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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火炬中心基地处李杰来盱调研凹土产业 

 1 月 6 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基地处李杰处长一行 5 人来盱调研凹土产业，省科技厅高

新处王洪荣副处长、市科技局李太生局长、县科技局局长李翠竹陪同调研。 

李杰一行先后走进都梁香兰大厦、江苏神力特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询问

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通过调研，李杰认为，盱眙凹土资源丰富，开发力度较大，

企业能够与科研院所精诚合作，技术成果转化成绩显著。他希望我县继续加强企业与科研院

所的合作，在加强凹土资源保护的同时，对凹土这一稀缺性非金属矿产资源进行进一步开发

利用，让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了解，迄今为止，我县已探明凹土储量达 8.9 亿吨，占全国 74%、世界 50%。自本

世纪初开始，当地就逐步进行凹土科研成果转化和市场开发，共吸引了国内 20 家科研院所，

30 多名教授、博士等高层次科研人员进驻盱眙，催生高科技凹土企业 60 余家。在企业与科

研院所的精诚合作下已取得了 200 多项科研成果。凹土棒石棒晶束解离关键技术创新及其产

业化应用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一个“百亿”级凹土产业正在盱眙日渐形成。 

 

顾强带队考察调研明光凹土产业发展情况 

    12 月 28 日上午，盱眙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凹土科技园党工委书记顾

强带队来明考察调研明光凹土产业发

展情况。明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邓先同、市委常委、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赵光华热情接待并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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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双方就产业发展现状、矿产资源整合、凹土产业园建设、检验检测中心平

台搭建等方面进行沟通交流。明光市凹

土协会会长胡西及明美矿物总经理王

立辉、飞洲新材料总经理华艳参加了座

谈。 

会后，考察团一行实地考察涧溪官

山凹土矿区和凹土产业园，调研了恒鼎

凹土、明美矿物等企业。国土局、科技

局、涧溪镇主要负责人及凹土办陪同调

研。 

 

市科技镇长团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组在盱开展活动 

29 日上午，我县开展淮安市科技镇长团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组活动，副县长、省科

技镇长团团长孙彬出席活动，盱眙县科技镇长团全体成员、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组全体小

组成员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盱眙凹土产业的宣传片，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组专家成

员介绍了各自的资源背景和研究方向，并发表了对盱眙凹土产业和科技镇长团的工作意见。

孙彬表示科技镇长团要找准三个定位，一是把握高端人才引进引导权，科技镇长团对于高端

人才的引进工作能够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二是产学研合作的催化剂，与企业开展产学研落

地工作;三是产业升级，加快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孙彬强调：要思想

高度重视，思想要统一。小组成员要从大局出发，树立全市科技镇长团一盘棋;要确立服务

意识。不但要服务于各个县区科技镇长团工作，更要在小组里对整个淮安市的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全力支持。每次活动希望每个小组成员的全力支持以保证活动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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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组的工作。 

科技镇长团新能源材料专业行动小

组还参观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中

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

心、江苏省凹土材料产品检测技术重点实

验室和江苏清陶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来源：盱眙政府网 12 月 29 日报道) 

 

打牢全年项目基础 构筑先发优势 

2017 年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盱眙分会场活动举行 

12 日上午，2017 年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盱眙分会场活动在盱眙县经济开

发区内举行。凹土纳米新材料开发利用项

目、盱眙经济开发区“双创”平台项目、汉世

伟循环农业产业园项目等8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共计投资金额 57.8 亿元。县委书记梁

三元出席活动，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海波主

持活动。姚玉祥、胡启新、陈俊祥、高为淼、

张晓红、林波、顾强、杨韬、张健、张柏、

刘建功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

党政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

以及招商先锋代表参加活动。 

梁三元指出，本次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既是省市党委、政府 2017 年稳增长、

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开篇之作，也

是盱眙在新的一年，点燃了项目建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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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特色主导产业培育的主引擎，打响了产业招商的“发令枪”。去年 12 月份以来，县委

扩大会、县人代会和 2017 年开门红动员大会，对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理念、工作重

点、主要抓手，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具体部署。要求全县上下坚持创新导向、富民导向，创新

实干、富民优先，奋力建设“品味繁荣智慧文明幸福”美好盱眙。特别是在“繁荣盱眙”的建设

上，要抢抓转型升级重大机遇，构建项目建设红红火火、平台建设蒸蒸日上、产业发展欣欣

向荣、群众创业蓬蓬勃勃的发展态势，在“十三五”发力之年开创新局面、实现满堂红。为全

年打牢项目基础、构筑先发优势。 

梁三元强调，这次集中开工的 8 个项目，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科技含量高、产业质

态优，将为我县聚力创新、聚焦富民、构建“321”千亿级产业体系和全县科学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希望项目投资方、引资方和建设方能够凝聚工作合力、加快建设进度、打造精品工程；

广大招商将士紧扣平台招商、专业招商、精准招商，精心研究业务知识、大力弘扬铁军精神、

奋力扩大工作成果，争当谋划策划的高手、招大引强的能手和敢拼敢抢的快手，以丰硕成果

回报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 

    梁三元要求，全县上下要高举项目为

王大旗不动摇，坚持创新发展、生态发展、

争先发展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围绕县委、

县政府部署要求。既要认真抓好项目建

设，也要深入落实乡镇街道“五个上台

阶”、县直部门工作“123”要求，撸起袖子

加油干、卷起裤脚快步跑，勇于开拓创新、矢志进位争先。让今天的活动成为盱眙 2017 年

重大项目建设和科学跨越发展的“报春花”，推动形成百花争艳的良好态势，合力开创春色满

园的生动局面。 

活动中，梁三元为四大片区招商局长颁发了任命书；县委副书记陈俊祥介绍了开工项目

基本情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顾强宣读了盱眙县 2017 年片区招商局组成人员名单；项

目投资方代表江苏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玉川表达了对盱眙的美好印象以及未来

发展的坚定信心；项目施工方代表江苏坤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苏春对确保文明施工、

质量创优、如期竣工进行了表态；各片区招商局递交了责任状；各片区、平台及乡镇（街道）、

部门招商人员集体宣誓。 （来源：盱眙政府网 2 月 13 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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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凹土产业 2017 年政产学研协同发展座谈会召开 

2月20日上午，盱眙凹土产业2017年政产学研协同发展座谈会在盱眙县香兰大厦召开。

县委常委、县组织部部长顾强，副县长章文风，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

副主任郑茂松研究员，县科技局局长李翠竹，凹土科技园管委会主任孙霖，都梁控股集团董

事长孔繁星及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和凹委会、各分中心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章文风副县长主持会议。 

会上，各企业负责人围绕产业创新、技术改造等方面对各自企业在 2016 年度的发展、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 2017 年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和各分

中心负责人就产业规划、发展方向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分别发言。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郑

茂松研究员围绕平台建设和产业发展两个方面谈了 2017 年度的主要工作计划，一是江苏省

凹土材料产品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将尽快完成仪器招标工作，完成 CMA 认证；二是将在第

十二届中国凹土高层论坛期间召开凹土工作组成立大会，同时完成中心理事会、技术委员会

的换届工作；三是建议成立新材料研究院，拓展业务范围，不仅仅研发凹土。在产业发展方

面，郑茂松研究员强调要加强项目支撑，培养企业单打冠军，同时要注重资源保障和体制机

制创新。各分中心负责人分别阐述了各自在 2017 年度的主要研发方向和工作内容。 

     都梁控股集团董事长孔繁星阐述了 2017 年度的供矿保障计划，介绍了凹土科技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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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江苏省凹土资源交易中心和中试基地的建设情况，并计划 2017 年度培育 5 家上市公司。 

凹土管委会主任孙霖介绍了盱眙凹土产业在 2016 年度销售、用矿、税收等相关方面的

情况，提出当前产业存在资源瓶颈、产品瓶颈、环保压力大、企业创新能力意愿不强等几个

方面的问题。在园区工作方面要争创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示范区和争取加入省产

研院，同时强调要加强重大项目落户，要稳固传统产业，要开拓发展创新发展。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主任王爱勤研

究员强调凹土产业发展要找差距补短板，要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

要注重发展的科学性。 

顾强常委首先肯定了盱眙凹土产业在

2016 年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

题：增长不快，总量不大；产业发展现状和

上级领导的关注度之间有差距；企业发展较研发相对落后；环保压力大；同质化竞争无明显

改观等方面的问题。在企业层面，顾强常委指出企业当前存在着较多阻碍自身发展的问题，

强调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园区建设方面，指出要走创建引领、质效提升的道路，重点在

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产研院凹土研究所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个方面。 

    会议最后，章县长强调要落实顾常委的讲话要求，并指出要明确重点、整合资源、大胆

创新。 

此次会议在新年伊始召开，起到了很好的产业发展引领作用，指出问题，明确目标，

加强了政产学研的交流，凹土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环节，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协同创

新，协同发展。 

淮阴工学院举行“省产业教授”聘任仪式 

暨研究生校企导师交流会  

   1 月 21 日下午，淮阴工学院院举行“省产业教授”聘任仪式和“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授牌

仪式暨研究生校企导师交流会。副院长韩同友，淮安市盱眙科技局副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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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鸿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仁，江苏

金象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建峰，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EHS 总监、副总工程

师于滨以及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江苏玖川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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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韩院长为吕军仁等 4 名科技企业家授颁发了“省产业教授”聘书、为江苏天士力帝益

药业有限公司和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授予了“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牌。他介绍了产业教授

的选聘和研究生工作站的遴选历程以及获批情况，强调选聘产业教授和遴选研究生工作站是

江苏省为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的重要举措，产业教授的产生是经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和省人社厅 5 部门联合选聘的，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后，对聘

任的产业教授和首批在建的研究生工作站今后工作，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明确标准，对标

找差；二、明晰职责，深改融合；

三、做好服务、保障条件。 

  淮安市盱眙科技局副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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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教授、

校内导师代表杜卫刚教授就产业

教授的下一步工作、如何推进研

究生工作站建设先后发了言。随

后，针对“省产业教授”和“省研究

生工作站”后期建设，分成了两组开展了交流讨论。 

  通过本次产业教授聘任以及校企导师交流，进一步明确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是企业与

高校合作的桥梁，是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纽带，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的培养，为我院进一步开展“四维协同、工学交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 

  校人事处、科技处、研究生处、研究生培养学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实验室仪器校准周期是多少？ 

实验室分析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受其使用频繁程度、准确度要求、使用环境、使用

性能等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说，确定校准周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很多分析人员在以下几个

问题常有疑问，比如，如何确定校准周期的原则和方法? 确定校准周期有哪些现行的标准依

据？实验室内部可以随意更改仪器设备的校准周期吗？别着急，答案一个个来揭晓！ 

标准文件中关于校准周期如何解释？ 

CNAS-CL01 中 5.10.4.4 校准证书（或校准标签）不应包含对校准时间间隔的建议，除

非已与客户达成协议。该要求可能被法规取代。明确规定校准实验室不能给出校准周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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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校准周期由实验室根据计量器具的实际使用情况，本着科学、经济和量值准确的原则自

行确定。仪器在第一次校准之后，第二次校准时间先规定 1 年，1 年后送校准实验室校准还

是很“准”（与第一次校准比较在误差范围内），就可定 2 年了，依次类推，最长不能超过 5

年，但期间一定需安排期间核查，如果发现不稳定情况，就需重新校准。 

校准周期的确定要有理有据 

先说校准周期，也就是确认间隔，它是衡量计量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在用测

量仪器的合格率。只有严格执行校准周期，才能保证科研生产等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保

证量值准确可靠，必须科学的确定校准周期。 

校准周期不合理会怎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是否合理，取决于校准合格率，也取决于仪器

的历史校准记录，可将其作为最基本的依据。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或是操作环境的变化，或者

是测量仪器使用方式和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仪器失准。因此，当测量仪器的一个校准周期

过后，就该立即校准。另外，在有效校准期内，也应不定期抽查仪器偏离的状态。根据上述

信息对校准周期做适当调整，适当延长或缩短校准周期。 

确定校准周期的原则 

    确定校准周期必须遵循两条对立的基本原则: 

    一是在这个周期内测量仪器超出允许误差的风险尽可能最小； 

    二是经济合理，使校准费用尽可能最少。为了寻求上述风险和费用两者平衡的最佳值，

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积累大量的实验数据，经分析研究后确定。 

必须按照校准规程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吗？ 

    用户的使用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若不加区别的一律机械的按照校准规程规定的周期进行

校准，很难保证所有的测量仪器在校准周期内都是合格的。因此，必须按照测量仪器的实际

使用情况确定校准周期。但是，由于实际情况相当复杂，要绝对正确确定校准周期，是难以

办到的，只能要求大体上正确、合理，使实际情况更加完善、科学，更加经济合理。 

注意哦：盲目的缩短校准周期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对测量仪器的寿命、准确度及生产和

人力也将带来不利影响。而单纯由于资金缺乏或人员不够而延长校准周期将是十分危险的，

可能由于使用不准确的测量仪器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严重的后果。  

确定校准周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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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周期的确定需要各种专业知识，考虑多种因素。若超过一个周期，可能引起质量特

性的恶化，那是由于机械磨损、灰尘、性能和实验频次等所致。对这些因素变化的敏感性取

决于测量仪器的类型。质量好的，可能受的影响小一些；质量不好的，可能受的影响大一些。

因此，各个实验室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种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 

    确定校准周期的依据是: 

使用的频繁程度。使用频繁的测量仪器，容易使其计量性能降低，故可以缩短校准周

期来解决。当然，提高测量仪器所用的原材料性质、制造工艺和使用寿命也是重要的手段。 

测量准确度的要求。要求准确度高的单位，可适当缩短校准周期。各个单位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需要什么准确度等级，就选择什么等级。该高就高，该低就低，不盲目

追求高准确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精度过低，满足不了使用要求，给工作带来损失，

也是不可取的。 

    使用单位的维护保养能力，如果单位的维护保养比较好，则适当缩短校准周期；反之，

则长一些。 

    测量仪器的性能，特别是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水平。即使同类型的测量仪器，稳定性、

可靠性差的，校准周期应短一些。 

    对产品质量关系较大的， 以及有特殊要求的测量仪器， 其校准周期则相对短一些;反

之， 则长一些。 

    如何科学地确定校准周期？ 

    统计法：根据测量仪器的结构、预期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相似情况，将测量仪器初步分组，

然后根据一般的常规知识初步确定各组仪器的校准周期。对每一组测量仪器， 统计在规定

周期内超差或其他不合格的数目，计算在给定的周期内，这些仪器与该组合格仪器总数之比。

在确定不合格测量仪器时，应排除明显损坏或由用户因可疑或缺陷而返回的仪器。如果不合

格仪器所占的比例很高，应缩短校准周期。 

如果证明不合格仪器所占的比例很低，则延长校准周期可能是经济合理的。如果发现某一分

组的仪器(或某一厂家制造的或某一型号)不能和组内其他仪器一样工作时，应将该组划为具

有不同周期的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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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时间法：这种方法是确认校准周期以实际工作的小时数表示。可以将测量仪器与计

时指示器相连，当指示器达到规定值时，将该仪器送回校准。这种方法在理论上的主要优点

是，进行确认的仪器数目和确认费用与使用的时间成正比，此外可自动核对仪器的使用时间。

例如我们使用某公司的示波器，不用连接计时器，可以直接在示波器上查到连续使用了多长

时间，很方便管理。但是，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有下列缺点: 

(1)当测量仪器在储存、搬运或其他情况发生漂移或损坏时，则不应使用本方法； 

(2)提供和安装合适的计时器，起点费用高，而且由于可能受到使用者干扰而需要在监督下

进行，又增加了费用。 

    比较法：当每台测量仪器按规定的的校准周期进行校准，将校准数据和前几次的校准数

据相比，如果连续几个周期的校准结果均在规定的允许范围内，则可以延长它的校准周期;

如果发现超出允许的范围，则应缩短该仪器的校准周期。 

    图表法：测量仪器在每次校准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同一校准点，将它们的校准结果按时

间描点，画成曲线，根据这些曲线计算出该仪器一个或几个校准周期内的有效漂移量，从这

些图表的数据中，可推算出最佳的校准周期。 

    常见疑问解惑 Q&A 

    1.实验室设备的校准周期可以自己规定吗？ 

    一般设备校准后证书上都会推荐一年一校准，有人说一些设备事完全不用每年都校准

的。设备的校准周期可以自己规定吗？如果按自己规定的周期校准的话评审组认可吗？ 

    最好是自己规定校准周期，因为校准周期是和设备的使用情况相关的。校准周期可以自

己确定，但同时还要参照国内的计量法要求（如果你们申请的是 CNAS 认可）。其实在标

准（ISO/IEC 17025：2005）5.10.4.4 中明确指明，校准证书不应该包含校准间隔的建议，但

是如果与客户有协议，或被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 所以，可以调整设备校准周期，但前提

是你们必须给出调整后的合理依据，否则，审核时仍然不会被接受。 

    2.校准的问题应该问仪器设备公司吗？ 

    校准公司不了解设备的使用频率、保养情况、使用环境等因素，他给你定的校准周期相

对不合理，比如一把钢尺，保管得很好，一年就用两三次；另一把钢尺，随便放工作台上，

一天 8 个小时都在用；校准公司给的校准周期肯定都是 1 年 1 次，这样对第一把尺子校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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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太短了，对第二把尺子校准周期又太长，三五个月可能就失准了。仅对于企业实验室，第

三方实验室因为要通过资质认定，要求不一样，可能很多设备都需要检定。 

    3.校准周期和期间核查的联系？ 

    国家有规定在校准周期内，设备维修、跟关键换零部件、仪器迁移等要重新校准，在校

准周期内还要进行设备的期间核查，来保证设备的稳态和准确性。如果设备，这里指的是设

备而不是尺子、圆规等，自己定义校准周期则要小于国家规定的周期。 

    实验室可以根据仪器特点，使用频率等等特性，自定义校准周期，只要保证设备处于正

确使用状态，能达到预期使用即可。 通常需要提供期间核查等措施，来证明仪器处于良好

状态。 但校准周期也不是越长越好，因为时间越长，不确定度性越大。 

    小结 

计量校准是提高实验室效率的重要环节，而确定校准周期是计量工作的一项关键环节，

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确定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时，要对测量

仪器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评估决定。 （来源：实验室经理人） 

 

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2／凹凸棒石纳米复合吸附剂的             

制备及其在苯并噻吩上的吸附性能研究 

  

含硫汽油燃烧产生的ＳＯｘ是空气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可导致多种呼吸器官疾病，而

且也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当前，世界各国对燃油中的硫含量严格控制。至今，欧Ⅴ汽油

和国Ⅴ汽油都规定其硫含量小于１０×１０－６。因而，汽油的深度脱硫技术仍然是当前研究

热点。 

    汽油脱硫技术可分为加氢脱硫（ＨＤＳ）和非加氢脱硫。ＨＤＳ必须在高温、高压的条

件下，不仅装置投资和操作费用大，而且汽油的辛烷值会大量损失。非加氢脱硫技术包括吸

附脱硫、生物脱硫、氧化脱硫及萃取脱硫等。反应附脱硫技术（ＲＡＤＳ）是工业化最广的

脱硫技术，耦合了加氢脱硫与吸附脱硫技术，既克服了加氢脱硫条件苛刻、难于脱除噻吩类

硫化物的缺点，又能够显著降低燃油中的硫含量，实现燃料油的深度脱硫，并且具有硫容量

大、选择性好、对辛烷值影响小等优点。ＲＡＤＳ技术又称Ｓｚｏｒｂ技术，其吸附剂的活

性组分为ＮｉＯ和ＺｎＯ。因此，大多数研究都注重ＲＡＤＳ机制及改善吸附剂的脱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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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以活性炭、ＺｎＯ、ＺｎＯ－Ａｌ２Ｏ３、ＺｎＯ－ＺｒＯ２、ＺｎＯ-ＴｉＯ２和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等金属氧化物或复合金属化物为载体负载ＮｉＯ，表现出各异的脱硫性

能，可见载体对脱硫性能有明显的影响。 

凹凸棒石（Ａｔｔａｐｕｌｇｉｔｅ，简称ＡＴＰ）是一种具有独特层链状结构的含

水富镁铝硅酸盐矿物，为天然的一维纳米材料，比表面积大，孔道发达，具有优良的吸附性

能，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催化剂载体，且价格低廉，储量丰富。以ＡＴＰ或金属氧化物／ＡＴ

Ｐ复合物为载体负载ＮｉＯ和ＺｎＯ制备的吸附脱硫剂目前鲜有报道。本研究分别采用均匀

共沉淀法制备了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和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

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同时比较了３种吸附剂对苯并噻吩的吸附性能。 

1、实验部分 

1.1、原料 

硝酸镍（ＡＲ）；硫酸锌（ＡＲ）；无水碳酸钠（ＡＲ）；苯并噻吩（ＡＲ）；正辛烷（ＡＲ）；

凹凸棒石（ＡＴＰ）浆体（１０％）；四氯化钛（ＣＲ）。 

1.2、吸附剂的制备 

1.2.1、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浆料制备 

    控制反应温度为１５℃，一边搅拌，一边向８０ｇＡＴＰ浆体（１０％）加入１０ｍＬ

２．５ｍｏｌ／ＬＴｉＣｌ４水溶液，升温至８０℃保温２ｈ，用Ｎａ２ＣＯ３溶液调节体系

ｐＨ＝６～７，过滤洗涤，得到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滤饼，再加入适量水高速匀浆成

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浆料。 

1.2.2、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和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

米复合吸附剂的制备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 和ＮｉＯ-ＺｎＯ／Ｔ

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取硫酸锌和硝酸镍及去离子水配成一定比例的Ｎi
２＋、Ｚｎ

２＋
 混合溶液。取一定质量的去离子水（或凹凸棒石浆体或ＴｉＯ２／凹凸棒石纳米复合材

料浆体）于容器中，控制水浴为６０℃，一边搅拌，一边滴加一定体积的Ｎｉ２＋、Ｚｎ２＋
 混

合溶液和Ｎａ２ＣＯ３溶液，控制体系ｐＨ＝６～７，滴完后控制体系ｐＨ＝７～８，过滤,

洗涤至溶液中无ＳＯ２－
４ ，干燥５ｈ，压片成型后４００℃焙烧２ｈ，粉碎过筛，制得２

０～４０目的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和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

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 

1.3、模拟油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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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定量苯并噻吩加入到正辛烷溶剂中得硫含量为８０×１０－６的模拟汽油。 

1.4、吸附剂的表征 

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Ｄ／ｍａｘ ２５００ＰＣ型），日本Ｒｉｇａｋｕ公 

司，Ｃｕ靶，λ＝０．１５４０５６ｎｍ，扫描速率６°／ｍｉｎ，扫描范围５～８°；透射

电子显微镜（ＪＥＭ－２０１０型），日本ＪＥＯＬ公司；ＢＥＴ氮吸附比表面仪（ＡＳＡ

Ｐ２０１０ＭＣ型），美国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公司。程序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

测试在常压石英管反应器中进行，装填量为５０ｍｇ，通入１０％ Ｈ２－９０％ Ａｒ混合

气体，气体流量４０ｍＬ／ｍｉｎ，由４０℃升温至８００℃，升温速率１０℃／ｍｉｎ，

并采用热导池（ＴＣＤ）检测耗氢量。 

1.5、吸附剂脱硫性能测试 

    吸附剂脱硫性能在内径８ｍｍ，长３０ｍｍ的固定床微反应器上进行。吸附剂装填量为

０．５ｇ，粒度２０～４０目，反应器两端填充石英砂，吸附脱硫性能评价前，吸附剂在４

００℃纯氢气氛下还原５ｈ，Ｈ２压强为０．５ＭＰａ，Ｈ２流量为６０ｍＬ／ｍｉｎ，然后

调整反应条件：反应压力１．０ＭＰａ，温度４００℃，进料液体速率为２０ｍＬ／ｈ，氢

油比为２００。反应前后模拟油中的硫组分含量在紫外荧光定硫仪（ＲＰＰ－２０００型，

泰州中环有限公司）中测定。 

1.6、吸附剂穿透硫容的计算 

记录单位时间段反应器出口油的硫含量可以得到吸附剂的吸附曲线，通过计算可获得

吸附剂的硫容（式１）。 

                       dtCC
m

dS
t

T

adsorbent
 




0
0a


     （1） 

   式中，Ｓａｄ为吸附剂的硫容，ｍｇ／ｇ；ν 为模拟油的流速，ｍＬ／ｈ；ρ为模拟油

的密度，ｇ／ｍＬ；m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为吸附剂的质量，ｇ；Ｃ０为模拟油中硫的质量

浓度，×１０－６；Ｃｔ为单位时间段出口油中的质量浓度，×１０－６；ｄｔ为单位时间间隔，

ｈ；ｔ为反应时间，ｈ。 

    本实验中涉及穿透硫容，当出口油中的硫含量超过１０×１０－６时所对应的吸附时间即

为穿透时间，相应的硫容为穿透硫容。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吸附剂的表征 

２．１．１ ＸＲＤ和Ｈ２－ＴＰ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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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ａ）可见，２θ＝４３．２°为ＮｉＯ的特征峰，２θ＝３０～４０° 

为ＺｎＯ的特征峰，２θ＝８～２０°为ＡＴＰ的特征峰，并未观察到ＴｉＯ２ 

特征峰存在，这可能由于ＴｉＯ２含量过低所致；ＸＲＤ谱图中曲线ａ的ＺｎＯ衍射峰型最

尖锐，曲线ｂ次之，曲线ｃ最弱，这说明３种吸附剂里面ＮｉＯ－ＺｎＯ 中ＺｎＯ 颗粒最

大，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次之，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最小，同时也说明Ｚ

ｎＯ在载体ＴｉＯ２／ＡＴＰ上的分散更均匀。 

 

 

                          图１ 吸附剂ＸＲＤ（ａ）和Ｈ２－ＴＰＲ（ｂ）谱图 

据报道，ＮｉＯ从２９０℃开始出现还原峰，３３０℃达到峰值，而ＺｎＯ基本不会

被还原由图１（ｂ）可见，３种吸附剂均出现两个还原峰，其中４００～４５０℃之间的还

原峰，峰型较窄，可归结为与ＺｎＯ或与载体ＡＴＰ和ＴｉＯ２／ＡＴＰ相互作用较弱的游

离态的ＮｉＯ还原产生，而４５０～７００℃之间的还原峰，峰型很宽，可归于镍锌复合物

或者进入ＺｎＯ晶格内的Ｎｉ２＋
 的还原；曲线ｂ较曲线ａ，还原峰发生偏移，这说明Ｎｉ

Ｏ－ＺｎＯ／ＡＴＰ吸附剂中ＮｉＯ或ＮｉＯ－ＺｎＯ与ＡＴＰ之间的相互作用强于Ｎｉ

Ｏ－ＺｎＯ吸附剂中ＮｉＯ与Ｚｎ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曲线ｃ较曲线ｂ，还原峰由４４

２℃减小到４２３℃，这说明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吸附剂中ＮｉＯ或ＮｉＯ

－ＺｎＯ与ＴｉＯ２／ＡＴＰ复合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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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ＢＥＴ和ＴＥＭ 测试 

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 和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 吸

附剂及ＡＴＰ载体与ＴｉＯ２／ＡＴＰ复合载体的比表面积和孔体积见表１。 

 

表１ 吸附剂及载体的比较面积（ＳＢＥＴ）和孔容积（Ｖｐ） 

样品 ＳＢＥＴ／（ｍ２·ｇ－１） Ｖｐ／（ｃｍ３·ｇ－１） 

ＮｉＯ－ＺｎＯ ３６．１ ０．３２ 

ＡＴＰ １２０．３ ０．４３ 

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 ７６．１ ０．７２ 

ＴｉＯ２／ＡＴＰ １４０．５ ０．９１ 

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

／ＡＴＰ 

９０．１ ０．８２ 

由表１和图２（ｅ）可知ＴｉＯ２／ＡＴＰ复合载体的比较面积和孔容积都大于ＡＴＰ，

这是由于制备ＴｉＯ２／ＡＴＰ复合载体时，ＴｉＣｌ４水解产生的盐酸对ＡＴＰ进行酸化，

使凹凸棒石中镁铝以离子形式溢出，进而提高ＴｉＯ２／ＡＴＰ复合载体的比表面和孔容；

而在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和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吸附

剂中，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的比表面积和孔容积最大，ＮｉＯ－ＺｎＯ／Ｔ

ｉＯ２／ＡＴＰ吸附剂的比表面为９０．１ｍ２／ｇ，孔容积为０．８２ｃｍ３／ｇ。 

    图２为样品的ＴＥＭ 及吸附剂的Ｎ２吸附曲线。由图可知，ＮｉＯ－ＺｎＯ复合氧化物

出现轻微团聚现象，ＮｉＯ－ＺｎＯ复合氧化物粒子大小约为３０ｎｍ；由图２（ｂ）可观

察到ＮｉＯ－ＺｎＯ负载凹凸棒石表面形成膜状结构，有效地抑制了ＮｉＯ 和ＺｎＯ 团

聚，提高了ＺｎＯ与ＮｉＯ在体系中的分散程度；图２（ｃ）为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

材料中ＴｉＯ２以小粒子（约１０ｎｍ）形式负载在ＡＴＰ表面，使得制备ＮｉＯ－ＺｎＯ

／ＴｉＯ２／ＡＴＰ吸附剂时有效地抑制了ＮｉＯ－ＺｎＯ在ＡＴＰ表面沉积，进而抑制Ｎ

ｉＯ－ＺｎＯ与ＡＴＰ之间相互作用，使ＮｉＯ 组分更易被还原；在图２（ｄ）中，Ｎｉ

ＯＺｎＯ和ＴｉＯ２复合氧化物粒子大小约为２０ｎｍ，明显小于ＮｉＯ-ＺｎＯ 

中的粒子尺寸，这也与图１（ｂ）中的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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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ＮｉＯ－ＺｎＯ（ａ）、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ｂ）、ＴｉＯ２／ＡＴＰ（ｃ）、Ｎ

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ｄ）的ＴＥＭ 图及吸附剂Ｎ２的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图

（ｅ） 

    ２．２ 吸附剂脱硫性能测试 

    由图３可见，３种吸附剂都具有高ＲＡＤＳ活性，其中ＮｉＯ-ＺｎＯ吸附剂在运行４

２ｈ内出口处的模拟油均未检测到硫，说明模拟油中的硫含量从８０×１０－６降到０×１０－

６，模拟油中的苯并噻吩都被脱除，４２ｈ后出口处的模拟油中的硫含量开始上升，至６４

ｈ时达到１０×１０
－６
，即穿透点，利用式（１）得ＮｉＯ－ＺｎＯ的穿透硫容为１４０．８

ｍｇ／ｇ；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吸附剂在运行４８ｈ内出口处的模拟油均未检测到硫含

量，其穿透点为６８ｈ，穿透硫容为１４９．６ｍｇ／ｇ；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

ＴＰ吸附剂运行５６ｈ内出口处的模拟油均未检测到硫含量，其穿透点为７６ｈ，穿透硫容

为１６１．３ｍｇ／ｇ，明显可以看出，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ＮｉＯＺｎ

Ｏ／ＡＴＰ＞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相比Ｎ

ｉＯ－ＺｎＯ在１０×１０－６的穿透硫容提高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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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的

吸附脱硫曲线图 

据报道，减小ＺｎＯ的粒径可以缩短扩散路径进而提升硫的吸附速率。图１－２和表

１表明，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具有高比表面积和ＮｉＯ－Ｚ

ｎＯ复合氧化物小颗粒尺寸，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中ＮｉＯ

分散更好，更易被Ｈ２还原成Ｎｉ，因为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

是一种更好的脱硫吸附剂。 

3、结论 

（１）采用共沉淀法制备的ＮｉＯ－ＺｎＯ、ＮｉＯ－ＺｎＯ／ＡＴＰ 和 

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ＮｉＯ－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

米复合吸附剂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ＮｉＯ－ＺｎＯ分散更均匀， 

颗粒尺寸更小，ＮｉＯ在吸附剂中分散更均匀，与ＡＴ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弱，易被还原

成脱硫活性更高的Ｎｉ。 

（２）反应压力１．０ＭＰａ，反应温度４００℃，进料液体速率为２０ｍＬ／ｈ，氢油比

为２００的条件下，对以Ｈ２还原过后的３种吸附剂进行吸附脱硫性能测试，其中ＮｉＯ－

ＺｎＯ／ＴｉＯ２／ＡＴＰ纳米复合吸附剂脱硫性能较佳，连续运行５６ｈ，将模拟油中的

苯并噻吩中的硫从８０×１０－６降到０×１０－６，可连续７６ｈ产生硫含量小于１０×１０－

６的模拟油，以１０×１０－６穿透点，其穿透硫容达１６１．３ｍｇ／ｇ，同比ＮｉＯ－Ｚ

ｎＯ吸附剂提高了 

14.5％。（节选自化工新型材料，作者于健民、吴凤芹、姚超、李霞章、左士祥、刘文杰、

夏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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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隔膜综述 

如今，锂离子电池已成为 3C 产品（ computer、conmmunication 以及 Consumer 

Electronics）最常用能源器件，高容量、稳定的充放电性能足够长的使用寿命一

直都是工程师们对锂离子电池的追求，也是消费者对锂离子电池的期待。而隔膜

材料正是这些追求和期望的关键所在。  

隔膜重要性 

锂离子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质、隔膜、封装材料等五部分组成。 

    隔膜在正负极之间起电子绝缘、提供理离子迁移微孔通道的作用，是保证电池体系安全、

影响电池性能的关键材料。尽管隔膜不直接参与电极反应，但它影响电池动力学过程，决定

着电池的充放电、循环寿命、 倍率等性能。 

    近些年，科研人员和相关企业对隔膜材料的研发及产业技术的突破有着浓厚的兴趣。根

据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以中文"锂离子电池、隔膜" 为关键词，检索到专利申请

共 2106 项(截止 2015 年 9 月)，其中授权专利占 51.19% ，有效专利共 1078 项。以中文

"聚乙烯、隔膜"、"聚丙烯、隔膜"、"陶瓷、隔膜"、"改性、隔膜"为关键词，检索到专利申

请分别有 419 、415 、390、272 项，授权 率分别为 44 .4%、 42.4%、 32.0% 、33.1% ，

有效专 利分别为 186、176、125、90 项。经统计分析发现。 

    近年来在理电隔膜研发和技术领域的热点词汇是:：高安全性、新材料、陶瓷、涂覆和

提高润湿性等。 同时，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涉及埋电隔膜 的专利申请呈加速上升

趋势。 

锂电隔膜的功能 

隔膜在理离子电池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给电池提供安全保障。隔膜材料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绝缘性，以防止正负极接触短

路或是被毛刺、颗粒、枝晶刺穿而出现的短路，因此，隔膜需要具有一定的拉伸、穿刺强度，

不易撕裂，并在突发的高温条件下基本保持尺寸的稳定，不会熔缩导致电池的大面积短路和

热失控。 

    二是给理离子电池提供实现充放电功能、倍率性能的微孔通道。因此，隔膜必须是具有

较高孔隙率而且微孔分布均匀的薄膜。材料本身的特性和成膜后的孔隙特征制约着电池中锂

离子的迁移，体现在性能参数上就是离子电导率。 

锂电隔膜的影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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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电池提供安全保障是从隔膜制造材料的基本属性体现的。安全性要求决定着隔膜必须

具有出众的绝缘性、机械强度、化学稳定性、电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因此，制造隔膜的

材料只能从绝缘性好、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能、力学性能和易于加工的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中

选择。 

    目前已商品化的主流材料是聚丙烯微孔膜和聚乙烯微孔膜，发展中的材料如无纺布陶瓷

颗粒复合膜，研发中的材料如聚酰亚胺（PI）等。 

    电池的锂离子导通功能是通过隔膜的构造和微孔结构特性实现的。对这一性能产生影响

的还有一 些材料本身的固有属性。对锂离子导通的要求决定了隔膜需要对电解液有良好的

润湿性，因为只有吸收并保留适量的电解液在隔膜孔隙结构中，才能实现理离子迁移和正常

工作，避免电极极化的发生。隔膜的微结构，如孔径及其分布、孔隙率、空气透过（Gurley 

值）、尺寸稳定性等因素都与离子电导率相关，显著影响电池的性能。 

    随着业界对电池安全性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电池企业对隔膜安全性的要求与期望也持

续提高， 在某些特殊型号电池的应用中对隔膜材料受热收缩比例的要求已经提高到 180℃

受热 60min 后收缩小于 2%，而国外一些电池企业甚至寻求可以在 250~300"C 温区尺寸保

持稳定的隔膜。 

    隔膜的厚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当然是越薄越好。对于卷绕电池，隔膜厚度越薄，电池

内阻越小， 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给电极材料，并且能减少极片卷绕过程中的错位。但若只

是一味强调厚度变薄，力学性能将受到影响，更容易被大颗粒、极片毛刺和枝晶刺穿， 导

致电池安全系数降低。而叠片电池的毛刺少，对厚度要求则不高。 

    随着锂离子电池材料体系、用途、容量、形状的日趋多样化，对隔膜性能及技术指标的

要求也逐细化，生产企业对隔膜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可是，目前还没有哪一种隔膜在所有技

术参数方面都出色。 

    因此，在给电池选择隔膜时应当有所侧重，衡量要突出哪种性能，是安全性、功率性能

还是循寿命？根据电池设计和应用领域不同，隔膜应用的种类也应有所不同。关于隔膜各项

技术参数具体的分析己有相关报道。 



 

21 

 

锂电隔膜性能要求及几种商品膜性能参数 

锂电隔膜主要技术进展 

1  聚烯烃表面改性 

    在单层聚烯烃隔膜上加入或者复合具有亲液性能、耐高温性能等特性的材料，从而获得

性能更加优异的复合隔膜，是制备高性能隔膜的一大研究方向。 

    目前常用的工艺包括涂覆、浸涂、喷涂、复合等。 有研究表明在 PE 隔膜上涂覆聚芳

酯材料，形成多孔聚合物沉淀物的复合隔膜，由于聚芳酯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复合隔膜熔

融温度提高到大于 180℃。 

    通过浸涂法在 PE 隔膜上涂覆多巴胺，获得的改性隔膜具有更高的吸附电解液的性能，

有效地改善了隔膜的高倍率循环性能。 

    使用 PVDF/SiO2 的混合物改性聚烯烃隔膜，使复合隔膜同时具备 PVDF 的亲电解液

性能和 Si02 的耐高温性能，制各的锺离子电池在 2C 放电倍率 下，其充放电效率达到 94%. 

2 聚烯烃-陶瓷复合隔膜 

    聚烯烃类有机隔膜且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及成本低等特点，但在热稳定性、亲液性等方

面存在不足，所以作为电池隔膜，其安全性能有待提升。因此，在聚烯烃类有机隔膜上涂覆

无机陶瓷颗粒而制备出复合膜的工艺应运而生。 

    虽然陶瓷涂层给电池性能带来怎样的影响仍需更深入的研究和评价才能得出最终的结

论，但这一技术却被许多隔膜企业和电池企业争相仿效，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在聚合物陶瓷复合膜中，聚烯烃类有机微孔膜材料提供柔韧性以满足电池装配工艺的需

求。无机陶瓷颗粒则在复合膜中形成刚性骨架，防止隔膜在高温条件下发生收缩甚至熔融，

以提升电池安全性能。粘合剂则对陶瓷复合膜的表面性质、孔道结构、机械强度等性能有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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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陶瓷复合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聚烯经类隔膜的热稳定性及电解液润湿性，但

是这种复合技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陶瓷相与有机相结合力较弱，易出现陶瓷脱落(掉粉现象。

通过合理调控稀合剂用量、采用原位复合技术将无机陶瓷颗粒被预先分散在成膜溶液中，通

过湿法双向拉伸技术或静电纺丝法制成隔膜的工艺过程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

现象  。 

    以聚烯烃隔膜为基材的复合隔膜产品，主要保持了聚烯烃隔膜易于拉伸成孔的可加工

性，同时改善了隔膜的安全性、亲液性等特性，在隔膜的换代产品实现商品化之前，仍将占

据主要的市场份额。 

3 新材料体系 

    按照所用材料，电池隔膜分为聚烯烃改性隔膜和新材料体系隔膜。其中新材料体系主要

有含氟聚合物类隔膜、纤维素类隔膜、聚酰亚胺(PI)类 隔膜、聚酯 (PET) 类隔膜及其它聚

合物陶瓷复合隔膜等。 

    （1）含氟聚合物隔膜主要是指 PVDF 隔膜材料。 从材料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单一聚合

物、多元聚合物和有机无机复合物三类。最常用的单一聚合物包括 PVDF 、P(VDF-HFP)(聚

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和 P(VDF-TrFE)(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 

    相比于聚烯烃类隔膜材料，含氟聚合物材料隔膜具有更强的极性和更高的介电常数，大

大的提升了隔膜的亲液性，并有助于锂盐的离子化。 

    此外，这类材料的成型方法多样，如浇铸法、电纺法、热压法等，有利于调控孔隙率。 

    （2）纤维素隔膜的电池性能与聚烯烃隔膜相当，但其资源丰富且可再生利用。与此同

时，纤维素材料初始分解温度较高  (>270 "C )，热稳定性明显优于聚烯烃类材料。 

     早期使用的纤维素类材料快速充放电性能优异，但存在自放电现象，循环性能不够稳

定，耐电压性不够。有研究学者以无纺布纤维素为基材，P(VDF-HFP) 为涂层，制得纤维素

/ PVDF 复合隔膜，与传统的 PP 膜相比，亲液性明显增强，热稳定性大大提升。 

（3）新工艺方法 

    隔膜的研发中核心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新材料体系，二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工艺方

法。离开了高效的工艺方法，再好的材料也无法成为可以被 广泛接受的商品。 

    常规制备聚烯烃隔膜的方法就是干法和湿法。 但是，将聚烯烃类隔膜往更薄的方向发

展，以满足 3C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需求，是提升隔膜性能的一大关键切入点。  

    相对而言制备方法而言，聚烯烃改性隔膜的涂布工艺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用来做聚烯

烃隔膜的涂覆改性可行性较高，可以提高聚烯烃隔膜的耐热性及对电解液的润湿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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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研究单位和厂家都有关于陶瓷涂层隔膜的研究开发重点项目。 

    总之，随着隔膜材料日益丰富、制备工艺日益成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满足消费需求

的高安全性、 强耐热性新型隔膜将会成功问世，对我们的生活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新能源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