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有色科技工作巡礼

时光浩荡，风起萍末。
这是铜陵有色跨越式发展征程上光芒璀璨的十

年。
这是科技创新铭刻于转型升级探索中辉煌的十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科

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
活赖之以好”。回望 年第四届科技大会以来的十
年，铜陵有色实现了从制造到创造，从追赶到赶超，从
工业化迈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跃升与蜕变。

浓墨，重彩，历史的巨擘长卷掀开了一页页科技
创新新篇章。

科技进步奖项累累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揭开成长的封印，我们欣喜发现，十年间，铜陵有
色科技创新羽翼愈加丰满，科技创新力量愈加勃发，
科技创新成果愈加瞩目。

年，铜陵有色跨入国家创新型企业行列，成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大军。

年，位列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科技创新
这一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能力空前强劲。

年，省国资委授予集团公司 — 年
科技创新企业奖，这是继 — 年荣获科技创
新企业奖后再次荣膺该奖项。

十年间，集团旗下 家子公司跻身高新技术企
业阵列，传统产业加速升级转型步履铿锵。

十年间，铜陵有色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项
多达 项。其中，《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梯级回
收关键技术》等 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高硫冶炼烟气绿色高效制酸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等 项科技成果在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评选中
崭露头角。

盛誉之下，是对创新创造价值的高度肯定。
在“复杂难采深部铜矿床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中，我们历经了长达 年多学科、多专
业、产学研联合攻关，破解了深井开采这一世界性技
术难题，一座现代化矿山———冬瓜山铜矿随之建成。

我们以有色矿山尾砂回收利用与污染防治为目
标，展开了“有色矿山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生态修
复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关，创新成果斩获 年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可再生胺脱硫剂
开发与工业化应用关键技术”，荣获 年度安徽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的产品出海跨洋，远销世界各地，铜冠品牌
核心价值充分显现。电解铜、黄铜、铜带及其商标被评
为“中国驰名商标”；黄金、白银、铜箔、铁球团、铲运
机等荣获“安徽名牌产品”称号；阴极铜、贵金属锭、
漆包线、硫酸、陶瓷过滤机、钻机等成为“安徽省著名
商标”。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竞争实力不断提升

十年间，我们以国际同行业领先技术为目标，积
极引进先进工艺、技术及装备，对矿山、冶炼等传统产
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

在消化、吸收、引进国际先进的卡尔多炉关键技
术及装备的基础上，我们自主研发出“顶吹冶炼喷射
洗涤提取金银等稀贵金属关键技术”，实现了顶吹冶
炼炉国产化替代进口卡尔多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开发出可再生有机胺湿法脱硫技术，建成了
铜冠冶化铁球团烧结烟气高浓度 资源化回收高
效协同控制集成示范工程，脱硫处理后烟气中 浓
度远低于国家铁球团烧结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我们构建起矿山、冶炼、加工、化工四大循环经济
圈，实现了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转，各产业内部不可利
用资源在体系中实现闭路循环和完全利用，众多质量
高、效益好的循环举措，让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蓝图
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我们注重高效、协同发展，加快强关联性产业、业
务整合，持续压缩管理层级，提升运营效率。

有色设计院自主设计的新模式矿山———沙溪铜矿
重负荷联动试车成功，为企业加快发展添加新动能。

金隆铜业、稀贵金属重组，金冠铜业与奥炉工程项
目部合并，增强了规模优势，提升了管理效能。新金隆、
新金冠必将以更新面貌呈现更大作为。

我们凭借信息化、自动化技术支撑，有效减少人力
支出，致力简化工作流程。

在安庆铜矿、冬瓜山铜矿等矿山，国际先进的
潜孔钻机、 系列铲运机等先进

的无轨装备被广泛使用。沙溪铜矿大型深井排水等系
统已开启无人值守智能模式。

金隆铜业转炉智能数控技术实现冶炼过程自动化
控制，生产过程不再依赖人工经验终点判断，低效、安
全风险大的难题被有效化解。

中国投资、中国设计、中国施工、中国制造、中国运
营，“五大中国” 理念在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落地生
根。这一切，让我们看到“科技创新”与“智慧企业”交
融带来的传统产业发展新路径。

新技术孕育新产品 新产业迈向新高度

实践证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加快产品结构
调整，走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发展方向
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引进国际先进的铜加工工艺、技术、装备，先
后建成生产出铜带、铜箔、铜杆等中高端铜基新材料系
列产品。

我们将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并举，开发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轮廓电子铜箔、高粗糙度电
子铜箔等系列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打破了我国高端通
信信息产业及新能源行业中，高频高速 用高性能
电子铜箔和锂离子电池用电子铜箔依赖进口的局面，
形成了年产 万吨电子铜箔的产业规模。

高温再软化自粘线、阳极磷铜材、 引线框架
高精度铜板带材、超大规格阳极磷铜球、片状银粉等一
大批高新技术产品及其生产工艺技术相继问世，产品
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长足发展。

利用独创的碳酸二甲酯共沸物分离、二氧化碳低
温输送专有技术，金泰化工生产的碳酸二甲酯获得
“安徽省新产品” 称号，入选中国低碳产业自主创新

强。
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是增强产业核心竞争

力的必然要求。 年，股份公司首期年产 万吨精
制硫酸项目建成投产，产品被国内电池业巨头天能、超
威等公司认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子、生物制
剂等高精尖行业。

十年间，科技创新之火在集团成员企业已成燎原
之势。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这，正是我们践行党的十九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实在
在的举动。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 创新创造活力迸发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
从 年起，我们着手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机制，

技术中心被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实体化运作，
成为集科技管理、科技研发、设计咨询、检测分析、节能
服务五位一体的现代科技服务型机构。

一步一脚印，变革之后，新的格局生机焕发。
集团公司建立完善了以技术委员会为决策层，以

专家委员会、专家组为决策咨询层，以科技管理部和职
能部门为管理执行层，以技术中心为核心、成员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采
矿、选矿、冶金等专业领域 个专家组，打造起铜陵
有色强有力的科技创新智囊团。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主线，科技项目全过程协同管
理、分级管理、创优管理、招标管理、结题验收与后评价
管理、研发经费考核认支等制度行之有效。

科技计划项目、研发经费、专利与专有技术、优秀

科技工作者评选等管理办法提供全过程保障。
“科技创新成果奖”、“专利奖”、“合理化建议和

技术改进项目奖”……一系列奖项的设定，激发着全
员创新的热情。

关注科技、重视创新，已从制度层面纳入集团公司
党政一把手职责范围。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亲自挂帅，兼任技术中心主任，高屋建瓴筹谋创新。

年，涉及采矿、选矿、冶金、铜加工等 个专
业技术领域，共 项技术难题由董事长杨军亲自审
定列入攻关“清单”，未来科技研发重点纲举目张。

集团公司总经理龚华东多次督办审批年度科技项
目实施计划，近十年累计实施重点科技项目 项，
投入研发平台建设近 亿元，集团公司科技管理信息
平台、技术知识库成功上线使用。

集团公司领导不断走访企业聚力创新，到重点实
验室考察，问科研院所需求，听一线科技人员心声。

顺势而为，因势而动。遵循集团公司产业结构多元
化、产业技术密集化、产品链条关联长等特性，一个与
集团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相适应、与自主创新要求相适
宜，富于铜陵有色个性化特色的科技组织管理架构日
臻完善。

产学研合作博采众长 多平台建设动能集聚

开放、兼容、共享，我们博采众长，产学研合作平台
聚合了更多的创新能量。

我们设立企业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建设安
徽省第一批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单位；与中南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家院校建立了产学研战略合作
关系，与 多家院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发起
成立“安徽铜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入了
个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多元化主体参与使铜陵有色的
科技创新体系更具开放度。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经过十年的不断建设积累，
无论是平台的综合实力，还是汇聚能力，铜陵有色的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都可谓成绩斐然。

技术中心采、选、冶研究所相关研发基础设施升
级，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

设计研究院从冶金设计一枝独秀，到矿山、冶金设
计两强并进，十年来荣获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咨询成
果奖 项，综合工程设计、咨询能力显著提高，科技
研发基础条件更趋完善。

依托铜冠电工、铜冠铜箔、金威铜业、中科铜都、铜
冠机械等子公司，电工材料研究室、电子铜箔研究室、
铜加工工程研发中心、安徽省有色金属粉体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井下无轨装备工程技术中心纷
纷建成。

铜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井下无轨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铜基电子材料及加工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被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检测研究中心通过国家实验
室合格评定认可委认可，集团公司内部创新资源实现
最大程度优化配置及协同自主创新。

创新平台触角再度延伸，孵化出的科技成果，转化
速度在加快，深度在拓展。十年来，集团公司科技项目
成果转化 余项，项目成果转化率达 以上，企
业主体的创新链条与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加深，铜陵有
色平台建设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创造出了源源不断
的价值。

科技人才茁壮成长 创新团队协同发力

十年长路，细数铜陵有色每一步的重大跨越，无不
源自于人脑的创新和团队的智慧碰撞。

我们一直铭记，人才是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建设、薪酬制度改革照亮职业
生涯前景，一批批优秀技术人才走向技术主管、高级技
术主管、中层管理岗位，并享受股权激励待遇。

我们一直坚守，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与创新人才素
质紧密相连。借参与重大科研设计项目及产学研合作
活动良机，我们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能力强，具有创新
思维，能够组织实施重点科技研发课题、承担大型设计

项目的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
十九大代表王爱荣，“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胡

彦华，安徽省第四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孙
先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同……一批又一批
的科技领军人物勇当创新领头雁。

时至今日，集团公司科技创新大军人才济济。至
年，参与研发的各类技术人员已有 人；梁

海卫、杨承祥、赵荣升、陆冰沪等 人享受国务院技术
津贴， 人享受省政府技术津贴； 名科技人才当选
省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名科技人才被评为省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 名科技人才荣获省市
青年科技奖， 名科技人员被授予市突出贡献人才。

我们始终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利用企业院士
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为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创业构
筑平台与载体。

年，集团公司与中国工程院张文海院士，联
合组建院士创新团队。与江西理工大学徐志峰、王海
宁、匡敬忠博士，构建博士后创新团队。

年，引进高维林团队，合资组建铜陵市高铜
科技有限公司。团队被省政府列为安徽省扶持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位列在皖创新创业 类团队。

我们始终坚信，集体的力量必将练就更为强大的
创新体魄。 年以来，“安全低耗闪速吹炼炉体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等 余个创新团队萌芽破土，在这
当中，“新型电子铜箔工艺及装备研发创新团队”“大
型深井矿山资源高效开采新技术及装备的研究与示
范”等 个创新团队分别纳入安徽省“ ”和铜陵
市“ ”产业创新团队。人才与团队，成为观察铜陵
有色科技创新活力的窗口。

关键技术突破瓶颈 重大专项各显神通

回望来时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我们找准关键
点，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能源节约、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装备制造、安全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存在
的技术问题，组织实施了一大批科技重大专项。

从大型有色基地与外围找矿、矿山安全高效开采
及灾害防治、提高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率，提升冶炼产能
及技术经济指标，高性能有色金属材料加工三大主业
突出问题，到化工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装备制造研
发、节能环保等辅业技术瓶颈……十年来，铜陵有色多
方产业填补行业空白，我们用破除一系列制约可持续
发展难题的倔劲，回应创新。

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 ，领先国
内行业平均水平 多个百分点，被列入国家首批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单位。

年，采选系统水循环利用率达 ，铜冶炼
高纯阴极铜产出率达 、冶炼硫捕集率达

，均为国际先进水平。
铜冶炼综合能耗每吨阴极铜 千克标准

煤、冶炼总回收率 ，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每万
元 吨标准煤，在国内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科技创新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
着铜陵有色持续健康发展。

年，“闪速熔炼、闪速吹炼” 项目建成投
产，开创我国铜冶炼厂废气废水零排放先河，金冠铜
业已成为“技术领先、成本最低”的世界顶级铜冶炼
工厂。

“十二五”期间，金隆铜业电铜产能每年稳定在
万吨，一举打破国外“闪速炼铜”技术垄断，转

炉数控技术突破了一直依赖人工经验终点判断所
引起的低效、高风险等长期制约铜冶炼行业的发展
瓶颈。

十年间，冬瓜山铜矿选铜回收率由 提高到
，开发出高硫铁产品和低硫精矿产品，实现了资源

最大化回收利用，已成为行业科技创新先行者。
铜冠机械是我国首家研发生产环保设备———陶瓷

过滤机的企业，也是国内首批生产高气压环形潜孔钻
机和井下无轨设备的企业。

金隆铜业曾经的师傅———日本住友金属矿山东予

冶炼厂，现已从金隆铜业引入物料流态化控制技术和闪
速炉炉顶十字交叉给料方式。 年，文燕作为中方专
家前往日本进行技术推广交流。如今，我们的技术及工
艺被国内外多家企业推广应用，更多行业及领域专家乐
于与我们共商产业发展大计。

注重实效鼓励原创 全员创新方兴未艾

“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
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的殷殷期望，更是我们的
核心竞争力所在，是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

我们以制度建设搭建自主创新战略框架。制定完
善了《专利与专有技术管理办法》，强化了专利等知识
产权工作在集团战略发展中的地位，突出技术专利挖
掘、申请和管理，肯定原创发现的价值，为创新者提供
激励。

十年间，集团公司累计拥有授权受理专利 项。
“二氧化硫的非衡态高浓度两次转化制硫酸方法” 等
项发明专利获“安徽省专利金奖”；享有《铜冠生产信息
系统》等 项软件著作权，铜陵有色知识产权工作步入
蓬勃发展的快车道，助力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科技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
展，以技术标准加速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已成为世界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潮流。

我们积极争取行业及省级以上标准研制及修订工
作。 年至 年，由集团公司起草并发布的各类
标准达 项，其中国际标准 项、国家标准 项、行
业标准 项、地方标准 项，《重金属精矿产品中有害
元素的限量规范》 等多项标准受到行业及国家嘉奖，铜
陵有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

年，我们制定的《铜、铅、锌、镍精矿化学分析
方法砷量的测定 光谱法》国际标准成功通过来自美
国、澳大利亚等 个国家 余名代表的严苛审定，树立
了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范本”。

铜陵有色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业、创新、创造的历史。
创新创造的文化价值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我们全面强化全员创新意识，让不同行业、不同岗
位的员工都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

十年间，员工提出技术改造和合理化建议 万余
条，受到集团公司表彰的 条，获省重大技术改造和
合理化建议表彰的近 条，连续多年位居安徽省重大
合理化建议奖第一名。

全力推进群众性“五小”创新竞赛活动，共收集“五
小”创新成果 项，其中 项获得集团公司表彰。

小组活动创新型课题数量逐年增多，成果科技
含量不断提高，一大批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创新成果
脱颖而出。截至 年，共发布 课题 个，其中
包含 个行业级优秀课题、 个省级优秀课题，更有

个课题被授予国家级优秀课题。
从传统产业升级，到优势产业延伸，再到战略新兴

产业布局。随着自主创新的速度和进度频繁被刷新，我
们创新自信也一次又一次被点燃。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刚刚胜利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三个第一”振聋发聩，发展、创新、人才已成为聚力
新征程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赋予科技新使命，新使命呼唤创新新担当。
当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行业迎来变革之机。
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核心技术，我们要推动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
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使制造从自动化走向智能
化。

新时代属于创新者、拼搏者、奋进者，属于一切敢于
以挑战和奋斗姿态开创未来的人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们在砥砺奋进、锐意创新
中汇聚起建设 “一强五优” 国际化企业集团的科技力
量，为铜陵有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我们坚信，奋斗定义幸福，创造成就未来！
萨百灵 钱庆华 文 王红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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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铜箔产品

铜陵格里赛公司外籍专家检测异型带

高导铜材轧制下线

铜冠机械公司生产的无轨设备铜阳极泥中回收的有价元素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选矿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