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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暨生态环境专题学术交流会开幕

8月 13日上午，第十一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暨生态环境专题学术交流会在盱眙县开幕。

来自全国凹土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就“构筑生态环境共同体，探索绿色发展新途径”进行深入

研讨。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副市长唐道伦，县委书记梁三元，县委

副书记、代县长朱海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玉祥，县政协主席胡启新，县委副书记陈俊祥，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凹土产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顾强等省市县领导出席开幕式。

周建民在开幕式上表示，盱眙如今所探索建立的凹土载体、科研、企业一体化的产业发

展格局，标志着凹土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突破、跨越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唐道伦希望盱眙县凹土产业的发展，要完善规划，靠规划引领资源的开发；要不断突

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做大做强；要主动发力，开拓市场；要努力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在

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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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三元表示，站在“十三五”新的起点上，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盱眙县将在全市

的整体布局中，瞄准更高定位、增创更多特色。重点将在个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体现凹土

贡献，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科技支撑和

市场占有率，在盱眙实现“一高双强”的征程

中，展现新作为、构筑新优势；二是形成

凹土标志，策应环保要求，注重成果转化，

培育国际性研发机构，形成全球性科研成

果，开发新产品、抢占制高点；三是做出

凹土示范，在龙头企业培育、实现主板上

市等方面走在前、探好路，在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上创新实践、久久为功。

仪式上，顾强对盱眙县凹土产业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县领导为凹土创新创意产品设计

征集大赛名次获得者颁奖，并与凹土企业举行政企签约仪式；市县领导还为部分招引的凹土

企业进行授牌。

在随后的报告会上，凹土产业相关专家还共同研讨了凹土产品的深加工、应用和发展前

景等问题。 (来源：盱眙政府网 8月 13日报道)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 盱眙县人民政府开放性课题

验收会举行

8 月 11 日下午，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 盱眙县人民政府开放性课题验收会在盱眙县

香兰大厦 6楼会议室举行，专家组成员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刘晓勤、东华大学教授陈大俊、中

国矿业大学教授郑水林、中南大学教授杨华

明、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主任王爱勤、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理事会秘书长郑茂

松、盱眙县财政局副局长周本才对“坡缕石

黏土-羟基锡酸锌复合高分子材料阻燃抑烟

剂的制备及工业化推广”等共 9个课题进行

验收。刘晓勤教授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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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各位专家依据各课题项目合同指标，对各个课题的完成情况进行现场答辩、评审，

会后将对专家评审意见进行汇总后，通知各位课题负责人。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 盱眙县人民政府开放性课题

中期检查会举行

8 月 12 日上午，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 盱眙县人民政府开放性课题中期检查会在盱

眙县香兰大厦 6楼会议室举行，专家组成员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刘晓勤、东华大学教授陈大俊、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郑水林、中南大学教授杨华明、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理事会秘书长郑

茂松、盱眙县财政局副局长周本才对 2015 年开放性课题“凹凸棒石黏土功能性饲料产品的

研发”等共 6个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刘晓勤教授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会议。

2015 年度开放性课题研究开发项目按照项目经理制和“项目+课题”的形式组织，项目

采取“事前立项、中评补助、重点支持”的资助方式，由课题承担单位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

发活动，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后，依据专家评审结果和项目进展达合同指标情况，按比例支付

经费。会上各位专家对各个课题的进展情况进行现场答辩、评审，会后将评审结果报理事长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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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第二届第三次技术委员会

和理事会联席会议召开

8 月 12日下午，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第二届第三次技术委员会和理事会联席会议

召开，旨在总结交流中心取得的

成绩，讨论盱眙凹土科技提升方

向，谋划盱眙凹土产业发展之路。

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

院长周健民出席并主持会议。县

委副书记、代县长朱海波，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凹土科技产

业园党工委书记顾强等领导及中

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夏春谷，常州大学副校长、教授丁建宁，淮阴工学院

副校长张有东，环保部南京环科所副所长李德波等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

心第二届技术委员会委员、理事会理事出席会议。市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朱海波表示，近些年来，在全体凹土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实现了政府、科研院所和凹

土企业的资源优势叠加，而且形成了凹土产业链、资金链和技术创新链的多重融合，有力促

进了凹土产业快速发展。站在“十三五”新的起点，盱眙将重点培植凹土引领性企业，依靠中

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等平台作用，力争将凹土产业打造成百亿级产业。朱海波从以确立行

业领导地位为己任，全力掌握核心技术;以抢占高端市场为目标，着力打造一流产品;以促进

产业发展为导向，大力培植优势企业等三方面提出了期望。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

盱眙凹土产业高速发展的关键之

年。周健民强调，要围绕建设产业

研究院和打造百亿级产业两大奋斗

目标，进一步凝聚共识，落实措施，

形成合力，推动发展。周健民指出，

中心要立足打造开放式、构建一体

化综合服务平台，创新“走出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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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提升开放合作辐射力，推动合作交流平台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

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激活创新动力、集聚创新资源，促进新知识、新

技术市场化、产业化。进一步放开和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多渠道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加快形成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加快推动产业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政府要出政策、搭平台，为凹土产业发展营造更为良好的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了理事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人事变动;听取和审议了中科院盱眙凹土

研发中心的工作报告;分别听取了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中科院广州能源所

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常州大学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中

科院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研发中心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盱眙凹土产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会上，理事会理事、技术委员会委员还就盱眙凹土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心工作和

建设等分别发表了意见。(来源：盱眙政府网 8月 13日报道)

盱眙县举行凹土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

8 月 13日上午，盱眙县举行凹土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副市长唐道伦，省农委副巡视

员袁日进，县委书记梁三元，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朱海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姚玉祥，县政

协主席胡启新，县委副书记陈俊祥，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凹土产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

记顾强等省市县领导出席活动。

梁三元在仪式上指出，盱眙已明确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把凹土产业打造成百亿级产

业，建成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目标的实现，需要在项目招引上持续跨越。在实现“百亿

凹土梦”的征程中，需要用实干来落实宏伟蓝图。凹土产业园区要以助力国家级开发区创建

为契机，在提升产业集聚度、经济开放度、产城融合度上下功夫，实现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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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三元强调，项目引资帮办单位，要大力弘扬“新五办”作风，认真落实项目捆绑推进机

制，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节点化的要

求，常态化帮办、精细化服务，在第一

现场推进项目，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确保开工项目早日竣工投产、竣工项目

保持良好运营。希望投资主体要高标准

规划、高起点建设、高质量管理、高效

能运作，努力建设精品项目、示范企业，

在盱眙这片热土上创新创业。让我们共

同努力，为盱眙实现“一高双强”目标，构筑新引擎，为全市“打造增长极，共筑崛起梦”，作

出新贡献。

活动中，凹土企业相关负责人，还对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前景做了介绍。

据了解，本次开竣工项目共有 9个，既有凹凸棒添加剂等深加工项目，也有科技含量高

的技改项目。这些项目将为盱眙县的凹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并为全县工业经济持

续奋进提供新的支撑。(来源：盱眙政府网 8月 13日报道)

中国科学院 STS 项目启动仪式在盱举行

8 月 1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江苏凹土产业关键技术创

新体系与示范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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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民，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朱海波，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凹土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记

顾强及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夏春谷，中科院南京分院院地合作处处长尹

睿等领导、专家出席活动。市县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朱海波表示，盱眙将以 STS项目

实施为契机，一如既往地重视并支持

与中科院及高校院所的合作，进一步

增强加快科技创新的紧迫感，不断完

善院地共建合作机制，着力为中科院

及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更多的凹土科技成果实现

产业化应用，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发展。希望 STS 盱眙项目能够更好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

完善高水平研发和示范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凹土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高值化利用，不断提高凹土产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周健民指出，经过近些年的努力，盱眙凹土研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科学院在盱眙

设立了全国唯一县级研发中心——

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中心，这是一次打破常规、解

放思想的探索。该项目落户盱眙,充

分体现了中科院及南京分院对盱眙

凹土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视，希望盱

眙高度重视，抢抓机遇，精准谋划，

全力以赴做好项目。该项目有着明

确的应用目标和产业化目标，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更加紧密地与企业加强合

作，促进新知识、新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各项目参加单位要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加强规范

管理，跟踪项目进展，促进成果转移转化。项目还要依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合作。要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等措施，结合实际制定人才引进体制机制,不断提升企业承接

和转化科研成果的能力；要通过研发带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凹土产业的发展。周健

民希望各参加单位进一步加强合作，整合资源，为实现建设产业研究院和打造百亿级产业两

大奋斗目标作贡献。

启动仪式上，项目负责人作了建设内容的汇报；项目参加单位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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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STS计划，即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是中科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服务国家、地方经济。该项目是以提

高凹土产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围绕凹土资源，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

术的协同开发与研究，通过搭建互联网+凹土产业信息服务、技术成果转化等平台，重点突

破低品位凹土高值化利用、凹土霉菌毒素吸附剂高值产品制备、纳米凹土绝缘介质浆料高端

产品制备、纳米凹土基铁炭微电解填料高值产品制备等关键技术。这是中科院对凹土产业发

展的又一项重要科技支持，也是全省唯一的项目。(来源：盱眙政府网 8月 13 日报道)

省凹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品发布会在盱举行

8 月 13 日下午，江苏省凹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品——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

附剂发布会在盱眙县召开。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夏春谷，市科技局局长

李太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凹土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记顾强等领导、专家、客户代表

出席本次活动。

顾强对研发出这一产品的江苏神力

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兰州

化学物理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

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他说，凹

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的研发成功

是整个凹土产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具

有重大科技上的突破意义。它不仅替代

了国外的类似产品，也填补了国内这一

产品的空白。它的发明紧扣着饲料、食

品等产业链，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在

凹土基础研究上也有着重大突破意义。

就如何就一步发展做强凹土产业，

顾强指出，在产品研发上研究团队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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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进一步紧扣产业发展的方向，增加科技研发和产业的结合；在企业发展上各凹土企业要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的引领、对实地产业发展的贡献；在凹土科技园区和党工委角度上

要以第十一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为新的起点，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并进。

会上，相关研究员和教授对该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实验及应用方案做了详细报告。

5家企业现场进行了签约合作。用户代表对产品的应用做了发言。(来源：盱眙政府网 8月 1

4 日报道)

县领导推进凹土产业招商工作

7月 5日下午，盱眙县凹土产业招商小组

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常委、凹土科技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顾强，县政协副主席成兆友等县领

导出席会议，凹土产业招商小组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人参加会议。

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顾强提出具体要

求：一是加强凹土产业招商小组招商活动和日

常活动的组织。不断完善方案，建立动态分析

机制，定期通报会办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工作

常态化、高效化开展。二是加快项目转化力度。

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

措施，围绕既定目标，加快招商项目推进步伐，

力促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三是齐心协力办好本届凹土产业高层论坛活动。各

成员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卯足干劲抓项目，以优异的招商实绩为本届凹土产业高层论坛活

动增光添彩。

会上，凹土管委会汇报了凹土产业小组招商情况;各成员单位重点汇报了各自在手、在

谈的重大项目线索和信息以及利用外资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来源：盱眙政府

网 7月 6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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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凹土材料产品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通过中期检查

8 月 18 日，淮安市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计划项目中期检查会在盱眙举行，淮安市科技局

领导和相关专家听取各项目负责人汇报，并现场进行答辩评审。

中心和淮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联合申报的“盱眙凹土材料产品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参加中期检查，中心副秘书长张锦蓉作汇报。平台建设以 2015 年 7 月中科院盱眙凹土

研发中心获批江苏省凹土材料产品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为背景，围绕研发设计、产品检测、

标准化研究、科技咨询、人员培训开展工作。张锦蓉副秘书长从项目简介、项目进展情况 、

经费到账与使用情况 、项目已取得成就、项目下一步工作计划五个方面介绍了平台建设情

况。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完成相关合同指标，经费使用合理，同意通过中期检查，被评定

为 A档。

中心人员参加 2016 中国非金属矿产业技术研讨会暨

交易博览会

8 月 27 日-29 日，2016 中国非金属矿产业技术研讨会暨交易博览会在昆山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中心以及盱眙博图凹土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会场设置展台，向与会人员介绍盱眙

凹土研发成果，展示盱眙凹土产品，展览期间得到来自全国各地参展人员的广泛咨询。

在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 全国非金属矿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心被授予“中

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 全国非金属矿专委会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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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中心理事会秘书长郑茂

松研究员作“凹凸棒石黏土深加工与进

展”特邀报告，郑茂松研究员从凹凸棒

石黏土性能特点、凹凸棒石黏土研究应

用、凹凸棒石黏土创新需求、凹凸棒石

黏土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向与会人员介绍

了盱眙凹土的应用与发展。

此次博览会，中心和盱眙凹土企业对外有效推广凹土产品，让更多人了解盱眙凹土的

研发以及应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中心人员通过此次参展见识了更多新材料的研究应

用以及先进设备的制造使用，对把握行业发展动态、提升自身能力水平起到很大作用。

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全国非金属矿专

委会成立大会在昆山召开

8 月 28 日上午，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全国非金属矿专委会成立大会在昆山国际

会展中心召开。

出席大会的主要来宾有科技部原司长张

明见主任、原总装备部李钢少将、原总装备

部赵新国少将、贺州市人民政府黄志民副市

长、工信部节能司黄建忠巡视员、中国绿色

建材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国建材报社副

总编辑刘彦广先生、贺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刘宁先生、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副会长

唐靖炎先生、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非金属矿

综合利用研究所冯安生所长、中国非金属矿

工业协会矿物加工利用技术专委会祖占良秘

书长、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膨润土专委会

邵晨秘书长、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黏土专

委会陈丽昆秘书长、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13

滑石专委会张洪国秘书长、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墨专委会刘荣华副秘书长、中国绿色建

材产业发展联盟工业固废应用技术专委会秦文臻秘书长、江苏密友粉体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吴建明董事长、湖南超牌科技有限公司冯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郑水林教授、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以河院长、北京科技大学林海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沈志刚教授、中南大学杨华明教授、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郑茂松教授、

中国建材报社杨静主任、昆山塑料协会罗立成秘书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刘钦甫教授、

中关村国家环境服务业发展联盟徐福州博士、长春科技大学王进贤院长、北京金隅集团水泥

事业部杨亚晋副主任、石家庄铁道大学研究生院张光磊副院长、中国建材工业规划设计院王

刚主任、中国建材工业规划设计院索也兵主任、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关杰主任、贺州市矿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朱学辉董事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金属矿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代表。

大会主要介绍了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全国非金属矿专委会筹备情况，成立了中国

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全国非金属矿专委会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

科技部原司长张明见主任、原总装备部李钢少将、原工信部黄建忠副巡视员、中国绿色

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刘彦广秘书长共同为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全国非金属矿专委会揭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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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林明炯副局长一行到中心考察指导

2016 年 8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林明炯一行在中科院南京分院

办公室主任范晓松的陪同下来到中心考察指导。林局长一行在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陪同

下，参观了正在搬迁的实验室，观看了凹土 3D宣传片，随后与中心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交

流。

座谈会上，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副主任郑茂松，介绍了中心在

推动凹土产业创新驱动方面的工作进展；王爱勤研究员介绍了兰州化物所盱眙中心的工作进

展及其在工艺升级等方面开展的工作。林局长对中心围绕特色产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

说，在今年召开的“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

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而中心的工作就是具体的实践和践行。

他希望多宣传具有特殊性能的凹凸棒石矿物材料，进一步挖掘凹凸棒石的应用性能，为凹凸

棒石的高值利用做出更大贡献。（来源：中科院兰州化物所网站）

宁波材料所在新一代动力锂电池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电动汽车面临续航里程短和安全性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其大规模推广。如果电

动汽车拥有与燃油车相当的续航里程（~500公里），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时将不再有里程焦

虑，有利于实现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推广。目前商业化的动力锂电池能量密度一般在 150Wh/kg

上下，要实现续航里程翻倍，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必须翻倍至 300-400Wh/kg。从技

术层面看，采用更高比容量的正负极材料是提高电池能量密度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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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正极材料中，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放电比容量高达 300mAh/g，是当前商业化应用磷酸铁

锂和三元材料等正极材料放电比容量的一倍左右，因而被视为新一代高能量密度动力锂电池

正极材料的理想之选。虽然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具有放电比容量的绝对优势，但要将其实际应

用于动力锂电池，必须解决以下几个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一是降低首次不可逆容量损失；

二是提高倍率性能和循环寿命；三是抑制循环过程的电压衰减。

宁波材料所动力锂电池工程实验室刘兆平和夏永高领导的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研究开发，在制备方法、组分优化、充放电机理和表面改性等方面做了

系列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J. Mater. Chem. A 2011, 21, 2544; Inter. J.

Electrochem. Sci. 2011, 6, 6670; Electrochim. Acta, 2012, 66, 61; Electrochim. Acta, 2012, 80,

15; J. Power Sources, 2012, 218, 128; J. Power Sources, 2013, 240, 530;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4, 6, 9185; J. Power Sources, 2014, 268, 517; Electrochim. Acta 2014, 123:

317; J. Power Sources, 2014, 268, 683; Chem. Eur. J., 2015, 21, 7503; J. Mater. Chem. A,

2015, 22, 11930; J. Power Sources, 2015, 281, 7）。

2013 年，该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新颖的气固界面改性（CN201310416745.1，

PCT/CN2013/088597），让富锂锰基正极材料颗粒表面形成均匀氧空位，从而大大提高了该材

料的首次充放电效率、放电比容量和循环稳定性。此后，他们与国内外多个研究团队合作和

协同创新，利用各种先进的分析表征手段和理论计算，研究了氧空位存在下的锂离子脱嵌机

制。其中，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朱溢眉、吴力军教授等利用先进透射电镜观察到

氧空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孟颖教授课题组利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中子衍

射证明了晶格氧空位的存在，德国明斯特大学王军博士利用原位电化学气相质谱研究了充放

电过程中晶格氧的变化，邱报博士利用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 X 射线衍射/吸收光谱证明了氧

空位并不改变材料晶体结构，孟颖教授课题组张明浩博士还通过 DFT 理论计算发现氧空位

提高了材料晶格氧的活性。该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 12108，得到

了审稿人的高度评价。该工作首次提出了通过提高晶格氧的活性来改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

首次充放电效率和倍率性能，为该材料改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此外，该气固界面改性方法

相对简单、可控且易实现工程化，这为高性能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工程化开发提供了新途径。

目前，该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此改性方法着力推进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中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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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气固界面反应原理图和反应前后相应元素分布图 图 2.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改性前后的电化学性能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科院战略先导 A类项目“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专项“长

续航动力锂电池”项目（XDA09010101）、CAS-DOE 国际合作项目“新一代锂离子电池富锂

锰基正极材料的结构解析与储锂机制”（174433KYSB20150047）和宁波市新一代锂离子电池

材料创新团队（2012B82001）的大力资助。（来源：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动力锂电池工程实验

室 邱报）

宁波材料所研发出多功能油水分离材料

海上原油泄漏以及在石化、机械、皮革、纺织等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含油废水，

使得油类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水体。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保护有限的水资源，十分

必要对含油污水进行有效分离。具有特殊表面润湿性的复合材料可以简便有效实现油水分离

功能，但目前大部分这类材料只能对油水混合物进行分离，不能对油水乳液、尤其是表面活

性剂稳定的油水乳液进行有效分离。另外，油污水中也常常含有有机污染物或有害细菌等微

生物，油水分离后的水质不能直接排入水体系统，目前还缺少有效手段净化分离后的油污水

质。因而，构建新型油水分离材料，进而有效分离油污水，同时实现对水质的净化对保护生

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高分子事业部陈涛研究员的智能高分子材料团队长期致力于二维高

分子纳米复合油水分离材料的研究，通过表面接枝高分子刷和多级组装技术，获得多种新型

复合材料，可实现高效分离油水乳液和净化水质。科研人员采用多孔陶瓷作为衬底，抽滤纳

米碳管（ CNTs）成膜，采用自引发的光接枝光聚合 (self-initiated photografting and

photopolymerization，SIPGP)的方法接枝疏水性的高分子聚苯乙烯（PS）到 CNTs的表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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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协同利用 CNTs薄膜的高粗糙度表面，获得超疏水性的二维杂化薄膜材料。该膜可用于微

米和纳米级油包水乳液的大通量、高效分离（J. Mater. Chem. A, 2014, 2, 15268-15272，图 1

上，内封面）。在此基础上，将得到的超疏水性的 PS/CNTs薄膜反转并转移到另一个基底上，

再次通过 SIPGP将亲水性的聚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PDMAEMA）单向接枝到 CNTs膜的表

面，从而得到具有亲水/疏水结构的双面（Janus）复合薄膜（PDMAEMA/CNTs/PS），实现对

油包水和水包油乳液进行选择性分离的效果（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4, 6, 16204，图

1下）。针对现有油水分离材料不耐腐蚀的问题，该团队在 CNTs表面接枝修饰较低表面能的

全氟癸基三乙氧基硅烷（PFDTS），从而简便制备了形貌、流速可控的 PFDTS/CNTs薄膜，实

现高效、快速的乳化油水分离。该薄膜具有较好的耐酸碱、耐高温低温和阻燃性能，为提高

油水分离材料的实用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J. Mater. Chem. A, 2015, 3, 4124）。

图 1 图 2

图 1. (上)超疏水性 PS/CNTs薄膜的制备以及分离油水乳液, (下)Janus碳基薄膜分离油水乳液

图 2. CNTs/PS@AuNPs多级复合薄膜的催化降解和油水分离功能

为快速有效去除油污水中的有害污染物，该团队通过表面接枝分子刷和层层组装技术，

获得一种新型多级复合材料，实现高效分离油水乳液和净化水质。利用抽滤的方法，使得高

密度负载金纳米颗粒的聚苯乙烯复合微球（PS@AuNPs）紧密堆积，组装形成复合微球催化

薄膜，进而将亲水性碳纳米管薄膜沉积在微球薄膜表面，从而获得一种水下超疏油、具有催

化功能的多级复合薄膜（J. Mater. Chem. A, 2016, 4, 10810，图 2）。分离过程中，油相被上层

碳管薄膜阻截，水相则通过微球间弯曲孔道穿过下层复合微球薄膜，从而实现油水分离功能。

水相绕流经过微球孔道的同时，水相中模型有机污染物（硝基苯酚和硼氢化钠混合溶液）与

孔道内壁上的高密度金纳米颗粒充分接触，被快速催化分解，实现快速有效催化降解水中有

机污染物。这种新型复合薄膜材料，首次同时实现了油水乳液分离和催化分解水溶性有机污

染物，处理通量达到 3500 L m-2 h-1 bar-1，催化效率最高可达 92.6%，并具有良好的力学和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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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稳定性，可多次重复使用，并适于连续性操作，为工业化废水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分离技

术。当负载银纳米颗粒（Ag NPs）到超亲水 CNTs分离薄膜中，利用银纳米颗粒的杀菌性能，

可在油水分离的同时杀死水质中的有机污染物或细菌（RSC Adv., 2016, 6, 73399-73403），从

而同时实现油水分离和快速有效净化水质。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03195，21304105）、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

（LR14B040001）、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2014A610127，2015A610022）、中科院海洋新材料

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6Z01）以及浙江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计划

（2015C33031）等项目的资助。 （来源：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高分

子事业部 张磊）

期待“土黄金”的华丽转身—实现凹土产品自控生产

导读：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凹凸棒石研究的单位之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与神力特公司

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将进一步研发系列新产品，提升工艺自动化水平，并表示黏土矿物要实

现华丽转身，必须向湿法、自控的新工艺转型升级。湿法自控工艺能推动更多凹土企业从传

统工艺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并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日前，“第十一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召开之际，在江苏盱眙召开了一场关于玉米赤霉

烯酮吸附剂新产品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合作企业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神力特公司）发布了最新研制生产的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标

志着该产品已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

“黏土矿物大多是采用传统的挤压、研磨、煅烧和筛分等加工工艺生产的产品，产品的

附加值很低，而许多黏土矿物是天然的一维或二维纳米材料，传统的处理方法释放了黏土矿

物的基本特性，但仍没有实现纳米特性的有效应用。”王爱勤研究员现任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环境材料发展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凹凸棒石高值研究。采用湿法工艺，王爱勤研究员

带领的团队先后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凹凸棒石纳米无机凝胶的间歇式生产和凹凸棒石棕榈油

脱色剂的半自动化生产，而他们一直做着产品全自动化生产的“梦”。3 年前，江苏神力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找到王爱勤研究员，想合作开发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王爱

勤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在产品开发成功后要建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只要产品性能达到国

外同类产品水平，这个没问题。”神力特公司董事长黄正君表示。于是，双方正式“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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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黏土矿物要实现‘华丽转身’，产品性能稳定，必须向湿

法、自控的新工艺转型升级。”

一、湿法生产是高值利用的前提

我国凹凸棒石资源储量丰富，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产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仿制和

自主创新等阶段。作为我国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代表，江苏盱眙目前有凹凸棒石黏土加工企

业 55家，生产产品 50余种，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但 90%以上的企业采用干法或半干法生

产，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售价大多在 1000~3000 元/吨。据王爱勤介绍，干法工艺生产的

产品性能完全取决于凹凸棒石的品位，而随着优质矿产资源的不断减少，湿法工艺成为必然

选择。这是由于天然形成的凹凸棒石往往会同时共生其它矿物，尤其是含有石英砂，不除去

石英砂和碳酸盐等伴生矿物，就不能实现矿物材料到功能材料的应用。为此，他们从矿物的

含水量、对辊次数、制浆浓度到除砂目数、干燥方法和水的循环使用，开展了系统的研发工

作。在与江苏玖川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中试的过程中，由于试验环节多、参数量大，

合作企业甚至对这样的工艺产生怀疑。经过历时 3 年的反复试验，2011 年终于实现了凹凸

棒石湿法的间歇式生产，凹凸棒石产品的售价达到了每吨 5万元以上，合作企业露出了笑脸。

王爱勤告诉记者，凹凸棒石棒晶长约 1~5μm，直径约 20~70 nm，是一种天然的一维纳米

材料，但较强的氢键和静电作用力，使天然凹凸棒石棒晶大多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成为

制约凹凸棒石黏土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因素。“我们开发的对辊处理—制浆提纯—高压均质

—乙醇交换一体化工艺，在保持凹凸棒石固有长径比前提下，成功实现了棒晶束的高效解离，

棒晶达到纳米级分散，是真正意义上的纳米材料，这是高值化利用的前提。”王爱勤说。在

间歇式湿法工艺取得突破后，王爱勤的研究团队又与江苏惠达矿业有限公司开展了凹凸棒石

棕榈油脱色剂的开发工作。这是将机械处理、提纯处理与表面无机或有机改性等工艺相结合，

成功实现了连续制浆改性，大大缩短了工艺流程。提及湿法工艺，人们总将其与废水污染联

系起来。王爱勤告诉记者，与二维黏土矿物不同，凹凸棒石是一维棒状形貌，改性过程是在

棒晶表面上改变表面电荷，再加上均质过程的促进效应，所需要的改性剂量较小，同时工艺

过程中的水可循环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二、“吸毒剂”：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

玉米赤霉烯酮广泛存在于霉变的玉米、高粱、小麦、燕麦、大麦等谷类作物中，动物食

用后主要表现为慢性毒性、致癌作用、生殖毒性、发育毒性及遗传毒性，可引起动物流产、

死胎、返情等生殖异常现象，是霉菌毒素中污染较严重且对人和动物危害较大的一种毒素。

吸附法是目前去除毒素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已有的产品主要是采用蒙脱石、高岭土、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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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沸石等研制的，对玉米赤霉烯酮的吸附率都较低，而凹凸棒石在霉菌毒素吸附方面仍是

空白。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凹凸棒石研究的单位之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已先后出版了《凹凸

棒石黏土应用研究》和《凹凸棒石棒晶束解离及其纳米功能复合材料》2本专著。在凹凸棒

石微观结构与构效关系基础上，针对玉米赤霉烯酮的分子结构和极性，采用凹凸棒石棒晶束

“拆”与“装”的原理，实现了凹凸棒石对玉米赤霉烯酮的定向吸附，且不会对饲料中的矿

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进行吸附。在完成实验室工艺定型后，合作双方就如何建自控生产

线展开了讨论。由于自控系统资金投入较大，企业期望设备选型适中即好，而王爱勤团队坚

持高投入、高水准、全自动。经过多轮讨论最终采用了自控方案。2015 年底在公司建成了

全自控 1万吨/年生产线，产品经用户应用后其效果达到国外同类高端产品性能。一直以来，

应对各种霉菌毒素的危害是畜牧业工作者的一大难题。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项目上

接凹凸棒石资源高值化利用，后促畜禽养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还能实现我国高端霉菌毒素

吸附剂自主产业化生产，突破国外产品在此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垄断，对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迈向工艺智能化

近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印发了《建筑材料工业“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在分析

存在的问题时，规划指出，“我国黏土矿物材料产品附加值低，产品性能还不能满足实际需

求，信息化处于发展阶段，智能化还在探索当中”。“工艺自主创新不足且缺乏连贯性和系统

性，难以引发或推动产业链的整体创新。”在“第十一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开幕式上，中

科院兰化所与神力特公司又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我们只是黏土矿物智能化工艺的探索者和

实践者。现在，双方强强联合，将进一步研发系列新产品，提升工艺自动化水平，该研究内

容已被列为研究所‘一三五’规划中的三个重点突破方向之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所长夏

春谷研究员告诉记者。王爱勤表示，团队接下来将与神力特公司继续完善技术工作，在开发

呕吐毒素和广谱霉菌毒素吸附剂的同时，将引入机器人进行包装工作，进一步提升工艺的智

能化水平。他期望，湿法自控工艺能推动更多凹土企业从传统工艺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并带

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来源：建材情报所 李渴)

我国水洗高岭土加工技术研究进展

高岭土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陶瓷和耐火材料，其次是作为造纸、涂料、油漆、建

材、橡胶等工业原料。近年来，随着我国造纸行业和涂料油漆行业的快速发展，业内对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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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土产品的需求量逐年增长，市场缺口较大。然而自然界中高白高纯的优质高岭土资源越

来越少，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要求，水洗高岭土是国内运用于造纸涂布上比较理想的原材料，

其本身具有遮盖力强、白度高、粒径分布均匀的特点。在造纸涂布过程中更容易提高纸的印

刷适性、吸墨性和光洁度。煅烧水洗高岭土作为制备优质高岭土的手段之一，具有较好的开

发应用前景。

在工业生产上，高岭土选矿工艺可分为干法和湿法。对于软质高岭土和砂质高岭土一般

釆用湿法选矿工艺流程。高岭土湿法工艺的主要流程为：高岭土原矿粗碎→制浆提纯→分级

→机械超细粉碎→离心脱水→干燥→粉磨。

为了使高岭土很好分散，可边加料边搅拌，必要时可以加入少量分散剂。常用的分散剂

有碳酸钠、水玻璃、聚丙烯酸钠、三聚磷酸盐及六偏磷酸钠。张燕依据浆体内摩擦力、质点

分散机理、粘度影响因素等理论，利用恩氏粘度计测试各种分散剂混合使用后对矿浆粘度的

影响，确定了能有效降低茂名水洗高岭土粘度的方法是调节矿浆的 pH值和添加合理的分散

剂 DC和 STPP。

本文针对水洗高岭土的加工方法（煅烧法）、选矿分级技术、除铁技术、化学改性及现

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煅烧法

可以使高岭土脱水和脱挥发性物质，也可以使高岭土的晶体结构发生改变，从而获得特

殊的表面性质，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高岭土的白度、纯度、改变晶体结构、表面物理化学性

质及加工性能等。

陈强针对提高水洗高岭土的白度进行煅烧实验，其水洗高岭土在煅烧后白度可达 90%以

上。由于其煅烧前的铁含量比较高，在选矿工艺上增加磁选作业再进行煅烧，白度可以达到

94.5，为水洗高岭土的持续开发和深加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刘钦甫等人考察了不同温度条件下煅烧高岭土对橡胶力学性能的影响，煅烧后产物由晶

态转变为无定形的非晶态，煅烧水洗高岭土产品性能随煅烧温度而异，吸油值和体积电阻率

在 700℃时效果最好，且在丁苯橡胶中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曾伟能在水洗高岭土传统加工工艺的基础上经过适当温度煅烧、高效解聚分散、改性等

工艺对高岭土资源进行深加工，制备出具有火山灰特性的活性高岭土，可用作高端混凝土添

加剂、电缆填料、水性涂料等领域，具有凝结时间短，早期强度高、补偿收缩、对钢筋无锈

蚀、电阻率高等特点，提升高岭土资源附加值，市场空间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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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华经过反复试验确定煅烧温度控制在 960-980℃时，煅烧产品有较好的吸油值和大

的比表面积，并且有良好的遮盖率和不透明性，同时产品的白度可达 91.8%-93%。

李微微在煅烧温度为 900℃，保温时间 1h，添加 2%的 NaCl 作为助白剂时，产品白度最

大值达到 92.84%。

何利喜分析了煅烧温度、恒温时间对其晶态结构的影响，并考察了煅烧产品的白度、吸

油量在煅烧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在 750℃左右得到白度最高为 86.27%，吸油量最高为

83.8mL/l00g 水洗高岭土，白度先大幅度增加，50min 后增加趋势变小，吸油量与延长保温

时间没有显著的变化。

离心分级

一般采用卧螺离心分级技术，使产品细度达到-2μm占 90%以上，分级效率在 80%以上。

李启成采用离心分级机对高岭土进行了超细分级试验研究，通过一次离心分级，分级溢流中

-2μm粒级含量可达 85%-90%以上，达到了刮刀涂料的粒度要求。

汤红伟确定了风化型高岭土精确分级的最佳分散条件为：固含量 5%、六偏浓度 0.2%、

DC 浓度 0.1%、pH 值为中性，具有较好的分散性，可较好地实现不同大小颗粒的自由沉降和

分离。

易龙生以澳大利亚某砂质高岭土为原料，经过离心除砂，离心产率达到 58.5%，总产

率达到 28.1%，产品的 SiO2 含量从 52.4%降低到 47.2%，Al2O3 含量从 36.5%提升到 38.0%。

对精矿进行氯化焙烧除铁钛，使 Fe2O3 和 TiO2 含量分别从 1.26%和 1.03%降低到 0.35%和

0.46%，焙烧产品 SiO2 含量为 52.9%，Al2O3 含量为 45.8%，煅烧白度从 86.3%提升到 93.6%，

达到国标造纸用煅烧高岭土 ZT-(D)1 产品的要求。

姜磊等对煤系高岭土原矿进行初选、破碎、粉磨、剥片之后，利用水力旋流器进行选

矿试验，得到的最终产品白度大于 88%，且产品中主要杂质铁、钛含量均有所下降。

除铁技术

白度是影响高岭土工艺性能的主要参数，白度越高，纯度越高，其利用价值越高。天

然高岭土常因含有杂质而使白度降低，高岭土中影响矿物白度的物质主要为有机质、铁、含

钛矿和暗色矿物。其中，铁是影响高岭土白度的主要物质，含铁矿物在高温锻烧时会变成

Fe2O3，造成原料发黄或呈砖红色。这些着色杂质通常具有弱磁性，可通过强磁选法除去。

王浩通过高梯度磁选，精矿中 Fe203 含量从 1.33%降低到 1.04%，除铁率为 21.80%，K2O

含量从 1.68%降低到 1.27%，除去了高岭土中的大量云母等杂质矿物；通过还原漂白后精矿

中 Fe203 含量从 1.33%降低到 1.07%，除铁率为 19.55%，降低了铁杂质的含量；高梯度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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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漂白联合工艺精矿产品 Fe203 含量从 1.33%降低到 0.95%，除铁率为 28.57%，K20 含量

从 1.68%降低 1.29%，煅烧白度从 76.53%提高到 84.00%，产品满足陶瓷工业用二级标准

(TC-2)。

化学改性

宋海峰对水洗高岭土进行亲水改性，使用钛酸酯偶联剂，通过机械共混法制备了亲水

改性高岭土/水性聚氨酯复合材料。当改性高岭土质量分数 2.0%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为

24.4MPa，比聚氨酯增加 53.1%，断裂伸长率达 492%，增加 9.6%，实现了复合材料的增韧增

强。

孙涛等人发现高岭土在 750℃煅烧时吸油值最高，为 80.272g/100g，此时煅烧高岭土

的比表面积最大，孔径分布集中于微孔和中孔，平均孔径最小。甘学锋等人通过配浆浓度

10%，保险粉 4%，水浴温度 85℃，NaCl 为 1%，得到了白度可达 92.89%的高岭土精粉。

罗荣煌以福建某地水洗高岭土为主要原料，经过矿物活化、加酸分解、分离等工艺，

制备白炭黑联产硫酸铝，产品达到国家标准，具有良好经济效益。HongliangXu 通过用甲醇

嵌入和溶剂热法，制备出长度 300nm-2000nm，内外直径分别为 15-55，40-80 的高岭石纳米

管。

刘雪宁等将不同改性的高岭土与聚丙烯共混，制备了聚丙烯插层的 PP/高岭土纳米复

合材料。翟由涛等人利用酸改性改变了高岭土的吸附活性点位，提高了其对磷的吸附净化性

能，而通过煅烧活化高岭石中的铝进一步提高其对磷的吸附净化性能。

SoniaZulfiqar 利用二甲基亚砜使高岭土的层间距从 0.712nm 增至 1.12nm，使高岭土的

吸附性能增强。高岭石有机插层化合物将成为一种全新的功能化纳米复合材料，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董文辉等使用还原加络合的方法，显著提高了高岭土的白度、有效降低了高岭土

中铁的含量，使其最终产品白度达到 86%，满足了橡胶填料、塑料填料等领域的应用要求。

杨明安等对高岭土进行活化处理，加入聚合氯化铝和聚丙烯酰胺，无需分解絮凝及煅烧，将

白度从 72%提高至 82%。

单一的选矿提纯方法对高岭土的提纯效果有限，在工业上一般采用多种工艺联合作用对

高岭土进行选矿提纯。张凌燕]等以广东某地砂质高岭土为研究对象，经“磁选---还原漂白”

后，高岭土白度从 56.04%提升到 66.61%，1200℃煅烧后白度达 86.10%。SamyaEl 通过酸

浸和煅烧的方法提高了铜版纸的光学性能，伸展和抗张强度分别增长 17.5%和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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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水洗高岭土含有较多的吸附水、结构水及有机质和其它着色杂质

元素，使其存在白度低、空隙率低、油墨吸收性差、遮盖力低等缺陷，并且粘度大，品种规

格少，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高岭土作为高附加值的造纸填料、造纸涂料等用途时，对产品

的白度要求很高，一般要求白度大于 90%，特别是做造纸涂料用途时，还要求产品有比较低

的粘度。

展望

高岭土在各行业的应用非常广泛，随着需求量的增加，优质高岭土资源的供需逐渐紧

张，然而普通的高岭土又不能满足工业需求，因此中低品质高岭土的深加工成为高岭土资源

综合利用的热点问题。目前，在某些应用领域“双 90”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应用需要，高

岭土的粒度和白度急需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将为高岭土的深层次加工利用打下坚实的基

础，同时合理开发利用高岭土资源也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源：中国粉

体技术网）

2016 中国·南京新材料资本技术峰会隆重举行

9月 12—13日，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新材料在线承办、

以“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的 2016中国·南京新材料资本技术峰会在南京世茂滨江希尔顿酒店盛

大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新材料产业相关政府领导、上市公司高管、知名新材料企业家、科研

机构专家、知名投资人、金融机构负责人、媒体代表等 600余位嘉宾出席了此次盛会。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火如荼，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作为发展重点，以期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近三十年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取得长足

进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规模日益壮大，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尤其是在新材料“十三

五”规划出台渐行渐近的当下，新材料行业迎来重要的发展契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

询委员会认为，新材料领域产业前景良好，到“十三五”末市场规模将达万亿元。而石墨烯、

3D打印、超导等前沿材料的快速发展，则有望在未来继续催生出千亿级市场空间。

此次新材料资本技术峰会紧密围绕“发展与创新”这一主题，深入解读了国内外新材料

行业最新政策动态，与会嘉宾围绕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及投资布局策略展开了深入探

讨，力争打造一个新材料界“产学研资用”的高效连接平台，引导传统新材料企业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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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新材料技术快速落地和产业化。同时为新材料项目方提供快速高效的融资平台，深入

解读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机会。

“新材料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先导和重要内涵，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

升企业、地区竞争力的源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京市政府

副市长谢志成在致辞中表示，去年以来，南京主动对接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把新材

料产业列入南京市重点发展的七大类新兴产业之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是江北新区重要的产

业发展平台，也是南京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在江北新区重点发展的“4+2”现代产业体系

中，主要发展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化工新材料、新型光电信息材料、特种金属与金属基复

合材料、特种纤维复合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五类前沿新材料。下一步，南京市将支

持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紧扣“五型经济”发展，通过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集聚高端新材料项

目，努力建设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任何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离不开资本引擎的拉动，

新材料行业亦是如此。近年来，新材料产业投资如火如荼。新材料在线 CEO赵文丰博士在

解读 2016新材料产业投资情况时表示，对比国外新材料国际巨头，国内的新材料企业呈现

小而散的明显特点，其新产品开发周期长，研发费用高，技术风险大，使得企业投入谨慎，

产品创新和更新速度慢，所以融资是国内的新材料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

会议期间，“ ‘十三五’期间，新材料产业投资机会与策略”和“新材料企业如何借助资本

市场迅速发展壮大”两场重磅的圆桌论坛吸引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关注，来自毅达资本、启赋

资本、涌铧资本、上海创业接力基金、东方富海、北京沃衍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合伙人以及

新宙邦、红宇新材、安泰科技等上市公司高管就新材料领域投融资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现场还公布了 2016中国好材料最具影响力企业 TOP10、最具创新企业 TOP10、最具投

资价值企业 TOP10、新材料产业年度人物 TOP10、新材料杰出创业家 TOP10等 14项榜单，

并进行了颁奖，有近 100位新材料企业和投资机构高管到场领奖，共同见证新材料产业荣耀。

盱眙县组团参加了会议，盱眙县委副书记陈俊祥作了题为“盱眙龙虾为什么这样红”

大会报告，吸引更多的客商来盱眙投资新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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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盱眙县人民政府开放性课题

研究开发指南

2016 年度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开放性课题研究开发将紧密围绕《盱眙凹土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内容以及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二届三次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会议

精神，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指导思想；以推动产业高端发展为工作重点；以凹土高值化利用为

目标导向，有效破解凹土高值利用的瓶颈，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品升级换代，促进

盱眙凹土产业跨越式发展。

一、支持方向

本年度开放性课题重点聚焦新兴、高值行业，以能够较快实现产业化、能够延长产业

链产品开发，对产业未来成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课题为重点支持方向，以“新颖、实用、

高值、成长性”为选题标准。

1、凹土智能材料

积极发展凹土智能材料，以具有光、电、磁、热、pH 响应、温敏等功能的凹土复合

材料和集成为重点，开展凹土智能材料、医疗保健、石油化工、民用和工业用等功能新材料

诸多领域的应用示范与产业化。

2、高分子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积极发展具有优良的拉伸强度、绕曲强度等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应用研究，重点围绕改

性塑料、生物医学用纺织材料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及应用开发。

3、健康产品材料

继续积极发展安全环保的植物生长调节所需材料、动物养殖健康产品、人类生态健康

产品，实现绿色化，解决关乎人类健康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

二、申报条件

1、项目符合本指南定位要求，属于指南支持的领域和方向。项目具有明确的研发内

容和较强的前瞻性，目标产品具有战略性和产业带动性，能推动相关新兴产业实现重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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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2、项目具有较好的前期研发基础，创新水平居国内前列，在本行业本领域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项目申报单位近年内须

有授权专利。

3、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预见的产业化应用前景，考核指标明确。项目完

成时需形成发明专利申请或授权。

4、项目对不符合节能减排导向的项目、规模化量产与产业化项目、无实质创新研究

内容项目和一般性技术应用与推广项目均不予受理。

5、产品价格低于 2000 元/吨，普通油脂脱色剂，普通干燥剂等消耗资源大、产品价

格低的不予支持。

三、组织方式

1、申报方式

本年度开放性课题采取项目经理制和“项目+课题”的形式。项目经理由中国科学院

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主任担任，主管部门是盱眙县人民政府。课题承担单位

联合产学研共同申报，需签署合作协议，课题参加单位不超过 4个。项目拟设置 2-3 个课题，

同一单位原则上只能承担 1个课题，每个课题资助经费一般不超过 100 万元。

2、资助方式

项目采取“事前立项、中评补助、重点支持”的方式，项目实施期限 2-3 年。申报结束

后由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在综合考察申报项目技术方向和课题承担单位积累等基础上，

以备案的形式择优立项。对备案项目，中心与课题承担单位签订任务书，事前明确课题的目

标任务、节点目标、考核指标、项目预算、验收及补助方式和项目实施期限等，并由课题承

担单位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发活动。课题进行中期考核后，依据进展情况和和专家评价结果

决定给予补助的额度。同时在该阶段终止进展不理想课题，重点支持进展预期的课题，依据

进展情况和和专家评价结果决定给予资助的额度。

四、申报要求

1、课题申报单位在申报课题时应出具信用承诺。课题法人单位对课题材料真实性负责。

中心对照申报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对申报课题单位的研发基础、经营状况、资信风险、承担

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查实；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项目组织申报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2、有在研开放课题的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同一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限

报一个课题。

3、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

4、项目经费预算及使用需符合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总经费预算合理，支出结构科学，

使用范围合规。原则上研究工作在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完成。经费在

盱眙使用。

五、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按封面、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顺序装订成册，一式

两份（纸质封面，平装订）。项目申报单位需将附件材料同时装订上报。

2、2016 年度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开放性课题研究开发申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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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格式请在中国凹凸棒石粘土网下载。

项目正式申报材料于2016年10月8日前统一报送至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平

电话：13151300061

传真：0517-80327671

E-mail：gtlife@163.com

地址：江苏省盱眙县凹土科技园香兰大厦 7楼 701

邮编：21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