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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印刷纸》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轻型印刷纸是以化学机械浆为主，质地松厚，不透明度高，且表面无光泽的非涂布、低

密度印刷用纸。与胶版印刷纸相比，轻型印刷纸最大的特点是纸张松厚度高，在书刊印刷中，

可以用定量低的轻型纸代替定量高的胶版纸，在保证印刷质量和印刷品厚度的基础上能够降

低成本。此外，由于轻型纸定量小，成书后比较轻，受到了出版界和消费者的欢迎，且有助

于为学生减少负重，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95%以上的图书已采用轻型纸印刷。 

GB/T 26705—2011《轻型印刷纸》已实施近 11 年时间，对轻型印刷纸的生产起到了很好

的指导作用。但随着行业发展、技术进步，出现部分指标要求和当下市场需求的产品品质不

匹配的情况，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合当前行业需求，如 D65 亮度、耐折度、pH、印刷表面强度、

油墨吸收性等指标需要进行修订。此外，由于测试用标准油墨的变更，印刷表面强度和油墨

吸收性需重新规定，鉴于印刷表面强度是轻型印刷纸非常重要的印刷性能指标，目前已给产

品的生产、销售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一些企业不得不制定企业标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减少贸易摩擦和纠纷、促进轻型印刷纸行业的

发展，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造纸标委会）提出修订 GB/T 26705—2011

《轻型印刷纸》的申请。2021 年 7 月 21 日，国标委批准下达了《轻型印刷纸》国家标准修

订计划，计划项目号：20212023-T-607。 

2. 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7 月 21 日，《轻型印刷纸》国家标准修订计划项目批准下达之后，项目牵头单

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造纸院）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在造纸标委会

的微信公众号公开发文征集标准起草单位，并着手制定了该标准项目的修订工作计划。在完

成文献资料查找、行业情况调研、标准比对的工作基础上，为确保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

合理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在造纸标委会的微信公众号和中国造纸院的微信公众号公开征

集起草单位、标准验证样品，并于 2022 年 1 月牵头行业生产企业成立了《轻型印刷纸》标准

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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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3 月～6 月，起草小组初步完成样品的实验验证和数据处理工作。2022 年 7 月，

完成了《轻型印刷纸》草案。2022 年 7 月 22 日，标准起草小组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轻

型印刷纸》国家标准研讨会，来自中国造纸院的标准起草小组代表和来自其他起草单位的 16

名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后形成了《轻型印刷纸》（工作组讨论稿）。2022

年 8 月 24 日，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轻型印刷纸》国家标准第二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和代表

对标准修订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会后起草小组根据研讨结论补充试验验证，并对标准内容

进行了相应修改，最终形成了《轻型印刷纸》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征求意

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修订背景 

轻型印刷纸，又称轻型纸或轻质纸，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的蒙肯代尔首先发明和研制

生产，因此又被称为蒙肯纸；是以化学机械浆为主，质地松厚，不透明度高，且表面无光泽

的非涂布、低密度印刷用纸。和胶版印刷纸一样，轻型印刷纸也是我国图书出版、中小学教

材等主要印刷用纸之一，产品质量备受消费者和用户关注。其主要优点是挺度高、松厚度大、

不透明度高，色相柔和自然、无反光，作为中高档图书用纸，具有保护视力、质地轻盈和所

印书籍可长期保存。目前轻型印刷纸已被广泛应用于课本、教材、书籍、杂志等书刊印刷。

2016 年我国非涂布印刷纸产量为 1770 万 t，轻型印刷纸和胶版纸均属于非涂布印刷纸，主要

生产企业有华泰纸业、山东晨鸣、中冶纸业银河、岳阳林纸、山东金蔡伦、太阳纸业等。 

2. 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次修订是在原标准和标准样品试验验证数

据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企业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同时充分考虑轻型印刷纸产品的特点及标

准的适用性等内容编制而成。 

3. 标准主要内容 

2021 年 7 月以来，起草小组做了大量标准调研、专家咨询等工作，根据企业调研结果汇

总和标准样品的试验验证，经讨论，决定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内容有：轻型印刷纸的术语

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次重点修订的技术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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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松厚度 

松厚度是轻型印刷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指标，在厚度相同的情况下，轻型印刷纸可以

降低定量。 

（2）不透明度 

轻型印刷纸作为书刊印刷用纸，为避免出现透印问题，应具有一定的不透明度。 

（3）印刷表面强度 

印刷表面强度是轻型印刷纸非常重要的印刷性能指标，由于测试用标准油墨的变更，目

前已给产品的生产、销售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4）油墨吸收性 

油墨吸收性也是轻型印刷纸的印刷性能指标之一，因测试用油墨的变更，也需使用新油

墨进行重新验证和调整规定。 

4. 与 GB/T 26705—2011《轻型印刷纸》相比的主要技术指标变化 

与 GB/T 26705—201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本次标准修订对产品的技术指

标做了大量验证试验，详见试验验证部分。根据目前轻型印刷纸产品的质量状况，对松厚度、

D65 亮度、不透明度、耐折度、印刷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尘埃度、同批纸色差△E、检验

规则等进行了修订，主要技术指标变化包括： 

a） 更改了优等品的“松厚度”指标要求，将产品优等品松厚度提高，以体现产品特点； 

b） 将“亮度（白度）”指标名称更改为“D65 亮度”，以与 GB/T 7974 保持一致； 

c） 更改了“不透明度”指标要求，对指标值进行了加严； 

d） 删除了“耐折度（横向）的 MIT 法”指标要求，更改了“耐折度（横向）的肖伯尔

法”指标要求，以更符合目前产品实际质量水平； 

e） 更改了“印刷表面强度（正反面均）”指标要求，以与新的试验油墨测试结果保持

一致； 

f） 删除了“pH”指标要求及试验方法； 

g） 更改了“油墨吸收性”指标要求； 

h） 更改了“尘埃度”指标要求； 

i） 增加了同批纸色差△E 要求； 

j） 更改了检验规则。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 试验分析 



 4 

（1）范围 

考虑到周刊属于杂志中的一种类型，起草小组决定删除“周刊”，将范围修改为“本文

件适用于课本、教材、书籍、杂志等印刷用的轻型印刷纸”。 

（2）定量、定量允许偏差及横幅定量差 

轻型印刷纸的定量并不一定小，所谓轻型印刷纸是因为其单位质量的体积较大，即松厚

度比较大，同样厚度的课本，用轻型印刷纸印刷的，其质量较轻。 

目前，轻型印刷纸的定量范围较广，从 45.0～120g/m2 都有生产。起草小组两次样品征集

过程中，共征集到 6 家企业的 29 个标准样品，定量信息见表 1。 

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和收集的标准验证样品定量，发现目前市场上轻型印刷纸的定量规格

非常复杂。因此，起草小组在标准文本表 1 中增加了“注：可按订货合同生产其他定量的轻

型印刷纸” 。此外，定量允许偏差，因“±5.0”的表述已限制了规定范围，删除 2011 版标

准中的“≤”。 

表 1  征集的标准验证样品定量 

样品编号 定量（g/m2）  样品编号 定量（g/m2） 

1# 55.0 16# 70.0 

2# 58.0 17# 70.0 

3# 58.0 18# 70.0 

4# 60.0 19# 70.0 

5# 60.0 20# 70.0 

6# 60.0 21# 75.0 

7# 60.0 22# 78.0 

8# 60.0 23# 78.0 

9# 60.0 24# 78.0 

10# 63.0 25# 80.0 

11# 65.0 26# 80.0 

12# 68.0 27# 80.0 

13# 68.0 28# 80.0 

14# 70.0 29# 82.0 

15# 70.0 / / 

（3）松厚度 

松厚度是轻型印刷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指标，它是指一定重量的纸的体积，单位为

cm3/g。高松厚度意味着在厚度相同的情况下，轻型印刷纸可以降低定量。起草小组对征集到

了 29 个样品的松厚度进行了验证，结果见图 1。 

原标准 GB/T 26705—2011 中轻型印刷纸的松厚度指标要求为：优等品和合格品都大于等

于 1.50 cm3/g，两个质量等级的轻型印刷纸产品松厚度要求一致。根据起草小组试验验证，发

现 29 个样品中有 1 个样品的松厚度实测值为 1.44 cm3/g，不满足原标准要求，其他 28 个样品

都优于标准规定。此外，从表 1 可以看出，29 个样品中有 18 个样品（占 62.07%）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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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cm3/g，为了体现优等品和合格品的差异，同时考虑到征集样品的档次较高，本次修订将

优等品的松厚度要求改为大于等于 1.70 cm3/g，合格品要求保持不变（大于等于 1.50 cm3/g）。 

 

图 1  样品的松厚度实测值 

（4）D65 亮度 

ISO 亮度、D65 亮度等通常被造纸行业用来评价纸张的白度。原标准技术指标名称为亮

度（白度），为了与 GB/T 7974—2013 方法标准中术语一致，本次标准修订将指标名称更改为

D65 亮度。 

此外，原标准 GB/T 26705—2011 中轻型印刷纸的亮度（白度）指标要求为 68.0%～80.0%，

起草小组对征集样品的 D65 亮度进行了验证（见图 2），29 个样品中有 3 个样品超出了原标

准范围，这三个样品的 D65 亮度实测值分别为 80.4%、81.9%、80.9%，同时考虑与 GB/T 

24999—2018《纸和纸板 D65 亮度最高限量》国家标准中轻型印刷纸 D65 亮度的最高限值要

求一致（为 80.0%），本次修订 D65 亮度范围要求与 2011 版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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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品的 D65 亮度实测值 

（5）不透明度 

轻型印刷纸作为书刊印刷用纸，应具有一定的不透明度。2011 版原标准中，对于定量小

于等于 60.0 g/m2 的轻型印刷纸产品，规定优等品的不透明度应大于等于 82.0%，合格品的不

透明度应大于等于 80.0%；对于定量大于 60.0 g/m2 的轻型印刷纸产品，规定优等品的不透明

度应大于等于 85.0%，合格品的不透明度应大于等于 82.0%。 

结合起草小组对征集样品的验证情况（见图 3 和图 4），发现征集样品的不透明度水平整

体偏高。从使用者角度出发，避免出现透印问题，同时考虑所征集样品的档次较高，结合验

证情况，起草小组决定适当提高不同定量、不同质量等级的轻型印刷纸不透明度要求，调整

前后的技术要求见表 2。 

 

图 3  定量小于等于 60.0 g/m2 样品的不透明度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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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定量大于 60.0 g/m2样品的不透明度实测值 

表 2  修订前后的不透明度要求 

指标名称 版次  优等品 合格品 

不透明度/% 

定量≤60.0 g/m2 
2011 版标准 ≥82.0 ≥80.0 

本次修订 ≥85.0 ≥82.0 

定量＞60.0 g/m2 
2011 版标准 ≥85.0 ≥82.0 

本次修订 ≥88.0 ≥85.0 

 

（6）抗张指数 

抗张指数是影响轻型印刷纸再印刷和使用性能的物理强度指标。原标准对不同形式的轻

型印刷纸，即卷筒纸和平板纸，分别进行了规定。起草小组对所征集到的 29 个平板纸样品进

行了验证，得到纵横向平均的抗张指数实测值，见图 5。29 个平板纸样品中，有 2 个样品不

满足原标准合格品的要求，有 13 个样品满足优等品的要求，剩余 14 个样品为合格品。考虑

到印刷机对卷筒纸的抗张指数要求更高一些，本次修订保留原标准对卷筒纸（纵向）和平板

纸（纵横平均）的不同指标要求。针对不同形式轻型印刷纸的优等品和合格品具体指标要求，

本次修订未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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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平板纸样品的抗张指数实测值 

（7）耐折度（横向） 

对轻型印刷纸而言，在印刷过程中，有些高品质的印刷品以及印后加工折页环节中对轻

型印刷纸的耐折度有一定的要求。原标准规定轻型印刷纸的耐折度测定可采用肖伯尔法或

MIT 法，起草小组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面向生产企业和检测中心广泛调研轻型印刷纸

的耐折度实际试验方法，发现目前轻型印刷纸行业大部分采用肖伯尔法。因此，本次修订只

保留了肖伯尔法，删除了 MIT 法。同时，经调研，耐折度的肖伯尔法测试结果在 3 次以上，

已能满足下游客户对轻型印刷纸的印后模切、压痕工序要求。因此，本次修订，起草小组将

耐折度（横向）指标要求调整为优等品大于等于 5 次，合格品大于等于 3 次。 

（8）印刷表面强度（正反面均） 

印刷表面强度是轻型印刷纸非常重要的印刷性能指标，由于测试用标准油墨的变更，目

前已给产品的生产、销售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起草小组对 18 个典型样品的正反面印刷表面强

度采用新油墨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原标准未对优等品和合格品作出区分，结合试验结果，本次修订要求优等品的印刷表面

强度（正反面均）应大于等于 1.20 m/s，合格品应大于等于 1.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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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样品的印刷表面强度实测值 

（9）pH 

2011 版原标准要求轻型印刷纸的 pH 范围为 6.0～8.0，因行业生产工艺的调整，原来是

出于酸性施胶的考虑，现在行业均采用中性施胶，规定 pH 意义不大，因此起草组讨论后，

删除了 pH 指标。 

（10）油墨吸收性（正反面均） 

油墨吸收性是轻型印刷纸的印刷性能指标之一，若吸收性较强，虽印刷质量好，但易引

起印刷纸张粘张现象，印刷成本也较高；若油墨吸收太弱，可能会出现印刷发花，所以油墨

吸收性需在一个较为适当的范围内。因测试用油墨的变更，起草小组对 18 个典型样品的正反

面油墨吸收性采用新油墨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如图 7 所示。根据从试验数据看，新油墨的

测试数据偏低，原标准油墨吸收性范围为 50%～60%，新油墨测试数据在 19%～41%之间，

考虑标准的适用性，本次修订调整为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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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样品的油墨吸收性实测值 

（11）尘埃度 

原标准技术指标中的尘埃度的要求过低，规定优等品的尘埃度（0.3 mm2～1.5 mm2）小

于等于 60 个/m2，合格品小于等于 120 个/m2。这与目前实际生产和应用中轻型印刷纸尘埃度

的水平有些背离。起草小组通过对所征集样品的尘埃度进行试验验证，发现 29 个样品（0.3～

1.5）mm2 范围的尘埃度都≤60，考虑到所征集样品档次可能较高，不能代表所轻型印刷纸的

实际水平，本次修订对尘埃度指标进行了适当加严。 

（12）同批纸色差△E 

每批轻型印刷纸应色泽一致，不应有明显差别，本次修订增加了“同批纸的色差△E 应

不大于 2.0”的规定。起草小组对征集样品进行了抽样试验，发现色差结果普遍偏低，但考虑

到所征集样品可能来自于同张纸的裁切，不能代表同批次产品的整体水平，经向企业调研，

发现行业龙头企业同批轻型印刷纸的色差水平在 1.5 左右，综上，起草小组经研讨，一致同

意规定同批轻型印刷纸的色差△E 应不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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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样品的色差实测值 

 

2.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轻型印刷纸主要用于印刷课本、教材、书籍、杂志等产品，产品经济效益较好。本标准

的修订，调整了印刷表面强度、油墨吸收性的规定值，有助于提升产品印刷性能，并进一步

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该标准对响应国家绿色印刷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内容不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即可。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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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该标准发布后半年实施。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废止 GB/T 26705—2011《轻型印刷纸》。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