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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新 材 料 产 业 发 展 战 略 咨 询 委 员 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New Materials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NACMIDS，简称材料委）由国家科学技术部于 2001 年 8 月批准成立（国科高字【2001】
116 号），定位是独立的咨询中介机构、国家材料领域的第三方智库、非盈利机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新材料产
业发展方面的战略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行业发展建议。
材料委通过网站、数据库、战略高层次研讨会等活动，紧密联系材料领域高层次科技和工程人员，加强我国材
料领域学术界、工业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推动我国材料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提升产业结构，增加企业创新能力
与产品附加值，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公益的原则，为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目前，材
料委专家委员会包括 46 位院士及 85 位国内知名材料专家。
材料委拟构建“五院一中心”架构体系，全方位服务于我国新材料领域。材料委天津研究院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
旨在通过对前沿科技信息的把握，对最新技术动态的感知监测，对科技产业的深入研究，对大数据思维和工具的探
索应用，提供专业、全面的信息调研、专家顾问和渠道监测等科技战略咨询服务，打造国内最科学、最完善、最前
沿的新兴科技服务平台，发挥新兴科技服务业在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
力对接等方面的作用。
《2017 十三五新材料技术发展报告》由材料委天津研究院团队编撰，动员了国内外数十名专家、行业分析师，
围绕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新型功能材料、材料基因工程五大领域
的 16 个专题进行了专项分析，将国内外研发及产业现状、产业发展格局、未来趋势及专家建议汇总梳理成文，
供相关人士参考。
感谢中国工程院张全兴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徐坚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肖立业、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孙晓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毕勇研究员、南京大学李弘教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副院长乔金樑、国防科技大学周新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荻教授、河南大学王丽教授、北京科
技大学田建军教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吴越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闫继娜、北京工业大学岳明教授、
中国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闫阿儒研究员、浙江大学严密教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陈弘达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吴德成研究员、山东大学王志宁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宿
彦京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赵宁研究员、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唐安斌等专家对本报
告的指导与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 廉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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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材料是人类生存及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的重要基石。新材料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先导，
是提升传统产业技术能级的关键。新材料的发展及材料技术的创新将会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是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美国在材料领域一直保持着全面领先，这得益于美国所制定的一系列促进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发展的
战略与规划。“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低成本宽禁带半导体晶体发展战略计划”、“电动汽车国家创新计划”、“氢
燃料电池研究计划”、“材料基因组计划”等战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确保了美国在材料领域的领跑地位。日本是世界
公认的材料强国，其早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就将纳米技术与材料确定为国家级优先发展领域，在《日本
产业结构展望 2010》中将高温超导技术、纳米技术、碳纤维技术、功能化学技术、高性能 IT 技术等尖端技术及产业
作为新材料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氢基本战略”中将氢能源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地位，持续推动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
通过政府对新材料技术的长期支持，日本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确保了在半导体材料、电子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等
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欧盟是新材料技术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通过实施“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第七研发框
架计划”、“地平线 2020”等战略计划，欧盟在纳米技术、材料科学、制造技术、空间技术及能源技术等领域迅速发展。
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多部委相继发布了新材料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科技发展规划。《中国制造 2025》、《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战略及发展规划的提
出为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布局日趋合理，技术水平稳步提升，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钢铁、有色金属、稀土金属、水泥、玻璃和化学纤维等百余种材料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储能材料、光
伏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特种不锈钢、超硬材料、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业产能居世界前列；半导体照明、新型
显示、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多晶硅等领域成果加速工程化和产业化，培育和发展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超级钢（细晶钢）、电解铝、低环境负荷型水泥、全氟离子膜、聚烯烃催化剂等关键技术得到突破，对传统产业
的优化和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纳米材料与器件、人工晶体与全固态激光器、光纤、超导材料等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在世界科技前沿占有了一席之地；生物医用材料、海水淡化技术等材料技术不断发展，为科技进步惠及民生提供了保障。
随着新材料产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不断抢占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和制高点，巨头企业借助大量资
本和优秀人才把控市场，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迎来了关键时期，必须把握住当前材料领域发展的重点、难点、空白
点和关键点，重点发展具有共性、关键性、集成性、带动性的新材料技术，围绕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推动新
材料高端技术的升级换代，引进和培养新材料领域高端人才，创造规模技术和经济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
迫切需求，建立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善的战略性新材料产业体系。

PART ONE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 高性能分离膜
◎ 环境友好生物基材料
◎ 特种工程塑料
◎ 功能性光学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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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分离膜

综述
分离膜是一种具有选择性透过能力的膜型材料，其可在两种相邻流体相之
间构成不连续区间并影响流体中各组分的透过速度。高性能分离膜作为新型高
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具有高分离性能、高稳定性、低成本和长寿命等特
征，是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材料，在石油化工、医药、食品、
电子、水处理与净化、海水淡化和空气净化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据
MarketsandMarkets 预测，2021 年全球分离膜市场规模将达到 119.5 亿美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0.3%。
根据分离原理和推动力的不同，高性能分离膜可以主要被分为微滤膜（MF）、
超滤膜（UF）、纳滤膜（NF）、反渗透膜（RO）、正渗透膜（FO）、电渗
析膜（ED）、渗透汽化膜（PV）、气体分离膜（GS）等几大类。
从全球发展现状来看，以美日为代表的国外企业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优势
较为明显，尤其是在反渗透膜领域，形成了寡头垄断的格局，且在正渗透膜、
气体分离膜等热点研究领域优势明显。相比较而言，我国在高性能分离膜研究
领域的起步较晚，且中低端产品居多，尤其是在高性能反渗透膜、正渗透膜领
域仍与国外企业有着较大差距。但是在我国政策及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
高性能分离膜研发进展迅速，在微滤、超滤膜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外进展
（一）国外进展
国外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尤其是在反渗透膜领
域已基本形成了垄断局势。在所有海外国家中，美国和日本在高性能分离膜领
域的领先优势尤为明显。
美国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的代表型企业有覆盖面较大的陶氏杜邦公司
（DowDuPont）、 科 氏 滤 膜 系 统 有 限 公 司（Koch Membrane Systems,
Inc, KMS）、懿华水处理技术公司（Evoqua Water Technologies LLC），
专 注 于 气 体 分 离 膜 的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公 司、Membrane
Technology & Research 公司、Air Liquide Advanced Separations（ALaS）
公司以及 Generon 公司，在正渗透膜领域较为领先的 Hydration Technology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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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HTI）公司和 Oasys Water 公司等。2017 年 10 月，GE 水处
理被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Suez Environnement）收购后，美国在高性能分
离膜领域的优势有所减弱。但是陶氏杜邦和科氏仍在努力维持自己的优势，近
一年内做出了很多成果。2017 年 9 月 26 日，陶氏杜邦宣布其水处理及过程解
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覆盖较全的
日东电工株式会社
（Nitto Denko Corporation）

决方案业务部将为计划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商业运营的阿曼 Barka 海水淡化厂
的 Barka IWP 提供超过 22,000 个陶氏杜邦 FILMTEC™ 反渗透膜元件。科氏
则在 2017 年 3 月宣布推出用于苛性碱回收再利用的 Causti-COR™ 纳滤系统，
2017 年 5 月又与 ADM 公司合作，用其 PURON®HF 超滤系统为 ADM 工厂
的水处理设备升级，2017 年 9 月宣布 FLUID SYSTEMS® 反渗透膜与纳滤膜
产品线回归。气体分离领域，空气化工产品公司 2017 年在液化天然气生产、
生物质制氢领域取得订单，同时发布了新的 PRISM®N3 氮气分离膜，其分离
效率提升近一倍。MTR 则在 2017 年推出了新的溶剂脱水膜，主要用于乙醇，
异丙醇，乙腈和四氢呋喃的脱水，经该分离膜处理的溶剂其含水量较目前的分

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覆盖较全的
东丽株式会社
（Toray Industries, Inc.）

离措施可降低 0.1-1%。
日本方面，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覆盖较全的公司有日东电工株式会社（NITTO
DENKO CORPORATION）、东丽株式会社（Toray Industries,Inc.），另
外还有偏向气体分离的宇部兴产株式会社（UBE INDUSTRIES,LTD.）、专
注于超滤微滤的旭化成株式会社（Asahi Kasei Corporation）。2017 年 10
月 18 日，旭化成的水处理用中空纤维过滤膜“Microza™”确定被科威特市近
郊的反渗透膜法海水淡化装置“多哈 Phase1”作为预处理膜采用。
欧洲方面，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较为领先的企业有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德

偏向气体分离的
宇部兴产株式会社
（Ube Industries, Ltd.）

国 OSMO Membrane Systems GmbH、德国迈纳德（MICRODYN-NADIR
GmbH），以及以水通道蛋白和正渗透为主要特色的丹麦 Aquaporin A/S、专
注于无机膜研发的法国 TAMI Industries、较早进行均相电渗析膜和双极膜研发
生产的德国 Fumatech 等。2017 年，欧洲在该领域内成果颇丰。2017 年 10
月，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以 34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 GE 水处理工艺技术业务
的收购。同月，新加坡达阔水技术（Darco Water Technologies Ltd.）与丹麦
Aquaporin A/S 共同发起了一项正渗透废水处理联合试点项目，将在废水处理中
使用 Aquaporin 公司的正渗透膜产品 Aquaporin Inside™ FO，该项目的重点是

专注于超滤微滤的
旭化成株式会社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工业废水的处理。2018 年 1 月 8 日，迈纳德宣布收购
意大利 Oltremare（奥纯麦芮），拓展其事业版图。

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较为领先的企业

法国苏伊士
环境集团

德国 OSMO
Membrane
Systems GmbH

德国迈纳德
（MICRODYNNADIR GmbH）

以水通道蛋白和正渗透
为主要特色的企业

专注于无机膜
研发的企业

较早进行均相电渗析膜和
双极膜研发生产的企业

丹麦
Aquaporin A/S

法国 TAMI
Industries

德国
Fumatec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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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高性能分离膜典型企业

名称

所属国家

主要情况

美国

陶氏化学公司在分离技术领域已有超过 70 年的行业领先经验，可以提供种类齐全的离子交
换树脂、反渗透膜、超滤膜、以及电去离子产品，主要产品系列有反渗透膜和纳滤膜 DOW
FILMTEC™、超滤组件 DOW IntegraFlux™、超滤组件和撬装（Modules and Skids）DOW
IntegraPac™；

日东电工 - 海德能
（Nitto Denko）

日本

日东电工成立于 1918 年，1987 年收购了创立于 1963 年的美国海德能（Hydranautics）公
司。海德能是世界上分离膜制造业中最著名、产品规格最多、生产规模最大、取得专利最多的
反渗透和纳滤膜生产厂商之一，产品覆盖反渗透（SWC、CPA、ESPA、LFC 系列）、纳滤
（ESNA、NANO-BW、NANO-SW、HYDRACoRe ® 系列）、微滤 / 超滤（HYDRAcap ®、
HYDRAsub ®），以及工艺分离（DairyRO、DairyNF™、DairyUF ®、SuPRO、SanRO ®、
HYDRACoRe ®、HYDRApro ®）领域；

东丽
（Toray）

日本

东丽成立于 1926 年，有机合成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是其四大核心技术。分
离膜相关产品包括反渗透膜元件 ROMEMBRA™，超滤、微滤膜组件 TORAYFIL™，以及用在
MBR 上的浸没式平板膜组件 MEMBRAY™；

科氏
（KMS）

美国

KMS 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3 年的 ABCOR 私人控股公司，1981 年更名为 KMS。KMS 生产各种
微滤、超滤和纳滤、反渗透膜产品和系统，结构形式多样，有中空纤维、卷式和管式等，代表型产
品有浸没式 MBR 膜件 PURON® MBR 系列、中空纤维超滤系统 TARGA® II 系列和 PURON® MP 等；

苏伊士
（GE 水处理）

法国

苏伊士环境集团（Suez Environnement）成立于 1858 年，是全球水务公司巨头。苏伊士集团
于 2017 年 10 月以 34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 GE 水处理工艺技术业务的收购。目前苏伊士水处
理技术和解决方案的产品涉及反渗透、微滤、超滤、纳滤、电渗析（ED）和双极电渗析（BPED）；

迈纳德
（MICRODYNNADIR）

德国

NADIR 过滤公司始建于 1966 年，曾是原赫斯特股份公司的膜产品部门。在 2003 年，由 AKZO
股份公司创立的 MICRODYN 膜组件有限公司和 NADIR 过滤有限公司宣布合并成立迈纳德有限
公司。目前迈纳德已成为一家全球技术领先的微滤膜、超滤膜和纳滤膜及其组件供应商，可供应定
制化卷式膜组件、MBR 膜组件、中空纤维膜组件、毛细管膜组件、管式维膜组件，代表型膜产品
有 TRISEP ®（RO、NF、UF、MF）和 NADIR ®（NF、UF、MF）等；

旭化成
（Asahi Kasei）

日本

旭化成成立于 1931 年，业务领域包括材料、住宅、健康等。其分离膜产品包括过滤膜 Microza™
UF、MF（PVDF 中空纤维膜，主要用于电子、汽车、医药食品及环保领域）、离子交换膜
Aciplex™（用于节能、环保型食盐电解工艺，氟系离子交换膜 Aciplex-F 的全球市场份额第一）；

懿华
(Evoqua)

美国

美国安盈投资公司（AEA Investors LP）于 2014 年 1 月完成对西门子集团旗下水处理技术业务
的收购并正式更名为 Evoqua 水处理技术公司，成为全球超滤膜领域的领导者，分离膜产品包括
MEMCOR ® 超滤膜及膜生物反应器系统，Vantage ® 反渗透膜系统，以及 MEMTEK ® 微滤系统；

空气化工产品
(Air Products)

美国

空气化工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工业气体公司，成立于 1940 年。其分离膜产品为 PRISM ® 系列，主
要有氮气分离膜、氢气分离膜、沼气分离膜、富氧空气分离膜以及机载惰性气体发生系统分离膜等；

Membrane
Technology
& Research
（MTR）

美国

MTR 成立于 1982 年，其主要为石油化工厂、炼油厂和天然气处理设施提供全面的气体分离解决
方案，主要产品有 VaporSep ®、LPG-Sep™；

GENERON

美国

GENERON 在分离膜方面拥有主要用于空气和工艺气体分离的膜组件系列产品 GENERON ®，
具体包括氮膜组件、氧膜组件、脱水膜组件、工艺气体膜组件；

Air Liquide
Advanced
Separations
（ALaS）

美国

ALaS 成立于 1902 年，主要进行气体分离、气体净化用中空纤维膜、完整的膜系统的设计、建造
和生产。主要产品包括 MEDAL™ 膜（主要用于空气分离、制氮、二氧化碳去除、氢气提纯）、
PoroGen 膜（材料使用 PEEK，可用于气体分离、气体 / 液体转移、杂化吸附等）、创新膜系统
（IMS，可用于空气脱水、高压氮回收等）；

陶氏杜邦
（DowDuPont）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Hyd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HTI）

Aquapori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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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HTI 成立于 1986 年，正渗透膜与超滤系统是其研究核心，是第一家商业化生产和销售正渗透膜材料的
公司。其正渗透技术和超滤技术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含油废水和煤气废水处理、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
军事水处理、海水淡化、个人净水、人道主义援助领域；

丹麦

Aquaporin A/S 是丹麦一家致力于通过工业生物技术和思维来进行水处理的全球水科技公司，技术核心
“水通道蛋白”的基础来自 2003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彼得 • 阿格雷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
Aquaporin 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Aquaporin Inside™ 反渗透膜（有分别适用于自来水、苦咸水
和海水的子产品系列），另一种是 Aquaporin Inside™ 正渗透膜（适用于食品处理、反渗透预处理等）。

（二）国内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实现工业经济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融合愈发
必要。进入“十三五”以来，随着水资源总量控制和水权交易政策的不断出台，
以及水污染防治政策法规的密集落地，水处理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而膜法水处理技术是解决资源型缺水、保障我国水资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传
统工艺改造、实现资源回收利用的关键核心，更是在水环境保护、污水治理中
承担重要角色。为此，在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中，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方向规划了高性能分离膜技术，重点研究高性能海水
淡化反渗透膜、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中高温气体分离净化膜、离子交换膜
等材料及其规模化生产、工程化应用技术与成套装备，制膜原材料的国产化和

2011-2016
我国膜产业市场
的年均增长速率
保持在 27% 以上

膜组器技术，旨在攻克高性能分离膜方向的基础科学问题以及产业化、应用集
成关键技术和高效成套装备技术。
目前，我国膜产业已经步入一个快速成长期，超滤、微滤、反渗透等膜技
术在能源电力、有色冶金、海水淡化、给水处理、污水回用及医药食品等领域
的应用规模迅速扩大，新兴技术，例如正渗透、双极膜电渗析等，也有多个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工程相继建成并投产。据中国膜工业协会统计，2011-2016
年我国膜产业市场的年均增长速率保持在 27% 以上，且今后几年我国的膜产业
将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2016 年，我国整个膜产业市场规模突破 1400

2016
我国整个膜产业
市场规模突破
1400 亿元大关

亿元大关，预计 201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600 亿元以上。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测算，到 2023 年我国膜产业产值将接近 4000 亿元。而膜产品制造业的年增
长率也将超过 20%，大大高于国际水平。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膜技术发展前景良好。我国从事分离膜研究的院所、
大学超过 120 家，其中大约 30 个研究团队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膜制品生产
企业 400 余家，工程公司近 2000 家，在几乎所有的分离膜领域都开展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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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国部分主要高性能分离膜企业的详细情况：
表 - 国内主要高性能分离膜企业

企业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及应用

碧水源成立于 2001 年，是全球最大、产业链最
全的膜技术企业之一。公司在北京怀柔建有膜生
产研发基地，近 500 项专利技术，承担了国家“重
大水专项”、“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等国家级课题；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微滤膜、超滤膜、纳滤
膜和反渗透膜，以及膜生物反应器、双膜新水源
工艺、智能一体化污水净化系统等膜集成城镇污
水深度净化技术，每年可生产微滤膜和超滤膜
1000 万 m 2、纳滤膜和反渗透膜 600 万 m 2，及
100 万台以上的净水设备；

时代沃顿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复合反渗透膜生产企
业，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反渗透膜技术。时代沃顿
以其绝对的技术优势和极强的研发能力，先后承
担了国家 863、国家火炬计划和国家新产品计划
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时代沃顿拥有 12 个系列 60 多个规格品种的复
合反渗透膜和纳滤膜产品。自主研发的抗氧化膜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公司年产 1700 万 m 2 复合
反渗透膜及纳滤膜，2020 年前扩产计划完成后
预计其产能将达到 3000 万 m 2；

海南立升净水科技事业有限公司

海南立升净水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专注于超
滤膜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的高科技企业。立
升拥有 70 多项核心专利，5 项国际专利，先后参
与国家火炬计划、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承担多项“863”计划课题、“十一五”“十二五”
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课题；

立升研制的“PVC 合金毛细管式超滤膜”攻克
了 PVC 材料产业化生产的世界难题，降低了超
滤膜的生产和运行成本，提高了性能和使用寿命；
立升建设了全球最大的超滤膜生产基地，一期工
程年产 1000 万 m 2 超滤膜。等二期工程全部建
成后，立升将具备年产 3000 万 m 2 优质膜的生
产能力；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招金膜天始建于 1988 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膜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应用，拥有三个省级创新平台；

拥有包括聚砜、聚醚砜、聚偏氟乙烯、聚丙烯等
中空纤维式及平板式超滤微滤分离膜制备技术，
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TIPS 法
制膜生产线，年产超 / 微滤膜 500 万 m 2；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膜天膜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拥有膜产品研
发、生产、膜设备制造、膜应用工程设计施工和
运营服务完整产业链的高科技企业，是国家发改
委命名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基地，
“十一五”期间中空纤维膜国家“863”计划重
大项目的执行单位；

公司生产以 PVDF 材质为主的、各种规格的内
压型和外压型中空纤维超滤、微滤膜，中空纤维
膜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415 万 m 2；拥有国际先进
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膜过滤、膜生物反应
器、浸没式膜过滤和双向流膜过滤四项核心竞争
技术，承建日处理量超过万吨的工程近 30 个；

杭州水处理隶属于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心组建于 1984 年。先后承担完成了国家
“863”、“973”支撑计划和浙江省重大科技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近百项，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总体
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部分技术成果接近和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拥有年产 160 万 m 2 的反渗透膜和纳滤膜生
产线，反渗透膜产品主要有超低压反渗透膜元件
以及海水淡化反渗透膜元件，膜片材质均为聚酰
胺；年产 100 万 m 2 超滤膜生产线，主要产品为
PVDF 中空超滤膜组件；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久吾高科成立于 1997 年，是国内最大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陶瓷膜生产企业。公司设有国家级工
程技术中心拥有 20 多项发明专利，组织制定了与
陶瓷膜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五项；

产品有陶瓷超滤膜、陶瓷纳滤膜、陶瓷平板膜，
其中陶瓷超滤膜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产 5
万根；

南京九思高科技有限公司

九思高科成立于 2002 年，是以南京工业大学膜科
学技术研究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增强型 PVDF 中空纤维超
滤膜、渗透汽化脱水膜、优先透有机物膜、酒膜、
共沸分离膜以及气体膜等；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

天维膜成立于 2003 年，专业从事各种分离膜及
水处理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公司拥
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均相膜生产技术；

产品有均相离子交换膜：电渗析阴 / 阳膜、扩散
渗析阴 / 阳膜、双极膜，其中双极膜年生产能力
2 万 m 2；系列荷电膜产品已被列入国家战略计划，
产品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认定；

北京廷润膜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廷润膜成立于 2010 年，专门从事研究开发与生
产荷电离子交换膜材料与工程化技术设备的高新
科技企业，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商品化单片型双极
膜的原创企业；

产品包括均相离子交换膜、双极膜。双极膜年产
4 万 m 2、均相膜年产 5 万 m 2，标准膜堆年制造
500 台、大型液压膜堆年制造 50 台；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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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天邦膜成立于 2000 年，是专业从事膜分离技术
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主要以气体分离膜为主：氮氢膜、有机蒸气
膜、富氧膜、富氮膜；

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沃特尔水技术成立于 1994 年，公司隶属于中国
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专业化的水处理公司。
2013 年 9 月公司完成了对美国 OasysWater
的股权收购，将正渗透技术引入国内；

产品是美国 Oasys Water 公司全套的正渗透技
术及设备；

博通分离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博通分离膜成立于 2015 年，是丹麦
Aquaporin A/S 公司在中国的唯一合资公司，
全权负责 Aquaporin A/S 公司专利技术在中
国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工程应用；

产品有水通道蛋白卷式 FO 膜组件、水通道蛋白
中空纤维 FO 膜组件、水通道蛋白 FO 膜片、水
通道蛋白家用 RO 膜组件。

发展趋势及建议
目前，我国分离膜市场处于高速且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同时，我国膜产业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
应用层次偏
低， 应 用 领
域偏窄

我国膜技术应用领域主要偏重于低端水处
理领域，占市场的 90% 左右。在国外有
很大市场需求的血液透析、离子交换和气
体分离、空气净化等特种膜材料，在我国
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第四
规模化企业数量不多，
导致产品质量把控不足
国内从事膜工程的企业
超过千家左右，但绝大
多数企业不具备大型海
水淡化工程的设计、施
工、调试运行能力。国
内膜企业在产品的生产
管理和质量控制上也存
在着不足，经常出现同
型号同级别膜元件的寿
命低于进口产品的现象。

目前
不足

第三
膜产业
自主创
新能力
不强

第二
膜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我国高性能特种工程
塑料产品的质量难以
满足膜材料生产要
求，海水淡化系统泵、
阀、 能 量 回 收 器、 压
力容器等关键零部件
尚未国产化，主要依
靠进口。

在技术研发方面，跟踪开发的产品较多，自主创
新产品少，导致国产膜材料市场竞争力弱，高端
市场的占有率不足 10%。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
早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但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
全，研发与产业脱节严重，导致成果转移、转化
存在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对于未来我国在高性能分离膜领域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结合我国环境与资源现状，研发适合我国国情
的新产品、新技术，从而带动膜产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落实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从
技术源头入手，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注重膜产业配套能力的发展，自主开发与引进吸收并举，快速提升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加
强高校研究院所与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开辟新的应用领域，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实现产学研协同发展；努力培育几家行业内的龙
头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建立并完善分离膜产业标准，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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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生物基材料

概述
随着当今世界能源、环境危机问题日益严重，推动环境友好型生物基材料的发展，以替代石化资源和减少白色污染，促进环境
保护变得愈发重要。聚乳酸（PLA）也称为聚丙交酯，属于聚酯家族，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可生物降解材料。聚乳酸是以乳酸为主
要原料聚合得到的聚合物，原料来源充分且可以再生。乳酸来自淀粉原料，而淀粉可由植物资源（如玉米、木薯）提取。淀粉经糖
化得到葡萄糖，再由葡萄糖及一定的菌种发酵、纯化制成乳酸，后者经进一步化学合成反应制得聚乳酸，生产过程环保无污染。聚
乳酸制品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使用后能被自然界中完全降解，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被植物吸收，从而实现在自然界的绿
色循环，这对保护环境非常有利。因此，聚乳酸已被公认为替代石油基塑料最具前景的环境友好材料。聚乳酸的合成、应用、降解
与再生示意图如下：

图 - 聚乳酸的合成、应用、降解与再生

我国重视发展聚乳酸制造与应用技术。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耐高温聚乳酸等
新型生物基材料、生物基纺织材料关键技术等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是发展重点之一。2017 年 8 月，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所属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专项——《高品质聚乳酸纤维及其纺织品规模化制备与应用》开始启动，这将对我国聚
乳酸制造与应用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起到推动作用。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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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一）全球市场及格局
除优异的生物降解性能外，聚乳酸的透明度、力学性能等与聚苯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等石油基聚合物相近，可有效
替代石油基高分子材料；聚乳酸具有良好的加工成型性能，可采用注塑、吸塑、挤出成型、吹膜成型、发泡成型等方式加工；具
有良好的抑菌性能，可广泛应用于塑料制品、纺织纤维、包装材料、医疗卫生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据 GRAND VIEW RESEARCH 报告，2016 年全球聚乳酸市场规模为 12.9 亿美元。随着包装、个人护理品和纺织品用
材料使用量的日益激增，预计未来聚乳酸市场将出现大幅增长。其中包装业务占据最大份额，2016 年已达到 59.1%。此外，预
计未来 8 年（到 2025 年），可降解塑料在购物袋、一次性餐具等领域的需求也将大幅增加。聚乳酸的最大市场欧洲由于在各种
终端应用领域（食品、饮料、化妆品、药品等）实施生物基塑料的监管规范，预计从 2017 年到 2025 年市场收入将以 19.2％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二）国外企业及进展
国外聚乳酸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生产技术领先，产能较大。纵观全球，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公司往往
都是专门生产和销售 PLA 的企业。目前，美国 NatureWorks 是全球领先的 PLA 企业，其合作网络覆盖全球，世界众多厂商均
使用其生产的 Ingeo 树脂加工、生产 PLA 制品，近年来不断推出 3D 打印用 PLA 新配方。荷兰 Corbion 公司与 Total 公司共
同开发的耐高温 PLA 也处于世界领先行列，在建工厂产能巨大，是未来有力的竞争企业之一。
表 - 国外 PLA 相关企业

国别

企业名称

美国

NatureWorks LLC

Ingeo 树脂

挤出和热成型系列、注塑成型、薄膜和片材、纤维与无纺布、
吹塑、发泡、3D 打印系列，150000 吨 / 年；

荷兰

Corbion 公司

Total CorbionPLA：Luminy®
树脂、PURALACT® 丙交酯单体；

Luminy® 树脂是 Total 公司与 Corbion 合作开发的，具
有耐高温特点；适合注塑、薄膜、片材、纤维、热成型；
2018 年下半年泰国新建的 75000 吨 / 年耐高温 PLA 工厂
将投产；

比利时

Futerro 公司

Futerro® PLA（挤出级和注塑
级）、丙交酯；

两步法生产 PLA，不需要溶剂；今后技术发展重点：低温
技术、连续技术、环保节能技术、拓展原料等；2010 年投
产 1500 吨 / 年；

日本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PLABIO®、ECOLOJU®；

PLABIO® 是树脂延伸薄膜；ECOLOJU® 是以
NatureWorks 的 Ingeo 树脂为主原料的织物、薄膜、片材；

日本

帝人株式会社

BIOFRONT®；

纤维、生物塑料；高耐热性、加水分解控制技术；

美国

Danimer Scientific
公司

挤压涂层；

挤压涂层使用 PLA 作为涂布纸、纸板和织物的主要原料，
用于食品安全；为 PLA 拓展应用而开发的添加剂；

日本

东丽株式会社

ECODEAR™PLA 薄膜；

PLA 与其他材料组合，采用东丽的聚合物等技术制成；注
塑成型、挤出级；此外，东丽还与 NatureWorks 合作推广
Ingeo 品牌；

Weforyou（玮弗）
集团

Wefouyou、Supla；

Supla 前身是江苏允友成，2015 年年产 5 万吨生产线投产；
PLA 产能为 10000 吨 / 年，复合产能为 40000 吨 / 年。

奥地利

产品

产能及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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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Works 在聚乳酸 3D 打印材料方面继续发力，继 2016 年 3 月 29 日发布高冲击强度与耐热性 3D 打印长丝新配方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又推出可媲美 ABS 耐热性和抗冲击性的 3D 打印长丝 Ingeo PLA 的新配方，有望销往北美、亚洲以及欧洲。
NatureWorks 工厂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布雷尔市；2016 年新建实验室从事乳酸发酵的研究及产业化发展。
Corbion 公司则通过扩大产能巩固其在 PLA 的市场地位。2016 年 11 月 14 日，Corbion 公司宣布在泰国建设年产 75000
吨、一体化生产 Luminy® 的工厂，并于 2018 年下半年投产。此外，2017 年 3 月 2 日，Total 与 Corbion 共同投资的 Total
Corbion PLA 新公司宣布正式生产和销售聚乳酸聚合物的业务。

2016
3 月 29 日

发布

2016

2017

新建

推出

新配方。

2016 年 NatureWorks

宣布

NatureWorks 推
出 可 媲 美 ABS 耐

宣布

发酵的研究及产业化
发展。

Total 与 Corbion
共同投资的 Total

新建实验室从事乳酸

布高冲击强度与耐
热性 3D 打印长丝

2016

3月2日

11 月 14 日

2 月 28 日
NatureWorks 发

2017

Corbion 公 司 宣
布在泰国建设年

热性和抗冲击性

产 75000 吨、 一

的 3D 打 印 长 丝

体化生产 Luminy®

Ingeo PLA 的 新

的工厂，并于 2018

配方，有望销往北

年下半年投产。

Corbion PLA 新
公司宣布正式生产
和销售聚乳酸聚合
物的业务。

美、亚洲以及欧洲。

（三）国内企业及进展
据 MarketsandMarkets 预计，从 2015 年到 2020 年，聚乳酸全球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 20.9%，到 2020 年全球聚乳酸消费
市场将达到 51.6 亿美元。由于消费者和塑料制造商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加上政府立法的支持，亚太地区将成为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
我国 PLA 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产业集中、集群规模大、竞争力强。首屈一指的是
浙江海正，其聚乳酸生产技术在国内领先且产能高；珠三角地区仅有光华伟业，但产业链成熟，产学结合紧密，所占市场份额仅
次于浙江海正，其 PLA 生产目前在我国也属领先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目前我国聚乳酸设计产能已超过 20 万吨 / 年（见下表）。目前，世界最大的丙交酯生产企业 CorbionPurac 的丙交酯生产规模仅为 75000 吨 / 年，而我国至今没有实现丙交酯的产业化生产，因此我国聚乳酸生产用丙交酯市场被
其垄断。为解决我国发展聚乳酸产业的这一瓶颈问题，“金丹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南京大学“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
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生物质有机胍催化法全绿色封闭循环工艺合成光学纯 L- 丙交酯”的原创技术，正在建设“10000
吨 / 年 L- 丙交酯联产 1000 吨 / 年聚 L- 乳酸”连续化生产装置，预期于 2018 年 7 月实现稳定生产后立即开展 100000 吨 / 年
L- 丙交酯生产线的设计与建设。“无锡南大绿色环境友好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采用南京大学“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
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生物质有机胍催化法全绿色工艺合成聚乳酸”原创技术正在建设“5000 吨 / 年聚 L- 乳酸”
连续化生产装置，预期于 2018 年 10 月实现稳定生产后立即开展 100000 吨 / 年聚 L- 乳酸连续化生产装置的设计与建设。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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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 PLA 相关企业

企业名称

产品

技术与产能

相关信息

浙江海正生物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REVODE® 树脂（可
用于制造 3DPLA 耗
材）包括透明挤出级
/ 注塑级、增韧注塑级、
耐热挤出级 / 注塑级；

2015 年启动 5 万吨项目，
预计于 2019 年初投产，届
时产能为 65000 吨 / 年；

以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后盾，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为科研力量的一家专业生产 PLA 的高科技企业；建有台州塑
料研究所，已开展了聚乳酸树脂改性、注塑工艺条件优化等研
究，特别是改善了透明膜的应用性能；

深圳光华伟业
股份有限公司

PLA（薄膜级、纤
维级、片材级、注塑
级）；PLA eSUN
易生 3D 打印材料；

年产聚合物 1 万吨、3D 打
印材料 1500 吨，目前在建
年产 2 万吨聚乳酸装置；
公司拥有聚乳酸化学回收技
术、聚乳酸多元醇生产技术、
多项 3D 打印材料生产技术；

依托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形成了合成、改
性与 3D 打印材料等多个独立研发团队，组建了深港产学研基
地 -- 光华伟业生物高分子材料研发中心和武汉大学 -- 光华
伟业生物高分子材料研发中心；与旗下中科三维共同提供 3D
打印服务；

上海同杰良
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

PLA 粒子（注塑级、
薄膜级、片材级、纺
丝级）、乳丝 ® 纤维（短
纤、长丝）、乳丝 ®
无纺布、PLA 薄膜、
PLA 3D 打印材料；

生物基聚乳酸，设计产能
10000 吨 / 年；

依托同济大学，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
聚乳酸原料生成基地；

浙江南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薄膜级 / 片材级 / 注
塑级改性聚乳酸母粒
及应用；

年产能为 2 万吨；

依托于浙江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使用独有技术将聚乳酸耐热性和韧度达到或接近传统石油基塑
料的性能指标；

九江科院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
（科院生物）

聚乳酸 ASBIOS/R/
SC 系列；

2015 年底开建首期工程
1000 吨 / 年的高性能聚乳
酸及其单体生产线及万吨
级聚乳酸基础设施；

2017 年中首期工程建成投产，计划 2018 年启动二期万吨级
高性能聚乳酸及改性生物降解材料生产线的建设；

海宁新能纺织
有限公司

INGEO™ 玉米短纤
维（五大系列商业化
生产：纺纱用、无纺
用、填料用、低熔点
及双组份）；

年生产能力为 7500 吨，采
用美国先进生产设备，线上
生产产品包括 INGEO™ 玉
米短纤维；

香港查氏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之一；产品细度从 1.3D
到 10D，长度有 13mm,25mm,38mm,51mm,64mm,76m
m,90mm,102mm。目前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

宁波环球生物
材料有限公司

Biopla（注塑级、挤
出级、薄膜级、耐热
级）、碧绿丝 ™3D
打印材料、PLA 纤维
/ 薄膜 / 过滤烟束 / 无
纺布；

宁波环球所有的 PLA 材料
均来自 NatureWorks；

依托在 PLA 领域上的技术优势，公司已生产出接近普通塑料
成本的耐高温聚乳酸材料和制品；

金丹生物新材
料有限公司

L- 丙交酯、
聚 L- 乳酸 ;

L- 丙交酯：10000 吨 / 年，
聚 L- 乳酸 1000 吨 / 年 ;

依托南京大学原创技术，实现光学纯 L- 丙交酯全绿色工艺合
成：催化剂无毒，无三废排放，产品光学纯；

无锡南大绿色
环境友好材料
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聚 L- 乳酸纤维、
薄膜、过滤烟束 ;

聚 L- 乳酸 5000 吨 / 年 ;

依托南京大学原创技术，实现聚 L- 乳酸全绿色工艺合成：催
化剂安全无毒，无三废排放，产品性能优、生物安全性高。

2017 年以来我国 PLA 市场增长迅速，其中光华伟业 2017 年上半年度环境友好型生物材料实现销售收入 3,319.74 万元，
同比增长 34.25%；3D 打印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53.37 万元，同比增长 211.53%。
此外，国内政策利好消息不断，PLA 主要企业通过扩大产能巩固市场地位。海正加紧了于 2015 年立项启动的 5 万吨 PLA
项目建设，预计于 2019 年初投产，届时海正 PLA 的年产量将达 65000 吨；九江科院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2017 年中首期工程建
成投产，计划 2018 年启动二期万吨级高性能聚乳酸及改性生物降解材料生产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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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聚乳酸作为一种绿色环保材料，具有取代传统石油基高分子材料的潜力，
可有效地缓解对石化资源的依赖及减少白色污染问题。再加上《“十三五”材
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利好政策，可以预见我国聚
乳酸产业在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聚乳酸的发展趋势与建议如下：

第一 加强高性能及耐高温聚乳酸开发

第二 加快聚乳酸纤维发展

重点加强高性能及耐高温聚乳酸开发。与聚丙烯、

加快聚乳酸纤维的发展，尤其要加快直接熔融纺丝技

聚苯乙烯等通用塑料相比，聚乳酸的耐热性较低，

术的发展。我国在聚乳酸纤维产品加工与应用方面较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可通过立构受控聚合、提高聚

为成熟，但需要在产业规模、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方
面进一步加以改进。推动大规模、低成本 D- 乳酸发

乳酸结晶度、共聚与共混改性、引入交联结构及纤

酵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快我国 PDLA 合成产业发展、

维增强等方法提高聚乳酸的力学及耐高温性能，拓

加快 sc-PLA 纤维生产中 L- 乳酸和 D- 乳酸的应用

宽其在工程材料等方面的应用范围。

比例等相关研究；加强纺丝级或纺粘级的 PLA 的研
发，保证 PLA 纤维的原料的稳定供应并降低成本。

发展趋势
及建议
第三 提升聚合催化技术与稳定
控制技术
提升聚合催化技术与稳定控制技术。进一
步开展无毒、无金属、高效催化剂研发，
聚乳酸立构与分子量受控合成技术研发，
提升催化聚合技术；简化生产工艺，升级
聚合反应装备设计与制造水平。

第四 产学官协同推动 PLA 发展
产学官协同推动 PLA 发展。通过建立科研院所与企
业的创新联盟推动 PLA 上下游的工程和制造的规范
发展；积极争取政府的倾斜政策与财政支持；促进协
同创新，实现大规模连续化生产技术与设备集成化；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 PLA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19

特种工程塑料

概述
特种工程塑料是指综合性能较高，长期使用温度在 150℃以上的一类工程
塑料，具有独特、优异的物理性能，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航空航天、汽车、
医疗等高科技领域。
我国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报告中明确
指出特种工程塑料是重点发展的先进结构材料技术之一，且制定了将特种工程
塑料等高端产品的自给率 5 年内从 30% 提高到 50% 的目标。其中高性能聚醚
酮、聚酰亚胺、耐辐照型聚酰亚胺纤维等被列为重点发展材料。
聚酰亚胺（PI）是一类分子链中含有环状酰亚胺基团的高分子聚合物，可
分为均苯型 PI、可溶性 PI、聚酰胺 - 酰亚胺（PAI）、聚醚亚胺（PEI）。作
为一种特种工程材料，已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微电子、分离膜、激光等领域。
近年来，各国都在研究、开发及利用聚酰亚胺，并将 PI 列为“21 世纪最有希
望的工程塑料”之一。鉴于其优异的性能，又被称为是“解决问题的能手”，
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聚酰亚胺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电子技术”。
聚醚醚酮（PEEK）是一种半结晶态芳香族热塑性工程塑料，被誉为“工
程塑料综合性能之王”，自问世起就被称为战略性军工材料。由于 PEEK 具有
极其出色的物理、化学及力学性能，在许多特殊领域可以替代金属、陶瓷等传
统材料，在减轻质量、提高性能方面贡献突出，成为当今最热门的高性能工程
塑料之一。PEEK 在航空航天领域可以替代铝和其他金属材料制造飞机零部件；
在能源电力领域可作为电线电缆、线圈骨架等材料用于核电站；在电子信息领
域中可用于晶片承载绝缘膜、印刷线路板和高温接插件等；在医疗领域用于生
产灭菌要求高、需反复使用的手术和牙科设备，并且可以替代金属制作的人造
骨骼；在汽车和其它机械工业领域，“以塑代钢”作用尤为突出，常作为金属
不锈钢和钛的替代品用于制造发动机内罩、汽车轴承、离合器零件、垫片、密
封件、保险杠等各种零部件，另外也可用于汽车的传动、刹车和空调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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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一）聚酰亚胺（PI）
聚酰亚胺材料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耐低温、高强高模、高抗蠕变、高尺寸稳定、低热膨胀系数、高电绝缘、低介电常数与低
损耗、耐辐射、耐腐蚀等优点，同时具有真空挥发份低、挥发可凝物少等空间材料的特点，可加工成聚酰亚胺薄膜、耐高温工程
塑料、复合材料用基体树脂、耐高温粘结剂、纤维和泡沫等多种材料形式，因此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
的商业价值。
在聚酰亚胺的产业链中，聚酰亚胺单体是由二元酐和二元胺合成，在极性溶剂中先进行低温缩聚，获得可溶的聚酰胺酸，成
膜或纺丝后加热至 300℃左右脱水成环转变为聚酰亚胺；产品以薄膜、涂料、纤维、工程塑料、复合材料、胶粘剂、泡沫塑料、
分离膜、液晶取向剂、光刻胶等为主，可应用到航空航天、电气绝缘、液晶显示、汽车医疗、原子能、卫星、核潜艇、微电子、
精密机械包装等。

表 - 聚酰亚胺产业链

1.

原材料

产品

应用领域

二元酐、二元胺；

薄膜、涂料、塑料、复合材料、胶粘剂、
工程塑料、纤维、分离膜、液晶取向剂、
光刻胶等；

航空航天、电气绝缘、液晶显示、汽车医疗、原
子能、卫星、核潜艇、微电子、精密机械包装等。

全球市场及格局
PI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呈寡头垄断局面，技术封锁严密。PI 薄膜发展较好，

拥有技术的巨头企业较多，但 PI 薄膜仍属于高技术壁垒行业。目前全球产能仍
然主要由国外少数企业所垄断，包括美国杜邦、日本钟化、韩国 SKPI 以及日本
宇部兴产株式会社等。据美国调查咨询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球 PI 薄膜的市场规模为 15.2 亿美元，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24.5 亿美元。
而 PI 纤维、PI 涂料、PI 工程塑料技术只集中在极少数公司手中，几乎垄

2017 年
全球 PI 薄膜的
市场规模为
15.2 亿美元

断市场。如 PI 纤维的供应主要集中在德国赢创的 P84 纤维和我国长春高琦的
轶纶纤维，其应用领域广、需求市场正在扩大。
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上聚酰亚胺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如美国主要消费
领域是塑料；日本主要消费领域是薄膜和塑料；而未来亚太地区将会是最主要
的增长市场。随着航空航天、汽车、电子工业等领域的高速发展，PI 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待开拓市场巨大。MarketsandMarkets 预计在 2017-2022 年期间，
柔性印刷电路将成为全球聚酰亚胺薄膜市场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应用领域；
2016 年全球聚酰亚胺薄膜市场中，电子和汽车分别占据第一、第二的市场份额，
而航空航天领域预计将在 2017-2022 年间显著发展；未来，亚太地区将成为
最大的聚酰亚胺薄膜市场，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是这一地区的 PI 薄膜市场
的主力。

预计
2022 年
将达到
24.5 亿美元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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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企业及进展
目前国外聚酰亚胺产业集中在少数国家的少数企业。如 PI 纤维产品，其生
产与销售主要集中在德国赢创；PI 薄膜技术掌握在杜邦、钟化及宇部兴产手中。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和韩国 SKPI 公司的 PI 产品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各有优势。
聚酰亚胺技术壁垒高，各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严密。2017 年 5 月 24 日韩
国 SKPI 美国分公司侵权日本钟化聚酰亚胺薄膜知识产权一案终于尘埃落定。此
案历时两年，美国当地法院判定韩国 SKPI 赔偿日本钟化约 1349 万美元。

表 - 国外企业及产品相关信息

国别

公司名称

产品

美国

美国杜邦 DuPont

KAPTON® 工业薄膜，12 条生
产线，年产能 2640 吨；
Vespel® 工程塑料，比金属和陶
瓷甚至其他工程塑料更轻便

杜邦还拥有多种以 KAPTON® 为基础的产品，如
Interra™、Pyralux®（层压板）等；

德国

赢创工业 Evonik

P84 纤维（短纤与长丝）

用于各种等级的纤维和纸浆、溶液和粉末；使用烧结技术将
聚酰亚胺粉末制成半成品和部件；

沙特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

EXTEM™ 树脂

销售市场面向欧洲、亚洲、美洲，可以是薄膜和挤压型材；

宇部兴产株式会社

UPILEX® 薄膜、UPIA® 涂料、
PETI 系列树脂、Upisel® 覆铜
层压板（单、双面）、UIP 粉末

PETI 系列是获得了美国 NASA 生产销售许可的 PI 树脂产品；

钟化株式会社

Apical™ 薄膜，9 条生产线，年
产能 3200 吨

可用于 PIXEO BP 层压板的生产；主要工厂为滋贺工厂，共
5 套生产设备；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AURUM® 热塑性聚酰亚胺树脂

产品分为本料、纤维增强、滑动材料；可用于薄膜、纤维、
复合材料基底、半导体制造装置等；

TORLON® PAI

共 15 个系列产品，包括涂料、树脂、粉末；

LV（耐高温）、GC（黑色覆膜）、
GF（层压板）、GFW（白色覆膜）、
GL（膨胀系数低）；各系列年产
能为 2740 吨

专注生产和研发 PI 薄膜的企业 , 其生产的薄膜耐高温。
2017 年第三季度销售 670 亿韩元，盈利 180 亿韩元，不仅
是季度最高销售规模，季度利润也是最高；其中柔性电路板
销售规模最大，达 333 亿韩元，约占 50%。

日本

比利时

韩国

索尔维

SKC KOLON PI（SKPI）

相关信息

目前，全球聚酰亚胺市场发展平稳。据杜邦 2017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称，Vespel® 工程塑料在航空航天和电子市场势头迅猛；
宇部兴产 2017 年上半年度财务报表指出，聚酰亚胺业务由于以电路板为主的薄膜销售增加，销售额看涨；钟化 2017 年上半年度
财务报告也指出由于智能手机厂商新机型的需求增大将提高产能，同时推动其聚酰亚胺薄膜的销售增长，但今后会根据数字化设备
的发展及时调整聚酰亚胺薄膜的供需体制。
各大公司均加大研发力度，力求推陈出新，但并不见有增加产能的举动。2017 年 11 月 14 日，SABIC 发布消息称将于 2018
年推出基于高性能材料组合的多款差异化产品，包括 EXTEM™ 热塑性聚酰亚胺 (TPI) 树脂的长丝；宇部兴产 2017 财年年报中表
示要优先摆脱聚酰亚胺赤字情况，薄膜暂时保持现状，加速涂料的科研；宇部兴产中期经营计划决定对聚酰亚胺业务重新审视经营
模式，进行业务重建，在涂料方面集中力量研发柔性显示材料，在薄膜方面提高电路板（FPC）市场占有率并扩大销售双面 COF 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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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企业及进展
由于聚酰亚胺生产成本高、技术工艺复杂、产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我国产
业化进程缓慢。但是，我国聚酰亚胺的应用已经拓展到航空、航天、微电子、环保、
交通等多个领域。
PI 产业遍布全国各地，较强的企业集中在台湾、珠三角和东北地区。台湾的
达迈科技在世界市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营收也是节节攀升；长春高琦的轶纶纤
维和独创的特种纸都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其他公司多以科研院所为依
托，研发投入与生产投入并举。
但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国内企业总体实力上还存在一定差距。纵观各企业，
装置规模小，多数生产装置仅为百吨级；产品较为单一，主要以 PI 薄膜为主，
其它种类产量很少；产品精细化程度不够，应用领域也主要是薄膜和模塑料。

表 - 国外企业及产品相关信息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技术及产能

研发及相关信息

中国台湾达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Taimide）

TH、TL、TX；
BK（黑色）、OT（无色）、
WB（白色）；

截至目前共 5 条生产线；

专注生产 PI 薄膜，2017 年营收约 19 亿台币，比
2016 年增长 11.7%；

长春高琦聚酰亚
胺材料有限公司
（HiPolyking）

轶纶纤维（PI 纤维）、
PI 特种纸、PI 薄膜；

生产基地 6 万 m2，可容纳 12
条生产线，2012 年建成二条生
产线；

最大股东为深圳惠程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股东是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电子级 TN 型 PI 薄膜，
可应用于柔性印制电路
板和 IC 封装基板领域；

化学亚胺法、双向拉伸制造技
术，产能为 500 吨 / 年；

2015 年建成国内首条化学亚胺法制膜中试线；

江苏奥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甲纶 Suplon® 聚酰亚胺
短纤、长丝；

干法纺丝生产技术，目前产能
为 2000 吨 / 年；

建有江苏省聚酰亚胺纤维材料工厂技术研究中心，与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合作；

深圳丹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聚酰亚胺单双面基材；

化学亚胺法、双向拉伸制造技
术，产能为 300 吨 / 年；

微电子级 PI 薄膜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于 2017 年 4 月开
始量产；2017 上半年度 PI 膜实现营收 43,846.14 元
占总营收 0.03%；

深圳瑞华泰薄膜
科技有限公司

PI 薄膜；

热亚胺法、双向拉伸制造技术，
产能为 1500 吨 / 年；

与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在深圳市宝
安区建有生产制造基地、产品检测中心和工程技术中
心，从事 PI 薄膜的产业化生产与研究；

桂林电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聚酰亚胺薄膜；

热亚胺法、双向拉伸制造技术，
产能为 1280 吨 / 年；

桂林所拥有桂林双轴定向薄膜成套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宁波今山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黑色 PI 薄膜、防静电
PI 薄膜、高导热 PI 薄
膜、发热 PI 薄膜、超
高导热石墨膜，以及具
有纳米填料添加的多功
能 PI 系列产品；

热亚胺法、双向拉伸制造技术；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高校研究院所密切合作，拥有
生产线及相关检验设备。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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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醚醚酮（PEEK）
PEEK 分子链由苯环和相连的酮基、醚基构成，苯环为 PEEK 材料提供了刚性，醚键提供了韧性，因此 PEEK 是韧性与刚
性兼备的综合性材料。此外，PEEK 的耐热性、耐水解性、耐溶剂性、电绝缘性、抗辐射性、抗疲劳性优异，且有一定的生物
相容性，氧指数较高，燃烧时产生的烟少且无毒。
PEEK 树脂是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CI）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发。作为一种战略性军工材料，在其问世之初就被许
多国家限制出口。随着 PEEK 材料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扩大才逐渐放宽，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极大地限制了 PEEK 的广泛应用。
为此，我国将 PEEK 材料的研制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863”计划，吉林大学特种工程塑料中心开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PEEK 合成路线，实现了 PEEK 的大批量生产。
表 -PEEK 产业链

上游
4，4'- 二氟二苯甲酮、对苯二酚和
碳酸钠为原料，二苯砜为溶剂；

中游
聚醚醚酮的聚合及其改性；
树脂、薄膜、涂料、纤维等；

1.

下游
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电气、
医疗、能源电力等领域。

全球市场及格局
MarketsandMarkets 于 2017 年 2 月发布的 PEEK 市场报告预计到 2021

年，全球 PEEK 市场将达到 6.643 亿美元，2016 年至 2021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为 6.3％。在全球 PEEK 市场，新的应用和产品等级将在航天和国防等工业领域
得到发展。此外，北美用于航空航天和医疗行业 PEEK 的快速增长将导致未来

预计
2021 年
全球 PEEK
市场将达到
6.643 亿美元

五年 PEEK 市场的高速增长。
由于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目前掌握 PEEK 聚合工艺的企业并不多，
全球市场属于寡头竞争格局，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国。其中，国外主要以英国威
格斯（Victrex）、比利时索尔维（Solvay）、德国赢创工业（Evonik）为主，
国内企业主要有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研股份）、盘锦中
润特塑有限公司、长春吉大特塑工程研究有限公司和广州金发科技等。

2.

2016 年 2021 年
复合年增长率
为 6.3％

国外产业格局
全球市场以欧洲为主，主要生产企业包括英国威格斯、比利时索尔维和德国

赢创。其中威格斯的 VICTREX PIPES™ 作为金属材料替代管道系统可减重高
达 70%，现已进军航空航天市场，被指定用于空客 A350 XWB 的货舱排水系统，
可用于低压液体处理系统、电缆管道和保护外套，能够使飞机制造者提高现有和
新商用飞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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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 PEEK 主要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威格斯
（英国）

产品
VICTREX™ PEEK 聚合物

VICOTE™ 涂料

以粉料或水性分散液形式提供；主要用于涂覆金属基底，强化金属
表面性能，可采用静电喷涂或传统的散布喷涂技术；典型应用包括
食品加工零件、泵部件、减震器、套管、汽缸盖密封垫、以及轴承；

APTIV™ 薄膜

该产品以薄膜形式囊括了 VICTREX™ PEEK 聚合物所有优异性能，
其均衡的性能使其成为市场中性能最高、应用最广泛的热塑性薄膜；

VICTREX PIPES™

目前全球唯一一家拥有专业生产聚酮管道设施的公司，是投放到
航空航天行业市场的首个金属材料替代管道系统，在技术上可以
做到塑形、做衬里、外壳、和连接头，可在整个管道系统中采用
VICTREX 管 材； 航 空 和 能 源 应 用 VICTREX 管 道 由 VICTREX
PEEK 聚合物通过挤出方式生产；在能源行业可用作廉价碳钢的保
护性内衬，替代以前必需使用且昂贵的耐腐蚀性合金；

KetaSpire® PEEK

包括基本型（润滑型和非润滑型）、玻纤和碳纤维增强型牌号
（低 / 高熔体流动）、耐磨损型 SL 牌号（润滑型和非润滑型）、
自然色粉末（粗、细、超细、极细）；提供用于涂料（静电粉末涂
料、液体涂料和水性涂料）应用的 KetaSpire®PEEK 精细粉末及
KetaSpire®PEEK 薄膜；可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医疗设备
领域；

Zeniva® PEEK

供货形式有注塑树脂和坯料两种；Zeniva® PEEK 是生物稳定性最
强的塑料之一，满足 ASTM F2026-07 标准对用于外科植入物的
聚醚醚酮（PEEK）的要求；

VESTAKEEP®

可用于半导体、石油勘探、汽车和航空部门以及医疗领域。

索尔维
（比利时）

赢创工业
（德国）

概述
以粒料和粉料的形式提供；粒料通常推荐采用注塑、挤出、单丝和
包线等加工方式；粉料适用于压塑成型，而超细粉料通常用于涂装、
复合材料预浸料和模压成型。VICTREX HT™ 和 VICTREX ST™
聚合物表现稳定，可在更高温度环境中突破性能极限；

伴随着全球市场需求的增长，各大企业纷纷投资扩大产能，巩固在 PEEK 市场的地位。据 MarketsandMarkets 报道，2015 年，
英国威格斯占 PEEK 市场最大市场份额，预计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最近，威格斯公司将其 PEEK 的产能扩大到 7150 吨。
比利时索尔维占据 PEEK 市场的第二大市场份额。此外，2017 年 11 月，由德国赢创工业集团和吉林大学共同组建的中外合资高
新技术企业吉大赢创高性能聚合物（长春）有限公司飞翔项目二期—聚醚醚酮工艺设备升级项目投产，企业产能增长 50% 以上，
产值将实现翻番。
除了扩大产能外，威格斯还通过收并购进一步巩固其在 PEEK 市场的领导地位。2017 年 4 月，威格斯收购了在航天、汽车
和工业应用领域广受认可的 PEEK 纤维全球领先制造商 Zyex。这一举措使得威格斯可以基于 VICTREX™ PEEK 的差异化解决方
案来开拓新的市场，借助规模效益、生产能力和专业技术来加速现有和全新的 PEEK 纤维应用市场发展。除了把握开发现有和新
的应用所带来的机会外，这次收购还可让威格斯在 2016 年成立的增材制造联盟基础上，在纤维领域探索潜在的增材制造。而在此
之前，威格斯的聚芳醚酮已经在长丝熔融和粉料激光烧结的 3D 打印零件中得到应用，同时该公司还在积极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其
中目标之一是提高增材制造技术“激光烧结”中所使用的粉料的重复利用率。
此外，索尔维也在积极拓展其 PEEK 在医疗领域的市场，2017 年 11 月，索尔维推出新的碳纤维增强、可用于植入性器械的
射线可穿透聚醚醚酮 Zeniva® ZA-600 CF30。该材料具有与皮质骨相近的模量，与植入器械用金属不同的是，它可以通过保持周
围骨组织的正常应力，尽可能减少植入器械对骨密度的影响。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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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产业格局
由于技术壁垒高，投资风险大，我国能够生产 PEEK 企业较少，且相对
于威格斯、索尔维等国外 PEEK 企业，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较低。国内的
PEEK 企业包括中研股份、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长春吉大特塑工程研究有限
公司、广州金发科技等。

表 - 国内 PEEK 主要企业

企业名称

产能

相关信息

1000 吨 / 年

采用亲核高温置换反应来制备 PEEK；封端
聚醚醚酮（FD-PEEK）包括聚醚醚酮 (FDPEEK) 纯 树 脂 和 复 合 改 性 聚 醚 醚 酮 (FDPEEK) 两大系列；约占国内 50% 的 PEEK
市场份额，占 18% 左右全球市场份额。是除
威格斯外，全球第二家能够采用 5000 升反
应釜进行 PEEK 工业化生产，目前该技术是
世界上合成聚醚醚酮的最高水平；

盘锦中润特塑
有限公司

1000 吨 / 年

其 CoPEEK 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国、日
本等，欧洲市场的重要代理商和合作伙伴为
德国 BIEGLO 公司；广泛用于汽车、医疗、
航空、化工防腐等领域；

长春吉大塑工
程研究有限公
司 (JUSEP)

100 吨 / 年

其科技创新和品质保证主要依托吉林大学，
其工程塑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
航天、汽车、石油化工、电子电气及医疗等
领域；

百吨级

吴忠文，国内特种工程塑料 PES、PEEK、
PEEKK 的发明人，现为广州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任金发所属实验室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企业重点实验室主任；
金发致力于聚醚醚酮特种工程塑料关键技术
与聚醚醚酮特种工程塑料产业化关键技术的
开发。

吉林省中研高
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科技

中研股份是我国 PEEK 主要的生产商，其 PEEK 树脂生产使用的是其自行研发的催化剂体系，采用高温缩聚反应和气流涡旋
粉碎工艺，可生产不同目数的 PEEK 纯树脂超细粉系列产品；运用柱式叠网超微过滤方法还可生产超高纯 PEEK 纯树脂颗粒；与
耐高温结构材料和电绝缘材料进行复合改性，可生产各种牌号的复合改性专用料。2017 年 2 月，中研股份研制出 PEEK 复丝纤维
及 PEEK 单丝纤维专用料，进一步增强 PEEK 纤维的综合稳定性，成功将 PEEK 纤维推向量产化。
除中研股份外，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的 1000 吨 / 年共聚醚醚酮生产装置现已投产和销售，其产能有效地保证了 CoPEEK
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此外，金发科技作为国内改性塑料的龙头企业，采用了独特的技术生产 PEEK 树脂，牌号为
VisPEEK，已建成百吨级中试线，正在建设千吨级生产线，目前仅供给部分客户。此外，吴忠文为金发科技的首席科学家、广东
省特种工程塑料企业重点实验室主任（金发科技所属实验室），可以预见金发科技在 PEEK 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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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一）聚酰亚胺（PI）
2017 年各大企业的 PI 销售景气，盈利可观。杜邦、钟化、宇部兴产等各大厂家的 PI 产品均在柔性覆铜板、柔性显示器、
动力电池、智能手机等电子行业带动下健康发展。未来，PI 产业将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而调整结构，且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
亚太地区。
PI 产品主要朝着高性能化和低成本化方向发展，开发差别化和特殊应用领域的 PI 产品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聚酰亚胺纤维
已经成为重要的 PI 产品，除德国赢创、我国长春高琦和江苏奥神外，SABIC 也即将于 2018 年内推出基于高性能材料组合的多
款差异化产品，如基于聚酰亚胺树脂的长丝。为适应市场需求，我们一方面要将 PI 纤维等产品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
利用地缘与市场优势，重点发展聚酰亚胺产业。我国聚酰亚胺产业发展需要攻破技术壁垒，并实现规模化量产，扩大产能。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将聚酰亚胺以薄膜、涂料、层压板、工程塑料等产品拓展到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微电子、能源动力等高科技
领域已经成为了市场主流趋势之一。
亚太地区未来将成为最大的聚酰亚胺需求市场。我国地处亚洲，无论应对国内还是亚太地区市场都比其它国家，如德国、美
国、日本等更具有优势；今后这些国家为争取市场份额势必将产地进行转移。因此，我国需要继续加大聚酰亚胺产业化技术的研
发力度，重视改性等基础研发，着力解决聚酰亚胺高成本问题，尽快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聚酰亚胺生产工艺技术并逐步实现
产业化工程技术的突破。为满足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各大厂家也应逐步扩大产能，从百吨级逐渐成长为千吨级。

（二）聚醚醚酮（PEEK）
整体来说，我国在发展 PEEK 材料方面已经突破了一些关键技术，有些制造商已经实

发展

现了千吨级产能。我国也有一些企业从事供应聚醚醚酮树脂的专用料及二次制品的研发，
其中中研股份研制出 PEEK 纤维专用料，PEEK 纤维量产化指日可待，产业发展前景乐观。

PEEK/ 碳纤维复合材料

针对我国 PEEK 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如下：
第一，发展 PEEK/ 碳纤维复合材料。长期以来，碳纤维增强 PEEK 复合材料被设计
用作航空材料，而随着加工技术的发展，未来在汽车轻量化、医疗植入器械等领域具有较
大的发展前景。根据不同制造工业与工作条件，研发不同的 PEEK/ 碳纤维预浸料工艺技术
与品种，进一步开发连续碳纤维增强 PEEK 复合材料，降低成本、开拓市场。

加快

第二，加快 3D 打印 PEEK 材料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市场对高分子聚合物 3D
打印的期望和热情越来越高，PEEK 在 3D 打印领域的发展机会正逐步显现。推动 PEEK

3D 打印 PEEK 材料发展

材料的自主研发与加工工艺的创新，包括长丝熔融和粉料激光烧结及其它解决方案，加快
在 3D 打印 PEEK 材料在航空航天、医疗等领域应用的步伐。
第三，推动 PEEK 纤维向产业化发展。PEEK 纤维作为新一代纤维制品，国外已经
有成功的案例和成型的应用，威格斯借助规模效益、生产能力和专业技术来加速现有和全

推动

新的 PEEK 纤维市场发展。国内 PEEK 纤维制品的研发较为落后，必须加快国产纤维级
PEEK 树脂原料及 PEEK 纤维制品的研究与开发，并提高纺丝技术与相关设备的制造能力，
尽快将 PEEK 纤维推向产业化。

PEEK 纤维向产业化发展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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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光学薄膜

概述
以高分子为基材的功能薄膜产品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各领域中，尤其是具
有光学功能的薄膜。光学薄膜大致可分为两组：偏光片和背光模组光学薄膜，
主要应用领域是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液晶模组构造如下图，
其中，背光模组主要包括反射膜、扩散膜、增亮膜等，聚酯光学膜一般用于液
晶显示屏的背光模组部件；偏光片是由聚乙烯醇（PVA）薄膜、三醋酸纤维薄
（TAC）膜、压敏胶层、保护膜等复合而成，其中 PVA 膜和 TAC 膜是最主
要的膜层。
上偏光片
玻璃基板

液晶面板

彩色滤光片
液晶
TFT
玻璃基板
下偏光片

背光模组

上扩散膜
上增亮膜
下增亮膜
下扩散膜
导光板
光源
光罩
反射膜
图 - 液晶模组构造图

功能性光学薄膜作为重要的新材料，近年来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关注与
支持。我国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要求大
力发展新型显示技术，并将 TFT 等印刷显示关键材料与技术作为发展重点之一。
此外，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的新材料
提质和协同应用工程专栏中明确提出加快制定光学功能薄膜标准，完善节能环
保用功能性膜材料配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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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一）全球市场情况
随着 LCD 电视、手机、电脑等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的强劲增长，
LCD 产业蓬勃发展，液晶模组市场的需求也将逐年增加。鉴于 OLED 技术不
够成熟且成本居高不下，同时 LCD 技术本身不断向前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内
LCD 电视仍将处于绝对主导地位，LCD 电视出货量将保持持续增长。LCD 电
视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将有效带动上游相关产业（如液晶面板、光学膜片等）
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LCD 光学薄膜产业链如下表。
表 -LCD 光学薄膜产业链

上游

中游

下游

应用

PET 基材、聚乙烯
醇、溶剂、胶水、
粒子等原材料；

聚酯、聚乙烯醇光
学膜卷材；
光学膜片材；

液晶面板、背
光模组或液晶
模组；

液晶电视、液晶显
示器、电脑、手机
等消费类电子产品。

日本东丽
三菱化学
帝人
东洋纺等

长期以来，全球光学膜供应商主要集中在日、韩等国，进口替代空间大。
在聚酯（主要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光学薄膜领域，国外主要生产
企业有日本东丽、三菱化学、帝人、东洋纺等；国内聚酯薄膜企业主要有康得
新复合材料集团、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等。
目前全球偏光片用 PVA 膜呈现日本可乐丽一家独大的局面，其 PVOH
（PVA）薄膜从 30 多年前开始就几乎一直垄断着这一应用领域；国内生产企
业较少，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能批量生产 PVA 光学膜

国外主要聚酯薄膜企业

的企业之一，其光学薄膜与 TAC 膜复合后，可用于 TN、STN、TFT 等液晶
显示及偏光眼镜用偏光片的制造。

（二）国外企业及进展
光学膜市场长期以来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国内进口依存度较高。目前，全

康得新
复合材料集团

球光学基膜基本由国外大公司生产，尤其是高档光学基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
几乎都被日韩公司所垄断。其中在 PET 光学薄膜领域，东丽是聚酯薄膜生产企
业的巨头之一，掌握着光学膜的核心生产技术，旗下遍布的工厂 PET 薄膜生产

中国乐凯集团
有限公司等

能力高，应用范围广，利润丰厚。

国内主要聚酯薄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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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光学薄膜相关企业

国别

公司名称

产品信息

相关信息

日本

东丽

Lumirror™
（露米勒聚酯薄膜）

可用于液晶背光模组及平面显示器等领
域；据 2017 年东丽统计数据显示，露
米勒品牌全球范围内 PET 薄膜年产量为
406000 吨；

日本

三菱化学
株式会社

DIAFOIL™
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聚酯薄膜产品厚度范围从几微米到 350 微
米；应用于 LCD 背光模组中光学薄膜的
基材，LCD 部件的保护膜及离型膜的基础
材料等；

日本

帝人株式
会社

聚酯薄膜
（PET 薄膜：
Teijin®Tetoron®、
ELECLEAR®；
PEN 薄膜：
Teonex® 等）

可应用于液晶显示器、高密度数据存储
磁带、触摸面板等领域；

日本

东洋纺株
式会社

COSMOSHINE®
PET 膜

在 PET 光学膜领域，东洋纺以生产
PET 基膜为主；光学基膜应用；光学、
显示等 LCD 等相关材料；

日本

可乐丽

KURARAY
POVAL™
（聚乙烯醇薄膜）

聚乙烯醇薄膜用作 LCD 偏光板的基膜；

日本

日本合成
化学

OPL 薄膜
（PVOH 薄膜）

用于制造偏光片；

韩国

SKC

聚酯薄膜；SKC 生
产汇聚、扩散、反射
光的功能性薄板的基
底薄膜产品；

SKC 反射薄膜用作 LCD 背光模组的核
心材料；SKC 离型薄膜可作为显示器偏
光板、光学用粘合剂保护用薄膜的基底
薄膜；

韩国

KOLON
工业株式
会社

ASTROLL®
聚酯薄膜；

广泛用作显示器基板及 LCD 和 PDP 材
料；在 LCD TVs 和显示器的偏光片的
制造过程中，用于保护和粘合涂层的无
缺陷聚酯基薄膜。

为应对聚酯光学膜的市场需求，日本三菱化学在中国扩大聚酯薄膜加工产
品的生产设施。2017 年 11 月 24 日，三菱化学决定在三菱化学光学薄膜（无
锡）公司引进新设备提高产能，以生产和供应液晶电视偏光板所用的离型膜等。
投资额约 15 亿日元，预计于 2019 年 4 月开始商业化量产。
SKC 在积极扩大薄膜事业，抢占市场方面动作频繁。2017 年 3 月 17 日，
SKC 决定从美国 Dow Chemical 收购 SKC HAAS 的 51% 股份，积极扩大
薄膜加工事业，确保新成长动力。SKC HAAS 是 2007 年由 SKC 和美国化学
企业 Rohm & Haas（2009 年由 Dow Chemical 收购）成立的合资公司，是
韩国排名第一的薄膜加工、销售企业，在韩国天安和中国苏州设有生产线，其
中用于 LCD 显示器背光模组（BLU）的扩散膜和反射膜是其主要产品之一。
SKC 认为在现有 SKC 薄膜制造事业基础上，如果增加 SKC HAAS 的薄膜加
工事业，就能获得协同效应。
此外，2017 年 10 月，SKC 在中国南通工厂组建新业务 / 化学 / 薄膜新
事业据点，加快攻占中国市场，包括组建 LCD/ 半导体用湿化学生产设施，以
2021 年实现 1300 亿韩元销售额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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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企业及进展
中国是全球电视、电脑、手机主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其中下游 LCD 电视及面板产能不断向国内转移，从而带动上游光学膜
产业快速发展。但与日韩等国家相比，我国 LCD 面板的上游原料等自给能力相对较弱，主要依靠进口，呈现出货量高，但收入占
比少的局面。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国内光学膜行业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内少数光学膜生产企业，例如康得新、皖维、乐
凯、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陆续实现了光学膜产品生产技术的突破，所生产的光学膜产品逐步打破日、韩等企业的垄断。
康得新配套有年产 2.5 万吨的光学膜基材 PET、1 万吨保护膜和 0.61 万吨 UV 固化树脂。合肥乐凯具有 5 条聚酯薄膜生产线、
10 条精密涂布生产线和 3 条聚酯切片生产线，资产规模近 20 亿元，现已发展成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光学膜生产及深加工产业集群。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VA 光学薄膜、PVB 树脂及膜片等产品处于行业技术最前沿，先后被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表 - 国内光学薄膜相关企业

公司名称

产品信息

相关信息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

光学级 PET 基材；

2016 年康得新光学膜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75 亿元；
随着 LCD 面板产能向中国转移，公司市场份额有
望进一步提高；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光学 PET 薄膜（聚酯薄膜）；

填补了我国平板显示上游产业关键原材料领域的空
白；具备中高档聚酯薄膜和薄膜深加工领域的大型
生产基地；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VA 光学薄膜；以皖维自产聚乙烯醇为原料，
经溶解、挤出、涂布、干燥后成，最大成品宽
幅 1.6 米，厚度 30-75μm；年产 500 万平
方米 PVA 光学薄膜的产能；

光学薄膜与三醋酸纤维素膜（TAC 膜）复合后，
用于 TN、STN、TFT 等液晶显示及偏光眼镜用偏
光片的制造；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ritNit® 系列光学扩散膜、增光膜和反射膜；

广泛用于各类液晶显示背光模组等领域，为
TFT － LCD 显示领域的客户提供系统完整的光学
膜片材料解决方案；2016 年激智科技光学薄膜的
营业收入高于 6.08 亿元；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LCD 偏光片，已成功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PVA 连续补料的控制技术、二次拉伸的
延伸控制技术、PVA 与 TAC 复合的胶水配方
供料系统解决 TAC 表面划伤的控制技术系列
产品；

宽幅（1330mm）TFT 偏光片中、后工序生产
线；窄幅（650mm）偏光片全制程生产线；宽幅
(1490mm)TFT 偏光片全制程生产线；将广泛应
用于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屏以及 3D 显示器件中；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导产品为光电显示薄膜器件、液晶显示模组
等；

2016 年锦富技术光电显示薄膜器件的营业收入高
于 6.97 亿元；

凯鑫森（上海）功能性薄膜
产业有限公司

可同时生产扩散膜、棱镜膜、微透膜、复合膜
等全系列背光源模组用光学膜产品；

主要生产的 TFT-LCD 用光学膜，是在光学级基
膜的表面，应用专业的涂布复合加工工艺，依靠专
用设备及高精密模具或辊筒，涂覆功能性高分子涂
层涂料加工而成；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扩散膜（普通型、高雾型、高透型）；智能薄
膜（高透组合膜、高辉度组合膜）：扩散膜与
增亮膜的贴合产品；2015 年，年产 20000 吨
光学级聚酯薄膜投产，年产 16000 吨 LCD 液
晶用光学膜项目投产；

扩散膜适用于侧入式、直下式液晶电视、
Monitor、LED 平板灯、平板电脑、手机等平板显
示器件的背光模组及背光模组的上层光扩散；智能
薄膜适用于超薄型需求的液晶电视、显示器、平板
电脑，完美搭配玻璃导光板等薄型化液晶需求；

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学聚酯薄膜，增亮聚酯薄膜；光学基膜；反
射聚酯薄膜；

用于做扩散膜、光学保护膜等的基材；

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特种聚酯薄膜的研发及生产；

2016 年裕兴股份功能性聚酯薄膜的营业收入高于
4.71 亿元；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功能聚酯薄膜（光学）；

2016 年功能聚酯薄膜（光学）的营业收入高于
3143 万元；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扩散膜和反射膜；

应用于液晶背光源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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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康得新为巩固其在光学薄膜的地位持续发力。据报道，康得新的光学膜一期项目年产 2 亿平方米产能已经投产，产
品结构更多地转向高附加值光学膜，有效地提升其盈利水平。此外，康得新光学膜二期项目 1 亿平方米产能在建，其中光学级
薄型 PET 基材等产品已于 2017 年初起陆续建成投产；PET 基材的自产可降低该公司光学膜的生产成本，增厚产品毛利。
按照合肥乐凯 2020 年发展战略框架的部署，合肥乐凯将再建 8-10 条聚酯薄膜及精密涂布生产线，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形成若干个年产量超万吨的光学基膜产品和若干个年产超千万平方米的功能膜产品，成为中国国内技术实力最强、市场占有率最
高、国际一流的膜材料供应商，引领中国光学薄膜产业的发展。
此外，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主导制定的国家标准《光学功能薄膜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双折射测定方法》
和行业标准《光学级聚酯薄膜预涂底层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于 2017 年双双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授
予的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标准项目称号。其中，《光学级聚酯薄膜预涂底层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属于新
型平板显示器用光学聚酯薄膜产品标准，适用于有可印刷、高附着等要求的深加工用光学聚酯薄膜。该标准产品充分满足了当前
我国新型显示新材料的要求，并一举打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壁垒。
2017 年 6 月 23 日，江苏裕兴为满足市场需求、扩大高端功能聚酯薄膜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凭借已具备
的功能聚酯薄膜生产技术优势，拟以自有资金 12,800 万元建设年产 2 万吨高端功能聚酯薄膜生产线项目。

发展趋势及建议
与日韩等国家相比，我国 LCD 面板的上游原料等自给能力相对较弱。我国在 LCD 产业发展过程中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包
括 LCD 用光学薄膜在内的大部分上游原材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是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近年来，国内的少数光学薄膜
企业，陆续实现了光学膜产品生产技术的突破，自主品牌所生产的光学扩散膜、增亮膜和反射膜等产品逐步打破日韩等企业的垄
断，推动了液晶显示器用光学膜产品的国产化进程。针对我国光学薄膜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如下：
第一，推动光学级 PET 聚酯切片和 PET 光学基膜的研发与生产。我国在聚酯光学薄膜领域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实力与技术
积累，国内已有些企业可以实现部分光学材料的进口替代，但与国际巨头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光学级 PET 聚酯切片还几乎依
赖于进口。因此，需要加快这方面的研究与生产，提高我国光学薄膜领域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推动预涂层（primer）涂布液与预涂底膜的研发与生产。预涂底膜是光学聚酯薄膜深加工成为各类光学功能膜的基础。
我国在该领域虽然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但总体产业实力仍然落后，预涂层涂布液更是完全依赖进口。因此，需要加快这方面的
研究与生产，提高综合竞争力。
第三，加强产业链联合，加快复合型 & 新型光学功能膜的研究和开发。虽然我国已经具备增亮膜，扩散膜等基本功能性光
学膜的生产实力，但是随着柔性化、轻量化和可穿戴等需求的出现，以及显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需要产业链加强合作，
联合设计和开发复合型 & 新型光学功能膜。
第四，加快 PVA 光学膜进口替代步伐。鉴于目前我国 PVA 膜等显示模组的关键材料对国外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我国应加
快 PVA 膜的国产化进程，使 PVA 光学膜产品能逐步进入更多的内外资偏光片生产企业，努力实现国内 PVA 光学膜的完全进口替代。
第五，加强其他新型光学材料的开发力度。如 COP（环状聚烯烃）材料，其光学特性不输于 TAC，而机械性、耐温性及耐
候性还远超 TAC，是最有机会成为新一代偏光片保护膜的材料。目前其技术掌握在极少厂家手中，如日本瑞翁，在国内还基本
处于空白状态。再如 CPI（流延聚丙烯）薄膜，这是柔性显示的关键材料之一。
第六，虽然 OLED 目前还有不少的技术难题，难以马上成为市场主流，但是其趋势已经显露，与其相关的光学薄膜材料不
应该被忽略，例如高阻隔膜、透明导电膜等。
第七，触控模组（TP）——作为人机交互的主流方式之一，广泛的应用于手机，PAD 等终端电子产品，那么 TP 相关的光
学功能薄膜也是需要关注的。
第八，加快制定并完善相关光学功能薄膜标准。随着光学膜市场的扩大及技术水平的提升，行业对标准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因此，需要加快制定光学功能薄膜标准，进一步完善光学功能薄膜行业国家标准体系，推动新材料提质和协同应用工程，从而促
进光学功能薄膜产品在技术上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竞争力。

PART TWO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 锂离子二次电池相关材料
◎ 先进光伏和热电材料
◎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 柔性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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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二次电池相关材料

概述

锂电池

20 世纪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迫使人们不断的寻找新的替代能源。锂电池得
益于锂金属众多的优点成为了潜在的替代能源之一。锂电池使用寿命较长、比
能量较高、体积较小等优点使其在储能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锂电池是指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的一类电池，一般可分为锂金属

锂金属
电池

锂离子
电池

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两大类。锂金属电池正极采用二氧化锰，负极采用锂金属。
锂离子电池正极为锂金属氧化物，负极为石墨。二次电池则主要是针对一次电
池来说的，指可反复充电、放电而多次使用的电池，即生活中常说的“可充电电池”。

负极 石墨

正极 锂金属氧化物

负极 锂金属

正极 二氧化锰

锂离子电池的产业链大致可分为上游矿物原材料的开采加工、中游电池材
料的生产以及电芯的制造与 pack 封装、下游电池的应用，如下表所示。

表 - 锂离子电池产业链

上游
锂矿、钴矿、石墨矿；

中游
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
电芯的制造与 pack 封装；

下游
消费电子产品、
动力电池。

在整个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中，中游四大材料的加工制造至关重要，对商品化电池性能的影响非常大。从全球范围来看，锂电
池企业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日本方面，松下、索尼、杰士汤浅、东芝等公司皆是电池领域的著名企业；韩国方面三星
SDI 和 LG 化学已经发展为业内巨头型企业；中国则拥有比亚迪、CATL、ATL、力神、国轩高科、万向等众多企业。美国曾经
在电池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随着 A123 系统公司申请破产并被收购以及日本旭化成通过收购 Polypore International 公司，
间接收购了 Celgard 公司，美国在锂电池领域的竞争力大不如前。
放眼全球，中、日、美、欧盟都在积极发展锂电池事业，近年来又以不同的形式纷纷支持和推动锂电池材料的发展。我国为
新能源汽车重点发展电池技术，新能源材料不仅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提出，也是已出台的重点专项规划之一。日本经济
产业省在 2016 年公布的《EV•PHV 研讨会报告》中提到锂电技术要不断超越与创新，同时日本国立研究机构 NEDO 作为经
济产业省与工业界、科研院所的桥梁，自 2013 年《NEDO 蓄电池技术开发线路图》以来切实推进着电池技术的发展。2016 年
7 月美国白宫投资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为首的“电池 500 联盟”研究电池技术，联盟包括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高校以及
企业界。欧盟副主席于 2017 年 10 月发言表示欧盟工业和创新共同体成员将推动电池产业链建设及大规模的电池生产，计划在
电池领域建立一个联盟，且将在 2018 年 2 月的清洁能源工业论坛上提出欧盟电池联盟综合路线图。综上都在证明着全球对电池
材料发展的重视，以及被称道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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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电池材料产业现状
2017 年 12 月，日本专业市场与产业调查研究机构株式会社富士经济公
布了锂离子二次电池材料全球市场调查结果，并发布了名为《2017 电池相关
市场实态总调查 下卷》的调查报告。此次调查主要针对正极活性物质、负极
活性物质、电解液、隔膜等材料，如下图所示。

( 兆日元）

2017 年为预计，2018 年以后为预测

正极材料方面
中、日、韩三国
形成了寡头
聚集的局面

3.0
2.5
2.0

其他

1.5

隔膜

1.0

电解液

0.5

负极活性物质

0.0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正极活性物质

图 - 锂离子二次电池材料全球市场调查预测结果

负极材料方面
相关产业
主要集中在
中、日两国

中游四大电池材料的生产在整个锂电池产业链中最为重要。正极材料方面，
中、日、韩三国形成了寡头聚集的局面。日韩方面因为起步早，在整体水平和
质量控制方面很强，占据着高端市场。负极材料方面，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中、
日两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研发硅碳负极，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碳材
料仍旧是主流的负极电池材料。隔膜材料方面，日本占据绝对优势。在四大电
池材料中，隔膜生产技术壁垒最高，全球锂电池隔膜行业集中度极高，国产化
率在四大材料中最低。电解液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电解液供应商同样集中在中、
日、韩三国，核心竞争力在于材料配方，电解液中主流电解质仍为六氟磷酸锂。

（一）正极材料
在锂电池四大材料中，正极材料最为关键，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占锂电池成本的 30% 以上，占比最大。正极材料的选取
直接决定了锂电池的多种性能指标，比如能量密度、安全性能等。正极材料种类较多，如钴酸锂（LiCoO2）、锰酸锂（LiMnO2）、
镍酸锂（LiNiO2）、磷酸铁锂（LiFePO4）以及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LiMnxNiyCozO2）等。
随着近几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的重视越来越大，电池技术得到了快速地发展。锂电池企业越来越集中于日本、韩国和中国，
正极材料的生产也大多分布于上述国家。就整体而言，日本和韩国的正极材料企业技术水平和质量控制能力要强于我国部分正极
材料生产企业，在高端正极材料方面优势较大。但是，我国近年来一部分企业加大投入力度，在产品质量和一致性方面进步明显，
与日韩等国差距逐渐缩小。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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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企业及进展
在正极材料的选择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制造商不尽相同。日本和韩国主要
走锰酸锂和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的路线，中国此前更倾向于发展磷酸铁锂，但
是随着三元材料高容量优势的显现，以及特斯拉选用镍钴铝三元材料所取得的
成功，我国正极材料制造商也开始着手开发三元材料，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国外主要的正极材料制造商包括日本的日亚化学、户田工业、住友金属矿山、
清美化学，韩国的 L&F 公司和 ECOPRO 公司，比利时优美科，德国巴斯夫等。
表 - 国外主要正极材料生产商及产品

公司名称

所在国家

主要产品类型

日亚化学

日本

钴酸锂、三元材料、锰酸锂和磷酸铁锂；

户田工业

日本

钴酸锂、三元材料 (NCA 和 NCM)、锰酸锂；

住友金属矿山

日本

镍钴铝酸锂；

AGC 清美化学

日本

钴酸锂、三元材料；

L&F

韩国

钴酸锂、三元材料、锰酸锂（尖晶石结构）；

ECOPRO

韩国

三元材料 (NCA 和 NCM)；

优美科

比利时

巴斯夫

德国

钴酸锂、三元材料 (NCA 和 NCM)；
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等。

目前，电池产业发展良好，国外一部分巨头型企业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纷纷投资建厂或扩大产能。据公开信息，国际正极
材料巨头比利时优美科近两年投资较为频繁，先是于 2016 年 5 月耗资超过 1.6 亿欧元以扩大位于中国和韩国工厂的镍钴锰三元
正极材料的产能。2017 年 2 月，优美科又在中国广东江门投资了产能 20 万吨，产值超百亿元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镍钴锰三
元正极材料前驱体。2017 年 5 月，优美科宣布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间将投资 3 亿欧元，用以进一步提高锂离子可充电电池所
需镍锰钴正极材料的产能。这一项目将带来在韩国及中国工厂的进一步投资，预计 2018 年底运行第一批生产线。此外，2017
年 1 月，优美科从 3M 购得镍钴锰电池材料的专利权，覆盖了韩国、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地区。
德国巴斯夫近年来在电池正极材料领域持续发力，为此，巴斯夫于 2017 年 6 月向新宙邦出售了其电池电解质生产工厂，随
后又与俄罗斯诺镍公司（Norilsk Nickel）合作，为未来在欧洲的锂离子电池材料生产提供原材料。巴斯夫计划投资高达 4 亿欧元，
在欧洲建立业内领先的正极材料生产工厂。2017 年 12 月，巴斯夫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户田工业株式会社的合作，提高其在日本
小野田工厂的高镍正极材料的产能。另外巴斯夫和户田将美国的制造厂合并，发力日益增长的北美电池材料市场。
日本方面，除了户田工业不断加强与巴斯夫的合作外，日本住友金属矿山也在不断扩大产能。2017 年 7 月，该公司对外表
示将进一步增加投资，扩大镍酸锂正极材料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汽车电池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此次扩建，住友金属矿山将有效
地配合日本松下扩大锂离子充电电池的产能，美国著名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正是采用了松下的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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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企业及进展
随着国内对新能源产业的不断扶持，我国电池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正
极材料方面我国占世界份额的 50% 以上。根据《2017 年中国锂电池正极材料

2016 年

产业研究报告》所示数据，2016 年中国锂正极材料总产量为 16.2 万吨，同比

16.2 万吨

增长了 51.4%。其中磷酸铁锂为 5.7 万吨，镍钴锰三元材料为 6.1 万吨，钴酸

中国锂正极材料总产量为 16.2 万吨

锂为 3.5 万吨。我国近些年在正极材料方面开始由磷酸铁锂朝着三元材料过渡，
代表型企业包括杉杉能源、北大先行、厦门钨业、当升科技、湖南瑞翔等。

同比增长了 51.4%

表 - 我国主要正极材料生产商及产品

公司名称

51.4 %

生产规模

主要产品类型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
公司

已具备 2.8 万吨的正极材
料年产能，2017 年总产
能将达 5.8 万吨；

钴酸锂、镍钴锰三元材料、
锰酸锂、镍钴二元材料、
磷酸铁锂、钛酸锂等；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

年产能可达 1.5 万吨；

钴酸锂、三元材料、
磷酸铁锂等；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

现有年产能 1.6 万吨，钴
酸锂 0.45 万吨、三元材
料 1 万吨、锰酸锂 0.1 万
吨、磷酸铁锂 0.05 万吨；

钴酸锂、三元材料、锰酸
锂和磷酸铁锂等；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现有年产能 1.4 万吨；

钴酸锂、多元材料
和锰酸锂等；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现有年产能 1.5 万吨；

钴酸锂、三元材料、锰酸
锂、磷酸铁锂等。

5.7 万吨
其中磷酸铁锂为 5.7 万吨

6.1 万吨
其中镍钴锰三元材料为 6.1 万吨

3.5 万吨
其中钴酸锂为 3.5 万吨

除上述企业外，宁波金和锂电材料有限公司、贵州安达能源有限公司、湖
南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等都是国内正极材料领域的知名企业。
为了应对外资企业对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企业也在扩大产能。比如
2016 年 12 月，厦门钨业出资 1 亿元设立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持续发力
锂电正极材料。而格林美更是将目光投向海外，早在 2015 年格林美就与韩
国 ECOPRO 公司合作，批量生产与供应镍钴铝正极材料。2016 年再次与
ECOPRO 公司合作，投资 1500 亿韩元在浦项零部件工业园区建立锂离子二
次电池电极原料材料工厂。2017 年双方又一次“牵手”，分别在中国和韩国
设立镍钴铝三元电池材料合资公司。
随着国内正极材料制造商的竞争愈发激烈，各大企业除了扩大产能外对相
关技术的专利布局也愈发重视起来。2017 年 11 月，德国巴斯夫授予北大先行
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关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ANL) 镍钴锰正极材料相关专利的
分许可。据外围消息，除北大先行外，国内主流正极材料企业如湖南杉杉、北
京当升等都在发力布局专利。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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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极材料
目前的负极材料市场非常集中，主要的负极材料生产企业分布在日本和
中国，出现了寡头的格局。主要负极生产企业有日本日立化成、日本三菱化学、
日本碳素、日本 JFE 以及我国的贝特瑞和杉杉科技等。日本方面技术优势
明显，而我国石墨资源更为丰富。
负极材料可分为以天然石墨、人造石墨、中间相炭微球等为代表的碳材料
以及以硅基材料、钛基材料、合金等为代表的非碳材料。从公开数据来看，目
前出货量最大的是天然石墨，人造石墨和中间相碳微球分列二三位。从整体来
看，碳材料是当下负极材料的主流。

日本方面

我国方面

技术优势明显

石墨资源丰富

1. 国外企业及进展
日本的负极材料制造企业技术先进，实力强劲。日立化成、日本碳素和日
本 JFE 以人造石墨为主，三菱化学则以天然石墨为主。
表 - 国外主要负极材料生产商及产品

公司名称

所在国家

主要产品

日立化成株式会社

日本

研发产品包括硬碳、
软碳、
天然石墨及人造石墨等；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日本

产品包括天然石墨材料 MPG 和人造石墨材料
ICG，其中，MPG 快速充放电性能优异，ICG
容量高，长寿命；

日本碳素株式会社

日本

以人造石墨为主，具有容量大、循环性能好、
充放电循环期间膨胀小、低温特性好等特点；

日本 JFE 化学株式
会社

日本

人造石墨、中间相碳微球。

日立化成是日本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日本和中国。
据外围消息，日立化成为了进入美国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公司的供应链，计划
在 2018 年前在美国建设负极材料制造工厂，并大幅增加现有产能。三菱化学
是日本另一家大型负极材料供应商，对锂电池四大材料都有涉及。三菱化学最
近几年扩张明显，其生产基地同样位于日本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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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企业及进展
负极材料我国几乎全部实现产业化，目前国内产能较大，基本满足国内市
场需求，其中深圳贝特瑞、杉杉科技等企业位列前茅。根据《2017-2020 年
全球及中国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研究报告》公开信息，我国负极产业链较为完整，
产业高度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华中地区为主要产业聚集地。
表 - 国内主要负极材料生产商及产品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类负极、钛酸锂负极、SiO 基负极、Si 基复合材料等；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中间相、天然石墨、人造石墨、复合石墨、其他负极材料。

深圳贝特瑞是目前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负极材料供应商，拥有负极材料完整价值产业链，可以为三星、松下、LG、比
亚迪等世界级企业在电池原料层面提供定制方案。2017 年，贝特瑞瞄准了海外石墨资源，牵手澳洲赛拉资源公司（Syrah
Resources Limited），后者拥有世界最大石墨矿的开采权。
杉杉科技是我国另一家专业负极制造商，2017 年底生产能力将达到 6 万吨。2017 年 8 月，杉杉科技发布公告称，将投资
38 亿在包头建设负极一体化基地项目，预计 2019 年 6 月全部竣工。此次投资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规
模效应。

（三）隔膜材料
锂电池隔膜材料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干法和湿法，不论哪种工艺都有拉伸这一步骤，目的是使隔膜产生微孔。
表 - 锂电池隔膜制备工艺

干法

湿法

单向拉伸

双向拉伸

通过生产硬弹性纤维的方法，制备出低
结晶度的高取向聚丙烯或聚乙烯薄膜，
在高温退火获得高结晶度的取向薄膜。
这种薄膜先在低温下进行拉伸形成银
纹等微缺陷，然后高温下使缺陷拉开，
形成微孔；

通过在聚丙烯中加入具有成核作用的 β
晶型改进剂，利用聚丙烯不同相态间密
度的差异，在拉伸过程中发生晶型转变
形成微孔，用于生产单层 PP 膜；

同步

分步

将树脂与增塑剂等融合熔融，经过降温相分离、拉
伸后用萃取剂将石蜡油萃取出再经过热处理成型。

从世界隔膜材料市场来看，中国、日本、韩国三足鼎立，占据主要份额。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 2015 年随着 Celgard 公
司被日本旭化成收购后退出了隔膜材料市场。
日本企业以旭化成、东丽、宇部兴产、住友化学为代表，韩国企业以 SK 创新、W-scope 韩国公司为代表，占据高端隔膜
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以星源材质、上海恩捷、中科科技、沧州明珠等为代表，多为中低端产品，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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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隔
膜出货量在 33.8 亿平左右，中国出

70%

日本

60%

美国

50%

中国

40%

韩国

货量达到 10.84 亿平，所占份额达
到 32%。据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株式会社公布
的 3 月至 9 月锂电池世界市场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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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来看，隔膜材料市场供需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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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国市场需求的扩大促使中
国隔膜生产企业纷纷扩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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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隔膜材料全球市场份额曲线图

1. 国外企业及进展
世界市场以日本与韩国为主，生产产品多为中高端。其中，日本优势企业最多，以旭化成、东丽、宇部兴产、住友化学为代表；
韩国仅有两家，分别是 SK 创新和 W-scope 韩国公司。
表 - 国外隔膜主要企业

企业名称

旭化成

所在国家

产品

技术路线

简介

研发

Hipore™

湿法

聚烯烃制薄膜；不同
膜厚；均匀微孔；穿
透力高；高孔隙度；

Celgard

干法，采用单
层和多层膜材
料的层压结构；

可选择与电池组件兼
容的隔膜材料；提供
2-5μm 厚度的多种
涂层，包括陶瓷；

东丽公司的隔膜技术正在研制运用纳
米技术使电力通过微孔而均匀形成的
聚烯烃膜。调节微孔和树脂材料设计
保证高输出率和延长使用寿命；增加
单电池的电极容量；

日本

研发干法涂覆膜，并量产样品；将
Hipore™ 涂覆技术导入 Celgard 涂
覆生产线；在韩国 Celgard 工厂开发
顺序拉伸工艺（湿法）的新产品；利
用 Hipore™ 生产技术提高质量与产
能产额；

东丽

日本

SETELA™

湿法

抑制电流异常；堆芯
熔融；绝缘性；厚度
有 5-25μm；微孔
均匀分布，直径尺寸
为 20-100nm；

宇部兴产

日本

UPORE®

干法，单向拉
伸

单层或多层组合
制品，多种膜厚
和通气度；

综合分子设计、有机合成、电化学、
分析评价物性、成型加工技术、涂覆
技术等研发新产品；

住友化学

日本

PERVIO™

涂覆技术

芳纶纤维涂覆隔膜；

提高组装产品的基础技术水平；

SK 创新

韩国

ENPASS®

湿法、涂覆

均匀成孔、双面
陶瓷涂层；

更高性能和安全性的材料与制备工艺；

W-scope
韩国公司

韩国

-

湿法

严格控制细微气
孔率和通气度；

材料、添加剂、辅助材料的合成以及
挤压机上的混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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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各大企业纷纷投资，扩大产能。日本方面，最主要的两家巨头企业纷纷提高产能。如旭化成的隔膜供应能力不断
提升，早在 2016 年 9 月在隔膜业务部召开的材料领域说明会就拟定了对干法、湿法隔膜的生产进行设备投资。
表 - 旭化成 2016 年材料说明会公开计划表

选址

制造工艺

产能

投资金额
2

投产时间

宫崎县日向市

湿法

约 6000 万 m / 年

约 50 亿日元

2016 年春

滋贺县守山市

湿法

约 6000 万 m2/ 年

约 60 亿日元

2018 年上半年

待定

湿法

约 5 亿 m2/ 年

150-200 亿日元

截至 2020 年

而 2017 年 3 月 30 日旭化成宣布对滋贺县守山市制作所投资约 150 亿日元，
用于湿法隔膜 Hipore™ 的生产，预计于 2019 年上半年开始投产。这是旭化成对
隔膜市场发展潜力的认可。
而东丽也紧追其后，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宣布提高东丽电池隔膜韩国有
限公司的电池隔膜 SETELA™ 产能 50%，共投资约 12 亿人民币。同时，东丽
BSF 涂料韩国有限公司提高电池隔膜涂装能力 40%，投资约 8 亿人民币。
韩国方面也瞄准隔膜市场积极进行扩张。如 W-scope 公司的 5 号生产
线于 2016 年 12 月开始稳定生产。2017 年 9 月 4 日，决定在韩国工厂投资
12-15 号生产线。该公司（日本总部及韩国分公司）今年共计投资 8 条生产线，
预计 2020 年产能将比 2016 年产能增加 360%。
这些巨头企业纷纷增加隔膜的生产能力，恰恰说明了隔膜市场持续高景气
度、供需紧张。

2. 国内企业及进展
我国锂电池隔膜技术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国内地区格局来看，竞争
力最强的是珠三角经济区，拥有隔膜龙头企业星源材质以及金辉高科等企业，
纷纷在世界市场占据一席之位，技术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与中部地区（湖北、
河南）企业数量与竞争力旗鼓相当，优势企业与普通企业分布均衡，如上海恩捷、
长园中锂、中科科技。京津冀地区，只有沧州明珠与天津东皋，竞争力相对较低。
从国内市场整体来看，低端隔膜产品竞争日趋激烈，隔膜价格不断走低，
须谨防产能过剩等问题；中高端隔膜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低，设备多为进口，
须攻坚克难。
笔者根据国内公开数据，结合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锂电池 4 个主
要部件的世界市场调查报告》所列举的中国企业，对以下企业的隔膜相关信息
进行归纳整理（仅供参考）。

2020 年产能将比
2016 年产能增加 360%
预计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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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隔膜主要企业

企业名称

技术路线

业务信息
2

其它信息
2

星源材质

干法、湿法、
涂覆

现有干法产能 1.8 亿 m / 年，湿法产能 1.06 亿 m /
年，常州工厂 3.6 亿 m2/ 年湿法隔膜项目已经开工；

全球主要合作伙伴有 LG 化学、比亚迪、天津力神、
国轩高科等大型优质客户；

金辉高科

湿法、涂覆

生产 7-20μm 产品；

2006 年成为国内首家采用湿法工艺生产隔膜的企业；

湿法

综合年产能达 4 亿 m2；

全套引进日本东芝的湿法隔膜制造设备；

中科科技

干法、涂覆

首创隔膜干法双向拉伸备工艺隔膜；16-60μm
产品；

在建 4 条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同时配套建设 4 条
陶瓷涂覆生产线；

沧州明珠

干法、湿法、
涂覆

干法单向拉伸；生产 5-16μm 产品；陶瓷涂覆隔膜、
芳纶涂覆隔膜、聚酰亚胺涂覆隔膜；现有干法产能
0.5 亿 m2/ 年，湿法产能 1.2 亿 m2/ 年；

湿法设备全进口；客户有比亚迪、中航锂电、苏
州星恒等。

长园中锂
（原湖南中锂）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各大企业纷纷扩产，收并购事件频发。星源材质于 5 月 17 日宣布常州建设年产 3.6 亿 m2 锂电湿法
隔膜项目正式签约，其中一期投资 16 亿元，该消息表明星源材质决心在国内外市场角逐中进一步抢占高地，加快发展。中材
科技也对抢占市场吹响了号角，7 月 25 日宣布年产 6000 万 m2 的湿法隔膜生产线已建成并进入调试阶段。沧州明珠 3 月 30
日宣布年产 6000m2 湿法隔膜项目的第一条生产线已投产，又于 10 月 20 日宣布将投资建设包括 2 条干法隔膜生产线在内的
年产 5000 万 m2 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此外，天津东皋于 5 月 19 日投产年产 2 亿 m2 动力隔膜自动化产线，投产后将
大大提高竞争力，并于 10 月 17 日宣布了来自深圳比克电池的采购合作。金力股份、北大先行、鸿图隔膜等企业也各有投产
或在建隔膜项目。
这说明了我国锂电池隔膜产业前景看好，市场潜力巨大，积极向中高端水平聚拢。而产业格局的逐渐洗牌也促进了市场发
展。5 月 3 日，创新股份公告称投资 55.5 亿元收购上海恩捷，并投资建设珠海恩捷隔膜 1 期年产 4 亿多 m2 的 5 条湿法隔膜产线；
7 月 13 日，长园集团宣布对中锂新材以 19.2 亿元现金收购中锂新材 90% 股权；11 月 17 日，金冠电气宣布收购鸿图隔膜
并投资鸿图隔膜项目建设。

（四）电解液材料
电解液是锂离子电池四大关键材料之一，号称锂离子电池的“血液”，在
电池中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电子的作用，是锂离子电池获得高电压、高比能等
优点的保证。电解液一般由高纯度的有机溶剂（EC：碳酸乙烯酯；PC：碳酸
丙烯酯；DEC：碳酸二乙酯；DMC：碳酸二甲酯、EMC：碳酸甲乙酯）、电
解质锂盐（六氟磷酸锂，LiPF6）和必要的添加剂等原料，在一定条件下，按
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
全球锂电池电解液主要厂商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包括韩国旭成化学、
LG 化学；中国的新宙邦、天赐材料、国泰华荣；日本的三菱化学、宇部兴产、
三井化学等。电解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材料的提纯技术和配方，常用电解质锂
盐有六氟磷酸锂、高氯酸锂（LiClO4）、四氟硼酸锂（LiBF4）等，但从成本、
安全性等多方面考虑，六氟磷酸锂是商业化锂离子电池采用的主要电解质。全
球六氟磷酸锂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日两国，包括日本森田化学、瑞星化工，中
国多氟多、天赐材料、必康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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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企业及进展
电解液行业具有重研发、轻资产的特点，以添加剂使用为核心的电解液配
方是各个厂商的核心竞争力。技术能力强的厂商具备符合各种应用需求的电解
液配方，同时在成本上也能有效控制。国外电解液主要生产商见下表。
表 - 国外电解液主要生产商

公司名称

产品

韩国 PanaxEtec 公司
（旭成化学）

使用 3-5 种环状碳酸酯（EC、PC）和线性碳酸酯（DMC、
EMC、DEC）混合溶剂将 LiPF6、LiASF6（六氟砷酸锂）、
LiClO4、LiBF4、LIBOB（二草酸硼酸锂）等锂盐溶解。
拥有世界最高技术的电解液品牌 PANAXStarlyte；持有电
解液相关的专利 126 项；

日本三菱化学

Sol-Rite® 主溶剂为碳酸乙烯酯等有机溶剂，通常使用
LiPF6 等锂盐作为电解质。对于正极界面控制和负极界面
控制上，进行了各种工艺改良；
特点：高功率、高安全性、高电压、高持久性；

韩国 LG 化学

正在开发和设计高性能电解质和添加剂；

日本宇部兴产

POWERLYTE®：用高纯度溶剂（其中 DMC 是用 UBE
专有的合成技术）将基础电解质和添加剂溶解，并根据特
定目的控制电池性能；
MiReT™（非水性电解液）；

日本三井化学
研发：高效率及高安全性的电解液的研发；
韩国
soulbrain 公司

主要产品为：PuriEL，且提供各种功能的电解液。

韩国方面，据公开消息，为满足市场需求，天津旭成电子有限公司（韩国
PANAX ETEC 分公司）于 2017 年 6 月表示将电解液产能增至 12000 吨 / 年。
日本方面，三井化学通过投资设备进一步提高产能。2016 年 12 月起投资
的台塑三井精密化学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设备，已于 2017 年 11 月开
始生产。2016 年在名古屋工厂内新建电解液生产设备，2017 年 4 月正式开始
运转，产能达 5000 吨 / 年。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是灵活运用电解液相关的技术与经验进一步强化中国和日本市场的电
解液供应机制，加强和扩大三井化学以移动性业务为中心的电解液业务。

2. 国内企业及进展
根据中国电池网发布的 2017 年中国锂电池行业电解液年度竞争力品牌榜
单中，我国的电解液厂商主要分布在以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有 5 家；京
津冀 3 家；江苏与湖北各 1 家。其中中国的新宙邦、天赐材料、国泰华荣是全
球知名的电解液厂商。国内主要电解液企业详见下表。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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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主要电解液企业

企业名称

产品与研发
电解液：数码、电源设备、航模、玩具等电池用电解液；电动工具电池用电解液；电动汽车、储
能等动力电池用电解液；
新型电解液电解质盐：六氟磷酸锂、四氟硼酸锂、三氟甲基磺酸锂、高氯酸锂、双草酸硼酸锂；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凝胶聚合物安全型电解液、高安全长寿命动力电池电解液和超级电容器用安全型电解液；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小型便携电子设备、小型动力装置、动力汽车及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及特殊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产品：常规电解液满足锂离子电池高容量，高倍率等要求；动力 & 贮能电池电解液满足锂离子电
池的长寿命，高安全等要求；
研发：研发具有电解液不分解；抑制锂枝晶生长、提高循环性；改善溶解，提高循环性等特点的
电解液；

产
品
与
客
户

4.35V 高电压电解液；

珠海光宇、深圳邦凯；

汽车动力电池电解液；

顺德精进、沃特玛、五洲龙；

电子烟电池用高倍率电解液；

惠州亿纬，广州鹏辉，深圳倍特力，
深圳山木；

新开发的阻燃电解液；

深圳华粤宝、微宏动力、河南环宇；

研发：4.5V 高电压、匹配硅碳负极材料、极低温、高温兼高倍率电动汽车电池电解液等开发；

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电解质：六氟磷酸锂、双乙二酸硼酸里、四氟硼酸锂；
有 17 种牌号的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锂盐均为六氟磷酸锂，溶剂 EC 和 EMC/DMC/DEC/PC 及
其它溶剂的混合；

香河昆仑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7 种动力型电解液，8 种数码类电解液以及高低温兼顾型、超低型、高镍体系、阻燃型电解液
KLE-N101R 新产品；

广东金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8 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包括通用、高温、低温、高倍率、阻燃型、防过充、软包聚合物、高容量、
锰酸锂、磷酸铁锂、动力型；

珠海市赛纬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电容器、聚合物、安全型电解液及常规电容器电解液；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用 16 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15 种锂电池电解液；

湖北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种锂离子电解液，核心产品为阻燃型高电压电解液、普通型高电压电解液和氟代磷化合物；
成功开发出了新型氟代磷腈化合物，并将其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国内电解液企业在 2017 年通过扩大产能、投资建厂及收并购来巩固在全球电解液领域的地位。国泰华荣早于 2016 年 8 月
已开启年产 2 万吨动力电池电解液投扩产计划。此外，2017 年 4 月，国泰华荣拟在福建宁德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德国泰华荣新
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约 1 亿元，实施年产 4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2017 年 6 月，新宙邦宣布从巴斯夫旗下收购
诺莱特（苏州）电解液业务和生产基地全部股权。
作为国内极少数自产六氟磷酸锂且在电解液领域占据重要市场地位的领军企业，天赐材料通过自主研发、入股、兼并购等方
式完善供应产业链。2017 年 7 月，天赐材料 6000 吨 / 年液体六氟磷酸锂项目已投产，目前处于产能释放中；且募集资金总额
6.2 亿元，用于投资建设 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及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等。11 月，
天赐材料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天赐，实施年产 20 万吨电解液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 1.6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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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不断关注，以电池技术为代表的储能
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锂离子电池，其主要应用于
消费电子类产品、电动工具、电动汽车和应急后备电源等领域。我国近年来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各大车企广泛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汽车的动力来源，
同时这也暴露了锂离子电池的缺点，充电时间长、续航里程短。
目前，传统锂离子电池技术较为成熟，从正负极角度来看国内应大力发展
高能量密度高镍型正极材料与硅基负极材料。除此之外，从长远角度考虑，需
大力推进全固态电池、锂硫电池等下一代电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一）高镍型正极材料
高镍型正极材料包括 NCM 811（镍钴锰酸锂）和 NCA（镍钴铝酸锂）
等。国内主流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为 NCM 111 型和 NCM 523 型，NCM
622 型也得到了批量生产。NCM 811 型三元材料在制备过程中 Ni2+ 氧化比较
困难，难以形成稳定的 α-LiFeO2 结构。目前，少数企业完成了 NCM 811 型
正极材料的研发阶段，初步具备了产能。
开发高镍材料在能量密度和材料成本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很多企
业都在布局高镍材料。但是，高镍材料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对工艺、设备等
要求很高，无论是原材料还是电芯。此外，高镍材料非常容易吸潮使产品成果
冻状，难以涂布。在前驱体烧结中对窑炉的性能要求苛刻，国内一般设备难以
满足。国际上，韩日两国在高镍材料保持领先地位，外围消息显示，日本户田
工业公司和韩国 ECOPRO 公司等少数企业具有高镍的制备技术。

（二）硅基负极材料
硅负极材料理论比容量达到 4200mAh/g 以上，远高于 372mAh/g 的石墨
类负极，并且硅的嵌锂比容量是石墨的 10 倍，因此，硅负极材料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成为未来负极材料的发展方向。但是，硅负极材料具有一项显著的缺点，
在充放电过程中，硅负极材料会体积膨胀 300%，这将导致硅负极材料的结构
发生破坏，最终致使材料粉化，降低硅负极材料的容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会采用掺杂工艺。
国际上，美国安普瑞斯公司、日本日立化成、日本信越化学、三星尖端技术研
究所等企业都对硅基负极材料进行了研究，
美国特斯拉公司也使用了硅基负极材料，
通过在人造石墨中加入 10% 的硅基材料开发了硅碳负极并应用于 Model 3 上。
国内方面，2017 年，贝特瑞研究院开发了全球第一款商业化的硅碳负极材
料，其能量密度较传统负极材料提升一倍以上。除了贝特瑞之外，国内的中科
院物理所、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科研院所也对硅基负极材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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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固态电池技术
三星公司的电池爆炸事件再次将现有电池技术的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迫切需要更加安全的电池技术。传统的电池
技术往往采用液体有机电解液，这也是造成电池安全性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上述的安全性问题，同时提高能量密度，目前
世界各国都在加紧研发全固态电池技术，采用固态的电解质材料替换传统的锂离子电池隔膜和电解液材料。
虽然世界各国都在全固态电池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目前总体上全固态电池技术仍具有一定的缺陷，主要为首先，总
体而言固态电解质跟传统电解液相比电导率偏低，内阻较大，高倍率放电时电压降较大。其次，目前制备工艺较为复杂、技术不
成熟，导致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目前，全固态电池技术被认为是电池技术的未来，采用全固态电池技术可大幅度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同时提升电池的能量
密度，世界各大厂商纷纷布局。英国的 James Dyson 于 2015 年收购了固态电池制造商 Sakti3，并表示会出资十几亿美元用
于开发固态电池。此外，德国博世也于 2015 年收购了美国电池制造商 Seeo，随后又与日本著名电池企业杰士汤浅以及三菱重
工合作开发固态锂离子电池技术。宝马公司在 2017 年 2 月宣布计划在 2026 年公布采用固态电解质的突破性车载电池技术，可
降低重量，提高电池安全性。除了以上企业外，美国马里兰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等研究机构均具有全固态电池技术。

（四）锂硫电池技术
锂硫电池以金属锂为负极、单质硫为正极而构成，其具有原材料含量丰富，制备成本低廉，环境友好等特点。锂硫电池中
硫正极的理论比容量可以达到 1675mAh/g，金属锂负极的理论容量更是高达 3860mAh/g，这致使锂 - 硫电池体系具有高达
2600Wh/kg 的理论比能量值，为现有锂电池的 5 倍左右，缺点是比重小，体积比能量不高。锂硫电池技术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
下一代电池技术，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我国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在内的众多国内外著名学府都在研究锂硫电池技术，重点是要解
决安全和寿命问题。

1675mAh/g

3860mAh/g

2600Wh/kg

锂硫电池中硫正极的理论比容

金属锂负极的理论容量

致使锂 - 硫电池体系具有高达

量可以达到 1675mAh/g

更是高达 3860mAh/g

2600Wh/kg 的理论比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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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光伏和热电材料

先进光伏材料
（一）概述
光伏材料又称太阳能电池材料，是指能将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材料。
晶硅作为最主要的传统光伏材料，其市场占有率达 90% 以上。1976 年出现新
型薄膜太阳能电池，涉及材料包括硫化镉、砷化镓、铜铟硒等，光电转换效率
可达 18%。然而，自 2009 年以来，有机 - 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因其
简易的制备方式和优异的光电性能备受关注，光电转换效率在短短几年内就由
3.8% 上升至 22.1%，显示出极大的应用潜力。因此钙钛矿成为目前最为先进
的一种光伏材料。

1. 钙钛矿简介
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不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采用有机金属卤化物作吸光材料，这也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核心材料，代
替了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中的染料分子和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中的吸光层。在室温下，该材料为钙钛矿型晶体结构，其分子式为
ABX3，A 一般为一价有机阳离子，如甲胺离子（CH3NH3+）或甲眯离子（NH2CHNH2+），B 多为金属铅离子（Pb2+），X 为
氯离子（Cl-）、溴离子（Br-）、碘离子（I-）等卤素阴离子或混合离子。目前在高效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最常见的钙钛矿材
料为碘化铅甲胺（CH3NH3PbI3），其带隙约为 1.5 eV。因此，从广义上讲，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使用了具有钙钛矿晶体结构的
有机金属卤化物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技术。

2.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优缺点简析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原材料储量丰富，制备工艺简单，有利于商业化生产。其中，钙钛矿层具有低的结晶能，可以通过低温
液相法或气相沉积法得到缺陷密度低的高质量纳米晶薄膜。此外，可以通过改变材料的组分来调节带隙宽度，从而满足不同的使
用场景。因此，与现有的成熟晶硅太阳能电池技术相比极具优势，也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商业化应用带来了乐观的前景。
当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也有自身的缺点。这种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晶体结构不稳定，对湿度、紫外光和温度等环境因素
敏感。在室外环境中老化数日就显著分解，未封装的器件性能也随之衰减；目前转换效率较高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尺寸均为实
验室级别，随着电池尺寸的增加，其光电转换效率会随之下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一般都含有铅元素，对人体和环境都有极大
的危害。
受限于该材料自身的缺点以及大面积器件光电转换效率较低等因素的制约，目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仍以实验开发完善为主，
少有几个国内外的公司正在尝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生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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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产业分析
成熟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替代现有的晶硅太阳能电池，而
其特有的柔性更拓宽了电池的应用领域。以简单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发电薄膜
为例，可以广泛地用于手机、电脑、野外设备中作为移动补充电源，代替目前
的太阳贴膜用于汽车中作为移动发电电源，以及代替建筑用玻璃贴膜作为建筑
光伏使用。
这些应用拥有巨大的市场。以汽车用太阳贴膜为例，中国现有各类机动车
2 亿多辆，其中家庭用小汽车约 1.07 亿辆，到 2020 年会增加到约 1.5 亿辆，
每辆车需用的太阳贴膜面积约 3 平方米，因而其市场规模可达 900 亿元人民币。
到 2020 年中国建筑面积会接近 900 亿平方米，若其中窗户面积的 20% 贴上
太阳能薄膜进行发电，则市场规模在 200 亿元人民币。如果以平均年日照时间
2000 小时计，仅用于建筑玻璃上的太阳能电池薄膜每年就能发电 7200 亿度（太
阳能电池薄膜的效率按 10% 计算），相当于每年节约电费约 4300 亿元，节
约标准煤近 3 亿吨，减少碳排放量 7.2 亿吨。下表列出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产业链。
表 -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链

上游
甲胺铅碘旋涂液、PCBM、
PEDOT：PSS、
ITO 等原材料的制备；

中游

下游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微组件、模块；

电池发电贴膜、便携
式电子设备、独立发
光器件、光伏外墙等。

2 亿辆

1.07亿辆

以汽车用太阳贴膜为
例，中国现有各类机
动车 2 亿多辆

其中家庭用小汽车约 1.07 亿辆，到 2020 年会增加到
约 1.5 亿辆，每辆车需用的太阳贴膜面积约 3 平方米，
因而其市场规模可达 900 亿元人民币

200 亿元
到 2020 年中国建筑面积会接近 900 亿平方米，若其中窗户面积的 20% 贴上
太阳能薄膜进行发电，则市场规模在 200 亿元人民币

4300 亿元
如果以平均年日照时间 2000 小时计，仅用于建筑玻璃上的太阳能电池薄膜每
年就能发电 7200 亿度（太阳能电池薄膜的效率按 10% 计算），相当于每年
节约电费约 4300 亿元，节约标准煤近 3 亿吨，减少碳排放量 7.2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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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研究进展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作为新型光伏器件，近年来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掀起了科学家们的研究热潮。分析国外研究机构和大型生产企业的动态可见，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商业化生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技术日益成熟和
工艺日趋完善，商业化生产和技术的不断革新交替进行是国外对于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市场推进的主流方式。

1. 商业应用领域
表 - 国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企业列表

企业名称

国家

产品

牛津光伏公司

英国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

Solaronix 公司

瑞士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及相关材料与设备；

GreatCell Solar 公司
东芝株式会社

澳大利亚
日本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能源、电子设备、数字解决方案等。

为了尽快推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商业生产，依托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 Henry Snaith 团队组建的牛津光伏公司（Oxford
PV）尝试将钙钛矿电池和硅电池相结合，以渗透现有的商用晶硅太阳能电池，将其集成到大规模硅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中，
取得先机。在 2016 年举办的 MRS（美国材料科学研究学会）国际大会上，牛津光伏公司（Oxford PV）报道的大面积（10cm2）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通过了工业等级稳定性的测试，并已做好在直径 15cm 硅晶片上沉积生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准备。2017 年
1 月，Oxford PV 宣布与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研究中心（HZB）就钙钛矿 - 硅串联太阳能电池技术进行合作，将先进的硅
基叠层太阳能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转移至工业化规模生产。此外，将钙钛矿直接印刷于透明玻璃上应用于建筑外层玻璃窗户中也成
为牛津光伏公司商业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一大方向。
针对钙钛矿电池在商业生产中面临的成本、寿命等致命性问题，瑞士 Solaronix 公司做了明显的改善。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起源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对新一代太阳能电池的开发技术。2017 年 7 月，该公司实验室条件下制备的碳基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提高至 14% 以上，其一年前开始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模块的性能测试表明该电池寿命可达到 10 年以上，
同时公司在积极开发喷墨打印技术用于低成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生产。
与牛津光伏公司所开发的商业应用领域类似，澳大利亚 GreatCell Solar 公司计划建设一个生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PSC）
的示范基地。它计划在 2 至 3 年内批量生产 PSC 电池，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开发一类新型建筑一体化光伏（BIPV）面板。
BIPV 技术涉及将柔性或透明太阳能电池集成到窗户和墙壁中。据 2017 年 12 月报道，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ARENA）
已 经 向 GreatCell Solar 授 予 600 万 美 元 用 于 该 项 目 的 实 施。 此 外， 日 本 东 芝（Toshiba） 也 在 9 月 25 日 宣 布 其 最 新 的
5cm×5cm 柔性钙钛矿太阳能微组件效率达到 10.5%，还宣称这一结果在同类别电池中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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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领域
在 2016 年举办的 MRS（美国材料科学研究学会）国际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研究团队公开了他们的实验进展。在
提高转换效率方面，斯坦福大学 Michael McGehee 表示，通过在硅基底上生长钙钛矿，他们获得了效率为 23.6% 的器件；在
提高稳定性方面，通过采用铵和氟代甲脒或者铯元素取代有机部分的方法，封装后的器件在 85℃和相对湿度 85% 条件下储存 6
星期效率都没有衰减，并预测在室外可放置长达 25 年。
自 2017 年来，多个实验团队取得了瞩目的进展。2017 年 7 月，由韩国化学研究所（KRICT）和韩国蔚山国家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UNIST）的 Sang-IISeok 教授团队联合取得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22.1% 的转换效率（小面积），之后又将最新的电池效
率提高到 22.7%（面积 0.07cm2）。2018 年 1 月瑞士 EPFL 又一次刷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世界效率记录，在 Newport 认证的
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3.3%。
2017 年 9 月，有报道指出，EPFL 的 Michael Grätzel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沉积 60nm 厚的 CuSCN 层替代成本高昂的
有机空穴传输材料 spiro-OMeTAD，制备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超过 20%；通过在 CuSCN 和金电极之间引入了
还原氧化石墨烯薄间隔层，使得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 60℃的全日光照条件下，在最大功率输出点工作 1000 小时后，仍可保持
95% 以上的初始效率。

（三）国内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在钙钛矿领域的研究也紧跟国际趋势，涌现了优质的高校实
验团队和少量致力于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商业化应用的科技型公司。在该领域
的进展表明，无论是科研院校还是高新技术企业，都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性能
的提升作为研究热点，并没有明确该材料的商业开发方向，使得我国目前的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依然停留在科研领域。

1. 商业应用领域
表 - 国内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企业列表

企业名称

产品

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半导体材料、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薄
膜光伏检测设备等；

厦门惟华光能有限公司

第三代超薄膜有机太阳能电池；

昆山桑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质柴油、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氢燃料
电池和 LED 照明等。

总部位于杭州的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2017 年生产的面积超过 16cm2 的钙钛矿微组件在美国
Newport 公司测试，认证效率达到 15.24%，刷新了此前大面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记录。随后通过优化生产工艺，于 5
月宣布其微组件效率达到 16%，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12 月 27 日，公司又对外宣布其经过认证的钙钛矿组件的效率已
经超过认证并突破 17.4%，该电池组件是由 7 节电池内串联构成，面积为 17.8cm2，死区面积小于 0.5%。一年之内连续三次
刷新世界效率的记录，使得该公司的生产和工艺在国际领域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厦门惟华光能有限公司创始人范斌在 2016 年表示，惟华光能生产的 5cm ×5cm 组件效率已达到 10.3%，这是当时全球范
围内 10cm2 以上钙钛矿组件效率所能达到的最高值。此外，昆山桑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也有小规模的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组件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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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研究领域
2017 年我国有多个实验团队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科院半导体所的游经碧研究员团队报道了小面积平面结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其认证效率为该结构目前最高，达到了 20.9%，相应的 1cm×1cm 的大面积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0.1%。
武汉理工大学的程一兵教授团队在 8 月宣布其 10cm×10cm 玻璃基板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微组件效率为 13.98%，10 月份披
露其 6cm×6cm 的钙钛矿微组件也达到了 15.76% 的效率，且迟滞现象显著降低。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该团队使用塑料基板制
备的 5cm×5cm 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微组件，经过国家第三方认证，效率为 11.4%。2017 年 9 月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韩礼元教授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无溶剂压印法，制备出有效面积为 36.1cm2 的钙钛矿电池微组件，在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AIST）获得了 12.1% 的认证效率。此外，2018 年 1 月刊登在 Nano Energy 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南京工业大学黄维教授团
队将新型小分子 HTM 引入 p-i-n 平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以取代常用的 PEDOT：PSS 作为空穴传输层材料，可以避免传统
材料对于 ITO 基底的腐蚀，同时使得钙钛矿薄膜晶粒更大、更致密，所得器件的最高效率为 13.85%，柔性钙钛矿电池最高效
率为 9.09%。
近年，我国研究人员在高开路电压、良好热稳定性的全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上取得了突出进展。南京大学金钟教授团队和
暨南大学麦耀华教授团队的全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达到 13% 以上。北京科技大学田建军教授团队的半透明高电压的全
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效率超过 12%，且开路电压达到 1.3V，非常适于与硅、铜铟镓硒等带隙太阳能电池形成高效率叠层器件。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科学研究人员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上取得了瞩目进展，同时积极开发大尺寸太阳能电池组件，
开发新材料以优化生产工艺，这都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1. 现状分析
目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仍以科学研究为主，国内的研究与产业化推进几乎与国外同步展开，并取得了显著进步。国内很多
团队的研究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超过 20%。甚至某些研究方向居于国际领先，比如，具有更好热稳定性
的全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国内多个团队实现光电转换效率 12% 以上。然而，对比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
的不同。国外的研究团队注重于生产工艺的改进、新型原材料的开发，为了早日实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商业化生产，学者和企
业大多致力于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一致性；开发新型空穴传输材料，降低成本；研究先进的硅基叠层太阳能电池技术，生产
高效的串联太阳能电池；在提高转换效率的同时，延长钙钛矿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国外相关企业的研究也更注重于实现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的工业生产，甚至不惜小幅度地牺牲转换效率以提升电池的综合性能。相对而言，我国对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电池转换效率的提升和电池组件有效面积的扩大，而对于电池商业化生产急需解决的成本、工艺、寿命等问题关注
较少，这也是我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较少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

2. 发展建议
从长远来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材料的潜力巨大，前景乐观。若想未来早日实现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商业化生产及应用，我国应从商业角度出发来研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第一，以钙钛矿 - 硅串联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 - 铜铟镓硒串联太阳能电池为模型，开发新型叠层太阳能电池，提高电池组
件的转换效率；
第二，高效率全无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尤其是整体为全无机材料结构的太阳能电池，基于高开路电压的全无机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与其他窄带隙太阳能电池的叠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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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保证转换效率的前提下，开发新型空穴传输材料以取代常用的昂贵的 Spiro-OMeTAD 材料，最大限度地降低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生产成本；
第四，从原材料和封装工艺两方面入手，克服材料对于潮湿环境敏感性的缺陷，尽可能提高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延
长器件使用寿命；
第五，优化生产工艺，开发大尺寸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器件，以拓宽该材料的商业应用领域；
第六，明确钙钛矿材料的商业价值，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系列下游产品；
第七，密切高校研究与企业生产的联系，孵化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产业结构，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生产，真正使科学研究服务
于生产，服务于应用；
第八，加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研究，通过理论计算引导实验，为实验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依据，减少实验的盲目性，
从而加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的发展。

先进热电材料
（一）概述
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近年来，全球
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地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增加，能源危机日益
突显。而在能源损耗过程中，一半以上的能源都以废热的形式释放到环境中，
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焚烧、汽车尾气排放的废热，热能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
热电材料是一种通过固体内部载流子的运动实现热能和电能之间相互转换
的新能源材料。与其他发电技术相比，热电材料器件易于小型化、无污染、无噪音、
可靠性高，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依据不同的工作温度，热电材料可分为低温体系、中温体系和高温体系三类。
低温材料体系为碲化铋及其合金，最佳工作温度在 300℃以下，被广泛用于热
电制冷领域；中温材料体系为碲化铅、填充方钴矿、half-Heusler 等化合物，
工作温度区间为 300-700℃，在汽车尾气和工业余废热回收方面具有潜在应用
前景；高温材料体系主要为硅锗合金，最高工作温度区间可达 700℃以上，应
用于深空探测卫星的同位素热电发电器等。
除上述热电材料体系之外，近年来随着“电子晶体 - 声子玻璃”、能带工程、
纳米工程、类液态效应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思想的提出，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
的高性能热电材料，包括 Zintl 相材料 ( 如 Yb11MnSb14、BaZn2Sb2)、笼合物
(Ba8Ga16Ge30)、氧化物 (NaxCoO2、Ca3Co4O9、BiCuSeO)、Cu 基化合物 ( 如
Cu2S、Cu2Se、CuInTe2)、SnSe 等，极大地丰富了热电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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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电材料的应用领域
热电材料是一种重要的军民两用材料，可在特种电源、工业余废热回收、
局部精确控温等领域取得广泛的使用。热电发电具有系统体积小、可靠性
高、无运动部件等特点，在航空航天和军事等领域使用广泛。比如，人造卫
星、深空探测器、火星 / 月球表面着陆器所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器
（Radioisotope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利用热电材料将放射性同位素
衰变时所放出的热量直接转换成电能加以利用。在工业领域，可以通过热电材
料将太阳热、工业余 / 废热、汽车尾气废热甚至是人体体温转换成电能加以利用。
热电制冷具有全固态、无噪音、控温精度高等特点，主要应用于个人消费
品领域（如：车载冰箱、除湿器、小型饮料机、车用冷杯、冷帽、汽车座椅等），
电子领域（如：半导体芯片制冷、大功率 LED 散热器、投影仪散热等），医
学领域（如：半导体制冷运血箱、冷敷仪、冷冻切片机、呼吸机、固体激光器等）。
此外，在光学领域的红外线探测器、高灵敏度 CCD、分光光度计、色谱仪等
也有应用，例如，俄罗斯米格战斗机配备的 AA-8 和 AA-11 系列导弹就采用
热电制冷对红外探测系统进行温控。

（三）国内外热电材料发展现状
自从 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 Seebeck 效应和 Peltier 效应被发现之后，热
电材料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近二百年。目前，热电材料在红外探测器、电子元器
件温控、冷藏箱等制冷领域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4
年热电制冷领域的市场总额约为 3 亿美元。但是，因为效率较低和成本过高等
原因，目前热电材料在发电领域的应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实现大规模产
业化。依照现有热电材料产业来看其产业链如下：
表 - 热电材料产业链

上游
碲、铋、铅、硅等原材料矿
物的开采和加工；

中游
热电材料的生产；

下游
发电、热电偶、制冷器等
领域的应用。

1. 国外热电材料发展现状
目前，热电材料已经取得产业化，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孵化出一系列专
门从事热电材料及其器件研究与生产的企业，包括美国贰陆马洛公司（IIVIMarlow）、美国 TE 科技公司（TE Technology）、美国 Hi-Z 科技公司
（Hi-Z Technology）、 美 国 Alphabet 能 源 公 司（Alphabet Energy）、
加拿大热电子公司（Thermal Electronics）、德国 TEC 微系统公司（TEC
Microsystems）、俄国晶体公司（Crystal）、日本松下公司（Panasonic）
以及日本京瓷（KYOCERA）公司等，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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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热电材料企业及其产品列表

公司名称

所处国家

主营产品

II-VI Marlow

美国

热电冷却器、温差发电机、热电系统；

TE Technology, Inc.

美国

热电冷却器模块、冷板冷却器、热电温度控
制器等；

Hi-Z Technology Inc.

美国

发电热电模块；

Alphabet Energy, Inc

美国

独有的 PowerBlocks ™热电材料；

Thermal Electronics Corp

加拿大

TEC Microsystems GmbH

德国

微型热电模块、热电冷却器、热电发电机、
热电热通量传感器、定制热电解决方案等；

Crystal Ltd

俄国

热电组件、热电模块、发电模块、温度控制
器等；

Panasonic

日本

Bi-Te 类材料热电转换模块；

KYOCERA

日本

碲化铋材料，用于汽车座椅冷却片。

热电冷却器、热电发电机；

美国是热电材料的研究大国，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等著名学府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热电材料研究
论文。同时，美国政府及军方非常重视热电材料的开发与应用，许多企业都具有军方资助或与军方合作的背景。比如，全球热电
技术的领导者 II-VI Marlow 公司与美国及国际防务和航天机构拥有超过 35 年的合作经历，其产品可在太空及多种极端条件下
工作，而且 II-VI Marlow 公司的产品可以广泛使用在军用无人机、导弹制导、激光冷却系统、飞行服、军用级空间加热器、军
用无线电子电源等领域中。此外，Alphabet Energy 公司凭借其独有的 PowerBlocks™ 热电材料，客户广泛涉及石油天然气、
采矿、制造、运输以及国防能源密集型行业，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的支持。
欧盟从“第六框架计划”开始支持热电材料的研究，并在“第七框架计划”中支持 InnovTEG 项目，主要聚焦于热电材料
在光伏产业的应用，致力于高效太阳能光伏板的研制开发。企业方面，德国 TEC Microsystems 公司是知名的热电材料厂商，
拥有十年的热电技术研究开发，专注于微型热电模块业务，产品涉及光电、电信、微电子、太空、医疗设备 / 医疗保健、安全系
统、小规模能源收集和基础研究等重点行业。Crystal 是一家俄国公司，拥有二十年的热电器件研发与销售经验，在欧洲、亚洲、
北美等地区销售其产品。
日本是能源匮乏国家，非常注重能源的有效利用，在氧化物热电材料、TiS2 化合物等热电材料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日本的企业也非常注重废热再利用，京瓷、日产等企业将热电材料引入到汽车中，用于座椅冷却片和尾气热能利用装置中。

2. 国内热电材料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在热电材料的研究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为代表的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投入到热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中。在低温体系热电材料的
研究方面，以武汉理工大学和浙江大学为代表的多家单位利用悬甩、热锻、自蔓延烧结等工艺实现了对碲化铋基化合物微结构的
有效调控，获得了一系列高性能发电用多晶碲化铋基热电材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则利用施主元素掺杂将碲化铋基化合物
最优热电性能调控至 100-300℃，并将碲化铋基器件在 217 K 温差下最高能量转换效率提高至 6%，与国际最高水平相当。在
中温体系热电材料的研究方面，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武汉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多家单位对填充方钴矿基化合物的电热输运
机制、填充原子填充极限、以及软硬磁纳米粒子所诱发的各种散射效应等展开了深入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高性能方钴矿化合物，
最高热电优值为 1.7-1.8；并开发了填充方钴矿热电器件，最高能量转换效率为 9.3%，为目前单级热电器件的最高水平；将填
充方钴矿与碲化铋共同组成的级联热电器件，最高能量转换效率为 12%，也是目前国际最高水平。浙江大学开发了 NbFeS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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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新型的高性能 half-Heusler 热电材料，最高热电优值为 1.5，相应热电器
件的能量转换效率为 6.2%。同济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利用位错和
能带工程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碲化铅基热电材料，最高热电优值超过 2.0；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开发的碲化铅基热电器件，也在某些特种电
源上获得了初步应用。在高温体系热电技术的研究方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开
发了 SiGe 热电器件，最大能量转换效率为 8.8%。武汉理工大学研制了太阳能
光电 - 热电复合发电发电系统和国产汽车尾气发电示范。
除上述热电材料体系外，国内在新型热电材料的研发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如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功提出了“电子晶体 - 声子液体”的概念，
揭示了 Cu 基和 Ag 基化合物具有低晶格热导率的根本原因，并发现了多种新
型的高性能 Cu 基和 Ag 基热电材料；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现了一
系列自身具有强非简谐性的新型高性能热电材料，如 SnSe、BiCuSeO 等。此外，
近年来，中科院化学所和同济大学对有机热电材料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聚苯
胺等聚合物中也发现了良好的热电性能。
与此同时，我国的热电材料产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距，
现有厂商包括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河南
鸿昌电子有限公司、江西纳米克热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香河东方电子有限公
司等，如下表所示。
表 - 国内热电材料企业及其产品列表

公司名称

地区

主营产品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热电制冷芯片、热电制冷系统、热电电
子产品、半导体制冷解决方案等；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热电半导体致冷材料与器件、热电制冷
组件、微型热电器件；

河南鸿昌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

半导体制冷组件；

江西南昌

热电半导体致冷器件、热电半导体温差
发电器件、热电半导体晶棒、热电致冷
/ 致热系统、热电半导体发电生物燃烧
炉、热电半导体温差发电机；

河北省廊坊

半导体致冷器件、小型制冷系统、温差
发电器件。

江西纳米克热电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香河东方电子有限公司

上述企业中，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立超过二十年，是国内半导
体热电产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从事半导体热电制冷芯片、半导体热电制冷系
统以及半导体热电电子产品的研究与制造。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超过
二十年从事热电半导体致冷材料与器件、热电制冷组件、微型热电器件等的研发
与生产工作。河南鸿昌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半导体制冷组件，其产品除民用外
亦可用在军事医疗等领域。江西纳米克热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具有二十年的发
展历史，从事半导体制冷、温差发电材料与器件等的研发与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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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意义及建议
我国是热电材料的研究和生产大国，但并不是热电材料的发展强国，总体
而言，我国热电材料学术研究要强于产业发展。近些年，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
产业，光伏产业、锂电池产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然而，同
为新能源领域的热电材料产业发展缓慢，但是发展热电材料却对我国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热电发电和热电制冷系统具有结构紧凑、无运动部件、工作无噪音、无污
染物排放、可靠性高、寿命长的特点，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我国是能源消耗
大国，且能源利用率不高，采用热电材料可以回收低品位工业余热、废热和预热，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我国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热电材料在军事领域、汽车领域和光伏领域的应
用。热电材料可精确控制温度、坚固耐用、无噪声等特点使其具有在军事领域
广泛应用的潜力，如深空探测、深海监测网、静音核潜艇及超高声速飞行器；
在工业余废热回收利用领域，热电材料可用于钢铁厂、水泥厂等高能耗生产过程，
回收高温烟气、辐射热等低品位废热；在汽车领域，将热电材料安装在汽车上
利用尾气废热发电可提高汽车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热
电制冷技术用于座椅热电空调和电动汽车暖风空调，可显著降低汽车空调系统
能耗，延长电动汽车的有效续航里程；在太阳能综合领域，将热电材料与光伏
应用相结合，在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光转换为电能的同时，热电材料将太阳热
转换为电能，可提高综合发电效率。

军事领域

光伏领域

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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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前言
以碳化硅（SiC）、氮化镓（GaN）、氧化锌（ZnO）、金刚石和氮化铝（AlN）等材料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被称为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第一、第二代半导体材料相比，第三代半导体具有宽禁带、高击穿电场、高热导率、高抗辐射能力及高载
流子迁移率等诸多优点，因而适宜制作高温、高频、抗辐射及大功率器件，也被称为高温半导体材料。从目前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和器件的研究来看，发展较为成熟的是 GaN 和 SiC 半导体材料，金刚石和 AlN 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代半导体 SiC 和 GaN，拥有高温下的稳定性、高效的光电转化能力、更低的能量损耗等绝对优势，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
无论是消费电子设备、照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飞机发动机，还是导弹和卫星，都对这种高性能的半导体有着极大的期待。

国内外产业格局
第三代半导体作为半导体产业重要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在半导体领域，美国的领先优势很大，根据半导体
权威研究机构 IC Insights 公布的数据，2016 年全球半导体企业前 20 强中，美国有 8 家半导体厂商入选，可谓独占鳌头，分
别为英特尔 (Intel)、高通（Qualcomm）、美光（Micron）、德州仪器（Tl）、苹果（Apple）、英伟达（Nvidia）、格罗方
德（Global Foundries）和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而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欧洲各有 3 家
企业入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榜单中，我国大陆地区没有一家企业入榜。
作为半导体产业其中的一环，第三代半导体也有类似的产业格局，美国领跑，日欧紧随。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大体可分为上
游原材料、中游器件和下游应用三个部分，主要应用为电力电子、微波射频、光电等领域。
表 -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

上游

中游

下游

SiC、GaN 材料的制备

器件的生产

电源、逆变器、无线通信、光电等领域的应用

（一）国外产业格局
在电力电子产业中，美、日、欧三足鼎立，其中美国拥有科锐、道康宁、II-VI 公司等业界翘楚，占有全球大量的 SiC 企业。
GaN 领域美国也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外延、器件及应用环节都具有生产企业；欧洲方面 SiC 产业链完整，SiCrystal、英
飞凌科技、意法半导体等企业实力出众；日本精于模块开发，拥有富士电机、罗姆半导体、东芝等著名企业。
微波射频产业同样是美、日、欧领先，集中在军事雷达和无线基站通信方面。美国在 GaN 射频领域拥有威讯联合半导体
公司（Qorvo）、Macom 技术解决方案公司（MACOM Technology Solutions）、雷神公司（Raytheon）、美高森美公司
（Microsemi）、科锐（Cree）等全球领先企业，现阶段 GaN 主要应用于卫星、雷达、战斗机通信等国防领域；欧洲拥有安谱
隆半导体公司（Ampleon）、恩智浦半导体公司（NXP Semiconductors），面向雷达和通信领域；日本拥有住友电工（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等企业，面向民用通信、气象观测、雷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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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材料体系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半导体照明技术的带动。在光电领域，美国科锐（Cree）是全球知名的 LED 企业，
2013 年其大功率白光 LED 实验室光效就达到了 276 lm/W。近些年，住友电工、欧司朗（OSRAM）等公司相继在高 In 组分
GaN 外延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实现 GaN 绿光半导体激光器和高亮度绿光 LED。
表 - 美国第三代半导体企业列表

公司名称

国家

SiC/GaN

产品

涉及领域

产业链位置

宽带、通信、雷达、射频、太阳能、
电动汽车、电源、交通运输；

上游、中游

科锐

美国

SiC/GaN

SiC 衬底、SiC 外延、GaN
衬底及外延；晶体管、肖特基
二极管、功率模块、通用宽带；

雷神

美国

SiC/GaN

晶体管、射频放大器、传感器；

电力电子、射频、空中导弹和
防御雷达；

下游

通用

美国

SiC/GaN

SiC 晶体管、SiC 晶圆、芯片；

电力电子；

上游

德州仪器

美国

SiC/GaN

SiC 晶体管、放大器、逆变器；

工业电机、机器人、电子产品
适配器；

中游

亚德诺半导体

美国

SiC/GaN

功率放大器、电源开关；

测试测量、通信、航空监控、
雷达；

中游

安森美半导体

美国

SiC/GaN

二极管、SBD、MOSFET；

太阳能逆变器、大功率电机驱
动器、直流充电器、工业电源、
电子产品适配器；

中游

美高森美

美国

SiC/GaN

二极管、MOSFET；

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射频
放大器；

中游

道康宁

美国

SiC

4H+SiC 晶圆、SiC 外延层；

电子电力元件；

上游

II-VI

美国

SiC

单晶 SiC 基板；

移动通信、射频和高功率电子
以及半导体设备制造；

上游

Monolith 半导体

美国

SiC

二极管、MOSFET；

太阳能逆变器、电动车充电器、
工业电机驱动器、电源；

中游

力特

美国

SiC

肖特基分立二极管、
MOSFET；

太阳能逆变器、电动车充电器、
工业电机驱动器、电源；

中游

威讯联合

美国

GaN

GaN 分立式晶体管、放大器、
开关、5G 基础设施前端模块；

通信、射频、光电子；

中游

Macom
技术解决方案

美国

GaN

射频功率晶体管、器件偏置保
护模块、放大器；

通信、射频、光电子、雷达；

中游

诺斯罗普 • 格鲁曼

美国

GaN

功率放大器、集成电路；

卫星通讯、雷达；

中游、下游

TDI 公司

美国

GaN

GaN 外延衬底；

LED、二极管、高电子迁移率
晶体管；

上游

Kyma 公司

美国

GaN

GaN 衬底、粉末、外延片；

肖特基二极管、半导体开关；

上游

Qromis 公司

美国

GaN

QST® 基板和 GaN-onQST® 晶圆；

电力电子、发光二极管（LED）、
高级显示器、射频电子；

上游技术供应商

CPI 公司

美国

GaN

GaN 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变频器；

通讯、雷达；

中游

Transphorm 公司

美国

GaN

GaN 晶体管；

电力通信、太阳能逆变器、电
动汽车、电机驱动；

中游

纳微半导体

美国

GaN

功率集成电路；

智能手机和笔记本充电器、电
视，太阳能电池板、数据中心
和电动汽车。

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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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科锐推出了业内首个通过严酷环境测试的 SiC 电源模块，提
高了产品在高温高压下的性能，适于应用在户外恶劣的环境中；9 月，公司推出
一系列新型 28V GaN HEMT 射频功率器件，可以工作至 8GHz，在同类别产品
中效益更高。
2017 年 6 月德州仪器推出一项创新的三相氮化镓（GaN）逆变器参考设计，
有助于构建 200V，2kW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和下一代工业机器人，具有快速的
电流回路控制，更高的效率，更精确的速度和转矩控制；同年 9 月，德州仪器与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合作，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制备出的 SiC 器件成本更低，将
其应用在电子电力设备中，从而实现高产率并严格控制 SiC 器件的性能。
2017 年 4 月，亚德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Inc.）推出两款高性能
氮化镓功率放大器（PA）模块，功率密度在同类产品最高，可最大程度地缩减
子系统的尺寸和重量。可以应用在测试和测量、通信、替代行波管（TWT）、
航空监控、雷达等领域。这些完全集成的全固态器件扩展了亚德诺公司现有的
GaN 功率放大器系列，使用方便，可以加快原型开发和系统设计。
作为全球电路保护领域的领先企业力特（Littelfuse Inc.）于 2017 年 5 月
推出首款 GEN2 系列 1200V 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以配合 2017 年欧洲电
力转换与智能运动 (PCIM) 展的开幕。这种碳化硅二极管是力特与 Monolith
（Monolith Semiconductor Inc.）合作技术平台开发的产品系列中的首批产品。
其他碳化硅产品正在筹备中。
威讯联合半导体在 2017 年 6 月宣布推出新的 50V GaN-on-SiC 晶体管
系列，该晶体管系列可以提高性能，增强功能，并加快任务关键型战术和公共
安全电台的开发速度，同时能够为特种军用和应急设备打造出优化的电路板设
计。威讯联合半导体的最新 50V GaN-on-SiC 晶体管专门针对空间受限的任
务关键型应用而设计，从军事和地面移动无线电通信，到航空电子、测试仪表，
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纳微半导体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的 GaN 功率 IC 公司，2017 年 2 月，
纳微半导体宣布，利用该公司专有的 AllGaN™ 技术设计制造的符合量产要求
的 iDrive™ 氮化镓功率 IC 现在正式投产，同年 12 月 Navitas 宣布与台积电
（TSMC）和 Amoker 公司合作，以大批量生产其 GaN 功率 IC 产品，旨在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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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日本第三代半导体企业列表

公司名称

国家

SiC/GaN

产品

新日铁住金材料株
式会社

日本

SiC

4 英寸、6 英寸 SiC 单晶晶圆；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日本

SiC

富士电机株式会社

日本

罗姆半导体集团

应用领域

产业链位置

-

上游

4 英寸、6 英寸 SiC 外延片；

电源、逆变器模块和快速充电桩等；

中游

SiC

SiC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iC 混合
模块、不间断电源、逆变器；

电源、逆变器等；

中游、下游

日本

SiC

SiC 功率元器件；

逆变器、转换器；

中游

富士通株式会社

日本

SiC

金刚石 - 碳化硅（SiC）衬底；

用于制备高频 GaN-HEMT 功率放
大器并应用于雷达和无线通信等远程
无线电领域；

上游

住友电气工业株式
会社

日本

GaN

GaN HEMTs；

宽带大容量无线通信系统以及高分辨
率气象观测、航空管制雷达系统等；

中游

东芝株式会社

日本

SiC/GaN

-

中游

SiC 肖特基二极管、GaN
HEMTs；

2017 年 8 月 7 日
日 本 新 日 铁 住 金 株 式 会 社（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Corporation） 将 持
有的半导体元件 6 英寸 SiC 单晶晶圆、以及分公司新日铁住金材料株式会社（NIPPON
STEEL & SUMIKIN MATERIALS CO., LTD.） 所 持 有 的 有 关 4 英 寸 的 业 务 研 发 将 于
2018 年 1 月底终止。该技术以及新日铁住金集团保有的相关资产等均转让给昭和电工株式
会社（Showa Denko）。

2017 年 9 月 14 日
日本昭和电工株式会社宣布，将增强功率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外延片的高规格产品“High
Grade Epitaxial Wafers（高规格外延片，以下简称‘HGE’）”的产能。新增加的生产设
备将于 2018 年 4 月开始运转，月生产能力将从目前的 3000 片扩大至 5000 片。2018 年 1
月 22 日，昭和电工再次追加产能，预计到 2018 年 9 月将高规格外延片产能提高到 7000 片
以应对市场的需求。

2017 年 12 月 7 日
富士通（Fujitsu）宣布成功开发了世界首例将单晶金刚石与碳化硅（SiC）衬底相结
合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在高功率氮化镓（GaN）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HEMT）中进行
散热，可以在高功率水平下实现稳定的运行。该技术的应用有望显著提高天气雷达和无线
通信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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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欧洲第三代半导体企业列表

公司名称

国家

SiC/GaN

产品

应用领域

产业链位置

Top-GaN 公司

波兰

GaN

GaN 单晶、氮化外延晶圆等；

-

上游

Lumilog 公司

法国

GaN

GaN 单晶；

光电、微电子和电子等领域；

上游

SiCrystal 公司

德国

SiC

单晶 SiC 晶圆；

电子和光电、传感器、高功率器件、
高频器件；

上游

英飞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德国

SiC

SiC 混合模块、SiC-MOSFET、
SiC 肖特基二极管等；

工业驱动、服务器、PC 电源、
电信设备电源和光伏逆变器等；

中游

丹佛斯硅电力公
司

德国

SiC

SiC 功率模块（封装）；

太阳能、风能、电力与混合动力汽车等；

中游

欧司朗光电半导
体有限公司

德国

GaN

激光二极管、LED；

照明；

意法半导体

瑞士

SiC

SiC 二极管、SiC 肖特基二极管；

车载充电器、充电桩、电源、
电机驱动器、逆变器等；

中游

安谱隆半导体
（Ampleon）

荷兰

GaN

宽带射频功率 GaN HEMT；

雷达系统、干扰器、测试和测量设备、
宽带和 P2P 通信；

中游

恩智浦半导体

荷兰

GaN

GaN 晶体管；

雷达、通信及电子战；

中游

-

2017 年 5 月外媒消息，英飞凌（Infineon Technologies）将 EASY 1B SiC 模块投入批量生产，并展示 1200V CoolSiC
MOSFET 系列的模块平台和拓扑结构。英飞凌 1200V SiC MOSFET 经过优化，将高可靠性与高性能相结合，动态损耗比
1200V Si IGBT 低一个数量级。第一批产品将面向光伏逆变器、不间断电源（UPS）和充电 / 储电系统等应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全系列 2A-40A1200V 碳化硅（SiC）JBS（结势垒肖特
基）二极管，使 SiC 技术具有高开关效率、快速恢复和稳定的温度特性，从而使更广泛的设备从中受益。并且，该产品可满足
应用对效率高、重量轻、尺寸小等要求。
安谱隆半导体（Ampleon）前身为全球著名的半导体厂商恩智浦（NXP Semiconductors）的射频功率芯片板块，在射频
功率芯片行业拥有超过 50 年的运营经验，2015 年从 NXP 分离。Ampleon 活跃于各大世界展会，2017 年 4 月，Ampleon 参
加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电子设计创新大会，展示其 LDMOS 和 GaN 射频 PA 产品组合及大功率射频解决方案。2017 年 5 月，
Ampleon 又出席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微波研讨会，并展示其 LDMOS 和 GaN 射频功放产品组合及大功率射频解决方案。
恩智浦半导体是世界著名的半导体厂商，并致力于推广 GaN 技术，从 2015 年到 2016 年，恩智浦的 GaN 射频晶体管产
品增加了一倍以上。恩智浦在 2017 年继续增加 GaN 产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蜂窝基础设施市场，还提供面向工业和国防
市场的不同功率范围的全套 GaN 产品系列。近期的恩智浦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恩智浦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半导体公司，在射频、
身份识别与安全领域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希望以 380 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并获得了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批准。如果收购成功，势必会加重我国相关产业对美国半导体技术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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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产业格局
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夯实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科技基础的重要阶段，加快第
三代半导体材料、器件与应用技术的开发及其产业化仍然是目前我国发展第三
代半导体材料产业的首要任务。为此，我国在 2017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
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中对第三代半导体技术进行过多个项目的立项，
涉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南京
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单位，总拨款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
此外，2017 年 4 月，科技部发布《“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再次提到需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材料。2017 年 12 月，北京市发布《加快科
技创新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指导意见》，在顺义区重点布局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这将促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的全面发展，努力改变我国技术升级依赖引进、受
制于人的局面。
表 - 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企业列表

公司名称

SiC/GaN

产品

涉及领域

产业链位置

泰科天润半导体
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SiC

肖特基二极管；

充电电源模块；

中游

山东天岳晶体材
料有限公司

SiC

SiC 衬底材料；

金属氧化层半导体场效晶体管、
大功率发光二极管；

上游

厦门芯光润泽科
技有限公司

SiC

SiC SBD、SiC MOSFET、功率模块；

卫星航天航空、太阳能光伏及风
力发电、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

中游

扬州扬杰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SiC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桥、芯片、MOSFET；

汽车电子、LED 照明、太阳能光
伏、通讯电源、开关电源等；

上游、中游

上海瑞能半导体
有限公司

SiC

SiC 二极管；

汽车、电信、计算机与消费电子、
智能家电、照明、电源管理等；

中游

海特高新 / 海威华
芯科技有限公司

GaN

晶圆代工；

通信、物联网、智能家居、电力
电子、新能源、汽车电子等；

上游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SiC

SiC SBD、SiC MOSFET；

光伏逆变器、轨道交通、电动汽
车等；

中游、下游

三安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GaN

肖特基二极管、场效应晶体管、
LED 芯片、晶圆代工；

电源管理模块、电子产品；

上游、中游

中电集团

SiC

SiC 衬底及外延、二极管；

光伏逆变器、轨道交通、电力电
子等；

上游、中游

东莞市天域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

SiC

SiC 外延片；

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智能电网、
UPS 电源等；

上游

瀚天天成电子科
技（厦门）有限
公司

SiC

SiC 外延片；

电子电力器件；

上游

北京天科合达蓝光
半导体有限公司

SiC

SiC 晶体、晶片、合成料；

电子电力器件；

上游

苏州能讯高能半
导体有限公司

GaN

氮化镓射频功率晶体管、
氮化镓 HEMT 管芯；

微波领域、电力电子领域；

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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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厦门芯光润泽科技有限公司规划总投资 20 亿元的第三代半导体 SiC 功率模块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举行开工
仪式。该项目主要进行第三代半导体 SiC 功率模块的设计、研发及制造，是国内先进的 SiC 功率模块封装厂之一，建成后大功
率模块年产能将达 1150 万套，年产值约 40 亿元。
2017 年 8 月，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和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高性能 SiC SBD 和 SiC
MOSFET 电力电子器件产品研制与应用验证”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该项目实现了高性能 SiC SBD 和 SiC
MOSFET 共计 8 个代表品种，部分产品已应用于光伏逆变、轨道交通、电动汽车等领域。
三安光电为了建设下一代无线通信 GaN 器件平台，将在 RF 射频、光通信、滤波器、电力电子等方面进行布局。在第三代
半导体业务上，三安光电首先聚焦移动终端，产品已实现小规模量产，预计 2018 年至 2019 年将产生较大的收益。
国内其他半导体公司如海特高新通过其子公司海威华芯建设 6 英寸的第二代 / 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目前正处于造
价招投标阶段；国民技术也开始进入第三代半导体领域，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公司组织资金，签订了《化合物半导体生态产业
园项目投资协议书》，以第二、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片材料为核心基础，投资 80 亿元，在邛崃市打造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链生态圈。
在材料制造设备方面，中国科技部消息显示，我国研发团队于 2017 年 10 月成功研制了满足高压 SiC 电力电子器件制造所
需的 4-6 英寸 SiC 单晶生长炉关键装备，实现了“零微管”（微管密度 <1 个 /cm2）4 英寸 SiC 单晶衬底和低缺陷密度的 6 英
寸 SiC 单晶衬底的制备技术，掌握了相关外延工艺技术，并制备了碳化硅二极管系列产品，已在市场上批量推广使用。

发展建议
近年来，我国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
半导体行业产值较低，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随
着我国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重视、重点项目及产业的建设投资陆续实施、市场快
速的扩张，我国第三代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从长远来看，
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产能的转移和中国不断增大的制造及销售规模，我国第三代
半导体行业的市场前景广阔，发展空间巨大。
结合国内外局势来看，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处
于重要窗口期，但目前仍面临多重紧迫性。对比发达国家，未来我国第三代半导
体产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相应努力和发展：
首先，集中资源优势，扶持重点研究项目和产业基地。将用于研究发展的资
源合理分配，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及重点发展企业，以充分利用资源，发挥其价值，
力求集中投入获得有效进展，打破我国第三代半导体材料进展落后的局面，为产
业化奠定技术基础；
其次，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引入优势技术合作。第三代半导体是一门多领域
学科，产业的发展领域非常广泛，这就需要集合各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力量，创

集 中 资 源 优 势，
扶持重点研究项
目和产业基地。

建公共研发平台，实现研发成果资源共享；同时积极向国外优势企业及研究机构
学习，加强沟通，力求早日攻克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所涉及的基础技术；
最后，优先布局产业规划，实现多领域协同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应用涉及领
域广泛，我国目前半导体产业应用领域主要分布在电子消费产品、照明及近年来
兴起的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同时我们应当重视半导体在新兴产业的应用，例如军工、
航天、轨道交通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真正实现半导体行业的全面快速发展。

优先布局产业规
划，实现多领域
协同发展。

建立公共研发
平台，引入优势
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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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显示

前言
柔性显示是指由柔软材料制成的可变形可弯曲的显示装置。目前的主流
是柔性 OLED，另外柔性液晶显示 (LCD) 也在同步发展中。
作为新型显示技术的一种，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是一
种以有机薄膜作为发光体的自发光显示器件，而柔性 OLED 以柔韧性好、具
有良好透光性的材料代替普通的 OLED 玻璃衬底，其结构和发光原理与普通
玻璃衬底的 OLED 器件相似。OLED 显示是一种自发光显示技术，其最大的
特点是无需背光源，此外其成本较低，可减少制造工序；使用低压驱动，能耗低；
响应时间短；温度范围宽；亮度高，实现高效发光；器件全固态，机械性能
好，可实现软屏显示，使器件更加轻薄。OLED 显示按驱动方式可分为主动
式（AMOLED）和被动式（PMOLED）。
AMOLED（Active-matrix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是 指 有 源
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 显示屏将成千上万个有机发光二极管以特
定的形式堆放在基板上；给二极管施加电压时，会发出红、绿、蓝三原色的
光，调整三原色的比例就会发出各种颜色。与传统屏幕相比，AMOLED 屏
体积轻薄、色域广、对比度高、功耗低，易于制造成可弯曲可折叠的屏幕，
因此，柔性 AMOLED 显示技术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下一代显示技术。柔性
AMOLED 显示技术可被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视、可穿戴设备、车载显示器、
VR 等消费电子领域，对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领域也有重大影响。下表
展示了 AMOLED 的产业链，其中面板在整个产业链中起到了龙头的作用。
表 -AMOLED 产业链

上游
有机发光材料、驱动芯片、
生产设备等；

中游
面板及模组；

下游
终端应用如手机、电视、
VR、可穿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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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产业格局
OLED 技术近年来在显示市场上占据着很大的市场份额，而 OLED 显示
现已大量使用在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机和可穿戴设备中。IDTechEx 预测到
2026 年 OLED 显示市场将增长到 570 亿美元。
OLED 显示市场中最大的变革莫过于柔性显示。与传统玻璃显示相比，柔
性 AMOLED 面板更薄、更轻，使折叠式移动设备成为现实。随着技术的不断
成熟，柔性显示器将有可能应用于汽车显示器等领域中。在柔性 OLED 显示市
场中，AMOLED 相比于 PMOLED 更受欢迎，在 2017 年，AMOLED 在全
球柔性 OLED 显示市场收入中占比达到 90%。
柔性 OLED 显示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入门槛高，形成寡头垄
断的格局。目前韩国三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市占率超过 90%，韩国 LG、我
国的京东方、维信诺、天马、华星等企业正在努力追赶。日本显示公司在柔性
LCD 方面则独树一帜。
亚太地区是柔性 OLED 显示器市场中最大的一个区域，汇集了众多 OLED
显示器制造商。中国正在加大投入，提升产能，期待在亚太地区柔性 OLED 显
示器市场中占具一定的份额。

（一）国外产业格局
在柔性 OLED 领域，国外的主流企业为韩系的三星显示公司（Samsung
Display） 和 LG 显 示 公 司（LG Display）， 日 本 显 示 公 司（Japan
Display）、日本夏普公司（Sharp）等企业也在积极从事柔性显示技术的研发。

表 - 国外柔性显示供应商及主要产品

公司名称

国家

主要产品

近期发布的柔性显示产品

三星显示公司

韩国

移动显示屏（AMOLED、柔性显示）、电视显示屏、
公共信息显示屏、电脑显示器、IT 显示器；

9.1 英寸可伸缩柔性 OLED 显示屏，可在两
个方向上弯曲；

LG 显示公司

韩国

电视显示器（OLED、LCD）、商用显示屏
（拼接屏、电子白板、条形屏等）、IT 显示屏、
移动显示屏、车载显示屏、OLED 照明；

65 英寸 UHD 可卷曲电视、55 英寸透明显
示产品、77 英寸透明柔性 OLED 面板；

日本显示公司

日本

手机和平板电脑用 LCD 模块、可穿戴设备显示模块、
汽车用 LCD 模块、数码相机用 IPS 液晶显示模块、医
用 LCD 模块、物联网用 LCD 模块、工业用 LCD 模块；

5.5 英寸塑料基板全高清（1080×1920）
柔性液晶显示屏；

夏普公司

日本

商业显示屏、IT 电视显示屏、LED 显示屏等；

-

先进能源与电子材料

65

韩国三星是全球柔性 OLED 显示器的先驱型企业，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可提供全套垂直整合供应链。在 2017 年 5 月
于美国举行的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2017 显示周上，三星展示了首款 9.1 英寸可伸缩彩色柔性 OLED 显示屏。具有较大弧度的
OLED 显示屏已经在高端电视机中得以应用，但是此次三星所展示的柔性屏与传统柔性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可以在两个方向上
弯曲。当屏幕从上向下按时，它像气球一样弯曲，然后在压力消失时恢复到原来平坦的形状。三星公司表示这种新型显示屏将
用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和汽车显示上，但是由于技术难度较大暂时无法批量生产。
2018 年 1 月 9 日，LG 显示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国际消费电子展上，LG 显示公司首次公开展示了 65 英寸 UHD 可卷曲
电视和 55 英寸透明显示产品。65 英寸 UHD 可卷曲电视可呈现超高分辨率（UHD,3840×2160）画质，是罕有的可以充分卷
曲的大尺寸显示产品。在不观看画面显示的时候，这款新产品可以通过卷曲隐藏屏幕，提高空间利用率。2017 年 6 月 22 日，
LG 显示公司宣布已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 77 英寸透明柔性 OLED 面板产品。作为全球首款最大尺寸的透明柔性 OLED 面板，
该面板拥有 40% 的透过率、UHD（3840×2160）分辨率、曲率半径高达 80R。
2017 年 1 月 25 日，日本显示公司发布了一块 5.5 英寸塑料基板全高清液晶显示屏（FULLACTIVETMFLEX），该显示屏
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其柔性形成弯曲的形状，因此将极大地扩展智能手机设计的自由度。并且，通过使用塑料基板代替玻璃，可
以防止显示器掉落时发生损坏。通过采用日本显示公司开发的低频驱动技术，该显示屏不仅支持正常的 60Hz 驱动方案，而且
还支持低至 15Hz 的驱动方案，这有助于大幅降低移动设备的能耗。日本显示公司计划于 2018 年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显示器。此外，
在 2017 年的“显示周”上，日本显示公司对外展示了可向内折叠 180 度的柔性屏。

（二）国内产业格局
我国是 OLED 面板技术和产业化方面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其中 PMOLED 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来，在
AMOLED 方面发展迅猛。纵观 AMOLED 整个产业链，我国在原材料、驱动芯片及生产设备等上游产业链方面仍在逐步完善建
设中，下游终端应用仍处于基本空白阶段，目前还没有大规模量产的应用投入市场，而中游的面板企业在 2017 年呈现爆发式增
长趋势，多家企业投入建设相关生产线，因此 2017 年可称为“中国大陆柔性显示产业发展元年”。除此以外，国家在政策上也
大力扶持柔性显示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 2016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的
通知》中明确指出：重点发展低温多晶硅、氧化物、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等新一代显示量产技术，建设高世代生产线；推动关键
共性技术联合开发和产业化示范；布局量子点、柔性显示等前瞻技术领域。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信息技术产业跨
越发展，需要做强信息技术核心产业，其中包括实现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超高清（4K/8K）量子点液晶显示、柔性显示等
技术国产化突破及规模应用。

重点发展

推动

低温多晶硅、氧化物、有

关键共性技术联合开发和

量子点、柔性显示等前瞻

机发光半导体显示等新一

产业化示范；

技术领域。

代显示量产技术，建设高
世代生产线；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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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柔性显示企业未来三年投产表

公司名称

代线

投产时间（年）

厂址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代

2019

绵阳

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6代

2018

固安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6代

2019

武汉

上海和辉光电有限公司

6代

2019

上海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代

2018

武汉

信利国际有限公司

6代

2020

眉山

湖南群显科技有限公司

6代

通过备案

长沙

2017 年 5 月，京东方中国首条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成都第 6 代柔
性 AMOLED 生产线正式投产，10 月该生产线提前量产，打破了国际垄断的局面，
成为全球第二条可量产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该生产线采用先进的蒸
镀工艺和柔性封装技术，可实现柔性显示屏幕的弯曲和折叠，象征着我国企业在
柔性 AMOLED 显示领域引领全球的发展，也开启了我国柔性 AMOLED 显示产
业的新纪元。除此以外，京东方在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也将于
2019 年建成投产。早在 2002 年，京东方就开始了对 OLED 新型显示技术的研究，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已申请 OLED 相关专利超过 1.6 万件，开发出了可实现“S”
形弯折的 5.5 英寸 WQHD 柔性 OLED 显示屏、7.8 英寸柔性可折叠显示屏、7.56
英寸 QHD 柔性 AMOLED 显示屏等多款柔性显示产品。
成立于 2001 年的维信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新型显示整体解决方案创新型供
应商，2016 年维信诺公司河北云谷（固安）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开工，
并预计于 2018 年中投产，这将增加国内 AMOLED 面板供应量，满足下游终端
厂商的需求。2017 年底，在乌镇物联网大会上，维信诺展出了“全球首款任意折
叠柔性屏全模组”，该产品内弯半径为 3 毫米，外弯半径为 5 毫米，弯折次数超
过 10 万次，代表了柔性显示全球领先水平。
除上述几家企业外，国内还有多条 6 代生产线投入建设。2017 年 6 月 13 日，
总投资 350 亿元的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生产线在武汉光谷动工，
预计 2019 年投产，
2020 年一季度量产。
这是国内第一条主攻折叠显示屏的面板线，
该项目主要生产 3 至 12 英寸柔性和可折叠式智能手机用显示面板，年产能预计
为 116 万平方米。和辉光电“第 6 代 AMOLED 显示项目”预计 2019 年初试生产，
产能为 3 万大板 / 月（部分为柔性 OLED）。2017 年 4 月，天马第 6 代 LTPS
AMOLED 产线在武汉成功点亮 AMOLED 产品，该生产线可同时生产柔性和刚
性 AMOLED 产品。由信利国际投资的第 6 代 AMOLED（柔性）半导体显示器
件生产线建设项目拟于 2018 年 10 月在四川开工，2020 年投产，该项目总投资
279 亿元，产线定位于高端显示领域。此外，湖南群显也在布局柔性 AMOLED
项目。2017 年 11 月 23 日，长沙市发改委同意湖南群显科技有限公司第 6 代柔
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通过备案，该项目总投资 1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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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柔性电子曾被评为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预测其将带来一场电子技术革命。
如今，这场电子技术革命在市场的推动下已经悄然来临，据相关预测数据显示，
2018 年柔性电子市场为 469.4 亿美元，到 2028 年将达到 3010 亿美元，2011
年至 2028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近 30%。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企业积
极布局和投入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动了国内柔性 AMOLED 显示技术的发展，随
着国内面板企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及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无人驾驶汽车等电子产
品的积极发展，柔性 AMOLED 显示屏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机构预测，柔性显示屏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可达数百亿美元
的市场规模。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国内相关企业应该抓住机遇，敢于向国际
寡头企业发起挑战，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产业链结构。对此，结合现有
形势及未来市场预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吸引人才并加强技术积累，提

健全产业链发展机制，加强与

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

下游企业的合作。国内面板企

国内企业自主研发意识逐渐增

业应当加强显示行业上下游企

强，但受制于三星等国际巨头

业联系，推进上游原材料制备、

企业的垄断，多项技术已被提

生产工艺、制造设备的持续创

前布局申请专利，导致国内该

新发展，同时重视下游企业开

行业的发展受到重重阻挡，在

发终端应用市场，利用当前广

这种局势下，国内企业应该持
续投入研发精力，保持行业的
高度敏感性，争取在生产技术
和制造工艺上取得更大突破，

发展
建议

阔的应用市场及需求，协同下
游企业制定产品开发方案，多
元化实现柔性 AMOLED 显示
的下游产品应用早日投放市场；

掌握一定的主动性；

探索柔性 AMOLED 显示技术未来的发展及应用，提前布局做好战略规划。显示方式的改变将带来软件和操作系统的革新，
甚至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对此，我国生产企业应当把握好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手机产业以外探索新形态
新性能的 AMOLED 显示产品。

PART THREE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
◎ 增材制造材料与 3D 打印技术
◎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 先进无机复合材料
◎ 高温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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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材料与 3D 打印技术

概述
增材制造，俗称“3D 打印”，始于快速成型技术，在航空、航天、航海、兵器、
医疗、汽车、工业等领域发展前景广阔，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近年来，增材制造发展非常迅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政府纷纷将其上升至战略高度给予政策支持。增材制造
涉及多学科知识，产业链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目前，增材制造设备是其发展的
牵引力，而材料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 - 增材制造产业链

上游

材料生产商、激光器等设备部件制造商；

中游

设备制造商、软件开发商；

下游

增材制造服务平台、合作商、代理商、经销商、第三方服务平台；

终端

企业用户（航空、航天、航海、兵器、医疗、汽车、工业、教育等）
个人用户（定制化产品，如工艺品、食品等）。

国内外进展
（一）增材制造技术与装备
美国材料和试验协会（ASTM）标准组织将增材制造技术分为七类，英国
增材制造特别兴趣小组（AM SIG）将其进一步划分出十余种分支工艺。
表 - 美国 ASTM 标准组织对增材制造技术的分类情况

标准分类
Material Extrusion
材料挤出成型
Material Jetting
材料喷射成型
Binder Jetting
粘结成型
Sheet Lamination
薄片迭片成型
VAT Photopolymerisation
容器内光聚合
Powder Bed Fusion
粉末床熔融成型
Directed Energy Deposition
直接能量沉积成型

代表性技术

主要成型材料

代表性企业

FDM 熔融沉积成型；

聚合物；

Stratasys（美国）、RepRap（法国）；

POLYJET 聚合物喷射；

聚合物；

Objet（以色列）、3D Systems（美国）；

3DP 三维立体喷涂；

金属、聚合物、陶瓷；

3D Systems（美国）、ExOne（美国）、
Voxeljet（德国）；

UAM 超声波增材制造；

金属薄片、纸张；

Fabrisonic（美国）、Mcor（爱尔兰）；

光敏树脂；

3D Systems（美国）、Envisiontec（德国）；

塑料粉、蜡粉、
金属粉末、陶瓷粉末；

EOS（ 德 国）、3D Systems（ 美 国）、
Arcam（瑞典）；

金属粉末、金属丝材；

Optomec（美国）、POM（美国）。

SLA 光固化成型、
DLP 数字光处理；
SLS 选择性激光烧结、
SLM 选择性激光熔融、
EBM 电子束熔融；
LMD 激光熔化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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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格局
长期以来，欧美等国一直引领着全球增材制造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发展。
欧美无论是在原始创新力，还是市场竞争力以及工业领域的应用方面，均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在积极推动增材制造技
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但尚未形成一定规模。

2. 国外进展
美国政府对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12 年 8
月美国国家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2013 年 10 月更名为美国制造）正式成立，
引领着全美甚至全球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欧盟从“第一研发框架计划”开始
便对增材制造项目给予了资助，在“地平线 2020 计划”中更是将增材制造技
术列为关键实用技术之一。德国、英国与荷兰等国相继制定了增材制造路线图
及相关标准，来促进本国增材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欧美在增材制造技术与
装备领域已拥有一大批技术先进的优势企业。
表 - 国外增材制造技术（装备）优势企业

名称

所在国家

产品类型

Arcam

瑞典

Arcam 公司致力于电子束熔融（EBM）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均有专利保护；产
品包括 Arcam Q10plus，Arcam Q20plus，ArcamA2X 增材制造设备以及应用于增材制造领域的金属
粉末；2016 年 GE Additive 收购了 Arcam 公司 76.15% 的股份；

Additive Industries

荷兰

Additive Industries 公司致力于激光粉末床熔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产品包括 MetalFAB1；

Renishaw

英国

Renishaw 公司致力于金属粉末床熔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产品包括 RenAM 500M，RenAM
500Q，AM 250，AM 400 以及应用于增材制造领域的金属粉末；

Concept Laser

德国

Concept Laser 拥有 LaserCUSING® 技术专利；产品包括 Mlab cusing 200R，M1 cusing，
M2 cusing，M LINE FACTORY 以 及 X LINE 2000R 等；2016 年 GE Additive 收 购 了
Concept Laser 公司 75% 的股份；

TRUMPF

德国

TRUMPF 公司致力于激光金属熔融（LMF）和激光金属沉积（LMD）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产品
包括 TruPrint 1000、TruPrint 3000、TruPrint 5000、TruLaser Cell 3000 和 TruLaser Cell
Series 7000；

ReaLizer

德国

ReaLizer 公司致力于选择性激光熔融技术的研发；产品包括 SLM50，SLM125 和 SLM300i；

EOS

德国

EOS 公司致力于直接金属激光烧结（DMLS）技术和微型激光烧结技术（MLS）的研发；金属
领 域 设 备 包 括 EOS M100、EOS M290、EOS M400、EOS M400-4、EOSINT M280 和
PRECIOUS M080；非金属领域的设备包括 FORMIGA P110、EOS P396、EOS P500、
EOS P770 和 EOSINT P800；

SLM Solutions

德国

SLM Solutions 公司专注于选择性激光熔融（SLM）技术的研发；产品包括 SLM 500、SLM
280、SLM 125 等增材制造设备以及应用于增材制造领域的金属粉末；

Fabrisonic

德国

Fabrisonic 公司致力于超声波增材制造（UAM）技术的研发；产品包括 SonicLayer 7200，
SonicLayer 4000 和 SonicLayer R200；

Norsk Titanium

挪威

Norsk Titanium 公司致力于快速等离子沉积（RPD™）技术的研发；产品包括 Gen 1、Gen 2、
Gen 3 和 MERK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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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et

以色列

XJet 公司的 NanoParticle Jetting™ 技术适用于金属和陶瓷材料的增材制造；产品包括 Xjet
Carmel 1400 和 Xjet Carmel 700 增材制造系统；

3D Systems

美国

金 属 领 域 的 设 备 包 括 DMP 8500，ProX DMP 320、ProX DMP 300、ProX DMP 200 和
ProX DMP 100 等；非金属领域的设备包括 ProX SLS 6100、ProJet 6000 HD、ProX 800、
ProX SLS 500、ProJet MJP 2500、ProJet MJP 3600 和 ProJet MJP 5600 等；

Stratasys

美国

Stratasys 公 司 的 产 品 包 括 Fortus 900mc、Objet1000 Plus、Stratasys J750、Fortus
380mc 和 Fortus 450mc 等增材制造设备；

Exone

美国

Exone 公司致力于粘结剂喷射（binder jetting）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可以打印包括金属、砂材和
陶瓷多种材料；产品包括 Exerial、S-Max、S-Print、M-Print 和 M-Flex 等；

DM3D

美国

DM3D 公司致力于直接金属沉积（DMD）技术的研发；产品包括 DMD 503D/505D、DMD
103D/105D、DMD IC106、DMD 44R/66R 等；

Optomec

美国

Optomec 公司致力于气溶胶喷射技术和激光近净成形（LENS）技术的研发，可用于印刷电子
和金属部件的打印；产品包括 AEROSOL JET 200、AEROSOL JET 300、AEROSOL JET
5X、LENS 450、LENS MR-7 以及 LENS 850-R 等；

Sciaky

美国

Sciaky 公 司 致 力 于 电 子 束 增 材 制 造（EBAM） 技 术 的 研 发； 产 品 包 括 EBAM®300、
EBAM®150、EBAM®110、EBAM®88 以及 EBAM®68 等。

美国巨头 GE 公司在成功收购德国 Concept Laser 和瑞典 Arcam 公司之
后，在增材制造领域仍然持续发力。2017 年 6 月，GE Additive 公司表示正
在研发全球最大的激光粉末增材制造系统。该系统专为航空航天工业量身打造，
可以制备 1000 毫米 ×1000 毫米 ×1000 毫米（长 × 宽 × 高）的大型零部件。
荷兰 Additive Industries 公司采用模块化方案研发了 MetalFAB1 生产系
统之后，在增材制造领域又有新突破。2017 年 3 月，Additive Industries 公
司展示了工业级金属增材制造设备 MetalFAB1 的入门级系统。该系统是专门
针对增材制造的工艺、应用开发以及原型开发而设计的。空客与 GKN 等用户
可以先采用该入门系统进行新材料和应用的工艺研究，然后再将新材料转移到
大型工业 MetalFAB1 系统进行批量生产。10 月 Additive Industries 公司宣
布将扩大其在北美金属增材制造领域的设备与软件开发能力。为了应对最苛刻
的应用挑战，Additive Industries 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新的北美地区工艺与
应用研发中心。

3.

国内进展
目前，以增材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

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的新方向。我国也高度重视增材制造技术及产业
的发展，《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及“智能制造
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等发展规划均已将增材制造装备及产业列为重
要发展方向之一，希望推动该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在增材制造技
术与装备领域已拥有一批技术先进的优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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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增材制造技术（装备）优势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西安赛隆金属材料

专注于电子束选区熔化成
形 技 术（EBSM） 和 高 品
质钛合金粉末领域的研究，
专业从事金属零部件的直
接 3D 打印；

主要产品包括 Sailong S2 型粉床电子束增材制造设备以及多种高品质球形
金属粉末等；

西安铂力特

致力于激光立体成形
（LSF）， 激 光 选 区 熔 化
（SLM） 和 激 光 成 形 修 复
（LFR）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产品主要包括 BLT-S200、BLT-S310、BLT-S320、BLT-S400、
BLT-C600 和 BLT-C1000 等增材制造设备；

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

全国增材制造标委会标准起
草参与单位，国家工信部激
光增材制造产业化基地；

高性能大功率激光增材制造设备及技术世界领先，主要产品包括
LDM8060、LDM150100、LDM450450、RC-WAAM-3020、RCWAAM-150100、M250、M400 等增材制造设备；

湖南华曙高科

拥有全国唯一高分子复杂
结构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
验室；

产品包括金属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FS271M、FS121M 和 FS121M-D；尼
龙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403P 系列、252P 系列、eForm 等增材制造设备；

武汉华科三维

致力于粉末烧结激光和金
属粉末熔化增材制造技术
的研究与开发；

产品包括 HK S500、HK S800、HK P420、HK C250、HK M125 和
HK L400 等增材制造设备；

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

具备选择性激光熔化
（SLM）、 激 光 粉 末 烧 结
（SLS）、光固化（SLA）
等多种技术的研发能力；

产品包括 HRPS 系列设备、HRPM 系列设备、HRPL 系列设备等；

武汉天昱

致力于选择性激光熔化
（SLM）和激光近净成形
（LENS） 技 术 的 研 究 与
开发 ；

产品包括集电弧 / 激光于一体的微铸锻复合增材制造大型设备以及 SLM 增
材制造设备；

江苏永年激光成形技术

致力于激光选区熔化 SLM
设备、激光熔覆沉积成形
LCD 系统和金属增材制造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产品包括 YLM-300、YLM-T150、YLM-120 以及 YLM-328 等；

北京 AFS 隆源自动成型

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金属激光 3D 打印（SLM
及 LMD）， 砂 模 / 蜡 模
/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打印
（SLS）技术；

产品包括金属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AFS-D800、AFS-M260、
AFS-D800V、AFS-M120 和 AFS-D600；激光快速成型机
LaserCore-7000、LaserCore-5300、AFS-360、AFS-500 和
LaserCore-5100。

西安铂力特利用增材制造技术成功助力国产大飞机 C919 关键零部件之后，2017 年 8 月，铂力特与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
发动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促进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扩大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
在光固化领域我国也取得了新突破，2017 年，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徐坚、赵宁研究员及研发团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林学春研究员以及深圳光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李屹博士共同合作，将可见光固化技术引入光固化增材制造领域，率先开发出蓝光
下快速固化的光敏树脂及复合材料体系，实现了蓝色激光辅助的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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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材制造材料
材料是增材制造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增材制造材料按照形态不同一般
可分为固态粉末、固态片材、固态丝材和液态材料；按照材料类别不同可分为
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陶瓷、玻璃）以及生物材料等。
增材制造金属材料，理论上可以包含所有的金属材料，目前主要包括高温
合金、铝合金、钛合金、不锈钢以及镍基合金等。通过设计专用合金，可以最
大限度发挥增材制造的优势。增材制造非金属材料主要包括高分子材料、无机
非金属材料（陶瓷）。理论上高分子材料和陶瓷材料，通过适当改性或复合便
可应用于增材制造领域。

1. 全球格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一批传统材料供应商、大型装备制造商，新兴创业公司，
以及高校科研院所都在各国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下，增加了一系列增材制造材
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并推进其产业化发展。国外推动增材制造发展的力量已从
小型创业公司的创新尝试转向政府和企业巨头的集体意志，重视程度和发展水
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增材制造材料目前的发展前沿仍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伴随着增材制造技
术的迅猛发展，材料体系也日趋丰富，产品性能不断优化，在航空、航天、生
物医疗、汽车和工业等领域逐步得到推广和规模化产业应用。我国和日本、印
度等其他国家也在增材制造材料领域积极布局，处于跟跑阶段。我国增材制造
研究起步仅比欧美晚 3 至 5 年，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然而材料作为发展的必
要物质基础和保障，其产业化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材料性能、产品体系
健全程度上均与先进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2. 国外进展
欧美引领着增材制造全产业链发展创新前沿，在增材制造材料研发和产业
化以及应用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为瞩目的是，目前欧美大批的行业巨头，
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速度布局其增材制造，通过自主研发、产学研联合研发、
收并购、行业联盟等方式积极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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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增材制造材料优势企业

名称

所在国家

产品类型

3D Systems

美国

金属材料：钛合金、不锈钢、钴铬合金、铝合金、镍合金等；
高分子材料：聚丙烯、ABS、尼龙等；
复合材料；

Stratasys

美国

FDM 热塑性塑料、PolyJet 光敏聚合物等，种类丰富；

美国铝业（Alcoa）

美国

金属材料：铝粉末、钛粉末、镍粉末等；

通用电气（GE）

美国

金属材料：钛粉末、镍粉末等，复合材料；

卡彭特技术
（Carpenter Technology）

美国

金属材料：不锈钢、钛合金以及工具钢金属粉末等；

牛津高性能材料（OPM）

美国

高性能聚合物聚醚酮酮 -OXPEKK® 等；

石墨烯三维实验室
（Graphene 3D Lab）

美国

以复合材料为主，如石墨烯复合材料 G6-ImpactTM；

3DXTech

美国

多种高分子材料（长丝），例如碳纤维 PETG 线材；

PyroGenesis

加拿大

金属材料：钛粉末等；

AP&C

加拿大

瑞典 Arcam 公司的子公司（Arcam 已被 GE 收购）
金属材料：钛粉末、镍粉末等；

EOS

德国

金属材料：铝合金、超级合金、镍合金、不锈钢、钛、钛合金等；
高分子材料：聚酰胺、聚酰胺改性增强、阻燃聚酰胺等；

世泰科公司
（H.C. Starck）

德国

拜耳（Bayer）的全资子公司；
金属材料：钼、钽、铌、钨（包括纯金属和合金两种形式）粉末；

赢创
（Evonik）

德国

高分子材料：粉末材料，例如 VESTOSINT® 尼龙 12；
复合材料：可生物降解；

巴斯夫
（BASF）

德国

高分子材料：聚酰胺 -6（PA6）粉末、聚乳酸（PL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酯（PET）、聚乙烯醇（PVA）和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ABS）
线材等；

LPW 公司

英国

金属材料：铝、钴、铜、铁、钛、定制合金粉末等；

威格斯公司
（Victrex）

英国

聚芳醚酮（PAEK）材料；

赫格纳斯
（Hoganas）

瑞典

吉凯恩（GKN）子公司；
金属材料：不锈钢、镍合金、钴合金粉末等；

山特维克
（Sandvik Osprey）

瑞典

金属材料：合金粉末，包括不锈钢，特种合金，钛等；

俄罗斯铝业（RUSAL）

俄罗斯

金属材料：铝、铝合金粉末材料。

欧美传统材料领域巨头如美国铝业、俄罗斯铝业、巴斯夫、赢创等近年来业务不断向增材制造材料领域倾斜。例如，美国铝
业在 2016 年启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美铝技术中心，生产航空航天零件专用的钛、镍和铝粉末。2017 年 11 月 16 日，
美国铝业与空中客车签署一份新的多年合作研究协议，进一步利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生产和验证大型飞机零部件。再如，德国巴
斯夫近年来积极与增材制造产业链内伙伴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2017 年巴斯夫在增材制造领域进一步扩张，继成立巴斯
夫 3D 打印解决方案有限公司（BASF 3D Printing Solutions GmbH）后，又收购了荷兰增材制造材料公司 Innofil 3D，此外
收购索尔维聚酰胺业务也将利于推进其增材制造材料产业发展，从而开拓新兴领域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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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装备制造商巨头如通用电气、吉凯恩等在增材制造材料领域积极布局，并将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应用。例如，通用电气作
为全球最大的多元化服务性公司，于 2016 年收购了德国 Concept Laser 和瑞典 Arcam 公司，进一步推进了在金属增材制造
领域的发展。增材制造是通用电气进化为数字产业公司的重要部分，将推动生产率提升至新水平，并带来更广泛的客户。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和综合服务企业巨头如美国 3D Systems、美国 Stratasys、德国 EOS、英国 LPW 公司等亦开发并产
业化了一批适合企业自身打印技术的材料体系。此外，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创业公司还包括美国牛津高性能材料公司、美国石墨烯
三维实验室公司、英国威格斯公司等。

3. 国内进展
为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
明确了增材制造的战略方向，表明了我国对增材制造产业的重视，体现出我国
对发展制造业面临的战略形势和技术环境的深刻理解。
近年来，我国增材制造材料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优势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
河北、江苏、陕西、湖南、广东等地区。这些企业大都围绕自身增材制造装备
以及应用领域开发材料体系，最初的研发工作大都依托国内实力雄厚的高校、
科研院所和行业领军人物，后逐步加强自主研发和行业战略合作，在增材制造
材料研发实力和产业化推进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表 - 国内增材制造材料优势企业

名称
中航迈特粉冶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所在地区
北京 / 河北

产品类型
金属材料：球形粉末，包括钛合金、高温合金、铝合金、不锈钢、
耐热钢、合金钢、高锰钢、钒 / 铬 / 锆 / 铌等金属合金材料等；

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

高分子材料：适用于其公司桌面级 3D 打印机的 PLA 材料和 ABS 材料；

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

金属材料：钛粉末；

北京增材制造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金属材料：球形粉末、钛材；

塑成科技 ( 北京 ) 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

高分子材料：包括硬性聚氨酯树脂、柔性聚氨酯树脂、弹性聚氨酯树脂、可铸造树脂、
耐高温树脂等；

北京汇天威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

高分子材料：PLA 耗材、ABS 耗材、尼龙耗材、PVA 耗材、PETG 耗材、木质
耗材等；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

高分子材料：耐用性尼龙材料、PS、光敏树脂、树脂砂等；
金属材料：CoCrMo、钛合金、不锈钢等；

河北敬业增材制造科
技有限公司

河北

金属材料：主要面向航空航天、生物医疗领域；

南京中科煜宸技术有
限公司

江苏

金属材料：铁基粉末、镍基粉末、钴基粉末、铸铁专用粉末、合金陶瓷粉末等；

苏州英纳特纳米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

金属材料：球形钛粉末、钛合金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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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赛隆公司

陕西

金属材料：钛合金、Ti-Al 合金、Ti2AlNb 合金、Ti-Ta 合金、Ti-Nb（-Zr）
合金、铌合金、钽合金等粉末；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

金属材料：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锈钢、高强钢、模具钢、铜合金
等粉末；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湖南

金属材料：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不锈钢、铜合金等；
高分子材料：尼龙 6 粉末、玻璃微珠复合尼龙材料、碳纤维复合尼龙粉末、
矿物纤维复合尼龙粉末等；

广州纳联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

金属材料：钴基合金、铁基合金、钛、钛合金、不锈钢粉末。

除了上述企业外，国内众多高校
和科研院所积累了许多富有潜力的研
究成果和专利技术，是我国发展增材
制造材料的有力后备力量，包括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宁波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

清华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大学、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交
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交
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华中科技大学

整体上国内增材制造材料产业发展
存在材料性能与国外有差距、产品体系
不够健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不到位等问
题。金属材料方面，目前能够实现打印

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西北有色
金属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

的仅包含钛合金、铝合金、高温合金、
不锈钢以及镍基合金等几种最为常规的
材料，未来可通过设计专用合金或金属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

北京工业大学

基复合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挥金属增材
制造优势。高分子材料和陶瓷材料方面，
可以通过适当改性或复合进一步发展。
这类材料种类广泛，强度、韧性、刚度、
耐温性、透明度、生物兼容性、抗潮湿
性、阻燃性等性质差异较大，且不同技
术工艺所涉及要求不同，目前开发力度
还远远不够。

哈尔滨
工业大学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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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目前我国增材制造全产业链未能达到有效协同发
展，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虽然已经建立了部分合
作机制，但是整体上凝聚力不强。整个增材制造行业
需要抱团发展，整合优势资源，共同开拓市场，避免
单打独斗，需要机制化的平台为成员服务，也需要业
内组织的引领。
增材制造材料需紧密配合全产业发展，形成与持
续发展的装备和工艺软件相适合的原材料体系，需向
高性能、产品种类多元化、工艺成熟化和低成本化发展，
并建立相应的材料供应体系，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用、
交通运输以及工业等领域实现规模化产业应用。其中
航空航天作为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重要领域是增材制
造技术和材料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另外，在增材制造

一是要立足技术自身特点，做好产业顶层设计，避免重复性
投资和产业过热。增材制造作为一种新的制造技术，不仅是
促进新产品研发设计的重要手段，更可提高装备制造的技术
水平和性能，对重大高端装备制造具有重要价值。但应注意
的是，每种技术都有其适用范围，为了促进增材制造的快速
发展，培育其在大规模工业化制造方面的应用，当前的应用
应聚焦在数量相对少的军事装备、新型结构材料创新和工业
设计、创意产品环节。建议有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对增材
制造产业布局进行总体规划，引导各地方及有关单位明确重
点，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

材料未来的推进过程中，还需重视材料对人类健康、
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影响，开发材料标准化及安全
标准化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议我国应结合自身资源和特色进行谋划，把握
发展时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建议如下：

三是推动增材制造技术与传统工艺的互补协调

二是推动增材制造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加强增材制造新材料

发展。增材制造工艺与传统的加工制造技术可

的研发。鼓励科研院所及高校将最新研发成果及时推广到产

以形成良好的技术互补。如将增材制造设备应

业界，实现成果转化。通过建立增材制造创新合作中心等方式，

用于传统砂型铸造厂，为其制备形状复杂的砂

加强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有利于最新增材制造

芯，可能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精度与性能。在

技术与专利的转让及产业化。增材制造材料的种类与性能还

某些领域内，传统的数控加工精度仍高于当前

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增材制造领域的应用需求，已成为制

增材制造技术，而增材制造技术制备零件的复

约我国增材制造领域健康发展的瓶颈。我国应加强新材料的

杂度则优于传统数控加工。增材制造技术与部

研制，形成完整的增材制造材料体系。

分传统工艺在较长时间内会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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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概述
高性能纤维是指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结构、性能和用途，或具有特殊功能
的化学纤维，一般具有极高的抗拉伸力、杨氏模量，同时具有耐高温、耐辐射、
抗燃、耐高压、耐酸、耐碱、耐氧化剂腐蚀等其他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国防军工、交通运输、工业工程、土工建筑、乃至生物医药和电子产业等领域。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是以高性能纤维作为增强材料，树脂作为基体，通过加工
成型得到的复合材料，具有质轻、高强高模、抗疲劳、耐腐蚀、可设计性强、
易加工成型等优异性能。全球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正朝着制造技术先进化、
低成本化、材料高性能化、多功能化和应用扩大化的方向发展。从应用技术和
产业成熟度来说，目前高性能纤维以碳纤维、芳纶纤维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最为强势，且随着下游复合材料成型制件技术的提升，市场推广度和需求量
正在不断增加且呈现加速扩张的趋势。
目前，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全球产业以日本、美国、欧盟为优势主体。
其中日本在碳纤维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东丽、帝人以及三菱丽阳（现三菱化学）
贡献了全球碳纤维产能的一半；美国则拥有在芳纶产业的制霸企业杜邦公司，
垄断高端产品技术的同时还能对低端产品形成价格控制；欧洲则在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领域拥有处于优势地位的荷兰帝斯曼公司，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全球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最主要供应商，产能倍超其他优势企业。
为了摆脱进口依赖和技术限制，我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特性
具有极高的抗拉伸力
具有极高的杨氏模量
耐高温
耐辐射
抗燃
耐高压
耐酸
耐碱
耐氧化剂腐蚀

材料发展的支持，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国科技部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材
料技术发展方面，要重点研究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关键材料和技术，实现
我国高性能结构材料研究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且将高性能碳纤维、芳纶纤维、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新型基体树脂、增强织物、纤维预浸料等，复合材
料构件成型与应用作为高性能纤维与复合材料的发展重点。由我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十三五”发展
指导意见》中也指出：纤维基增强复合材料是战略性新材料的主要组成，也是
高技术含量产业用纺织品的代表。要以大飞机、高速列车、高端装备、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应用为重点，提高纤维基复合材料及其他高性能纺织
材料的产业化和应用水平。

被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
国防军工
交通运输
工业工程
土工建筑
生物医药
电子产业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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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进展
（一）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碳纤维是含碳量高于 95% 的无机高分子纤维，具有低密度、高强度、耐高温、高化学稳定性、抗疲劳、耐磨擦等优异的基
本物理及化学性能，并有高振动衰减性、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电磁屏蔽性能以及较低的热膨胀系数等。以高模量碳纤维作为增
强材料的先进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比模量、耐高温、耐腐蚀、耐疲劳和热膨胀系数小等一系列的优异性能。
按照工业化生产路线原料，碳纤维主要可以分为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沥青基碳纤维和粘胶基碳纤维三大类，其中
以 PAN 基碳纤维为主流，占全球碳纤维总产量的 90% 以上。若按照生产技术路线和产品规格来分，碳纤维通常被分为小丝束
（<24K）碳纤维和大丝束（>48K）碳纤维，分别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FRP）简称碳纤维复合材料，
是以碳纤维或碳纤维织物为增强体，以树脂、陶瓷、水泥、橡胶等为基体所形成的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及比刚性，轻
量化效果十分明显；主要包括碳纤维 / 树脂基复合材料、碳纤维 / 陶瓷基复合材料、碳纤维 / 碳基复合材料、碳纤维 / 金属基复
合材料等不同种类，其中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目前在市场上应用范围最广，发展前景广阔。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优异的性
能使其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车辆制造、武器装备、工程机械、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风力能源、
体育用品等领域。碳纤维产业链情况如下表：
表 - 碳纤维产业链

上游
原丝（聚丙烯腈纤维、
沥青纤维、粘胶纤维）；

中游
碳纤维及其预浸料、
编织布、短纤；

下游
碳纤维复合材料及部件；

应用
航空航天、汽车行业、
风力能源、体育休闲等。

目前全球最大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供应商主要集中在日本，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以日本东丽公司为
代表，是目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碳纤维生产供应商，除了产能占绝对优势（年产几万吨），在航空航天高端碳纤维（强度 5GPa
以上）领域也几乎呈技术垄断地位，所生产的高强度碳纤维 T1000、T1100 产品以及高模量碳纤维 M60J、M70J 则代表着目
前碳纤维产业的最高水品。美国是继日本之后掌握碳纤维生产技术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之一，是碳纤维材料以及碳纤维复合材料
的应用大国，在生产方面更加注重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是 PAN 基大丝束碳纤维技术的主导国家。碳纤维材料在欧洲的起
步发展紧随日美，目前德国西格里（SGL）是较为强势的供应商，欧洲对轻量化材料、可持续材料的旺盛需求也促使了各大跨
国集团在欧洲设立生产基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产能比例。亚太其他地区及大中华地区的碳纤维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
仍然不能对传统巨头带来撼动，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碳纤维产业新增力量一直备受行业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各行业对轻量化技术的需求量增加，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市场需求高速增长，行业数据和各分析公司均对碳纤维
未来市场走向进行了向好评估。据日本富士经济调查预测，2017 年 PAN 基碳纤维的市场规模达到 1,980 亿日元（约合 18.1
亿美元），而 PAN 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市场规模则约为 1 兆 3639 亿日元（约合 124.9 亿美元）。2030 年 PAN 基碳纤维的
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5,367 亿日元（约合 49 亿美元），而相应的复合材料全球市场规模则将达到 4 兆 3864 亿日元（约合 403
亿美元）。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市场中，航空领域占据了四成以上，仍然是主要增长点，但是从数量上看，2030 年汽车领
域需求量将与飞机领域基本持平。另外，随着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的成本逐渐降低，对成本要求更高的民用行业，比如风电叶片、
压力容器等将成为未来市场的活跃新增增长点。在区域市场增长方面，欧美地区对轻量化材料的需求刺激了碳纤维在汽车工业等
领域的应用，亚太地区则以中国为重要增长点，主要增长集中在航空航天领域。

80

1.

国外进展
随着 2016 年多家碳纤维供应商产能扩建工作的完成，2017 年全球碳纤维

领先企业的碳纤维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也体现出碳纤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
势，同时随着市场需求方向的变化，碳纤维产业正向着低成本化和可持续化方向迈进。
2017 年，日本企业仍然是行业的领跑者，东丽继续加强其在小丝束碳纤维
领域的传统优势，并在技术上着力推进小丝束纤维的低成本化，以迎合未来的多
应用、多区域市场需求。3 月 13 日，东丽与法国赛峰公司签署一份长达 10 年
的飞机发动机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供应协议，继续向着航空领域扩张。4 月 3 日，
东丽宣布将两家美国的碳纤维公司整合为一家企业——东丽复合材料美国公司
（Toray Composite Materials America Inc.，简称 CMA），加强北美公司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业务。6 月 19 日，东丽与意大利 AVIO 公司签署长达十年的运
载火箭用碳纤维东丽卡 ® 供应协议，加强碳纤维在航天领域的应用。8 月 10 日，
东丽在其爱媛工厂内引入碳纤维革新工艺开发设备，新设备将用来开发 T800S
的下一代规格产品，同时开发从 T1100G（强度 7GPa）到更高强度的世界最大
强度碳纤维，开发革新性产能改良技术。11 月 2 日，东丽开发了兼具成本和性
能优势的小丝束碳纤维新品种“Z600”，并决定在其美国子公司 Zoltek 的墨西
哥工厂内增设量产用碳化设备。三菱丽阳（现三菱化学）在 1 月宣布收购德国西
格里集团在美国的碳纤维生产基地 SGL Carbon Fibers 公司，以增强大丝束碳
纤维产能，向着碳纤维低成本化进一步部署。3 月 6 日，三菱丽阳的碳纤维材料
SMC 被丰田新型“普锐斯 PHV”所采用。3 月 9 日，三菱丽阳收购美国碳纤维
复合材料设计制造商 Gemini Composites 公司，促进集团在北美市场的碳纤维
业务发展。4 月 1 日，三菱丽阳与三菱化学、三菱树脂合并成为新的三菱化学株
式会社。重组之后的公司继续加紧了将碳纤维材料向汽车工业的推广，其生产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先后被丰田、奥迪的新款车型采用，此外三菱化学还投资了意大
利碳纤维增强塑料汽车部件生产销售商 C.P.C.SRL，以扩大欧美汽车市场的碳
纤维事业。帝人集团下属的东邦特耐克斯在 2017 年 11 月宣布了对美国碳纤维
生产设施的增建项目，新设施预计 2020 年底开始运营，同时宣布将扩大在日本
三岛工厂的碳纤维 PAN 前驱体产能，此两项建设投资总额将达到 350 亿日元，
约合 3.2 亿美元。同期，帝人宣布将合并专注于碳纤维事业的子公司东邦特耐克
丝，以便集中优势发展高性能轻量化材料，更专注于飞机和汽车领域业务。
欧美方面同样表现出对碳纤维汽车应用市场的极大关注：4 月，美国赫氏赢得
德国慕贝尔订单，为超跑提供碳纤维材料；5 月，德国西格里集团参与英国资助的
碳纤维零部件研究项目，用于汽车行业的连续生产。此外，2016 年依托美国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低成本碳纤维生产技术的美国 LeMond 复合材料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同澳大利亚达迪肯大学签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推进低成本碳纤维的生产。另
外值得关注的是，以赫氏为代表的碳纤维材料航空供应商，正在开始投资碳纤维
回收技术企业，碳纤维材料的可循环性和可持续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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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全球碳纤维优势企业

企业名称

碳纤维产能

说明

42000 吨 / 年

东丽卡 ™（TORAYCA™），在运动、休闲、一般工业应用以及航空领域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产能包含东丽在日本本土（9300 吨）、法国（5200 吨）、美国（7900 吨）和韩国（4700 吨）
的小丝束产品产能；以及 Zoltek 在匈牙利、墨西哥的大丝束产品产能（14900 吨），2016 年
底东丽表示将对 Zoltek 进行产能扩大，到 20000 吨；此外东丽还提供东丽卡 ™ 预浸布、东丽
卡 ™ 织布、东丽卡 ™ 层压件、东丽卡 ™ 复合材料；
另外，东丽集团还有多家涉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子公司，例如生产和销售碳纤维织物和芳纶织
物的意大利 CIT 公司，生产和销售高级汽车用 CFRP 部件的德国 EACC 公司等；

15000 吨 / 年

产品包括 PANOX® 氧化纤维、SIGRAFIL® 连续碳纤维、SIGRAFIL® 短切碳纤维、
RECAFIL® 再生碳纤维，以及 SIGRATEX® 碳纤维无纺织物、碳纤维制 SIGRAPREG® 预浸料、
SIGRACOMP® 碳纤维增强塑料部件；在德国、日本（大竹）、葡萄牙（Lavardio）、英国（Muir
of Ord）和美国（Moses Lake，WA 以及 Evanston，WY）各有生产基地；同宝马合作在
汽车制造领域进行应用；2016 年完成了在美国的 300 吨扩产；

12000 吨 / 年

能够为客户提供从碳纤维丝束、中间材料（碳素纤维布、碳素纤维预浸布）、短切碳纤维到成
型加工品的一系列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具体产品包括：PAN 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Pyrofil™、
沥青基碳纤维 DIALEAD™、DIALEAD™ 预浸布、DIALEAD™ 复合材料；在体育用品、产业
资材、航空航天、汽车及环境等广泛领域内展开事业活动；
另外，三菱化学还分别在美国、德国拥有子公司，从事碳纤维 • 复合材料相关产品以及碳纤维
多轴织物的开发或生产销售；

日本帝人（Teijin）

11500 吨 / 年

主要产品有 Tenax® 碳纤维（碳纱、短纤维）、Tenax® 复合材料（热塑材料、预成型材、干预浸料、
预浸料）、Pyromex®PAN 基氧化纤维，在航空航天、汽车、土建工程、能源、工业、船舶、
医疗、石油天然气，以及体育用品领域皆有应用；
生产基地分别在日本本土、美国和德国；

台湾台塑（FPC）

8750 吨 / 年

产品主要为 PAN 基碳纤维，牌号为 TC-33、35、36S、43S、55；小丝束产品主要针对体
育休闲应用，兼顾船舶航天等高端应用，大丝束产品主要针对风力发电机叶片、电机零件、汽
车产业等工业用途；

美国赫氏（Hexcel）

7200 吨 / 年

产品包括 HexTow ® 碳纤维（连续纤维、短切纤维）、HexPly® 碳纤维预浸料等；赫氏是欧美
军用和航空航天工业的供应商，中模量碳纤维技术（小丝束）的领导者，同时专注于原丝研发，
可自主供应 PAN 碳纤维生产；

美国氰特（Cytec）
（从属：比利时索尔维）

7000 吨 / 年

主要产品有 THORNEL® PAN 小丝束碳纤维、THERMALGRAPH® 沥青基碳纤维；为各种
独特的应用（包括刹车、防御系统和商用飞机）提供卓越的结构，热学、电气和摩擦性能；
2016 年完成了 3000 吨的扩产；

DowAksa 公司

3600 吨 / 年

主要产品包括 AKSACA™ 碳纤维以及 CarbonWrap®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针对工业、基础
设施应用；是土耳其 Aksa 公司与美国陶氏的合资公司；同时供应 PAN 原丝；

韩国晓星（Hyosung）

2500 吨 / 年

TANSOME® 碳纤维，应用领域包括汽车配件、风力叶片、压力容器、土木建筑、体育休闲和
航空用途；2016 年完成了一条 500 吨产能线的增设，一直不断扩大投入，计划 2020 年实现
产能 14000 吨。

日本东丽（Toray）

德国西格里（SGL）

日本三菱化学（MCC）
（原日本三菱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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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进展
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中，碳纤维被列为关键战略材料之一，发
展规划目标为：2020 年国产高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技术成熟度达到 9 级，实
现在汽车、高技术轮船等领域的规模应用；2025 年，国产高强中模、高模高强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技术成熟度达到 9 级；力争在 2025 年前，结合国产大飞机的
研发进程，航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部分关键部件取得 CAAC/FAA/EASA 等适航
认证。在政策促进下，我国近年来涌现了大批量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总理论产能
超过 20000 吨。据行业数据估算，2016 年我国碳纤维实际产量约为 4500 吨，
2015 年约为 3840 吨，增幅较大。
在最近一年内，我国各大碳纤维企业陆续在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相关技术和产能
方面取得突破。2017 年 1 月，江苏恒神公司的国内首创、高宽数米、长度近二十
米的下一代碳纤维复合材料车体即将完成铺缝固化工序，成型出厂，这表明恒神
公司已经进入了碳纤维技术和成果的收获期。9 月，中复神鹰“千吨级 SYT55
（T800）碳纤维新线项目”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复神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继续
引领国内行业发展，在世界碳纤维领域迈出战略性的关键一步。该项目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开工建设，8 月 28 日建成并进行试生产，总投资近 1 亿元，是继去年
5 月份成功投产并连续稳定运行的千吨级 T800 原丝生产线，以及在现有的百吨级
T800 碳纤维生产线基础上，技术提升并迈出新的一步。12 月，吉林化纤集团 1.2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碳化项目一期 2000 吨生产线试车成功，该项目是由吉林化纤集
团与浙江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合作建设，它的建成投产，填补我国大丝
束碳纤维生产的空白。同时依托吉林化纤碳谷公司优质的碳纤维原丝，将实现上
下游产业链集合，促进国内碳纤维产业以及新材料领域的发展。2018 年，该项目
将增开第二条生产线，进一步优化技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收入。
表 - 国内碳纤维优势企业

企业名称

碳纤维产能

说明

中复神鹰

6000 吨 / 年

致力于为全世界提供包括碳纤维原丝研发、碳纤维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研发一体化解决
方案；能批量规模化稳定生产 SYT45、SYT49、SYT55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关键技术、核
心装备等方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内第一家实现千吨级纤维产业化生产的企业、是国内第
一家研发出干喷湿纺技术制备高性能碳纤维的企业；占国产碳纤维市场 55% 以上；

江苏恒神

5000 吨 / 年

目前碳纤维产品有 HF10、HF20、HF30、HF40、HF30S、HF40S，此外该公司还生产碳
纤维织物、预浸料；恒神碳纤维广泛应用于民用航空、海洋工程、新能源产品、轨道交通、汽车、
建筑补强和体育休闲等各领域；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

3100 吨 / 年

碳纤维产品包括：GQ3522、GQ3522、GQ4522、QZ5526 等，此外还提供碳纤维织物、
碳纤维预浸料以及其他各种复合材料产品；该公司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品已广泛应用在文体
休闲、工业机械、医疗器材、新能源、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领域；

精业新材

2000 吨 / 年

隶属精功集团，定位于汽车、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高性能”和“轻量化”的基础材料生产
与复合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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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蓝星

1800 吨 / 年

中国化工集团下属企业，全资收购的英国老牌碳纤维生产企业，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与世界
同步水平的工艺技术，以大丝束低成本碳纤维为特色，产品广泛用于预浸布、塑料改性、缠绕
气瓶等行业；

中安信

1800 吨 / 年

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本 6.5 亿元，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业
及民用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中安信正在河北廊坊新兴产业示范区建设碳纤维产业园，将
分期建成高性能碳纤维 5000 吨 / 年、配套原丝、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生产能力。

目前我国高性能碳纤维材料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针对市场主要为航空航天领域，同时着力瞄准勃发的新能源市场，包括风力发电、
压力容器（储氢罐），以及潜在的新型汽车轻量化材料市场。但我国的碳纤维材料产品大多仍处在试运行、少量装机等阶段，与下游
产业的合作仍需加强。应用端开发不充分也导致了大量碳纤维生产企业产能虚高，企业运营压力较大。随着碳纤维的民用化、低成本
化发展，以及下游复合材料成型技术的不断提升，碳纤维生产企业在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与应用端产业的产研联动，抓住市场机遇，为
国产碳纤维产业找寻突破。

（二）芳纶纤维及复合材料
芳纶全称为“芳香族聚酰胺纤维”，是一种高科技特种纤维，它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稳定的化学性能。芳纶主要分为间位
芳纶和对位芳纶两大类。间位芳纶具有长久的热稳定性、本质阻燃性、优良的电绝缘性，以及优异的耐腐蚀、耐辐射等特性，主
要被应用于电绝缘服、高温防护服、高温传送带、高温过滤等领域。对位芳纶具有高强度、高模量、高耐热性，以及良好的抗冲击、
耐腐蚀和抗疲劳性能，凭借上述特点，对位芳纶还经常被称作“防弹纤维”，并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个体防护及
体育休闲等领域。
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是以芳纶纤维或其织物为增强相，以树脂为粘结剂制成的两相复合材料，是一种具有巨大应用潜力的
高性能复合材料。芳纶纤维在复合材料中作为增强体使用时，主要有 2D 编织、丝状、短纤维、3D 编织、网状等形态。使用芳
纶纤维增强后的复合材料性能更加优良，比强度更高，抗冲击、抗疲劳性能明显增强，并且仍然保留其他特殊性能，如绝缘隔热、
振动阻尼、电磁波透过性等。然而，由于芳纶纤维复合材料生产成本较高，因而首先应用在军事方面，之后随着成本的降低和工
艺的成熟，也将逐渐向民用领域推广应用。芳纶纤维产业链如下表：
表 - 芳纶纤维产业链

上游
对苯二甲酰氯、对苯二胺、
间苯二甲酰氯、间苯二胺等；

中游
芳纶纤维和芳纶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AFRP）；

下游
高温防护服、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体育休闲等。

据多家机构调查预测，2015 年芳纶纤维的全球市场规模约为 29 亿 9000 万美元，2021 年该市场预计将扩大至 50 亿 7000 万美元，
且 2016~2021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将达到 8.9%。
由于芳纶纤维生产的技术壁垒较高，所以目前芳纶的生产国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等地，其中比较知名的企业有
美国杜邦（DuPont）、日本帝人（Teijin）、韩国科隆（Kolon），以及我国的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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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进展
从总体来看，杜邦和帝人在全球芳纶纤维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水清木华
研究中心（ResearchInChina）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杜邦与帝人两家企业就占据
了全球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
杜邦无论是在间位芳纶还是对位芳纶领域，都是国外芳纶企业中的佼佼者。美国
杜邦是最早成功研制间位芳纶的企业，并于 1967 年实现了间位芳纶 Nomex® 的
商业化生产。同时，杜邦还是对位芳纶的发明者和最重要的生产商，1972 年便实
现了对位芳纶 Kevlar® 的产业化。在芳纶发展的后续几十年中，杜邦依然保持着
其领先地位，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产能方面，都较其他企业有着绝对优势。
日本帝人作为紧随杜邦之后的芳纶纤维巨头，在最近一年中动作频频。2016
年 12 月，帝人宣布重组聚酯纤维和芳纶纤维事业，公司原来的高功能纤维事业本
部将主攻芳纶纤维相关事业。2017 年 7 月，帝人芳纶宣布扩大其 Twaron 芳纶纤
维的产能。10 月，帝人芳纶宣布位于日本松山的一条全新的 Technora 生产线已
经建成投产。同时，帝人还宣布其位于荷兰埃门的 Twaron 工厂新投资的产能将
于 2019 年第一季度建成投产。12 月 20 日，帝人芳纶又宣布计划将 Twaron 超
级纤维产能提高 25% 以上，这一额外的产能将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帝人的这一系
列战略及产业举措都揭示了其稳定地位、扩大优势的决心。

表 - 国外芳纶纤维优势企业

企业名称

日本帝人（Teijin）

芳纶纤维产能
Technora（对位）

2500 吨 / 年

Twaron（对位）

26450 吨 / 年

TeijinConex（间位）

4900 吨 / 年

Kevlar（对位）

34000 吨 / 年

Nomex（间位）

20900 吨 / 年

Heracron（对位）

5000 吨 / 年

美国杜邦（DuPont）

韩国科隆（KOLON）

* 数据来源于“2017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国际论坛”。

说明
帝人的芳纶纤维产品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对位芳纶
Twaron®、Technora® 和间位芳纶 Teijinconex®。帝人
的芳纶纤维及复合材料主要被用于制动器摩擦材料、防护
/ 防弹 / 防割产品、光纤增强材料、橡胶增强材料消防服
等领域。帝人集团的芳纶业务主要由其荷兰分公司“帝人
芳纶”来负责，帝人芳纶曾在 2013 年内先后开发了芳纶
防弹织物“Twaron T765”、Twaron 防弹预浸料、防
弹衣用芳纶纤维复合材料“Twaron UD22”；
杜邦公司主要的芳纶纤维产品有 Kevlar®（凯芙拉 ®）和
Nomex®（诺迈柯斯 ®）。Kevlar® 质轻、耐用，而且强
度极高，可用于各种服装、配件和装备，使之更安全、
更耐磨损耐切割。除 Kevlar® 纤维以外，杜邦还提供采
用 Kevlar® K29 AP 增强的汽车软管、采用 Kevlar® K29
AP 增强的传动带、Kevlar® 工程弹性体等系列产品。
Nomex® 具有本质阻燃性，而且拥有同类产品三倍的强度
和两倍的热性能，可用于防护服、汽车零部件、复合材料
和过滤应用，以及变压器、马达和发电机中电气绝缘纸等
领域。另外杜邦的 Nomex® 蜂窝复合材料和 Kevlar® 蜂窝
复合材料也在交通运输、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有效利用；
科隆公司于 1979 年开始对位芳纶的基础研究，2005 年
开始商业化生产，产品品牌为 Heracron®，其主要被应
用于对高强、轻质材料有迫切需求的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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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进展
与众多国外巨头企业相比，我国芳纶纤维发展起步较晚，无论是技术水平还
是规模化生产均处于落后阶段。但是在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和国内企业飞速发展的
共同努力下，我国芳纶纤维产业已取得了快速发展。据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芳纶纤维产量约为 1.4 万吨（全球占比 12.5%），同比增
长 8.3%；2011-2016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4%。2017-2021 年，受国家
政策的持续推动，芳纶市场将继续保持 10.0% 左右的增长速度。
我国目前已出现多家产能达到千吨以上的芳纶厂商，其中烟台泰和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间位芳纶生产能力达到 5600 吨 /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杜邦成为全球
第二大间位芳纶生产和供应商，且具备同时生产间位芳纶和对位芳纶的能力。此
外，超美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神马
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兆达特纤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也为我国的芳纶纤维
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2017 年烟台泰和新材料在芳纶纤维的应用和研发上都取得
了一定成绩。1 月，烟台泰和新材料收到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这表明其进军军工再获突破，对其推广芳纶及其制品在军警领域的应用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10 月，依托烟台泰和新材料组建的“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正式通过科技部现场验收。

1.4 万吨
2016 年 我 国 芳 纶 纤 维 产 量
约 为 1.4 万 吨（ 全 球 占 比
12.5%），同比增长 8.3%

10.4%
2011-2016 年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10.4%

10.0%
2017-2021 年， 受 国 家 政 策
的持续推动，芳纶市场将继续
保持 10.0% 左右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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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芳纶纤维优势企业

公司名称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

主要产品

说明

泰普龙（对位）

泰普龙 ® 汽车胶管、光纤光缆、摩擦密封和个体防护等领域
得到迅速推广应用；同时以其高的拉伸强度等特性可与树脂、
橡胶等材料复合，适用于制作航空航天器材、高速列车和游
艇外壳等等；

泰美达（间位）

年产能 5600 吨；作为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有机耐高温纤维
广泛应用于防护、工业制毡等领域；

山东省烟台市

超美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X-FIPER 超美斯（间位）

X-FIPER 超美斯芳纶纤维具有耐高温、阻燃、绝缘、耐磨
和尺寸稳定性好等优点，X-FIPER 超美斯芳纶纤维及由其
加工而成的各种复合材料可广泛应用于环保、过滤、高性能
防护产品、摩擦材料、密封材料等领域；X316 间位芳纶纸
加工制成的复合材料厚度范围广，产品具有耐高温、耐电气
击穿、耐磨损、柔性、易成型加工等特点；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

间位芳纶

7.5*2*2/30*1*2/60*1*2 tex， 适 用 于 高 强 耐 温 缝 纫 线；
60*10/100*10 tex，用于高端复合材料，制造飞行器部件、
增强光缆等；60 tex，用于高强复合材料；

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省永年县

特威纶（对位）

特威纶——A、特威纶——B、特威纶——C、特威纶——
R 纤 维 的 性 能 与 美 国 DuPont 公 司 的 Kevlar-29、
Kevlar-129、Kevlar-KM2、Kevlar-49、Kevlar-68 相似；
特威纶——H 系列纤维的性能与俄罗斯新近开发的 Rusar 系
列的性能相当；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市

STARAMID F-2（对位）

STARAMID F-2 有长丝、短纤、短切、浆粕等各种产品；
此外，中蓝晨光还生产杂环芳纶 Staramid F-3、PBO 纤
维等高性能纤维；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省仪征市

YHTF 系列（对位）

YHTF100（长丝），YHTF300（短纤维），YHTF400、
YHTF410（超短纤维），YHTF500、YHTF510（浆粕）；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

对位芳纶

国家 863 计划“对位芳纶及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的承担
单位；

苏州兆达特纤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

对位芳纶

产品包括：芳纶 1414 长丝、芳纶纱线、芳纶短纤维、芳纶布、
芳纶有色长丝、芳纶有色短纤维。

* 数据参考“2017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国际论坛”及各企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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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及复合材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纤维是密度最小的高性能纤维（约为 0.97
g/cc），具有相对分子质量高、取向度高、分子链缠结度高以及结晶度高等性
能特点，这些特点为 UHMWPE 纤维带来了极为优异的综合性能，包括高模量、
高强度、耐磨性、抗冲击性、耐紫外线、耐化学腐蚀等。UHMWPE 纤维一般
作为增强相与树脂复合，赋予复合材料优异的防护装甲性能、耐冲击性能、耐
磨性及电性能。此外，UHMWPE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一般采用层压法制备；与
其他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相比，具有质量轻、耐冲击、介电性能高等优点。
近年来，UHMWPE 纤维及复合材料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海洋产业、
体育器材、医疗卫生，以及建筑建设和其他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市场应用，整体
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其中欧美市场更偏重于国防军工领域的防弹衣、防弹头
盔和武器装备上，其次为绳缆、渔网和劳动防护等。日本则侧重于劳动防护、
绳缆和渔网等领域，比如防切割手套。我国 UHMWPE 纤维的最大应用领域同
欧美类似，同样是军工领域，主要用于生产航空航天部件、坦克装甲车部件、
轻型车辆部件、防弹衣、防弹头盔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链如下表：
表 -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链

上游原料
UHMWPE 树脂原料；

中游产品
UHMWPE 纤维及复合材料；

下游应用
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海洋产业、
体育器材、医疗卫生、建筑行业等。

据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2016 年，全球需求量约 6 万吨，产
量仅 3 万吨左右。且随着军品、民品，如各类高强轻质缆绳等领域不断开发，未来五年需求量有望保持 15% 左右增速增长，预
计至 2021 年达到 10.87 万吨，且仍将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3 万吨

10.87 万吨

2016 年，全球需求量约 6 万吨，产量仅 3 万吨左右

随着军品、民品，如各类高强轻质缆绳等领域不断开发，未来
五年需求量有望保持 15% 左右增速增长，预计至 2021 年达到
10.8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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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进展
UHMWPE 纤维全球市场的优势企业十分集中，目前仍然以荷兰帝斯曼集团为
首，在产品的质量、产量、应用上领先其他生产商，是 UHMWPE 纤维产业的标杆。
帝斯曼同美国的霍尼韦尔公司，以及日本的东洋纺、三井化学等传统优势企业，仍
然共同处于高性能 UHMWPE 纤维市场的垄断地位。这其中，帝斯曼和三井化学还
拥有 UHMWPE 树脂原料的供应能力，在整个 UHMWPE 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市场应用方面，欧美企业针对的主要市场为军用和执法防护应用，包括个
人保护（头盔、防弹衣）、车辆装甲、雷达天线罩等；其次是工业、海洋应用，
包括各类高强度绳索、链接等；再次为运动、渔业和日常应用等，包括轻量化运
动设备、高级渔具、日用耐磨布料等。值得注意的是，帝斯曼推出了专门针对
医疗应用的产品系列，包括骨科缝合线、心血管植入物相关应用等，这体现了
UHMWPE 纤维应用领域的新开拓方向。日本企业则主要强调其产品在日常民用
的灵活应用，对军工方面较为弱化。
在产业竞争方面，国外企业在 UHMWPE 纤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先发优势，
形成了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垄断，并通过资本、技术和规模优势抑制新兴竞争力量
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主的 UHMWPE 纤维产业新增竞争者的增多，为国
外传统优势企业带来了一些中低端产品的价格压力。但是在高性能产品和高端应
用方面，国外企业的优势仍然不可撼动，新增竞争者在从原料供应，到规模化、
高质量、高稳定性的纤维生产，再到下游加工和应用推广能力方面，与这些企业
的竞争力相比都仍然有较大差距。

表 - 国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优势企业

企业名称

纤维产能 / 技术

说明

14200 吨 / 年，干法；

Dyneema®（迪尼玛 ®）最初的产品形态是纤维，如今已经研发出多种产品形式，分别为
纤维、单向片材（UD）、胶带及织物，可广泛应用于执法、国防、医疗、户外等领域。
Dyneema® 纤维在重量上比钢材强 15 倍，比芳纶纤维强 40%；Dyneema® UD 是一种单
向层压复合材料，具有极佳的能量吸收率和防护性能，并具有软质和硬质材料两种选择；
Dyneema® 织物可作为一种复合增强材料与牛仔布、针织物等复合；Dyneema® 复合材料
可显著增加防撕裂、穿刺和耐磨损性能；Carbon with Dyneema® 是碳与 Dyneema® 的
复合纤维，性能更优异；

3000 吨 / 年，湿法；

Spectra® 纤维及复合材料，主要是军用和执法防护、高性能绳缆方面，其他应用中涉及日
用、医用缝合线、太空应用等；Spectra Shield® 复合材料由 Spectra® 纤维制成，重量轻
盈可在水上漂浮，然而在同等重量情况下其强度却比钢材要高 15 倍，凭借霍尼韦尔独有的
Shield 专利技术，一根根平行并排的合成纤维丝通过树脂系统固定联结起来。然后将多层此
类材料以直角形式交叉层叠，并采用热压工艺融合成复合结构；Centurion™ 复合织物亦由
Spectra® 纤维制成，是一种轻质、高强度的面料，旨在降低制造成本和最终产品的重量；

日本东洋纺 Toyobo

3200 吨 / 年，干法；

IZANAS™ 纤维具有高拉伸强度、高模量及高耐用性的特点，其应用主要体现在绳索、钓
鱼线、纺织品、增强材料等方面。基于 IZANAS™ 的 FRC（塑料增强材料）具有极高的韧
性和能量吸收性能；另外，利用导热系数比普通材料大 4 倍左右的特点，将 IZANAS™ 与
特殊纤维相结合制成具有卓绝凉爽感的 ICEMAX® 织物；

日本三井化学 Mitsui
Chemicals

2400 吨 / 年，湿法；

HI-ZEX MILLIONTM 纤维具有极高的耐磨、耐冲击、耐化学等性能；可用于电子材料、
工业材料、医疗设备、食品制造等领域。

荷兰帝斯曼 DSM

美国霍尼韦尔
Honey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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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帝人集团旗下子公司——帝人芳纶也加入了 UHMWPE 纤维领域，
因其在高性能纤维领域的固有能力和市场基础而备受关注。其开发的 Endumax® 是
由特殊类型的 UHMWPE 制成的超薄薄膜，拥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结构且重量比钢
强 11 倍，并且耐磨损、耐化学品和耐高温，同时具有非常高的模量。更重要的是，
Endumax® 是一种环保且无溶剂的材料，可以轻松回收，主要应用于防弹保护、绳
索电缆等。Endumax® 也适用于制作织物，这些织物可用于复合材料中，其抗冲击
性能比基于碳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要好；由 Endumax XF23 制成的防护单向材料和
复合材料具有很高的制动能量，尤其是对于子弹和碎片具有较高的阻止作用。与此
同时，包括帝人、杜邦、DSM 在内的传统化工强势企业都在近几年针对 UHMWPE
纤维制备工艺的改革进行了努力，希望通过对无溶剂加工技术（SSP）的工业化开
发实现纤维生产效率的跨越提升。

2. 国内进展
我 国 是 继 荷 兰、 美 国、 日 本 后， 世 界 上 第 四 个 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生 产
UHMWPE 纤维的国家，目前国内生产 UHMWPE 纤维的重点企业包括山东爱
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2012 年成为荷兰 DSM 子公司）、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锵尼玛新材料有限公司、青岛信泰科
技有限公司、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在产业规模上，2016 年国内 UHMWPE
纤维产能接近 20000 吨，产量突破 9000 吨，不仅可以部分替代进口，而且国内
UHMWPE 纤维生产企业大都具备一定出口创汇能力。应用领域上，军工领域应
用仍占主导地位，主要用于生产坦克装甲车部件、轻型车辆部件、防弹衣、防弹
头盔等；针对民用领域的应用市场也正逐步扩大，进一步拉动 UHMWPE 纤维产
业需求。受限于国外技术保护，国内除了本身具有较强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仪征化
纤采用与 DSM 公司相类似的干法纺丝工艺外，其余均采用湿法纺丝工艺。在工
业化产品性能上，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在高端产品性能上与国际优
势企业比肩，例如山东爱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特力夫 ®100 核心性能指标拉伸
强度高达 50 g/d，高于 DSM SK99 的 48 g/d。但是，整体上国内 UHMWPE 纤
维生产企业存在产品体系化不够健全、差异化不明显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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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优势企业

企业名称
山东爱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荷兰 DSM 子公司）

纤维产能 / 技术

说明

5000 吨 / 年，湿法；

特力夫 ® 品牌产品应用于海洋开发、绳缆网箱、生命防护、体育用品等领域；

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吨 / 年，湿法；

斯瑞 ® 品牌的纤维及其 UD 复合材料；斯瑞 ® 品牌的安全防护产品主要用于
军用，包括防弹防刺服、防弹衣、防刺服、防爆毯、防弹插板、防弹盾牌、
防弹装甲板、防切割手套、防弹头盔、枪包等。其他产品也涵盖军民两用；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300 吨 / 年，干法；

“力纶”系列产品，应用于防弹材料、防割防刺用品、缆绳、高端鱼线等领域；

江苏锵尼玛新材料有限公司

2500 吨 / 年；-

JF-31、JF-33、JF-35、JF-C 系列产品，可军民两用，领域涵盖广泛；

青岛信泰科技有限公司

2400 吨 / 年，凝胶纺丝法；

信泰 UHMWPE 以分子量为 500 万以上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为原料，拥有
高比强度和比模量；其高性能 UD 布以 UHMWPE 纤维为基材复合制成；其
纤维及复合材料可用于防护、建筑、缆绳等领域；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2000 吨 / 年，湿法；

中泰产品可军民两用：涵盖防弹衣、防弹防刺衣、防刺服、防弹板、防弹盾牌、
防弹头盔、防切割手套、绳缆、机织布、无纺布等；

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吨 / 年，湿法；

大成的纤维及复合材料产品可军民两用：涵盖防弹衣及防弹头盔、防弹板材、
高强绳索、防切割手套等；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800 吨 / 年，湿法；

“孚泰”UHMWPE 纤维和“护星” UHMWPE 纤维复合材料系列产品可军
民两用：安全防护、防割手套、鱼线渔网、海洋石油、航空航天、高性能绳缆等。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性能纤维的技术自主性、产品自足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为重要的高性能纤维之一，UHMWPE 纤维
产业在短时间内伴随着政策支持形成了快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 UHMWPE 纤维市场带来了冲击。同时，针对 UHMWPE 纤
维原料树脂的制备技术以及相应的纺丝技术，也在几年间依托国家 973 项目取得了突破进展，可以说从技术源头上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未来，UHMWPE 纤维生产企业需以规模化、高性能化、低成本化为发展目标，同时要找到最适合自身的、具备一定差异化的路线，才
有望在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保持行业竞争力。除了国防军工领域的应用需求，UHMWPE 纤维生产企业还应该对民用领域进
行更多的关注，在一些量大面广、易于替代的行业中（例如海洋产业中的缆绳等）找到新的发力点，不断拓展产品的应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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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国际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市场正在迎来空前的发展期，我国已经在关键
技术、装备、产业化生产以及下游应用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未来我国会继续
通过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关键材料和技术的自主研发、产业上的联动突破，
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摆脱高性能纤维受到的限制，实现进口替代，形成产业优势。

针对我国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产业现状，以下为若干未来发展措施建议：
持续加大技术创新，不断突破关键技术。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生产过程中的关

第一

键技术控制节点较多，需要从原料、设备、关键工艺等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瓶
颈突破，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系列化。尤其在高性能纤维高端应用领域的关键
制备技术、低成本化制备技术、关键制备设备等重要环节，需要持续加强技术研
发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应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政府平台的共同创新体系，充分利用互补资源，同时加强对外交流与技术引进，
全面促进我国高性能纤维技术的快速发展。
积极加强宏观引导，推动产业协调发展。我国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生产企业的

第二

理论产值虚高，开工率普遍较低，针对实际需求的产品有效供应仍然不足，在很
大程度上依然依赖进口。这里既有产品性能稳定性的原因，同时也有产业发展定
位的问题，造成了低端产品集中过量、高端产品难以满足需求的局面。这就需要
针对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进行宏观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有针对性的引导，避
免产业扎堆和恶意竞争，着重布局缺口产业。此外，我国高性能纤维的下游产业
应用同上游生产环节存在着供需关系不平衡、合作联系不紧密的现象；同时，国
内高性能纤维的下游应用市场仍然没有被充分打开与挖掘。对此，上游企业未来
应更多地关注与下游产业的沟通，进行更有应用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同时与下游
产业协同挖掘高性能纤维的新应用、新市场，在满足国家需要和民生发展需求的
同时，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

推动行业标准建设，积极培育骨干企业。我国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目前对

第三

产品质量的规范性工作仍待加强，尤其在高端产品领域，存在着企业实际产品性
能不合乎理想值、质量不稳定的情况，对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应用推广带来
严重影响。相关行业标准和应用领域设计要求对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同时借鉴国外高性能纤维产品的性能
特征，建立我国高性能纤维产业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通过规范的建立，也可
以促进行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帮助确立行业标杆，扩大我国在国际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领域的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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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基复合材料
（一）概述
金属基复合材料（Metal Matrix Composites，MMC）是以金属为基体，
无机非金属的纤维、晶须、颗粒或纳米颗粒等为增强体，经过人工复合而成的
新材料。按照基体和增强体的不同，金属基复合材料可以分为许多种。通常根
据基体材料不同，金属基复合材料可以分为铝基复合材料、镁基复合材料、钛
基复合材料、铜基复合材料、镍基复合材料以及铁基复合材料等。近年来，铝
基复合材料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技术应用上均取得了很大突破，已成为发展
最快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同时也是国内外研究的主流之一。通过合理的组分设
计以及优化的复合工艺，金属基复合材料可以发挥金属基体与增强体各自的优
势，从而获得金属材料与增强体的优异性能，如更高比强度和比模量、更好的
耐热性以及更低的热膨胀系数等。金属基复合材料凭借其优异的综合性能，在
众多航天、交通以及电子领域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金属基复合材
料的产业链如下表所示：
表 - 金属基复合材料产业链

上游

基体：铝、镁、钛、铜、镍、铁等；
增强体：金属氧化物、碳化物、氮化物、硼化物以及碳材料等；

中游

金属基复合材料：铝基、镁基、钛基、铜基、镍基、铁基复合材料等；

下游

金属基复合材料应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子领域、核领域以及
电力领域等。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金属基复合材料市场的价值为 4.65 亿美元，预计到 2021 年将达 6.191 亿美元，复合年增
长率为 6.1%。金属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地面运输、热管理以及工业部门等多种行业中的应用正在增加。其中，航空航天和
地面运输领域对轻质高强多功能替代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是金属基复合材料市场扩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从应用领域来看，地
面运输终端在价值和数量方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从材料方面来看，铝基复合材料由于更好的性能和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应
用领域最广，市场份额最大。从地区分布来看，北美预计将是金属基复合材料市场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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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进展
长期以来，金属基复合材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尽管金属基复
合材料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收获一些成果，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也取得一些
应用，但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应用还有较大差距。主要是金属基复合材料在制备
和加工方面主要缺少大型专业厂家，同时复合制备的成本较高所致。

1.

国外进展
1963 年 NASA 利用液相浸渗的方法制备出 10% 钨丝增强铜复合材料，通

常将该成果作为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的标志性起点。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将
金属基复合材料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电子封装以及娱乐产品等市场。国
外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优势企业包括：美国 DWA Aluminum Composites、美国
CPS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美国 Materion Corporation、德国 Deutsche
Edelstahlwerke、英国 GKN 以及比利时 Magotteaux 公司等。

表 - 国外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美国 DWA Aluminum
Composites

陶瓷颗粒增强，粉末冶金铝基金属复
合材料的生产商，目的是使其性能超
越传统金属及其他复合材料；

2009/SiC/15p、2009/SiC/25p、6092/SiC/17.5p、6092/
SiC/25p 等多种牌号，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机械以及电子
封装等多种领域；

美国 CPS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主要的先进材料解决方案是金属基复
合材料，与传统材料相比具有多种优
异性能；

公司生产 IGBT 功率模块需求的 AlSiC 材料；AlSiC 基板减少了
由于模块组件热膨胀系数不同引起的机械应力，从而将模块寿命延
长了 10 倍；

美国 Materion Corporation

成立于 1931 年，是一家先进材料供
应商，其中金属基复合材料便是其重
要产品之一；并可为全球客户提供一
系列独特的专有技术；

产品包括 AlBeMet 铝铍复合材料、AlBeCast 熔模铸造合金复合
材料、铍—氧化铍复合材料以及 SupremEX 铝碳化硅复合材料；

德国 Deutsche Edelstahlwerke

在特种钢生产领域具有 160 年的历
史，是长材特种钢产品领域的专家；

利用粉末冶金工艺制备的金属基复合材料 Ferro-Titanit 是公司硬
质合金材料代表，含有 45% 的碳化钛，是最坚硬和最耐磨的碳化
物之一；

英国 GKN 公司

全球最大的精密烧结粉末冶金零部件
制造商，可为乘用车、商用车、家电
等市场提供多种形式复杂的高强度系
列产品；

可提供高强度铝基复合材料；

比利时 Magotteaux 公司

成立于 1918 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
耐磨、耐高温及耐腐蚀材料；

铁基复合材料，Xwin® 是公司开发的第一种金属基复合材料，由高
铬合金和陶瓷组成，有效提高了材料的耐磨性和抗冲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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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进展
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目前，我国
在粉末冶金法、搅拌铸造法、真空压力浸渗法、原位生成法等方面，制备工艺日
趋成熟，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及应用已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我国已形成若
干金属基复合材料新技术产业链，尤其是在电子封装复合材料领域发展迅速。国
内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公司包括：哈尔滨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西安法迪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以及湖南浩威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此外，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以其专利为核心， 形成了以铝、钛基复合材料为主的研发和材料供给基
地；大型高强高模金属基复合材料、SiC/Al,B4C/Al、金刚石 /Al、 碳纳米 /Al、
TiC+TiB/Ti 等复合材料。

表 - 国内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哈尔滨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复合材料的专利技术为核
心，实现规模化运营的高科技企业；研究团队已
获得“金属 基 复 合 材 料 军 品 生 产 许 可 ” ；

光学级复合材料、仪表级复合材料、电子封装级复合材
料、碳纤维增强铝复合材料、超高导热复合材料，以及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金属基复合材料惯导器件、碳纤维
增强金属结构件、高导热金刚石铝复合材料器件等；

西安法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致力于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推广，
首期目标是研发生产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制作的
高性能功率电子基板；是中国第一家批量生产铝
碳化硅工业制品的公司；

铝碳化硅（AlSiC）复合材料 IGBT 基板、铝碳化硅材
料（AlSiC) 的功率微波封装体、铝碳化硅（AlSiC）光
电转换器基座 / 衬底 / 外壳、铝碳化硅（AlSiC）材料结
构件；

湖南浩威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主要致力于第三代电子
封装材料铝碳化硅的研发与生产，为微波器件、
大功率器件、微电子器件等制造商提供专业的热
管理材料及技术方案；

微波器件热沉基片、微波组件铝碳化硅管壳、光电封装
系列产品、大功率 IGBT 模块封装基板以及碳纤维 / 铝
复合材料等。

（三）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建议
在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尖端产业的推动下，金属基复合材料在制备和应用方面都有了较大地发展。但在民用工业领域，金属
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应用领域也不够广泛。因此，金属基复合材料要进一步发展，扩大应用，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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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重点研发金属基复合材料新工艺，降低生产成本。高昂的
生产成本是制约金属基复合材料在民用领域规模化应用的
重要原因。因此，研发人员需重点开发低成本的新工艺，
提高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

优化增强体与基体之间的界面结构与相容性。增强体与基
体之间的润湿性将直接影响两者的结合强度以及增强体在
基体内的分布是否均匀。因此，在低成本制备工艺的条件
下，优化增强体与基体之间的润湿性是推动金属基复合材
料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第三

控制工艺温度，减少基体与增强体之间的界面反应。在高
温下，增强体与基体之间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界面反应。而
界面反应产生的脆性层会严重影响零部件的综合性能，甚
至低于基体的性能。

陶瓷基复合材料
（一）前言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的组成包括四部分，增韧纤维、陶瓷基体、界面
以及孔隙。陶瓷材料一般脆性较大，限制他的应用领域和范围，采用连续纤维
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在陶瓷材料中引入纤维材料，
制备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可有效解决脆性问题，大幅度提高强度，同
时可提高材料的使用温度。
陶瓷基复合材料优点很多，比如低密度（仅为高温合金的 1/4-1/3）、高硬度、
耐高温、耐腐蚀、抗氧化等。陶瓷基复合材料工作温度可达 1650℃，在航空航天、
国防军工、能源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陶瓷基复合材料有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
（SiC/SiC）复合材料以及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C/SiC）复合材料两种。
而 SiC/SiC 复合材料的研究最为广泛，其使用温度可达 1450℃以上，高温强
度大且重量轻、耐腐蚀，众多优点可改善发动机的性能，因此可用于长寿命航
空发动机、核能包壳材料等领域。
表 - 陶瓷基复合材料产业链概述

上游
陶瓷基体、增韧材料的
制备；

中游
界面层的设计与制备；
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下游
航空发动机、刹车制动系统、
核能包壳材料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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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产业格局
1.

国内进展
（1）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位的应用
日、美等国在 SiC 纤维和 SiC/SiC 复合材料的工程产业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国际普遍认为，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是发动机高温结构材料的技术制高点之一，
反映出一个国家先进武器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能力。为了研究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
空发动机热端部位的应用，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国家级的研究计
划与项目，包括 IHPTET 项目、UEET 项目以及 AMG 项目等。
表 - 国外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国家

项目时间

集成高性能涡轮发动机
技术项目

美国

1987 年 -2005 年；

美国军方项目，希望通过技术研究推动
军用飞机燃气轮机发动机的发展。该项
目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并部署在
F-35/ 联合打击战斗机等飞机上；

从 1999 年 10 月 1 日开始，
为期 6 年；

由美国 NASA 格伦研究中心负责，参
与机构包括通用、普惠、波音、洛克希德 •
马丁等一众国际知名公司；在该项目下，
NASA 开发出 CMC 发动机热端结构，
可承受 1649℃的涡轮进口温度；

于 1993 年启动，
为期 10 年；

该项目旨在通过使用先进材料为下一代
气体发生器开发关键技术，显著降低未
来工业、船舶和飞机燃气轮机的燃料消
耗、重量和尺寸。通过对 CMC 等材料
进行研究确定下一代气体发生器所使用
的先进材料。

超高效率发动机技术项目

先进材料气体发生器项目

美国

日本

项目简述

备注：集成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项目，英文名称为 Integrated High Performance Turbine Engine Technology，简写为 IHPTET；超高效率发动机技术项目，英文名称为 Ultra Efficient
Engine Technology，简写为 UEET；先进材料气体发生器项目，英文名称为 Advanced Materials Gas-Generator，简写为 AMG。

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应用主要包括发动机燃烧室内衬、燃烧室筒、喷口导流叶片、涡轮叶片和涡轮罩环
等部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航空用陶瓷基复合材料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 GE 公司、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分别是产业
界与科研界的代表。
美国 GE 公司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与 NASA 合作开发高速民用运输机用陶瓷基复合材料燃烧室内衬。GE 公司非常重视对航空事
业的研发，投入了巨额研发资金，而陶瓷基复合材料正是 GE 航空部门最为依赖的技术之一。
2016 年 6 月 16 日，美国 GE 公司对外宣布将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新建两个复合材料工厂，其中一家工厂为碳化硅陶
瓷纤维制造工厂，另外一家工厂则会采用碳化硅陶瓷纤维制造陶瓷基复合材料，并最终用于陶瓷基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美国 GE
公司碳化硅陶瓷纤维制造工厂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美国第一家碳化硅陶瓷纤维制造厂，此前，碳化硅陶瓷纤维市场被日本宇部
兴产公司与日本碳公司牢牢占据，该工厂的建立将大幅提升美国生产耐 2400°F 高温的碳化硅陶瓷纤维的能力。该碳化硅陶瓷纤维工
厂获得了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2190 万美元的资助，预计于 2018 年建成并投产，全面运行后 GE 将具有年产 20 吨的陶瓷基复合材
料产能。但是，据日经新闻 2017 年 1 月报道，通用电气在其最新型的发动机上仍然采用了宇部兴产等日本厂商供应的 SiC 纤维，这
也从侧面说明日本企业在 SiC 纤维领域的巨大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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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领导下，美国展开了对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发工作。CFM 国际公司（赛峰和 GE 各占 50% 股
份的合资公司）研发的 LEAP 新型航空发动机，成为第一个广泛应用的陶瓷基复合材料产品。航空发动机护罩衬最热端采用的便是陶
瓷基复合材料部件，其工作温度高达 1315℃（2400°F）。与镍基高温合金相比陶瓷基复合材料组件需要的冷却空气更少。
2017 年 1 月，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对外表示，目前，陶瓷基复合材料需要承受 1315℃（2400°F），而下一代产品则需要承
受 1482℃（2700°F），为解决这一挑战，美国先进陶瓷协会正在为先进燃气轮机开发 1600℃陶瓷基复合材料的行业驱动路线图。
该路线图将向国会通报 1315℃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成功案例，鼓励投资开发 1482℃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并强调了陶瓷基复合材料对美
国国家安全和环境的贡献。
2017 年 6 月，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NETL）介绍了其正在推进的对 CMC 在燃气轮机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致力于
提高使用了 CMC 的能源生产燃气轮机的效率和耐久性，以帮助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时平衡对环境问题的顾虑。高强度
CMC 材料是美国独特的自主技术，可以使燃气轮机部件的运行温度比使用金属合金部件高出 500℃，CMC 在单组燃气轮机喷嘴中
节约的能效就相当于 3700 户美国普通家庭的供电量。
2017 年 3 月，美国莱斯大学与 NASA 合作，开发出新型碳化硅纤维，使用此种新型材料制备的陶瓷复合材料可以承受航天应用
中的高温、高压等极端恶劣条件。用于高级火箭引擎中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需要承受高达 1600℃（2912°F）的高温，目前 NASA 正
在开发的用于火箭引擎中的陶瓷复合材料使用碳化硅纤维作为增强体，但当此种材料暴露于氧气中时，会变脆或者发生断裂。来自莱
斯大学的材料科学家将碳化硅纳米管和纳米线嵌入了 NASA 使用的碳化硅纤维表面。纤维暴露的部分是卷曲的，可以像环和钩子一
样在纳米尺度上起到魔术贴的作用。研究人员表示，将新型碳化硅纤维植入陶瓷复合材料中，并在火箭喷嘴、或火箭引擎的其它部件
中进行测试时，可以增加碳化硅纤维的强度、重量和耐热性。
（2）SiC/SiC 复合材料在核能领域的应用
SiC 陶瓷在核能领域也具有先进的应用，事故容错燃料包壳材料的开发工作重点之一就是 SiC/SiC 复合材料包壳管。与传
统的锆合金相比，碳化硅与水和蒸汽发生反应的速度低一万倍，且具有更高的熔点和更好的耐腐蚀性能，有可能成为下一代核反
应堆的包壳材料。
2014 年 4 月，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用于轻水反应堆的事故容错燃料全球活动概况》，资助了包含 SiC 包壳材料在内的
一系列包壳材料的研发项目。

表 - 美国能源部资助的事故容错燃料项目清单（部分）

牵头机构

技术领域

成员机构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SiC 包壳、FeCrAl 包壳

爱达荷国家实验室；

西屋公司

Zr 和 SiC 涂层

通用原子、麻省理工学院、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

田纳西大学

陶瓷涂层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西屋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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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包壳材料是美国当前研究核能的一个重要技术方向。据能源部 2016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事故容错燃料计划拓展 - 西屋电气公司》文件，西屋电气公司与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爱达荷国家实验室以及几所大学、
公司、公用事业和外国实体合作利用西屋公司增强的事故容错燃料，开发和部署
2019 年的铅测试棒（LTRs）和 2022 年的铅测试组件（LTAs）。为了达到节省
燃料成本等目的，西屋公司事故容错燃料计划提出了两种方案，而第一种方案就是
采用 SiC/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包壳管，其中包含高密度和导热性 U3Si2 颗粒。

图 - 通用原子的 ATF 包壳是由 SiC 基体与 SiC 纤维组成的多层复合设计

目前，国际上从事 SiC 包壳材料业务的企业有美国的通用原子、西屋电气，
法国的阿海珐等。其中，通用原子与西屋电气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2017
年 7 月 14 日，据美通社报道，通用原子与西屋电气公司合作推出一种新的容错核
反应堆燃料 -EnCore™ 燃料。其设计既确保了当前核反应堆的安全性，又为核电
设施及其消费者带来经济效益。通用原子是西屋 EnCore™ 产品的工业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陶瓷基复合材料包壳以替代当前的金属包壳材料。这种新型包壳材料具有
柔性 SiC 纤维增强的 SiC 材料结构（即 SiC 纤维增强 SiC 陶瓷复合材料），其方
式与钢筋增强混凝土的方式相类似。
法国阿海珐集团在核电业务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与美国存在较深的合作交流
关系。此前，阿海珐曾利用美国星火系统公司（StarfireSystems）的聚碳硅烷预
陶瓷聚合物和聚合物衍生 SiC 纤维界面涂层 LT33-74A 来制备陶瓷基复合材料。
而在美国能源部增强事故容错燃料（EATF）项目下，阿海珐也在从事金属内衬碳
化硅包壳管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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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格局
国内在 SiC/SiC 复合材料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在航空领域，近年来国家

开展项目支持，包括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等单位已经具备构件研制和小批量生产能力。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
年工程化应用研究，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我国在碳化硅陶瓷方面与欧美国家一直存在差距，在核能领域，我国的碳化
硅包壳材料的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校企合作和企业
合作的方式进行。其中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碳化硅燃料组件的
牛风雷教授团队通过校企合作，展开了 SiC 包壳材料的研究工作。中核集团与法
国阿海珐集团保持着合作关系，由中核集团下属单位核动力院牵头的多家单位协
同开展对 SiC 复合材料开展研制以及堆内辐照。此外中广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
团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也在关注碳化硅包壳材料的研究。
表 -SiC/SiC 复合材料航空、核能应用领域相关企业

企业名称

所处领域

主要产品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

航空产品、结构件、绿色复材、
非航制品、无损检测与评估；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核能

核电投资运营、新能源等；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核能

核电、核燃料、天然铀、新能源等；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核能

核能、核燃料、新能源等；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核能

核能技术、水电开发等。

（三）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SiC/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可重点应用在航空、核能等领域，具体说来包括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涡轮叶片、喷口导流叶片等热端部位以及核燃料包壳管。
虽然我国在近几年加大投入力度，联合多家单位对 SiC/SiC 复合材料进行技术
研发，但是在构件工程化方面仍然具有一定差距。
SiC 纤维是 SiC/SiC 复合材料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材料，国际上已经发展到
第三代，日本宇部兴产公司、日本碳公司、美国 COI 陶瓷公司都掌握了第三
代 SiC 纤维的生产技术。我国已经掌握第二代 SiC 纤维生产技术，并具有年产
10 吨第二代 SiC 纤维的能力，目前已有企业拟建设第三代高性能碳化硅纤维
生产线，总体而言，我国 SiC 纤维与国外巨头企业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核能领域，采用 SiC/SiC 复合材料作为核燃料棒的包壳材料具有较大的
优势，我国核能领域的创新型企业也在密切关注 SiC 包壳材料的发展。但是目
前我国发展 SiC 包壳材料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第三代碳化硅纤维
的商品化问题；其次，要攻克碳化硅纤维与基体的界面设计与调控的关键技术；
最后，要突破 SiC/SiC 复合材料与金属的焊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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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

概述
高温合金是以金属镍、镍 - 铁及钴为基，在高温下能够承受一定应力且具
有抗氧化、耐腐蚀能力的先进结构材料。按照材料的成型方式划分，高温合金
主要分为变形高温合金、铸造高温合金以及粉末高温合金三大类。其中，铸造
高温合金又分为普通精密铸造高温合金、定向凝固高温合金以及单晶高温合金
三大类。随着航天技术的成熟，高温合金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镍基高温
合金，在高温条件下，仍具有良好的抗疲劳强度、抗拉强度、高屈服强度、抗
腐蚀性与抗氧化性等。最初，高温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随后应用领
域逐步扩展到电力、机械、冶金、汽车、石油石化及其他民用高端领域。高温
合金材料的产业链如下表所示：
表 - 高温合金材料产业链

上游

矿产资源：镍、铁、钴、铼、钨、钼、钽、铬、铝、钛等；

中游

高温合金材料：变形高温合金、铸造高温合金、粉末高温合金等；

下游

高温合金材料应用：航空航天、电力、机械、冶金、汽车、石油石化等。

2%
3% 3%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公布数
据 显 示， 每 年 全 球 高 温 合 金
材料的需求量约为 28 万吨，
其中航空航天领域的需求约占

7%

应用领域
航空航天

55%，而电力、机械、冶金、

电力

汽车、石油石化等民用领域的

机械

需求总量约占 45%。我国民用

治金

高温合金需求约占总需求量的
20%。与全球水平相比，我国

55%
20%

汽车

民用高温合金需求量仍有提升

石油石化

空间。以下为全球高温合金材

其它

料的市场应用比例分布图：

10%

图 - 全球高温合金材料应用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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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的优良特性使其成为航空发动机中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推重比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指标之一。航空燃气涡轮发动
机获得高性能的主要措施是采用更高的燃气温度。涡轮进口温度每提高 100℃，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约能提高 10%。高温合金
约占先进航空发动机总重量的 50%，被誉为“先进发动机基石”。在现代航空发动机中，高温合金主要应用在燃烧室、导向器、
涡轮叶片以及涡轮盘四大热端部件。

国内外进展
（一）全球格局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外高温合金的总体产业规模较大，其中美国年产量超
过 10 万吨，日本约为 5 万吨，德国约为 5 万吨。欧美等发达国家高温合金牌

美国
高温合金年产量
超过 10 万吨

号仍有持续创新，但整体趋于一材多用。通常美国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中
应用的高温合金牌号约 20 种，其中 Inconel718 合金产量约占一半以上。我国
高温合金材料产业处于“多品种、小批量、低质量、高成本”的发展现状。我
国已研究开发的高温合金牌号多达 200 余种，但每种牌号的批量都较小，绝大
部分合金的年产量只有几十吨。

（二）国外进展
20 世纪初，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研究高温合金。20 世纪 80-90 年代，

日本
高温合金年产量
约为 5 万吨

发达国家主要追求航空航天发动机、舰船和地面燃气轮机用高温合金的高性能
研究。近十几年，发达国家则重点向低成本和稳定化生产方向发展。国外已建
立了完善的高温合金工艺、性能体系、过程控制及选材标准，因此高温合金材
料的成本低、质量高且稳定性较好。单晶高温合金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重
大技术进步之一，西方航空强国均高度关注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研发进展。美
国、英国、日本等国对第四代单晶高温合金的研制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第
四代单晶合金 RR3010 承温能力接近 1200℃，并应用在英国 RR 公司研制的
Trent 发动机上。在粉末高温合金领域，美国在 NASA、国防部以及能源部的
支持下正在开展第四代粉末高温合金的研发。

德国
高温合金年产量
约为 5 万吨

国外高温合金领域的主要企业包括：美国特殊金属公司（Special Metals
Corporation）、 汉 因 斯（Haynes International）、 佳 能 - 穆 斯 克 贡
（Cannon-Muskegon），德国德镍公司（Deutsche Nickel），以及日本新
日铁住金株式会社等。以下是国外高温合金材料领域优势企业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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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美国 Special Metals Corporation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研发、生产以
及供应关键工程领域用高镍合金的全
球领导者；

部 分 产 品 型 号：INCONEL® alloy 693、INCONEL® alloy
740、INCOLOY® alloy 890、INCOLOY® alloy 945、
INCONEL® alloy 945X 等；

美国 Haynes International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高性能镍基和钴基
合金开发及制造商之一；产品主要包括
板材、棒材、无缝及焊接管材等；

部 分 产 品 型 号：HAYNES® 25 alloy、HAYNES® 188
alloy、HAYNES® 230® alloy、HAYNES® 282® alloy、
HAYNES® HR-120® alloy、HAYNES® NS-163® alloy、
HAYNES® Waspaloy alloy 等；

美国 Cannon-Muskegon

公司成立于 1952 年，一直致力于开发
优质铸造合金；目前镍基合金、钴基合
金和不锈钢已成为行业标准；

镍基等轴晶高温合金、镍基定向凝固高温合金、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钴基高温合金等；单晶高温合金显著降低了发动机的运行成本；

德国 Deutsche Nickel

公司的历史可追溯至 1861 年，是集线
材、棒材和锻造产品为一体的高品质合
金制造商；

材料解决方案包括镍基合金、镍铜合金、镍铬铁合金、铁镍合金
以及铜镍合金等；

日本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由新日本制铁和
住友金属工业合并而成；主要业务涉及
钢铁、工程技术、化学、新材料、信息
系统解决方案等五大领域；

镍基高温合金、铁基高温合金等；
部 分 产 品 型 号：NSSMC-NAR-600、NSSMC-NAR-601、
NSSMC-NAR-800、NSSMC-NAR-AH-1 等。

（三）国内进展
我国高温合金的研究始于 1956 年，目前已形成了生产装备比较先进，具
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我国已经具备了高温合金新材料、新工艺自主研发的
能力，可以解决航空航天及其他工业部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高温合金材
料问题。航空航天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约占高温合金需求的 80% 以上，随着航
空航天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国产化加速，我国对高档高温合金的需求将会出现持
续快速增长。变形高温合金领域，我国主要的产品 GH4169 的应用不断扩大，
盘件的尺寸也进一步增大。铸造高温合金领域，我国三代单晶合金性能与国外
相当，已试制出复杂结构叶片样件。粉末高温合金领域，我国 FGH96 合金挡
板和 FGH97 合金盘件已在某些型号发动机上得到应用。
国内高温合金领域的主要企业包括：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沈阳中科三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慕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以下是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优势企业的
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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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工艺

产品类型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主
要从事航空航天材料中高温材料的研
发、生产，是国内航空航天用高温材
料重要的生产基地，多个细分产品占
据市场主导地位；

铸造、变形、粉末

高温合金母合金、高温合金叶片、高温合金盘
锻件、高温合金环件、高温合金棒材、高温合
金板带、高温合金管材、粉末高温合金锻件等；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是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为主发起单位而成立的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先进金属材料为主业，服
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1958 年，是我国最早的
特殊钢生产基地之一，形成了以特冶、
不锈钢、结构钢三大系列为核心的产
品体系；

变形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始建于 1937 年，是东北特钢集
团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高温合金、
钛合金、超高强度钢等航空、航天领
域用尖端材料，在产量规模上始终保
持国内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 60%；

变形、铸造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
殊钢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 1965 年，是国家重点特
殊钢科研、生产基地，国家重点军工
配套企业和四川省大型骨干企业，年
产特殊钢 70 万吨、钛材 4000 吨；

变形

在高温合金产品研发上，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为国防军工及特殊领域提供合金材料；
部分产品型号：GH2132、GH909、GH4738 等；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
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 1960 年，由北京首钢冶金
研究院改制而成，是我国最大的特种金
属功能材料的研发生产基地，在精密合
金、高温合金和不锈钢材料及制品的研
发生产方面居国内外先进水平；

铸造、变形

铸造高温母合金，可制造航空及其他工业用涡
轮叶片、导向叶片及其他耐高温部件，其质量
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沈阳中科三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机
构投资设立，主要从事耐高温、耐腐
蚀、耐磨损高温合金材料及其精密铸
件的研究与生产；

铸造

主导产品包括高温合金母合金材料、船用增压
器叶片、工业燃气轮机热端涡轮叶片、重型燃
气轮机热端涡轮叶片、航空航天用特种精密铸
件、玻璃棉喷吹离心器等；

北京百慕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创立于 2005 年，是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控股子公司，以回收、处理
高温合金、钛合金等金属返回料及加
工再制造为主营业务；

高温合金重熔技术

目前已形成批量供货的高温合金重熔锭包括：
GH4169、GH163、K002、K465、DZ22、
DZ125 等；

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于 2014 年注册成立，致力于高
温合金材料的研发；

铸造

公司与中南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在航空发动
机叶片精密铸造、合金硫含量控制等技术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是国内能够生产不锈钢、高温合
金零部件产品并应用于清洁高效发电
设备、石油天然气设备的极少数企业
之一；

铸造

公司取得了 AS9100 航空航天质量体系证书，
燃气轮机高温合金叶片、导向盘等产品已开始
向客户供应。

变形、铸造

铸造高温合金可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叶片、汽车增压器涡轮等耐高温部件；
镍基、钴基及铁基变形高温合金等；

铁基高温合金、镍基高温合金、钴基高温合金；
部 分 产 品 型 号：GH1140、GH2706、
GH4169、GH5188、GH3600 等；

铁 基 高 温 合 金、 镍 基 高 温 合 金、 钴 基 高 温
合 金； 部分产品型号：GH1015、GH2018、
GH3030、GH80A、GH605、K401、K41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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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抚顺特殊钢成功锻制出直径为 500mm 的 GH4169 高温合金棒材，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GH4169
在变形高温合金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产量最大、应用最广，抚顺特殊钢的新产品为抢占市场份额打好了基础。
目前，在铸造高温合金生产领域，水平最高且能力最强的三家单位为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其中，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发了几十种铸造高温合金牌号，并批量生产
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用于多种型号现役、在研和预研航空发动机的科研和批产。

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一）现状分析
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国内高温合金的技术与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高温合金的牌号众多且年产量较低。我国已研发的高温合金牌
号多达 200 余种，但每种牌号的年产量较小，且合金牌号繁杂，不易形成产
业化规模优势。高温合金生产过程中，洗炉数占总炉数的比例较高，导致生产
效率较低，每种合金牌号的成本较高，且产品缺乏质量稳定性研究。同时，由
于设计所没有明确返回料的使用要求和规范，导致国内高温合金返回料使用率
低。而国外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返回料回收体系及配套技术，返回料使用率可高
达 70% 左右。这也将大大限制我国低成本高温合金制造产业的发展。
第二，我国高温合金的生产质量不佳，且产品稳定性较差。即便我国用量
最大的高温合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高温合金的质量稳定性距美国同类产品
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 50% 左右的产品仍依赖进口坯料。这主要是因为高
温合金材料的生产链较长，原材料价格较高，对工艺研究的耗资巨大，各科研项
目中的工艺研究多为低水平重复，各项工艺参数并未达到最佳工艺值。同时，高
温合金的工艺窗口较窄，材料进入批量生产之后，各种质量问题便会持续不断。
第三，我国航空发动机在设计选材上多以仿制为主，缺乏对单晶高温合金材
料系统性、自主性的研究开发。新型发动机需要第四代单晶高温合金与复杂空心
冷却叶片技术相结合。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无法对单晶叶片的组织、
晶体取向、型腔通道、尺寸精度等参数进行精确控制，将会影响叶片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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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建议
为满足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或其他应用领域的研发需求，按照“一代材料、
一代装备”的发展模式，我国在高温合金领域应重点发展以下几个方面：

变形高温合金材料方面，我国需解决 GH4169 等大批量重点应用高温合

第一

金材料的质量稳定性问题，使国家需求的关键材料不再大量依赖国外进
口。我国需重点研究高温合金盘锻件的预应力技术，解决批量生产盘件
尺寸稳定性差的问题。重点研究合金成分设计、合金纯净度与成分偏析、
热工艺参数优化、热塑性变形与组织演变、沉淀相与动态再结晶过程交
互作用、塑性变形失稳、晶粒异常长大等问题，建立合金成分—加工工艺—
组织结构—使役性能之间的本构关系。

铸造高温合金材料方面，我国需开展第三代无铼高性能单晶高温合金材

第二

料的研制工作。全球 90% 的铼资源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我国随着铼资
源的日益枯竭，低成本高代别单晶合金的研发也变得尤为重要。在单晶
叶片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方面，重点开展第二代、第三代单晶高
温合金成分设计、单晶生长工艺、凝固缺陷控制、再结晶形成机理与控制、
焊接工艺、热处理工艺、高温防护涂层工艺等研究工作，解决单晶叶片
制造工艺不稳定及合格率低等问题，提高合金材料的成熟度，满足先进
航空发动机设计需求。

粉末高温合金材料方面，我国需开展第四代粉末盘高温合金材料的研究

第三

工作，有效解决涡轮盘中夹杂物尺寸过大的问题。我国还需研制出综合
性能可满足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的火焰筒和加力隔热屏。重点研究原始
粉末颗粒边界（PPB）和夹杂物等的形成、分布、微观特征及演化规律，
分析 PPB 和夹杂物对粉末高温合金的韧性、塑性以及强度的影响。

PART FOUR
新型功能材料
◎ 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 超导材料
◎ 新型稀土永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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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概述
生物医用材料（Biomedical Materials）或称生物材料（Biomaterial），
泛指用于对人体进行诊断、治疗、修复或对人体病患组织、器官进行替换或增
进其功能的材料，按国际惯例，其管理划属医疗器械范畴。生物医用材料产业
是一个新兴产业，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高新技术的持续注入，以及全
球政府机构在政策及资金上的不断支持，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技术生物材料产业是一个典型的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低环境污染、
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并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支柱性产业，对国家
经济及国民健康具有重大意义。据 MarketsandMarkets 调查预测，2016 年
全球生物医用材料的规模大约为 709 亿美元，2020 年大约达到 1305.7 亿美元，
2021 年达到 1491.7 亿美元，2016 年 -2021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
将达到 16%。从生物材料种类（金属、陶瓷、高分子和天然四大类）来看，
2016 年金属生物材料的市场份额最大，但是在未来的预测周期内，高分子生
物材料的 CAGR 将达到最高。从应用领域来看，2016 年市场的最大份额被心
血管领域所占据，而整形外科与创伤修复领域将在未来的预测周期内增长最快。
从地域分布（北美、欧洲、亚太、世界其他地区四大类）来看，北美市场占据
了 2016 年的最大份额，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老龄化加快，心血管、骨科
疾病发病率增加，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预测周期内增长最快的区域。
从生物医用材料的国际竞争格局来看，美国、西欧、日本仍然占据绝对领
先优势，且市场呈现出由少数大型企业“寡头”统治的局面。我国在生物医用
材料的研发、生产、应用上与国外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且高端产品依赖进口，
再加上近年来我国一些优秀的生物医用材料企业陆续被国外巨头收购，产业层
面的发展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为了改善我国的整体落后局面，我国已出台多项
政策支持国内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相信在我国内需的大力牵引下，我国生物
医用材料的发展将快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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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进展
（一）国外进展
全球最大的生物医用材料生产和消费国是美国，2010 年它占据了全球市场
的 40% 左右的市场份额；欧盟则凭借其经济发达、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健全等优
势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占有全球市场份额的 29%；亚太地区是全球第三大市场，
占有 18% 的市场份额，其中日本以其先进的医疗技术促进了生物医用材料产业
迅速发展。
产业高度聚集是国外生物医用材料产业的首要特点。生物医用材料是学科交
叉最多、知识密集度非常高的技术产业，其发展需要上、下游技术和环境的支撑，
产业多数聚集在经济、技术、人才较集中或临床资源较丰富的地区。
行业集中度或垄断度不断提高是国外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
为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多数大公司已不再局限于最初的较单一产品，而是通
过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和并购，不断进行产品、生产线的延伸和扩大。而中小型企
业则依靠向大公司转让新技术、新产品或被大公司兼并来维持生存，由此便形成
了国外生物医用材料产业的“寡头”统治局面。2017 年 1 月美国雅培公司宣布
收购心血管医疗器械厂商圣犹达公司，此番收购将进一步巩固其自身在医疗器械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同时为公司的未来增长提供新动力；3 月美国波士顿科学
集团收购瑞士 Symetis 公司，Symetis 公司长期致力于结构性心脏病治疗研究，
波士顿科学此次收购将巩固其在结构性心脏病治疗领域的全球地位。
生产和销售国际化是国外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的第三个特点。几乎所有的
生物医用材料大型企业均是跨国公司，其销售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国际市场。
跨国公司通过向境外输出技术与资金，在国外建立、并购子公司和研发中心，就
地开展研发和生产，以此来不断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2017 年 11 月，
德国贝朗医疗宣布在赞比亚设立子公司，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同月，强生公司
斥资 1.8 亿美元设立的爱惜康新新工厂在苏州举行了奠基仪式，新工厂将主要生
产爱惜康抗菌薇乔 ®Plus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等系列手术器材，建成后将更加丰富
和细化强生医疗在华的产品线。
目前，全球知名的生物医用材料公司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下面作
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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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生物医用材料重点企业

名称

所属国家

企业概况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美国

美国强生公司成立于 1886 年，是一家涉及健康、医疗、个人护理等产业的
超大型跨国企业。其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主要产品包括：软骨、韧带、骨
填充物、软组织修复材料、乳房假体、术后修复材料和植入器械等；核心技
术涉及表面抗凝血高分子覆膜、软组织修复材料的无纺制备技术、动物源性
材料的细胞脱除等技术；

美敦力
Medtronic, Inc.

美国

美敦力公司成立于 1949 年，是全球第一大医疗器械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人工心脏瓣膜、血管支架、心脏起搏器、骨修复材料、脊柱内固定系统等；
其核心技术是金属铸造、刻蚀、表面精细加工；

雅培
Abbott

美国

雅培成立于 1888 年，是一家全球性、多元化的医疗保健公司。其主要产品
有心血管支架、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人工晶体等；核心技术包括可完全
降解的载药心血管支架、人工晶体材料的制备和生产；

史塞克
Stryker

美国

史塞克公司成立于 1941 年，是全球最大的骨科产品生产商，产品涵盖骨科
的各个领域，主要有人造关节、骨填充物、整形外科植入器械、软组织修复
材料；核心技术包括金属加工、无纺制造等；

波士顿科学
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

美国

波士顿科学集团成立于 1979 年，是国际领先的医疗科技公司。其产品主要
包括：心血管支架，肺部支气管支架、女性盆骨修复材料、心脏起搏器等；
核心技术涉及金属加工、蚀刻以及表面精细处理等；

百特
Baxter

美国

百特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 1931 年，是一家全球性多样化经营的医疗用品公
司，专注于慢性病及危重治疗领域；其产品主要有：血液透析器、骨修复材料、
手术止血剂、密封剂等；其药物输注部、肾科和生物科技部是百特的核心业
务部门；

贝朗
B. Braun Melsungen AG

德国

贝朗成立于 1839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医疗器械、医药制品以及手术医
疗器械供应商之一。其主要产品有：心血管支架、血液透析器、骨填充剂、
软骨修复、人造关节等；核心技术为：无纺制备技术、金属表面精细处理等；

费森尤斯
Fresenius SE & Co. KGaA

德国

费森尤斯集团成立于 1912 年，其旗下的费森尤斯医疗是透析产品和服务方
面的世界领先者；集团主要产品有：透析器、代血浆等；核心技术是透析医疗、
血液注射、危重慢性病系统治疗等；

泰尔茂株式会社
Terumo

日本

泰尔茂成立于 1921 年，主要事业领域包括心脏血管、医院、血液系统三大块。
主要产品包括心脏·放射介入产品（PTCA 扩张导管、导引导丝、造影导丝、
微导管、超滑导丝、血管造影导管、血管内超音波诊断系统、血管内治疗的
微导管系统、介入产品组件等），心脏外科产品（人工心肺系统、人工血管）等；

日本

旭化成医疗创立于 1974 年，主要依靠旭化成集团在纤维 • 化学领域积累的
技术，以及中空纤维膜、无纺布、生物相容性材料领域的优势，来开展其血
液透析、血液净化、输血、制药等事业。主要产品包括透析器（日本国内市
场占有率第一）、用于输血领域的除白血球过滤器“Sepacell™”，以及用
于制药血浆分离制剂或生物医药制造过程的除病毒过滤器“Planova™”等。

旭化成医疗株式会社
Asahi Kasei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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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进展
我国生物医用材料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我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已发展成为我
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然而由于生物医用材料产业专业技术壁垒较高、风
险高、投入大、研发周期较长，我国高端生物医用材料市场的大半仍被进口产品
占据。
为了推动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顺利发展，我国在政策层面做出了许多努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把生物医用材料列
入“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我国明
确提出要在新材料技术领域内发展纳米生物医用材料，在先进高效生物技术领域
发展生物医用材料。《“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再次强调开发
纳米生物医用材料的重要性，并在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方向中提出发展新一代生
物医用材料。《中国制造 2025》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
器械” 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另外，我国还从 2016 年起启动了“生物医用材料
研发与组织器官修复替代”重点专项（2017 年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28750 万元、
2018 年国拨经费约为 3 亿元），并在《“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中
提出要加强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器官修复替代的基础研究。
根据中投顾问的调查预测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市场规模约
为 1439.6 亿元，同比增长 18%。2017 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1,954
亿元，未来五年（2017 年 -2021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5.21%，到 2021
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3,443 亿元。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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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及资金支持下，我国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纷纷加入了生物医用材料的研究队伍，逐渐支撑起了我国
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体系。在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我国涌现出多家优势企业，在心血管支架、心脏封堵器、生物
型硬脑膜补片等领域的国内市场上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在其他心血管介入产品、骨科植入物、胸外科修补膜等领域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且影响力逐步扩张。微创集团作为我国知名的生物医用材料厂商，在 2017 年内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
先后与上药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美股上市医疗器械公司 Lombard Medical, Inc.、中国医疗器械集团、台湾微创器材公司、
武汉亚洲实业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于 4 月在美国和欧洲推出了 EVOLUTION® 翻修胫骨平台系统和 EVOLUTION® BioFoam®
生物型胫骨平台系统，8 月又在美国推出适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的 Procotyl® Prime 髋臼杯系统，9 月 Castor® 分支型主动脉覆膜
支架及输送系统成功完成上市后首例临床植入。
以下针对我国重点生物医用材料企业作简要介绍：
表 - 国内生物医用材料重点企业

企业名称

企业信息

主要产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医疗创立于 1999 年，致力于建
立中国领先的包括器械、制药、医疗
服务和移动医疗四位一体的心血管全
产业链平台型企业，2000 年生产出国
内第一支冠状动脉支架系统；

主要产品包括心血管介入产品（洗脱支架系统、支架输送系统、
扩张导管、导丝、导管、鞘管等），CRM 产品（心脏起搏器
及相应的电极导线、导管等），结构性心脏病产品（室间隔缺
损封堵器、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圈套器、输送装置等），心
脏外科手术耗材产品（机械心脏瓣膜、心脏固定器）等；

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

微创医疗起源于 1998 年成立的上海
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其
冠脉药物支架产品为第一个国产药物
支架系统，自 2004 年上市以来持续
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领先，2014 年推
出了全球首个药物靶向洗脱支架系统，
在骨科关节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目前位
居世界第五；

产品覆盖心血管介入产品、骨科医疗器械、大动脉及外周血管
介入产品、电生理医疗器械、神经介入产品、心律管理产品、
糖尿病及内分泌医疗器械、外科手术和介入配件等十大领域；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冠昊生物在诱导再生功能的新型生物
材料及其产品研发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先后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立项的“再生
型医用植入器械国家工程实验室”和
“再生型生物膜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
程”，在我国硬脑膜修补市场中占有
率排第一；

产品主要集中在再生材料领域，包括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
B 型硬脑（脊）膜补片、胸普外科修补膜（P 型）、胸普外科
修补膜（B 型）、乳房补片、无菌生物护创膜等；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威高集团始建于 1988 年，下辖医用
制品、血液净化、骨科、生物科技、
药业、心内耗材、医疗商业、房地产、
金融等 9 个产业集团、50 多个子公司，
是全球品种齐全、安全可靠、值得信赖、
国内领先的医疗系统解决方案制造商；

主要产品有心内耗材、留置针及各种异型针、血液净化设备及
耗材、骨科材料、微创器械及设备、手术缝合线、牙种植体等；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昊海生物科技成立于 2007 年，是一
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及销售医用可吸
收生物材料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

产品主要包括利用天然原材料制成的医用透明质酸 / 玻璃酸钠
系列、医用几丁糖系列和医用胶原蛋白海绵系列，也生产基因
工程药物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成都迪康中科生物医学
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集生物
医学材料及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代表产品有“迪康”聚乳酸可吸收骨折内固定系统（钉、板）、
医用可吸收防粘连膜，以及可吸收聚乳酸原料等；

河北瑞诺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瑞诺医疗器械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主要从事生物可吸收材料、高分子可
吸收医疗器械、中小型医疗设备等领
域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包括可吸收系列、固定系统系列、介入材料、组织工程、
敷料类、小型医疗设备等多种系列，即将上市骨科植入钙人工
骨、可吸收结扎夹、疝气补片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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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建议
生物医用材料是保障人类健康的必需品，对于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的开发
与应用将引起传统治疗方法和模式的变革，与此同时，其发展也将成为推动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等学科进步的强大动力，并
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前由于材料科学与技术、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在分子水平上深化了材料与机体间相互作用
的认识，加之现代医学的进展和临床巨大需求的驱动，生物材料科学与产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并已处于实现意义重大的突破
的边缘——再生人体组织，有望打开无生命的材料转变为有生命组织的大门。因此，许多国家将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列为其重点研
究的领域。目前，国际上对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的重点关注领域包括：生物再生材料、人工器官、组织支架材料、新的可降解材料、
复合生物材料等。
我国人口众多，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考验，国内市场对新型生物医学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我国对新型生物医学材
料的研制与开发却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同时受困于专利及技术等的影响，高端生物医学材料还需从国外进口。因此，我国应加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化建设，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生物医学材料企业，积极开展协作创新，促进新型生物医
用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共同进步。积极落实“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组织替代、功能修复、智能调控为方向，加快 3D 生
物打印、材料表面生物功能化及改性、新一代生物材料检验评价方法等关键技术突破，重点布局可组织诱导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
程产品、新一代植介入医疗器械、人工器官等重大战略性产品。
除了重视上述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重点开展研究的热点前沿领域外及可能出重大成果的优势领域外，还应不断加大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如深入研究材料与生物体作用的机制，拓宽研究领域，鼓励在一些非热点领域的研究，如生物材料、特别是纳米生物材料
的生物安全性包括长期生物安全性等。

重视前瞻性基础研究

在发展策略方面，应注意三点：

深入开展学科交叉与合作

重视成果转化和开发应用

重视前瞻性基础研究：国际上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我国生物材料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
败之地、占领学科制高点，就必须找准学科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
深入开展学科交叉与合作：由于生物高分子学科方向具有高度交叉的特点，化学、材料背景的科研工作者要想在与国际同行的
竞争中占领本学科方向的制高点、做出具有引领作用的原创性成果，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方面要发挥自己在化学、材料的学科
优势，另一方面还必须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生物、医学、药学等学科相关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才能将其与自己的研究工作紧密联系
起来，在这几个学科的共同前沿领域开展工作。此外，还应大力加强与生物、医学、药学等学科的科研合作，特别是和生物、医学
等学科顶尖人才的合作，注重交叉领域人才的培养，在实践和应用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视野。
重视成果转化和开发应用：虽然我国生物材料的基础研究基本与世界同步，但由于生物医用材料从科研到生产，周期长，投入
大，目前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生产仍处于技术含金量低、品种少、仿制多、创新少的阶段。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生物技术研发领
域占有一席之地，就要选择我国基础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的优势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重视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强
产学研合作，加速研究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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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材料

概述
超导材料具有零电阻、抗磁性以及宏观量子效应等特殊物理性质，应用领
域非常广泛。目前研究人员发现具有超导特性的材料已有数千种，包括金属、
合金、化合物以及有机物等。但是在电工学应用领域，达到或接近实用价值的
超 导 材 料 仅 6 种， 分 别 为 NbTi、Nb3Sn、BSCCO、MgB2、ReBCO（Re
为稀土元素）和铁基超导体。其中 NbTi 和 Nb3Sn 占电工应用超导材料的
90%，BSCCO 和 MgB2 处于应用示范阶段，ReBCO 涂层超导体开始实现批
量制备。铁基超导体具有较高的上临界磁场和不可逆磁场，在强磁场应用方面
有很大的潜力。采用粉末套管法可以制备出较长的铁基超导线材，我国在此领
域具有一定优势。
在电工学领域，超导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超导电缆、超导限流器、超
导磁悬浮、医疗核磁共振成像、超导储能以及超导电机等。在电子学领域，超
导材料的应用主要以薄膜形态为主，产品主要包括超导量子干涉仪、超导滤波
器等。目前各国研究人员研发和生产的重点是 YBCO 超导材料（也可称为第二
代高温超导材料），并认为其是未来超导材料发展的主要方向。
表 - 超导材料产业链

上游

矿产资源：铌、钛、锡、钇、钡、钙、铋和锶等金属；

中游

超导材料：NbTi、Nb3Sn、MgB2、YBCO 和 BSCCO 等；

下游

超导应用产品：超导电缆、超导限流器、超导磁悬浮、
超导储能、超导电机、超导滤波器和超导量子干涉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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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 年 Stratistics MRC 公布的调查预测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超导产品市场规模为 8.2 亿美元，到 2022 年该市场
规模将扩大至 27.1 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达到 18.6%。从整条超导产业链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超导材料可占超导设
备成本的 40%-50%。从产业链盈利能力的角度来分析，超导材料的盈利能力最强，毛利率可达 50% 左右。而目前国内超导材料
主要从美国和日本进口，成本昂贵，约占超导应用产品成本的 50% 左右。
根据 2017 年 Business Wir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超导产品市场规模高达 61 亿美元，2022 年将达到 88 亿美
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约为 7.5%。在超导材料应用领域，高温超导材料的市场份额将会逐步扩大。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
2020 年低温超导材料应用市场将达到 45%，高温超导材料市场占 55%；到 2030 年低温超导材料应用市场将达到 31.3%，高温
超导材料市场占 68.7%。
超导应用设备的部分潜在市场预估见下表所示：
表 - 超导应用设备的潜在市场预估

领域

应用设备
磁分离装置

2030 年度全球市场推测（亿日元）

土壤净化

30

火力
发电厂除垢

9

磁感应加热装置

83

船用电机

858

铁道馈电线

100

SQUID 应用产品（资源勘探）

-

工业用超导电机

1638

MRI

9903

NMR

930

重离子加速器

60

电缆（城市内输电）

401

限流器

82

风力发电机（10MW 级）

661

产业 • 运输

诊断 • 医疗

能源 • 电力

合计

14755

※ 数据来源于日本新能源 • 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

国内外进展
（一）全球格局
近年来，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地积极推进高温超导材料
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突破。高温超导技术产业化的目标将日趋接近。
整体而言，我国在超导材料领域的研究进展基本与国际同步。其中，低温超导
材料、超导电子学应用以及超导电工学应用领域的研究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 NbTi 线材性能和性价比已优于发达国家，Nb3Sn 线材综合水平与发达国家相
当。而高温超导材料及其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新型功能材料

115

（二）国外进展
国外超导材料发展主要由美国和日本引领，欧洲和韩国紧随其后。尤其是在
高温超导领域，美国和日本的领先优势明显。在 BSCCO 高温超导线材领域，日
本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 Ltd.，简称 SEI）优
势较大，尤其是在 BSCCO-2223 线材的制备方面，基本处于垄断地位。YBCO
高温超导线材领域则基本呈现出日美韩互相竞争的局面，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
会社（Furukawa Electric Co., Ltd.）自 2012 年收购美国 Super Power 以后，
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愈加明显，另外，日本株式会社藤仓（Fujikura Ltd.）、美
国超导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 Corporation，简称 AMSC）、韩国
SuNAM 公司（SuNAM Co., Ltd.）在该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在 2001 年
发现的 MgB2 高温超导线材领域，日美欧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代表企业有意
大利 Columbus Superconductors SpA、美国 HyperTech 公司（HyperTech
Research Inc.），以及日本的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Hitachi, Ltd.）。
以下是国外主要领先国家的超导材料优势企业详细情况：
表 - 国外超导材料优势企业

国家

企业名称

美国超导（AMSC）

SuperconductorTechnologies
（STI）

主要产品

情况简介

BSCCO、YBCO 高 温 超 导 带 材 安 博
瑞（Amperium）®、超导电缆系统；

AMSC 成立于 1987 年，是一家领先的能
源科技公司。高温超导线材产品安博瑞 ®
可传输的电流是相同尺寸铜导线的 200 倍。
二代带材可以采用铜覆层和黄铜覆层。超
导电缆系统则主要通过用安博瑞 ® 代替传
统的铝或铜导体来实现；

ReBCO 超导线材 Conductus®、
MgB2 薄膜；

STI 自 1987 年开始研发高温超导技术，这
也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超导线材产品
Conductus® 的制备使用的是其独有的高度
精炼沉积工艺“RCE-CDR”，年产能预计
可达 750 千米 / 年。此外，STI 还拥有能够
制备高质量 MgB2 薄膜的生长工艺专利；

超导线材（MgB2、Nb3Sn），
超导线圈（Nb3Sn）；

HyperTech 成立于 2001 年，其开发了“连
续粉末装管成型工艺（CTFF）”用于制备
MgB2 超导线材；

YBCO 高温超导材料；

MetOx 采用其独有“one pass MOCVD”
（一种改良过的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法）
来制备所有缓冲层和高温超导带材的超导
层，该工艺具有成本低、沉积速率高等特点；

美国

HyperTech

MetalOxideTechnologies
（Met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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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情况简介

BSCCO 超导带材（DI-BSCCO™）、
超导磁体 / 线圈、超导电缆；

住友电工自 1986 年就开始了对高温超导的
研究，经过 20 年的研发，铋系高温超导带
材（DI-BSSCO™）已在商业范畴中应用。
住友电工是世界上第一个生产长型铋系超导
带材的公司，现在已成为全球标准；
住 友 电 工 在 Bi2223 领 域 基 本 处 于 垄 断
地位；

超导电缆、YBCO 高温超导
（2G HTS）带材；

古河电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发金属
类超导线材（低温超导），除了金属类线材
之外，还推进了氧化物超导体（高温超导）
线材方面的技术研发，时至如今，这项技术
已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2012 年 收 购 了 世 界 领 先 的 第 二 代 高 温 超
导（2G HTS） 带 材 开 发 制 造 商 Super
Power，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超导领域的全球
领先地位；

藤仓

YBCO 高 温 超 导 带 材 FYSCSCH04、FYSC-SCH12；

藤仓自 1987 年开始进行超导线材的研究，
其开发的 Y 系超导线材制备工艺“离子束辅
助沉积法（IBAD 法）”逐渐发展成为了世
界标准；

日立制作所

3T 超导 MRI 系统、1.5T 超导 MRI 系
统等；

日立制作所自 1950 年代后期开始着手超导
技术开发，现在以 MgB2 高温超导线材开发
为主；

GdBCO 高温超导带材；

SuNam 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绿色能源
材料技术风险企业，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超导
体、纳米、先进材料；

NbTi 低温超导线、Nb3Sn 低温超导线、
YBCO 高温超导带材；

布鲁克是一家高端分析仪器全球制造商，其
低 温 超 导 体 产 品（NbTi、Nb3Sn） 主 要 被
用于 MRI、NMR 和高能物理研究等领域，
高温超导体产品（YBCO 2G HTS）则主要
被用于制造新一代的小型高功率器件以及医
疗和研究领域用的强磁体；

MgB2 超导线材；

Columbus Superconductors 成 立 于 2003
年，在先进的 MgB2 技术和制备长尺寸、强通
用性、高可靠性的 MgB2 超导线材领域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2005 年，成功制备出 1600 米
长的 MgB2 带，创造了世界纪录。目前其超
导线材的年产能可达到 3000 千米 / 年；

YBCO 块材；

Evico 是意大利一家从事高温超导的材料制
造商以及技术部件和系统制造商，其提供
的 YBCO 块材采用的是改性熔融结晶工艺
（MMCP）。另外，Evico 还提供双轴织构
基带，这是低成本制备第二代高温超导带的
基础。

住友电工（SEI）

古河电工
日本

韩国

德国

SuNAM

布鲁克（Bruker）

Columbus Superconductors

意大利

Ev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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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进展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突破了实用化低温超导线材制备技术，已具备批量制备千
米级实用化 MgB2 超导线材的能力。我国第一代高温超导带材（BSCCO-2223）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关键技术指标基本达到了实用化的要求，
已经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我国已突破百米级 BSCCO-2212 超导圆型线材的
制备技术，同时我国也已经开始 BSCCO-2212 超导电缆的研制。在第二代高
温超导带材（YBCO）方面，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我国在上海
和苏州等地均以企业形式制备出了千米级的 YBCO 二代带材，而且已经有一定
量的销售和使用。
我国在超导材料领域已拥有一大批代表性企业，主要包括西部超导、英纳超
导、上海超导、上海上创超导、苏州新材料研究所、宝胜科技、海泰超导、综艺超导、
百利机械装备以及原力辰超导等。

表 - 国内超导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拥 有 国 际 一 流、 国 内 唯 一 的 NbTi、
Nb3Sn 超导线材生产线；

NbTi、Nb3Sn 低 温 超 导 线 材， 年 生 产 能 力 可 达
400 吨；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是我国首家专业从事高温超导材料及其应用
产品开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实现了从超导带
材生产设备到超导产品的完全自主化，显著
提高了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性价比；

ReBCO 高温超导带材，在 4.2K、12T 垂直场下，
临界电流可达 1000A/cm；自主设计并制造了第二
代高温超导带材成套工艺生产线；

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技术团队集聚了上海大学及国内其他领域超
导专家数十人，是集产学研一体的致力于第
二代高温超导材料及下游应用器件研发、生
产的高科技公司；

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钇钡铜氧（YBCO）；

苏州新材料研究所

苏州新材料研究所成立于 2011 年，主要从
事高温超导材料及相关电力装备的研究开发，
最终实现研究目标的产业化发展；

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 ReBCO 涂层导体；

多 种 类 型 的 BSCCO-2223 铋 系 高 温 超 导 长 导
线，也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为其定制高质量的
线材产品；高温超导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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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基本信息

产品类型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是中国电线电缆
行业唯一的国有大型控股企业；

1500 米量级 MgB2 高温超导线材的加工及热处理；

海泰超导通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海泰超导通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已经建
成了国内唯一的高温超导薄膜材料及高温超
导滤波器子系统生产线，填补了国内高温超
导弱电应用产业化的空白；

高温超导薄膜、芯片和滤波器子系统系列产品；
提供超导电路设计、超导薄膜制备到电路蚀刻、屏
蔽盒封装调试的一系列技术服务；

北京综艺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合作，
是国内一直从事高温超导薄膜研制的单位之
一，制备的钇钡铜氧（YBCO）超导薄膜达
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成功应用在自主研
发的高温超导滤波系统中；

高温超导滤波器系统；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近 70
年的发展史，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大型国有
集团公司；

220kv 超导限流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家电
网天津各庄电站正式挂网运行；

北京原力辰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原力辰超导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专门致力于高温超导器件设计、
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MCorder 系列超导带材临界电流均匀性测试系统；
可精确测量液氮温区的 ADCC 系列超导带材临界
电流角度依赖性测试系统。

北京综艺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4 日，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在上海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将增强在各类超导强电、
强磁装备领域的研发工作，充分发挥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和上海市高温超导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共同合作开发民用超导应用设备。
2017 年 12 月 15 日，江苏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省科技支撑计划“新型 1500 米量级 MgB2 高温超导材料及制备
技术研发”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组验收。宝胜成为了国内首家掌握了 1500 米量级高性能多芯 MgB2 超导线材工程化制备技术的公
司，并具备了中试生产能力。

发展趋势及建议
在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以及教育部高校的支持下，我国
在新型超导材料与基础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某些领域处于国际前沿。
在非常规超导机理方面，我国已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样品制备和测试条件。目前
我国已经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科学家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在 NbTi 和 Nb3Sn 超导材料方面，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将会逐渐扩大。
国际著名的医用磁共振成像企业均逐渐加大了超导材料在中国的采购量。此外
我国科学仪器用超导磁体发展迅速，对低温超导线材的需求量也将迅速提高。
在 MgB2 超导材料方面，随着开放式插电直冷磁共振成像装置的发展，
MgB2 导线的使用量将会获得较大发展。研发人员通过进一步研究提高材料致
密度和磁通钉扎能力，将有利于材料临界电流的提高，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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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在 BSCCO 和 YBCO 超导材料方面，BSCCO-2223 超导导线在高温电缆和限流器方面还将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会逐渐
被性能更优越的 YBCO 二代高温超导带材所取代。基于 BSCCO-2212 圆型导线的低温高磁场磁体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基于
YBCO 的超导磁体也将会逐渐出现。
在铁基超导方面，铁基超导材料实用化方面的研究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将进一步研发千米级铁基超导线材。
针对上述情况，在未来实用化超导材料的研究及应用方面，建议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第二

在超导应用材料领域设立重点专项，结合大型超导

加快超导磁体的自主化供给。在医疗领域，超导磁

应用设备，推动我国高温超导材料的研究及应用。

体仍主要依赖进口，限制了我国成套设备供应能力

围绕未来超导应用，我国应积极探索应用于液氮温

的发展。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科学装置（物性

区，或室温的超导材料。同时，我国应结合应用研

测量系统、加速器等）对超导磁体的需求正不断加强。

究的需求，努力提高超导体材料的临界电流和临界

在工业领域，超导磁体对 12 英寸硅单晶材料的制备

电流密度。

也越来越重要。

发展
建议

第四

第三

在超导薄膜以及超导电子学方面，应用研究主要

电力技术的发展应重视对超导材料的应用。超

以超导滤波器、超导量子干涉器件、超导单光子

导电缆、超导限流器以及超导储能系统都是提

器件以及多比特超导量子计算为主。其中，超导

升电网发展水平的关键技术。我国电网升级对

滤波器在国防应用的基础上，可能会在民用 5G

实用化超导材料有着巨大需求。超导电机技术

通讯领域有较大发展。

也将会从目前的几兆瓦向几十兆瓦的水平迈进，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超导电机对舰船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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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稀土永磁材料主要是指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钐钴永磁材料以及第三代的钕铁
硼永磁材料。与传统永磁材料相比，稀土永磁材料具有更加优异的综合性能，
已经成为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在军事、航空航天、新能源、
交通、医疗、电子信息等众多领域，稀土永磁材料均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目前
研发人员还未开发出可以取代稀土永磁材料的新型技术，因此稀土永磁材料还
具有很大的发展与应用潜力。稀土永磁材料的产业链如下表所示：
表 - 稀土永磁材料产业链

上游

矿产资源：钐、钕、镝、钴、铁等；

中游

稀土永磁材料：钐钴永磁材料、钕铁硼永磁材料等；

下游

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军事、航空航天、新能源、交通、医疗、电子信息等。

稀土永磁材料已经成为稀土应用领域发展最
快、规模最大的产业。烧结钕铁硼磁体又是稀土
永磁材料中应用最广，产能最高的材料。与烧结
钕铁硼磁体相比，粘结钕铁硼磁体具有加工精度
高、产品一致性好、形状复杂以及生产效率高
等特点，可重点应用于微型精密永磁电机领域。

市场比例

6%
10%

汽车
32%

13%

风电

但是，粘结钕铁硼磁体由于其磁性能较低，应用
领域远小于烧结钕铁硼磁体，产业规模较小。粘
结钕铁硼磁体的产量尚不及烧结钕铁硼磁体的

工业自动化

15%

24%

10%。在全球范围内，热压（热变形）钕铁硼磁

消费电子
家电

体的制备技术以及装备技术的研究已有数年，但
产业化进程缓慢。以下为 2017 年钕铁硼永磁材
料的市场应用比例分布图：

图 -2017 年钕铁硼永磁材料主要应用领域分布

节能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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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科技强国高度重视新型稀土磁性材料的研究、开发与生产。从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钕铁硼磁体
发现以来，科研人员便一直对更高性能的稀土永磁材料进行探索研究。在新型永磁材料的研发过程中，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发现了
一种具有应用潜力的化合物钐铁氮。但就整体而言，综合性能较钕铁硼磁体更好的新型材料体系仍有待开发。

国内外进展
（一）全球格局
近年来，受较高生产成本和较低磁材价格的双重国际环境影响，发达国家的磁材生产企业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产业调整。许多
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磁材生产企业纷纷向中国转移。全球稀土永磁材料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美国、日本与欧盟
等发达国家的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发展基本止步，但受中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的影响，全球稀土永磁材料，尤其是钕铁硼永磁材料产
业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趋势。
在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下，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钕铁硼永磁材料产业。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销售钕铁硼永磁材料
最多的国家，年产销量超过 11 万吨，约占全球市场的 80%-90%。据相关报告预测，未来 5 年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仍将保持 10%
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然而，目前我国稀土永磁产业面临着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现状。

11 万吨
我国钕铁硼永磁材料年产销量超过 11 万吨，约
占全球市场的 80%-90%

10 %
据相关报告预测，未来 5 年我国稀土永磁材
料仍将保持 10% 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

（二）国外进展
整体而言，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稀土永磁材料产业的发展止步不前。日本钕铁硼磁体的产业规
模基本处于维持的状态。在烧结钕铁硼生产领域，日本一直占据稀土永磁材料的技术制高点，也是除我国以外，全球最大的供应
商。日本最主要的烧结钕铁硼生产企业包括日立金属、TDK 以及信越化学。美国烧结钕铁硼磁体生产线基本处于关停的状态。
随着日本日立金属和美国麦格昆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所拥有的大部分钕铁硼成分专利的到期（截止至 2014 年 7 月均已到期），
使得这些国际厂商不得不面对国内企业的正面冲击，加之我国拥有充足的稀土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境外厂商开始纷纷
在国内寻求合作或建立生产基地。欧盟仅剩德国 VAC 公司等少数几家钕铁硼磁体生产企业。
随着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节能家电、节能电梯、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的稳步发展，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的市场
将愈发扩大。国外厂商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以及先进的设备、制造工艺，将继续在高端稀土永磁材料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为了避
免对 Pr、Nd、Dy、Tb 等稀缺稀土元素的依赖，一些新配方（SmFeN 永磁材料）、新工艺（结晶扩散、晶粒细化、热压 / 热变
形技术）成为国外厂商的开发重点，同时继续通过新的专利申请维持其在行业内的技术垄断地位。
以下是国外稀土磁性材料领域优势企业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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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稀土永磁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工艺

产品类型

日立金属株式会社

日立金属株式会社成立于
1956 年，是世界顶级的钕铁
硼磁体制造商，掌握多项全球
最先进的钕铁硼制造技术；

烧结、粘结

烧结钕铁硼磁体、超高密度粘结磁体、添加
La、Co 成分的铁氧体磁体；

TDK 株式会社

TDK 株式会社成立于 1935 年，
公司从 1950 年代开始研发磁
性材料，并致力于开发不含重
稀土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烧结

不含 Dy 的烧结钕铁硼磁体；La、Co 添加
的铁氧体磁体；

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成立于
1926 年，在日本福井县设立磁
性材料研究所，能够生产完整
系列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

烧结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

大同电子株式会社

大同电子株式会社成立于
1990 年，主要从事粘结稀土
磁性材料、钕铁硼各向异性辐
射环的生产、销售，拥有麦格
昆磁的专利授权；

粘结、热压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成立于
1950 年，在磁性材料领域有
着 30 余年的研发经验，目前
主要生产新型稀土磁性材料；

粘结

VACUUMSCHMELZE GmbH & Co

德国 VAC 历史可追溯到 1914
年，作为欧洲第一大磁性材料
生产厂商，其产品涉及从软磁
到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

烧结、粘结

钕铁硼粘结、烧结磁体；钐钴烧结磁体；

麦格昆磁

麦格昆磁为美国钼业公司的子
公司，是全球粘结钕铁硼磁性
材料研发及制造领域的领军企
业，在新加坡设有研发中心；

粘结、热压

超过 30 种的粘结钕铁硼磁粉产品；MQP™
系列不含 Dy 粘结磁粉；MQ3 热变形磁体。

各向同性钕铁硼粘结磁体；各向同性
SmFeN 粘结磁体；各向异性钕铁硼辐射环；

SmFeN 粘结磁粉；

2017 年 6 月 22 日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宣布，拟将位于越南的信越磁性材料越南公司（以下称作 SMMV 公司）的生产能力
提升一倍。SMMV 公司此次扩产后其生产能力将达到 2200 吨 / 年。与此同时，还将实现从原料提炼到成型烧结的一体化生产流程。
此次生产能力扩增为第 2 期工程，旨在应对以汽车用途为主的需求增长。
2017 年 11 月 28 日，日本日立金属株式会社与日本三德株式会社签订基本协议，通过收购三德公司的股权使其成为日立金属
的子公司。本次日立金属收购的三德公司在中国有两家稀土相关的合资公司：五矿三德（赣州）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包头三德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并绝对控股。此番成功收购三德后，日立金属将拥有在中国本土生产稀土金属、储氢合金粉、钕铁硼磁性材料等产
品的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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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进展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储量和产量，因此，我国具有生产稀土永磁材料
得天独厚的优势。据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统计，2016 年我国生产的稀土永磁体毛
坯达 14 万吨，其中出口 2.69 万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稀土永磁材料产业成
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地位和较大影响力的产业之一。但是，
2016 年全球钕铁硼产量为 13.28 万吨，其中我国钕铁硼产量为 11.28 万吨，占
比 84.94%，而我国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产量仅占全球高性能钕铁硼产量的
55% 左右，说明我国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中、低端产品占比较高，这也是今后我
国产业升级需要改进的方向。
伴随产业发展，我国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汇聚了一批有资源优势、有特色技
术、有产业规模的企业，主要包括：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韵
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研稀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永磁集团、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金鸡强
磁股份有限公司、天和磁材、烟台首钢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永久磁业有
限公司、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源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除
此之外，2017 年 4 月，日本日立金属株式会社和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日立金属三环磁材（南通）有限公司，以日本企业为代
表的稀土磁性材料相关企业正在通过合资的形式加入中国市场。

14 万吨

13.28 万吨

2016 年我国生产的稀土永磁体毛坯达
14 万吨，其中出口 2.69 万吨

2016 年全球钕铁硼产量为 13.28 万
吨

84.94 %
我国钕铁硼产量为 11.28 万吨，占比 84.94%，而我国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
产量仅占全球高性能钕铁硼产量的 5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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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内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主要企业

名称

基本信息

工艺

产品类型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85 年，是全球第二
大钕铁硼永磁材料供应商；

烧结、粘结

低、中、高档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粘结钕
铁硼磁体，全球最大 HDD 用粘结钕铁硼磁
体供应商；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以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为主要发起单位而成
立的高科技公司；

烧结

钕铁硼永磁材料，具备年产 4000 吨以上中
高档烧结钕铁硼磁体毛坯的能力；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1 年，主要从事稀土及
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拥有从稀
土矿山到稀土功能材料的完整产
业链；

烧结、粘结

钐钴磁粉、粘结钕铁硼磁粉、烧结钕铁硼；

杭州永磁集团

杭州永磁集团成立于 1980 年，
主要生产铝镍钴永磁、钐钴永磁、
钕铁硼永磁；

烧结、粘结

铝镍钴永磁年产 1500 吨，占全球 40% 产能；
钕铁硼永磁 2000 吨；钐钴永磁 1000 吨；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从 1995
年开始稀土永磁材料的研发制
造，是国内主要的稀土永磁材料
制造商之一；

烧结、粘结

烧结、粘结钕铁硼、磁组件，年产磁性料
坯 8000 吨；伺服电机用低磁偏角磁体 FF3029 被评为国家重点新品；

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磁性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烧结、粘结

低、中、高档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粘结钕
铁硼磁体。年产能 6500 吨，产品在国内市
场处于领先地位；

烟台首钢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首钢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2008 年与日
本安川电机株式会社合资，批量
生产高性能烧结钕铁硼产品；

烧结

高性能、一致性好的烧结钕铁硼永磁产品，
年产 6400 吨；

天和磁材

天和磁材创建于 1988 年，是集
完整产业链、自主设备创新、先
进生产工艺于一体的高性能永磁
材料生产企业；

烧结

烧结钕铁硼、烧结钐钴，产能逾 10000 吨；

宁波金鸡强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鸡强磁股份有限公司创建
于 1998 年，致力于生产高品质
钕铁硼永磁材料，于 2013 年取
得日立金属的专利授权，同时也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现热压钕铁
硼产业化的企业；

烧结、热压

年产 4000 吨烧结钕铁硼磁性材料；热压钕
铁硼材料；辐射环；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1993 年，主要从事粘结、热
压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的生产，
其粘结钕铁硼磁体市场占有率名
列前茅；

粘结、烧结、热压

粘结钕铁硼磁体、热压钕铁硼磁体、烧结钐
钴磁体；

新型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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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是拥有稀土永
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的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

烧结、粘结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专业生产中高端钕铁
硼永磁材料，其产品外销占比约
80%；

烧结

中高端钕铁硼磁性材料，年产 5000 吨；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拥有世
界最大的稀土金属钕（镨钕）生
产线，主要生产优质钕铁硼速凝
薄带合金以及烧结钕铁硼磁体；

烧结

年产 15000 吨优质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产品
及年产 3000 吨烧结钕铁硼磁体；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凭借自主知识
产权的 ZHOFP 工艺，在高性
能烧结钕铁硼的生产和研发方面
居国内领先地位；

烧结

高端烧结钕铁硼磁体、辐射环；

北京恒源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恒源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1 年，是国内唯一的新
型稀土永磁材料各向异性钐铁氮
磁粉及其粘结磁体的制造商；

粘结

各向异性钐铁氮磁粉及其粘结磁体。

烧结钕铁硼、粘结钕铁硼、烧结钐钴磁体；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稀土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稀土永磁材料防腐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成果鉴定会。项目整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基于物理气相沉积技术制备的磁体表面防腐涂层”性能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在稀
土永磁材料防腐技术上有了新突破，同时多家机构共同参与也体现了稀土永磁行业产学研协同发展的良性态势。

发展趋势及建议
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尤其是汽车、新能源以及医疗设备等重点行业
的快速发展，稀土永磁材料的应用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汽车领域，受能
源与环境的综合影响，混合动力汽车与电动汽车成为主要的研发方向。应用于
混合动力汽车的永磁同步电机，每台约需要烧结钕铁硼磁体 2-3 千克。在医疗
设备领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行业对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总需求量将会
急剧提高。磁共振成像设备对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量也非常高，每台核磁共振
仪约需钕铁硼磁体 3-5 吨。在新能源领域，风电是全球重点发展的绿色能源之
一。在风力发电产品中，稀土永磁风力发电机又是最具发展前景的设备，每台
1 兆瓦级永磁风力发电机约需钕铁硼磁体 0.6-1.5 吨。综上所述，未来全球钕
铁硼磁体的总需求量将稳步提高。
当前，以稀土资源平衡利用为导向的稀土永磁材料及其产业化技术研发是
目前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其中轻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重稀土资源的高质化利
用是技术发展趋势。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仍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稀土永磁产品的生产技术、装备、研究水平以及产品的种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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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及改善，并逐步接近世界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在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以及技术科研优势的带动下，
我国已确定成为世界稀土永磁材料的生产和应用的发展中心。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目前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产品的性能与国外
发达国家仍具有一定差距，产业发展模式不完善，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产学研推动的创新
机制，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间的合作研发；实现技术研发产业化。加快关键设备的开发，使我国在真空快淬炉、自动压
机、连续烧结炉等关键设备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高性能磁体关键技术的突破，提升我国稀土永磁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国
际市场竞争力。
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稀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价值将进一步提升。结合“十三五”规划以
及《中国制造 2025》的总体部署，对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措施：

我国应重点推进稀土永磁材料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建立规

我国应注重提高稀土永磁材料生产装备的整体水平，开发具有

模优势，最终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竞争力的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科研人员在攻关过程中应重点关注

企业。稀土永磁材料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应注意优化

以下几个方面：开发高品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化制备及
应用技术；开发高磁能积、高矫顽力、高稳定性的低钕 /

产品结构。目前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低端产品过剩，

低重稀土的永磁材料，
推动高丰度稀土元素的应用；

而中高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因此，

提高关键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技术，

我国要推动企业转型，提高产品档次。

有效提高工艺水平与生产效率；重视知
识产权战略与专利保护问题的研究。

积极推进稀土及其产品，
特别是以稀土永磁为代表
的高端产品的各类标准的

建议
措施

我国应重点推动稀土永磁
材料在汽车、新能源以及

制 / 修定和推广，大力支持

医疗设备等高端应用领域的

国内企业及相关研究单位组

发展。钕铁硼磁体不仅需要

织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使

具有高矫顽力、高温稳定性，

我国在国际稀土材料领域占据

而且还需要材料具有良好的

主导地位。

加工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作为稀土资源大国和稀土金属原材料的重要
供应国，我国应在稀土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特别
是 La、Ce 等高丰度轻稀土），以及稀土二次资源（包
括工业固废和城市矿产）的绿色回收和高值化再利用等方面加
大对技术和装备研发的投入，使我国的稀土资源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

PART FIVE
材料基因工程
◎ 材料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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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基因工程

概述
材料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和先导，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驱动力，更是体现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关键标志之一。然而，材料从
研发到投入市场的时间跨度极长，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材料研发长期过度依赖科学直觉与“试错”式的实验经验积累，制备过程漫
长且充满变数。为满足当前资源、能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对新材料的迫切需求，颠覆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方式、提高材料从发现
到应用的速度、降低材料研发成本成为全球各国共同的追求。
材料基因工程是近年来兴起的材料研究新理念和新方法，是材料科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命与飞跃，是当今世界材料科学与工
程领域的最前沿。材料基因工程的实质是通过融合高通量材料计算设计、高通量材料实验和材料数据库三大组成要素，构建材
料设计研发的协同创新网络，加速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的全过程。美国于 2011 年 6 月宣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简称 MGI）”，掀起了全球材料基因工程的发展热潮，欧盟、日本等国家纷纷开始在材料基因组领域展开
行动。欧盟相继推出“加速冶金学（ACCMET）”计划、“2012-2022 欧洲冶金复兴计划”，以及“新材料发现（NoMaD）”
项目来推进材料基因工程的发展。日本也先后制定推行了“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SIP）/ 革新性结构材料”项目、《科学技术
创新综合战略 2015》、“信息集成型物质 • 材料开发计划（MI2I）”、“超先端材料超高速开发基础技术项目”等来支持材料
基因工程的开发。韩国方面则宣布启动“创新材料发现项目（Creative Materials Discovery Project）”，加入了材料基因组
的竞争行列。我国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召开了以“材料科学系统工程”为主题的会议，启动了“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
平台”重大专项，努力发展中国版的 MGI，从 2016 年开始召开“材料基因工程高层论坛”，传播材料基因工程的思想和理念，
推广材料基因工程的应用。

国内外进展
（一）国外进展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为了振兴“美国制造”，加速美国新材料的发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签署法令，
启动了“服务于全球竞争力的材料基因组计划”，即“材料基因组计划（MGI）”。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设计高通量材料计算方法、
进行高通量实验制备以及搭建专用数据化资料库，利用三大技术的相互融合，实现提速先进材料的发现、开发、制造与应用，研发
成本降低一半的宏伟目标。2014 年 12 月，美国将 MGI 提升至国家战略计划，并提出四大关键目标。截至 2017 年，MGI 已运行
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间，美国能源部（DOE）、国防部（DOD）、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以
及美国宇航局（NASA）等联邦机构在研发资源与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支持 MGI。MGI 现已从少数联邦机构牵头参与，发展为全
美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广泛参与的国家项目，共同致力于先进材料领域的发展。

材料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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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材料基因工程的领军国家，美国现在国内建立了多个设计实验中心与数据库，以支撑 MGI 计划的顺利进行，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 美国主要 MGI 设计实验中心与数据库

分类

名称

描述

政府支持
商务部（以及
NIST）

分层材料设计中心
（CHiMaD）

开发新的计算工具、数
据库与实验技术，从而
加速分层材料的研发与
商业化进程；

极端动态环境材料
实验室（CMEDE）

对极端动态环境下应用
的材料进行设计、优化
与组装制造；

加州理工大学、特拉华大
学、普渡大学、华盛顿州
立大学等

DOD

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工
业视角；

宾州大学、波音
（Boeing）、Carpenter
科技公司、湾流公司
（Gulfstream）、美敦
力公司（Medtronic）、
美国军方

NSF

极端环境材料百万兆
超算合作研究中心
（ExMatEx）

通过整合算法、软硬件
资源，为极端环境材料
的建模设计搭建起模拟
架构；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
室、劳伦斯利福摩尔国
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
研究室、桑迪亚国家实
验室、斯坦福大学、加
州理工大学

DOE

材料项目
（Materials Project）

有超过 60 万种材料及
结构信息，重点支持燃
料电池、光伏、热电材
料的研发；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DOE

-

NIST 数据接口
（NIST DataGateway）

为众多不同学科提供多
种材料和物质的性质数
据；

材料数据库（MatDB）

为可再生能源材料如光
电材料、催化剂、热电
材料等提供相应的计算
材料数据；

设计研究中心
材料设计计算中心
（CCMD）

数据库

参与机构
西北大学、芝加哥大
学、阿贡国家实验室、
QuesTec、先进微电
子（ASM）、费耶特
维尔大学

NIST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

-

材料与工艺技术信息系统
（MAPTIS）

提供用于航空航天的金
属、非金属材料的物理、
机械以及环境性能数据；

NASA

-

分子空间数据库
（Molecular Space）

提供超过 230 万种基于
密度泛函理论（DFT）
的元素组合数据；

哈佛大学

-

开放量子材料数据库
（OQMD）

提供超过 47500 种基于
密度泛函理论（DFT）
计算的材料的热力学和
结构的数据库；

西北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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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国 MGI 激励，欧盟以高性能合金材料、纳米材料以及集合态材料需求为指引，
开展了一系列和材料基因组类似的科研计划。各国政府、研发机构以及企业在欧盟各大
项目的机制下通力合作，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在特种合金材料上有所突破。2011
年美国推出 MGI 后，欧盟也迅速启动了在第七框架计划下的“加速冶金学（ACCMET）”
计划，该项目跨度 5 年，有 33 家科研机构参与，共投入 1225 万欧元。该项目创新性
地利用组合原理对合金进行合成和表征，将材料制造和高通量实验两个技术联合起来，
实现对新材料的开发和优化的加速。在此基础上，欧盟继续推出总投资超过 20 亿欧元
的“2012-2022 欧洲冶金复兴计划”，对数以万计的合金成分进行自动化筛选、优化
以及数据积累，以加速发现与应用高性能合金以及新一代先进材料。现已有近 300 家企
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参与，同时该计划还将与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进
行战略合作。在数据库建设方面，2013 年起欧盟在“地平线 2020”项目中推进了“新
材料发现（NoMaD）”项目，并于 2015 年 11 月开发了材料百科全书和大数据分析工
具，由 NoMaD 开发和维护的知识库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材料科学知识库。瑞士也
独立建立了自己的 MARVEL 数据库，利用材料信息平台以及高通量的量子计算来加速
新材料的研发进度。
日本在材料基因组领域也不甘落后，制定了多项国家级科技创新战略和计划来支持
材料基因组的发展。日本早在 2014 年推进的“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SIP）/ 革新性结
构材料”开发项目中便提出要进行“材料集成（material integration）”相关技术的开发，
具体为利用计算机科学、数据库、材料信息学等方法大幅缩短材料开发周期，重点加快
航空器用树脂 •CFRP、高温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等结构材料的开发速度。2015 年 6
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5》，宣布将开始研发“集成型材料
开发系统”，借助日本在材料数据方面的优势，开发领先于市场需求的革新性材料、缩
短材料研发周期、加速产品应用，以强化日本材料产业竞争力。紧接着在 2015 年 7 月，
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主导的“信息集成型物质 • 材料开发计划”（“Materials
research by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itiative：MI2I）正式启动。该计划以日本物质 •
材料研究机构（NIMS，拥有全球最大的材料数据库“MatNavi”）为核心，共有 14 所
大学、7 所研究机构，以及包括丰田、日立、新日铁住金、东丽等在内的 17 家企业参与。
MI2I 将进行数据库构建、机器学习、统计分析、模拟等工具的开发，并通过以上工具的
集成，来探索研发蓄电池材料、磁性材料、热传导控制 • 热电材料等，该计划仅在 2017
年一年内就收获成果 30 项。2016 年，由日本新能源 • 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
主导的“超先端材料超高速开发基础技术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的研发周期为 6 年，
其中 2017 年投入预算 24 亿日元。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多尺度模拟等计算科学进
行有机类功能材料的开发，以巩固加强日本在功能材料领域的产业竞争力。
韩国方面也于 2015 年推出长达十年期、总投资额 3000 亿韩元的“创新材料发现
项目（Creative Materials Discovery Project）”，通过将计算材料科学工程、组合实验、
材料信息学三者整合一起，来减少新材料的研发周期和成本。此外，韩国科学技术研究
所（KIST）于 2016 年建立了“先进研究材料信息数据库（MIDAS）”，用于推进本
国的材料研发。

材料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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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进展
面对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材料基因组领域的大力支持，我国深刻
意识到了材料基因组对材料科技工业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属于我国的材料基因组
计划的紧迫性。在美国宣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MGI）”约半年后，在中国
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推动下，79 名科学家在北京召开了以“材料科学系统工程”
为主题的 S14 特别香山科学会议。2012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工程院正式启动了《材
料科学系统工程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随后中国科
学院也启动了材料基因咨询项目。
2016 年，科技部启动了“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大专项，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构建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制备与表征和专用数据库等三大示
范平台；研发多尺度集成化高通量计算方法与计算软件、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
高通量表征与服役行为评价技术，以及面向材料基因工程的材料大数据技术等四
大关键技术；在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催化材料和特种合金
等支撑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典型材料上开展应用示范。专项共部署 40
个重点研究任务，实施周期为 5 年。
2016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发展
变革性的材料研发与绿色制造新技术，重点包括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
台。2017 年 4 月，科技部印发了《“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提出要重点发展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构建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实
验和专用数据库三大平台，研发多层次跨尺度设计、高通量制备、高通量表征与
服役评价、材料大数据四大关键技术，实现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研发成本
降低一半的目标。
在国家政策与经费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纷纷开始
在材料基因组领域发力。从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
与支撑平台”拟立项项目（具体项目见下表）来看，目前我国材料基因工程研究
仍然以高校为主，科研机构为辅，企业参与较少。2017 年 10 月，科技部发布了“材
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预计将会有更多的
高校、研究院所以及企业加入材料基因工程研发行列，为我国的材料基因组发展
加油助力。

132

表 -“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点专项主要参与单位

分类

单位名称

主要牵头项目

立项年度

中央财政经费（万元）

项目实施周期（年）

高通量并发式材料计算算法
和软件

2017

1725

4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传统制
备加工工艺优化原理与方法

2017

1840

4

轻质高强镁合金集成计算与
制备

2016

2000

4

基于同步辐射光源和先进中
子源的高通量材料表征技术
与装置

2017

1818

4

基于理性设计的高端装备制
造业用特殊钢研发

2017

1816

4

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和
材料大数据技术

2016

2100

4

材料环境失效过程的高通量
计算模拟与高通量实验技术

2017

1811

4

基于高通量实验和计算的材
料结构 - 性能数据采集与
数据库融合技术

2017

1685

3.5

新型钴基和铌硅基高温合金
高通量设计 / 制备集成与示范

2017

1794

4

上海大学

跨尺度高通量自动流程功能
材料集成计算算法和软件

2017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通量自动流程材料集成计
算算法与软件及其在先进存
储材料中的应用

2017

*

-

浙江大学

血管支架材料的构效关系及
高通量制备与评价技术

2017

1801

4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组织诱
导性骨和软骨修复材料研制

2016

2000

5

基于高通量筛选的抗肿瘤 /
组织再生性材料研制

2017

1772

4

南京大学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高性能
稀土磁制冷材料研究

2017

1769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非连续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
高通量制备研发和示范应用

2017

1553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先进核燃料包壳的材料基因
组多尺度软件设计开发和应
用示范

2016

2200

5

中南大学

高通量块体材料制备新方
法、新技术与新装备

2016

2600

5

重庆大学

先进材料多维多尺度高通量
表征技术

2016

2600

5

北京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

基于材料基因组技术的全固
态锂电池及关键材料研发

2016

2100

4

高效催化材料的高通量预
测、制备和应用

2016

1900

4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大学

四川大学

吉林大学

材料基因工程

分类

科研
机构

单位名称

主要牵头项目

立项年度

中央财政经费（万元）

项目实施周期（年）

北京计算科学
研究中心

环境友好型高稳定性太阳
能电池的材料设计与器件
研究

2016

1800

4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新型核燃料和核结构材料
的高通量设计、制备、表
征及服役性能评价

2017

1502

4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

多场耦合条件下金属结构
材料损伤演化行为的跨尺
度关联评价

2017

1712

4

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航空用先进钛基合金集成
计算设计与制备

2016

2000

4

低维组合材料芯片高通量
制备及快速筛选关键技术
与装备

2016

2600

5

陶瓷基复合材料的高通量
模拟计算、制备研发及示
范应用

2017

1550

3.5

中国科学院福
建物质结构研
究所

基于高通量结构设计的
稀土光功能材料研制

2016

2100

4

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高丰
度稀土永磁材料研究

2016

2000

4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材料研究
院

新型镍基高温合金组合设
计与全流程集成制备

2016

2000

4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基础
技术研究院

先进高分子基复合材料高
通量制备研发及其在新一
代飞机上的示范应用

2017

1520

4

苏州热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

核电关键材料服役行为的
高通量评价与预测技术

2017

1772

4

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

绿色高效化工催化新材料
的高通量开发和应用

2017

1735

4

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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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注：标 * 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另外在材料数据库方面，我国目前已拥有了“国家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这是我国材料数据共享的核心平台，集合了分布在
全国各地的 30 余家科研单位的海量数据资源，整合各类材料科学数据已达六十多万项。在“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
重点专项中，也有正在进行中的“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和材料大数据技术”项目。这些都正在为我国的材料基因工程发展提供
了雄厚的材料科学数据资源共享服务与应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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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议
材料基因组技术是在计算材料科学、高通量实验表征与测试、数据库与数
据挖掘技术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新材料研发模式提出的全新变革，是材料科学
研究与新材料研发在新时期的重要突破与创新，是解决国计民生与国防工业中
关键技术材料瓶颈的重要途径。材料基因组的顺利发展将有利于我国实现新材
料领域的超常规发展，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支撑我国制造业的战略转型。
然而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材料基因组领域还存在很多不足，
例如数据库不健全、计算软件落后、专业人才匮乏、企业参与度不高等，这些
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材料基因工程的发展。据此，为我国的材料基因工程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1

2

政策上积极推进我国材料基

加紧自主研发满足材料基因

因工程研发，并通过国家级

组高通量计算要求的关键计

项目有导向性地调动高校、

算软件；

研发机构、企业的参与度，
尤其是企业，同时注重引导
产官学研的合作；

7
尽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下
的资源、数据共享的规章

发展
建议

3
建立大规模、一体化材料数
据库，并积极参与国际数据
库的建设与标准制定，协调

制度和法律条文，为材料

中外材料数据标准的差异与

基因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保

格式的转换；

驾护航。

6

4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加强

在涉及核心材料（例如国家

材料基因组相关技术交流

安全相关材料、工业发展关

与利用；

5
加快培养材料基因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

键材料）的原有专项中，加
入材料基因工程的研究内
容，利用材料基因组的新理
念、新方法，更快更好地完
成专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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