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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国际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一、新材料产业强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美国：新创新战略带动新材料产业发展 

    美国把新材料列为影响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六大类关键技术之首。在确定

的 22 项关键技术中材料占了 5 项（材料的合成和加工、电子和光电子材料、陶

瓷、复合材料、高性能金属和合金）。美国的新材料发展特色是以国防部和航空

航天局的大型研究与发展计划为龙头，主要以国防采购合同形式来推动和确保大

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新材料研究与发展工作。 

2015 年 10 月底，由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

编写的《美国创新新战略（New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新鲜出炉。

2009 年，奥巴马首次颁布了美国创新战略，2015 年的新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了一些策略，以支持创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在这一版的美国创新战略中，奥

巴马重点强调了以下九大战略领域：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

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和计算机新领域，其中多

数战略领域的发展与前端关键新材料的研发密切相关。 

表 1：2015 年美国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1 埃克森美孚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5 名、2015

年营收 382597（百万美元）   

化工材料、特种橡胶、包装

材料、建筑材料等 

2 陶氏化学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69 名、

2015 年营收 58167（百万美元）   

化工材料、保温材料、电子

材料、涂料等 

3 杜邦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24 名、

2015 年营收 36046（百万美元）   

包装材料、太阳能光伏材料、

建筑材料、电子材料等 

4 3M 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77 名、

2015 年营收 31821（百万美元）   

胶带及相关产品、胶黏剂、

建筑材料、化学制品等 

5 美铝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495 名、

2015 年营收 23906（百万美元）   
高性能铝合金、钛合金等 

6 美国钢铁公司 
2015 年美国 500 强第 176 名、

2015 年营收 17507（百万美元）   
钢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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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7 PPG 工业公司 
2015 年美国 500 强第 198 名、

2015 年营收 15607（百万美元）   
高性能涂料 

8 空气化工产品公司 
2015 年美国 500 强第 284 名、

2015 年营收 10448（百万美元）   
特种气体 

9 康宁公司 
2015 年美国 500 强第 297 名、

2015 年营收 9715（百万美元）   
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等 

10 伊士曼化学公司 
2015 年美国 500 强第 305 名、

2015 年营收 9527（百万美元）   

包装用聚酯塑料、涂料原材

料、特种化学品等 

 

（二）日本：在环境、新能源材料 市场占绝对优势 

日本是新材料生产的主要国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把开

发新材料列为国家高新技术的第二大目标。日本政府发布的《日本产业结构展望

2010》的报告以新成长战略为指导，将包括高温超导、纳米、功能化学、碳纤维、

IT 等新材来技术在内的 10 大尖端技术产业确定为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战略领域，

就相关领域的现状和问题、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日本的新材料政策是以其工业政策为导向的，其目标是占有世界市场，因

此选择的重点是使市场潜力巨大和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领域尽快专业化、工业化。

目前，日本目标明确且已保持领先优势的领域有：精细陶瓷、碳纤维、工程塑料、

非晶合金、超级钢铁材料、有机 EL 材料、镁合金材料。 

日本新材料产业凭借超前的研发优势和研发成果的实用化开发力度，在环

境、新能源材料世界市场占绝对优势，具体如下：锂电池隔板 50%，飞机、汽车

用碳纤维 70%，海水淡化逆渗透薄膜 50%，高端多层陶瓷电容器用纳米级钛酸

钡 80%，300mm 太阳能电池半导体电路板 70%，有机 EL 材料 90%，聚乙烯醇

胶卷 80%，用于燃料电池的氧化锆 60%，用于汽车、电子的合成镁氧 70%。  

表 2：2015 年日本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1 新日铁住金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204 名、

2015 年营收 51024（百万美元） 
钢铁材料及其他金属材料 

2 
日本钢铁工程控股

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37 名、

2015 年营收 35020（百万美元） 
钢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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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3 普利司通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40 名、

2015 年营收 34712（百万美元） 
轮胎及橡胶产品 

4 三菱化学控股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61 名、

2015 年营收 33255（百万美元） 
功能材料和塑料产品 

5 住友电工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461 名、

2015 年营收 25674（百万美元） 
电工材料 

6 住友化工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18 名、

2015 年营收 17800（百万美元） 

合成纤维材料、导光板材、偏

光片、半导体工程用原材料等 

7 东丽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21 名、

2015 年营收 17000（百万美元） 
碳纤维材料 

8 信越化学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31 名、

2015 年营收 11900（百万美元） 

电子材料、半导体硅片、稀土

磁铁、半导体用光刻胶 

9 旭化成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36 名、

2015 年营收 10600（百万美元） 

化学原料和纤维、锂离子电池

隔膜、半导体、光掩膜 

10 旭硝子 全球第二大玻璃制品公司 玻璃制品 

 

（三）欧盟：全球顶级科研力量引领材料工业发展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各领域水平最高的大洲之一，世界绝大部

分发达国家都位于欧洲。而在材料科学研究领域，西欧的英国、中欧的德国和瑞

士处于世界级第一梯队。根据西方最近综合评定，剑桥、牛津和帝国理工学院是

英国高校中三大最强材料系，同样也属于世界级研究所, 地处欧洲大陆中央的德

国，在材料科学研究中也是执一方牛耳。在这里有顶尖的研究所像德国马普学会、

佛朗霍夫协会、海姆霍茨大研究中心联合会、莱布尼茨研究联合会。另外法国，

瑞典，意大利等在材料科学领域均有杰出成就，而德国朗盛集团、西门子、英国

罗罗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大众汽车集团等一系列欧洲企业

也自有实验室，在材料技术研究及工业应用上多有投入，这也让其产品因优良性

能享誉全球。  

    近年来，欧盟制定了“第六个框架计划（7 项优先主题中有 4 项与材料有关）”、

“欧盟纳米计划”、“COST 计划”、“尤里卡计划”、“欧洲新材料研究规划”、

“未来新兴技术（FET）石墨烯旗舰计划”、“欧洲冶金计划”等新材料相关规

划，各成员国也都有自己的新材料相关发展规划，如德国、法国、英国等的“纳

米计划”、“光产业发展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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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5 年欧盟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1 巴斯夫公司（德国） 
2015 年世界 500强第 76名、2015

年营收 98596（百万美元） 

化学品、特性产品、功能性

材料等 

2 
安赛乐米塔尔（卢森

堡）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08 名、

2015 年营收 79282（百万美元） 
钢铁材料 

3 拜耳集团（德国）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78 名、

2015 年营收 56031（百万美元） 
高分子材料 

4 
利安德巴塞尔工业

公司（荷兰）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236 名、

2015 年营收 45609（百万美元） 
塑料、化工产品 

5 圣戈班集团（法国）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92 名、

2015 年营收 54459（百万美元） 

玻璃器皿、平板玻璃、陶瓷

产品和绝缘材料 

6 
阿克苏诺贝尔公司

（荷兰）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16 名、

2015 年营收 19000（百万美元） 
涂料及特种化学品 

7 汉高公司（德国） 2015 年营收 180.89 亿欧元 粘合剂、表面处理材料 

8 赢创工业（德国）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20 名、

2015 年营收 17200（百万美元） 
特种化工材料 

9 北欧化工（奥地利）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34 名、

2015 年营收 11100（百万美元） 
塑料产品 

10 朗盛（德国）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35 名、

2015 年营收 10500（百万美元） 

塑料、橡胶、特殊化学品和

化学中间体 

 

（四）韩国：制造业创新 3.0 推动新材料产业新一轮增长 

   目前，在中国制造业发展迅猛、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欧美老牌强国制

造业回流及振兴政策等外力影响下，韩国传统支柱产业如通讯、电子、造船、汽

车产业的正受到严重威胁，造船之王的宝座已被中国夺走、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也开始被进口汽车侵蚀。但挑战既是机遇，为增强韩国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于 2014 年出台了象征韩国工业 4.0 的《制造业创新 3.0 策略》。2015 年，

韩国政府又公布了经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后的《制造业创新 3.0 战略实施方案》。

韩国作为信息科技强国，具备制造业和信息科技业融合的基础。为实施“制造业

创新 3.0”战略，韩国制定了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的多项具体措施，大力

发展无人机、智能汽车、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医疗等 13 个新兴动力

产业。该方案还提出，针对当前韩国制造业在工程工艺、设计、软件服务、关键

材料和零部件研发、人员储备等领域的薄弱环节，大力投入，以取得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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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提出，到 2017 年前，投资 1 万亿韩元研发 3D 打印、大数据、物联网等 8

项核心智能制造技术，尽快缩小与相关技术领先国家的差距。 

    韩国新材料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是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成为世界产业第

4 强国。韩国在 2025 年构想中列出了为建立产业竞争力开发必须的材料技术清

单：下一代高密度存储材料、生态材料、生物材料、自组装的纳米材料技术、未

来碳材料技术、高性能高效结构材料、用于人工感觉系统的智能卫星传感器、利

用分子工程的仿生化学加工方法、控制生物功能的材料。 

    现阶段，韩国在半导体、造船、汽车、电子通讯等产业具备优势，在零部件

产业方面竞争力较强，但材料产业相对落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即将被中国

赶超。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研究称，在除橡胶与塑料之外的 4 个领域，

韩中两国的出口竞争均越来越深化，在纤维、化学和金属领域，韩国的比较优势

已经变弱。此外，韩国在部分关键材料方面，几乎全部依赖日本进口，如光刻胶、

半导体显示用玻璃等等。因此近年来，韩国不断加大对新材料产业政策和资金方

面的支持投入，期望在新材料重点领域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赶超。 

表 4：2015 年韩国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1 三星电子 
2015 年世界 500强第 13名、2015

年营收 195845（百万美元） 
半导体材料、光电显示材料 

2 SK 集团 
2015 年世界 500强第 57名、2015

年营收 106248（百万美元） 

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

化学产品 

3 韩国浦项制铁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62 名、

2015 年营收 61505（百万美元） 
钢铁材料 

4 LG 电子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175 名、

2015 年营收 57039（百万美元） 
光电显示材料 

5 GS 加德士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02 名、

2015 年营收 38236（百万美元） 
润滑油产品 

6 韩华集团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329 名、

2015 年营收 35575（百万美元） 

建筑材料、电子材料、新能

源材料 

7 LG Display 公司 
2015 年世界 500 强第 473 名、

2015 年营收 25126（百万美元） 
液晶面板 

8 LG 化学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13 名、

2015 年营收 21500（百万美元） 

石油化学、信息电子材料、

二次电池材料 

9 乐天化学 
2015 年世界化工 50 强第 26 名、

2015 年营收 14100（百万美元） 

化学中间产品、合成树脂、

合成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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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实力 新材料产品 

10 KCC 金刚高丽化学 
韩国最大的涂料和建材生产企

业、2015 年营收 34143 亿韩元 
涂料、建筑材料 

 

二、2015 年国际新材料产业的成果和突破 

    美国：在超导材料、碳纳米管、石墨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超导材料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发现，所有超导材料的超导性与

薄膜厚度、临界温度和薄膜电阻成比例。这一发现有望带来设计更好的超导线路，

用在量子计算和超低能耗计算设备中。 

2、碳纳米管研究方面：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新型高性能碳纳米管

晶体管,其开关速度比普通硅晶体管快 1000 倍、比目前最快碳纳米管晶体管快

100 倍，且性能远胜目前工业用薄膜晶体管，使碳纳米管晶体管取代硅芯片成为

可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使用碳纳米管替代硅为原料，让存储器和处理器采用

时髦的三维方式堆叠在一起，降低了数据在两者之间的传输时间，从而大幅提高

了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运用此方法研制出的 3D 芯片的运行速度有望比目前

芯片高出 1000 倍。 

3、石墨烯研究方面：美、中、日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碳的新结构——五边石

墨烯，计算机模拟显示，这种半导体具有超高机械强度，能耐 727 摄氏度左右的

高温；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团队用新方法，让石墨烯拥有磁性的同时获得新

的电学性能，能产生新的量子现象；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将只有 10 微米厚的

石墨烯裁剪、折叠、扭转和弯曲成多种造型，剪出可能是迄今世界上最小的机器，

为纳米级弹性器件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 

4、超材料研究方面：哈佛大学首次设计出一种折射率为零、能整合在芯片

上的“超材料”，光在其中的速度可达到“无限大”，为探索零折射率物理学及

其在集成光学中的应用打开了大门。 

  5、美国科学家在新材料领域的成果还包括：（1）美国和意大利科学家首次

创建出基于硅烯材质的晶体管，其在真空中能稳定工作；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高分子介电质，不但能存储能量，还能耐 250 摄氏度左右

的高温，在混合动力和纯动力汽车以及航天器的制造中应用前景广泛。（2）斯

坦福大学利用导热材料，开发出一种非常轻的新型纳米线网状面料，比传统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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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锁住更多热量，连通电源后还能主动发热，用它织成的衣服，让一个人每年能

节省大约 1000 千瓦时的能量，这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3）

能源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PPPL）等部门科学家携手研制出一种新

型合成肌肉，其拥有极强的抗辐射能力，且能附着在金属上，有望用于制造更好

的义肢以及反应更灵敏的机器人，在深空探索尤其是火星探索领域具有很大用

途。（4）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研究小组用铁纳米颗粒、具有磁性的钴和碳纳米

颗粒合成出一种磁性可与稀土制传统永磁材料相媲美的新型磁性材料。 

  英国：石墨烯研究精彩纷呈：用石墨烯墨水打印出射频天线；找到能大量生

产石墨烯薄膜的新方法。 

1、5 月，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与石墨烯生产商 BGT 材料有限公司合作，

用压缩石墨烯墨水打印出射频天线。这种天线灵活、环保，可廉价大批量生产，

能应用在无线射频识别标签和无线传感器上。 

2、6 月，来自近 40 个国家的 650 多名科学家和产业界人士，出席了在曼彻

斯特大学举办的“2015 石墨烯周”，会议涵盖了石墨烯及相关二维材料和异质

结构等 15 个主题。 

3、11 月，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能大量生产石墨烯薄膜的新方法，

据称可使基板成本大幅降低到约为先前使用材料的 1/100。 

  法国：继续在量子计算机、新型电池等应用领域，开展相关新材料研究。 

1、10 月，法国和俄罗斯科学家在二维超导材料上发现一种特殊的磁场扰动，

就像一个个微小的振荡星，这些激发态由掺入超导材料的磁性原子产生，这意味

着“于渌—芝巴—鲁西诺夫”状态（YSR 态）链不只是理论，在实验中也可以

观察到。这一成果或为制造量子计算机开辟新途径。 

2、12 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新款 18650 钠离子电池，其借助钠离子转移（而

不是锂离子）来存储和释放电能，与普遍锂电池相比储量更高、造价更低；其能

量密度可与磷酸铁锂等锂离子电池相媲美。 

  德国：研制出新型镍钛铜记忆合金，找到生产白色发光二极管低廉而环保的

方法。 

1、基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新发明了一种镍钛铜记忆合金，其可变形千万次不

断裂，而普通合金材料变形几千次就会断裂，有望在微电子和光学器件、传感器、

医疗器件等众多领域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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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纽伦堡-埃朗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荧光蛋白涂在一种橡胶材料上，嵌入到

发光二极管中，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廉价的生产工艺，使生产白色发光二极管既

低廉又环保。 

3、马普固体物理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合作开发出了一种纳米结构材料，可

用于制造无触摸的感应屏幕，只要手指接近屏幕，就能浏览页面和敲打文字，避

免手指接触屏幕传染细菌。 

  加拿大：新一代光电材料钙钛矿研究取得突破，研发出超韧聚合物纤维，首

次完成石墨烯超导性实验。 

1、2 月，工程师利用新技术生长出大块钙钛矿纯晶体，为开发出更便宜高

效的太阳能电池和发光二极管打下基础。 

2、5 月，科技公司 Ocumetics 研发出一种高科技仿生镜片。用户戴上后，只

需 10 秒就可让视力快速恢复。 

3、6 月，蒙特利尔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从蜘蛛丝获取灵感，研制出一种由

坚韧纤维编织而成的超韧聚合物纤维。这种复合材料未来可用于制造更安全轻便

的飞机引擎，也将在手术设备、防弹衣、汽车零件等其他应用领域大显身手。 

4、7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小组通过在石墨烯中掺杂锂离子并将其

冷却到 5.9 开氏度，证明了石墨烯具有超导性的无限可能，并制造出首个超导石

墨烯样品，最新突破有望迎来石墨烯电子学和纳米量子器件的新时代。 

  以色列：发明自愈传感器，使用超导材料观测“上帝粒子”。 

1、以色列理工学院科研人员发明了自愈传感器，为人类未来制造真正意义

上的电子皮肤开辟了道路。该技术的关键是一种新型的合成聚合物，其含有高导

电性电极和金纳米粒子，当受到损害时，会膨胀以填补空隙，以防电流中断，影

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2、巴依兰大学的科学家宣布，首次用超导材料在普通实验室以较低成本观

测到“上帝粒子”。 

  俄罗斯：开发出纳米纤维素制备新方法，研发出建筑及结构材料用纳米改性

剂，研制出基于石墨烯和纳米金刚石的新型复合材料。 

1、彼尔姆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纳米纤维素制备新方法，将纳米纤维素的生

产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纳米纤维素具有很高强度，可用于生产新型超强纸张、

机器部件以及超柔韧屏幕和防弹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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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尔库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开发出建筑及结构材料用纳米改性剂，可使金

属性能提高 30%，也可用于涂料生产，能使墙面坚固耐久。 

3、尼古拉耶夫无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将石墨烯碳

纳米管和纳米金刚石粉结合，得到了具有独特性质、在微弱电流刺激下可发光的

复合材料，这一结构既可用于制造新型显示屏，也可用于医疗诊断。 

  日本：开发出新的低成本金属合成方法，合成世界最强的分子磁石。 

1、北海道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低成本金属合成方法，可以合成含

有对生物友好的轻金属离子（比重为 4 至 5 的较轻金属）的多孔性轻金属合金，

为开发新一代材料开辟了道路。 

2、群马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从不适于食用的生物质资源中生产出对苯

二甲酸的简便方法。对苯二甲酸是 PET 树脂的原料，而 PET 树脂主要用于生产

聚酯纤维和塑料瓶等与我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塑料制品。 

3、九州大学研究人员首次证明塑料高分子半导体中分子锁的运动性会对电

荷分离产生影响，该研究对于提高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具有积极意义。该

校还成功设计合成了世界最强的分子磁石，为开发使用磁力的高性能记忆体等新

技术打开了突破口。 

  韩国：重点放在纳米研究上，参与石墨烯研究，制成圆形石墨烯微粒。 

1、1 月，韩国材料学家通过将氧化石墨烯喷入高温溶剂，制成了一种类似

绒球的圆形石墨烯微粒。这一技术为制造电池和超级电容器上的电极材料提供了

一种简单、通用的方法，并有可能提高蓄电设备的能效和功率密度。 

2、2 月，韩国科学技术院推出了使用 CMOS 与碳纳米管制成的医疗用传感

器。该传感器在利用 0.35 微米工艺制造的 CMOS 晶圆上配置碳纳米管电极制成。

这种传感器的特点是不使用金属电极连接导线，优点是无需防止短路的后处理和

表面加工，因此成本更低。 

  巴西：加强纳米领域的研发工作，在健康、交通、安全和通讯等重点领域促

进纳米技术的研究和技术转让。 

  巴西国家科技发展委员会宣布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资助纳米技术科研单位购

置或更新设备，开发新产品和新的工艺流程。该委员会称，纳米技术应用广泛且

前景无限，设立这项基金有助于促进巴西纳米技术的发展以及纳米产品的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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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一、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新材料产业进入跳跃式发展阶段，在多个新材料重点 

领域不断创新突破，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和产业集群在全国遍地开花，培育成长了

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材料强企，产业规模从 2010 年 6500

亿元跨越到如今的 2 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保持在 25%左右，关键新材料保障率

上升到 70%，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新材料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各地方政府主导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目

前，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已形成集群式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了以环渤海、长三角、

珠三角为重点，东北、中西部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分布。 

环渤海地区拥有多家大型企业总部和重点科研院校，是国内科技创新资源最

为集中的地区，技术创新推动最为明显，在稀土功能材料、膜材料、高技术陶瓷、

磁性材料和特种纤维等多个新材料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雄

厚、交通物流便利、产业配套齐全，是我国新材料产业基地数量最多的地区。目

前已经形成了包括航空航天、新能源、电子信息、新兴化工等领域的新材料产业

集群。珠三角地区的新材料产业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以外向出口

型为主，新材料产业集中度高，下游产业拉动明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电子信息材料、改性工程塑料、陶瓷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东北地区依托

原有老工业基地奠定的传统材料基础，主要有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高性能纤维及先

进复合材料产业基地、以长春为核心的光电材料生产基地和以沈阳、大连为主的

轻体节能镁质金属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产业集群。中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矿产与

能源，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基地，主要有内蒙古的稀土新材

料，湖南、江西、广西的有色、稀土新材料和硬质合金材料，云南、贵州的稀贵

金属新材料等。此外，各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也纷纷设立了众多新

材料产业园区，产业基地特色鲜明，发展态势良好。 

需要认识到的是，虽然我国新材料产业经过几十年发展，产业发展规模不断

扩大，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产业体系逐步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材料

产业无论是在产业规模、技术装备、创新能力和开发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541.shtml
http://news.hexun.com/neimenggu/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guangxi/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yunnan/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guizho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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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新材料产业仍存在如关键材料的保障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

力不强、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产学研用体系相互脱节等问题。部分新材料行业呈

现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仍需要大量进口的局面仍比较突出。 

    进入“十三五”时期，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制造业环境下，面临我国工业制造

业化解产能过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需求，我国新材料

产业肩负着更重要更关键的战略使命，2015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

造 2025》。新材料作为“中国制造 2025”规划锁定的十大领域之一，迎来更强

劲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国家《新材料产业“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基本完成，

将从升级基础材料、发展战略材料以及遴选前沿新材料三个层面出发，对“十三

五”期间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作出细致规划。其目的是促使我国新材料产业整体

升级，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产业基础；同时通过新材料升级，加快钢铁、

有色、石化、轻工、建材、纺织等基础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迈进，并为制造业整

体转型升级寻找后续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基础材料领域：“十三五”期间将着力解决钢铁、有色、石化、轻工、建材、

纺织等基础材料产业产能全面过剩、产品结构不合理、高端领域无法实现自给三

大突出问题，重点发展先进钢铁、先进有色金属、先进石化、先进轻工、先进建

材、先进纺织等 6 大类 25 个分类材料。力争到“十三五”末，基础材料产业总

体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并形成高性能、差别化、功能化的先进基础材料制造能力，

促使钢铁、有色、石化、轻工、建材、纺织等基础材料制造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转

型，先进基础材料总体实现自给，并形成一定的出口能力。 

关键战略材料领域：将从保障海洋工程、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核电、新能

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动汽车、智能制造

等我国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业发展出发，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高性

能分离薄膜、高性能纤维及符合材料、新能源材料、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电子

陶瓷、先进半导体、稀土等 9 大类 32 个分类材料。预计到“十三五”末，我国

经济发展急需的百余种关键战略材料将全面实现国产化，关键战略材料综合保障

能力超过 70%，在初步形成上下游产业协同的基础上，为上述众多关键产业发展

提供材料支撑，奠定未来发展的产业基础。 

前沿新材料领域：将重点发展石墨烯、3D 打印、超导、智能仿生等 4 大类

14 个分类材料。其目的是为满足未来十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为制造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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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迈进中高端进行产业准备；并形成一批潜在市场规模在百亿至千亿级别的细分

产业，为拉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长久推动力。 

二、2015 年我国新材料产业的标志性事件 

1、中航工业成功突破大尺寸石墨烯膜量产 

1 月 13 日，中航工业航材院石墨烯及应用研究中心何利民博士研究团队采

用 CVD 法成功突破大尺寸石墨烯膜量产，技术居国内领先地位。本次 200mm×

200mm 大尺寸石墨烯膜的成功制备标志着石墨烯膜工程化制备的开端。低成本，

大规模石墨烯膜制备是石墨烯材料投入应用的重要一环，具有巨大的市场效益和

社会效益。 

2、浙江大学科学家设计出新型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1 月 23 日，浙江大学的科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新型高性能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QLED），其在使用亮度条件下的寿命达到 10 万小时的实用水平，这意味着

这种新型器件有望成为下一代显示和照明技术的有力竞争者。该论文在《自然》

上发表。 

3、《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 年）》印发 

2 月 28 日，工信部公布《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 年）》。

文件指出，要从五方面来推进 3D 打印的发展：着力突破 3D 打印专用材料、加

快提升 3D 打印工艺技术水平、加速发展 3D 打印装备及核心器件、建立和完善

产业标准体系、大力推进应用示范。 

4、2015 中国（南京）新材料院士专家报告会在南京召开 

3 月 25 日，由工信部指导、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主办的 2015 中国（南京）

新材料院士专家报告会在南京江宁科学院博特公司胜利召开。全省新材料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产业园区、相关省市新材料产业协会共 500 余人参

加了活动。黄伯云、都有为、刘锦川、杜经宁等十多位院士专家出席了本次报告

会，进行了专题演讲及沙龙讨论等活动。 

5、世界上首个有机光电材料问世 

4 月 10 日，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黄维院士领衔的 IAM 团队通过努

力在有机合成材料中成功实现了有机长余辉发光颜色从绿色到红色大范围可调，

并且发光持续时间长至 56 秒的纯有机的“夜明珠”，从而研制出世界上首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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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有机长余辉发光材料。该研究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激发态调控提供了一条革

命性的思路和途径，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对深入了解有机

光电功能材料的发光行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也拓展了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在数据加密方面的新应用，发展了信息安全领域的新技术。 

6、南开大学“可呼吸”电池研究获进展石墨烯作空气电极 

5 月 15 日，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周震教授课题组在新型储能体系-可充电锂二

氧化碳电池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课题组首次将石墨烯用作锂二氧化碳电池的

空气电极，以金属锂作负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能量。锂二氧化碳电池

性能的改善得益于石墨烯的高导电性和大比表面积，为电化学反应提供了良好的

场所。 

7、全球第一款用液态金属机身手机发布 

6 月 8 日，全球第一款液态金属框手机——图灵手机（Turing  Phone）震撼

发布，它的卖点是坚硬的外壳和加强保密技术。图灵手机采用 Liquidmorphium™

合金，外壳坚硬。这是一种含锆、铜、铝、镍、银的非晶合金，由李扬德教授（东

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材料科学家 Atakan  Peker 博士共同研发而

成，其官方称这种金属强度比钢和钛还要高，能够保护手机免受冲击和屏幕破损。 

8、中国首条年产百吨级 T800 碳纤维生产线通过鉴定 

7 月 2 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连云港组织召开了由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

责任公司、东华大学、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联合承担的“千吨级高强型、高强

中模型干喷湿纺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技术成果鉴定会。中国工

程院院士孙晋良表示，中复神鹰率先在国内建成了首条基于干喷湿纺工艺的碳纤

维生产线，实现了连续稳定运行。此次中复神鹰的生产线规模扩大到百吨级，有

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的潜力，届时将真正实现我国高强度中模量碳纤维的产业化

生产，实现我国碳纤维行业的战略破局。 

9、《<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版）》发布 

9 月 29 日，《<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版）》由国家制

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在京正式发布。路线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重大需求，选择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

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

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战略产业实现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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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 2025 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或国际先进水平。 

10、2015 中国国际先进碳材料创新创业大赛在常州落幕 

10 月 20 日，由工信部原材料司和江苏省经信委指导，常州市人民政府、新

华社江苏分社、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主办、深圳等 7 个省市新材料产业协会协

办的 2015 中国国际先进碳材料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经

报名、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历时 3 个多月，吸引了国内外 120 个团队报

名参赛，26 位国内外碳材料科研专家、金融专家和企业家参与评审。最终，美

国休斯敦大学等单位的 10 个优秀项目闯入决赛，接受 9 位专家评委和券商、创

投、银行等 30 位专业大众评委现场评审。 

11、习总书记访英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 

10 月 23 日，习总书记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习总书记指出，

在当前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新材料产业必将成为未来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对全球经济、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是石墨资源大国，也是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中英在石

墨烯研究领域完全可以实现“强强联合”。相信双方交流合作将推动相关研究和

开发进程，令双方受益。 

12、中科大发现硒硫固溶体——新型锂硫电池正极材料 

10 月 27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逸泰、朱永春课题组发展了一种新型的锂

硫电池正极材料——硒硫固溶体。此项研究工作不仅揭示了硒硫固溶体的稳定机

制，而且为后续研究开拓其他新型锂硫电池正极材料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论文

发表在《能源与环境科学》上。 

    13、国产大飞机 C919 总装下线 

11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下线，首飞在即。C919 是中

国继运 10 之后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二种国产大型客机，在载客能力、燃油消耗

和操控性能等方面皆可与波音 737、空客 320 媲美，代表着中国在航空领域的又

一大进步。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各种新型轻量合金材料

的涌现，在交相辉映中自然助力 C919 大飞机的顺利制造。 

    14、中科大低温合成硅纳米易应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 

11 月 25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逸泰课题组发展了一种在 200℃熔盐体系

中，采用金属 Al 或 Mg 还原二氧化硅或硅酸盐制备纳米硅材料的方法。将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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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展示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能

源与环境科学》上。 

15、北京大学实现玻璃表面生长石墨烯 

11 月 28 日，经过长期研究，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忠范院士领导的研

究团队通过对反应气体浓度、生长温度和生长时间的精确调控，成功克服了玻璃

表面催化裂解前驱体能力低、碳碎片在基底表面迁移能力弱等难题，在耐高温玻

璃和普通玻璃上成功实现了高品质石墨烯薄膜的可控生长。该成果有望加速石墨

烯材料与玻璃产业的融合，推动石墨烯玻璃大规模应用。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材

料》对这项最新研究进行了报道。 

 

第二章  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一、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十二五”期间，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取得非凡成就，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实现翻倍增长；新材料创新企业和龙头企业在各地不断涌现，遍地开花；以新材

料园区和基地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打造出发展水平全国领先的膜材料、

纳米材料、先进碳材料、硅材料产业链。 

   2015 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工业制造业持续低迷、投资与市场需求疲

软的大环境影响，相当一部分新材料企业效益有所下滑，江苏新材料产业整体发

展增势趋缓，但仍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数据显示，江苏新材料产业 2015 年实

现产值 10811 亿元（最新统计口径），同比增长 8.8%，近年来增速首次低于 10%。

南京、苏州、无锡等经济强市受累于外资撤离、传统工业企业利润严重下滑，2015

年新材料产业发展趋于停滞，部分县市出现负增长。不过，与此同时徐州、连云

港、淮安、盐城等苏北地区新材料产业发展潜力开始释放，2015 年增速均超 15%，

从新材料产业规模上正进一步缩小与苏南地区的差距。 

    进入“十三五”时期，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承担着为“中国制造 2025”等

国家战略推进关键材料技术创新和进口替代的重任，也必须顺应国家去产能、调

结构、绿色生产等政策方针进一步发挥新材料产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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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江苏新材料产业在现有发展基础上，需要深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潜力，提高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新材料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力，加速推动新材料从技术到

商品的产业化进程，使江苏新材料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实现质的飞跃。 

二、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布 

江苏是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区域，下辖 1 个副省级市（南京）、12 个地级市，

省域面积相对较小，人口密集。江苏从历史、经济和区位角度被划分为苏南、苏

中、苏北三大区域。其中苏南地区拥有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 5 个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拥有大量的高校院所和科研机构，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发展起步早、规模大，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和生态。苏中地区包括南通、扬州、

泰州 3 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略逊于苏南地区，但优于苏北地区，由于苏中地区

同样拥有沿江、沿海、沿长三角的区位优势，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

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苏北地区拥有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 5 个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苏中、苏南地区，但由于近年来国家和省相关战略政策

的倾斜，以及交通、环境、人才、公共服务等产业配套的不断完善，逐渐吸引了

一大批优秀新材料项目落户苏北，成为未来新材料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巨大潜力。 

 

图 1：2015 年江苏各市新材料产值（亿元） 

2015 年，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增速放缓，大多数地区仍处于上升势头，少

部分地区产值增长接近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从新材料产业规模上看，苏南 5

市新材料产值占全省的比重近年来持续高于 65%，是江苏新材料发展的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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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苏中苏北地区相比，苏南地区聚集了更多的新材料集团、上市公司和重点

企业。但与此同时，苏南地区也承受着更多经济下滑、制造业不景气带来的生存

压力，面临着更强的转型升级和化解过剩产能带来的阵痛。2015 年，除常州、

镇江 2 市仍保持快速发展外，南京、苏州、无锡 3 市新材料产业发展均远落后于

全省平均水平。从新材料产业发展增速上看，苏北地区连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其中连云港、淮安 2 市新材料产业 2015 年分别保持 28.3%、37.4%的增幅，远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图 1、表 5） 

                表 5：2015 年江苏各市新材料产业增速排名 

序号 城市 
2015 年新材料产值

增长率 

1 淮安 37.4% 

2 连云港 28.3% 

3 泰州 21.9% 

4 徐州 19.6% 

5 镇江 17.5% 

6 盐城 15.0% 

7 扬州 13.5% 

8 常州 10.7% 

9 南通 9.5% 

10 宿迁 4.2% 

11 无锡 1.8% 

12 苏州 1.0% 

13 南京 -4.5% 

     

    从各区县发展来看，2015 年江苏 13 市共有 96 个区县（市）拥有新材料企

业，贡献了新材料产值。其中，苏州张家港市新材料产业规模最大，2015 年新

材料产值高达 1060 亿元，位居江苏各区县（市）首位，产值排名前十位的有九

个区县（市）来自于苏南地区（表 6）；南通启东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最为迅速，

2015 年新材料产值增速高达 118.4%，产值增速前十位的有九个来自于苏中苏北

地区（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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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5：2015 年江苏新材料产业十强区县（市） 

序号 区县（市） 所属城市 
2015 年新材料

产值（亿元） 

1 张家港市 苏州 1060 

2 江阴市 无锡 646 

3 昆山市 苏州 544 

4 武进区 常州 537 

5 丹阳市 镇江 505 

6 镇江新区 镇江 425 

7 常熟市 苏州 422 

8 新北区 常州 412 

9 吴江区 苏州 287 

10 新沂市 徐州 260 

            

表 76：2015 年江苏各区县（市）新材料产业增速前十名 

                    （注：产值 10 亿元以下未纳入排名） 

序号 区县（市） 所属城市 
2015 年新材料

产值增长率 

1 启东市 南通 118.4 

2 高港区 泰州 89.2 

3 丹徒区 镇江 79.3 

4 盱眙县 淮安 69.1 

5 泰兴市 泰州 59.9 

6 东海县 连云港 55.4 

7 淮安区 淮安 55.0 

8 铜山区 徐州 44.0 

9 宝应县 扬州 35.2 

10 滨海县 盐城 34.2 

 

三、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特色 

   江苏新材料产业规模大、企业数量多，涵盖工业制造业的各个细分行业，与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新兴产业密切相关。

作为全国制造业强省，江苏在工业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对于新材料有着巨大需求，

很多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突破依赖于上游关键材料的成功研发制造。特别是在

一些产业基础强、市场容量大的行业，以其行业整体的优势地位带动了上游新材

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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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江苏钢铁产业规模全国排名第二，因此江苏先进钢铁材料产业的发展

也走在全国前列，拥有一大批优特钢材料生产企业。江苏太阳能光伏材料产业的

繁荣发展也离不开光伏产业总体的优势地位，数据显示，2015 年，江苏光伏行

业实现产值 2651.1 亿元，总体上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常州天合光能、阿特斯集

团、韩华新能源等龙头企业均是全国领先的光伏组件、单晶硅多晶硅等光伏材料

的生产企业。 

另一方面，江苏的科研力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南京、无锡、苏州等地拥有全

国一流水平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理工、南

航、南京工业大学、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省建科院、省交科院，以及汇集各大专

业研究所和创新中心的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等。这些高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

既为江苏新材料产业输送了大量的科技型人才，也促进了大量科技成果向企业转

化和落地，奠定了江苏前沿新材料产业的优势地位。 

例如，现阶段江苏在全国甚至国际已占据第一梯队的纳米产业、石墨烯产业，

分别依托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常州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各自在苏州工业园区和常

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培育发展了纳米材料和石墨烯材料的优质企业。目前，苏州

工业园区已集聚了 24 家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或其研究教学机构、160 多家年产

值共达近百亿元的纳米技术企业；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也已集聚石墨烯材料及

下游应用企业 70 家左右，代表企业常州二维碳素、第六元素均已在新三板系统

挂牌。 

总体来看，现阶段江苏新材料产业在“新型建筑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太阳

能光伏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工程塑料、特种橡胶”等重要领域已经建立全国领

先的规模优势，在“碳纤维材料、高性能膜材料、石墨烯材料、3D 打印材料、

纳米材料”等特色产业逐渐利用自身的产品和技术优势迈向产业化发展阶段，部

分产业如石墨烯材料、纳米材料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问题和措施 

    （参考各市上报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措施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