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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再生纸板
可持续与流行病推动纸板包装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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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与回收利用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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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和回收是齐头并进的。 多年来，回收和重制过程已成为一门精美的
艺术，最终产品可制成可靠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包装。

随着公众越来越关注"拯救地球"；随着国际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地聚焦
塑料污染问题，可持续的回收纸板可能会成为当下的热门材料！

无疑，看到世界大步迈向真正的"可持续循环"是令人鼓舞的。 随着绿色
步伐的加快，各种新颖、创新的纸板使用方式将会出现。 但由于回收材
料的质量可能会大幅波动，因此纸板的生产商和用户必须认识到无可挑
剔的质保和质控操作的必要性。

作为您的全球测试和检验合作伙伴，工业物理希望了解更多相关
信息——这就是我们对全球 255 位包装决策者进行调查的原因。

您可以在此处访问我们的独家报告《2022 年全球可持续包装展
望》！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e6%9c%aa%e5%88%86%e7%b1%bb/%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7%9a%84%e6%9c%aa%e6%9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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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的历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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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纸板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 制造回收
新纸板只需要消耗 75% 的能源，而产生的
二氧化硫比使用新鲜木材少 50%。 您还可
以快速回收：只需 14 天即可将使用过的瓦
楞纸箱变成全新产品。

不言而喻，回收和环保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问
题。 而且它们也是非常时尚的——通过大
规模的全球教育活动得到推动，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社交媒体的兴起而推动的。 尽管
时尚与趋势来来去去，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
气候灾难导致这个话题成为一种永久的趋
势，而且重要性只会越来越大。

现在，全球正在共同努力减少浪费和节约能
源， 重点呼吁对我们制造和回收每种包装
类型采取革命性的绿色方法：从金属罐到塑
料瓶，甚至是不起眼的纸板箱。

但在我们探讨纸板包装如何改变以满
足现代世界的需求之前，让我们先回
顾一下过去。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中国人早在公元105年就发明了纸！ 到 1600 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拥有广泛的造纸知识，并有不同
的品种可供选择。 此外，中国率先发明了纸板，通过重叠纸浆层来制造更厚的纸张。

而纸板直到 17 世纪左右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直到 19 世纪初，纸箱才在欧洲首次出现——当时，法国 Valreas 人制
造了用于运输蚕的小纸箱。

1879 年，美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布鲁克林造纸厂的创始人掌握了在一张纸板上刻划并同时裁切的技术。 从此不再需
要耗时的手工切割。 扁平的部分被折叠在一起——我们熟悉和喜爱的纸板箱就此诞生。

优秀的挺度和耐用性使纸板成为一种包装材料。 它可以保持适度的重量并形成不同的形状，从而彻底改变了许多行
业，并使公司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安全地在陆地和海上运输他们的商品。

多年以来，制造纸板包装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变化。 但鉴于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现在用大量回收纤维制造
纸板变得越来越普遍。

虽然基本面可能几乎没有变化，但许多趋势仍会影响纸板包装领域。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campaign/corrugated-board-test-access-quality-insights/?utm_source=knowledgebase&utm_medium=website&utm_campaign=knowledgebase_recycled_card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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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回收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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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回收一吨纸板时，您可以节省：

●十七棵树——每年从空气中吸收 250 磅二氧化碳。 如果被烧
毁，同样的树会排放 1,500 磅的二氧化碳。

● 46 加仑油，减少 60 磅空气污染

●九立方码的垃圾填埋场

● 7000吨水。

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纸板与包装公司正追求环境污染最小
化。 但在追逐"绿色梦想"时，必须保持平衡——可持续发展不应
以牺牲纸板的保护功能为代价。

近年来的回收热潮和流行病挑战正在推动各大企业与组织发明新
的方法来更可持续、更安全地使用纸板，涌现出许多新颖的制造
工艺与方法。 然而，您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在少数。



第一个瓦楞纸箱于 1895 年在美国制造。向后快进 130 年，它仍然广
受欢迎。 纸箱不仅具有成本效益，而且当得到可持续管理和回收利用
时——它也是环保的。

目前，纸箱的最大的市场仍然是美国，但增长最快的却是亚太地区。 
去年，Mordor Intelligence 的一份报告预测，在 2021-2026 年的预测
期内，在亚太地区的纸箱利用率，年增长率为 3.43%。这种增长大部
分是由食品、饮料和制药行业推动的。

这对于节能环保而言再好不过了——瓦楞纸箱中的纤维可以再循环使
用 7-8 次来制造新的纸箱和纸制品！而纸箱，无疑能提供低成本的保
护质量、广泛的材料适应性与扩展性、乃至包装印刷所提供的品牌机
会……难怪纸箱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但纸箱的性能也不尽相同，区别因素包括适印性和抗压强度等。 随着
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纸箱包装，纸箱的测试不容忽视。

瓦楞纸测试的新方法！

测试瓦楞纸包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几十年来，工业物理一直
在制造能够提供从爆破测试、边缘挤压、基板测试，到耐穿刺
和耐磨损测试的仪器设备。 我们的测试设备能保证使用更少的
的原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挥纸板的功效。

新技术包括 SCT 和 S-Test 方法。 该技术需要较小的仪器占用
空间来隔离瓦楞纸板组件（即挂面纸板和中纸板）的挤压行
为。

SCT 和 S-Test 设备有什么不同？ 嗯，它使用集成夹紧系统测试
单张纸和纸板。 缩短准备时间以加快测试速度。

您可以在此处详细了解我们为确保瓦楞纸的完整性而提供的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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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纸" 等新材料掀起波澜

https://industrialphysics.turtl.co/?accessible


观察纸包装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令人兴奋。

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 "PaperWave 波浪纸" 的话题——由 100% 
FSC 再生纸制成的“按需充气”纸作为可持续选择。

它结合了纸和空气填充的生态责任优势，使用由淀粉混合物制成的超
薄可堆肥密封剂内层。 这种组合不会影响气垫的可回收性，并通过再
制浆提供 100% 的回收潜力。

这种由 95% 的空气和 5% 的材料制成的轻质包装解决方案的好处显而
易见——这些材料是完全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的。

我们的客户需要准确、可靠的测试仪器来更好地了解新的材料，并确
保他们拥有与传统纸箱相符的损坏保护、抗污染特性。 



考虑尝试像 PaperWave 这样的新发明？ 在对您使用的包装材
料进行任何更改时，我们建议您投资购买可靠的测试设备，以
模拟现实世界条件和供应链试验。

您需要确定您的货物是否安全，不会从高处跌落或在存储期间
受压。 并对样品进行撕裂和落镖冲击测试，看看它们是否具
有合适的强度和结构。

又或许，您想了解 PaperWave 的气垫和淀粉混合物内层成分
的透湿性。 或者收集精确的水分测量值，以了解如果您的产
品泄漏或暴露于环境污染物时，会给这些新材料带来怎样的影
响。 而压力衰减泄漏测试将向您展示气垫如何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保持，以及它们保持其保护能力的时效性。

在此处了解更多工业物理的解决方案！

全球大流行已将安全和卫生推高为消费者的主要包装问题。为
了帮助防止病原体传播、杀死细菌和减缓霉菌的生长，部分企
业已经开始尝试使用能释放抗菌剂的包装。

令人惊讶的是，预计到 2024 年，不断增长的抗菌包装市场价值
将接近 120 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 50 亿美元！

大多数包装材料中都可以添加抗菌剂。 纸板制造和印刷行业将
通过使用抗菌薄膜、纸张和纸板包裹涂层，在抗击病毒的感染
传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但推动这种增长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 可持续性也是一个关键
因素。

防止病原体和环境污染物，延长保质期，使食品或药品保持更
新鲜——这创造了双重生态红利：首先，包装浪费减少，其
次，变质的产品浪费减少。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7%ba%b8%e5%bc%a0%e4%b8%8e%e7%ba%b8%e6%b5%86/


抗菌包装前景广阔。 但由于它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需要对技术进行
测试和改进。 进一步的开发将优化现有包装类型的抗菌效率、开发新
方法并检查其商业应用的安全性。

您需要做的，是确保您选择的抗菌添加剂与您使用的包装系统相得益
彰。

泄漏测试将帮助您了解您使用的纸板是否具有您需要的结构完整性。 
这样您就可以将您的产品和抗菌添加剂与环境污染隔离开来。 而有效
的渗透测试将确定液体、气体或蒸汽如何通过您正在探索的包装解决
方案的材料膜。

无论您在包装中使用普通纸板还是瓦楞纸板，无论您选择的柔性或刚
性，工业物理都能为您提供所需的可靠测试和检测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仪器——包括纸张白度测试、纸张厚度测试、瓦
楞纸包装测试、摩擦系数测试、内结合强度测试、撕裂度测试、剥离
测试、破裂度测试、平滑度测试及大量其他纸张行业相关测试。无论
您在寻找什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

工业物理拥有近百年的丰富经验，我们提供的设备可以让您确保纸板
包装的完整性。我们的测试确保您的纸张与纸类包装能够承受沉重的
重量，不受挤压，并最终以最佳状态交付给客户。

与工业物理团队取
得联系！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7%ba%b8%e5%bc%a0%e4%b8%8e%e7%ba%b8%e6%b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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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检验测试合作伙伴

工业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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