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楞纸板生产线》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

[2019]193 号），计划编号为 2019-0822T-QB 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佛山市富利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众松制辊有限公司、广东佛斯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广东

肇庆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协会。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18 年 11 月 26 日协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

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同时，对瓦楞纸板生

产线关键技术指标进行了试验数据的搜集，与相关标准中技术指标进行对比，在此基础

上编制出《瓦楞纸板生产线》标准草案初稿。 

2019 年 12 月 7 日在设备制造企业和部分用户开展了调研，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

相关企业标准；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将标准草案发给 5 家单

位征求意见，总共回收 2家的反馈意见，在回收各单位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后，进行了反

馈意见汇总和研究处理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2020年 8月起草小组成员就标准的编制

原则、技术指标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标准草案进行审议，并最终形成标准初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本标准由佛山市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众松制辊有限公司、广东

佛斯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广东肇庆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成员：高武兵、张云龙、林春浩、梁校勇、杨德祥、高艳飞、刘穗聪、陈

敬谦、黄倬。 

3、所做的工作：张云龙、林春浩、陈敬谦负责了调研，提供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

指标。高武兵、梁校勇、杨德祥、高艳飞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

结合实际应用 经验，对瓦楞纸板生产线的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刘穗聪、黄倬负



责调研工作，负责标准起草的全面协调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是在吸收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国内

同行、使用厂家的意见，并结合我国的行业现状而确定的。修订标准时既考虑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也力求技术性能向国外先进技术靠近，既要符合国内外行业发展需要，也要

符合国情。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说明 

现标准规定的瓦楞纸板生产线的范围。与 2000 年版相比更准确体现产品标准的架

构。 

把 2000年版最高速度不大于 250 m/min，幅宽不大于 3 000 mm调整为最高速度不

大于 400 m/min，且幅宽不大于 4 000 mm的瓦线，标准起草组在认真考察和了解瓦楞纸

板生产线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确认这是目前国内达到的技术水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修改说明 

2000年版中已经废除的标准现标准进行修改、调整。 

3、 增加术语和定义说明 

2000年版中没有对单瓦楞纸板、双瓦楞纸、三瓦楞纸板定义，会有歧义，因此在现

标准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4、 增加了瓦线组成可选配设备说明 

瓦线组成可选配设备增加了自动纠偏机，这是标准起草组在了解目前瓦楞纸板生产

线新增加设备作出的调整。 

5、 基本参数说明 

2000年版 4.1.1的“技术指标”标准起草组认为修改为现标准“瓦线基本参数的名

称和单位”更准确。 

6、 瓦线的规格说明 

表 1中增加的高速瓦线 WJ400-4 000规格，是在标准起草组在认真考察和了解瓦楞

纸板生产线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后，确认这是目前国内达到的技术水平。标准起草组

了解到 WJ60-1 200规格瓦线目前已经停产，因此删除表 1中低速型 WJ60-1 200规格。 



7、 工作条件说明 

2000年版 5.5中对使用的瓦楞原纸定量为和箱纸板定量有要求但没有对工作环境

温度、湿度、蒸汽、电源的电压与额定电压偏差要求，标准起草组认为没有这些工作条

件将会影响设备性能，因此根据生产厂家的提供的数据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8、 一般要求说明 

现标准把 2000年版 4.3一般技术要求进行细分，把 4.3.1、4.3.2、4.3.3、编入现

标准一般要求并重新进行编排，把 4.3.4编入现标准性能要求 5.3.4，把 4.3.5、4.3.6

编入现标准机械安全要求 5.5.1，把 4.3.7编入现标准标志 8.1.1，把 4.3.8 编入现标

准 5.2.1。2000年版 4.4.调整编入现标准的一般要求 5.1.5。2000年版 4.5 编入现标准

一般要求。标准起草组认为这样编排更符合产品标准的架构。现标准 5.2 增加了动平衡

试验要求，起草组专家根据国内目前情况，经讨论确认，增加了动平衡试验要求符合国

内实际情况，在制造精度方面有了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 

9、 材料、加工和装配质量、外观质量说明 

这是新加的一章，在 2000年版 4.3.8的基础上，标准起草组认为有必要对材料、

外观质量提出相应的要求提升质量。 

10、 性能要求说明 

2000年版 4.5.2瓦线验收的技术指标修改为现标准 5.3性能要求更准确。现标准最

高速度值依据是佛山市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给出的。瓦楞纸板切口精度的数值由 2000

年版 4.1.3编入现标准 5.3。现标准长度尺寸的极限偏差为±1 mm比 2000 年版±2.5 mm

有提高，两条对角线的长度差应不大于 2 mm比 2000年版 4 mm有提高，依据是佛山市

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试验得出的结果。在制造精度方面有了质量提升。 

2000年版瓦线验收的技术指标中对瓦楞纸板的质量检测包括耐破强度、边压强度、

厚度、含水率，并没有合格率这个性能要求，经过调查，目前瓦线生产厂家也没有合格

率这一指标。因此现标准不在性能要求中提出瓦楞纸板合格率要求。 

11、 重要零部件技术要求说明 

瓦楞辊楞型规格重新修订的数据由佛山市南海众松制辊有限公司提供。 

瓦楞的形状 

瓦楞的基本形状有 U形和 V形，U形的楞峰接近圆形，V形的楞峰接近尖形，我国

规定（推荐）瓦楞形状介于 U形和 V形之间，称为 UV形，其弹性和加工性能优于 V形，

而平压强度和用料方面又优于 U形。因此表 1的注瓦楞形状定为 UV形。 



瓦楞纸板的楞型 

瓦楞高度以及每 300mm 长度上的瓦楞数称为瓦楞纸板的楞型。楞型实际是对瓦楞尺

寸的有关规定。 

常用的楞型有：A瓦（型）、B瓦（型）、C 瓦（型）、E瓦（型），随着瓦楞辊制

作技术及包装业的发展，一些更小的如 F、G、N、0等楞型也随之出现。现标准楞型规

格表补齐了新出现的楞型。 

现标准瓦楞辊中高度删除了 2000年版 4.2.1.3中最高速度大于 60mm/min的限制范

围，依据是目前生产厂在最高速度小于 60mm/min 的瓦楞辊也要求带有中高度。 

其它提高的参数有： 

1) 压紧辊面对两轴颈公共轴线径向的圆跳动公差； 

2) 涂胶辊的辊表面对两轴颈公共轴线径向的圆跳动公差； 

3) 刮胶辊表面对两轴颈的圆跳动公差； 

4) 横切刀的刃口硬度； 

5) 纵切刀的硬度。 

提高的数值是生产厂商实际生产的反馈情况。 

这些修订使标准在制造精度方面有了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 

现标准删除 2000年版 4.2.2.2，依据是生产厂在最高速小于 120m/min的压紧辊也带中

高度，这条标准已无实际意义。 

12、 机械安全要求说明  

现标准把 2000年版 4.3.5和 4.3.6一般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13、 电气安全要求说明 

现标准电气安全要求按照 GB 5226.1—2019 对 2000年版 4.3.9进行修订。 

14、 试验方法说明 

瓦楞纸板生产线试验方法涉及材质检查、零部件制造质量检查、管路密封性情况检

查、外观质量检查、电气安全试验、机械安全检查、工作噪声测量、安装精度检测、静

平衡和动平衡试验、成品瓦楞纸板质量检查、性能检查等，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相

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现标准对 2000 年版进行完善。 

15、 检验规则说明 

检验规则是对 2000 年版第 6章进行修订，检验项目包括 2000年版第 6章的全部项

目，新增加了静平衡和动平衡试验、噪声测试、重要零部件检测、机械安全和电气安全



要求检查。 

1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现标准在 2000 年版第 7 章增加了运输和贮存，能保障瓦楞纸板生产线的运输和贮

存安全、可靠。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起草小组考察和了解了瓦楞纸板生产线试验验证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对试验

方法以及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标准起草小组认为，瓦楞纸板生产线试验方法

科学合理，各项技术指标先进、准确、真实，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检验项目和检验结

果见表 1 

表1 检验项目和检验结果 

 

从上表结果看出，检测了 2 家检测数据中（收集到的数据中），都达到合格率 100%。 

标准的要求体现了大多数企业的状况，限制了质量较差的产品的上市，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

平的提升，呈现修订后标准的先进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本标准实施后，可以被设备制造单位、使用单位、质量

监督和检测单位等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制造、使用、运输、储存、检测和管理，有利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结果 

1# 2# 

最高生产速度（m/min） 300 300 300 

长度尺寸偏差（mm） ±2.5 ±1 ±1 

垂直度极限公差（mm） 4 1.5 / 

成品瓦楞纸板耐破强度（kPa） 1100 1437 / 

成品瓦楞纸板变压强度（kN/m） 5 9.29 / 

接地电阻（Ω） ≤0.1 
工作台：0.028 

操作台：0.016 

电机：0.015 

工作台：0.05 

操作台：0.04 

电机：0.05 

绝缘电阻（MΩ） ≥1 49.6 31.6 

其他要求 按标准规定 合格 合格 

注：1#为佛山市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瓦楞纸板生产线、2#为广东肇庆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瓦楞纸板生

产线。（检测报告见附件） 



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

本标准的实施，无论对设备制造单位还是使用单位，必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本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制定项目，对于维

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轻工装备行业，轻工机械大类，制浆造纸机械中类，纸品加工机械小类，

体系编号为：041010001020300011CP。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次修订的标准性质与原标准一致，仍为行业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标准发布后由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本标准进行

宣贯，在行业内推广。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QB/T 2498—2000《瓦楞纸生产线》。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广东佛斯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广东肇庆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加入起草组，共同进行标准的修订。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