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提名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环保用多孔炭微结构调控及其织物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生产技术 

提名者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提名意见 

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高性能多孔炭可控制备、大规模生产是材料领域的重大技术难题，其功能化高效利用是环保领域的

重大需求。该项目首次揭示了过渡金属催化活化造孔机制，发明了灵活模板、酸碱协同活化、热压活化

和构筑高速电子传输通道等调控多孔炭孔隙和化学结构的有效方法；发明了国际上第一套立式炭化活化

一体连续化生产装置，通过调节温度场和活化介质的浓度梯度，成功将炭化活化在同一反应器内完成，

克服了同一反应器内炭化活化温度及活化介质难以控制、多孔炭织物不能立式连续生产的世界性难题；

发明了“吸附-催化”功能多孔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高效净化处理水、气体技术，处理效果完全

满足最新相关标准要求。 
    获授权发明专利 53 项，在材料、化学和环境领域顶级期刊 Angew. Chem. Int. Ed.，Environ. Sci. 
Technol.等发表论文 22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76 篇。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生产技术转让给山西新华化工

有限公司（国内活性炭生产的龙头企业）等 10 家企业。基于多孔炭的水和气体处理技术已在 20 多家企

业应用，年均净化饮用水 6000 万吨，节水 7000 万吨，减排污染物 COD 4.4 万吨，氨氮 3300 吨，重金

属 10 吨。 
综上所述，该项目技术思路新颖，创新性强，在多孔炭微结构调控及其织物炭化活化一体化制备方

面有重大发明，技术经济指标先进，极大地提高了高性能多孔炭材料的规模化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解

决了水、气体等深度处理的难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 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无机非金属材料中的多孔炭制品制造技术领域。 
多孔炭孔隙丰富、吸附性强，是目前环保领域中最有效的一种吸附剂，在环保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传统多孔炭存在孔径分布宽、内部孔隙利用率低、传质阻力大等缺陷，且主要以颗粒或粉状为主，

制约了其更大规模的应用。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对多孔炭微结构进行目标调控，开发织物状高

性能多孔炭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是多孔炭发展的主要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多孔炭的炭化和活化过程需要

不同的反应温度和气氛，故需在不同的反应器内进行，间歇反应导致能耗高，产品质量不稳定，而卧式

反应器存在受热及接触不均，导致孔隙和化学结构难以调控。针对上述难题，经过 21 年的攻关，发明

了多孔炭微结构调控及其织物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生产技术，成果在水处理和气体净化领域实现了工业

化应用。重要发明点如下： 

1. 发明了多孔炭孔隙结构和化学结构调控的系列方法，解决了多孔炭微结构难以调控的难题 
阐明了过渡金属催化活化造孔机理，发明了超高比表面积(高达 4594 m2/g)多孔炭的快速制备方法

(2h 以上缩短至 0.5h)；发明了酸碱协同活化、热压活化、灵活模板法等调控多孔炭孔结构的方法，电子

传输通道、超疏水表面构建等调控多孔炭化学结构的方法，实现了多孔炭孔隙和化学结构有效调控。 
2. 发明了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织物多孔炭生产技术 
提出控制温度场实现炭化活化一体化反应的新策略，建立立式反应器内气体流动场与轴向温度场协



同调控新方法，发明了国际上首套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连续生产织物多孔炭的工业装置。提出活化介质

均匀分布方法，解决了活化不均的技术难题。所制多孔炭织物比表面积高达 3000 m2/g，是商品多孔炭

的 2 倍以上，结构均匀可控，较间歇反应器节能 30%以上。 
3. 发明了基于多孔炭的强化可见光催化和强化臭氧化水处理技术及气体净化技术 
发明了多孔炭强化可见光催化水处理技术。发明了一步制备可见光响应二氧化钛/织物多孔炭复合

催化剂的方法，解决了二氧化钛只对紫外光响应、电子-空穴易复合的难题，显著提高了可见光催化效

果；发明了强化臭氧化用多孔炭的改性方法，建立多孔炭强化臭氧化新技术，成功用于 20 万吨/天饮用

水净化，卤代烷、卤代酸等致癌/致畸/突变消毒副产物浓度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值。成功开发了高效脱

硫、脱硝、除醛等多孔炭，以及 NF 系列防毒面具、RFP 系列过滤吸收器、PM2.5 防护口罩、防护服等。 
该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53 项，出版专著 6 部，在 Angew. Chem. Int. Ed.等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76

篇，SCI 他引 1659 次。该技术已在我国活性炭龙头企业山西新华化工等 30 多家企业推广使用，山西新

华化工有限公司近 3 年新增销售额 3.2 亿元，显著提升了我国在高性能多孔炭生产和应用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 
 

客观评价 

1. 项目验收、技术评估意见及获奖 
项目完成人承担的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顺利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科技部的结题验收，研究成果支撑三个发明点。2010 年 12 月山东省科技厅对“活性炭纤维制备及水处

理新技术开发”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 “该项目成果具有创新性、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附
件 1)。 

该项目成果的重要内容“多孔炭的可控制备及其在环保领域中的应用”于 2012 年获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附件 2），“多维环保型多孔炭的可控制备及功能化”于 2013 年获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技术发明二等奖（附件 3），“结构可控型纳米多孔炭高效水处理技术及应用”

于 2014 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附件 4），“可见光驱动有机废水降解技术”于 2014 年获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三等奖（附件 5）。发明专利“高活性共掺杂二氧化钛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

应用”获 2009 年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金奖、2010 年获中国（合肥）专利技术成果交易会金奖（附

件 6、7）。 
2. 应用评价及主要技术指标对比 
该项目建成国际上第一套多孔炭织物炭化活化一体化连续生产装置，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达国际先

进水平，相关技术在 10 家多孔炭材料生产企业推广使用。该项目开发的基于多孔炭的水、气体净化技

术在 20 家企业推广使用。其中，多孔炭强化臭氧化水处理技术在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供水公

司成功应用，解决了 CODMn、消毒副产物超标等难题，产水 106 项水质指标全部符合 GB5749-2006 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消毒副产物浓度远低于规定值(附件 8)；发明的可同时防护 N2O4 和 UDMH 剧毒燃

料、防护全氟异丁烯毒气的浸渍多孔炭，满足了国防领域的应用需求。该项目整体技术主要技术指标对

比情况见下表： 
 
 



多孔炭微结构调控、织物生产及应用主要技术指标对比 
对比项目 该项目技术 国内外同类技术 

孔隙结

构调控  

Ni、Cr 催化活化

造孔 
超高比表面积，4594 m2/g 

快速制备：0.5 h 
比表面积＜2500m2/g，水蒸汽、

碱活化，制备时间 2h 
生物质原料 
酸碱协同活化 高中孔率，92% 中孔率，63% 
生物质原料 
热压法 

微孔率 97%，抗压强度 2.8×105 Pa
密度 0.58 g/cm3 

微孔率 88%，抗压强度接近 0，
密度 0.08 g/cm3 

化学结

构调控 

电子传输通道 
构筑:Cu-N 掺杂 

电子接收和给出能力提高 2.5 倍和

1.5 倍，光催化氧化 1,4-二氢吡啶的

效率提高 3.5 倍 
同类方法未见报道 

超疏水表面构建 水接触角 160º，二氯甲烷动态吸附

量 8.96% 
水接触角 29º，二氯甲烷动态吸

附量 3.8% 

多孔织

物炭生

产 

主要技术特点 
1.炭化活化同炉进行，产品质量均一 
节能 30%。 
2.立式炉 
3.连续生产 

1.炭化活化分开进行，产品质量

不均、能耗高 
2.立式炉、卧式炉 
3.间歇生产 

产品特点 分布窄，易控 
＞2500 m2/g 

分布较窄，难控 
＜2500 m2/g 

技术水平 国际首套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装置，

国际领先 同类技术未见报道 

多孔炭

水、气净

化新技

术 

多孔炭强化光催

化技术 
可见光、200mg/L 甲基橙 56 min 降

解 100% 
紫外光、200mg/L 甲基橙、240 

min 降解 89%  
臭氧氧化/多孔

炭技术 
“三致副产物” 
三氯甲烷：0.001 
三氯乙酸：＜0.01 

“三致副产物” 
三氯甲烷：＜0.06 
三氯乙酸：＜0.1 

3. 同行评价 
英国诺丁汉大学 R. Mokaya 多次高度评价了该项目多孔炭孔隙结构调控及快速制备高比表面积多

孔炭的方法(Carbon, 2004, 42: 205-210; Fuel, 2005, 84: 1992-1997)，认为该方法是制备环境治理用多孔炭

的重要方法(Energy Environ. Sci, 2014, 7: 1269; 2011, 4: 1401; 2011, 4, 2931, 附件 9，10，11)。 
著名学者佟振合院士在 Adv. Mater.积极评价了该项目中构筑碳点电子传输通道的工作，认为通过金

属-氮掺杂使碳点具有良好的电子传输性能，提高了碳点光氧化性能，部分原文：Metal–N dopants allow 
excellent electron-transfer properties of CDs, thus resulting in a higher activity for photo-oxidation of pyridine 
derivatives82

（Adv. Mater, 2016, 28: 9454-9477，附件 12）。 
著名学者张涛院士在 Chem. Rev. (IF: 47.928)评价了该项目光催化方面的工作(Colloids Surf., A, 2007, 

293: 80–86)，认为用活性炭纤维负载 TiO2 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 TiO2 粉体难回收的挑战性难题: …the 
recovery of fine TiO2 powder a big challenge. This problem can be solved, if TiO2 is immobilized on inert 
supported materials such as … activated carbon fibers481(Chem. Rev., 2015, 115 (21): 11605，附件 13) 。 

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林志群教授在 Energy Environ. Sci 肯定了该项目在光催化



复合材料制备方面的工作(J. Alloys Compd., 2011, 509: 9970–9976 和 J. Hazard. Mater., 2009, 161: 
416–422)，认为浸渍-烧结制备掺氮可见光催化剂的方法显著提升了 TiO2 的可见光催化活性：…the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MB) was enhanced by 50% and 200% under the UV and visible irradiation… 
dip-calcination84 methods were also employed to yield N-doped TiO2 NTA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hotocatalytic activities were improved (Energy Environ. Sci., 2014, 7: 2186, 附件 14) 。 

4. 学术影响 
该项目共发表论文 220 余篇，在 Angew. Chem.，Environ. Sci. Technol.，ACS Catal.等知名 SCI 期刊

发表论文 76 篇。论文被 Adv. Mater., Energy Environ. Sci., Nanoscale 等国际著名期刊大篇幅引用，成果

影响广泛并受到高度评价(附件 15)。 
2005 年 7 月组织了“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型炭材料研讨会”，多孔炭在水处理等领域的应用为会议重

要议题之一。2009 年 8 月组织召开了“第七届中日韩三国炭材料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Carbon to Save 
the Earth”，多孔炭的可控制备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会议焦点。2013 年 12 月作为大会主席之一组

织召开了“青年材料科学家国际论坛”，并做“石油基纳米多孔炭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大会报告。该项目的发明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肯定。 

 
推广应用情况 

该项目成果在活性炭龙头企业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供水公

司、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等得到应用。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 

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 

联系人/电话 应用情况 

山东新华有限

责任公司 

环保用多孔炭及

其织物的微结构

调控和立式炭化

活化一体化生产

技术 
2013.01 至今 张重杰 

0351-2877898 
近三年销售额

31792 万元 

中国石化集团

胜利石油管理

局供水公司 
多孔炭高效水处

理技术 2013.01 至今 任杰 
0546-8551660 

近 三 年 销 售 额

37467 万元 
中石化节能环

保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 
多孔炭废水处理

技术 2015.08 至今 李清方 
13563379828 

近三年销售额

300 万元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完成

人 

姓名 吴明铂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对发明点 1、3 有突出贡献，其中对发明点 1 的贡献：揭示了过渡金属催化活化机制，

发明了超高比表面积多孔炭的快速高效制备方法，发明了高中孔率、高微孔率多孔炭的制备方法，发明了

构筑电子传输通道调控多孔炭化学微结构的方法，支撑材料：专利 12 项，论文 44 篇，专著 2 部，见附件

16；对发明点 3 的贡献：发明了可见光响应多孔炭/二氧化钛复合催化剂及多孔炭强化光催化、臭氧化的方

法，支撑材料：专利 14 项，论文 32 篇，见附件 17。 

第2完成

人 

姓名 郑经堂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对发明点 1，2，3 有突出贡献。其中对发明点 1 的贡献：发明了高效脱硫、

脱硝、除醛用多孔炭表面化学结构定向调控方法，支撑材料：专利 15 项，论文 89 篇，见附件 18；对发明

点 2 的贡献：发明了立式炭化活化一体化多孔炭织物连续生产装置，支撑材料：专利 7 项，论文 11 篇，见

附件 19；对发明点 3 的贡献：发明了多孔炭强化高级氧化过程提高有机污染物降解性能的方法，支撑材料：

专利 24 项，论文 102 篇，见附件 20。 

第3完成

人 

姓名 张重杰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环保装置办公室主任/研

究员级高工 

完成单位 

山西新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单位 

山西新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对发明点 3 有突出贡献。发明了剧毒燃料（N2O4、UDMH）、毒物全氟异

丁烯、酸碱类毒剂等特殊用途的多孔炭制备方法，发明了气体净化、污水处理用高性能多孔炭的制备方法，

支撑材料：专利 6 项，见附件 21 

第4完成

人 

姓名 张建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完成单位 

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对发明点 2、3 有突出贡献。发明了用于饮用水净化的纤维状多孔炭的制备方

法，大幅提高了粘胶基活性炭纤维的炭化收率。制定了多孔炭高效水处理技术工程化应用的总体技术路线、

研究方案、实施办法等，成功用于石油化工废水净化及回用，支撑材料为：专利 3 项，论文 3 篇见附件 22。 

第5完成

人 

姓名 顾学林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首席专家/高级工程师 

完成单位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

理局供水公司 

工作单位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

理局供水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对发明点 3 有突出贡献，发明了提高饮用水水质的多孔炭制备方法及水处理装置，

制定了多孔炭强化臭氧化饮用水处理技术工程化应用的总体技术路线、研究方案、实施办法等，支撑材料：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见附件 23。 

第6完成

人 

姓名 陈诵英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教授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对发明点 1 和 3 有重要贡献，对发明点 1 的贡献是为多孔炭孔隙和化学微结构提

供了理论指导，对发明点 3 的贡献是为污染物吸附、催化降解多孔炭复合材料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支撑

材料：专著 1 部，论文 5 篇，见附件 24。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1 发明专利 一种制备中孔率高、吸附性强

的生态炭方法 中国 ZL201310235060.7 2015.10.07 18114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吴明铂，李玲燕，滕传亮，郭

宁，李士斌，郑经堂，吴文婷，

李杨，谭明慧，江波 
有效 

2 发明专利 一种连续制备宽幅功能活性

炭纤维的装置及方法 中国 ZL201210465449.6 2016.08.17 2178234 郑经堂 郑经堂  有效 

3 发明专利 复合 ACF 制备可见光响应高

能效光催化剂及应用方法 中国 ZL201210011390.3 2014.06.11 141671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郑经堂，刘倩，江波，吴明铂，

仇实，刘萌萌，袁建军，谭明

慧，孙冠华，肖慧吉，魏振兴，

朱海云，朱朝胜 
有效 

4 发明专利 一种由石油焦制备高比表面

积纳米孔碳分子筛的方法 中国 ZL200410096435.7 2007.11.14 357712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查庆芳，张玉贞，吴明铂，郭

燕生，李兆丰，孙新，王桂芝，

杨春吉 
有效 

5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铜络合物的炭量子

点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510101628.5 2017.01.25 2361223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吴文婷，战力英，吴明铂 有效 

6 发明专利 三维有序大孔-介孔炭材料的

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010610253.2 2013.11.13 1305287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郑经堂，隋吴彬，杨哲，吴明

铂，李石，曲险峰，于维钊，

李峰，张玉贞，刘倩，江波，

赵玉翠，刘颖 
有效 

7 发明专利 一种超疏水活性炭纤维改性

材料的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310284996.9 2015.02.18 1586479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郑经堂，朱超胜，江波，吴明

铂，谭明慧，张钦辉，袁建军，

孙冠华，仇实，王涵，杨柳，

尹华承，郑经纬 
有效 



8 发明专利 全氟异丁烯防护材料的制备

方法 中国 ZL2013.10596572.6 2016.08.17 2184006 山西新华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赵婷，张重杰，金彦任，郭军

军，安丽花，王德周，李爱叶，

温宇慧，宋雯，王钢，胡元宏 
有效 

9 发明专利 防护 N2O4 和 UDMH 类毒剂用

浸渍炭的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010555969.7 2012.06.06 957469 山西新华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张鲁萍，任丽梅，刘力，阴兆

栋，张重杰 有效 

10 发明专利 一种防护酸、碱类毒剂的浸渍

炭的制备方法 中国 ZL 201010569118.8 2013.01.16 1122929 山西新华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张鲁萍，李怀珠，阴兆栋，张

重杰，赵卯青，李元庆，刘力 有效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1. 1995 年至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吴明铂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郑经堂，依托项目

活性炭纤维毡的研制（85-14-3）、三维有序可控大孔炭材料复合纳米二氧化钛的制备及其

对废水的催化氧化降解机理研究（20976196）、炭基光催化复合材料与高能效等离子体降

解有机废水的协同效应及其机理研究（21176260）等，针对多孔碳的微结构调控、规模化

生产及应用难题，共同完成环保用多孔炭微结构控制及其织物炭化活化一体化生产技术攻

关课题，形成专利 23 项，发表文章 49 篇，证明材料见附件 16、17、18、19、20。 

吴明铂、郑经堂现均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碳材料课题组教

授，项目主要完成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 2009 年至今，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张重杰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郑经堂开展合

作，针对多孔炭织物连续化生产技术的工程实施、多孔炭产品的应用，开发签订技术服务

合同一项，见附件 25。郑经堂等为张重杰所在的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多孔炭的生

产、水处理应用、气体净化应用等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3. 2008 年至今，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张建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吴明铂、

郑经堂针对多孔炭在饮用水处理中的应用开展合作，形成专利 1项，发表论文 3篇，见附

件 26、27。 

4. 2008 年至今，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供水公司顾学林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吴明铂、

郑经堂开展合作，针对多孔炭在饮用水净化中的工程实施和应用问题，形成专利 1项，发

表论文 3 篇，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一项，见附件 26、27、28。吴明铂、郑经堂等为顾学林

所在的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供水公司多孔炭在饮用水处理中的应用提供全面技术支

持。 
5. 1992 年至今，浙江大学陈诵英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郑经堂针对多孔炭微结构调控及

污染物吸附、催化转化开展合作研究，合著专著 1 部，见附件 29。项目完成单位为浙江

大学。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共同知识产

权、论文合

著 
吴明铂 1 
郑经堂 2 1995 年至今 

以共同发明

人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23
项，合作发表

论文 49 篇 

主要知识产

权目录；附件

16、17、18、
19、20 

SCI 论文、发明

专利 

2 技术开发与

推广应用 
郑经堂 2 
张重杰 3 2009 年至今 

活性炭纤维

科研试制线

建设合同 
附件 25 合同 

3 
共同知识产

权、论文合

著 
吴明铂 1 
郑经堂 2 
张建 4 

2008 年至今 
以共同发明

人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合作发表

论文 3 篇 
附件 26、27 论文、 

发明专利 

4 
共同知识产

权、技术开

发与推广应

用 

吴明铂 1 
郑经堂 2 
顾学林 5 

2008 年至今 

以共同发明

人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合作发表

论文 3 篇，共

同获山东省

科技进步二

等奖 

主要知识产

权目录，技术

服务合同；附

件 26、27、
28 

论文、专利， 
山东省科技进

步奖 

5 专著合著 郑经堂 2 
陈诵英 6 1992 年至今 合著专著 1

部 附件 29 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