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纸基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制造关键技术 

项目简介： 

轻量化、高性能化和绿色化是纸基新材料发展的关键技术方向。国内纸基新

材料在低定量、性能强化、绿色制造等方面尚存在缺陷和提升空间，纸基新材料

的轻量化和绿色制造的全过程创新鲜见报道。本项目的研究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流体中柔性复合纤维运动分散性研究(No.51376162)”、浙江

省重点研发项目“袋泡茶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示范(No.2019C02042)”、

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低定量高性能热升华转印纸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其

产业化（LGG19C160001）”和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多孔无机材料负载

植物提取液在果蔬保鲜包装中的应用基础研究（LQY19E030001）”项目的资助，

由浙江科技学院、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等共同完成。 

纸基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制造关键技术是在传统纸基新材料生产的基础上，通

过纤维表面结构调控、纤维网络界面结构设计、填料粒子可控化包裹、绿色湿部

助剂开发与应用、材料表面微纳米粗糙结构定向构筑和抄造设备结构优化等方面

进行创新。研制出热转印基纸、电容器隔膜纸和食品包装纸等轻量化高性能绿色

纸基新材料系列产品，其中电容器隔膜纸、热转印基纸按照国标检测，技术指标

高于浙江制造标准，与国内外同类型产品比较，多数指标均显示出优势。该技术

产品的高性能化可实现替代国标高一级定量产品的使用，节约 10%以上的物料。

主要的研究内容：  

1) 纤维高效能表面处理与复配技术。通过碎浆和磨浆设备及槽体结构 ，建

立磨浆处理工艺参数、纤维尺寸分布和与物性指标的关系模型，优选木浆纤维配

比、磨浆工艺参数，精细调控纤维表面形态，添加湿部化学助剂协同调节性能指

标，平衡纸张关键性能指标，提高纸基材料结合强度和结构形稳性。 

2) 填料粒子可控化包裹和加填技术。通过包覆预絮聚改性使填料粒子表面

含有一层聚合电解质复合物，包覆物在第三种聚合物的桥联作用下形成包覆预絮

聚体，包覆预絮聚体保持着疏松的结构，填料粒子相对孤立，赋予纸张更好的结



合强度和不透明度。 

3) 绿色化学助剂开发与应用控制技术。以天然高分子（淀粉、瓜尔胶等）

为基本原料，通过分子设计，引入不同取代基开发多元结构化学助剂，实现天然

高分子的聚合度、熔点和电荷调控，利用阴、阳离子间的相互协调作用及功能性

基团的增效作用，解决应用过程中杂化学物质干扰的难题，对纸页成形过程的动

态留着，纸页物理性能和产品的过滤效率进行有效调控。 

4) 高强速干施胶和表面整饰技术。采用改性天然高分子和无机粒子，通过

造纸表面涂覆处理在纸基新材料表面构筑特定的微纳米粗糙结构，贯通表面通道

层、微型通道和基材三维网络孔隙，发挥双向挥发功能，提高纸张表面结合强度

和调控液体迁移速度，改善印刷适性，改善吸湿返潮带来的纸张强度下降的问题。 

授权知识产权情况：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4 件，分别是 ZL201910370107.8、ZL201911043453.1、

ZL201911043944.6、ZL201911057760.5、ZL201911057709.4、ZL 201810491785 .5、

ZL 201911073717.8、ZL201710845580.8、 ZL 201710250573.3、ZL 201710252135.0、

ZL 2020105887642、ZL202210231771.6、ZL 201810006302.8 和 ZL 201810006290.9；

实用新型专利 4 件，分别是 ZL 202122502603.X、ZL 202122504773.1、ZL 20212 

2471379.2 和 ZL 20212 2471359.5；发表科技论文 16 篇；起草制定国家标准 1 项、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3 项。 

第三方评价 

浙科评鉴[2022] 第 292 号鉴定意见认为：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14 件、实用

新型专利 4 件，发表论文 16 篇，牵头制定国家标准 1 项、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3

项，该成果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科技查新报告（报告编号 202233B2120527）：经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

查新项目“纸基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在检索范围及时限内，国内外

未见相同文献报道。  

推广应用情况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 4 项技术为核心，形成轻量化纸基材料绿色制造的产业化、系列化和功能



化。近 3 年，项目依托单位实施单位共实现产值累计近 20 亿元，完成利税约 2.2

亿元。轻量化绿色制造关键技术推广应用于纸基新材料领域，可提高资源利用率、

减少废水排放和绿色化水平，审核效益、环境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人员情况 

排序 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胡志军 浙江科技学院 教授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技术路线的设计，

技术开发的组织、协调和技术研讨，获授

权发明专利 5 件，发表研究论文 7 篇。 

2 李南华 
浙江凯恩特种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主持纸基新材料绿色制造省重点研发项

目，负责生产过程绿色化中试生产和改进

优化，纸基材料多层结构设计与制备，获

授权发明专利 2 件，参与起草标准 3 项。 

3 姚献平 
浙江杭化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级 

高工 

负责纸基新材料绿色湿部化学助剂的研

发与中试生产，流程改造和助剂应用方案

的改进，获授权发明专利 3 件。 

4 方丽珍 
浙江佳维康特种

纸有限公司 
工程师 

负责纸浆纤维的高效节能磨浆、高效低噪

型碎浆机和环保型造纸白水回收塔设计

与应用，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 件。 

5 杨柳青 
浙江恒川新材料

有限公司 
工程师 

负责环保型高增湿强剂、纸张增强的互穿

网络聚合物制备与应用，设备的调试和改

造，获授权发明专利 3 件。 

6 王立军 浙江科技学院 教授 

负责高效天然高分子助剂制备、填料预絮

聚改性、助剂配方及添加工艺的优化，获

授权发明专利3件，发表科技论文6篇。 

7 黄星雨 浙江科技学院 讲师 
负责纸基新材料表面微纳米结构设计与

制备的研究及应用，发表科技论文 3 篇。 

8 周振宇 
浙江凯恩特种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负责纸页多层结构设计与制备、中试生产

及成形工艺优化，获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参与起草标准 1 项。 

9 邱旭峰 
浙江恒川新材料

有限公司 
工程师 

负责纸机成形部、压榨、干燥等设备的轻

量化技术应用调试和改造，产品质量的优

化提升，获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环资学院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在纸基新材料开发、共建创新载体、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有良好

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氛围。2010 年起，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科

技学院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先后共同承担 2012 年重点研发项目“特种纸企业节

能节水系统优化与过程控制的研究及应用”（项目批准号：2012C11016-2）和 2019

年省重点研发项目“袋泡茶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示范”（项目批准号：

2019C02042），顺利完成合同指标并通过验收。项目研究中，双方单位互派工作

人员进行协同开发和技术交流，为项目开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项目完成人

胡志军、李南华、姚献平、方丽珍、杨柳青、王立军、黄星雨等 7 人，其中李南

华、周振宇为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负责人员组

织、技术开发、产品品质和设备的改造等工作。胡志军、王立军、黄星雨等为浙

江科技学院制浆造纸学科的骨干教师，负责特种纸开发和辅助产品中试，成果丰

硕。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胡志军、李南华、周振宇等获得 2017 年丽水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2012 年和 2019 年重点研发项目立项。 

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环资学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在纸基新材料开发、共建创新载体、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有良好的

合作基础和合作氛围。2014 年，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

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同承担 2019 年度浙江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联合基金）

项目“多孔无机材料负载植物提取液在果蔬保鲜包装中的应用基础研究”（批准号：

LQY19E030001）。 项目研究中，双方单位互派工作人员进行协同开发和技术交

流，为项目开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项目完成人胡志军、李南华、姚献平、

方丽珍、杨柳青、王立军、黄星雨等 7 人，其中姚献平为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高层管理，负责人员组织和技术开发指导等工作；胡志军、王立军、黄星

雨等为浙江科技学院制浆造纸学科的骨干教师，负责纸基新材料开发和辅助产品

中试，成果丰硕。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姚献平、王立军等获得 2019 年度浙江

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立项，发表论文 4 篇和授权发明专利 3 件。 

浙江恒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环资学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在纸基新材料开发、共建创新载体、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和合作氛围。2018 年，浙江恒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签订产学研

合作协议，共同承担“免涂胶高阻菌医用透析纸”和“高端医疗手套衬纸”的技术开

发。 项目研究中，双方单位互派工作人员进行协同开发和技术交流，为项目开

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项目完成人胡志军、李南华、姚献平、方丽珍、杨柳

青、王立军、黄星雨等 7 人，其中杨柳青为浙江恒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负责人员组织、技术开发、产品品质和设备的改造等工作；胡志军、王立军、黄

星雨等为浙江科技学院制浆造纸学科的骨干教师，负责纸基新材料开发和辅助产

品中试，成果丰硕。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胡志军、杨柳青等发表论文 4 篇和授

权发明专利 3 件。 

浙江佳维康纸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环资学院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在纸基新材料开发、共建创新载体、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有良好

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氛围。2013 年 1 月，浙江佳维康纸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

科技学院就低定量升华移印纸基功能材料开发达成协议，并进行了探索性实验和

市场的前期调研工作。当年该项目获得 2013 年国家科技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

设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项目名称：低定量移印纸基功能材料；

计划编号：13C26113302459。项目研究中，双方单位互派工作人员进行协同开发

和技术交流，为项目开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支持。项目完成人胡志军、李南华、

姚献平、方丽珍、杨柳青、王立军、黄星雨等 7 人，其中方丽珍为浙江佳维康纸

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负责人员组织、技术开发、产品品质和

设备的改造等工作。胡志军、王立军等为浙江科技学院制浆造纸学科的骨干教师，

负责纸基新材料开发和辅助产品中试，成果丰硕。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胡志军、

方丽珍等获得相关的专利 4 件，发表论文 2 篇。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第一完成单位  

浙江科技学院环资学院作为浙江省造纸学会、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的理事长、

秘书长单位，与造纸上下游重点企业建立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全方位覆盖行业企

业，行业影响力位居浙江省首位，积极参与省内纸基新材料企业的创新载体建设、

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已取得众多成果。根据项目开发需要，配备了充足的仪

器设备、实验场地和创新人才，完成了一种低克重数码喷墨转移印花原纸及其生

产方法、一种轻量化绿色非热封型茶叶滤纸及其制备方法等3项技术开发、实验

室研发和辅助中试等工作。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合作企业的生产技术开发和设

备改造，并在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佳维康特种纸有限公司等纸

机上成功生产出轻量化茶叶滤纸、转移印花原纸等纸基新材料。在轻量化原纸技

术开发、湿部助剂技术优化等方面，获得发明专利5件，发表论文12篇。 

2.第二完成单位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浙西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民

营股份企业之一，浙江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

负责轻量化超级电解电容器隔膜纸、茶叶袋滤纸等纸基新材料的开发和生产、销

售等工作。在原纸低定量技术、高浆度造纸技术、双向组合式增强工艺等方面进

行了产品研制和设备、工艺技术改造，并开发出低定量电解电容器隔膜纸、茶叶

袋滤纸。根据国内超级电解电容器隔膜纸、茶叶袋滤纸的市场需要，组织人员进

行市场推广和销售，并于2020年至2022年完成产值累计达17.4亿元，完成税收

9900万元，利润6847万元，极大的推动了轻量化超级电解电容器隔膜纸的技术开

发和产品提升，项目产品很好地满足了新型储能装置的高效率、高安全性和长寿

命的使用要求。在原纸低定量技术、高浆度造纸技术、双向组合式增强等方面，

获得发明专利3件。 

3.第三完成单位：  

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运行

单位，是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全资子公司，是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杭化新材料



纸基功能材料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有杭州市企业创新联合体、杭州市

院士专家工作站。专用科研设备原值总额3800余万元，是集科研开发、成果转化、

产业化示范、人才培养、行业服务等于一体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根据项目开

发需要，配备了充足的仪器设备、实验场地和技术人才，完成了包覆预絮聚改性、

表面施胶增强、天然高分子改性制备绿色助剂三项技术开发、实验室研发和辅助

中试等工作。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合作企业的生产技术开发和设备改造。在高

强表面施胶、高加填增强技术开发等方面，获得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4篇。 

4．第四完成单位  

浙江恒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集特种新型纸包装材料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荣获浙江省节水型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拥有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和省级新产品，并作为唯一一家造纸企业参与纸吸管团体标准的制

订。负责轻量化纸基新型纸包装材料的开发和生产、销售等工作。在原纸内增强

技术、高挺度技术和环保助剂等方面进行了产品研制和设备、工艺技术改造，并

开发出轻量化医疗包装纸、纸吸管原纸等纸基新材料。根据国内新型纸包装材料

的市场需要，组织人员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并于2020年至2022年完成产值累计

达11亿元，完成税收4770万元，利润2.5亿元，极大的推动了轻量化纸基包装材料

的技术开发和产品提升，项目产品极大满足了医疗器械、用品在包装运输过程的

要求。在原纸内增强技术、高挺度技术和环保助剂等方面，获得发明专利3件。 

5．第五完成单位  

浙江佳维康特种纸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特种纸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以及

特种纸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已经成为是全国热转印纸类的龙头企业之

一。负责轻量化热转印纸、食品医疗包装原纸等纸基功能材料的开发和生产、销

售等工作。在磨浆节能设备、白水回收装置、高保真涂布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设计、

研制、工艺技术改造，并开发出轻量化热转印纸、食品医疗包装原纸等纸基功能

材料。根据国内热转印纸、食品医疗包装原纸的的市场需要，组织人员进行市场

推广和销售，并于2020年至2022年完成产值累计达1.8亿元，完成税收2700万元，

利润3800万元，推动了轻量化热转印纸基材料的技术开发和产品提升，项目产品

极大满足了织物、金属、陶瓷在升华移印过程的要求。在原纸磨浆节能设备、白



水回收装置、高保真涂布技术等方面，获得国家专利4项。 

推荐单位意见 

该项目经过近 8 年产学研联合攻关，实现了纸基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制造技术

的重大突破，并研制了轻量化绿色纸基新材料的系列化产品。项目获授权发明专

利 14 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发表论文 16 篇，其中 SCI、EI 收录 12 篇，起草

国家标准 1 项和浙江制造标准 3 项。近 3 年实现产值累计近 20 亿元，完成利税

约 2.2 亿元，对企业发展和技术推广工作卓有成效，对纸基材料产业的转型发展

具有重大贡献，并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水排放和提升绿色化制造水平，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推荐该项目申报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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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授权号 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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