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科技成果选编 

 

 

 



 

资源与环境 

长余辉发光材料 

项目简介：新型长余辉发光材料如稀土铝酸等体系是无污染的节能型环保贮光材料，

可将太阳光、荧光灯等照射下得到的能量贮存在材料中，然后以发光的形式缓慢地释放，从

而起到了在暗环境下指示照明的目的。长余辉发光材料掺杂到塑料、涂料等基质中使用。 

应用领域：街路指示牌；地铁、人防工程、摩天大楼、大型市政建筑、矿山等的紧急逃

生指示标志；弱光照明系统；建筑的美术绘图、装饰；工艺品等。 

技术指标：绿光、蓝绿光和蓝光的发光时间可持续 12小时以上。 

技术水平：已建成年产 100吨稀土发光材料中试生产线。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稀土着色剂 

项目简介：稀土着色剂具有制备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着色性能优越、生产与使用无

污染、无毒害等特点，可极好地解决有机着色剂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差、无机着色剂中含

有较高毒性金属（特别是锡、铅、镉和钴）等问题。该项目的研制对改变着色剂产品生产现

状、提高产品档次具有重大意义。 

应用领域：塑料、油漆、表面涂层、橡胶、陶瓷、釉、纸张、油墨、化妆品、颜料、皮

革、层压涂层等。 

产品种类：红色、枣红色、橙色、黄色等粉体材料。 

技术水平：已建成年产 100吨稀土发光材料中试生产线。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钼、铼清洁冶金工艺 

项目简介：从低品位钼焙砂、钼冶炼烟尘、铜钼矿、氧化钼矿等多组分难分离含钼原料

中综合回收钼、铼等有价元素，制备钼酸铵、钼酸钠、高铼酸铵、高铼酸钾。本工艺以新型

溶剂萃取体系为核心流程，通过多级萃取-反萃，实现钼、铼与杂质金属离子的深度分离，

可以处理离子交换法所不能处理的低品位含钼物料，得到高纯钼酸铵、钼酸钠产品。具有原

料成本低，工艺运行自动化程度高，产品质量稳定，占地面积小，流程清洁，排放少等特点。 

技术指标：钼回收率 80%~92%，铼回收率 70%~85%，钼酸铵质量达到国标一级，钼酸钠

纯度≥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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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预测：钼酸钠是环境友好型的优异缓蚀剂，在工业水循环系统、发动机冷却液、金

属清洗、金属防锈涂层、颜料、钢筋混凝土等工业部门广泛使用。因为钼是人体需要的微量

元素，且钼酸盐对人体无危害，因此随着环保标准的日益提高，钼酸钠的用量迅速扩大，市

场前景良好。 

投资额度：1000万元(年产量 1000吨钼酸钠)。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镓、钾清洁冶金工艺 

项目简介：高纯镓与有色金属组成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宇航、能源、

卫生等部门所需新技术材料的重要支撑材料之一，广泛用于制备光电器件与光电集成电路；

钾明矾的化学名称为十二水硫酸铝钾，主要用于食品添加剂、医药收敛剂及止血剂，印染助

剂等。 

从铝冶炼烟尘中综合回收镓、钾等有价元素，制备食品级钾明矾和金属镓。本工艺具有

原料成本低、运行自动化程度高、排放少、产品质量稳定等特点。  

技术指标：镓回收率 80%~85%，纯度≥99.9%；钾回收率 90%~95%，钾明矾含量≥99%。 

前景预测：氧化铝焙烧过程中产生大量富镓烟尘，其中镓平均含量为 0.15%，钾含量约

10%，具有较高工业回收价值。本工艺以新型溶剂萃取体系为核心流程，通过三个萃取体系

的衔接，先实现镓的富集回收，再实现钾与杂质金属离子的深度分离，得到金属镓、食品级

钾明矾产品。 

投资额度：2000万元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聚乳酸树脂万吨级产业化 

项目简介：聚乳酸树脂（PLA）是一种新型完全可生物降解材料，由可再生的植物资源，

如玉米、木薯等所提出的淀粉原料制成。淀粉发酵制成乳酸，再通过化学合成转换成聚乳酸。

PLA废弃后在堆肥条件下，能被自然界中微生物完全降解，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普通塑料相

比可减少 60%，是公认的环境友好材料。 

长春应化所与企业合作，已建成国内唯一、世界上第二条 5000吨级聚乳酸树脂生产线。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对聚乳酸性能的需求，开发出 10余种树脂产品。 

应用领域：PLA下游制品有地膜、育苗钵、肥料袋、堆肥袋、包装膜、食品袋、购物袋、

垃圾袋、餐具、杯、台布、手套、高尔夫球座等。 

高纯度的聚乳酸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如：聚乳酸是骨折内固定的钉、棒、模板的

材料，丙交酯和其它交酯的共聚物是组织工程中细胞生长临时支架材料，以及药物控制缓释

剂型的载体材料。另外，还有手术缝合线、可降解纱布、体内各种器官临时支架、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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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 5000吨/年生产线及多种制品加工。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投资入股 

二氧化碳基塑料万吨级产业化 

项目简介：二氧化碳共聚物是以二氧化碳和环氧化合物为原料共聚而成，二氧化碳既是

一种广泛、廉价易得的基本化工原料，又是可回收利用的环保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对日益枯

竭的石油资源是一个补充，市场潜力巨大。 

长春应化所面向国家二氧化碳综合利用和发展低碳产业的重大需求，于 2001年在国内

较早地开展了该领域的研发，2004 年与蒙西集团合作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产

权的年产千吨级二氧化碳共聚物生产线。2012年在浙江台州建成了 3万吨/年生产线。 

应用领域：利用其高氧气阻隔性能、高透明性等特点，集中在高附加值的医用材料（如

药品包装泡罩、医用敷料、输液瓶）和高端食品包装材料（牛奶低温保鲜膜、肉制品保鲜膜）

等，以及普通塑料包装袋、包装薄膜等大宗产品市场。 

技术水平：3万吨/年生产线及多种制品加工。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投资入股 

固体废弃物的高值化利用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采用自主创新技术和工艺流程，将粉煤灰、废旧塑料、玉米秸秆、

稻壳、木粉等固体废弃物经共混加工制成高附加值新型环保工程材料，变废为宝，具有重要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采用废旧塑料与粉煤灰制备的井盖既防止了井盖丢失，又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井盖性

能优良，抗压、抗弯、抗冲击能力高于其它同类产品，而且耐热、耐寒、耐酸碱、耐老化，

制品力学强度高。 

采用特殊的配方和工艺条件制备的新型木硅塑建筑模板，原材料来源丰富，特别是在制

品中填充一定量的粉煤灰，大大降低了制品价格，质量提高，加工性好，耐虫蛀，耐菌，耐

酸碱，不吸水，不变形，产品 100％可回收利用。 

技术指标：井盖 90% 以上利用废旧物质，比同类铸铁制品售价低 10-20% 

强度：420KN（铸铁重型井盖国标为 360KN） 

应用领域：市政工程：井盖、排水池箅、树池箅 

建筑：管材、板材等 

交通：矿山用铁路枕木、高速公路防护栏桩、护坡板、隔离墩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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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废水中有价元素回收集成技术 

项目简介：电镀和制革生产过程中排放出来的废水严重污染环境。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每年排出的电镀废水约为 40×10
8
 m

3，主要含有 Cr（III）、Cr（VI）、Zn（II）、Cu（II）、

Ni（III）、Fe（III）等重金属离子。医学研究表明，六价铬是一种致癌物质，Cr(Ⅵ)的毒

性比 Cr(Ⅲ)大 100倍。在废水中 Cr(Ⅵ)随 pH值的不同分别以 CrO3，-， 等形式存在。如果

能有效的回收铬及其它重金属资源，不仅可减少环境污染，而且可节约资源，变废为宝。 

长春应化所开发的新型阴离子交换树脂与传统大孔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相比，其吸附

性能、使用寿命和再生过程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技术指标：树脂的静态吸附容量大于 120mg/g，稳定性好，再生能力强 

处理后的废水中 Cr（VI）的含量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Cr（VI）的回收率大于 70％，纯度大于 90％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新型稀土高温热障涂层材料 

项目简介：针对高推重比燃气轮机对热障涂层材料的迫切需求，长春应化所最早在国内

开展了新型稀土高温热障涂层材料的研究，自行设计、研制成国内第一套“可控温热障涂层

自动热循环仪”，该仪器可以模拟燃气轮机在工作状态下叶片所处的温度环境并自动测试热

障涂层的热循环寿命；确定出优化的稀土成分之比，是国内外第一个非氧化锆型的高温热障

涂层材料。 

技术指标：热障涂层耐温：1250 ℃（长期使用）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硝基化合物低温加氢反应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开发了硝基化合物低温加氢反应的高效催化剂及绿色反应过程。

反应温度从目前的 150-260 ℃降至 35-100 ℃；反应过程无有机溶剂使用；产品选择性好，

无废弃物产生；反应过程安全，可控，无中间产物累积，产品纯度好；按年产 10万吨的工

艺估算，总成本估计节约 10%-20%。 

此外，开发了系列具有高效催化活性的镍基催化剂，实现了实验室低温芳环硝基化合物、

苯甲酸等绿色催化加氢反应过程。从源头上消除污染，减少生产过程的事故，可望推动加氢

清洁工艺的研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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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纤维素加氢合成异山梨糖醇 

项目简介：纤维素是全球来源最广泛，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纤维素的高效转化在生物

质资源利用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春应化所以 Ru基催化剂催化纤维素加氢，在低浓

度无机酸存在下可将高浓度的纤维素直接选择性转化为异山梨糖醇，收率达到 35%-50%。异

山梨糖醇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平台分子，在有机合成、生物质能源、药物合成、聚合物合成

以及改性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为生物平台分子异山梨糖醇的合成提供了绿色、有效的

合成路径。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环己烷氧化合成环己酮环己醇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开发了一种 Ti基合金催化剂，催化剂原料廉价，制备工艺简单。

反应中催化剂性质稳定，组分没有流失。反应后催化剂不需要处理，分离后就可直接重复利

用，并且活性稳定。催化氧化环己烷产物清澈，不会沉淀结渣。环己烷转化率可达到 7%，

环己醇和环己酮的总选择性达 80-90％以上。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油脂催化加氢合成高碳醇及烷烃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开发了活性高、选择性好的 Ru基催化剂，该催化剂对油脂加氢

脱氧反应制备长链的烷烃具有良好的催化性能。降低了油脂的加氢脱氧反应的反应温度，在

比较温和的条件下即实现了油脂的加氢脱氧反应，反应温度为 200-250℃，长链烷烃的产率

大于 90%。此外，我们还开发了一种 Cu 基催化剂，该催化剂可以催化油脂加氢转化为高级

脂肪醇，收率大于 98%。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尼龙-11 

项目简介：尼龙-11树脂，学名聚十一内酰胺，由于分子链中存在酰胺结构和分子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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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强的氢键，因此具有优异的机械物理性能，耐磨性能，自润滑性能，耐油性。又由于尼

龙-11中亚甲基链相对较长，因而与尼龙-6和尼龙-66相比，又具有独特的优点，如韧性更

好，耐寒性更好，脆化温度低达-70℃。吸水率低因而尺寸稳定性好。熔点只有 185℃，因

而加工容易。总之，尼龙-11以其性能的独到之处和应用的不可替代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长春应化所已经进行了 30吨/年规模的装置全流程扩大试验，取得了成功，独立开发出

合理的合成技术路线，其中国内其它厂家解决不好的关键技术已得到满意的解决。 

尼龙—11 树脂的生产是以蓖麻油为主要原料，蓖麻是我国丰产的油料作物，产量居世

界第二，可满足本项目的原料供应。当前大部分种植蓖麻的地区往往土质贫瘠，农业经济落

后，又没有形成综合利用蓖麻深加工的龙头产品，蓖麻籽榨油厂也大部分停产，导致种植面

积逐年下降，本项目的建设与发展，必将改变这种状况，能充分利用丰富的蓖麻资源，带动

蓖麻种植业的发展，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同时，也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因此

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技术指标：产品质量达到法国阿托公司（Atochem）Rilsan-BMNP40 牌号的标准。产品

收率达到国外先进水平、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ε-己内酯生产技术 

项目简介：ε-已内酯是高性能纤维的原料，由于其有很大的拉伸伸长率及良好的透气

率，用其制成的纤维具有透气性，穿着舒适和高强度、高弹性。目前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制成运动服非常受欢迎。由于聚ε-已内酯和聚乳酸一样，具有可降解性，因此可用于医

用材料。如医用缝合线、骨修复、人工软骨、人造皮肤、神经和血管等均得到广泛应用。 

ε-已内酯也是粘胶剂的原料、化学中间体、良好的溶剂。由于ε-已内酯具有广泛的用

途，从 1974年国外开始开发研究，几十年来，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产量在逐年增长，目

前国际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国内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有规模化生产，仍处在中

试和小规模生产阶段，市场主要靠国外进口来满足。 

长春应化所采用低浓度的双氧水氧化环己酮生产ε-已内酯。在后处理过程中清除过氧

化物，因而消除因过氧化物易产生爆炸的因素。其工艺流程简单、安全，相对收率较高。 

技术指标：环己酮的单程转化率 60％以上；e-己内酯单体纯度达到 99.9％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高附加值白炭黑制备技术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采用现代非平衡态机械制粉技术，以沉淀法白炭黑为原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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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白炭黑粉体。 

技术特点： 

l        粉体粒度小，接近气相法产品（2微米以下）； 

l        可提高产物的比表面积（20%以上）； 

l        加工效率高、成本低（成本是气流粉碎的 1/2-1/3）； 

l        产品不仅具有超细粒度，而且粒度分布更集中，无需分级处理 ； 

l        加工过程在封闭的设备中进行，无超细粉体外逸，既有利于工作环境又可保

证产品无损失，产品理论收率 100%； 

l        设备成本低、过程易控制、扩大产能快。 

l        主要能耗为提供电机的电能，无三废排放。 

在丁苯橡胶中的补强效果与气相产品接近，强度提高 1/3以上；在粘接剂和涂料中优于

目前沉淀白炭黑，可以替代气相白炭黑使用。 

应用领域：橡胶、硅橡胶、电缆料、不饱和聚酯树脂、胶粘剂、油漆、涂料、油墨、复

印机墨粉、食品、饲料、皮革、化妆品等。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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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 

高强高硬钨铝合金材料 

项目简介：钨铝合金是一种新型的结构材料，它兼备钨的耐高温性、低热膨胀系数和铝

的轻质、抗氧化性及加工性，使合金具有高的硬度、高温稳定性和较低的密度,是很有发展

前景的特种耐高温、高硬度、高耐磨、高强度轻质合金材料，有望成为新一代合金装甲材料

和航空航天发动机结构材料。 

长春应化所通过特种高性能的钨铝合金颗粒的微量添加，利用自主研发的“机械制粉与

半固态触变加工”新技术，获得了高性能的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性能超过目前国外高

强、高耐蚀铝合金 7075和 5083。利用新的制备工艺，可以实现增强相与基体的均匀弥散，

最终材料在保留基体铝合金的部分塑性、韧性的同时，又因为增强相的高硬度、高强度而使

材料具有了远高于基体合金的比强度、比刚度，同时还具有良好的高温性能、优异的耐磨性

和耐蚀性等特点。 

技术指标： 

高强铝基材料：强度大于 600MP，硬度大于 150HB，变形率大于 8%； 

高强高硬铝基材料：强度达到 650MPa，硬度大于 180HB，变形率大于 5%； 

超高强铝基材料：强度达到 750MPa，硬度大于 200HB，变形率大于 3%，可全面替代美国 7075

高强铝合金。 

应用领域：自行车赛车车架、摩托车刹车系统、卡丁车传动部件、汽车发动机活塞、轮

毂、高尔夫球杆和球头等。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性能稀土镁合金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具有年生产 100吨稀土镁中间合金和 1000吨稀土镁合金的能力。

开发了高强高韧、抗蠕变、耐腐蚀等系列稀土镁合金制品。如汽车方向盘、轮毂、发动机罩

盖等；轨道客车用空调格栅和通气扇格栅等。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实现了轻量化应用。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聚酰亚胺 

项目简介：聚酰亚胺是目前已经工业化的高分子材料中耐热性最高的特种工程塑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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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膜、涂料、塑料、复合材料、胶粘剂、泡沫塑料、纤维、分离膜、液晶取向剂和光刻胶

等领域应用。 

长春应化所在原材料路线的开辟，单体合成，聚合工艺，加工方法等方面具有 50年的

工作积累，将由氯代苯酐出发合成聚酰亚胺的反应步骤由原来的六步过程简化为两步反应，

大幅度减少辅助试剂和溶剂的使用量，减少废弃物排放，降低过程消耗，聚酰亚胺生产成本

降低 30%以上。 

主要产品：200-300℃使用下模压或注塑成型的高性能工程塑料、半金属轿车刹车片、

气体分离和有机气体、液体分离的膜材料、聚酰亚胺纤维等。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PVC 结构泡沫夹芯材料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在基体树脂组成-发泡工艺-泡沫性能构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重

点解决工艺放大过程中配方的调整，工艺兼容性，产品稳定性以及工艺衔接问题，研发密度

为 80kg/m
3泡沫材料及生产技术。 

应用领域：高速轨道交通、风力发电、航空、军事等。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 

项目简介：以杜邦 Sorona 3GT和壳牌 FG30为代表的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是

继 20世纪 50年代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 70年代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

之后新研发的极具发展前途的高分子材料，它既克服了 PET的刚性又避免了 PBT的柔性，且

具有相当于尼龙的高回弹性，广泛应用在工程塑料、汽车内件、服用纤维和地毯等领域。 

长春应化所开发出了两种高效催化体系: 高效复合型催化体系和高效纳米粒子负载催

化体系。从 1,3-丙二醇出发的合成路线，可提供催化剂体系及和 PTT的合成工艺全套技术。 

技术指标：特性性粘度≥0.90dl/g 

色度指数 L≧95，b≦7.0 

单体转化率＞99.5% 

残存无机物含量＜1% 

技术水平：实验室技术。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1537 —



 

纤维活性剂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开发了由己内酰胺封闭的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添加各种助剂

调配、研磨而成的纤维活性剂。性能指标可达瑞士 EMS公司 Grilbond IL-6产品的水平。产

品常温下以乳白色液体形式保存。用于实现轮胎、传送带、三角带、动力输送带等所用骨架

材料的涤纶帘子布、EP 帆布的浸胶工艺，目标是改善其与橡胶材料的粘合性能。目前国内

外橡胶加工行业对此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国内所使用产品基本上都是由瑞士和德国进

口，进口产品存在着价格昂贵，供货时间长的不利因素，因此本纤维活性剂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 

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其主要优点：1. 粘合力高；2. 颗粒精细，可形成均匀涂层；3. 

流动性好，无沉淀现象；4. 解封温度较低；5. 可按用户要求调节粘度。 

技术指标：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 

外观   乳白色、低粘液体 

固含量 % 50±1 

熔点 ℃ 175±10 

粒度 µm ≤5 

密度 g/cm³ 1.1±0.1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项目简介：聚乙烯基吡咯烷酮是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高分子材料，广泛应用于医药，

化妆品，涂料，啤酒，饮料，纺织印染，粘结剂，洗涤剂，高分子聚合，电子，分离膜等领

域，且用量稳步增加。 

合成 PVP的工艺路线采用恒温高压聚合技术，制备出 K12，K17，K30等均聚产品，尤其

是 PVP--K12是一种性能优良应用面广的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是 PVP行业的高精尖品种，

一般厂家没有能力生产，长春应化所技术成熟可靠，操作稳定，产品符合中国药典，美国药

典和欧洲药典最新版本要求。并通过技术改进制备出分子量较窄的 PVP均聚产品，以及交联

聚乙烯吡咯烷酮。 

目前世界最大的厂家为 BASF公司，国内厂家也有很多生产，但是由于技术，设备，资

金等原因，实际的产能不足万吨，聚乙烯基吡咯烷酮有较高的附加值，在年需求量 5万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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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中具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余地。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无定型聚芳醚酮耐高温绝缘涂料 

项目简介：已商品化的耐高温高分子绝缘涂料主要由聚酰胺、聚酰亚胺树脂制备。但其

湿热性能较低， 极大地限制了它们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应用。长春应化所开发玻璃化转变温

度 231℃、热分解温度 450℃的含酚酞侧基的无定型聚芳醚酮（PEK-C）树脂，溶解加工性能、

耐水解性能优异，且其电绝缘性能大大优于聚酰亚胺材料。 

此外，以制备耐高温 PEK-C绝缘涂料为目标，在保持树脂原有高性能基础上，为提高极

性进而提高 PEK-C树脂与基体间的粘附力，将氰基引入 PEK-C分子主链合成聚芳醚腈酮共聚

物，其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杜邦公司的聚酰亚胺漆（Pyre-ML）。该耐高温绝缘涂料

可应用于对耐热性和绝缘性能要求较高的电气产品、电子零件、各类型线圈、马达、变压器、

发电机、电机的外层防护。 

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漆膜外观 透明，无机械杂质 GB/T 1723-1993 

硬度（铅笔） 1H  GB/T 6739-1996 

柔韧度，mm 1mm GB/T 1731-1993 

冲击强度， Kg *cm ＞100 Kg *cm GB/T1732-1993 

附着力（划格法） 0级 GB/T 1720-1993 

介电常数（1~1×106Hz） 2.5~3.2 宽频介电谱仪测定 

耐热性，300 ± 20℃，30h 不开裂，不脱落 GB/T1735-1993 

表面电阻率（250V电压）， Ω 1.6×1016 GB/T1410-2006 

体积电阻率，Ω m 1.47×1014 GB/T1410-2006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稀土异戊橡胶（一） 

项目简介：异戊橡胶的主要物理机械性能与天然橡胶相近，具有优良的弹性、密封性、

耐蠕变性、耐磨性、耐热性和抗撕裂性、抗张强度和伸长率等与天然橡胶接近。异戊橡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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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天然橡胶。我国年耗胶量已达 300 多万吨，居世界首位。然而天然橡

胶产量仅为 50多万吨/年。巨大的需求和缺口，使我国近年来年进口的合成橡胶和天然橡胶

均达百万吨以上。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我国乙烯工程的不断发展，使得乙烯中的碳五馏分

大量富集，而碳五馏分中的异戊二烯又是制备异戊橡胶的原料，我所自主开发的高活性、高

立构选择性可溶稀土催化剂，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领先技术。异戊橡胶是合成橡胶中综合性能

最好的一个胶种。目前，国内市场上通用型异戊橡胶的主要用途是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全

钢胎的胎圈钢丝部位所需的异戊橡胶均为俄罗斯生产，该项目的产业化将有效弥补我国异戊

橡胶缺口、全面取代进口。 

长春应化所通过改进催化剂和聚合工艺，在较高聚合温度下(40℃)成功地合成出具有顺

式含量高于 96%、相对分子质量分布指数低于 3.0、门尼黏度介于 70~90的新型高品质稀土

异戊橡胶，并将聚合、凝聚等工艺所需能耗降至最低。 

应用领域：异戊橡胶广泛用于制造轮胎和其它工业橡胶制品。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稀土异戊橡胶（二）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制备一种新型的苯基双亚胺钳型稀土催化体系。该体系在工业介

质中具有优异的溶解性，即均相性，为生产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提供了先决条件，尤其是该

体系具有高催化活性和高顺 1,4-选择性（＞98%），而且这种性质在较宽的聚合温度范围内

都可保持。该催化剂与传统的齐格勒-那塔稀土催化剂结构完全不同，长春应化所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并已形成了系列专利。 

技术指标：顺 1,4-含量大于 98%；分子量在 20-150万之间可调（相当于门尼 20-100）；

300%定伸大于 17MPa，断裂伸长大于 28MPa。 

技术水平：实验室技术。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 

项目简介：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是 1,2结构含量 70%以上的聚丁二烯橡胶，其最显著

的特点是同时具有高抗湿滑性和低滚动阻力，乙烯基含量越高，其性能特点越突出。高乙烯

基聚丁二烯橡胶是适合现代轮胎橡胶安全、节能发展趋势的橡胶品种，被美国、英国等发达

国家指定为节能胶种。 

长春应化所采用铁系络合催化剂生产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催化剂成本较低，不涉及

使用有毒、有害、价格昂贵的催化剂组分，不增加环保成本，生产成本与镍系顺丁橡胶成本

相当，如用其替代溶聚丁苯橡胶，经济效益将非常可观。此外，相对于锂系催化体系溶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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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本更低，聚合条件温和，不使用任何添加剂或调节剂，更适合于大规模工业生产。催化

剂组分均为便宜、易得的工业品，与 N镍系顺丁橡胶使用同样的溶剂和单体，可在顺丁橡胶

装置上生产，不需另建生产装置。 

目前国内丁苯橡胶的消耗量为 60万吨-70万吨，按国外 SSBR占丁苯橡胶总消耗量的 30

％-40％计算，我国 SSBR 的市场容量为 20 万吨左右。我国已加入 WTO，大量国外高性能轮

胎制造巨头和高性能轮胎产品进入我国，在我国低档斜胶胎已经饱和，轮胎子午化率较低，

但在发展势头迅猛的情况下，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市场需求的高性能子午轮胎

橡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稀土顺丁橡胶 

项目简介：稀土顺丁橡胶是当代不同催化体系顺丁橡胶系列中最具特色且性能全面的品

种。其顺式 1,4结构含量高、线形结构规整度高、分子量高且分布宽，有优于镍系顺丁橡胶

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加工性能；且稀土催化体系引发聚合反应过程中不易产生高分子支化及交

联，不易生成凝胶，适合进行丁二烯本体聚合，从而简化了聚合物生产流程，降低了投资及

生产能耗；另外高门尼粘度产品的合成工艺易行，又由于其分子结构的特点，适量充油不会

引起物理机械性能下降，这一突出特点使得生产成本低、抗湿滑性、耐疲劳性和加工性能均

得到改善的充油稀土顺丁橡胶成为可能。 

稀土顺丁橡胶是适合我国高速公路和汽车发展的高性能顺丁橡胶品种，其高速性能、路

面抓着性能、抗湿滑性远优于镍系顺丁橡胶，在国际市场售价高于镍系顺丁橡胶$200-1000/

吨，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长春应化所已形成全套稀土顺丁橡胶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包，并应用于中国石油锦州石

化 1.5万吨/年生产装置，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 2.5万吨/年生产装置和山东玉皇石化公

司 5万吨/年生产装置。 

技术指标：顺-1，4结构含量：98%；Mw/Mn：2.5-13.0；ML1+4 100℃：30-60；挥发份：

< 0.7%；300%定伸强度：≥ 8MPa；拉伸强度：≥ 18MPa；断裂伸长率：≥ 400%。并可根据

用户需求生产出不同结构特征的稀土顺丁橡胶。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新型钒系催化体系和三元乙丙橡胶 

项目简介：世界上 90%的三元乙丙橡胶所用催化剂为钒系催化剂，我国进口装置所用钒

系催化剂为第一代三氯氧钒催化剂，聚合活性低、寿命短、对水和空气高度敏感、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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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高污染，且该催化剂完全为国外专利覆盖。 

长春应化所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常温、常压水体系制备新型钒系催化剂，其聚合

活性高，对水和空气稳定、制备成本低、易于大规模制备。 

乙丙橡胶由于其分子链具有高度饱和性，使得其具有优异的耐臭氧性、耐老化性、耐化

学品腐蚀性、优异的电绝缘性能、耐蒸汽性等，加之单体廉价易得，在汽车部件、建材用防

水卷材、电线电缆护套、耐热胶管、胶带、汽车密封件、润滑油添加剂以及聚烯烃改性等方

面具有广泛的应用。该项目的产业化将有效解决我国钒系催化剂及乙丙橡胶严重依赖进口的

问题，使我国具有自主生产乙丙橡胶的核心技术。 

技术指标：在第三单体的存在下所制备的三元乙丙橡胶，三元共聚催化效率可达到 8.6 

EPDM kg /gV·h。聚合得到的新型三元乙丙橡胶，物理性能测试结果：300%定伸为 17.0MPa，

拉伸强度为 17.2MPa，伸长率为 308.0%。新型三元乙丙橡胶的性能接近吉化 4045的性能，

具有潜在工业应用前景。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熔体强度聚丙烯 

项目简介：聚丙烯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产量增长最快的树脂之一。然而，普通聚丙

烯韧性差，熔体强度低，大大限制了其在高端产品中的应用。长春应化所利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制备技术，研制的高熔体强度聚丙烯专用树脂（HMSPP）具有较高的熔体强度，

其拉伸粘度随剪切应力和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应变硬化行为明显，可以在热成型、吹塑成膜、

挤出涂覆、挤出发泡等方面推广应用。尤其在 PP挤出发泡材料方面，效果显著，解决了普

通聚丙烯难以发泡成型加工的问题。 

利用制备的高熔体强度聚丙烯成功制备了发泡聚丙烯珠粒以及发泡聚丙烯片材，这类发

泡材料的泡孔的闭孔率高，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成本低的优点，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产

品附加值高，可以应用于交通工具、保温、高档包装等领域。HMSPP专用料，在加工性能和

力学性能方面，与进口同类产品相当，同时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技术完全依托于国

内加工设备，生产周期短，能耗低，易于应用推广。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性能聚乙烯-聚苯乙烯树脂 

项目简介：高性能聚乙烯-聚苯乙烯树脂（PE-PS）是用悬浮接枝技术将苯乙烯接枝到聚

乙烯分子链上，苯乙烯在接枝到聚乙烯分子链上的同时，以接枝的苯乙烯为核进行均聚生成

聚苯乙烯，使聚乙烯和聚苯乙烯以共价键键合在一起，由于聚乙烯和聚苯乙烯以共价键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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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因此不会发生加工过程中的相分离情况。 

长春应化所采用全新路线制备的高性能 PE-PS 共聚物与通用的聚苯乙烯和聚乙烯等相

比，其耐热性、耐老化性能、化学稳定性和加工性能优异，在强度、韧性、冲击性和耐高低

温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好。  

应用领域：高性能 PE-PS树脂在泡沫和耐辐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PE-PS泡沫材料不

仅具有一般泡沫塑料的优点，如质轻、耐压、隔音、隔热、防震等特点，而且还具有优异的

力学性能、良好的回弹性、良好的耐应力开裂性能和高冲击吸能等优点，既具有聚乙烯泡沫

的柔性又具有聚苯乙烯泡沫的刚性，在包装、汽车、建筑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家电、

建筑、冷藏和汽车等行业的迅速发展，PE-PS泡沫材料的开发与应用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外，

PE-PS树脂性能稳定，分子结构中含有大量的苯环，具有耐辐射性能，其制成的电线和电缆

有望在核电设施上广泛应用，替代耐辐射的工程塑料。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光气法聚碳酸酯（PC）产业化技术 

项目简介：聚碳酸酯(PC)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工程塑料。它具有优越的光学透明性（可见

光透过率>90%）和很高的抗冲击强度，优良的热稳定性、耐蠕变性和耐寒性，以及良好的电

绝缘性、阻燃性，因此在建筑透明板材、电子电器、光盘媒介和汽车工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 

光气法生产聚碳酸酯的关键是界面反应聚合技术。长春应化所在小试中研究了物料配

比、催化剂用量、分子量调节剂以及反应流程控制对反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500吨聚碳酸酯生产技术。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长寿命高比压水润滑轴承 

项目简介：机械传动系统中的各种摩擦副，如船舶、水泵、水轮机、洗衣机及其他工业

设备轴系中的各种轴承与密封装置等传动零部件，以及各种流体传动与控制系统中的液压泵

等重要基础件，往往都是以金属构件组成，并用油作为润滑介质。这不仅耗费了大量油和贵

重金属等资源，而且为了防止油泄漏需要进行密封，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并很难解决各种

摩擦副因运动而产生的摩擦磨损、冲击振动、噪声、可靠性差和寿命较短等诸多难题，特别

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油泄漏而造成严重污染。 

水润滑轴承以水代替油作为润滑介质。长春应化所研制的水润滑轴承在海军舰艇上获得

了应用。掌握水润滑轴承材料及轴承的关键制备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一代水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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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轴承的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 

我国生产的水润滑轴承市场多年来一直为国外公司所垄断。目前，乘火车应化所研发的

第一代轴承材料性能指标已达到轴承厂家要求，并进行了小批量供货，未来可在常规船舶的

艉轴、水泵、水轮机等工业设备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技术指标：水润滑摩擦系数小于 0.05，使用寿命大于 10年。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汽车线束用高温、耐油热缩材料 

项目简介：汽车线束用高温、耐油热收缩材料的应用，可保证线束系统在高温、油浸、

振动、磨擦的状态下长期稳定工作，具有抗摩擦，阻燃和耐高温等特性。该产品是替代美国

RAYCHEM （瑞侃）公司的系列制品，同时降低国内汽车线束的研发及制造成本。 

长春应化所开发的汽车线束用高温、耐油热收缩材料系列制品，能抵抗航空油和柴油燃

料，液压油和润滑油等油液的腐蚀，并实现线束系统的抗摩擦，阻燃和耐高温，特别适合用

作车辆电缆控制系统的护套和线束的保护，其工作温度范围 -75℃至 150℃。 

应用领域：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线束防护、应力解除及高温密封；家电、化工石油、通讯、

船舶、航空航天及核动力设施等。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低温抗冲击聚丙烯复合材料 

项目简介：聚丙烯广泛应用于建筑、包装和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但是聚丙烯韧性低，尤

其是低温抗冲击性能差，限制了它的应用。采用 POE或 EPDM等弹性体可显著地改善聚丙烯

的韧性，但却损失了材料的刚度、强度、热变形温度等重要性能。采用无机刚性粒子增韧聚

丙烯，韧性提高的幅度很小，并且很难制备低温高抗冲的聚合物材料。为了获得刚韧平衡和

低温高抗冲的聚合物材料，将无机刚性粒子和弹性体复配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但弹性体

的加入对聚合物材料的拉伸强度和模量有不利的影响，并且价格高，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长春应化所通过在聚丙烯/碳酸钙复合材料中添加一定量高密度聚乙烯，使其脆韧转变

温度达到 0℃以下，部分取代传统的橡胶或弹性体粒子增韧的聚丙烯材料，使无机纳米粒子

增韧聚丙烯材料作为韧性材料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技术指标：脆韧转变温度最低-20℃，远低于目前国际上所能达到的 35℃。 

应用领域：汽车保险杠等汽车领域和建筑领域。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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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生物降解薄膜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以生物降解塑料聚乳酸为主要原料，制备可生物降解吹塑薄膜，

该薄膜具有良好的拉伸强度、拉伸断裂伸长率、抗撕裂强度、抗穿刺强度等力学性能，无毒

无味，透明，可热封，印刷性好，耐水，阻隔气体性好，长期存放不脆化，在土壤中可降解，

适合食品包装和药品包装等一次性薄膜用品，超市购物袋等各种用途。 

技术指标：拉伸强度>30MPa，断裂伸长率>100%，抗撕裂强度>100KN/m
2
 

抗穿刺强度>0.5J，薄膜厚度 10-100μm，透光率>85%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环保型复合增塑剂 

项目简介：传统的塑料增塑剂是邻苯类，用量较大的如 DOP、DIDP等。但是 DOP对环境

和人体有害，西方发达国家已禁止在塑料里添加邻苯类增塑剂。 

长春应化所制备的环保型复合增塑剂可用通用塑料 PVC和聚乳酸、聚碳酸酯等生物降解

材料的增塑及增韧改性。 

技术指标：分子量：1×10
3～30×10

3；酸值：≤ 3 mg KOH/g；色泽：无色或微黄。MI

提高 2～5倍，ε % ≥ 100 %。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聚乙烯淀粉吹塑薄膜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以聚乙烯、淀粉为主要原料，制备低成本吹塑薄膜，该薄膜具有

良好的拉伸、抗撕裂、抗穿刺等力学性能，无毒无味，透明，可热封，耐水，阻隔气体性好，

适合食品包装和药品包装等各种用途。 

技术指标：拉伸强度>15MPa，断裂伸长率>200%，抗撕裂强度>60KN/m
2
 

抗穿刺强度>0.5J，薄膜厚度 10-100μm，透光率>80%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可用于食品包装的安全无毒密封胶垫 

项目简介：罐头食品、饮料、啤酒的生产包装过程中，包装材料的防腐、密封是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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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因素，通常采用环氧酚醛树脂（双酚 A 主要用途）、PVC 增韧剂和胶黏剂来提高包装材料

的防腐性能和密封性能。由于环氧酚醛树脂、PVC增韧剂、胶黏剂在使用中会有相当数量的

残留存在，罐头食品、饮品在高温灭菌中，这些残留物就会随温度变化溶入到罐头食品、饮

品中，造成食品污染。伴随着消费者的食用、饮用，而对人体的健康带来严重损害。因此，

与食品接触包装材料中，残留有害物质是一种隐形添加剂，已经成为食品污染的重要来源。

2012年，我国将开始强制实施在食品接触包装材料涂料、饮品密封胶垫领域全面禁止双酚 A、

塑化剂、胶黏剂。以消除食品接触性包装材料及制品的危害因素，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长春应化所采用世界上公认的安全、卫生、无毒、可回收的 PE为主要原材料，通过对

材料接枝改性，制备可与罐头、饮品内溶物接触的密封胶垫，取代目前所用的含有塑化剂的

PVC传统工艺，从源头上杜绝了食品污染。 

技术指标： 耐高温：110℃ 无脱落； 

耐蒸煮：90℃，蒸煮 60分钟； 

耐冲压：不产生开裂及碎末。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性能汽车专用尼龙（PA6、PA66）工程塑料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采用新型的高强度短切玻璃纤维作为增强剂，提高尼龙的机械性

能。该玻璃纤维采用新的浸润剂系统，专为增强聚酰胺配方设计，兼备了优越的喂料特征、

高的光泽和模塑件优良的力学性能。 

在复合体系中引入了自行开发的多层复合包覆红磷母粒，具有优异的阻燃效果、分散性

和热稳定性。所选用的作为载体的聚合物在双螺杆挤出机的加工过程中，与聚合物的其他成

分具有一致的分散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磷化合物的生成以及其在电解质溶液中的溶解度，

从而保证产品具有稳定和高的 CTI值。 

应用领域：汽车风扇、车轮罩、脚踏板等汽车零部件。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性能无卤阻燃 PC/ABS 合金 

项目简介：卤系阻燃剂已经成为日常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污染物，它对于环境与人类的威

胁日益严重。而制造、循环回收、或拋弃家电及其它消费性产品的行为，是造成这些污染物

释放到环境的主要途径。 

长春应化所采用“釜内合金化”和“反应型挤出”相结合的办法，开发出超高流动高光

泽无卤阻燃材料 PC/ABS合金，该材料具有外观优良（免喷涂）、易于成型（优异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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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刚性和高冲击强度等特点，同时能够满足 UL-94 V-0无卤环保阻燃要求。 

应用领域：家用电器、电子电气、办公设备等领域，如大尺寸高档家电外壳及内部支撑

件材料、电气接插件等。汽车及轨道车辆领域：如高档汽车内饰、结构件、保险杠等。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氟碳低表面能防污涂料 

项目简介：氟碳涂料是低表面能防污涂料的一种，与传统涂料相比较有其优异的特性，

如超长耐久性、耐腐蚀、耐化学药品、防污性、阻燃性、适应性、良好的涂层粘结性、附着

力强、涂层硬度高、施工性能良好、装饰性及防静电、抗核辐射等。 

长春应化所结合纳米技术，开发出的新型氟碳低表面能防污涂料，具有高热稳定性、化

学惰性和优异的自清洁防污性能，创造了集调色、环保、防污节能为一体的新型涂料技术，

其在能源、涂装、桥梁、建筑等防污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技术指标：防污组合涂料的水接触角：110°＞a＞100°，表面能< 25 达因/厘米；附

着力大于二级；硬度 H级；弯曲性< 3 mm；干燥时间：表干≤4 h，实干≤24 h；常温下（15~30

℃）即可固化，可刷涂、可喷涂；200℃下可以长期使用(＞2年)。 

技术水平：产业化。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折射率 LED（有机硅）灌封胶 

项目简介：在照明领域中，采用 LED光源已成为发展趋势。但是在 LED光源使用过程中，

由于芯片内部结构缺陷以及材料的吸收、光子在出射界面由于折射率差引起的反射以及入射

角大于全反射临界角而引起的全反射等原因造成 LED光能损失，使许多光线无法从芯片中出

射到外部。而在芯片表面涂覆一层折射率相对较高的透明胶层——LED灌封胶，可有效减少

光子在界面的损失，提高取光效率，还起到对芯片进行机械保护的作用。 

常用的 LED灌封胶包括环氧树脂类和有机硅类。有机硅 LED灌封胶则由于其具有透光率

高，折射率大，热稳定性好，应力小，吸湿性低等特点，性能明显优于环氧树脂胶，在大功

率 LED封装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成本较高。 

长春应化所合成一种新的 LED灌封胶，成本低，性能达到国外公司同类产品的水平。 

技术指标：折射率：nD20=1.53；邵氏硬度：D=41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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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宽温区大容量镍氢电池 

项目简介：镍氢电池具有无污染、高比能、大功率、快速充放电、安全性好、电池的回

收利用价值高等优异特性，主要应用在移动通讯、装备电源、电动车等领域。 

长春应化所开发的宽温区镍氢电池可在- 45℃ -- +60℃区间使用，已建成镍氢电池中

试线 2条，完成 8-300Ah镍氢动力电池的中试化生产。 

技术指标：超熵化储氢合金容量 280-350 mAh/g； 

镍氢单电池的电压 1.2V，容量 8~300 Ah； 

电池循环寿命>5000次（80%DOD），容量保持率大于 60%； 

- 45℃放电容量大于额定容量的 70%。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OLED 照明及其产业化 

项目简介：OLED 作为照明光源，除了和无机 LED 一样具有绿色、环保、节能等优越性

能外，实际上，OLED还具有有别于无机 LED的独特的优点，OLED为面光源，具有大面积、

柔性可弯曲、可整体透明、光线柔和无闪烁、没有散热问题、器件结构简单等优点。 

长春应化所是国内最早开展 OLED的研究单位之一，具备生产和纯化公斤级 OLED材料的

能力，已经掌握了材料与器件产业化的关键技术。 

技术指标： 

全荧光绿光器件，效率为 22.9 cd/A、22.5 lm/W，100 cd/m
2亮度下寿命 50000小时； 

全荧光红光器件，效率为 13.3 cd/A、12 lm/W，100cd/m
2亮度下寿命 30000小时； 

全荧光蓝光器件，效率为 13.8 cd/A、12.8 lm/W，100 cd/m
2亮度下的寿命 32000小时； 

全磷光绿光器件，1000cd/m
2亮度下，效率为 62.0 cd/A、56.5 lm/W，寿命 11200小时； 

全磷光红光器件，1000cd/m
2亮度下，效率为 52.0 cd/A、52.5 lm/W，寿命 7200小时； 

全磷光黄光器件，1000cd/m
2亮度下，效率为 92.0 cd/A、96.1 lm/W，寿命 10000小时； 

荧光/磷光混合白光器件，1000cd/m
2亮度下，效率为 73.5 cd/A、74.1 lm/W，达到了

荧光灯的水平。 

技术水平：中试。 

合作方式：投资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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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 LED 用高效荧光粉的制备 

项目简介：白光 LED是利用 LED芯片发射的蓝光激发荧光粉发光，然后组合 LED发出的

光来实现白光，因此，荧光粉是白光 LED光源的重要材料之一，对白光 LED发光效率和使用

寿命起着重要的作用。 

长春应化所长期从事高效发光材料的合成与应用研究，特别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稀土

长余辉荧光粉和 PDP用荧光粉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已开发出不同颜色的白光 LED用高效荧光

粉的关键制备技术，特别是用蓝光激发下发射黄光的荧光粉的制备技术。 

技术指标：激发波长：430-480nm；发射波长峰值：530-560nm 

色坐标：x = 0.42 ± 0.03，y=0.54±0.02；粒度：6-12微米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项目简介：在太阳能电池中，硅太阳能电池因其转换率高和技术成熟占据了太阳能电池

主要部分，但是硅太阳能电池存在着生产成本高且在提高电池效率方面存在困难，原材料价

格昂贵而难以普及。1991 年，瑞士联邦高工的 Grätzel 小组报道了高效染料敏化纳米晶太

阳能电池的突破性工作，这种电池为人类提供低价、高效、长寿绿色可再生能源带来希望。 

电池敏化材料是提高电池效率的一个关键材料，其中以联吡啶钌染料作为此种电池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适当的提高染料分子的共轭程度获得高效的染料敏化

剂，这对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性能提高和成本降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春应化所制备的有机染料工艺简单，成本低，产率较高，易于纯化，并且可以通过分

子设计进行改性。将此类材料作为敏化剂用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中，获得了 85%以上的光

电转换效率和 9.5%-12.1%的电池效率，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电池效率指标。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 

燃料电池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在关键材料研究方面，发展了多种催化剂制备方法和工艺，并形

成了发明专利，部分催化剂的性能优于商品催化剂，在相关项目的研究中，采用自制催化剂

组装电池，性能稳定，可提供催化剂产品。 

针对不同应用方向，发展了刮涂、丝印、喷涂等多种膜电极制备方法和工艺，在降低了

催化剂载量的情况下，有效地实现了电极和 MEA的均一性、可重现性、稳定性、快捷性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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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制备的自呼吸直接甲醇燃料电池最大输出功率密度可达 33mW/cm
2， 

3.6-4.4V 下可以长期稳定工作，并实现了与手机联机使用。可做为移动电源、充电电源使

用。 

组装系列大功率电堆（30-400W），功率密度 200-250mW/cm
2，运行时间超过 2000小时，

衰减率小于 15%，能量转化效率大于 40％。以单片机为核心，对多个模块同时控制，通过智

能化集成，实现与应用器件的联机应用实验。可作为动力电源、备用电源、移动电源、车载

电源使用。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便携式长效直接醇类燃料电池电源 

项目简介：直接甲醇燃料电池（DMFC）是一种新型的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具有安全、系统相对简单、运行方便，能量密度高等优点，在 1000W之内是最有前景的移动

型化学电源。DMFC非常适合作为中小型化移动式长效电源。 

与传统电池相比发电时间长，DMFC 一经启动，只需补充必要的甲醇，可连续运行时间

可达数千小时，而传统蓄电池充一次电一般只能供电数十分钟至数十小时，需要有外部电源

充电；DMFC不停机即可完成燃料补充工作，而蓄电池一次充电所需时间至少需要 2～5小时；

DMFC 寿命要远远长于需要大电流放电的传统电池，传统电池在其寿命的最后阶段，同功率

供电时间只有使用初期的 50%左右，DMFC不存在因衰减而不供电的问题。这些特点正是国家

经济繁荣和国防的重大而迫切的需求，在移动式长效电源的应用方面，DMFC 技术具有不可

替代性和巨大的市场。可以用于移动式应急电源，如应急指挥中心的通讯、照明、数据处理

设备的供电，应急救援供电，抢险分队的供电，野外医院和救生供电。全天候国土资源监测

及物联网系列电源，如对于三防的远程风力探测、雨量与水位测量等无人智能平台，航标灯

及航运标志的无人值守系统，国土资源监测的物联网、动植物资源探测、传感网络系统。便

携式电器电源，在移动电源应用场合，随着电子和信息工业的快速发展，无线通讯设备和各

类便携式消费类电子产品不断涌现并迅猛增长，功能和运算速度的不断强大，同时对所配置

的电池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市场需求巨大。 

技术指标：便携式长效直接醇类燃料电池电源系统，控制发电组件工作在最佳效率 95%

以上，负载变化最大负载的 50%时输出波动小于 10%，运行时间超过 2500小时，衰减率小于

12%，能量转化效率大于 45%，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的同类产品水平。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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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与健康 

聚乙烯醇缩醛泡沫材料-医用海绵 

项目简介：聚乙烯醇缩醛泡沫材料是一种开孔结构的白色泡沫塑料。在干燥状态下为

硬质泡沫塑料，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可进行机械加工。 

它还具有优良的亲水性，吸收能力远高于棉纱、纸张等一般的吸水材料，吸水后，在湿

态下变成柔软、强韧、耐磨并有回弹性的弹性海绵。 

医用海绵对可见光和紫外线也有极好的抵抗能力，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药品、耐碱的性

能，能耐任何浓度的甲醛溶液，还能耐 30 %以下强酸的腐蚀，能有效抵抗细菌生长，不受

霉菌侵蚀。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异物排斥反应少。 

医用海绵吸液（水、血、尿）速度快，柔韧度高、强度好、易于消毒，可作外科尤其是

眼科、耳鼻喉科及显微手术敷料和手术衬垫等。 

技术指标：单位重量吸液量>18倍，垂直吸液速率大于 40mm
2
/分钟。 

前景预测：新型聚乙烯醇缩醛基多孔材料在外伤敷料、手术止血材料、填充材料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在眼科、耳鼻喉科及其它显微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更有其独到之处。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多糖人工皮肤 

项目简介：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且暴露的器官，易受到各种损伤。皮肤的损伤必需要进行

保护与修复。多糖人工皮肤可以对皮肤损伤进行保护与修复；  

长春应化所研制的多糖人工皮肤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无细胞毒）、伤口保护性(自灭

菌)、止血、吸液、弹性与贴覆性、具有界面性细胞外基质功能与生物大分子活性保持功能、

持水性与水平衡功能、减少瘢痕与畸型、减少治疗疼痛、加速愈合与降低费用的特点。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多糖便秘治疗药物 

项目简介：中国有 6000万人长期受便秘的痛楚。目前国内外都用德国艾者思治疗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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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药物含有肠道刺激性成份番泄叶，长期服用有损伤肠道及损伤肾的危险。 

长春应化所研制的多糖便秘治疗剂只作用于消化残渣，使消化残渣增加体积与含水率并

降低硬度，对人体组织无任何作用，长期服用无害。可取代艾者思，并达到其治疗便秘的效

果。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多糖体重控制药物 

项目简介：中国有近亿人体重超标或肥胖，还有一大批希望保持体形的人群。市场急需

安全的体重控制药物。 

长春应化所研发的多糖体重控制药物有胃占空而少食、可大量吸附肠道中油脂降低油脂

吸收的功能。因其不为人体消化吸收长期服用无任何付作用，明显优于市场上其它含有泄剂

的体重控制剂。目前进行的动物实验表明可降低进食量 30%-50%。长期使用可降低血脂水平

20%。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可替代石膏的骨外固定材料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研制的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新型医用体外固定材料，可完全生物

降解，在 55-70℃温水中有可塑性，安全、方便、清洁、无毒无副作用，能够重复使用，是

可替代石膏作为骨外固定材料。 

采用丙交酯（LLA）和ε-己内酯（CL）的共聚物作为 PLLA和 PCL共混物的增溶剂成功

制备了温水塑型医用固定材料。将该材料制成多孔板材或多孔网状材料，具有良好的透气耐

水性。使用时不会发生折断、拉断、破损等。产品力学强度高，韧性好。X-射线透过能力强，

进行 X-射线检查不需拆除固定材料。堆密度小，体积密度 0.9-1.2g/cm3，使用量少，通常

板材或网的厚度在 1-3mm。温水中加热软化，方便医生操作。由于材料具有记忆性，二次加

热至塑性温度即可恢复到原来形状。可无水加热使用，当产品固定成型后可以对所需改动的

地方加热，如电吹风即可进行二次塑型固定。可长期密封保存，废弃物可完全生物降解，对

环境不会造成任何污染。 

该产品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疗学科和骨科临床试用，使用效果良好，未发现不良

反应，完全可用于骨外固定。 

技术水平：临床。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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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 MB 涂膜剂 

项目简介：涂膜剂是最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剂型，它是将药物溶解或混合在成膜

材料的挥发性溶液中所制得的外用液体制剂。用时涂于患处，溶剂挥发后形成一层高分子聚

合物的薄膜，起着保护创面的作用，同时能逐渐释放药物起到治疗作用。 

技术特点：制备工艺简单，不需要特殊设备；使用时涂于患处，形成药膜保护创面，且

耐磨性能好，不易脱落；不需包扎，容易清洗不污染衣物，不需裱背材料，使用方便；膜的

形成减少了皮肤表面水分的蒸发，促进了水合作用和溶解角质作用，使药物透过角质层逐渐

释放药物，更好的发挥治疗作用。 

长春应化所研制的复方 MB涂膜剂是治疗褥疮、烧伤、烫伤等外伤的一种外用制剂，具

有止血化瘀、消肿生肌、抗炎止痛之功效。褥疮、烧伤、烫伤等外伤伤口由于见水、密闭易

引起化脓、发炎、溃疡等。而油性擦剂又易污染衣物，包扎复杂，对有渗出物时涂擦困难等

缺点。该制剂，涂于患处能较快成膜，具有透气性好，不污染衣物，换药时揭下药膜无痛感

等优点，是骨伤科，皮肤科用药的理想剂型。 

技术水平：药学实验已经完成，准备进行药效学和毒理学实验。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复方芪桂颗粒 

项目简介：慢性肾衰竭发生在各种慢性肾实质疾病的基础上，缓慢地出现肾功能减退而

至衰竭。透析和肾移植虽能延长患者的生命，但价格昂贵，为一般人所难负担，而且效果还

远未达完善。中药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方面具有多因素，多靶点，动态，合并用药，综合表现

药效的特点，对清除毒素，改善症状，延缓病情，推迟透析等有着独特的效果。 

长春应化所研制的复方芪桂颗粒由黄芪等数味中药组成，对慢性肾衰竭(CRF)有独特疗

效。复方芪附颗粒对消除毒素、改善症状、延缓病情、推迟透析有着独特的效果。在对其药

对配伍物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目前已完成制剂的工艺研究工作、质量标准研究。 

技术水平：药学实验已经完成，准备进行药效学和毒理学实验。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系列保健品和功能食品 

项目简介：糖尿病已经发展成为继心脑血管、肿瘤之后的第三大致死性疾病，严重威胁

着人类健康。 

长春应化所考察了多种中药提取物对α-葡萄糖苷酶和醛糖还原酶的抑制作用，发现了

几种中药提取物具有较高的体外抑制活性，明显高于阳性对照药（Acarbose）。并且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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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进行了鉴定，根据该方面的工作基础，正在开发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的系列保健品和功能食品。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具有特殊功效的人参颗粒及系列产品的研发 

项目简介：对鲜人参进行特殊加工，加工后可将人参中大分子量的人参皂苷大量地转化

为稀有人参皂苷 Rg3、20S-Rg3、Rk1、Rg5、Rs3、Rs4； 其中人参皂苷 Rg3与 20S-Rg3具有

很强的抗肿瘤和增强免疫力的活性；Rk1具有提高记忆力的作用，Rg5、Rs4与 Rs3具有极强

的抗肿瘤活性；加相应辅料制备的人参颗粒在热水中迅速溶解，在冷水中 30s内可全部溶解，

溶液黄棕色澄清透明无沉淀。此外，根据中医理论，将人参稀有皂苷与其它中药配伍组成分

别具有抗疲劳、提神，调节免疫力，调节血脂等的功能饮料及保健品。 

技术水平：实验室药学部分的研究已经完成。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五味子复方颗粒剂、咀嚼片及系列产品 

项目简介：五味子果实和根茎中均含有木脂素类化合物，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

肾宁心等多种功效。入药主治肺虚、喘咳、自汗、盗汗、慢性腹泻、痢疾、遗精、神经衰弱、

健忘、心悸、失眠、四肢无力、急慢性肺炎、视力减退等诸多疾病。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五

味子能调理中枢系统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使之趋于平衡，提高智力活动能力、工作效率；

促进新陈代谢，增加体内免疫能力和肌体防御能力，降低转氨酶，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有强心及兴奋呼吸的作用；能促进健康人淋巴母细胞转化；对多种病菌有抑制作用。 

长春应化所在对五味子化学成分及抗氧化活性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配伍黄芪、人参、

麦冬等组成了具有保肝、安神养心、增加免疫力等不同功效的保健品及功能食品。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逆转肿瘤耐药的保健品 

项目简介：肿瘤细胞对多种化疗药物产生交叉耐药性称多药耐药，是造成肿瘤化疗失败

的主要原因，有关资料统计，90%以上肿瘤患者死因或多或少都与耐药有关。姜黄素是中药

姜黄的主要成分，属于天然酚类抗氧化剂，是常用的调料及食用色素。 

长春应化所从传统中药中筛选出毒性低、价格低廉且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多阶段均有明

显抑制效果的中药提取物。前期研究表明，中药 A可以明显增加卵巢癌敏感细胞对顺铂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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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敏感性，其增敏倍数约为 2.65倍。逆转耐药倍数约为 32倍，不仅完全逆转了卵巢癌顺铂

耐药细胞株 COC1/DDP的耐药性而且也增加了耐药细胞对 DDP的敏感性，使顺铂的起效时间

由 18h缩短为 12h。 

目前用于治疗肿瘤的药物种类很多，但每一种药物在抗癌的同时对正常组织细胞亦有毒

性作用，还可能引起继发肿瘤以及肝、肾毒性及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脱发等不良反应，

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姜黄素有明显的毒副作用。中药 A有望应用于人类的癌症治疗及化学预

防，应用于肿瘤耐药逆转剂及其相关功能保健品的开发。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中药提取方法、饮片加工方法、工艺及质量控制技术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在中药的超临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人参、五味子、

淫羊藿、黄芪、刺五加叶等长白山特色中药的最优提取工艺，可以作为相关提取物、制剂的

生产工艺。此外，在中药饮片的加工方法、工艺及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成果申报了多项的发

明专利。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高分子键合药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选用已经证明是疗效确切的抗癌药物，首先是紫杉醇和阿霉素，

用化学方法将它们共价结合在双亲性的生物降解高分子上，并在高分子上引入靶向基元，形

成具有靶向功能的高分子键合抗癌药，进而制成水溶性的纳米冻干粉剂型。因而，这是将高

分子担载技术、高分子纳米自组装技术、药物靶向技术融为一体，研究 和开发“一类新药”

和“一类新剂型”，不但会替代目前临床使用的紫杉醇的“Taxol”剂型，从根本上解决其过

敏反应问题，而且开辟一条实现抗癌药病灶靶向和细胞靶向的技术途径，提高我国的抗癌药

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本成果不仅限于一个键合紫杉醇，还会有后续的品种问世，

如键合的靶向阿霉素等，它们的市场比紫杉醇更大，社会和经济效益更显著。 

技术水平：实验室。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体内体外医用高分子材料 

项目简介：长春应化所研发的聚乳酸类生物降解高分子高分子材料完全无毒，生物相容，

在人体中可以降解和吸收，最后变成二氧化碳和水，因而可用来制造各种植入人体的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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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和药物载体。同时可以根据医疗的需要，调节这些材料的生物降解时间。典型的体内降解

时间是 1个月、半年和 1年。 

 主要产品：胆总管支架、输尿管支架；肠吻合器；骨折内固定器具（钉、板、髓腔销

钉）；组织工程支架；药物载体；一次性医疗用品、医用容器用材料。 

技术水平：中试、部分产品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技术支撑 

样品的剖析与检测 

长春应化所在高分子材料、稀土无机材料和环境能源等领域有着丰厚的专业知识基础，

并建有“国家电化学和光谱研究分析中心”，拥有等离子体－光谱/质谱、激光解析质谱、超

导核磁共振谱仪等多台世界主流的先进科学仪器，为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国家电化学和光谱研究分析中心已通过实验室认可和 CMA计量认证，可开展化学组份的

定性定量分析、物质的结构分析和高分子材料的物性测试，以及分析仪器设备研制工作。测

试样品可涉及无机、有机、生物、冶金、石化、环境等广泛领域，多年来为科研、生产、环

保、医疗卫生、出口贸易和公安侦破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测试服务。 

国家电化学和光谱研究分析中心能为企业生产和科研服务，为企业的生产建立分析方

法，分析实验和生产中的各类现象和原因，分析各种未知的物质，减少企业分析测试中心投

入费用。  

定向有机合成方法学 

有机合成是药物、精细化学品、功能材料制备的基本手段。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绿色

合成与过程实验室（吉林省绿色合成与过程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精细有机合成、生物活性

复杂分子的不对称合成、原子经济性反应、高效催化、过程控制、绿色合成及分离等研究领

域。 

实验室针对典型的重要有机化学品、精细化学品以及具有如抗癌等活性的天然产物的合

成，开展了无溶剂、水相、离子液体等环境友好介质及高效催化合成方面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获得授权专利 12项，在 J. Am. Chem. Soc.，Org. Lett.，J. Org. Chem.，Adv. Syn. Cat.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 

实验室对重要科学问题开展创造性研究，解决有机化学、化工产业的一些重要的关键技

术问题。已与国内外多家公司合作成立了应用有机化学研究中心，致力于产学研相结合的发

展模式，目前已在农药、医药中间体的研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1556 —


	清华大学(成品).pdf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pdf
	北理工（成品）.pdf
	天津大学.pdf
	东北大学.pdf
	哈尔滨大学.pdf
	吉林大学.pdf
	东北师范大学.pdf
	长春理工大学.pdf
	（成品）科研选编
	清华大学(成品).pdf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pdf
	北理工（成品）.pdf
	天津大学.pdf
	东北大学.pdf
	哈尔滨工业大学.pdf
	吉林大学.pdf
	东北师范大学.pdf
	长春理工大学.pdf
	长春工业大学.pdf
	3.tif
	4.tif
	5.tif
	6.tif

	吉林农业大学.pdf
	中科院应用化学研究所.pdf
	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pdf


	长春工业大学.pdf
	Binder1.pdf
	3.tif
	4.tif
	5.tif
	6.tif
	7.tif
	8.tif
	9.tif
	10.tif
	11.tif
	12.tif
	13.tif
	14.tif
	15.tif
	16.tif
	17.tif
	18.tif
	19.tif
	8-11.pdf
	8.tif
	9.tif
	10.tif
	11.tif

	14-15.pdf
	14.tif
	15.tif


	Binder2.pdf
	23.tif
	24.tif
	25.tif
	26.tif
	27.tif
	28.tif
	29.tif
	30.tif
	31.tif
	32.tif
	33.tif
	34.tif
	35.tif
	36.tif
	37.tif
	38.tif
	39.tif
	30-31.pdf
	30.tif
	31.tif

	32-34.pdf
	32.tif
	33.tif
	34.tif


	Binder3.pdf
	43.tif
	44.tif
	45.tif
	46.tif
	47.tif
	48.tif
	49.tif
	50.tif
	51.tif
	52.tif
	53.tif
	54.tif
	55.tif
	56.tif
	57.tif
	58.tif
	59.tif
	63.tif
	64.tif
	65.tif
	66.tif
	67.tif
	68.tif
	69.tif
	70.tif
	71.tif
	72.tif
	73.tif
	74.tif
	75.tif
	76.tif
	77.tif
	78.tif
	79.tif
	80.tif
	81.tif
	82.tif
	83.tif
	84.tif
	85.tif
	86.tif
	87.tif
	88.tif
	89.tif
	90.tif
	91.tif
	92.tif
	93.tif
	94.tif
	95.tif
	96.tif
	97.tif
	98.tif
	99.tif
	100.tif
	101.tif
	102.tif
	103.tif
	104.tif
	105.tif
	106.tif
	107.tif
	108.tif
	109.tif
	110.tif
	111.tif
	112.tif

	Binder4.pdf
	115.tif
	116.tif
	117.tif
	118.tif
	119.tif
	120.tif
	121.tif
	122.tif
	123.tif
	124.tif
	125.tif
	126.tif
	127.tif
	128.tif
	131.tif
	132.tif
	133.tif
	134.tif
	135.tif
	136.tif
	137.tif
	138.tif
	139.tif
	140.tif


	吉林农业大学.pdf
	中科院应化所.pdf
	中科院光化所.pdf
	3.pdf
	科技成果选编.t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