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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南京高校院所行——南财篇”活动在宁举行 

  4 月 27 日下午，“盱眙南京高校院所行——南财篇”活动在南京财经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 南京财经大学党委

书记陈章龙，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鞠兴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

教授都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

教授张洪程，省科协副巡视员杨文新等出

席活动。中共淮安市组织部部务委员、人

才办主任姜洪洋，淮安市粮食局长胡长青

以及县领导梁三元、朱海波、陈俊祥、高为淼、顾强、孙彬等市县领导参加活动。 

  陈章龙介绍，南京财经大学具有 60 年办学历史的高校，是江苏省唯一一所财

经类综合院校。南京财经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粮食局共建的一所学校，

粮食一直是南京财经大学的一个特色，在粮食方面的特色领域主要有粮食的储藏、

粮食的流通、粮食的政策，为粮食行业推送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南京财经大学

是江苏省重点建设的一所学校，在南财多年

努力付出下，南财的办学成绩不断提升，呈

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南财现在的优

势学科主要以应用经济、工商管理和粮食流

通储藏，支撑整个南京财经大学学科发展，

以及南财的文理工艺法等学科的相互推广

和各方力量的关心、支持下，南京财经大学

各方面发展的态势都非常好。 

  陈章龙表示，近年来，已经了解到盱眙县在省委省政府和淮安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以“向南向前”为引领，以“一高双强”为统揽，以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生

态引领、城乡统筹和民生共享五大战略为核心，在产业招商、统筹城乡、发展动

力、民生福祉、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成绩。盱眙已经成为淮安南部发展

的重要城市和南京都市圈北部的融合城市，盱眙在南京都市圈的发展空间中起到

很好作用，为江苏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要“聚焦富民，聚力创新，建设更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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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小康社会”，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这就要求高校必须统领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

济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地方经济对此也有着内在的需求。今天活动的开展必

将推动高校院所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对接促进高校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使命高质量的完成，推进“两聚一高”目标的实现、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最

后，预祝盱眙•南京高校行取得圆满成功，预祝我校和地方经济合作取得丰硕的成

果。 

梁三元为 5 位“引才大使”颁发证

书，并以 ppt 形式图文并茂的从形象盱

眙、产业盱眙、创新盱眙三个方面向

大家介绍盱眙。他指出，盱眙是一座

有滋有味的山水人文之城。盱眙依靠

独特的资源禀赋，经过多年的精心打

造，现在“有滋有味”已成为盱眙一张响

亮的城市名片。盱眙有有滋有味的文化、有滋有味的龙虾、有滋有味的山水。盱

眙是一座向南向前的新兴产业之城。盱眙不仅是一个山清水秀的苏北名县，更是

一座蓬勃跃动的产业新城。在振兴苏北、崛起江淮的征程中，盱眙具有独特的区

位优势、良好的产业基础、有力的平台支撑。盱眙与南京“一小时都市圈”的时空距

离正在不断拉进。盱眙曾隶属六合专区，是南京的近亲；距离南京只有 100 公里

车程，是南京的近邻。“321”特色主导产业正在形成。“3”是“一高两新”，“高”是指

高端装备制造，“两新”是新材料和新能源；

“2”是旅游和龙虾两大特色产业；“1”是生

命健康产业。“一体两翼”的发展平台初具

规模。“一体两翼”主要指以盱眙经济开发

区为主体、以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和港口

产业园为两翼的产业空间布局。盱眙是一

座活力迸发的创新创业之路。近年来，盱

眙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人才强县战略，科技人才工作的特色和优势明显，先后荣

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省人才智力引进县和省级创新型县份等多项荣誉。着力

下好高端切入“先手棋”，打好转型升级“阵地战”，完善创新创业“生态链”，营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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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人才“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来到南京、走进南财，寻求支持、深化合作。梁三元说，要建立校地双方常

态化的合作交流机制，南财能把盱眙中学作为优质生源地，南财能针对盱眙企业

创新发展的需求、推动企业家素质能力的提升。南京是高校之城、人才之都，今

天是盱眙•南京高校院所的第一站，今后盱眙将走进更多的大院大所，不断扩大交

流的领域、结出更多合作的硕果。 

活动上，鞠兴荣与朱海波共同签署《南

京财经大学 盱眙人民政府 合作框架协

议》，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与县金

融办副主任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南京财经大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和盱眙太粮米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签署合作协议；姜洪洋、

高为淼共同为张洪程院士工作站揭牌；院士

专家、市直和省直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发言。南大、东南、南航、南理工、河海

等 15 所知名高校院所专家学者，以及黄花塘镇、商务局等 13 个乡镇部门主要负

责人，江淮磁业等 30 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湖北钟祥科技局一行访问盱眙中心 

2017 年 4 月 25 日，武汉大学杜予民

教授携湖北省钟祥市科技局一行 8 人访

问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中心并进行了座

谈交流，王爱勤研究员主持了座谈会。

在听取郑茂松研究员关于盱眙凹凸棒石

产业发展整体情况介绍和观看“凹土之

都”宣传片后，杜予民教授高度评价了盱

眙凹凸棒石产业近年来在平台建设、人

才引进、技术创新和产品转化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湖北钟祥市有丰富的累托

石资源，总储量国内第 1，世界第 4，但目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也没有形成

产业规模。江苏盱眙近年来围绕地方特色资源高值化利用，通过政产学研用的有



 

5 

效合作不断整合资源、突破技术，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和良

性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学习盱眙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模式和成功经验，

为钟祥市累托石资源的高值化利用开发提供有利借鉴。 

王爱勤研究员回顾了因研究甲壳素

与杜予民教授结缘、因开发壳聚糖有机-

无机复合材料与黏土矿物结缘、因爱上凹

凸棒石与盱眙结缘的历程，表达了此次在

盱眙重逢杜教授的喜悦之情。之后他从凹

凸棒石与累托石微观结构、性质方面阐释

了两种矿物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并根据累

托石本身特有的 1:1 型间层结构，为累托

石可能的应用领域和产品开发方向提出了有益建议。 

会后，在郑茂松研究员和王文波副研究员的陪同下，杜予民教授一行参观了

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玖川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淮源矿业有限公司。 

 

 

王爱勤研究员被聘为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2017 年 4 月 25~27 日，由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主办，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的 2017 非金属矿工业大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行。中国建材联

合会乔龙德会长、工信部原材料司岳全化处长、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冯聪研究员

等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会员单位、非金属矿行业有关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产品贸易、投融资企业、中介服务及其他与非金属矿工业相

关的企事业单位共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以“去产能、补短板、增效益”为主题，总结了 2016 年我国非金属矿工业

发展情况和协会工作，分析了 2017 年我国非金属矿工业发展趋势，发布了 2017

年协会工作重点和方向，并邀请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非金属矿工

业协会会长潘东晖等 9 名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做了报告，并举办了非金

属矿产品和设备展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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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非矿工业协会第六届第三次理事会，调整并变更了第

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人选；召开了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装备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以及中国非金属矿专家委员会会议。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被聘为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茂松研究员被聘为委员。 

 

凹凸棒石学术交流暨产学研深度合作研讨会在宁波召开 

2017 年 3 月 31 日，由江苏省凹凸棒

石黏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中科

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承

办的“凹凸棒石学术交流暨产学研深度合

作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知行

楼会议中心举行。有关领导、相关领域专

家教授和凹凸棒石企业家等约 80 余人出

席会议。江苏省凹凸棒石黏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科院盱眙凹土应

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主任王爱勤主持了开幕式。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崔平所长、

盱眙县人民政府朱海波县长和中国工程院薛群基院士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进行了大会报告。中国

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秘书长王文利、中

科院兰州化物所王爱勤研究员、中科

院广州能源所陈新德研究员、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朱锦研究员、郑文革研究

员、赵海超副研究员分别做了 “十三五

期间我国非金属矿工业发展重点与方

向”、“凹凸棒石：从从矿物材料到纳米

功能材料”、“凹凸棒石杂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锂电池凝胶电解质制备技术及应用研

究”、“高分子/粘土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功能聚合物纳米微发泡材料”、“二维

纳米材料增强的石墨烯重防腐涂料及其规模化示范应用”相关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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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盱眙县人民政府还举行

了凹凸棒石产业发展产学研深度合作

座谈会。会上盱眙县人民政府县长朱海

波表示：一，凹土产业一路走过来取得

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凹土产业的取得的

成果，凹土的产量产值与省市县所得到

的社会效益关注度严重不匹配。二，肯

定了凹土研发中心对于产品的创新和

研究，为下一步凹土产业突破性的发展打下了研发基础。三，凹土产业与中科院

各研发中心的合作模式是创新的，让三个科研院所几所大学集聚在一个县里为凹

土产业服务，方式是灵活的、效果是明显的。四，对于凹土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

是充裕的，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 

会议的最后盱眙县人民政府章文风副县长做出了总结，表示这次的会议展示

了凹土产业近年来的的丰硕的成果，各位专家学者对盱眙凹土产业的发展提出了

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明确了广泛的共识，为未来的凹土产业的发展构画了美

好的愿景。 

 

中科院 STS区域中心项目中期检查会在宁波举行 

2017 年 3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STS）计划区域中心项目“江苏

凹土产业关键技术创新体系与示范服务平

台建设”中期检查报告会在中科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举行。中科院南京分

院院长助理尹睿主持了项目汇报会，中科

院宁波材料所副所长郑剑以及盱眙县科技

局、盱眙凹委会、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及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各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了阶段目标完成情况。项目负责人王爱勤研究员

汇报了项目平台建设、分析测试中心建设和技术研发总体进展情况，同时针对各

子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最后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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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点评，进一步阐释了 STS 项目的内涵和要求，针对

下一步工作指出要重产业化、重应用、重产品推广，以能够创造经济效益为目标，

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发重大成果。同时要求各单位重视项目任务节点和经费

使用情况，确保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孙陆逸博士来盱眙做学术报告会 

2017 年 3 月 18 日，应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主任、江苏省凹凸棒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王爱勤研究员邀请，美国康涅狄格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陆逸作了题为

“Multifunctional Polymer-Clay Hybrids”的学

术报告。 

孙陆逸教授通过全面分析高分子复合

材料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目前高分

子复合材料开发中存在的几个关键共性问题，并结合多年来自身在纳米复合材料

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利用人工合成纳米材料磷酸锆以及二维黏土矿物构

筑具有优异机械强度、阻燃性能以及力致变色智能特性的纳米复合高分子材料的

新思路以及利用仿生学方法设计功能复合

材料的新理念。通过视频、图片和深入浅出

的讲解，展示了设计新型纳米功能复合材料

的魅力和前景，使大家深入认识了纳米黏土

在新型复合材料构筑方面的独特性和有效

性。报告会后，孙陆逸教授与参加人员进行

了互动交流，并就共同开发凹凸棒石纳米复合高分子材料达成了共识。 

报告会前，在王文波副研究员的陪同下，孙陆逸教授参观了江苏神力特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玖川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盱眙欧佰特粘土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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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了解了盱眙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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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陆逸教授先后担任全球 500 强公司

研发高级工程师及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工学

院的讲座教授（仅授予工学院约 10%的教

授）。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和美国塑料

工程师协会会士。主持了近 30 项联邦政府

及全球 500 强企业资助的项目。在 Nature 

Commun.和 J Am. Chem. Soc.等著名期刊

发表论文 110 余篇，申请/授权美国/国际授

权专利 40 项。被聘为 RSC Advances 杂志副主编，Scientific Reports 和 Materials 等

12 个期刊的编委。研究成果多次被美国化学会的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美国塑料

工程师协会的塑料工程杂志、材料研究学会的材料新闻、New Atlas（全球最大的

新技术报道网站）、YAHOO、MSN 等重要媒体报道，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科院中央媒体江苏盱眙行活动 

2017 年 3 月 21 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中科院

新闻联络处处长熊德，南京分院办公室主任范晓松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

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等 20 余家中央媒体记者，到盱眙开展中

科院中央媒体江苏盱眙行活动。媒体

记者先后参观了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中科院宁波所、广州能源所和常州大

学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及江苏省凹土材

料产品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及时空

雨电子、淮源矿业、玖川科技、神力

特生物科技等企业。 

在中央媒体江苏盱眙行介绍会

上，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主任、江苏省凹凸棒石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爱勤研究员，以”盱眙模式”助推凹凸棒石产业转型升级为

题，从什么是凹凸棒石及建议规范凹凸棒石科学术语为引语，向媒体记者介绍了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建立背景和所发挥的作用；总结了 “政府大力支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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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特色产业；构建创新平台，按需引进资源；突破产业瓶颈，助推转型升级”的院

地合作“盱眙模式”。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副主任、盱眙县科技局副局长郑茂松

研究员介绍了凹凸棒石资源、企业和产业等整体情况。会上进行了采访互动环节。 

中央媒体江苏盱眙行活动通过如何点“石”成“金”——中科院专家解密“凹凸棒

石”、这里不仅仅有小龙虾，还有凹凸棒石以及中科院成立的首家县级研发中心、

纳米技术“产研结合”让凹凸棒石“身价百倍”、从矿物材料到纳米材料我国凹凸棒石

华丽转型和纳米科技让凹凸棒石“身价倍增”的标题，报道了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及其入住单位在凹凸棒石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 

 

王爱勤研究员获 2017 年 IAAM Medal 

3 月 1 至 3 日，在印度安拉阿巴德

（Allahabad）举行的 2017 纳米材料与纳米

技术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aterials and Nanotechnology, 

ICNANO-2017)上，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王爱勤研究员获国际先进材料协

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IAAM）颁发的 2017 年 IAAM 

Meda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Medal for the year 2017），

以表彰他在先进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做出的贡献。国际先进材料协会主席 H. 

Kobayashi 博士和大会主席 A. Tiwari 教授共同为王爱勤研究员颁奖。  

  国际先进材料协会是一个由全球先

进材料领域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组织，

致力于为先进材料科学、工程和技术在

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提供平台，现有

来自世界各国大学和研究所的会员

5,0000 余人。协会定期组织各种学术会

议，包括世界先进材料大会、欧洲先进

材料大会、美国先进材料大会和亚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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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材料大会，同时也平行举办专题论坛。先进材料奖是由协会根据研究人员近十

年在先进材料领域所做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评选，最终授予在先进材料科学

与技术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研究人员。  

    王爱勤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环境材料、黏土矿物及纳米功能复合材料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凹凸棒石的高值利用，带领团队解决了制约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棒

晶束解离和纳米化关键共性问题，通过凹凸棒石结构调控构筑了系列有机无机杂

化功能材料，拓展了凹凸棒石纳米矿物的应用范围。他是目前国际上发表凹凸棒

石 SCI 论文最多的作者，2014 至 2016 年连续 3 年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化

学工程榜单前 5 位，出版中文专著 6 部，参编英文专著章节 5 部。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 82 件，其中获授权 45 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和江苏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 1 项，目前担任 5 个国际期刊编委。 

 

 

【科技日报】中科院“晒”出科技成果转化账单 

3 月 29 日，中科院向社会公布了一份账单：去年中科院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项目，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 3831.43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68%；为社

会企业当年新增利税 472.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3%。其中江苏、广东、河南、

浙江、安徽、山东、重庆、辽宁、吉林、湖南、陕西、北京等 12 个省市的社会企

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均达到 100 亿元以上。 

  一份相当漂亮的账单。 

  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记者注意到，去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

方案的通知。下半年，中科院和科技部又印发了《中科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一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纷纷出台。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科技成果转化依然不易。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成果，靠政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守着“金山银山”

却只能卖出石头的价钱，“指导意见”好像也不能直接“变现”；而“象牙塔”里的高新

技术想要走进产业“接地气”，拿着“方案”仍旧迈不开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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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个老问题。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问题，

它必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刘中民院士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果有 100 个条件决定它能够成功，那

成功就得是这 100 个条件必须都具备，只要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那就可能导致失

败。 

  烟花三月，油菜花开。记者在苏南苏北采访，想在这个经济大省，寻找科技

成果转化的那些“条件”。 

  你看得清市场需求吗  

  科技成果要想转化为商品，首先得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市场到底需求什么，

可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清的。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是研究强激光技术、激光与光电子器件、光学材料的激光

专业研究所。上海光机所有个实验室，在国内最早开展粒子计数研究。早期它将

此技术成功转给一家从事洁净实验室洁净度检测的公司。当 PM2.5 为社会关注时，

实验室就开展对 PM2.5 的检测研究，并研制了检测仪器。但这种仪器又大又重，

市场反馈很差。研制整个 PM2.5 检测仪器显然不是实验室人员的优势。 

  但在上海光机所与南京开发区 2012年共建的科技成果中试孵化基地——南京

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情况发生了逆转。通过南京激光院与生产空气净化器企业

合作，科研人员把这项检测技术结合到相关产品中。他们研制出 PM2.5 的检测模

块，把模块嵌入到企业产品中，结果，这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市场需要针对 PM2.5 的检测技术，但不见得需要你生产的净化器或空调。 

  找准技术的市场定位，这或许就是刘中民院士所说的“成果转化需要的 N 个条

件”中的一个。不论国务院、科技部、中科院或其他部委有多少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的政策措施，也不论你的技术多么先进，找不准市场定位，市场就不会向你张开

双臂。 

  专家点评  

  陈卫标（上海光机所副所长、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院长）：上海光机所

与南京激光院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前者定位于国家重大专项任务和重大基础研究，

作为重大创新成果的策源地，持续输送原创性科技成果；而后者则承接这些原始

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眼睛紧盯着市场需求，开展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与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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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南京激光院的建立，使得上海光机所原来多项难以转化或沉睡的科技成果，

在研究院进行“二次开发”后成功获得转化，显著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率。 

  思想解放才能点石成金  

  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时也要突破常规。 

  苏北盱眙县盛产凹凸棒石，其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48%，国内总量的 74%。这

是一种黏土，属天然纳米结构矿物材料，被广泛用作吸附剂、悬浮剂、支撑材料、

补强材料和功能材料等。 

  1990 年代，美国大量采购中国的凹凸棒石，买一吨矿石仅 100 元人民币，然

后又以产品形式卖给我们，每吨 2 万多元人民币。盱眙县副县长章文风说：“由于

缺少科技支撑，以前我们的凹凸棒石主要是出售原料。”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盱眙

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寻找能够“点石成金”的科技专家却有障碍。 

  国内有研究凹凸棒石的高手。中科院兰州化物所环境材料与生态化学研究发

展中心主任王爱勤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全世界发表凹凸棒石 SCI 论文最多的作者，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2 件，其中获授权 45 件。 

  然而，要让国立科研机构的高手专家到一个小县城里建立中科院的研发中心，

这在以前还没有先例。 

  中科院南京分院力推与盱眙县的合作。2010 年 6 月，中科院与盱眙县政府共

建了“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王爱勤受聘主任。中心先后引

进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宁波材料所、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常州大学等单位共同

构建了“学科交叉、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产研共融”的凹凸棒石产业创

新发展新格局。现在盱眙凹凸棒石的年产值已由 2010 年的不足 4 亿元增长到 20

亿元。科技部还将“盱眙凹凸棒石特色产业基地”列入第二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名单。 

  国立科研机构的参与，激发了盱眙的创新热情，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产品和新技术，使盱眙能够“点石成金”。 

  专家点评  

  周健民（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过去中科院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至少是在

地级市建立。在县级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还没有先例，但盱眙县有强烈的科技需求

和独特的资源优势，中科院又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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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中科院院省合作的第一个县级研发中心。事实证明，盱眙研发中心对凹凸

棒石的产业促进作用极大。 

  成果转化需要“唱戏”的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难，高技术成果转化更难。比如纳米技术的转化不但对技术要

求高，对研究条件、设备的要求也高。中小纳米企业要转化成果怎么办？ 

  2009 年底，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成立了。这个第一家落户苏州的国家级科研机

构定位于纳米科技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主要围绕能源、环境、信息、生命

与医学等领域开展研发工作。 

  苏州纳米所致力于成果转化：在国内第一个实现 GaN 基激光器产业化，是国

际上能够生产氮化镓晶片的少数单位之一；高性能纳米碳纤维技术实现碳纳米管

批量化生产；印刷电子技术也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 

  纳米研究和生产对设备的要求很高。许多刚刚起步或规模不大的纳米产品企

业是买不起微纳加工与测试设备的。为了推动整体创新，在中科院和苏州市的支

持，苏州纳米所投资建设了纳米加工、测试分析和生化平台 3 个纳米技术公共平

台。其中的纳米加工平台是利用微纳米尺度的加工手段进行电子、光电子器件、

微纳光机电系统、生物芯片和各种传感器开发的技术支撑体系，它与一系列的测

试系统，满足了科研单位和企业小批量的加工需求。 

  目前，这 3 个公共平台年均服务客户 300 余个，累计服务机时超过 40 万机时，

服务金额超过 2 亿元。 

  专家点评  

周旭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平台的对外开放，解决了大量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缺设备、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种种难题，为纳米研

发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有效改善了所在区域的科研基础

设施和科技创新环境。一批纳米技术相关企业依托平台开发产品，逐渐实现成果

转化、中试放大，并最终落户苏州。截至 2016 年底，以苏州纳米所的平台为核心

支撑，在周边聚集起约 410 家纳米技术应用企业，实现产值 383 亿元。苏州工业

园区也成为全球 8 大纳米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7-04-11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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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点“石”成“金”——中科院专家解密“凹凸棒石” 

    2010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与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了 “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

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图为该中心主任王爱勤（右）在讲解凹凸棒石样品。  

“点石成金”的传说在现实中上演。记

者 22 日随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央记者

江苏行来到江苏盱眙，在中国科学院盱眙凹

土应用技术与产业化中心，听科学家解析点

“石”成“金”。 

  “石”占领先地位 

  1862 年，俄国学者最先发现凹凸棒石。

1976 年，中国科学家在江苏六合地区发现土状凹凸棒石黏土大型矿床。 

  科学家解释，凹凸棒石晶体形态呈棒状，棒晶长 1 至 5 微米，宽 20 至 70 纳

米，是天然纳米结构矿物材料。 

  科学家们发现盱眙凹凸棒石最具工业化开发价值，储量也最多——凹凸棒石

黏土矿达 8.89 亿吨，已详细勘探资源为世界的 48%、国内总量的 74%。 

  “美国从 1931 年开始开发利用凹凸棒石，但他们的资源已枯竭了，我们的资

源还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与产业化中心副主任郑茂松

说。 

  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与产业化

中心主任王爱勤在采访时说，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美国大量采购中国的凹凸棒

石，“以每吨 100 元(人民币，下同)的价格

把矿石拿过去，转手以产品形式卖给我

们，每吨 2 万元以上。”他说，经过科学

家建言，现在盱眙的做法是政府统一管理

矿石，“不能卖原矿，必须卖产品”。科学

家们研发的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在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实现产业化。图为工作人员在生产玉米定向“吸毒剂”。 （张素摄） 

  从 4 亿元到 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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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盱眙凹凸棒石的产业发展进入政府引导、行业管理

期。但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到 2010 年底产值不足 4 亿元。”王爱勤说。 

  科学家们分析，为盱眙“点石成金”需要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突破制约产

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二是为凹凸棒石创新研发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三是成立

公共测试和服务平台。 

  2010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与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了“中国科学院盱眙凹

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这是目前中科院在中国设立的唯一县级研发

中心。 

  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科研课题开始汇聚，盱眙中心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兰

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等机构。中心又培育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 个，申请发明专利 63 件。 

  在科技力量的带动下，盱眙有凹凸棒石黏土加工企业 55 家，生产产品 50 余

种，形成了产业集群。2016 年，当地凹凸棒石产值达到 20 亿元。 

  “点石”有什么招 

  凹凸棒石既有独特结构，也有独特“性格”。天然形成的凹凸棒石棒晶大多

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如果用高速搅拌、超声、碾磨、冷冻等传统方法把它们“拆

开”，会损伤晶体固有的长径比，继而影响其纳米性能的应用。 

  王爱勤及其团队先花了 5 年时间，积累了各种处理工艺对凹凸棒石微观结构

影响和棒晶损伤研究，然后发展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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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棒晶束的高效

解离。 

  打通技术路径，成果随即涌现。他们开发了凹凸棒石纳米无机凝胶、凹凸棒

石油品高效脱色剂和凹凸棒石纳米导电材料等高值化利用产品，并成功实现产业

化应用。 

  “成金”有什么用 

  实验室的成果如何惠及千万家？盱眙中心及其合作企业交出一份成绩单。 

  比如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在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实现产业化。记者在厂区看到，一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上年产玉米的定向“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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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1.2 万吨，用于促进畜禽养殖产业健康发展。“年销售额达到 3000 万元。”

该公司董事长黄正君说，计划在 2018 年生产出广谱型产品。 

  还有企业将白云石凹凸棒石用于治理太湖蓝藻水华，据介绍，产品对硝酸盐

的去除率达到 80%以上，对磷的去除率达到 95%以上。 

王爱勤并不满足于此。随着不断开采凹凸棒石黏土矿，低品位的杂色和伴生

矿的比例逐年增加，现有技术还不能利用低品位矿开发相关产品。“未来，中心

定位于低品位凹凸棒石结构演化与转白关键工艺突破，同时进一步拓展纳米凹凸

棒石的‘味精式’应用。”他说。(原载于：中国新闻网 2017 年 03 月 22 日) 

 

纳米技术“产研结合”让凹凸棒石“身价百倍” 

    核心提示：灭菌除臭，吸附金属离子,放入食品、化妆品用作凝胶，凹凸棒石

这种矿物质，名声虽然不显，用途却广泛。 

 

新华社南京 3 月 22 日电记

者董瑞丰报道：灭菌除臭,吸附

金属离子,放入食品、化妆品用

作凝胶……凹凸棒石这种矿物

质，名声虽然不显，用途却广

泛。在江苏省盱眙县,凹凸棒石

储量占了世界已探明总储量的

48%。开采价格 200 元/吨，经

过纳米技术处理和产品升级,成品售价最高约合 80 万元/吨。科技“魔法棒”一挥，

石头价值成百倍增。 

“凹凸棒石的最大特点是吸附能力强。”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

与产业化中心主任王爱勤告诉记者，凹凸棒石是一种具有棒状晶体结构的含水富

镁的铝硅酸盐矿物，由于内部多孔道,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化工、

建材、造纸、医药、农业、环保和食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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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江苏发现矿藏以来，凹凸棒石很快进入工业化生产加工

期。不过，直至 2010 年，一直面临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较短的难题,盱眙县凹凸棒

石全部产值不足 4 亿元。 

“每吨产品的平均价格当时是 1 千多元。”王爱勤说。究其原因，一是制约

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二是缺少凹凸棒石创新研发团队的技术

支撑，三是缺少公共测试和服务平台。 

丰富的凹凸棒石资源不想被“贱卖”,但如何才能高值利用？2010 年 6 月，中

科院和盱眙县政府联合共建了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先后引进中科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

所单位，形成产研共融的创新发展新格局。 

王爱勤介绍，天然的凹凸棒石棒晶大多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不具备纳米

材料的特性。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采用高速搅拌、超声、对辊、碾磨和冷冻等

传统处理方式对凹凸棒石棒晶束进行了解离研究，但只能做到部分解离，同时会

影响凹凸棒石纳米性能的应用。 

经过历时 5 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发展了对辊处理—制浆提纯—高压均质—乙

醇交换一体化工艺,成功实现棒晶束的高效解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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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标志着制约产业发展多年的关键共性问题取得突

破，实现了凹凸棒石从矿物材料到纳米材料的华丽转身。 

在此基础上，中心开发了凹凸棒石纳米无机凝胶、凹凸棒石油品高效脱色剂、

凹凸棒石催化材料、凹凸棒石绝缘介质浆料等高值化利用产品，并成功实现产业

化应用。 

郑茂松举例说，一直以来,各种霉菌毒素的危害困扰着畜牧业发展,并且危害人

体健康。中心创造性地研发了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并实现产业化，该项

目获批江苏省科技厅 2016 年度重大成果转化项目，填补了我国高端霉菌毒素吸附

剂自主研发和生产领域的空白，打破国外产品在此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垄断。 

“盱眙目前凹凸棒石产品的平均价格为每吨 4 千多元，价格最高的绝缘材料

可达每吨 80 万元。”王爱勤说。 

据悉，中科院南京分院将“政府大力支持,聚焦特色产业;构建创新平台,按需

引进资源;突破产业瓶颈,助推转型升级”总结为院地合作的“盱眙模式”。通过



 

19 

构建平台、突破技术、服务产业,已助推盱眙凹凸棒石产值从 2010 年的不足 4 亿元

增长到 2016 年的 20 亿元。 

 

盱眙：除了“小龙虾”，凹凸棒石也身价倍增 

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主任王爱勤

（右二）在讲解凹 

凸棒石样品（袁放摄）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记

者袁放）3 月 21 日，记者随中国科

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央记者江苏行来

到了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在走访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

心过程中，盱眙凹土研发中心主任王爱勤解析凹土棒石如何“点土为金”。 

 

凹凸棒石棒晶大多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 

据王爱勤介绍，凹凸棒石是一种具有棒状晶体结构的含水富镁的铝硅酸盐矿

物，棒晶长约 1-5 μm，直径约 20-70 nm，是天然的一维纳米材料。由于独特的一

维纳米结构和孔道结构，凹凸棒石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在农牧业、

建材、石油、冶金、食品，化妆品等 10 多个领域有着广泛应用，有“千用之土、

万土之王”的美誉。江苏盱眙凹凸棒石最具工业化开发价值，储量也最多，已探明

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74%、世界总量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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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制造出的传感快速高校的主要部件 

“凹凸棒石自 70 年代末被发现，尽管已形成产业集群，但产品的附加值较低，

产业链较短，到 2010 年底产值还不到 4 亿元。”王爱勤在采访时说，究其原因，

一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二是缺少凹凸棒石创新研发团

队的技术支撑，三是缺少公共测试和服务平台。 

 

科研人员在检测和纪录凹凸棒石的转化数据和质量 

  王爱勤说，如何高值利用凹凸棒石资源成为地方政府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问题。为使凹凸棒石能够被高效利用，2010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与盱眙县人民政

府联合共建了“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 

 

凹凸棒石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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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者了解，中心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常州大学、环保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建立盱眙凹凸棒石研发中心。 

  王爱勤对记者说，凹凸棒石棒晶间较强的氢键和静电作用力，使天然形成的

凹凸棒石棒晶大多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 

  “我们团队历时 5 年，在处理工艺对凹凸棒石微观结构影响和棒晶损伤研究

积累基础上，发展了对辊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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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解决了干燥过程中纳米棒晶的二次团聚问题。”王爱勤介绍，在此基础

上，开发了凹凸棒石纳米无机凝胶、凹凸棒石油品高效脱色剂和凹凸棒石纳米导

电材料等高值化利用产品，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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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标志着制约产业发展多年的关键共性问题取

得突破性进展。 

 

一家凹凸棒石企业的工人在做装袋工作 

  王爱勤举例说，中心创造性地研发了凹凸棒石玉米赤霉烯酮吸附剂，在江苏

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产业化，该项目获批江苏省科技厅 2016 年

度重大成果转化项目，填补了中国高端霉菌毒素吸附剂自主研发和生产领域的空

白，打破了国外产品在此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垄断。 

据悉，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将“政府大力支持，聚焦特色产业；构建创新平台，

按需引进资源；突破产业瓶颈，助推转型升级”总结为院地合作的“盱眙模式”。通

过构建平台、突破技术、服务产业，助推盱眙凹凸棒石产值从 2010 年的 4 亿元增

长到 2016 年 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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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合作，让创新照进现实 

去年一年，中国科学院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

售收入 3831.43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68%。其中江苏、北京、广东、河南、浙江、

安徽等 12 个省市的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均达到 100 亿元以上。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中科院不仅要在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上有所作为，

也要延长创新链、把科技成果变为现实生产力，成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力军。”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曾如是说。近年来，中科院着力在院地合作的广度、

深度上大做文章，推出了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服务平台，并与地方共建

研发基地等，帮助科研人员纷纷走出“象牙塔”，把手中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向着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迈进。 

近日，记者来到科技强省江苏进行采访，探寻“院地合作”的种子如何在这里

茁壮成长。 

分工合作应需而为 

一支画笔能够将你的“脑洞”开到多大？在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神笔马

良”的故事就在这里照进现实。一款由研究院孵化的南京百川行远激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所开发的 3D 创意打印笔产品，可以做到画什么即出现什么。这不，一眨眼

的功夫，工作人员操作画笔在空气中描绘的一个圆，就瞬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固

体圈。 

“研究院为产品提供光固化技术支撑，我们利用 LED 光线照射笔尖涌出的液

体树脂，在 0.1 秒内瞬间立体固化，让创意不只停留在纸间。”公司董事长任刚告

诉记者，这款产品已获得全国科技活动周的最受公众喜爱奖，2016 年销量额逾千

万元。公司还深度打造以 3D 打印产品为核心的 STEAM 课程体系，现正在全教育

渠道紧密复制推广。 

不仅如此，与风电、航空、气象、军事国防等领域应用密切相关的风场信息

实时测量，未来也要靠激光雷达技术说了算。“譬如监测低风切变现象可能对飞机

起飞和着陆阶段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研究的课题。”南京牧镭激

光科技有限公司也是研究院孵化企业，总经理周军表示，激光雷达被认为是观测

风切变最为成熟有效的技术，公司正在与相关部门洽谈，一旦成本符合要求，国

内的 200 多个机场将有望全部安装其研发的激光雷达设备，保障航空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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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借力创新平台优势，一件件顺应市场需求而生的好产品层出不穷。“高校

院所的科研往往停留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原型上，它的成熟度与科技人员成果转化

积极性都不高，而中小型企业正大量缺乏成果、人才和技术服务，亟需一个中间

环节，打通从院所到企业成果转化的通道。”上海光机所副所长、南京先进激光技

术研究院院长陈卫标介绍，2012 年上海光机所与南京开发区管委会合作共建科技

成果中试孵化基地——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当时给研究院立下的两方面核

心工作就是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促进激光产业资源的集聚与发展。” 

为此，上海光机所与激光研究院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前者定位于国家重大专

项任务和重大基础研究，持续输送原创性成果；后者承接这些原始科技成果的“二

次开发”，开展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与产业集聚。如此一来，原先多项难以转化或

正在沉睡的科技成果得以被唤醒，大批创新创业人才、企业和产业资本也纷纷到

来，先后培育和引进了 30 余家激光与光电领域的高科技公司，2016 年孵化企业的

销售总额达 4 亿元，研究院作为激光产业发展的“强磁场”效应日益凸显。  

整合资源规模发展 

从建立平台到孵化企业，再到培育成熟的产业集群，就不再是人才和资源的

简单堆积，科技成果的转化还要找准难点、痛点。 

“我国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仍大量依赖进口，恰恰反映出我们在工程技术环节转

移转化的能力还较为薄弱。”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唐玉国向记

者介绍，“从散落在桌面的几个元件到做成样机后，实现规模化生产，研究所摸索

出一套以医疗器械工程化技术研究为主导，知识产权为纽带，资本为辅助，多要

素紧密结合的全产业链成果转化模式。”  

这里不仅有科技成果工程化主体平台——苏州国科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并设立总额 3 亿元的“苏州分享高新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扶持科研人员，还

发起成立了中科院先进医疗器械产业孵化联盟，进一步提升医疗器械产品系统集

成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其中，研究所“医工结合”之路更是走的独具特色。“我们让医生参与到医疗器

械的工程化过程中，从成果转化前端保证了最终产品的适用性，有效降低医疗器

械产业化风险。”唐玉国介绍，苏州医工所已在长春、苏州、上海等地与 6 家医院

进行全面对接交流，首轮征集了 305 个项目，涉及 100 个科室、137 名医生。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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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项目顺利转移转化，还有 10 余个项目处于工程化阶段。 

目光转向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苏北地区，凹凸棒石是一种可以被广泛运用到

化工、建材、医药、环保等诸多领域的天然矿物材料，而具备占世界总量 48%、

国内总量 74%的凹凸棒石矿产资源优势的盱眙县，该如何破除传统的粗放加工模

式，开辟科技创新的生财之道？ 

2010 年 6 月，中科院与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这也是目前中科院设立的唯一一个县级研发中心。自建立

之初，中心就采用“大平台”合作模式，先后引进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单位。中心主任王爱勤介绍，盱眙县每年出资 200

万元设立开放课题，由研发中心主导研发方向，入驻单位则根据企业需求来确定

研究课题，资产所有权归各个单位，仪器设备等资源则实行相互开放。 

“中心从来都不考核论文，只考核研究人员最终获得的发明专利，考核他们能

够为企业解决什么问题。”王爱勤指出，研发中心于 2015 年成功破解凹凸棒石晶

体解离的关键技术难题，实现其从矿物材料到纳米材料的华丽转身，并助推盱眙

县建成凹凸棒石黏土加工企业 55 家，生产产品 50 余种，形成了产业集群，当地

的凹凸棒石产值也从 2010 年的不足 4 亿元跃升至现在的 20 亿元。 

开放共享探索前沿 

科技成果转化难，一批围绕前沿科技探索的高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更是难上加

难。譬如纳米技术研究和开发所需要投入和耗费的高额仪器设备、资金和人才等，

就往往将一些中小型纳米企业的创新创业梦想拦在了门外。 

在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高技术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却迎刃

而解。研究所先后投资建设了纳米加工、测试分析和生化平台三个纳米技术公共

平台，并建成 5500 平方米的超净微纳米加工实验室，装备总投入 1.2 亿元，形成

同时满足纳米技术科研和企业小批量生产的加工能力。“实施开放共享、高效运行，

才能促进不同学科间相互交流、共同创新。”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所长杨辉说。 

目前，三个平台年均服务客户 300 余个，服务金额超过 2 亿元，培训人员达

1.4 万人次。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旭东指出，平台的对外开放，解决了大

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缺设备、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种种难题，

有效改善了所在区域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环境。一批纳米技术相关企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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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平台开发产品，逐渐实现成果转化、中试放大，最终落户苏州。截至 2016 年底，

以苏州纳米所的平台为核心支撑，在周边聚集起约 410 家纳米技术应用企业，实

现产值 383 亿元。 

与此同时，世界首个纳米领域大科学装置——纳米真空互联综合实验站也预

计于 2018 年在纳米所建成。“这个实验装置是在类似太空的全真空环境下的纳米

器件研发平台，相当于把现有的加工设备统一搬到太空。”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

员丁孙安说，届时，实验站将突破现有仪器设备的功能限制, 实现材料制备、测试

分析与微纳加工工艺等方面协同效应, 为科研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先进的

开放平台。 

开放共享才能互利共赢。如今，中科院与江苏省的院地合作发展遍地花开。

仅南京、常州、扬州、泰州、苏州五大平台型产业化中心就集聚人才 4800 多人，

转化科技成果近 800 项、为企业创造效益 200 多亿元；累计孵化企业 294 家，年

销售收入约 40 亿元；累计建成公共服务平台 50 个，2016 年服务企业 1100 余家。 

“从‘十一五’初期的 100 多亿元到 2016 年的 1100 亿元，院地合作产出已连续

多年保持在 20%以上的增长，有力增强了江苏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

产业的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说。 

（经济日报记者 郭静原） 

 

超级电容器用凹凸棒石负载氮掺杂碳@ NiCo2O4复合电极材料的

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许多新的能源如风能、

潮汐能、地热能等被陆续开发利。但这些能源的生产具有不连续的特点，因此需

要新的可以储存能源的高效设备。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

的新型储能元件，具有比传统电容器高得多的能量密度和比电池大得多的功率密

度。超级电容器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极材料的性能，过渡金属氧化物是一

类十分典型的膺电容电极材料，这些材料通常具有很高的理论比电容和电导率，

主要分为贵金属氧化物和廉价金属氧化物。贵金属氧化物中研究最多的是 RuO2，

理论比电容高达 1580 F/g，曾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电极材料，但 RuO2 本身的毒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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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其商业化应用。鉴于贵金属氧化物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寻找低价、无污染、能代替 RuO2 的金属氧化物的工作备受研究人员的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含有两种过渡金属元素的氧化物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

NiCo2O4 具有和 Co3O4 相同的尖晶石结构，如果将 Ni2+引入到 Co3O4 的晶格中部分

取代四面体中 Co2+和八面体中的 Co3+，由于两种过渡金属的协同作用，在用作电

极材料时同时存在 Ni2+/Ni3+和 Co2+/Co3+氧化还原对进行膺电容反应，能够获得更

大的比电容。但是，作为膺电容电极材料，NiCo2O4 本身仍存在着在大电流密度下

循环稳定性较差的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南京理工大学万慧等人首次采用价格低廉的凹凸棒为载体，

先在其表而原位聚合聚苯胺层，再高温锻烧制备得到氮掺杂碳，然后将此凹凸棒

负载氮掺杂碳通过水热复合 NiCo2O4 制备氮掺杂碳@ NiCo2O4 复合电极材料.这样

一方面可以克服采用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导致成本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利用高比

表面积的凹凸棒为载体，通过表面负载氮掺杂碳，既可获得较高的比表面积，又

可具有较好的导电性和双电层电容，再在表面水热负载高比电容的 NiCo2O4，使最

终得到的复合电极材料可望同时获得高的有效质量比电容和循环稳定性。最终产

物 ANC@ NiCo2O4、复合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综合电化学性能，在 1 A/g 的电流密度

下质量比电容可达到 945.5 F/ g，而且经大电流循环充放电后仍有较高的比电容保

持率，有望发展成为很有潜力的超级电容器用电极材料。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电

化学杂志。（万慧，应宗荣，刘信东，卢建建，张文文，超级电容器用凹凸棒石

负载氮掺杂碳@ NiCo2O4 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电化学，

2017,23（1）：28-35） 

 

ANC@NiCo2O4 的 TEM 照片((A , B)，高分辨 TEM 照片(C)和选区衍射照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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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NC@ NiCo2O4 样品在 10 mV/s 扫描速率的下的循环伏安（CV）曲线；B：ANC

用量对 ANC@ NiCo2O4 质量比电容的影响；C： NCO-3 样品在不同扫描速率下的 CV 曲线 

 

凹凸棒石/轻基磷灰石/聚己内醋/胶原构建的骨修复材料 

骨移植是修复骨缺损的惟一方法，但传统的骨移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弊端。

骨组织工程可达到修复或重建骨的目的，为骨缺损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选择。近

年来研究的热点是模仿天然骨本身的成分、结构特性及矿化过程，对材料的组成、

结构进行设计与调控，或者对传统材料进行仿生功能化修饰，获得新型仿生人工

骨修复材料。 

李振珺等人采用化学沉淀辅以微波辐射法制备出不同 Ca/P 比(1.50/1.67)的羟

基磷灰石，采用溶液灌注-溶剂挥发法、离子滤沥法等制备凹凸棒石/羟基磷灰石/

聚己内酯/胶原、凹凸棒石/缺钙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凹凸棒石/聚己内酯/

胶原(对照组)复合材料。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仪、表而接触测定仪、万

能力学机等，分别进行材料表征、有效成分、亲水性和力学性能评价，用动物实

验评价材料与宿主的组织相容性。结果显示：①精确控制 pH 值范围能合成不同

Ca/P 比的轻基磷灰石；②与凹凸棒石/聚己内酯/胶原复合材料相比，构建的凹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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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和凹凸棒石/缺钙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透气性、亲水性明显增强(P< 0.05)，孔隙率、吸水膨胀率明显降低

(P < 0.05)；③动物实验结果显示，支架材料与宿主无免疫炎性反应，具有良好的

组织容性；④结果提示，构建的凹凸棒石/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复合支架材料

有可能成为较为理想的骨组织修复替代支架材料。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中国组织

工程研究杂志。（李振珺，齐社宁，赵红斌等，凹凸棒石/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

胶原构建的骨修复材料，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7,21（2）：202-208） 

 

论文整体构架 

各复合材料孔隙率、透气性、吸水膨胀率测定结果比较 

 

表注：1.50 组为凹凸棒石/缺钙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1.67 组为凹凸棒石/羟基磷灰石/聚己内酯/胶原；

0.00 组为凹凸棒石/聚己内酯/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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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响应 Fe 掺杂 ZnO /凹凸棒石（ATP）复合材料的制备

和光催化性能 

    ZnO 是一种无毒、价廉和宽带隙(~3. 3 eV)的半导体材料，可以通过光催化作

用降解各种有机污染物。纳米尺寸的 ZnO 由于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紫外光催化

反应活性可以提高 2~3 数量级。但纳米级 ZnO 由于量子尺寸效应导致的宽带隙降

低了对可见光的利用效率。研究表明，过渡金属离子如 Fe 的掺杂可以增强 ZnO 对

可见光的吸收，从而增强其可见光催化活性。但纳米 ZnO 在催化反应结束后分离

较为困难，难以循环使用。研究发现，将半导体纳米材料负载于惰性载体上形成

复合光催化剂，可有效解决纳米光催化剂在反应结束后难回收利用的问题。凹凸

棒石由于具有较好的结构稳定性、丰富的孔道结构、超大表面积以及强的物理吸

附能力等而备受关注。 

    北方民族大学王芳等人制备了多种金属离子掺杂的 TiO2 /凹凸棒石复合光催

化材料，并将他们应用于模拟染料废水的光催化降解反应中。研究结果表明，金

属离子的掺杂增强了宽带隙半导体对可见光的响应，而凹凸棒石的存在则增强了

对染料分子的富集能力，从而增强了复合材料的催化活险。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他们进一步采用直接沉淀法制备了 Fe 掺杂 ZnO/凹凸棒石(Fe-ZnO /凹凸棒石)复合

光催化材料，系统研究了 Fe 掺杂量、ZnO 负载量和焙烧温度等因素对复合光催化

材料吸附性能和光催化性能的影响，并采用 XRD , TEM 和 UV -Vis-DRS 等技术对

复合材料的结构和光吸收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发现，ATP 的复合增强了复合材

料对染料亚甲基蓝的吸附能力，提高了 ZnO 的分散性并降低尺寸。同时，适量 Fe

可明显拓展复合材料的光谱响应范围，增强对可见光的响应能力，从而使复合材

料表现出远优于纯 ZnO 的可见光催化活性。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化学试剂杂志。

（王芳，侯建华，马小华等，可见光响应 Fe 掺杂 ZnO /凹凸棒石（ATP）复合材

料的制备和光催化性能，化学试剂，2017，39 (1)：6-10） 

 



 

30 

 

TEM 照片 a. 纯 ZnO;  b.ATP;  c. Fe( 0. 3% ) -ZnO( 50% )/ATP 

 

UV-Vis-DRS 谱图:  1. ZnO; 2. ATP; 3. Fe( 0. 3% ) -ZnO( 50% ) / ATP;4. ZnO( 50% ) / ATP 

 

 

凹凸棒石-钢渣复合滤料用于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脱氮除磷 

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氨氮和磷。例如，北京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氨氮

20-30 mg/ L、总磷 5-9 mg/ L；福建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氨氮 15- 25 mg/ L、总磷

2-5 mg/ L。据报道，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 80 多亿 t，而 96%的村庄没有

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造成污水随意排放。大量的氮和磷会随这些污水进入

湖泊、水库和河流等地表水体，造成藻类过渡繁殖和富营养化，进而对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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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人群身体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威胁。因此，在农村地区，开展生

活污水治理己经成为了一项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凹凸棒石和钢渣均具有较好的脱氮和除磷效果。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会强等

人以凹凸棒石和钢渣为主要原料，将两者按质量比 6:1 混合均匀，经过研磨、造粒、

烘干、焙烧(650℃)等工艺制成球状氮磷吸附剂，主要物理性能指标为粒径范围 1. 

5-2. 5 mm、松散密度 1. 35g/cm3、平均孔径 137 nm, BET 比表面积 11. 45m2/g。以

NH4 +-N 和 P 为靶污染物，开展凹凸棒石-钢渣复合滤料的静态批式实验和动态滤

柱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静态还是动态吸附过程中，凹凸棒石-钢渣复配滤

料具有稳定地脱氮除磷能力，具有潜在应用价值。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环境工程

学报。（马会强，吴束，李爽，凹凸棒石-钢渣复合滤料用于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

脱氮除磷，环境工程学报，2017,11（1）:98-104） 

 

 

去除效果与复配比例的关系          去除效果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滤柱动态连续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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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基功能化磁性凹凸棒石/碳复合吸附剂的构筑及其对染料和

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研究 

在环境低负荷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黏土/碳复合物作为一种新型的吸附材料，

由于其具有来源丰富、结构可控、性能稳定等优良性能，同时可实现自然资源的

高值化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在水处理领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复合

吸附材料的研究热点。与其他含碳材料相比，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黏土/碳复合吸

附材料来源广泛、种类繁多，价廉易得，在废水处理中具有优越的成本优势。从

性能来说，该类复合吸附材料结合了天然高分子或工农林业废弃物和黏土独特的

物理化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材料对水环境中染料和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

能，具有单一吸附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原材料自身的不足以及复合物功

能基团的缺失，其吸附性能仍然有限，此外，由于颗粒尺寸小吸附后分离也较为

困难，传统的分离方法如离心或过滤费时耗力。因此，开发一种赋有功能基团，

易于分离的磁性黏土/碳复合材料尤为重要。 

目前，磁性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热解法，共沉淀法以及溶剂

热法。Mubarak等人以FeCl3预处理的生物质为原料通过微波加热法制备具有磁性的

生物炭材料，该材料由于具有高的比表面积（890 m2/g）对MB表现出了优异的吸

附性能（265 mg/g）；Gu等人在N2气氛下热解聚苯乙烯与铁盐的混合物合成磁性

碳纳米吸附材料，并以四溴双酚A为污染模型，研究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Sun等

人通过Fe3+/Fe2+共沉淀法在生物炭表面负载Fe3O4制备磁性炭材料，实现了对废水

中结晶紫（CV）的吸附去除，具有环境修复功能。不同制备方法所得磁性材料的

结构和性能不尽相同，而且在合成过程中方法相对复杂，需以有机溶剂为还原剂，

所得材料的吸附能力有限，故这些技术的应用受工艺和经济的限制。开发一种制

备方法简单，绿色环保，性能优良的磁性碳复合材料已势在必行。 

相比于磁性碳材料的合成方法，碳源的选取对含碳复合材料的制备也至关重

要，直接决定了材料的性能以及产品的造价。目前，以氧化石墨烯，碳纳米管，

天然高分子如纤维素、葡萄糖、淀粉以及生物质如果皮、稻壳、麦麸等为原料制

备含碳复合材料的相关研究已见报道。然而这些材料在应用中仍存在诸多弊端，

如原料自身性能有限，成本较高，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等，使材料无法具备应用

性。油脂脱色废土，作为油品脱色处理后的废弃物，既含有非水化磷脂、天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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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脂肪酸和维生素等，又含有 10-20%左右的正常油脂。从经济成本、环境友好

性、可获得性和可修饰性等方面综合考虑，以油脂脱色废土为原料制备黏土/碳复

合吸附材料具有作为碳源的巨大潜力，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 

基于此，唐洁等人以马来西亚凹凸棒石脱色废土为原料，废土中残留的油脂

为碳源和还原剂，在柠檬酸钠的协同下通过一步水热法制备结构和性能可控的羧

基功能化磁性凹凸棒石/碳复合材料，并实现对水体中染料MB和重金属离子Pb(II)

的有效吸附。在此过程中，残留的油脂在水热碳化的同时，与柠檬酸钠协同反应

生成含铁化合物，赋予材料磁分离功能。研究发现，柠檬酸钠的引入不仅提供了

羧基功能基团以增强材料的吸附性能，而且可以通过调控柠檬酸钠的浓度来改变

凹凸棒石/碳复合材料的组成与磁性。制备得到的羧基功能化磁性凹凸棒石/碳复合

材料对染料MB和重金属离子Pb(II)均具有较快的吸附速率和较优的吸附性能，最

大吸附量分别可达254.83 mg/g和 312.73 mg/g。经过6次吸附-脱附循环后，吸附剂

仍呈现较高的，相对稳定的吸附能力，而且借助磁性很容易地从水体中将其分离。

总之，该材料的成功制备为由含有机质的废弃黏土向功能复合材料的转变提供了

新的思路。该文章发表于2017年Chem. Eng. J。（Jie Tang, Bin Mu, Li Zong, Maosong 

Zheng, Aiqin Wang， Facile and green fabrication of magnetically recyclable 

carboxyl-functionalized attapulgite/carbon nanocomposites derived from spent 

bleaching earth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Chem. Eng. J., 2017, 322, 102-114.） 

 

合成羧基功能化磁性凹凸棒石/碳复合吸附剂用于吸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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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初始浓度，（b）吸附时间对 CFAC-0.6吸附 MB 和 Pb(II)的影响以及（c）CFAC-0.6 吸

附 MB 和 Pb(II)的重复使用性 

 

（a）不同柠檬酸钠浓度下羧基的含量，（b）CFAC-0.6 吸附 MB 和 Pb(II)前后的红外光谱和

（c）吸附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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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s/凹凸棒石复合材料的制备并用于对 CO2的吸附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配位聚合物，具有三

维的孔结构，一般以金属离子为连接点，有机配体位支撑构成空间 3D 延伸，系沸

石和碳纳米管之外的又一类重要的新型多孔材料。这类材料的比表面积远大于相

似孔道的分子筛，而且能够在去除孔道中的溶剂分子后仍然保持骨架的完整性。

因此，MOFs 具有许多潜在的特殊性能，在新型功能材料如选择性催化、分子识

别、可逆性主客体分子(离子) 交换、超高纯度分离、生物传导材料、光电材料、

磁性材料和芯片等新材料开发中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给多孔材料科学带来了

新的曙光。HKUST-1 是一种典型的 MOFs 材料，具有优异的 CO2 吸附性能。在常

温常压条件下，HKUST-1 对 CO2 的吸附容量可以达到 110.8cm3/g。为了增加对 CO2

的吸附容量，Liu 等人以氧化石墨烯和 HKUST-1 合成了一种新的复合材料，对 CO2

的吸附量可以提升 30%。在此启发下，Wan 等人结合凹凸棒石（ATP）独特的棒晶

结构，合成了一种新的复合材料用于 CO2 吸附（HKUST-1/ATP）。并用 SEM、XRD、

TGA、FTIR 等表征手段对其进行表征。结果表明，ATP 的引入没有改变 HKUST-1

的八面体构型和晶体结构。相比于 HKUST-1，新型复合材料的 CO2 吸附量提升了

11.27%。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的 Materials Letters。（H. Wan, Y. Que, C. Chen, Z. Wu, 

Z. Gu, J. Meng, L. Wang, G. Guan, Preparation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attapulgite 

hybrid material for CO2 capture，Materials Letters, 194 (2017) 107-109.） 

 

SEM 照片：ATP(a)、HKUST-1(b)、 HKUST-1/ATP(c)、超声处理的 HKUST-1/AT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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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聚氨酯自修复材料的制备 

聚氨酯是一类高性能的聚合物材料，被广泛用于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汽车

工业以及建筑领域。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聚氨酯，因为材料被完全暴露在空间

环境，在高真空和宇宙射线辐照下会加速挥发和老化。因此，聚氨酯材料的寿命

和机械性能等指标非常重要。 

当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局部损伤和微裂纹，就会由此引发宏观

裂缝而发生断裂，影响材料正常使用和缩短使用寿命。裂纹的早期修复，特别是

自修复是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自修复的核心是能量补给和物质补给、模仿生

物体损伤愈合的原理，使复合材料对内部或者外部损伤能够进行自修复自愈合，

从而消除隐患、增强材料的强度和延长使用寿命。自修复材料按机理可分为两大

类：一类主要是通过加热等方式向体系提供能量，使其发生结晶、在表面形成膜

或产生交联等作用实现修复；另一类主要是通过在材料内部分散或复合一些功能

性物质来实现。 

由于二硫键在 65oC 以下就可以自动形成，Xu 等人通过二硫键的形成与断裂，

并结合形状记忆功能制备了一种新的自修复聚氨酯材料。在 80oC 下自修复 4h 后

的材料可以恢复 92%的拉伸强度。他进一步将纳米棒状材料凹凸棒石（ATP）填充

到 PU 的机体中极大提高了其机械性能。这是因为 ATP 独特的棒晶结构以及其表

面覆盖着大量的羟基，可以与许多质子受体基团发生作用，从而提高材料的机械

性能。实验还发现，当 ATP 添加量较少时，可以均匀的分散在 PU 机体中。适量

的 ATP 引入可以提高材料的拉伸强度。并且 1%的 ATP 的加入可以促进自修复过

程。这种可修复的聚氨酯材料有望用于航空航天领域。该文章发表于 2017 年的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and Physics。(Y. Xu, D. Chen, A Novel Self-Healing 

Polyurethane Based on Disulfide Bonds, Macromolecular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195 (2017)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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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与聚氨酯间的相互反应 

 

聚氨酯和聚氨酯/凹凸棒石复合材料的 SEM 照片 

 

以纳米生物材料制备 pH 可控释放的亚铁叶面肥 

铁在植物的生命活动，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氮代谢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地壳中铁元素丰度很高，但由于受土壤溶液中 pＨ值及氧分压的影响，几乎都

是以难溶于水的 Fe3+形式存在，而植物可以吸收的铁主要是二价铁（Fe2+），因此

植物常表现出缺铁症状。铁缺乏是现代农业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会导致作物叶片

萎黄和产量急剧下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亚铁叶面肥（FFF）

如硫酸亚铁（典型的 FFF）被广泛使用。但是亚铁叶面肥中二价铁容易被演化成三

价铁，植物无法吸收。而且 FFF 在叶面上粘附性低，造成 FFF 肥效低且活性期短。

因此研发具有优异抗氧化性和粘附性强的 FFF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Wang 等人利用硫酸亚铁、微晶纤维素和凹凸棒石研发了一种新的亚

铁叶面肥（PCRFFF）。在制备过程中，通过氧化微晶纤维素成羧基纤维素，使其

表面产生大量羧基。这些羧基可以与 Fe2+通过配位作用形成 CC-Fe(II)微纤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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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CC-Fe(II)微纤维通过氢键作用包裹在 ATP 棒晶上。在酸性条件下，这种络合的

Fe(II)解离出来，并且 ATP 包覆层变松散，从而促进了植物叶面对 Fe(II)的吸收。

这种 Fe(II)的吸收过程可以有效地通过 pH 控制。而且，这种 PCRFFF 表现出非常

好的植物叶面粘附力。这种叶面肥可以有效提高植物肥效。该文章发表于 2016 年

的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M. Wang, G. Zhang, L. Zhou, D. Wang, 

N. Zhong, D. Cai, Z. Wu, Fabrication of pH-Controlled-Release Ferrous Foliar 

Fertilizer with High Adhesion Capacity Based on Nanobiomaterial,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4 (2016) 6800–6808.） 

 

 

CC−Fe(II)的合成路线及亚铁叶面肥的施用 

 

 

PCRFFF 的制备过程及释放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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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 同位素研究菲在热处理凹凸棒石上的细菌矿化 

微生物成矿作用是指微生物及其代谢作用所产生的有机质参与成矿或分异、

聚集元素形成矿床或矿化菌体自身直接堆积形成有用矿床的作用。微生物在自然

及的地址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有机质的转化和破坏及沉淀矿床的形成而改造，而

且爱成矿、表升地质作用，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目前，通过微生

物成矿作用来处理水体和土壤中的有机物和重金属的污染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

点。 

黏土矿物是最具反应性的天然土壤组分，可以作为天然降解材料（如细菌）

的优良载体。黏土材料不但可以提供细菌生长的天然环境，也是躲避其他微生物

捕食的优良庇护所，而且可以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保护微生物并且为其繁殖提供

养分。这种黏土-矿物间的相互反应极大的依赖于微生物的种类、黏土矿物的表面

和电荷性质。研究发现，细菌更容易在阳离子交换容量和比表面积高的黏土中生

存。以黏土负载细菌对污染物进行成矿作用，首先要将其吸附到黏土表面，再由

微生物通过自身的吸收作用或新陈代谢等途径将其转化。但是如果污染物进入到

黏土的孔道，或者在黏土表面大面积团聚，矿化作用就会减弱。 

Bhabananda Biswas 等人用 14C 同位素技术对研究了有机分子菲在热处理的

ATP 表面的微生物矿化进行了研究。他先对 ATP 进行 400oC 的热处理，再将有机

分子菲吸附到 ATP 表面，然后通过负载在 ATP 表面的细菌的成矿作用将其分解矿

化。结果表明，400oC 的热处理导致 ATP 中与有机分子菲的结合点减少，从而减

少了有机分子菲在 ATP 表面及孔道里的团聚，从而显著增加了微生物对有机分子

菲的矿化效率。该文章发表在2017年的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B. Biswas, 

B. Sarkar, R. Naidu, Bacterial mineralization of phenanthrene on thermally activated 

palygorskite: A 14C radiotracer stud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579 (2017) 

7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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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在 400
o
C热处理前（A）后（B）的 ATP 上的黏土-细菌聚集体 

 

 

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中心在基于硅酸盐黏土的超疏水、超双

疏涂层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近年来，仿生超疏水、超双疏和超滑涂层等特殊润湿性涂层、材料取得了快

速发展。然而，目前上述仿生特殊润湿性材料普遍存在机械稳定性差、制备方法

复杂昂贵、低表面能液体易粘附和基底材料性质依赖性强等问题，成为其实际应

用的瓶颈因素。基于在有机硅烷聚合物特殊润湿性涂层、硅酸盐黏土及其纳米复

合材料方面的研究积累，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张俊平研究员研究团队在有机硅烷聚合物/黏土纳米复合超疏水、超双疏涂层方面

取得系列研究进展。 

通过在有机硅烷聚合反应过程中引入凹凸棒石、蒙脱石、高岭石和海泡石等

硅酸盐黏土（ChemPlusChem 2013, 78, 1503-1509; Chem Commun2016, 52, 

2744-2747），合成了一系列新型有机硅烷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成功地在多种基底

材料上制备了稳定超疏水、超双疏涂层，表现出优异的机械、化学和环境稳定性

和一定的自修复性。这是首次将凹凸棒石等黏土用于制备超疏水、超双疏涂层。

研究表明，凹凸棒石黏土在构筑超疏水、超双疏涂层方面优于蒙脱石、海泡石和

高岭石等其他黏土。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其在药物控释（Adv Mater Interfaces 2014, 

1300136）和液体弹珠（J Mater Chem A 2016, 4, 5859-5868）等领域的应用，实现

了空气层调控的药物控释和不同表面能液体弹珠的可控制备。相关技术申请了国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cplu.201300222/abstract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CC/C5CC09951J#!divAbstrac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i.201300136/abstract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TA/C6TA00758A#!div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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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明专利（CN 104789124A、CN105440888A）。 

 

基于有机硅烷聚合物/凹凸棒石纳米复合材料的液体弹珠. 

 

玛雅蓝是一种具有艳丽色彩的有机-无机复合颜料，由凹凸棒石和一种来自植

物的靛蓝分子复合而成，古代玛雅人将其广泛应用于壁画、陶器和雕刻中。玛雅

蓝具有优异的稳定性，长年累月的气温变化和潮湿的空气也无法使它褪色。在前

期类玛雅蓝颜料（Micro Meso Mater 2015, 211, 124-133; J Colloid Interface Sci2015, 

457, 254-263）和仿生自清洁涂层的研究基础上，首次将类玛雅蓝颜料与超疏水、

超双疏涂层相结合，制备了色彩丰富的自清洁（刺激-变色）类玛雅蓝颜料和涂层

（J Mater Chem A 2016, 4, 901-907;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2016, 8, 27346-27352;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7, 9, 1941-1952）。超疏水、超双疏涂层的引入，显著

提高了类玛雅蓝颜料的稳定性，并赋予其自清洁性能。相关技术申请了国家发明

专利（CN105419384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8718111500148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1979715300497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TA/C5TA09300G#!divAbstract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ami.6b09252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ami.6b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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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于类玛雅蓝颜料的彩色超疏水涂层 

 

 (b) 溶剂致变色自清洁类玛雅蓝颜料. 

（来源：中科院兰化所盱眙凹土中心） 

 

中科院技术生物所利用凹凸棒石复合材料做重金属检测电极 

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人类健康，对土壤中重金属离子的检测分析具有重要的

科学意义。近期，技术生物所科研人员熊世权等通过辐照粘土-离子液体复合物构

建电极材料，实现对 Cd(II)、Pb(II)、Hg(II)和 Cu(II)的检测及相互作用分析。 

在重金属离子的电化学检测中，多数研究使用成本较高的合成材料构建电极，对

一种或几种离子进行测定并研究其机理。在该研究中，课题组使用辐照的、低廉

的天然材料和导电性良好的离子液体结合形成复合物，实现了对多种重离子的检

测分析，确定了其灵敏度和检测限间的差异。 

研究人员首先使用高能电子束辐照凹凸棒土，通过优化辐照参数及一系列表

征，使用凹凸棒土-离子液体复合物构建电极材料，同时，对 Pb(II)、Cd(II)、Hg(II)

和 Cu(II)分别进行单独和同时电化学检测，通过分析比较溶出行为，发现两种检测

的灵敏度及检测限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在同时检测中，构建的复合物材料对

Hg(II)、Cu(II)的检测限和灵敏度明显改善，而对 Pb(II)、Cd(II)检测效果有所降低，

其中，对 Pb(II)、Cd(II)、Cu(II)和 Hg(II)的检测限分别达到 0.8、0.5、0.2 和 0.06nM,

而对 Hg(II)的灵敏度高达 242.4μA/μM。 

该工作对多种重金属离子的研究及实际土壤中重金属检测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也为多种重金属离子检测分析提供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316 (2017) 383–392。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技

术生物所联合基金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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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凹凸棒土-离子液体复合物对 Pb(II), Cd(II), Hg(II)和 Cu(II)的检测分析 

（来源：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利用纳米黏土材料研制出自清洁涂料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所吴正岩课题组利用新型技

术手段研制出纳米自清洁涂料，该技术原材料成本低至 5000 元/吨，实验表明可使

涂料表面灰尘污渍降低 50%以上，节省人工成本 50%以上。研究成果 A facile 

approach to fabricate self-cleaning paint 近期发表在黏土材料领域的核心期刊《应用

黏土科学》（Applied Clay Science）上。 

吴正岩介绍，自清洁涂料不仅可以有效隔绝雨水，而且涂料表面沾染的灰尘

还能随雨水流走。目前市场上普遍应用的两种制备方式都存在自身缺陷：光降解

法仅适用于阳光环境，存在涂料寿命短、除尘效率低等问题；传统疏水法存在成

本高、效率低、稳定性差、二次污染等问题。 

绿色生产方式是当前涂料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发展

低成本、高效率、稳定性强、环境友好的自清洁涂料制备技术，推进我国涂料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课题组利用物理改性天然纳米黏土作为主体材

料，经过有机修饰，制备出超疏水纳米复合材料，该材料作为助剂按照一定比例

添加到涂料中，制备出自清洁涂料。该技术还可调控涂料表面电位，有效降低涂

料表面对灰尘的静电吸附能力，显著增强涂料抗灰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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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涂料（a）和自清洁涂料（b）表面的水滴形态 

 

技术原理 

吴正岩表示，与传统技术相比，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原材料大部分

为天然材料，具有成本低、环境友好等特点；制备涂料时，添加工艺简便，生产

条件无需高温高压，温和节能；所制备的助剂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和光稳定性，

适用于大部分涂料。 

论文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9131716302630 

（来源：中国聚合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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