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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土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 
 

2016年 4月 30日，江苏省凹土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

东南大学榴园宾馆东大厅会议室顺利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其国院士和委员、

江苏省科技厅条件处景茂处长、校长李北群教授、副校长张有东教授、副书记金叶玲教授以

及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静教授和部分科研人员出席了

会议。 

张有东副校长主持会议，李北群校长致辞。李校

长在致辞中向与会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介绍了学校

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以及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取

得的进展和成果，对各位专家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

发展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在未来的工作中恳

请专家帮助学校带动青年教师的成长。 

学术委员会会议由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凤生教授主持，会议听取了实验室主任陈静教授

关于实验室 2014-2015年度工作报告，

以及丁师杰教授和蒋金龙副教授2个课

题组分别关于“基于凹土的 pH 敏感型

Pickering 乳化剂的研究”和“凹土催化

功能材料”的研究进展报告。与会专家针

对实验室建设工作、取得的进展进行了

认真讨论。委员们对实验室 2年来的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重

点实验室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凹土资源

研究与国家资源开发战略需求的结合、前瞻性和创新性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上进一步凝炼方

向以及产学研紧密协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赵其国院士从实验室发展战略定位

层面，提出实验室建设要“理清思路，分析形势，突出重点，凝结方向，创新发展”，突出凹

土纳米化、功能复合等产业关注的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培育对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应用开发研

究，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景茂处长代表省科技厅对凹土实验室的建设成效进行了肯定，同时希望凹土实验室凝聚

信心，紧跟高端需求，加快凹土产业的提升。 

 

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第十七届全国非金属矿加工利
用技术交流会在贺州召开 

6月 18-19日，由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矿物加工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七届

全国非金属矿加工利用技术交流会在广西贺州市贺州国际酒店召开。此次交流会汇集了几百

位非金属矿领域相关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各级政府的代表，邀请了数十位业内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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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就如何促进非金属矿工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和技术交流。交流会上，就

非金属矿深加工技术与非金属矿物材料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并为新常态下我国非

金属矿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次会议我们看到，非金属矿行业作为传

统产业正在努力摆脱小、散、乱、差的面貌，向精细化、规模化、市场化大步迈进。会议期

间还召开了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矿物加工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凹土行业出席 2016 年中国非金属矿科技与市场交流大会 

2016年 6月 29-30日, 由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非金属矿开发与应用》

编辑部和中南大学矿物材料及其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承办的“2016年中国非金属矿科技

与市场交流大会”在合肥召开，大会主题是“新形势、 新机遇、 新突破、 大发展”，中

科院钱逸泰院士、国家工信部领导、行业顶级专家、龙头矿山企业、龙头设备制造商等共计

400多人齐聚一堂，共商我国非金属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机遇与发展大计。 

应组委会的邀请，中心王爱勤研究员作了“凹凸棒石棒晶束“拆”与“装”：从传统材

料到功能材料”的大会报告，系统介绍了凹凸棒石棒晶束解离的过程及其纳米功能材料的开

发。报告着重指出我国黏土矿物功能材料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表现出原创性能力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盲目性的跟踪选题、不知其所以然的亦步亦趋，在追逐“热点”过程中，

在过分关注各种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失掉了对科学研究和应用价值的判断能力。报告呼吁我

们的研究应该更加着眼于重大的现实需求和制约我国黏土矿物产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更加

关注原创性思想的培育与发展，更加增强创新的自信心，更加善于接纳不同的研究思想，通

过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取得重要突破。 

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郑茂松研究员、盱眙凹土科技园管委会主任孙霖及产业代表和

行业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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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联集团来盱考察调研 
4 月 15 日下午，市国联集团董事长汤正明率领国联集团成员来盱调研盱眙凹土产业发

展情况和江苏中科香兰凹土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情况，政协主席胡启新、副县长顾强及凹土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陪同。 

汤董事长一行先后调研了盱眙博图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江苏华源矿业有限公司，都

梁香兰大厦，中科院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及高家洼矿区。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了凹凸产业和目标

并购企业。 

在随后的召开的座谈会上，顾县长介绍了江苏中科香兰凹土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并

对中科香兰凹土股份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规划。 

市国联集团董事长汤正明讲话提出：一是希望能够将项目合作好，做好股份有限公司，

占领凹土产业的高地。二是可以在投融资领域展开合作。三是在重要的城市建设和棚户改造

上可以合作。四是在招商引资方面进行拓展合作。五是希望此次的投资能够为盱眙的做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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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贡献，增进友情。 

最后政协主席胡启新发表讲话表示国联集团的投资不为利益而来很感动同时也希望国

联集团能够在对城市建设，产业招商方面提出指导意见。(作者: 顾皓枨) 

 
博图凹土成功挂牌江苏股权交易中心 

5月 6日下午，盱眙博图凹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挂牌仪式在中心交易大厅成功举行，盱

眙县委常委、盱眙县凹土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顾强等领导出席，推荐机构、

企业代表及嘉宾 30余人参加了此次仪式。 

仪式上，中心代表首先致辞，对与会人员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中

心各项业务发展情况及 2016年发展规划。随后，盱眙县委常委、盱眙县凹土科技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顾强在发言中介绍了盱眙县基本情况，并表示未来将加快推动更多优

质企业登陆江苏股权交易中心，通过与江苏股权交易中心的深化合作，更好地服务区域内的

中小微企业。盱眙博图凹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傅琴女士代表企业发言，希望在江苏股权交

易中心成功挂牌后，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形象，拓宽融资渠道，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凹土是凹凸棒粘土的简称，是一种稀有非金属矿产资源，广泛应用于建材、化工、机

械、军工、核工业、纺织、环保、造纸、医药、食品等多个领域，有“千用之土、万土之王”

之美誉。盱眙县的凹土矿资源总储量 9亿多吨，占全国储量的 74%以上，世界储量的 50%，

是国内最具有开采价值的蕴藏地，且品质极好，一般在 40%-80%，最高达 97%以上。2003年

至今盱眙博图凹土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的荣誉还有“盱眙十

大创新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江苏省重质量、讲信誉、创

品牌”三满意示范单位，“BOTU”牌中空玻璃干燥剂于 2008年被淮安市授予“淮安市名牌产

品”。 

本次挂牌仪式的成功举行标志着盱眙博图凹土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迈入资本市场，既有利

于其规范企业治理结构，也有利于企业进行品牌宣传，提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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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化物所产学研对接会在苏州举办 

5 月 23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产学研对接会在苏州举行，来自兰州

化物所的 50余位专家以及来自江苏各地的百余位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涉及新材料、

清洁合成与资源化学等领域成果的推广与对接。 

会上，兰州化物所所长、兰州化物所苏州研究院院长夏春谷致辞，他代表兰州化物所对

相关单位对本次产学研对接会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来自所内外的专家和企业界朋友

表示欢迎。苏州市科技局局长黄戟发表讲话。他表示，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发挥兰州化物所

科研积累，加强与苏州及周边地区企业的产学研对接工作非常重要，苏州市科技部门将进一

步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科研机

构与企业的合作牵线搭桥构建平

台。  

兰州化物所副所长、苏州研究院

副院长赵培庆介绍了兰州化物所及

苏州研究院的总体情况。兰州化物所

科研一处副处长刘建华对研究所的

技术成果进行了全面介绍和重点推

介。兰州化物所王爱勤研究员、阎兴

斌研究员、邸多隆研究员、邱洪灯研

究员、张俊彦研究员、齐彦兴研究员、

王晓波研究员、丑凌军研究员、石峰研究员和陈革新研究员分别作了产学研对接技术报告。

23 日下午，各方企业代表赴苏州研究院科研大楼进行参观考察，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

的合作洽谈。24日、25日两日，兰州化物所部分专家分别赴苏州工业园区、张家港、南通

等地现场考察，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洽谈。 

本次对接会旨在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交流平台，使技术成果和企业需求对接、科学家

和企业技术人员直接交流，促进原创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通过本次产学研对接会，

不仅较为全面地宣传了兰州化物所的科研成果，也为将来与苏州及周边地区企业的深度合作

奠定了基础。   (来源：苏州研究院) 

 

江苏省联盟标准《纳米级凹凸棒石粘土》审查会在南京召开 

6 月 2 日下午，江苏省联盟标准《纳米级凹凸棒石粘土》审查会在南京召开，审查委

员会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院尹琳教授、省地质调查院高孝礼研究员、环保部南京环科所何跃

博士、淮阴工学院陈静教授、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刘珏组成，起草单位由江苏省盱眙凹凸

棒石粘土行业协会郑茂松研究员、盱眙微纳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培友代表出席，淮安市质

监局徐卫明处长、盱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赵海洋副局长、盱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贺杰科长出

席会议，江苏省质监局邹茜主任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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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审查会上，审查委员会对《纳

米级凹凸棒石粘土》送审稿逐字逐句进行

审查，从送审稿标准化格式、相关技术指

标等多个方面和出席专家展开深入探讨，

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对标准送审稿的审

查。后期标准起草小组将根据本次审查会

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形成

报批稿，申报省质监局备案。 

 

 

盱眙凹土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会 

在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召开 
6 月 8 日上午，盱眙凹土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会在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召开，盱眙县委常委顾强、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江苏省科技

情报研究所主任张超、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理事会秘书长郑茂松研究

员、盱眙县凹土管委会副主任孔繁星、中科院生态坏境研究中心焦文涛博士、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康玉茹、来自玖川、国盛、华源等 11位凹土企业代表以及凹委会、

中心部分人员参加会议。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理事会秘书长郑茂松研

究员主持了会议。 

会议开始由张超主任作盱眙凹土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报告，张主任首先介绍了规

划的编制背景和框架结构，然后着重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报告内容。一，发展基础与形势。张

主任指出盱眙凹土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经济实力增强、创新优势突出、产业环境日趋

优化、创新创业氛围日趋浓厚，当前的形势既有互联网+、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等大好机遇，

也同时存在诸如产品结构单一、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产业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保障服务体系

不健全等不足之处；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张主任阐述盱眙凹土产业发展理

念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原则为市场导向、创新驱动、企业主体、深化改

革、开放合作，做到体系完善、环境优化、保持领先地位、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张主任阐

述了十三五时期盱眙凹土在加强资源保护综合利用、壮大企业规模、推动产业高端发展、提

升产业创新能力、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完善产业投融资环境、加强凹土产业创新创业宣传

引导共七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三，优先发展方向。在此章节，张主任提出盱眙凹土应在低品

位凹土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生物凹土材料开发应用、生态环境材料开发应用、传统高

化工领域中的关键替代材料、绿色增韧补强材料的开发应用、石油化工用催化材料、光电磁

热等功能纳米材料开发共七个方面优先发展凹土产业，为盱眙凹土指明了发展方向；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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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包括组织领导保障、体制机制保障、人才队伍保障、发展空间保障，不断完善保障

体系，为盱眙凹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张主任报告结束之后，各位企业代表和专家对报告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对规划内容和

盱眙凹土发展提出中肯意见。各企业代表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产业形势，提出了很多切实精

准的发展思路和方法，如：规划内容和目标要更切合实际，不仅关注例如纳米高分子等高端

产品，也要重点关注小而美的产品，更加符合大众消费；凹土产业专项资金应重点扶持，注

重资助持续性，资助一个，开花结果一个；研发更多是以基础性研究为主，要加强应用型研

究，加强输出型新产品的研发；企业要差异化发展；保障措施应更加细化，政府要加强对凹

土企业最后一公里的扶持；引进研究工艺、设备的机构，更好的辅助盱眙凹土产业发展等。

康玉茹副研究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科研院所和企业对接，同时企业自身需提升承载能力，更

好的实现成果转化。焦文涛博士提出盱眙凹土产业需继续加强宣传，提升平台向国家级发展，

同时要细化扶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凹委会孔主任提出在十三五时期要在不越界生态红线的基

础上加大原矿开采，提高环保意识，同时应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等意见。郑茂松研究员提出当

前盱眙凹土企业应努力去同质化发展，各企业要有压力意识，力争上游。 

会议最后，盱眙县委常委顾强指出，当前盱眙凹土产业发展差距仍较大，同质化竞争严

重，盱眙凹土发展要有新思路、新理念、新路径，要做大做强，要联合创新。 

此次征求意见会充分听取了来自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对盱眙凹土“十三五”发展规划

内容和盱眙凹土产业发展的诸多意见和建议，为盱眙凹土“十三五”发展指明了方向、理清

了思路。会后将对规划作进一步完善并报省科技厅评审。 

 

江苏中科香兰凹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第一次会议成功举行 
6月 24日下午，江苏中科香兰凹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第一次会议在盱成功举行，

县委常委、凹土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记顾强出席会议并做讲话，江苏都梁凹土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淮安市国有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市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发起人代表参加会议。 

顾强对江苏中科香兰凹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第一次会议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他

指出，这是盱眙凹土产业发展的重要时刻，标志着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在几家发起

人特别是市国联集团和市交通控股的的共同参与下，盱眙凹土产业格局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机

遇。公司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将更大力度地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顾强对公司的发展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致力于打造行业龙头企业，成为全县 40多家凹

土加工企业的标杆；二是发挥整合作用，横向收购目标并购企业，纵向实现矿山资源、产品

研发、市场销售全产业链发展；三是稳妥推进上市计划，按照方案成熟、路径稳妥、运作规

范的原则，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加快实现企业上市目标。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江苏中科香兰凹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江苏中科香



 

9 

兰凹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选举董事及董事长提名职工董事的议案》等事项。 

(来源：盱眙政府网 6月 24日报道) 

 

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黄镔考察盱眙凹土 

6月 2日，和丰财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黄镔、总经理孙柏青、甘肃西部凹凸棒石应用研究院院长陈馨一行考察盱眙凹土产业，

在凹土管委会孙霖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清陶能源、江苏玖川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盱眙

欧佰特黏土材料有限公司等盱眙凹土企业以及中科院盱眙凹土中心，并进行了交流座谈。座

谈会上，孙霖主任详细介绍了盱眙凹土资源状况、产业现状、未来发展以及盱眙县产业招商 

相关政策以及盱眙中心科研成果、技术支撑、产学研对接模式。黄总表示，经过此

次调研，对盱眙凹土资源状况、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及产业招商政策有了初步了

解。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正处于转型发展期，公司结合国家颁布的“土十条”，已积

极部署开展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研发与投入。盱眙凹土资源丰富，特别是盱眙凹土吸附性

能较强，对土壤和水体中重金属离子以及有机污染物有着很好的固定化作用或去除功能，是

土壤污染治理材料的最佳选择，期望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促进凹土在土壤污染治理

领域的全面推广应用。 

 

中材非矿设计院董事长唐靖炎一行参观中心 

6月 7日，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

究院董事长唐靖炎、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

勘查中心江苏总队队长汪要武一行在盱眙县中

材凹凸棒石粘土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庆的陪同

下参观凹土中心。郑茂松研究员代表中心详细

讲解了盱眙凹土资源概况、产业发展、平台建

设、研发目标及阶段性成果。各位领导对盱眙

凹土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及运营模式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期望后续能够借助中心强有力的研发平台与先进的技术成果，通过产学研合作，

有效促进自己公司产品升级换代，共同推进盱眙凹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中心领导考察东海县硅产业发展情况 

4月 20日，中心王爱勤研究员和郑茂

松研究员一行，考察了东海县硅产业发展

情况。东海县硅产业发展局局长全面介绍

了目前硅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十三五”

规划；东海县科技局局长介绍了硅产业发

展布局，实地参观了国家硅材料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对即将出台的凹凸棒石“十

三五”规划和产业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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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硅资源十分丰富，水晶、石英储量、品位均居全国之首，占全国 70%以上，被誉

为“中国水晶之都”和“东方石英中心”。近几年来，东海县加强管理调控和规划引导，提

升产业发展层次，本着资源节约和保护性开发的原则，重新确定产业发展方向，整合硅资源，

努力推动硅产业向高端市场发展。目前，全县拥有硅工业企业近千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83家，年产值过亿元企业 20家，过 10亿元企业 2家，产品种类达上千种，形成了石英玻

璃制品、高纯硅微粉、高纯压电晶体、新型电光源、高纯晶体硅等几大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2015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将超过 502亿元，作为全县工业“四大板块”之首的硅产业已

经占据了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中心人员到江苏总队交流座谈 

    5月 22日，中心主任王爱勤研究员、盱眙县科技局局长王佩华、副局长郑茂松、江苏

惠达矿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惠民一行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进行

座谈交流。建材总队党委书记王伟、总队长汪要武、科技部部长夏德全等相关领导出席了座

谈会。汪要武首先介绍了建材总队的单位概况、产业构架、发展战略等情况，随后几方围绕

凹凸棒石棕榈油脱色剂项目进行了重点讨论。  

    凹凸棒石棕榈油脱色剂是中心与惠达公司合作开发的凹凸棒石新产品，产品具有脱色效

果好，滞油率低、过滤速率快等优点，已在惠达公司建立了一条年产 2万吨生产线，期望后

期能够与江苏总队盱眙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拓展在棕榈油脱色领域的市场应用。双方

均表示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拓展与中心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在新产品开发、成果推广等方

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盱眙凹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盱眙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成立于 1979年，隶属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

司，为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地质勘查事业单位，江苏省内最具竞争力的建材非金属矿产勘查专

业队伍。总队主营业务：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勘查、岩土工程勘察、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与设

计、矿山开采与加工、工程测绘、测试分析、地质钻探、水文凿井等。盱眙县中材凹凸棒石

粘土有限公司为总队控股企业。 

 

中心人员参加第三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 

4月 27-30日，由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有

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态毒理学学报》

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举行。本届会议主题是“从分子毒

理到生态和健康影响”，会议邀请了欧盟 FP7-Solutions项目首席科学家，德国穆雷兹环境

研究中心 Werner Brack教授、中国毒理学会秘书长付立杰教授、国际毒理学联合会主席、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kjszd.chnroad.com%2F&q=%E4%B8%AD%E5%9B%BD%E5%BB%BA%E7%AD%91%E6%9D%90%E6%96%99%E5%B7%A5%E4%B8%9A%E5%9C%B0%E8%B4%A8%E5%8B%98%E6%9F%A5%E4%B8%AD%E5%BF%83%E6%B1%9F%E8%8B%8F%E6%80%BB%E9%98%9F&ts=1463995304&t=621e0d1517613f77d5d9a5af6bd47b7&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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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Aarhus大学 Herman Autrup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研究员、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朱永官研究员等 13 名专家学者根据生

态毒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及未来机遇与

挑战做了大会报告，并设立了“化学污染物的

环境暴露和生物体过程”、“化学物质毒性测试

新技术和新方法”、“化学物质的神态毒性和毒

理”、“化学物质分子毒理和健康效应”四个主

题学术讨论会，以及“纳米材料的环境、生物

行为及效应”、“环境中抗生素和耐药基因”、

“环境中有毒污染物的健康风险”、“饮用水质复合污染过程与调控原理”等 12个专题学术

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约 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讨论会。整个会议气氛隆重热烈，报告内

容精彩纷呈，学术讨论活跃非凡，为与会代表奉上了一场学术盛宴。会议的成功召开彰显了

我国生态毒理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喜人前景。 

 

兰州化物所在凹凸棒石棒晶束“拆”与“装”研究 

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377135、51403221和 U1407114）、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2013AA032003）、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以及“西部之光”人才培养等项目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王爱勤研究员课题组在凹凸棒石棒晶束“拆”与“装”研究

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凹凸棒石黏土是一种以凹凸棒石为主要成分的含水富镁铝硅酸盐黏土矿物。由于其独特

的棒状晶体形貌和孔道结构，已在许多方面得到广泛了应用。凹凸棒石棒晶长约 1-5μ m，

直径约 20-70nm，是一种天然的一维纳米材料，但其较强的氢键和静电作用力，使得天然凹

凸棒石棒晶大多以鸟巢状或柴垛状聚集，成为制约凹凸棒石黏土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多年

来，研究者采用高速搅拌、超声、对辊、碾磨和冷冻等传统处理方式对凹凸棒石棒晶束进行

了解离研究，但传统方法只能部分解离棒晶束，而且会损伤凹凸棒石晶体固有的长径比，影

响了凹凸棒石纳米性能的应用。 

鉴于此，在各种处理工艺对凹凸棒石微观结构影响和棒晶损伤研究积累基础上（Applied 

Clay Science, 2011, 54: 118-123；2013, 86: 174-178；2014, 87: 7-13；2014, 95: 365-370；Powder 

Technology, 2012, 225: 124-129；2013, 235: 652-660；2013, 249: 157-162；2014, 261: 98-104；

Advanced Powder Technology, 2014, 25: 968-977），王爱勤研究员课题组发展了对辊处理-制

浆提纯-高压均质-乙醇交换一体化工艺，在保持凹凸棒石固有长径比前提下，成功实现了棒

晶束的高效解离，棒晶达到纳米级分散，同时还解决了干燥过程中纳米棒晶的二次团聚问题。

由于在该方面的持续研究工作以及取得的重要进展，近期该课题组受邀在黏土矿物主流期刊

Applied Clay Science上撰写了综述性文章（Applied Clay Science, 2016, 119: 18-30）。  

 

凹凸棒石棒晶束“拆”示意图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9131713003268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7&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3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7&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2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0&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2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5&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7&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0&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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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棒晶束解离后，充分凸显出一维纳米材料在支撑和增韧补强等方面的应用优

势。在凹凸棒石棒晶束解离基础上，该课题组开展了不同类型改性剂对凹凸棒石表面功能化

改性研究，建立了高压均质和改性剂协同作用提高改性效率的新方法，实现了应用导向的凹

凸棒石表面性质调控和功能化设计。在凹凸棒石棒晶表面负载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采用层

层自组装或表面改性方法，制备出了磁性凹凸棒石纳米复合材料，实现了对贵金属的高效吸

附分离及其在催化领域的应用（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3, 1: 4804-4811；2013, 1: 

7083-7090；2015, 3 (1): 281-289）；通过常温一锅法制备了凹凸棒石/聚苯胺/银纳米粒子三元

纳米复合材料，该制备方法有效结合了银纳米粒子的催化特性和聚苯胺的阴离子吸附特性，

既可以有效催化降解对硝基苯酚和刚果红染料，还可以有效去除水体中的磷酸二氢根离子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2016, 473: 84–92）。  

 

凹凸棒石磁性纳米复合物对贵金属吸附及其催化应用示意图 

超疏水/超疏油表面在自清洁、流体输送和防油污染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研究表明，

纤维或棒晶状纳米材料可提高表面的超疏水/超疏油性能。在前期有机硅烷聚合物纳米纤维

的工作基础上（Adv Funct Mater 2014, 24, 1074-1080），该课题组将有机硅烷与凹凸棒石相结

合，在各种材料表面构筑了性能优异的超疏水表面（ChemPlusChem 2013, 78, 1503-1509）。目前，

超双疏表面普遍存在低表面能有机液体（表面能≤25 mN/m）易粘附、稳定性差、尤其是热

液体极易粘附等问题。为此，该课题组通过全氟烷基硅烷与凹凸棒石的反应，在多种基底材

料上构建了稳定自修复低滚动角超疏热液体表面（Chem Commun 2016, 52, 2744-2747）；制备了

全氟烷基硅烷/凹凸棒石磁性纳米复合材料，构建了超双疏表面和磁控低表面能液体弹珠（J 

Mater Chem A 2016, 4, 5859-5868.封面）。  

      

超疏热液体表面            棒晶束解离的凹凸棒石在纳米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凹凸棒石在纳米复合材料中还可以起到类似于混凝土中的“钢筋”作用。采用功能化的

凹凸棒石作为交联剂，该课题组制备了凹凸棒石/聚丙烯酸纳米复合物水凝胶，实现了对铅

离子的选择性吸附和多次重复使用（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2014, 2(4): 

643-651）；发展了室温条件下一步法制备粒状三维网络纳米复合水凝胶的新方法，实现了对

阳离子染料的选择性吸附（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4, 257(1): 66-73）。鉴于他们在

三维网络纳米复合水凝胶从块状到粒状的持续研究工作，该课题组受邀撰写了综述性文章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2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35&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197971630203X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ol1/doi/10.1002/adfm.201301481/abstrac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cplu.201300222/abstract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cc/c5cc09951j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ta/c6ta00758a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ta/c6ta00758a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40&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40&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42&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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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2015, 72, 661-686；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 2016, 4, 1274-1294）。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凹凸棒石在纳米复合膜中的补强

应用研究，在有机高分子薄膜中添加 1-3%的凹凸棒石，就可显著提升复合膜的拉伸断裂强

度，为凹凸棒石“味精式”应用奠定了基础（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2, 210: 166-172；

RSC Advances, 2015, 5: 17775-17781）。  

(来源：环境材料与生态化学研究发展中心) 

 

宁波材料所在纳米复合水凝胶及其器件研究 

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水凝胶一般由含水的三维聚合物网络构成，含水率可达 99%，其软湿特性与生物组织有

相似之处，在组织修复与替代、仿生器件、仿生智能材料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传统

的聚合物水凝胶结构单一，缺少能量耗散机制，强度和韧性较低，限制了其实际应用和功能

开发。深入研究水凝胶的结构与力学性能的关系，通过分子和结构设计，制备高强韧水凝胶，

实现其机械性能的可控调节，是发展功能水凝胶材料的基础，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水凝胶的增强增韧开展了大量研究，发展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新型高强

韧水凝胶体系。一方面，高强韧水凝胶的增强增韧机制还需要深入系统研究，另一方面，需

要发展功能型高强韧水凝胶，以推动其应用技术发展。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在强韧型纳米复合水凝胶方向开展了系列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

果，揭示了多种纳米颗粒通过化学键合或物理吸附等方式增强增韧高分子水凝胶的机理；在

此基础上，合成了多重响应型水凝胶，并构建了双层水凝胶驱动器。 

研究人员利用剥离的片层状纳米蒙脱土与聚丙烯酰胺之间的可逆吸附作用，构建了基于

氢键交联的纳米复合水凝胶（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5, 7, 5029−5037）。这样

的水凝胶表现出优异的拉伸性能，断裂伸长率（ε ）达到 11800 %，拉伸断裂能（U）达到

10.1 MJ m–3，远大于共价交联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ε  ~ 68 %, U ~ 18.8 kJ m–3），同

时，凝胶具有回复性能和良好的可修复性（图 1）。可逆的非共价交联网络结构被证明是水

凝胶具有上述性能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将温敏单元和离子型基团引入这一水

凝胶体系，发展出对温度、离子强度、pH刺激具有灵敏响应的强韧多重响应水凝胶（J. Mater. 

Chem. B 2016, 4, 1733-1739）。进一步地，他们在这一水凝胶体系中分别引入正、负电荷

单元，利用界面间的静电吸引实现水凝胶的模块化组装，并利用不同模块对离子强度的差异

化响应，实现了水凝胶组件的可控驱动（J. Mater. Chem. B 2016, 4, 3239-3246）。 

另外，研究人员还将纳米颗粒（球形纳米二氧化硅、棒状纳米凹凸棒土）对水凝胶的增

韧作用与经典的双网络增韧机制相结合，利用两者的协同作用，开发出超强韧的纳米复合双

网络（ncDN）水凝胶（Soft Matter 2012, 8, 6048-6056;J. Mater. Chem. 

B 2014, 2, 1539-1548）。与双网络水凝胶相比，ncDN凝胶具有更高的强度、韧性和延展性

（图 2）。有趣的是，纳米颗粒的几何形状对 ncDN凝胶的增韧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

现，在大应变下，球形纳米颗粒倾向于作为应力集中点，均匀分散周围的应力；棒状纳米颗

粒倾向于通过自身断裂释放应力（RSC Adv 2016，6，37974-37981），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增

韧机制。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21004074, 21574145），中科院百人计划

和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No. LR13B040001）等项目的支持。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44&SID=S2Mex6vWGJC4dsSci5l&page=1&doc=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85894712011709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5/ra/c4ra0983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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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物理交联的蒙脱土/丙烯酰胺纳米复合水凝胶表现出优异的 

(a)力学性能和（b）修复性能，（c）该体系水凝胶通过静电吸引组装及凝胶组件的

可控驱动 

 

图 2. 纳米复合双网络水凝胶的（a）网络结构，（b）力学性能，（c）压缩前后的透射电子

显微镜照片对比 

                                               (来源：高分子事业部高国荣) 

 

镍纳米粒子-凹土棒石-还原氧化石墨烯修饰玻璃电极

制备高选择性的无酶葡萄糖传感器 
人体血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一直是评价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信息。而血糖水平则是衡量

新陈代谢能力和糖尿病临床诊断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已达到 3%，非常接

近于欧美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癌症的第三大危险疾病。是否患有糖尿病，主要

是根据患者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简称血糖）水平来判断。连续血糖测量对糖尿病患者的治

疗非常重要。可以有效控制胰岛素的用量和提前预报低血糖的发生。目前，测试血糖浓度的

方法有三种：显色法、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及荧光法。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其中葡萄糖生物传

感器具有仪器装置简单，选择性和灵敏性高、检测快速、使用方便等优点，在葡萄糖的定量

检测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所以葡萄糖生物传感器的研究备受人们关注。 

葡萄糖的检测方法大体上可以被分为有酶方法和非酶方法两大类。有酶法利用氧和水将

葡萄糖氧化为葡萄糖酸，并释放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在色原性氧受体

存在时将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并使色原性氧受体 4-氨基安替比林和酚去氢缩合为红色

醌类化合物，即 Trinder反应。红色醌类化合物的生成量与葡萄糖含量成正比。但酶和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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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分子本身在反应中的状态变化并不能直接用已知的物理方法（光或电）测定，所以一定要

有光电活性的分子参与酶反应或者酶反应产物具有光电活性，才可以间接地用仪器测量。此

外，生物酶法容易受到检测环境的影响，包括湿度、pH 值和温度等。而非酶方法可以直接

将检测目标物转变为电信号，方法更为简单。 

由于无酶检测法可以直接针对葡萄糖进行测定，因此电极材料的电催化活性和选择性是

检测精度的关键。到目前为止，多种金属材料及其衍生物如 Cu、Ni(OH)2和 MnO2均被广泛用

于研究制备无酶检测器，但这些材料的稳定性较差。由于 Pt、Pt/Pb和 Au纳米粒子比表面

积和电催化活性高、生物相容性好，近几年，在发展无酶检测葡萄糖方面受到了研究者广泛

关注。特别是镍纳米粒子由于成本低、电催化活性高、以及选择性好更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

兴趣。Shen 等人通过将镍纳米粒子-凹土棒石-还原氧化石墨烯（NiNPs-ATP-RGO）沉积到玻

璃电极上制备了一种无酶葡萄糖监测器。相比于其他类似的研究工作，作者将生物相容性和

吸附性能很好的凹土棒石引入其中，形成了一种表面更为粗糙的电极材料，更加有利于

NiNPs的附着。制备得到的电极材料对葡萄糖具有非常高的选择性和稳定性。 

原 文 见 ： Highly sensitive nonenzymatic glucose sensor based on nickel 

nanoparticle–attapulgite-reduced graphene oxide-modified glassy carbon electrode, 

Talanta 159 (2016) 194–199.  

 
图 1 氧化石墨烯（RGO, a）、凹凸棒石（ATP, b）、NiNPs/ATP/RGO复合物（c）的 TEM照片

及 EDS数据 

 

以凹凸棒石为原料合成 MeSAPO-5分子筛 
用于碳水化合物脱水 

生物质资源在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和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水平方面受到了极

大关注。但目前大部分的生物质资源都是直接用于生产液体燃料（比如乙醇），仅有部分用

于制造高附加值产品。5-羟甲基糠醛（HMF）是一种重要的合成中间体，在工业和医药方面

都有非常重要的用途，此外，HMF和它的二取代衍生物还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HMF可由

六碳糖、低聚糖、高聚糖甚至可以由一些工业废料转化而来的碳水化合物为原料，在酸性催

化剂的作用下脱水而得。转化过程可以在单相体系也可以在双相体系中进行。在单相体系中，

无机酸和有机酸都可以作为均相催化剂。但催化剂的分离、溶剂的循环以及设备容易受腐蚀

限制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双相体系中，已经有多种非均相催化剂报道。比如离子交换树脂、

金属氧化物以及 H型沸石。在这些非均相催化剂中，硅磷酸铝分子筛(MeSAPOs)由于含有修

饰的酸位点、比表面积大、热稳定性高等受到了广泛关注，但产品的高成本限制了其在工业

上的应用。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开始探索以天然矿物合成 SAPOs。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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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岭土作为 Si源和 Al源通过水热合成法可以制备 SAPOs。但高岭土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处

理以去除其中的金属离子，然后再引入新的过渡金属元素以提高 SAPOs选择性。 

Shao 等人首次利用含过渡金属的凹凸棒石作为来源在水热条件下合成了 MeSAPOs-5分

子筛（Me = Fe, Mg）。处理过的凹凸棒石提供了 Si源、Me源和部分 Al源。结果表明，得

到的 MeSAPOs-5催化剂中 Si/Al比例为 0.25时可以提供更多的酸活化位点，得到的催化剂

用于 HMF生产，产率为 73.9%，具有非常好的催化效果。 

原文见： Development of MeSAPO ‑ 5 Molecular Sieves from Attapulgite for 

Dehydration of Carbohydrates, Ind. Eng. Chem. Res. 2015, 54, 1470−1477.  

 

 

图 2. 以凹凸棒石为原料合成 MeSAPO-5分子筛用于碳水化合物脱水生产 HMF. 

 

高模量、高强度以及高韧性的多级层状非均匀石墨烯-

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黏土水凝胶制备 
凝胶是一类典型的软、湿材料，已在生物医学、医药、工业和农业等许多领域得到应用；

同时水凝胶在人工肌肉、软机械、机器人、制动器、传感器、组织工程、柔性电子器件和分

离技术等方面有广泛的潜在应用，但这些应用均要求凝胶具有良好的理学性能。 

普通的合成高分子凝胶的力学性能通常极差，以至于人们极少关注其力学性能。相反，

生物凝胶却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如人体软组织（肌腱、韧带、半月板软骨等）具有柔软、

坚韧、抗冲击等特点。生物凝胶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原因就在于其规整有序、多层级的聚集

态结构，以及生物大分子之间强的相互作用力。生物凝胶通常还具有结构和性能上的各向异

性。而合成高分子凝胶通常都是无定形的，不存在微观和分子水平上的有序结构。由于其网

络结构的不均一，即由交联点的无序分布造成的链节长短不一，施加的外力易集中在最弱区

域（最短链）并导致其断裂，继而引起整个水凝胶的破裂。 

自本世纪初开始，高机械强度水凝胶的制备、结构和性能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已有多种具有较为优异机械性能的水凝胶被开发出来，包括滑环（SR）凝胶、纳米复合（NC）

凝胶、双网络（DN）凝胶、高分子微球复合（MMC）凝胶、四臂（Tetra-arm）凝胶以及近年

开发的一些其他凝胶。纳米复合凝胶机械强度高，而且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纳米粒子赋予凝

胶各种新功能，比如导电、自修复、可控的溶胀度以及各异向性等。在这些纳米复合凝胶体

中，任意分散的无机纳米粒子可以有效作为多功能交联剂来均化聚合物结构。这种交联结构

有效地分散施加的作用力，因此凝胶具有非常强的应变能力。但这种巨大的应力变化是以牺

牲刚性为代价的。因此很少有文献报道既具有高模量、高强度同时又具有高韧性的纳米复合

凝胶。 

与具有均匀结构的合成复合物凝胶不同，具有非均匀结构的生物复合材料可以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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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模量、高强度和高韧性。这是因为，在分子水平上，这种非均匀结构的生物复合材料中共

价键、氢键、离子键或者配位键可以实现分级断裂。这种结构类似于骨结构，致密表面层内

部含有不均匀的无序多孔结构。因此从仿生学角度，通过这种不均匀多级结构的构建可以制

得既具有高模量、高强度又具有高韧性的凝胶。Teng 等模拟骨结构制备了一种新型的具有

不均匀结构的氧化石墨烯-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黏土复合凝胶（GO-PNIPAM-clay）。这种纳

米复合凝胶具有多级不均匀结构—致密的表层和内部松散的多孔层。结合这两种不均匀层状

结构的凝胶具有高模量(9.69 MPa)、高强度（0.97 MPa）和高韧性（5.60 MJ/m
3
），而且这

种凝胶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原文见：Hierarchical Layered Heterogeneous Graphene-poly 

(N-isopropylacrylamide)-clay Hydrogels with Superior Modulus, Strength, and 

Toughness, ACS Nano 2016, 10, 413−420.  

 
图 3.氧化石墨烯-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黏土复合凝胶的制备、结构及模型 

 

具有高效光热转换效率的金-凹凸棒石纳米复合物 

用于抗癌光热疗法 
光热治疗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新方法，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将成为一种治疗肿瘤的重

要方法。光热治疗法是利用具有较高光热转换效率的材料，将其注射入人体内部，利用靶向

性识别技术聚集在肿瘤组织附近，并在外部光源（一般是近红外光）的照射下将光能转化为

热能来杀死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早在 1866年就有报道感染所致的高烧之后肿瘤缩小。

热能对细胞产生不同的影响，低剂量热处理有助于损伤的恢复，高剂量热处理可导致细胞死

亡，而中等、温和、非致死性剂量的热处理则可使肿瘤细胞对放疗和许多药物变得敏感。 

目前，科学家人已经开发出很多纳米材料用于肿瘤的热疗，如磁性纳米材料在交变磁场

的作用下产生热量来治疗肿瘤；在激光的照射下，碳纳米管、氧化石墨烯、不同形状的金纳

米材料（如金纳米棒、金纳米笼等）、硫化铜等等能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从而杀死癌细胞。 

近红外区（800~1200 nm）是机体组织的透过窗口，近红外光在机体组织透过率最高，

与其它波段光相比对人体损害最小，寻求在近红外光区有良好光学特性的材料用于生物医学

领域一直是人们的理想选择。金纳米材料随其形状和尺寸的改变，其物化性质也随之改变。

特别是其近红外消光特性，即表面电子的等离子共振响应（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其吸收峰在可见光区至近红外光区之间可调。其中一种调整光吸收能力的方法就是让

金纳米粒子单向排列。Wu 等通过静电作用将金纳米粒子吸附到纳米棒状的凹凸棒石表面，

实现了金纳米粒子的单向排列。金纳米粒子在凹凸棒石表面相互粘连。制备得到的纳米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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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对光热的转化效率可以达到 25.6%。分别用 A549 细胞和有 A549 细胞的裸鼠为对象考

察光热转换剂的效果，实验发现，金-凹凸棒石纳米复合光热转换剂可以很好地被吸附，而

且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当将纳米复合材料与 A549 细胞共同培养 12h后，用波长为 808nm

的激光照射 15min 后死亡。长有肿瘤的裸鼠照射后可以在 10 天后癌细胞消失。原文见：

Tubelike Gold Sphere−Attapulgite Nanocomposites with a High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Ability in the Near-Infrared Region for Enhanced Cancer Photothermal 

Therapy.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6, 8, 10243−10252 

 

图 4. 金-凹凸棒石纳米复合物用于抗癌光热疗法 

 

通过引入羧基功能化的凹凸棒石提高 HKUST-1的水热稳

定性和催化性能 
金属-有机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简称 MOFs，是由有机配体和金属离子

或团簇通过配位键自组装形成的具有分子内孔隙的有机-无机杂化材料。它既不同于无机多

孔材料，也不同于一般的有机配合物。兼有无机材料的刚性和有机材料的柔性特征。在 MOFs 

中，有机配体和金属离子或团簇的排列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可以形成不同的框架孔隙结构，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吸附性能、光学性质、电磁学性质等。过去数年已经制备了不同类型的

MOFs 材料，并在氢气存储、气体吸附与分离、传感器、药物缓释、催化反应等领域都有重

要的应用。在气体吸附与分离方面，合成具有更高吸附性能的 MOFs材料用于氢气储存、有

毒有害气体吸附与分离，可解决一部分人们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催化应用方面，

利用不同金属混合构建具有高效催化功能的复合 MOFs材料将进一步提高催化效率。另外，

在分离领域，制备具有磁性的复合 MOFs材料可用于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的吸附与分离以

及复杂体系中目标蛋白质的提取与分离。特别在生物医学领域，由于其可控的孔径大小、功

能基团以及良好的生物兼容性，制备纳米级的 MOFs材料用于活细胞中药物缓释与代谢、生

命体活动的实时监测等，对人们了解生物体内重要的生命活动(如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间

的相互作用)、调控蛋白质的激活机制以及重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调控通路等具有重大的生

物学意义。因此，开发具有功能多样性的 MOFs以及复合 MOFs材料，并应用于不同领域，将

极大地促进学科间的相互发展。 

但由于 MOFs材料通过金属-有机配位键在的作用形成，因此其水热稳定性非常低。例如

将 MOF-5暴露在空气中 10min，结构就会完全坍塌。而且水分子可以攻击 MOFs材料中的配

位键，导致其结构被完全破坏。从 MOFs被发现开始，很多种方法被用来改善其脆弱的水热

稳定性。一种就是对配位体进行修饰。将疏水性的配体引入到 MOFs材料结构中从而阻止水

分子对配位键的破坏。另一种方法是将 MOFs材料和其他材料进行杂化，比如二氧化硅、氧

化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杂化虽然可以提高 MOFs材料的吸附性能和水热稳定性，但是加入

的二氧化硅和碳材料需要人工合成，因此利用一些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天然材料代替合成杂

化材料更加具有发展优势。凹凸棒石的纳米棒状结构表面有丰富的羟基，而且其特殊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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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结构赋予其优异的补强性能。HKUST-1是典型的 MOFs材料，具有八面体形状，大小在 15-50

μ m的范围内。Yuan等人将 HKTST-1与羧基功能化的凹凸棒石复合以提高其水热稳定性。杂

化后的 HKTST-1 MOFs 材料相比于纯 HKUST-1 具有显著的水热稳定性。通过复合 8.9 wt %

的凹凸棒石，得到的 HKUST-1的比表面积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这种杂化材料对开环反应有

由于的催化活性。反应转化率可以达到 98.9%，比纯 HKTST-1 MOFs材料效率更高。原文见：

Enhanced Hydrothermal Stability and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HKUST-1 by 

Incorporating Carboxyl-Functionalized Attapulgite,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图 5. HKUST-1和(b) HKUST-1/ATP复合物的制备 

从低品位凹凸棒石黏土到高效抗生素吸附剂： 

一种新型硅酸盐杂化吸附剂的制备 
自青霉素问世以来，抗生素被广泛用做生长促进剂和治疗、预防动植物疾病等。近年来，

全世界抗生素的用量更是与日俱增，但是进入生物体内的抗生素只有很小部分能被消化吸

收，绝大部分将以母体化合物形式随尿液和粪便进入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土壤等环境介质中，

通过一系列迁移、转化过程进行散播，从而造成抗生素污染问题。据统计，欧洲抗生素年使

用量已超过 10.2*10
7
 Kg，而美国年抗生素的生产量也达到了 22.7*10

7
 Kg，其中 40%以上用

于促进动物生长。中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国，年生产量大约为 21万吨。目前抗生素在

环境各介质中均有被检测到，土壤中残留的抗生素浓度尤甚。环境中的抗生素不但能诱发微

生物的抗药性，还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给生态平衡、人类健康带来一定

威胁。因此，采用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降低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迫在眉睫。吸附法是一种成

本低廉，简单易行的有效方法。 

硅酸盐黏土矿物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稳定的、无毒的天然吸附剂，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凹凸棒石是一种特殊的 2:1型硅酸盐黏土矿物，其结构中铝氧八面体在轴方向间

断、而硅氧四面体连续且间歇倒置，这使得指向相对的硅氧四面体通过不连续的八面体连接，

而指向相背的四面体之间形成了许多微孔和中孔孔道，故天然四凸棒石具有较大的内比表面

积和外比表面积；同时有各种不同状态水存在于凹凸棒石晶体结构中：表面吸附水、内部孔

道中的沸石水、与边缘八面体阳离子结合的结晶水。由于凹凸棒石具有较大的表面积以及特

殊的物理化学结构和离子状态，故凹凸棒石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目前，凹凸棒石已广泛应

用于水体中重金属以及染料分子的去除。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问题制约着凹凸棒石产业链

的良性发展。（1）天然存在的凹凸棒石良莠不齐，品质优良的凹凸棒石相对稀少；（2）低品

位的凹凸棒石常伴生很多矿物，如云母、石英、白云石、长石等；（3）常规的改性方法很难

赋予低品位凹凸棒石以优良品质。 

近年来，矿物学家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发现适当调整凹凸棒石的棒晶结构，增加其

活性位点可改善其性能。杂化方法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材料制备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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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各种无机-无机杂化材料和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等。Tian 等人以甘肃会宁的低品位凹凸棒

石黏土为原料，以硅酸钠、硫酸镁和氯乙酸为改性剂，对低品位凹凸棒石进行了水热一锅法

处理，构筑了一种新型的功能化硅酸盐杂化吸附剂，这种杂化吸附剂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抗生

素吸附效果，可有效去除水体中的金霉素、四环素和土霉素等，优于很多文献报道。作者不

仅制备了一种高效的抗生素吸附剂，还为高效利用低品位凹凸棒石黏土矿物提供了新思路。 

原文见：A functionalized hybrid silicate adsorbent derived from naturally 

abundant low-grade palygorskite clay for highly efficient removal of hazardous 

antibiotic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93 (2016) 376–385.  

  

图 1 新型功能化硅酸盐杂化吸附剂的水热一锅  图 2 新型功能化硅酸盐杂化吸附剂对金霉   

素（CTC）和土霉素（OTC）的吸附数据 

法制备流程（附电镜照片） 

 

二氧化锰/凹凸棒石/碳复合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染料和重

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研究 
近几年，黏土/碳复合物作为一种新型的吸附材料，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

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高的去除率，低的运行成本，简易的操作过程以及可功能

改性使得黏土/碳复合物在吸附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以天然高分子如纤维素、葡萄糖、淀粉以及生物质如果皮、稻壳、麦麸等为碳源，黏

土矿物如蒙脱土、凹凸棒石、沸石为原料的相关研究已见报道。Kumar等人以纤维素为碳源

制备碳/蒙脱土复合吸附材料，通过红外光谱、X 射线衍射分析等分析手段对其结构进行了

表征，该材料作为吸附剂，对废水中的 Cr(VI)的最大吸附量可达 22.2 mg/g，对环境具有修

复功能，并具有很好的循环使用性，可多次反复用于水体中 Cr(VI)的去除；Shukla等人以

糠醛为碳源，沸石为原料，制备的沸石/碳复合材料，随着碳含量的增加对苯酚的吸附性能

也逐渐增加，当碳含量为 3.4%时，对苯酚的去除效果最佳；Ai等人以葡萄糖为碳源，通过

水热合成在蒙脱土表面负载碳物种制备蒙脱土/碳复合材料，并以亚甲基蓝为污染模型，研

究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结果表明，该复合吸附剂对亚甲基蓝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最大吸

附量可达 194.2 mg /g。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以天然高分子为碳源制备黏土/碳复合物，

提高了产品的造价，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油脂脱色废土既含有非水化磷脂、天

然色素、脂肪酸和维生素等，又含有 10-20%左右的正常油脂。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以油脂

脱色废土为碳源制备黏土/碳复合吸附材料在废水处理中具有优越的成本优势。 

金属氧化物作为一类吸附材料，由于其独特的性能在水环境修复中展现出诱人的应用前

景。目前，用于去除水体中污染物的金属氧化物材料主要有氧化铝、氧化铁、二氧化钛和二

氧化锰等。其中，二氧化锰(MnO2)是一种重要的过渡金属氧化物，具有α 、β 、γ 、δ 和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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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晶型，在碱性条件下具有高的活性，在中性条件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以及良好的环境相容

性。此外，由于其独特的晶体结构以及高的比表面积，在吸附、催化、氧化和电化学等领域

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用于水处理的 MnO2的制备方法很多，常见的主要制备方法

有：液相共沉淀法、固相法、溶胶-凝胶法、电化学沉积法、微乳液、水热法等，不同制备

方法所得到的 MnO2 的形貌、晶体类型、维度及比表面积等都有很大差别，而且这些技术的

应用受工艺和经济的限制。因此，开发一种制备方法简单，性能优良的 MnO2基复合材料仍

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基于此，tang等以马来西亚凹凸棒石脱色废土为原料，以凹凸棒石中残留的油脂为碳源

和还原剂，通过水热技术一锅法制备结构和性能可控的二氧化锰/凹凸棒石/碳三元杂化复合

材料，在此过程中，残留的油脂在水热碳化的同时，与高锰酸钾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KMnO4溶液浓度、水热时间、水热温度均对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KMnO4溶液浓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当水热温度为140 °C，水热时

间为1 h，KMnO4溶液分别为12%和16%时，对染料BG和重金属离子Pb(II)的吸附性能最佳，最

大吸附量分别可达199.9 mg/g和166.64 mg/g。此外，吸附可在4 h内达到平衡，能够在较低

的浓度范围内很好地去除污染物，而且吸附过程具有较宽的pH应用范围。原文见：

Fabrication of manganese dioxide/carbon/attapulgite composites derived from spent 

bleaching earth for adsorption of Pb(II) and Brilliant green, RSC Adv., 2016, 6, 

36534-36543. 

            

图 1二氧化锰/凹凸棒石/碳复合吸附剂的           图 2二氧化锰/凹凸棒石/碳复合  

                                      吸附剂的形成及吸附示意图 

形成及其对 BG和 Pb(II)的吸附示意图 

 

Cu-ATT、Zn-ATT、Fe-ATT对浓香型白酒催熟作用研究 

白酒是中国的传统蒸馏酒之一，其香味浓郁，口感独特。“酒是陈的香”，白酒口感及风

味与其老熟过程密切相关。新蒸馏出的酒辛辣暴冲，糟味明显，而贮存一段时间后，口感变

为绵柔协调，这个贮存过程即为老熟。白酒自然老熟时间一般是 3~5 年，甚至更长。近年

来，随着企业酿酒规模不断增大，贮存容器及相关设施的投资费用也不断提高。缩短白酒老

熟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已成为白酒研究的热点之一。日本学者 Akria Nose 利用 1H NMR 和

拉曼光谱对日本清酒中的乙醇-水的氢键强度进行研究，发现其强度大小与体系中的微量组

分有关。乔华通过测量黏度与荧光光谱对汾酒中的氢键缔合程度进行研究，发现酒精度是影

响缔合程度的主要因素，化学反应是白酒老熟的关键。仝建波对白酒老熟机理进一步研究发

现，白酒老熟是诸如酯类水解、少量醇与醛氧化及微量成分挥发等多个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白酒生产实践表明，白酒贮存陶坛中，老熟较快，风味较好。贮于陶瓷容器的老熟机理

与陶瓷组分性质及其结构密切相关。陶坛独特的孔隙结构和极性表面是醇和脂肪酸富集，以

及氧化、酯化发生的主要场所。陶坛具有良好吸附性能，能有效的吸附除掉新酒异杂味。陶

坛富含 Cu、Fe、Ni、Ti 等离子，能使反应活化能降低，进而加速白酒老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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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粘土（简称凹土，ATT），是一种层状结构的含水富镁硅酸盐粘土矿物，与制备

陶坛的陶土相比，凹土具有更优异的吸附与催化性能，并且价格低廉，生产环保。然而，将

凹土用于白酒催陈老熟的研究报道甚少，淮阴工学院蒋长兴等通过 450 ℃烧结，将 Cu、Zn、

Fe 元素负载到 ATT 上，制备了铜-凹土（Cu-ATT）、锌-凹土（Zn-ATT）、铁-凹土（Fe-ATT）

白酒催熟材料，进而采用 x 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研究复合材料的晶体特征与形体形貌，最后以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公司生产的浓香

型白酒为研究对象，取等量的粒状催熟材料 Cu-ATT、Zn-ATT、ATT、Fe-ATT，按质量比 1:80 

分别加入到新酒中，密封，恒温振荡（25 ℃、80 r/min），悬浮状态下老熟 4 个月，实施

白酒老熟实验，探讨复合材料对浓香型白酒催熟效果。 利用氢火焰气相色谱仪、ICP-MS 、

感官分析对酒样主要香味成分及金属含量、口感品质进行分析。与对照样相比，Cu-ATT、

Zn-ATT 酒样中乙酸乙酯、己酸乙酯含量增加，乙酸、己酸含量减少，与白酒自然老熟的酸

与酯类变化不一致，并且酒样风味不良，金属元素溶出较多。而 Fe-ATT 酒样中乙酸乙酯、

己酸乙酯含量减少，乙酸、己酸含量增加，与白酒自然老熟成分变化一致，并且酒样窖香纯

正，酒体协调，丰满、味净，Fe 元素溶出较少，催熟作用显著。原文见：Cu-ATT、Zn-ATT、

Fe-ATT 材料表征及对浓香型白酒催熟作用研究，现代食品科技，2016，32（3） 

 

图 6 Cu-ATT（A）、ATT（B）、Fe-ATT（C）、Zn-ATT（D）的 SEM 图 

酒样酸、酯类的含量（Mean ± SD， n=3）(mg/L) 

 

 

聚乙烯/聚乙烯醇凹土渗透气化复合膜的制备与表征 

聚乙烯醇(PVA)是一种常见的渗透蒸发透水功能膜的基体材料，具有高亲水性、良好的

耐热和耐化学性，且价格低廉。然而，由于 PVA的耐水性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推广和应

用。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对 PVA进行交联和热处理，这可以增强膜的热稳定性和耐水性。存在

的问题是交联或热处理会使膜变脆，亲水性降低，同时会降低膜对水或其它水溶性物质的溶

胀性，则水在膜表面及其内部的扩散速率会降；另外，单一聚合物基体膜缺乏化学和热稳定

性，在一些特殊环境，如醇环境中长期运行易损坏。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有机无机混合基质(MMM)的思路。MMM中嵌入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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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性和多孔性的无机粒子使得膜具有良好的分离性能，同时柔性聚合物又使得膜易成型，

解决了无机膜所遇到的脆性问题。碳纳米管（CNTs）作为一维纳米材料，具有超强力学性能、

高的长宽比、高比表面及简单功能化即可分散在有机聚合物中等特性，在聚合物中添加少量

CNTs即可增强 MMM的力学强度，且膜的孔径易控制在纳米尺度。为此，嵌入功能化 CNTs的

MMM 被认为是催化酯化膜反应器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突破。然而，目前 CNTs 的制备成本高、

纯度和产量低，且样品成杂乱分布，CNTs 之间相互缠绕、成束，难以分散。这大大限制了

CNTs特有性能在 MMM膜中的充分发挥和进一步规模化应用。 

凹凸棒粘土(ATP)是一种层链状晶体结构的镁铝硅酸盐粘土矿物，与 CNTs 结构有些类

似，同样具有独特的纳米纤维状或棒状晶体形态。这一独特的晶体结构赋予凹土高的比表面

和长径比（(500 ～ 1500) nm ×(20 ～ 50) nm)），具有不同寻常的胶体和吸附性能，在诸

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淮阴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裴宇航等采用溶液涂敷法将 PVA-ATP悬浮

液涂敷在聚乙烯( PE)中空纤维微孔基膜上，成功制备了 PE / PVA-ATP渗透气化混合基质膜，

系统考察了凹土的加入量对复合膜的结构、力学性能、耐水性能和透水性能的影响。研究结

果显示， ATP的棒晶可以均匀分散在 PVA基体中，当 ATP悬浮液含量为 5%时，所制备的复

合膜的拉伸强度最大，断裂延伸率也最大，复合膜的力学性能得到提高。ATP的加入使得复

合膜的耐水性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与加入 8%左右的交联剂(丁二酸)所起的作用相当；同时，

ATP的掺入会使复合膜的透水率降低，但远小于交联剂丁二酸的影响，重要的是少量 ATP的

掺入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交联剂使膜变脆的难题。 

原文见：聚乙烯/聚乙烯醇凹土渗透气化复合膜的制备与表征，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6，32（4） 

 

PE-PVA/ ATP复合膜的 SEM(a: PE membrane; b ～ f:PE-PVA/ ATP1 ～ PE-PVA/ ATP5) 

 
ATP和丁二酸对 PE-PVA/ ATP膜耐水性能（左）和透水性能（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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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ZnO／凹土复合材料紫外线屏蔽性能研究 

紫外线是太阳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量约占阳光总能的６％。紫外线按波长长短可分

为长波紫外线 UVA(320-400nm)、中波紫外线 UVB(280-320nm)和  短  波  紫  外  线

UVC(200-280nm)个波段；然而长、中波紫外线对人体皮肤的长照射，会引发黑斑、红斑、皮

肤癌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紫外线屏蔽材料的开发一直处于研究的热点。 

金红石型纳米 TiO2无毒、无味、透明性好，相对密度和折射率也大，对 UVB(280-320nm)

有很好的屏蔽作用，且吸收紫外线后不分解、不变色，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纳米 ZnO

是一种最为广谱的紫外屏蔽剂，其对紫外线的防护一直延伸到 UVA，而且纳米 ZnO无毒、无

味、对皮肤不刺激、具有抗菌效果；研究表明，在中波区域，纳米 TiO2紫外线屏蔽要明显

优于纳米要优于 ZnO，但是在长波区域，纳米 ZnO的屏蔽性能要优于 TiO2，所以，两者复合

有利于形成广谱的屏蔽剂。但是 TiO2和纳米 ZnO都存在团聚现象严重的问题，为解决材料

的团聚，常州大学刘杰等在低温条件下，以天然一维纳米材料凹凸棒石黏土（ATP）为载体，

在 ATP表面同时负载纳米 TiO2和 ZnO纳米颗粒。制备的复合材料不仅解决了纳米 TiO2和纳

米 ZnO颗粒容易团聚的问题，提高了材料的紫外线屏蔽性能，而且有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ATP的附加值。研究结果显示，TiO2和 ZnO均匀的负载在 ATP表面，粒径生长被抑制，纳米

TiO2晶粒尺寸从 50nm减小到 6~8nm，纳米 ZnO晶粒尺寸从 50nm减小到 8~10nm。复合材料结

合了纳米 TiO2和纳米 ZnO屏蔽不同波长紫外线的各自特性。当煅烧温度为 500℃时，所得的

TiO2/ZnO/ATP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中、长波广谱紫外屏蔽性能。原文见：TiO2/ZnO/凹土复

合材料的制备表征及紫外线屏蔽性能研究，化工新型材料，2016,44（4） 

 

图 TiO2（a）、ZnO（b）、                   不同材料紫外线屏蔽效果比较 

TiO2／ZnO／ATP（c）和 

TiO2／ZnO／ATP（d高分辨）TEM 图 

让“泥土”变成“金”的人 

——记盱眙县科技局副局长 省先进工作者郑茂松 

      他从事凹凸棒石粘土研究开发工作 30 多年，发表论文 20 多篇，承担和参与承担省、

国家科技项目 20 多项。他的研究成果《凹凸棒土高效增值深加工技术》获教育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 凹凸棒石棒晶束解离关键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获 2015 年度江苏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这个人就是今年“五·一”前夕获得“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盱眙县科

技局副局长郑茂松。 

一辈子干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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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干一个产业。郑茂松于 1984年 7月毕业于连云港化学矿业专科学

校采选系，1984年 7月到地方国营江苏省盱眙凹凸棒石粘土公司参加工作，在企业工作 17

年，先后担任过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1999

年，盱眙县委县政府为了发展凹土产业把他抽调到县凹土项目工作组从事产业规划发展、科

技开发、产业管理工作。郑茂松从事凹凸棒石粘土研究开发工作 30多年来，在凹土的应用

研究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参加过二十多个凹土产品的开发研究。工作中，他不计较个人得失，

服务企业不收报酬，努力钻研业务，熟练掌握凹凸棒石粘土开发研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开

发凹土产品十多项，组织攻克了凹土提纯纳米化的世界难题，发表论文 20多篇，承担和参

与承担省、国家科技项目二十多项。 

让梦想变成现实 

    每个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作为在凹土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郑茂松说，作为凹土人，

他的梦想就是建立国家凹土检验检测中心，制定更多的国家标准，把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建成国际一流的研发中心，凹土产业成为百亿元级产业，将盱眙打造成

真正的凹土之都，使凹土产业成为盱眙的支柱产业。 

  为了发展凹土事业，2010年，盱眙县筹备成立了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

心，郑茂松担任中心理事会秘书长、理事、技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和副主任职务。作为盱

眙县级第一个中心，它从无到有，到逐步规范实现正常运行，郑茂松付出了大量心血，目前，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与盱眙县人民政府合作成立的“中科院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研发中心”、

盱眙县人民政府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合作建立的“凹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盱眙县人民政府与常州大学合作建立的“硕士工作站”、盱眙县人民政府与环保部南

京环科所合作建立的盱眙凹土研发中心已相继落户该机构进行凹土研究与开发。2015年，

盱眙被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授予“中国凹土之都”荣誉称号。 

创先争优成绩显著 

    在凹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中，郑茂松做了前人未做过的工作，开发凹土产品二十多项，

组织攻克了凹土提纯纳米化及应用的世界难题。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2007年由化学工业

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47万字的《凹凸棒石黏土应用研究》；201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凹

凸棒石棒晶束解离及其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并于 2012年、2014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凹凸棒粘土》，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材行业标准《凹凸棒石

粘土制品》的研发。 

    此外，由郑茂松研发的《凹凸棒棕榈油脱色净化剂的生产方法》于 2012年 10月 17日

被国家授权公告发明专利；他的研究成果《凹凸棒土高效增值深加工技术》2006年获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郑茂松在凹土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他多次受到盱眙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并于 2011年获淮安市劳动模范、盱眙县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2012年 7月获得中国凹土最高奖“中国凹土都梁香兰奖”；2015年由于

标准化工作特别贡献，获得中国建材联合会 2015年度建材行业标准化创新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