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推荐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重大工业过程中液/固复杂体系高效稳定复合技术及应用 

推荐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

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按照要求，我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都

拟对该项目的拟推荐情况进行公示。 

该项目针对在化工生产、材料制备等重大工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液/固界面不容、

性能劣化和体系不稳的难题，创立了液/固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调控的理论模型和定

量公式，为高效稳定复合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发明了可调工业过程中不

同复杂体系液/固界面和稳定的 NDF 系列界面调控剂，并形成了万吨级生产能力；研发

了在线检测和动态调控固体粒径分布的技术（NDJ），突破了均一粒径固体颗粒的堆积

密度极限，实现了高填充量液/固复杂体系连续生产、不间断优化补充级配；将 NDF
系列制剂与 NDJ 工艺组合应用于化工领域难成浆煤种高浓度水煤浆制备、材料领域填

充聚烯烃制备、建材领域水泥基材料制备和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制水煤浆等重大工业过

程中，实现了“道剂合一”调控液/固界面相容、性能优化和体系长效稳定的功效。 
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燃烧用和气化用水煤浆添加剂产品质量标准，被专家评为“迄今

为止世界上有关水煤浆技术的先进标准”。形成了复杂体系高效稳定复合技术理论，揭

示了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在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67 篇，

累计他引 2289 次，完成相关专著作 2 部，被 82 个不同研究方向他引 717 次；获中国、

美国发明专利 15 项及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 项，成果应用多家龙头企业，累计新增

销售额 256.8 亿元，新增利润 32.1 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新增销售额 148.4 亿元，新增

利润 23.9 亿元，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该项目核心的技术发明与创新已覆盖化工、材料、能源及环境等领域，有望通过

系统研究，广泛应用到涉及液/固复杂体系的其他领域，是科学-技术-应用相结合最具

先进性与独创性的典范之一。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项目简介： 

项目针对化工生产、材料制备等重大工业过程中，普遍遇到液/固复杂体系（“复杂

体系”）的液、固体组成、结构差异，导致界面不容、性能劣化、体系不稳的难题，以

国家战略为指向，以企业需求为目标，以基础研究为引领，以协同创新为路径，以科

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为成果，丰富了界面科学理论，形成了复杂体系高效稳定复合技术， 
1 揭示了大差异复杂体系稳定机制，创立了调控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模型，为高

效稳定复合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2 设计了高效、普适调控液/固界面张力的界面调控剂（NDF），形成了万吨级年生

产能力；解决了复杂体系界面不容、性能劣化、体系不稳的难题。 
3 研发了在线检测、动态调控固体粒径及其分布技术（NDJ），突破了均一粒径固

体颗粒的堆积密度极限，实现了不间断优化补充级配，解决了高固体浓度复杂体系性

能劣化的难题。 
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67 篇，被 Chem. Rev.、Chem. Soc. Rev.、Angew. Chem. Int. 

Edit.、J. Am. Chem. Soc.等 SCI 收录期刊他引 2289 余次；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5 项、

美国发明专利 1 项、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 项；已累计新增销售额 256.8 亿元，新增

利润 32.1 亿元（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148.4 亿元、新增利润 23.9 亿元）；共培养界面化学

方向研究生 58 位；推动了相关行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分别获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客观评价： 

1 重大工业过程中液/固复杂体系高效稳定复合技术，经过国内数据库（9 大类中文）

和国外数据库（10 大类外文）检索查新显示，除沈健教授团队外，其“技术内容、特

征未见述及”；获 2013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2 揭示了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创立了液/固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调

控模型，为高效稳定复合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经过国内数据库（9 大类中

文）和国外数据库（10 大类外文）检索查新显示：（1）除沈健教授团队外，“有关维持

液/固复杂体系稳定的关键是使固体颗粒在液体中受到的合力为零，以及调控液/固复杂

体系稳定的四要素模型。未见述及”；（2）《颗粒分散科学与技术》 (在 CNKI 数据库引

用 487 次) 和《特种性能树脂基复合材料》(在 CNKI 数据库引用 230 次)，2008-2015
年期间被我国 82 个研究方向的科学工作者正面广泛引用;（3）在 Chem. Rev.（IF5year 
50.68）、J. Mater. Chem. A（IF5year 7.45）、Chem. Commun（IF5year 6.78）等 SCI 收录

期刊发表论文 67 篇，被 Chem. Rev.（IF5year 50.68）、Chem. Soc. Rev. （IF5year 36.00）、
Angew. Chem. Int. Edit.（IF5year12.06）、J. Am. Chem. Soc. （IF5year 11.73）等 SCI 收
录期刊引用 2289 次，单篇他引 1102 次，获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3 发明了优质、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NDF），经过国内数据库（9 大类中文）

和国外数据库（10 大类外文）检索查新显示，除沈健教授团队外，“具有与 NDF 系列

界面改性剂结构相同的三元共聚物未见述及”； 

4 NDF 用作水煤浆添加剂，被世界上水煤浆制备的著名企业——日本宇部兴产株

式会社评价为“该类界面相容剂是世界上性能最佳的水煤浆添加剂”；在教育部组织的

科技成果鉴定会上，被专家组评价为“国内首创，整体水平达国际先进”；获江苏省科

技进步（技术发明类）二等奖、南京市优秀专利奖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5 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燃烧用水煤浆添加剂产品质量标准与气化用水煤浆添加剂产

品质量标准被业内评价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有关水煤浆技术的先进标准”。 

6 在线检测、动态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术（NDJ），经过国内数据库（9 大类

中文）和国外数据库（10 大类外文）检索查新显示，除沈健教授团队外，“具有与 NDJ
技术相同的内容、特征未见述及”； 



推广应用情况：  

1. 以国家战略为指向，以企业需求为目标，以基础研究为引领，以协同创新为路径，

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为成果，形成了复合体系优化关键技术，应用于化工、材料

和环境等领域，推动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成果

获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2. 揭示了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创立了液/固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调控

模型，出版专著 2 部和发表 SCI 论文 67 篇，被我国 82 个研究方向科学工作者正面

广泛引用，丰富了界面科学理论，为关键技术研发，并应用于化工、材料、环境保

护领域提供了指导，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获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

等奖；  
3. 发明优质、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NDF），获江苏省科技进步（技术发明类）二

等奖和南京市优秀专利奖，形成万吨/年生产能力，获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4. 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燃烧用和气化用水煤浆添加剂产品标准被业内评价为“迄今为止

世界上有关 CWM 技术的先进标准”。 
5. 使用 NDF 系列产品和 NDJ 技术成功地用工业废水制水煤浆，实现年节水 10 万吨，

减少排放，保护环境。 
6. 培养界面化学方向研究生 58 名；其中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二等奖各 1 人。

为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化学学科、材料学科进入最新一期

ESI 全球同类学科前 1%做出贡献。 
7. 本项目技术已被成功应用于江苏合义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25 家企业，累计新增

产值超二百亿元，新增利税超过三十二亿元。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1． 发明专利：一种多羧基三元共聚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中国 ZL201410260108.4，

2015.06.24，南京师范大学，沈健、章峻、黄晓华 

2． 发明专利：一种含磷酸基三元共聚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中国

ZL201410260101.2，2015.06.24，南京师范大学，沈健、章峻、黄晓华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NDJ 并联磨机不间断优化级配系统，中国 2017SR663414，

 2017.11.24，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江苏合义新材料有限公司，沈健、胡柏星、

何其慧、章峻 

4． 发明专利：碳酸钙/聚丙烯酸接枝甲氧基聚乙二醇悬浮液及其制法，中国

ZL200610086078.5，2008.06.04，南京大学，吴石山、沈健 

5． 发明专利：三氧化二铝和聚苯乙烯－马来酸酐接枝甲氧基聚乙二醇共聚物的水悬浮

液及其制备方法，中国 ZL200710025075.5，2009.09.30，南京大学，吴石山、沈健 

6． 发明专利：一种有机/无机复合水煤浆添加剂，中国 ZL201410261188.5，

2017.09.30，南京师范大学，沈健、章峻、黄晓华 

7． 发明专利：一种制备水煤浆或水焦浆的两段加药制备浆体的方法，中国

ZL201110417281.5，2015.02.18，南京大学，何其慧、胡柏星、刘波 

8． 发明专利：一种表面磷酸改性的聚氨酯纳米粉体及其制备方法，中国

ZL200910032541.1，2011.08.17，南京师范大学，沈健、黄晓华、刘红科、朱丹、

包建春、毛春 

9． 软件著作权证：NDS 污水制备水煤浆工艺系统，中国 2017SR663397，2017.12.04。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江苏合义新材料有限公司，沈健、胡柏星、何其慧、沈

佩 

10.发明专利：Multi-functional nanocomposite additive composite and methods for 

making and using same，美国 US8198359B2，2012.6.12，2009/016365A1，南京

师范大学，周宁琳 



主要完成人情况： 

沈健，排名第一，江苏省界面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担任项目负责人；完成代表性中国

发明专利 1，2，6，8 和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9（均排名 1）、代表性中国专利 4，5（均排名 2）；
揭示了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提出并证明了液/固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调控模型；设

计并直接参与了高效、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 NDF 的分子设计、工艺制定、标准撰写、工业生产

和应用推广全部工作；主持并指导研发了在线检测、动态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术（NDJ）和利

用工业废水制备水煤浆的 NDS 工艺。 

吴石山，排名第二，教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成代

表性中国发明专利 4，5（均排名 1）；聚合物/SiO2纳米复合微球研制及模型的试验证明(Chem. Rev. 
2008, 108: 3893-3957)；界面相容的机理的研究（J. Am. Chem. Soc. 2013, 1: 6539-6542、2013, 

1: 15230-15234）；负责项目技术在材料领域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应用、服务咨询工作。 

章峻，排名第三，副教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

成代表性中国发明专利 1，2，6（均排名 2）和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排名 4）；在沈健教授的

指导下开展级配研究；协助沈健教授进行材料领域企业技术应用、服务咨询工作。负责项目技术在

吴江市橡塑改性材料厂技术应用、服务咨询工作。 

胡柏星，排名第四，教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成代

表性中国发明专利 7（排名 2）和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9（均排名 2）；协助沈健教授进行了普

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 NDF 的合成生产和工业运用；在沈健教授的指导下负责研发在线检测、动态

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术（NDJ）和利用工业废水制备水煤浆的 NDS 工艺；协助沈健教授进行

化工、能源领域企业技术应用、服务咨询工作。 

黄晓华，排名第五，教授，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对本

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成代表性中国发明专利 8（排名 2）、1、2、6（均排名 3）；协助沈健教授

进行产学研合作；协助沈健教授完成项目总结和新项目申报工作。 

何其慧，排名第六，工程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成

代表性发明专利 7（排名 1）和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9（均排名 3）；在沈健教授的指导下参与

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 NDF 的企业应用工作；参与研发在线检测、动态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



术（NDJ）和利用工业废水制备水煤浆的 NDS 工艺。协助沈健教授进行化工、能源领域企业技术

应用、服务咨询工作。负责项目技术在江苏合义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应用、服务咨询工作。 

魏少华，排名第七，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师范

大学。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协助沈健教授进行企业推广应用工作；协助企业进行日常技术服

务和咨询工作。 

张彦，排名第八，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技术创造性贡献：协助沈健教授团队进行工业运行试验，负责本企业技术应用、工业运行、技术管

理和操作规范。 

周宁琳，排名第九，教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代表性美国发明专利 10
（排名 1）、代表性发明专利 6（排名 4）；在沈健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固体颗粒的表面功能化改性研

究，并应用于聚烯烃材料及其制品的制备中；协助沈健教授进行企业推广应用工作。 

刘庆，排名第十，工程师，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安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协助沈健教授团队进

行工业运行试验，负责项目技术在本企业技术应用、工业运行、技术管理和操作规范。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南京师范大学，排名第一，完成代表性专利：中国发明专利 1、2、6、8、美国发明专利 10 和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9（单位排名第 1），揭示了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创立了复杂体

系稳定的四要素调控模型；设计了优质、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NDF）；研发了在线检测、动态

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术（NDJ），突破了均一粒径固体颗粒的堆积密度极限，提高了液/固复杂

体系中固体颗粒的加入量，实现了不间断优化补充级配。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二，承担项目技术应用于化工领域难成浆煤种高浓度水煤

浆制备，在本单位完成的工业运行实验和大规模工业生产应用。 

南京大学，排名第三，完成代表性专利：中国发明专利 4、5、7（单位排名第 1），共同揭示了

大差异两相复杂体系稳定性机制，创立了复杂体系稳定的四要素调控模型；共同设计了优质、普适

的液/固界面调控剂（NDF）；共同研发了在线检测、动态调控固体颗粒粒径分布技术（NDJ），突破

了均一粒径固体颗粒的堆积密度极限，提高了液/固复杂体系中固体颗粒的加入量，实现了不间断

优化补充级配。 

江苏合义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排名第四，完成项目技术中优质、普适的液/固界面调控剂

（NDF）的合成中试和工业生产试验，并建成第一套年产万吨级生产线，为 NDF 大批量生产和大

规模工业应用奠定了基础。 

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五，承担项目技术应用于材料领域填充聚烯烃制备，完成了

NDF 界面调控剂和 NDJ 级配技术相结合在填充聚烯烃汽车专用材料生产的中试和工业生产试验。 

吴江市橡塑改性材料厂，排名第六，承担项目技术应用于材料领域填充聚烯烃制备，完成了

NDF 界面调控剂和 NDJ 级配技术相结合在填充聚烯烃制备的中试和工业生产试验，为大规模工业

生产应用奠定了基础。 

安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排名第七，承担项目技术应用于化工领域难成浆煤种高浓度水煤浆制

备和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制水煤浆，在本单位完成了工业运行试验和大规模工业生产应用。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1．吴石山，2000年5月至今，以南京大学教师（副教授-教授）身份在沈健教授课题组

（团队）开展研究工作。合作完成项目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

一等奖（多组分、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研究及其应用）和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有机/无机复合体系的界面设计及其应用技术）。 

2. 章峻，1999年9月以研究生身份加入沈健教授南京大学课题组；2005年8月至今，以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身份在沈健教授团队开展研究工作。合作完成项目

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多组分、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

研究及其应用）和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有机/无机复合

体系的界面设计及其应用技术）。 

3. 胡柏星，1995年1月-1998年1月以研究生身份加入沈健教授南京大学课题组；1998

年至今，以南京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身份在沈健教授课题组（团队）开展

研究工作。合作完成项目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多组

分、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研究及其应用）和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

明一等奖（有机/无机复合体系的界面设计及其应用技术）。 

4. 黄晓华，2007年5月至今，以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身份在沈健教授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合作完成项目获得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有机/无机复合

体系的界面设计及其应用技术）。 

5. 何其慧，1998年1月以本科生身份加入沈健教授南京大学课题组；1998年7月至今，

以南京大学技术人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身份在沈健教授课题组（团队）开展研究

工作。合作完成项目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多组分、

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研究及其应用）。 

6.魏少华，2003年6月至今，以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身份在沈健教

授团队开展研究工作。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多组分、

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研究及其应用）。 

7. 张彦，2011年11月至今，以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身份与沈健教授团队

合作开展应用工作。 

8. 周宁琳，2002年5月至今，以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身份在沈健

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获得200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多组分、

多相复合体系的界面研究及其应用）和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

等奖（有机/无机复合体系的界面设计及其应用技术）。 

9. 刘庆，2013年5月至今，以安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工程师身份与沈健教授团队合作

开展应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