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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
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日益成为制造业的主要趋
势。为加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深入贯彻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期间智能制造工程
将同步实施数字化制造普及、智能化
制造示范，重点聚焦“五三五十”重点
任务，即：攻克五类关键技术装备，夯
实智能制造三大基础，培育推广五种
智能制造新模式，推进十大重点领域
智能制造成套装备集成应用。2016 年
3 月 3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

《关于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
项行动的通知》，并下发了《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总
结 2015 年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
行动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实施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了专项行动的总
体思路和目标。明确 2016 年继续坚持
立足国情、统筹规划、分类施策、分步实
施的方针，进一步扩大行业和区域覆盖
面，继续注重发挥企业积极性、注重智能
化持续增长、注重关键技术装备安全可
控、注重基础与环境培育。通过试点示

范，进一步提升关键技术装备，以及工业
互联网创新能力，形成关键领域一批智
能制造标准，不断形成并推广智能制造
新模式。智能车间 /工厂试点示范项目
通过 2-3 年持续提升，实现运营成本降
低 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0%，生产
效率提高 20%，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0%，能源利用率提高 10%。

《实施方案》部署了 2016 年的具
体工作。将聚焦制造关键环节，在符合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企业中，在有条
件、有基础的重点地区、行业，特别是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中，选择试点示

范项目，分类开展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
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
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 5 种新模式试点
示范。为推进专项行动的实施，近期将编
制并发布 《2016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要素条件》，并以此为依据，遴选
60 个以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同
时，部署了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体系建
设，启动并组织实施重点领域智能化改
造工作，开展智能制造网络安全保障能
力建设，开展智能制造经验交流与推广，
组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集中展示等
重点工作。 工信部网站

工信部启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

近日，记者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理事会三届六次会议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目前，铜行业的形势平
稳，但产能增量势头较盛，要严防铜产
能过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贾明星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他就当前铜行业以及
铜市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

贾明星表示，铜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是有色金属行业中的第一大金属
品种。因为铜的价值较高，所以在有色
金属品种里面，铜对市场的引导是为
首的，在价格周期方面的变化是最明

显的。他说，目前铜价在 36000 元 / 吨
左右，从 2002 年开始，一波大的行情起
来，很多国外的机构通过研究认为，中国
经济的发展对铜的需求非常大。所以，这
一波消费价格的支撑点就是中国对铜消
费的增量在支撑国际铜价。当时的铜价
在 2万元 /吨，马上要上 3万元 /吨。后
来，铜价起来以后，最高的一波行情到
来，铜价到了 8 万元 /吨。从现在的价格
来看，比起铜价最高的时候，这一轮行情
铜价下滑了很多。所以，目前的铜价不能
说是低位，更不是高位。

贾明星认为，目前的铜价在比较

适中的区间内。但是对中国的铜冶炼
企业而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铜
加工费的问题。因为 2015 年的时候铜
价比较低，铜价是从高往低走的，所以
铜加工费比西方国家要高，这个是目
前对铜冶炼企业制约比较大的因素。
他表示，铜冶炼企业要加强自律，不能
像过去的恶性竞争一样，一味把价格
压低。

贾明星还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
的发展对铝的需求增量很大，对铜的
需求也一样。中国是缺铜的，中国进口
的铜，大部分都用掉了。所以，目前铜

还不过剩，因为中国的铜需求增量很
大。他表示，当前，中国的铜企业相比
较而言，比铝企业要好过一点，有些企
业有盈利。但是，铜企业也存在很大的
风险即新增产能。他强调，一定要限制
铜的新增产能。他表示，如果还像过去
一样，一看有利可图，就不断形成新增
产能，最后就会跟铝一样，产生过剩。
所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对铜冶
炼行业明确提出，要控制新增产能，同
时也要提高冶炼加工的水平，提高技
术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以及铜的应用。

中国有色金属报

有色工业协会：要严控铜的新增产能

在经济新常态下，大型矿用磨
机已经成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强力走向国际市场的利器。
在 3 月 4 日完成出口厄瓜多尔米
拉多铜矿的第一组 Φ10.97x5.4 米
双驱半自磨机和 Φ7.9×13.6 米溢
流型球磨机后，目前该项目第二组
同样规格的磨机正在中信重工紧
张的生产中。

截至 3 月 31 日，第二组磨机
筒体试装完成，齿圈、端盖正在加
工。中信重工一线员工将用质量和
信誉做好国内外大型磨机市场，以
实际行动迎接 “五一” 国际劳动
节。

图为磨机直径达 12.84 米、净
重 72 吨的大齿圈精加工现场。

中国有色金属报

中信重工用质量和信誉做好国内外大型磨机市场

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学家带领的
一个国际团队最近开发出一种微型机器人，能
迅速清除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和重金属，经回
收处理后还能循环利用，有望带来一种高效经
济的污水净化方法。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日报道，水中的重
金属污染是工业活动带来的常见问题，包括制
造电池和电子产品、采矿、电镀等，这些活动会
产生铅、砷、汞、镉、铬等重金属，都会给生物体
和环境带来安全风险。新研究中开发的微型机
器人集中在清除废水中的铅，是一种由三层结
构组成的微管：最外层是氧化石墨烯，可吸收
水中的铅；中间层是镍，让微管有磁性，能通过
外部磁场控制它们的运动方向；内层是铂，在

水中加入过氧化氢后，铂能把过氧化氢分解
为水和氧气，形成微小泡泡，从后面推动微管
前进。

研究人员发表在最近出版的 《纳米快
报》杂志上的论文称，每个微型机器人比人
头发还细小，可以成千上万地投放到废水
中，自主推进、捕获水中的重金属，完成任务
后可用磁场把它们收回来，再用酸溶液除去
铅离子，可以恢复如新再利用。

论文合著者、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
研究所的塞缪尔·桑彻斯说，这是把智能纳
米设备用于环境治理的一种新用途。利用这
种自推进纳米机器来捕获污水中的重金属，
并使之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某种 " 闭环系统 "

中。这项研究距开发出智能修复系统更近了一
步。智能修复系统让人们能有目标地清除微量
污染物，而不会产生新的污染。

将来，可以用自动化系统来控制大量的微型
机器人，通过磁场引导它们完成各种任务。桑彻斯
说，他们还计划把这种微型机器人扩展到清除其
他污染物之用。此外，这种自推进器加功能性外层
的设计还能用于如药物递送、传感器等其他领域。

新发明的治污机器人不像人，没有胳膊和腿，
但微小的它能在水中巡航，一边捕获重金属。它正
是纳米科学家期待的样子：结构简单，自驱动，易操
控。今天我们用这类机器人治污，明天就可以命令
它进攻癌细胞或病毒；小个儿的它，也能当机器人的
模范。 科技日报

微型机器人能高效清除废水中重金属

近年来，液态金属逐渐成为学
术界、工业界聚焦的热点领域。业界
认为，作为主导未来高科技竞争的
超级材料之一，液态金属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不仅能够有效地带动
产业升级，还将催生万亿规模的市
场空间，同时对社会经济转型及人
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液态金属逐渐成为学术界、工业界
聚焦的热点领域。业界认为，作为主
导未来高科技竞争的超级材料之
一，液态金属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不仅能够有效地带动产业升级，还
将催生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同时
对社会经济转型及人们的生活产生
深远的影响。

市场“蓝海”
“液态金属是一种常温下可以

流动的金属材料，是近年来国际散
热领域革命性的突破。液态金属作
为主导未来高科技竞争的超级材料
之一，在医学、消费电子、航空航天、
生物医学、精密机械等领域都有重
要的应用前景。”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常务副会长吕士良在近日举行的
2016 “液态金属技术应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国家 “十三五” 发展规划提出
要深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
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中
创新和研究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
企业开展需求型前沿创新研究，强
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
用，并着重指出需要战略和前沿导
向，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中心新能
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
能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蓄势待发，尤
其是在大力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快以液态金
属、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材料的
研发和应用，并使其成为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

吕士良表示，新材料是七大高
新技术领域中的佼佼者，它引领着
很多材料工业的发展，影响着国际
事业发展的全局，被世界公认为“21
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布局”，也是各个领域利用新技
术、新产品、新装备的摇篮。

“目前，液态金属产业确实是个
‘蓝海’，国内国际在这一领域做得
都比较少。”专注于液态金属新材料
创新发展的北京态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瑞表示，国内外的很多机
构和院校都在研究液态金属，但仅
仅是作为研究课题，而我们是把液
态金属做成产业，而且实现了市场

化应用。
液态金属产业，是一个新兴的朝

阳产业，蕴含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市
场空间。

在郭瑞看来，没有任何一项材料
或技术创新是由一家企业能够独立承
担和完成的，液态金属技术创新也是
如此，它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过去十
年，态金公司已经在该领域完成了从 0
到 1 的探索，未来十年，需要更多的参
与者来完成从 1 到 10 的精彩演绎。

应用前景广阔
作为一种高科技新型材料，液态

金属早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
注，各国科学界都在努力将液态金属
向实际应用领域进行转化，都在抢占
实际应用领域的制高点。

“液态金属材料具有非常好的导
热、导电能力，因此可以用做一系列导
热、导电应用，而且这种材料是非常安
全环保的。”北京态金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邓月光说。

记者了解到，液态金属，顾名思义
就是在常温下呈现液态的金属，并且
具有熔点低、热导率 / 电导率高、无毒
无害、性质稳定、黏性可调、流动性可
调的特征。就像《终结者》中的机器
人，其随意变形的特性就是液态金属
这些特征的体现。而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液态金属也将从科幻电影走进

现实。
在谈到液态金属的具体应用，邓

月光表示，在绿色节能成为时代潮流
的今天，液态金属技术拥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市场潜力
巨大。“第一是液态金属流动传热的应
用。第二是用这类材料做导热的界面
材料。第三是液态金属在导电领域的
应用。第四是液态金属相变储能材料
的应用。第五是液态金属塑形的应用。
第六是液态金属在医学方面开展的应
用。第七是液态金属在能源方面开发
出来的应用。”

据了解，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研究人员开发的用新型液态金属技术
制成的纳米机器人，能够有效携带药
物，精准吸附并杀死癌变细胞，这一发
现或将成为癌症终结者。苹果公司早
在 2010 年就收购了一家液体金属公
司，并在 2013 年获得液态金属技术专
利。在中国，近期中国科学家造出了世
界首台液态金属机器，而这一成就被
外媒形容为制造出“终结者”。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液态金属应
用还不像终结者机器人那样随意变
形，但液态金属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
来。作为新材料的一个重要领域，液态
金属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人类对物
质性质认识和应用向更深层次进军的
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经济时报

液态金属时代来临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
研究所获悉，该所已建成中国首座纯铅
冷却剂实验回路，并成功调试。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在高温液态重金属领域已有十余年的
研发经验。研究团队克服了结构材料选
型、高温不透明流体测量等系列技术难
题，建成的中国首座铅冷快堆关键技术
实验装置--高温液态纯铅实验回路，
运行温度可超600℃，具备开展铅冷快
堆结构材料腐蚀、冷却剂热工安全特性
及反应堆关键设备验证的能力，可为铅
冷快堆设计与研发提供工程经验。

铅冷快堆在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
具有突出的优势，被“第四代核能系统

国际论坛”组织评定为有望首个实现工业
示范和商业应用的第四代反应堆，冷却剂
技术是铅冷快堆的核心技术。该回路的建
成对加快铅冷快堆工程化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可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先进核能领域
的竞争力。

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国家
磁约束聚变专项和国家重大基金专项等项
目的支持下，该所长期致力于铅基堆设计
与关键技术研究工作，前期已建成世界规
模最大的液态铅铋和铅锂合金综合实验平
台。此次纯铅实验回路的建成，将进一步促
进完善铅基堆研发技术体系，为中国铅基
反应堆的设计、关键技术研发与专用设备
研制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新闻网

中国首座纯铅冷却剂
实验回路建成

近日，由江西省宜春市航宇时代
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频高速覆铜
板填补了国内高端覆铜板领域技术空
白。该技术可广泛应用研究于卫星导
航系统、航天雷达系统、高铁信号传输
系统及 4G、5G 信号传输系统，其性
能等同或超过全球行业巨头美国贝格
斯的同类产品。

据悉，宜春市航宇时代实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性能覆铜箔层
压板和电解覆铜箔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主要产品涵盖有：阻燃型环氧玻纤布
覆铜板、复合基材环氧覆铜板、多层板用
系列半固化片等多系列供制作单、双面
及多层线路板的产品。产品已覆盖华南、
华东市场，远销美国、韩国、欧盟、东南
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已先后
通 过 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ISO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其研发的产品通过 UL、CQC等多
项国际认证。 中国有色金属报

宜春市航宇公司高端覆铜板
填补国内技术领域空白

近日，由安徽省地矿局 313 地质
队主持承担的《深部地质找矿岩芯钻
探关键技术》 项目继荣获 2015 年度
国土资源科技奖二等奖后，又荣获
2015年度安徽省科技一等奖。

安徽 313 队联合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和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等单
位，历经 7年的探索、研究与生产试
验，完成了 3000 米孔深小口径岩芯
钻探关键技术装备、集成化钻孔三维
设计与轨迹监控技术、孔壁地层图像

反演及定向取芯技术、低转速长寿命高
效率金刚石钻头研发等课题研究。

该项目解决了我国地下 3000 米深
度地质找矿钻探技术难题，全面系统地
总结了一套适用性强的小口径深部岩芯
钻探钻进工艺技术体系。项目成果在安
徽省及全国 35 个大型矿（床）区深部地
质找矿以及国家深部探测科学钻探中进
行了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及找矿突破，为我国深部钻探技
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中国有色金属报

安徽地矿局 313 队深部钻探
关键技术获省级科技一等奖

近日，国内外金属期货市场多数品
种延续前日涨势，美元指数探底回升后
再度回落，原油的强势反弹，引爆市场
的做多情绪，内外盘基本金属价格以及
股市方面大涨。

内盘方面，截至 4月 13日收盘，
沪铜 1605 合约上涨 920 元至 36830
元 / 吨，沪铝 1605 合约上涨 145 元
至 11930 元 / 吨，沪锌 1605 合约上
涨 685元至 14735 元 /吨，沪铅 1605
合约上涨 325 元至 13390 元 / 吨，沪
镍 1605 合约上涨 1620 元至 69050
元 / 吨，沪锡 1605 合约上涨 2150 元
至 110660元 /吨。个股方面，有色金
属板块全线上涨，铜陵有色、中金岭
南、锡业股份、罗平锌电、宏达股份、吉
恩镍业、驰宏锌锗、中孚实业、章源钨
业、兴业矿业、锌业股份涨停。

外盘方面，伦铜升至 4780 美元 /
吨，LME 三个月期铜价格上涨 2.2%。

从技术形态上看，去年 11月以来的平台
产生支撑，沪铜减仓升至 36700 元 / 吨。
目前下游消费仍处旺季，预计本周电解
铜库存消化速度会大大加快，从而借力
原油实现反弹。三个月期镍大涨 3.6%，
收于 8860 美元 /吨，盘中触及 3 月 18
日来最高的 8890美元 /吨。三个月期铝
收高1.7%，收于 1534美元 /吨。国际铝
业协会数据显示，中国 2 月铝产量从 1
月的 248万吨降至 207万吨。三个月期
锡收高 0.2%，收于 16750 美元 / 吨。三
个月期铅升 1.7%，收于 1725美元 /吨。

分析人士认为，近日金属期货价格
的全线走强是受到统计局日前公布的 3
月 CPI 和 PPI数据支撑，商品多头掀起
涨潮，由于全球经济数据回暖，中国一季
度GDP料温和复苏，以及美元的大跌，
基本面上对有色金属产生较大支撑，基
本金属价格受到原油走势激励而全面大
涨。 中国有色金属报

有色金属价格全线上涨

中国冶炼厂和国外矿山签订的
2016 年 铜 精 矿 长 单 加 工 费
（TC/RC）为 97.35 美元 /吨和 9.375
美分 /磅，对于这组数据，有两点值得
关注：（1） 结束了 2012 年以来加工
费的连续上涨，表明全球铜精矿供应
过剩量在缩减，加工费很可能就此出
现拐点；（2） 四位数的 TC 作为
benchmark 在长单谈判史上属于首
见，表明供需双方分歧较大，博弈激
烈。在当前铜价弱势未改和下半年长
单谈判即将开启之际，供需双方博弈
将有增无减，进而提高铜价波动幅度。

首先，从供应端来看，CESCO 会
议大型矿山企业达成协议，通过降低
铜矿生产现金成本，而不是减产应付
当前疲软的铜价。我们认为这主要基
于中国冶炼产能提高后，2016 年铜精
矿将存在 20 万吨的缺口，所以后期
矿山会降低矿山开采辅助方面的成本
维持生产利润，但加工费让步的可能
不大。

其次，从需求端来看，国内冶炼厂
对 2016 铜精矿供应过剩预期较为乐

观，尤其是在矿山表示不减产后，对供应
过剩更为坚决，希冀下半年长单加工费
TC能够签到 100 美元 /吨以上。

不过总的来看，2016 年铜精矿供应
整体处于紧平衡状态，无论缺口或过剩
的量都非常小，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被
消化，理论上将导致加工费向冶炼厂成
本倾斜，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长单加工
费 TC 高于 100 美元 / 吨的概率非常
小。

从现货方面来看，农历新年前干净
铜精矿长单 TC维持在 100 美元 / 吨以
上，冶炼厂大量进货，库存远超过 20 天
的理论备货量。年后，现货成交偏少，但
现货加工费持续下滑，尤其在 3 月末部
分冶炼厂恢复买货后，TC 大幅下滑至
80-85 美元 /吨，逼近国内炼厂成本。面
对持续下滑现货 TC，国外矿企已出现
要求缩减长单签订量的迹象，估算 2016
全年长单量较 2015 年减少 10%-20%，
更多铜精矿将流向了现货市场。我们认
为矿山对铜矿供应的主导权提高和冶炼
厂对利润诉求的博弈将贯穿全年，预期
加大铜价的波动。 中国有色网

铜精矿供需博弈
将加大铜价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