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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轮胎及橡胶制品是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橡胶助剂是整个轮胎及橡胶制品加工和应用性能的基石。

行业公认“没有橡胶助剂就没有现代橡胶工业”。我国轮胎及橡胶制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而橡胶助剂占世界

总量的 70%以上，但不是技术强国。该项目是针对目前制约橡胶助剂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开展的

绿色关键技术研究，以促进剂为基础，突破共性绿色化关键核心技术，并拓展于其他四类助剂代表性产品，

构建新的绿色清洁生产体系与规模产业化，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跨越式进步。

主要创新点如下：

1、开发了由促进剂 M 的提纯工艺和高压高温合成催化技术构成的溶剂萃取法清洁工艺，从工艺路线上

杜绝了传统酸碱法的高盐废水产生。

2、开发了氧气氧化合成促进剂 NS清洁生产工艺和氧气氧化法气液固三相分散反应技术，替代了传统

次氯酸钠氧化法工艺，废水量减少 90%。

3、开发了“预处理+高盐处理+高浓有机处理”废水综合利用系统，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92%以上，有效

解决了行业瓶颈性难题。

4、依据项目所实现的共性关键技术的突破，将其拓展至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四类助剂生产，并解决了行

业普遍存在的安全控制的难题。

该项目获授权专利 23项，近三年内实现产值 65.65 亿元，实现利润 8.41 亿元。

我单位认真审核了《基于绿色工艺关键技术的代表性橡胶助剂清洁生产体系构建与产业化》的提名书及其

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填写要求。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新材料技术领域。轮胎及橡胶制品是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橡胶助剂是整个轮胎及橡胶

制品加工性能和应用性能的基石，它决定产品功能化和多样化。行业公认“没有橡胶助剂就没有现代橡胶

工业”。我国轮胎及橡胶制品产量与消费世界第一，特别是橡胶助剂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70%以上，但我国不

是生产技术强国，技术差距相当程度上主要体现在橡胶助剂，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有毒和高污染生产占

有相当大比例，生产绿色化已成为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瓶颈性问题。为此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

将“流程工业绿色化”列为优先发展主题，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将“发展绿色化工，突破关键技术，打造世

界橡胶助剂工业强国”作为行业重要方针。

本项目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和山东省重大创新专项等支持下，以难度最高并占橡胶助

剂产量 40%左右的促进剂类为研究基础，突破共性绿色化关键核心技术，并拓展于其他四类助剂代表性产

品，构建了基于绿色工艺关键技术的代表性橡胶助剂清洁生产体系与规模产业化。主要创新点如下:

1、开发了促进剂 M 的提纯工艺和高压高温合成催化技术，所构成的溶剂萃取法清洁化工艺替代了传统

酸碱法工艺，从工艺路线上杜绝了酸碱法的高盐废水产生，杜绝了 40 吨废水/吨产品的弊端，收率由 79%

提高到 93%。

2、开发了氧气氧化合成促进剂 N-叔丁基-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简称 NS）清洁生产工艺和适用于氧气

氧化法的气液固三相分散反应技术，收率达到 97.5%纯度 99%，替代了传统次氯酸钠氧化法工艺，废水量减

少 90%。

3、开发了可借鉴通用的“预处理+高盐处理+高浓有机处理”废水综合利用系统。水资源利用率达

到 92%以上，有效解决了助剂行业瓶颈性难题。

4、依据项目所实现的共性关键技术的突破，将其拓展至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四大类助剂生产，并解决了

行业普遍存在的安全控制的难题。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授权专利 23 项。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于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产品具有很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剂系列产品占据国内近 50%的市场

份额，特种功能助剂防焦剂占全球市场 65%，产品应用于法国米其林、美国固特异、意大利倍耐力、日本

普利司通等世界 500 强企业和中国玲珑、正新、三角等著名企业。近三年内实现产值 65.65 亿元，实现利

润 8.41 亿元。我国橡胶助剂产量占全球 70%以上，本项目全行业推广后可年减少高盐废水排放量 700 万吨

以上，减少无机盐外排 15 万吨以上，减少 COD 排放量约 3.5 万吨，为橡胶助剂行业摆脱“高污染帽子”，

解决行业可持续发展瓶颈难题提供了可靠的技术途径，将有力的推动我国橡胶助剂工业的技术跨越式进步。

本项目相关内容分别获 2011 年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5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科

技进步一等奖。



客观评价

（一）验收评价

1. 2011 年 6 月，山东省科技厅组织召开“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 技术开发”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

评价认为：“对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工艺条件进行实验研究，总结出最佳合成条件，合成 NS母液进行套

用，使产品收率达到了 97.5%；每吨产品产生的废水量不高于 1吨，比传统工艺降低了 75%；开发设计的新型

搅拌及布气装置，使产品纯度达到 99%以上；采用复合催化剂，提高了生产效率；该产品的生产工艺先进，

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2012 年 4 月，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组织召开了“橡胶促进剂 NS 清洁生产技术及废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开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09BAE76B01）验收会，验收评价认为：“氧气氧化法合成橡胶促进剂 NS 清洁

生产技术，安全设备完备，经济效益显著，废水量比次氯酸钠氧化法减少 75%，且不含盐，易生化处理；研

发的多效蒸发+组合生化法废水处理技术，实现了无机盐、有机物和水的回用。”

3. 2013 年 8 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召开了“万吨级橡胶促进剂 M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开发”

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评价认为：“开发的溶剂萃取新工艺替代了产生大量废水的传统酸碱法精制工艺路线，

无工艺废水产生；开发了催化体系，提高了反应速度、选择性和生产效率；开发了高剪切搅拌器，提高了萃

取效率；经查新及与国内外工艺技术对比，清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居国际领先水平。”

4. 2015年 4月，山东省科技厅组织召开了 “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山东省

自主创新专项 2012CX0103）验收会，验收评价认为：“对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工艺条件进行实验研究，

总结出最佳合成条件，合成 NS 母液进行套用，使产品收率达到了 97.5%；采用复合催化剂，提高了生产效

率；开展了该项目的工业化安全控制；每吨产品产生的废水量小于 1吨，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循环利用。”

5.2016 年 1 月，山东省科技厅组织召开了项目“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清洁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开发”

（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 2013CXC50205）验收会，验收评价认为：“该项目自主开发了新型复合催化剂体系，

产品收率达到了 93%以上；开发了高低温液-液溶剂萃取技术，避免了废水的产生；自主设计加工了专用的萃

取装置，解决了萃取工艺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开发了母液中提取 M的生产技术，并同时用于苯并噻唑的提

取，减少了废渣的产生。”

（二）行业评价

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评价：由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阳谷

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开发的提纯工艺和高压高温合成催化技术，所构成的 M溶剂萃取法清洁化工

艺替代了传统酸碱法工艺，从工艺路线上杜绝了酸碱法的高盐废水产生;开发的氧气氧化合成清洁生产工艺和

相应三相分散反应装置，替代了传统次氯酸钠氧化法工艺，其产生废水量仅为传统工艺的十分之一”。

2.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橡胶助剂专业委员会评价：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开发了可借鉴通用于橡胶助剂生产的 “预处理+高盐处理

+高浓有机处理”废水综合利用系统。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92%以上，有效解决了行业瓶颈性难题；依据共性关

键技术的突破，将其拓展至其他四类助剂代表性产品，解决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性难题，有力的推动了

我国橡胶助剂行业的跨越式技术进步。”

（三）检测评价

该项目经产品山东省基本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各项指标均达到了 GB/T11407-2003 和

GB/T21840-2008 要求。

1.促进剂 M：外观：淡黄色粉末；初熔点/℃：107.3；加热减量的质量分数/%:0.078；灰分的质量分数

/%：0.042；筛余物的质量分数（150μm）/%：0.04；甲醇不溶物的质量分数/%：0.24；游离胺的质量分数/%：

0.019；纯度的质量分数（HPLC）/%：98.0

2.促进剂 NS：外观：淡黄色粉末；初熔点/℃：174.0；加热减量的质量分数/%:0.19；灰分的质量分数

/%：0.050；筛余物的质量分数（150μm）/%：0.022；纯度的质量分数（HPLC）/%：98.2

（四）用户评价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阳谷华泰产品 CBS 与国内外同类产品在轮胎配方中的应用对比，胶料的硫化特

性和物理机械性能均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 拉伸强度、10 万次疲劳系数、DIN 磨耗分别为 25.8MPa、0.94、

0.185 cm
3
，性能优异，满足我公司生产需求。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产品 NS 经在轮胎胎冠胶中与其他 NS 对比应用实验，结果显示：硫

化速度优异，焦烧安全性高；硫化胶的拉伸强度、300%定伸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阿克隆磨耗较低，是一种

性能优异的产品，可满足我厂实际生产需求。

越南 Danang：中国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橡胶硫化促进剂 CBS 与国际同类产品在轮胎胎面

配方应用对比结论：其硫化特性和物理机械性能满足我公司轮胎制造要求，并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当。其测定

数据为拉伸强度 26MPa、撕裂强度 105N/mm.、DIN 磨耗分别为 178mm
3
，综合应用性能优异。

印度 BKT：自 2015 年，使用中国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氧气氧化法制备的 NS 产品，并应用

于我公司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制造，经过性能评价测试，其硫化特性优异、工艺操作安全、硫化平坦期长；

拉伸强度 25MPa，阿克隆磨耗 165mm
3,
，成品轮胎耐久性优异。生产工艺清洁，综合应用性能优异

本项目相关的“万吨级橡胶促进剂 M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开发”获得 2015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

技进步一等奖，“万吨级橡胶防焦剂 CTP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开发”获得 2011 年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推广应用

情况

本项目系列核心技术及通过该系列技术产出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轮胎及橡胶制品工业，技术产品及

其衍生产品销往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印度、韩国、日本等国内外有轮胎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市场广

阔，具体技术应用及技术产品推广应用情况如下：

（1）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已在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建成全球首条万吨

级 M清洁工艺生产线，同时建成衍生产品橡胶促进剂 NS 和 CBS。技术在行业内逐步推广，已经向河南双力化

工、莘县清新化工辐射该清洁工艺。

（2）氧气氧化法橡胶促进剂 NS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已在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世界首条

清洁化生产线，产品质量稳定。

（3）多效蒸发+组合生化法废水处理技术，已在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

限公司分别建成废水处理站，能够很好的处理公司内其他橡胶助剂品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

（4）新工艺技术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推广应用，新工艺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在品质方面不差于传统工艺

产品，被国际、国内众多轮胎等橡胶制品厂家所认可并使用，如三角、玲珑、越南 Danang、印度 BKT、米其

林、倍耐力、普利司通、台湾正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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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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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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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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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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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861021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王文博、杜孟成、
马德龙、李剑波、
郑崇纳、夏宇、宋

彦哲

授权

发明
专利

溶剂套用连续化纯
化橡胶硫化促进剂

M的方法

中
国

ZL141
08365
72.3

2017-
04-05

243816
4

山东戴瑞克
新材料有限

公司

许思俊、董瑞国、
王兴军、李世梅、
郑崇纳、马亚敏、
李宪索、刘红

授权

发明
专利

橡胶硫化促进剂 2-
巯基苯并噻唑（M）

的精制方法

中
国

ZL200
81015
9835.
6

2011-
02-02

736484
山东戴瑞克
新材料有限

公司

王文博，杜孟成，
魏成磊，马亚敏，
师利龙，马德龙

授权

发明
专利

橡胶硫化促进剂 NS
的联产合成工艺

中
国

ZL011
10177
404.4

2013-
10-09

128416
1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杜孟成、马德龙、
宋彦哲、田路宾 授权

发明
专利

一种用于氧气氧化
法合成促进剂NS的
装置

中
国

ZL201
11017
7412.
9

2014-
06-25 142975

6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杜孟成 魏成磊
马德龙

授权

发明
专利

橡胶硫化促进剂 NS
废水处理工艺

中
国

ZL200
81015
9834.
1

2010-
11-10

696352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王文博，杜孟成，
郑崇纳，李剑波，
魏成磊，师利龙，
马亚敏，马德龙

授权

发明
专利

橡胶防焦剂 CTP 合
成工艺装置

中
国

ZL200
91001
71

2011-
09-21

844108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王文博、王传华、
杜孟成、许思俊、
郑崇纳

授权

发明

专利

橡胶防焦剂 CTP 生

产过程中过滤干燥

一体装置及应用

中

国

ZL200

91001

7193.

0

2011-

01-26
734691

山东阳谷华

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王传华、王文博、

杜孟成、许思俊
授权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杜孟成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工作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业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项目技术研发之初，投入大量时间在该技术工艺的研究中，带领研发人员研究国内外技术现状，进而形成该技术的

核心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给予技术支持及改进。支撑材料为发明专利《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的纯化工艺》

（ZL200910229214.5）；《橡胶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M）的精致方法》（ZL200810159835.6）等 9件专利，在项目技

术研究开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90%。为推进项目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姓 名 许思俊 排 名 2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出生年月 1956.02 出 生 地 山东郓城 民 族 汉

工作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完成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为研发小组组长，全面负责项目研发与管理，攻克了项目各项创新的关键技术，在关键技术突破方面提出了很多新颖

的想法。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完成了项目《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的纯化工艺》（授权专利号 ZL200910229214.5）突

破了工艺提纯的关键技术，为第四位发明人；《一种疏水装置》（授权专利号 ZL201420705036.5）为第一位发明人；《溶剂

套用连续化纯化橡胶硫化促进剂 M的方法》（已受理）为第一位发明人。在项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量的 85%。为推进项目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姓 名 冯圣玉 排名 3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山东大学

二级单位 化学与化工学院

完成单位 山东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主要项目促进剂 M萃取工艺，合成工艺的机理通过量子计算进行分析及技术指导，优化了萃取剂、催化体系的选择；

对促进剂 NS催化氧化工艺的合成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及量子计算，优化了催化体系；对拓展性项目硅烷偶联剂的绿色关键

性技术进行了研究，整个绿色化体系构建研究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40%。

姓 名 王文博 排名 4 技术职称 工程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 邮政编码 252300

工作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完成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在氧气替代次氯酸钠作氧化剂合成促进剂 NS清洁生产工艺等研究过程在两项工艺技术、原理研究方面作出了突

出贡献。项目研究开发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40%。支撑材料为发明专利《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的纯化工艺》

（ZL200910229214.5）；《橡胶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M）的精致方法》（ZL200810159835.6）；《橡胶硫化促进

剂生产废水中盐的纯化工艺》（ZL201010208052.X）；《橡胶硫化促进剂 NS废水处理工艺》（ZL200810159834.1）。



姓 名 董瑞国 排 名 5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完成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后期产业化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对创新点 1、4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对创新点 1的贡献是

对产品纯化工艺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想法，支撑材料为发明专利《溶剂套用连续化纯化橡胶硫化促进剂 M

的方法》（ZL201410836572.3）。对创新点 4的贡献是深入领会国家社会对安全环保的政策，引领技术研究人员对尾气的回收加

大研究力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改进建议，支撑材料为《一种小型两互不相溶液体自动分离装置》（ZL201420705035.0）。

姓 名 宋彦哲 排名 6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促进剂组组长

二级单位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氧气替代次氯酸钠合成促进剂 NS项目的小试研究开发，中试研究及工业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支撑材料为发明专利

3 项《一种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 的装置及应用》（ZL201110177695.7）《橡胶硫化促进剂 NS 的联产合成工艺》

（ZL201110177404.4）《用于合成橡胶促进剂 NS 的生产设备及应用》（ZL201410672235.5）和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氧气

氧化法合成橡胶促进剂 NS 的化工反应器》（ZL201220221199.7）《一种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 的装置》（ZL201120222891.7）

项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100%。

姓 名 马德龙 排名 7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技术部长

二级单位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项目技术研发之初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在该技术工艺的研究中，特别是溶剂法 M,氧气法 NS 项目，进

而形成该技术的核心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参与设计与成果转化。为发明专利《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的纯化工艺》

（ZL200910229214.5）；《橡胶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M）的精致方法》（ZL200810159835.6），《橡胶硫化促进剂 NS

的联产合成工艺》（ZL201110177404.4），《一种用于促进剂 M 萃取工艺中的搅拌器》（ZL201320093468.0）等该项目中 8

件专利的发明人，在项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为推进项目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姓 名 王兴军 排 名 8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质检中心主任

完成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项目和助剂废水治理项目中给予大量指导意见，在两个项目工艺技术、产业化方面作出了突出

贡献。支撑材料有发明专利《溶剂套用连续化纯化橡胶硫化促进剂 M 的方法》（ZL201410836572.3），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小型

两互不相溶液体自动分离装置》（ZL201420705035.0）《一种尾气处理装置》（ZL201520956982.1），项目研究开发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40%。



姓 名 郑崇纳 排 名 9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技术部长

完成单位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清洁生产项目的工艺设计及设备的工艺选型，实施工艺安装及工艺效果的验证，实施工艺改进

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支撑材料为《溶剂套用连续化纯化橡胶硫化促进剂 M的方法》（ZL201410836572.3）和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放空缓冲装置》（ZL201420705040.1）《一种是实用的全封闭浮子液位计》（ZL201420110710.5），在项目技术研究开发及

建设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5%。

姓 名 魏成磊 排名 10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课题组组长

完成单位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在本项目工业实施过程相关技术的研究方面实现重大技术创新。支撑专利为发明专利 4 项，为发明专利《硫化促进剂 2-

巯基苯并噻唑的纯化工艺》（ZL200910229214.5）；《橡胶硫化促进剂 2-巯基苯并噻唑（M）的精致方法》（ZL200810159835.6）；

《一橡胶硫化促进剂 NS废水处理工艺 ZL200810159834.1》、一种用于氧气氧化法合成促进剂 NS 的装置 ZL201110177412.9》；

在该项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排 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本项目创新点 1：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清洁生产工艺技术为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的 2013 年山东省自主创

新专项项目（2013CXC50205），2015 年通过了山东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以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员吴春芝为

组长的业内专家一致认为：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开发成功了溶剂萃取法促进

剂Ｍ清洁化生产工艺，突破了产业化条件下高压高温合成、溶剂萃取等关键技术，创新成功了溶剂萃取技术即高低温液-液溶

剂技术，形成了最佳合成条件即根据物料特性和萃取特点，开发设计了萃取专用装置，消除了当前促进剂制造技术存在的缺

陷，替代了传统酸碱法工艺，在 200℃以上条件下直接通入冷却的萃取液中，单次萃取纯度可达到 98%以上，杜绝了高盐废水

产生，每吨产品节水 40 吨。在 200℃以上条件下直接通入冷却的萃取液中，单次萃取纯度可达到 98%以上，相比酸碱法，无

酸碱引入，杜绝了高盐废水产生，每吨产品节约地下水 40吨，授权专利 8件，其中发明专利 3件，实用新型专利 5件。

通过本工艺技术的产业化，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建成首条万吨级 M 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线，年可

为公司提供 15000 吨的 M 产品（除部分对外销售，主要为公司及母公司内部使用，作为中间体供给橡胶促进剂 NS、CBS 等后

续助剂产品生产使用）。产品经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检测，所有技术指标均符合 GB/T11407-2003标准要求。

单位名称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本项目创新点 2：开发了氧气替代次氯酸钠作氧化剂合成促进剂 NS 清洁生产工艺；

创新点 3：开发成功了多效蒸发+复合生化法组合废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技术创新活动中贡献突出，该工艺的技术开发被列入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2009BAE76B01），并于 2011 年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黎懋明为组长的专家组形成以下意见：1、开发了氧气替代次氯酸钠作氧化剂合成促进剂 NS清洁生产工艺以氧气剂选用氧气，

代替了高危害高污染的次氯酸钠，在研发及工业化过程中克服了氧气氧化工艺多个难点，最终建成了世界首套氧气氧化法橡

胶促进剂 NS工业化生产示范线，利用该工艺废水量比次氯酸钠氧化法减少 75%，且不含盐，易生化。并形成了 4项技术创新

点，即合成工艺技术革新、工艺安全控制技术、主反应设备及其新型搅拌器的应用技术、母液套用技术。共授权专利 8件，

其中发明专利 4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研发的多效蒸发+组合生化法废水处理技术，实现了无机盐、有机物和水的回用，

环保、社会效益显著。建成了日处理 1000 吨的橡胶促进剂废水处理及水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92%以

上。授权专利 3件，其中发明专利 2件，实用新型 1件。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排 名 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山东大学在本项目“创新点 1：溶剂萃取法橡胶促进剂 M 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创新点 2：开发了氧气替代次氯酸钠作氧

化剂合成促进剂 NS 清洁生产工艺；”中主要研究了促进剂 M高温高压合成催化技术中催化剂机理及选择，促进剂 M萃取提纯

工艺中萃取机理及萃取剂选择，促进剂 NS 催化氧化技术的催化体系机理研究，通过量子计算，对本项目的多项关键技术进行

了机理分析以及技术指导。对创新点 4中的硅烷偶联剂项目的绿色化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起到关键的主导研发作用。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基于绿色工艺关键技术的代表性橡胶助剂清洁生产体系构建与产业化》项目由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

瑞克”）、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谷华泰”）、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

山东大学四家单位合作共同完成，旨在以橡胶助剂绿色生产体系的构建与产业化为目标，选择行业产量最大、难度最高的橡胶

促进剂清洁工艺研究为代表，逐步开展整个行业清洁工艺技术研究及废水末端治理措施。逐步解决助剂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并

拓展至五大类助剂品种，构建绿色橡胶助剂生产体系，通过规模产业化和示范推广作用，推动我国橡胶助剂行业跨越式技术进

步。

项目主要完成人是杜孟成、许思俊、冯圣玉等，其中许思俊系戴瑞克技术总工，兼职国研中心副主任。在项目研究过程中

投入时间最久，贡献最大，项目诸多专利技术均在其指导下完成；杜孟成系阳谷华泰副总经理，兼任国研中心副主任。其主要

贡献在于前期技术研究，本项目核心技术主要在他主持下完成，并在项目产业化技术推进及实施过程中给予技术咨询、支持；

冯圣玉系山东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在项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推进过程中给与技术支持。

其他项目完成人王文博、董瑞国、宋彦哲、马德龙、郑崇纳、王兴军、魏成磊均系企业和合作研究单位管理和技术骨干力

量，在项目管理、设备安装调试、工程推进及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8 年，阳谷华泰即响应国家及行业清洁化生产的要求，组织科研力量对当时的行业内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2011 年子公司戴瑞克公司成立后，阳谷华泰结合国研中心更是全力进行清洁化、高端化、产业化技术研究，同时与山大等

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科研队伍，推进绿色橡胶助剂生产体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