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
氯化镁热解法生产高纯氧化镁新
工艺，日前获得天津市科学技术
发明奖。该项目填补了国内连续
化生产高纯氧化镁粉体技术及产
品的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天津科大完成研究设计的
这项新工艺，在国内首次将喷
雾干燥、连续热解、动态煅烧工
艺及设备应用于氧化镁粉体生
产之中，有效解决了高温气体
与粉体的分离及防腐问题，实

现了余热利用充分，节能环保增
效。

业内专家认为，该项目工艺
路线短，成本低且产品附加值
高。其成功利用氯化镁直接热解
生产高纯氧化镁系列产品，结束
了国内镁系功能性材料长期依
赖进口的历史，对加快国家海洋
资源综合利用步伐，提高海洋化
工产品精细化程度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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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研发
高纯氧化镁新工艺获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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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比
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战略规划也不断吸
引着海外市场的目光，因为其发展战略、目
标和重点关系到未来的投资机会。对于大
宗商品而言，中国“十三五”规划涉及未来
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需求端的变动趋势，其
中铜等工业原材料需求已经在中国经济进
入减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之后增速明显放
缓。对于金融衍生品而言，“十三五”规划
在资本市场的定调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
外开放。

目前国内尚缺乏商品期权，因此在企
业风险管理这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海
外金属期权正不断拓展国内市场，例如芝
商所铜期权（交易代码：HX）不断受到国
内企业的青睐。

参与 COMEX 铜产品交易的包括商
业套期保值者、对冲基金和 CTA(商品交

易顾问)、银行、经纪商和 FCMs（CFTC 认
可的期货期权经济商）、自营交易公司和
个人交易者。为了满足商业套保需要，
COMEX 推出了两种基于每月平均价的
新型铜产品：铜日历掉期期货和铜平均价
期权。

从中国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未来中
国金融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利于国内
外金融市场相互融合，更加便利国内外相
关的实体企业运用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
进行风险管理，因此，芝商所铜期货期权在
国内企业风险管理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
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
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

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
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
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
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
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
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
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
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
标要求有一条就是，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因此过去
工业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会有所放缓，
但效率会提高。全会提出，构建产业新体
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
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
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全会还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
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
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从铜消费的趋势来看，在 2003 年中国
城镇化和工业化大力发展之际，中国铜消
费往往是粗放型、毫无节制的，而到了
2015 年，中国基本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
城镇化也到了一定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
大框架基本完善，因此中国对铜消耗强度
会下降，提高铜使用效率是重点。从这个角
度来看，未来铜价不大可能大幅上涨，价格
波动也会相应趋稳，企业对铜价引发的风
险管理需求也逐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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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对铜消费影响

今年 10 月 8 日，美国匹兹堡大学发
布消息称，该校运用镁合金 3D 打印技术
制造的骨钉、支架，能在帮助断骨愈合后完
全被人体“溶解吸收”，这标志着世界断骨
愈合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而在此之前一个月，在地球的这一边，
重庆盛镁镁业有限公司的“医用镁合金项
目”，在 2015 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
新材料行业优秀奖。该获奖项目的技术特
点和用途，几乎与匹兹堡大学的镁合金 3D
打印技术相同，且已完成动物和人体试验，
正着手该技术的临床应用。

这一次，盛镁让中国的镁合金医用新
材料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未来金属”的医疗妙用
轻且坚固的镁合金，被许多国家称为

“未来金属”，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以及
机械、汽车等制造领域。

但是，镁合金的用途远远不止于此。
目前，全球骨科临床手术使用的内固

定材料主要由不锈钢、钛合金等构成。这些
材料在人体内均不可降解，病人术后还需

进行二次手术取出，而用镁合金取代不锈
钢、钛合金，则可避免“开二刀”。

盛镁镁业总经理曹建勇介绍，镁合金
是与人体骨骼具有最好生物力学相容性的
金属材料，其密度接近人体骨骼，植入人体
后不舒适感远低于不锈钢、钛合金等，且能
被人体吸收，其释放出的镁离子还可促进骨
细胞的增殖及分化，促进骨骼生长、愈合。

除了可制成骨钉、骨板等医疗器械，盛
镁镁业“医用镁合金项目”还可以应用于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如制成可降解的镁合
金心血管支架，且不会像不锈钢、钛合金支
架那样，可能导致血管内膜增生。

姚明伤退激发的创新灵感
盛镁镁业公司原本是一家镁合金加工

企业，主要为沃尔沃、宜家、博世等跨国公
司配套生产镁合金工业品。至于为何涉足
医用材料领域，按曹建勇的说法，缘于 5 年
前篮球明星姚明的伤退。

2010 年，“移动长城” 姚明因饱受左
脚骨裂伤折磨，宣布从 NBA退役。作为铁
杆“姚蜜”，曹建勇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自己

偶像的伤退原因：左脚植入的金属固定支
架引发局部过敏反应、炎症；金属支架密度
大于骨骼密度，骨折部位生长脆弱易发生
二次骨折；需要二次取出手术等……这都
为姚明伤情的反复埋下隐患。

如果支架用更轻的镁合金做呢？曹建勇
找到国内提出生物医用镁合金材料概念
“第一人”———重庆材料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高家诚，以及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
技术中心副教授王勇、沈阳市骨科医院主任
医师吴刚等相关领域专家，以持有技术股份
的合作方式，开始了医用镁合金材料研发。

就在那一年，盛镁镁业以犬、兔为研究
对象，多批次验证了镁合金材料植入动物
体内的安全性及可行性；2012 年，研究开
发全新镁合金植入材料及加工制备方法；
2015年，与沈阳骨科医院开展镁合金材料
植入人体可行性方案制定，并结合重庆大学
的金属3D打印技术，试制出适用于人体的
骨爪、骨钉、骨板等医用镁合金材料样品。

明年，盛镁镁业的“医用镁合金项目”
将进入为期 18个月的临床实验阶段。

未来仅国内市场规模就可达 120亿元
虽然医用镁合金相关技术总体还处于

探索起步阶段，广泛应用于临床还有待时
日，但相较于现用于临床的不锈钢、钛合
金，其优势十分明显，前景十分广阔。

行业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大概有 300
万人次做骨折手术，骨科植入物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 120 亿元。

高家诚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未
来 10-15 年我国骨科产业年均增长率约
为 15%-20%，医用镁合金材料市场规模
预计可达 120 亿。也就是说，我国很快将迎
来医用镁合金需求井喷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镁合金作为
医用新材料，国内的研发进度与欧美发达
国家基本同步，这意味着盛镁镁业将有机
会和竞争对手在同一起跑线出发，争夺国
际市场。”

据了解，目前已有一批国内外医疗器
械公司和医疗机构向盛镁镁业抛出“橄榄
枝”，希望与其共同开展医用镁合金研发
制造，共同闯荡这片“蓝海”。中国有色网

盛镁镁业：研发出可以被人体吸收的医用金属材料

10月份，国内原镁价格打破前两个月
的平稳走势，再次下跌，月跌幅在 200 元 /
吨左右。10月国内原镁现货月均价 12750
元 / 吨，1~10 月国内原镁均价 13153.90
元 / 吨，同比下跌 11.56%。

10月份市场表现更为清淡，多数厂商
表示需求很差，亏损严重。由于适逢国庆节
长假和镁业年会的召开，交易日期较其他
月份明显减少，同时市场需求难有起色，企
业资金压力有所增加，价格下调在所难免。
10月份镁价的下跌毫无悬念，预计今年的
后几个月镁价或都将难有起色。从市场方
面来看，今年四季度的订单已基本在 10月
份之前签订完成，随后一系列国外的节假
日将接踵而至，市场人气将更为冷清；同时
国内外经济方面暂难有支持镁需求有效增
长的利好出现，期间的经济波动或可能还
会导致镁需求的缩减，业内企业唯有抱团
取暖方可安度严冬。

截至 10月底，陕西地区厂商报价区间
基本在 12500~12600 元 / 吨，山西地区报
价区间在 12700~12800 元 / 吨，宁夏地区
在 12600~12700元 / 吨。

出口方面，10 月 FOB 天津港月均价
2032 美元 / 吨，1~10 月均价 2212.21 美
元 / 吨，同比下跌 13.26%。从 9 月份出口
数据看，出口情况略有好转，但是否能持续，
还有待观察。10月份国内正规出口少有接
单，非正规渠道出口依然严重，且由于市场
需求不好，国外市场不断出现更低价格。

美国市场：10 月份美国市场镁相关价
格下调。

根据 MW 报道，10 月份美国镁锭交
易者进口价格由 1.72~1.75 美元 / 磅小幅
下调至 1.70~1.75 美元 / 磅，美国镁锭西
方现货价稳定在 2.10~2.20 美元 / 磅，美
国压铸合金 （贸易者） 价格由 1.90~2.00
美元 /磅下调至 1.80~1.95 美元 /磅。

欧洲市场：10 月份欧洲市场报价下

调。
10 月英国金属导报（MB）披露的镁

锭价格由 2090~2160 美元 / 吨下调至
2080~2150 美元 /吨。欧洲战略小金属鹿
特丹仓库价格由 2550 美元 / 吨下调至
2150 美元 / 吨。美国金属周刊（MW）刊
载的欧洲自由市场价格由 2025~2200 美
元 / 吨下调至 2025~2150 美元 /吨。

11 月份镁市场预测
中国经济有望迎更多宽松政策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9 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5358 亿元，同比
下跌 0.1%，跌幅较 8月收窄 8.7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9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跌幅虽
有所收窄, 但低迷的需求显示盈利能力依
然疲弱。

10月 23 日，央行宣布再次下调存贷
款利率 25 个基点，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50个基点。这是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的第
6 次降息。中国央行的此次措施也释放了
未来会有更多宽松政策的信号。

10月 26 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为研究“十三五”规
划的建议。这次旨在谋划未来五年中国发
展之路的关键会议，将绘制出一幅怎样的
“十三五” 画卷，将引发全国乃至全球关
注。

减产企业或将增加
10 月份国内镁价以弱势下跌收官。从

目前市场情况看，受需求缩减影响，今年最
后两个月镁市场走势或将较为悲观。一方
面，欧美经济短时间难有明显增长，其市场
需求同样难有起色；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
长放缓，下游行业减停产现象增加，对镁需
求或将有不同程度缩减。同时，铝价大幅下
跌对镁价造成较大压力。

因此，11 月份镁价有继续下调可能，
下调幅度视国内供应情况有所不同。如果
国内供应相应缩减，镁价下调幅度将有限，

相反则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基于前
者，预计 11月份山西地区价格波动区间在
12400~12500 元 / 吨 ， 陕 西 地 区 在
12200~12300 元 / 吨，FOB 天津港价格预
计在 1960~2030美元 /吨。

供应分析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2015 年 1~9 月中国共产原镁 59.82 万吨，
同比减少 5.16%。其中陕西地区累计生产
27.52 万吨，同比减少 3.78%；山西地区累
计生产 15.24 万吨，同比减少 14.51%；宁
夏地区累计生产 8.38 万吨，同比增加
17.89%。

从单月产量看，9 月份产量较上月缩
减，缩量主要来自陕西地区，月减幅近
5000 吨。据了解，9 月份陕西地区有若干
厂家增产，但预计增量有限，10 月份国内
产量或较 9月份小幅增加。

出口分析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9

月中国累计出口各类镁产品共 30.67 万
吨，同比减少 5.82%，累计金额 7.72 亿美
元，同比减少 12.67%。其中镁锭累计出口
15.91 万吨，同比减少 5.27%；镁合金累计
出口 8.41 万吨，同比增加 3.64%；镁粉累
计出口 5.59 万吨，同比减少 15.68%。

从当月出口量看，8 月出口量达目前
全年最低水平，9 月出口量报复性增加，但
两月出口量平均后，单月出口量仍为全年
较低水平，出口市场需求仍存缩减趋势。

相关行业方面
硅铁价格继续下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1~9 月

硅铁累计产量 341.4 万吨，同比下降
10.9%。10月初钢厂招标价格下调 300元
/ 吨左右，直接导致当月硅铁价格继续下
跌，10 月份硅铁价格下跌幅度 200 元 / 吨
左右，随后部分厂家采取减、停产措施，硅
铁价格暂稳。11 月份钢厂招标提前开始，

据称随着钢厂减产、钢市走弱，此次招标价
格将有继续下调可能。

下游市场掀减产潮
钢铁行业方面，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

10 月上旬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167.62 万吨，旬环比增长 2.84%。10 月上
旬末，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507.44
万吨，较上一旬末增 1.89%，较上月同期则
降 6.79%。

10 月 28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召开
发布会上中钢协常务副会长朱继民表示，
前三季度全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大幅下降，
粗钢产量也有所下降；钢材价格持续创出
新低，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重，全行业陷入
亏损境地。“控产量仍然是解决当前现实
困难的突出问题。”朱继民说，“从 1~9月
数据看，企业已经在减产，但减产力度仍然
不够。”对下月钢市走势，有观点认为随着
北方天气逐渐转冷，下游企业钢铁需求更
加低迷，但如果钢厂停减产幅度不断增加，
钢铁价格保持弱势稳定可能性较大。

铝行业方面，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统计数据，1~9 月中国原铝产量 2378.2
万吨，同比增长 12%。受供应增加、需求不
足以及成本下降等因素影响，10 月份上海
长江现货铝价大幅下跌并创出近年新低。
受此影响，中铝连城分公司以及抚顺铝业
相继停产，两者合计关闭近百万吨产能，有
观点认为，这可能将对铝价走势带来新的
影响，且如果铝价继续下行，行业内将会有
更多的电解铝企业实施减产或者关停。

海绵钛方面，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数据，1~9 月中国海绵钛产量 3.48 万
吨，同比下降 19.53%。10月份海绵钛市场
依然弱势运行，价格基本稳定，0# 海绵钛
报价基本在 49000~50000元 / 吨。分析人
士认为，由于目前业内企业多数按单定产，
市场影响因素有限，短期海绵钛价格保持
平稳的可能较大。 中国有色网

市场需求不佳致减停产现象增加

天津再生资源产业基地
引进的国内先进大型铜米机
生产线日前建成投产，并形成
年产 5.4 万吨铜米及塑料颗粒
的生产能力，使其废旧机电产
品拆解成功实现了机械化、自
动化生产。

这条大型铜米机生产线将
杂乱废旧电线投入，经破碎处
理后，把纯铜和外皮分离并进
行自动分选，共几分钟，定员四
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
实现了生产零排放、无污染。截
至目前，其铜米产品已销往本
地及外地铜材生产厂家，塑料

颗粒配以一定木粉后可加工成
耐磨防腐的木塑制品，不仅增加
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使再生资
源得到了高效利用。

据了解，由天津市供销社投
资建设的再生资源产业基地，位
于天津子牙循环产业区，占地近
一平方公里，主要从事废旧机电
产品、报废机动车及废家电拆
解、废塑料加工等。该项目全面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原料铜 15
万吨、铝 2 万吨，废塑料 80 万
吨，成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示范基地。

中国有色金属报

天津再生资源产业基地
大型铜米机生产线投产

日前，由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主持召开的有色行业科
技项目成果鉴定会在金川召
开，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
两项科技成果参加本次鉴定，
经与会专家的评审和鉴定，一
致认定“新型电镀钯盐及成套
耦合体系的研发和产业化”、
“集成电路溅射靶材用系列高
纯金属的开发及产业化”两科
技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鉴定会上，兰州金川科技
园的科研人员为与会专家作专
项成果技术介绍，详尽阐述了
项目的关键技术和创新点。与
会专家认真听取了项目研制报
告和技术总结，审查了测试报
告、查新了报告、知识产权证书
等技术资料，经过专家的认真
讨论认为：“集成电路溅射靶
材用系列高纯金属的开发及产
业化”科技项目，解决了传统
工艺制备超高纯铜易引入外界
杂质污染、容易产生夹杂物理
缺陷、传统真空感应熔炼制备
超高纯铜锭内部缩孔和表面粗

糙等物理质量等问题，该技术打
破了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垄断，
结束了中国半导体制造企业高
纯材料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促
进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深加
工和产业延伸技术的提升；“新
型电镀钯盐及成套耦合体系的
研发和产业化”科技项目通过对
新型电镀钯盐及成套耦合体系
合成工艺等的研究，制备的钯盐
-01、钯盐 -02 及配套的镍盐、
络合剂、光亮剂产品具有流程
短、产品纯度高等优点，该体系
的研发延伸了金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铂族金属产业链，对贵
金属电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促进作用，同时填补了我国电
子连接器电镀钯盐的空白，降低
了我国电子连接器行业电镀生
产成本，提高了我国贵金属电镀
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定，
这两项科研成果均拥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及应用推广价值，生产
技术及产品性能处于国际先进
的技术水平。 中国有色金属报

兰州金川科技园
两科技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北项目
办日前组织有关专家对青海东
昆仑成矿带三个1∶5万区调项
目进行野外验收。专家组进行资
料抽查和野外实际核查后一致
同意通过野外验收，认为三个项
目在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和地质
找矿等方面获得较明显进展。

青海省格尔木市开木棋陡
里格地区五幅1∶5万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项目在东昆仑南坡俯
冲增生杂岩带内原划辉长岩体
中，新解体出一套斜长角闪岩夹
角闪片岩、变粒岩组合；在小库
赛湖北原划侏罗纪羊曲组中新
填绘出一套火山岩夹碎屑岩组
合，在其中的晶屑玻屑凝灰岩中
获 得 230.6 ±1.1Ma 锆 石
U-Pb同位素年龄，初步查明测
区岩浆岩的时空分布及岩石类
型，划分了北昆仑岩浆带、南昆
仑岩浆带和木孜塔格- 西大滩
岩浆带三个构造岩浆带，并获得
一批同位素年龄数据；从古元古
代金水口岩群中解体出一套新
元古代变质侵入体，获得
865.8±3.9Ma 锆石 U-Pb 同
位素年龄；对南昆仑俯冲增生杂
岩带黑尖山段“岩块”、“基质”
进行了详细填绘，新发现金矿化
蚀变带 2 条、钨矿点 1处、铜矿
化点1处、铅锌矿化点1处，成
功立项青海省地勘基金预查项
目3项，找矿成果明显。

青海省格尔木市窑洞山地

区两幅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
目厘定划分了测区地层系统，从
五路沟一带原划纳赤台群中解
体出一套岩性为片麻岩 + 变粒
岩组合、二（黑）云石英片岩组
合；在黑刺沟西侧原划纳赤台群
中，填绘出含腕足类化石的闹仓
坚沟组；在测区北部原划纳赤台
群中厘定出没草沟蛇绿混杂岩，
对“岩块”、“基质”进行了填绘
表达；在辉长岩中首次获得了
495.1±2.2Ma 锆石 U-Pb 同位
素年龄，在玄武岩中首次获得了
501 ±2Ma、488 ±2Ma 锆 石
U-Pb 同位素年龄；划分了测区
侵入岩填图单元，获得一批同位
素测年数据，新发现金铜矿化点
1处、铜矿化线索 2 处、镜铁矿化
蚀变带 2条。

青海省格尔木市尕林格南地
区两幅 1∶5 万区调项目将区内
原 1∶20 万划分的晚泥盆世契
盖苏群火山岩组重新厘定为晚三
叠世鄂拉山组，并划分了火山喷
发韵律；对调查区侵入岩进行了
系统调查，建立了调查区岩浆岩
演化序列；在华力西期斑状二长
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印支期花岗
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中获得一批
同位素测年数据；在古元古代白
沙河岩组中新解体出 3个变质侵
入体，初步推断形成于晋宁期，新
发现铜矿化（点）4 处、锌矿化点
1处、钼矿化点 1 处、锌钼矿化点
1处。 全球金属网

青海东昆仑成矿带
新发现铜矿化（点）六处

近日，徐工液压件公司
国际市场开拓又传好消息，
400 吨级挖掘机油缸产品即
将远征澳大利亚，配套跨国
公司产品主机后鏖战澳洲市
场，这是徐工自主超大吨位
挖掘机油缸在国际市场上实
现的首次突破。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瞩目
的高端主机市场，一直以来
都以苛刻的性能指标和严格
的品质要求令众多自主品牌
望而却步。而徐工液压件公
司凭借几十年生产液压油缸
的深厚底蕴和近年来在技
术、人才上的大力投入，攻克

了挖掘机油缸的核心技术，建
立起世界级的加工生产线，具
备了从中、小型挖掘机到超大
吨位挖掘机的全配套能力，并
成功打开了澳洲市场。据了
解，此次出口的 400 吨级超大
吨位挖掘机油缸产品，特别针
对澳大利亚复杂特殊的工况
环境进行了专门优化，集合了
多项自主研发成果，能有效满
足产品在高压、高速、高温、高
频振动等各种恶劣工况下的
连续作业要求，为徐工核心零
部件撬动国际市场再添一有
力杠杆。

吴 波 摄

国内最大吨位挖掘机油缸远销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