

优秀论文入选文章较多地集中在资源利用、节

能、环保和低碳等方面的研究或技术报告，这

的确是行业关注和科研的重点。在广大造纸同

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造纸工业一定能攻坚克

难，在经济依然不能完全振兴的大环境下，注

重节能、注重节约、注重低碳、注重高效、注

重环保，打造一个全新理念的绿色造纸工业。

刘　文

祝贺《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

杯”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宏扬勇于创新精

神，敢于挑战科技难关，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谭国民

随着我国30年来造纸工业的发展进步和

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制浆造纸工业已

由快速迅猛发展转入稳定增长阶段。造纸工业

年产量和产品消费量均已步入亿吨大关，位居

世界首位，但作为人口大国，纸和纸板人均消

费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广阔的市

场有待开发，因此造纸工业尚存进一步发展的

余地，前途是乐观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

必过于担忧“电子版”带来的灾难。而是要踏

踏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勇于放弃追求“大规

模”、“高速度”的观念，在产品的高、精、

尖上，在企业的高效益上下功夫；在造纸工业

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上作文

章。我们的造纸企业、研究单位、教育部门也

要在这些领域多做研究、想方设法，多出结合

生产实际有深度、有水平的好文章，将《中国

造纸》办得更好，更好地服务于造纸工业生产

和科技，使其在健康发展道路上奋勇前进。

詹怀宇 

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优秀论文评选

激发了广大造纸工作者的投稿热情，促进了刊

物质量的提高；一批又一批优秀论文的出现反

映了我国制浆造纸专业人才辈出，体现了纸业

技术进步成果丰硕。在此，谨向获得2013年度

优秀论文的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一丝不

苟、默默耕耘的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2013

年，《中国造纸》与时俱进，开辟了“国外期

刊交换”、“专访”等栏目，并将中文参考文

献同时译为英文，这既有助于加强国内外学术

交流，又有利于扩大《中国造纸》在国际的影

响。衷心祝愿《中国造纸》越办越好！精益求

精办名刊，开拓创新出精品。

卢宝荣

祝贺所有《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

技杯”优秀论文的获奖者，同时也感谢《中国

造纸》编辑部及中国造纸杂志社所有工作人员

一年来的辛勤工作。随着产能的不断释放，节

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是决定造纸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希望《中国造纸》站

在行业的最前沿，做节能减排的宣传者和推动

者。

杨　旭

在《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

优秀论文的评选中，深刻感受到中国造纸产业

转型升级，节能减排的主题，也深刻感受到了

《中国造纸》杂志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祝愿

《中国造纸》杂志越办越好，中国造纸产业越

来越兴旺。

宋　云

首先向获得《中国造纸》2013年度优秀论

文的作者表示祝贺！2013年度有多篇造纸工业

节能减排的论文获奖，这些论文重点围绕废水

污染物产生的规律、节水和减排展开研究，论

文成果对我国造纸工业的减排工作有实际指导

作用。感谢这些作者及所在单位对我国造纸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视和作出的贡献！

陈嘉川

祝贺《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

杯”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

生物质资源可再生、可降解，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我国每年仅秸秆产量就多达8.5亿

吨。通过生物炼制技术，能够取代化石资源，

满足人们对化学品、材料和能源等方面的需

求，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纸工业是生物质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明显特

征，是朝阳产业，但必须尽早实现产业的交

叉、转型和升级，拉长产业链。

《中国造纸》作为我国造纸行业最具影响

力的技术刊物，多年来办刊指导思想正确、质

量高，受到业界各层次人员的喜爱。祝愿《中

国造纸》不断追求卓越，为行业服务，永葆一

流。

唐志超

很高兴有幸作为华章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

参加《中国造纸》2013年度“华章科技杯”优

秀论文的评选。此次获奖论文中涌现出了不少

高质量的环保类论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造

纸行业的专家学者们在打造绿色循环经济链方

面在作着持续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华章科技

有限公司很高兴作为中国造纸工业的一员加入

到了这份努力之中。

20多年来，是造纸行业哺育了华章科技有

限公司，华章科技有限公司将以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服务来反哺造纸行业。

杨　旭 宋　云 陈嘉川 唐志超

刘　文 谭国民 詹怀宇• 卢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