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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T E R I A L S

◎本报记者 金 凤

聚焦新材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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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柯振宇，正蹲在南通能达水务有限公司进行

技术优化。经由一道道膜的过滤，制浆、造纸废

水里滤出盐酸和烧碱……

这些废水，来自江苏王子制纸公司（以下简

称王子制纸）。9 年前，也是在这里，时任江苏省

省长助理兼科技厅厅长的徐南平，带领团队用膜

技术，帮王子制纸化解了危机、顺利开工。如今，

这里每天过滤浓缩的制浆尾水达 3.2 万吨，造纸

尾水的日处理量约达 1万吨。

“十三五”以来，我国膜产业总产值的年均增

速在 15%左右；2019 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已达

2773亿元，较“十二五”末翻了一番。

“除了水处理，我国膜产品大量应用于制药、食

品等行业，也出口到东南亚、德国、美国等地区或国

家。”南京工业大学膜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特种分

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范益群告诉记者。

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是全球面临的两

个重大环境问题。作为一种新兴高效的分离技

术，膜分离技术利用特殊材料的膜，外加动力，可

以分离水中的小分子、固体颗粒等物质。这种技

术兼有分离、浓缩、纯化等功能，而且高效、节能、

环保，能实现分子级过滤，过滤过程简单、易操

作、能耗低、效率高。

“近年来，高性能膜材料技术快速发展，污水

处理厂、家用净水器都广泛地使用了膜技术，随

着技术不断进步，成本也在快速下降。”与膜材料

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范益群，对中国膜材料的发展

如数家珍。他说，膜材料根据应用领域可以分为

水处理膜、气体分离膜、离子交换膜、特种分离

膜。其中水处理膜又可根据孔径和功能，分为超

滤膜、微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等。

范益群介绍，超滤膜的孔径一般在 0.1 微米

以下，可以过滤水中的细菌、病毒、胶体、大分子，

可以用在食品加工业中，例如，过滤、拦截豆制品

加工后液体中的大豆蛋白。微滤膜的孔径大多

在 0.1微米以上，多用来处理水中的悬浮物，降低

水体的浊度，还可以过滤水中的细菌，一般在河

道的净化中多有使用。纳滤膜顾名思义，膜内的

过滤孔径可以达到 0.002 微米，除了可以过滤水

中的腐殖酸、农药化肥残留等大分子物质，还能

过滤钙镁离子，软化水体，但又可以保留一部分

矿物质。

过滤孔径最小的是反渗透膜。“反渗透膜孔径

非常小，只有水分子可以透过。它利用膜两侧的静

压差作为推动力，实现液体混合物的分离，广泛应

用于海水淡化以及高纯水生产中。”范益群说。

膜技术可实现分子级过滤

目前，在海水淡化、工业废水处理、工业用水

处理、市政污水再生处理、市政自来水提质改造、

家用净水器市场等领域，膜技术大显身手。

该技术的应用，曾一度为王子制纸一项陷入

绝境的大项目力挽狂澜。

2012 年，王子制纸打算在江苏启东修建一

条制浆废水排海管道，消息传开后，世代以渔业

为生的启东老百姓，开始担心造纸制浆废水会影

响生态和近海渔业养殖。

关键时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膜科学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徐南平主动请缨，带领南京

工业大学膜科学研究所的 40 多位研发人员，开

始攻克造纸制浆废水“零排放”的世界性难题，提

出了成套设计工艺，打消了民众顾虑，帮助地方

与企业走出了困局。

9 年过去，科研团队再次进行技术升级。柯

振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以前制浆尾水过滤后

析出的盐有很多杂质，甚至还有一些腐蚀性固体

废弃物。此次技改工艺，将反渗透产生的浓盐水

分离成高氯化钠浓盐水和高硫酸钠浓盐水，再将

高氯化钠浓盐水通过新增的膜电解单元，制成低

浓度的酸、碱水用于生产，替代部分外购药剂。

高硫酸钠浓盐水进入蒸发结晶系统后，则生产出

工业级元明粉，可作产品销售。”目前，他们正在

做项目的试生产运行，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建成

投产。

除了废水处理，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水处

理技术，已经成为提高水环境的利器。

多个领域都离不开这张膜

中国膜产业现阶段还需突破产品种类偏

少、应用领域偏窄的局限。例如膜产品主要集

中 在 水 处 理 领 域 ，占 膜 市 场 的 85%。 面 向 医

药、能源和物料分离领域应用的特种功能膜产

品品类较少。“膜产品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而

膜材料成了膜产品向高端发展的瓶颈，因此需

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加大关键技

术研发。”中国膜工业协会理事长郑根江告诉

记者。

膜与膜材料原始创新能力较弱，是我国膜

产业现阶段面临的挑战之一。郑根江指出，这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制膜用化工原材料

要求高，一般的化工原材料难以达到制膜要

求，需要进行大量的优化、改性研究。二是成

膜机理、膜配方、制膜工艺和制膜设备这四大

关键技术，互为支撑、密切度高、匹配性强，需

要系统性创新。三是由于膜的应用场景不同，

每种膜的配方、结构、制作工艺及性能要求也

不同，制膜设备及工艺针对性强，技术难度大，

这些膜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亟待加强。例如，

氢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太阳能光伏背板膜等

新能源用膜，高性能医用膜以及高精准分离膜

等一些高端膜产品的制膜关键设备国产化率偏

低，部分关键设备仍需要进口。

郑根江建议，应以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为

目标，围绕膜装备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及绿

色、高效、智能制造等开展系统研发，强化机

械装备模块化、智能化、机电一体化和零部件

的通用化、标准化、集成化。“还要多开发高端

产品，例如能用于物料精准分离的超滤膜和纳

滤膜，在极端工况下应用的耐高温高压、抗污

染的膜。”

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应对挑战

2019 年的膜工业总产值，主要由膜与膜材

料、膜设备、膜工程和膜配套设备、膜贸易与服务

四大部分构成。其中，膜工程与膜配套设备板

块占我国膜产业总产值的 27%；膜设备板块产值

占 26%；膜与膜材料板块的产值占 15%。这意味

着，膜与膜材料领域增长空间较大。

“膜技术的发展，让膜的原材料层出不穷。

从几元钱一公斤的 PVC，到几百元一公斤的聚

四氟乙烯，从粉煤灰到高纯度氧化铝，不同原材

料制得的膜，应用场景不同，大家也在尝试一些

新材料，例如陶瓷膜。”范益群说。

“不过，原材料的生产和制造工艺越复杂，成

本越昂贵。”范益群举例说，去除氧化铝杂质的成

本很高，99%纯度的氧化铝，市场售价约 1万元每

吨，而 99.95%纯度的氧化铝售价则高达 100万元

每吨。

“此外，原材料的均匀度、可重复性，生产工

艺的控制精度和水平，生产中监控仪器的精度和

灵敏度，都会决定膜的质量高低。”范益群说，大

批量的膜生产，膜表面不能有缺陷，一张几十平

方米的膜，只要有一个头发丝粗细的孔，过滤时

就会让杂质漏过去；生产过程中，如果不慎有灰

尘掉落在膜上，也可能在膜上留下一个孔洞；这

些都会影响过滤效率。

面向“十四五”，郑根江对中国的膜产业信心

满满，他表示：“近几年，全球膜市场需求快速增

长。2018年，全球膜与膜装备总产值达到 950亿

美元。未来几年，随着科技水平、产品质量、工程

技术水平和国际市场运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

膜产业将快速融入全球市场，国际市场占有率将

大幅提升。”

对于未来，郑根江充满期待。他分析，2025

年中国膜产业总产值或将达 5000—6000 亿元。

其中工业废水资源化、城镇污水再利用、城镇自

来水提质改造、医用膜、家用净水器市场的产值

将占据较大市场份额。“膜产业也将通过关键共

性技术，带动 3D打印、医学、光学、能源等领域的

发展。”郑根江说。

“十四五”膜产业总值或达5000亿元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记者 4 月 19 日从昆明理工大学了解到，

该校金属先进凝固成形及装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涂层材料

设计与应用团队，在超高温钽酸盐热障涂层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将

先进热障涂层材料最高使用温度提高至 1400 摄氏度，且最高可达 1600

摄氏度，将隔热降温梯度提高 100 摄氏度至 500 摄氏度，使我国的热障

涂层技术在国际上达到领先水平。

据团队负责人介绍，热障涂层材料作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高

温部件的热防护涂层，可改善高温部件的服役条件、延长服役寿命、节

约燃料。目前使用最多的热障涂层材料是氧化锆基材料，其在达到

1200 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时会发生相变，导致涂层脱落失效，使用寿命会

呈指数级下降。随着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使用要求不断提高，未

来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可能达到 2000 摄氏度。

经过持续探索和验证，该团队充分利用了我国在稀土方面的资源

优势，成功研发了新型稀土钽酸盐高温铁弹相变增韧陶瓷材料，建立了

一套从材料发现、基本性质确定到最后应用的完整材料体系，申请超过

100 项国家发明专利及 4 项国际发明专利。同时使我国在新型稀土钽

酸盐陶瓷涂层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该成果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能在 1400—1600 摄氏度长期稳定工作的

超高温热障涂层。目前，团队已与陕西天璇涂层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合作生产这种涂层材料，产品将供应给国内多个大中型研究单位或应

用单位。由于该材料优异的综合性能，未来将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等

国民经济重要领域。

先进热障涂层材料

可耐1600摄氏度超高温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4 月 20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刘波教授课题组提出了氨气气相蚀刻的方法，在羧酸配位的微

孔金属有机骨架（MOF）中生成介孔，制备出分级孔 MOF。相关研究成

果于日前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上。

MOF 因其高比表面积和结构的可调控性在诸如吸附、分离、气体

存储、催化剂载体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微孔 MOF 由于有限

的孔道尺寸，客体分子在其中的扩散运动受到严重限制。在已经报道

的 8 万多种 MOF 中，介孔 MOF 的比例还不到 1%，同时多数介孔 MOF

的稳定性严重不足。分级孔 MOF (HP-MOFs)同时含有微孔和介孔，

且两者协同作用，既具有高比表面积和活性位点，又有利于快速的传质

过程，特别对大分子的吸附、分离、催化性能有重要影响。

作为气相蚀刻剂的氨首先被均匀地吸附于微孔 MOF 中，确保了

MOF 晶体内的均匀蚀刻。科研人员在加热的条件下，利用氨气与金属

的强配位作用，切断羧基—金属配位键制备介孔。研究发现，介孔尺寸

受蚀刻温度控制；而介孔体积可以通过改变氨气的压力来调节，这一策

略能够在不影响晶体形貌的情况下精确控制介孔的尺寸和体积。由于

MOF 晶体的各向异性不同晶面的稳定性不同，这一策略进一步实现了

晶面定向刻蚀。根据刻蚀程度的不同，得到三角形或矩形的介孔。更

为重要的是，生成的介孔可以使用 MOF 前驱体溶液进行修复，从而将

被吸附的分子(亚甲基蓝)包覆其中。该刻蚀—修复过程如同对微孔

MOF 实施了分子尺度的外科手术。

这一基于气相刻蚀的分子尺度外科手术式策略，实现了微孔 MOF

中介孔性质的精准调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定制和调控分级孔 MOF 材

料性能的强大工具。

科学家提出

分级孔金属有机骨架制备新法

科技日报讯 高温超导 YBCO（钇、钡、铜合金氧化物）块材因其高

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和高俘获磁场的优异性能，在无接触磁悬

浮、储能旋转机械、准永磁体、混音器、磁透镜、便携式医疗器械、滤波

器、航天导航陀螺等新型高性能器件与电磁装置开发研制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前景。尤其对于旋转机械、航天导航陀螺和便携式医疗器械的

研制开发，在保持超导性的前提下，制备出更轻质的超导材料是这类应

用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记者 4 月 18 日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周又和教授团队提出了绿色

环保的 YBCO 超导材料高精度直接书写式 3D 打印方法，解决了非牛顿

流体陶瓷浆料配比和流变控制难题，并采用低温冷铸微结构调控策略，

克服了超导块材烧结收缩开裂的问题，实现了复杂多尺度多层级、超轻

超导块材的高效可控制备，通过性能表征，获得了最佳性能的工艺过程

参数。

这一新工艺过程采用可食用有机材料辅助生成了绿色浆料，展现

出了优良的流变特性，实现了精细化的复杂可控结构 YBCO 块材的制

备。为了解决现有 3D 打印陶瓷材料中面临的高收缩率问题，低温冷铸

策略实现了 3D 打印超导材料高保型性，为 YBCO 超导块材的高精度制

备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新工艺的烧结与补氧耗时均较传统工艺大

为缩短，提高了超导材料的制备效率。

据介绍，周又和团队采用 3D 制备出的多孔、多尺度、多层构型的

YBCO 块材的质量密度仅为每立方厘米 1.38 克，为目前国际最低值，约

为传统冷压烧结工艺制备样品的 1/3。

团队还提出一种技术先进且具有工业化应用潜力的 3D 打印 YB-

CO 超导陶瓷坯体巧妙制备方法，用这种方式制备的超导体能够在航天

工业中用作导航辅助设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先进功能材料》上。

（邸金 杜英）

高温超导材料

3D打印技术取得突破

打破打破““膜膜””咒咒，，释放更多中国释放更多中国““膜膜””力力

编者按 新材料产业是支

撑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先导性、

战略性产业。近年来，我国新

材料产业发展不断加快。“十

四五”时期，新材料的发展更

是被提上了日程。为此，本报

推出系列报道，带你走近新材

料，了解它们的技术发展，展

望它们的产业前景。

4 月 17—18 日，第十五届中国电子信息技

术年会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在 18 日举行的年

会主论坛上，多位院士向在场的 2000 余名观众

分享了未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亮点、趋势，

其中半导体新材料成为不少与会专家重点关注

的内容。

宽禁带半导体已大规模应用

在中国加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

能大幅降低电力传输中能源消耗的宽禁带半导

体正成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研究的重点。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中 国 电 子 学 会 副 理 事

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称，目前宽禁

带半导体已经在汽车、健康等领域得到了大规

模应用。例如，在汽车领域，运用宽禁带半导

体之后，电动汽车可在同样电力驱动下行驶更

长的里程。

郝跃还预测，6G 通信 2030 年或将会进入产

业化，未来宽禁带半导体将释放巨大市场潜力和

强大发展动力。

为进一步占领宽禁带半导体研发的制高点，

中国还在 2020年成立了宽禁带半导体器件与集

成电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目前已经在氮化镓半

导体设备、氮化镓毫米波功率器件等多个领域取

得了技术突破。

“中国已经提出了‘3060 碳排放目标’，也让

宽禁带半导体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当然我们

还需要不断努力，在电力总量攀升的同时降低传

输过程中的消耗，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早日

实现。”郝跃说。

碳基技术有望取代硅基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彭练矛表

示，随着芯片制造工艺逼近 2 纳米，硅基芯片材

料的潜力已基本被挖掘殆尽，无法满足行业未来

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启用新材料是公认的从根本

上解决芯片性能问题的出路。

彭练矛指出，碳纳米管拥有完美的结构、超

薄的导电通道、极高的载流子迁移率和稳定性，

未来有望取代传统的硅基集成电路技术。面向

后摩尔时代，中国现已基本解决碳纳米管面临的

挑战，实现了整套的碳纳米管集成电路和光电器

件制备技术，同时也在碳纳米管的无掺杂技术研

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得我国在碳基芯片的基

础研究方面迈入全球发展前列。

畅想未来，彭练矛认为碳基技术有望全方位

影响现有半导体产业格局。我国应抓住这一历史

机遇，从材料开始，总结过往经验，通过发展碳基芯

片，实现中国芯片的弯道超车。现有研究已证明，碳

基集成电路拥有超越硅基的潜力，亟待解决的则是

产业领域的工程性问题，实现技术的落地与实用化。

抢占研发制高点，半导体新材料有望弯道超车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谢 力

观众参观观众参观““膜技术污水处理器膜技术污水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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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圳盐田区建成深圳市首个自来水

直饮示范区，采用臭氧－活性炭、超滤膜等深度处

理工艺，提高出厂水水质，实现自来水直饮全覆盖。

重要的是，包括芯片在内的精密电子器件的

生产，也离不开膜技术。“目前芯片的集成度要求

越来越高，这要求晶体管之间不能有离子，以确

保器件之间不会有电磁干扰，而生产制作这些晶

体管，都需要使用超纯水冲刷，确保芯片性能稳

定。在制备超纯水方面，膜技术提供了有力支

撑。”范益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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