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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能做什么! 长期以来"秸秆综合利用一直

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秸秆焚烧不仅造成大范围的空气污

染"还浪费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近年来"$新材料之王%

石墨烯的神奇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在不断颠覆我们对

改造世界能力的认知& 那么"是否能将$废料%秸秆变身

$身价百倍%的石墨烯!作为全球首家以生物质为原料制

备石墨烯的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生物质石

墨烯%的研究应用领域又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导电纤

维"它将对可穿戴智能服饰)纺织类
!"#

)人体监测)生

物医疗纺织品等商业化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

义#

截至目前"圣泉集团以生物质石墨烯为基础研发涉

及的板块包括生物质石墨烯的散热板) 高强高模纤维)

医疗防护用品)电池材料)地暖)石墨烯太阳能光电转换

和内暖纤维)内暖绒)内暖烯孔增温助眠新材料等多个

领域上百个功能衍生产品" 开启了一个 *生物质石墨

烯
$

%的全新商业时代&

从秸秆中生出石墨烯

*不同的生产工艺和方法所生产出来的石墨烯是不

同的"它将应用到不同的领域"随着技术工艺的不断调

整和完善" 石墨烯未知的应用领域和商业价值无法想

像&%近期"圣泉集团董事长唐一林在接受+中国纺织报,

记者采访时畅谈这一前沿新材料的*神奇%与*愿景%&

早在
%&

年前"圣泉就开始专注于各类植物秸秆的

研究)开发与综合利用"从玉米芯)玉米秸秆)棉花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提取糠醛"再以糠醛为基础原料深加工生

产呋喃树脂) 聚四氢呋喃等生物质化工产品和热电)乙

醇等生物质能源产品& 多年的超常规发展"圣泉已成为

全球最大呋喃树脂产销基地和亚洲最大高档酚醛树脂

生产基地"其酚醛树脂深加工的酚醛空心微球还应用到

神舟飞船保温材料&

'&()

年" 与黑龙江大学研究团队的成功合作让

*基团配位组装法%工艺制备的生物质石墨烯宣告成功"

在全球首创了以生物质为原料制备石墨烯的先河"并通

过公司科研团队在原料)工艺流程)后处理精制等过程

上的不断优化和创新"解决了石墨烯改性和分散这两大

世界性难题"使生物质石墨烯具有了更加优异的性能&

从
(*

吨玉米芯中提取生产
(

吨石墨烯"其产品包

括粉末状石墨烯和液体状态的石墨烯"而且 *性能堪与

以石墨为原料生产的同类产品媲美%&目前"圣泉已建成

全球首条年产
(&&

吨的石墨烯生产线"同时开发出包括

服装)电热板等多种加入石墨烯成分的民用消费产品&

好产品多到做不过来

据唐一林介绍"公司以石墨烯为原材料创造性研发

出了内暖纤维)内暖绒)内暖烯孔新材料等三大系列上

百个产品"系列产品兼具抗菌抑菌)低温远红外)改善微

循环)祛湿透气等显著性能"此外"圣泉全面布局加热材

料)碳晶散热板)太阳能)防腐材料)超级电容等工业品

领域"谋求更大市场发展&

*我们首先考虑将石墨烯应用于和大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领域" 在纤维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重大突

破& % 唐一林告诉记者"公司与青岛大学科研团队合作

研发了生物质石墨烯粘胶纤维纺丝技术-与东华大学联

合开发了生物质石墨烯涤纶)锦纶纤维制备工艺-与泰

和新材)金山石化等研发石墨烯腈纶复合纤维&

石墨烯内暖新材料具有抗菌抑菌)吸湿速干)天然

防静电)低温远红外等优异的性能&数据显示"在同等光

源情况下添加少量石墨烯的纤维面料可迅速升温
%!+

*!

" 在常温下远红外的发生率大大高于国家标准达到

,'-

&此外"石墨烯内暖智能纤维所具备的导电功能"将

来能使服装具备调温)变色)监控和形状记忆的性能&

目前"圣泉在济南)大连)四川)新疆等地
'&

余家体

验店相继落成"爱慕)猫人)都市丽人)伊藤忠等多家纤

维厂家和知名品牌也均与圣泉达成合作协议&

生物质石墨烯与纤维纺织制品的成功复合应用"打

开了生物质石墨烯大规模商品化应用的一扇天窗& *石

墨烯的应用价值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待于我们不断的深

入研究"其最大的核心价值在于下游应用的持续开发&%

唐一林表示&

*太多赚钱的好产品在手上"我实在是做不过来& %

有人发愁没有好项目"可好项目太多做不过来居然也成

为令人苦恼的一件事& 在采访中"唐一林经常挂在嘴边

最多的三个字就是*不得了.%/按唐一林的布局设想"石

墨烯内暖新材料光应用到家居服饰和作为睡袋)保暖衣

的填充物就有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基于石墨烯分散复合

技术制备的聚乙烯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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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纤维"

"./

纤维具有极高的

理论强度和模量"在高性能纤维制备研究领域具有很大

潜力& 比如在混凝土增强纤维)船只作业缆绳)防弹材

料)耐磨特种服装)智能加热服饰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与石墨烯材料的快速发展相比"产品标准的缺失成

为企业欣喜之余的困扰"业内急切呼吁石墨烯产品的国

家标准的出台&

本报讯 近日" 美国
"0123456

品牌发布了为日本服

装品牌提顿兄弟研发的新一代
"0123456 75089511

防水透

气面料"这种面料具有柔软舒展的特性以及前所未有的

透气性"将主要应用于户外服装&

"0123456

品牌面料与新型的
75089511

织物相结合可

以实现不同的性能特点"基于各自的性能"生产出更加

透气)有弹性)柔软且高度耐用的
75089511

面料主打产

品&研发过程中"

"0123456

品牌专门为提顿兄弟成立了开

发团队" 开发出更加柔软的
:&;(<&

机械拉伸尼龙编织

织物"使得服装满足身体机动性"将悬垂平衡伸展性与

高耐久性结合到
75089511

织物中"并与非常耐磨耐用的

8=>>15?

尼龙编织在一起"用在夹克肩部和腰部&面料搭

配专有的细针距使针织内部保持柔软有弹性"并且与传

统经编面料的防水衬里相比"显得更不易抽丝&

"0123456

品牌全球产品经理彼得2洛伊德表示"与市

场中其他弹性防水织物相比"

75089511

的透气性更好"这

次设计出的
75089511

新针织款式更具市场竞争力"是集

柔软)透气)舒适于一体的产品3 !张弛"

本报讯
(

月
'%

日"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中国制造
'&'*

,"引导*十三五%期间新材料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财政部联合制定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0以下简称

+指南,1&其中"+指南,对于石墨烯)纳米材料)增材制

造材料)超导材料等
)

大前沿材料提出了重点任务要

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

球新材料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新材料

与信息)能源)生物等高技术加速融合"大数据)数字

仿真等技术在新材料研发设计中作用不断突出"*互

联网
$

%)材料基因组计划)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模式

蓬勃兴起"新材料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国际市场竞争

将日趋激烈& 未来五年" 是国家实施 +中国制造

'&'*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和高技

术船舶)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为新材料产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对新材料质量性能)保

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指南,提出"到
'&'&

年"新材料产业规模化)集

聚化发展态势基本形成"突破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先

进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技术装备制约"在碳纤维复合材

料等领域实现
:&

种以上重点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

建成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工艺装备

保障体系& 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材料标准体系"形成多

部门共同推进)国家与地方协调发展的新材料产业发

展格局"具有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企业&

+指南,提出了
%

大发展方向"包括先进基础材

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指南,还提出了重点

任务"包括突破重点应用领域急需的新材料-布局一

批前沿新材料-化新材料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加

快重点新材料初期市场培育-突破关键工艺与专用装

备制约-完善新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实施*互联网
$

%新

材料行动-培育优势企业与人才团队-促进新材料产

业特色集聚发展&

+指南,制定了相关保障措施"包括创新组织协调

机制)优化行业管理服务)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推进军

民融合发展)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 其中在推进军民

融合发展方面"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军用新

材料的研制与生产" 鼓励优势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

产&研究制定新材料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广

激励机制"推进军用关键材料技术水平和产业能力提

升& 发挥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军用技术转民

用推广目录)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作用"向具

备资质的单位及时发布新材料需求信息"向军工用户

单位推荐民口单位的新材料和新技术"推动新材料领

域军民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军工单位和民口配套单位

现有装备和技术能力"加大对新材料军转民的支持力

度"促进军用材料技术在民用领域的推广应用&

!宗文"

日常防护涉及多领域 国防军工亦有大作为

生物质石墨烯试水防护产业
!

陶璐璐

新材料指南聚焦四大前沿材料

突破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和微纳结

构测量表征等共性关键技术" 开发大型石

墨烯薄膜制备设备及石墨烯材料专用计

量)检测仪器"实现对石墨烯层数)尺寸等关

键参数的有效控制& 围绕防腐涂料)复合材

料)触摸屏等应用领域"重点发展利用石墨

烯改性的储能器件)功能涂料)改性橡胶)热

工产品以及特种功能产品" 基于石墨烯材

料的传感器)触控器件)电子元器件等"构建

若干石墨烯产业链"形成一批产业集聚区&

加强超导材料基

础研究)工程技术和产

业化应用研究"积极开

发新型低温超导材料"

钇钡铜氧等高温超导

材料"强磁场用高性能

超导线材)低成本高温

超导千米长线等"在电

力输送)医疗器械等领

域实现应用&

提升纳米材料规

模化制备水平"开发结

构明确) 形貌
;

尺寸
;

组

成均一的纳米材料"扩

大粉体纳米材料在涂

料 ) 建材等领域的应

用"积极开展纳米材料

在光电子) 新能源)生

物医用)节能环保等领

域的应用&

研究金属球形粉末成形与制备技术"突破高转速旋转

电极制粉)气雾化制粉等装备"开发空心粉率低)颗粒形状

规则)粒度均匀)杂质元素含量低的高品质钛合金)高温合

金)铝合金等金属粉末& 突破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材料体系

中热传导)界面链缠及性能调控技术"开发增材制造专用

光敏树脂)工程塑料粉末与丝材& 研究氧化铝)氧化锆)碳

化硅)氮化铝)氮化硅等陶瓷粉末)片材制备方法"提高材

料收得率与性能一致性& 建立生物增材制造材料体系"开

发细胞
;

材料复合生物*墨水%& 完善材料牌号"基本满足国

内增材制造产业应用需要&

美国 %&'()*+,品牌
发布新一代防水透气面料

重点链接

石墨烯 增材制造材料 纳米材料 超导材料

本报讯 近日"日本
@0A0B0

公司计划将增加在汽车

安全气囊织物和纱线方面的生产" 预计到
'&'&

年"公

司在全球范围内相关生产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将超过

C*&

万美元&

@0A0B0

公司将在现有安全气囊织物的面料生产工

厂基础上"与当地企业建立一个共同生产制造的合资公

司" 此举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0A0B0

公司内部的生产

能力& 此次投资旨在提高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其供

应安全气囊的尼龙纤维等相关纺织品的全球市场占有

率& 据相关从业人员分析"市场对安全气囊的需求在未

来
*

年内的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

"由此也带来了安

全气囊纱线等需求的增加"这对于相关生产企业来说具

有极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陈力均"

日本 -&.&/&公司
拓展安全气囊业务

圣泉集团石墨烯产品#

本报讯 近日" 荷兰罗斯嘉德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

设计出一种透明度可随着着装者心率变化而变化的服

装& 随着着装者心跳速度的加快"这种服装会变得越来

越透明" 这一效果的实现归因于其面料的选择和无线)

电子技术的应用&

这种服装由电子金属箔面料
5DE0F18

制作而成"

5D

E0F18

面料在受到电流作用后会由半透明变成透明状&配

合无线电技术)电子学技术及发光二极管0

GHI

1等技

术" 服装附带的心率传感器可以感知着装者心率的变

化"并发出电信号控制面料的透明度& !李文月"

本报讯 近日"意大利纺织品制造商格雷多开发出

一种新材质"其质感与小山羊皮相当"但更柔软"且透

气)防水"实验室测试表明它可提供较佳的舒适感&据了

解"该材质主要是从大蘑菇帽上提取的膜制备的"类似

皮革&它采用与皮革类似的加工方法"但完全是天然的&

由于不采用化学品加工" 这种类皮革原料无毒无

害"可用于制作与皮肤直接接触的鞋)包及手表表带等&

!全晓宇"

荷兰设计师
制作出电子金属箔面料服装

意大利纺织品制造商
利用蘑菇开发出类皮革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