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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壳聚糖:步入上升通道的“潜力股”
姻本报实习生 李勤

7 年前，从壳聚糖原料和口服制剂生产
转到壳聚糖纤维研发生产的周新民没有想
到，如今的壳聚糖纤维会变成国家“十二五”
重点产业化的项目。

2005 年对他来说是个新的起点，在一次
生物技术展览会上，他偶然了解到生物质纤
维这一新兴发展方向。“何不把壳聚糖做成
纤维？”凭着多年来壳聚糖原料的生产经验
和对壳聚糖应用方向及市场价值的深刻认
知，周新民萌发了开垦“壳聚糖纤维”这块生
物质纤维未知领域处女地的念头。
此后，本是生产壳聚糖原料和口服制剂

的中盛公司换上了新衣，即如今的天津中盛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在新兴的壳聚糖纤维市场，中盛略显孤

单。身为公司的总经理，周新民不担心未来
的行业竞争，他心中坚信，没有集群形不成
市场，没有规模形不成产业。只有更多的厂
商跻身进来才能形成从新技术阶段到市场
化阶段的真正转变，尤其对于新兴行业。

应用广泛

周新民所说的壳聚糖是从蟹壳或者虾壳
中提取的物质。用化学方法将蟹壳、虾壳中
钙和蛋白质脱掉，剩下一层白色半透明状的
膜，经过脱乙酰工艺后就得到了块状的壳聚
糖。
以前的壳聚糖基本用来做口服制剂，今

天的壳聚糖正是由于他和他的团队的不懈
努力，才推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市场应用的
大门。
壳聚糖的黏度非常好，3%的壳聚糖水溶

液黏度基本上就和液体面膜的黏度相差无
几，烟草业中的烟叶干了之后并不能直接做
成烟丝，将壳聚糖溶液均匀喷洒在烟粉上得
到了烟纸，这样的烟纸既有韧度又有弹性，
容易切成烟丝。
壳聚糖在欧美也用作食品添加剂。加工

成壳聚糖盐酸盐后，将它添加到面包和糕点
中，食用后可以使人体骨黏膜润滑程度增
加，有效减少骨头磨损，增强体质。壳聚糖的
吸附能力也很强，被用在印染行业作为染色
的助剂。另外，日本还把壳聚糖提纯出来做
抗癌药用的注射液。
周新民和他的中盛公司当初正是看到了

上述壳聚糖的应用价值才迈入了这个行业，
如今，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已经在缓缓启动它
的序幕，壳聚糖纤维———这种蕴涵着更多实
用价值的新型生物质纤维材料已经被他们
研发出来并推向市场。
据周新民介绍，壳聚糖分子带有正电荷，

壳聚糖将细菌吸附之后，细菌失去活性死亡并
脱落下来，壳聚糖分子又能进行下一轮灭菌。
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具有长效灭菌功能，在民
用纺织品和医疗用品开发上有很大价值。
他说：“我们已经有了壳聚糖在纺织方面

的应用成熟思路和构想。既然壳聚糖可以灭
菌，那么壳聚糖纤维就可以生产功能性内
衣、袜子、卫生巾、纸尿裤等产品。重度糖尿

病人脚部会发生溃烂，不易愈合。在做壳聚
糖口服制剂时就有客户撒上壳聚糖粉末，伤
口就很容易愈合，因此我们思索将壳聚糖纤
维应用在医用敷料上，进一步拓宽了应用方
向。我们初步估算壳聚糖纤维的市场空间有
上百亿。”

机遇与困境并存

8 月 6 日，中盛还在与国外公司洽谈建
立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壳聚糖医用无纺
布，这看上去似乎有点“舍近求远”，但是他
却有不得不说的苦衷。

基于原有的壳聚糖技术基础，从小试到
中试，中盛花了 4年时间研发出了稳定制造
壳聚糖纤维的技术。
周新民介绍：“做纤维的过程看似简单，

其实是大量实验数据积累的过程。”为了让
笔者能够充分理解，他用了一个通俗比喻：
“就像做粉条一样，用什么样的配方和工艺
能让粉条均匀、长时间、长距离保持不断裂？
我们做壳聚糖纤维在前期不能连续喷丝，不
时就会出现断丝现象，纤维强度也达不到要
求，为了产业化发展，我们对设备、配方和工
艺不断进行调试，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盛遇到的困难当然不只技术这一个。
从市场环境，到知识产权；从行业惯性，到利
益链条；伴随机遇而来的，是一重重的困难。
“困难最大的是市场，这么好的纤维生产

出来了，在市场推广上无法像杜邦公司的莱
卡纤维那样高调上市，资金实力不够，消费
者认知的速度就会慢许多，只有通过产业链

的企业一步步推动。”周新民表示，因此，中
盛不得不“舍近求远”和国外的公司洽谈项
目，希望在壳聚糖纤维医用辅料上有快速突
破。“和国外合作是公司目前的一种选择，将
来很有可能部分产品还会返销回中国。”周新
民不无遗憾地说，“一下子就会贵很多，增加
了患者的医疗费用。”看似在“吐槽”，其实他
表示，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好转变。
据悉，中盛现在得到天津市政府的支持，

壳聚糖纤维产业研发生产示范基地正在筹备
当中。中盛正在描画壳聚糖纤维产量从百吨
到千吨转化的蓝图。
目前，中盛已经实现 1000万的销售额。

但周新民并不满足于这个数据，他表示：“整
个生产设备正在扩建，突破困境后的大发展
已现端倪。”
“国家的政策对我们起到很好的作用，能

否取得成绩跟政府及行业协会的产业导向是
联系在一起的。今年的 4月份由中国化纤协
会公布的中国十大流行纤维，壳聚糖纤维名
列其中。现在大家知道壳聚糖纤维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市场推广也
比以前相对容易了。”他说。

新兴产业的认知

周新民反复对《中国科学报》强调：“由于
从事壳聚糖原材料和口服制剂行业很多年，
所以对壳聚糖的应用十分熟悉和了解，再加
上做了多年的市场营销策划，几年前我就判
定以后壳聚糖纤维的应用价值和前景是巨大
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的众多纺织企业
一直遵循着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这种多
年形成的行业惯例，在前些年国际市场持续
保持高需求量的情况下，国内众多纺织企业
无暇顾及新产品的研发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应
用，直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纺
织品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大家纷纷把眼光转
向国内市场时，发现业内竞争趋于同质化，新
技术新材料才能让企业摆脱同质竞争的困
境。”周新民感叹。
“我国现在需要进行产业和产品的升级。

产业升级依靠机器设备和工艺的变化，需要
大量的投资。产品升级虽也依靠设备和技术，
但有种速成法———使用新型材料，譬如壳聚
糖纤维，这是我们几年来致力的方向。”
周新民对纺织行业和新兴的生物质纤维

行业认识十分清晰，“未来石油逐渐枯竭、化
纤消失之后用什么来填补市场空缺？现在粮
食短缺，不可能扩大棉花种植与粮争地。但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靠生物质原料，秸秆什么
的都可以，但主要还是靠海洋，因为海洋资源
可以循环利用。”他强调，“未来的经济是海
洋经济。”
中盛企业正以蓄势待发的姿态准备实现

下一个突破，“第一步先实现壳聚糖纤维产业
化，第二步就是开发新的生物质纤维。”周新
民说。
最后，周新民用三个“需要”表达了他对

未来的信心———壳聚糖纤维作为一项新技术
新材料，是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
需要，是现代人健康生活品质的需要，是纺织
行业产品提升和突破的需要。

华兰生物拟投资 2亿元建中试基地

本报讯华兰生物近日宣布，为加快公司研发项目
产业化进程，公司拟首期投资 2亿元，在新乡市平原新
区建立生物医药中试基地，将公司目前研究的新产品、
新剂型、新工艺通过中试基地中试放大，以便于科研成
果更快地转化为生产。
华兰生物表示，为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近年

来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在进行自主研发的同时，加强
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目前已有多个项目即将
完成小试，进入中试阶段。 （黄明明）

武田制药在华成立开发中心

本报讯近日，武田制药全球研究与开发亚洲有限
公司及武田上海开发中心宣布武田开发中心正式成立。
今年初，武田公司就曾宣布将建立武田上海开发中心，
此举旨在强化武田对于亚洲及中国市场的战略承诺。
武田上海开发中心负责人李元念博士表示：“武田

上海开发中心的成立，为武田在全球开发增添了强有
力的力量。武田上海开发中心的成立将扩大并加强武
田制药在亚洲地区的临床开发研究，同时专注于在对
中国的普药以及亚洲（除日本外）的肿瘤药物临床开
发。希望通过武田上海开发中心的努力，武田制药将继
续进行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确保在亚洲地区获得各国
监管部门的批准。”
除武田上海开发中心之外，武田制药也通过中国

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来加强在中国的业务，包括在
泰州负责销售和市场的武田药品（中国）有限公司，以
及负责生产的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李木子）

首个万吨级生物质热裂解装置运行

本报讯近日，我国首个万吨级生物质热裂解液化
自动化生产装置在吉林长春高新区投入运行。
据专家介绍，该装置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攻克了生

物质热裂解工业化技术的世界性重大难题，生物质热
裂解液化自主技术首次迈入了万吨级行列。
这项热裂解液化技术由吉林省颐民宝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所属技术团队历经 13年研发而成。万吨级生
物质热裂解液化装置于 2011年 7月开始建设。
据了解，该装置每小时投料可达 1.5吨，年处理能

力为 1万吨。通过该装置，1万吨的秸秆、稻壳、树枝、锯
末等可以转化为约 2400吨生物油、3600吨生物质碳及
其他副产品。 （黄明明）

凯迪电力 6家生物质电厂全部停产

本报讯凯迪电力旗下 6家已投运生物质电厂自 6
月份以来陆续停产，目前全部停产。凯迪电力董事长陈
义龙表示，停产主要原因是此前中间商哄抬价格暴露
燃料收购“腐败”问题突出，公司决心去掉中间商，计划
在建立新的燃料收购模式后，于 9月 1日前开机。不
过，公司有关人士近日表示，可能将根据燃料收购整顿
情况陆续开机，有可能实现提前开机。
凯迪电力自 2012年 1 月以来便是 6 个生物质电

厂在运行。2012年 1~6月，6个已投运生物质电厂完成
上网电量 2.39亿千瓦时。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 1~6
月，公司 4个已投运生物质电厂完成上网电量 2.32亿
千瓦时。从公司 2011年年度报表来看，煤炭仍是公司
的核心业务，此次停产说明向生物质能源转型的凯迪
电力仍然困难重重。 （李木子）

美利用微生物提高原油采收率

本报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采取一种
新型“微生物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不仅可使现有油
井生产更多的石油，还可应用于石油泄漏和污染物的
清理。该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石油科学与工程》杂志
上。
以常规技术，一般只能开采出 30％到 50%的原油，

大量石油尤其是高黏油滞留在储油层。由此，微生物提
高原油采收率的方法逐渐成为目前公认的开采油藏中
剩余油和枯竭油藏最好的技术。另外，其对石油勘探与
开采、运输与储存、炼制与使用过程中的外泄或不当排
放也起到一定的清理作用。
新技术是在向钻井下注水之后，注入微生物，并且

用类似于糖蜜一样的糖作为饲料“喂”养它们，促其成
长。这样它们可以阻塞一些介质空隙，起到表面活性剂
的作用，如同洗碗机祛除锅里的油垢般，使原油从其黏
附着的表面松动。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优化采油的方式可获得更多

的石油，在商业上能够赢得更多的利润。而且，该技术
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帮助移除或清理地下的污染物。

（李惠钰）

德最大生物燃料试验基地投入运营

本报讯 瑞士化学企业科莱恩（Clariant）公司修建
的德国最大生物燃料试验基地日前投入运营，基地将
主要研究农业废弃物纤维素乙醇转化技术。
该基地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特劳宾市，面积

约为 2500平方米，造价 2800万欧元，可将该地区周边
剩余 4500吨麦秆转化为 1000吨纤维素乙醇。
德国每年会产生 2200万吨麦秆，而这些麦秆可以

在不破坏土壤恢复能力的情况下用于制造生物燃料，
替代德国约 25%的石油需求。这种生物燃料技术不影
响农作物产量，同时可降低 95%的温室气体排放。
科莱恩公司首席执行官 Hariolf Kottmann 表示：

“新基地的建成是生物燃料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然
而，只有当全社会认识到生物燃料所带来的环境效益，
包括纤维素乙醇在内的第二代生物乙醇技术才能够取
得成功。”
事实上，许多企业都表示出对用可再生的木纤维

素资源（如农作物残余）制造乙醇的兴趣，但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人能够将纤维素乙醇的生产商业化。
在世界其他地区，纤维素乙醇项目数量日渐增多，

规模也逐渐从局部试点向工业化生产扩大。 （王庆）

资讯

本报讯 天然淀粉中的直链淀
粉含量少、机械强度低、加工性能
差，使得制品结构不均匀、透明度
和强度低。为克服这一难题，由华
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牵头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非粮淀粉基生物塑料
制造关键技术研究课题日前正式
启动。

据华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郭卫红介绍，课题组将针对生
物塑料大规模制造过程中的加工工
艺复杂、加工成本高、集成难度大等
关键环节，围绕直链淀粉制备、淀粉
基塑料界面增容、淀粉基塑料薄膜
制备、变性淀粉的生物与化学转化
等共性关键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
工程示范等问题进行研究，最终达
到开发若干低成本、高值化的淀粉
系列产品的制备工艺与成套装置，
建立淀粉基降解塑料和变性淀粉生
物基材料示范生产线。

据了解，华理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
新技术研究所、甘肃圣大方舟马铃
薯变性淀粉公司、宁波家联塑料用
品制造公司和宁波家联塑料科技
公司于 2010 年开始合作研发，在
小、中试上已取得一定进展。

研究人员先对淀粉分子的结
构进行改造，然后对全降解的塑化
淀粉进行改性，从而改善了材料性
能，实现塑料的全部降解。与传统
的聚酯塑料相比，该新型材料可减
少 47%的能源消耗，降低 59%的温
室气体排放。此外，马铃薯淀粉约

每千克 4元，而塑料原料约每千克 20元，新工
艺保证了生产企业拥有较高的利润空间。

目前，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将目光
投向了淀粉基生物塑料这一可生物降解、对环
境友好的天然再生资源的研发和利用上。对
此，业内专家表示，要顺利进入市场，生物质材
料还必须通过技术、工程放大、成本控制等层
层关口的考验。 （郭康）

我国现在需
要进行产业和产
品的升级。产业升
级依靠机器设备
和工艺的变化，需
要大量的投资。产
品升级虽也依靠
设备和技术，但有
种速成法———使
用新型材料，譬如
壳聚糖纤维，这是
我们几年来致力
的方向。

一周行业点评

“

近日，美国的 8 个生物燃料行业组织宣
布成立生物燃料生产商协调委员会，将共同
拥护国家关于通过国内生物燃料生产增加能
源保护的政策。

这 8 个行业组织分别为：先进生物燃料
协会、先进乙醇委员会、藻类生物能量组织、
美国乙醇联盟、生物技术工业组织、增长能源
组织、国家生物柴油委员会和可再生燃料协
会。

在美国，可再生能源标准（RFS）通过设置
年度生物燃料生产和使用标准，以此来保护
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石油依赖，提供一个更
健康的环境。刚刚成立的生物燃料生产商协
调委员会成员，共同承诺将尽全力支持和维
持这种政策，努力实现目标。

据了解，自从采用可再生燃料标准以来，
美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增加了两倍，减少了近
三分之一对外国石油的依赖，RFS 对美国能
源安全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专家点评：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洪章：
生物能源是多元化的，发展必须结合多方

优势，包括技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而美国也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美国的这一做法的确对我国发展生物能

源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过，由于我国国家
体制问题，这样全方位地发展生物能源目前来
说还很难。例如，当初美国做纤维素乙醇时，就
设立了 60多个示范厂，这在我国是根本不可
能的。
有的专家曾问过我，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年

秸秆制备生物能源，为何至今仍没有产业化？
要知道，生物能源从科研到产业化需要经

历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我国生物质能源在制备
技术上已经获得突破，但技术到产业需要涉及
多个环节，包括原料收集、生产规模、产品市
场、投资比例、环境可承受力以及政策导向等，

但我国并未协调好这些环节。
其实，生物能源是多元化的，它包括生物

柴油、纤维素乙醇、微藻能源等等，国家不能单
纯地仅仅重视某一项，生物能源的发展还需要
多途径齐头并进。 （李惠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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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立生物燃料生产商协调委员会

秸秆是第二代乙醇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之一
图片来源：昵图网

植物产生毒素来抵抗潜在的敌人（如植
食性害虫和各种疾病）以保护自己免受伤
害。油菜产生硫配醣体以实现这一目的。然
而，也正因为含有这种硫配醣体，农民们只
能在猪和鸡饲料中添加数量有限的富含蛋
白的油菜籽。

据 phys.org 网站报道，来自丹麦哥本哈
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技术来阻碍
不想要的毒素进入植物的可食用部分。近
日，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
上。

“我们已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被称作‘转运
工程’的技术。它能够消除农作物可食用部分
中我们不想要的物质。”哥本哈根大学科学系
教授 Barbara Ann Halkier说。

通过这种新技术，人们对油菜等植物的
利用大大加强。不同于在西兰花中发现的健
康的硫配醣体，油菜额外产生的硫配醣体当
被大量食用时对大多数动物有害。

这一突破性发现为油菜成为商业化动物
饲料增加了潜力。

Barbara Ann Halkier强调：“我们成功地发

现两种蛋白，它们将硫配醣体转运到与油菜
花亲缘关系较近的某种植物的种子中。当我
们随后培育出不含有这两种蛋白的此类植物
时，所获得的显著成果就是它们的种子完全
不含硫配醣体，因而适合用于饲料。”
“转运工程”这种新的技术平台大有前

途。植物生物技术领域最大公司之一拜耳作
物科学公司正在与哥本哈根大学技术转移
部门谈判，希望与相关科研人员合作，以便
利用这项新技术来生产种子中不含硫配醣
体的油菜。

丹麦学者开发新技术消除植物毒素
姻郭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