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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原
子能机构对我国开展的首次国际核安保专
项评估日前圆满结束。此次评估活动应用
国际核安保新理念，以最高标准，结合各国
成功实践，分析、评估我国的核安保管理与
实践情况，形成了《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报
告（中国）》。评估高度赞扬了我国政府持
续加强核安保的努力，充分肯定了我国加
强核安保工作、保障核工业可持续发展、强
化核安保责任担当、参与构建全球核安保
治理体系取得的成就。记者就相关问题采
访了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主任邓戈。

记者：什么是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

邓戈：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IPPAS）
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帮助成员国改进和提
升核安保能力水平、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
而开展的国际同行评估。目前，评估包括
国家核安保体系、核材料核设施实物保护、
运输实物保护等5部分内容。评估由成员
国提出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国际专
家组实施，评估实施前邀请国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商定评估范围和专家组组成等。
日前，评估专家组正式来华实施评估

活动。专家组系统了解我国的核安保制
度、法规体系以及政府监管实践；还赴秦山
核电基地对方家山核电项目实地考察。通
过上述活动，专家组依据《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及其2005年修订案等国际核安保相
关法律文书和技术导则，形成了对我国首
次开展的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报告。报告
对我国核安保管理与实践进行了全面、客
观的描述，总结归纳了我国的良好实践和
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和提升我国核安保能
力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是国际原子能机

构开展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同行评估
活动之一，日益成为各国加强沟通合作、相
互借鉴先进经验的重要交流机制。1995
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为47个成员国
开展了77次核安保专项评估活动，中国是
第48个邀请进行评估的国家。

记者：我国核安保工作的现状及成绩

如何？

邓戈：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核安保
工作，始终强调国家责任，对核及放射性材
料一直实施严格管控。60多年来，我国以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为基本原则，逐步建
立起一套与核工业发展相适应的核安保体
系，保持了良好的核安保记录，核安保工作
成绩斐然：
一是顶层设计日益完善。我国将核安

保列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明确了核安保
的战略定位。我们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核心，以“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为
指导，从法律法规、监管体系、能力建设、技
术研发等方面进行设计，明确各阶段目标、
任务、措施和总体安排，并强化组织落实。
二是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我们组织起

草了《原子能法》，明确了核安保工作的基
本原则；还起草了《核安保条例》，专门指导
和规范核安保工作。目前，两者均已报送
国务院。
三是核安保监管日趋规范。在公安

部、环保部密切配合下，加强核材料许可管
理，进一步规范核安保威胁评估、核安保系
统设计审查等工作，持续强化核安保监督
检查。
四是核安保能力持续提升。对于新建

核设施，要求核工业界采纳国际最新标准

建造核安保系统；对于原有核设施，由国家
投入专项资金数十亿元用于核安保系统改
造；我们还组织核设施单位开展核安保实
兵对抗与模拟演练。此外，依托科研院所、
高校等单位，我们开展了大量核安保技术
研究和设备开发工作。
五是核安保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

强化。在国家原子能机构专门成立了核安
保处，组建了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依托核
安保示范中心平台，每年对核设施营运单
位人员开展核安保培训近千人次。

记者：在核安保全球治理方面，我国都

作出了哪些贡献？

邓戈：核安保是全球性课题，没有一个
国家能独善其身。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核安
保治理问题，不断加强自身核安保治理进
程，为核能和平利用作出表率，这本身就是
对世界核能安全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核安保全球治

理，为核能和平利用造福人类贡献力量：一
是中国核安全观成为国际共识。二是我国
的履约担当成为国际表率。三是为构建全
球核安保体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核安保工作展现大国担当
——访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主任邓戈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现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科
学家们用掺入石墨烯的涂料，做出了世界
上最好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防腐外衣。想看
看石墨烯怎么成为防腐战士吗？请跟随
《经济日报》记者，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
海洋环境材料腐蚀实验现场看一看吧。

厉害的防腐战甲

目前，国际上最好的重防腐涂料

耐盐雾寿命也仅有3000小时左右，而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石墨烯改性重防

腐涂料，能让这一耐受时间超过6000

小时

在中科院西沙海洋科学综合实验站的
小楼楼顶，竖着几排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整
齐地斜铺着一片片用螺钉固定的长方形钢
铁薄片。这些薄片有的锈层颇深已看不出
底色，有的锈痕斑斑，有的却锃亮如新。这
就是“裸奔”的、穿普通防锈衣的、穿石墨烯
防锈衣的不同钢片之间的区别。
“这是船用高强钢，这是卫星用的，这

个完全锈蚀的是低碳钢……”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研究员王立平介绍，这里是高盐雾
环境下的暴晒实验场，样件大概有1000
多个，分8大类30余种材料，涵盖了块体
材料、不同薄膜材料、重防腐材料和航天航
空材料。暴晒实验可以发现材料的缺陷，
通过实验反馈参数给研发团队，来调整制
造工艺。
“实验中明显可以看到，使用了我们石

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的材料，抗锈蚀能力
很强，在这种苛刻腐蚀环境中暴晒半年后
还跟新的一样。很多没做防腐处理的型号
材料，一个月就几乎全部腐蚀。”王立平说，
热带海洋无孔不入的腐蚀介质（水、氯离

子、氧气等）是钢铁难以抵挡的超级“杀
手”，国际上最好的重防腐涂料耐盐雾寿命
也基本只有3000小时左右。而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王立平研究员、乌学东研究员和
薛群基院士联合团队开发的新型石墨烯改
性重防腐涂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让钢
铁材料在中性盐雾试验中的耐受时间超过
6000小时。
石墨烯是已知世界上最薄的材料，只

有一个原子厚，厚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20
万分之一，一克石墨烯就可以覆盖一个足
球场，其强度是钢的200倍。这种材料自
2004年首次制成后，迅速成为热门材料并
得到业界认可，以至于在仅仅 6年后的
2010年，诺贝尔奖就颁发给了石墨烯的制
备者——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
洛夫。
正是因为它的性能优良、功能众多，石

墨烯被广泛应用到锂电子电池、超级电容、
导电油墨、触摸屏、软性电子等领域。其
中，防腐涂料正是非常有市场前景的应用
领域之一。
石墨烯为何能防腐？作为目前自然界

最薄的二维纳米材料，石墨烯的阻隔与屏
蔽性能非常优异。石墨烯能够有效阻止水
分子和氯离子的通过，大幅降低金属基体
的腐蚀速率。通过引入石墨烯，能够增强
涂层的附着力、耐冲击等力学性能和对介
质的屏蔽阻隔性能，尤其是能够显著提高
热带海洋大气环境中服役涂层的抗腐蚀介
质渗透能力。

耐心的科研团队

研制具有实用价值的高性能石墨

烯改性重防腐涂料，难度非常大。60

人的研发团队过去10年只做一件事

——研发石墨烯涂料

近年来，利用石墨烯的“迷宫”阻隔
效应，提高有机涂层的抗渗透性和防腐
性，已成为国内外防腐涂料领域的研究热
点。然而，研制具有实用价值的高性能石
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难度非常大，主要原
因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涂料体
系；缺少性能全面考核和实际工况长效服
役评估；缺乏详细的专用数据库和相关涂
料标准；石墨烯成本相对较高。解决这些
难题，需要摸清石墨烯防腐的微观物理化
学影响机制，突破石墨烯的稳定分散、与
树脂相容性、配方及配套体系优化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有大约60人的团

队，过去10年只做一件事，就是研发石墨
烯涂料。他们成功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且兼具优异力学性能、长效防腐和特殊
功能性的8大系列石墨烯改性新型防腐涂
料：为满足不同应用需求，其包含了沿海储
油罐重防腐涂料、导静电防腐涂料、电网塔
架防腐涂料、光伏塔架防腐涂料、耐海水防
腐涂料和航天国防特种涂料等多种类型。
“石墨烯的理论厚度仅为0.335纳米，

阻隔性能非常好，几乎可以阻隔水、氧气、
钠离子等任何离子，可以在大幅降低涂膜
厚度的同时，显著提高涂层的防腐寿命。”
王立平说，目前，市场上主要使用的重防腐
涂料是富锌底漆，锌含量在60%至80%，
不但防护寿命短，且大量使用锌，浪费资源
还不环保。而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研发的各
种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中，锌含量低于
30%甚至更少，性能却至少提高2倍。
目前，石墨烯改性新型防腐涂料技术

已通过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的鉴定，其关
键技术指标“耐盐雾寿命”超过6000小
时，是目前国际上最优重防腐涂料耐盐雾
寿命的2倍。相关研究成果不仅申请了国
家发明专利78项，还申请国际专利（PCT）
2项，授权美国专利1项。
王立平说：“对新材料的研究，需要积

累长期实验数据。我们的海洋环境材料腐
蚀实验最少要连续做10年，目前已在文昌
实验站做了一年半，在西沙实验站做了半
年，今后还将继续坚持下去。”他认为，材料
锈蚀情况虽然在实验室做过加速实验，但
数据未必符合真实情况，像西沙站这样暴
露在真实浓盐雾环境下的考验，才能暴露
出新材料的工艺是否达标，是否真能承受
热带海洋环境的考验。这些真实数据的反
馈，可以帮助他们把石墨烯改性防腐涂料
技术精益求精，得到更高的性价比。

吸金的实用技术

目前，该技术成果已实施了产业

化，具备年产万吨级的石墨烯改性重

防腐涂料生产能力，实现了石墨烯改

性重防腐涂料的低成本稳定量产，市

场前景十分广阔

石墨烯最初制备出来时价比黄金。随
着研究深入和生产规模提高，石墨烯的成
本越来越低。目前，得益于石墨烯粉体规

模化制备技术的突破，使得在工业产品中
大规模添加石墨烯具备了商业可行性。
王立平说，“石墨烯当前价格跟涂料中

其他原材料价格相当。加上其添加量非常
少，仅在百分之一以内，故对于石墨烯涂料
成本的增加并不显著。目前国内比较好的
防腐涂料1公斤30元，我们研发的石墨烯
改性涂料稍高于其他普通的防腐涂料，但
远低于进口重防腐涂料动辄上百元一公斤
的价格。并且，就当前所做的测试结果来
看，在国内外这个领域的涂料中，我们是最
好的”。
目前，该技术成果已经由宁波中科银

亿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了产业化，具备年
产万吨级的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生产能
力，实现了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的低成
本稳定量产。其产品已在国家电网沿海地
区和工业大气污染地区大型输电铁塔、西
南地区光伏发电支架、石化装备以及航天
装备等领域进入规模示范应用阶段。这也
是全球首次完成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工
程化全链条，囊括材料开发、自然环境考
核、工程示范乃至大规模生产和应用。
“材料做好了不愁钱。”王立平介绍，该

成果在与中科银亿实施技术转移转化时，
就让实验团队获得了 3000余万元的收
益，这让烧钱的新材料研发和实验进入了
良性循环。
那么，石墨烯防腐材料的市场到底有

多大？对新兴海洋工程、现代交通运输、能
源工业、石油工业、大型化工企业、海岛工
程等领域的装备设施来说，腐蚀是其安全
性和服役寿命的重要影响因素。统计显示，
仅2014年，中国的腐蚀总成本就超过2.1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3.34%。
我国拥有高达2000亿元的防腐涂料

市场，其中重防腐涂料需求年均增速超过
20%。以前，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缺乏相应技术标准，我国70%的重
防腐涂料市场被外资品牌垄断，质量参差
不齐。
重防腐涂料是减小腐蚀破坏、保障苛

刻腐蚀环境下装备和设施可靠性和服役寿
命的关键材料，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涂
料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的石墨烯涂料研发团队来说，石墨烯
改性重防腐涂料的研发，将在已取得的重
大突破基础上，继续从基础研究和产业推
广两方面深入推进，让那些处于易腐蚀环
境中的装备设施，都穿上国产的石墨烯防
腐外衣！

给装备披上石墨烯防腐外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不论是风吹浪打的海船、跨

海大桥，还是高悬太空的卫星、

空间站，都很容易被腐蚀，要让

它们上天入海不惧锈蚀，就必须

给它们披上防腐外衣。对于任

何工业材料来说，腐蚀都是一名

悄悄的破坏者——每年，我国的

腐蚀总成本达两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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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公博团队与国外相关研究团队
通过对最新天文观测数据分析，发现了暗能量随
时间演化的证据。这表明，暗能量的本质有可能
不是爱因斯坦百年前提出的“宇宙学常数”。
“这意味着暗能量的本质可能不是真空能，而

是某种动力学场。”赵公博说。
揭示暗能量的物理本质是现代科学中最重大

的课题之一。暗能量的物理性质体现在其“状态
方程”中，即暗能量的压强与能量密度的比值。在
传统的真空能—冷暗物质宇宙学标准模型中，暗
能量是爱因斯坦在1917年提出的“宇宙学常数”，
即真空能，在此模型中，暗能量不具有任何动力学
性质，其状态参量恒为-1。动力学场则是另外一
类暗能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暗能量的状态方程
是随时间演化的。
2016年，赵公博研究员带领国际大型星系巡

天“斯隆数字巡天三期”合作组，利用最新观测数
据和新方法，在宇宙演化的多个时期，以高精度测
量得到了重子声波振荡信号。这一测量也成为此
次研究突破的基础。
暗能量的动力学性质还需要下一代大型巡天

观测的认证。赵公博表示，期待在未来5年至10
年内，世界上最大型的星系巡天“扩展重子振荡光
谱巡天”“暗能量光谱仪”“主焦点光谱仪”等项目
帮助人类揭开暗能量之谜。

我国科学家最新发现：

暗能量或是动力学场

ofo和巴斯夫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ofo将
为小黄车配备采用巴斯夫Elastopan聚氨酯制造
的双层车胎系统，让骑行体验更为安全舒适。该
系统采用了独特的双密度技术：外层可承受各种
粗糙路面考验，内层具有出色的回弹性能，可提供
良好的减震性。这种免充气车胎系统还省去了传
统内胎频繁修补的麻烦。
of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戴威表示：“车胎质

量是确保用户良好体验的关键。我们必须以全新
科技重新定义共享，以此推动ofo的全球增长战
略。”目前，该公司在13个国家的180多个城市投
放了1000多万辆共享单车。
巴斯夫特性材料部亚太区高级副总裁鲍磊伟

表示：“我们很高兴为ofo新款小黄车提供材料解
决方案，以新科技帮助减轻单车重量、提高耐用性
和舒适性。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材料应用，优化
单车其他零部件，支持ofo的全球化进程。”
据介绍，Elastopan可生产成任何颜色。在

双层结构设计中，每层均可采用不同颜色，并通过
单步工艺高效经济地完成生产。独特的胎面设计
则进一步提高了轮胎的防滑性能，这确保了更大
抓地力，提高了骑车者的安全性。
与普通橡胶车胎相比，采用Elastopan的自

行车胎系统重量减轻约30%，使操控更加轻松；
由于具有耐磨损、耐摩擦、耐化学品和耐用等优
点，外层车胎的耐磨性提高了近3倍；此外，双密
度车胎结构有助于减少维修次数，延长单车使用
寿命，甚至可将减震性能提高30%。“这种新车胎
不惧穿刺和硬物磨损，还可减少单车损坏几率，显
著提升了舒适性和整体骑行体验。”戴威表示。

巴斯夫双层车胎系统：

让共享单车安全舒适
本报记者 陈 颐

据新华社电 英国科学家最新开发出一种纳
米级分子机器人，可用微小的机械臂执行搬运分
子、“搭建”其他分子等，未来有望用于药物研发、
先进制造及建设分子组装线或分子工厂等领域。
英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自然》杂志上报告

说，每个分子机器人总共由150个碳、氢、氧和氮
原子构成，尺寸只有约1纳米。在科学家的控制
下，分子机器人通过在特定溶液中发生的化学反
应来完成基本任务，比如“搭建”出其他分子等。
领导最新研究的教授戴维·利介绍说：“就好

像你可以用乐高积木搭建一个简单的机器人，我
们的分子机器人是由原子（堆积）构成的。”
据悉，分子机器人能根据科学家的化学指令，

用不同的方式放置固定“零件”，“搭建”出不同的
分子产品，不过这一切是在纳米尺度上完成的。
由于尺寸极微小，这种分子机器人有多方面

应用优势，包括减少对材料的需求、加速药物研发
过程、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及推进更多产品微型化
等，未来在诸多领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最新研发：

分子机器人能“搭建”分子

图为战略合作协议发布现场。（资料图片）

成功运用石墨烯重防腐涂料的我国海

上风电场风电机组塔筒。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