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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口罩，已成为2020年最有

价值的产品。

进入3月份，在国内各地逐渐摘

掉口罩的同时，国外因新冠疫情形势

加剧，对口罩的需求正在逐渐上升。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FFP2型口罩单价

已经达到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200

元。国内企业目前口罩的订货来自世

界各地，包括欧洲多国、东南亚多

国、加拿大、伊朗、印度等等，单价

也升至2元左右。

从能源产业角度，该如何看待这

个平时不起眼的口罩？

从制造业角度，中国具有低成本

和产能优势，堪称口罩制造大国；但从

市场角度，中国还不是口罩技术强国，

要想占据产业金字塔尖端，需要弥补产

业短板、提升整套工业体系水平，最为

基础和硬核的，则是需要提升能源化

工、材料行业的硬科技实力。

口罩的背后是能源 
口 罩 虽 是 堪 比 纽 扣 的 低 利 润 商

品，但产业链复杂，其精巧程度，尤

其是与能源材料的关联度，并不为公

众熟知。

1958年，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

主席伦纳德·里德发表的《铅笔的故

事》一文，让人们在深入了解一支铅

笔制造过程之余，开始感叹市场经济

从口罩大国到口罩强国的跨越，需要提升包括化工、机械、电子

产业在内的整套工业体系的水平，最为基础的则是能源化工、材

料行业的硬实力。

口罩里的能源乾坤
文/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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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专业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伟大。

与基于最柔软矿石——石墨的铅

笔产业而言，基于石油资源的口罩，

在技术复杂程度上比前者更胜一筹。

2020年的这场疫情更是让人们深刻认

知了聚丙烯这一石化原料的重要性。

口罩的生产流程可以概括为：石

油—聚丙烯纤维料—熔喷无纺布—口

罩。

从细分领域来看，口罩生产横跨

化工、纺织、机械、电子等多个行

业，从聚丙烯原料到熔喷无纺布，再

到主辅料裁剪加工、消毒灭菌解析，

最终成为抵御病毒的利器，对于机械

加工、标准化流水线的要求同样很

高。

更为复杂的是，这样精密的分工

关涉全国甚至是全球产业链的紧密合

作，包括设备研制、安装调试、员工

培训，原料购入、车间布置、物流配

送等诸多环节，一旦某个产业链条或

者生产环节出现状况，即使是超级企

业，要想迅速扩大产能，也绝非易

事。由此，2月初中国石化官方微博发

布《我有熔喷布，谁有口罩机》，迅

即刷爆朋友圈，引发社会关注，也就

不难理解了。

从产能来看，中国绝对是一个口

罩产业大国，生产了全球约50%的口

罩。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口罩最高3月12日，河北遵化一家企业转产口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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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为2000多万只。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各类口罩产量45.4亿只，2019

年产量超过50亿只。

从原料来说，2019年我国聚丙烯

纤维的产量约为170万吨，其中能用于

口罩的高熔聚丙烯纤维约为95万吨。

正常情况下，满足口罩生产需要的原

料供应不是问题。

抗疫开始初期的“一罩难求”，

一方面是特殊时期企业停工所致：春

节期间的惯例是，无纺布企业、口罩

生产企业都不会保留太高的聚丙烯纤

维料和高熔指熔喷无纺布库存；另一

方面则是体现了产业特点：医用口罩

需要经过环氧乙烷（EO）消毒后静置

7天，从而造成新投产的口罩生产线生

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很快上市。据专家

介绍，若采用辐照灭菌技术，可将这

一过程缩短至24小时，但也会增加一

定的成本。

实际上，疫情发生后，我国的石

油石化企业迅即响应，紧急恢复生产

甚至上马新生产线。

2月份，中国石化在紧急上马10条

熔喷布生产线，产能达到18吨/天后，

又于3月10日宣布，在燕山石化和仪征

化纤再增加6条生产线，以增加12吨/

天的熔喷布产能。中国石化新闻发言

人吕大鹏表示，预计这些产能5月底全

部投产后，日产能将达到30吨/天。

截至3月10日，中国石油投入生

产的口罩生产线已翻倍，计划建设的

21条口罩生产线已到位14条，其中

12条已生产出口罩。中国石油独山子

石化、大连石化、大连西太、宁夏石

化、呼和浩特石化、兰州石化、抚顺

石化等炼化企业全力生产聚丙烯医用

料。截至3月9日，已累计生产医用料

13.8万吨，出厂13万吨。

据业内人士介绍，解决了原材料

的问题，口罩生产就是堆工、堆料，

维持生产线产能的问题了。

口罩如此难求，引无数企业来加

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包括能

源、汽车、家电、IT甚至是房地产行

业的数千家企业“跨界”生产口罩。

仅以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3月18日，

我国一共有4.7万家经营范围包括口罩

且在正常经营的企业，其中有8950家

系1月25日后新增企业。

新材料被寄予厚望
对于业界而言，规模和数量的扩

张无法掩饰中国只是制造大国而非技

术强国的尴尬。

口罩背后是产业实力的竞争，归

根到底是基于石化工业材料技术的竞

争。疫情初期，口罩产能难以迅速跟

上，能否通过新材料技术，减少浪

费，也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2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

的一家临时转产的口罩企业引发媒体

关注。据称，其核心技术是过滤材料

使用纳米纤维膜，可以解决普通口罩

清洗后难以重复使用的问题。 

据介绍，熔喷布实现过滤功能主

要依靠两点：对于较大颗粒的粉尘，

纳米纤维膜的过滤原理不是

靠静电吸附病毒颗粒，而是

靠上千层的纳米长纤维，一

层一层构成“迷宫”，通过

物理结构阻拦病毒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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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静电吸附病毒颗粒，而是靠上千层

的纳米长纤维，一层一层构成“迷

宫”，通过物理结构阻拦病毒颗粒。

二是采用的不是短纤维，而是纳米级

长纤维，可洗后重复使用。“纳米纤

维膜和熔喷布相比，就像羊绒和羊毛

的关系。”杨卫民表示。

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机构和企业

加入纳米纤维膜技术的研发。自2016

年起，杨卫民团队与“小为口罩”合

依靠纤维直径在2微米左右的超细静电

纤维布抵御；对于其他颗粒，通过静

电吸附在表面。其缺点在于遇水后静

电效应就会失去，因此无法在消毒水

洗后重复使用。

纳米纤维膜过滤的优势在于，即

使消静电处理后，其过滤效率基本保

持。据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杨卫民团队

介绍，纳米纤维膜口罩可以反复清洗

使用的原因有二：一是过滤原理不是

作，开始量产纳米重复可洗口罩；广

东工业大学联手多个研究团队，研发

出了纳米纤维静电纺丝批量生产设备

以及医用口罩纳米纤维滤膜，生产线

每日可产30万个滤膜材料；由上海巨

臣婴童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圃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纳米

纤维微孔薄膜材料口罩日前也已开启

团购渠道，但限购每家企业订购100

只。

据业内人士介绍，基于新技术的

口罩产品销量并不乐观。纳米纤维膜

在口罩生产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成

本较高，二是技术有待改进。山东东

岳集团首席科学家张永明认为，纳米

纤维如果太细了，比如直径小到几十

到几百纳米，是可以隔离病毒，但口

罩的压降会导致呼吸困难，即俗称的

“憋气”。

当然，这一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其

作为新型滤膜的战略安全作用，比如

作为可重复使用的产品，目前可以有

效减缓物资短缺的压力和减少医疗危

废的产生，未来可能在于满足国家长

期存储的战略物资储备需求，以及在

可水洗、可反复使用口罩领域的差异

化应用。

此外，这种纳米纤维膜对于很多

熔喷材料无法应用的净化领域很有意

义，比如高湿条件下的净化过滤、油

性颗粒为主情况下的净化过滤，在海

洋船舶领域和畜牧业等领域，会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

（张若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20年及以后国内聚丙烯新增产能汇总

企业名称

恒力石化

汇丰石化

埃克森美孚

青海大美

甘肃华亭煤业

辽宁宝来石化

中化泉州炼油

大庆联谊

湛江中科炼化

宁波富基

神华宁夏煤业

烟台万华

古雷石化

中韩石化二期

天津渤化

广东石化

浙江石化二期

地区 

大连

淄博

惠州

西宁

庆阳

朝阳

泉州

大庆

湛江

宁波

银川

烟台

漳州

武汉

天津

揭阳

舟山

产能（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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