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资本)宣布

投资入股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布局光伏发电新材

料领域。这一消息让光伏胶膜材料产业引发高度关注。

光伏胶膜材料在光伏产业中主要用来做什么，国产化情况如何？带

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走访了相关业内专家。

“合格的光伏组件要求在户外工作 25 年后，还能保持初始值 80%的

最大输出功率，并且还要能有效抵抗外力的冲击。因此，为了延长光伏组

件的使用寿命，在组件中增加了封装材料对其进行封装保护。”江苏理工

学院材料工程学院教授欧军飞说。

典型的光伏组件由太阳能电池、背板、光伏玻璃、接线盒、边框、封装材

料等组成。封装胶膜材料位于光伏玻璃与太阳能电池之间，能够将太阳电

池、铜锡焊带、背板及光伏玻璃等黏结在一起，是光伏组件的关键组成部

分。“光伏电池中的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封装胶膜，是一种热固

性并有黏性的胶膜。”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相关专家介绍，由于EVA胶膜

在黏着力、耐久性、光学特性等方面具有特殊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光伏

组件以及各种光学产品中。

背板为塑料、正面为玻璃的单玻光伏组件，主要使用的是 EVA 封装

胶膜，由于其常温下无黏性，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熔融黏结与交联固化，

并变得完全透明，与玻璃黏合后能提高玻璃的透光率，起着增透的作用。

而对于两面都是玻璃的双玻光伏组件，POE（一种乙烯-辛稀共聚

物）胶膜是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封装材料。相对于 EVA 胶膜，POE 胶膜的

安全性及耐老化性等性能更胜一筹。但这种材料比 EVA 胶膜贵 30%—

50%。

“双玻光伏组件玻璃的厚度现已从 2.5毫米降到 2.0毫米，未来估计会

降到 1.6毫米。”欧军飞说，随着双玻光伏组件玻璃厚度的下降，EVA 胶膜

也可对双玻组件边框进行密封，未来 EVA 胶膜在双玻光伏组件中也会获

得广泛应用。

欧军飞告诉记者，用于生产光伏封装胶膜的 EVA 原料要求 VAc（醋

酸乙烯酯）含量在 28%以上，目前主要由釜式法生产。伴随着中国光伏市

场的快速发展，EVA 胶膜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2013年之前，EVA胶

膜一直被国外垄断，现如今国内企业在国内胶膜领域占有率超 90%，实现

了国产替代。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北京有机化工厂、华美聚合、联泓、宁波台塑、

上海石化、扬子石化等采用釜式工艺生产的 EVA 胶膜都占有一席之地。

江苏斯尔邦是国内唯一一家能用管式法生产 EVA 胶膜的企业，生产的产

品自 2019年 9月推出后，受到市场认可。

在相关专家看来，我国生产 EVA 胶膜的原料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

一定差距，未来数年还将从新加坡、韩国等邻国进口 EVA 胶膜原料以补

足光伏市场需求。

中石化投资的光伏新材料

到底是个啥？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张羽程 许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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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焊接材料的发展

滞后，日益成为制约我国高

端制造发展的瓶颈。据统

计，国内高端焊接材料80%

以上依赖进口，如何实现高

端焊接材料国产化，是急需

解决的问题。

80%

日前，包头稀土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研究

院经过不断尝试，成功开发出适宜稀土钢生产使

用的高洁净稀土铁合金新产品及其低成本制备

技术，该技术在耐磨钢、高强钢、风电钢、管线钢

等产品中实现批量应用，可细化钢材的晶粒尺

寸、变质夹杂物，提高低温冲击柔韧性、强度、强

塑性、耐磨性。这一技术在行业内尚属首创，并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先后在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包钢）实施了工业生产五炉、九炉、十

五炉连浇，在其他企业实施了工业生产六炉连

浇，整个过程稳定运行。钢中稀土分布均匀，稀

土吸收率均在 50%以上，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

率。”包头稀土研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

宝 1月 18日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这一新技术

为我国稀土钢产业的发展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

突破钢中加入稀土的技术难点

稀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国内外许多研

究资料证明，向钢中加入稀土元素后不但可以

改善钢的宏观结构，如使枝晶细化、减少疏松

和偏析，还可以细化晶粒，改善微观组织；可净

化钢质，使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变形和减少，去

除气体，让钢微合金化，进一步改善钢的力学

等物理性能。

包头稀土研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陈国华

教授告诉记者：“我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就已

经开始相关研究，几乎与国外是同时起步的。

当时，很多牌号钢中加入稀土效果不稳定，尤

其是存在连铸过程水口发生结瘤、钢中稀土吸

收率不稳定、钢材性能不稳定等问题，以至于

许多研究者不能很好地说明稀土在钢中的具

体作用。”

随着稀土金属分离、提纯技术和手段不断进

步，我国逐步实现了制备镧、铈、镨、钕等稀土金

属，加上国家对先进材料的高度重视，以及需要

为高丰度镧、铈元素寻找使用渠道等原因，近年

来，稀土钢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领域均得到

了迅速发展。

虽然国内外对稀土钢研究热潮一直未减，但

是目前稀土钢的生产过程仍存在着关键共性技

术难题，其中难题之一就是稀土该如何高效加入

钢水中。

专家介绍，根据稀土元素化学性质活泼，易

与氧、硫、氮等元素作用的特点，结合钢材的主

要成分，综合考虑加入稀土方式的密度、熔点、

稀土元素活性等因素，包头稀土研究院经过不

断尝试，成功开发了适宜稀土钢生产使用的高

洁净稀土铁合金新产品及其低成本制备技术。

这一技术在行业内尚属首创，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稀土铁合金让新型钢备受青睐

“稀土铁合金能成功加入钢水中，自然离不

开它的优良性能。”刘玉宝说。

据他介绍，稀土铁合金具有适宜的熔点和密

度，即密度与钢水接近，熔点均比稀土金属高，更

容易加入到钢水中与钢水充分合金化。经过工

程试验，结果显示其钢中稀土吸收率均在 50%以

上。同时，稀土铁合金活度低，抗氧化性强，易于

保存和输送。

稀土铁合金制备工艺采用熔盐电解及中频

炉成分调控双联法。“利用熔盐电解法制备高稀

土铁中间合金，然后利用高稀土铁中间合金为原

料在中频炉内进行成分调控，制备出符合稀土钢

生产过程应用的稀土铁合金产品。”陈国华说道，

制备过程解决了非自耗阴极电解技术、杂质元素

控制技术、合金中组元偏析控制技术。制备的稀

土铁合金稀土含量能够控制在±1%以内，硫、氧

等杂质元素含量低。

目前，包头稀土研究院已经开发出 3大类 40

余种铁合金产品，受理发明专利 12 项，制定行

业、团体标准 4 项，建成了年产 1200 吨稀土铁合

金产业化示范线。相关技术已经在包钢、北方重

工、中国一重、中原特钢、共享铸钢、南京钢铁等

院校企业得到使用。

在包钢的示范线中，在铸铁中加入稀土铁

合金，抗拉强度可以提高 40%以上、抗压能力

提高 80%以上，所生产的产品受到国外客户的

青睐。

眼下，利用稀土铁合金生产的不同牌号稀土

钢正在大型风机、机壳机盖、高铁轨道、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等重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稀土铁合

金也被评为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

产品。

攻克“水土不服”难题 稀土钢产业化提速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与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双方开展了两个批次

四个项目的联合研发合作，并在持续推进中。”去

年底，在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绿色制造熔接技

术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国家友谊奖获得者、乌克

兰国家科学院院士、巴顿焊接研究所中方院长郭

瑞·弗拉基米尔，对与绿色制造熔接技术研究所

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焊接被称为“工业缝纫机”，是生产制造中的

关键技术。小到一枚集成电路芯片、大到一艘航

空母舰，都离不开焊接。

然而，总体而言我国焊接研究起步较晚，先

进焊接材料与技术始终处于追赶状态，如在能源

领域，核电、火电等关键部位所用焊接材料全部

依赖进口，输油、输气管道所用的焊接材料近四

分之三依赖进口。

同时，国内焊接材料的发展滞后于基体材料

的发展，日益成为制约我国高端制造发展的瓶

颈。据统计，国内高端焊接材料 80%以上依赖进

口，如何实现这类高端焊接材料的国产化，是急

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焊接材料与技术存在的问题，

绿色制造熔接技术研究所应运而生。

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翔表示，研究

所的目标是建成具有自我造血功能、面向产业、

面向市场的开放式研发服务平台，在高端焊接材

料、焊接工艺及智能制造等方向开展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产业化研究。

对于绿色制造熔接技术研究所来说，他们面

临的一个难题是，一家新成立的研究所如何吸引

高层次人才。

“为了激发人才团队的积极性，我们在股权

结构和资本投入上进行了创新。”冯翔表示，研究

所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才团队占股 36%，

永钢集团占股 34%，其余为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

院、张家港高新区、南丰镇等持股，企业虽然投了

大钱（投入 1.5亿元现金和 1.8亿元设备），但投资

主要作为运行经费不占股份。这样一来，既保证

了研究所有充足的经费，又保障了人才团队的成

果转化利益，一举多得。

“大而全”还是“小而精”，是研究所面临的另

一道选择题。

“永钢集团作为冶金企业，也拥有多年焊接

用钢生产经验，所以我们将从材料环节切入焊接

领域，用焊接材料整合焊接技术创新链。”永钢集

团副总裁、绿色制造熔接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刘瑜

告诉记者。

接下来，研究所还将重点开发耐热、高强、超

低温等特殊应用场景下的焊接材料，建设国产高

端焊材产业链。同时，推进智能焊接信息化、数

字化应用，在管线安装、造船、压力容器制造等领

域实现人力解放。

“除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外，我们还将设立产业

发展中心，承担自研成果、引进吸纳成果的产业化

项目，将前沿成果产业化，并推向市场。同时利用

资源优势，大力培养高端焊接技术人才及复合型人

才，为我国焊接发展注入新动力。”张刘瑜说。

这个研究所为“工业缝纫机”“焊”缺口
◎本报记者 张 晔

玉米、秸秆与服装、家居，听上去似乎并不相

关，但正在悄悄进行关联。将玉米甚至秸秆加工

成新型生物降解材料，可以纺成纱线制作衣服，

也可以加工成日用品、板材。

记者从第二届中国生物基材料产业发展大

会上获悉，我国企业“跑通”了从玉米到聚乳酸、

纤维全环节，并在家纺、服装等领域展开实践，

制成购物袋、餐具和运动服。这个新材料，正走

进你我生活。

2020 年初，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一

系列限塑“时间表”。以玉米、秸秆加工制成的聚

乳酸材料为代表，具备可降解功能的生物基材料

快速走入大众视野。

何为生物基材料？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

一位专家用“从环保到环保”来进行描述。以

聚乳酸为例，从玉米出发，进行纤维提取、生

产、应用，既是循环经济，也有效发挥了材料抑

菌等特点。

“与其他转化为微塑料颗粒不同，聚乳酸纤

维废弃物可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是完全生物降

解，真正环保。”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专家李增

俊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列入 2021 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生物

基材料对环保意义重大。

前景有多大？“2020 年我国合成树脂略有增

长，2019 年五大通用树脂比上年增长 7.2%，塑料

工业快速发展是大趋势。”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

会副理事长马占峰说，禁塑并非禁止整个塑料工

业，而是通过可降解材料对部分不可降解进行替

代和改善。一定程度上，有多大的产业空间，就

有多大的新材料空间。

多位专家认为，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少石油基

化纤、膜制品，在自然环境中很难分解。推进生

物基材料标准化、产业化，适逢其时。

限塑让这个材料走入大众视野

发展以聚乳酸为代表的生物基材料，对增加

绿色产品供给、降低石化资源依赖等有较大帮

助，但也一度面临丙交酯生成技术难、生产成本

高等问题。

不过，在有关部门、科研机构、一线企业实践

中，难题正在破解。记者调研发现，一些企业已

开始布局，部分国内企业贯通了低成本生产聚乳

酸原材料的全线技术。

12 月 26 日，安徽丰原集团第二模块年产

50 万吨乳酸、30 万吨聚乳酸项目开工。此前，

年产 5 万吨聚乳酸项目已经投产。为争取原

材料稳定供应，山东正凯新材料、江苏悦达家

纺等十多家企业纷纷规划在该生产基地附近

建厂。

“目前生物基材料产业标准化、产业化推进

很快，近期全国多地发布了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

目录，为生物基材料产品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空

间。”马占峰说，这些都让生物基材料逐步具备了

大规模产业化的基础。

“以聚乳酸为代表的生物基材料产业取得突

破性进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基材料产业高质

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安说。

技术已逐步具备产业化基础
产业要发展，市场很关键。业内专家认为，

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技术攻关和生产、质量等稳

定性提升，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市场对新材料的

认知，让其走入市场、经受市场的检验。

“通俗地讲，以玉米、秸秆制作的聚乳酸材料

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塑料，一个是布料。”安

徽蚌埠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

蚌埠在政策、资金、平台等领域提供支撑，全面推

广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膜袋。

在布料方面，专家认为，聚乳酸纤维具有与

人体肌肤相近的弱酸性，在内衣、家纺等领域应

用具有优势，但与化纤产品相比，规模化还不够。

“聚乳酸纤维价格要高于人们常用的涤纶纤

维。涤纶纤维是千吨级的，聚乳酸目前是数吨

级。”李增俊认为，提升产能和降低生产成本非常

重要。

从工厂走入市场，也要更好发挥政策协同、

标准引领等作用，正确引导生物基材料推广应用。

“30至 40根纤维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粗细，可

见制作工艺的精良。目前是从玉米中提取，下一

步由秸秆制造，还需要提升工艺。”中国化学纤维

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说，发展新材料要有耐心，

做好精细化布局，并借助新商业模式更好向消费

者推广。

市场还需多方合力培育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来自玉米来自玉米、、秸秆的生物基材料秸秆的生物基材料
不只能做塑料不只能做塑料，，还能做衣服还能做衣服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1 月 14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俞书宏院士团队基于“藕断丝连”这一自然现象，深入探究了莲

丝纤维的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并受此启发研制出了一种可用于手术

缝线的仿莲丝细菌纤维素水凝胶纤维。相关研究成果 1 月 5 日发表在

《纳米通信》上。

研究人员将细菌纤维素（BC）水凝胶加工成具有仿莲丝微米螺旋

结构的水凝胶纤维（BHF），该水凝胶纤维兼具较高的强度和韧性，同时

具有优异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此外仿生螺旋结构还赋予了该材料

与人体皮肤相近的弹性，在伤口处受力变形时，BHF 可有效缓冲并吸收

能量，与人体组织实现同步形变，从而避免割伤伤口造成二次伤害。相

对于传统的棉线或聚合物线，水凝胶纤维缝线具有高生物相容性、高含

水量、低刺激性和低摩擦阻力等特点，在保护受损组织、促进伤口愈合

以及减少不良反应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有望成为下一代新型

高端手术缝线。

与高分子链形成的水凝胶不同，具有螺旋结构的 BHF是一种由三维

纳米纤维网络构成的水凝胶，因此具有独特的力学性能。同时，细菌纤维

素水凝胶的三维纳米纤维网络使 BHF具有超过 90 MPa的高强度。其特

有的纤维素纳米纤维网络和仿生螺旋结构为该材料带来了独特的“可拉

伸、不回弹”的力学性能，为其在高端手术缝线领域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另外，纳米纤维水凝胶的多孔结构还使 BHF能够吸附抗生素或抗炎

药物等，并持续在伤口处释放，从而起到抗炎和加速伤口愈合的作用。基

于这种仿生设计，BHF有望在更多的医用材料领域上展现出其独特的应

用潜力。据悉，目前该材料相关专利已审核通过并获得授权。

受“藕断丝连”启发

科学家制出新型仿生手术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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