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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品概况 

 

一、脂松香简介 

脂松香是以松树松脂为

原料，通过不同的加工方式

得到的非挥发性天然树脂，

是一种硬而脆的透明固体物

质，浅黄色到黄红色，具有

松林中特有的香味，有热塑

性的玻璃体物质。脂松香是一种具有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其

成分因松树种类不同而略有差异，主要由树脂酸组成，另有

少量脂肪酸和中性物质。在一般的脂松香中，树脂酸的含量

为 85.6～88.7%，脂肪酸含量为 2.5～5.4%，中性物质的含量

为 5.2～7.6% 。软化点 70～90°C，比重 1.070～1.085，溶解

热 15.8kcal/kg，脂松香具有结晶特性，容易产生结晶现象。 

二、脂松香的生产工艺 

脂松香的简单加工是指将挥发性的松节油与不挥发的

松香分离，并除去杂质和水分。由于松节油具有挥发性，沸

点相对较低，加热过程中先逸出，经冷凝后收集，留下的便

是脂松香。松脂加工的主要方法有水蒸气蒸馏法和滴水法。

其中，水蒸气蒸馏法又分为连续式、间歇式和部分连续式等

工艺。不同的加工方法有不同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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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法松脂加工工艺（直接火法） 

直接火法就是把松脂直接装于蒸馏锅内，锅底用直接烧

火进行加热，故称为直接火法。由于本法在蒸馏过程中，当

加热到规定温度时，必须滴入适量清水，产生出水蒸汽，降

低蒸馏温度，蒸出松节油，所以直接火法又称为滴水法。 为

了降低蒸馏温度，采用滴水法松脂加工工艺。当松脂加热到

一定温度时，滴入适量清水，水很快变成水蒸气，与松节油

的蒸汽一同蒸出，在冷却器冷却后进入油水分离器，分离后

得商品松节油。蒸完松节油后，趁热从锅内放出脂松香，过

滤除杂后，包装得脂松香。 

滴水法属于简单的松脂加工工艺，其特点是投资小，技

术要求也不高，适宜于远离工业城市的山区生产。但由于滴

水法直接用火加热，温度不易控制，产品质量不稳定，且易

滋生火灾，生产规模也不宜太大。  

（二）水蒸气蒸馏松脂加工工艺 

水蒸气蒸馏松脂加工工艺采用水蒸气作为加热和解吸

介质，加工过程分为三个工段，分别是松脂的熔解、脂液的

液制和脂液的蒸馏。先将松脂加热并加入松节油和水，使之

熔解为液态，滤去杂质，同时加入脱色剂，除去松脂中的铁

化合物。再用热水洗涤，澄清，得净制脂液，净制脂液经过

热水蒸气蒸馏，得到脂松香和松节油。 松脂的蒸汽法加工

分三个工序进行：即松脂熔解、熔解脂液净制和净制液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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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三个工序都连续进行，称为连续法；若三个工序全部间歇

进行，则称为间歇法。但也有些工厂，某些工序采用连续法

而另一些工序采用间歇法的生产方式。 

三、分类和国家标准 

（一）分类 

1、按照来源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可将松香分为脂松香、

木松香、浮油松香。 

脂松香使用采割的形式收集松脂再加工提炼而成，其特

点是对松树能连续采割，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脂松香产

量占松香产量的比重超过 60%。 

木松香是将松根或树干切碎，用溶剂浸提出树脂，经加

工提炼出来的松香。主要产于美国，原料依赖于该国东南部

的原始松林，现在由于森林资源减少，导致木松香原料短缺，

产量由 1950 年 31.6 万吨，降至目前 2 万吨。前苏联也生产

木松香，由于资源减少，产量也急剧下降，目前在松香产量

中的占比不及 5%。 

浮油松香来自木材制浆造纸工业，从硫酸盐制浆中回的

黑液经加工而得，原来在性能上不如脂松香，后来由于质量

不断提高，如今性能己与脂松香相近，产量占整个松香产量

的比重在 30%左右。 

2、根据采脂树种的不同分为马尾松脂松香、湿地松脂

松香、云南松（思茅松）脂松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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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标准 

马 尾 松 、 云 南 松 脂 松 香 目 前 执 行 的 标 准 为

GB/T8145-2003，按照外观、颜色、软化点、酸值、不皂化

物、乙醇不溶物、灰分等指标，将马尾松、云南松脂松香分

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等级别；湿地松脂松香的执行标

准为 GB/T 29591-2013。 

级

别 
外观 颜色 

软 化 点

（ 环 球

法）/℃ 

≥ 

酸 值 /

（mg/g） 

≥ 

不 皂 化

物/（%） 

≤ 

乙 醇 不

溶 物 /

（%） 

≤ 

灰 分 /

（%） 

≤ 

特

级 

透明 

微黄 
符合

松香

色度

标准

块的

颜色

要求 

76.0 166.0 5.0 0.030 0.020 

1 淡黄 

2 黄色 
75.0 165.0 5.0 0.030 0.030 

3 深黄 

4 黄棕 
74.0 164.0 6.0 0.040 0.040 

5 黄红 

四、用途 

脂松香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材料，广泛应用于造纸、

油墨、油漆、合成橡胶等行业，主要用途如下：   

（一）肥皂工业  

脂松香与纯碱或烧碱一起蒸煮，形成松香皂。松香皂具

有很大的去污力，易溶于水，能溶解油脂，易起泡松香沫。

松香具有粘性，可使肥皂不易开裂和酸败变质。   

（二）造纸工业  

脂松香在造纸工业上用作抄纸胶料。脂松香与苛性钠制

成松香钠皂，即胶料，胶料与纸浆混合并加入明矾，使松香



8 
 

成为不溶于水的游离树脂酸微粒附着在小纤维上，当纸浆在

干燥圆筒上滚压加热时，脂松香软化填充在纤维之间，这种

作用叫“上胶”或“施胶”。纸张“上胶”后，可增强抗水性，防

止墨水渗透，改善强度和平滑度，减少伸缩度。  

（三）油漆涂料工业 

脂松香易溶于各种有机溶剂，而且易成膜，有光泽，是

油漆涂料的基本原料之一。脂松香在油漆中的作用是使油漆

色泽光亮，干燥快，漆膜光滑不易脱落。  

（四）油墨工业  

脂松香在印刷油墨中主要用作载色体，并增强油墨对纸

张的附着力。油墨中若不用脂松香，印制成的墨迹就会色调

呆滞，模糊不清。  

（五）粘合剂工业  

以松香酯和氢化松香酯为基本原料的粘合剂，常用作热

熔性粘合剂、压敏粘合剂和橡胶增粘剂。 

（六）橡胶工业  

脂松香在橡胶工业上用作软化剂，可增加其弹性。歧化

松香钾皂可作合成。 

（七）食品工业  

氢化松香甘油酯与天然糖胶树胶、蜡、醋酸乙烯等一起

加热溶融，然后加香料、砂糖及色素等调匀，可制成口香糖。

在屠宰场中宰杀猪、牛、羊时，经过用脱毛机械操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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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在动物体和头部的毛可用由 88-94%的熔融脂松香和

6-12%的棉籽油所组成的脱毛剂来除去。 

（八）电气工业  

用脂松香35%与光亮油 65%配制成绝缘油在电缆上用作

保护膜，起绝缘及耐热作用。脂松香和电木以及其他人造树

脂相混合用作绝缘清漆 。 

（九）建筑材料工业  

脂松香在建筑材料工业上主要用做混凝土起泡剂和地

板花砖粘结剂。松香也用作氯乙烯石棉瓷砖的粘结剂。脂松

香和亚麻油、碳 酸钙、木炭、颜料等在一起混合可制造地

毡瓷砖。 

（十）其它用途 

脂松香还可应用于医药、电子工业、日用、轻工业品等

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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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脂松香市场概况 

 

一、脂松香的产业链 

 

松脂是松树或松类树干分泌出的树脂，马尾松、湿地松、

思茅松（云南松）等松树种类为主要的产脂树种。将松脂经

过水蒸气真空蒸馏，其馏出物即为松节油，容器内的剩余物

经过过滤后即获得成品脂松香。 

脂松香是松脂的下游产品，整个产业链的生产较为简单

和成熟。一般而言，1 吨湿地松松脂可生产 0.75 吨脂松香和

0.18 吨松节油，1 吨马尾松松脂可生产 0.78 吨脂松香和 0.12

吨松节油。当前国内大部分企业既开展脂松香收购与生产业

务，又开展脂松香的销售业务（直销），即执行产销一体化

的业务模式；也有少量企业（或分销商）开展脂松香的贸易。 

二、脂松香的供给 

世界每年脂松香产量约 120 万吨，国际市场脂松香年贸

脂农 收购商 松香厂 经销商 

经销商 深加工企业 

终端客户 

销 

售 

销售 

销售 

分销 

销售 

分销 
终端客户 

销售 

销售 

销 

售 

销 

售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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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量约 40 万吨，脂松香生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国家：中

国、美国、印度、印尼、巴西、葡萄牙、墨西哥等。其中我

国每年供应国际市场 30 万吨左右，约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

70%。 

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规模化生产脂松香与松节油，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脂松香生产国家，国内的产量占据世界

总产量的 70%左右。 

我国松脂、脂松香、松节油主要生产地区在南方，传统

上广西省、云南省、广东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南省为六

大产区，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90%左右；其他省份，如贵

州省、湖北省、海南省、四川省、重庆市、河南省，亦为脂

松香的产区。 

受气候、价格及经济环境的影响，松脂产量波动较大，

对脂松香产量波动的影响也较大，下表为 2008-2013 年我国

脂松香产量变化表： 

2008-2013 年我国脂松香产量 

时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产量（万吨） 58.7 57.5 64.9 77.3 69.0 42.1 

注：2013 年数据以 1-10 月数据进行估计 

三、脂松香的需求 

全球脂松香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消费比

例是：美国 26%，欧洲 27%，日本 10%，中国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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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近年来，国际上一些脂松香生产国因劳动力价格上涨

而削减了脂松香的产量，给我国的脂松香出口增大了空间。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工厂、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国

内各行业原材料需求增幅较大，国内应用松香的几大行业以

及深加工产品用量也越来越大，国内松香消费省份主要有江

苏、上海、山东、广西、广东等。松香的需求增加，使得松

香市场对出口依赖日益减少，国内市场对中国松香价格影响

越来越大。 

下图为 2008 年-2013 年来我国脂松香的产量、消费量及

出口量数据。 

 

四、近年来的价格走势 

从近几年脂松香价格波动情况来看，脂松香的价格波动

都较大，2013 年脂松香价格出现了大幅上升。近五年来脂松

香的价格在 8000 元/吨-22000 元/吨之间大幅波动，近期的价

格水平为 16000 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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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为黄埔码头马尾松松香（2012.10.15-2013.10.15）价

格走势，资料来源于华讯松香网 

五、影响脂松香价格的主要因素 

影响脂松香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脂松香的生产成本包

括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加工成本。不同松林资源成本有所

不同，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常常因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 

（二）供求关系 

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当某一商品出现供大于求时，其

价格下跌，反之则上扬。同时价格反过来又会影响供求，即

当价格上涨时，供应会增加而需求减少，反之就会出现需求

上升而供给减少，因此价格和供求互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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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供求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库存。脂松香的库存分析基

准是广州黄埔港库存。 

（三）宏观经济形势 

脂松香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需求量与经济形势密切相

关。经济增长时，脂松香需求增加从而带动脂松香价格上升，

经济萧条时，脂松香需求萎缩从而促使脂松香价格下跌。在

分析宏观经济时，有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一是经济增长率，

或者说是 GDP 增长率，另一个是工业生产增长率。 

（四）国家政策 

1、进出口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是通过调整商品的

进出口成本从而控制某一商品的进出口量来平衡国内供求

状况。我国已逐步降低脂松香出口退税率，从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取消了对脂松香的出口退

税。这要求国内的生产经营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升级。 

2、财政补贴，为了促进松树种植面积的提升与松林资

源的保护，国家支持农户开展松林种植，对松树种植执行每

亩 300 元的财政补贴，该部分农户申请贷款用于松林种植的，

国家给予 3%的贴息。 

（五）汇率波动 

国际上脂松香的交易一般以美元标价，而目前国际上几

种主要货币均实行浮动汇率制。随着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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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启动，国际外汇市场形成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

之势。由于这三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经常发生较大变动，

在国际贸易中脂松香价也必然会受到汇率的影响。  

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元、日元和欧元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脂松

香价格短期波动，但不会改变脂松香市场的大趋势。 

（六）松香消费的拓展 

消费是影响脂松香价格的直接因素，以脂松香为原料的

行业发展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早期的松香消费

中，脂松香被广泛用于民乐乐器中的摩擦增音剂、电器中的

简易固件粘合剂。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化工领域使用，具有

软黄金的美誉。这标志着脂松香在新工业时代中的地位在逐

步提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其应用领域将得以更广泛

的拓展。 

（七）其它大宗商品价格 

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大对脂松香价格的影响，主要是

脂松香在深加工中，往往与相关大宗商品关系密切。国际原

油价格、天然橡胶价格的变动与脂松香价格变动关系最为密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